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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局長知道是什麼嗎？就是台商回流。
林局長崇傑：
對。
王議員閔生：
2018 年 3 月開始美中貿易戰，到了年底行政院推動一個「歡迎台商回臺投資行
動方案」，實施期程由 2019 年 1 月 1 日到 2021 年年底，為期 3 年。到今年 9 月底
，全臺灣有多少台商回臺投資「根留臺灣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
林局長崇傑：
至 10 月 16 日止，中央的資料是 691 家。
王議員閔生：
本席 9 月底的資料是 682 家，投資金額達到 1 兆 1,000 億元以上，創造了快 1
萬個本國就業數。
林局長崇傑：
是。
王議員閔生：
目前臺北市有幾家企業？投資金額多少？又有多少本國就業數？
林局長崇傑：
從中央得到最新的數據，有 9 家企業，投資金額 47 億元。
王議員閔生：
對。本席注意到 10 月 15 日行政院會後媒體發布的新聞。行政院新聞稿提到六
都投資，不知道為何只有提到桃園、臺中和臺南？
我很好奇，也透過立法委員向經濟部要資料，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這一張表格
。9 月底的數據，臺北市有 9 家企業、47 億元以及 737 個就業數，看起來臺北市得
到的回流比較少。局長知道原因嗎？
林局長崇傑：
這些主要都是製造業。但由 Q1 到 Q2 六都的僑外投資，臺北市仍然是全臺最高
。
王議員閔生：
投資臺灣三大方案，有些是租金優惠，提供的正面表列處並沒有臺北市，沒有
錯。方案是以製造業為主，也沒有錯。臺北市比起其他直轄市或縣市，在廠房、土
地的取得，成本比較真的是居劣勢。
林局長崇傑：
對。
王議員閔生：
那一天行政院蘇院長也講了，臺北地方土地或廠房的取得，租金本來就比較高
。如果台商回流是製造業的話，也會去其他的地方尋覓土地和廠房。
速記：洪顥云
王議員閔生：
我們臺北市有自己的優勢，比如說我們有超過 3,500 家的外商登記，你看一下
Powerpoint，這都是從你們提供的資料上面擷取下來，半數以上的外資投資、研發
中心跟營運總部數量也是名列前茅，其中我們的內科跟南軟也是我們全國重要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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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聚落，甚至中央研究院以及臺灣大學等 29 所公私立大學，就業人口中高達 6 成以
上的大專學歷，高素質人力充沛，我在這邊對你們的期許，我覺得這一波台商回流
，臺北市應該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優先鎖定與臺北市產業性格高度契合的企業，一
起回流來投資台北市，除了現在投資服務辦公室有一站式招商服務外，看一下
Powerpoint，我希望找好我們的定位，整理好優勢之後可以學新北市，也可以設一
個專區，這樣有問題嗎？
產業發展局林局長崇傑：
可以。
王議員閔生：
就像公司在獵人頭，你們應該要跟其他縣市一樣，要獵台商，獵這些投資對不
對？你們要搶，期許局長，這波台商回流回來台灣投資我們能搶多少，多多少，可
以嗎？我的意思是期許，我沒有要設定一個目標，我知道這中間有一些是台北市的
劣勢，成本的劣勢，我剛剛也說，我們臺北市也有優勢，這個要拜託局長要留住這
波台商回流的資金，你們要去獵台商，獵投資，可以嗎？
林局長崇傑：
有，我們現在有主動跟亞洲台商會、北美台商會，都有主動接洽，也做過幾次
座談，希望我們可以想辦法來幫他們在台北找屬於研發總部或是營運總部的土地，
因為那就不是廠房類型的大空間、大面積…
王議員閔生：
OK，那就期待局長，好不好？加油。
林局長崇傑：
是。
王議員閔生：
謝謝，時間暫停。
許議員家蓓：
資訊局。
資訊局呂局長新科：
議員好。
許議員家蓓：
局長，我有看過你們的工作報告，你們的施政重點是邁向智慧城市，我也非常
肯定這個方向，因為現在是科技化時代，有很多問題是需要用科技來解決，我知道
你們有成立一個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可不可以請你們說明一下這個辦公室是什麼
時候成立？主要的業務是什麼？
呂局長新科：
我們是在 105 年就開始成立這間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是配合整個中央政府在
推廣智慧城鄉與智慧城市的整體發展，當時成立的時候是有中央補助款。
許議員家蓓：
好，所以這是 105 年成立，那算一算已經有 4 年時間不是很短，請局長說明一
下，如果有一間公司想要跟市府合作，要經過什麼程序？也請說明之前合作的模式
。
呂局長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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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圖裡最重要的就是突顯公部門在做新創案件落地的時候，會包含很多實驗
跟科技應用上的風險，通常在公部門看創新的時候，通常風險都很高，代價也非常
高，可是我們又希望能接納這些可能性，所以基本上我們都用「PPP」也就是公私
協力的社會創新機制，讓民間來參與公部門創新，在開始概念驗證的階段台北市政
府會組織跟提供場域，由廠商創新的方案來提供相關的部署跟實驗計畫。
許議員家蓓：
就我知道，智慧城市辦公室的專案就是由市府提供場地，業者提供技術來試辦
，所以市府是不需要編預算幫廠商嗎？
呂局長新科：
對，因為專案分 3 個階段；第 1 階段叫概念驗證，驗證完畢後第 2 階段才會試
導，小規模試導完成後才會進行第 3 階段大規模落地，所以前面的 POC 概念我們沒
有辦法指定廠商，一般標案要落地必須先透過標案的系統，基本上前面試導 POC 概
念驗證的計畫我們不會付錢給廠商。
許議員家蓓：
沒有編預算，市府的成本也沒有太多，智慧辦公室成立到現在，你們試辦了多
少專案？
呂局長新科：
大概 200 個案子。
許議員家蓓：
我這裡的資料是 210 個，我有到你們的網站看過，你們試辦的案子真的是蠻多
，我也有跟你們調資料，你們把專案分成 3 種類別，第 1 種是進行中，第 2 種是階
段完成，第 3 種是階段中止；我想請問局長，階段完成跟階段中止的差別在哪裡？
呂局長新科：
階段完成是有完成整個概念驗證的實驗計畫。
許議員家蓓：
那階段中止呢？
呂局長新科：
階段中止是指計畫走到一半，不管是技術不可行或是遇到困難，或是我們沒有
辦法在業務場域幫他們組織好，都有可能讓整個案子在推導的過程中，最後還是沒
有辦法有機會被試辦然後中止掉。
許議員家蓓：
就是試辦失敗的意思？
呂局長新科：
對，試辦就會中止掉。
許議員家蓓：
好，局長請你看簡報，我統計之後發現試辦的專案有一半都是試辦失敗，被你
們列為階段完成是少之又少，你們跟廠商一起合作的專案，有 108 個專案都是階段
中止，只有 71 個專案是試辦完成，我知道這些試辦的計劃市府是不需要出錢，但是
有超過一半的案子都是失敗收場，我覺得有點誇張，想請問局長，辦公室成立到現
在，市府總共花了多少預算？你講一個大概數字就好。
呂局長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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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是 3,800 萬元。
資訊局綜合企劃組吳組長惠卿：
1 億…
許議員家蓓：
1 億 7,000 多萬元，對不對？
呂局長新科：
全部的話是 1 億 7,000 多萬元。
許議員家蓓：
你們剛剛講在 106 年之前都是由中央補助，智慧辦公室是你們用招標的方式委
託廠商來辦理，從 105 年到 110 年花掉 1 億 7,000 萬元左右，花了這麼多錢但有一
半的專案都是失敗，我覺得成效不理想，剛剛提到試辦成功的只有 71 個專案，我想
請問局長這 71 個專案裡面，哪些局處有延續這個專案在繼續試辦？
呂局長新科：
像是 i-Trash。
許議員家蓓：
總共有幾個？請問 71 個專案試辦成功，裡面有多少個是局處繼續試辦？
吳組長惠卿：
我們實際落地的有 8 案。
許議員家蓓：
8 案，那比你們給我的資料還少，我這邊的資料是 16 個案子。那你們 105 年到
現在有 210 個專案，有 71 個專案試辦成功，只有 8 個專案繼續辦理，聽起來真的很
少，有繼續辦理的案子也不是很理想，我舉個例，你們把口罩販賣機也列入清單，
但是口罩販賣機已經退場了，只是你們後來改用 POS 機；還有智慧路燈，一點都不
智慧，有其他議員發現智慧路燈常常故障又很貴，所以公園處明年沒有打算要繼續
辦理；智慧垃圾桶則是好不容易才找到幾個點可以放，我想請問局長你覺得這樣的
結果你滿意嗎？
呂局長新科：
報告議員，一個城市在做一些新創嘗試跟可能性的時候，其實這些狀況跟可能
性都是會發生，因為這樣我們才不敢用採購案來進行，如果以採購案的方式，人民
在面對創新產生的風險成本太高，才會用試辦的案子進行，在試辦裡也不是只有在
案子有沒有落地才有價值，其實對於產業本身也是非常好的實證階段，對於主責局
處而言，也是一個創新面向的嘗試，學理上分成概念驗證、商業模式驗證及服務驗
證，這些新興東西沒有經過驗證是沒有辦法拿來大規模落地，否則會成為另一個災
難。
許議員家蓓：
市府把台北市當成實驗場，雖然這些專案沒有花到錢，但民眾不知道，他們會
好奇，為什麼市府要推廣口罩販賣機？但幾個月又退場？為什麼市府要裝智慧路燈
？但是路燈一直故障？這些民眾當然會質疑，市府是不是把民眾當成實驗品？也把
納稅錢不當一回事，這樣反而會讓民眾不信任政府，也會影響市府的形象，我是覺
得成效不是那麼理想，你們說今年會由市府決定創新方向，再交給廠商實驗，是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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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局長新科：
對，議員講到另外一個重點，之前的方案採 Buttom-Up 是由廠商來提案，但是
會產生新興實驗的案子很多，會跟實際政策推廣的方向上不一致。
許議員家蓓：
但是這間辦公室已經成立 4 年，有一半的專案都是失敗的，我認為你們是必須
要檢討的。
呂局長新科：
對，所以我們今年轉成以市府的角度來出題，民間來解題，今年上半年已經對
外開始徵案，這過程中 18 個案子都是跟各局處現在需要辦理與解決的市政問題息息
相關，基本上這些案子未來被評估考量以及融入到市政推廣的政策面會有比較強的
亮點。
許議員家蓓：
局長，我當然認可公私協力，光靠市府的力量是不夠的，有很多民間的想法及
技術都非常的好，所以智慧城市辦公室就是提供給民間嘗試，這樣也是很好，只是
說花了 1 億元的納稅錢，你要告訴臺北市民這幾年你們到底做了什麼，對不對？然
後有什麼需要改進，在這邊我要要求資訊局，對於智慧城市辦公室的營運及成效，
提出檢討報告，在總質詢之前可以給我嗎？
呂局長新科：
好，我們回去整理。
許議員家蓓：
好，時間暫停。
陳議員慈慧：
請動保處。
動物保護處宋處長念潔：
議員好。
陳議員慈慧：
處長好，針對動保處人力編制及認養寵物後續的追蹤問題，跟處長也討論過很
多次，我也有跟動保處索取資料，目前相關工作人員是公務醫師 5 名、管理人員 5
名以及志工 2 名，對不對？
宋處長念潔：
對。
陳議員慈慧：
目前相關工作人員是 12 名人員在辦理內湖收容所的工作，是嗎？
宋處長念潔：
對，追蹤的部分。
陳議員慈慧：
處長，我要的資料裡面有寫到「臺北市寵物登記資料清查加強追蹤認養飼主及
一般飼主認養寵物現況處理人力」編制為 1 人，我想請問處長，在委員會也有討論
過，目前對於追蹤的人力現在是沒有的，但索資上面提到處理人力的編制有 1 人，
請問這個人的工作內容是什麼？他是專門追蹤那些認養回去的寵物嗎？
宋處長念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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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對全臺北市寵物登記相關資料的確認跟輸入登記。
陳議員慈慧：
好，所以不是追蹤？
宋處長念潔：
不是。
陳議員慈慧：
處長我這邊有份資料是動保處今年收到 892 件疑似虐待貓狗的檢舉案，最後查
獲的是 103 件，查獲率只有 11%，我知道在查緝上會有一些困難，可能民眾檢舉的
地點是在住家，但是查緝人員沒有辦法進入到家裡，我認為人力也是一個問題，比
如說今天晚上接獲 5 件檢舉案，但是查緝人員只有 2 名，等於今天晚上只能去查其
中 2 件，其他案件要等到明天或其他時間才能夠去稽查，這個就會降低查獲虐待動
物案件的可能性，處長認同嗎？
宋處長念潔：
我們在接到檢舉案件的時候，會先做初步的分類跟判斷。
陳議員慈慧：
比較嚴重的就會優先去稽查？
宋處長念潔：
對，就是緊急的案件不論怎樣我們都會調度人力，跟警察人員聯繫去查處。
陳議員慈慧：
但是也有可能在這種案件上判斷會有誤差，導致遺漏掉真的虐待貓狗案件的可
能性，對不對？
宋處長念潔：
對，因為這種虐待案件，蒐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陳議員慈慧：
所以這邊要提醒處長，人力的增加也是很重要，前陣子內湖收容所有發生過一
個案子，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認養的？就是有位飼主認養了一隻米克斯犬，後來
棄養牠，內湖收容所有透過晶片聯繫這位飼主把這隻米克斯犬領回，但是飼主都沒
有任何作為，像這樣棄養的狀況，我們有相關的罰則嗎？
宋處長念潔：
會。
動物保護處動物救援隊吳隊長晉安：
棄養的話，收容組會發通知單通知飼主領回並陳述意見，如果飼主不處理，就
依照動物保護法第 5 條第 3 項罰新台幣 3 萬到 15 萬元。
陳議員慈慧：
罰 3 到 15 萬元。處長應該有聽過一個很可怕的虐貓事件是發生在新竹，那位飼
主分別領養了 9 隻貓咪以後，9 隻貓咪都被虐殺的案件，我一直在跟處長討論這個
認養的機制有多重要，假設我們有建立一套非常完整，甚至有專責人員在處理認養
後續的機制，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臺北市，在飼主領養第 1 隻或第 2 隻貓咪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有虐貓的狀況，後面的貓咪就不會有冤死的情形，所以我想跟處長
討論這個機制有多重要，也希望未來可以建立一套完整機制，這個方向不知道動保
處有沒有在研議？
807

臺北市議會公報

第 124 卷

第5期

宋處長念潔：
有，目前我們有不定期的電話追蹤，透過電話追蹤我們發現如有問題或是飼主
同意我們到現場，我們會安排家訪；另外針對議員所說的飼主重複認養動物的部分
，在我們的寵物登記系統上都會顯現，只要我們發現寵登系統上飼主認養 4 隻以上
，我們會列為必須現場稽查重點的對象。
陳議員慈慧：
處長我也跟你討論過，高雄有一個關懷流浪動物協會，他們是有專門的人在
處理每一隻被領養寵物的後續追蹤，每個月都要求這些飼主回傳至少 3 張寵物現況
照片，然後由專門人員去判斷這些寵物在飼主家裡生活的狀況，另外高雄關懷流浪
動物協會的貓狗，它們的晶片是屬於協會的，協會會觀察這些飼主在這一年領養的
狀況如何，先觀察一年，一年之後再決定要不要把晶片過給飼主，我覺得這也是一
個很好的方式，希望動保處回去可以研議未來我們是不是也可以針對領養內湖收容
所寵物的飼主來朝向這樣做的評估？
宋處長念潔：
好，我們會參考議員的意見，評量我們的人力，來規畫一個比較完善的追蹤制
度。
陳議員慈慧：
我覺得追蹤制度真的非常重要，可以防範像剛剛所講的虐貓事件或是棄養事件
。柯市長在 10 月 4 日世界動物日這天，他表示他編列了 6 億元的預算要來重建內湖
動物之家，也邀請了 160 家的業者貼上貼紙，標明這裡是動物友善空間，表示我們
的預算絕對是有空間的，動保處回去可不可以研議編列一筆預算來做專職處理後續
追蹤寵物的機制？
宋處長念潔：
好，我們會趕快規劃這個機制。
陳議員慈慧：
這個機制很重要。
宋處長念潔：
好。
陳議員慈慧：
尤其現在少子化，我自己也認養了一隻狗，今天的主席楊醫師也是動保專家，
也非常愛狗，我覺得這個機制非常重要，不只是臺北市民，全臺灣的民眾都非常重
視的事情，希望動保處在這個部分加以改善，更加重視。
宋處長念潔：
好
陳議員慈慧：
後面我們都會繼續來追蹤、討論，可以嗎？
宋處長念潔：
可以。
陳議員慈慧：
好，謝謝處長，時間暫停。
吳議員沛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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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市場處處長。
市場處陳處長庭輝：
議員好。
吳議員沛憶：
處長好，我在這屆的第 1 個會期就有跟處長討論過傳統市場，臺北市除了硬體
上的市場改建計劃以外，針對中小型傳統市場，市場處是不是能協助這些市場進行
活化？讓整體品質可以提升，也能夠來因應消費型態轉變所造成對傳統市場的衝擊
，我想要感謝也要肯定市場處，在去年提出市集精進計畫，計畫裡彈性的針對傳統
市場包括其整體意象營造、市集服務及優化營業環境等等面向，讓市場自治會可以
主動向市場處提案，然後市場處依照自治會的需求來進行協助跟補助，這個市集精
進計畫我覺得非常好，但是我們來看第 1 年執行的成果，我覺得還是有地方可以改
善，今天提出來跟處長討論。今年第 1 梯次申請的情況，臺北市的 48 個公有市場來
向市場處申請的有 15 個市場，這 15 個市場佔公有市場 1/3，其他市場沒有來申請
，處長你覺得沒有來申請的原因是因為沒有需求還是因為在提案上有困難，或是對
這項資訊沒有充分的了解？
陳處長庭輝：
議員剛剛提到有些市場有來申請，有些沒有來申請的原因您提到有 2、3 種，我
想這幾個原因都不能排除，有些人覺得他並不需要，也有些人可能覺得來申請很麻
煩，所以剛剛議員所說的原因都有存在。
吳議員沛憶：
處長，市集精進計畫的預算是 2,000 多萬元，在第 1 梯次來申請的自治會所發
出的補助金額是 1,200 萬元，所以預算是沒有發完，還有餘額的狀況。
陳處長庭輝：
對，所以才開放第 2 梯次的招募。
吳議員沛憶：
第 2 梯次有 7 個市場自治會來申請，但我發現第 2 梯次來申請的自治會中，其
中有 5 間跟第 1 梯次申請的市場自治會有重複，等於第 2 梯次的辦理，沒有增加更
多的市場自治會來申請，有些市場第 1 次已經申請過了，再來做第 2 梯次的申請，
當然第 2 梯次提案內容的補助項目是不一樣，本來就可以針對不同項目進行補助，
但我覺得這個可以思考跟檢討，市府要如何在今年度辦理時，可以讓更多有需要而
且想要提升市場品質的自治會可以在提案辦法裡也可以加入申請，因為這個計畫算
是競爭型的補助，原來的設想應該是很多市場自治會來申請，評比之後挑出適合的
市場自治會，但是現在申請的自治會數量不如預期，我在申請辦法裡面發現一個有
可能是造成申請的門檻，處長請你看一下，申請時要出具申請書、市場自我檢核表
以及細部執行計畫，所以今天自治會想要做一個新的意象設計或識別設計，來申請
的時候必須先把識別設計好，成品要先做好，LOGO 要先出來。
簡報下一張，以光復市場為例，設計的成品要先出來才能跟市場處提案，實務
上對很多自治會來說，第 1 個，攤商必須具有設計的能力；第 2 個，不然要委託團
隊來做前期設計，對不對？等於自治會要先委託然後設計好了才能跟市場處申請，
我覺得這部分能不能在前期加入輔導協助？類似的計畫像商業處的「店家再造計畫
」是更早就開始執行，我覺得是性質比較類似的計畫，今天就提出來跟處長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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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商業處的「店家再造計畫」，店家在前期申請補助的時候，店家只要提出需求
，像形象視覺設計，如果店家通過審核，商業處計畫的顧問團隊會協助店家進行整
體形象視覺的設計；市場處的順序是要求自治會先行設計，請自治會拿新的 Logo
來申請補助，但是商業處的「店家再造計畫」是經過審核，認為店家可以再造跟提
升，由商業處找團隊來協助店家做規劃與設計。因為市場處的對象是傳統市場自治
會，在程序上可以做調整讓來提案的自治會門檻不會那麼高，因為並不是每一個自
治會有能力可以自己先設計好或是找到一個團隊設計好再來跟市場處提案，這部分
是不是能納入明年計畫做討論？
陳處長庭輝：
109 年是第 1 年市場處辦理市集精進計畫，所以在本週星期三針對這一整年市
集精進計畫執行情況跟傳統攤商開了檢討會議，主要是討論明年度開放的項目，剛
剛議員提到的部分，市場處可以參考商業處的作法，我們原本的想法是，由自治會
來申請想做的項目，市場處會幫助這些自治會。
吳議員沛憶：
處長，提商業處的計畫是給你們參考，我真正想要說的是很多自治會之所以沒
有來申請，不是沒有這個需求，而是你們的提案辦法有造成一些門檻，市場處回去
討論一下，希望明年度的精進計畫可以讓更多的傳統市場獲得受益，這樣可以嗎？
陳處長庭輝：
好，可以。
吳議員沛憶：
處長謝謝，時間暫停。
陳議員慈慧：
處長你好。
陳處長庭輝：
議員你好。
陳議員慈慧：
針對夜市、市場食安登記平台的問題，跟處長討論一下。
陳處長庭輝：
是。
陳議員慈慧：
臺灣這幾年發生了幾起重大的食安問題，我相信這幾年大家也越來越重視食安
的議題，例如：食材、衛生等等，我在市場處的工作報告有看到目前臺北市食材登
錄平台有夜市專區、市場專區，其他專區是由衛生局管理，夜市及市場專區是由市
場處管理，對不對？
陳處長庭輝：
是。
陳議員慈慧：
這邊我有幾點給市場處的建議，如果點開食材登錄平台其他區塊，不論是…這
是衛生局做的醫院美食區，醫院美食區和學校或是幼兒專區都是針對個別的店家，
隨便點選網站內任何一間醫院，網站都有很清楚的介紹，比如：星巴克、麵包店等
等，非常清楚，我再點選仁愛醫院的某一家飲品，其中一項果汁商品，看一下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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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資訊，會很清楚的看到果汁的水果來源、水果屬於哪一間水果店、水果店的
地址、包裝材質等等，都非常清楚；再看到市場處建置的夜市區塊的部分，點選某
個夜市，出現的就會是所有的商品，而不是以店家做為點擊的對象，我覺得這的版
面看起來就會非常雜亂，雖然像珍珠奶茶的底邊會有小小的字樣顯示店家名稱，相
較於衛生局設計的網頁，我覺得市場處的網頁真的太雜亂，這部分回去是不是能做
整體的檢討？
陳處長庭輝：
網頁美化、優化的部分可以來檢討。
陳議員慈慧：
夜市專區跟市場專區…
陳處長庭輝：
市場處不管是在夜市或是傳統市場，針對食材的標示是更清楚，只是說網站的
畫面看起來比較雜亂無章的感覺。
陳議員慈慧：
處長，我第 1 個要跟你講的就是畫面看起來比較亂，不管是夜市或是市場的店
家、商家、攤販都一定有名字，例如：某某碳烤、某某茶舖，可以比照衛生局用店
家名稱的方式來做處理嗎？
陳處長庭輝：
這個部分我們回去會處理。
陳議員慈慧：
再來剛剛處長你也有提到你認為在食材登錄方面，市場處做得更好，對不對？
我舉幾個例子給你聽，看到夜市的部分，像檸檬石花凍的檸檬來源是寫自產自銷，
自產自銷的意思是說他自己種的嗎？沒關係，我們再看到某某市場賣的鍋燒豬肉麵
，我們應該都吃過鍋燒麵，也知道裡面有什麼材料，不是只有豬肉跟麵，但網站上
原料顯示卻只有豬肉跟麵的資訊，雖然食材來源標示的很清楚，但是麵裡面還有其
他食材就沒有登記那麼完善。再看一下某一個夜市的碳烤，這個我覺得比較不好，
所有的食材來源都是標示自家品牌，就是只寫 X 記炭烤，處長我跟你點這些，不是
要你去找攤商的麻煩，我知道這些資訊都是業者主動提供，有些業者提供得很完整
，知道所有食材的來源，我也知道有些小販的食材來自於傳統市場，沒有攤家編號
，沒有辦法像衛生局那樣標示的那麼清楚，這個沒有關係，市場處都可以來審核，
但我認為既然加入食材登錄平台，要讓臺北市民檢視食安問題在吃的方面可以更安
心，檢核的標準是什麼？請市場處檢討一下。
陳處長庭輝：
好。
陳議員慈慧：
可以就我們現在的夜市專區、市場專區上傳的資料，請你們再回去檢討，不然
有些店家寫得很完善，有些店家不是，變成品質參差不齊，回去檢討一下，好不好
？
陳處長庭輝：
是，這邊跟議員說明，第 1 個我們會針對食材登錄平台重新 Review 一次。第 2
個會參考議員剛剛說的像醫院網站的編排方式，後續朝這個方向來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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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議員慈慧：
對，我覺得這樣的方式可以讓上市場處平台查詢的民眾會更清楚知道，我可以
在哪些店家找到我想吃的東西，這些東西裡面品質的來源是什麼，這樣會比較明確
。
陳處長庭輝：
是，可以。
陳議員慈慧：
好不好？
陳處長庭輝：
好。
陳議員慈慧：
謝謝處長，時間暫停。
王議員閔生：
商業處長。
商業處高處長振源：
議員好。
王議員閔生：
處長你好，商業處今年是不是有辦一個「臺北幸福味」的活動？
高處長振源：
是。
王議員閔生：
在 8 月 28 日舉辦活動，產業發展局林局長跟處長都有去參加，活動內容我了解
了一下，主題是形塑城市的美食意象，所以用「臺北幸福味」推薦了 20 家餐廳，希
望結合旅遊平台、新興媒體，利用多元行銷來推廣臺北市的美食產業。
看下一張 Powerpoint，商業處從 105 年開始持續辦理這樣的活動，只是主題各
有不同，105 年叫「臺北老味道」，106 年叫「臺北美食環遊世界」，107 年叫「臺
菜•臺北」，108 年叫「臺北潮食尚」，今年叫「臺北幸福味」，我想問處長這 20
家餐廳是如何挑選出來？
高處長振源：
先讓民眾在我們的 FB 去推薦，商業處會在不同的網路平台上觀察店家評價，
接下來會透過美食專家協助評分，再推薦出符合主題的餐廳。
王議員閔生：
所以由民眾、美食平台、部落客及美食專家共同推薦。我看了商業處的 Facebook
「我是商業人」，4 月 7 日發文的活動，請民眾推薦餐廳，這效果其實不錯，200 多
人按讚，172 篇留言，122 次分享，看的出來商業處經營粉絲專業的用心，接下來我
希望共同來討論 3 個面向，可以讓活動更精進。首先，活動是辦在 4 月 7 日的臉書
上讓民眾來推薦，但我搜尋那陣子都沒有新聞露出，甚至連商業處的官網也沒有刊
載這個民眾推薦的活動訊息，我去查了也沒有，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今天活動要
藉由民眾推薦挑選出最後 20 家餐廳，我認為民眾推薦也應該當成是一種活動來宣傳
，讓民眾在一開始不只是從臉書，也可以從其他管道來得知商業處要辦活動的訊息
，我希望下次要多注意除了臉書，還有官方網頁，甚至辦活動來 Promote，公告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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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商業處要辦活動了，大家趕快來推薦，這樣才會更集思廣益，這是第 1 點；第 2
點，每一家餐廳都是各有特色，各有好味道，但我們要推廣城市美食，商業處用公
務資源來做這件事，其實資源有限，可能會推薦到已經非常知名甚至有好幾家連鎖
店的餐廳，我不是說這些餐廳不能代表臺北的美味，即便他是知名店家也代表臺北
，我的意思是應該更要挖掘出屬於臺北在地的美食，比如說這些餐廳很難有商業宣
傳的資源，就像大家的口袋名單很多都是老饕美食，但店家不會在看板、電視各種
媒體上花錢刊登廣告，反而是靠口碑行銷，像這種店家我們挖掘出來更是能代表臺
北的美食，這一點未來要請處長多思考，商業處年年都要辦這樣的活動，臺北的老
饕美食在哪裡？而且也是具有臺北的風味，好不好？
高處長振源：
是。
王議員閔生：
可以嗎？
高處長振源：
可以。
王議員閔生：
第 3 點，這個活動我有去問周邊的人，甚至請助理去問他認識的年輕朋友，對
於臺北市辦理類似美食活動，處長你知道大家都講什麼嗎？「臺北幸福味」沒有人
講，但是大家會講「臺北牛肉麵節」，正好前 2 天優勝結果剛出爐，我想這個活動
已經跟過去幾年主辦的方式不同，對不對？
高處長振源：
對。
王議員閔生：
這次是怎樣的主辦方式？
高處長振源：
在 104 年以後是透過跟牛肉麵協會由他們自主辦理，每年會以牛肉麵為主題，
商業處會經由不同的方式協助牛肉麵店家來辦理。
王議員閔生：
處長你知道我為什麼要提這個例子嗎？雖然你們現在沒有主辦，是交由協會來
辦理，民眾一講到美食的活動，就會想到牛肉麵節，因為當時馬英九很愛吃牛肉麵
，所以才有一系列宣傳活動，但是協會年年辦活動，辦到大家都聽過牛肉麵節這樣
的活動，已經形成一個品牌，甚至有牛肉麵店家會掛上布條：2019 年牛肉麵節冠軍
，代表這個活動是具有代表性的，商業處在推廣城市美食都很好，每一年用不同主
題也沒有錯，但是沒有一個主標題或是主框架，今年聽了臺北味、臺北老味道，之
前有聽過臺菜•臺北，但是不曉得這就是要推廣臺北美食所串連帶狀的連年活動，
民眾反而會覺得是分開的 5 次活動，民眾只記得 5 次的主題，長久辦下來民眾還是
搞不清楚原來臺北每年都有辦美食推廣活動，商業處很用心，去年有找市長拍影片
，今年局長也一起出席活動，臉書的反應也好，畢竟大家都喜歡美食，但是設計的
主題和標題沒有辦法累積就很可惜，我強調這第 3 個面向，比如白晝之夜就叫白晝
之夜，主題可以年年變；台北燈節年年有不同的生肖主燈，我們商業處要讓活動叫
臺北美食節或是城市美食節都好，但就是要有一個活動的主要標題，裡面要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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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主題，我相信也沒有什麼問題，對不對？
高處長振源：
是。
王議員閔生：
如同平面設計也要有一個主視覺，就像選舉一開始大家都有個 CI，都是一樣的
意思，處長你同意嗎？
高處長振源：
是，謝謝議員的建議，其實我們每年也為了這個活動在傷腦筋，因為早期從臺
北市美食是要為我們城市宣導，兩邊是相輔相成，所以從老味道一直想，接下來辦
世大運，就用環球世界的方式來辦。
王議員閔生：
我懂。
高處長振源：
接下來在想主題，也掌握到臺北市有 200 家左右具有指標型的餐廳，今年商業
處也把這些餐廳整合在一起，未來要用比較能聚焦的主題讓大家知道，如何深化來
輔導，這也是商業處辦理活動的意義之一。
王議員閔生：
我建議這 3 大面向，辦的好也要更精進。
高處長振源：
是。
王議員閔生：
要把這個活動深刻烙印在民眾心裡，比如交通部觀光局每年都有辦臺灣美食展
，這就是一年一度的盛會，大家都知道臺灣美食展就是介紹台灣各地方的美食，我
們推廣臺北美食的產業，也希望有一個固定的 Logo 或標誌，讓大家聽到名稱就知
道是什麼活動，所以請把我以上建議的事項都帶回去研議，可以嗎？
高處長振源：
好，我們朝這個方向去思考。
王議員閔生：
謝謝，處長我希望 1 個月之內給我具體的回覆。
高處長振源：
好。
王議員閔生：
謝謝，接下來要跟處長討論最後一個議題，最近接到一個陳情案，現在公司要
登記設立有一個預審的新制度，對不對？
高處長振源：
是，從今年 1 月 1 日開始。
王議員閔生：
看一下，「營業場所線上預審平台」由都發局、建管處一起共同協審，都發局
來查詢地址的土管是否能經營，建管處來查詢建物的使用項目是否能經營，對不對
？
高處長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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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王議員閔生：
公司登記的窗口是商業處，結果因為陳情人已經有設立一間公司，但是申請的
地點叫機場用地，這樣不得了，因為地點叫機場用地，商業處也不知所措，都發局
也不知所措，建管處也不知道，所以就推給商業處，既然是機場用地就請商業處行
文給民航局，民航局回復他們不管土地也不管建物只懂飛機，不懂為何會來函問土
地事宜；申請地點上還有國防部，所以又發文給國防部，由軍備局跟松指部來回文
，來來回回處理了 2、3 個月，說沒有辦法處理但是一定要解決，結果建管處一看說
，這個地方原本就沒有建造建物登記，所以不能設立公司，結案才花 2 分鐘，但是
公文往返花了快 3 個月，處長我提這個例子是說，預審制度是很好的一件事，不要
讓公司設立之後，公司開始營業了，卻因為被檢舉公司還要搬遷，或是被裁罰，這
樣的問題，如何避免？
高處長振源：
謝謝議員，每個禮拜都會針對這個議題隨時發掘，因為從今年開始試辦之後，
每周都在檢討，當然我們也發現有這種狀況。
王議員閔生：
我知道，處長，我有調資料。你們申請的案件，有的當天就核准，有的申請 3
天內就核准，像這種案子，我建議 3 天不能核准就是送到首長的辦公桌上，由首長
來審視，可以嗎？如果處長公務繁忙，那就由副處長審視，可以嗎？
高處長振源：
是。
王議員閔生：
不要拖到公司設立的時間，可以嗎？
主席：
第 9 組質詢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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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建設部門質詢第 10 組
質詢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23 日
質詢對象：財政建設部門有關各單位
質詢議員：王欣儀
計 1 位 時間 18 分鐘

※速

記

錄

──109 年 10 月 23 日──
速記：徐孝洲
主席（楊議員靜宇）：
繼續進行財政建設部門第 10 組質詢，質詢議員王欣儀議員，時間 18 分鐘，請
開始。
王議員欣儀：
請產業發展局林局長就備詢臺。
柯市長任內最大的產業園區開發案，也就是號稱臺北市下一個產業發展引擎的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局長，為什麼它會被稱為下一個產業發展引擎呢？
產業發展局林局長崇傑：
整體園區規劃，第 1 個個案就是處理內科 2.0 的計畫，再來就是處理南港地區
，再下一步就是配合北投、士林科技園區開發案，所以變成下階段的開發重點。
王議員欣儀：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扮演關鍵角色，它要串聯內科、南軟，製造產業發展效應
，同時導向臺北科技產業廊帶，結合周邊資源與發展優勢，並引進與智慧健康關連
的相關產業。
林局長崇傑：
是。
王議員欣儀：
其中包含生技產業、資通產業、醫療保健等發展的主軸，這些產業都是未來的欣欣
朝陽的產業，也是臺北市未來產業發展的主力，是不是？
林局長崇傑：
是，並配合周邊地區很多健康醫療相關的產業，包含綜合性醫院及相關教學大
學在內。
王議員欣儀：
這是柯市長任內最大的科技產業園區開發案，但是去年底進行第 1 次招商的時
候，當時有 12 家業者來投標，結果流標了。
今年 6 月再辦理第 2 次招商，並給予更多優惠條件，而且調降招商門檻之後，
結果從 12 家變成 5 家來領標，在 10 月 15 日又再次流標了，請教局長，你們第二次
招商的時候，放寬了哪些條件？
林局長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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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延期，二是使用項目別放寬。
王議員欣儀：
所謂延期，就是把原本地上權從 50 年延長到 70 年，增加了 20 年使用期限，對
不對？
林局長崇傑：
是。
王議員欣儀：
再來呢？
林局長崇傑：
再來就是使用項目別的限制性比較高，我們把它放寬為智慧醫療關聯性的產業
，原本只註明醫療，就會被誤解為好像做醫院，我們重新解讀，就是智慧健康關聯
產業。
王議員欣儀：
進駐產業的範圍放寬了，對不對？
林局長崇傑：
是。
王議員欣儀：
此外，對於權利金的部分，是不是從原本一次繳付，改分 8 期，6 年繳付就可
以了。
林局長崇傑：
7 年。
王議員欣儀：
7 年內繳付就可以了，是不是？
林局長崇傑：
對。
王議員欣儀：
本來 7 年內要取得全部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改成必要時得延長，延長時間總
計不得超過 5 年，只要在 12 年內能夠拿到使用執照就好了，等等 5 大優惠，降低門
檻的條件，但是最後依然流標。請教局長，對於流標的原因是什麼，你們有沒有確
實掌握，為什麼本局已經提供投資人這麼多優惠方案，結果最後還是乏人問津？
我們知道在該案當中，不管是興建期，或是未來營運，預計可以創造將近 1 萬
8,000 個工作機會，而且年產值預估高達 208 億元，這麼大規模的案子，尤其現在
經濟低迷的狀況之下，如果能夠有這樣多的利多，如果能夠順利招標出去，未來臺
北市有這樣的產業發展，對於臺北市整體產業的帶動都扮演關鍵的角色。
目前在新冠疫情期間，很多產業都受到影響，可是相反的，該科技園區營運的
項目正好是生技醫療相關產業，未來應該有增無減才對，後勢非常看好，像這樣大
型的招商案卻讓投資人裹足不前，即便第 2 次招標提供這麼多優惠及降低標準門檻
，居然還是流標，到底原因是什麼？
林局長崇傑：
在第 1 次流標之後，我們針對曾經領標這 12 家廠商，我們都有去探詢他們不投
標的真正原因，第 2 次上網招標的時候，其實是依照第 1 次領標者提出的疑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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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重新做修正。第 2 次招標到最後關頭還是流標，我們還是有做分析檢討，其中有
幾個關鍵因素。
就是這個案子總投資超過 300 億元，現在新冠疫情看起來無法在短期間結束的
情況下，仍然是大家的隱憂，最關鍵是本來最有企圖心的 1 家企業，在投標前夕這
段時間，公司業務運作上有一點狀況，最後無法前來投標。
王議員欣儀：
從原先 12 家來投標，到重新修定標準之後反而變成 5 家，你不覺得這樣的現象
很奇怪嗎？提供這麼優惠的條件，過去包括雙子星案等等，你們最後還是順利招標
出去了，現在北投、士林科技園區這麼大的開發案，未來第 3 次招標，也就是在明
年度進行。
你們現在預計如何解決相關問題？才不會讓柯市長在卸任之前，可能這個案子
都招標不出去，然後把這個爛攤子留給下任市長處理。還是希望在他任期當中，能
夠完成該產業園區的發展，你們有何具體作為，包括後續檢討因應是什麼？
林局長崇傑：
我們正在進行財務估算，原則上，該案分屬三塊街廓，面積 8.4 公頃，在臺灣
算是非常少見的超大型開發案，原則上，我們會把這三大街廓拆開，不要是一個標
案，可能變成二個標案，讓投資規模不用一次投資 300 多億元，畢竟 300 多億元是
很大的壓力，內容我們還會再做討論，針對某些組別，是不是可以再做更大的放寬
。
王議員欣儀：
這麼大的投資開發案，你們應該要務實進行相關招商工作才對，而不是只畫一
個大餅，看起來很漂亮，結果沒有人可以投資得起，沒有企業敢來投標，這樣 1 年
、1 年拖延下去，只會讓時間越來越拖延，條件越來越寬鬆，門檻降得越來越低，
對於未來應該要如何因應。
像剛才局長所說的，既然是這麼大的開發案，如果可以分成各別的產業區塊，
譬如生技醫療，或是生物科技等等，有些項目可以劃分開，不要整體做這麼大規模
的標案，也許在目前經濟條件環境之下，有興趣的企業比較容易做得到，用務實的
作法來進行下次的招標，你們有沒有信心能夠順利進行相關招標作業？
林局長崇傑：
我們有信心，現在正在針對財務進行重新分析，我們會再去探詢可能潛在的投
資者。
王議員欣儀：
很多人都在引頸盼望，北投、士林科技園區開發案，可以創造很大的產值及就
業機會，對於臺北市經濟發展的部分，該開發案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請你們要加
把勁，好不好？
林局長崇傑：
我們會努力的。
王議員欣儀：
我們也會持續監督與關心。
林局長崇傑：
是，謝謝議員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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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議員欣儀：
請資訊局呂局長就備詢臺。
在今天早上市長專案報告當中，本席詢問過市長相關議題，就是臺北市要打造
成為無現金支付的智慧城市，成立了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稱為 Pay Taipei，
而該平台是耗資 3,150 萬元所設置。請教局長，花這麼多錢設立這樣的支付平台，
它主要用來做什麼？設立該平台的目的是什麼？它的效益又是什麼？
資訊局呂局長新科：
主要是臺北市政府對民眾收取規費的部分，還有涉及某些金流的量很大，如果
每家電子支付業者都要與臺北市政府各主責局處簽約，類似代收業務會非常繁複。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 payment gateway 支付閘口，能夠把相關資訊，就是帳
單的資訊統整起來，這就是 Pay Taipei 最重要的目的，相關資訊統整之後，將帳單
系統明確化之後，再交由金流系統做處理。
因為臺北市政府不可能有金流的資格，就要回到電子支付業者進行串連，透過
支付過程完成交易，讓民眾在未接觸現金的環境之下，做到無現金城市重要的板塊
。
其實無現金城市是多元管道的一種樣態，因為在推動無現金發展過程當中，我
們要採用很多不同的樣態把缺口補起來，讓民眾更方便使用。
王議員欣儀：
依局長的說法，在推動無現金支付邁進智慧城市的過程當中，聽起來 Pay Taipei
平台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它與一般支付最大的差別，就是一張帳單可以選擇各
式各樣的支付方式，即便選擇電子支付方式，或是無現金支付方式進行。
誠如局長所言，它有很多管道很亂，各種公共費用或規費，讓民眾就要找其中
一種方式進行支付動作，可能從各種不同的平台，或是不同的 APP 進行支付動作，
而 Pay Taipei 是一種支付平台，而你們已經把 40 種相關的公共費用，或是規費等等
，全部納入這個 APP 裡面。
照理說，民眾只要使用 Pay Taipei 的平台，這個 APP 就可以繳交涉及公共費用
、規費的部分，統統都可以在這個 APP 一次搞定，是不是？
呂局長新科：
對，提供一個支付管道。
王議員欣儀：
你們的目的是要透過這樣的整合串連，讓市民更便利，業者有商機，市府又可
以節省費用的三贏局面，這應該是你們當初規劃的構想，是不是？
呂局長新科：
是的。
王議員欣儀：
我們一項、一項來檢視一下。
如何讓市民用這項機制會更便利？
呂局長新科：
因為我們在推動無現金支付的社會當中，一定會涉及市民生活習慣性，譬如現
在有些市民很依賴使用信用卡，有些市民會採用電子票證支付方式，有些市民會依
賴電子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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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議員欣儀：
還有很多市民會到超商繳費，對不對？
呂局長新科：
對。
王議員欣儀：
或是利用銀行轉帳。
呂局長新科：
沒錯。
王議員欣儀：
就是採用比較傳統的支付方式。
呂局長新科：
這些多元管道都會並存，我們只是提供另外一個支付管道，把臺北市 40 種類、
200 多樣的品項規費，包括罰鍰都統整起來做帳單歸納及整合，再把它調整到市民
習慣使用的電子支付工具上面，讓它的便利性做到比較好的串連。
王議員欣儀：
該平台只是支付的方式之一，對不對？
呂局長新科：
對。
王議員欣儀：
如果依照局長的講法，只是支付的方式之一，又好像變成不重要了，民眾用他
現在習慣使用的電子支付方式就好了，上你們的平台幹嘛？
呂局長新科：
其實就是多元化，在社會發展上，就是提供多元化，我們只是以服務市民的便
利性為中心。
王議員欣儀：
你們要服務市民，便利市民使用，要不要推廣？要不要行銷？要不要鼓勵，要
不要宣導？
呂局長新科：
當然要。
王議員欣儀：
讓民眾都能夠使用這個平台工具，這樣設置這個平台才有意義。
呂局長新科：
沒錯。
王議員欣儀：
否則民眾使用電子支付，或其他管道無現金支付一樣可以，有些電子支付廠商
甚至會提供免手續費，或是其他優惠方案，民眾為什麼要使用你們這個平台？
你們已經耗費好幾千萬元建置這個平台，當然就是要讓民眾多加使用，讓民眾
更方便，因為你們已經把所有規費、公共費用都整合在一起了。
呂局長新科：
是。
王議員欣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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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民眾知不知道這件事情？再來就是你們要讓業者有商機，你們如何讓
業者有商機？
呂局長新科：
目前在 Pay Taipei 推廣計畫當中，我們是由內而外、由公而私，目前平台偵蒐
的帳單範疇是先以市政府的規費、罰鍰及公共使用費為主，後續會慢慢推廣，譬如
中華商圈 18 案一樣，慢慢拓展到商業用途結合電子帳單。
王議員欣儀：
局長講目前這樣，未來又希望如何，前提是要有民眾使用這樣的 APP，讓民眾
知道如何運用，才能創造更大的金流，最後變成經濟規模，民眾才會捨棄其他的支
付管道，進而使用你們設置的平台，對不對？
呂局長新科：
沒錯。
王議員欣儀：
再來就是要讓市府節省費用，透過這樣的平台，市政府可以節省什麼樣的費用
，或是減少多少規費？
呂局長新科：
每年大概可以節省 800 萬元的手續費。
王議員欣儀：
不只 800 萬元吧？
呂局長新科：
對，到目前為止。
王議員欣儀：
依你們目前平台的流量來看，從今年 1 月至 9 月已經節省了
800 萬元了。
呂局長新科：
對，今年統計到目前為止是這樣。
王議員欣儀：
到今年底可能達到 1,000 萬元、1,000 多萬元，或是更多。
呂局長新科：
對。
王議員欣儀：
希望你們能夠好好努力去推廣這個平台，包括獎勵、鼓勵及積極宣導，可能可
以節省更多手續費。
呂局長新科：
對，節省會更多。
王議員欣儀：
去年 108 年，你們支付超商、銀行等等的手續費高達 1 億 6,000 萬元，就算每
年使用 Pay Taipei 可以節省 1,000 萬元好了，1 億 6,000 萬元當中的 1,000 萬元是多
麼渺小，代表你們可以成長的空間還有多大。
就算拿出 1 億 6,000 萬元的零頭 6, 000 萬元好了，本來這 1 億 6,000 萬元是支
付給業者的手續費，白花花的錢，就這樣支付給業者當作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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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們好好推動與宣導，包括鼓勵與獎勵，拿出 6,000 萬元來做相關的鼓勵
、獎勵與宣導等措施，你們可以節省下來的手續費會是多少錢？而且是每年都會產
生，並不是一次性的，民眾如果習慣如何使用這個平台之後，市政府每年都可以節
省可觀的手續費，持續下去可以節省多少納稅人的錢，我們來看一下目前你們執行
的狀況。
下一頁，可以看到你們現在執行的狀況，可說完全不合格，從最早推動的地政
類，4 大項目的收繳狀況都非常慘烈，掛零等等，還有就是早上與市長探討的 4 大
項裡面，所占比例都極低，各項成效當中，包括稅單等等，譬如水費、停車費及地
方稅的稅單等等，完全都沒有任何宣導，只有水費信封背面有相關的 QR code，其
他費用上面完全都沒有相關的宣導。
主席：
本組質詢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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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建設部門質詢第 11 組
質詢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23 日
質詢對象：財政建設部門有關各單位
質詢議員：陳政忠 林國成 李慶元 徐立信
計 4 位 時間 72 分鐘

※速

記

錄

──109 年 10 月 23 日──
速記：鍾曉春
主席（楊議員靜宇）：
現在進行財政建設部門第 11 組質詢，質詢議員有陳政忠議員、林國成議員、李
慶元議員、徐立信議員合計 4 位，時間 72 分鐘，請開始。
李議員慶元：
請財政局陳家蓁局長、陳技監兼代臺北文化體育園區籌備處副執行長世浩與建
管處施工科侯炳基科長上臺備詢。
本席要與各位討論有關遠雄大巨蛋園區營運權利金的問題。經過這幾年的波折
之後，目前我看到市政府的立場是要採超額盈餘分潤機制，這樣的字眼沒有錯吧？
財政局陳局長家蓁：
是。
李議員慶元：
但是今天本席論述的是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請各位要記住，不是盈
餘，而是超額盈餘，如果沒有超額盈餘，最後市政府還是拿不到營運權利金。因此
本席基本研判，如果市政府再這樣與遠雄談判下去，只會成為假議題，也欺騙了社
會大眾，到時候遠雄與市府就像詐騙集團，讓民眾看得到吃不到。
下一頁，根據市府提供給本席的資料，遠雄大巨蛋園區占臺北市的精華地有
31,032 坪，請問陳副執行長，這個數字應該沒錯吧？
陳技監兼代副執行長世浩：
大致上是這樣。
李議員慶元：
這等於免費送給遠雄大發利市 50 年，你不能說臺北市政府每年可以免租金使用
10 次，就將 31,032 坪的市有土地讓廠商大發利市 50 年。只是免租金使用 10 次，
但水電費、電訊費用及相關其他費用還是要付。沒錯吧？
陳技監兼代副執行長世浩：
向議員補充報告，現在每年還是有收地租，且每年地租將近 1 億元，有 9 千多
萬元。
李議員慶元：
本席聽到這樣的說明感到非常驚悚，請問是誰要繳地價稅？稅捐處對於大巨蛋
本體可能可以讓遠雄免繳稅，大巨蛋本體周邊的影城樓地板面積達七千七百多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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