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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建設部門質詢第 18 組
質詢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27 日
質詢對象：財政建設部門有關各單位
質詢議員：王世堅 林世宗
計 2 位 時間 3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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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錄

──109 年 10 月 27 日──
速記：吳聰忠
主席（侯議員漢廷)：
現在進行財政建設部門第 18 組質詢，質詢議員王世堅議員及林世宗議員計 2
位，時間 36 分鐘，請開始。
王議員世堅：
謝謝主席，請財政局陳局長上臺；我今天有特別邀請秘書長(前任財政局局長)
列席。
財政局陳局長家蓁：
議員好。
秘書長兼秘書處陳處長志銘：
議員好。
王議員世堅：
秘書長、局長，我先讓你們看一段柯市長這幾年來最自豪、誇下海口、夸夸而
談的影片。
－播放影片－
秘書長，我幾年前就談過了，柯市長一上任剛滿半年的時候，他在全國縣市長
會議夸夸而談，說他上任才半年，就幫臺北市政府省了 66 億元還債，那時候你是副
局長。
陳秘書長志銘：
是。
王議員世堅：
當時我就對那時候的蘇建榮局長公開質詢，我說有這麼厲害嗎？半年就可以幫
市府省 66 億元去還債，蘇局長當場回答我說，這份柯市長演講的報告內容，是他寫
給柯市長的資料。他也說得非常清楚，還債的這 66 億元，是每一任市長每年度應該
要還的債款，至於應該要還債款是根據什麼規定？秘書長和局長應該很清楚，就是
公共債務法。
臺北市是首都，也是直轄市，臺北市政府根據公共債務法，每年基本上要還稅
收 5％的債務。
陳秘書長志銘：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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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議員世堅：
臺北市政府每年稅收大概有 1,300 億元，所以預估 5％是 66 億元，也因此上一
任市長的最後 1 年任期就會預編這筆預算，柯市長一上任，當然就要按照預算還債
，不是這樣嗎？
我問柯市長，你條列給我的這 66 億元有哪些？第 1 點，依公共債務法本來就該
還債的，也編列預算。第 2 點，在這 66 億元裡面，你認為節省了多少？你才上任幾
個月，特別節省了多少？他講不出來。
我有列 1 張表給他。我說他是從書報費去減少、把兒童的牛奶費減少等等，我
記得總共夯不啷噹全算上去，加起來不到 2 億元，當時你是副局長，應該很清楚。
我當時問蘇局長說，能夠還這麼多嗎？隔一年柯市長說要還更多，他說王世堅說 66
億元是法定還債金額，那他就要再多還，好啦！第 2 年他有多還，大概還 100 多億
元。秘書長，當年我就列了 1 個表格，說明市政府在民國 104 年超收的稅金是哪幾
筆？第 1 個，土地增值稅，因為當時中央要實施房地合一課稅，大家趕快熱絡交易
。第 2 個，因房地產交易產生的契稅。第 3 個，當年有大戶不幸身亡，超收 50 億元
遺產稅。第 4 個，臺北市政府投資的台北富邦銀行股利，當年每股多收 1.5 元，增
加大概 18 億元的收入，總共那一年市府超收了 300 億元的稅金。
局長，我講這個不是要吐槽你，而是要你跟市長說，這是我們市民辛辛苦苦繳
的納稅錢，是市府超收的稅金。超收的稅金不拿去還債，難道柯市長要拿回他家去
嗎？結果他那一年拿來說嘴，他那一年用這個來「臭彈」，公開在全國的縣市首長
會議中說這是他節省的錢，結果每一位縣市長聽了面面相覷，有的人私底下幫柯市
長立一個牌位，有的人就認為要好好向柯市長討教，結果他們真的來了要問柯市長
，柯市長卻說不出口。所以請你今天把事情釐清，好嗎？我問當年的蘇局長，他覺
得很難過，他說他當初寫給柯市長演講的內容沒有那個意思，他只是照實說，哪有
說這是節省下來的，所以現在請局長還原一下，好不好？
陳秘書長志銘：
這件事情大概已跟議員提過很多次，66 億元是依照公共債務法還的錢沒有錯，
當年節省的錢我們在決算的時候是可以看出來的。我也曾經向議員說過，整個歲入
減歲出是 301 億元，不是您剛剛講的超收稅金。
其實議員剛剛也講到重點，105 年要實施房地合一課稅，所以 104 年的土地增
值稅收入超過預期，這部分只能說當初我們估算財務的時候估算不準，編預算沒有
編得很準，但是這些錢是怎麼來的？是投資客繳出來的，市長不是講一般的市民，
而是以投資客為主。
王議員世堅：
我現在問你的是你們還債這件事情，市府多還的錢是超收，不是嗎？比我們預
想的，在沒增加原來的稅率之下，因為交易更多而收更多，這是不是叫做「超收」
？
陳秘書長志銘：
所以我才說預算編列不準。
王議員世堅：
市府多收了這些錢，不是嗎？
陳秘書長志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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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預算多收到的錢。
王議員世堅：
對，超過預算多收到的稅金。
陳秘書長志銘：
如果超收稅金還得了，因為如果超收就要退稅。
王議員世堅：
不是應該拿去還債嗎？我意思是這個還債跟柯市長在「臭彈」說是因為他管理
好、他去節省有關嗎？我現在就問你，是不是超收 300 億元？
陳秘書長志銘：
沒有超收，如我剛剛講的，歲入減歲出，歲出也節省 70 億元，所以事實上在整
個預算歲入的部分是多 200 多億元。
王議員世堅：
對，就是歲入多 200 多億元。
陳秘書長志銘：
是。
王議員世堅：
柯市長多還的錢是超收來的，不是嗎？你告訴我哪一些是因為你們政策的精減
，比如人事精減省下來的？
陳秘書長志銘：
省下來的錢是 70 多億元，剛剛講 230 多億元加 70 多億元，剛好是 301 億元。
王議員世堅：
柯市長在這個月初又「臭彈」，他說這 6 年來還債 570 億元，是因為他精實管
理，天啊！局長，我用一個簡單的算式算給你們看，公共債務法規定稅收的 5％要
還債，所以 1 年還 65 億元，6 年就要還 390 億元，不是嗎？好，就算他真的還 570
億元，我看確實也還了 570 億元，這樣是不是多還 180 億元？先前超收的土地增值
稅 300 多億元就不講，我就講這幾年，從 104 年、105 年、106 年、107 年，市府調
高土地地價稅和房屋稅的稅率，我看這幾年下來，每一年地價稅增加將近 100 億元
。
陳秘書長志銘：
沒有，怎麼可能那麼高。
王議員世堅：
房屋稅也增加了……
陳秘書長志銘：
房屋稅的課稅水準 1 年就是 150 億元上下，不可能增加那麼多。
王議員世堅：
好，150 億元上下，我少講一點，就打個 65 折，1 年多收 100 億元好了。
陳秘書長志銘：
不可能，這樣就變成前任市長超收房屋稅 50 多億元。
王議員世堅：
你們的房屋稅沒增加嗎？
陳秘書長志銘：
960

臺北市議會公報

第 124 卷

第6期

有增加，但沒增加那麼多。
王議員世堅：
地價稅沒增加嗎？
陳秘書長志銘：
有增加，也沒增加那麼多。
王議員世堅：
地價稅從 1 年 270 億元……
陳秘書長志銘：
對，現在的規模就是 270 億元。在早期也是 200 多億元。
王議員世堅：
房屋稅至少增加 30 億元。
陳局長家蓁：
房屋稅從 103 年 120 幾億元到現在大概是 140 幾億元。
王議員世堅：
增加 20 幾億元。
陳秘書長志銘：
對。
王議員世堅：
1 年房屋稅增加 20 幾億元。地價稅的部分，你自己說好了。你們給我的資料「
落落長」(台語)一大堆。
陳局長家蓁：
地價稅從 103 年大概 220 幾億元到 108 年是 270 幾億元。
王議員世堅：
我就講低的部分就好，我的資料是 290 億元，就算是 270 億元，地價稅增加 50
億元，房屋稅就算增加 20 億元就好，總共增加 70 億元，6 年增加 420 億元。
陳秘書長志銘：
不是這樣算的。
王議員世堅：
單單這 2 筆財產稅，你們就比歷屆市長增加 420 億元。
陳秘書長志銘：
向議員報告，不是這樣算的。
王議員世堅：
你們只不過多還了 180 億元，有什麼了不起。有必要拿來「臭彈」嗎？秘書長
，你是學財務會計的，應該很清楚。
陳秘書長志銘：
議員，算法不是這樣算的。
王議員世堅：
當年蘇建榮局長坐在那個地方，我跟他講了之後，我個人覺得他那時候心裡很
難過，覺得市長怎麼是這樣？他聽我的勸告，也覺得很汗顏。我跟他說：「蘇局長
，你跟錯人了，不要再助紂為虐，趕快棄暗投明」，結果沒幾個月他就辭掉局長職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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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秘書長志銘：
我給議員一個數字，好不好？
王議員世堅：
他逃出柯市長身邊以後，當時的蘇局長……
陳秘書長志銘：
我知道，他現在擔任財政部部長。
王議員世堅：
他現在貴為財政部部長。為什麼？因為他就是在議員質詢的時候，議員跟他一
筆一筆細對資料，他認為不應該有那樣的長官、那樣的市長去竊取、收割每位市民
的功勞，然後說是市長幫市民省錢、幫市府省錢。
我說柯市長「臭彈」，沒有亂講。他說是精實管理，其實在上任的時候，他就
說歷任市長都追加工程款，而且是胡亂追加。他還表示任內的市府工程絕對不追加
預算。秘書長，你自己說柯市長任內有多少工程追加預算？
陳秘書長志銘：
應該這樣講，追加的預算數是最少的。如果是說 0 追加，這我不敢保證。
王議員世堅：
你先說他任內的市府工程有沒有追加嘛！
陳秘書長志銘：
我要這樣講，任何市長都有追加預算，但他是追加最少的。
王議員世堅：
你自己說的，每位市長都有追加預算。
陳秘書長志銘：
是的。
王議員世堅：
從李登輝、陳水扁等歷屆市長以來都有追加預算，但他為什麼要「臭彈」講那
些話？他當時的說法，是把工程款的追加認為是十惡不赦，要打入地下十八層地獄
。
陳秘書長志銘：
有需要還是要追加，實務上就是這樣子。
王議員世堅：
3 年前我就質詢永樂市場的事情，你也知道。
陳秘書長志銘：
我知道。
王議員世堅：
永樂市場一個很簡單的外觀變裝工程，只有 8,000 萬元的預算而已，柯市長說
不追加工程款，結果設計錯誤，造成地板隆起。當發現設計錯誤，你們就應該怎麼
樣？第 1 個，趕快變更設計，若實質上是地板隆起，就趕快變更工法。第 2 個，趕
快辦理追加減預算。第 3 個，追究建築師的責任，因為他勘察不實、設計錯誤。是
不是這樣？
陳秘書長志銘：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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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議員世堅：
結果你們統統不做，為什麼？因為柯市長說任內工程都不追加，結果那個工程
就擺爛，拖了兩年多，最後怎麼解決？秘書長應該知道吧？最後的解決方法很簡單
，就是再去擬一個新的工程，後面工程追加一個六角窗、新的外觀戶外電梯工程。
你們用一個新工程來解決舊工程的問題。天啊！這個叫做什麼？
如果追加都是錯誤、罪惡的話，柯市長這麼做叫做造假，請問造假是不是比追
加膨脹更可惡？為什麼？因為增加社會成本。其實你們應該趕快追究責任、趕快變
更設計，在追加減之後，事情就解決了，不要浪費社會成本，不要浪費所有公務員
還有市民們的時間、資源，不是這樣嗎？
秘書長，我希望你鼓起勇氣。在我看，你也是正人君子，而且你在市府內的局
處首長中，大概是唯一一位仕途還算是一帆風順的首長。
陳秘書長志銘：
不敢，謝謝議員。
王議員世堅：
柯市府的局處首長汰換率那麼高，你不但可以碩果僅存，還可以繼續升職；你
過去曾經是知識份子，跟蘇建榮部長一樣。
陳秘書長志銘：
我給議員 1 個數字。
王議員世堅：
你受過專業訓練，能不能在柯市長要「臭彈」、大嘴巴、掠奪市民眾人之美的
時候，請他謹言慎行。
陳秘書長志銘：
絕對不是這樣子，其實議員要看稅課收入，看它占整個歲入的百分比。市府來
自市民的稅課收入的百分比是歷屆最低的，這數字您可以作一個比對，從以前的百
分之八十幾……
王議員世堅：
市政府收到市民的納稅錢，不管是地價稅、房屋稅、土地增值稅或契稅等財產
稅是歷屆市長最高的。
陳秘書長志銘：
您要看稅的結構。
王議員世堅：
在我看，市府的開銷沒有任何的減損，柯市長講的所謂精實管理，把不必要的
浪費砍掉，可是至少到現在為止，我沒有看到他精減任何案子，反而浪費了社會資
源、浪費其他不必要的時間耗損。
陳秘書長志銘：
審查預算時，我們每年內部都刪減掉好幾百億元，都是自己內部先審再送議會
審議。
王議員世堅：
你拿出風骨就對了，我總質詢再質詢你這件事。
陳秘書長志銘：
好，謝謝議員。
963

臺北市議會公報

第 124 卷

第6期

林議員世宗：
2 位請回座。
陳秘書長志銘：
謝謝議員。
林議員世宗：
請產業發展局局長上臺；我有請畜產公司董事長列席，請上臺。
產業發展局林局長崇傑：
議員好。
林議員世宗：
時間暫停。畜產公司董事長來了嗎？
林局長崇傑：
有。
林議員世宗：
董事長，請教你尊姓貴名？
台北畜產公司莊董事長金安：
姓莊。
林議員世宗：
董事長就任多久？
莊董事長金安：
大約 2 個月。
林議員世宗：
你有沒有支領薪水或其他特支費、交際費？
莊董事長金安：
薪水在公司，我現在都沒有領。
林議員世宗：
1 年大概領多少錢？有沒有？
莊董事長金安：
我只到任 2 個月，不曉得。
林議員世宗：
不曉得？
莊董事長金安：
對。
林議員世宗：
你連有沒有領薪水、有沒有特支費都不知道？你擔任董事長的責任是什麼？目
標是什麼？
莊董事長金安：
服務的。
林議員世宗：
服務的？
莊董事長金安：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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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議員世宗：
你要服務什麼？
莊董事長金安：
公司。
林議員世宗：
請教董事長，畜產公司董事會 11 席董事裡面，有 2 席董事因為賄選被判刑，另
外還有 1 席監事也是因為賄選被判刑，請問有賄選被判定的董監事在董事會裡面，
這樣合法、合情、合理嗎？董事長，可以嗎？他們是來做事的還是來貪腐的？請說
明。
莊董事長金安：
不曉得要怎麼回答。
林議員世宗：
時間請暫停。
莊董事長金安：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林議員世宗：
你不知道怎麼回答我？你不是說是來服務的嗎？我再請教你，畜產公司有多少
固定資產？有多少變動資產？
主席，時間請暫停，這樣我怎麼質詢？我一問三不知，這樣我質詢什麼？
莊董事長金安：
我們的資產是 5,000 萬元。
林議員世宗：
你們不是有固定資產和變動資產嗎？董事長，我告訴你，若要進廚房，就不要
怕熱，要抱著服務和改革的心來。你現在連畜產公司多少固定資產和變動資產都不
知道，總收入多少也不知道，你剛剛說的 5,000 萬元是畜產公司的總收入。
你 1 個月的薪水是 8 萬元，加上特支費和推廣費，1 年收入二百六、七十萬元
，占公司總收入 5.2％以上，你應該拿了錢要來做事。請教你，現在整個畜產公司
的問題出在哪裡？你什麼都不知道。
董事長，我問一個簡單的問題，你到市場買雞，1 斤雞多少錢？你沒吃過雞肉
，也看過雞走路吧？你也不知道。1 隻雞要多少公斤才能買回來在餐桌上吃？
主席，這樣我怎麼質詢？時間請暫停。
主席：
請幕僚儘快協助。
莊董事長金安：
雞是土雞還是肉雞，這 2 種的價格就不一樣。
林議員世宗：
我問你土雞多少錢？肉雞多少錢？
莊董事長金安：
土雞大概 1 斤 200 多元，比較貴。
林議員世宗：
200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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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董事長金安：
對。
林議員世宗：
大約多大、幾公斤才能上餐桌？
莊董事長金安：
土雞大約 2 斤多。
林議員世宗：
肉雞呢？
莊董事長金安：
肉雞要大隻一點。
林議員世宗：
這都是你說的，但是為什麼畜產公司收管理費，1 隻雞才 2 公斤重，1 斤才用
70 元交易，這樣的管理是對的嗎？而且 1 隻雞市價幾百元，你們的管理費才收 1.9
元，這樣合理嗎？
我再請教你，殺 1 隻雞要多少錢？你什麼都不知道。董事長，我不想質詢你了
。我在此告訴你，你既然貴為畜產公司的董事長，而畜產公司這麼多事情你卻完全
答不出來，你對公司完全沒了解，只坐領薪水，對改革完全沒有期待、沒有規劃，
而且沒有策略。局長，這樣怎麼辦？
林局長崇傑：
我比較關鍵的是總經理，因為主要是總經理在執行工作。
林議員世宗：
畜產公司根本沒有總經理，是代理總經理。
林局長崇傑：
目前是代理，我們正在積極尋找。
林議員世宗：
董事長，我們素昧平生，我是對事不對人，我在這邊跟你說，在總質詢之前，
你要把我的問題，包括如何改革畜產公司、管理費和屠宰費還有其他任何收費的細
項？如何翻轉畜產公司，讓它公平、公正、公開？不要讓畜產公司跟特定人士掛勾
、糾扯不清，圖利特定人士。以上都要說明清楚，我會在總質詢利用 20 分鐘的時間
好好問你，這樣可以嗎？你可以備全部的幕僚到議會，可不可以？
莊董事長金安：
可以。
林議員世宗：
那就等著，我現在邀請你 11 月 6 日到議會備詢。請回座，跟你講沒有用。
請政風處同仁上臺。
董事長，我不為難你，我們 11 月 6 日見，請回座。要記得，怕熱就不要進廚房
。
局長，我今天請政風處同仁來，就是要把很多事情釐清楚。請教你，全臺北市
的農會系統主管單位是不是產業發展局農業發展科？
林局長崇傑：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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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議員世宗：
沒錯吧！至於入會會員的基本資料，它有一個法則作規範，你知道嗎？
林局長崇傑：
中央農委會有訂一個……
林議員世宗：
好，我讓你看一下 PPT，請政風處同仁也看一下。
局長，基層農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第 2 條規定得很清楚，入會資格要 20
歲以上，同時要有 0.1 公頃的耕作面積。如果沒有 0.1 公頃耕作面積，就要是依法
令核准之室內固定農業設施，面積 0.05 公頃以上從事農業生產者。換言之，就是實
際耕作面積要有 300 坪，如果是室內的農業設施，經過法令核准的要有 150 坪，局
長，這是不是個指標？
林局長崇傑：
有一個資格審查標準。
林議員世宗：
對，就是一個指標。現在請你看空照圖，在裡面有標註的是鐵皮屋和違建。
第 2 張，這個也是。
第 3 張，這個就是在富安段裡面。請往下看，1 張、2 張，大概有二、三十個地
方，完全不符合 0.1 公頃農業專用的條件，但為什麼這些人可以申請為農會會員？
你們身為主管機關，為什麼不加以處理讓這種事情發生？
請局長再往下看，還有更離譜的事，0.1 公頃耕地是基本的硬指標，但在新安
段 2 小段的這筆土地只有 900 坪，就是 0.3 公頃，為什麼可以容納 5 個會員？這是
一翻兩瞪眼、黑白是非，局長，這樣可以嗎？政風處，這樣可以嗎？
下一張，我再給你們看最離譜的，這是在菁山段 2 小段的這位農會會員，根本
連土地都沒有，因為他的土地已經賣給建設公司。
請你們再看下一張，他都沒有土地，竟然可以成為農會會員，可以參與選舉，
影響選舉的結果。局長，這要怎麼辦？類似這種問題，我可以舉七、八十個例子，
你要怎麼處理？
林局長崇傑：
我們是督導機關，我會請農業發展科作處理。
產業發展局農業發展科呂科長丘鴻：
我們會去督導。
林議員世宗：
我在這邊請局長承諾，在公布會員名冊之前的最近一、兩周之內，你們發文給
士林區農會以及其他相關單位，你們去實地勘察，然後把真相是非找出來。政風處
同仁也在這裡，我在這邊具名檢舉他們有相互勾串圖利之嫌，而且有偽造文書及種
種背信之嫌，局長，你們是不是在 2 周內查清楚？
林局長崇傑：
好，資料是不是可以會後提供給我們？
林議員世宗：
資料我這裡一大堆，你們來拿。
林局長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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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林議員世宗：
政風處，可不可以？
局長，要公平、透明、公開，否則產發局就會有跟人家勾串之嫌。政風處要好
好查一查，我在總質詢會請處長說清楚，可不可以？
政風處第二科熊科長永明：
可以。
林議員世宗：
局長，這樣可以嗎？
林局長崇傑：
是。
林議員世宗：
科長，可以嗎？
呂科長丘鴻：
是。
林議員世宗：
請回座。請動保處處長上臺。
動物保護處宋處長念潔：
議員好。
林議員世宗：
處長，你是專業人士，我很敬重你，而且我覺得專業人士愛護流浪貓、狗，就
值得肯定，但是在行政措施上也要有為有本，不能失去本份，這你知道嗎？
宋處長念潔：
我知道。
林議員世宗：
依你們給我的資料，不算流浪貓，臺北市目前有五、六千隻流浪狗，結果你們
沒有任何的方式可以改善這些過程，一味 Focus 在你們要做的動物之家裡面，這樣
跟動保處保護動物的大原則是背道而馳，這樣是不對的，處長同不同意？
宋處長念潔：
我同意。
林議員世宗：
你們要蓋一個動物之家，我支持，但要規劃周延，價格合情合理，而且要公開
透明，不要圖利特定人士。
請你看一下畫面，這裡的中繼之家只有 628 坪的鐵皮屋，只用 1 年半就要再遷
回來，造價卻要 7,910 萬元，平均 1 坪造價要 12.6 萬元，而且還是鐵皮屋。處長，
這樣說得過去嗎？
最可悲的是什麼？蓋 1 座鐵皮屋，監工費要 500 萬元，管理費要 200 萬元，真
的是見鬼啊！處長，這要不要改變？要不要再想一想？
下一張，主建築物 3,880 坪，平均 1 坪造價要 18.5 萬元。我告訴你，專案住宅
地下 2 層、地上 14 層，1 坪造價也不過是 15.5 萬元，所以你們這樣做講得通嗎？
處長要聽好，最主要的，現在動物之家裡面就有八、九百隻貓狗，結果你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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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六、七億元這麼多錢要蓋新房舍，竟然只能容納 500 隻流浪狗和 250 隻貓，這樣
地短視近利，不顧後續整體動保的發展，這樣對嗎？要不要去改變它？把容置率調
整到最大，讓更多的流浪貓狗可以安身立命，而且在價格上和品質上能夠達到公平
和公開，這樣才能落實保護動物和愛惜動物，不是現在這樣子，這就如剛剛王世堅
議員所說的浪費公帑。
處長，要不要改變一下？請你好好跟市長研究一下，也跟你們的團隊研究一下
，總質詢要給我一個答案。
宋處長念潔：
議員所提的所有事情我都會記住，我也會研究這裡面的情況，我知道我們的動
物真的很多。
林議員世宗：
你知道缺點就好，我支持你們蓋動物之家，但是我不支持花費這些錢卻蓋只能
容納七百多隻的流浪貓狗的收容中心，不論你有再大的理想、再大的感覺，這樣是
不對的，你要現實、規劃和資金跟寵物的保護結為一體，這樣才是合情合理。處長
，不是好高鶩遠、充滿幻想就可以了，好不好？
宋處長念潔：
好。
林議員世宗：
處長請回座；請資訊局局長上臺。
資訊局呂局長新科：
議員好。
林議員世宗：
局長，你是資訊管理專家，現在貴為臺北市政府資訊局局長，我告訴你，這個
地方是過客，也不是你的終身職，但既然來了，就要以服務為本，要多做好事，不
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要多留一點功德，在臺北市的資訊領域裡面，讓資訊
可以逐漸落實發展，我在此苦心跟你相勸。監視器的傳輸臺北市政府有原罪，但現
在不討論它。請問你，傳輸的前端辨識和後端辨識的不同在哪裡？
呂局長新科：
前端辨識就是在前端採集到影像以後就進行辨識和在地端儲存；後端辨識是必
須採集到訊息以後，它要把影像後送到後端，在後端做相關的辨識。
林議員世宗：
只是安置不同，但其實功能相同，對不對？
呂局長新科：
二者在功能架構上的佈署是不一樣，而且功能屬性也會有點不一樣。
林議員世宗：
其他縣市警察局的監視器都屬前端辨識，可以撙節傳輸費用。前端辨識的最大
好處是設備小、傳輸功率少；後端辨識是設備複雜、傳輸功率大，所以既得利益的
廠商永遠咬住它的利益，講一些所謂要做企業型傳輸，要用後端辨識，不然影像會
不清楚，而且操作也有困難。拿這些外行話欺騙內行人，然後牟取已經有的暴利，
而且咬住不放。結果你們跟他們起舞，完全招架不住，等於是同路人。局長，這樣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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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訴你，過去的事不提，我已經跟你們討論那麼多次，未來你有機會做新的
建置，然後有新的改變計畫，把以前不公不義的事從現在來做改變。為什麼要改變
？請警察局犯罪預防科科長也上臺聽。因為從後端辨識改為前端辨識根本是技術上
的問題，包括現在舊有整個排序的監視器實體，都可以一線多傳輸。警察局不是專
業但他們很明白，都可以降低二、三千個鏡頭，撙節傳輸成本，所以你們真正面臨
整個臺北市 1 萬 6,177 支的監視器改裝的時候，應該要公開透明，尤其是對於傳輸
這種不公不義的狀況更應該要導正過來，局長知道嗎？
呂局長新科：
其實所有的系統架構設計是根據我們場域的需求以及偵防需求衍生出來的，那
個架構被定調以後，它過去的建置跟維護就是這樣。
林議員世宗：
現在的傳輸線已經佈署好了，未來新的監視器架構裝上去之後，用原來的傳輸
系統就可以改成前端辨識，根本不用花什麼錢，你們一直執著不前，就會被利益團
體咬住，甚至被民眾認為你們有一丘之貉之嫌，不是這樣子嗎？你口口聲聲跟我說
要擺脫被惡質廠商掐住脖子的情況，現在這是個機會，所以應該就專業的部分召開
公聽會，請專家學者針對傳輸的問題、前端辨識和後端辨識要如何處理的問題。
呂局長新科：
針對這件事，市府府級非常重視，所以讓我們成立一個外部的專家小組，大概
有 12 位成員，這個部分就每個面向已開了 13 次會議。
林議員世宗：
請問後端辨識改成前端辨識有技術上的困難嗎？
呂局長新科：
技術可行，沒有困難，但是地端的做法，它的限制在於要採集資料的時候，必
須到前端去採集資料，而且前端有這樣的設備的話，它的維護成本會變高。
林議員世宗：
你現在就是明顯站在特定財團的立場，而不站在市民的立場以及撙節費用的立
場講話，對不對？技術沒有問題，原來的傳輸線不用重新變更，只是新的鏡頭、新
的架構。我認為你們這次將監視器改成 200 萬畫素，整個結果和招標的過程當中，
如果把保固的問題處理好，就是比較公正、公開的作為，比 10 年前公開透明很多，
而且思考的層面比較大，但唯獨你們在傳輸的部分跟特定人士的關係沒辦法解決。
既然可以將後端辨識改為前端辨識，不影響大的層面，犯罪預防科科長也在這
裡，你們要深思熟慮，利用這個機會好好做。郝龍斌因為做錯了事，跟台智光公司
掛勾，被罵了 10 年，你不要因為幫柯文哲出主意，讓他以後也變成罪人被罵 10 年
。
局長、犯罪預防科科長，我的質詢時間快到了，在財政建設部門質詢完之後、
總質詢之前，就由局長來召集召開公聽會，針對前端辨識和後端辨識問題，讓學者
專家來公評，可不可以？犯罪預防科科長覺得如何？
呂局長新科：
我們會再開一次會……
林議員世宗：
你敢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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