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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里公園是我們住家附近的後花園，提供民眾休閒、散步、運動、親子活動、談
天及散心的好地方，時常在公園裡看到爺爺、奶奶或爸爸、媽媽帶著小朋友在遊戲組
合區玩耍，或是三五成群的長者在公園裡運動、聊天、下棋，早晨或傍晚，許多熱愛
運動的民眾組成打太極拳、跳土風舞、讚美操等運動團體，或是在公園裡做日光浴，
呼吸新鮮的空氣的人們。在使用率如此高的情況下，公園環境的維護更需要認養人的
協助。在認養人的努力下，讓我們南港的環境更美麗，去年本所更榮獲市府民政局
「101年度第2季考核鄰里公園維護管理成績第3級組第1名」的殊榮。
為了感謝認養人的協助，並增進認養人公園維護的技巧，本所於102年4月18日下
午14時00分假本所10樓禮堂舉辦聘書頒發儀式，由本區王區長親自頒發聘書，並提供
公園維護常用到的棉布手套、鏟子及有機肥，方便認養人在公園維護時使用。
接續聘書頒發活動後，本所特別邀請臺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的陳坤燦老師分
他多年來公園植栽維護技巧 陳老師擔任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中心 臺北市
享他多年來公園植栽維護技巧，陳老師擔任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中心、臺北市民

政局、公園處等局處環境綠美化專題課程講師及各區公
所綠美化課程講師，且為多家報紙花卉專題供稿，著有
綠美化相關書籍，課程中陳老師傳授喬灌木修剪的時機
及技巧，更分享如何在樹幹上綁蘭花的私房秘訣，想知
道秘訣是什麼，快去請教本所的公園認養人吧！
擔任公園認養人是增加您生活的樂趣及活動筋骨的
好機會，期盼有更多公司、行號、民眾、學生加入本所
認養人的行列，如果您想參加，歡迎與本所經建課聯
絡，承辦人：萬小姐。(聯絡電話：2783-1343轉815，傳
真：2782-5682；e-mail：ng_399@mail.taipei.gov.tw)。
報名表格請至鄰里公園所轄里辦公處或本所9樓經建課
索取，或至本所網站首頁，點選「鄰里資訊」項下的
「鄰里公園」，即可看到本所的鄰里公園，並可下載認
養人申請表(http://www.ngdo.taipei.gov.tw/ct.asp?xItem
=30155&CtNode=4385&mp=124061)。文/萬桂竹

已於6月20日開始

為強化全民防空整備作為及強固國土
安全防護機制，並提升全民敵情警覺，
落實全民防衛動員，踐履全民國防，102
年度萬安36號防空疏散演習已於102年5
月15日下午1時30分至2時實施完畢，本
次演習實施交通管制及人員疏散避難。
本所於演習前15日即以網站公告及所
內電子看板播放訊息等方式周知民眾，
並於演習前2日於本區行政中心各處及各
里內張貼公告海報，加強宣導；演習當

「2013節能減碳守護家園登山健行活動」已
於102年4月21日圓滿完成，雖然當天天候不佳，
但完全不影響參與人員的熱情，登山歷時約1小時
左右結束，參與民眾無不磨拳擦掌，只為等候摸
彩活動的進行。此次活動摸彩獎項眾多，小至杯
盤組，大至42吋液晶螢幕及腳踏車，民眾為帶回
大獎，毫不放棄任何一個中獎的機會。感謝慈惠
堂準備美味的素食餐點，並在全體工作人員的通
力合作下，為本活動畫下完美的句點，感謝親愛
的區民朋友踴躍參與。文/吳涵菁

日配合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演習執行計
畫成立區級二級應變中心、民防團各任
務隊及災民收容救濟站。
102年5月15日下午1時30分，防空警
報響起，行政中心各單位隨即關閉所有
燈光、門窗及電腦，並指導洽公民眾循
避難路線指示一路往下至地下1、2樓開
設的避難場所進行避難；本所同仁也在
行政中心的前、後門分別引導附近民眾
進入建物避難，警報響起後5分鐘內，

整棟行政中心已完成人員淨空和集中避難作業。此次
演習，特別感謝當日行政中心所有工作人員及洽公民
眾的配合，方能使演習全程順利完成。文/吳佩玲

為增進南港地區茶農之間互相交流切磋包種茶產製之機會，精進本地茶農
製茶水準，增加市場知名度、茶農收入，及配合政府宣傳臺北市農業識別體
系產業產品設計規範，宣傳臺北市農產品，以共同包裝設計表現南港包種茶
特色，提昇南港包種茶品質，重振南港茶業，由市府產業發展局、台北市農

市南
南
會輔導，及茶業改良場文山分場指導，臺北市南港區農會舉辦
南港區102年春季優良包種茶比賽，假臺北市南港茶葉製造示
範場辦理評審，評選出特等獎由余欽明君獲得，頭等獎8名分
別由魏坤源榮獲2項、陳添進、陳添福、陳余娥、廖文生、余
金瓜、許麗芬君等獲得，貳等獎9名分別由余文還榮獲2項、楊
志宗、余順、林月美、曾連豊、余淑萍、楊士德、李金城君等
獲得，參等獎17名分別由余欽明、廖文生榮獲2項、陳克昌、
阮秀女、李雪梅、廖泰陽、余文星、潘賜安、廖文益、廖潘碧
雲、潘章榮獲2項、陳韋仲、陳文鋒、廖瑞華、陳威傑君等獲
得，並於102年5月25日於建國假日花市櫥窗展示F區舉行頒獎
典禮，由本區王主秘治業到場致詞及頒獎，勉勵茶農精益求
精，共創南港包種茶產業前景。文/林慧羽

本年度抽水機具操作示範及保養課程，在籌備階段前幾天，
氣象報導雨季來臨，著實令人擔心當日課程無法順利進行，所
幸當日天公作美，讓工作人員頓時心情歡喜不已！
本次課程於102年3月29日上午開始舉行，各里民眾皆踴躍參
與本課程，課程中除講解抽水機各部功用介紹並操作示範及維
護外，更讓參與講習人員輪流操作抽水機具，以便能更加瞭解
抽水機具操作及保養，參加人員均表示獲益良多，因應防汛期
已經開始，讓本區市民對防汛有更進一步瞭解並建立預先防範
的觀念。文/賴永焱

102年5月10日上午在南港區南興公園內舉行簡單且隆重的開工動土典禮，由本區王區長率
經建課員工暨興囿營造有限公司工作同仁，敬備牲果時饈，虔誠恭請各界神明保佑工程順利圓
滿，並請本地地基主、土地公幫忙保佑人員、機械一切平安順利。
南興公園為民國67年成立至今之社區鄰里公園，位於南港行政中心及南港車站間，其性質
應定位為都會公園；隨著社會進步，南港車站交通運量大增，配合民國90年鐵路專案之南港鐵
路地下化、93年興建南港高鐵車站、97年底捷運昆陽站至南港站通車、100年初捷運南港站至南
港展覽館站通車及即將於104年通車的高鐵車站，造就本地發展成為新東區之趨勢，導致本公園
之使用空間、動線及設施等已無法負荷現行使用需求，故本所配合臺北市政府民政局101年度社
區環境改造計畫，將南興公園提案予民政局評選並同意編列經費予以改造，本工程開工時間為
102年5月8日，預計於102年8月10日完工。施工期間造成民眾生活不便，深表歉意，為了創造更
美好的明天，需要區民的支持和配合。文/楊博翔

就業服務站進駐區公所囉
服務時間:每週二下午2:00至4:00
服務地點:南港區公所2樓好便利櫃檯
(11號櫃檯)
南港區公所關心您

南港區102年提昇里鄰災害
應變能力示範里演練成果
本區102年提昇里鄰災害應變能力示範里演練已於102年3月29日
上午在南港國民住宅廣場(福德街443號前)辦理完成，本次演練分為
動態實兵演習及靜態講習訓練等二階段演習科目，實兵演練其主要
演練項目為地震疏散演練之里鄰應變小組災害通報演練、災中疏散
演練、火警搶救演練等項目，講習訓練則為抽水機具操作示範及保
養講習、緊急救護之心肺復甦術及呼吸道異物梗塞急救等項目。
當天現場除了有消防局南港婦宣中隊進行布袋戲防災戲劇演
出、消防地震體驗車實際體驗，此外警察局、消防局、健康服務中
心等區級單位於現場設置防災教育宣導攤位。此外也有多位里長親
自到場觀摩，並有忠孝托兒所小朋友在老師的帶領下參加抽水機及
緊急救護之講習，只見現場小朋友全心投入學習並不時以稚嫩的聲
音向講師提出問題，對於防災觀念向下紮根實有其正向啟發作用，
整體演練在本府民政局長官講評指導後順利圓滿完成。文/吳義彬

新移民清明動手做春捲
本年度「南港區城鄉交流活動」至基隆市信義區公所及苗栗縣西湖鄉
公所進行友好行政區參訪，本次參訪團隊共計27人。
第一站參訪行政區為基隆市信義區公所，該區為通商大港，主要為商業貿
易，道路四通八達，也是基隆市的文教區，轄內有崇右技術學院、基隆女中等
著名學校，位於田寮河對岸即是聞名中外的基隆廟口夜市，對於南港區民而
言，「基隆」並不陌生，屬於共同生活圈範圍，本次參訪活動，適逢基隆市信
義區公所新辦公大樓落成喬遷之喜，大樓內軟硬體設備美輪美奐，更要感謝馬
區長福能的熱情招待，讓本次交流
活動更形生色。
第二站參訪行政區為苗栗縣西
湖鄉，感謝李鄉長文林的盛情款
待，也受到西湖客家鄉親的熱情款
待及導覽員詳細解說，並參訪西湖
鄉媽祖石雕與百年鐵店，最讓西湖
鄉自豪的是，連續獲得13年全省環
境清潔競賽第一名的佳績；盛產的
農產品，包括：文旦柚、白柚、甘
藷、稻米、龍眼等。來到西湖鄉，
別有一番農村景色，田園靜謐，如
文學家吳濁流，以詩描景：「凝眸
落照滿天紅，幾隻烏秋伴牧童。打
木溪邊花似錦，高低燕子翦秋
風。」 文/吳涵菁

在臺灣，清明節除了掃墓外，很多地區也會製作春捲
(潤餅)。因此，就像中秋節要吃月餅一般，春捲也是很多
人清明節一定要吃的節慶食物。
為幫助新移民瞭解在地傳統習俗，本所特於清明節前
夕(4月2日)在南港區新移民會館辦理春捲教學活動，邀請
資歷豐富的劉妙華老師教授大家在地中式春捲及異國越南
春捲的製作。
陸籍新移民湯小姐表示，日前自己買了材料想試作越
南春捲，卻不知道如何下手，剛好會館舉辦這次活動，讓
她剛好可以趁此機會學習越南春捲的製作，在吃過自己親
手製作的越南春捲後，湯小姐也告訴我們和中式春捲比起
來，她個人比較喜歡越式春捲的清爽；但大部分的陸籍新
移民還是比較習慣中式春捲的味道及豐富的口感。
此次活動共有40多位新移民及其家屬一起來參與，讓
大家在清明前夕，一起動手體驗節慶民俗及越南文化，讓
心靈和身體都滿載而歸！文/林珮羽

南港區102年山坡地老舊聚落緊急疏散演習
本區102年度山坡地老舊聚落緊急疏散演習已於102年4月29日上
午在舊莊街二段110號至160號一帶及舊莊國小辦理完成，本次演練分
為颱風避難疏散演練及安置所收容演練等二階段演習科目，颱風避難
疏散演練其主要演練項目為防颱宣導演練、宣導疏散作業演練及強制
疏散作業演練等項目；安置所收容演練其主要演練項目為災民收容安
置、聯合服務中心、熱食區、物資站、心靈撫慰站、報平安專線及哺

乳區等各站之運作。另為展現本區此次演練結合
民間資源能量，參演單位除本區各區級防、救災
單位及舊莊里辦公處外，並結合慈濟功德會及南港
消防婦宣中隊等民間慈善志工組識，進駐安置所協助心
靈撫慰及住宿區服務，希藉由擴大民眾及民間團體參與、結合里鄰組
織、地方熱心人士共同納入災害防救疏散編組，期能於災害發生時立
即動員、迅速疏散，達到減災、避災的主要目標。文 / 吳義彬

內政部為配合國軍兵員需求及役男生涯規劃，積極辦理各項因應方
案，自即日起至6月10日止受理102年6月應屆畢業役男申請102年6月下旬
常備兵梯次入營，以平衡國軍兵員需求員額，並利役男之生涯規劃。
按往年6、7月畢業潮，緩徵原因消滅役男等待入伍，國軍義務役預
(士)官、專業軍士官班隊、志願士兵、常備兵等等欲儘早入伍，因受限
於國軍新兵訓練中心訓練容量，造成每年8至11月義務役常備兵入營壅塞
情形發生。
為紓緩每年6、7月應屆畢(結)業役男等待服兵役問題，內政部特別協
調國防部安排6月下旬常備兵梯次流路員額，提供已完成常備兵軍種兵科
抽籤且102年6月畢(結)業，而不再繼續升學之常備兵役男，得向戶籍地
鄉(鎮、市、區)公所填寫申請書後，即依所抽籤之軍種兵科及順序，儘
可能安排於6月26日(陸軍、空軍)、27日(海軍艦艇兵、陸戰隊)徵集入
伍，如申請人數大於接訓量時，優先列入7月梯次徵集，得免受8至11月
入營擁塞及儘早退伍、就業等生涯規劃。彙整/王素霞 資料來源/內政部
役政署

消防局獨居長者求救系統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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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卡」二代健康卡
參加健康篩檢集點換現金
申辦作業─對象與申辦方式：
(一)設籍臺北市之市民或市民之新移民配偶，可
持自有之悠遊卡，以親洽/網路/郵寄等方式
辦卡，將註記成為「臺北卡」。
(二)凡設籍臺北市之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原
住民及0-6歲學齡前兒童，衛生局免費發放
「臺北卡-二代健康卡」，以親洽/網路/郵
寄方式申請。

申辦地點─臺北市12區健康服務中心或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各院區
健康點數集點方法
(一)市民申辦臺北卡後，可至臺北市12區健康服務中心、臺北市立聯合
醫院、「二代健康卡」特約醫療院所、臺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參
加健康篩檢服務(癌症篩檢、肺結核篩檢、兒童發展篩檢、學齡前兒
童整合性篩檢、失智症篩檢、心情溫度篩檢，即可獲得「二代健康
卡」健康點數，南港區「臺北卡-二代健康卡」防癌達人特約醫療院
所(如下表)。
(二)集點活動期間自102年4月30日至102年11月30日止。

點數兌換方法
(一)集點累積「二代健康卡」之健康點數，可兌換悠遊卡加值金，點值
1點為新臺幣1元。
(二)兌換時間：自102年10月1日起至102年12月10日止。
◎詳情見南港區健康服務中心網站「臺北卡專區」http://www.nghc.
taipei.gov.tw或電洽27825220分機131、13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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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
國民年金保險(簡稱國保)制度開辦迄今，繳
造成
費率始終維持在5~6成左右，又因為強制納保，造成
部分國保被保險人認為是政府在徵收失業稅，年輕人更因繳費年資
長對國民年金無信心，故收到國民年金繳費單時就不理它了，反正
不繳也沒事。殊不知不理、不繳，其實損失的還是我們自己。
年金保險主要是個人老年退休後喪失賺錢能力風險的一種移轉
方式，國保保障範圍涵蓋老年、身障、死亡等重大風險及生育給
付，所以您繳的保費性質不同於一般政府課徵的稅收，而國保財源
目前有保險費收入及公益彩券部分盈餘挹注，原則上不用擔心領不
回來，而且活得愈久領愈多。
由於國保納保對象大部分屬無工作之經濟弱勢者，為避免影響
被保險人經濟生活，有違國保成立的宗旨，是以採符合納保資格者
強制納保，但被保險人未繳納保險費時也不強制執行的柔性強制納
保。至於您每月應繳保費原則上只負擔60%(102年1月1日起每月
1296*60%=778)，其餘40%(1296*40%=518)是由政府補助；而對無力
繳納保費者，家庭經濟狀況不佳者可向戶籍所在地縣市政府、公所
申請「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資格認定，申請通過後最多再補助30%
或15%(您只要自繳30％或45％的國保保費)，完全不影響未來領取
保險給付之權益，但保費補助資格只追溯到申請的當月，所以愈早
申請愈好；最近10年內欠繳的保費可分次補繳(欠費期間僅加計小
額利息)，或欠費總額達3000元以上且最近1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總額
合計50萬元以下者，還可向勞保局申請分期或延期繳納欠費(分期
繳納以1個月為1期，最多以40期為限，且每期最低應繳納金額為
1,000元)，可見政府推動國民年金保險制度立意良善。
為了讓您了解所繳出去的保費，是買了些什麼？現簡單介紹保
障內容如下：滿65歲不用再繳費，有「老年年金給付」月領終身
(累積繳費年資愈久，月領金額愈多)；加保期間因故領有重度以上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且經身心障礙鑑定醫療機構評估為無工作能
力者，有「身心障礙年金給付」按月發給外，期間的保險費更由政
府全額補助累積年資，65歲起還可擇優申領「老年年金給付」；女
性被保險人於加保期間分娩或早產者有「生育給付」一次1個月，
雙生者加倍；不幸往生者有「喪葬給付」一次5個月(以月投保薪資
計算)及「遺屬年金給付」受惠符合請領條件的遺屬；另被保險人
在領取「老年年金給付」期間死亡且有符合請領條件的遺屬者也有
「遺屬年金給付」可申領。
另外要提醒您2點：1.欠費超過10年的保費無法再補繳，除不
計年資外也影響擇優領取年金的權益。2.基本保證年金及原住民給
付屬社會救助性質均設有排富條款，而滿55歲原住民申領原住民給
付，雖可領至滿65歲前1個月止，但仍要按時繳納國保保費到滿65
歲，否則會影響老年年金的請領。所以說國民年金保費您不理也不
繳是不是虧大了？
勞工保險局為方便被保險人繳費，統一於單月月底主動按期寄
發前2個月國民年金繳款單到被保險人的戶籍地，但部分被保險人
若因居無定所不在籍而無法收到繳款單，現在請盡快電洽勞保局申
請變更通訊地址及補發繳款單；或因長居國外不在籍而無法按時繳
款者，可於回國時攜帶身分證、開戶存摺及印章至指定金融機構，
填妥「國民年金保險費委託轉帳代繳約定書」辦理國民年金保費自
動轉帳，以便利繳費及避免相關權益受損。
※南港區公所關心您：
1.國民年金保險費率自102年1月起調整為7.5%，102年3月底寄發的
繳款單，一般身分被保險人每月應繳保費由726元調整為778元。
2.申辦「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資格認定相關訊息請洽本所網站「國
民年金申辦專區」備有申請須知及申請書提供下載。(網址
http://www.ngdo.taipei.gov.tw/ct.asp?xItem=24492&CtNode=
4397&mp=124061)
3.若還有國保的相關疑義，可於上班時間電話逕洽本所社會課或勞
工保險局，將有專人詳細解說。
※相關諮詢電話：
勞工保險局電話：(02)2396-1266分機6066
南港區公所社會課電話：(02)2783-1343分機221彙整/陳淑月

四季情

韓忠平

春臨繁花芽枝頭 夏炎蟬鳴樹蔭遊
秋枯葉落桂香留 冬寒離人愁孤憂

木 樨

張尹曦

叢叢黛葉星點點 香似魚雁傳情話
應是嫦娥相思淚 灑落人寰玉蟾下

趣談桂花

張彥翔

隨風搖擺輕似棉 芬芳遠播氣香甜
笑嘆人生走一遍 不如桂花一般閒

無 題
林間小徑溢清芳
挽華對月獻嫦娥

原 香

吳羽淨
尋覓驚得一桂華
遙思寄以萬里香

黃韋萍

桂月滴盡九里香 南港秋風送禪娘
金風徐徐為涼爽 吳剛伐樹是堂皇

桂花願

黃基容

兩情齟齬忽聞香 惟見桂花輕叩窗
但教人間爭無事 芬芳散盡也不枉

桂落傷情

黃建榮

窗前月明亮 微風桂飄香
夜來忽雨下 花落觸景傷

詠區花-桂
南國景幽遍植栽
區區金蕊香千里

玉成國小

沈雲玲
港園科技財經聞
花雨繽紛風物芬

謝三榮

作育英才在玉成 黌舍巍峨草木盛
春去秋來桂花開 教育興邦又興城

桂 香

林佳芳

獨見雁南去 天涯星月伴
十年又逝水 朝陽依故然
自問何時歸 雨落知明心
秋風輕撫淚 引桂倍思親

無 題 葉秀錦
夜雨桂花落
淚對鴛鴦枕
冷冷渡幽香
相思寄花雨

思夫今何處
孤枝猶盼春
愁絲彷不止
漂落誰入家

無 題 胡少鈞
山中無人跡
雨過墜滿地

千古不留情
獨與桂花行

贈 桂 賴穎慧
故人贈木犀 言可釀酒食
別後遙萬里 舉杯自相思

詠桂

朱紹俊

南人夜無言 港邊水沉煙
桂子留秋色 花香伴我眠

秋 八 周家瑞
淡淡似黃還似白
香飄林蔭康莊道

無 題
月下清幽賞桂花
繽紛落華金銀淚

幽幽如綠又如紅
夕映桂花情意濃

李淑芬
甜言蜜意訴情衷
郁馥芬芳舞秋風

無 題 陳靜
秋山桂花林 風吹縷飄香
桂花入茶飲 品茗話家常

詠秋桂 黃佑婷
斂十分秋色 盈一院淡光
庭院深深處 點點桂花香

台北市東區覽勝慶桂花節 關金題
台北悠遊正環東
千株桂樹依坡種
雅士同歌秋桂茂
張生伐桂真無恨

穿越軟體業區中
百畝綠茶靠培栽
詩家讚譽皎潔花
欲解詳情問月宮

南港區公所績優人員名單
印花稅檢查自5月起全面展開
臺北市稅捐處自5月起至10月底止，展開印花稅應稅
憑證檢查作業，請納稅人趕快檢視手邊的買賣、承
攬等合約及銀錢收據有無依照規定貼用印花稅票與
合法註銷，以免受罰。
本次檢查對象包括營造工程、電機水電工程、室內
設計裝潢、清潔服務、廣告業、補習班、安親班、
醫院診所、事務所等行業。該處會發函通知檢查對
象，請準備5年內帳簿及帳載有關憑證資料，以供查
核；另外，檢查人員均會配戴識別證，請注意以免
受騙上當。

北市稅處「北稅好Easy」App正式上線
※本所榮獲101年度民政團隊為民服務禮貌績優機關第2名。
※本所榮獲101年度第2季考核鄰里公園維護管理成績第3級組第1名。

一、沙包堆疊或簡易擋土牆製作

二、沙包回收及保存

(一)堆疊方式：
1.人字形：上下排分別以左右走向
交叉向上堆疊。(如圖1)
2.磚牆形：上下排以1/3重疊方式向
上堆疊。(如圖2)
(二)堆疊高度：應達以往曾淹水高度之
1.5至2倍為佳。
(三)建築物需堆疊沙包之主要地方：
1.進出大樓之通道口。
2.地下停車場之出入口。
3.地下室之氣窗。
(四)沙包堆疊注意事項：
1.最內側地上應先鋪一層防水布
後，再往上堆疊，避免積水滲
漏。(如圖3)
2.兩根梁柱之間應先以木板支撐，
在於前方堆疊沙包，以增加穩定
度。(如圖4)
3.沙包使用完畢若不需保存，可通
知原領用單位回收(公部門之沙
包)，勿任意棄置。

(一)已有申請沙包之民眾，可妥善保存做
為防汛期間防範備用。沙包回收時間
為年度汛期結束後至同年12月底前，
每里可經由區公所協調新工處訂一時
間及一地點集中民眾沙包回收。
(二)可回收沙包為公部門所發放，但破損
或零散沙包可由環保局清除。
(三)準備好的沙包，不論是否派上場，於
事後都要好好保存沙包，未來可以再
利用。否則也要將沙包交給環保局
(清潔隊員)清除(非公部門之沙包)或
通知原領用單位回收(公部門之沙
包) ，勿任意棄置。
(四)使用過的沙包會呈現浸溼狀態，應置
於乾燥處並放置2至3天使之瀝乾，切
記不要放在潮濕處，否則不易瀝乾，
外袋也容易損壞。
(五)沙包不使用時應置於乾燥處，切記不

圖1 人字形

圖2 磚牆形

民眾可由Google Play免費下載臺北市稅捐處「北稅
好Easy」App應用程式，供裝設於Android 2.1以上
版本手機及平板電腦使用，提供「線上試算」、
「線上查詢」與聯網等8項服務，其中「線上試算」
提供契稅及土地增值稅額估算，「線上查詢」可查
詢房屋稅籍編號、退稅、契稅及土地增值稅申報案
件的辦理情形。

超商ibon提供多項北市稅務申辦服務
臺北市稅捐處101年6月18日起結合全省便利商店
ibon多媒體資訊機，讓民眾透過超商據點迅速辦理
申請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房屋稅籍證明(含課稅資
料證明)及申請補發地價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繳
款書等5項申請案件、表單下載及列印等服務，就近
體驗24小時不打烊的各項稅務申辦業務。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開徵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已開徵，民眾如銷售持有2年以內
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可供建築之都市土地，將按
實際交易金額以10％~15％稅率課徵；另購買符合一
定金額之高價貨物及勞務，如金額達300萬元之小客
車、遊艇、飛機、直升機、超輕型載具等，或金額
達50萬元之家具及入會權利，將於出廠、進口或銷
售時以10％稅率課徵。民眾若漏未申報將依該法第
22條處以所漏稅款3倍之罰鍰。

臨時路外停車場 不再享有租稅優惠

圖3 先鋪一層防水布

圖4 樑柱之間木板撐立

行政院取消依停車場法規定取得停車場登記證之臨
時路外停車場用地按千分之10稅率課徵地價稅之租
稅優惠；至於前已核准適用優惠稅率者，自核准年
限屆滿之次年起，恢復按一般用地千分之10至千分
之55的累進稅率課徵。

北市稅處舉辦「網路申辦e起來 優惠好禮等
你拿」網路申辦抽獎活動
臺北市稅捐處舉辦「網路申辦ｅ起來 優惠好禮等你
拿」活動，即日起至102年9月30日止，只要課稅標
的屬於臺北市轄區，在活動期間內透過網路送出申
辦案件並結案者，即自動取得抽獎資格，活動結束
將隨機抽出100個中獎名額，並於102年10月14日前
將中獎名單公佈於該處活動網頁。申辦網址有：
1.財政部稅務入口網(http://www.etax.nat.
gov.tw)
2.臺北市民e點通(http://www.e-services.taipei.
gov.tw)
3.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入口網https://etrs.
tpctax.gov.tw/ap/yrx2/yrx200m_01v1.jsp)
歡迎民眾體驗便捷的線上申辦服務，又有機會獲得
好禮，一舉數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