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101 年度施政績效成果報告
重要施政項目
壹、財務行政
一、財務管理
(一 )切實 掌握財源
並予妥善運
用，使各項市
政建設能順利
發展。
(二 )加強 財務行政
管理，嚴格控
制支出，促使
各項經費經濟
有效使用。
二、歲入管理
(一 )加強 稅外收入
之管理，充裕
庫收。

(二 )嚴密 管理各項
收入憑證，防
止意外或不法
情事發生。
三、債務管理
辦理公債籌劃
發行與還本付
息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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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歲入預算數為 1,151.98 億元，其中稅課收入 619.68 億元，
非稅課收入 190.90 億元，補助收入 341.40 億元，粗估決算數 1,052.77
億元，預算達成率為 91.39%。

在歲入方面加強督促機關各項收入繳庫事宜，歲出方面嚴格審查各項
經費支出並確實執行。

1.除督導各機關將各項規費、罰鍰、信託管理、財產、營業盈餘及事
業、捐獻及其他收入等，依照規定繳庫外，頒訂「高雄市政府各機
關爭取中央補助款績效考核獎懲要點」及「高雄市政府行政罰鍰作
業及考核要點」，督促各機關積極爭取中央補助及落實公權力之執
行，加強各項行政罰鍰之催繳，以增加市庫收入。
2.積極爭取中央儘速在健全地方財政法制方面完成「財政收支劃分
法」及「公債法」修法，亦本財政自我負責精神，訂頒「高雄市政
府開源節流措施」並成立推動專案小組，由本府秘書長擔任召集
人，101 年度已召開 4 次專案小組會議，透過各項開源節流措施推
動，達到改善本市財政之目標。
督導各機關確實依「高雄市政府收入憑證使用管理要點」規定辦理，
於 101 年度分期辦理就地查訪作業，查訪機關如海洋局、消防局、都
發局及交通局等機關，針對查訪後部分未符規定之機關亦函請儘速檢
討與改善。

1.101 年度分別於 11 月 15 日及 12 月 13 日發行 101 年度第 1 期公債
（5 年期、125 億元、票面利率 1.02%、零息無實體債券）及第 2
期公債（10 年期、109 億元、票面利率 1.25%、附息無實體債券），
發行利率均創本府新低，為本府節省利息支出。
2.以公開詢價方式，依各銀行提報最低利率作為借款銀行之參考資
料，隨時辦理債務轉換及啓動利率協商機制，以節省利息支出，加
強債務管理。101 年度約節省利息支出 5,1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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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稅務金融管理
一、一般金融管理
(一)高雄銀行公股
股權管理

(二)動產質借所管
理

二、基層金融管理
(一)信用合作社社
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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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高雄市政府投資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公股股權管理要點」，
業經本府 101 年 12 月 11 日第 9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暨 101 年 12 月
20 日高市府財稅金字第 10133104600 號函頒生效。
1.本府 101 年 7 月考核該所 100 年度經營績效，成績 84.36 分，列為
甲等。
2.101 年 1 月及 7 月抽查質借品安全管理及存貨控管情形，抽查結果
正常，未發現錯誤疏失之情形。
3.現行質借放款利率為月息 9 厘，發揮平衡民營當舖高利之功能。
4.101 年度總收質人次 3 萬 9 千餘人，收質件數 12 萬 1 千餘件，總
放款金額為 14 億 5,150 萬元。
5.101 年度盈餘預算數為 1,086 萬 6 千元，截至 12 月底稅前盈餘 1,786
萬 7 千元，全年預算達成率 164.43％。

1.本市第三信用合作社均依照章程規定，定期召開理、監事、社務會
議暨社員代表大會，聽取各項工作報告、業務報告，審議各項提案。
2.人事升遷任用確實依照人事管理規則規定辦理，並督促加強員工職
前及在職訓練。
3.督促建立各項制度，加強社員合作教育及增進社員福利。

(二)信用合作社業
務管理

1.本市第三信用合作社存放款及代理業務均依規定辦理，經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檢查之經營缺失事項，除監督檢討改善並予追蹤考核。
2.每月依據業務報告分析經營狀況，督導改善。
3.本年度派員查核第三信用合作社本、分社共 5 家變現性資產，尚未
發現重大違失情形。
4.督導信用合作社於努力拓展業務外，並配合政府政策提高備抵呆帳
提撥率、積極轉銷呆帳，101 年度逾放比率已有逐年下降之情形。

(三)信用合作社財
務管理

督導本市第三信用合作社辦理增股，充實自有資金，輔導監事會監察
各項開支，糾正不當開支，並加強稽核，防範舞弊之發生及開源節流
改善財務結構。

(四)農、漁會信用
部管理

1.督導農、漁會信用部依據政府金融法規辦理信用業務並追蹤考核。
2.督導農、漁會信用部積極清理逾期放款，加強催收提升經營體質，
101 年度逾放比率持續改善。
3.督促追蹤金檢缺失改善情形。另配合海洋局及農業局辦理年度考
核。
4.本年度派員查核農漁會本、分部共 33 家變現性資產，尚未發現重
大違失情形，並督導其確實辦理缺失改善後彙報行政院農業金融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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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稅務行政管理
(一)修訂稅務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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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縣市合併後重新制定「高雄市使用牌照稅徵收自治條例」
、
「高雄市
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高雄市娛樂稅徵收自治條例」等 3 項法
規，已於 101 年 3 月 12 日公布。另「高雄市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減免地價稅房屋稅及契稅自治條例」於 101 年 6 月 28 日公布，
其相關之「高雄市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減免地價稅房屋稅及契稅
自治條例施行細則」亦於 101 年 9 月 13 日公布，合併後已完成相
關法規之立法程序。
2.努力開拓新財源，依據地方稅法通則，制定「高雄市土石採取景觀
維護特別稅徵收自治條例」法規草案，於本年度先後與海洋局、水
利局與經濟發展局召開會議研商，並規範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
之課稅範圍、納稅義務人、課徵方式及徵收標準等規定，業經本府
101 年 9 月 4 日第 8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並函請本市議會審議，
於本年 11 月 27 日財經委員會審議決議提大會公決。

(二)加強稽徵業務

本市 101 年度市稅預算數為 369.4 億元，截至 101 年 12 月底止實徵
淨額累計數 309.45 億元，達成率為 83.8﹪。

(三)欠稅管理

本府稅捐處積極戮力加強清理欠稅，101 年度計徵起 7 億 5,780 萬元。

參、菸酒管理
一、菸酒稽查業務

二、菸酒宣導業務

1.依據本府 101 年度菸酒查緝抽查計畫，應抽查菸酒製造業、進口
業、批發買賣業、販賣或使用未變性酒精業者共 614 家，截至 12
月 31 日止，共抽檢業者 803 家，執行率 133.83%。
2.101 年查獲涉嫌違反菸酒管理法案件截至 12 月 31 日共 153 件，查
扣違規酒品累計為 84,184﹒19 公升，市值為 1,450 萬 2,014 元；
查扣違規菸品部分累計 2,288,885 包，市值為 1 億 493 萬 225 元，
查獲違規菸品成績斐然。
3.101 年菸酒專案查緝績效如下：
(1)配合財政部春節前私劣菸酒專案查緝，經評定查獲私劣菸績效為
全國第 1 名，及查獲私劣酒績效為全國第 3 名。
(2)配合財政部端午節前私劣菸酒專案查緝，經評定查獲私酒績效全
國第 1 名，及查獲低價酒績效為全國第 2 名。
(3)中秋節前私劣菸酒專案查緝，經評定查獲私劣菸品績效全國第
2 名。
(4)配合財政部第 1 次不定期私劣菸酒專案查緝，經評定查獲私劣菸
績效全國第 1 名、低價酒績效為全國第 1 名，及查獲私劣酒績
效為全國第 3 名。
1.101 年辦理菸酒法令宣導區分為動態及靜態如下：
(1)動態方面：校園宣導（45 場次）、民眾法令宣導（214 場次）、
業者法令宣導（89 場次）合計宣導場次為 348 場次，人數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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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00 人，並主動積極規劃朝多元化方式進行，如青少年校
園宣導及主動邀請藝文團體及弱勢團體表演，於宣導活動中融
入文化、關懷及慈善公益表演，以擴大宣導效果。
(2)靜態方面：
A.2 月 17 日於台灣原民報，刊載財政部認可「優質酒類認證標章」
及相關菸酒管理法令常識之宣導廣告。
B.3 月 26 日於台灣時報，刊載財政部認可「優質酒類認證標章」
及菸酒管理法令常識之宣導廣告。
C.4 月 15 日於「101 年高雄市社區報季刋」
，刊載財政部認可「優
質酒類認證標章」及菸酒管理法令常識之宣導廣告。
D.4 月 16 日於「臺灣時報」
，刊載菸酒管理法令常識之宣導廣告。
E.4 月份委外製作「買酒看標誌平安無代誌」之紅布條計 500 條，
提供環保局於 6 月 1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加掛於清潔車輛，以擴
大菸酒法令宣導效果。
F.5 月 22 日及 5 月 29 日於「臺灣新生報」
，刊載菸酒管理法令常
識之宣導廣告。
G.5 月 24 日於「新新聞」週刊刋載菸酒法令宣導。
H.結合高雄捷運通路如捷運燈箱、多媒體電視跑馬播放及客製化
票卡等，以擴大菸酒法令宣導層面，提高成效，計約可達
9,000,000 宣導人次。
I.6 月 5 日及 6 月 22 日於「臺灣新生報」，刊載菸酒管理法令常
識之宣導廣告。
J.7 月份委託港都電台製播菸酒法令宣導，並搭配新聞置入及節
目口播等方式宣導菸酒法令。
K.7 月 13 日及 7 月 20 日於「少年中國晨報」
，刊載財政部認可「優
質酒類認證標章」及相關菸酒管理法令小常識之宣導廣告。
L.8 月 11 日配合市府農業局辦理「101 年大崗山龍眼蜂蜜文化節」
並結合財政部國庫署共同至活動現場辦理相關菸酒法令宣導事
宜。
M.正聲電台自 8 月 15 日起至 11 月 14 日止製播 2 則菸酒法令宣
導，並搭配新聞置入及節目口播等方式宣導菸酒法令。
N.9 月份委託快樂電台製播菸酒法令宣導，並搭配新聞置入及節
目口播等方式宣導菸酒法令。
O.11 月份委託中國廣播電台製播菸酒法令宣導，並搭配節目口播
方式宣導菸酒法令。
P.12 月 15 日及 12 月 24 日於「臺灣時報」
，刊載菸酒管理法令常
識之宣導廣告。
2.101 年度分別於 3 月、4 月、6 月、9 月、10 月及 11 月辦理菸酒辨
識研討會，合計 6 場。
二、菸酒案件處理業 101 年度分別於 6 月、9 月、11 月及 12 月共辦理 5 次銷毀已判決（裁
務
處）之沒收、沒入物品，總計銷毀私酒 34,227.2 公升，私菸 320 萬
4,516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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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公用財產管理
一、賡續清理非都市 原高雄縣縣有及鄉鎮有之市有土地，屬非都市計畫土地甚多，因土地
計畫市有地，維 未編定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暫無法指定管理機關，已依地政局提
護市有財產權益 供之地籍資料，逐筆釐清使用分區後，目前已指定 213 筆業務權責單
位管理，尚未指定部分將賡續清理。
二、賡續推動「高
雄市市有財產
管理資訊系
統」之運用

市府各機關學校已將財產資料納入系統管理，101 年度已全面使用「市
有財產管理資訊系統」執行財產管理相關作業。為配合縣市合併後地
政代碼整編轉正及定期將本府經管之國有地資料上傳國產局，目前系
統功能配合擴充軟硬體設備作業。

三、不動產與動產 督導府屬各機關學校公用財產管理：
管理
1.完成 101 年度公有財產管理業務檢查。辦理本府所屬機關學校財產
管理業務檢查，藉以發掘問題、檢討得失，以期增進業務管理能力，
健全市有財產管理制度，101 年度下半年計抽查鳳山戶政事務所等
13 個單位，並將檢查結果函送本府所屬機關學校據以參考改善
（進）。
2.辦理財產管理教育訓練，強化財產管理績效。為加強市府各機關學
校財管人員對市有財產系統操作之熟悉度，101 年度辦理市有財產管
理資訊系統操作研習，參加人數共約 400 人。另為加強市有財產之保
管、使用、收益、處分與利用，針對財管人員舉辦教育訓練，總計受
訓人數約 1,000 人，藉此導正財產管理部分缺失及解決問題，增進財
產管理人員財產管理知能與常識，並提昇財產使用效能。
3.促進資源再利用，增裕市庫收入。為達到有效使用公用財產，宣導
各區公所報廢物品，多利用「高雄市政府戀舊拍賣網」交易（換）平
台，以促進資源再利用，並增裕市庫收入。截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止，共計拍賣 1330 項物件，總金額約 223 萬元。
4.縣市合併後續用之法規均已制（訂）定完竣。「高雄市市有財產管
理自治條例」、「高雄市市有眷舍房地加速處理要點」、「高雄市
政府市有報廢動產網路拍賣作業須知」及「高雄市政府公有財產管
理檢查與獎懲要點」等法規，已於 101 年 12 月 24 日前制（訂）定
完竣。
四、辦理市有閒置 為積極處理閒置或低度使用之老舊眷舍所造成長期周邊環境髒亂及
老舊眷舍土地 影響都市景觀等問題，已訂頒「高雄市市有眷舍房地加速處理要點」
，
處理
將加速收回閒置或低度使用之市有眷舍房地，並藉由土地開發手段，
達到土地活化利用並增加強度及價值，除增裕市庫收入，改善財政狀
況外，並可促進區域發展及帶動本市經濟繁榮。
伍、非公用財產管理
一、讓售市有土地

1.已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或畸零地予以讓售。
2.101 年度總計出售 6 億 6,393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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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 年度房租收入 3 萬 6,688 元。
2.101 年度土地租金收入 1 億 9,512 萬元。
3.101 年度違約金收入 206 萬 152 元。

三、無權占用市有 追收被占用市有非公用土地使用補償金，101 年使用補償金收入
非公用財產收 3,082 萬元。
取使用補償金。
陸、非公用財產開發
一、市有非公用房地 財政局經管之市有非公用不動產，面積 1,650 平方公尺內得以出售之
標售作業
部分，完成處分程序後，101 年度計辦理 5 次公開標售，收入 5.6 億
元。
二、市有非公用房地 101 年度計辦理 4 次市有非公用房地標租作業，計出租 5 筆土地，年
標租作業
租金收入 6,853 萬元。
三、市有非公用房地 101 年度辦理龍北段 22 地號設定地上權公開招標作業，由京城建設
設 定 地 上 權 作 以權利金 2 億 2 萬元得標，地上權存續期間 50 年，第 1-2 年年租金
業
收入 86 萬元，第 3-50 年年租金收入 143.6 萬元。
四、閒置空地出借設 1.101 年度提供交通局借用開闢為臨時停車場計 44 筆，面積 2.4 公
置停車場及辦
頃。
理綠美化作業
2.101 年度提供區公所借用辦理綠美化計 72 筆，面積 1.7 公頃。

柒、集中支付及市庫
現金管理
一、支付作業管理

1.嚴格控制預算，促使庫款靈活調度：
(1)建立各機關（工作計畫）歲出分配預算餘額資料檔，作為辦理
支付之依據。
(2)市庫代理銀行將各機關學校收入繳款資料 （保管金繳款書
16,740 件、特種基金繳款書 74,569 件）
、支出收回資料 11,937
件，匯入電子支付作業系統，作為辦理支付之依據。
(3)編製各類支付報表，提供上級決策參考。
2.加強支付資料審核，確保庫款安全，提供正確、迅速付款服務：
(1)複核、簽放各機關學校付款支付資料 258,053 件。
(2)複核各機關學校轉帳資料 4,245 件、移轉資料 139 件。
(3)本年度支付淨額計 407,416,264,678 元。
(4)提供支付資訊予各機關學校隨時查詢核對。
3.檢討訂定行政規則，作為支付作業依循：
新訂「高雄市政府委託市庫代理銀行簽發市庫支票管理要點」
、
「高
雄市市庫集中支付電子作業處理要點」及「高雄市市庫集中支付電
子作業緊急應變措施」
，分別於 101 年 10 月 4 日、10 月 11 日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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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8 日函頒生效，並刊登市府公報。
二、支付系統及市庫 1.全年支付筆數 368,950 筆，簽發市庫支票 21,674 張，其中領回轉
現金管理
發支票 20,365 張，自領支票 779 張，郵寄支票 12 張及存帳支票
518 張。
2.受理動態密碼卡及放行憑證之申請、換發共 1,294 件，金額
1,106,300 元，並於支付系統設定使用權限。
3.不定期查核市庫代理銀行受託辦理部分支付業務情形。查核簽發市
庫支票辦理情形 4 次，另查核電子支付作業系統安全控管 4 次。
4.辦理逾 5 年未兌市庫支票繳庫事宜。依高雄市市庫集中支付電子作
業處理要點第 20 點規定，辦理逾 5 年未兌市庫支票繳庫，共繳納
60,780 元。
5.推動採購卡，簡化支付流程：
(1)新訂「高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卡及採購卡管理作業要
點」，並賡續推動各機關學校辦理實體採購卡及網路採購卡業
務。
(2)各機關 101 年度實體卡刷卡金額為 17.18 億元，網路採購卡刷
卡金額為 0.3 億元。
捌、市債管理

玖、債務付息
一、公債利息

支付公債發行及還本付息手續費。透過債務基金按期支付所需費用並
辦理公債還本付息手續。

透過債務基金按期支付所發行公債之利息。

二、支付賒借收入利 支付賒借收入利息。依賒借收入貸款金額及利率辦理利息支付手續。
息
三、支付短期借款利 支付調節庫款收支所舉借短期借款利息。
息
拾、債務還本

償還部分貸款及公債本金。依還本期限辦理償還到期公債及借款本
金。

拾壹、稅捐稽徵與管
理
西區稅捐稽徵
處
ㄧ、稅捐稽徵業務
1.加強推行為民服務工作，定期檢討成效，以落實為民服務
納稅業務
(1)充實改善各項服務及櫃台化作業，俾利民眾洽公，提升服務績
效。
①整合運用將納稅人經常洽辦之 37 項服務項目，集中於全功能
櫃台，落實「一處收件、全程服務」及「單一窗口」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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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自 101 年 12 月起擴增為 104 項，全年計服務 28 萬餘
件。
②結合戶政所、區公所及高雄市區監理所等機關，提供更名、
更址、使用牌照稅、房屋稅、地價稅減免申請書表及設置收
件箱，以利民眾洽辦相關稅務案件，實現「一處洽公，多重
服務」的目標，101 年擴增「巷道用地地價稅減免申請」之
服務，全年計服務 74,941 件。
③為提升服務品質，除平日實施中午不打烊辦公服務外，並於
使用牌照稅、房屋稅及地價稅三大稅開徵期間實施「延時服
務」及「引導服務」措施。
④為照顧離島地區民眾，設立旗津服務台，提供稅務諮詢及核
發各種稅務證明等 35 種服務，全年累計服務 38,997 件。
⑤推行全國首創「稅單健康檢查-讓您稅的安穩」便民措施，
「主
動」協助納稅人檢視稅單，以維護其權益，全年累計服務
69,735 件。
⑥設置「稅易通-客服中心」提供民眾電話語音查詢申辦進度、
預約服務或申辦稅務案件，民眾透過家中或公共電話撥打服
務專線代表號 2293363，服務地點無限延伸。客服中心全年
累計受理查詢、申辦及預約服務 8,490 件。
(2)重新檢修資訊服務網之資料內容與服務功能，導入線上「節稅
健檢系統」、「稅務電子證明系統」、「全國不動產移轉指南」及
「全國不動產移轉書表小幫手」等即時查詢、填表等服務功能，
讓納稅義務人查詢本人稅務資料不受時間及空間限制，線上申
辦全年共 6,966 件。
(3)為提升稽徵服務品質，不斷加強員工各項訓練，以提升本府服
務形象。
①為增進同仁業務之專業素養及技巧，舉辦為民服務及電話服
務禮貌訓練，以增進同仁服務效能，提供優質的服務品質。
○
2 辦理志工專業特殊訓練及座談會，受訓志工計 34 人，藉以加
強志工租稅常識及提升服務品質。
○
3 派員參加市府及人發中心、財訓所辦理之相關為民服務訓練
課程。
(4)辦理民眾意見調查，經由民眾對各項納稅服務或稽徵業務進行
問卷調查，俾能檢討及反映實際作業狀況，以為改進之參考。
①調查對象：設籍高雄市且年滿 20 歲以上之民眾。
○
2 調查時間：自 101 年 7 月 11 日至 7 月 20 日止。
○
3 調查結果：本年度所作意見調查有效回收 369 件。
調查結果顯示如下：
A.整體服務品質滿意度為 90.2%，顯示為民服務的努力獲得民
眾高度的評價。
B.稅務服務項目中以「洽公服務禮儀」最令民眾滿意。
C.有關民眾建議事項，業已轉發相關單位全面檢討，以強化
為民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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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訂定多元化之租稅教育及宣導活動計畫，並確實執行，使納稅人瞭
解各稅稅法規定，加強徵納雙方溝通，以提高納稅意願。
(1)訂定 101 年度租稅教育及宣導工作計畫，並切實執行。
(2)舉辦租稅教育與宣導共計辦理 365 場次：
①宣導租稅法令常識，全年不定期舉辦租稅宣導，不但圓滿達
成租稅宣導任務提升機關形象，更有助稅收及增進徵納雙方
和諧關係：
A.配合節日、節慶，舉如結合「101 年高雄端午龍舟邀請賽」、
「2012 壽山動物園兒童節系列活動」、「感恩母親節租稅宣
導活動」
、
「重陽節聯歡租稅宣導活動」
、
「結合 2013 高雄跨
年租稅宣導活動」等辦理宣導活動。
B.結合市府體育處、新聞局、市立圖書館、客委會、觀光局、
民政局、各區公所等機關大型活動，舉如「2012MIZUNO 高
雄國際馬拉松活動」、「2012 藝想樂園-海洋城市嘉年華活
動」、「2012 高雄夜合季活動」、「好書交換」、「哈雷狂熱搖
滾之旅」、「2012 左營萬年季」等辦理租稅宣導活動。
C.提升市民文藝氣息及生活品質，結合「潮！ROCK2012 旗津
海洋音樂季活動」、「守歲舞台劇」、「2012 高雄戲獅甲藝術
節」、「讓愛飛翔音樂暨菸酒法令宣導活動」、「夢想起飛幸
褔 101 關懷弱勢族群音樂饗宴活動」
、
「尚和歌仔戲劇團-半
人」等辦理租稅宣導，加強民眾正確之稅務認知。
D.提倡正當休閒活動，並適時宣導租稅，自行辦理「慶祝稅
務節『龍』來健康行暨表揚大會租稅宣導活動」
，並結合「第
三屆港都星光小學堂」
、
「親子拼圖樂翻天」
、
「101 年統一發
票盃路跑活動」等活動辦理租稅宣導。
○
2 為建立民眾正確稅務觀念，全年不定期舉辦租稅教育講習，
適時宣導租稅法令並解決民眾各項稅務疑義：
A.加強培訓租稅宣傳隊，提升其專業素養及宣傳技巧，俾使租
稅教育與宣傳工作順利推展。
B.結合本府社教館、各國中及國小、戶政事務所、高雄市國稅
局等，舉辦「租稅假日創意廣場」
、
「土地增值稅申報實務講
習」、「戶籍異動及節稅相關課程」等租稅講座。
C.針對不同的機關、團體需求，舉辦「保險從業人員」
、
「不動
產同業公會」等租稅講座，並對一般市民舉辦「租稅行動教
室」等客製化課程教導正確租稅常識。
D.結合社教館、教育局辦理「2012『瘋』動校園-全球漆彈大
作戰」
、「101 年兒童藝術節」、「2012 校園飛毛腿-10 人 11
腳競速大對決」辦理租稅教育宣導活動，建立師生及家長正
確租稅觀念，落實租稅教育向下紮根目的。
E.加強學童及教師租稅法令常識宣導及培養誠實納稅觀念，舉
辦「高雄數位學園-網路假期」、「101 年度租稅幸褔學習計
畫租稅常識測驗」及「國中、小學校慶、租稅學堂暨行動電
影院」等租稅教育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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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媒體辦理各項宣導：
①利用發布新聞、機關團體網路、社群網站、廣播電台、有線
電視台播放短片及跑馬燈、張貼開徵海報及公告、大型路口
電子 LED 廣告、各機關學校 LED 租稅宣導、大型路口、加油
站及垃圾車懸掛布條等媒體密集擴大宣傳，以全面廣為周知
社會大眾，有效防止新欠，提升稽徵績效。
○
2 編印各種稅務文宣資料：舉如宣導手冊、地方稅宣導小摺頁、
多元繳納方式、稅務小錦囊、稅務報馬仔、稅務講習講義等，
分送納稅義務人或民眾參閱。
(4)加強新頒稅務法令及重要措施發布新聞及開闢稅務專欄：
本年度共發布新聞計 468 件，見報數達 637 件，除有助於建立
民眾正確誠實納稅觀念，對稅制、稅政推動以及機關形象的提
升更是助益良多。
(二)財產稅稽徵及
工程受益費稽
徵業務

1.徵收地價稅
101 年度預算數 64.26 億元，實徵淨額為 63.72 億元，短徵 0.54
億元。
(1)確實運用內部及外部各項課稅資料，確實釐正土地稅籍並正確
開徵地價稅。
(2)執行 101 年度地價稅開徵、催徵工作計畫，於開徵前訂定地價
稅宣導工作計畫，利用各項媒體廣為宣傳，提醒納稅人如期繳
納，以提高徵績；開徵期間加強納稅諮詢及補單作業，並於滯
納期滿積極清理欠稅。
(3)積極執行地價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工作計畫，全年清查作業
合計增加稅收 4 億 7,471 萬元。
(4)本年度預算較去年增加 3.71 億元，雖經努力稽徵，惟仍未能達
成預算。
2.徵收土地增值稅
101 年度預算數 53 億元，實徵淨額為 26.85 億元，短徵 26.15 億
元。
(1)原預估景氣回溫及縣市合併經濟效益，將帶動土地交易，大幅
增加土地增值稅稅收；惟受奢侈稅、實價登錄、物價上漲、失業
率及放無薪假人數攀升與政府加強房貸管制影響，民眾購(換)
屋心態趨於保守，申報移轉件數不如預期，又移轉案件適用高稅
率面積減少，其中大額案件稅額較去年減少 6.65 億元，減幅達
70.9%，影響稅收甚鉅。
(2)本年度雖加強減免、不課徵及退稅申請案件審核，確實執行所
有列管案件清查，戮力遏止逃漏及增加稅收，惟仍未能達成預算。
3.徵收契稅
101 年度預算數 16.5 億元，實徵淨額為 12.43 億元，短徵 4.07 億
元。
(1)原樂觀預估全年景氣，惟今年以來受政府加強房貸管制、奢侈
稅、實價登錄、油電雙漲、失業率及放無薪假人數攀升影響，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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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申報房屋移轉件數及應納稅額均不如預期理想，致實徵淨額較
預算數短徵。
(2)本年度雖加強涉屬契稅條例第 12 條第 2 項案件之列管及查核，
以有效遏止逃漏及增加稅收，並落實契稅跨區申報及跨區查欠作
業，便利納稅人就近及早完成申報，惟仍未能達成預算。
4.徵收房屋稅
101 年度預算數 58 億元，實徵淨額為 53.76 億元，短徵 4.24 億元。
(1)確實運用內部及外部各項課稅資料，以健全房屋稅籍。
(2)執行 101 年度房屋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工作計畫，確實核對
房屋稅籍，而使公平合理課稅，總計全年清查作業增加稅收 1
億元。
(3)執行 101 年度房屋稅開徵、催徵工作，於開徵前廣為宣導，於
開徵期間加強納稅諮詢及補單作業，並於滯納期滿積極清理欠
稅。
(4)本年預算數較去年增加 3.15 億元，雖經努力稽徵，未達預算數。
5.徵收印花稅
101 年度預算數 7.03 億元，實徵淨額為 6.57 億元，短徵 0.46 億
元。
(1)積極執行 101 年印花稅總檢查工作計畫，總計查核 1,391 家，
自動補報補繳稅額 1 億 4,602 萬元，查獲違章商號 5 家及稅額
2,116 元。
(2)101 年度預算數較 100 年度預算數增加 0.86 億元，本年度工程
承攬契據雖較去年成長，惟其他各類印花稅課稅憑證成長率不
高，雖已加強執行總檢查工作，及積極輔導營業人改以繳款書方
式完納印花稅或辦理印花稅彙總繳納，惟仍未能達成預算。
6.經徵工程受益費
101 年無新開徵工程受益費。
(三)機會稅稽徵業
務

1.徵收使用牌照稅
101 年度預算數 36.20 億元，實徵淨額為 35.99 億元，短徵 0.21
億元。
(1)辦理車輛稅籍資料與監理所車籍資料互相勾稽，以確實釐正稅
籍並正確開徵。
(2)以明信片提醒納稅人繳納並加強清查欠稅人戶籍地址，再重為
送達，逾滯納期滿未繳即移送強制執行，本年度共移送 37,006
件。
(3)車輛總檢查計畫：
利用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全國停車格、本府停管中心路邊停車
格停車收費資料和交通事件裁決中心交通違規資料等，查獲本
市未稅及無牌使用公共道路等車輛，經移送裁罰者計 3,258
件，補稅金額 4,241 萬元，裁處罰鍰 6,843 萬元。
(4)對於身心障礙車輛免稅案件，訂定清查計畫，對勾稽交查異常
者分批逐筆詳查，計補徵 1,914 件，補徵稅額 1,432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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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跨領域合作宣導：
經由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市區監理所和本府交通局等機關協
助，在道路交通安全講習班、路邊停車繳費單、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裁決書、CMS 和電子看板及車商營業所、車輛保養廠、
車輛檢驗廠等，對民眾宣導使用牌照稅未稅、無牌行駛處罰之
規定，而能如期繳稅避免欠稅。
(6)本年預算數較去年增加 1.44 億元，雖經努力稽徵，仍未達預算
數。
2.徵收娛樂稅
101 年度預算數 1.42 億元，實徵淨額為 1.35 億元，短徵 0.07 億
元。
(1)本年度臨時公演，因知名藝人及大型活動在高雄巨蛋演出之場
次較多，徵起稅額 1,006 萬元，較去年同期 684 萬元，增加 322
萬元。
(2)油電雙漲，民眾減少娛樂支出，且整個娛樂業環境改變，傳統舞
廳、電玩業消費人口減少，新興視聽歌唱、投幣式卡拉 OK、網
咖等娛樂業均為平價或小規模商號，營業額較低，稅收因而減
少，雖經努力稽徵，短徵 0.07 億元。
二、稅務管理
(一)稅務管理各項
作業

1.辦理稅款解繳
配合金融機構代收地方稅之金資流作業，辦理稅款轉正解繳市庫。
2.退稅納入電腦一貫作業
依徵課管理作業規定，列印退稅公庫支票、憑單及表報。101 年度
辦理退稅 23,868 件，金額 1 億 8,874 萬元。
3.宣導多元化轉帳納稅管道
101 年度納稅人使用多元化轉帳納稅共 827,334 件，其中委託轉帳
118,223 件，自動櫃員機 12,325 件，信用卡 40,363 件，便利商店
653,767 件，活期(儲蓄)存款帳戶及晶片金融卡 2,656 件。
4.欠稅清理
訂定年度欠稅清理計畫並確實執行，101 年度計徵起舊欠 4 億 4,332
萬元。
5.稅捐保全措施
欠稅案件依法辦理禁止財產處分與限制欠稅人出境，保全租稅債
權，共計徵起 3,993 件，金額 8,278 萬元。
6.執行憑證之清查
執行憑證再移送強制執行而徵起舊欠 11,503 件，金額 7,643 萬元。
7.欠稅移送執行
滯納稅款及罰鍰案件移送強制執行 89,612 件，金額 8 億 1,251 萬
元，徵起 36,279 件，金額 3 億 2,528 萬元，執行徵起率 40%。
8.配合行政執行
執行人員除派駐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收取執行案款，處理執
行命令扣薪、扣存款等匯票、支票兌領外，並協助引導執行書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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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現場執行。
9.參與債權分配
法拍申報債權參與分配 2,212 件，金額 3 億 5,814 萬元，其中土地
增值稅獲分配 8,162 萬元，房屋稅等其他稅款獲分配 3,016 萬元，
合計 1 億 1,178 萬元。
(二)電子作業

1.實施電腦線上作業及查詢
(1)西區稅捐稽徵處各項稅目（土地增值稅、契稅、房屋稅、地價
稅、牌照稅、娛樂稅…等）申報、開徵、過戶釐正作業，皆可
跨全市各分處辦理及查詢，全功能櫃台服務計 45,762 件。
(2)跨國稅局查詢租賃或執行業務計 29,769 件。
(3)戶政網路戶籍查詢計 638,162 件。
(4)健保資料及郵匯資料查詢計 35,263 件。
(5)查詢地政局(地籍圖資)及都發局(土地分區使用)等資料計
417,338 件及 11,356 件。
(6)每日提供高雄市稅收快報、退稅快報資料計 2,965,194 件及
42,365 件。
(7)納稅人限制出境查詢計 1,117 件。
(8)查詢全國財產及綜合所得稅、營業稅等資料計 1,229,146 件及
380,992 件、128,088 件。
(9)推展行政院研考會貼心 e 管家，以訊息通知民眾各項稅費罰單
之繳納，提供 955 筆服務。
2.持續推展稅務自動化作業
(1)落實稅務業務資訊化，執行各稅異動開徵、稅款解庫、銷號、
欠稅、退稅、催繳、移送執行、徵收管理、會計等全面電腦化
作業，提升行政作業效率，提供各項便捷為民服務。
(2)推展執行財政部稅務入口網路線上申辦及查詢作業計 1,121
件。
(3)推廣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舉辦租稅宣導活動，並於各大媒體
宣傳及推廣，大幅提升網路使用率，總計 101 年度地方稅網路
申報案件共 155,669 件，較去年大幅成長 128%，有效提升網路
申報績效，簡化人工處理時程。
(4)配合各稅繳款書條碼化作業，進行金融機構臨櫃代收條碼化繳
款書金資流作業，加速稅款解庫、銷號速度。
(5)運用社會局每月提供之檔案，查核牌照稅免稅車輛檔計 48,990
件。
(6)推展「欠稅影像掃描移送執行整合系統」
，有效提升欠稅作業效
率。
(7)「稅務電子證明系統」提供房屋稅、地價稅課稅明細表、使用
牌照稅稅籍、退稅及轉帳納稅、欠稅等查詢服務項目，提供多
元化服務平台，全年度服務件數計 1,459 件，大幅提升便民服
務績效。
(8)東、西區稅捐處徵課管理系統作業由西區稅捐稽徵處執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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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稅款劃解、解繳入庫、會計、統計等作業一致性，提升資
訊作業行政效率，提供高雄市民單一窗口查詢之便捷服務。
(9)配合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賦稅資訊系統整合再造更新整體實
施計畫」地方稅建置委外服務案作業，101 年配合期程已完成
74 項子系統之相關文件審查及進行稅務系統檔案試轉，另擔任
南區 7 個地方稅稽徵機關教育訓練之窗口，共辦理 23 項課程之
教育訓練計 33 天次，參加人數計 1,225 人。
3.維護資通安全
(1)成立資通安全處理小組，加強緊急通報應變能力，並防範資通
安全事件危機，並配合高雄市政府資訊中心於 101 年 6 月進行
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101 年 11 月進行資訊安全通報演練，
均符合規定標準。
(2)建置內外網路實體隔離設備，有助提升資訊安全，阻絕不法入
侵。
(3)依 ISO27001 認證之 ISMS（資訊安全管理系統）規定，落實資
訊軟、硬體之安全、管制與維護，強化資通安全。101 年度辦
理 2 次資訊作業內部稽核及 1 次 ISMS 資訊安全內部稽核作業；
另今年重新認證，在第三方驗證公司(SGS 公司)完成文件及實
地審查作業後，已取得有效性證書。
(4)101 年 3 月 28 日、8 月 31 日及 9 月 29 日實施災變回復模擬演
練，分別進行 sco 主機異常毀損緊急應變演練、DataGuard 資
料庫災變演練與異地資料庫同步備援機制切換演練，確保在最
低時間內回復正常作業，維護稅捐稽徵處業務順利安全運轉。
4.辦理稅款劃解資料登錄、銷號
(1)101 年度完成繳款書銷號計 2,973,378 件。
(2)101 年銷號異常案件處理計 19,775 件。
(3)101 年度登錄高雄市無條碼繳款書計 1,052 件。
(4)代為處理外縣市稅款資料計 65 件。
5.辦公室自動化作業
(1)推動辦公室 OA 自動化，整合相關辦公室業務，落實無紙化政策，
如財稅內網、公文線上簽核暨管理、公文影像暨檔案管理、電子
公文收發、人事差假、薪資等系統。
(2)建立同仁 e 化內網電子信箱，簡化傳遞流程，提升行政效率，
達成 e 化目標。
(3)建立內網知識管理平台，有利於同仁熟悉各項稅務操作流程、資訊
作業相關規定及充實專業知識。
(4)為強化無紙化作業之推廣，於西區稅捐稽徵處各單位加裝掃瞄
套件於網路影印機上，以簡化公文傳閱及減少影印保留之公文
紙張。
(5)為落實資訊安全，於內、外網分別建立網路磁碟，提供同仁資
料之存放及交換運用，以提升訊息傳遞之效率。
(三)違章審理、行

1.審慎處理違章案件，以保障受處分人權益並維護租稅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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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違章案件均由審理人員，充分審視違章證據，澈底瞭解案情，
依法審慎處理，以符公平合理之課稅目的。101 年度受理違章
案件 3,872 件，皆已審查結案，辦結率達 100%。
(2)對審理確定之違章案件均填具審查報告書及裁處書，層轉審
核；另對於簡易違章案件，以裁處書兼代審查報告書，以提升
行政效率。
(3)屬漏稅額在 20 萬元以上或行為罰在 50 萬元以上(使用牌照稅裁
罰案件除外)，均提送裁罰審議小組審議，並按審議決定製作裁
處書。本年度提送裁罰審議小組審議案件計 7 件，已議決通過
並作成裁罰處分。
2.加強違章罰鍰案件之送達催繳及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
強制執行，以提高罰鍰徵起績效。101 年違章罰鍰繳納件數計 3,500
件，罰鍰實徵淨額計 4,358 萬元。
3.加強辦理行政救濟案件，以保障並維護納稅人權益
(1)101 年受理復查案件計 98 件，100 年結轉 11 件，共計 109 件，
已作成復查決定書計 84 件。
(2)101 年提起訴願案件計 39 件，提起訴訟案件（含上訴審）計 22
件，均已依限答辯並出庭辯論。
(3)復查案件，經審核確有計算錯誤或適用法令錯誤，改按更正程
序處理者計 14 件；經輔導溝通後，撤回復查申請者計 4 件。
4.妥慎受理、列管民眾檢舉逃漏稅案件
(1)檢舉案件均由專人並以密件處理，檢舉人身分資料由專人登記
密封後，再派由承辦人辦理查核，確保檢舉人之權益。
(2)101 年受理檢舉案件計 77 件，其中檢舉國稅部分計 25 件，均
立即函轉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辦理逕復檢舉人；另檢舉地方稅
部分計 52 件，均已辦結並將調查結果函復檢舉人。
(3)101 年辦理經檢舉而查獲違章漏稅者計 67 件，經審理核定補徵
稅額 647 萬 4,141 元及裁處罰鍰計 375 萬 3,845 元。

1.加強為民服務工作，定期檢討成效，以落實為民服務：
(1)改善各項服務及櫃台化作業，提升服務績效。
①積極辦理各項為民服務工作，設置全功能服務櫃台，並推行「中
午不打烊」、「延時服務」、「跨區服務」、「社區服務隊」等多項
業務，提供民眾更便捷的服務，整合運用各稅電腦資訊，將納
稅人經常洽辦之 37 項服務項目，集中於單一窗口並受理跨區申
辦，迅速完成民眾洽辦事項，免除奔波久候之苦，達到隨到隨
辦立即服務之目標。(101 年服務計 73,388 件)
②首創「稅務新航-ND 視訊服務網」
，與美濃、甲仙、燕巢、彌陀、
路竹、六龜、大寮、林園、大社、湖內、杉林及鳳山區第二戶
政等 12 所戶政事務所建置 VoIP 視訊電話，讓在地民眾即時申
辦稅務資料，免除往返機關奔波，落實 e 化便民服務及節能減
碳政策。 (101 年服務計 11,33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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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新建置東區稅捐稽徵處全球資訊網網站，配合行政院研考會
Web2.0 概念加強與民互動，並增設多項便捷服務之創新功能
(如：網路社群部落格、Youtube、Picasa、Facebook、Plurk
等)、增設「不動產過戶流程」、「過戶書表小幫手」及行動版
(Mobile Web)網頁，擴大為民服務管道。
（線上申辦全年服務計
63,200 件，網頁瀏覽查詢人次累計 686,762 次）
(3)領先全國稅捐稽徵機關首創智慧型手機 APP「高雄好好稅~行動
e 稅」
，提供地方稅相關法令、稅務資訊、申辦進度查詢及稅額
試算功能等，於 100 年 11 月 16 日正式對外發表，並經稅務旬
刊第 2165 期及立委賴士葆大力稱讚，更要求財政部應引為標竿
落實便民服務無國界，資訊傳遞零距離之願景；前項創新措施
於並在 101 年 6 月整合高雄市西區稅捐稽徵處資訊共同對外發
表。（101 年度共下載 3,035 次）
(4)於 101 年 7 月再次領先全國稅捐稽徵機關,與高雄市西區稅捐稽
徵處合作製作書店式 APP「全國稅務書坊」
，整合全國稅處資源，
讓民眾不再受機關藩籬限制，透過單一 APP 即可下載全國各稅
目節稅宣導手冊，不論是國稅(如:所得稅、營業稅…等)或是地
方稅(如:房屋稅、使用牌照稅…等)，圖文版、文字版或漫畫冊
皆一應俱全。（101 年度共下載 2,212 次）
(5)為提升稽徵服務品質，持續加強員工各項訓練，以提升機關服
務形象。
①辦理為民服務專題等訓練課程兩場，參與訓練同仁及志工計
320 人；導引同仁正確服務觀念，及培養同仁優質的服務禮儀，
進而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②於各稅開徵前安排勤前講習為民服務講習課程，激發同仁服務
熱忱。
③派員參加人發中心、財訓所辦理之相關為民服務訓練課程。
(6)委託台灣趨勢研究(股)公司辦理為民服務工作意見調查，經由
民眾對各項納稅服務或稽徵業務之反映，作為改進之參考。問
卷採電訪及網路問卷方式進行，回收有效問卷 1,334 份。
①調查結果顯示，為民服務整體滿意度 82.3%，其中以對東區稅
捐稽徵處同仁服務態度或接聽電話禮儀之滿意度 88.9%最高，
以網站提供的各項服務滿意度 67.3 相對偏低。
②有關民眾建議事項，業已轉發相關單位全面檢討，以強化為民
服務品質。
(7)因應 6 月份之為民服務問卷調查，關於東區稅捐稽徵處網站提
供的各項服務之滿意度偏低，經檢討分析及修正後，再次辦理
問卷調查蒐集民眾意見反映，使為民服務工作更臻完善，回收
有效問卷 5,849 份。
①民眾對網站之整體滿意度平均值為 90.3％，其中又以「版面
設計」及「主動公開法令、政策及服務資訊」之滿意度 91.1
％之正面評價最高。
②有關網站錯誤項目及民眾建議事項，業已全面檢討修正，以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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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網站各項服務功能。
(8)為積極提升為民服務品質，定期或不定期考核三分處為民服務
工作，101 年分別對三分處執行書面考核及實地考核，並彙整
考核缺失，將考核結果函請各單位檢討改進。
(9)制定「創新措施推動作業」機制，並施行內部控制制度，於年
度開始之際，即函請各科室同仁動腦思考、運用工作經驗，突
破固有作法，提出業務革新，並針對同仁所提創新措施定期舉
行研討會，以創造日新又新的工作績效。(101 年創新措施案件
審查通過 14 件)
(10)協調戶政、稅捐、地政、建設、監理、消防、社會、公所等單
位，整合服務流程，擴展便民服務項目，免除民眾奔波，有效
提高行政效率及服務品質。(101 年服務計 486,461 件)
2.訂定多元化之租稅教育及宣導活動計畫，並確實執行，使納稅人瞭
解各稅稅法規定，加強徵納雙方溝通，以提高納稅意願。
(1)訂定 101 年度租稅教育及宣導工作計畫，並切實執行。
(2)舉辦租稅教育與宣導共計辦理 200 場次:
①宣導租稅法令常識，維護民眾納稅權益，全年不定期舉辦租稅
宣導，民眾反應熱烈，不但圓滿達成租稅宣導任務提升機關形
象，更有助稅收及增進徵納雙方和諧關係：
A.配合節日、節慶舉辦租稅宣導，如結合「元宵節燈謎晚會暨
租稅宣導」
、
「婦女節、母親節系列活動暨租稅宣導」及「內
門宋江陣活動租稅宣導」、「端午龍舟錦標賽暨租稅宣導活
動」
、
「鳳荔文化觀光季租稅宣導」
、
「大崗山龍眼蜂蜜文化節
租稅宣導」等。
B.慶祝一年一度稅務節暨表揚對稅務有功人員，舉辦「龍來健
康行，表揚大會」租稅宣導活動。
C.提升民眾文藝氣息及生活品質，結合「民歌傳情演唱會」及
「雅歌難得幾回聞」租稅宣導活動、「夢想起飛幸福 101 關
懷弱勢族群音樂饗宴」及「讓愛飛翔音樂會」菸酒法令暨租
稅宣導活動等，辦理租稅宣導，加強民眾正確之稅務認知。
D.提倡正當休閒活動，增進親子情誼促進家庭和諧，並適時宣
導租稅，舉辦「幸福童樂會」及「月世界音樂會」園遊會暨
租稅宣導活動、「閃亮之星」歌唱比賽、高雄海洋博覽會暨
租稅宣導活動及財政部 101 年統一發票「財政接力跑-幸福
滿寶島」南區路跑盃活動暨租稅宣導等活動。
②加強租稅教育宣導，以建立民眾正確稅務觀念，全年不定期舉
辦租稅教育講習，適時宣導租稅法令並解決民眾各項稅務疑
義。
A.加強培訓租稅宣傳隊，提升其專業素養及宣傳技巧，俾使租
稅教育與宣傳工作順利推展。
B.針對不同的納稅人需求，舉辦各機關、社團及社區節稅講
座，地政士、地政從業人員、工業會、建築商業公會、營建
業等專業人士租稅研討講習及配合國稅局舉辦租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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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加強學童及教師租稅法令常識宣導並培養誠實納稅觀念，舉
辦「我繪租稅、繽紛社會國中、小繪畫比賽」
「租稅小達人、
e 網打進網路學習單插獎活動」
、
「國中、國小學生租稅課程
校園巡迴活動」及結合「101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童軍教育
聯團露營」等租稅教育及宣導活動。
③為提升服務品質及擴大宣導管道，於臉書（Facebook）及噗浪
（Plurk）建置粉絲專頁，除發布各項租稅宣導活動及稅務訊
息外，並提供民眾一個互動式的網路溝通平台，民眾如有任何
稅務疑問或稅政建議皆可上網留言，截至 12 月 31 日粉絲人數
計有 1,555 人，瀏覽人數為 223,312 人次。
④領先全國各機關首創之 ipad APP 電子書－地方稅節稅秘笈，
在 APP Store 開放民眾免費下載使用，截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累積下載人次計 3,046 次。
(3)利用媒體辦理各項宣導:
①各稅開徵期間，利用發布新聞、張貼開徵海報及公告、懸掛布
條、LED 宣導、垃圾車宣傳、公車車體廣告、捷運燈箱廣告及
街路固定看板等媒體密集宣傳，以全面廣為週知社會大眾，有
效防止新欠，提升稽徵績效。
②編印各種稅務文宣資料：如地方稅宣導手冊、節稅秘笈、稅務
講習講義及各式宣導 DM 等，分送納稅義務人或民眾參閱。
(4)加強新頒稅務法令、重要措施發布新聞及開闢稅務專欄，本年度
共發布新聞計 275 件、稅務專欄計 120 則，見報數達 630 件，除
有助於建立民眾正確誠實納稅觀念，對稅制、稅政推動以及機關
形象的提升更助益良多。
二、財產稅稽徵及工 1.徵收地價稅
程受益費稽徵業
101 年度預算數 23.41 億元，實徵淨額為 16.57 億元，短徵 6.84
務
億元；實徵淨額與去年 16.61 億元相較，減少 0.04 億元，負成長
0.2 %：
(1)落實運用工務局、地政處、國稅局等機關通報之開工報告、公共
設施完竣及營利事業登記等資料，以確實釐正稅籍並正確開徵地
價稅。
(2)確實執行 101 年度地價稅稅籍清查工作，以健全土地稅籍並公平
合理課稅，全年清查作業增加稅收計 1.34 億元。
(3)執行 101 年度地價稅開徵及催徵工作，在開徵前訂定地價稅宣導
工作計畫，利用各種媒體廣為宣傳，提醒納稅人如期繳納，以提
高徵績；開徵期間加強納稅諮詢及補單作業，於滯納期滿積極清
理欠稅。惟縣、市合併後，本轄因土地稅籍合併重新歸戶因素，
約 6.31 億元稅收歸戶至高雄市西區稅捐稽徵處（與合併前 99 年
相較），以致無法達成原訂預算目標。
2.徵收土地增值稅
101 年度預算數 42.42 億元，實徵淨額為 29.46 億元，短徵 12.96
億元；實徵淨額與去年 24.93 億元相較，增加 4.53 億元，正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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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1)為增加稅收，除加強免稅、不課稅申報案件之審理及致力列管土
地之清查，並加強掌控法院拍賣案件之稅額分配繳納情形。
(2)因經濟成長率及推動實價課稅未如預期，加上本處轄區內農業用
地等私有土地免徵及無漲價數申報移轉案件比例高，及受奢侈稅
實施之影響，不動產交易亦未如預期熱絡，以致無法達成原訂預
算目標。
3.徵收契稅
101 年度預算數 5.81 億元，實徵淨額為 3.87 億元，短徵 1.94 億
元；實徵淨額與去年 3.85 億元相較，增加 0.02 億元，正成長 0.5%：
(1)本年度房市交易因經濟復甦趨緩，且受奢侈稅實施之影響，不動
產交易未如預期熱絡，申報房屋移轉有降溫現象，進而影響契稅
稅收。
(2)雖已加強涉屬契稅條例第 12 條第 2 項案件之列管及查核，以有
效遏止逃漏及增加稅收，另加強輔導與追踨法拍案件契稅申報情
形，惟仍未能達成預算。
4.徵收房屋稅
101 年度預算數 27.65 億元，實徵淨額為 26.64 億元，短徵 1.01
億元；實徵淨額與去年 26.31 億元相較，增加 0.33 億元，正成長
1.3%：
(1)確實運用營繕、營業登記、門牌整編、執行業務者之設立異動、
工廠設立及歇業、醫院診所及各項內外部通報資料等，以健全房
屋稅籍並正確開徵房屋稅。
(2)執行 101 年房屋稅籍全面清查工作計畫，確實核對房屋稅籍，俾
公平合理課稅，全年清查作業增加稅收計 1.07 億元，惟其中 0.78
億元須於 102 年度房屋稅開徵時才會徵收。
(3)執行 101 年度房屋稅開徵、宣導及催徵工作計畫，於開徵前廣為
宣導開徵訊息，於開徵期間加強納稅諮詢及補單作業，雖已於滯
納期滿積極清理欠稅執行，惟仍未能達成預算。
5.經徵工程受益費
依照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暨其施行細則規定，辦理工程受益費經徵
工作，101 年實徵淨額為負 0.01 億元，因辦理退還 100 年逾請求
權而徵起之案件。
三、消費稅稽徵業務

1.徵收使用牌照稅
101 年預算數 30 億元，實徵淨額為 29.03 億元，短徵 0.97 億元；
實徵淨額與去年 28.42 億元相較，增加 0.61 億元，正成長 2.15%：
(1)辦理車輛稅籍資料與監理處車籍資料互相勾稽，並予釐正。
(2)加強清查欠稅人戶籍地址，若查得新址，即予更正投遞住所，再
以雙掛號寄發，逾滯納期滿未繳即移送強制執行，本年度共移送
39,489 件。
(3)釐正納稅人投遞地址，提高開徵繳款書送達率，利於稅款之徵
起，減少新欠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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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車輛總檢查計畫：
截至 101 年 12 月止車輛檢查查獲共計 3,724 輛，補徵稅額 1,498
萬元，裁處罰鍰 448 萬元。
(5)對於身心障礙車輛免稅案件，訂定清查計畫，針對全國戶政交查
之異常資料分批逐筆詳查，其中已不符免稅規定者計 2,207 件，
已全部恢復課稅並追繳稅款，計補徵稅額 1,437 萬元。
2.徵收娛樂稅：
101 年預算數 1.27 億元，實徵淨額為 0.84 億元，短徵 0.43 億元；
實徵淨額與去年 0.91 億元相較，增加 0.07 億元，正成長 7.7%：
(1)加強執行稅籍清查工作，積極輔導業者辦理設立登記及覈實查定
營業頟，針對視聽歌唱業、網路休閒業等行業，列入重點查核對
象。
(2)利用國地稅系統，與國稅局營業稅稅籍及申報資料相互勾稽，並
落實執行開徵、催繳、清欠工作，提高徵績，達成年度預算目標。
3.徵收印花稅
101 年度預算數 2.43 億元，實徵淨額為 2.34 億元，短徵 0.09 億
元；實徵淨額與去年 2.08 億元相較，增加 0.26 億元，正成長 12.5%：
(1)訂定 101 年印花稅檢查工作計畫，加強運用課稅資料查核。
(2)輔導各區公所及其他行政機關，傳真開立大額繳款書，方便得標
廠商印花稅繳納，即時掌握稅源，計輔導開立 4,171 件，稅額
0.28 億元。

四、稅務管理
(一)稅務管理各項 1.辦理稅款劃解
工作
代收稅款處於代收稅款後，解繳公庫暫收稅款專戶。加強核對各代
收稅款處逕繳市庫之繳款書。在外縣市繳款者，俟外縣市稅捐稽徵
機關送交之轉匯清單與匯款轉移通知書核對無誤後，併本市稅款辦
理劃解作業。
2.退稅納入電腦一貫作業
101 年度辦理退稅共計 20,573 件，金額 1.29 億元。
3.宣導多元化轉帳納稅方式
101 年度納稅人使用多元化轉帳納稅共計 578,959 件，其中委託轉
帳 58,427 件，自動櫃員機 5,492 件，信用卡 20,033 件，便利商
店 494,151 件，電話語音 299 件，晶片金融卡 557 件。
4.欠稅清理
為加強防止新欠清理舊欠，訂定年度欠稅清理計畫函轉各單位確實
執行，101 年度計徵起舊欠 3.45 億元。
5.採行稅捐保全措施：
(1)10 萬元以上大額欠稅案件，經查有欠稅人財產後，即函請地政、
監理機關辦理禁止處分登記，101 年度徵起稅額 0.53 億元。
(2)欠稅額達到限制出境標準者，即陳報財政部轉請內政部入出國及
移民署限制欠稅人出境，101 年度徵起稅額 0.36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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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執行憑證之管理與清查
101 年 度 執 行 憑 證 再 移 送 行 政 執 行 處 強 制 執 行 ， 徵 起 稅 款 計
13,730 件，金額 0.78 億元。
7.逾徵收期間欠稅之註銷
101 年度逾徵收期間欠稅辦理註銷計 17,654 件，金額 1.81 億元。
8.欠稅移送執行
101 年度滯納稅款及罰鍰案件移送強制執行共計 74,476 件，金額
5.18 億元，徵起 26,005 件，金額 1.79 億元。
9.配合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執行
執行人員除派駐執行分署收取執行案款，處理執行命令扣薪、扣存
款等匯票、支票兌領外，並協助引導執行書記官前往現場執行。
10.參與債權分配
101 年度法拍申報債權參與分配案件計 2,900 件，金額 9.44 億元，
其中土地增值稅獲分配 1.25 億元，房屋稅等其他稅款獲分配
2.02 億元。
(二)電子作業

1.實施電腦線上作業及查詢：
(1)各項稅目（含土地增值稅、契稅、房屋稅、地價稅、牌照稅、娛
樂稅…等）申報、開徵、過戶釐正等作業，提供跨全市各分處辦
理及查詢，101 年度全功能櫃台服務計 61,417 件。
(2)戶政網路戶籍查詢計 269,192 件。
(3)為利欠稅執行作業，提供各項查調資料，包括存款資料查詢計
80,413 件、健保資料查詢計 338,323 件、勞保資料查詢計 272,413
件。
(4)地籍異動資料 517,007 件及重測異動資料 88,182 件，共計
605,189 件。
(5)查詢全國財產稅總歸戶、綜所稅所得及稅籍資料、國稅地方稅資
訊查詢(含查詢租賃或執行業務)等資料，分別為 432,799 件、
609,752 件及 37,101 件。
2.持續推展稅務自動化作業：
(1)落實稅務業務資訊化，執行各稅開徵、稅款解庫、銷號、欠稅催
繳、移送執行、徵收管理、會計等全面電腦化作業，配合財政部
輪辦業務，維護稅務徵收各項作業，縮短處理作業時間，跨機關
服務，提升行政作業效率，以提供各項便捷為民服務。
(2)推展執行財政部稅務入口網路線上申辦 1,988 件。
(3)配合財政部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舉辦教育訓練、租稅宣導及網
路申報競賽等活動，101 年度地方稅網路申報案件共 77,889 件，
提升網路申報作業績效。
(4)配合業務單位開徵作業，執行各項稅目核稅作業，其中房屋稅、
地價稅及牌照稅核稅件數分別為 498,893 件、484,893 件及
349,045 件。
(5)為使牌照稅核稅資料正確，於自行核稅作業前產出稅籍異常資料
清單計 1,686 件，並於核稅作業後與監理單位之徵收資料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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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徵收異常資料清單計 795 件，提供業務單位清理。
(6)為使逾檢註銷車輛之車主，重新驗車領牌或辦理報廢作業，以檔
案勾稽 674 件，提供檔案予業務單位人員輔導納稅人辦理各項驗
車等作業。
(7)配合業務單位大批催繳作業，執行挑檔作業產出綜合催繳欠稅資
料計 39,177 件、挑錄各項特殊案件及抽單案件計 29,857 件。
(8)為利業務單位整批勾稽資料作業，每月以欠稅人資料批次查調最
新戶籍地址，並予以更新共計 2,048,042 件。
(9)於 101 年 7 月 10 日配合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主辦「地方稅資
訊應用軟體建置系統後續維護委外服務案」房屋稅系統新增修撰
會議，以增進全國性房屋稅系統功能。
(10)建立房屋稅籍簿冊影像圖檔化，將清查資料與稅務資訊平台銜
接，完成「房屋稅與地價稅外業清查作業整合系統」建置工作，
透過該系統進行各項圖資與稅籍資料運用，快速提供完整清查
資訊，配合業務單位推動房屋稅課稅資料自動化作業(稅籍資料
單軌計畫)，達成工作簡化、健全稅籍目標。
3.維護資通安全
(1)成立資安事件管理小組，加強緊急通報應變能力，並防範資通安
全事件危機，並於 101 年 11 月 19 日完成資安通報演練。
(2)建置內、外網路實體隔離設備，有助提升資訊安全，阻絕不法入
侵。
(3)101 年度辦理 2 次資訊作業內部稽核，有效發揮預防矯正功能。
(4)101 年 11 月 19 日辦理稅務網路備援線路回復演練，確保在最低
時間內回復正常作業，維護稅捐稽徵處業務順利安全運轉。
(5)97 年推動導入 ISMS 並通過 ISO 27001:2005 驗證，100 年通過
SGS 換證作業取得驗證證書，101 年持續推動通過複評並取得續
審驗證證書。
(6)與高雄市西區稅捐稽徵處共同建置「稅務系統資料庫異地備援」
機制，並訂定稅務系統資料庫異地備援計畫，以提供即時稅務資
料應變之用。
4.辦理稅款劃解資料登錄
為維護徵銷資料正確性，每天執行稅款劃解資料轉入及銷號作業，
產出銷號異常清單予以列管並派送業務單位清理，101 年銷號異常
處理計 9,082 件。
5.辦公室自動化作業
(1)配合財政部「賦稅資訊系統整合再造更新整體實施計畫」地方稅
建置委外服務案，持續推動基礎系統建置作業，並於 11 月 26 日
完成第一階段（薪資系統、公文線上簽核管理系統及公文影像暨
檔管系統）正式上線事宜，以集中式之地方稅資訊平台與賦稅整
合更新資訊平台共構、共享，使資訊資源集中管理，讓資源運用
達到最適規模。
(2)建置社會救助補助資料批次代查調機制之跨機關便民服務，98
年 11 月 1 日正式上線迄今仍持續推動，101 年查詢全國財產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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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歸戶件數、綜所稅所得件數、綜所稅稅籍查調件數各為 228,703
件、214,808 件及 100,397 件。
(三)違章審理、行
政救濟及檢舉
案件受理管制

1.審慎處理違章案件，保障受處分人權益並維護租稅公平
(1)違章案件均由審理人員，充分審視違章證據，徹底瞭解案情，依
法審慎處理，以符公平合理之課稅目的。101 年度受理違章案件
5,181 件，已審查結案 5,180 件，辦結率達 99.98%。
(2)對審理確定之違章案件均填具審查報告書及裁處書，層轉審核；
另對於簡易違章案件，以裁處書兼代審查報告書，以提升行政效
率。
(3)漏稅額在 20 萬元以上，應處罰鍰 50 萬元以上﹙使用牌照稅案件
除外﹚之違章案件，均提送裁罰審議小組審議，並按審議決定製
作裁處書。本年度提送裁罰審議小組審議案件計 2 件，已決議通
過並作成裁罰處分。
2.加強違章罰鍰案件之送達催繳及移送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提高
罰鍰徵起績效。101 年違章罰鍰繳納件數計 6,063 件，罰鍰實徵數
計 0.43 億元。
3.加強辦理行政救濟案件，保障並維護納稅人權益
(1)101 年受理復查案件計 71 件，已作成復查決定書計 59 件(含 100
年受理者 14 件）。
(2)101 年提起訴願案件計 47 件，提起訴訟案件(含上訴審)計 16 件，
均已依限答辯並出庭辯論。
(3)復查案件經輔導溝通後，撤回復查申請者計 5 件。
4.妥慎受理、列管民眾檢舉逃漏稅案件
(1)檢舉案件均由專人管制並以密件處理，檢舉人身分資料由專人登
記密封後，再派由承辦人辦理查核，確保檢舉人之權益。
(2)101 年 1-12 月受理檢舉案件計 73 件，涉及其他機關應行辦理事
項或屬國稅業務者，依規定通報或移送相關單位辦理計 19 件，
另檢舉地方稅部分，均已將調查結果函復檢舉人。
(3)101 年 1-12 月經檢舉而查獲違章漏稅者計 48 案，經審理核定補
徵稅額 2,169,277 元及裁處罰鍰計 1,117,67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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