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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獎 項 ▇創新獎  □精進獎（請自行勾選參獎獎項） 

提 案 機 關 臺北市稅捐稽徵處 

提 案 單 位 
企劃服務科 

主要提案人謝松芳（55％） 

參與提案人葉郁菁（25％）、張麗文（20％） 

提 案 主 題 服務聯盟擴大宣導 

提 案 緣 起 

一、為維護稅籍正確，本處每年均會就各種稅目辦理清查作業，

市民因不諳稅法規定，致違章遭受處罰之案例層出不窮，清

查改課補稅金額每年高達數億元。為提醒民眾知法守法，期

能減少違章案件發生，加強租稅宣導有其必要性。 

二、本處負責稽徵的 7 個稅目中就有 5 個與買賣不動產有關，有

鑑於地政士公會、房仲業者及本處服務的對象是同一族群，

透過聯盟的合作不但可增加百餘個服務據點，還有逾 2,000

位地政士公會的會員，都將對租稅宣導產生乘數效果，有利

顧客服務的推動。 

三、服務聯盟是行政機關首創公、私部門無償合作的先例，是一

種善用社會資源，回饋政府資源的機制，合作雙方透過資訊

交流、資源共享及人員合作等 3 個面向，善用彼此資源，期

以最少的人力、物力提供市民最優質的服務。 

實 施 過 程 
及投入成本 

一、 現況分析 

（一）加強宣導法令規定 

財政部賦稅署以96年6月20日台稅六發字第09604533100

號函知，審計部查核該署財務收支及決算時，發現稅務違

章案件之減免處罰標準雖多次放寬，惟年度裁罰件數、補

徵金額及估計罰鍰居高不下，對於納稅人因不諳稅法規定

致遭補稅受罰，應加強宣導。（附件 1） 

 （二）宣導的觸角侷限於公部門 

 1.租稅太專業納稅人不容易瞭解，本處係以編印內容淺顯

易懂的租稅文宣，並透過各種公務行銷場合或辦理活動

時贈送民眾來傳遞租稅訊息；惟侷限於本處、所屬分處

及財政部臺北市國稅局等行政機關據點，宣導應儘量增

加曝光度、讓民眾接觸本處所要散發的租稅訊息，才能

增加宣導效果，因此開拓私部門的宣導據點，可突破僅

透過公部門宣導的瓶頸。 

2.現代人生活忙錄，買賣不動產除了找專業代書外，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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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資料也是一個重要的管道，網站宣導可超越時間及空

間，惟一般民眾如無特殊需求，鮮少會進入公家網站，

因此如何藉由知名不動產買賣網站宣導，或設法爭取建

置連結本處網站 Banner，也是重要的課題。 
 （三）政府資源閒置 

       政府的硬體設備常被媒體譏諷為蚊子館，本處的禮堂及訓

練教室等設備，使用的時間及次數有限，其他時間都是處

於空置未使用狀態，這些設備資源本來就是全體納稅人的

財產，而私部門可能欠缺的就是這樣的空間設備，聯盟雙

方基於互惠的合作夥伴關係，稅捐處於符合公共利益的情

形下，釋出政府資源，開放禮堂等空間設備供聯盟對象使

用，而私部門的門市通路也成為稅捐處的宣傳據點，這樣

雙向的善用彼此資源，可以提高資源的使用效率，是一種

雙贏策略。 

二、目標 

 （一）拓增宣導據點擴大宣導效益     

 （二）政府閒置資源釋出與民共享 

三、提案經問題解決小組研議及業務改造小組審查 

（一）依據本處提案制度，於 97 年 2 月 12 日將問題先提交企劃

服務科問題解決小組研議，擬定推行步驟。 

（二）由處長領軍親自拜訪私部門高層尋求合作共識。 

（三）訂定本處計畫草案、合作項目及契約文字送交業務改造小

組逐一討論修正，並確認本案合作內容不可涉及商業性行

為。 

（四）邀請合作對象召開會議逐項確認執行細節。 

四、行政程序完備後正式實施 

（一）本案初期合作對象選定台北市地政士公會及永慶房屋仲介

股份有限公司，由於係行政部門的首創，且涉及釋出政府

機關資源，部分市府長官有所疑慮，都由處長親自層層溝

通，在執行前將計畫及契約書草案送請臺北市政府法規會

審核以化解疑慮。 

（二）該會會核意見表示，本處出借禮堂等設備，原涉及租金或

規費徵收範籌，由於本合作案沒有對價關係，如符合規費

法第 13 條第 3 款規定，基於公共利益或特殊需要考量，

規費主管機關（即財政局）得免徵應徵收之規費。（附件 2）

（三）全案於 97 年 5 月 22 日報奉 市長核定。（附件 3） 

五、97 年 6 月 30 日於本處信義分處舉行締約典禮，不僅林副市長

建元及財政部賦稅署鄭副署長義和等上級長官蒞場致詞，工

商時報等媒體記者也至現場報導。服務聯盟自 97 年 7月 1 日

起正式運作，期滿 1 年後檢討利弊得失，將來不排除尋求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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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私部門合作的機會，但是本處也要衡酌資源的有限性。

（附件 4） 

六、推動情形 

 （一）合作項目 

類別 本處釋出資源 
地政士公會及永慶房屋

提供資源 

資訊

交流 

1. 設置對話窗口 

2. 在不涉及稅務保密前

提下，提供各稅解釋

函令、稅收統計、稅

務違章案件裁罰金額

或倍數參考表、轉帳

納稅及開徵資料等。 

1. 設置對話窗口 

2. 定期提供房地產成交

件數統計比較表 

 

資源

共享 

1.出借訓練教室、電腦教

室、會議室及禮堂。 

2.稅務文宣內頁提供宣

導以公共利益內容為

限之訊息。 
3.其他經同意使用之資源

設備。 

1.提供門市通路擺放稅

務文宣、張貼海報及播

放租稅短片。 

2.提供網站、定期刊物刊

載稅務訊息。 

人員

合作 

1.指派講師講授地方稅

法規。 

2.指派專人或專線解答

稅務疑義。 

3.定期舉辦管理階層座

談會。 

1.指派同仁進行房仲經

驗、規範分享。 

2.指定專人隨時以通訊

方式接受稅處或所屬

轄區分處，有關建物土

地移轉登記法令及實

務之諮詢。 

 （二）具體作法 

      1.財政部新頒解釋函令主動提供地政士公會轉知會員。 

2.訂定本處推動服務聯盟訓練及活動使用場地須知，使用

前由本處派員辦理租稅教育或市政宣導。 

3.各分處成立工作小組，執行定期補充文宣、提供現值查

詢及解答稅務疑義等工作項目。 

4.利用永慶房仲網宣導買賣不動產而衍生的稅務問題，並

善用其 129 家直營店及 8 家簽約中心，張貼稅務宣導海

報及擺放最受民眾喜愛之稅務食譜等 4 種稅務文宣。 

5.租稅宣導訊息於永慶房屋櫥窗多媒體及定期刊物之固定

欄位曝光，各種刊物各月發行量如下表： 

        (1)北市精選、捷運住宅、湖光山色及山水風情等 4本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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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每月 25 號出刊，共約 10 萬本/月。 

        (2)致富專刊，每月 20 號出刊，約 3 萬本/月。 

        (3)永慶家園，每季 15 號出刊，約 5 萬本/季。 

        (4)彩色 DM，每週出刊一波，約 280~300 萬張/月。    

6.永慶房屋公司每週六、日在自由時報、中國時報、蘋果

日報等各大報紙刊登之廣告，開闢生活佈告欄登載租稅

訊息。 

7.邀請永慶房屋孫董事長慶餘至本處對所有一級主管專題

演講「房屋仲介經驗及服務作為」。 

      8.地政士公會王理事長分 2 梯次，對本處所有財產稅人員

講授「日據時期繼承慣例及案例解析」。 

      9.本處謝處長赴永慶房屋對其一級行政主管講授「創新與

管理」。 

      10.永慶房屋員工至北埔旅遊，學習本處「主管聯誼社」之

運作情形。 

（三）檢討會議 

98 年 10 月 8 日召開服務聯盟檢討會議，由於實施成效佳，

三方一致同意繼續推動服務聯盟原有之合作項目，並新增

於永慶房仲網及台北市地政士公會網站首頁建置連結本

處網站Banner，進一步資源共享，並討論運用本處「愛心

荷包」及「稅務食譜」這兩項創意，研議製作具有雙方合

作特色的文宣，提升服務聯盟執行績效。（附件 5） 

實 際 執 行
成 效 

一、 內部效益 

（一）培育租稅種籽 

利用永慶房屋使用本處禮堂召開會議前，派員對其員工辦

理市政或租稅宣導，截至 98 年 12 月 31 日止，本處派員

宣導 19 場，共計 2,850 人次，並於新頒解釋函令時，主

動函送地政士公會轉知所屬人員或會員，以提升其專業知

能。（附件 6） 

（二）提升本處人員素養 

邀請合作夥伴分享其專業，以提升本處財產稅人員買賣房

屋的常識（附件 7）；引進私部門營運觀念，有助於改變一

級行政主管之管理理念。（附件 8） 

（三）增進合作夥伴形象 

參與服務聯盟之合作夥伴，基於「你為我、我為你、全為

顧客」及「魚幫水、水幫魚、共創雙贏」的共同理念，彼

此互惠合作，以最少的人力物力，產生最大之服務效益，

不論是公部門或私部門，只要得到顧客滿意的回應，就能

產生形象加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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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動性服務轉變為主動性服務 

以往市民有了稅務疑義，不論是經由電話、網站或是親自

辦理，都必須找到本處或是所屬 13 個分處尋找答案，現

在我們則透過聯盟的成員找到有稅務疑義的市民，主動為

其解答，以為民服務的觀點來說，我們提供的是物超所值

的服務。 

二、 外部效益 

 （一）創意文宣共同宣導 

      1.永慶房屋編印 99 年農民曆 18,500 份，其中多達十餘頁

介紹本處最受歡迎的文宣「稅務食譜」中的 10 道佳餚及

房地產相關租稅訊息，並大幅宣導稅務新知，透過門市

通路發送其顧客，擴大行銷效益。（附件 9、10） 

      2.台北市地政士公會印製分送會員之 99 年桌曆，亦摘錄本

處編印之「節稅秘笈」內容，以 1 頁各稅節稅方法簡介，

提醒會員注意。（附件 11） 

      3.永慶房屋欣賞本處創意佳作愛心荷包，已著手製作具有雙

方合作特色又精美實用的永慶圓滿荷包，本處提供地價稅

及房屋稅簡易節稅備忘錄，提醒民眾注意較易疏忽的納稅

權益，該荷包將於 99 年 3 月底亮相，將發揮加乘的宣傳

效益。（附件 12） 

（二）增加宣導據點 

1.永慶房仲網及地政士公會網站首頁建置連結本處網站

Banner，增加本處網站曝光據點。（附件 13） 

2.每月利用永慶房屋 129 家直營店及 8 家簽約中心，張貼

稅務宣導海報及擺放最受民眾喜愛之稅務食譜等 4 種稅

務文宣。（附件 14） 

3.於永慶房仲網宣導買賣不動產相關的稅務資訊，不受空

間限制提供 24 小時的服務。（附件 15） 

（三）提高宣導訊息曝光率： 

1.永慶房屋於該公司各種定期刊物開闢專欄供本處宣導

租稅訊息，字數從 50 字到 150 字，各刊物各月發行量

約 300 萬份。（附件 16、17） 

2.每月提供稅政宣導訊息約 25 字於該公司櫥窗多媒體宣

導。 

3.永慶房屋每週星期五、六、日在自由時報、中國時報、

蘋果日報等各大報紙刊登之廣告，開闢生活佈告欄登載

租稅訊息。（附件 18） 

（四）有效運用閒置資源 

     聯盟雙方基於互惠的合作夥伴關係，稅捐處於符合公共利

益的情形下，釋出政府資源，開放禮堂等空間設備供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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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使用，除提高硬體設備的使用效率，而私部門的門市

通路也成為稅捐處的宣傳據點，這樣雙向的善用彼此資

源，可以提高資源的使用效率，是一種雙贏策略。（附件 19）

（五）提供稅務個案輔導及房屋現值查詢 

截至 98 年 12 月 31 日止，本處派員個案輔導稅務疑義 84

次，提供房屋現值查詢 384 次。      

相 關 附 件 附件 1至附件 19 各 1 份如附件電子檔 

聯 絡 窗 口 
姓名：葉郁菁 

電話：23949211 轉 189 

Email：ct-4136@mail.taipei.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