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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建設部門質詢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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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銘
計 1 位 時間 18 分鐘

※速

記

錄

──109 年 10 月 22 日──
速記：周俊宏
主席：
現在進行財政建設部門第 4 組質詢，質詢議員陳建銘議員，時間 18 分鐘請開始
。
陳議員建銘：
召集人各位同仁好，首先邀請財政局局長。
財政局陳局長家蓁：
議員好。
陳議員建銘：
局長你好，最近媒體的重點都在報導囤房稅，全台灣各地包括桃園、新竹及高
雄都還有排隊買房子的現象。針對房市過熱的情況，先請教你，臺北市有囤房稅的
限制嗎？
陳局長家蓁：
臺北市從 103 年開始，針對自住 3 戶以外非自住者，我們就有進行差別稅率。
陳議員建銘：
有這個稅的名稱嗎？
陳局長家蓁：
在法規上面不叫囤房稅，是因為一般大眾針對所謂囤房的性質……
陳議員建銘：
所以是俗稱囤房稅，事實上法條名稱是什麼？
陳局長家蓁：
法條名稱就是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
陳議員建銘：
對，在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當中，其實都有規範針對房屋不管是自住，
或者是多屋的情況，都有不同的稅率。目前採取的稅率是不是按照這個標準，對不
對？
陳局長家蓁：
自住的部分是有 3……
陳議員建銘：
1 屋自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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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局長家蓁：
目前的規定還是 3 戶是自住，我們希望以後可以朝這個方向。
陳議員建銘：
對，所以一般來講如果 1 屋自住的稅率是 1.2%，2 屋是 2.4%，3 屋以上的話就
是 3.6%；這個稅率在自治條例當中，市府可不可以自己再調升？
陳局長家蓁：
稅率是中央訂的，目前最高是 3.6%。
陳議員建銘：
所以稅基最高就是只能訂到 3.6%？
陳局長家蓁：
是。
陳議員建銘：
目前臺北市號稱已經實施囤房稅了，但是其他縣市有沒有跟臺北市一樣，實施
3 屋以上稅率是 3.6%的政策？
陳局長家蓁：
目前沒有。
陳議員建銘：
所以臺北市針對囤房稅，其實已經是全國最高標準的？
陳局長家蓁：
是。
陳議員建銘：
但是最近大家在討論，現在要修正臺北市的囤房稅，其實修正的內容根本不是
ㄧ般民眾持有房屋的房屋稅，修正案的內容主要是什麼？
陳局長家蓁：
修正案的內容主要是針對起造人的部分。
陳議員建銘：
就是在但書的部分，對不對？
陳局長家蓁：
是。
陳議員建銘：
影響對象是誰？
陳局長家蓁：
起造人。
陳議員建銘：
對一般民眾會有影響嗎？
陳局長家蓁：
在目前的法規裡面，我們對一般民眾已經是最高的。
陳議員建銘：
沒有，我是說修正但書對民眾會有影響嗎？不會有影響，因為它只針對起造人
銷售房屋的優惠稅率，對不對？
陳局長家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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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直接影響，但是希望對起造人有影響，使其釋出一些房子。
陳議員建銘：
所以這個修正案只是針對但書，也就是針對起造人在銷售房屋這段期間，給予
它的優惠稅率還有優惠期進行修正，對不對？
陳局長家蓁：
是。
陳議員建銘：
這個做法是什麼時候開始實施的？
陳局長家蓁：
其實從 103 年 11 月開始我們就已經開始修改自治條例。
陳議員建銘：
沒有，那個是 106 年修正完畢之後再回溯的嗎？
陳局長家蓁：
對。104 年市府有提案，到 106 年開始有起造人的部分有待銷售期。
陳議員建銘：
對，所以這個銷售期 3 年還有課徵 1.5%的房屋稅，你覺得合理嗎？
陳局長家蓁：
在議會通過之後，我們有持續進行檢視，發現其實在 1 年之內新成屋就可以銷
售六成多，所以這次才會提案，希望能夠把待銷售期從 3 年修為 1 年。
陳議員建銘：
我想這部分也是因為議會當初有附帶決議，要求一年之後檢討。
陳局長家蓁：
是。
陳議員建銘：
另外一部分，目前實施的起造人待銷售房屋的優惠稅率、優惠期，全臺灣各縣
市哪裡有實施？
陳局長家蓁：
目前沒有。
陳議員建銘：
目前只有臺北市實施而已嗎？
陳局長家蓁：
對。
陳議員建銘：
所以臺北市這麼聽話，中央下個公文來要求你們檢討，你們就自動給建商這些
優惠，至於外縣市根本沒有相關的優惠稅率還有優惠期？
陳局長家蓁：
其實這就延續從 103 年開始針對非自住的房屋，臺北市跟其他縣市來比，我們
就已經有差別稅率，最高到 3.6%。
陳議員建銘：
對，臺北市在房屋稅特別是多屋的房屋持有部分，已經課了相當高的稅賦。這
個但書，目前也只有針對起造人在待銷售房屋這部分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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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局長家蓁：
對。
陳議員建銘：
這個修正，在稅收的部分你希望對臺北市市庫造成多大的影響？
陳局長家蓁：
這個最主要的目的是，我們希望可以引導更多的房屋供給到市場上。另外稅收
的部分，是下一個層面，如果從 3 年調回成 1 年，我們之前估算大約是 2.2 億元左
右。
陳議員建銘：
所以修正案在上次經本席暫擱之後，你到我辦公室來溝通，當然這本身就是相
關優先法案審查的標準程序，這個程序在相關的作業規則上其實都有，雖然它本身
是優先法案，但是我希望你們能夠適度跟所有議員同仁溝通。
第 2 個，就相關的內容部分，能夠更清楚地說明。因為實際上發現跟你們溝通
的過程中，當初 106 年通過這個但書的修正案之後，到今天房市還是不斷的高漲，
希望房屋釋出的功能，事實上是有限的，所以這個政策必須要檢討。在現場我也要
求是不是可以恢復當初的標準，因為房屋銷售本來就有預售屋的狀況，不管是不是
待銷售的房屋，只要房屋興建完成，在開始課徵房屋稅的同時，如果持有多屋，那
就應該恢復 3.6%的稅率。就如同你剛剛所提出來的，這個優惠稅率的降低，或許可
以提升建商釋出餘屋的意願。如果改回 3.6%，那不是更有意願嗎，對不對？但是在
跟你溝通的過程中，你認為市府已經提出相關的法案，希望到大會中再討論，到時
候在委員會大家也可以繼續討論，所以對於修正你們所提出的案子，你們事實上有
所疑慮。而你也特別要求，如果議員有這個需求也可以提案，到時候大家一起併案
來討論。
所以我們今天也完成了這個提案，而且已經送交議事組處理。我也更希望，如
果針對市府稅收的擴張，在稅基不變的情況之下，可以儘量的增加市庫收入，這一
點我更希望你們能夠支持。當然相對的，針對議會審查這些優先法案的作業程序，
更希望你們能夠遵守相關的規範。其實議員對法案的認知每個人都不一樣，所以你
們有必要去說明，而且特別是這是新會期的開始，新會期的開始針對優先法案作業
程序的規定，你們就應該拜訪每一個議員，把他們各種不同的意見凝聚起來，再來
進行溝通協調，來突破困難點。
雖然我們案子也已經提案完成了，當然後續更希望儘快地協助審查相關的修正
案。目前需要議會怎樣的協助？
稅捐稽徵處倪處長永祖：
報告議員，關於本府的提案，起造人的優惠期間由 3 年縮短為 1 年，為什麼會
縮短為 1 年？是因為財政部在 106 年有一個函，他們根據房屋的特色，認為建商在
銷售房屋不是一個囤房者，而是一個房屋的供給者，因此在供給的狀態下，應該要
給他們合理的差異稅率，所以我們才會提將銷售期間由 3 年縮短為 1 年。
將銷售期間由 3 年縮短為 1 年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根據實證客觀的觀察，相關
的起造人在銷售房屋的時候，他們的效率第一年最高，所以我們……
陳議員建銘：
對，這個剛剛局長已經說明過了。但是我必須要告訴你的是，臺北市這麼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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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剛剛局長所說的，財政部每個縣市都發公文，只有臺北市做。
倪處長永祖：
沒有錯。
陳議員建銘：
只有臺北市做，其他縣市都不重視囤房的問題嗎？而且這個修正案通過之後，
並沒有改善我們所關心的囤房問題，也就是房屋在市場的釋出並沒有增加，反而房
價不斷攀升。所以這一次的修正案，會找你們來商量怎麼讓政策落實，這就是目標
。你們政策落實有這些稅收，其實我的想法或許跟其他議員有些不一樣。我認為政
府擴大稅收之後，應該運用這些稅收幫助無殼族取得房屋，這個房屋可能是社會住
宅，或者是協助提高他的租屋補貼，讓他能夠減輕負擔。因為根據國債中的顯示，
現在新生嬰兒一出生就負債 26 萬元。如果未來年輕人畢業之後，要負擔學貸，然後
市場政策又鼓勵他去買房子，又要負擔房貸，對一個年輕人來講是一輩子永遠沒辦
法脫離的夢魘。所以我主張，政府應該善用這些稅收做合理的分配，甚至應該專款
專用。昨天局長也在現場，基本的精神市長是支持的，但是因為法令的規定，你們
不能用所謂專款專用的名詞，但是市長認同這種作法，所以我希望用這種做法保障
居住正義。
因為年輕人買房子，就以最近剛往生的藝人小鬼為例，他貸款買了房子，結果
現在變成他們家人的負擔，他們家人繳不起貸款，但是房子也不能賣，因為賣掉之
後又要負擔兩稅合一的稅金，更划不來而且還要倒貼，這個就是目前稅制的盲點。
這些問題在參酌很多國外的案例之後，發現租屋政策對年輕人來講，對未來的經濟
發展才是一個比較正常的；因為買不起房子的人至少有房子住，政府還可以讓他們
在成家立業時可以換更大的，因為這部分基本需求被滿足了，另外在高房價的部分
，政府課得到稅，不管是所得稅或房屋稅，再用這些稅收做合理的分配，才能夠真
正滿足整個市場，才能夠真正讓年輕人得到居住正義。
當然每個人想法不一樣，苗博雅議員也提過是不是針對評定價值進行調整，但
是地政局不可能就同一棟房子，這一間評定價值與隔壁間評定價值不一樣，這在實
施上有些困難，但是這些都是不同的意見。議會就是不同的意見大家共同提出來，
最終取得共同的結論。
陳局長家蓁：
是。
陳議員建銘：
所以議會絕對不是一人可以決定議事的進行，決定一個法案，而是大家共識決
。
陳局長家蓁：
我跟議員補充 3 點，就是剛剛提到為什麼市府會提出待銷售期 1 年這件事情，
除了收到財政部的來函之外，我們還是有評估，其實待銷售期是從取得使用執照之
後，再來看時間點，一般案件產登的時間，還有一些都更案件，經綜合評估之後覺
得也許 1 年是一個比較合理的待銷售期，其實當初市府是經過這樣子的評估。
陳議員建銘：
這部分我知道，因為溝通很久。你們市府換算 1 年之內大概六成的房屋都可以
賣掉，但是房屋銷售也不一定，有的還沒蓋好就完銷了，有的放了很久還賣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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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平均值來看，這些都有可能發生。但是這是一種基本的型態，也就是說如果讓
他持有稅增加，基本上他就會盡快釋出餘屋，不管是增加稅率或者取消銷售期，這
些都是不一樣的做法。就像我剛剛跟你討論的，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但是大家最
終的目的都是好的。
陳局長家蓁：
是。
陳議員建銘：
所以我也希望能夠積極爭取，或者你也可以跟市長建議，用稅收專款專用的精
神跟概念，來維護居住正義，好不好？
陳局長家蓁：
好。
陳議員建銘：
兩位請回，時間暫停，請農產運銷公司。總經理你好。
臺北農產公司翁總經理震炘：
議員好。
陳議員建銘：
可不可以先請你看一下影片？
－影片播放－
陳議員建銘：
現場在展示貨品，對不對？然後開始收錢，也看到他們有用現金進行交易。總
經理這影片有沒有顯示出什麼問題？第 1 個，發生的地點在哪裡，你看的出來嗎？
翁總經理震炘：
應該在拍賣場的旁邊。
陳議員建銘：
對，第 1 個，在拍賣場裡面，就在拍賣場的設置範圍內。
翁總經理震炘：
對。
陳議員建銘：
第 2 個，現場有沒有違規行為？你有看到嗎？
翁總經理震炘：
有。
陳議員建銘：
什麼違規行為？
翁總經理震炘：
就是分貨跟有一點零售。
陳議員建銘：
第 1 個，我接獲熱心的民眾提供這個影片，北農在整個管理的工作上一塌糊塗
，放任這些承銷商圍標這些拍賣物品，賤價取得之後，現買現賣，完全無視你們相
關管理要點的規定。而且本席也拿到相關的資料，發現從 106 年開始到 108 年最高
有 102 件違規的案件，109 年你們竟然只有處理 11 件，這不禁讓我回想當初吳音寧
半夜爬起來去市場監督是對的。我發現北農的管理是一塌糊塗，你剛剛一看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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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了，這個不是一天兩天的。民眾都看不下去了，來告發、舉發這些事情，
總經理你有什麼改善的方式？你覺得這個指責有錯誤嗎？
翁總經理震炘：
謝謝議員的指正，108 年 102 次是我開的。
陳議員建銘：
那個是前半段他們已經爭取這些規範，因為吳音寧是 107 年年底離職的，你 108
年後續接進來的。
翁總經理震炘：
對，所以……
陳議員建銘：
但是在 109 年……
主席：
第 4 組質詢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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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建設部門質詢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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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錫欽 張斯綱 李明賢 李柏毅
計 4 位 時間 72 分鐘

※速

記

錄

──109 年 10 月 22 日──
速記：邱立源
主席（楊議員靜宇）：
接下來進行財政建設部門第 5 組質詢，質詢議員有戴錫欽議員、張斯綱議員、
李明賢議員、李柏毅議員，合計 4 位，時間 72 分鐘，請開始。
張斯綱議員：
謝謝主席。關於士林商圈的問題，請商業處及市場處處長上臺備詢。
請問 2 位處長有多久沒去士林夜市商圈走一走、看一看？
市場處陳處長庭輝：
我大概每一週會去 1 次，因為目前正在納管無證攤販，推動攤販長期精進計畫
。
張議員斯綱：
對，納管計畫。商業處長呢？
商業處高處長振源：
這個月我去過 1 次。
張議員斯綱：
好。所以你們對那邊的情況應該很瞭解，尤其是目前的一些窘況與慘況。文林
路一整排店面都不見了，從捷運劍潭站過來，從以前日式藥妝店到陽明戲院一整排
，以往不論是平常日或週末，人潮來來往往，但是現在很慘，商店關的關，還有退
租潮，商圈呈現骨牌式的退租，自從外國觀光客進不來，中南部的遊客也不到臺北
來玩，攤商足足少了 4 百多家，假日觀光人數大概也只剩 1 萬多人。詢問當地攤商
業績大概掉 7 成左右，我相信 2 位處長都聽過這樣的情形。
其實攤商也都自立自強，辦了很多活動，不管是結合當地的廟宇、名勝古蹟或
是景點等等，鼓勵使用消費券的方式，花了很多的精神，但是好像成效都還是有限
。
臺北市振興措施五大面向，第 1 個：輔導店家；第 2 個：協助產業轉型；第 3
個：協助企業拓展海外商機；第 4 個：環境及基礎設施的改善；第 5 個：辦理提振
商機及促銷活動。今年相關預算大概是 4,587 萬元，其中有個是振興措施－網紅行
銷，預算列了 450 萬元，辦理 16 場次的體驗活動。
處長，你還記得這個活動吧？
高處長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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