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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詢及答覆


財政建設部門質詢第 1 組
質詢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22 日
質詢對象：財政建設部門有關各單位
質詢議員：邱威傑
計 1 位 時間 18 分鐘

※速

記

錄

──109 年 10 月 22 日──
速記：戴子潔
主席（潘議員懷宗）：
現在進行財政建設部門第 1 組質詢，質詢議員為邱威傑議員，時間 18 分鐘，請
開始。
邱議員威傑：
請市場處處長上臺備詢。
之前曾跟您請教過無照攤販的管理問題，我提到應該先修正臺北市攤販管理自
治條例，當時你們回答應該先進行臺北市攤販長期精進計畫。你們認為在自治條例
修正前，應該試著精進管理一段時間，看看能不能改善狀況，再視情況決定要不要
修正自治條例，當時這件事情我也沒有完全反對，我認為臺北市的無照攤販是一個
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在法規修正前，市府有先做一些改善措施，這點我覺得很好，但是我最近有接
獲一些地方攤商陳情，他說目前市府推動的效率不好。就我所知的精進計畫是市府
總共規劃 40 個需要管理與精進的攤販聚集場所，其中有 5 個是本年度優先改善的市
場：公館水源市場、北投市場外攤、士林夜市外攤、南機場夜市、艋舺夜市。但是
目前推動上好像出現問題，今年到目前為止，這 5 個區域都還沒溝通完成，我知道
遇到的問題包含：攤商不願意加入、內攤及外攤商的衝突無法解決、不同區域的攤
位公平性等等。現在攤販都還沒完全溝通完畢，也沒完全納管，有部分的攤商跟我
說，9 月之後市府推動的幅度、召開說明會及訪問無照攤販的次數與頻率都已經下
降。我想問處長，目前無照攤販長期精進計畫遇到什麼困難？導致你們執行上有阻
礙。
市場處陳處長庭輝：
剛剛提到的 5 個區域，其中公館夜市已經納管完成；艋舺夜市是屬於 B 類攤販
，因為攤商熱情參與，目前也已經納管完成。剛剛議員提到有些地方攤販反映，確
實在士林夜市有聽到這些聲音，我們要求攤販納管須符合以下幾個條件：第 1，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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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安全一定要通過，這是核心中的核心。可能每個區域要求消防所需道路的寬度不
一樣，如果該區域要求 3.5 米，攤販就得留 3.5 米才有可能納管，如果這個區域需
要 4 米，那攤販就需要留 4 米；第 2，消防安全如果通過，還要進行實名制，因為
道路是公有財產，市府不可能讓私人把持劃設位置租給攤販並收錢；第 3，如果這
個攤位設在店家門口，雖然道路是政府的，但也必須經過店家同意，因為門口擺攤
會影響店家合法的權利。
邱議員威傑：
處長，你剛剛講的都是士林夜市攤商的問題嗎？
陳處長庭輝：
對。
邱議員威傑：
依你的說法，有 1 個市場已經完全納管，有 1 個接近完成，剩下 3 個各自有爭
議的問題，我的理解是對的嗎？我剛剛提到有地方攤商表示，他們覺得市府在 9 月
後推動計畫的幅度及力道減低，你覺得有沒有？還是這是他們主觀判定，並不是事
實？
陳處長庭輝：
我覺得應該沒有，我們 109 年已經排定優先改善這 5 處夜市，每個月都會針對
這 5 處去跟攤販溝通說明。
邱議員威傑：
我覺得這對臺北市的長久管理來說非常重要，希望你們可以提供一份報告，告
訴我今年市府預定要達到的成果，這 5 個市場是否都能完成納管？如果遇到阻礙，
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希望能在這份報告中呈現。未來 3 年有什麼階段性目標？
在什麼時間完成哪些市場的管理？或是有其他階段性目標要達成，我希望可以在這
份報告中呈現讓我知道。同時我也要提醒，隨著市府接觸的市場自治會及納管的攤
商越來越多，你們可能需要更多的資源及人力，希望這個計畫並不只是短暫執行，
柯文哲市長卸任後就不存在。這個計畫需要執行 3 年、5 年甚至 20 年以上，我希望
市府在預算及人力資源的規劃都有完整安排，並在報告中說明。
陳處長庭輝：
好的。
邱議員威傑：
另外，之前有提過修正臺北市攤販管理自治條例，市府最終還是要完成。按照
法規，所有無照攤商都不可以營業，我並不是說要完全取締他們，我也認同納管才
是最好的作法，但是如果沒有法源依據，就有適法性的問題，所以我還是認為市場
處必須要訂一個目標，在什麼情況下達成哪些條件？就要立刻修正自治條例，處長
有開始準備這個議題嗎？
陳處長庭輝：
針對無證攤販市府有一套計畫，今年先選出 5 個試辦點，明年試辦點做出一些
成績後，讓其他地區想參加的攤販可以看到以後被納管的模樣。市府也設有落日條
款，112 年以後如果無證攤販不來申請納管，就會變成 C 類攤販，必要時會進行取
締。市府預計 110 年設落日條款並開始進行修法，如果 111 年修法完成就送到議會
審查，這是現在排訂的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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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議員威傑：
聽起來在我任內就會完成，我非常期待，希望明年可以看到這部分的進展。
最後一點提醒，之前媒體有提到臺北地下街的攤商自治會會長有使用個人特權
，以及一些相關指控，但我認為並不是媒體報導說什麼我們就信什麼。我希望處長
可以秉持公平、公正的精神處理這件事，不要讓特定人士使用特權安排攤位，造成
攤商之間不公平的情況，處長同意嗎？
陳處長庭輝：
可以。
邱議員威傑：
如果後續有相關細節，請提供給本席研究室。時間暫停，請動保處處長上臺答
覆。
不只臺北市，我想全世界最多人養的寵物就是貓跟狗，除此之外的動物如果再
扣除魚類，最多人養的應該是老鼠、兔子跟寵物鳥這 3 種。目前我手邊並沒有最新
的統計資料可以知道臺北市有多少隻寵物鳥，但用一些舊資料及現有人口數來推估
，臺北市大概有 10 萬隻寵物鳥。
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灣環境資訊協會以及一些生物科技論文過去 10 年的
調查顯示，如果一般家庭飼養的寵物鳥有新生的小鳥，7%的人會選擇野放；如果飼
養的是老鼠或兔子，則有 10%的人會選擇野放。目前臺灣常見的寵物鳥包含：爪哇
雀（白文鳥）、鸚鵡、八哥及九官，但這幾種鳥全都是外來種。根據中華民國野鳥
協會的臺灣繁殖鳥類調查年度報告顯示，白文鳥及八哥最近 10 年在北北基地區觀測
到的數量增加非常多，增加的幅度高達 250%，在無人保育的情況下，能夠出現這
麼大量的數字增長，表示現在野放寵物鳥的情況已經變得越來越嚴重，不知道動保
處是否有觀察到這種情況？
動物保護處宋處長念潔：
有，我們從平常救援或是收容的鳥種中有發現這樣的情形。
邱議員威傑：
目前動保處針對貓、狗之外其他類型寵物的野放或棄養，有沒有任何規範、計
畫、預算或人力去因應？
宋處長念潔：
目前由動物管理組進行，所有動物不論是以救援或是其他方式進入動保處，首
先我們會看動物的健康情形，如果身體有受傷，我們會先救治，等救治完成後，才
會再進行……
邱議員威傑：
處長，我並不是在談救援這些小動物，雖然救援也很重要，但我要談的是這些
寵物野放後所產生的生態問題。剛剛有提到像是九官鳥、鸚鵡、八哥這些鳥類都是
外來種，當牠們被野放到自然界時，有滿高的機率會因為不適應環境而死亡或是發
生車禍，導致需要你們去救援；但另一種情況是牠們幸運存活下來，並且大量繁殖
，造成當地自然環境的浩劫。舉例來說，澳洲就因為野兔、寵物貓過度繁殖，造成
當地草原生態的巨大變化，這個問題雖然現在乍看還不是非常明顯，但這是動保處
接下來必須要關注的問題。我今天講的不單單只是救援，而是市府要針對這個問題
開始進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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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處長念潔：
如果要進行野放，會先觀察牠是不是原生物種？是不是保育物種？如果是原生
跟保育物種，我們才會走野放這條路。
邱議員威傑：
我並不是指動保處的管理方法，我剛剛有提到 7%飼養寵物鳥的家庭，如果家
中有新生的小鳥，可能自己不想養就帶到外面野放，這種情形會造成自然環境的問
題，請問動保處有沒有針對這個問題做足夠的研究？有沒有準備預算及人力資源去
因應這樣的環境問題？老實講，我知道現在動保處的人力資源非常吃緊，這個問題
也不單單是動保處的問題，像是保育地管理就不是你們的責任。但我認為動保處要
有所準備，可能不是現在，也許再過 3 年、5 年，這些白文鳥或八哥突然大量出現
在關渡或是臺北市其他自然區域，導致原生物種的生存空間受到壓迫，我覺得這是
動保處必須要開始關心的問題。過去針對這類問題都主要是討論貓跟狗，事實上除
了稀有品種外，飼養貓跟狗之外的野生動物也越來越多。因為寵物鳥野放的情況越
來越嚴重，我希望動保處針對這個問題可以做更多研究。
宋處長念潔：
好，我知道。
邱議員威傑：
動保處可以針對這個問題進行研究並提供報告給本席研究室嗎？
宋處長念潔：
我們從現在開始規劃。目前針對民眾棄養或是我們救援的動物，最困難的是無
法辨識這是有飼主或是無飼主的寵物，這部分我們會從法律或是執行層面研究，深
入探討這個問題。
邱議員威傑：
處長，我給你們 1 個月的時間，希望你們可以深入研究並提供報告給本席研究
室。
宋處長念潔：
好。
邱議員威傑：
謝謝處長，請財政局及稅捐稽徵處上臺備詢。
我想跟兩位討論關於房屋稅的問題，目前臺北市的房屋如果是單一自住或是做
為包租代管社會住宅，房屋稅最低是 0.6%；如果持有 3 戶以上且非自住，就會被課
徵最高的稅率 3.6%。這是目前臺北市房屋稅的規範，希望透過提高持有房屋成本，
鼓勵某些房屋的特定用途，也降低非自住、持有多戶的囤房狀況，這是規範稅率的
目標。但重要的是怎麼認定空屋？之前部門質詢時也有討論過，我還是想再確認一
次，目前臺北市空屋認定的標準，是每個月用電量低於 20 度、用水量低於 6 度達連
續 6 個月以上，就視為空屋。
財政局陳局長家蓁：
是以每期計算，一期是 2 個月。
邱議員威傑：
對。目前按照這個標準來看，107 年的空屋總數是 3 萬 7,000 戶，占臺北市的
房屋總數的 4.2%；不過中央不一樣，按照內政部營建署的標準，只要每個月用電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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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60 度就視為空屋。如果依照營建署的標準，臺北市的空屋應有 6 萬 4,000 戶，佔
全部的 7.2%，跟臺北市的標準差了 2 萬 7,000 戶。我想請教為什麼臺北市的標準跟
中央不同？
陳局長家蓁：
我們清查的對象主要是申報自住的市民，他持有的戶數在全國 3 戶內，可享有
稅率 1.2%，如果不是自住，就會變成比較高的稅率，每戶 2.4%或是 3.6%，我們是
針對自住戶清查。至於議員提到的用電度數標準，我們主要是依照經濟部臺灣電力
公司電費的底度 20 度，用這樣的標準去訂定一期是 40 度；另外因為臺北自來水處
是市府管轄，我們可獲得用水量的資料，參考水處的資料綜合整體作為清查空屋的
標準。
邱議員威傑：
局長，因為營建署沒有用水量的資料，所以沒有以用水量作為標準，可是營建
署判定空屋的用電標準是 60 度，而臺北市是 20 度，你剛剛說 20 度是台電電費底度
，你覺得一個月用電 60 度以下，有沒有可能也是空屋？這個標準太過嚴苛還是合理
？
陳局長家蓁：
我們是以每一期用電 40 度以下進行清查，但這只是一個標準，我們還是會到現
場去看實際使用狀況。
邱議員威傑：
我知道這是一個清查的標準，但是按照這個標準，臺北市的空屋有 3 萬 7,000
戶，所以你今天優先清查的也應該是符合這些標準的空屋嗎？
稅捐稽徵處倪處長永祖：
是。我們清查的主要目的是針對自用住宅的用戶，如果從自用住宅變成非自住
用戶，房屋的稅率會變成 2.4%或 3.6%，這是清查的主要目的，水電用量只是間接
證據，讓同仁可以到現場每戶查看。
邱議員威傑：
可是你也是先有這個間接證據才會到現場清查，不是嗎？
倪處長永祖：
是。
邱議員威傑：
所以如果我們改採用中央的標準，臺北市立刻就會多出 2 萬 7,000 戶要清查。
我的問題是到底哪一個標準才合理？以我目前得到的資料來看，在夏天用電高峰期
，臺灣一般住戶的平均用電量是 280 度，相較起來，其實 60 度已經是非常低的用電
量，表示營建署使用 60 度作為判定標準並沒有不合理。我可以理解過去把標準訂得
比較高是因為局處的資源及人力有限，如果提高用電度數標準，表示要清查的戶數
會變多，對大家來講是一個負擔。事實上，107 年第一次清查時，需要清查的戶數
比較多，但到 108 年時，因為已經做過一次普查，要追加清查的戶數就慢慢減少，
就我所知，109 年只需要再清查 1,500 戶而已。表示如果我們把用電度數標準略微
提高，以目前財政局的人力應該做的到，因為不像過去需要花這麼多人力。市府有
沒有可能跟中央一樣把用電度數標準提高到 60 度？讓同仁去清查更多的房屋，有可
能就會查到需要課更高稅率的空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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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局長家蓁：
如同議員剛剛提到的，需要清查的戶數的確比較多，我們回去研議是否能漸進
式的朝這個方向努力。
邱議員威傑：
謝謝局長，你們研議後如果有任何結論請提供給本席研究室。
時間暫停，請資訊局局長上臺備詢。
臺北市有一個虛擬代言人「230」，但我覺得成效不好，沒什麼人知道，也沒什
麼人以他進行二次創作，不像「高捷少女」或是臺北地下街的代言人「莉洋」，這
些比較為人所知。我並沒有要鼓勵大家趕快使用它，只是我發現市府在 108 年仍然
編列 10 萬元的預算維護它，請問資訊局還有繼續打算維護嗎？如果沒有，10 萬元
的預算也是太多！
資訊局呂局長新科：
這是為了當時資訊局的臉書粉絲專頁，虛擬代言人在 105 年就成立了……
邱議員威傑：
我給一個簡單的意見，如果「230」成效不彰，你們沒有打算花更多力氣推動它
的話，10 萬元的預算也是太多，不如不要再維護。如果你們真的要繼續推行，就拿
出一個好的計畫給臺北市議會參考，讓我們知道你們怎麼做的更好？我並不是指責
推出「230」這個決策是錯的，這是之前的決策，但是如果發現這件事只是浪費，編
列 10 萬元預算也是多餘，希望市府不要再進行了！以上是我的意見，謝謝。
主席：
第 1 組質詢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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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建設部門質詢第 2 組
質詢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22 日
質詢對象：財政建設部門有關各單位
質詢議員：李建昌 周威佑 許淑華 梁文傑
計 5 位 時間 90 分鐘

※速

記

簡舒培

錄

──109 年 10 月 22 日──
速記：陳致衡
主席(潘議員懷宗)：
進行財政建設部門第 2 組質詢，質詢議員為李建昌議員、周威佑議員、許淑華
議員、梁文傑議員、簡舒培議員，時間 90 分鐘，請開始。
梁議員文傑：
請市場處處長上臺備詢。
市場處陳處長庭輝：
議員好。
梁議員文傑：
今天談論我曾經在財建委員會提過的老問題，我想知道你們處理的進度。看第
1 張投影片，有關位於臺北市四平商圈的公有建國市場，目前的狀況是有很多攤位
經營者年事已高，大多 70、80 歲。簡單來說，他們想退休，但市場處並沒有訂立政
策讓他們領錢走人。
你們打算如何訂立政策？建國市場左邊這條路其實是公有巷道，2 側都有攤商
進駐，我不曉得為何當初這條公有巷道會被劃入市場範圍內。主要想退場的部分是
這巷道 2 側，根據你們做意見調查的結果，總攤位數有 27 攤，其中空攤有 2 攤，願
意繳回有 14 攤，不願意繳回有 11 攤。
也就是說，願意繳回的 14 攤，其經營者年事已高，已無意願經營，另有 11 攤
生意較好故不願繳回。以我的看法而言，你們應該把這巷道 2 側攤商整併為 1 側，
就能解決問題。
當然我知道你們規劃整併時，可能有些攤商不願換位置，這部分你們就慢慢協
調。但是對於想離開的攤商，就讓他們能夠領取 70 萬元離開，我覺得這是比較好的
作法。
陳處長庭輝：
大概在上週的時候，議員在財建委員會有提到同樣的事情。
梁議員文傑：
是。
陳處長庭輝：
在松江路 123 巷 11 弄的攤位數，確實如同投影片所示，有些攤位想要繳回，另
外有些則想要繼續營業。按照現行法規，本處可以與新工處討論是否開闢這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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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決定開闢，便有收攤的正當性。而在尚未開闢之前，是否能讓這些攤位陸續繳
回？
根據市長的裁示，如果有攤位想繳回，就讓他們陸續繳回。只是本處要先確定
是否開闢這條道路，可能開闢時間跟攤商收回時間會有落差，但也無妨。
梁議員文傑：
有落差也沒關係嗎？
陳處長庭輝：
沒關係。如果我沒記錯，預定明天要向攤商們做說明。
梁議員文傑：
所以明天要召開說明會？
陳處長庭輝：
是。
梁議員文傑：
好，看下一張投影片。「臺北市公有零售市場改建或停止使用核發補助費自治
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提到，「其他因政策變更或為應市政需要」，其實就是
我講的這個狀況。
你們在真正開闢之前，當然需要一些時間協調，有時間落差沒關係，但對於
想離開的攤商，就先讓他們能夠領錢離開，好嗎？
陳處長庭輝：
本處後續會根據議員的建議跟市長的裁示處理。
梁議員文傑：
處長，這件事我已經講了 2 年多。
陳處長庭輝：
是。
梁議員文傑：
等於這些 70、80 歲的攤商又老了 2 歲，麻煩請你們的動作快一點，好嗎？
陳處長庭輝：
好。
梁議員文傑：
不要讓他們拖老命每天繼續經營下去，好嗎？
陳處長庭輝：
是。
梁議員文傑：
謝謝。
陳處長庭輝：
謝謝議員。
李議員建昌：
請動保處處長、公園處代表上臺備詢。
動物保護處宋處長念潔：
議員好。
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花卉試驗中心宋主任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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