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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建設部門質詢第 13 組
質詢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26 日
質詢對象：財政建設部門有關各單位
質詢議員：潘懷宗 侯漢廷
計 2 位 時間 3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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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10 月 26 日──
速記：周素娟
主席（楊議員靜宇）：
現在進行財政建設部門第 13 組質詢，質詢議員有潘懷宗議員、侯漢廷議員計 2
位，時間 36 分鐘，請開始。
潘議員懷宗：
謝謝主席。請動物保護處宋處長上台備詢。宋處長，內湖區的動物之家即將要
蓋了，雖然現在還沒蓋，但動物就已經超量了，本席在委員會時也提到這個問題，
但因為當時的時間不夠，所以就沒有再追問了。
請看 PowerPoint。目前動物之家超收近四百隻犬貓，之前的雖然本席也有數據
，但今天就不講了。
下一張，近 3 年來，民眾的認養數下降了很多，106 年的認養數還有二千八百
多隻，108 年的認養數就只有二千四百多隻，減少了四百多隻，至今年 9 月為止，
認養數也只剩下一千七百多隻。
按照這樣的數字來看，現在還沒蓋好就已經超標了，等你們蓋好時，到底會超
出多少？是不是市政府帶頭違法？你們經常稽查別人空間不足、放置寵物的地方不
對，但你們現在自己都有這樣的問題。
下一張，至 109 年 10 月 18 日止，動物之家的犬貓數為 1,004 隻，照護人員有
22 名，平均 1 人要照護 45.7 隻犬貓，這就像本席在民政部門質詢時一樣，公務人
員都過勞，品質當然也有問題。
下一張，你們很努力，在 107 年推出「TAS 浪愛滿屋」活動，對於這些活動，
我們當然都很支持、希望有效果，但從計畫啟動到現在，成功認養的隻數卻不多。
處長，是否可以簡單說明一下，如果要解決本席剛才所提出來的問題，你們所
努力的「TAS 浪愛滿屋」活動，為何效果會不好？
動物保護處宋處長念潔：
在我們所推出非常多的多元性認養活動中，「TAS 浪愛滿屋」的成效，其實還
算是比較可以接受的，但……
潘議員懷宗：
糟糕了！本席覺得不滿意的，竟然是成效還算比較好的。
宋處長念潔：
因為「TAS 浪愛滿屋」活動剛開始(107 年)時，我們只有跟寵物相關業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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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寵物美容業、寄宿業等，但今年度已經擴展，例如漫畫店有展示的空間，適
合將貓咪或小狗放在那裡展示，讓人來認養，經過我們確認之後，也可以成為「TAS
浪愛滿屋」合作的對象。
一直以來，這部分的送養隻數，我覺得比動物之家的送養隻數，可說算是好多
了。
潘議員懷宗：
像這樣的活動，本席也看到外縣市在做，但他們所做的效果就很好，如果在臺
北市要認養的話，就必須要到內湖區，所以有人就會覺得太遠了。
本席有位媒體的好朋友，因為他兒子想要認養 1 隻狗，本席就說可以到動物之
家去看一看，他說太遠了，所以就到現在的主席診所去看，因為比較近，他是資深
媒體人，但本席就不講是誰了。
你們所推出的「TAS 浪愛滿屋」活動，就會讓領養處比較近？
宋處長念潔：
對。
潘議員懷宗：
照理說，效果應該會很好，但這 3 年來，你們僅媒介了 200 隻犬貓，這樣算是
好的嗎？
宋處長念潔：
去年就差不多有一百多隻了，去年比較有成效。
潘議員懷宗：
你們看看合作的店家是否能再多一點？如果本席沒記錯的話……
宋處長念潔：
我們會繼續再拓展多一些的商店、店家。
潘議員懷宗：
如果本席沒記錯的話，好像是高雄市，就是用你們這種方法，他們就做得不錯
。
宋處長念潔：
好。
潘議員懷宗：
另外，有關 108 年的寵物保險部分，為何寵物保險的效果不佳？
下一張，處長，當時你在委員會提到寵物保險時，本席很高興，因為寵物有保
險，就可以讓飼主的負擔少一點、動物的醫療品質好一點，實施前(107 年)的認養率
為 67.10％，但實施後的認養率卻下降了。
108 年的認養率為 50.53％，109 年的認養率變為 47.28％，你們實施保險之後
，為何會變得越差？這是怎麼一回事？
宋處長念潔：
其實我們統計結果也發現，推出寵物保險之後，民眾是叫好不叫座，我們曾以
問卷做過調查，當時民眾都是滿意的，但臺北市的民眾好像不會因為送寵物保險而
認養動物，我們有統計的數據，確實是真的沒有提高。
潘議員懷宗：
我只是私下用自己的腦袋想，是不是因為民眾沒想到認養動物要支付醫療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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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你們這樣提醒之後，所以他們就不認養了？因為你們只送 1 年免費的寵物保險
，如果是從認養開始，一直到牠去世，都有免費的寵物保險，也許就會有人認養。
本席覺得有時候就是沒講出來，也就是認養寵物時，並沒有想到之後的部分，
而你們這樣是提醒之後會很麻煩，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你們有沒有想過？
宋處長念潔：
對於有寵物保險這件事情，他們都很開心。
潘議員懷宗：
雖然很開心，但只有 1 年，他們沒講嗎？
宋處長念潔：
有，去年有保險的人曾打電話來問，要如何續約？是否可以再送保險？並且希
望我們能舉辦寵物回娘家再送保險的活動，但我們還要考慮一下成本。
潘議員懷宗：
通常 1 隻狗 1 年的保險費是多少？
宋處長念慈：
在公開招標時，他們是有點在做公益，大概 400 多元，但我們知道在坊間，如
果是相同內容的保險，至少都需要二、三千元。
潘議員懷宗：
問題就在這裡，本席的感覺是你們提醒了民眾，領養之後的問題會很大，像我
女兒小時候要養狗，什麼都不管就是要養，但之後都是我在擦屁股。
宋處長念潔：
我們也希望藉由寵物保險這件事情，能夠提醒飼主，養動物時要想清楚，要有
飼主責任。
潘議員懷宗：
現在的人年紀大了，像我媽媽和里長去玩，85 歲就不能保險，必須自己投保，
狗有沒有投保年齡限制？
宋處長念潔：
有，在一般的保單上是有限制，所以我們第 1 年的投保率比較低，就是因為在
3 個月齡以下及 7 歲以上是不保險，或是本身已經有一些疾病，經過獸醫師診斷之
後，也是不能保險的，但今年我們所送的保險，就是 7 歲以上的統統都送保險，我
們分……
潘議員懷宗：
費用有沒有比較多？
宋處長念慈：
多了一些。
潘議員懷宗：
是啊！
宋處長念慈：
所以只有限量 100 名。這部分是由我們支付費用，因為我們和保險公司談續約
的事情，所以他們也表示，如果是經由我們這裡認養的寵物，接下來做續保動作的
話，就可以不限年紀，一直到寵物死為止。
潘議員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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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都是好事，因為我們也都是在學習，不是只有你教我們，本席也自己學習，
記得十幾年前我兒子去考美國獸醫學院時，獸醫學院的老師就問了他這一題：你對
動物保險這件事情的想法是什麼？因為這是口試，也就是直接考試，所以本席也是
跟處長學習。
簡單講，你們要解決這件事情，但有什麼辦法能解決呢？我們看看其他縣市的
做法。
下一張，這是你們撐不了多久的，本席就不講了。
下一張，這是「流浪動物零安樂死」政策上路之後，問題就開始出現了。
宋處長念潔：
是。
潘議員懷宗：
但「屏東縣公立犬貓中途之家」是直接委外經營？
宋處長念慈：
是。
潘議員懷宗：
請財政局陳局長也看一下，他們是直接委外，本席發現自行管理很麻煩，你們
新蓋的動物之家乾脆就以 OT 方式，這樣你們反而輕鬆，本席只是建議，你們回去
後想一想，OT 之後效果超好。
局長，如果你們是以 OT 方式，不但事情變少，反而可以換你們講別人，也不
用被別人講，而且「屏東縣公立犬貓中途之家」的效果非常好。
下一張，這是臺中市的流浪犬部分，臺中市好到不行，流浪犬從 1 萬 5,000 隻
減至 7,000 隻，可能是因為有中興大學的關係，所以效果很好，我們……
宋處長念潔：
我們也有臺灣大學。
潘議員懷宗：
是不是能和臺灣大學合作？
宋處長念潔：
最近已經逐步在談一些相關的細部合作計畫。
潘議員懷宗：
每次都是本席沒講，你們就沒有，但本席一講之後，你們都說有，各局處都是
這樣。
宋處長念潔：
有，去年我們就有談關於安置、安養部分，也跟臺灣大學合作，另外還有急傷
的部分，以及野生動物急傷部分，這些都是和臺灣大學合作。
潘議員懷宗：
你們看看是否能合作多一點？因為臺中市的效果非常好。剛才本席所舉出的屏
東縣、臺中市的例子，你們回去後想一想，本席在幫你們尋找解決的方法，但你們
也要想辦法解決。
宋處長念潔：
謝謝議員。
潘議員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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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張，處長，你可以看看，日本的做法很不錯！
日本有個私人動物福利組織 Dog Duca，他們很厲害，因為資深老狗沒人要認養
，處長，本席看過你們所統計的數據，為何資深老狗沒人要認養？因為認養資深老
狗之後，就像剛才你所提到，沒有保險，但現在已經有保險了，另外就是生病的也
多。
宋處長念潔：
對。
潘議員懷宗：
因此資深老狗、銀髮老狗，就和銀髮族一樣，在社會上都是需要被照顧的，所
以 Dog Duca 就媒合老先生，因為老先生退休後沒事做，但他們也需要有伴，所以
就讓他們收養老狗，但吃、住醫療的費用，全部都是由 Dog Duca 支付，萬一如果
老人過世了，他們就會把老狗領回。
認養 1 隻狗不用支付飼料費、醫療費，大家當然就會願意認養，對不對？但是
否有辦法成立這樣的福利組織？當時在委員會時，本席也跟你提過，你們要想辦法
成立基金會或組織募款，這樣大家就會來認養了。
現在很多老先生、老太太無聊，一個人真的很孤單，多了 1 隻狗多好，還可以
做伴，對不對？
但他們養不起，他們連自己都養不起了，怎麼養得起狗？沒關係，全部都是由
Dog Duca 支付，其實也沒多少錢，我太太也開玩笑地說：「我女兒那隻狗，看 1 個
月補助多少錢，有沒有人要養？」，但現在不敢，為什麼？因為不敢帶頭棄養，沒
有啦！是因為產生感情了。
有關這些部分，你們是不是可以考慮看看？
宋處長念潔：
好，我們會做為參考。
潘議員懷宗：
對於其他單位的建議，你們都要看一看。
下一張，這是本席的建議，你們帶回去參考，本席就不再念出來了。
本席都是以世界各國、其他各縣市的方案給你們建議，本席經常跟助理講，責
備你們是沒用的，應該要想辦法幫忙解決問題。你們看看是不是可以從這些方向來
解決問題？本席覺得可以參考的地方還滿多的，好不好？
宋處長念潔：
好，謝謝議員。
潘議員懷宗：
請市場處陳處長上台備詢。處長，本席也是想辦法幫你們解決問題，這是夜市
會長跟本席講的，顯然不是本席的觀念，但到底是誰？本席就不告訴你了。
友善廁所一直是夜市的大問題，大家去逛夜市時，如果沒地方可以上廁所就很
麻煩，有時候內急也很累。
下一張，你們曾為了配合環保署推動夜市整潔提升計畫，試辦流動廁所，這當
然也是好事。
但大家罵得要死，為什麼？因為大家都不喜歡流動廁所，你也知道嘛？
市場處陳處長庭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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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潘議員懷宗：
看起來好像不太可行。
下一張，自從郝市長開始補助店家後，也就是對於參與友善廁所店家給予補助
。處長，你知道這件事情吧？
陳處長庭輝：
是，知道。
潘議員懷宗：
結果參加的店家數怎麼越來越少，從 106 年、107 年、108 年、109 年是越來越
少，或者是零成長。
你們總是要幫民眾解決問題，而且夜市現在也開始在整理、做攤販登記，對不
對？
陳處長庭輝：
對。
潘議員懷宗：
所以廁所問題還是要解決，我們看看問題出在哪裡？
下一張，第 1，使用民眾太多，易影響營業品質。其實使用民眾太多，就是因
為友善廁所太少，本席講得有沒有道理？如果友善廁所多，使用民眾就會減少。
陳處長庭輝：
這是一體兩面。
潘議員懷宗：
本席在想辦法幫你們解決，就是如果讓友善廁所變多，這一點就不是問題了。
第 2，廁所設備及清潔用品遭不肖顧客破壞及偷竊。其實這也不是完全不能解
決。
第 3，店家反映其建築物多為老舊，廁所位置多位於隱密處，若開放民眾使用
，恐有安全疑慮。
以整體看起來，其實是第 1、2 點是比較重要，至於第 3 點，如果廁所位置真的
在很裡面，那就算了，反正也不是每個店家都是這樣。
下一張，目前臺北市這 14 處夜市，圈起來的部分都只有 1 個店家願意支持你們
，例如大龍街夜市、景美夜市，都只有 1 個店家願意加入友善廁所行列，所以你們
要想辦法增加。
下一張，這是目前臺北市 15 處攤販集中區，包括中山、萬華區，其實都沒店家
加入，因為這些都是公家單位，所以 1 家就等於是零家，也就是你們推出給予店家
補助的方案，好像也是不太叫好。
下一張，簡單講，你們現在對外宣布，參與友善廁所的有 49 家，如果扣掉 14
家公家單位，只剩 35 家，在數字的部分，有時候你們說起來好像很厲害，但扣掉之
後，根本就沒幾個。
請產業發展局林局長上台備詢。局長，現在要增加補助，這是和錢有關係的，
就需要你來回答。
你們原來的補助是 5 萬元，後來補助到 6 萬元時，加入的店家數就有增加。處
長，有沒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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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處長庭輝：
有。
潘議員懷宗：
增加多少？
陳處長庭輝：
成長的幅度大概有 20％左右。
潘議員懷宗：
本席簡單告訴你們，就是錢補助得不夠多，與其你們花那麼多錢、搞那麼多事
，但只要你們稍微增加一點，從 5 萬元增加到 6 萬元是增加 20％，對不對？
陳處長庭輝：
差不多。
潘議員懷宗：
本席大膽建議，你們可以提高至 8 萬元，這樣就會有一堆人來參加，到時候還
可以選，你們回去後想一想，有時候不要太摳，你們搞那麼多東西，所花的錢更多
，而且還整天被罵，如果將 6 萬元改為 8 萬元，一堆人來參加之後，你們還可以審
核，這有什麼不好？
陳處長庭輝：
是，這部分我們會朝……
潘議員懷宗：
局長，本席說得有沒有道理？用市民的錢替市民服務、讓市民高興，對不對？
至於誰要加入？這也不用規定，只要願意的都可以加入，然後你們就開始審核，這
樣不是很快樂嗎？你們回去後想一想，提高友善廁所每月補助的金額，可不可以？
陳處長庭輝：
是，可以。
潘議員懷宗：
局長呢？
產業發展局林局長崇傑：
可以。
侯議員漢廷：
請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謝局長上台備詢。局長，因為不久之前在武界才發生一
些不幸的事件，所以水壩的安全問題也頻上媒體版面。
請看 PPT。大部分的危險狀況，不論是先前的閘門意外或只是單純的洩洪問題
，往往也都會因為廣播不及，所以來不及跑走或完全沒有聽到廣播，而引起相關憾
事。
下一張，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也有既定的 SOP，也就是在洩洪前的 2 小時就必
須廣播，而且要告知新聞媒體，如果是異常開啟閘門，也會進行洩洪廣播，沒錯吧
？
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謝局長政道：
是。
侯議員漢廷：
因為現在的情況，也會有前面新聞所看到的，可能就是沒聽到，或是聽到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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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不及，或是可能有各種疏失、遺漏等，往年確實因為 4G、5G 沒這麼發達，所
以都是使用廣播。
下一張，本席具體建議，是否能向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及經濟部水利署要求
，將洩洪放水警訊及通告納入「災防告警細胞廣播訊息」規範？讓附近的居民或朋
友，至少在第一時間能立刻從手機中知道要洩洪，所以這地方就不能再待了。
以現在的技術是完全能夠做得到，過去沒有做，就是因為過去沒有這樣的技術
，但現在有了，如果在半夜，萬一緊急發生這些相關事情時，甚至應該要發動提升
到緊急警報或國家級警報，讓手機可以趕緊震動，減少意外的發生。
局長，你覺得是否可行？
謝局長政道：
這對於目前現有的機制，可以再多一層保障，目前我們正在和相關單位研究。
侯議員漢廷：
麻煩請向中央反映、要求、爭取，能夠落實這件事情。局長，好嗎？
謝局長政道：
好。
侯議員漢廷：
請財政局陳局長上台備詢。局長，再度跟你探討囤房稅的相關事件，囤房稅這
個名詞可能會有誤導，因為定義不一樣，如果以對象來看，分為一般自住或非自住
，然後還可以再分為是不是單純的空屋稅，就是只要空在那裡就課稅，但困境是空
屋很難認定。
另外一種是不論有空屋或沒空屋，只要有多戶，就課以更高的稅，也就是提高
持有成本，但弊害就是可能會轉嫁到租金。
財政局陳局長家蓁：
差別費率。
侯議員漢廷：
待會兒本席所討論的囤房稅，都是針對起造人，也就是俗稱的建商，目前市政
府是希望縮短寬限期，以降低售價。待會兒我們就只討論建商的部分，可以嗎？
陳局長家蓁：
是，可以。
侯議員漢廷：
下一張，理論上，你們要推動囤房稅的原因，就是避免建商待價而沽、提高售
價，所以透過縮短建商寬限期、囤房則課以較高的稅率，提供誘因使建商釋出餘屋
。
一方面促使建商比較願意以合理價格出售，二方面增加供給，在需求不變的前
提下降低房價，最後落實居住正義，這也是市長臉書上的大意。請問是不是這個道
理？沒錯吧？
陳局長家蓁：
是。
侯議員漢廷：
下一張，今年 6 月財政局送說帖給議員，希望我們能支持囤房稅。
局長，過去本席質詢多次，本席的立場是支持市政府的囤房稅，你有印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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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局長家蓁：
有。
侯議員漢廷：
後來有不同議員也提出了不同的版本，其實本席是比較支持市政府版本。
去年很多議員都在質詢，希望市政府能儘快推出囤房稅，去年 12 月時，市政府
將提案送到議會，但後來被擋下來，案子暫擱了。
局長，你有印象吧？
陳局長家蓁：
有。
侯議員漢廷：
被誰暫擱？
陳局長家蓁：
後來回去看了影片，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侯議員漢廷：
你們不知道？
陳局長家蓁：
對，聽說是去年……
侯議員漢廷：
後來你們是找誰做說明呢？
陳局長家蓁：
其實後續我有請稅捐處，除了再發一次說帖給議員之外，另外也跟大部分的議
員做說明。
侯議員漢廷：
沒關係，你們不知道是誰提出暫擱，也不要得罪人，所以就每一位議員都做說
明，直到今年 10 月分，我們才再度又將案子提到議程上。
下一張，因為市政府有一個版本，但其他議員也有不同的版本，所以本席就在
10 月時提出書面質詢，希望請財政局能夠以書面答覆，具體分析市政府版及議員版
，是否有具體的優劣、差別，原因何在？
結果本席所拿到的書面答覆，就跟財政局 6 月分送來的說帖內容一模一樣，6
月分所送來的說帖提到，市政府的版本好，於是本席就在 10 月時詢問，如果和議員
的版本做比較，好在哪裡？壞在哪裡？結果你們的答覆是跳針式地答覆。
如果本席就當這是真的答覆了，但答覆的資料中也沒提出具體理由，你們所列
出來的理由都是「經過綜合評估、因為公平合理」，但哪來的綜合評估？公平合理
又在哪裡？你們答覆的資料中，完全沒有提到。
局長，你會不會覺得，你們所提供給本席的書面答覆資料，很跳針、不負責？
陳局長家蓁：
我們是以 1 年的方式做評估，其實邏輯還是一樣，就是……
侯議員漢廷：
局長，待會兒再做具體答覆，請先回答本席，你們並未針對本席的問題做回覆
，這樣的答覆是不是很跳針？
陳局長家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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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主要就是回覆市府所提出的版本，至於議員所提出的版本，一定有其訴求
，所以我們可能就無法回覆優劣及比較……
侯議員漢廷：
本席是問市府版本好在哪裡？難道市政府不能說好在哪裡？
陳局長家蓁：
我們有說明市府的部分……
侯議員漢廷：
待會兒本席會接著問。
下一張，更誇張的是，在你們提供給本席的書面答覆資料，其中有一行內容提
到，房屋稅占房價比重不大，尚不致影響市場銷售行為。
如果囤房稅不會影響市場銷售行為，這不是自己打臉嗎？你們課稅做什麼？課
這個稅會不會影響市場銷售行為，會還是不會？
陳局長家蓁：
因為這一題問的是，會不會導致現在鼓勵建商做預售？我們主要是針對，會不
會因為房屋稅的課稅方式變化，而導致鼓勵預售？所以我們主要是回答預售的部分
。
侯議員漢廷：
你們的意思是，如果課稅方式有變化，不會有鼓勵預售的行為？
陳局長家蓁：
其實在預售部分，建商會有很多考量，我們的回答是，應該不致於因為一些課
稅的改變，而導致建商要增加預售的行為。
侯議員漢廷：
沒關係，其實是在委員會時，因為有其他議員提問，但局長來不及答覆，所以
本席就透過書面質詢請你們答覆。
下一張，現在先回到囤房稅本身的邏輯，如果這樣的邏輯是正確的，前陣子蒜
價高漲，是不是也能使用同樣的邏輯？
為了避免蒜農待價而沽、提高售價，市府應縮短蒜農拍賣期，課徵囤蒜稅，如
果 1 小時內賣完就不課稅，如果超過 1 小時，就課徵 3.6％的稅，促使蒜農降價出
售、釋出空蒜、增高供給，以落實大蒜正義。
局長，你覺得可以嗎？
陳局長家蓁：
有關起造人的房屋稅部分，其實……
侯議員漢廷：
本席的問題是，如果同樣的邏輯也運用在大蒜，因為蒜價很高，所以市政府就
課臺北農產運銷公司賣蒜的囤蒜稅，你認為可以嗎？
陳局長家蓁：
我們所提出來的，主要並不是因為房價的原因，會引起房價高漲，其實有很多
因素，包括利率及整個市場上的投資，我們純粹就是針對多屋的部分，多屋的房屋
稅是 3.6％，所以我們純粹是針對起造人合理的銷售期間做討論。
侯議員漢廷：
從剛才局長的答覆中，本席聽到很重要的一點，不是因為房價的高低，剛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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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也一再跟你確認過，目的是為了要降低房價、落實居住正義，你剛才說對，但現
在你又說房價不是唯一主要考慮因素，這樣是不是有點矛盾？
下一張，理論上，市政府課徵這樣的稅，剛才在前面的 PPT 就說過了……
陳局長家蓁：
主要是希望稅制公平及增加房屋的供給。
侯議員漢廷：
沒錯，理論上是只要有課稅，理想上就會降價求售、增加供給、實現居住正義
，然而實質上每一個因果鏈結都會有很多的疑問，例如建商到底會不會為了避免課
稅而降價？如果他們真的要求售，降價真的是唯一手段嗎？就像為了在 1 小時內能
夠快速賣完大蒜，雖然不降價，但可以送蔥，或是為客人唱一首歌。
如果沒有需求，降價還有用嗎？即使真的降價求售，就會增加供給嗎？或是就
算真的增加供給，但需求會變動嗎？即使本來是賣 2,000 萬元，後來因為要避免課
稅，所以就降為 1,900 萬元，這數字是經過計算，但本席就不多談，這樣真的能實
現居住正義嗎？
局長，這些都是具體存在的問題，對不對？也就是這些都是問題，對吧？
陳局長家蓁：
包括房價、供給、稅制，其實都是滿複雜的，很多並不是有直接的關聯性。
侯議員漢廷：
理想上，這都不可能會像我們一開始在黑板圖上所講的箭頭標示圖，但無論如
何，即使沒有降低房價，只要課了囤房稅，市政府就一定能課徵到建商的錢，這是
具體事實。
局長，對不對？
陳局長家蓁：
有關非自住的房屋稅，其實只要是 3 戶以上，就是課徵 3.6％……
侯議員漢廷：
局長，不用講這些，本席還沒問到這部分的問題，本席現在問的很簡單，你們
課了囤房稅，就算沒有降低房價，但市政府也能夠課到起造人的錢，對不對？這是
具體事實，你們課了稅就是要賺這個錢，對吧？
陳局長家蓁：
對。
侯議員漢廷：
下一張，剛才本席問局長，為何市政府的版本好？為何會比其他議員的版本好
？局長說：「因為不方便評論」，這就是連市政府都說不清為何自己的版本好。
本席原來是支持的，但從剛才的答覆中，局長只是把 6 月的說帖內容再說一遍
，並沒有說服到（本席）支持的人覺得你所講的是 ok。
如果連本來就支持的議員都無法說服，你們要如何說服不支持的議員，讓他們
也能夠支持？
現在 PPT 有 1 張圖，你們有看到上面的歌詞是什麼嗎？叫做「為何你不懂」。
如果市政府推出囤房稅，就是因為市政府完全了解囤房稅的前因後果、脈絡而
推出，還是純粹只是因為政策需要而推出，本席覺得這是 2 個概念。
稅捐稽徵處倪處長永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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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侯議員漢廷：
下一張，市政府的版本，就是給起造人的寬限期間是 1 年，而其他議員的版本
是 1.5 年，為何 1 年會優於 1.5 年？
倪處長永祖：
為何我們沒有對議員所提出的版本批判？其實就囤房稅來講，為何市府版本要
以 1 年的期間？因為在 106 年時財政部來函，他們認為建商是房屋的供給者，並不
是真正的囤房者，所以各縣市政府應該要給他們合理的期間，做為銷售的……
侯議員漢廷：
1 年和 1.5 年的差別是什麼？
倪處長永祖：
主要是經過我們的統計，所有的銷售建案在年內，大概有 6 成……
侯議員漢廷：
已經超過 6 成了嗎？
倪處長永祖：
6 成以上。
侯議員漢廷：
就這麼簡單，就是這麼一句話！前面那些就都不用，其實這句話我們早就知道
了。
倪處長永祖：
是。
侯議員漢廷：
本席同樣再問一遍，如果 1 年期限的可以超過 6 成，理論上，1.5 年的就可以
超過 6 成以上，為何沒使用 1.5 年？1 年期限的是好在哪裡？
倪處長永祖：
因為第 2、3 年加起來，超過的不到 2 成，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原則上這就不叫
建商囤房稅，應該叫做起造人的優惠稅率，當其他人是負擔 2.4％、3.6％稅率時，
比較特殊的起造人會負擔 1.5％的稅率，所以……
侯議員漢廷：
第 1 題就沒問題了。
倪處長永祖：
是。
侯議員漢廷：
因為我們本來就知道，只是你們在書面答覆資料上，連這部分都沒有寫。
倪處長永祖：
是。
侯議員漢廷：
再來，為何 1.5％優於 2.4％？
倪處長永祖：
如果將合理的銷售期間認為是 1.5％的話，因為房屋稅條例第 5 條就明文規定
，非自住使用的住家，合理的稅率是 1.5％至 3.6％；第 5 條第一項最後又提到，應
875

臺北市議會公報

第 124 卷

第6期

該是以房屋持有的戶數來論斷多寡的問題，因此 2.4％、3.6％，其實就是囤房。
侯議員漢廷：
為何你們讓建商在 1 年以內的都是以 1.5％，而不是 2.4％？到底是好在哪裡？
倪處長永祖：
1.5％就是非自住使用住家的最低法定稅率。
侯議員漢廷：
為何是以最低，而不是 2.4％？你們沒給本席一個理由，沒關係，你答不出來
，本席幫你回答。
倪處長永祖：
是。
侯議員漢廷：
實際上就是因為現況是 1.5％，你們必須讓建商覺得，市政府所推出的是好的
政策，然後又給他們足夠的落差，1.5％和 3.6％有足夠的落差，所以他們才會願意
在很短的時間內儘快釋出，如果只是 2.4％和 3.6％，他們就會覺得在現況下還要再
多付，不願意支持，而且也沒有相對應落差的誘因，大概就是這樣。
倪處長永祖：
是。
侯議員漢廷：
再請問，有的版本叫做沒有寬限期，請問為何你們要有寬限期？沒關係，我直
接問最後一個問題，課稅之後，對房市具體影響為何？例如房價會降低、上升、或
是不一定要看整體大環境的市場需求。
倪處長永祖：
不論是實施前後的建商優惠稅率，會不會影響到預售屋的市場，或是之後的房
價市場？其實我們有經過統計，有些建案，例如在第 1 年所售出的價格，不一定會
在第 3 年提高或降低，而是按照地域性的經濟發展而定，所以這是又回到市場的供
給及需求。
侯議員漢廷：
其實房價是取決於市場，跟稅沒有那麼大的關係，但主要目的是為了要課建商
的錢？
倪處長永祖：
不是……
侯議員漢廷：
因為一開始在……
主席：
第 13 組質詢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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