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議會第12屆第3次定期大會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工作報告

報告人：局長 蘇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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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財政是市政推動的原動力，舉凡是地方自治的落實、
都市建設的推展、公共政策的施行、社會福利的提升及爭
取舉辦大型國際性活動等，都須有充裕的財政支援，才能
順利完成。
因應各項市政發展及民眾多元需求所需財源籌措考
驗，本局持續檢討改善服務流程，從問題的瞭解、原因的
探討，研擬妥善可行的策略與執行計畫，據以落實執行，
期以創新卓越的顧客導向服務方案，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105 年度財政業務推動策略將以「健全財務管理」、「活化
市有資產」、「強化稅費合理」、「落實財政治理」為方針，
致力精進財務及債務控管，以開闢財源，減少不經濟支出；
加強市產清理及履約管理，以多元活化利用市產；落實稅
捐稽徵及規費檢討，以期稅制及規費合理；建立行政課責
及標準化作業，以提高預算執行效能。
為確保財政永續，打造宜居臺北，財政局將善用人力
資源核心價值，持續推動財政革新，以「提升財務效能」、
「創造市產價值」、「推動稅費革新」、「強化財政課責」為
使命，由財務面協助本府各機關實落實財政紀律，積極推
行市政。謹將本局重要工作概況提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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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願景與策略(策略地圖)
【使命】

【願景】

【核心價值】

提升財務效能 創造市產價值

確保財政永續

正直誠信 開放共享

推動稅費革新 強化財政課責

打造宜居臺北

創新卓越 團隊合作

策略

健全財務管理

活化市有資產

強化稅費合理

落實財政治理

主題

A

B

C

D

財
務
F

顧
AC1 提升優質
客
智慧化服務
C

F1 致力開闢財源
F2 減少不經濟支出
F3 覈實編列年度預算
F4 提高預算執行效能
F5 清理及活化閒置資產
BC1 營造友善公
私協力環境

CC1 提供顧客
有感服務

DC1 促成和諧的
府會關係

AP1 強化基金管理 BP1 多元活化利用 CP1 合理稅制改革 DP1 擴大開放資料
策
略
AP2 精進財務效能
市產
CP2 落實稅捐稽徵 DP2 建立行政課責
目 內
標 部 AP3 加強債務控管 BP2 加強清理市有 CP3 加強私劣菸酒 DP3 致力標準化作
AP4 優化智慧服務
財產
查緝
業
流
BP3 提高市產效能 CP4 落實規費合理 DP4 提高資通訊安
程
BP4 強化市產履約
全品質
P
管理
學
習
成
長
L

L1 落實職能培訓
L2 強化資訊整合平台
L3 發展團隊協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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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作報告
一、104 年度業務概況
（一）104 年度歲入預算執行情形
本市 104 年度歲入預算，稅課收入編列 1,077 億
3,342 萬餘元，稅外收入編列 557 億 4,260 萬餘
元，合計 1,634 億 7,603 萬餘元。截至 104 年 12
月底止歲入預算執行情形，稅課收入實收納庫數
1,215 億 3,380 萬餘元，稅外收入實收納庫數 584
億 6,035 萬餘元，合計實收納庫數 1,799 億 9,415
萬餘元，占歲入預算總額 110.10％（如附表 1）
。
附表 1

104 年度歲入預算執行情形表
單位：千元

項目

預算數（含追加減）

實收納庫數
(含整理期)

實收納庫數
占預算數％

歲入小計

163,476,035

179,994,151

110.10

稅課收入

107,733,428

121,533,804

112.81

遺產及贈與稅

6,013,000

7,882,326

131.09

印花稅

4,260,000

4,536,482

106.49

使用牌照稅

6,800,000

7,403,408

108.87

地價稅

21,800,000

22,089,793

101.33

土地增值稅

17,600,000

26,011,485

147.79

房屋稅

12,600,000

14,203,137

112.72

1,800,000

2,619,758

145.54

215,000

278,103

129.35

35,735,893

35,632,266

99.71

909,535

877,046

96.43

契稅
娛樂稅
中央統籌分配稅
菸酒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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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外收入

55,742,607

58,460,347

104.88

2,294,400

2,882,792

125.64

規費收入

11,705,158

12,591,201

107.57

財產收入

14,336,859

13,966,598

97.42

6,493,139

9,346,771

143.95

20,299,707

18,946,724

93.33

69,025

52,272

75.73

544,319

673,989

123.82

罰款及賠償收入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補助收入
捐獻及贈與收入
其他收入

(截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本市債務負擔情形
本府除於 104 年 6 月執行 104 年度債務還本預算
66 億元外，另依公共債務法規定於 104 年 12 月
份(含整理期間)，分次辦理預算外增加債務還本
計 120 億元，又債務基金亦於 12 月份運用累積
賸餘資金償還債務 10 億元，總計 104 年度(含整
理期間)償還債務 196 億元。另為依審計部臺北
市審計處意見降低帳列債務保留數，104 年度舉
借保留債務 30 億元，故 104 年度計淨減少債務
166 億元，債務未償餘額實際數由 103 年底之
1,468 億 6,697 萬元降至 104 年底之 1,302 億
6,697 萬元（含公債 390 億元，借款 912 億 6,697
萬元）。
另已列預算並經貴會審議通過尚未舉借數為
1,152 億 7,123 萬元，未來當視特別預算工程進
度及總預算執行情形，並審酌市庫資金調度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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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決定是否舉借及舉借之時機。
（三）集中支付概況
截至 104 年 12 月底止共完成處理本府各機關學校
支付案件 60 萬 1,547 件，電連存帳（匯款）及簽
開市庫支票合計 107 萬 1,879 筆，支付金額 4,224
億餘元(如附表 2)。
附表 2
作

集中支付概況表
業

項

目

本期與上年度

期

上年度同期

601,547

613,007

-1.87%

電 連 存 帳 （ 筆 ） 1,067,932

1,083,133

-1.40%

支 付 案 件 （ 件 ）

本

同期比較（％）

市 庫 支 票 （ 張 ）

3,947

4,453

-11.36%

支付庫款總額（億元）

4,224.86

4,714.83

-10.39%

(減)債務還本（億元）

140.00

172.00

-18.60%

支付庫款淨額（億元）

4,084.86

4,542.83

-10.08%

(截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止)

（四）稅收概況
本市 104 年度地方稅預算數 650 億 7,500 萬元，
實徵淨額 768 億 2,336 萬元，超徵 117 億 4,836
萬元，超徵 18%，年度預算達成率 118%。各項稅
收統計詳如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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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稅 目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104 年度稅收統計表

項 目

預算數

實徵淨額

(1)

(2)

單位：億元

年度預算達
超(短)徵
金 額
百分比 成百分比
(3)=(2)-(1)

(4)=(3)/(1)

(5)=(2)/(1)*100

市 稅 合 計

650.75

768.23

117.48

18%

118%

地

稅

218.00

220.40

2.40

1%

101%

土地增值稅

176.00

257.68

81.68

46%

146%

房

稅

126.00

141.95

15.95

13%

113%

使用牌照稅

68.00

74.00

6.00

9%

109%

契

稅

18.00

26.13

8.13

45%

145%

價
屋

印

花

稅

42.60

45.29

2.69

6%

106%

娛

樂

稅

2.15

2.78

0.63

29%

129%

1. 資料來源：依據徵課會計報告編製。
註 2. 年度實徵淨額以本年度徵起數減本年度開徵屬本年度稅款之
退稅數。

備

(五）菸酒管理
落實執行 104 年度菸酒抽檢計畫，於菸酒消費旺
季，專案赴本市各大賣場抽檢菸酒業者及輔導菸酒
標示，以查緝不法私菸酒，維護消費者健康。截至
104 年 12 月底止共抽檢本市菸酒製造業 18 家、進
口業 149 家、販賣業 888 家，合計抽檢菸酒業者
1,055 家，有效落實本市菸酒管理，維護市民健康。
(如附表 4)
附表 4
家數
業別

臺北市104 年度菸酒製造業、進口業、販賣業抽檢情形表
本市家數
（1）

抽檢家數
（2）

抽檢率%
備
（2）/（1）

註

合 計

19,544

1,055

5.40% 依菸酒查緝及檢舉案件處

製造業

12

18

進口業

1,794

149

150% 年抽檢家數之比例，除菸酒
8.31% 製造業者每年應至少辦理

販賣業

17,738

888

5.01% 業，應至少為 5％以上。

理作業要點 12 點規定，每

一次外，菸酒進口業及販賣

(資料期間：104 年1 月1 日至104 年12 月31 日)
-6-

（六）市有財產概況
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醫療院所及市營事業
機構所使用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建築及
設備暨金額超過 1 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 2
年以上之機械及設備、交通運輸設備及什項
設備，皆為本市市有財產。依規定分為不動
產、動產、有價證券及權利 4 類，均納入資
訊 系 統 列 管 統 計 ， 目 前 總 值 為 9 兆 7,739 億
3,749 萬 元 （ 如 附 表 5）。
附表 5 臺北市有財產總目錄總表
分類項目
總

值

土

地

筆數

面積

(幢 )

(㎡ )

金額
（萬元）
977,393,749

83,886 55,193,456

土 地 改 良 物
房屋建築及設備

899,376,212
14,503,661

16,604 13,164,569

32,609,766

機 械 及 設 備

17,566,889

交通運輸及設備

8,807,377

雜

項

設

備

2,120,526

有

價

證

券

2,134,962

利

274,356

權

（截至104 年12 月31 日止）

（七）市有非公用財產概況
本局經管市有非公用土地截至 104 年 12 月底止計
7,823 筆，面積 108 萬 2,397.81 平方公尺，總值
為 2,294 億 8,969 萬餘元，其中以保護區、農業
區、溝渠等不能建築使用或供公眾使用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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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尚未使用之機關用地，與位於外縣市之抵稅
地為大宗，占 77.98％，其次為出租、出借及被
占用土地，至於閒置部分仍以面積未達都市計畫
使用分區最小建築單元，且無鄰接公有土地可合
併建築者為多數（詳如附表 6）
。至經管市有非公
用建物截至 104 年 12 月底止計 167 筆，面積 16
萬 894.86 平方公尺。
附表 6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經管市有非公用土地統計表
類別
合計

比率 公告地價(元)
筆數 面積（㎡） (面積)
7,823 1,082,397.81 100.00%

出租(設定地上權、
已辦租用、標租、短 1,704
期使用、有償使用、
375 租約等案件)

公告現值(元)

49,901,996,015

229,489,696,254

146,964.38

13.58%

21,008,150,237

97,358,032,723

70

3,720.18

0.34%

165,360,875

726,967,870

被占用（按期繳納使 1,132
用補償金）

35,994.00

3.33%

1,469,397,259

6,367,743,754

被占用（催收不當得
利、訴訟案件及專案
處理等）被占用（處
理中）

出借

16

9,863.42

0.91%

456,648,301

2,018,224,106

閒置

222

41,739.05

3.86%

1,653,293,317

7,079,901,791

3,381

187,707.89

17.34%

1,850,733,820

9,372,328,318

其他（含保護區、農
業區、既成道路、溝 1,298
渠及尚未使用之機
關用地）

656,408.89

60.64%

23,298,412,206

106,566,497,692

抵稅地

（截至104 年12 月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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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全財務管理
（一）強化基金管理
1.進行債務整理計畫，辦理債務基金短期借款公開比
價作業，節省債息支出
(1)執行策略
甲、為本府舉新還舊、借低還高之財務調度需
要，視本府債務管理之機動性與市場利率走
勢，適時辦理債務基金短期借款作業。
乙、函請金融機構密封報價，並擇定日期以公開
比價方式開標、比價後，將貸款契約函送得
標銀行辦理後續簽約撥款與履約事宜。
(2)成果與展望
甲、本市債務基金截至 104 年 12 月底止，共辦
理 6 期短期借款公開比價作業，共計有 45
家次金融機構參與比價，得標總金額 1,020
億元，加權平均得標利率依比價時報價基準
利率換算為年息約 0.65%。前開 6 期短期借
款透過公開比價，為市府節省約 7.33 億元
之利息費用，節省債息率約 16.91%，均較
102 年度 7.66%及 103 年度 7.04%為佳。
乙、105 年度節省債息率目標預估為 5%，為達債
務轉換操作之財務效益，視本府債務管理之
機動性與市場利率走勢，適時辦理債務基金
短期借款公開比價作業，透過市場自由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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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為本府擇取最低資金貸款利率，以節
省本府債息支出。
2.特種基金財務效能評核小組
(1)執行策略
為建立本府所屬各特種基金財務效能評核機
制，將由本局邀集相關局處及專家學者召開「特
種基金財務效能評核小組」會議，討論受評核基
金種類及研議「特種基金財務效能評核表」。後
續將函請各基金管理機關填復該表，俟本局彙整
各機關填復資料，即進行簽報評核結果。
(2)成果與展望
前開簽報結果將提供主計處以作為基金預算審
查依據，以達提升基金資金運用效能之理念。
3.掌握市有財產開發基金土地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1)執行策略
甲、為強化臺北市市有財產開發基金管理，以該
基金投資開發之市有土地，依各開發案所訂
契約，定期檢視得標廠商繳付土地租金及權
利金之時程。
乙、本局以促參法或設定地上權方式辦理之市有
土地開發，將隨時注意及掌握得標廠商後續
履約情形。
(2)成果與展望
本局 105 年度以該基金投資之已簽約開發案，
其土地租金及權利金收入執行率均達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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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辦理市有財產開發基金財產出租或提供使用，提升
基金財產使用經濟效益
(1)執行策略
每年檢視基金財產，減少無收入之空窗期，並確
實依限收取租金或使用費：
甲、萬華區莒光段三小段 72 地號等 6 筆市有土
地、中山區中山段四小段 473 地號市有持分
土地及其地上建物、大安區信義路 3 段 157
巷 10 弄 6 號及 8 號等 10 戶房地、洲子美食
街等基金財產，因租期於 105 年度尚未屆
滿，故將持續依契約約定收取租金及辦理履
約管理事宜。
乙、大安區通化段四小段 525 地號市有土地之租
賃契約將於 105 年度屆滿，於租期屆滿前將
辦理招商作業，減少市有財產閒置時間。
(2)成果與展望
甲、目前無使用計畫之基金財產皆已辦理出租，
並有穩定之租金收入，截至 104 年 12 月底
止，租金收入總額約 2,598 萬元。
乙、本局將持續辦理基金財產標租售作業，提升
基金財產使用經濟效益，增益市庫收入，提
升基金管理績效，達成年度預算盈(賸)餘目
標。
5.永續質借經營
(1)執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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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辦理鑑估專業教育訓練，強化內部鑑估專業
能力。
乙、 深耕鄰里，主動參與，就各分處所在區域劃
分權責範圍，落實業務宣導。
丙、 推辦網拍業務及代辦其他機關標售等附屬
業務。
丁、 實質回饋臺北市民實施優惠質借利率措施。
(2)成果與展望
甲、 104 年度累計服務 8 萬 9,371 人，受理質借
10 萬 8,572 件，融資金額計 44 億餘元；營
運總收入 2 億 2,070 萬餘元，總支出 1 億
9,388 萬餘元，稅後純益 2,681 萬餘元，較
法定預算分配數 2,012 萬餘元，增加 669 萬
餘元。
乙、 104 年開辦各類質物鑑定、櫃檯服務及市場
趨勢分析等教育訓練，總計 25 個班期；另
參與鄰里或政府主辦活動等進行業務宣導
計 86 場次。
丙、 104 年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委託，代辦除役
警用汽機車輛公開標售，標售金額約 540 萬
元，增益約 54 萬元之業外收入。
丁、 鑒於本府提供部分營運資金及資源，考量整
體營運及不影響外縣市客群權益基礎下，預
訂自 105 年 6 月 1 日起，實施市民優惠質借
利率措施。設籍臺北市之質借客戶調降質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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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息為 0.66%；另設籍臺北市之弱勢客群（即
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質借利
率調降為月息 0.65%，落實本府照顧弱勢族
群政策。
戊、 以友善的環境及具同理心之方式提供動產
質借服務，並積極推辦宣導，提昇機關知名
度，俾落實市府照顧弱勢同胞之社會政策，
協助其經濟需求。
（二）精進財務效能
加強市庫財務調度，節省本府債息支出
1.執行策略
(1)以市庫存款(含向特種基金調借)先行墊付總預
算及特別預算建設或工程經費，以延緩舉債。
(2)以市庫存款資金墊還專案建設借款。
2.成果與展望
(1)104 年度經由上開財務調度措施，市庫財務調度
節省債息率為 89.87%，均較 102 年度 65.98%及
103 年度 73.68%為佳。
(2)105 年度市庫財務調度節省債息率目標預估為
50%，將持續秉持資金運用靈活化及資金調度機
動化原則，衡量市庫收支情形加強庫款調度，以
節省債息支出，減輕市庫負擔。
（三）加強債務控管
依公共債務法規定執行強制還本並視本市歲入執
行狀況，增加債務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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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執行策略
(1)依公共債務法第 12 條強制還本規定，每年至少
按當年度稅課收入百分之五編列執行債務還本
預算。
(2)另為期提高償債率，並依公共債務法規定，將視
歲入執行狀況，增加債務還本數。
2.成果與展望
(1)104 年度除執行原列債務還本預算 66 億元，並
運用當年度稅收超徵及各項收入超收資金增加
債務還本 130 億元，總計還本 196 億元，償債率
為 18.19%，均較 102 年度 6.53%及 103 年度
17.59%為佳。
(2)105 年度償債率目標預估為 5.67%，本府於 105
年度除執行編列債務還本預算 66 億元外，將視
歲入執行狀況，增加債務還本數，以達加速減債
並節省債息之目標。
（四）優化智慧服務
1.維持集中支付業務全國最高之電連存帳執行率
(1)執行策略
甲、賡續宣導各機關學校以匯款取代簽發市庫支
票。
乙、加強付款憑單審核作業。
(2)成果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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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連存帳筆數占支付總筆數百分比為績效指
標，以維持集中支付業務全國最高之電連存帳執
行率 99%為目標。
2.簡化惜物網退款程序提升服務品質
(1)執行策略
甲、提供會員一次同時申請多件退款案件時，可
合併申請，並以表格化方式審查簽核，簡化
公文處理流程。
乙、整合開發臺北惜物網網路拍賣平台，提供 e
化退款申請，簡化申請作業流程。
丙、客服人員詳細解說溢繳款項退款流程，讓民
眾感受親切友善。
(2)成果與展望
甲、經統計 104 年度會員申請退款案件為 995
件，金額為 119,781 元，自會員郵寄申請至
完成退款平均退款處理天數為 3.81 天，較
103 年縮短 0.46 天。
乙、惜物網新版系統 105 年起新增線上退款申請
功能，e 化退款服務件數以 104 年退款件數
之 10%(100 件)為目標，預期能縮短會員郵
寄申請與後續公文處理作業時間 3 天，提升
退款效率。
3.推廣直撥轉帳退稅作業計畫
(1)執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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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推廣直撥轉帳退稅作業計畫」，具體規範
所屬單位推廣作業及輔導措施，節省印製支票、
郵資支出及相關人力成本，加速民眾收到退稅
款，以落實行政 e 化及便民服務之目標。
(2)成果與展望
甲、104 年直撥退稅件數為 27,537 件，占支票退
稅 (24,019 件 ) 與 直 撥 退 稅 件 數 合 計 數
(51,556 件)之比率達 53.41%，成效良好。
乙、為持續推廣直撥退稅作業，業於 104 年 7 月
9 日與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媒體轉
帳代付款契約」，將郵局納入本處轉帳代發
退稅款之金融機構，俟相關資訊程式修撰完
成後，郵局存戶即可採用直撥退稅，將提升
本處直撥退稅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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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化市有資產
（一）多元活化利用市產
1.督辦市有公用房地提供使用
(1)執行策略
督促各管理機關依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
例第 21 條、臺北市市有公用房地提供使用辦法
辦理經管房地提供使用，提升市有公用房地使用
效益。
(2)成果與展望
甲、以本市市有公用房地提供使用之土地公告現
值，計算提供使用財產總值，104 年提供使
用財產總值約為 2,011 億元，105 年以提供
使用財產總值達 2,020 億元為目標。
乙、加強各機關經管房地管理利用，多元活化市
產，辦理公用房地提供使用，提升本府財政
收益。
2.辦理提供市有非公用房地短期使用及標租，提高市
地使用效能
(1)執行策略
甲、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65、66 條
及本市市有非公用閒置不動產提供短期使
用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乙、整理閒置市有非公用不動產清冊上網公告，
俾利市民申請使用，並積極辦理標租，活化
閒置市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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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果與展望
甲、103 年及 104 年提供市有非公用房地辦理短
期使用及標租總值，分別為 11.72 億餘元及
13.53 億餘元。
乙、105 年以提升 3%總值為目標，年度目標值為
13.94 億餘元。
丙、透過控管市有非公用房地辦理短期使用及標
租總值，提高市有非公用閒置不動產之使用
效能及創造財政收益。
3.建立市有土地參與都市更新警示作業，加速民間實
施者辦理進程
(1)執行策略
每 月 檢視 所列管之都市更新案並更新辦理進
度，倘市有土地參與都市更新案件超過 1 年無新
進度者，將予以註記。必要時並將函詢都市更新
主管機關瞭解其案件效力及辦理情形。
(2)成果與展望
甲、截至 104 年 12 月底止，本局列管之辦理中
都市更新案計 158 案，其中本府主導都市更
新案(含規劃中案件)計 12 件，市有土地參
與都市更新案計 146 件。另已完工及結案
者，本府主導都市更新案共 1 件，市有土地
參與都市更新案共 24 件。
乙、為配合都市更新、改善市容景觀、促進市有
不動產有效利用及維護市產權益，本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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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 6 月 13 日修正發布「臺北市市有不動
產參與都市更新處理原則」供各機關依循。
為因應相關法令調整及實務考量，上開處理
原則將於 105 年度檢討修訂。另將賡續推動
辦理本府主導都市更新案及積極參與民間
辦理之都市更新案，結合民間資源，創造市
有財產效益。
（二）加強清理市有財產
1.辦理市有財產產籍釐正作業
(1)執行策略
利用財產管理資訊系統比對本府各機關經管市
有財產地籍資料與產籍資料一致性，以提升市有
產籍正確率。
(2)成果與展望
甲、105 年市有土地產籍與地籍相符筆數占市有
土地總筆數百分比以達成 99%為目標。
乙、達成有效勾稽市有財產產籍資料，以提升市
有產籍正確率。
2.檢討增修或廢止市有財產管理相關計畫及作業規
定
(1)執行策略
檢討增修或廢止市有公用財產相關計畫及作業
規定，俾符合本府各機關實務作業所需，以利各
機關管理市有財產。
(2)成果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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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105 年實際完成市有公用財產相關計畫及作
業規定檢討項次占年度預計檢討項次百分
比，以達成率 100%為目標。
乙、檢討市有公用財產相關計畫及作業規定，以
促使本府各機關實務作業執行順利。
3.加強占用清理，維護市產權益，增加市產收入
(1)執行策略
甲、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52 條及本
府加強清理及處理被占用市產計畫辦理。
乙、積極清理經管遭占用市有土地，並向占用人
收取使用補償金；倘符合出租條件，於辦理
出租後定期向承租人收取租金。
(2)成果與展望
甲、103 年及 104 年清理占用後收取租金及使用
補償金達成率，分別為 158.92%及 123.80%。
乙、自 105 年起以達成預算數 100%為目標。
丙、透過積極清理遭占用市有土地，並輔以法制
宣導，符合承租條件之占用戶納入租約管
理；另針對積欠使用補償金達一定期數者循
訴訟程序辦理，以維護市產權益，並增加市
產收入。
4.加強清理市有非公用不動產租用案件暨債權憑證
管理
(1)執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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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依本府加強清理及處理被占用市產計畫及債
權憑證管理作業規定辦理。
乙、針對欠租或不當得利拒不返還者循訴訟程序
辦理，加強清理市有非公用財產。
(2)成果與展望
甲、104 年執行年度實收地租應收歲入保留數占
當年度地租應收歲入保留數扣除限繳期限
非 屬 執 行 年 度 分 期 款 比 例 實 際 達 成 率為
95%。
乙、預計 105 年之達成率可維持 95%之目標。
丙、透過強化市產管理機制，適時掌握應收租金
及使用補償金案件之請求時效，加強定期清
理作業效率，積極回收債權，維護市有財產
權益；積極清查積欠之租金或使用補償金，
保障本府債權，增裕庫收，兼顧公平正義之
原則。另輔以法制宣導，針對符合承租條件
之占用戶加強輔導以納入租約管理，以利掌
握使用人資料及使用現況，減少管理上之行
政成本，並可減少訟爭，解決占用問題，增
進行政效能。
（三）提高市產效能
1.清理及處理市有眷舍基地
(1)執行策略
邀集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處及眷舍管理機
關組成工作小組，就眷舍基地逐案詳細評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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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眷舍基地清查處理之計畫及辦理期程，並由各
權責機關督導執行。
(2)成果與展望
甲、105 年以完成眷舍基地處理方式之評估作業
為目標。
乙、透過加強清理眷舍房地，收回眷舍基地予以
開發，除可提高市產效能，開創財源，所得
收入挹注市庫外，並可美化都市景觀。
2.積極推動閒置市有土地之開發，提升市有土地開發
案權利金及土地租金收入
(1)執行策略
甲、積極推動閒置市有土地之開發，增加權利金
及土地租金收入，並依各開發案所訂契約，
定期檢視得標廠商繳付權利金及土地租金
之時程。
乙、本局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或以設定地
上權方式辦理之市有土地開發，將隨時注意
及掌握得標廠商後續履約情形。
(2)成果與展望
甲、本局 105 年度已簽約開發案，其土地租金及
權利金收入成長率均達 5%。
乙、開發案目前推動辦理情形：
(甲)本市中正區公園段三小段 1 地號等 13 筆
市有土地設定地上權開發案：本案基地
面積合計 6,695 平方公尺，位忠孝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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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中山南路及青島西路附近，都市
計畫使用分區分別為文化觀光專用區及
第四種商業區，刻正辦理舊市議會建物
拆除及綠化事宜，其餘土地目前作為臨
時停車場及綠美化使用。本案已於 105
年 3 月 2 日公告招商，權利金底價 26 億
元。未來本府除可收取權利金及土地租
金，挹注市庫收入外，由於土地的開發
利用，營業稅及房屋稅等稅源亦將隨之
充裕，更可延續西區門戶計畫環境之特
色。
(乙)本市中正區公園段三小段 13 地號等 5 筆
市有土地設定地上權開發案：本案基地
土地面積 1,725 平方公尺，位處中山南
路、青島西路及公園路街廓範圍內，北
接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西鄰城中商業
中心，土地使用多元化、經濟價值高，
觀光活動強度密集，目前土地作臨時性
停車場及綠美化等低度利用，與周邊商
業氛圍及行政大樓顯不協調。為提升市
有財產使用效率，規劃以設定地上權方
式辦理開發，刻正辦理土地處分程序及
委請顧問公司辦理招商文件之研擬。案
預計 105 年下半年公告招商。
3.確保公有土地辦理開發案之預計收入皆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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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執行策略
甲、確實依本府與國防部合作開發國有土地案契
約收取投資人應給付之款項，以及監督投資
人依地上權契約及投資契約約定辦理。
乙、本局經管非公用土地倘位於捷運聯合開發範
圍者，將積極參與聯合開發案，以創造市有
土地效益；對於已分回之聯合開發大樓房
地，則將辦理出售或出租作業，以實現該預
期收入。
(2)成果與展望
甲、本府與國防部合作開發公有土地已簽約計有
4 案，104 年度本府分收權利金約 1.032 億
元與土地租金約 900 萬元。另參與聯合開發
案件，已分回聯合開發大樓房地者計有 7
案，目前皆委由本府捷運工程局辦理租售事
宜，其中 5 案已辦理出租、1 案已完成標售、
1 案尚待標售，104 年度出售房地收入約
4,117 萬元，租金收入則約 1.38 億元。
乙、未來將持續協助國防部收取地上權權利金及
土地租金，並協助國防部督促得標人依設定
地上權契約及投資契約約定辦理履約管理
事項。另市有土地參與聯合開發案部分，本
局將積極配合聯合開發主管機關辦理相關
開發事宜，至委由本府捷運工程局辦理租售
之房地，亦將配合辦理履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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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高各機關學校報廢二手物資源再利用
(1)執行策略
甲、 辦理獎勵措施適時鼓勵並提升財管同仁的
支持及配合意願。
乙、定期辦理系統操作教育訓練課程，提供財管
同仁系統操作訓練。
(2)成果與展望
甲、在財務效益方面，運用網際網路有效率處理
市有堪用財物（預估出售率達 85％），因競
價結果提高標售價格（預估成交總額高於底
價總額之 200％）
，預估可創造本市市庫收入
2,700 萬元。
乙、將堪用資源經由公開機制，促進資源再利
用，落實本府節能減碳政策。
丙、提供虛擬市集，供民眾瀏覽遊園，加強市民
服務。
5.鼓勵本府各機關學校辦理堪用財物移撥
(1)執行策略
鼓勵本府各機關學校以堪用財物交流平臺或專
案移撥方式將堪用財物移撥予有使用需求的機
關學校，促進資源再利用。
(2)成果與展望
甲、104 年登記移撥件數占當年度上架件數之實
際移撥率為 20%，另 105 年亦以達成 20%為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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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促進資源再利用，避免重複購置造成浪費，
同時有效減少紙張浪費及減少財產移撥作
業時間。
（四）強化市產履約管理
1.督導經管地下街之經營管理符合契約規範
(1)執行策略
不定期至地下街查核，要求經營廠商符合契約約
定，如有缺失情形，將依約請經營廠商確實改善。
(2)成果與展望
甲、104 年度不定期至地下街查核，就查核發現
之缺失事項，均已請經營廠商確實改善。
乙、本於管理機關權責督導經營廠商，持續提升
服務品質，俾提供民眾安全、舒適、多元的
通行環境及購物空間。
2.加強市有土地開發案履約案件管理
(1)執行策略
為強化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及設定地上
權開發案執行機關對於案件之監督管理責任，提
升案件各階段辦理品質，本局研訂下列行動方
案：
甲、積極辦理本府促參案件前置作業及履約階段
訪視作業。
乙、定期召開臺北資訊園區 BOT 案履約管理會議。
丙、辦理臺北 101 大樓實地訪查。
(2)成果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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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市有土地開發案訪視案件之所列改善事項
之完成解除列管比率達 80%。
3.落實主導都市更新案之履約管理，督導實施者依約
定進度辦理
(1)執行策略
甲、為改善市容景觀，促進市有房地之有效利
用，市有房地位於更新地區即積極參與都市
更新。其中面積超過 500 平方公尺且占都市
更新範圍面積比例達 50％以上者，或未達
50%，惟經更新單元內其他土地所有權人出
具同意書，同意由本府主導辦理都市更新，
其公私有土地面積合計占更新單元土地總
面積超過 75%者，得由本府主導都市更新，
並公開評選實施者辦理都市更新事業。
乙、104 年度規劃並推動本府主導辦理之都市更
新案共計 12 件（不含已完工結案 1 件）
。其
中 由 捷 運 局 主 導 辦 理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逸仙
段、中山區中山段、文山區木柵段及新北市
中和區南山段及新和段等 5 案，均已簽約；
財政局主導辦理中正區南海段案、信義區犁
和段案、北投區新民段案、萬華區福星段案
等 4 案已簽約，另中山區正義段等案刻正規
劃中。
(2)成果與展望
- 27 -

甲、中正區南海段案及信義區犁和段案等 2 案：
已於 101 年 6 月 25 日及 8 月 16 日與潤泰創
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實施契約，實施者
擬具之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分別於 101
年 9 月 14 日及 102 年 5 月 30 日向主管機關
申請報核，刻正辦理後續都市更新審議程
序。上開 2 案本府之招標條件即要求分回之
房屋包含小坪數之公共住宅，扭轉了一般建
商主辦之都市更新就是蓋豪宅之作法。
乙、北投區新民段案：於 103 年 10 月 31 日與富
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委託實施契
約。實施者擬具之事業計畫已於 104 年 8 月
11 日向主管機關申請報核，刻正辦理後續都
市更新審議程序。
丙、萬華區福星段案：於 104 年 9 月 15 日與長
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委託實施契約，實
施者已於 105 年 1 月 22 日提送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草案過局審查，俟本
府審查通過後，預訂 105 年提送事業計畫及
權利變換計畫向主管機關申請報核。
丁、鑑於臺北市都市更新案件日益蓬勃，本局預
計在 105 年賡續推動中山區正義段案主導都
市更新案。另本府主導都市更新案本府可分
回之房舍數量眾多，將積極落實辦理本府主
導都市更新案之履約管理，以使本府主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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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更 新 案 能 依 實 施 契 約 約 定 之 進 度 及期
程，如期、如質、如量完工。
4.落實本局財產管理系統及市有財產地理資訊系統
維護案履約管理
(1)執行策略
甲、審核維護廠商「專案執行計畫書」並要求據
以執行維護工作。
乙、每月審核廠商辦理情形，並定期召開會議檢
視工作進度及履約成果。
丙、年度結束後辦理全年度專案驗收。
(2)成果與展望
甲、提供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正確穩定的資訊系
統。
乙、持續提供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優質資訊系
統，健全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並結合地理資
訊空間分析技術，提供市有不動產經營、管
理及開發利用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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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稅費合理
（一）合理稅制改革
1.加強高級住宅欠稅清理
(1)執行策略
為覈實反映高價房屋應有之房屋評價及租稅負
擔，本市自 100 年 7 月起首創高級住宅加價課徵
房屋稅。經實施 3 年檢討，為使認定方式更公平
合理，自 103 年 7 月 1 日起，由以「棟」改採按
「戶」認定。又為利稅收徵起，加強繳款書送達
作業，以減少欠稅，充裕庫收。
(2)成果與展望
甲、本市為真實反映高級住宅應有之房屋評
價，促進租稅負擔合理化，每年均訂定高級
住宅清查計畫，並加強宣導房屋稅開徵及繳
款書送達作業，經統計 104 年高級住宅應納
稅額為 10.46 億元，實收稅額為 10.35 億
元，執行率達 98.94%。
乙、將持續運用不動產實價登錄資料，核認高級
住宅，並積極清理相關欠稅，以期提高執行
率。
2.建議修法延長都市更新後取得房屋之房屋稅減免
年限
(1)執行策略
為避免都更戶因房屋稅調整致都更後稅負增
加，影響其參與都更意願及本市都更政策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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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建議修正都市更新條例，對於都更後房屋延
長其減半徵收房屋稅之年限。
(2)成果與展望
基於租稅減免須法律明文規定，本府財政局已於
立法院 104 年 11 月 3 日召開之「都市更新條例
修正草案」朝野黨團協商會議中，提出修正草案
條文內容為「更新後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半徵收二
年。但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視地區發展趨
勢及財政狀況同意者，房屋稅減半徵收至多可延
長為四年。」案經決議通過，納入都市更新條例
第 66 條修正草案。惟因 105 年 1 月立法委員改
選，本修正案需由內政部於立法院新會期重新提
案審議。
（二）落實稅捐稽徵
1.加強各稅繳款書送達作業
(1)執行策略
本市地價稅、土地增值稅、房屋稅、契稅、使用
牌照稅、印花稅及娛樂稅等地方稅收為市政建設
重要財政來源，除落實執行地方稅稽徵工作外，
並加強各稅繳款書送達作業，以減少欠稅，充裕
市庫。
(2)成果與展望
甲、本市 104 年整體稅收實徵淨額為 768.23 億
元，較預算數 650.75 億元超徵 117.48 億元，
其中以土地增值稅超徵 81.68 億元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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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雖 104 年稅課收入創佳績，然當前經濟情勢
及景氣動向尚待觀察，未來仍將會秉持簡政
便民與熱忱服務之精神，全力以赴，期許 105
年度再創稅收佳績。
2.辦理地方稅清查作業
(1)執行策略
甲、每年訂定地價稅及房屋稅之稅籍及使用情形
清查作業計畫，落實執行稽徵業務，建立正
確完整之稅籍資料。
乙、積極辦理身心障礙者免稅車輛清查，如發現
不符免稅規定者，即註銷免稅並恢復課稅。
丙、加強車輛檢查及路邊停放車輛欠稅清查工
作，以達有效遏止逃漏稅，維護租稅公平及
充裕稅收。
(2)成果與展望
甲、成果
(甲)104 年地價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作
業，實際清查 58,162 筆，改課 26,054
筆，增加稅額 7 億 7,230 萬餘元。
(乙)同年度辦理房屋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
作業，實際清查 167,357 件，改課 69,133
件，增加稅額 6 億 6,434 萬餘元。
(丙)104 年使用牌照稅清查作業，在車輛檢查
部分，查獲違章車輛 2,759 件，補徵稅
額 3,464 萬餘元，裁罰 1,681 萬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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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免稅車輛清查部分，已清理 7,069 件，
補徵 2,820 件，補徵稅額 1,858 萬餘元。
乙、展望
為遏止逃漏稅，賡續運用相關機關資料比對
稅籍，產製地價稅及房屋稅異常查核清冊，
期建立正確且完整之稅籍資料，並加強身心
障礙者免稅車輛清查及車輛檢查作業，以維
護租稅公平。
（三）加強私劣菸酒查緝
提升菸酒查緝績效
(1)執行策略
依 104 年度菸酒查緝工作計畫，並於菸酒消費旺
季，專案赴本市各大賣場抽檢菸酒業者及輔導菸
酒標示，以查緝不法私菸酒，維護消費者健康。
(2)成果與展望
甲、104 年度抽檢本市菸酒業者 1,055 家，緝獲
販賣違規菸品案件 11 案、157,420 包，販賣
違規酒品案件 62 案，229.935 公升，並裁處
違規案件 73 案、處罰鍰 756 萬 6,700 元。
乙、為落實本市菸酒管理，保障民眾身體健康，
除加強情資通報及聯合查緝機制外，並積極
查察本市菸酒販賣業，俾有效杜絕私劣菸
酒，以提升查緝績效。105 年預計抽檢本市
菸酒業者 1,179 家。
（四）落實規費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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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請機關依規定合理調整規費收費項目
(1)執行策略
甲、規費法第 11 條規定，業務主管機關應考量
辦理費用或成本變動趨勢、消費者物價指數
變動情形及其他影響因素，每 3 年至少應檢
討 1 次規費之收費基準。
乙、為落實使用者付費，將促請各機關依規定合
理調整規費收費項目，各機關陳報之成本分
析資料，本局將依相關規定辦理審核。
(2)成果與展望
105 年以年度本府各機關新增或調整之規費收費
項目數占當年度本府全年目標值(10 項收費項目)
之 100%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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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落實財政治理
（一） 擴大開放資料
1.依本府資訊開放加值應用規範擴大開放資料項目
(1)執行策略
甲、盤點資料並召開開放資料確認會議。
乙、配合上架新增開放資料集。
丙、按期更新及檢視資料正確性。
(2)成果與展望
甲、104 年已開放 36 項。
乙、105 年將增加 4 項開放資料。
2.建置市有財產視覺化查詢系統
(1)執行策略
以建置市有財產視覺化查詢系統方式開放市有
財產統計資訊。
(2)成果與展望
甲、 105 年以當年度實際統計資料開放個數占
當年度預計統計資料開放個數之 100%為目
標。
乙、 藉由開放資訊，提高行政透明。
（二）建立行政課責
1.辦理財產檢查暨內部控制實地訪查
(1)執行策略
依臺北市政府年度財產檢查暨內部控制成效訪
查計畫辦理實地訪查，並督促受查機關改善缺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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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果與展望
甲、104 年各機關缺失改善完竣總數占當年度各
機關訪查缺失總數百分比(實際改善完成率)
為 90%，105 年以改善率達 92%為目標。
乙、藉由實地訪查檢視各機關財產管理執行情
況，找出缺失並有效督促其改善。
2.辦理財務檢查暨內部控制之機關缺失項目改善
(1)執行策略
依臺北市政府年度財務暨內部控制成效訪查計
畫辦理實地訪查，並督促受查機關就訪查缺失項
目逐步予以改善。
(2)成果與展望
甲、104 年 本府各機關學校已改善之財務缺失
項目數占當年度本府各機關學校財務缺失
之總項 目數 百 分比 ( 實際 改 善完成 率 ) 為
99%，105 年以改善率達 95%為目標。
乙、藉由財務訪查檢視各機關財務管理執行情
況，找出缺失並有效督促其改善。
3.辦理年度施政計畫及專案計畫列管
(1)執行策略
依臺北市政府年度施政計畫選項管制考核作業
要點，促請各業務科依計畫進度確實執行府列管
之施政計畫及專案管制計畫，配合本府按季追蹤
各計畫執行進度，定期追蹤進度，並查核其績效。
(2)成果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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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104 年辦理府列管施政計畫及專案管制計
畫完成數占當年度預定列管數之百分比為
100%，105 年亦以達成 100%為目標。
乙、落實列管重要年度施政計畫及專案管制計畫
進度，以提升施政績效。
（三）致力標準化作業
1.定期檢視年度法規整理計畫之進度
(1)執行策略
每 3 個月定期檢視「臺北市法規查詢系統」之法
規、自治規則及行政規則異動資料，查核本局年
度法規及行政規則整理計畫之執行進度，並督促
相關科室改進。
(2)成果與展望
甲、 104 年辦理法規及行政規則整理完成之件
數，占當年度法規整理計畫總數之百分比
(實際完成率)為 68.75%，105 年以完成率
90%為目標。
乙、洽詢相關科室瞭解有無執行困難之處，找出
缺失並有效督促其改善。
2.檢討法規妥適性及專案列管
(1)執行策略
對於不合時宜或有政策目標之法規及行政規
則，應予專案列管，並督促相關科室加速法制作
業流程。
(2)成果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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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對於專案列管之法規或行政規則，每 3 個月
定期檢視，並查核其實際研修進度(包括訂
定、修正或廢止)。
乙、 洽詢相關科室瞭解有無執行困難之處，找出
缺失並有效督促其改善。
（四）提高資通訊安全品質
1.資訊系統通過 ISO27001 驗證
(1)執行策略
甲、 辦理資訊資產清查、風險評鑑、營運持續計
畫演練、內部稽核等資訊安全管理活動。
乙、 召開資訊安全管理審查會。
丙、 辦理外部稽核作業。
(2)成果與展望
甲、成果：
(甲)本局：100 年以「集中支付系統」及「財
務管理系统」通過 ISO 27001 驗證，103
年換證並維持證照有效性至今。
(乙)稅捐處：104 年 ISO27001 驗證範圍除延續
103 年總處與萬華分處機房外，增加文山
分處、松山分處、內湖分處電腦機房。
乙、展望：
(甲)本局：106 年將擴大驗證範圍至「財產管
理系統」及「市有財產管理地理資訊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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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稅捐處：105 年 ISO27001:2013 驗證範圍
將擴大至全處(中正分處除外)，以提高資
通訊安全品質。
2.辦理一般同仁資安教育訓練
(1)執行策略
甲、舉辦資訊安全教育訓練 6-8 梯次，每梯次 3
小時。
乙、辦理資訊安全教育訓練課後評量。
(2)成果與展望
甲、成果：
(甲)本局：104 年度全局同仁參與率達 96.4%。
(乙)稅捐處：104 年度全處同仁參與率達 100%。
乙、展望：
每年一般同仁資安教育訓練參與率達 95%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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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古人說：
「治政之實，必本於財用」
，健全的政府財政，
才能成就城市的永續發展、市民的幸福快樂。處在知識經
濟時代，政府必須強化知識的創新與應用，以提升政府的
理財功能與行政效率。
展望未來，為了打造臺北市宜居城市願景，提升市民
生活水準與福祉，本局從健全財政角度出發，除持續進行
財政改革，落實財政治理外，並將本著「正直誠信」、「開
放共享」、「創新卓越」、「團隊合作」的核心價值，與本府
各機關共同努力，以創意思考啟發創新作為，籌措充裕的
財源，持續推動各項公共建設及便民服務措施，以造福民
生。
今後希能在各位議員先進的匡督與指導下，有效運用
財政管理，共同為市政永續發展及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質而
努力。謝謝，敬請
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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