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
93 年度施政績效報告
壹、前言
一、行政院自 91 年度開始實施施政績效評估制度，本部即透過此機
制加強年度施政計畫之落實執行及有效管考，期以全面提升本部
施政成果。93 年度施政績效評核爰依據滾動修正後之本部中程施
政計畫(91 年度至 94 年度)所研訂之策略績效目標(含業務面向 4
項及人力、經費面向各 1 項)，及年度施政計畫項目之衡量指標(業
務面向 18 項、人力面向 5 項、經費面向 1 項，合計 24 項)分別由
各主辦機關先進行自評工作，復由本部辦理初核。
二、為使本部 93 年度施政績效評核結果公正、客觀，援例比照 92 年
度辦理考評方式組成本部施政績效評核小組，其中召集人由本部
凌主任秘書擔任，至小組成員部分，除會計處會計長及人事處處
長為當然委員外，另請本部國庫署、賦稅署、關政司、國有財產
局等 4 大業務單位之副首長(關政司指派副司長)等 7 人組成，且
於 94 年 2 月 16 日召集小組成員及本部所屬相關機關(單位)指派
有關人員，共同就施政績效報告書面資料所陳內容逐項討論修正
後，爰完成本部 93 年度施政績效評核(初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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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目標達成情形
一、業務面向
策略績效目
標

衡量指標

原定

達成 達成度 初核分
數
目標值 目標值 (%)

1. 健全中央 1. 提升地方 0.1
與地方財
財政自主
政，落實地 程度(6%)
方財政自
主，並靈活
國庫調度
管理(18%)

2. 建立大額 0.87
支出通報
控管機制
(6%)

績效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0.325

100

90

依 91-94 年度中程施政計畫，本項衡量
指標預計修法後縣(市)自有財源比例可
較 91 年度提高 8 個百分點。該計畫原
定 93 年度目標值為 10％，即縣(市)自
有財源比例提升 0.8 個百分點。經設算
91 年度自有財源占歲出比例為 71.57％
(鑑於原定計畫期程涵蓋修法前後，為利
比較基礎一致，自有財源定義係指歲入
決算數扣除計畫型補助款後之數額)，至
92 年度各縣(市)自有財源比例為 74.17
％，較 91 年度增加 2.6 個百分點，超
越目標值 0.325(原定目標值 0.1)之
325%，達成度 100%。

0.93

100

95

一、93 年度中央政府單筆支出金額達 5
億元以上之大額支出共計 527 件，
其中依規定通報本部國庫署預為
資金調度者計 497 件，通報率為
93.36%，較上年度通報率 84.10%
已有成長。
二、本項通報機制有助本部國庫署掌
握大額支出，進而可控管適足之現
金水位，以充分支應各項政務推
展，爰該署積極與各支用機關聯
繫，提升各支用機關對通報機制之
瞭解及執行效率，故 93 年度實際
達成情形均較原目標值超前。
三、本部國庫署依各項收支估測資
料，視國庫現金水位情形，適時規
劃各項債務之發行(舉借)及償還，
並主動協調各收支機關之收支時
程，以節省國庫利息支出及提升政
府整體財務效能。

3. 中央政府 1
國內債務
占 GDP 比
率(3%)

1

10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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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妥善運用公債政策吸收民間資源，以
支援國家建設，並隨時控管舉債額度之
上限，本年度每月均按時統計中央政府
國內債務占 GDP 比率，以中央政府債

策略績效目
標

衡量指標

原定

達成 達成度 初核分
數
目標值 目標值 (%)

績效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務未償餘額不超過 GDP 之 40％為目
標。截至 93 年度 12 月底止，中央政府
國內債務餘額占 GDP 比率為 32.54％。

4. *中央政府 1
國外債務
占 GDP 比
率 (3%)
績效分數

1

100

95

截至 92 年底止，中央政府國外債務業
清償完畢。

100

95

一、.財政部「93 年度遏止逃漏維護租
稅公平重點工作計畫」計選定 10
項查核項目，其執行績效如下：

原始分數 92.5 (權分 16.65 )

2. 健全稅
1.
制，改進稅
政，維護租
稅公平合
理化，並提
升服務品
質(18%)

加強查
0.02
核，有效防
止逃漏
稅，維護租
稅公平
(4.64%)

0.047

（一）會計師簽證異常案件抽查作
業，計查獲補徵稅額 5,586,388 千
元。
（二）加強綜合所得稅捐贈列舉扣
除案件之查核作業，計查獲補徵稅
額 202,669 千元。
（三）加強扣繳單位檢查作業，計
查獲補徵稅額 24,244,502 千元。
（四）加強貨物稅應稅貨物申報出
廠數量及完稅價格異常案件之查
核，計查獲補徵稅額 157,201 千
元，罰鍰估計約 734,682 千元。
（五）加強菸酒產製品低價銷售異
常查核，計查獲補徵稅額 640,417
千元，罰鍰估計約 1,659,007 千元。
（六）遺產稅及贈與稅選案查核作
業，計查獲補徵稅額 4,371,181 千
元，罰鍰估計約 2,318,338 千元。
（七）營業稅選案查核作業，計查
獲補徵稅額 4,715,575 千元，罰鍰
估計約 9,964,864 千元。
（八）地價稅特別稅率用地清查作
業，計查獲補徵稅額 2,870,958 千
元。
（九）加強房屋稅稅籍及使用情形
清查作業，計查獲補徵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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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
標

衡量指標

原定

達成 達成度 初核分
數
目標值 目標值 (%)

績效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100,920 千元。
（十 0）印花稅應稅憑證檢查作
業，計查獲補徵稅額 794,263 千
元，罰鍰估計約 13,426 千元。
二、本項計畫 10 項查核項目，各稽徵
機關均已完成查核，共計補徵稅額
44,684,074 千元，估計罰鍰
14,690,317 千元，總計 59,374,391
千元，與 93 年度賦稅收入實徵數
（衡量指標）1,270,970,725 千元
（初步統計數）相較，達成度為 4.7
％，較原訂目標值 2％大幅超前。

2. 增加所得 0.0488 0.065
稅申報案
件之網路
申報件數
(6.48%)

100

95

92 年度所得稅申報總件數為：綜合所得
稅申報件數 5,021,268 件，營利事業所
得稅申報件數 649,378 件。網路申報件
數分別為：綜合所得稅網路申報件數
755,641 件，營利事業所得稅網路申報
件數 391,542 件。
93 年度所得稅申報總件數為：綜合所得
稅申報件數 5,031,183 件，營利事業所
得稅申報件數 662,186 件。網路申報件
數分別為：綜合所得稅網路申報件數
1,021,631 件，營利事業所得稅網路申報
件數 494,074 件。
所得稅網路申報件數增加比率：
﹝ （ 1,021,631+494,074 ） （
755,641+391,542
）
﹞
/
（5,021,268+649,378）*100％＝6.5％

3. 增加網路 0.0135 0.0272 100
報繳營業
稅比例
(6.48%)

95

93 年 1 月至 12 月網路報繳營業稅件數
為 112,367 件,占全年營業稅申報案件件
數 4,122,949 件之 2.72%。

4. *商品與勞 7
務之間接
稅收佔

85

93 年商品與勞務之間接稅稅收，加值型
與非加值型營業稅實徵數為 2, 309.23
億元、貨物稅為 1,593.75 億元、菸酒稅

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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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
標

衡量指標

原定

達成 達成度 初核分
數
目標值 目標值 (%)

GDP 比例
(0.2%)

5. *資本及財 1
產稅收佔
GDP 比例
(0.2%)

績效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為 478.17 億元，合計為 4,381.15 億元，
占 GDP 102,300 億元比例為 4.28%。92
年商品與勞務之間接稅稅收（營業稅、
貨物稅、菸酒稅）為 4,086.51 億元，占
GDP 98,650 億元比例為 4.14%。此項指
標依據 IMD 世界競爭力評比，92 年為
第 7 名，93 年為第 10 名，退步 3 名。 。

48

-4

85

稽徵機關為落實租稅公平，加強稽徵防
杜逃漏，致資本及財產稅收成長率大於
GDP 成長率，故資本及財產稅收占 GDP
之比率向上提升，導致排名退步，IMD
本項評比定義包含地價稅、房屋稅、土
地增值稅、遺產及贈與稅、證券及期貨
交易稅，惟其中土地增值稅為我國特有
稅制，其他評比國家為課徵所得稅，因
此使我國本評比項目稅收所占比例較
高，排名相應落後。
註：國際洛桑管理學院之本項評比國
數，92 年為 30 國，93 年為 60 國。本
項評比原計畫時係以 30 國訂目標值，
今計算時以 60 國為準，其計算基礎有
所不同，因此，以原定目標值同一比例
計算，該項達成目標值退步 4 名。

績效分數

原始分數 94.7778 (權分 17.06 )

3. 提升關務 1.
國際化及
便捷化，建
立無障礙
通關環
境，以促進
企業發展
(18%)

縮短海運 1
連線報關
回應時間
(4%)

2. 延長通關 23.6
服務時間
(2%)

3

100

95

原訂目標值 6.25 分鐘，達成目標值 3
分鐘，達成度 100%。
本項衡量指標至 93 年 12 月底止，依衡
量標準「(每份報單收單回應時間 - 收
報單訊息時間)/總報單數」計算，彙總
平均連線報關回應時間約 3 分鐘。
執行成效：提高貨物通關速度，減低業
者營運成本，促進產業競爭力。

23.6

10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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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年度空運異地備援系統正式啟用，通
關主機一月份仍維持停機 2 次進行例行
性維護外〈每次 4 小時〉，自 2 月份起
則每月減少為 1 次，本年例行維護共停
機 52 小時，平均每月 4.3 小時，另本年
機房辦理增加設備、電力維護、軟硬體

策略績效目
標

衡量指標

原定

達成 達成度 初核分
數
目標值 目標值 (%)

績效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故障之停機時間共 88.8 小時，平均每月
7.4 小時，其餘時間均可連線。經計算
93 年度每日通關服務時間約為 23.61 小
時。 「每月以 30 日計，計算式如下：
( 30 日×24 時－4.3 時－7.4 時)/30＝
23.61 時」 執行成效：延長通關服務時
間，貨暢其流，可減低業者營運成本，
促進產業競爭力。

3. 擴大使用 0.03
網際網路
報關
(2%)

0.002

7

55

在本部關稅總局積極輔導、協助下，進
出口業者於 93 年 9 月 22 日完成第一筆
網際網路報關，迄 93 年底共計完成 29
筆網際網路報關。

4. 擴大通關 1
電子閘門
功能
(2%)

1

100

95

一、貨物通關電子閘門連線機關至 92
年底止為 11 家，93 年 2 月併入原透過
另一閘門傳輸資料之高雄港務局而為
12 家，93 年 10 月新增連結科學工業園
區管理局，共計 13 家。 二、93 年目標
值達成率為 100%，評估方式如下：「透
過電子閘門與簽審機關交換資料家數 /
有意交換資料之簽審機關家數（13）」 *
100% = (13 / 13) *100% = 100%。

5. 提升空運 0.75
C1 通關方
式比率，縮
短廣義通
關時間(空
運）(2%)

0.767

100

95

93 年 1 月至 12 月空運 C1 通關方式比
率分別為 75.75%、76.19%、75.84%、
76.04%、76.37%、76.07%、75.81%、
77.93%、78.34%、78.19%、77.50%、
76.39%，全年度平均為 76.70%，已達
原訂目標值 75%。

6. 提升海運 0.51
C1 通關方
式比率，縮
短廣義通
關時間（海
運）(2%)

0.528

100

95

93 年 1 月至 12 月海運 C1 通關方式比
率分別為 50.22%、52.09%、52.45%、
52.90%、54.09%、54.14%、54.36%、
54.12%、53.93%、54.34%、53.03%、
47.96%，全年度平均為 52.80%，已達
原訂目標值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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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
標

衡量指標

原定

達成 達成度 初核分
數
目標值 目標值 (%)

7. 提升貨物 0.75
通關相關
資訊系統
服務品質
(4%)

績效分數

85

93 年度滿意度問卷調查，共回收問卷
647 份，有效問卷共 584 份，經統計結
果，滿意度為 73.54%，計算公式為「(4x
非常滿意+3x 滿意+2x 不滿意+1x 非常
不 滿 意 )/ 小 計
x4=4x56
+3x444+2x78+1x6/584x4=73.54%」。

原始分數 88.3333 (權分 15.9 )

4. 加強國有 1. 達成提升 0.723
土地管理
國有土地
應用效能
管理績效
(16%)
方案所設
定未來四
年國有非
公用土地
處分收益
金額之比
例(8%)

2. 達成原台 1
灣省有土
地全面清
查計畫所
設定未來
三年清查
完成國有
非公用土
地筆數之
比例(8%)
績效分數

0.7354 98

績效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0.78

100

95

本部國有財產局預估 91 至 94 年度國有
土地處分收益金額 1,271 億。93 年度預
定達成國有非公用土地處分收益年度
目標值為 72.3，金額 918.93 億元，實際
處分收益金額合計達 991.91 億元，達成
目標值 78.04，達成度 107.94；該局辦
理有償撥用、使用補償金、委託經營等
項業務，績效良好；有償撥用實際處分
收益金額達 283.97 億元，達成度
352%，使用補償金收益達 28.53 億元，
達成度 146.83%，委託經營業務實際處
分收益金額達 3.42 億元，達成度
114.06%。

1.08

100

95

93 年已完成清查筆數 11 萬 8,598 筆，
較原訂目標值 10 萬 9935 筆超過 8663
筆，達成目標值為 108.79。

原始分數 95 (權分 15.2 )

二、人力面向
策略績效目
標

衡量指標

原定

達成 達成度 初核分
數
目標值 目標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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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策略績效目
標

衡量指標

1. 合理調整 1.
機關員
額，建立活
力政府。
(15%)

原定

達成 達成度 初核分
數
目標值 目標值 (%)

機關年度 0.005
預算員額
（含約聘
僱員額
數、技工工
友數）精簡
百分比
(6%)

0.041

100

100

績效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依行政院 92 年 10 月 16 日院授人
力字第 09200556497 號函檢送本部
93 年度預算員額審議一覽表，本部
暨所屬機關所列預算員額為職員
13,112 人、駐警 17 人、技工 520
人、駕駛 394 人、工友 658 人、聘
用 103 人及約僱 2,106 人，共計
16,910 人。
二、依行政院 93 年 12 月 30 日院授人
力字第 0940060016 號函檢送本部
94 年度預算員額審議一覽表，本部
暨所屬機關所列預算員額為職員
12,506 人、駐警 19 人、技工 493
人、駕駛 360 人、工友 605 人、聘
用 96 人及約僱 2,127 人，共計
16,206 人。
三、3 年度精簡預算員額百分比為：
〈（16910-16206）÷（16910）〉×100
％=4.16％。惟 93 年度減列之員額
數 704 人中，包含移撥行政院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為 617 人，出缺不
補精簡員額為 87 人，是以，如扣
除上開移撥員額 617 人，精簡百分
比為(87÷16910)×100％=0.051%。
四、查本部 93 年人力面向各項之目標
值，係於 91 年訂定，當時行政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尚未
完成立法程序，是以，本項「原定
目標值」無法列入移撥該會之人
力。

2. 機關精簡 1.06
之精省超
額人力達
成百分比
(3%)

1.13

100

100

一、本部暨所屬機關承受隨業務移撥
之省級公務人員暫行員額 289 人、
合理員額 188 人。
二、93 年 12 月底現有員額為 175 人（本
部 8 人、國庫署 26 人、賦稅署 79
人、國有財產局 15 人、台北區支
付處 47 人）。
三、93 年度精簡之精省超額人力達成
百分比為：
〈（289-175）÷（28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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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
標

衡量指標

原定

達成 達成度 初核分
數
目標值 目標值 (%)

績效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00％=113％

3. 各機關年 84
度配合行
政院函規
定人力控
管達成情
形：1.依規
定應出缺
不補之員
額。2.依規
定應精簡
之員額。3.
依規定應
移撥或撤
離之員
額。(4%)

704

100

100

一、依行政院 92 年 10 月 16 日院授人
力字第 09200556497 號函檢送本部
93 年度預算員額審議一覽表規
定，本部暨所屬機關所列 93 年度
應出缺不補之人數為職員 264 人、
駐警 17 人、技工 51 人、駕駛 345
人、工友 192 人、聘用 5 人、約僱
458 人，合計 1322 人。
二、（一）本部出缺不補已精簡人數 87
人。（二）移撥人數 617 人（本部
移撥 93 人、金融局 261 人、證券
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258 人及財稅資
料中心 5 人）
。
（三）已執行之員額
為 87+617=704 人。
三、93 年度之年度目標值為
1322/704，惟如扣除移撥員額 617
人，實際控管精減之員額數為 87
人。
四、查本部 93 年人力面向各項之目標
值，係於 91 年訂定，當時行政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尚未
完成立法程序，是以，本項「原定
目標值」無法列入移撥該會之人
力。

4. 超額執行 137
依法進用
身心障礙
人員人數
(1%)

163

5. 依法進用 2
原住民人
員人數
(1%)

23

100

100

一、本部暨所屬機關依法應進用身心
障礙人員為 278 人，實際進用身心
障礙人員為 441 人，超額進用身心
障礙人員人數為 163 人。
二、93 年度超額進用身心障礙人員為
163 人。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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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部依法應進用原住民之機關人
數為臺灣省北區國稅局 1 人、關稅
總局暨所屬各關稅局 3 人及財稅資
料中心 1 人，93 年度臺灣省北區國
稅局已進用 5 人，超額進用 4 人、
關稅總局已進用 5 人，超額進用 2
人、及財稅資料中心進用 1 人，計

策略績效目
標

衡量指標

原定

達成 達成度 初核分
數
目標值 目標值 (%)

績效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進用 11 人。
二、其他依法無須進用原住民之機
關，現有原住民計有國有財產局 7
人、臺北市國稅局 2 人、臺灣省南
區國稅局 3 人，計 12 人。
三、本部暨所屬機關計進用原住民總
人數為 23 人。

績效分數

原始分數 100 (權分 15 )

三、經費面向
策略績效目
標

衡量指標

1. 節約政府 1.
支出，邁向
財政收支
平衡。
(15%)

績效分數

原定

達成 達成度 初核分
數
目標值 目標值 (%)

年度經常 0.0043 0.0073 100
門預算與
決算剩餘
百分比
(15%)

100

原始分數 100 (權分 15 )

四、績效總分
業務面向原始分 92.59 分，權分 64.81 分
人力面向原始分 100 分，權分 15 分
經費面向原始分 100 分，權分 15 分
合計績效總分為 94.8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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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93 年度賸餘目標經彙整各單位所報結
果，決算賸餘 88 億 0,540 萬 1 千元，扣
除依法律義務必須編列經費之節餘數
87 億 8,738 萬 2 千元後，實際節餘 1,801
萬 9 千元，占上開經常門預算數淨額之
0.73﹪，超出設定目標之原因，主要係
配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93
年 7 月 1 日成立，為應該會成立初期，
相關經費得以及時支應，部分項目經費
延緩執行及國有財產局國有非公用房
地相關環境清理經費，因登革熱疫情控
制得當，致節餘金額較多。

參、未達目標項目檢討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達成度

未達成原因分析暨因應策略

差異值

1. 健全稅制， 1. *商品與勞務 103
改進稅政，
之間接稅收
維護租稅公
佔 GDP 比例
平合理化，
並提升服務
品質

未達成原因分析：<本項係負向指標，稅收數值愈大，排名
愈落後，已不具意義，合先指明。<93 年商品與勞務之
間接稅稅收（營業稅、貨物稅、菸酒稅）占 GDP 比例
為 4.28%，較 92 年 4.14％僅高出 0.14％。惟因世界各國
比例普遍下降，致我國排名退至第 10 名，退步 3 名。<
因應策略：<目前「財政改革方案」擬議取消部分貨物稅
課稅項目，惟需同步調升營業稅徵收率。<將「銷售舊乘
人小汽車免徵營業稅」列入「財政改革方案」。<研擬修
正調降料理酒之菸酒稅。

2. *資本及財產 104
稅收佔 GDP
比例

未達成原因分析：<本項係負向指標，稅收數值愈大，排名
愈落後，已不具意義，合先指明。<稽徵機關為落實租稅
公平，加強稽徵防杜逃漏，致資本及財產稅收成長率大
於 GDP 成長率，故資本及財產稅收占 GDP 之比率向上
提升，導致排名退步。IMD 本項評比定義包含地價稅、
房屋稅、土地增值稅、遺產及贈與稅、證券及期貨交易
稅，惟其中土地增值稅為我國特有稅制，其他評比國家
為課徵所得稅，因此使我國本評比項目稅收所占比例較
高，排名相應落後。<依國際洛桑管理學院之本項評比國
數，92 年為 30 國，93 年為 60 國，本項評比原計畫時係
以 30 國訂目標值，今計算時以 60 國為準，其計算基礎
有所不同，因此，以原定目標值同一比例計算，該項達
成目標值退步 4 名。<因應策略：<本項評比相關之稅目，
如欲修法降低稅率，須有其他替代財源，目前「財政改
革方案」是有調降遺產稅及贈與稅最高級距稅率由 50％
降至 40％之擬議，惟需同步調升營業稅徵收率。<本項
評比相關之地價稅、房屋稅、土地增值稅、遺產及贈與
稅、證券及期貨交易稅，如欲修法降低稅率，須有其他
替代財源，目前「財政改革方案」是有調降遺產稅及贈
與稅之擬議，惟需同步調升營業稅徵收率。<財政部已提
出土地稅法修正案，調降土地增值稅率為 40％、30％、
20％。

2. 提升關務國 1. 擴大使用網 93
際化及便捷
際網路報關
化，建立無
障礙通關環
境，以促進
企業發展

未達成原因分析：<業者目前使用 EDI 連線報關已相當熟
悉，嘗試改變作業方式之意願低落；且自 91 年 7 月財政
部開放第 2 家通關網路加入營運後，在開放市場競爭機
制下，傳輸費用降低，且具實質異地備援功能，不僅降
低了報關人使用成本，同時也相對降低了其改變現行作
業之誘因。<進出口商如使用本系統自行報關，後續之其
他現場通關作業（如驗貨、提貨）仍需自行處理，就其
整體成本考量，業者多表示目前暫無申請憑證辦理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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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達成度

未達成原因分析暨因應策略

差異值

報關之意願。<為配合電子化政府推動電子簽章之政策及
為提供安全可靠的交易認證機制，本總局網際網路報關
系統運用政府憑證提供身分辨識及申報資料簽章，惟因
業者大都對於為何使用及該如何使用工商憑證心存疑慮
且欠缺瞭解，使用意願不高。<(四)經檢討網際網路報關
作業牽涉問題甚廣，非一蹴可成，需經長期宣導推動，
及不斷檢討改進系統功能，使用量才能獲致逐步改善及
成長。<因應策略：<本總局將長期宣導推動使用網際網
路報關，目前除已於各地舉辦多次宣導說明會，並派員
參加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召開之第 2 次會員會議
及配合參加「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成果展覽
會」，實機展示網際網路報關作業外，另預定於 94 年第
1 季再於台北、台中及高雄舉辦至少 6 場網際網路報關
系統宣導說明會；並將持續派員參與進出口商公會及各
關稅局舉辦之相關會議，加強宣導。<未來配合本總局其
他線上申辦事項採用憑證，及其他機關申辦業務開始使
用憑證，將可逐步解除業者疑慮，並導引其擴大使用憑
證辦理報關。<為擴大網際網路報關適用範圍及功能，本
總局已完成海運網際網路 ASP 報關系統建置，並將不斷
檢討改進系統功能，以提供更便捷更有效率之網際網路
通關環境，達到擴大使用網際網路報關之目標。
2. 提升貨物通 2
關相關資訊
系統服務品
質

本項衡量指標未達預計 75%之績效目標，推估原因應為正
值海運通關系統轉型與總局網站設備老舊之故，此兩部分
因為海運系統已完成轉型，及總局網站即將更新，預計下
一年度應可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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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績效總評
一、本部 93 年度施政績效評核係針對策略績效目標所訂之衡量指標
進行初核，其中業務面向計 18 項衡量指標、人力面向計 5 項衡
量指標及經費面向之 1 項衡量指標，經評核結果本部業務面向衡
量指標計有 20 項(合計權重達 93.6 分)超越目標值或達成原訂目標
值(其中有 1 項更已於 91 年度提前達到目標值並完成)舉其要者如
下：
（一）「健全中央與地方財政，落實地方財政自主，並靈活國庫調
度管理」方面，業妥善規劃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制度，及建立
地方政府財政努力誘因機制，使地方在開闢自治財源上已收
成效。
（二）「健全稅制，改進稅政，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化，並提升服務
品質」方面，各稽徵機關加強辦理逃漏稅查核，93 年度補徵
稅額及罰鍰達 593 億 7 千餘萬元，同時提升所得稅及營業稅
網路申報案件比例，大幅節省徵納雙方之時間及人力。
（三）「提升關務國際化及便捷化，建立無障礙通關環境，以促進
企業發展」方面，海運連線報關回應時間由 92 年度之 7 分
鐘縮短至 3 分鐘，並提升海、空運Ｃ1 通關方式比率，有效
縮短通關時間。
（四）「加強國有土地管理應用效能」方面，充分掌握非公用土地
使用情形及相關資訊，妥善規劃利用及管理經營，93 年度國
有非公用土地處分收益金額合計達 991.91 億元，大幅挹注國
庫收入。
（五）「合理調整機關員額，建立活力政府」方面，除配合行政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移撥員額 617 人外，實際精減員額
87 人，並超額進用身心障礙及原住民人員，均有效落實政府
機關用人政策。
（六）「節約政府支出，邁向財政收支平衡」方面，嚴格控管各單
位預算執行，至決算賸餘數得以超出設定目標。由以上主要
指標顯示，本部暨所屬各機關全體同仁在共同之努力下，已
達豐碩之施政成果。
二、至 4 項衡量指標達成度未達 100%之原因分析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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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品與勞務之間接稅收佔 GDP 比例」
，因世界各國商品與
勞務之間接稅收佔 GDP 比例普遍下降，導致我國排名退步。
（二）「資本及財產稅收佔 GDP 比例」
，由於稽徵機關為落實租稅
公平，加強稽徵防杜逃漏，致資本及財產稅收成長率大於
GDP 成長率，故資本及財產稅收占 GDP 之比率向上提升，
致使我國本評比項目稅收所占比例較高，排名相對地落後退
步。
（三）「擴大使用網際網路報關」
，原係政策決定提供另一種報關
管道，且作為現行 EDI 連線報關之備援，目前因業者使用
EDI 連線報關已相當熟悉，在不易改變其作業方式及對網際
網路報關運用政府核發憑證簽章申報之安全性心存疑慮且
欠缺瞭解之情況下，致採用意願不高，有待長期宣導方能奏
效。
（四）「提升貨物通關相關資訊系統服務品質」方面，可能因海運
通關系統轉型與總局網站設備老舊影響服務品質等因素，爰
使成果與原訂目標值稍有差距，預期海運通關系統完成轉型
及網站設備更新後，即可加以改善。
三、綜上而言，本部整體施政績效之業務面向衡量指標執行成果甚
佳，在考評後該項得分為 92.59 分，加計權重(本項占績效總分 70%)
實際得分為 64.81 分。另人力面向衡量指標，5 項均達成預定目
標，執行績效卓著，經核算後本部策略績效目標人力面向得分為
100 分，加計權重(本項占績效總分 15%)實際得分為 15 分。至經
費面向(一項)之衡量指標執行預算經常門節餘成效優良，爰核給
100 分，加計權重(本項占績效總分 15%)實際得分為 15 分，加總
3 大項策略施政績效目標之績效總分為 94.8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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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一、國庫署
（一）「財政改革方案」各項財政改革措施之管考作業辦理情形
１．財政部經參酌財改會之共識結論，研議完成「財政改革方
案」
，於 92 年 4 月 22 日奉行政院核定實施，該方案共計
有 60 項，分列短期改革措施 35 項、中期改革措施 22 項、
長期改革措施 3 項，為使各單位落實改革措施之推動，本
部於 92 年 5 月 9 日邀集相關單位開會研商各項改革措施
之管考週期，商定短、中期改革措施分別以每 3 個月、6
個月為管考週期，由相關單位按時填報執行進度（另長期
改革措施則暫不予管考）
，截至目前已辦理 5 次短期、2 次
中期之管考作業，各單位均能如期依規定查填執行情形資
料。
２．另為使「財政改革方案」之各項改革措施之執行成效具體
彰顯，於 93 年 8 月 20 日邀請相關單位召開各項改革措施
辦理情形之檢討會議，經依會議決議事項，有關短期改革
措施方面，在執行成果上已有具體績效，且在制度上亦已
運作可納為各機關單位一般經常性辦理事項，並可簡化管
考行政工作之措施計有 20 項同意解除列管外，其餘 15 項
措施繼續予以管考至 94 年 6 月底，另中期改革措施仍依
原管考實施期程至 97 年 6 月底。
（二）執行成效
１．稅課收入面
（１）軍教薪資所得課稅案、應加徵 10%所得稅之未分配盈
餘計算基準修正案及金融業營業稅維持課稅之修正
案等已陳報行政院函轉立法院審議中。
（２）研擬完成土地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予以明定將土
地增值稅最高級距稅率調整為 40%、30%、20%，已
於 93 年 10 月 7 日陳報行政院審議。
（３）行政院於 92 年 7 月 18 日通過訂定「稅式支出評估作
業應注意事項」
，要求各部會於研提法案，如有涉及
租稅減免者，應經審慎之評估程序始得訂定，以達成
5-15

妥善調整稅制結構、追求稅收穩定與適足、租稅公平
與效率之目標。前開稅式支出評估作業施行迄今，已
提出之稅式支出評估報告有 10 件，經評估可行且已
完成修法僅 2 案。整體而言，評估機制運作之成效可
為相當良好，對國家財政有相當正面之貢獻。
（４）員工認股權課稅規定於 93 年 4 月 30 日發布解釋令，
92 年度員工行使認股權計有 19 家公司，均依規定補
報免扣繳憑單，件數計 5,564 件，所得金額約 7 億 5
千萬元。
（５）落實預算法第 29 條規定，行政院已編製稅式支出報
告納入 9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總說明中。
（６）於 93 年 6 月 2 日公布施行「記帳士法」
，以推動記帳
者法制化。
（７）經濟部修正之「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審查
原則」，已納入放寬台商大陸資金匯回扣底累計投資
金額之規定。
２．非稅課收入面
（１）中央業務主管機關洽請本部審議同意之規費收費基
準案，自 92 年 7 月起至目前為止，經本部同意之規
費收費基準案共計 65 案，其中新增之規費收費項目
共計 294 項，調整之收費項目共計 52 項。
（２）行政院主計處自 93 年至 97 年底將陸續裁撤公共造產
基金等 7 個基金。
（３）合理規劃公債發行，加強執行定期適量發行政策，並
妥善運用中央政府債務基金，自 91 年度起至 93 年 6
月底止，已節減政府債息支出 122 億餘元。
（４）國家資產管理委員會自 91 年 4 月 13 日成立以來，截
至 93 年 10 月底止，共召開 28 次委員會議，決議收
回土地 25,961 筆，面積 8,741.62 公頃，國有財產局已
處理 12,700 筆，面積 6,102.94 公頃，收入共計 314 億
1,112 萬 7,774 元。
３．支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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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93 年 8 月 20 日由本部召開各項改革措施辦理情形之
檢討會議，經檢討計有 20 項短期改革措施符合上開
會議決議予以解除管制，其中 13 項措施係屬支出面，
均在執行成果上已有具體績效，且在制度上亦已運作
可納為各機關單位一般經常性辦理事項，除此，支出
面餘有 3 項措施尚在積極推動執行辦理。
（２）自 91 年度起中央政府全面實施之中程計畫預算制度
與支出面之改革措施方向一致，而行政院主計處為賡
續加強推動該制度並落實零基預算精神，均逐年檢討
精進相關編審作業，並在維持施政品質水準下，採行
必要之支出刪減作為。
（三）「財政改革方案」推動執行迄今 1 年多，已具初步成效，加
上國內經濟景氣持續穩定復甦，因此 93 年度稅課收入徵起
情形，按截至 11 月底之稅收累計實徵數占預算數 96％，預
估全年度稅收徵起數將較預算數小幅超徵，為自 88 年度 5
年來首次順利達成預算數。另為使「財政改革方案」之各項
改革措施能與未來社會、經濟環境變遷相契合，將採取每 2
年檢討 1 次之滾動式計畫方式辦理，期於 2011 年前達成財
政收支平衡的目標。
二、台北區支付處
（一）人民申請案作業創新改良：實施「快速專線」機制，即對支
用機關或受款人要求緊急支付之案件，以專用案卷，在作業
線上優先辦理之特別服務，如受款人臨櫃領取支票或存帳之
國庫券還本付息、國防經費、各縣市政府補助款、各機關員
工薪津等。每件處理時間僅須 20 分鐘，一般案件為 40 分鐘，
93 年度完成 8,457 件，對於提供民眾優質服務及助益政府各
項政務推動，成效頗大。
（二）橫向連結跨機關業務及簡化改良
１．推動國庫電子支付單軌作業，縮短庫款支付作業時間，強
化庫款支付安全與效能，達成電子化政府無紙化作業之目
標，93 年完成 208 個支用機關參加。具體績效如下：
（１）免除付款憑單郵寄遞送時間及郵資，節省各機關人
力、物力負擔及經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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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應用政府網路傳輸，促進機關業務自動化。
（３）增進機關工作效能，提昇政府服務形象。
２．運用網站提供報表，以替代人工遞送；輔導支用機關以電
子簽證方式辦理對帳結果線上簽回，節省人力、時間及郵
資。具體績效如下：
（１）網站提供 7 種報表，可較原來之人工遞送方式減省約
一至二天。
（２）支用機關以電子簽證方式辦理對帳結果線上簽回作
業已達效益：
a. 以電子簽證方式將對帳結果線上簽回，直接將資料轉
匯該處資料庫系統內，加以統計分 析，節省排序、
登錄及整理等人力。
b. 至 11 月底止對帳結果線上簽回機關達 331 家，估計
每年可節省郵資 99,300 元（@25×331 家×12 月）
。
３．新增網路代辦業務以改進現行臨櫃面洽委託更正作業方
式，應用電子簽章認證機制，完成付款、轉帳憑單委託更
正及國庫支票註銷特別註記申請之網路申辦業務，提升作
業層次。
４．擴大辦理中部辦公室支付業務雙軌連線作業，輔導支用機
關連線上網傳輸，縮短支付作業流程。
（三）工作圈之研究創新作法：運用二維條碼、自動掃描及影像儲
存技術，精簡存帳－跨行通匯作業流程，縮短匯款支付時
程，並強化支付作業安全及正確性，提升支付效能。
（四）獎勵案件
１．辦理資通安全業務具體完善，無資通安全事件發生，表現
優良，獲得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 92 年度「防護績優
單位」獎項。
２．93 年 10 月 21 日行政院資通安全稽核服務團至本處辦理稽
核作業，因該處資安政策訂定完整，並依政策辦理各項控
管措施，資通安全情形評定為「非常完整」
。
３．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 93 年度模擬駭客攻防演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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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因防護措施完善，得以順利通過此次攻防演練，未被攻
擊或入侵。
三、賦稅署
（一）制定「記帳士法」
，建立專業記帳及報稅代理人制度：為建
立記帳士制度，並將現有代客記帳業者，納入管理，業經制
定記帳士法，於 93 年 6 月 2 日公布施行，除明定記帳士資
格之取得、登錄、業務範圍、責任、懲戒暨公會之組織等事
項外，並規定本法施行前已從事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滿三
年，且均有報繳該項執行業務所得者，自本法施行之日起，
得登錄繼續執業，以兼顧現有業者之工作權。本法完成立法
後，對於健全稅政，提高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之素質，具有重
大意義。
（二）研擬修正土地稅減免規則：為鼓勵公立學校順利尋得民間機
構參與公立學校學生宿舍之興建，增訂土地稅減免規則第七
條第四項有關公立學校以 BOT 方式興建學生宿舍者，於興
建及營運期間，其基地之地價稅，得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專
案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免徵之規定。該條文
業於 93 年 8 月 31 日發布實施。
（三）落實「稅式支出評估決策機制」
，增進整體經濟效益、健全
我國財政：近年來，我國面臨國際景氣循環及國內經濟結構
轉型之新挑戰，政府財政收支短差有漸進擴大之趨勢，如何
於經濟發展與財政健全間取得適當之平衡，為我國當前努力
之目標。為達此一目標，行政院於 92 年 7 月 18 日訂定「稅
式支出評估作業應注意事項」，希望經由稅式支出評估機制
之建立，增進租稅減免措施之可行性及效益性，同時避免不
當稅基侵蝕，影響政府財政。稅式支出評估機制施行至今（93
年）
，已有 2 案租稅減免法規完成稅式支出評估作業，由於
複評結果均具有可行性及效益性，且未造成實質稅收損失，
已完成修法程序，另有 5 案租稅減免法規，經討論確定不具
可行性後，提案機關已配合不予提出，其餘 14 案仍評估中。
對於租稅減免法規之擴大，已收適度緩和之效。
（四）修訂所得稅相關法令，促進租稅公平合理
１．健全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之查核法規及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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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機制：隨著國際間企業往來交易及相互投資日趨頻繁，
關係企業間基於追求利潤最大，常藉不合常規移轉訂價之
安排，以達降低其集團全球總稅負之目的，違反實質課稅
公平原則，並損及我國稅收。為維護課稅公平，本部已完
成移轉訂價查核法規之檢討，並於去年底發布「營利事業
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
，另亦著手規劃後續
配套措施、進行人才培訓，以提升移轉訂價案件之查核效
率，進而保障我國稅收。
２．建立技術入股得發行認股權憑證或緩課所得稅機制：為協
助新興工業引進新技術，帶動研發創新，提升產業競爭
力。本部配合擬具「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修正草案，增訂
第 19 條之 2，明定技術入股新興工業之股東，在符合一定
條件下，其技術入股所得得選擇延緩 5 年課徵所得稅；並
增訂第 19 條之 3，明定新興工業得依規定發行認股權憑證
予技術提供者，使技術提供者得於執行認股權年度，才依
規定課徵所得稅。已奉 總統 94 年 2 月 2 日令公布實施。
３．完備連結稅制適用機制：配合修正「企業併購法」第 40
條及第 42 條，增訂母、子公司選擇合併申報營利事業所
得稅者，其合於規定之各本國子公司，應全部納入合併申
報，並明確規範其任意變更申報方式或透過合併申報規避
稅賦之相關配套措施。並於 93 年 5 月 5 日奉 總統令公
布施行。
４．完成行政院核定之「財政改革方案」短期改革措施─「研
擬員工認股權課稅制度」
，於 93 年 4 月 30 日發布員工認
股權之課稅規定。
５．配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5 條第 6 項規
定，擬具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取得臺灣
地區來源所得應適用之「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修正草案」
陳報行政院，經行政院 93 年 2 月 28 日修正發布。
６．配合所得稅法第 80 條第 5 項授權財政部就稽徵機關對所
得稅案件進行調查、審核訂定相關辦法及準則之規定，修
正「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
，增訂 2 條，修正 47 條，
刪除 9 條，共修正條文 58 條。於 93 年 1 月 2 日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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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地方稅自治條例報請或層轉中央機關備查開放特別稅、臨
時稅案件
１．地方政府報請或層轉備查之地方稅自治條例計有 7 案，業
已分別於 93 年 8 月 23 日、9 月 2 日及 10 月 18 日召開 3
次「地方稅自治條例審查委員會議」共同審議完竣，審議
結果：
（１）「桃園縣地方稅自治條例」擬課徵之 6 種稅目、「苗
栗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徵收自治條例」
、
「苗栗
縣營建剩餘土石方特別稅徵收自治條例」及「臺北縣
土城市建築工地稅自治條例」等 4 案，除桃園縣擬課
徵之 3 種特別稅課（民用機場不動產特別稅、民用機
場噪音區回饋特別稅及煉油廠特別稅），屬地方稅法
通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3 款「經營範圍跨越轄區之公用
事業」，不得開徵外；其餘之「營建剩餘土石方臨時
稅」
、
「景觀維護臨時稅」及「體育發展臨時稅」與苗
栗縣擬課徵之「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及「營建
剩餘土石方特別稅」暨臺北縣土城市公所擬課徵之
「建築工地臨時稅」等 6 稅目，未違反地方稅法通則
第 3 條第 1 項但書不得開徵事項之規定，准予備查；
並分別以財政部 93 年 9 月 15 日台財稅字第
09304770761、09304770762 號及財政部 93 年 10 月
29 日台財稅字第 09304783671 號函復桃園縣、苗栗縣
政府及臺北縣土城市公所在案。
（２）.另「金門縣環境維護臨時稅課自治條例」
、
「屏東縣霧
台鄉生態維護臨時稅課自治條例」及「臺東縣綠島鄉
觀光資源生態維護臨時稅課自治條例」等 3 案，概以
進出轄區內非設籍於該轄區之「自然人」為課稅對
象，不利於人力資源之流動，損及國家整體利益，屬
地方稅法通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不得開徵之事項，
未便准予備查；並分別以財政部 93 年 10 月 29 日台
財稅字第 09304783672、09304783673 及 09304558960
號函復金門縣政府、屏東縣霧台鄉公所及臺東縣綠島
鄉公所在案。
（六）賡續辦理租稅協定之洽簽，以拓展租稅外交，促進經貿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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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為拓展租稅外交、消除國際間重複課稅，促進經貿、文
化及科技交流，並保障國人在國外投資或經營事業獲得合理
租稅待遇，本部積極推動與經貿關係密切國家洽簽避免所得
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截至目前為止，已簽署生效之
全面性租稅協定計有 14 項、單項海空運運輸互免協定計有
12 項。其中我國與塞內加爾及瑞典簽署之全面性租稅協定，
已分別自 93 年 9 月 10 日及 11 月 24 日起正式生效，另亦與
歐洲數國積極洽簽租稅協定中，將有助於我國未來與歐洲各
國之經貿往來與交流。
（七）輔導承作海外有價證券募集與發行業務之國內發行公司及
國外承銷商依法繳納所得稅：海外有價證券之募集與發行業
務係同時在中華民國境內及境外進行，其在中華民國境內取
得之承銷費或手續費收入，屬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應依法課
徵所得稅。本部於去年與國外承銷商及國內發行公司進行多
次溝通說明，編纂疑義解答，並擬訂輔導措施。有關就源扣
繳申報部分，輔導期已於 93 年 6 月 30 日結束，計輔導補辦
扣繳稅款總額約 3 億 5 千 6 百萬元；加計利息總額約 1 千 2
百萬元；有關結算申報部分，輔導期將於 94 年 2 月 28 日屆
滿，籲請業者務必於期限內依規定辦理，以免受罰。
（八）規劃督導國稅局與海關聯合查緝冒退營業稅：為遏止不法分
子以集團化組織，利用取得虛設行號及無交易事實之進項憑
證虛報進項稅額並結合虛報出口貨物等方式，冒退營業稅
款，本部已於 93 年度成立「關稅與內地稅聯合查緝冒退營
業稅專案小組」
，並於該年度查獲體 44 家營業人涉及冒退營
業稅，補稅金額為新臺幣（以下同）1 億 4,911 萬餘元，預
估裁處罰鍰約有 7 億 1,505 萬餘元，其中涉有以詐術或其他
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之營業人計 20 家，均已移送檢調機關
依法偵辦；另外針對 118 家營業人採取暫緩退稅措施，金額
約 6 億 4,080 萬餘元。同時，各地區關稅局於 93 年亦有查獲
233 案涉嫌高報出口貨物離岸價格案件，金額約為 55 億 1,997
萬餘元，均已通報國稅局加強查核。惟為兼顧守法營業人退
稅權益，已著手研議將會計師簽證及分級審查退稅制度導入
營業稅零稅率退稅申請案件、提高營業稅網路及媒體申報比
率、將營業人銷售與免稅區零稅率貨物納入交查範圍及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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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快遞貨物出口適用營業稅零稅率證明文件等措施。同
時，依據 93 年 12 月 24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海關緝私條例第
37 條修正條文規定，虛報出口貨物行為之罰鍰最高限額已自
現行 9 萬元調高至 300 萬元，爾後被查獲者將須面臨更重罰
則。
（九）解決濃縮健康醋徵免貨物稅爭議：
１．依法發布符合 CNS 14834 釀造食醋國家標準之濃縮健康
醋，免徵貨物稅：濃縮健康醋原按其他飲料品課徵貨物
稅，因濃縮健康醋與免徵貨物稅之料理醋間無一切割基
準，致徵納雙方時有爭議。依貨物稅條例第 8 條第 2 項規
定，符合國家標準之純天然果蔬汁等免徵貨物稅，由於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於 93 年 7 月 6 日公布 CNS14834 食用醋
國家標準，對各種釀造食醋之定義、品質及檢驗方式均有
明確規範，為解決濃縮健康醋徵免貨物稅之爭議，經洽商
經濟部工業局、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相關公會
及各地區國稅局意見後，於 93 年 11 月 15 日發布解釋令
（台財稅字第 09304556540 號令）規定，自該令發布日起，
由國外進口或國內產製之濃縮健康醋，其品質符合 CNS
14834 食用醋國家標準釀造食醋項下之穀物醋、果實醋、
其他釀造醋、高酸度醋或調理食醋等五種中任一種國家標
準者，核非屬貨物稅條例第 8 條規定之應稅飲料品範圍，
不課徵貨物稅；其申請免徵貨物稅手續及抽樣送驗程序，
應比照現行符合國家標準之純天然果蔬汁之規定辦理；該
令發布時，未確定案件准以適用該令規定。
２．輔導措施：為讓產製廠商了解濃縮健康醋申請免徵貨物稅
之程序，本署業於 93 年 11 月 18 日以台稅二發字第
09304563380 號函請各地區國稅局儘速輔導轄區內產製廠
商就其所生產符合釀造食醋國家標準之濃縮健康醋，比照
現行符合國家標準之純天然果蔬汁作業程序，申請免徵貨
物稅，以保障廠商權益。
（十）賡續推動以信用卡繳納各項稅款作業，提供更多元化之繳稅
管道：為了提供民眾多元化的繳稅管道，讓民眾能以最方便
之方式完成納稅義務，93 年度除賡續推動以信用卡繳納 92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自繳稅款外，本部進而推動以信用
5-23

卡繳納定期開徵之房屋稅、地價稅、使用牌照稅、查定課徵
之營業稅、及大批開徵之綜合所得稅等，俾能進一步提升納
稅服務品質。
（十一）試辦委由便利商店代收地方稅稅款作業：為提供納稅義務
人更便利性的繳稅管道，以提昇納稅服務品質，93 年試辦委
託 24 小時營業的便利商店代收稽徵機關每年定期開徵之房
屋稅、地價稅及使用牌照稅。本項作業已於 93 年 5 月開徵
之房屋稅、93 年 10 月開徵的使用牌照稅及 11 月開徵的地價
稅陸續辦理。本項作業不僅可以擴大便民服務，更可簡化稽
徵機關稅款劃解銷號作業，且實施成效尚稱良好，來年將賡
續推動。
（十二）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辦理情形
１．土地稅法增訂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三年之規定，自 91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至 92 年 1 月底止屆滿一年，土地移轉筆數
為 33 萬餘筆，較 90 年同期增加 9 萬餘筆，成長 39％；實
徵稅額為 502 億餘元，較 90 年同期增加 104 億餘元，成
長 26％。
２．92 年 2 月 1 日起至 93 年 1 月底止（實施減徵之第二年），
土地移轉筆數約 39 萬筆，較 90 年同期增加 14 萬餘筆，
成長 60％；實徵稅額為 653 億餘元，較 90 年同期增加 255
億餘元，成長 64％。
３．93 年 2 月 1 日起至 93 年 12 月底止（實施減徵之第三年）
，
土地移轉筆數為 35 萬餘筆，較 90 年同期增加 12 萬餘筆，
成長 54％；實徵稅額為 727 億餘元，較 90 年同期增加 348
億餘元，成長 92％。
４．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三年之規定已將於 94.1.31 施行屆
滿，有關因應銜接措施，本部已依據財政改革委員會建
議，研提土地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將土地增值稅稅率
調降為 40％、30％、20％，以期落實財政改革意旨，並兼
顧地方財政自主。上述修正案奉 總統 94 年 1 月 30 日令
公布實施。
四、財稅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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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財政部研究發展獎勵作業要點」本中心參加財政部 92
年度研究發展項目：
１．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建檔作業之改革：獲評定甲等獎。
２．應用 Web 技術於稅務資訊系統之研究：獲評定甲等獎。
３．運用策略管理工具--平衡計分卡，強化政府部門競爭優勢
之研究：獲評定乙等獎。
（二）依本中心專業人員獎懲標準表有關規定予以敘獎部分：
１．配合行政院觀光旅客倍增計畫籌辦外籍旅客購物退稅機
制，92 年 8 月本部成立「財政部辦理外籍旅客購物退稅專
案小組」
，參與電作分組相關系統規劃，電腦軟硬體之採
購召標等事宜，於 92 年 9 月相關應用系統順利上線作業、
如期達成任務。
２．參與財政部全球資訊網工作，經行政院評選獲頒入口網站
「推薦網站獎」
，重新規劃建置財政部全球資訊網站，本
部自 88 年起至 93 年連續獲得行政院評定為行政機關之推
薦網站，為行政院各部會中唯一連續 3 屆﹙6 年﹚獲獎之
行政機關，表現良好。
３．「網路申報繳稅整體資訊作業規劃小組」
，負責規劃建
置、驗收「網路申報繳稅整體資訊作業」之規劃建置，並
參與各年度網路申報繳稅作業驗收作業，圓滿達成任務。
４．辦理「徵課管理作業手冊」及「財稅資訊處理手冊─國稅
戶政資訊運用、貨物稅、菸酒稅、全功能櫃檯作業、期貨
交易稅、證券交易稅、贈與稅、營利事業所得稅...」等有
關表報彙編修撰案，績效優良。
５．因應國稅局自行稽徵營業稅過渡時期作業，督導電子作業
之整體規劃、協調及重要事項之議決，使各地區國稅局營
業稅業務系統順利上線，績效顯著。
６．辦理電子閘門業務，並配合「稅務ｅ網通計畫」
，運用電
子閘門提供稅務資料予法務部運用，圓滿完成任務。
７．督導推動「財政部國庫電子支付系統」執行及協調相關事
宜，圓滿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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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稅總局
（一）法規鬆綁
１．關稅法鬆綁部分
（１）修正關稅法第四十九條:參酌京都公約特定附約第五
章規定，緊急救難進口或受贈之貨物及緊急救難人員
執行任務所需之裝備、受過特殊訓練之動物及用品等
得予免稅進口。
（２）修正條文第五十條:參考京都公約總附約第三章準則
3.44 第 3 款規定，因貨物性質而自然短少，其短少部
分經海關查明屬實者，關係人即不需繳納稅款或可要
求發還已繳納之稅款。
（３）修正條文第六十四條:配合京都公約總附約第三章及
第四章準則 3.44 及 4.20 規範，適度擴大退稅適用範
圍，使已繳納關稅之進口貨物，因特殊情形未真正供
國內消費者，得以退還原繳關稅。
（４）修正條文第九十九條:依本法應補稅款在財政部規定
金額以下者，免予補徵，以節省稽徵成本，並減輕徵
納雙方之人力負荷。
（５）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放寬運往國外修理、裝配或加工
之貨物適用之範圍，不再以機械、器具為限。
２．為執行新修正關稅法第十七條第七項之授權規定，增訂
「進出口報單申報事項更正作業辦法」。
３．配合關稅法刪除原第六十一條第三款有傷風化之書刊、畫
片及誨淫物品文字，
「海關處理有傷風化物品作業規定」
停止適用。
４．訂定「長期委任書控管作業程序」
：規定報關業受託長期
委任報關時，得先檢具委任書向海關提示，由海關依序登
錄以備建檔比對查核。經登錄後，報關業得於報單或轉運
申請書上填載海關核發之登錄字號，代替逐件出具委任
書。
５．經核准設置之報關業者，其分公司經理人變動時，得不須
5-26

更換報關證照，以簡化作業並提高行政效率。
６．93 年 7 月取消長期委任報關每一廠商於每一關稅局最多委
任五家報關業者之限制。
７．為放寬 T4 船用品轉口之轉運申請書申請人限制，自 93 年
12 月起，T4 船用品轉口，其轉運申請書申請人核屬修理
船隻所需之船舶設備、船舶備件或船用物料，且其艙單收
貨人載明「由國內廠商轉交出口船船長」之特殊案件，同
意由該廠商或其委任報關人申辦，以利通關。
８．為節省運輸業成本，配合出口貨櫃動態查核系統之建置，
修正「海關管理貨櫃集散站辦法」部分條文，規定以電子
資料傳輸辦理出口貨櫃進出站、裝船登錄作業免發出口貨
櫃清單。
（二）人民申請案作業創新改良部分
１．為便利進口業者繳納稅款，於 93 年 12 月公告取消原規定
納稅義務人逾期繳納進口稅費時須向「代庫銀行駐海關收
稅處」繳納之限制，即無論向各代收稅費銀行繳納，或與
通關網路連線以 EDI 線上扣繳，均可受理。
２．為簡化稽徵作業，提升稅款徵課作業效益，依關稅法規定
應補徵之稅款在新台幣 200 元以下者，免予徵收。
３．規劃完成進口快遞貨物低價應稅（X3）及高價貨物（X4）
案件預繳稅費保證金採共同帳戶，便利快遞業者繳稅作
業。
４．為加速通關並簡化稽徵作業，廠商若連續 6 個月期間內，
進口相同生產國別、品牌之純天然果蔬汁達 5 批以上，經
進口地關稅局取樣送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化驗，均符合國
家標準者，得檢具相關報關資料，向進口地關稅局切結並
申請嗣後進口相同貨品時，免再逐案取樣送驗並免徵貨物
稅放行。
５．鑑於原以暫准通關證申報聯正本往返寄送進、出口關稅局
之核銷註記作業方式，耗費人力、物力，亦容易遺失，經
修正「使用貨品暫准通關證作業要點」，將作業方式改為
影印進、出口申報聯，註明「與正本相符」並加蓋職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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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送往原進、出口關稅局銷案註記，以簡政便民。
６．簡化海運進口貨物完稅價格審核作業：自 93 年 11 月起海
運進口貨物完稅價格審核作業由關稅總局移撥各關稅局
辦理，除報價異常案件外，均由各關稅局分估員逕行審價
稅放，以加速貨物通關。
７．為簡化商標權及著作權權利人等向海關提出檢舉或提示
之申請，93 年 5 月公告「檢舉/提示進出口侵害商標權及
著作權物品申請書」標準化格式，載明申請人應檢附之文
件及應說明之事項，並置於該總局網站書表下載區供申請
人下載運用，以減少文件製作及審核時間。
８．訂定「防杜紡品委外加工虛報案件應注意事項」及「出口
虛報涉冒退營業稅案件通報內地稅機關標準及方式」
，縮
短作業處理流程，提升行政效率及服務品質。
９．為期簡政便民，修正海運運輸業者使用貨櫃自備封條規
定，放寬自備封條種類條件與加封方式。
１０．擴大透過網路申辦項目，業已建置 81 項於機關網頁提
供業界使用，民眾商家均有稱便。
（三）工作之研究創新作法部分
１．成立「汽車進口服務工作圈」，規劃海關進口車輛資料透
過政府 e 化服務平台，提供監理單位與民眾據以辦發執
照，以達「海關進口與貨物稅完（免）稅證明書（車輛用）」
無紙化作業。
２．將自由貿易港區轉口業務採分業管理：非航商登記為從事
轉口之港區事業，其轉口貨物作業按現行自由貿易港區相
關規定辦理；具有從事轉口業務之港區事業身分之航商，
其轉口貨物欲依自由貿易港區相關規定運作者，得以進口
艙單申報代替轉口貨櫃（物）進儲及轉運出口之通報。
３．為加強侵害智慧財產權貨品之查緝，將海關受理檢舉或提
示侵權案件之真、仿品圖片、權利人相關證明文件、侵權
事證等資料建置圖檔資料庫，供關員隨時查詢，提升查緝
績效，並保存資料的完整性，節省書面複製及傳遞時間，
增進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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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強化情資通報系統功能：增列圖檔查詢，供關員查緝之參
考，節省公文傳遞，加速處理時效，提升服務品質。
５．為提升關員專業智識、執行能力與服務品質，加強辦理各
項講習、訓練：諸如著名商標真仿品辨識說明會、電影視
聽著作與電腦軟體盜版品認識實務、智慧財產權邊境措施
講習、情資通報分析研討會、槍械與農產品辨識講習、事
後稽核初級班、進階班及會計處理專題研修初級班、進階
班等，並舉行經驗交流會，以達人才之培養與經驗之傳承。
６．擴大宣導實施「前線」行動計畫，成立協談訪問小組，加
強與策略聯盟業者間之互動合作關係，輔導業者建立如何
協助海關打擊不法之自行查核機制。93 年新增 22 家，合
計有 134 家廠商與海關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經由策略聯盟
業者通報，93 年海關緝獲毒品 4 件、槍械 1 件、補稅更正
報單 3 件。
７．積極配合推動 CSI 美國貨櫃安全計畫，於高雄關稅局成立
CSI 專案小組，向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總隊洽借機
動式貨櫃檢查儀 1 部，及美國海關爭取免費出借貨櫃檢查
儀 2 部，後者已獲美方首肯，美國海關港口評估小組同時
允諾於高雄港免費裝置港口輻射監視儀器，派員向我方講
解美國海關自動化篩選系統（Automated Targeting
System，ATS）及邀請我海關派員參加美國海關年度 ATS
會議等。
８．配合高雄港務局建置之門禁車道辨識系統，海關研議建置
RFID 電子晶片式封條系統，以解決高雄港轉口貨櫃押運
問題。高雄關稅局已完成 RFID 電子晶片式封條系統採購
作業，預定於 94 年 3 月建置完成。
９．研析可疑船舶、國際運送路線，以強化抽核、押運與管控
機制，避免不法業者利用轉運、轉口櫃掉包走私情事之發
生。
１０．提升 PDA（掌上型電腦）輔助查緝應用軟體功能，俾利
關員隨時隨地連線查詢艙單、報單內容資料及廠商等級、
走私紀錄，提升查緝績效。
１１．研訂轉運、轉口貨櫃抽核、押運及管控機制：篩選高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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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貨櫃進行普查，防止未列艙單（幽靈）貨櫃闖關掉包；
由貨櫃動態查核系統降低抽押比率，以解決押運人力不足
問題；落實高風險轉口貨櫃之押運，同時建立追蹤銷案機
制等。
１２．積極規劃建置「風險管理運用系統」
，俾有效蒐選分析
高風險廠商及貨物；持續蒐集、分析各項風險因子，機動
運作控管機制，有效篩選出應驗、應審之高危險群報單，
以降低應驗報單比率，提升 C1 通關方式比率。
１３．全面檢討修正徵課會計制度中諸多不合時宜法令規章
及相關帳務處理作業並簡化文件，以收加強管理與內部控
制之效。93 年度起表報、帳冊等改由電腦列印省時美觀，
會計報告之編製由 10 個工作天縮短為 5 個工作天。
１４．將加工出口區區內帳冊管理廠商年度結算表格電腦
化，製成範本程式應用，使年度結算審核由原至少 7 個工
作天，縮短為 1 個工作天，大幅提升行政效益。
（四）橫向連結跨機關業務及簡化改良部分
１．完成海運專屬系統轉型新系統上線，節省系統管理成本及
增加設備互相備援功能，提升海運通關作業效率，平均每
份報單連線報關回應時間已縮短至 3 分鐘內完成。
２．完成貨物通關電子閘門建置，透過跨機關電子閘門之應
用，打破專屬行政資訊系統之藩籬達成資料交換共享，以
逐年減少書證核發數量。
３．配合「整合貨物通關電子閘門應用系統」建置，整合該總
局「貨物通關電子閘門」
、經濟部「工商電子閘門」
、內政
部「戶役政電子閘門」及財稅資料中心「稅務電子閘門」
等系統之操作介面，提供各單位使用者單一登入及一致性
之操作介面，提高系統安全性。
４．簡化無實益之輸出入規定：為有效執行海關代辦業務，聯
繫貨品主管機關檢討相關規定，並就執行無實益之輸出入
規定，如進口藥品、醫療器材等物品時需重複查核證照及
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等，函請衛生署等貨品主管機關簡化
或改以境內查核，以加速通關及簡政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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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加強與國內各執法單位情資分享與通報，協助召開「研商
海關與國內各查緝機關建立情資通報機制及聯絡窗口事
宜」會議，建立各查緝機關情資通報窗口。
６．配合「關稅與內地稅聯合查緝冒退營業稅專案小組」
，成
立關務分組，訂定分組細部作業計畫及進度表，並依進度
執行查緝出口冒退營業稅。
７．加強國際合作，與美國海關及緝毒署舉辦首屆「台美毒品
情資交流研討會」
；為打擊跨國走私，協助加拿大海關將
夾藏失竊贓車之轉口貨櫃，運回加拿大。另積極推動與他
國海關及執法單位之合作，例如舉辦跨國工作階層情資對
話機制，參與學術機關之國際研討會，進行情資人員交流。
８．配合臺灣高等法院檢查署函請海關加強執行查緝毒品，成
立「抓毒蟲大隊」
，擬定「94 年抓毒蟲計畫」
，由各關稅局
成立「緝毒專責小組」，俾與檢、警、調、海巡機關加強
合作，共同打擊毒品走私，期達成「截毒於關口」之目標。
（五）查緝成果
１．93 年度海關實施事後稽核計 766 案，查獲違規者 488 案，
預估補稅及罰鍰金額高達新台幣（以下同）11 億 6 千餘萬
元，其中以稅則及價格申報不實案件最多，占 68％，例如
針對某公司進口冷凍去骨豬肩胛肉 11 批實施事後稽核結
果，查獲進口人涉有繳驗偽變造發票情事，依違反緝私條
例核處，預估補稅 4 百餘萬元，罰鍰 9 百 70 餘萬元。另
為配合關稅與內地稅相互勾稽，積極查緝「假出口、真退
稅」案件，逃避管制及冒退營業稅，海關針對另一公司成
衣委外加工復運進口之 11 份報單實施事後稽核，查得進
口人涉低報進口貨價、虛報出口貨物重量及價格，並假出
口委外加工名義進口大陸成衣，涉逃避管制等情事，預估
補稅 1 百 50 餘萬元，罰鍰 2 千 7 百餘萬元，並將涉及假
出口冒退營業稅部分，移請國稅局依法核辦，績效斐然。
２．93 年度毒品、槍械、菸、酒、農產品查緝成果表如附表 1、
2。
（１）附表 1：93 年度海關查獲毒品、槍械成果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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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品名稱
海洛因
安非他命
大麻
愷他命
液態愷他命

數量

私貨價值（新台幣）

270,741.8 公克

359,744,873

22,134 公克

8,410,928

20,319 公克

5,488,843

176,660.5 公克

56,178,039

90,000 公克

28,620,000

槍械 1、槍 314 支。2、子彈 9,241 發。3、彈匣 12
個。4、刺刀 31 把。5、武士刀劍 102 支
累計槍械緝獲總案件數 28 件，其中有密報案件 2
件，無密報案件 26 件。累計毒品緝獲總案件數 192
件，其中有密報案件 69 件，無密報案件 123 件。
（２）附表 2：93 年度海關查獲菸、酒、農產品成果統計表
貨品名稱
菸
酒
農產品

數量

私貨價值（新台幣）

8,523,631 包（17,048 箱）
4,532 瓶
979,841 公斤

140,794,900
294,833
55,341,053

六、國有財產局
（一）修正「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標售作業程序」中有關開標審查相
關規定：依修正前「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標售作業程序」規定，
本局辦理房地產標售，於開標時，除當眾點明自郵局取回之
投標單函件及拆封外，須逐封審查投標人資格等，再進行決
標。隨著不動產景氣逐漸復甦，不動產投資者參與國有土地
競標情形越來越積極，常有同一標號投標者達數十封或達百
封之情形，逐封開標審查後再決標，耗時費力，作業時間冗
長。本局為因應房地產市場景氣復甦，於 93 年 2 月 11 日修
正「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標售作業程序」，將開標審標方式修
正為，公開拆封後，先行比價，再就各標號選出最高標價及
次高標價者進行審查，以決定得標人及次得標人，約可節省
一半以上之審標作業時間。實施以來，深獲好評。
（二）成立標售中心：為落實行政院核定之「國有宿舍及眷舍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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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處理方案」
，加速標售各機關學校移交之國有眷舍房地
及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房地，本局台灣北區辦事處及台灣南區
辦事處先後於 93 年 10 月中旬及 11 月中旬，以任務編組方
式分別成立標售中心，建立標售作業之單一窗口，以提供快
速便捷的服務。自成立以來，已陸續列標多次，大幅提高了
國有土地之處分績效。據統計，二標售中心 93 年 12 月份即
列標 18 次，共 220 案、479 筆棟數，標脫率達 47.71﹪，成
效顯著。
（三）修正「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第九點、第十二
點、第十三點、第十四點及第十八點：為加強辦理國有非公
用財產委託經營業務，增加國庫收益，修正「國有非公用財
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第九點、第十二點、第十三點、第十
四點及第十八點，共五點規定，報奉財政部 93 年 11 月 24
日臺財產改字第 930034468 號令核定。茲簡述如次：
１．第九點：增訂委託經營契約應於受託人繳納訂約權利金
後，再行簽約，且不得以追溯訂約方式辦理，以避免受託
人先行使用國有土地，再行簽訂契約。
２．第十二點：明訂分期訂約權利金之收取方式，一律以契約
始期之月起算每第六個月月底前繳納，俾利委託機關實務
作業之執行。
３．第十三點：列舉本條文所稱建築用地種類，以明確界定其
範圍，俾利經營權利金之計收；另增訂非屬建築用地而作
為建築使用及雜項工作物使用時，以其垂直投影面積部分
按公告地價百分之六計收經營權利金，其餘部分按百分之
一計收，較為合宜。
４．第十四點：修訂辦理公開招標委託經營開標時，以投標金
額最高且不低於底價者為得標人，俾與本條文規定意旨一
致。
５．第十八點：修訂調降權利金逾期繳納之違約金計收標準，
以較能吻合目前一般金融行庫存放款利率，並增訂最高欠
繳額度，及逾期二日以內者免計收違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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