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局 市政白皮書執行情形報告表
填表日期 98年4月8日
篇名 計畫
計畫工作重點
編號 編號

1

9

整合各機關管有之場館
，重新定位功能，整體
形象包裝。

主政機關
（協辦機
關）

財政局

承辦人員
〈聯絡電話〉

呂昭德
（27256307）

辦理期程

96.3~98.3

第1頁共8頁

辦理情形
(一)已專案簽報訂定「臺北市市有資產經營管
理評核委員會設置要點」，並於96年6月23日
奉 市長核可，提市政會議討論通過，另亦奉
市長核定指派林副市長擔任本會召集人及遴
聘趙揚清等5名專家學者擔任府外委員，並成
立工作小組。
(二)96年11月22日訂定臺北市統合市有資產經
營管理執行要點及臺北市市有資產經營管理
情形專案報告順序與重點事項，將「整合各
機關管有之場館，重新定位功能，整體形象
包裝。」列為重要工作項目，未來將按預定
執行步驟逐步推動。目前已召開7次會議，針
對本市市有財產之管理策略（財政局）、市
場房地（市場處）、區民活動中心、公民會
館等場館（民政局）、聯合開發市有不動產
（捷運工程局）、面對少子化趨勢校地校舍
經營管理（教育局）、體育場館（體育
處）、未利用土地及土地開發業務(自來水事
業處)、回饋公益設施公益辦理及使用(都發
局)、社福場館及資產經營管理現況與檢討(社
會局)、土地開發業務及資產經營管理現況與
檢討(地政處)、公園場館及資產經營管理現況
檢討（公園處）、公車場站、宿舍及資產經
營管理現況檢討〈交通局〉、文化場館及資
產經營管理現況檢討(文化局)等經營管理議題
進行檢討，委員會決議事項並由工作小組持
續列管。

辦理
等級

B

備註

篇名 計畫
計畫工作重點
編號 編號

主政機關
（協辦機
關）

承辦人員
〈聯絡電話〉

辦理期程

辦理情形

96.1~96.12

1.資訊產業大樓：
(1)本大樓奉市長96.4.25裁示全棟定位為公用財產，
交由產業局統籌管理，以增益其輔導資訊產業之能
力。
(2)有關後續財產價購問題，業經秘書長於96.7.12召
開會議決議，以財產開發基金減資，市場基金增資
方式處理，本案業經市場處簽報市長核定，並將標
租及命名事宜移由產業局辦理。
(3)本案請解除對本局之列管。
2.資訊產業園區：
(1)價購畸零地：已於97.3.3辦竣價購瑠公農田水利
會所有畸零地事宜並取得土地所有權。
(2)占用清理：97.2.25委請律師訴請占用人拆除房屋
返還不當得利；臺北地方法院分別於97.4.23.、
97.5.21、97.8.20暨97.9.5召開4次調解會，雙方均未
達成協議。臺北地方法院分別於97.11.17、98.2.24暨
98.3.26召開第1次、第2次暨第3次言詞辯論庭。。
(3)委託專業顧問公司辦理BOT先期規劃、可行性評
估暨研擬招商文件：97.2.13完成工作計畫書之審
查。97.5.13完成可行性報告書審核。97.8.18完成先
期計畫書審查。97.10.29召開第三次工作小組會議
，審查招商文件(草案)初稿。97.12.23召開第四次工
作小組會議審查修正後招商文件(草案)。

96.1~98.3
3

141

興建臺北資訊產業大樓
，打造臺北秋葉原

財政局

陳淑君
（27287876）

第2頁共8頁

辦理
等級
A

B

備註

篇名 計畫
計畫工作重點
編號 編號

主政機關
（協辦機
關）

承辦人員
〈聯絡電話〉

辦理期程

96.1~98.3

興建臺北資訊產業大樓
，打造臺北秋葉原(續)

財政局

陳淑君
（27287876）

第3頁共8頁

辦理情形
(4)97.4.24簽奉 市長核准授權本局邀集相關局處成立
工作小組，協助辦理本案相關招商前置作業。
(5)97.6.4召開「臺北秋葉原(光華商場)」二期推動小
組第一次會議，研商臺糖容積是否移入臺北臺北資
訊園區BOT開發案，會議結論：不考量移入臺糖容
積。
(6)97.11.24函請新工處、市場處查告光華數位新天
地大樓是否規劃留設與臺北資訊園區人行通道系
統、地下停車場聯通之介面。98.2.26函送本府都發
局、產發局、新工處暨市場處提送相關資料予顧問
公司，請其進行綜合評估。
(7)97.12.31報府核定有關「資訊相關策略性產業」
範疇認定並納入本案招商文件內。
(8)98.1.17報府核定容積率仍維持平均294%，並同意
附條件容許使用項目變更為允許使用項目。
(9)98.2.16簽報 本府同意成立甄審委員。
(10)98.3.5召開招商座談會。
(11)98.3.12召開第五次工作小組會議。
(12)98.3.16邀集專家學者召開招商文件草案審查會
議。

辦理
等級

B

備註

篇名 計畫
計畫工作重點
編號 編號

1

落實市有財產管理機制
156 ，積極辦理市有土地之
開發

主政機關
（協辦機
關）

財政局

承辦人員
〈聯絡電話〉

呂昭德
（27256307）

辦理期程

96.1~98.3

第4頁共8頁

辦理情形
一、成立跨局處之任務編組：成立臺北市市
有資產經營管理評核委員會，並奉 市長核
定指派林副市長擔任本會召集人及遴聘趙揚
清等5名專家學者擔任府外委員，並成立工作
小組。目前已召開6次會議，針對本市市有財
產之管理策略（財政局）、市場房地（市場
處）、區民活動中心、公民會館等場館（民
政局）、聯合開發市有不動產（捷運工程
局）、面對少子化趨勢校地校舍經營管理（
教育局）、體育場館（體育處）、未利用土
地及土地開發業務(自來水事業處)、回饋公
益設施公益辦理及使用(都發局)、社福場館
及資產經營管理現況與檢討(社會局)、土地
開發業務及資產經營管理現況與檢討(地政
處)、公園場館及資產經營管理現況檢討（公
園處）、公車場站、宿舍及資產經營管理現
況檢討〈交通局〉、文化場館及資產經營管
理現況檢討(文化局)等經營管理議題進行檢
討，嗣後並依計畫期程邀請本府其他機關就
經管市有資產進行專案檢討報告，委員會決
議事項並由工作小組持續列管 ，以求精進。
二、實施年度財產檢查：
（一）基於協助輔導及預防重大財產問題發
生之立場，及為制度化管理，本府前於94年2
月4日以府財四字第09403212800號函訂頒
「臺北市政府年度財產檢查計畫」，作為本
府各機關學校辦理財產檢查之依據。

辦理
等級

B

備註

篇名 計畫
計畫工作重點
編號 編號

1

落實市有財產管理機制
156 ，積極辦理市有土地之
開發〈續〉

主政機關
（協辦機
關）

財政局

承辦人員
〈聯絡電話〉

呂昭德
（27256307）

辦理期程

96.1~98.3

第5頁共8頁

辦理情形
(二)依上開檢查計畫，年度財產檢查係由各
管理機關先予辦理自行查核，填具檢查紀錄
表，連同缺失改進計畫，於每年3月底前函送
交本局書面複核後，再由本局進行實地抽
查。
(三)目前本局依各單位所送財產檢查紀錄表
及財產盤點陳核單作書面審核中，預計5月下
旬進行實地訪查。
三、辦理財產管理人員訓練：本年度訓練課
程除委由公訓處辦理財產管理資訊系統及財
產管理講習課程各2梯次外，本局另自辦4梯
次之財產管理資訊系統講習課程，以因應新
進財產管理人員之需求。其中委由公訓處辦
理之財產管理資訊系統（PMS）研習班，自98
年3月12日至17日分二期辦理，共調訓本府各
機關學校財產管理人員計70人。另財產管理
講習班第1期，預計於98年5月4日至15日開課
，共計安排70名財產管理人員上課。

辦理
等級

B

備註

篇名 計畫
計畫工作重點
編號 編號

1

落實市有財產管理機制
156 ，積極辦理市有土地之
開發〈續〉

2

甜甜蜜蜜，長長久久
在市民辦理結婚登記時
，除誠摯獻上祝福外，
並結合家庭教育中心及
健康中心，提供新婚教
戰手冊及實用講座，亦
92 可依據市民個別的需要
，提供適合的資訊或轉
介相關的諮詢窗口，如
實用的節稅小偏方、培
育優秀下一代的優生小
秘笈、夫妻理財建議與
法令規範等

主政機關
（協辦機
關）

財政局

承辦人員
〈聯絡電話〉

呂昭德
（27256307）

辦理期程

96.1~98.3

辦理情形
四、加強本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協調推動功
能：(一)本府98年度第1季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案件前置作業訪視輔導及履約作業督導查核，業
於98年2月17日及98年3月23日就南港公園管理所
所轄泳池設施及北投溫泉親水公園露天溫泉浴池
委託經營管理維護(ROT)案及臺北市內湖運動中心
委外經營管理OT案等2案，辦理履約督導查核作
業。各查核委員對各案均提出相關建議，將由各
主辦機關列入檢討及改善。(二)本府第21次促進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推動委員會會議，訂於98年4月
16日召開，檢討本府促參案件進度及落後原因與
遭遇困難。
五、賡續參與民間推動之都市更新案，及推動主
導大面積市有土地都市更新案：本局參與民間辦
理都市更新案截至98年5月底計76案，另已完工及
結案為6案；主導更新案計11案，其中4案已與實
施者簽約。

辦理
等級

B

利用本市各戶政事務所場所放置本處
編印之「稅務小常識」、「節稅秘
笈」及「稅務捷運站」等宣導手冊，
民眾如有需要可免費索取。

稅捐處

劉淑貞
2394-9211*182

97.07~98.3

第6頁共8頁

A

備註

篇名 計畫
計畫工作重點
編號 編號

2

減少「剪不斷、理還
亂」的遺憾
離婚後子女的監護問
93 題、雙方的財產處理、
稅捐問題等等，可依當
事人需求提供必要的資
訊單張或諮詢管道

2

貼心歡迎新住民，成為
市民的好鄰居
1. 提供首次遷入臺北市
的市民最新便民生活手
冊，並依其個別需求提
供房屋稅與地價稅之節
94 稅資訊、子女就學資訊
或當地生活地圖
2. 擔任市政的單一窗口
，利用市政資料庫的e化
通報系統，同步更新市
民相關證件最新戶籍地
址

主政機關
（協辦機
關）

稅捐處

承辦人員
〈聯絡電話〉

劉淑貞
2394-9211*182

辦理期程

97.07~98.3

辦理情形
利用本市各戶政事務所場所放置本處
編印之「稅務小常識」、「節稅秘
笈」及「稅務捷運站」等宣導手冊，
民眾如有需要可免費索取。

辦理
等級

A

利用本市各戶政事務所場所放置本處
編印之「稅務小常識」、「節稅秘
笈」及「稅務捷運站」等宣導手冊，
民眾如有需要可免費索取。

稅捐處

劉淑貞
2394-9211*182

97.07~97.09

第7頁共8頁

A

備註

篇名 計畫
計畫工作重點
編號 編號

2

歿者安息，生者安心
接獲死亡通報後，發出
慰問信，除提醒家屬辦
理死亡登記應攜帶文件
及辦理時間外，並可提
供相關喪葬、保險、繼
95
承的規定與稅捐服務諮
詢，對弱勢族群亦可轉
介相關社福補助與免費
之法律諮詢，避免親友
因不了解相關資源或規
定造成遺憾

2

設置「急難救助通報聯
繫窗口」，主動協助民
173
眾辦理災害減免稅捐事
宜

主政機關
（協辦機
關）

承辦人員
〈聯絡電話〉

辦理期程

辦理情形

辦理
等級

利用本市各戶政事務所場所放置本處
編印之「稅務小常識」、「節稅秘
笈」及「稅務捷運站」等宣導手冊，
民眾如有需要可免費索取。
稅捐處

稅捐處

劉淑貞
2394-9211*182

謝其臣
2394-9211*166

A

97.07~98.3

97.07~98.3

第8頁共8頁

成立「災害減免勘查服務小組」輔導
及處理受災納稅義務人申請各項地方
稅稅捐減免或緩繳事宜。98年1至3月
計辦理4件，減免金額合計為3,370
元。

A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