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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正義論壇Ⅱ與談人或民眾意見及回應 

與談人或民眾 與談建議或提問摘要 回應 

潘懷宗議員 1. 如果市府健全房市的出

發點，是希望讓民眾買屋

租屋壓力下降，那健全房

市的主要目標，應該是健

全「房價」。 

2. 稅制改革方向，應朝向公

平合理方向進行，避免有

錢人徵不到稅，反而只加

重中產階級以下民眾的

稅賦負擔。 

1. 為周延規劃整體短中長期房市

政策，本府已主動持續透過座

談會、論壇等多元管道，廣納

產官學研民各界意見，提出「臺

北市健全房市政策與行動」，並

以「資訊透明」、「交易管理」、

「價稅合理」三大面向為基

礎，整合臺北市都市發展局、

財政局、法務局、本市都市更

新處及建築管理工程處的相關

政策行動，提出十大策略及 51

項行動方案，而本次論壇係提

出階段性重點行動方案以供各

界討論，據以收斂精進政策。

後續期望透過健全房市行動方

案的推動，引領臺北市於 2018

年邁向不動產高透明國家，並

落實公平合理稅制，以促進不

動產市場健全發展，房價合理

化，落實居住正義。 

2. 針對稅制改革應朝公平合理方

向 1 節，內政部與財政部已建

立「房地評價及稅制研商平

台」，結合不動產估價、地政、

財政專家學者及地方政府，共

同檢討整體房地稅制度，本局

亦為地方政府地政業務代表，

將積極提供相關建議及協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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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或民眾 與談建議或提問摘要 回應 

央推動稅制改革。 

蔣美龍副理事

長 

考量很多民眾並不一定會上

網查詢參與自主檢查之業

者，建議對於參與自主檢查

之業者提供認證標章。 

對於參與新制業者，本局除在網站

上公開，對於業者之契約內容本局

將予以檢視輔導至符合預售屋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後，函文告知業者，該函文已有認

證之效益。 

楊宗憲副教授 肯定市府發布商辦租金指數

的努力，該指數的發布有助

於促進市場資訊透明，強化

國際接軌。簡報所提未來聚

焦的方向，包括編製房市指

標溫度計，讓市民容易判斷

房市處在什麼狀態，位在什

麼階段，這些資訊都到位之

後對於房市透明化會有具體

的幫助。 

 

本局未來將持續每年 3、9 月定期

發布商辦租金指數，協助民眾掌握

本市商辦租金變動趨勢，另將試編

臺北市房市指標溫度計，整合多項

房市指標，以貼近民眾的溫感變

化，綜合研判分析，解讀房市冷

熱。 

何修蘭主任消

保官 

為了協助民眾解決消費爭

議，建議參考金融評議中心

作法與業者合作，惟推動之

困難處在於建商、開發商沒

有專責管理法規，建立建

商、開發商的管理專法，也

可於不動產買賣推動金融評

議中心的制度。 

將相關建議提供建管處納入臺北

市不動產開發業管理自治條例。 

王靚琇司長 1. 資訊透明是非常重要，對

於北市商辦租金指數，本

部立場全力支持，也希望

1. 感謝內政部支持，本局未來將

持續每年 3、9月定期發布商辦

租金指數，協助民眾掌握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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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或民眾 與談建議或提問摘要 回應 

藉此讓市場更透明。楊老

師也提到期許市場跟國

際接軌，但要提醒台灣跟

國外對於室內坪數算法

不同，台灣其實還有很多

需要努力的地方。 

2. 建議建商應建立專法管

理，以降低糾紛產生。 

3. 地價區段再細緻化大方

向非常認同，透過區段更

細緻化以接近實際，但此

會涉及房地拆分，要以價

差決定要不要區段細分

操作上會面臨一些問題。 

商辦租金變動趨勢。另室內坪

數算法涉及不動產登記及交易

相關法規，倘中央修法將配合

辦理相關事宜。 

2. 將建議建管處儘速研訂臺北市

不動產開發業管理自治條例，

並納入相關條款及罰則，把現

有行政輔導措施提升至本市自

治條例位階。 

3. 地價區段劃分的細緻化是精進

地價查估的關鍵之一，除於本

次論壇中進行討論，本局已將

本市地價區段劃分作業要點草

案上網徵詢意見，並預計 5 月

召開專家學者座談會，期能於

今年 6 月完成地價區段劃分原

則法制化作業，兼顧地價區段

細緻之量與質，促進稅賦公平

合理。 

段先生 1. 本人在代書事務所上

班，建商客戶都不想在臺

北市蓋房子，因興建中土

地被調整地價區段，還沒

使用收益，但稅基被大幅

調升，沒有收入狀況下卻

要負擔暴增式稅賦，臺北

市應該可以參考其他縣

市。 

2. 再來不建議提高地價稅

1. 有關地價區段之劃分，依地價

調查估計規則第18條規定：「劃

分地價區段時，……，斟酌地價

之差異、當地土地使用管制、…

房屋建築現況、土地利用現

況、發展趨勢及其他影響地價

因素，於地籍圖上將地價相

近、地段相連、情況相同或相

近之土地劃為同一地價區

段。…」，都市更新核准案或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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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或民眾 與談建議或提問摘要 回應 

稅基，因為房地合一交易

稅，持有稅不能當作成

本，若房地交易沒有賺，

平盤殺出，持有稅會造成

負數。加稅不是解決之

路，可以考慮優惠方式。 

 

建中之土地，如合於上開規定

情形者，應斟酌地價 (如土地買

賣、標售取得價格)、土地使用

管制(如都市更新獎勵容積)、房

屋建築現況、土地利用現況、

發展趨勢及其他影響地價因素

等差異程度，依其進程單獨劃

分地價區段，並依地價調查估

計規則第 21條計算區段地價，

相關作業悉依法令規定辦理。 

2. 針對價稅制度問題，內政部與

財政部已建立「房地評價及稅

制研商平台」，結合不動產估

價、地政、財政專家學者及地

方政府，共同檢討整體房地稅

制度，本局亦為地方政府地政

業務代表，將積極提供建議及

協助中央推動精進稅基查估及

稅制改革等相關事宜。 

趙律師 1. 都更核准後會被劃為獨

立地價區段，地價會大幅

調漲，會不會變成反都更

機制？而且獨立區段地

價劃分要點好像沒有客

觀依據。 

2. 根據瞭解德國、日本、澳

門持有稅沒有一個是實

價課稅，而是參考租價行

情。若要實價課稅是否要

1. 有關地價區段之劃分，依地價

調查估計規則第18條規定：「劃

分地價區段時，…，斟酌地價之

差異、當地土地使用管制、…、

房屋建築現況、土地利用現

況、發展趨勢及其他影響地價

因素，於地籍圖上將地價相

近、地段相連、情況相同或相

近之土地劃為同一地價區

段。…」，都市更新核准案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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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或民眾 與談建議或提問摘要 回應 

修法後才能做？若貿然

拉近市價，會不會變成人

民過重負擔，或轉嫁給承

租人？與要讓更多人租

的起、租的好、便宜，好

像背道而馳。調整稅基是

否也要調整稅率？  

地，如合於上開規定情形者，

應斟酌地價 (如土地買賣、標售

取得價格)、土地使用管制(如都

市更新獎勵容積)、房屋建築現

況、土地利用現況、發展趨勢

及其他影響地價因素等差異程

度，依其進程單獨劃分地價區

段，並依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第

21 條計算區段地價，相關作業

悉依法令規定辦理。又透過都

更容積獎勵，促進土地朝立體

式發展，原地主土地持分反較

都更前為少，並不會因地價調

整而有地價稅負擔大增之情

形。 

2. 針對價稅制度問題，內政部與

財政部已建立「房地評價及稅

制研商平台」，結合不動產估

價、地政、財政專家學者及地

方政府，共同檢討整體房地稅

制度，本局亦為地方政府地政

業務代表，將積極提供建議及

協助中央推動精進稅基查估及

稅制改革等相關事宜。 

市民 1 對於買了使用權住宅的民

眾，每年除了貸款外，還要

繳交地租給政府，最近地價

漲了很多，地租可能無限上

漲，不知道市府在調整地價

1. 公告地價法定用途係作為地價

稅之課徵基礎，每 3 年調整一

次，除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15條

等相關法令規定，尚需依內政

部 88 年 8 月 24 日台(88)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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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或民眾 與談建議或提問摘要 回應 

時能否通盤考量，確保使用

權住宅住戶不要成為政府抑

制投資客炒作的受害者。 

字第 8885163號函釋 5項評定

原則，整體考量並審慎評定。 

2. 又 105 年公告地價全市平均調

幅達 30.38%，係本市地價評議

委員會依上開規定及參酌內政

部 104 年 8 月 28 日會議決議

評定，反映近 3 年公告土地現

值累計調整率之結果。105年 1

月 1 日地價公告後，本府旋於

同月 15 日召開「公告土地現

值、公告地價與房地稅制研商

座談會」，商議地價調整衝擊影

響及配套措施，經綜整產官學

各界共識，建議地上權等地租

計算應與公告地價脫勾，該建

議亦已作成會議紀錄建請權責

機關檢討辦理。 

3. 地上權、使用權住宅地租負擔

重主要係因地租年息率(3.5%)

為自用住宅稅率(2‰)的 17.5

倍，故為減緩公告地價調漲衝

擊，市府已三度行文中央，建

議地上權住宅地租計算應與公

告地價脫勾，使住戶負擔更為

公平合理。 

4. 另針對價稅制度問題，內政部

與財政部已建立「房地評價及

稅制研商平台」，結合不動產估

價、地政、財政專家學者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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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或民眾 與談建議或提問摘要 回應 

方政府，共同檢討整體房地稅

制度，本局亦為地方政府地政

業務代表，將積極協助中央推

動精進稅基查估及稅制改革等

相關事宜，並建議以地價單一

化、價稅租分離為目標。 

徐弘庭議員研

究室 (書面意

見) 

地價區段細緻到什麼程度?

標準為何？應考量個案特殊

性，ex：尤其地上權住宅的

調整應考量住戶，而非建

商，像大型建案公有地調幅

高，但卻懲罰到一般住戶，

台北花園松勇路被調漲

71%，京站卻 23%，華固

49.1%等，建議考量個案狀

況，保障一般自住的民眾。 

1. 有關地價區段劃分標準，係依

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第 18 條規

定：「劃分地價區段時，…，斟

酌地價之差異、當地土地使用

管制、…、房屋建築現況、土地

利用現況、發展趨勢及其他影

響地價因素，於地籍圖上將地

價相近、地段相連、情況相同

或相近之土地劃為同一地價區

段。…」辦理。 

2. 公告地價法定用途係作為地價

稅之課徵基礎，每 3 年調整一

次，除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15條

等相關法令規定，尚需依內政

部 88 年 8 月 24 日台(88)內地

字第 8885163號函釋 5項評定

原則，整體考量並審慎評定。 

3. 又 105 年公告地價全市平均調

幅達 30.38%，係本市地價評議

委員會依上開規定及參酌內政

部 104 年 8 月 28 日會議決議

評定，反映近 3 年公告土地現

值累計調整率之結果。105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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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或民眾 與談建議或提問摘要 回應 

月 1 日地價公告後，本府旋於

同月 15 日召開「公告土地現

值、公告地價與房地稅制研商

座談會」，商議地價調整衝擊影

響及配套措施，經綜整產官學

各界共識，建議地上權等地租

計算應與公告地價脫勾，該建

議亦已作成會議紀錄建請權責

機關檢討辦理。 

4. 地上權、使用權住宅地租負擔

重主要係因地租年息率(3.5%)

為自用住宅稅率(2‰)的 17.5

倍，故為減緩公告地價調漲衝

擊，市府已三度行文中央，建

議地上權住宅地租計算應與公

告地價脫勾，使住戶負擔更為

公平合理 。 

5. 另針對價稅制度問題，內政部

與財政部已建立「房地評價及

稅制研商平台」，結合不動產估

價、地政、財政專家學者及地

方政府，共同檢討整體房地稅

制度，本局亦為地方政府地政

業務代表，將積極協助中央推

動精進稅基查估及稅制改革等

相關事宜，並建議以地價單一

化、價稅租分離為目標。 

吳先生 臺北市預售屋管理新制中，

有關業者自主檢查部分，若

將建議建管處儘速研訂臺北市不

動產開發業管理自治條例，並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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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或民眾 與談建議或提問摘要 回應 

沒有罰則，效果有限。 相關條款及罰則，把現有行政輔導

措施提升至本市自治條例位階。 

市民 2 依內政部訂頒預售屋買賣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規定，區分所有建物之

共有部分管理費，於點交完

成前應由誰負擔？ 

內政部訂頒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

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未訂有

區分所有建物之共有部分管理

費，於點交完成前應由誰負擔之條

款內容，故應由買賣雙方自行磋商

約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