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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問題 
 

壹、研究動機與背景 

 

    高雄市長韓國瑜在 2018 年年底上任後，即提出針對到高雄市旅遊的外國觀光

客課徵每人每天 100 元台幣的「城市稅」構想，根據高雄市政府觀光局統計，2017

年上半年到高雄市住宿的外國旅客約有 240 萬人1，因此，如果每人課 100 元台幣

城市稅，高雄市半年就有約台幣 2 億 4600 萬元的「城市稅」收入。 

    構想一提出後，立即引起社會輿論的討論，有學者認為課徵「城市稅」可能

讓東南亞、中國大陸遊客降低到高雄旅遊的意願，造成「反誘因」2；也有人指出，

台灣幅員並不大，此舉可能造成觀光客轉到台南或屏東住宿，高雄市政府應研擬

配套措施3；產業界則有人反對在法令還沒完備且觀光景氣也還沒復甦的現在課徵

「城市稅」4。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長李樑堅指出，高雄市是依據「地方稅法通則」研擬開徵

「城市稅」5，稅收加在飯店住宿費，觀光客比較不會有不舒服的感覺，且「城市

稅」是針對來高雄市觀光的外國人，不會造成國人及高雄市民的負擔6。 

  高雄市長韓國瑜強調，「城市稅」是參考先進國家的作法，課徵的稅額並不多，

一方面希望對觀光客不要有壓力，另一方面則希望有助於財政改善7；會計師吳文

賓認為，高雄市府財政赤字嚴重，確實應思考如何開源節流，基於使用者付費理

念支持開徵城市稅
8
；日本徵收之「出境稅」、「宿泊稅」與高雄「城市稅」的構想，

均為向觀光客收取，屬於「使用者付費」概念，可增加地方財源，未來用在建設

觀光景點，可形成正向循環（莊弘伃，2019）。李沃牆（2018）則比較其他國家的

                                                      
1
 摘錄自東森財經新聞(2018 年 12 月 25 日)，韓國瑜擬徵「每日 100 元城市稅」學者憂嚇跑陸客，東森財經新聞網頁，   

 線上檢索日期 2019 年 3 月 12 日，網址：https://fnc.ebc.net.tw/FncNews/headline/64553。 
2
 同註 1 

3
 摘錄自經濟日報(2018 年 12 月 26 日)，高雄開徵城市稅 會計師提醒考驗觀光吸引力，經濟日報網頁，線上檢索日期 2019

年 3 月 11 日，網址：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6710/3559185。 
4
 同註 1 

5
 摘錄自工商時報(2018 年 12 月 26 日)，韓國瑜新點子 高雄要課城市稅，工商時報網頁，線上檢索日期 2019 年 3 月 13 日，

網址：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1226000269-260202?chdtv。 
6
 同註 5 

7
 同註 1 

8
 同註 3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1226000269-260202?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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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後認為，「綜合來看，高雄市開徵城市稅極其可行」。 

  無獨有偶，不僅是繁榮的高雄市想要對外國觀光客課徵「城市稅」，南投縣偏

遠的鹿谷鄉公所也準備對觀光客開徵「觀光稅」，如果這項稅捐獲中央備查，「初

估每年可為鄉庫帶來上千萬元收入」9；這項課徵新稅捐的構想同樣引起許多討論

及關注，「此例一開，南投其他鄉鎮的觀光景點，也打算跟進」10，「這陣子媒體上

蒐集到的民眾意見，多持不反對態度」11。 

  鹿谷鄉「觀光稅」也是依據「地方稅法通則」所研擬，其法制化進行的速度

比高雄市目前仍在構想中的「城市稅」還要快，這項「觀光稅」所依據的「南投

縣鹿谷鄉人文交通觀光環境生態資源維護協力臨時稅自治條例」，已在 2019 年 5

月間由鄉公所送交鄉民代表會三讀審查通過12。 

鹿谷鄉「觀光稅」課徵的對象及稅額，依據「南投縣鹿谷鄉人文交通觀光環

境生態資源維護協力臨時稅自治條例」草案第 4 條第 1 項規定「本臨時稅之課徵

以進入本鄉轄內之溪頭自然教育園區、鳳凰自然教育園區（即臺大茶園）及鳳凰

谷鳥園生態園區之人，每人每次新台幣壹拾元整計徵，由溪頭自然教育園區、鳳

凰自然教育園區（即臺大茶園）及鳳凰谷鳥園生態園區之管理機構於收取清潔維

護費（即門票）時一併代徵，並按月撥付本鄉專款專戶使用。」；第 4 條第 2 項也

規定「免徵範圍比照前項園區免費規定。」13；依據溪頭自然教育園區、鳳凰自然

教育園區、鳳凰谷鳥園生態園區等三處景點門票收費規定，設籍鹿谷鄉的鄉民是

免費入園14。 

也就是說，鹿谷鄉這項「觀光稅」是針對進入溪頭自然教育園區、鳳凰自然

教育園區、鳳凰谷鳥園生態園區等三處景點的觀光客，由園區的門票中代為課徵

每人每次 10 元的臨時稅，但鹿谷鄉民則不必課徵。 

鹿谷鄉長邱如平指出，公所每年預算不到二億元，無力負擔道路、橋樑等修

                                                      
9  摘錄自自由時報(2019 年 7 月 11 日)，南投鹿谷三大園區 擬徵觀光稅，自由時報網頁，線上檢索日期：2019 年 8 月 1  

  日，網址：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302254。 
10 摘錄自民視新聞(2019 年 7 月 12 日)，台灣首例！南投鹿谷鄉 3 景點開徵觀光稅，民視新聞網頁，線上檢索日期：2019 

  年 8 月 1 日，https://www.ftvnews.com.tw/AMP/News_Amp.aspx?id=2019711C01M1。 
11 摘錄自城市學(2019 年 7 月 31 日)，「觀光稅」來了！南投鹿谷鄉開出全台第一槍，城市學網頁，線上檢索日期：2019 年 8

月 1 日，網址：https://city.gvm.com.tw/article.html?id=67388。 
12 摘錄自自由時報(2019 年 7 月 10 日)，全台第一槍！南投縣鹿谷鄉通過開徵「觀光稅」，自由時報網頁，線上檢索日 

  期：2019 年 8 月 1 日，網址：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849076。 
13 南投縣鹿谷鄉公所全球資訊網，預告制定「南投縣鹿谷鄉人文交通觀光環境生態資源維護協力臨時稅自治條例」草案 

  公告，線上檢索時間：2019 年 8 月 1 日，網址：https://www.lugu.gov.tw/Activities/ActivitiesDetail/FMqLdtGg-3798- 

  rXKg-uiAO-0004uGSitGiS 
14 溪頭、鳯凰自然教育園區管理暨清潔維護費、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鳳凰谷鳥園生態園區清潔維護及票價表，線上檢索  日

期：2019 年 8 月 1 日，網址：https://www.exfo.ntu.edu.tw/page.php?id=39，https://www.nmns.edu.tw/web/park_fhk/about/ticket.htm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302254
https://www.ftvnews.com.tw/AMP/News_Amp.aspx?id=2019711C01M1
https://city.gvm.com.tw/article.html?id=67388
https://www.lugu.gov.tw/Activities/ActivitiesDetail/FMqLdtGg-3798-
https://www.exfo.ntu.edu.tw/page.php?id=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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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費用，希望藉臨時稅補強地方建設經費的來源；鹿谷鄉民代表會主席林智鴻也

說，今年暑假溪頭假日塞車嚴重，嚴重衝擊居民生活品質，各種車輛進出景點，

道路磨損嚴重，造成地方自然生態環境及設施沉重負擔，因此臨時稅提案在代表

會定期大會時全體代表一致通過15。 

這兩項開徵新稅捐的構想，一提出來後引起社會熱烈討論，不管是直轄市的

高雄市政府，或位處南投縣偏遠地區最基層的鹿谷鄉公所，提出課徵新稅捐的目

的，就如同高雄市長韓國瑜、鹿谷鄉長邱如平所言，「改善高雄市財政」
16
、「做為

補強地方建設經費的來源」17；顯然兩個地方政府財政狀況都已相當不好，才會讓

兩名地方首長一上任不到半年就急著分別提出加稅的構想及自治條例。 

檢視高雄市長韓國瑜在 2018 年刮起一陣「韓流」的競選過程中，高雄市政府

負債「3000 億元」一事，及韓國瑜所提出的高雄「又老又窮」口號，不僅是其競

選過程中強力攻擊對手及政黨的訴求點之一，也是主要政黨候選人在電視政見發

表會中爭辯的焦點之一；遠在台灣島另一端的台北市，尋求連任的市長柯文哲在

競選連任前及競選過程中也自豪於他在市長 3 年多任內就還債了 520 億元；還債能

力也成為近年來部分縣市首長作為政績的宣傳內容，甚至在選戰中成為互相攻訐

的標的，如「宜蘭縣府指還債 1.74 億綠批搶功」18、「李進勇稱『已還債 15 億』 張

陣營：是以債養債！別讓雲林變高雄」19。 

這顯示目前台灣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似乎不分地區，已嚴重到一定程度，讓

政治人物在競選時，認為可以將其作為攻擊對手的策略及議題，以獲得選民的支

持，或是把還債作為自我宣傳的策略，進而爭取獲得選民的支持及認同。 

依據財政部國庫署的統計（表 1），到 2019 年 5 月底為止，台灣地方政府依公

共債務法規範之債務總計達 8792 億元，其中包括台北市在內的六個直轄市政府債

務就高達 6806 億元，其餘各縣市政府也有 1984 億元，鄉鎮市公所則有 3 億元的債

務；其中單一地方政府中以高雄市政府負債多達 2445 億元最多，其次為新北市政

                                                      
15
 同註 12 

16
 同註 5 

17
 同註 12 

18
 摘錄自中國時報(2019 年 5 月 30 日)，宜蘭縣府指還債 1.74 億 綠批搶功，中國時報網頁，線上檢索日期：2019 年 8 月   

   2 日，網址：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530000739-260107?chdtv。 
19
 摘錄自 ETtoday 新聞雲(2018 年 11 月 15 日)，李進勇稱「已還債 15 億」 張陣營：是以債養債！別讓雲林變高雄， 

   ETtoday 新聞雲網站，線上檢索日期：2019 年 8 月 3 日，網址：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1115/1306544.htm。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530000739-260107?chdtv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1115/13065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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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 1420 億元及台中市政府的 1050 億元，縣市政府中則以苗栗縣政府的 380 億元

最多，其次為彰化縣政府的 239 億元，負債第三高的則是雲林縣政府的 216 億元，

第四高是宜蘭縣政府 210 億元，其中苗栗縣政府及宜蘭縣政府負債都已超過債限。 

由財政部國庫署的統計顯示，各地方政府面臨了財源嚴重不足的嚴峻狀況，

如同 2015 年苗栗縣政府發不出全體員工 7 月份薪資的窘境，而引起台灣社會注目

並驚覺，「發生在其他國家的政府倒帳故事，原來也有可能發生在我們周遭」（黃

崇哲、陳佩琪，2015），且不只是今年或近幾年狀況特別差，過去十數年間，不時

就可在報章媒體上出現台灣各地方政府付不出員工薪水、繳不起路燈電費等新聞。

依據財政部統計（圖 1），從 2008 年起，各地方政府長期債務未償餘額是呈現上升

的趨勢。 

不僅各地方政府債務越來越多，在歲入歲出餘絀部分，全台各地方政府雖然

在 2017 年時餘絀數是正 98 億元，但這也只是從 2008 年起十年來第三次年度餘絀

數呈現正數，其餘年度都是短絀，整體地方政府財政長期呈現短絀。（表 2） 

台灣地方政府不僅整體財政狀況相當差，在財政結構部分也不良，其中自籌

財源部分占歲出比例也相對低，根據財政部統計資料，以 2018 年為例，各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自籌財源為 5065億 8639萬餘元，自籌財源部分占歲入比例只有 46.38%，

還不到五成，各地方政府自籌財源部分占歲入比例，除了台北市 63.97%、新北市

59.53%、桃園市 57.80%、高雄市 52.51%、台中市 52.15%、新竹市 52.03%外，其餘

直轄市及縣市都不到 50%，其中連江縣只有 9.56%、澎湖縣 10.57%、臺東縣 12.76%、

嘉義縣 13.97%、南投縣 18.79%，都不到兩成。同時，從 2001 年起到 2018 年間，

全台各地方政府整體自籌財源占歲入比例，每年都在五成以下20。 

 

 

 

  

                                                      
20
 財政部統計資料庫 地方財政查詢，線上檢索日期：2019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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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級政府 108 年 6 月份公共債務統計表 

 

資料來源：財政部國庫署各級政府 108 年 6 月份公共債務統計表 

網址：https://www.nta.gov.tw/web/AnnD/uptAnnD.aspx?c0=1618&p0=7320 

  線上檢索日期：108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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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地方長期債務未償餘額趨勢圖 
資料來源：國庫署  地方財政概況與挑戰 

亞洲金融季報—秋季號  2018 年 7 月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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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8-2017 年度地方政府歲入歲出餘絀概況 

                                                         單位：億元 

    項目別 

年度別 

歲入 歲出 餘絀 

 

2008 8989 9256 -267 

2009 9113 10034 -921 

2010 9693 10159 -466 

2011 10128 10546 -418 

2012 10081 10670 -589 

2013 10222 10591 -369 

2014 10551 10753 -202 

2015 10651 10535 117 

2016 10739 10697 41 

2017 11059 10960 98 

資料來源： 

1.財政部國庫署組長呂姿慧  地方政府債務管理現況與展望 

2.財政部國庫署 102-106 年度地方政府歲入歲出餘絀概況 

3.本研究整理製表 

 

  此外，依據審計部中華民國 107 年政府審計年報，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105

年自籌財源 4906 億餘元，連各地方政府人事費（含各直轄市及縣市編列於附屬單

位預算之地方教育發展基金人事費）的 4939 億餘元，都無法完全支應人事費，人

事費佔自籌財源 100.67%，與民國 104 年度的 4892 億餘元，佔比 99.03%相較，負

擔更為沈重。而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嘉義縣、屏東縣、花蓮縣、臺東縣、

澎湖縣等地方政府的人事經費占自籌財源比率超過 200%，其中以澎湖縣的 423.26%

最高，其次臺東縣 353.38%，南投縣 253.76%，而各地方政府人事經費占自籌財源

比率介於 100%至 200%間的則有雲林縣、基隆市、嘉義市、連江縣、新竹縣、宜蘭

縣、臺南市、高雄市等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這種人事費用占支出比例過高的情況，

顯示各地方政府財政在支出面的僵化。 

從前述的各種數據都顯示，台灣地方政府的財政不只是狀況不佳，而且是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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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越不好，蔡吉源、林健次（2005）發現，從 1964 年至 1989 年間，各縣市政府的

總收入與總支出決算數相比，從未出現過財政赤字；1990 年後各年度就斷斷續續

地出現赤字，1997 年後台灣各縣市地方政府每年度出現赤字就成了常態，每一年

都持續不斷的出現赤字。直到 2014 年。也就是台灣各縣市地方政府總體財政不佳

的狀況，至少可追溯到 1990 年。 

1990 年上任的前台北縣汐止鎮鎮長廖學廣透過課徵「鎮長稅」，向轄內興建建

案的建商「募款」來補財源之不足，並遭地方檢察署起訴，不僅引起社會議論紛

紛，也突顯地方財源不足的問題；再加上大法官會議於 1991 年作出釋字第 277 號

解釋「中央應就劃歸地方之稅課，依財政收支劃分法前開規定，制定地方稅法通

則，或在各該稅法內訂定可適用於地方之通則性規定。」 

行政院因此於 1994 年擬定「地方稅法通則」草案函請立法院審議，不少學者

專家也紛紛鼓吹立法院要儘速通過「地方稅法通則」，賦予地方政府課徵新稅捐的

權利，經立法院多次屆期審議，這項法令 8 年後在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 2002 年

12 月 11 日公布。 

    而「地方稅法通則」也就是前面所述高雄市長韓國瑜計畫開徵「城市稅」、南

投縣鹿谷鄉公所準備開徵「觀光稅」，希望解決高雄市政府、鹿谷鄉公所財政問題

的法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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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問題 

「地方稅法通則」草案在立法院審查期間，全台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

公所發揮各種創意，紛紛提出「地方稅法通則」立法通過公布後準備開徵的各種

新自治稅捐21，包括：水資源稅、噪音稅、觀光稅、溫泉稅、寵物稅、狩獵稅、砂

石稅、保稅、核廢料稅、招牌稅、污染稅、高爾夫球稅、電子遊藝場、碳稅、地

下管線稅、道路設施使用稅、空架管線稅……，還有地方政府鎖定公用事業或國

營事業準備開徵新稅（王志鈞，2002；陳連芳，2004；沈政安，2013）。 

地方政府有意開徵的碳稅、道路設施使用稅等等自治稅捐，造成工商界相當憂

心（陳連芳，2004），財政部也擔心地方政府搶錢及專門向國營事業課徵新稅的狀

況發生（沈政安，2013），有媒體以「廖學廣分身入主 319 鄉鎮市!」為題，認為「加

稅猛虎已經出籠，要再捆綁，恐怕不是那麼容易」評論「地方稅法通則」的訂定

後果（王志鈞，2002），更有媒體直接在社論評論「地方稅法通則」訂定的結果「必

將造成天下大亂後果」22。 

  然而，「地方稅法通則」公布後至今 17 年，全台灣 24 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

319 個鄉鎮市（改制六都後全台灣 22 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 198 個鄉鎮市）中，

曾提出地方稅自治條例，並獲得各地方民意機關三讀通過及中央政府備查而實際

開徵的自治稅捐，有 12 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訂定的 17 個稅目，並有 6 個鄉鎮市

訂定的 6 個稅目；大約有一半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曾依「地方稅法通則」開徵自

治稅捐，比例上不多也不少，但全台 319 個鄉鎮市中只有 6 個鄉鎮市曾依「地方稅

法通則」開徵自治稅捐，其中還有 4 個鄉鎮市都集中在前台北縣轄內，比例上可

說是相差懸殊。 

  也就是「地方稅法通則」公布後至今，各地方政府開徵自治稅捐的實際狀況，

並沒有上演在此項法令通過前，不少媒體所擔心的「加稅猛虎已經出籠，要再捆

綁，恐怕不是那麼容易」、「必將造成天下大亂後果」等各地方政府互相搶稅的狀

況；那麼為何「地方稅法通則」公布實施後，各地普遍在財政上相當困窘的地方

政府，對於法令賦予它們開徵新稅，以增加地方財源的權利反而沒有積極的運用？

是否有何內外在的因素所致？   

                                                      
21

 自治稅捐：地方政府依「地方稅法通則」開徵的「特別稅」、「臨時稅」、「國稅附加徵收」、「調高地方稅稅率」。 
22
 摘自自由時報(2002 年 5 月 22 日)，「地方稅法通則」必將造成天下大亂後果，自由時報網站，線上檢索日期： 

2019 年 8 月 4 日，網址：http://old.ltn.com.tw/2002/new/may/22/today-s1.htm。 

http://old.ltn.com.tw/2002/new/may/22/today-s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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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到 2019 年止，依據地方稅法通則訂定地方稅自治條例並開始課徵自治

稅捐的雖不算多，但先後也有 18 個地方政府（包括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

所），及 23 項加稅的自治條例實施，沈政安（2010）認為，這顯示「地方稅法通則」

並非完全毫無用武之地。 

  那麼這些已實施的地方稅自治條例究竟內容為何？是與前面所述高雄市政府

規劃開徵的「城市稅」一樣？或是類似於南投縣鹿谷鄉公所準備開徵的「觀光稅」？

其條文內容、立法意旨是什麼？向誰收取這些地方稅？每人要收多少稅？這些地

方稅是否有何共同的特徵或特性？ 

  另外，這些已開徵自治稅捐的 18 個地方政府的特徵為何？是與高雄市一樣的

熱鬧直轄市？或是與鹿谷鄉相仿的偏遠小鄉？是負債號稱「3000 億」的大城市？

還是每年只編得出 2 億元預算，連修馬路都相當吃力的的小地方？越窮的地方政

府才會向民眾加稅？還是越富有的地方政府不會加稅？ 

    綜合前面所述，本研究將研究的問題為： 

一、各地方政府依據「地方稅法通則」擬定，獲得中央備查並實際開徵自治稅捐 

的地方稅自治條例實施的情形為何？ 

二、開徵自治稅捐的各地方政府內外部環境特徵為何？ 

三、各地方政府開徵的自治稅捐目的、對象、範圍……等為何？是否有共同特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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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地方稅法通則之緣起及內容 

壹、地方稅法通則之緣起 

    如前所述，台灣各縣市地方政府總體財政不佳的狀況，至少可追溯到 1990 年。 

鄭文輝、官有垣（1996）整理地方政府統計資料發現（表 3），從 1988 年至 1995

年間，台灣各級地方政府中自有財源（不含統籌、補助、賖借、利用歲計賸餘）

佔歲入比率，台北市都維持在 90%以上，但高雄市則從 94.79%降至 76.55%，台灣

省從 65.32%降至 41.28%，鄉鎮市部分則從 41.89%降至 33.24%，縣市部分則大都維

持在 40%以上，鄭文輝、官有垣（1996）認為高雄市呈中等程度自主能力，而台灣

省與所轄縣市、鄉鎮市則為低度主能力者。如將包含統籌分配款的自有財源比率

比較，鄭文輝、官有垣（1996）也認為，除台北市外，台灣省及縣市平均約有 45%

財源來自上級補助和賖借，而鄉鎮市平均更有六成以上財源依賴上級補助，都談

不上財政自主性。 

    財政部統計從民國 75 年到 86 年間，各級政府在補助前後自有財源佔歲出比率

（表 4），在這 12 個年度中，除了台北市在補助前自有財源佔歲出比率平均高達

95.98%外，高雄市、台灣省、各縣市及各鄉鎮市平均分別為：83.93%、53.41%、59.23%、

45.18%；且前 6 年與後 6 年平均相比，高雄市從 91.96%降低到 78.19%、台灣省從

63.68%降到 46.07%，各縣市則從 57.45%小幅上升到 60.15%，各鄉鎮市從 51.12%阪

到 40.93%，除了各縣市外，高雄市、台灣省及各鄉鎮市其趨勢都是越來越低。 

  從前面兩份資料來看可以發現，民國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除了台北市

及台灣省所轄縣市外，包括高雄市、台灣省、鄉鎮市等地方政府的自有財源佔歲

入比率及補助前自有財源佔歲入比率都有逐漸減低的趨勢；此外，這些資料不但

顯示地方政府財政自主越來越低外，也突顯了各地方政府間「財政垂直不均」，也

就是政府層級越往下，其自有財源佔歲入比率就越低，財政層級越往上，其自有

財源佔歲入比率就越高；層級越低的地方政府，其財政自主是越來越低，越來越

依賴上級的補助才能支應各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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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級地方政府自有財源佔歲入比率 

（不含統籌、補助、賖借、利用歲計剩餘） 

                               單位：％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台北市 93.92 90.91 93.90 86.10 96.01 95.61 99.22 92.24 

高雄市 94.79 94.31 73.33 66.60 73.88 76.33 80.23 76.55 

台灣省 65.32 63.95 59.60 46.65 50.21 49.12 43.01 41.28 

縣市 40.76 42.19 41.64 38.49 52.10 47.17 47.12 *40.80 

鄉鎮市 41.89 38.32 35.11 36.33 31.59 35.46 32.30 *33.24 

                                

各級地方政府自有財源佔歲入比率 

（不含補助、賖借、利用歲計賸餘） 

                               單位：％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台北市 94.43 90.91 99.90 86.10 96.01 95.69 99.25 92.28 

高雄市 96.55 94.31 88.66 81.06 87.23 88.91 92.90 87.79 

台灣省 78.81 76.64 71.16 59.11 61.84 64.16 57.21 56.76 

縣市 53.73 57.01 52.96 51.59 62.96 58.59 59.51 53.16 

鄉鎮市 48.68 44.26 41.08 42.71 35.36 39.13 36.44 38.057 

資料來源：各期台北市統計要覽、高雄市與台灣省財政統計年報，引自鄭文輝、官有垣（1996） 

說明： 

1. 北、高兩市與台灣省之統籌稅款是依「平衡省市預算基金」之補助金額估算 

2. 縣市與鄉鎮市之統籌稅款不含逐月以補助名義分配者以及專戶結餘 

3. *為依預算數估算，表列 84 年度其他比率均依決算粗估算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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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民國 75 年到 86 年度各級政府在補助前後自有財源佔歲出比率 

                                                            單位：% 

項目別  中央 台北市 高雄市 台灣省 各縣市 各鄉鎮市 

75 年度 補助前 92.44 93.43 86.85 65.14 53.46 60.13 

補助後 91.60 93.63 88.85 89.38 93.89 94.57 

76 年度 補助前 98.11 98.40 103.43 63.62 62.87 57.98 

補助後 97.90 98.79 105.09 85.07 103.03 97.79 

77 年度 補助前 102.12 104.59 98.69 66.10 64.46 49.88 

補助後 102.45 105.16 100.53 93.19 106.08 96.58 

78 年度 補助前 102.37 90.91 97.48 63.95 59.03 45.50 

補助後 102.78 91.32 103.36 87.09 94.69 96.14 

79 年度 補助前 105.03 109.43 73.33 59.60 47.41 42.09 

補助後 105.94 109.54 75.39 78.62 88.06 99.13 

80 年度 補助前 81.41 88.10 66.60 46.65 50.36 44.14 

補助後 77.68 80.64 84.00 70.62 94.13 97.89 

81 年度 補助前 74.67 98.52 85.89 50.21 74.20 37.11 

補助後 66.64 98.52 109.09 77.29 116.77 100.93 

82 年度 補助前 80.90 97.65 76.27 49.12 61.36 40.85 

補助後 75.50 97.99 97.00 72.26 103.09 100.53 

83 年度 補助前 87.92 97.80 80.26 42.62 60.37 38.08 

補助後 84.59 97.84 98.66 57.91 95.62 101.35 

84 年度 補助前 94.05 99.95 79.93 48.11 62.49 43.67 

補助後 93.87 100.00 95.25 78.01 100.37 105.32 

85 年度 補助前 91.86 92.93 78.71 43.50 53.44 39.58 

補助後 91.64 92.99 90.89 68.31 92.28 100.54 

86 年度 補助前 86.96 88.03 79.69 42.27 61.37 43.03 

補助後 86.53 90.34 91.47 71.63 100.00 100.48 

75—86 

平均值 

補助前 91.49 95.98 83.93 53.41 59.23 45.18 

補助後 89.79 96.40 94.96 77.45 99.00 99.27 

75—79 

平均值 

補助前 100.01 99.35 91.96 63.68 57.45 51.12 

補助後 100.13 99.69 94.65 86.67 97.15 96.84 

80—86 

平均值 

補助前 85.40 93.57 78.19 46.07 60.15 40.93 

補助後 82.35 94.05 95.20 70.91 100.33 101.01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編印，中華民國八十五年財政統計年報。                      本表引自吳家聲（1998） 

備註：1.各縣市資料為 21 縣市合計數（不含金門縣、連江縣），各鄉鎮市資料為 309 個鄉鎮市合計數。 

      2.補助前自有財源包括稅課及專賣、營業盈餘及事業、規費罰款、財產、捐贈與贈與、其他等收入（即不包括補 

    助及協助收入、公債及賒借收入及移用歲計賸餘等各融資財源）。補助後自有財源＝補助前自有財源＋上級政 

    府對其補助—對下級政府補助。補助前自有財源比例＝補助前自有財源／歲出；補助後自有財源比例＝補助後自 

有財源／（歲出—對下級政府之補助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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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 年代前後台灣地方政府不僅有「財政垂直不均」情形，還有「財政水平

不均」情形；劉其昌（1994）即指出，近年來各級政府的歲出成長率常高於實質收

入（稅課、專賣、營業盈及事業、財產、規費、罰款等收入）之成長率，部分縣

市政府如嘉義縣、台東縣、澎湖縣、南投縣即使把轄內所實徵之國稅、省稅及縣

市稅總額全用在當地，也無法支付其人事費，而屏東縣則大約只夠支付人事費。

這些地方政府不僅收入不足以應付支出，且財政相當僵化。 

  民國 80 年至 86 年度，平均 7 個年度在補助前的自有財源占歲出比率，以台北

市的 93.6%最高，其次是高雄市的 78.2%，台灣省只有 46.1%，台灣省所轄各縣市

則為 60.5%，各個鄉鎮市為 40.9%；而澎湖、台東、花蓮、屏東、嘉義、雲林、南

投及宜蘭等 8 個縣，縱將其轄內徵起之國、省、縣稅全部撥供使用，仍不敷其歲

出所需（吳家聲，1998）。 

  鄭文輝、官有垣（1996）統計比較民國 84 年時，台灣 14 個縣市、17 個鎮市

及 33 個鄉的自有財源比率（含統籌分配款）發現，14 個縣市中自有財源以台中市

的 80.72%最高，其次是台北縣的 75.05%、桃園縣的 72.72%，最低的則是澎湖縣的

35.38%，再次為嘉義縣的 36.52%、苗栗縣的 42.78%，平均是 55.12%；17 個鎮市中

前三高分別是 73.06%、67.12%、62.85%，最低的三個則是 18.52%、32.13%、34.94%、

平均是 47.59%；33 個鄉中前三高則是 58.60%、49.80%、47.52%，最低的三個分別

是 5%、7%、8.40%，平均 27.21%，同一層級地方政府間的自有財源比率相差甚巨。 

  也就是在 1990 年代前後，台灣地方政府財政不僅開始出現赤字，自主財源低，

高度依賴上級政府的補助，且垂直及水平財政不均情形也相當嚴重。  

各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為了解決財政困境，可謂絞盡腦汁，1990 年上任的

前台北縣汐止鎮鎮長廖學廣透過課徵「鎮長稅」，向轄內興建建案的建商「募款」

來補財源之不足，並遭地方檢察署起訴，雖然引起社會議論紛紛，但其後全台卻

有四十餘個鄉鎮市公所先後跟進23。 

基層鄉鎮市長甘冒著可能遭法律追訴，也要遊走在法律邊緣課徵「鎮長稅」

的情境，至少有台北縣前汐止鎮長周雅淑、前樹林鎮長廖本煙、前淡水鎮長陳俊

哲、前三峽鎮長洪見文、南投縣前草屯鎮長賴忠政、宜蘭前冬山鄉長林定國、前

                                                      
23
摘錄自中國時報(2011 年 10 月 13 日)，當選立委囚狗籠 廖一稅成名，中國時報網站，線上檢索日期：108 年 7 月 

 1 日， 網址：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11013000363-260106?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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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鄉長林永爍、前礁溪鄉長吳正連、前頭城鎮長陳忠茂、前五結鄉長沈德茂等

地方首長，因以各種不同名目方式課徵「鎮長稅」而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24。 

為解決地方財政的窘境，地方政府想要開闢新財源卻又受限於當年財政收支

劃分法第 7 條「省及直轄市、縣（市）（局）稅課立法，以本法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並由中央制定各該稅法通則，以為省縣立法之依據。」，如自己開徵新稅捐，還要

冒著被地檢署偵辦的風險，高雄市議會因此提出釋憲，其爭點在於「財支法由中

央定稅法通則，以為地方立法依據之規定違憲？」大法官於 1991 年作出釋字第 277

號解釋「與憲法尚無牴觸。因此中央應就劃歸地方之稅課，依財政收支劃分法前

開規定，制定地方稅法通則，或在各該稅法內訂定可適用於地方之通則性規定，

俾地方得據以行使憲法第一百零九條第一項第七款及第一百十條第一項第六款賦

予之立法權。目前既無地方稅法通則，現行稅法又有未設上述通則性規定者，應

從速制定或增訂。在地方未完成立法前，仍應依中央有關稅法辦理」。 

雖然地方政府財政的改革並不只有一種面向，至少有地方收入、支出、中央

與地方財政收支劃分、補助款與統籌分配稅款分配，甚至是地方區域重劃等多重

面向的改革（張其祿，2006）。但大體上解決地方政府財政的困境，即開源與節流

兩大項，其中開源部分，可操之在地方政府的，於大法官釋憲後，學者專家及政

府官員都極力鼓吹立法院要儘速通過「地方稅法通則」，賦予地方政府課徵新稅捐

的權利，以解除中央政府對地方財源籌措的管制，補救地方財源之不足，提高地

方政府自有財源比例，促使地方政府提高財政努力，落實地方自治及財政自主的

真諦，以維持地方財政之獨立性，有益於地方財政收支的健全，也可能提高其行

政效率（朱澤民，1994；劉均清，1994；周治邦，1995；陳立剛，1996；馬自誠，

1996；孫克難，1998；吳家聲，1998；黃耀輝，1998；蔡吉源，1998；李顯峰，1998；

羅正忠，1998；林全，2000；葉嘉楠，2001；黃建興、蔡玉時，2002；曾銘深，2003）。 

基於釋字第 277 號解釋意旨，行政院因此先後於民國 83 年及 88 年將「地方稅

法通則」草案函送立法院審議，但都無法於各屆會期內完成審議，行政院於 91 年

將先前送請立法院審議之草案，配合地方制度法之公布施行及財政收支劃分法之

修正，並參酌立法院前一屆委員會完成審查且經朝野協商結論之版本，加以檢討

                                                      
24
摘錄自自由時報(2008 年 6 月 2 日)，鎮長稅被訴 廖學廣起頭 多無罪或緩刑收場，自由時報網站，線上檢索日期：   

 108 年 7 月 1 日，網址：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21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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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之草案再度函請立法院審議；同時另有立法委員周錫瑋等 32 人及蔡正元等

34 人分別擬具「地方稅法通則」草案付委審查，再經立法院黨團協商修正後獲得

院會三讀通過，「地方稅法通則」終於在 91 年 12 月 11 日總統公布完成立法程序（黃

俊杰，2003）。 

   

貳、地方稅法通則條文內容 

  地方稅法通則規範地方政府開徵新稅捐的範圍、種類、年限、開徵限制等等

內容，卻僅只有 10 條條文，內容難免不明確，本研究將就條文內容，依其性質之

不同，區分成 11 大類，並從當年的立法理由、說明、立法過程、學者專家之意見

等加以研析，以瞭解這項法律的內容、條文意旨。 

一、課稅權主體及法律適用順序 

  「地方稅法通則」第 1 條「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府、鄉 (鎮、市) 公所課

徵地方稅，依本通則之規定；本通則未規定者，依稅捐稽徵法及其他有關法律之

規定。」 

    本條文主要是明定了地方政府課徵地方稅時所適用的法律先後順序，也就是

地方政府開徵地方稅「應優先適用本通則；本通則未規定者，始依稅捐稽徵法、

現行由中央立法之各地方稅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規定辦理」25。另外，本條文也明確

指出，依據「地方稅法通則」有權利課徵地方稅者，是指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

府、鄉 (鎮、市) 公所。 

  但民國 91 年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之「地方稅法通則」草案（以下簡稱行政

院版草案），只賦予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府有權利課徵地方稅，鄉 (鎮、市) 公

所並沒有被賦予這項權利，財政部所持理由有三：其一為財政收支劃分法過去分

為三級財政，沒有鄉鎮市稅，鄉鎮市也非法定財政收支系統；其二為雖然地方制

度法規範了鄉鎮市，但政策上鄉鎮市長及代表將不再選舉，而改為官派，成為縣

市政府的內部機構；其三則是目前鄉鎮市公所沒有稅捐稽徵機關，也無稅捐單位，

公所沒有沒有能力課稅，沒有人力，不可能再加一批人從事課稅工作。26 

                                                      
25
併案審查「地方稅法通則草案」案審查報告，立法院第五屆第一會期第十九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一六三三 

 號政府提案第八五五七號，委員提案第三九九一號之一、第四一八０號。 
26

 立法院第五屆第一會期財政、內政及民族委員會第一次聯席會議紀錄，立法院公報 第九十一卷 第四十九期 委員  

 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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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立法委員周鍚瑋及蔡正元同時所提之「地方稅法通則」草案（以下各簡稱

周鍚瑋版草案、蔡正元版草案）則納入鄉鎮市公所也有課徵地方稅的權利，經過

朝野協商後，最後才將鄉鎮市公所納入，讓鄉鎮市公所也有開徵地方稅的權利27。 

二、地方稅的內容及範圍 

  「地方稅法通則」第 2 條「本通則所稱地方稅，指下列各稅：一、財政收支

劃分法所稱直轄市及縣 (市) 稅、臨時稅課。二、地方制度法所稱直轄市及縣 (市) 

特別稅課、臨時稅課及附加稅課。三、地方制度法所稱鄉 (鎮、市) 臨時稅課。」 

  同法第 4 條「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府為辦理自治事項，充裕財源，除印花

稅、土地增值稅外，得就其地方稅原規定稅率 (額) 上限，於百分之三十範圍內，

予以調高，訂定徵收率 (額) 。」；同法第 5 條「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府為辦理

自治事項，充裕財源，除關稅、貨物稅及加值型營業稅外，得就現有國稅中附加

徵收。」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12 條，「下列各稅為直轄市及縣 (市) 稅：一、土

地稅，包括下列各稅： (一) 地價稅。 (二) 田賦。 (三) 土地增值稅。二、房屋稅。

三、使用牌照稅。四、契稅。五、印花稅。六、娛樂稅。七、特別稅課。」，其中

「田賦」已經在 1987 年經行政院會決議自 1987 年第二期起停徵28。 

  因此，「地方稅法通則」所稱之地方稅應為：地價稅、田賦、土地增值稅、房

屋稅、使用牌照稅、契稅、印花稅、娛樂稅等外，還有特別稅課、臨時稅課、國

稅附加徵收、調高地方稅稅率。 

    不過，葛克昌（2005）認為，「地方稅法通則」，雖將直轄市及縣 (市) 稅納入

地方稅範圍，但綜觀通則之規定，地方就直轄市及縣 (市) 稅仍沒有課稅立法權，

最多僅依地方稅法通則第 4 條，在直轄市及縣 (市) 稅所規定之法定稅率上限，有

限度地調高自主徵收率，就此自主徵收部分，嚴格言之，其仍屬附加稅課之範圍。 

  而前所述的地價稅、田賦、土地增值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契稅、印花

稅、娛樂稅等稅課，目前都已有都有其相對應的稅法，包括土地稅法、房屋稅條

例、使用牌照稅法、契稅條例、印花稅法、娛樂稅法等詳細規範其課徵內容、範

圍、規定及稅率。 

                                                      
27

 同註 25 
28
行政院 76/08/20 台七十六財字第 19365 號函，財政部各稅法令函釋檢索系統，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2 日，網址： 

 http://www.ttc.gov.tw/qp.asp?ctNode=97&CtUnit=40&BaseDSD=31&qType=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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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特別稅、臨時稅，依「地方稅法通則」第 3 條「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

府、鄉 (鎮、市) 公所得視自治財政需要，依前條規定，開徵特別稅課、臨時稅課

或附加稅課」，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12 條第 6 項規定「第一項第七款之特別稅

課，指適應地方自治之需要，經議會立法課徵之稅。」，同法第 19 條「各級政府

為適應特別需要，得經各該級民意機關之立法，舉辦臨時性質之稅。」。 

  因此雖然特別稅課、臨時稅課或附加稅課都是「視自治財政需要」而開徵，

但特別稅為「適應地方自治之需要」所課徵之稅，其應屬於為滿足一般財政需要

所課徵之一般「普通稅」性質（陳清秀 2008）。臨時稅課是「適應特別需要」之稅

課，「地方稅法通則」第 3 條第 3 項「臨時稅課應指明課徵該稅課之目的，並應對

所開徵之臨時稅課指定用途，並開立專款帳戶」，此即所謂之指定用途稅（葛克昌，

2005），臨時稅課性質上應屬於專款專用之「目的稅」（陳清秀，2008）。 

  儘管如此，但相較於「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12 條所規範的前 6 項地方稅，由

於有相對應的稅法，其課徵內容、範圍、規定及稅率等都規範相當詳盡，特別稅

及臨時稅的各種規範則相對簡陋，葛克昌（2005）因此指出，各該稅目定義、內容

及相關限制則多付之闕如或極為抽象，難以闚其確切意涵而精準掌握之。 

  也由於「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19 條規定「各級政府為適應特別需要，得經各

該級民意機關之立法，舉辦臨時性質之稅課。」，對於稅捐客體沒有限制，堪稱為

各級政府課稅立法權，由中央立法劃分所為最概括之法律基礎，我國賦稅史上，

本條常為中央引為臨時稅課之法源，如「防衛捐」、「國防臨時特別捐」、「電力費

電燈費臨時捐」、「電話電報臨時捐」、「香蕉、洋菇、蘆荀外銷臨時捐」等（黃俊

杰，2003）。 

  大體而言，只要是為了地方建設需要就有開徵這兩種稅的可能，稅目根本沒

有受到任何限制。因此，實際上只要地方政府能想到的名目，只要地方議會通過，

都可以是特別稅與臨時稅的課徵標的物（葛克昌，2005）。 

  附加稅課部分，依「地方稅法通則」第 5 條「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府為辦

理自治事項，充裕財源，除關稅、貨物稅及加值型營業稅外，得就現有國稅中附

加徵收。」，又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8 條「下列各稅為國稅：一、所得稅。

二、遺產及贈與稅。三、關稅。四、營業稅。五、貨物稅。六、菸酒稅。七、證

券交易稅。八、期貨交易稅。九、礦區稅。」，但礦區稅因礦業法修法，自 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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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1 日起改徵收礦產權利金不納入國稅29，因此地方政府可以在國稅附加徵收

的稅目又少了一項。即地方政府可以就國稅中附加徵收的稅目有 6 種：所得稅、

遺產及贈與稅、證券交易稅、期貨交易稅、菸酒稅、非加值型營業稅。 

  原本行政院版草案中國稅附加稅課排除的國稅包括：關稅、營業稅、貨物稅、

菸酒稅、證券交易稅、期貨交易稅等 6 種國稅，周鍚瑋版草案中地方政府只能就

綜合所得稅、遺產與贈與稅等 2 種國稅中附加徵收，而蔡正元版草案則只排除關

稅，其餘國稅都可以附加徵收；經朝野協商後修正條文為，排除關稅、貨物稅及

加值型營業稅等三種國稅，其餘國稅都可以附加徵收30。 

  排除三種國稅之理由，依行政院版草案說明指出，「鑒於關稅係對通過（或進

入）國境貨物所徵收之過境稅，目前世界各國均不准對其附加徵收，且我國正積

極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自亦不應准許就關稅附加徵收。貨物稅係對於特定貨

物課徵，於出廠時由出廠地國稅局徵收，而由各地消費者負擔，以及為避免直轄

市政府、縣 (市) 政府以環境保護理由，利用對貨物稅附加徵收之手段，阻礙貨物

稅廠商於該地方設廠，影響貨物稅廠商權益及妨礙應稅貨物流通，故不應准其就

貨物稅附加徵收。營業稅屬加值稅，其稅額之計算，採進、銷項稅額扣抵法，由

於稅源具有流動性，各地稅率允應力求一致，故不宜准許就營業稅附加徵收。」31。 

  「地方稅法通則」第 4 條則規定「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府為辦理自治事項，

充裕財源，除印花稅、土地增值稅外，得就其地方稅原規定稅率 (額) 上限，於百

分之三十範圍內，予以調高，訂定徵收率 (額)。」，排除印花稅、土地增值稅之緣

由，依據行政院版草案說明，「印花稅係屬憑證稅，按書立憑證地之規定徵收。因

其稅基具移動性，不宜有差別稅率。土地增值稅基於土地政策之考量，宜由中央

訂定統計之稅率，爰明文予以除外」32。 

三、開徵自治稅捐之一般限制 

  「地方稅法通則」第 3 條「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府、鄉 (鎮、市) 公所得

視自治財政需要，依前條規定，開徵特別稅課、臨時稅課或附加稅課。但對下列

事項不得開徵：一、轄區外之交易。二、流通至轄區外之天然資源或礦產品等。 

                                                      
29

 105 年財政統計年報 
30

 同註 25 
31

 同註 25 
32

 同註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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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營範圍跨越轄區之公用事業。四、損及國家整體利益或其他地方公共利益

之事項。」 

  行政院版草案中對於地方政府開徵新稅的限制，原本只有明定了「不得損及

國家整體利益或其他地方公共利益」33，但此草案送往立法院審議後，各地方政府

磨刀霍霍，紛紛提出各種地方稅自治條例草案，如觀光稅、碳稅、水源稅、核廢

料稅、地下管線稅、道路設施使用稅、空架管線稅……，造成工商界相當憂心（陳

連芳，2004）。 

  又許多地方政府也研議向公用事業開徵新稅，如苗栗縣就準備向自來水公司

開徵水資源稅、桃園縣政府也準備向前中正國際機場課徵噪音稅及環保稅、對國

營事業開徵特別地價稅……，財政部擔心這類地方政府搶錢及專門向國營事業開

刀課徵新稅的狀況發生，因此在立法院二讀會時，於「地方稅法通則」草案第 3

條新增列了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並保留了原來第 4 款等限制地方政府開新稅的

限制條款（沈政安，2013）。 

  「地方稅法通則」第 3 條第 1 款至第 3 款係以「轄區」為分界，涉及地的範圍，

其目的在於避免地方課徵權的衝突，並防止重複課徵影響人民權益；第四款則以

「公益」作為衡量基準（葛克昌，2005）。所以地方政府似乎僅得就轄區內之交易、

轄區內流通之天然資源或礦產品及以轄區為經營範圍之公用事業，作為課徵特別

稅課、臨時稅課、附加稅課之對象，以避免地方課徵權之衝突，並防重覆課徵影

響人民權益（黃俊杰，2003）。 

  「轄區外之交易」係指利用郵電或網際網路等方式，向他轄區之人買賣貨物

或勞務，某一地方政府課徵地方稅，該地方稅之納稅義務人僅限於該地方轄區內

者，此乃自明之理（葛克昌，2005）。 

  地方課稅權與國際課稅情形類似，地方自治團體所制定之地方稅自治條例，

其效力只能適用於該自治團體之行政區域範圍，不及於轄外之地區，基本上地方

自治團體並不能對與該團體無任何關係之人或事項課稅，以免侵犯其他地方自治

團體可掌握之稅源，損及其他地方自治團體的公共利益（陳清秀，2008）。 

    「流通至轄區外之天然資源或礦產品等」，係指天然資源或礦產品等，可以流

通到出產地以外之其他區域者均屬之，例如水資源（水庫水源）、油礦、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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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礦（如花崗石、大理石等）等，均流通到產地以外之其他區域者（葛克昌，2005）。 

    對於流通至轄區外之天然資源或礦產品等不得開徵地方稅，當係考量如對該

天然資源或礦產品等課稅，則將轉嫁到全國使用該資源的人民或消費者負擔，實

質上也是對於全體國民課稅，違反地方稅收應取之於地方，用之於地方的精神（陳

清秀，2008 ）。此條款之限制，可能主要係考量地方自治團體得以課稅之對象，大

概只有具「外部經濟」之特有資源，例如水源、礦產等等加以課稅，結果造成各

地方政府可以對轄區以外之受益者課稅而「租稅輸出」；例如許多河川源自於南投

縣內，如果南投縣政府向水公司課徵水源稅，引發水公司調高水費，將影響與使

用水有關的產業活動及日常生活（葛克昌，2005）。      

  「經營範圍跨越轄區之公用事業」，係指公用事業經營範圍必須跨越直轄市、

縣（市）或鄉（鎮、市）者均屬之，例如電力、電信、石油、瓦斯、自來水等公

司之類之公用事業，其經營範圍均跨越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者（葛

克昌，2005）。所謂公用事業，依據「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是指：一、電燈、

電力、及其他電氣事業。二、電車。三、市內電話。四、自來水。五、煤氣。六、

公共汽車及長途汽車。七、船舶運輸。八、航空運輸。九、其他依法得由民營之

公用事業（陳清秀，2008 ）。 

  經營範圍跨越轄區之公用事業如果由一個地方自治團體對之課稅，勢必轉嫁

給全體用戶之消費者負擔，其他地方之消費者雖不在該地方消費，卻仍然要負擔

該項消費稅，不僅將稅負轉嫁給其他地區居民負擔，且消費地的地方自治團體原

本也可對該稅源課稅，卻被另一地方自治團侵奪課稅，因此也有侵犯消費地之地

方自治團體課稅權之公共利益（陳清秀，2008）。 

  而「損及國家整體利益或其他地方公共利益之事項」禁止課徵地方稅，依據

行政院版草案說明，係為防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開徵本條稅課時，忽略

國家整體利益或其他地方公共利益，爰以但書明文予以限制，以合理規範地方自

主權限之運用34。「損及國家整體利益或其他地方公共利益之事項」，係指對國家整

體利益或其他地方公共利益會造成損害之事項，例如對軍用機場、軍用港口或其

他國防設施等課徵特別稅課、臨時稅課，可能直接造成國家整體利益之損害外，

亦可能間接損害其他地方之公共利益（葛克昌，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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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稅年限的限制 

  「地方稅法通則」第 3 條第 2 項規定「特別稅課及附加稅課之課徵年限至多

四年，臨時稅課至多二年，年限屆滿仍需繼續課徵者，應依本通則之規定重行辦

理。」 

  關於課稅的年限，行政院版草案對於特別稅並沒有明定課徵年限，但臨時稅

限定至多 2 年；蔡正元版草案是規範特別稅課及附加稅課課徵年限至多 8 年，臨

時稅至多 2 年；而周鍚瑋版草案則是都沒有課徵年限的定；經過朝野協商後修正

為「特別稅課及附加稅課之課徵年限至多四年，臨時稅課至多二年」35。 

  特別稅課、附加稅課及臨時稅課，僅係因應自治財政之暫時需要，所為之例

外稅課，而非定期課徵之經常性稅課，故應定期檢討其存續之價值（黃俊杰，2003）。

臨時稅課基其性質似有課徵年限之必要，附加稅課之課徵年限，則基於扶植地方

課稅自主之需要，故亦應有年限限制，以免地方財政仰賴中央成性（葛克昌，2005）。 

  「地方稅法通則」第 4 條就地方稅調高稅率部分，「前項稅率 (額) 調整實施

後，除因中央原規定稅率 (額) 上限調整而隨之調整外，二年內不得調高。」，第 5

條就國稅附加部分，「附加徵收稅率除因配合中央政府增減稅率而調整外，公布實

施後二年內不得調高。」。 

  由於稅率（額）係稅捐之重要事項，對其調整（尤其係「調高」）將影響（或

加重）人民應負擔之稅捐，為避免地方恣意調整，應有一定年限之限制（黃俊杰，

2003）。另依行政院版草案說明，係避免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任意調高稅率

（額），才明定二年內不得調高36。 

五、課稅對象及目的的限制 

  「地方稅法通則」第 3 條第 3 項規定「特別稅課不得以已課徵貨物稅或菸酒

稅之貨物為課徵對象；臨時稅課應指明課徵該稅課之目的，並應對所開徵之臨時

稅課指定用途，並開立專款帳戶。」 

    「特別稅課不得以已課徵貨物稅或菸酒稅之貨物為課徵對象」的規定，在「財

政收支劃分法」第 12 條也有相同規定「第一項第七款之特別稅課……但不得以已

徵貨物稅或菸酒稅之貨物為課徵對象。」。此項限制，乃為避免重複課徵所為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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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黃俊杰，2003），葛克昌（2005）認為係鑑於菸酒及應課徵貨物稅之貨物已課

徵較高稅率的特種銷售稅－菸酒稅、貨物稅，為避免重複課稅及過高的的租稅負

擔，故規定地方政府不得以上項貨物課徵特別稅。 

  「臨時稅課應指明課徵該稅課之目的，並應對所開徵之臨時稅課指定用途，

並開立專款帳戶」，此即所謂之指定用途稅（葛克昌，2005）。臨時稅課為不確定法

律概念，無法清楚明瞭其內涵，則對於人民財產之侵犯，似將成為隱憂，故有必

要如此規定以符明確性則之要求與限制（黃俊杰，2003）。行政院版草案說明也指

出，此規定是為使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開徵臨時稅課之目的、用途、使用

及期限，予以明確37。 

  另外，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18 條「各級政府對他級或同級政府之稅課，不得重

徵或附加。但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府為辦理自治事項，籌措所需財源，依地方

稅法通則規定附加徵收者，不在此限。各級地方政府不得對入境貨物課入境稅或

通過稅。」 

  此條法律第 1 項是明示對同種類租稅，原則上禁止重複課徵；第 2 項則是保

障各地區間之貨暢其流，排除各地間之交易障礙。雖然地方自主立法課稅有其必

要性，但仍有可能發生諸如「稅課輸出」現象，即利用地方之特殊地位，將某地

之自治稅課收入非取諸當地居民，而係轉由外來居民負擔當地租稅，因此增設限

制條款，似有其必要性（葛克昌，2005）。 

六、課稅稅率之限制 

  國稅附加徵收率不得超過原規定稅率百分之三十之理由，依行政院版草案說

明，基於租稅法定主義原則，為使納稅義務人可明確預測其稅捐負擔之上限，以

保障人民權益，附加徵收率宜予一定之限制。陳清秀（2008）則指出，為避免侵蝕

掏空國稅之稅源（相同的經濟上給付能力之泉源），徵收率有其法定界限。 

  而地方稅調高稅率也不得超過原規定稅率（額）百分之三十，且稅率為累進

稅率者，各級距稅率應同時調高，級距數目不得變更之理由，依行政院版草案說

明指出，基於租稅法定主義原則，政府明定納稅義務之法律，應就其內容、標的、

範圍等予以明確規定，使納稅義務人可預測其應負擔稅捐，爰明文限制其調高徵

收率（額）；又為避免適用累進稅率者，僅調高某一級距稅率，影響整體稅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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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變動，爰以但書明定適用累進稅率者，各級距稅率應同時調高，級距數目不得

變更38。 

  同時，地方政府對於國稅附加徵收或地方稅調高稅率，都只有調高之權，而

無調降之權，行政院版草案總說明指出，本通則的制定，原應賦予地方較大的自

主空間；惟鑒於直轄市、縣（市）議會常有遷就選票的現實，及往昔娛樂稅與工

程受益費於取消稅（費）率下限後所發生明定不予徵收的實際經驗，故現階段賦

予地方財政自主彈性調整的空間不宜過大
39
。緣此，地方稅法通則對於地方稅僅有

加稅權，而無減免稅捐之權（陳清秀，2008）。 

七、地方稅法制化規定 

  「地方稅法通則」第 6 條「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府、鄉 (鎮、市) 公所開

徵地方稅，應擬具地方稅自治條例，經直轄市議會、縣 (市) 議會、鄉 (鎮、市) 民

代表會完成三讀立法程序後公布實施。」、「地方稅自治條例公布前，應報請各該

自治監督機關、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處備查。」 

    也就是開徵新的自治稅捐，在制度上必需經過非地方行政機關兩個階段的關

卡，第一階段為地方稅自治條例需要先獲得各地方民意機關的三讀通過，第二階

段則是地方稅自治條例在獲得地方民意機關三讀通過後，於公布前還要獲得各該

自治監督機關、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處備查。 

  基於落實「沒有代表就不繳稅」（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之基本要求，

讓稅捐之課徵具有正當性之基礎，故特別要求民意代表與地方稅之課徵間具有緊

密之關聯性，蓋在代議民主政治之下，欲對人民之權利加以限制，原則上應由人

民之代表在事前決定限制之內容，以符稅捐民主原則與稅捐法定主義之憲法意旨

（黃俊杰，2003；葛克昌，2005）。 

  行政院版草案說明中則認為，為落實地方議會政治，並顧及課稅權之行使，

事關人民權利義務，開徵地方稅應於完成法定程序後，始得為之，因此開徵地方

稅都要經地方民意機關完成法定程序，以示慎重40。 

  針對備查程序之緣由，行政院版草案說明中指出，鑒於直轄市、縣（市）政

府依第三條至第五條所為之規定，影響各級稅捐稽徵機關間課稅資料相互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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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總與管理，爰明定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應就特別稅課、臨時稅課之開徵、

地方稅徵收率（額）之調高、稅課附加及附加徵收率等事項，於完成法定程序由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公布後實施，並於公布前報財政部備查，以利課稅資

料之蒐集與管理41。 

  另外，開徵地方稅之主動方並不限於地方行政機關，地方立法機關之議員或

代表也應能主動提案要求議決（葛克昌，2005）。 

八、稅捐受償順序 

  「地方稅法通則」第 7 條「各稅之受償，依下列規定：一、地方稅優先於國

稅。二、鄉 (鎮、市) 稅優先於縣 (市) 稅。」 

  論者有主張稅捐債權歸屬主體不同者，原則上基於債權人平等原則，宜由國

家及地方自治團體平均分配受償，惟本通則則捨債權人平等原則，而採地方稅優

先原則，以確保地方財源（葛克昌，2005）。 

    關於稅捐受償順序，本通則似以轄區應有上下隸屬（或重疊）關係作為劃分

之基本前提，採取下級自治團體稅捐受償優先保障之原則，且明確規定地方稅與

國稅間或地方稅間受償之優先順序，為確保地方財源，以實現地方自治團體受憲

法制度保障之意旨，維護其財政自主權之核心領域（黃俊杰，2003），行政院版草

案說明則指出，租稅債權之受償，優先於普通債權，為確保地方財源，爰明定各

之受償順序42。 

九、強制代徵 

  「地方稅法通則」第 8 條「依第五條規定附加徵收之稅課，應由被附加稅課

之徵收機關一併代徵。前項代徵事項，由委託機關與受託機關會商訂定；其代徵

費用，由財政部另定之。」。行政院版草案說明指出，為便民利課，明定附加徵收

之稅課，應由被附加稅課之徵收機關一併代徵43。 

十、行政區域調整之因應 

  「地方稅法通則」第 9 條「直轄市、縣 (市) 、鄉 (鎮、市) 之行政區域有調

整時，其地方稅之課徵，自調整之日起，依調整後行政區域所屬直轄市、縣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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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 (鎮、市) 有關法規規定辦理。」 

  行政院版草案說明中指出，為慮及直轄市、縣（市）有設置、廢止或行政區

域有重劃、合併及其他調整情事時，其地方稅之課徵，將涉及納稅義務人權利義

務之增減，故此一過渡期間處理方式，為期明確，明定自調整之日起，依調整後

新行政區域之有關法規辦理，至於該過渡期間處理方式，應由調整前、後行政區

域之直轄市、縣（市）共同協商訂定，俾供納稅義務人遵循，並由調整後行政區

域之直轄市、縣（市），據以執行
44
。 

十一、特別稅、臨時稅之區別 

    對於特別稅及臨時稅之區別，除了「地方稅法通則」外，「財政收支劃分法」

第 12 條第 6 項規定「第一項第七款之特別稅課，指適應地方自治之需要，經議會

立法課徵之稅。」，同法第 19 條「各級政府為適應特別需要，得經各該級民意機

關之立法，舉辦臨時性質之稅課。」，也對特別稅及臨時稅進行規範；惟在 3 項法

令中對於兩者之規範內容都相當不清，在課徵內容、範圍、規定及稅率都沒有明

確定義。葛克昌（2005）因此指出，除了兩者都具有「目的稅」性質外，兩者之目

的內容其間是否存有差異，則有待進一步解釋。 

  若要區別兩稅之差異，只能從外形加以觀察，首先，依前述 3 項法令，特別

稅課是指適應地方自治之需要所開徵，臨時稅課則是各級政府為適應特別需要所

開徵。因此，特別稅只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才能開徵，中央政府及鄉鎮市公

所都不能開徵；臨時稅則是從中央政府、直轄市、縣（市）政府到鄉鎮市公所都

可以開徵，換句話說，鄉鎮市公所只能開徵臨時稅，但直轄市、縣（市）政府則

可以開徵特別稅及臨時稅。 

  其次，依「地方稅法通則」規定，特別稅課及附加稅課之課徵年限至多四年，

臨時稅課至多二年，年限屆滿仍需繼續課徵者，應依本通則之規定重行辦理。最

後，依「地方稅法通則」規定，臨時稅課應指明課徵該稅課之目的，並應對所開

徵之臨時稅課指定用途，並開立專款帳戶；特別稅似無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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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地方稅法通則條文之檢討 

    「地方稅法通則」的通過與實施係我國地方財政發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張

其祿，2010），其立法目的是為增加地方政府財源，並賦予地方政府可以開徵新的

地方稅等權利。但現行條文只有 10 條，「空洞籠統的規範方式，將無助於改進地

方政府之財政狀況」（劉均清，1994），因此產生不少適用或實踐上的問題，而屢引

起各方討論，以下即以 8 個面向呈現專家學者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及本研究初步看

法。 

一、名稱及法的性質不明 

  「地方稅法通則」第 1 條「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府、鄉 (鎮、市) 公所課

徵地方稅，依本通則之規定；本通則未規定者，依稅捐稽徵法及其他有關法律之

規定。」，葛克昌（2005）指出，從第 1 條條文文義來看，「地方稅法通則」應是屬

於特別法的地位，卻與所謂的「通則」之普通法有所衝突，使得該通則是屬普通

法或特別法的性質不明。 

  而「地方稅法通則」，既然稱為「通則」，「本有規範各類地方稅立法原則及程

序一體性的函義」，但因「財政收支劃分法」所規範的法定地方稅，中央都早已訂

有專法為依據，同時，「地方稅法通則」賦予地方政府對於法定地方稅的稅率只有

「調高」，而無「調降」權利，只是以如何增加地方政府的稅課收入的觀點來訂定

此項通則，如果改變名稱為「地方稅開徵條例」或其他適當名稱更貼近實質規範

內容（黃建銘；2006）。 

  也因為「地方法稅法通則」條文只有 10 條，部分學者專家認為可以併入其他

法律中，黃建銘（2006）指出，可考量納入「地方制度法」有關自治財政之中，除

了避免各法律間互相衝突，也可統整地方財政規範，在實際運作上較有利。黃俊

杰（2003）則認為併入「財政收支劃分法」中，對前揭法律不至過度膨脹，且在體

例上也無不當，反而更能將課稅立法權明確劃分，並使「財政收支劃分法」應時

代需要之修正與地方行使課稅立法權時應全國一致之規定，畢其功於一役。 

二、課稅範圍不明確 

  依據「地方稅法通則」第 2 條規定，地方稅是指，「一、財政收支劃分法所稱

直轄市及縣 (市) 稅、臨時稅課。二、地方制度法所稱直轄市及縣 (市) 特別稅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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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稅課及附加稅課。三、地方制度法所稱鄉 (鎮、市) 臨時稅課。」，其中直轄

市及縣(市) 稅都有其相對應的稅法規範其課徵內容、範圍、規定及稅率，但特別

稅課、臨時稅課，不僅沒有相對應的稅法對其加以規範，在「地方稅法通則」中

也沒對其定義、稅目及課徵內容為何？範圍在那？稅率高低上下限？都沒有加以

規範，「甚至互相矛盾」、「予人治絲益棼、難以理解之憾」（葛克昌，2005）。這樣

的條文造成課稅範圍界定不明確，太過抽象（劉金順，2006）。 

  沒有明確規範特別稅課、臨時稅課的內容，太過廣泛也沒有限制，似乎地方

政府對什麼都可以課徵新稅，也可以高稅率來懲罰不受歡迎的高耗能或高污染性

企業，各縣市各縣市課稅標準不一，還有可能造成產業分佈不均，設立空頭公司

逃漏稅（劉均清，1994）。 

  賴恒宗（2010）觀察實施多年的「地方稅法通則」指出，這已造成各縣市公布

實施的地方稅自治條例內容紊亂不一，例如課稅範圍相同但名稱迥異，甚至稅額

差距高達四倍的狀況，「紊亂的稅制將衝擊民眾的日常生活與企業運作」；他建議

訂定「地方稅法通則施行細則」以界定課稅範圍、稅目、統一訂定各項稅率上下

限。陳連芳（2004）也建議，中央應不定期召集會議並研訂地方稅的課徵類別、規

範並統一各稅率上下限，以避免不利於區域均衡，或訂定出稅捐輸出的稅目。 

  本研究初步認為，當年學者專家力倡制定「地方稅法通則」即是希望解除中

央政府對地方財源籌措的管制，促使地方政府提高財政努力，落實地方自治及財

政自主等，因此，應是更大範圍的放寬對地方的管制，特別稅課及臨時稅課的模

糊地帶，反而可以鼓勵地方政府發揮創意，因地制宜，訂定各種適合地方的稅目、

稅率。 

  雖然特別稅、臨時稅沒有明確的定義、範圍，但地方政府在研擬新的自治稅

捐時，也不是天馬行空、毫無邊際的提出，除了受到「地方稅法通則」其他條文

的限制，包括新的自治稅捐的開徵需經過民意機關三讀通過、四項開徵自治稅捐

的限制、還要獲得自治監督機關及中央政府的備查等外，新稅的備選方案勢必考

量經濟、技術、行政、法律、社會、環境及政治等可行性（邱昌泰，2014），例如

受到首長的考量、民意代表的看法、利益團體的壓力、選舉、是否有課稅的足夠

能力與行政人力、及前所述的法規限制等等多方面的影響。從「地方稅法通則」

實施十餘年來，地方政府所實際開徵的自治稅捐不僅沒有前面學者所擔心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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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稅目幾乎都侷限在礦石、土石採取、營建剩餘土石方等事務上，即可見一斑。 

  同時，地方政府也會考量各種狀況調整出適合自己轄區的稅率，例如苗栗縣

政府課徵營建剩餘土石方特別稅，原本每立方公尺課徵 3 元，但為協助縣政府的

財政，調高到每立方公尺 10 元，沒想到反而造成業者向外縣市購、棄土石方，致

縣府的稅收不增反減，甚至停滯，縣府因此再將稅率調低到每立方公尺 4 元45，稅

收才又回復到原來的水準。但桃園市等其他縣市同樣針對營建剩餘土石方課徵每

立方公尺 10 元的自治稅捐，卻沒有遇到類似苗栗縣的狀況，當然也不會調整稅率。 

  另外，課徵租稅的目的之一即「寓禁於徵」（李允傑等人，2007），地方政府也

可因應地方上社會行為、行業等，透過課稅範圍、稅率都相當有彈性的特別稅或

臨時稅的開徵達成此目的，例如前台中縣政府即以「改善特殊行業消費風氣」為

目的之一訂定「特殊消費特別稅」，針對舞廳、舞場、酒家、酒吧、特種咖啡茶室、

資訊休閒業及電子遊戲場課徵特別稅。 

  因此，特別稅及臨時稅內容及範圍等的模糊不清，從另一角度觀之，反而有

利於課稅立法權的下放，並因地制宜，甚至透過稅捐推動地方政府想要推動的特

定政策，且地方政府受到「地方稅法通則」其他條款及現實政治、社會等狀況的

限制，也不易恣意開徵新稅或調整稅率。 

三、禁止開徵的事項、範圍不清，違反環保潮流及公平原則 

  「地方稅法通則」第 3 條規定「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府、鄉 (鎮、市) 公

所得視自治財政需要，依前條規定，開徵特別稅課、臨時稅課或附加稅課。但對

下列事項不得開徵：一、轄區外之交易。二、流通至轄區外之天然資源或礦產品

等。三、經營範圍跨越轄區之公用事業。四、損及國家整體利益或其他地方公共

利益之事項。」 

  如前一節所述，本條第 1 項第 1 至 3 款的開徵限制，是財政部擔心地方政府搶

錢及專門向國營事業開刀課徵新稅的狀況發生（沈政安，2013），因此在立法院朝

野黨團協商時而增列，並保留了原來第四款等限制地方政府開新稅的條款。 

    雖然財政部的「擔心與用心，固非毫無道理」（沈政安，2013），限制地方攻府

開新稅的四大限制條款也「立意良善」（黃建銘，2006），但也因此讓這些限制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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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許多爭議，不僅許多學者專家對這些限制條款的文義有所質疑，部分地方政

府在「地方稅法通則」公布實施後據以訂定的地方稅自治條例在送往中央備查時，

就遭中央以違反這些限制條款而打回票，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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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遭中央政府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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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引起外界的

討論。 

  沈政安（2013）針對「地方稅法通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質疑指出，「轄外

之交易」到底指的是什麼意思？是指營業人兼營對轄區外之交易部分，還是指專

營轄區外交易之營業人之交易？還是本轄銷售至他轄之交易，或是他轄銷售至本

轄之交易？沈政安並反問，那家營業人沒有經營轄外之交易？且除了專營外銷之

營業人，可有營業人是專營轄外之交易？到底要如何認定，適用實在很難沒有爭

議。 

    對於「地方稅法通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則規定地方政府不得對「流通至轄

區外之天然資源或礦產品等」開徵地方稅課，沈政安（2013）指出，宜蘭、花蓮、

台東、南投等縣市，與其他縣市不同之處，即在於其天然資源較為豐富，原本這

些縣市可以籍由對天然資源的利用者課徵地方稅，多少彌平其他稅收較少的窘境，

也調劑與經濟較發達縣市的財政失衡狀況，但仍受限於「地方稅法通則」的這項

限制條款，而無法如願，因此這項限制條款「目的為何，令人費解」。 

  如果這項條款是為了避免因地方政府課稅而增加天然資源及礦產品在流通時

的成本，現在花蓮縣及宜蘭縣所開採出來的礦石，不管是流通至轄區外或在轄區

內流通，難道這些對礦石開採所課徵的特別稅，就不會因此增加稅負成本？（沈

政安，2013） 

  同時，從這項條文的文義上看來，地方政府是不得對「『流通至轄區外』之天

然資源或礦產品等」課徵地方稅，但如果這項天然資源或礦產品沒有流通至轄區

外，地方政府是否即可以課徵地方稅？又如果這項限制條款是為了避免天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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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礦產品在流通過程中增加了租稅的負擔，那為何只限制不得對流通至轄外的天

然資源或礦產品限制課稅，而對在轄內流通者卻不顧？這對轄區內的居民而言，

還需負擔天然資源及礦產品稅課，有違租稅公平原則（沈政安，2013；賴恒宗，

2010）。 

  在這些天然資源中，以水源為例，台灣目前就至少有四種水源保護區的畫設： 

一、依據「自來水法」而劃設的「自來水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例如：台北地區

的板新給水廠保護區及台中地區的石岡壩保護區等。 

二、依據「飲用水管理條例」劃設的「飲用水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例如蘭潭仁

義潭的八掌溪流域保護區、寶山水庫的頭前溪流域保護區等。 

三、依據「水土保持法」劃設的「水庫集水區（特定水土保持區）」，例如：石門

水庫集水區及澄清湖水庫集水區等。 

四、依據「都市計畫法」劃設的「水源特定區」，例如：翡翠水庫之台北水源特定

區（包括：新店區、石碇區﹑烏來區、坪林區、雙溪區）。 

  只要被劃設到前述的保護區、集水區或特定區的區域內，居民所擁有土地的

開發及利用都會因此受到嚴格的限制，連生活作息都可能因此受到影響。而礦產

品的開採過程中，通常會造成環境污染的問題，包括空氣、噪音，甚至在運輸這

些礦產品時，頻繁進出的大型車輛及機具，不但有可能加快轄區內道路損壞的速

度，其所產生的道路交通安全問題及噪音等，也都會嚴重影響到居民的生活品質，

有的開採或生產製造的業者工區還會有工安意外，發生諸如廠區爆炸、火災等危

及附近居民安全的意外，都會造成附近居民在精神上的壓力。 

  但地方政府卻因受限於「地方稅法通則」的限制條款，而無法對於造成居民

在經濟及生活上嚴重影響的採取水資源及開採礦產品的機關或機構課徵地方稅以

補償受限制的居民。 

  陳清秀（2008）因此認為，「如果該天然資源或礦產品等之開採或生產製造，

在當地產生污染或造成當地居民或當地政府之其他特別負擔時，則基於污染者付

費原則，該地方自治團體自得對於該天然資源國礦產品等課徵特別的地方稅，以

符合公平原則」，「地方稅法通則第三條應作目的限縮解釋，僅限於在地方上不發

生特別負擔之天然資源國礦產品等，才不得作為地方稅之課稅對象」。 

  「地方稅法通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地方政府不得對「經營範圍跨越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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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之公用事業」開徵地方稅，所謂公用事業，依據「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是

指：一、電燈、電力、及其他電氣事業。二、電車。三、市內電話。四、自來水。

五、煤氣。六、公共汽車及長途汽車。七、船舶運輸。八、航空運輸。九、其他

依法得由民營之公用事業。 

  當初「地方稅法通則」草案在由行政院送進立法院進行一讀審議時，各地方

政府紛紛提出針對各公用事業課徵地方稅的構想，沈政安（2013）分析，地方政府

之所以敢計畫對公用事業開徵地方稅，在於公用事業大多是政府所經營，如果被

課徵地方稅，比較不易將此成本直接反映在售價，對於地方政府而言，也比較沒

有選票流失的問題；然而，如果地方政府真的對於這些公用事業課徵地方稅，難

保這些公用事業不會運用政治力量對課稅的地方採取差別費率，而引起課徵地方

稅轄區內居民的反彈，即使沒有訂定差別費率，這些公用事業也有可能運用媒體

操作成全國關注的議題，讓加稅的壓力回到課徵地方稅的地方政府身上。 

  即使「地方稅法通則」草案最後二讀及三讀通過時，已增列不得對「經營範

圍跨越轄區之公用事業」開徵地方稅的限制，但這些公用事業對於轄區內的居民

仍有污染及環保等問題，以及對於附近居民在私人財產上利用的限制。 

  在電力事業部分，包括國營的台灣電力公司或是民營的天然氣發電廠，還有

汽電共生廠，甚至是近年來台電積極推動的風力發電廠等，都有各式各樣的污染

及環保問題，例如各種火力發電廠所使用的燃料，包括核能、煤碳、重油及天然

氣，在發電時所製造的幅射、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各風力發電廠的風機產生的

噪音，不但影響到電廠附近居民的生活品質，甚至衝擊到電廠附近居民的身體健

康（綠色和平，2019；許立民，2013）。而各個燃煤發電廠儲存燃料的煤倉，如果

管理不當，也有空氣污染的問題，同時，運送煤碳大型車輛的進出，有可能加快

轄區內道路損壞的速度，其所產生的道路交通安全問題及噪音等，也會影響到居

民的生活品質。 

  另外，台電在各地設置的變電所也因會產生低頻噪音，還有居民懷疑有電磁

波的污染，早已是居民眼中的嫌惡設施，而高壓輸配電線及電塔的設置，也嚴重

影響居民對於土地的利用。 

  自來水部分，就如同前面所述，為了取水而劃設了各種的保護區、集水區或

特定區，而區內居民所擁有土地的開發及利用都會因此受到嚴格的限制；煤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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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然氣的儲存槽或是運輸管線、加壓站、整壓站等，對於附近的居民或沿線的

居民在心理上也有安全上的顧慮；而電車、公共汽車及長途汽車等大眾運輸工具，

其發車站、停車場等各種場站，也會有空氣及噪音等環境問題。 

  至於航空運輸的污染最嚴重的就是飛航噪音，此外，飛機起降時輪胎摩擦地

面所產生的空氣污染及飛機燃料所排放出來的廢氣在機場附近造成的空氣污染，

在在都影響機場附近居民的生活品質及身體健康，同時機場的設置，也使得飛機

航道下的建築物有了興建高度的限制，在飛航噪音管制區內的土地利用也受到高

強度的管制，影響居民對於土地的各種利用。 

  儘管這些公用事業造成的環境污染及土地利用限制不少，但卻因「地方稅法

通則」的限制條款，致使地方政府無法課徵環保稅捐，賴恒宗（2010）因此批評，

「特別保護公用事業且無合理配套措施即給予租稅豁免，相對轄內應課污染稅或

環境稅的相關企業而言，實不符租稅公平原則」，他認為，對於此類跨越轄區的公

用事業，應該有一套合理的回饋配套措施，才能符合租稅公平原則。 

陳清秀（2008）也表示，從使用者負擔、受益者負擔、污染者負擔等原則來看，

這類經營範圍跨越地方政府轄區的公用事業，如果被地方政府課徵環境稅，「只要

其課稅收入額度與其額外負擔具有相當性，則應為法之所許」，而這些公用事業之

所以被課徵環境稅，並非因為它是公用事業，而是因為它造成地方自治團體額外

負擔，或是享受到特別公共支出服務之利益，符合受益負擔之地方稅課稅精神，「具

有正當性」。 

  因此他認為，地方政府不得對公用事業課稅的限制，不宜採取單純字面上文

義解釋，而應作目的性限縮適用，較為合理，例如日本茨城縣開徵「核廢料處理

稅」，或是國際機場、核能發電廠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如因這些公用事業而有

額外支出公共服務的負擔時，而對機場或電廠經營者課徵地方稅，似應為法之所

許。   

    「地方稅法通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損及國家整體利益或其他地方公共利

益之事項」，何謂國家整體利益？到底是指什麼？沒有明確定義、沒有客觀的標準，

上級政府依此來准駁地方政府所擬定的地方稅自治條例，自由裁量權太大，將損

害地方自治權責（劉均清，1994；劉金順，2006；賴恒宗，2010），也使地方自治

團體的徵稅空間相形限縮（黃建銘，2006），葛克昌（2005）認為，對於這類不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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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法律概念的解釋，「中央、地方及行政法院間有可能存有極大之認知差異」、「為

維護地方課稅自主權，在審查是否損及國家整體利益以及其他地方公共利益時，

應從嚴解釋之，須有課稅立法權濫用之具體事實者，方得認定該當此構成要件」。 

  馬自成（1996）以如果地方政府對開採水泥的業者課以「景觀破壞稅」、「污染

稅」為例指出，這項新稅捐是否會因與屬於國稅的貨物稅重複而損及國家整體利

益？馬自成認為，貨物稅許多課稅項目本來就應是屬於由地方政府課徵的特別稅

課，但中央政府不予檢討這些不合理的規定，僅籠統以「損及國家整體利益」，似

有違部分貨物稅課稅的基本目的，也剝奪地方政府合理的課稅權。 

  陳清秀（2008）則試圖在這些模糊的法令文字之下加以釐清出一個大方向，他

指出，「法律直接明文規定國家應實現的政策目標，例如應獎勵新創產業；法律規

定足以間接顯示其政策目標，尤其透過稅法給予獎勵之經濟活動；而新課徵的地

方稅卻打擊該或抑制其產業或發展，或造成不良影響，應可認為違反國家整體利

益」、「相關法律規定足以間接顯示其政策目標，尤其透過稅法給與獎勵之經濟活

動，地方稅如反而給與打壓或抑制其發展，則可認為有害國家整體利益」。但是「法

律雖未規定其政策，而由行政院所推動之國家重大施政方針而涉及國家整體利益

之事項，雖地方稅多少帶來衝擊，因此一般認為如非重大，則中央宜予以尊重」。 

  綜整前述的三大項原則，陳清秀所強調的似乎是，只要法律上直接或間接顯

現的國家政策目標，但地方稅予以打壓或抑制其發展，就可認定有害國家整體利

益；但是，雖由行政院所推動的國家重大施政方針而涉及國家整體利益的事項，

如果法律上並沒有規定此政策，則地方政府對此事項課徵地方稅，只要是屬非重

大的衝擊，則中央宜給予尊重。 

  這四大項禁止課稅的限制，不但造成縣市政府普遍感到相當無奈，倍感立法

權限受到限縮，而且條文的文字敘述過於籠統，不但在上下層級垂直政府間，中

央與地方政府容易對課稅項目及範圍等認定不一，在水平各個地方政府之間，也

容易對於課稅權的分別引起爭執（陳連芳，2004）。 

  這項條文的設計，雖然可以防止地方政府對水、礦產等天然資源課稅後將租

稅負擔轉嫁轄區外的居民，或專門針對公用事業為課稅的對象（張其祿，2010），

但天然資源原本就具有不可再生，儲存量也有限之特性，本來就應該透過以稅課

等方式以提高其使用成本，達到以價制量，保護自然資源的目的，何況，環境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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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消耗與政府財政惡化，都會嚴重影響後代子孫的福祉，而妨礙了社會、經濟

與環境之永續（張其祿，2010；中央研究院 賦稅改革政策建議書，2014），因此，

對這些天然資源的消耗課徵稅捐，已是許多國家正在進行的綠色稅制，「希望藉此

能兼顧環境與經濟的雙重效益」（中央研究院 賦稅改革政策建議書，2014），中央

政府應鬆綁對地方的管制，並依法徵收各項污染防制稅費收入，透過外部成本內

部化，既可抑制環境污染，又可增加地方財政收入，改善居民的生活品質（孫克

難，2000）。 

  此外，對於「地方稅法通則」的四項限制課稅限制，不僅大幅限縮課稅範圍，

無法運用稅制來達到環境保護目的，且流通轄外者不予課稅，相對轄內居民而言，

除土地發展受到限制外，還需負擔天然資源及礦產品稅課，無異雙重剝削，亦有

違租稅公平原則（賴恒宗，2010）。且水源保護區、水庫、礦區、中油及台電等網

絡設施皆對其週邊區域居民之生活與土地發展有嚴重之影響，透過稅課回饋將符

合受益者付費原則（張其祿，2010）。 

  雖然「某一地方政府課徵地方稅，該地方稅之納稅義務人僅限於該地方轄區

內者，此乃自明之理」（葛克昌，2005），本研究初步認為，受到科技發逹，交易方

式也更多元，包括郵電、網際網路等方式，也引起部分專家學者對於「地方稅法

通則」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轄區外之交易」之質疑，中央政府對於轄區的定義

或許可以函示或施行細則方式律定清楚。 

  對於天然資源的汲取或開採、部分公用事業的經營，在實務上確實已對地方

居民產生如前述的影響、限制或污染，因此在天然資源的汲取上，例如水資源部

分，「為因應國內各地不斷要求因自來水法水質水量保護區劃設而受限之回饋聲浪，

經濟部遵照行政院 91 年 8 月 5 日核定『限制發展地區救助、回饋、補償處理原則』，

及落實『受益者付費、受限者得償』之精神，在收支平衡及不增加國家財政負擔

原則下，推動自來水法部分條文修正法案，經於 93 年 6 月 30 日總統公布實施後，

並於 95 年 1 月 1 日起開徵水源保育與回饋費。」47 

  公用事業的電力部分，中央政府也於民國 88 年訂定「促進電源開發協助基金

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台電提撥經費予「促進電源開發協助基金管理委員會」，

                                                      
47

 摘錄自水源保育與回饋制度簡介，新店溪青潭水質水量保護區專戶運用小組網站，線上查詢時間：2019 年 8 月 3 

日，網址：http://child.wratb.gov.tw/ct_welfare/About/Laws。 

http://child.wratb.gov.tw/ct_welfare/About/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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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台電對地方的回饋法制化，但因沒有納入民營電廠的回饋，使得民營電廠與地

方之間為了回饋爭執不已48，之後再修改電業法，訂定「電力開發協助金運用與監

督管理辦法」並於 108 年 4 月 16 日發布，把公民營發電業及輸配電業都納入提撥

「電力開發協助金」的範圍內。台灣中油公司也於民國 81 年訂定「台灣中油股份

有限公司睦鄰工作要點」，對煉油廠、供油中心、油氣接收站、水源站、加壓站、

配氣站、儲油槽、井場、礦場等附近地方進行睦鄰回饋49。 

  凡此種種，似乎都顯示中央政府也肯認這些汲取天然資源或公用事業對於地

方居民的影響及限制，因此要落實「受益付費、受損受償」等原則，不過，從目

前回饋的方式及內容來看，還是不脫中央單方面給予地方的方式，沒有授權地方

擁有相關的權利，例如由中央訂定相關回饋經費的徵收方式、費率、甚至運用的

範圍、經費管理委員會的組成都由中央政府主導，其中台灣中油的睦鄰經費至今

還沒有以政府法令方式法制化，仍只是該公司內部規定。 

  儘管有回饋經費機制，經費也大都運用在地方，但一般而言，地方政府仍大

都沒有主導相關費用的權利，似乎仍與地方政府課稅所得相差甚遠；何況還有許

多受益者或污染者仍沒有納入租稅或回饋機制內；因此中央政府如果在法制上仍

不願下放權利給地方政府針對天然資源的汲取及公用事業等課徵地方稅，也應在

最大的限度內給予地方政府對於回饋經費擁有最大的決定權。 

四、附徵國稅稅目少，且易引發「用腳投票」現象 

「地方稅法通則」第 3 條第 3 項規定「特別稅課不得以已課徵貨物稅或菸 

酒稅之貨物為課徵對象」，第 5 條又規定「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府為辦理自治

事項，充裕財源，除關稅、貨物稅及加值型營業稅外，得就現有國稅中附加徵收。

但其徵收率不得超過原規定稅率百分之三十。前項附加徵收之國稅，如其稅基已

同時為特別稅課或臨時稅課之稅基者，不得另行徵收。附加徵收稅率除因配合中

央政府增減稅率而調整外，公布實施後二年內不得調高。」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8 條規定「下列各稅為國稅：一、所得稅。 

二、遺產及贈與稅。三、關稅。四、營業稅。五、貨物稅。六、菸酒稅。七、證

                                                      
48

 摘錄自風傳媒(2018 年 2 月 24 日)，回饋金法制化！電廠「電協金」規劃首度出爐 7 成給地方、3 成專案申請，風傳 

媒網站，線上查詢時間：2019 年 8 月 2 日，網址：https://www.storm.mg/article/402539。 
49

 請參閱「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睦鄰工作要點」，線上查詢時間：2019 年 8 月 2 日，網址： 

file:///C:/Users/USER/Downloads/2017928154412_%E7%9D%A6%E9%84%B0%E5%B7%A5%E4%BD%9C%E8%A6%81%

E9%BB%9E_1060925.pdf。 

https://www.storm.mg/article/402539
file:///C:/Users/USER/Downloads/2017928154412_ç�¦é�°å·¥ä½�è¦�é»�_1060925.pdf
file:///C:/Users/USER/Downloads/2017928154412_ç�¦é�°å·¥ä½�è¦�é»�_10609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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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易稅。八、期貨交易稅。九、礦區稅。」，因此，地方政府可以就國稅中附加

徵收的稅目為：所得稅、遺產及贈與稅、證券交易稅、期貨交易稅、礦區稅、菸

酒稅及非加值型營業稅。但礦區稅因礦業法修法，自 92 年 12 月 31 日起改徵收礦

產權利金不納入國稅50。 

  「特別稅課不得以已課徵貨物稅或菸酒稅之貨物為課徵對象」，這項限制其實

在「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12 條中就有規範「第一項第七款之特別稅課，指適應地

方自治之需要，經議會立法課徵之稅。但不得以已徵貨物稅或菸酒稅之貨物為課

徵對象。」，這裡也呼應了前面所述，「地方稅法通則」單獨立法必要性的商榷（黃

建銘；2006）。 

菸酒稅部分，有鑑於菸酒專賣制度在過去對台灣的財政挹注曾經非常重要，

但隨著時代的演進，在 1990 年代菸酒專賣佔全國賦稅收入的比重，已經從早期的

20％以上，降至 5％左右；1986 年台灣政府簽訂中美菸酒協議後，開放外國菸酒進

口，2000 年制定菸酒管理法，並從 2002 年起實施新制，廢除菸酒專賣51。     

曾巨威（2002）因此認為，菸酒市場已經開放，不再是專賣制度，各地方都可

以依據地方特色發展各自有代表性的菸酒產業，同時在自由市場競爭下，地方政

府對自己地方的菸酒課稅似乎已沒有任何禁止的必要；貨物稅部分產品也可適用

此原則，尤其未來貨物稅若能走向特種消費稅的性質，就像菸酒稅一般獨立出更

多的稅目，則地方附加稅的範圍應該隨之擴大調整才對。 

  馬自成（1996）強調，貨物稅所列舉之課稅貨物，有些是基於污染之理由而課

徵，主要是為了糾正外部性，因此這類項目應由污染源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徵收特

別稅課，而不應課徵屬於國稅的貨物稅，所以應該先檢討現行貨物稅條例所列應

課徵的標的是否有此類項目，才不會既違反貨物稅課稅的基本目的，也剝奪地方

政府合理的課稅權。侯家駒（1996）認為，貨物稅最好改為地方稅，並應採環保取

向，鄉鎮應也可取得一部分稅收，以補償其所忍受的污染。 

  就現有國稅各個稅目中，紀俊臣、黃絲梅（2016）從稽徵的可行性分析指出，

營業稅及貨物稅不僅量大，而且較具普及性，地方政府附加徵收的可行性自可提

昇，但「地方稅法通則」反而排除營業稅及貨物稅之附加徵收，有欠合理；至於

                                                      
50

 同註 28 
51

 摘錄自菸酒稅重要史料，財政部財政史料陳列室網站，線上檢索日期：2019 年 8 月 5 日，網址： 

 http://museum.mof.gov.tw/ct.asp?xItem=15585&ctNode=35&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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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稅或期貨交易稅在直轄市附徵的獲益較大，中央主管機關宜加強輔導地

方附加徵收該等稅收。 

  但劉均清（1994）認為，將地方稅捐收入附加在國稅課徵基礎上之做法，似不

符地方稅法通則制定精神；鄭玉瑞（1995）也指出，附加稅如由地方政府課徵有不

利影響，例如所得稅主要是由受薪階級負擔，如果地方附加徵收，將造成受薪階

級稅負加重，稅率提高稅基減縮，中央赤字將更擴大。 

  由於大部分國稅的特性就是稅基極易流動，例如所得稅、遺產與贈與稅的起

徵地都是向戶籍地申報（參閱所得稅法施行細則、遺產與贈與稅法），而證券交易

稅及期貨交易稅則是在代徵人所在地徵起（參閱證券交易稅條例、期貨交易稅條

例），另外，非加值型營業稅及菸酒稅則以營業登記或菸酒稅廠商、產品登記所在

地徵起（參閱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菸酒稅法），對於前述的各種國稅納稅

義務人而言，這些徵起地大都可以很輕易的加以變更。 

  因此如果特定的地方政府在其轄內內針對國稅附加徵收，將引發以腳投票行

為，導致人口，產業外移，或以遷移戶籍、登記地等到外縣市等方式來達到避稅

的效果，使課徵附加稅之縣市得不償失，地方政府勢必不願啟動國稅附加徵收的

機制，也會使得附加稅毫無作用（劉均清，1994；陳立剛，1996；葛克昌，2005；

劉金順，2006；賴恒宗，2010），而無法增加地方政府的稅收，達到改善地方財政，

為地方財政注入活水的目的（劉其昌，2001），同時國稅附加徵收，類似全民加稅，

政府及社會成本太高，自難實現（沈政安，2013）。倘任由地方附加調高稅率，則

對租稅正義之傷害實過於地方財源之充裕（葛克昌，2005）。 

  另外，從「地方稅法通則」中課徵地方稅及國稅附加稅的規定來看，地方政

府開徵新稅時，不但要尋找各種新稅，還要面對「地方稅法通則」第 3 條規定非

常不具體的限制條款，極易造成中央與地方對新稅是否牴觸「地方稅法通則」的

爭議；反倒是在國稅中附加稅課，不只明確，中央與地方間的爭議也小，還有國

稅稽徵機關代徵。也就是原本應是地方稅中非主流的附加稅，反而容易變成地方

稅的主要稅目，而原本應為展現地方財政自主權的地方新稅，則變成了不易開徵

的非主流稅目（葛克昌，2005）。不過這樣的推論，還是要配合前面所述國稅附加

徵收之可能狀況，才能理解真正的現實狀況為何。 

   而在「地方稅法通則」第 4 條及第 5 條中都有地方政府針對地方稅調高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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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國稅附加徵收稅後，除因中央原規定地方稅稅率 (額) 上限調整而隨之調整或

國家附加徵收稅率除因配合中央政府增減稅率而調整外，二年內不得調高的規定，

葛克昌（2005）對此批評，這項調整年限之限制，根本是無視地方之財政自主權，

因為中央可以隨意的、隨時的調整各種稅率，又有什麼充分的理由，要求地方要

受到這種限制。 

五、地方稅稅率調整沒有彈性 

  「地方稅法通則」第 4 條「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府為辦理自治事項，充裕

財源，除印花稅、土地增值稅外，得就其地方稅原規定稅率 (額) 上限，於百分之

三十範圍內，予以調高，訂定徵收率 (額) 。但原規定稅率為累進稅率者，各級距

稅率應同時調高，級距數目不得變更。前項稅率 (額) 調整實施後，除因中央原規

定稅率 (額) 上限調整而隨之調整外，二年內不得調高。」 

  所謂的地方稅，依據「地方稅法通則」第二條是指，「一、財政收支劃分法所

稱直轄市及縣 (市) 稅、臨時稅課。二、地方制度法所稱直轄市及縣 (市) 特別稅

課、臨時稅課及附加稅課。三、地方制度法所稱鄉 (鎮、市) 臨時稅課。」，而依

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十二條，「下列各稅為直轄市及縣 (市) 稅：一、土地稅，

包括下列各稅： (一) 地價稅。 (二) 田賦。 (三) 土地增值稅。二、房屋稅。三、

使用牌照稅。四、契稅。五、印花稅。六、娛樂稅。七、特別稅課。」其中的田

賦已經在 1987 年經行政院會決議自 1987 年第二期起停徵52。 

  也就是地方政府可以擬具地方稅自治條例，就原規定稅率 (額) 上限，於百分

之三十範圍內，予以調高的地方稅共有地價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契稅、娛

樂稅、特別稅課等。   

  「地方稅法通則」這項賦予地方政府提高稅率的規定，似乎相當有利於地方

政府增加稅收財源，但葛克昌（2005）認為，憲法原本就賦予省及縣市對其所屬地

方稅有課稅立法權，「地方稅法通則」規範地方政府對地方稅上限百分之卅的稅率

調整權利，不但不能維持中央與地方的均權，也過度限制憲法賦予地方的課稅立

法權。 

  不少學者專家對這項規定也有不同觀點：依據財政部的統計
53
，2018 年各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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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註 27 
53

 財政部統計資料庫 地方財政查詢，線上檢索日期：2019 年 8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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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稅實徵淨額以地價稅的 918 億 8530 萬 4 千元為最大宗，其次是土地增值稅的 905

億 5150 萬 8 千元，其他地方稅實徵淨額排序分別是：房屋稅 785 億 8842 萬 5 千元、

使用牌照稅 648 億 3035 萬 4 千元、契稅 133 億 6552 萬元、印花稅 121 億 4675 萬 5

千元、特別及臨時稅課 17 億 8534 萬 7 千元、娛樂稅 17 億 7764 萬 3 千元。 

  有學者因此認為，地方稅稅收以土地稅（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為其中之最

大宗，將土地增值稅排除可提高稅率的稅目，不切實際，而印花稅也是地方稅主

要稅目之一，將其排除高稅率，其理由實嫌牽強（紀俊臣、黃絲梅；2016）。而且

不僅「地方稅法通則」排除地方政府提高印花稅稅率的權限，現在財政部還研議

準備將印花稅廢除54，更引起各地方政府反彈的聲浪。 

  而中央政府近幾年來的減稅政策，在契稅部分，中央政府從 1978 年至 1998 年

間，配合制定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獎勵民間參與交

通建設條例、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新市鎮開發條例、都市更新條例，加工出

口區設置管理條例以及國民住宅條例，分別在各法律中訂定相關之契稅減免規定。

並於 1999 年調降買賣契稅、贈與契稅、占有契稅、典權契稅、交換契稅、分割契

稅等稅率。在房屋稅部分，1970 年修法時就針對貧民扶助、輔導退除役官兵、農

民或農會使用等目的，免徵或減少徵收房屋稅；之後再陸陸續續針對文化藝術事

業、輻射污染建築物、促進民間參與交通建設、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新市鎮特定

區、921 震災重建、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保存文化資產等方面，修法減免房屋

稅55。賴恒宗（2010）認為，到 2010 年為止，中央政府多次修改法令，將財產稅中

的契稅及房屋稅，陸續調降稅率以紓民困及活絡房地產景氣，地方政府如果想要

調高這些稅捐的稅率，不但有困難，似乎也已喪失最佳時機。 

  使用牌照稅是依車主戶籍資料所在地由地方政府查課，不但稅基具有流動性，

而且目前稅額已偏高，如果特定地區的地方政府針對使用牌照稅再提高稅額，恐

怕造成車主直接把戶籍遷離提高稅率的縣市來避稅，最後地方政府也無法達到增

稅目的（賴恒宗，2010）。 

                                                      
54

 財政部新聞稿(2019 年 8 月 16 日)，財政部對廢止印花稅之說明，財政部網站，線上檢索日期：2019 年 8 月 24 日， 

網址： 

https://www.dot.gov.tw/ch/home.jsp?id=26&parentpath=0,9&mcustomize=taxnews_view.jsp&dataserno=201908140001&t=TaxNews& 

mserno=201707060001 
55

 摘錄自房屋稅相關史料、契稅重要史料，財政部財政史料陳列室網站，線上檢索日期：2019 年 8 月 5 日，網址： 

 http://museum.mof.gov.tw/ct.asp?xItem=3700&ctNode=35&mp=1、 

  http://museum.mof.gov.tw/ct.asp?xItem=15587&ctNode=35&mp=1。 

https://www.dot.gov.tw/ch/home.jsp?id=26&parentpath=0,9&mcustomize=taxnews_view.jsp&dataserno=201908140001&t=TaxNews&
http://museum.mof.gov.tw/ct.asp?xItem=3700&ctNode=35&mp=1、


43 
 

  此外，由於租稅的調降減免，一向是包括地方政府在內的各級政府，甚至全

世界政府招攬外來廠商到當地投資，引進各種資金的最有利手段之一，希望可以

帶動當地經濟發展，增加工作機會，降低失業率。然而「地方稅法通則」卻只賦

予地方政府提高地方稅稅率的權利，而沒有降低地方稅稅率的權利，致使地方政

府無法透過地方稅的租稅減免大舉招商，調節產業需求，振興地方經濟，尤其在

現在國內經濟景氣不佳下，更顯此項限制「不無與現實社會脫節」、「對提高經濟

福利，平均社會財富及所得重分配顯無助益」（劉其昌，2001；陳金發，2001；曾

巨威，2002；黃建銘，2006），且就原有地方稅調高稅率，幾乎就像是全民加稅，

政府及社會成本太高，自難實現（沈政安，2013），「此突顯本通則對地方自治團體

如何自行決定公共支出費用公平負擔及財政責任等問題，一概不予考量」（葛克昌，

2005）。既然中央要把權力下放給地方，就應該對稱性的下放，讓地方政府可以在

百分之三十範圍內調高及調降稅率，如此的地方稅課權力才是地方財政自主的意

義（曾巨威，2002）。 

  陳金發（2001）更舉ＯＥＣＤ的財政改革經驗為例指出，在財政改革上採取加

稅措施的國家，最後不但沒有未達到財政改善的目的，連經濟方面的表現也欠佳，

他質疑「我國不傚法他國改革成功經驗，反而要步失敗後塵，只限地方政府加稅，

有違世界潮流」。  

  本研究觀察地方政府在地方稅課徵的實際運作初步發現，被排除在調高稅率

的印花稅及土地增值稅中，印花稅的稅基具有流動性，即使沒有被排除，也少有

地方政府會提高，土地增值稅稅基雖不具移動性，但由於加稅是增加民眾負擔，

即使沒有被排除，恐也少有地方政府會增加土地增值稅率。 

  然而地方政府即使被排除有權利增加土地增值稅稅率，也不代表地方政府沒

有辦法可以增稅或降稅，其原因是土地增值稅計算的依據是公告土地現值，公告

土地現值在民國 101 年 9 月以前也是計算政府徵收土地時的依據，並由地方政府組

成的地價評議委員會每年評議後公告。 

  地價評議委員會常把即將徵收補償的土地公告現值調高數倍，增加政府徵收

補償支出，圖利土地所有權人；甚至有眷村改建前提高土公告現值到市價水準，

以增加眷補償所得，在眷村改建完成及配售後，再將公告現值調回原來低水準，

使得承購眷戶降低或免除土地增值稅負擔（林健次、蔡吉源，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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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專家學者所指「地方稅法通則」沒有授權地方政府減免地方稅之權，恐

影響地方政府招商利器，事實上，各地方政府也早已有因應之道，除了「促進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授權地方政府可以就地價稅、房屋稅、契稅等減免外，包括

基隆市、台北市、宜蘭縣、桃園市、南投縣、嘉義縣、高雄市、花蓮縣、台東縣、

金門縣等縣市都訂定了其他相關奬勵投資的自治條例或要點，針對各縣市各自有

意引進的休閒觀光、生物科技、資訊服務、電信、文化創意、醫療照顧、運動休

閒、會議展覽、再生能源等各種產業，只要投資一定金額或提供一定工作機會的

企業，都可享有房屋稅及地價稅的減免，包括「二免三減半」，有的縣市「五免五

減半」甚至減免時間還長達十年之久，但大部分縣市減免金額仍有上限56。 

  顯示地方政府已經找到可以減免地方稅的方法，同時在想方設法透過減免稅

捐招商引資的同時，仍還是考量到地方財政狀況，並非一味地拚命減稅來吸引投

資；而這些縣市採用的減免稅捐模式，少數是直接減免，大多數是採由地方政府

補貼或補助廠商的方式來達到與減免稅捐相同的效果。 

  也就是形式上沒有授權地方政府減免地方稅，但各地方政府仍有其他管道進

行實質減免，只是地方政府還要多一道類似退稅（實質上是補助或補貼稅額）的

程序，因此，「地方稅法通則」似乎可以針對獎勵投資部分，授權地方政府給予地

方稅的減免，以減少廠商先繳稅，地方政府事後又要辦理補助或補貼等繁瑣行政

程序的負擔。 

六、地方稅法制化過程複雜又冗長 

  「地方稅法通則」第六條規定，「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府、鄉 (鎮、市) 公

所開徵地方稅，應擬具地方稅自治條例，經直轄市議會、縣 (市) 議會、鄉 (鎮、

市) 民代表會完成三讀立法程序後公布實施。地方稅自治條例公布前，應報請各該

自治監督機關、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處備查。」， 

  實務上，地方政府研議開徵新稅自治條例的過程中，地方政府的稅捐稽徵機

關一定會先蒐集相關資料，再選出適合當地的新稅稅目，並研擬出準備開徵的新

地方稅自治條例草案，接著召開公聽會聽取各種民意、說服利害關係人，循地方

政府機關內部流程，簽請縣市長提交法規委員會，再獲得法規委員會、各地方政

                                                      
56
各縣市投資優惠獎勵措施彙總表，投資台灣網站，線上檢索日期：2019 年 8 月 5 日，網址： 

 http://investtaiwan.org/cht/doc/2017_CountyInvestmentSummary.pdf 



45 
 

府的縣（市）務會議通過後，法案才能走出地方政府的大門，進入各地方民意機

關審查；其後還需要製作說帖撰述理由、分析稅源、預估稅收……等，並廣為宣

導，過程中還有不少開徵新稅草案因為政治因素考量而作罷者。就算新稅草案能

通過縣市議會三讀程序，還需報請各該當自治監督機關備查，經財政部邀集各主

管機關及專家學者逐條審查，通過後才能實施，其間也有審查後不予備查者，或

修正建議太多，而退回各該縣市重擬，讓一切回到原點者。（沈政安；2013） 

  也就是說，如果地方政府不怕得罪選民，擬具了地方稅自治條例草案，並說

服民意機關完成法案的三讀程序，程序也沒有結束，這項地方稅自治條例不僅要

報請各該當自治監督機關備查，也要送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處備查；依據「地方

稅自治條例報中央機關備查之統一處理程序」規定，這些報請備查之案件，在財

政部收文後，先送請相關業務主管機關就該自治條例表示意見，並敘明有無牴觸

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再由財政部邀集內政部、行政院主計總處、

其他相關業務主管機關代表，及地方制度、財稅相關學者組成審查會進行審查，

並得邀請自治條例之制定機關列席說明，經審查會審議同意備查後，地方稅自治

條例的法制化流程才結束，方可開始課徵新稅。 

  另外，「地方稅自治條例報中央機關備查之統一處理程序」2017 年又新增「直

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將地方稅自治條例報請備查時，

應同時檢附總說明、逐條說明（條文對照表）、與業者溝通紀錄、對相關產業衝擊

影響及成本效益評估報告。」之條文，亦即，地方稅自治條例的法制化程序又新

增了多道關卡。 

  依「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規定，「自治條例經各該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如

規定有罰則時，應分別報經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布；其餘除法律

或縣規章另有規定外，直轄市法規發布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查；

縣 (市) 規章發布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備查；鄉 (鎮、市) 規約發布後，應

報縣政府備查。」 

  相較於地方政府在訂定其他自治條例的程序，地方稅自治條例的法制化過程，

相對而言，不但程序更多，也更複雜，更因是課予人民負擔，變數也因此更大。「冗

長又複雜的法定程序，常使地方主政者卻步不前，不如向中央政府要求補助」（劉

其昌，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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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備查」之爭議 

「地方稅法通則」第 6 條規定「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府、鄉 (鎮、市) 公

所開徵地方稅，應擬具地方稅自治條例，經直轄市議會、縣 (市) 議會、鄉 (鎮、

市) 民代表會完成三讀立法程序後公布實施。地方稅自治條例公布前，應報請各該

自治監督機關、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處備查」。又「地方稅自治條例報中央機關備

查之統一處理程序」第二點更規定，「地方稅自治條例不論有無論定罰責，其備查

程序均應優先適用地方稅法通則第六條第二項規定」 

  不過依「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規定「自治條例經各該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

如規定有罰則時，應分別報經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布；其餘除法

律或縣規章另有規定外，直轄市法規發布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

查；縣 (市) 規章發布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備查；鄉 (鎮、市) 規約發布後，

應報縣政府備查。」 

  也就是地方自治團體所訂定的自治條例在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只要自治

條例內沒有規定罰則，則除了法律或縣規章另有規定外，該自治條例在「發布後」

再報各自該當主管機關「備查」；而訂有罰責的自治條例則需要報經行政院、中央

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才能發布」。 

  但地方稅自治條例則不然，地方稅自治條例不管有無訂有罰責，在「公布前」

都應報請請各該自治監督機關、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處「備查。」；「不得先行公

布，且中央於備查時須召開審查委員會審議」（尤重道，2017）。 

  然而「地方稅法通則」並沒有規範「備查」的意義為何？依「地方制度法」

第 2 條對「備查」的定義是：「指下級政府或機關間就其得全權處理之業務，依法

完成法定效力後，陳報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知悉之謂。」，同一條也定義了「核定」

的意義：「指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對於下級政府或機關所陳報之事項，加以審查，

並作成決定，以完成該事項之法定效力之謂」。 

  也因此，地方稅法通則中所謂「備查」，是下級政府或機關「陳報上級政府或

主管機關知悉」？或是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可以實質審查？在實務上就產生諸多

爭議（尤重道，2017）。 

  其中傾向「地方稅法通則」上所謂的「備查」，應該是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具

有實質審查權的專家學者認為，從「地方稅法通則」第六條條文的文義分析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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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未經備查即無法公布，而地方稅則還是無法順利開徵，因此這是「備查之名

實具核定之實」，中央對地方稅能否課徵還是有最終的決定權，日後不難卜知中央

將藉此介入地方稅立法權之行使，影響地方稅實際可以發揮之成效（黃建銘，

2006）。 

  又地方稅之課徵，既然是對人民的財產形成侵害，又屬於嚴重剝奪人民財產

權之強制處分，在參照地方自治團體所訂定的自治條例定有罰則時，須由地方行

政機關報請中央核定後公布實施的立法精神，地方稅自治條例似也應報請中央「核

定」後公布；但由於「地方稅法通則」中對於地方稅自治條例向上級政府或主管

機關陳報程序，使用「備查」的用語，以致造成爭議，因此如果認為現階段宜採

事前監督之程序辦理，則應該於地方稅法通則中明確規定，以解決時常產生的爭

議困擾（尤重道，2017）。 

  而此項爭議的產生，是緣自於立法技術的問題，因為「地方稅法通則」第六

條把「核定」誤植為「備查」，因此，地方稅法通則所指的「備查」實際上是地方

制度法第二條所指的「核定」的意涵，也就是說，未經自治監督機關、財政部及

行政院主計處之同意，地方自治團體仍不得開徵自治稅捐（陳朝建，2004）。 

  但傾向「地方稅法通則」所規定的「備查」，是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應不具有

實質審查權的專家學者則認為，地方稅自治條例公布前須報請財政部「備查」，並

非「核准」、「核備」或「審核」；且因為「備查」代表法律意義較為被動與消極，

除非地方所提法案有明確違反地方稅法通則之處，否則財政部皆應准其備查；也

就是財政部不可將其「備查」的權力擴大濫用，誤以為自己是上級機關而擁有逾

越法律的「實質」審核權力（曾巨威，2006）。 

  依「地方制度法」第 2 條第 5 款規定，此項備查，是指地方政府陳報各該自

治監督機關，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處「知悉」而言（葛克昌，2005；陳清秀，2008；

沈政安，2013），財政部應無審核決議備查准駁之權（賴恒宗，2010），但財政部不

但曾拖延備查程序，並進行地方稅法通則之實質審查，也多次對於地方政府所提

地方稅法通則不予備查，實際作法卻與法令規定有所悖離（葛克昌，2005；賴恒宗，

2010）。如從「地方稅法通則」的文義來看，「財政部作法不無逾越該條法律文義界

限的可能性」（廖欽福，2013），因此將來主管機關在實務操作或未來修法時，應審

慎予以考量（葛克昌，2005），或將地方稅法通則的「備查」改為「核備」，比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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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相符（賴恒宗，2010；廖欽福，2013）。 

  沈逸群 （2013）指出，「備查」原為行政機關的公文慣用的文字用語，並沒有

法律上的效力，其字面上的意義即為收受者無須再為意見表達而予逕存參查備用

之意。他並從規範地方制度的法規沿革分析認為，過去「直轄市自治法」第 15 條

「市議會議決前項第一款之法規（即市議會議決之市法規），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

應函由市政府報中央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查，但備查時不得逕行修正。」之規定，

及「省縣自治法」第 18 到 20 條規定，省議會、縣 (市) 議會、鄉 (鎮、市) 民代

表會議決之法規、規約、規章，除了法律、省法規、縣規章另有規定者外，應各

自函由省政府報中央主管機關轉行政院、縣 (市) 政府轉報省政府、鄉 (鎮、市) 公

所轉報縣政府等進行備查，且備查時不得逕行修正等相關規定來看，前述的規定

原則上只賦予行政院或上級地方政府對獲得地方民意機關審查通過的法規、規約、

規章僅有備查權，而且備查時「不得逕行修正」；其後取代前兩項法令的「地方制

度法」第 5 條即指出「備查：指下級政府或機關間就其得全權處理之業務，依法

完成法定效力後，陳報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知悉之謂」，明確闡釋了備查的意義。 

  蕭文生（2013）指出，人民繳納自治稅捐的義務並非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4

項所稱的罰則，因此依地方制度法，只要報監督機關備查即可；地方稅法通則第 6

條第 2 項卻規定地方稅自治條例公布前應報請各該自治監督機關、財政部、行政

院主計處備查，顯見地方稅法通則第 6 條第 2 項本身文字可能出現不一致。 

  他並從行政院報請立法院審議「地方稅自治條例」的立法理由中發現，地方

稅自治條例應報請財政部備查之原因是，地方政府在課徵地方稅時稅時，將影響

各級稅捐稽徵機關間課稅資料相互流通、彙總與管理，因此才明定地方稅自治條

例於完成法定程序由地方政府公布後實施，並於公布前報財政部備查，以利課稅

資料之蒐集與管理；因此，此規定並不是賦予財政部對地方稅自治條例內容有任

何准駁之權，故採用「備查」制度應是無疑的；至於為何不採公布後送財政部備

查的一般自治條例的慣例作法，其目的應該是為了給財政部更多的時間來了解地

方稅自治條例之內容及可能造成的影響，俾能儘早因應，使課稅資料之蒐集與整

理更快速及完整，並未賦予財政部阻止地方稅自條例生效之權限。 

  同時，當年立法院審查地方稅法通則草案時，主要是依據蔡正元版草案修正

通過，但蔡正元版草案第 6 條第 2 項原本規定「地方稅自治條例公布前，應報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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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該自治監督機關及財政收支劃分法主管機關核備」，經朝野協商後改為「地方稅

自治條例公布前，應報請各該自治監督機關、財政部及主計處備查」，地方稅法通

則草案在二讀及三讀會則依審查會之版本通過，並未有任何修改。他認為，從立

法過程中將原本的「核備」改為「備查」，即可充分明瞭立法者希望賦予地方較大

自主空間，提高地方政府之財政自主權，充實地方政府之自治財源，因此使用對

於地方自治權限制較小的備查制度來代替核備制度，「此項立法者明確表達之意志

不得被完全忽視或甚至加以扭曲」（蕭文生，2013）。 

  從前述的立法過程來看，地方稅法通則所規定之備查意義與地方制度法所規

定的備查並無不同，而財政部依職權所訂定的「地方稅自治條例報中央機關備查

之統一處理程序」僅是行政規則層次，不得改變法律原有的規定內容；另外，從

前述的「統一處理程序」第八點之函復規定「地方稅自治條例備查案件審竣後，

依下列情形函復：（一）認無牴觸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者，函復業已

備查。（二）認有牴觸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者，應敘明牴觸條文及理

由函復制定機關。」來看，財政部既沒有強制要求修正地方稅自治條例之權限，

也沒有不予備查之監督措施（蕭文生，2013）。 

  蕭文生（2013）、沈逸群 （2013）都強調，立法者依其立法裁量，考量事物之

本質，選擇不同監督措施；立法者既然棄另有規範意義的「核定」，而採用「備查」，

其意已相當明確，不應就其法律效果再任作擴張解釋。「備查實質上只具有「陳報

知悉」的意思，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應無准否的問題，更沒有不同意的權力，實

務出現的「不予備查」實欠缺法令依據」（沈逸群；2013）。 

  不過，如果中央政府只擁有「備查」權，而無「核定」權，那麼在審查時發

現地方稅自治條例有牴觸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者，又該如何？蕭文

生（2013）認為應該參考行政院制定之「地方自治法規報院核定或備查之統一處理

程序」中有關自治條例備查之規定，應敘明牴觸條文及理由，就全部或牴觸部分

函告無效。 

  或由中央及地方先透過協商方式解決爭議，如果地方政府不予理會，仍予公

布有觸法疑慮之地方稅自治條例時，中央則可依據地方制度法第卅條規定，分別

由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縣政府予以函告該地方稅自治條例無效，不宜直

接採用毫無法令依據的「不予備查」的手段。（陳清秀，2008、沈逸群，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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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稅捐課徵年限太短，不利地方長期穩定稅源 

  「地方稅法通則」第三條第二項則規定「特別稅課及附加稅課之課徵年限至

多四年，臨時稅課至多二年，年限屆滿仍需繼續課徵者，應依本通則之規定重行

辦理。」。 

  林健次、蔡吉源（2003）在分析來源及分配方式寫入法令之統籌分配稅款的運

用效率比中央補助款較高的原因時即指出，「地方視穩定的統籌款為自己的財源，

較能規劃與運用，有益自我負責與效率的提高」、「有穩定的稅入，地方才有可能

規劃從事經濟效率高而經費較大的建設。有了穩定的收入，可以做短期的建設，

也可以做長期的建設」。 

  而且地方稅既然是為了地方自治財政所需，也是地方上財政自主權的範圍，

本質就應該屬於常態性的需要，其中特別稅，就似乎沒有理由限制其課徵的年限，

至於臨時稅課似乎應有課徵年限的必要，而附加稅課為了避免地方仰賴中央，也

應有年限的限制，只是二年至四年的期限，是否太短？則有討論的空間（葛克昌；

2005），陳清秀（2008）則認為，為確保地方財源可以長久的存在，以方便地方自

治團體可以規劃進行長期且穩定的地方建設並提供公共服務，所以應容許長期性

的地方稅目存在。 

  因此，如果地方政府所課徵之新地方稅的來源不穩定，過了二到四年後，也

不知還有沒有下個二到四年的稅源，這筆稅源支出的效率與責任感一定不如長期

而穩定的地方稅源，而因應新的地方稅源而訂定的政策，也無法有效的持續下去。

賴恒宗（2010）因而對地方稅的課徵年限最多二到四年的規定認為，「無法有效解

決地方財政困窘與政策執行之連貫性」，陳清秀（2008）也指出，這項限制欠缺正

當理由，「在技術上妨礙地方課稅自主權之行使，而有過度干預地方自主權之虞」。 

  本研究就已開徵的自治稅捐初步研析認為，對地方政府而言，因應開徵新稅

所擬定的地方稅自治條例好不容易克服種種困難，通過層層考驗完成法制化，不

過卻又因為前項條款的限制，使得新稅開徵二到四年後，又要把前述的程序重頭

到尾再走一遍；然而，二年至四年後，不僅地方上整體的經濟、社會狀況可能改

變，連政治情勢都可能大幅變異，增加地方政府繼續課徵新稅的風險，如此，不

只地方政府要常常陷於加稅與否的困境，也讓地方政府常在政治勢力、利益團體

中糾葛，甚至淪於政治風暴中，同時也讓因課徵新稅而增加的財源相當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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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現在台灣地方政府財政的困窘，如前所述，並非僅因受到一時的天災、

景氣不佳影響短時間出現，而是長期的現象，且地方政府好不容易願意開徵新稅，

願意提高財政自主，理應加以鼓勵，而非以課徵時限來制地方政府加稅的意願；

何況從「地方稅法通則」實施十餘年間，各地方政府實際上所開徵的自治稅捐來

看，除了少部分因行政區域改變而不再課徵（例如台中縣政府曾課徵的特殊消費

特別稅因縣市合併而被廢止），或開徵年限屆期而不再開徵（例如彰化縣員林鎮建

築工地臨時稅）外，大部分地方政府曾開徵的自治稅捐，儘管每年起徵的稅額高

低不一，但都是年限屆期後仍立法繼續開徵，顯見地方政府確實需要這些長期而

穩定財源；因此，「地方稅法通則」或許可以在課徵年限部分再放寬一些。 

九、小結 

  從以上學者專家對於「地方稅法通則」條文的討論中顯示，該通則的確有許

多具爭議性的地方：由於課稅範圍的不明確，使得許多地方政府即使想要開徵自

治稅捐時無所適從，且原本因課稅範圍不明確，地方政府看似可以課稅的範圍無

限寬廣，卻因受限於定義、內容、範圍都模糊不清的四項禁止開徵的事項及違反

環保潮流及公平原則的規定，再加上「名為備查，實則核定」的備查制度，讓中

央政府反而因此掌握了地方自治稅捐能否順利開徵的生殺大權，致地方政府可以

開徵的稅目一下子就被大大的限縮；而在稅捐的內容、定義及範圍等相對明確的

國稅上，又因國稅稅基具高度流動性的性質，及國稅附加徵收的稅目被限制，使

得地方政府可以開徵自治稅捐的範圍也減少；此外，中央長期減稅措施，不僅對

地方稅稅基流失影響大，也使得地方政府不敢與中央政府及民意唱反調進行加稅，

又被限制只能調高地方稅率，不能調降地方稅率來招商引資，增加地方上的工作

機會及稅收形成良性循環；同時，地方稅自治條例法制化過程複雜又冗長，開徵

的自治稅捐課徵年限又太短，不只不利地方長期穩定稅源裨益從事長短期建設，

更增加了地方政治上的風險。 

  學者專家對於「地方稅法通則」條文的看法及批評，似乎也是地方政府難以

開徵自治稅捐的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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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地方稅法通則運作成效概述 

  儘管當年學者專家、政府官員、不少立法委員都力推訂定「地方稅法通則」，

但他們也沒有因此樂觀地認為，這項法案通過後，地方政府就會踴躍地開徵自治

稅捐，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就能因此完全解決。 

  地方政府能否順利依據「地方稅法通則」訂定「地方稅自治條例」開徵自治

稅捐，最重要的關鍵點是政治因素，蔡吉源、林健次（2003）認為，「地方稅法通

則」隱含向地方課稅的政治成本，因此地方政府多忌憚使用。在台灣目前競爭如

此激烈的的選舉文化下，要人民多繳錢以增加稅收，或課徵幾乎等於全民加稅的

國稅附加徵收，社會及政治成本太高，相當不容易（侯家駒，1996；鄭文輝、官有

垣，1996；黃建興，2001；徐文友，2003；陳連芳，2004；沈政安，2013）。地方政

府如果依據「地方稅法通則」開徵新稅，「將被視為地方選舉時票房毒藥」、「恐須

視地方自治團體的勇氣」（孫克難，1996；陳朝建，2003；張其祿，2006）。更何況

開徵自治稅捐，還要地方民意機完成三讀立法程序才能公布實施，「地方民代有誰

願意得罪選民？」（劉其昌，2002）。 

    不惟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執政者基於各種理由，不僅宣示「任內絕不加稅」

57，從民國 70 年代起還不斷推出各式各樣種減稅政策來討好選民（徐文友，2003），

包括：推動「兩稅合一」所得稅制、調降金融業營業稅率、大幅調降土地增值稅

率、調降營利事業所得稅率、大幅降低遺產及贈與稅率（孫克難，2015），不但減

徵國稅，連地方稅也一起減。中央政府都不敢加稅了，地方政府當然也不願努力

也不敢開徵新稅（劉金順，2006；沈政安，2013）。 

  不過，如果地方政府真的想要開徵自治稅捐，學者認為，地方首長為了能順

利連任，且在第一任期內對於行政運作、政治操作較不熟悉，因此比較可能在第

二任時才開徵自治稅捐（黃建銘，2006；張其祿，2010）。張其祿（2010）也指出，

一致性政府及府會關係好的地方政府較易開徵自治稅捐。 

  當年制定「地方稅法通則」其用意之一即在於解決地方政府財政困難，依據

一般的認知，財政較困難的地方政府應該比較會開徵新稅，前財政部次長王得山

                                                      
57

 摘自自由時報(2005 年 6 月 1 日)，總統府︰陳總統連任未說不加稅，自由時報網站，線上檢索日期：2019 年 8 月 2  

   日，網址：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20646。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2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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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指出，較沒錢的縣市比較會開徵新稅58。但也有學者持不同看法，他們認為，因

轄區人口，產業結構、工商業發達程度都不一，造成各地貧富不均，貧窮的縣或

鄉鎮，即使有了課徵自治稅捐的權限，也面臨不敢課徵，或無稅可徵的窘境（鄭

文輝、官有垣，1996；黃建銘，2006）。以工商業為主的縣市似乎比以農漁牧為主

的縣市更有意願為增加財源或落實使用者付費之精神而開徵地方稅（張其祿，2010）。

進行加稅的地方政府，大都是本身原來就具有市場力量優勢的地方政府（黃耀輝，

2006）。 

  陳立剛（1996）因此指出，「地方稅法通則」賦予地方政府課徵自治稅捐權限，

可能會出現地方政府「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的不均衡區域性發展。而曾廣誼（2014） 

則認為，因課稅範圍侷限於地方，課稅客體窄小，在稅收有限的情況下，所要成

就財政自主的目標不可能達成。 

  部分學者、政府官員則不看好鄉鎮市這一層級的行政機關開徵自治稅捐，前

財政部次長王得山明白指出，「鄉鎮公所沒有稽徵機關」、「鄉鎮市公所沒有能力課

稅，因為沒有人，不可能再找另一批人來作課稅的工作」59。鄉鎮市依法須自行徵

收稅捐，無法委託上級機關代為徵收，就毫無稅款徵收經驗的鄉鎮市而言，應是

一大挑戰（賴恒宗，2010）。各鄉鎮市數目太多，轄區太小，市場力量太小，在行

政區域沒有合理調整前，地方政府幾乎都不敢主動加稅，以免自食惡果（黃耀輝，

2006；黃建銘，2006）。 

  至於自治稅捐的課稅主體會是那些？陳朝建（2003）、劉其昌（2002）認為，

對轄區內的少數民眾或企業，或是轄區外的民眾或企業開徵地方稅，會比較容易

實施。或是對汙染環境者、過度開發業者、特定的消費行為人、生產行為人課稅

（張其祿，2010；陳漢雲，2007）。其理由為地方首長為了勝選，不可能全民加稅，

如果加稅的對象是沒有選票的轄區外民眾或企業，或是只有少數選票的轄內少數

居民或企業，不只地方首長不易有壓力，民意機關也不會礙於有選票壓力而反對

加稅的法案。 

  而本研究初步搜集了「地方稅法通則」公布後至今 17 年，各地方政府提出的

地方稅自治條例，經各地方民意機關三讀通過，並獲中央政府備查且實際開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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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註 26 
59

 同註 26 



54 
 

自治稅捐（表 5），其中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課徵新稅的部分包括：桃園市政府及其

前身桃園縣政府的「桃園縣營建剩餘土石方臨時稅」、「桃園縣景觀維護臨時稅」、

「桃園縣土石採取臨時稅」；苗栗縣政府的「苗栗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苗

栗縣營建剩餘土石方特別稅」；台中縣政府的「台中縣特殊消費特別稅徵收」；南

投縣政府的「南投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雲林縣政府的「雲林縣土石採取

景觀維護特別稅」、嘉義縣政府的「嘉義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高雄縣政

府的「高雄縣土石採取特別稅」、高雄市政府的「高雄市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

屏東縣政府的「屏東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宜蘭縣政府的「宜蘭縣營建剩

餘土石方特別稅」、「宜蘭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花蓮縣政府的「花蓮縣土石採取景

觀維護特別稅」、「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台東縣政府的「台東縣土石採取景觀

維護特別稅」。 

  鄉鎮市公所開徵新稅捐的部分則有：台北縣土城市公所的「台北縣土城市建

築工地臨時稅」、台北縣淡水鎮公所的「台北縣淡水鎮建築工地臨時稅」、台北縣

鶯歌市公所的「台北縣鶯歌鎮建築工地臨時稅」、台北縣五股鄉公所的「台北縣五

股鄉建築工地臨時稅」、彰化縣員林鎮公所的「彰化縣員林鎮建築工地臨時稅」、

嘉義縣太保市公所的「嘉義縣太保市建築工地臨時稅」。 

 

表 4 台灣各地方政府實際開徵自治稅捐情形 

地方政府 地方稅名稱及開徵次數 實施時間 備註 

桃園市政府 

 

1.營建剩餘土石方臨時稅 

2.景觀維護臨時稅 

3.體育發展臨時稅(未開徵) 

94.1.1~95.12.31 第 1 次開徵 

營建剩餘土石方臨時稅 96.1.1~97.12.31 第 2 次開徵 

景觀維護臨時稅 96.1.1~97.12 .31 第 2 次開徵 

營建剩餘土石方臨時稅 98.1.1~99.12.31 第 3 次開徵 

景觀維護臨時稅 98.1.1~99.12.31 第 3 次開徵 

營建剩餘土石方臨時稅 100.1.1~101.12.31 第 4 次開徵 

景觀維護臨時稅 100.1.1~101.12.31 第 4 次開徵 

營建剩餘土石方臨時稅 102.1.1~103.12.31 第 5 次開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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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 地方稅名稱及開徵次數 實施時間 備註 

土石採取臨時稅 102.1.1~103.12.31 第 1 次開徵 

營建剩餘土石方臨時稅 104.6.2~106.6.1 第 6 次開徵 

土石採取臨時稅 105.10.17~107.10.15 第 2 次開徵 

營建剩餘土石方臨時稅 106.6.2~108.6.1 第 7 次開徵 

土石採取臨時稅 107.10.16~109.10.15 第 3 次開徵 

苗栗縣政府 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 94.3.1~98.2.28 第 1 次開徵 

營建剩餘土石方特別稅 94.3.1~98.2.28 第 1 次開徵 

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 98.3.1~102.2.28 第 2 次開徵 

營建剩餘土石方特別稅 98.3.1~102.2.28 第 2 次開徵 

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 102.3.1~106.2.28 第 3 次開徵 

營建剩餘土石方特別稅 102.3.1~106.2.28 第 3 次開徵 

營建剩餘土石方特別稅 106.3.1~110.2.28 第 4 次開徵 

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 106.3.1~110.2.28 第 4 次開徵 

台中縣政府 特殊消費特別稅徵收 98.5.1~99.12.24 第 1 次開徵 

南投縣政府 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 97.5.1~101.4.30 第 1 次開徵 

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 101.5.1~105.4.30 第 2 次開徵 

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 105.5.1~109.4.30 第 3 次開徵 

雲林縣政府 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 105.1.14~109.1.13 第 1 次開徵 

嘉義縣政府 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 106.5.2~110.5.1 第 1 次開徵 

高雄縣政府 

 

土石採取特別稅 95.1.1~98.12.31 第 1 次開徵 

土石採取特別稅 99.1.1~99.2.2 第 2 次開徵 

後因八八風

災停徵 

高雄市政府 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 104.11.12~108.11.11 第 1 次開徵 

屏東縣政府 

 

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 103.3.5~107.3.4 第 1 次開徵 

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 107.3.5~111.3.4 第 2 次開徵 

宜蘭縣政府 營建剩餘土石方特別稅 101.1.1~104.12.31 第 1 次開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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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 地方稅名稱及開徵次數 實施時間 備註 

 礦石開採特別稅 100.12.1~104.11.30 第 1 次開徵 

營建剩餘土石方特別稅 105.1.1~108.12.31 第 2 次開徵 

礦石開採特別稅 104.12.1~108.11.30 第 2 次開徵 

花蓮縣政府 

 

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 96.10.27~100.10.26 第 1 次開徵 

礦石開採特別稅 98.1.14~102.1.13 第 1 次開徵 

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 101.4.1~105.3.31 第 2 次開徵 

礦石開採特別稅 102.1.14~106.1.13 第 2 次開徵 

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 105.4.1~109.3.31 第 3 次開徵 

礦石開採特別稅 106.1.14~110.1.13 第 3 次開徵 

台東縣政府 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 105.5.1~109.4.30 第 1 次開徵 

台北縣 

土城市公所 

 

建築工地臨時稅 94.12.1~96.11.30 第 1 次開徵 

建築工地臨時稅 96.12.1~98.11.30 第 2 次開徵 

建築工地臨時稅 98.12.1~99.12.24 第 3 次開徵 

台北縣 

淡水鎮公所 

建築工地臨時稅 96.12.12~98.12.11 第 1 次開徵 

台北縣 

鶯歌市公所 

建築工地臨時稅 97.5.27~99.5.26 第 1 次開徵 

建築工地臨時稅 97.5.27~99.12.24 第 2 次開徵 

台北縣 

五股鄉公所 

建築工地臨時稅 97.5.16~99.5.15 第 1 次開徵 

彰化縣 

員林鎮公所 

建築工地臨時稅 101.2.17~103.2.16 第 1 次開徵 

建築工地臨時稅 103.2.17~105.2.16 第 2 次開徵 

嘉義縣 

太保市公所 

建築工地臨時稅 107.3.1~109.2.28 第 1 次開徵 

資料來源：1.中華民國 99 年度臺中縣總決算審核報告 

2.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網站 

3.本研究整理 

  

  總計「地方稅法通則」公布後至今 17 年，全台灣 24 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

319 個鄉鎮市（改制六都後全台 22 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 198 個鄉鎮市）中曾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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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各地方民意機關三讀通過，並獲中央政府備查並實際開徵的自治稅捐，有 12 個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的 17 個稅目，並有 6 個鄉鎮市訂定的 6 個稅目。 

  從行政層級上來看，六個直轄市中有高雄市及桃園市曾開徵自治稅捐，縣市

中有 10 個先後開徵，且都是縣政府，不管改制前或後，都沒有省轄市實際課徵過

自治稅捐，全台 319 個鄉鎮市中則只有 6 個鄉鎮市曾依「地方稅法通則」開徵新稅

捐，也就是說，縣市層級開徵自治稅捐的比例最高，但省轄市政府未曾開徵過，

其次是直轄轄市，最低的則是鄉鎮市。從開徵自治稅捐的直轄市及縣市的地理位

置來看，北部地區只有桃園縣市曾開徵自治稅捐，其餘縣市大多在中、南部，而

東部三個縣則全都開徵了自治稅捐。曾實際開徵自治稅捐的 6 個鄉鎮市中，有 4

個鄉鎮市都集中在前台北縣轄內。 

  當初各界極力推動「地方稅法通則」，即是希望能透過這項開源利器，以提高

地方政府的自主財源，初步來看，在這些開徵自治稅捐的地方政府中（表 6），單

一個地方政府單一年度徵起的稅額最高的是 107 年度花蓮縣政府的 11 億 4 千餘萬

元，少的則只有數十萬元，98 年度台北縣淡水鎮公所徵起的自治稅捐稅額有 1 億 9

千餘萬元，佔全年稅課收入 8 億 2 千餘萬元的兩成三，是單一地方政府在單一年

度中最高的比例，107 年度花蓮縣政府也有一成三的比例，但更多的是單一地方政

府每年的自治稅捐不到稅課收入的百分之一。 

表 5 開徵自治稅捐之地方政府每年起徵稅額佔稅課收入比率 

地方政府 年度 
稅課收入 

(單位：百萬) 

自治稅捐 

收入 

(單位：百萬) 

自治稅捐佔稅課收入比 

桃園市政府 

94 22,912.04 16 0.0698% 

95 22,896.57 80.063 0.3497% 

96 22,022.01 32.72 0.1486% 

97 22,264.24 28.293 0.1271% 

98 21,454.54 35.019 0.1632% 

99 26,132.11 39.608 0.1516% 

100 31,735.78 42.939 0.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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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 年度 
稅課收入 

(單位：百萬) 

自治稅捐 

收入 

(單位：百萬) 

自治稅捐佔稅課收入比 

101 34,467.55 57.676 0.1673% 

102 38,173.16 72.672 0.1904% 

103 38,782.61 83.568 0.2155% 

104 55,904.83 40.234 0.0720% 

105 56,000.30 55.194 0.0986% 

106 57,209.78 66.501 0.1162% 

107 57,798.56 62.706 0.1085% 

苗栗縣政府 

94 6,952.93 4.989 0.0718% 

95 6,958.53 8.515 0.1224% 

96 7,558.86 8.652 0.1145% 

97 7,045.90 7.728 0.1097% 

98 6,238.23 4.01 0.0643% 

99 7,271.58 3.89 0.0535% 

100 7,743.21 3.933 0.0508% 

101 7,848.76 3.764 0.0480% 

102 7,606.39 2.457 0.0323% 

103 8,700.01 2.613 0.0300% 

104 10,968.61 2.838 0.0259% 

105 9,208.33 1.291 0.0140% 

106 9,540.51 0.68 0.0071% 

107 10,746.99 1.691 0.0157% 

台中縣政府 
98 16427.482 13.323 0.0811% 

99 17396.023 18.112 0.1041% 

南投縣政府 97 8,847.18 38.99 0.4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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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 年度 
稅課收入 

(單位：百萬) 

自治稅捐 

收入 

(單位：百萬) 

自治稅捐佔稅課收入比 

98 10,518.10 132.181 1.2567% 

99 6,664.82 460.217 6.9052% 

100 7,317.94 275.255 3.7614% 

101 7,510.05 193.789 2.5804% 

102 10,596.32 127.757 1.2057% 

103 9,926.04 256.166 2.5807% 

104 8,267.71 183.488 2.2193% 

105 9,135.45 176.355 1.9304% 

106 8,992.89 177.692 1.9759% 

107 10,680.54 186.97 1.7506% 

雲林縣政府 

105 11,736.70 4.295 0.0366% 

106 12,071.15 10.078 0.0835% 

107 12,497.26 31.867 0.2550% 

嘉義縣政府 107 9,405.47 6.195 0.0659% 

前高雄縣政

府 

95 13289.251 69.439 0.5225% 

96 13649.757 31.227 0.2288% 

97 13755.243 64.48 0.4688% 

98 13247.231 55.745 0.4208% 

99 13691.002 3.837 0.0280% 

高雄市政府 

105 74,883.89 52.441 0.0700% 

106 74,757.98 45.375 0.0607% 

107 73,268.95 49.728 0.0679% 

屏東縣政府 
103 11,824.54 180.67 1.5279% 

104 13,148.99 178.43 1.3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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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 年度 
稅課收入 

(單位：百萬) 

自治稅捐 

收入 

(單位：百萬) 

自治稅捐佔稅課收入比 

105 13,190.94 203.923 1.5459% 

106 13,893.62 220.775 1.5890% 

107 13,969.32 240.811 1.7239% 

宜蘭縣政府 

101 6,443.19 33.463 0.5194% 

102 8,409.16 37.334 0.4440% 

103 7,674.96 38.57 0.5025% 

104 8,219.78 34.949 0.4252% 

105 7,825.47 59.987 0.7666% 

106 7,658.92 59.705 0.7795% 

107 8,011.80 38.976 0.4865% 

花蓮縣政府 

96 4,747.10 3.401 0.0716% 

97 5,099.00 73.604 1.4435% 

98 4,297.36 92.768 2.1587% 

99 4,524.99 162.917 3.6004% 

100 5,138.36 130.912 2.5477% 

101 5,349.60 135.46 2.5322% 

102 5,576.77 190.456 3.4152% 

103 6,284.16 230.462 3.6673% 

104 6,456.32 226.558 3.5091% 

105 6,391.97 239.676 3.7496% 

106 7,593.32 935.676 12.3224% 

107 8,425.22 1,142.29 13.5579% 

台東縣政府 
105 4,940.25 2.012 0.0407% 

106 7,280.45 18.725 0.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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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 年度 
稅課收入 

(單位：百萬) 

自治稅捐 

收入 

(單位：百萬) 

自治稅捐佔稅課收入比 

107 6,394.66 24.116 0.3771% 

台北縣土城

市公所 

95 722.934 18.1 2.5037% 

96 712.349 20.604 2.8924% 

97 844.86 30.256 3.5812% 

98 1025.6 32.789 3.1971% 

99 1061.365 20.03 1.8872% 

台北縣淡水

鎮公所 

97 731.57 44.038 6.0197% 

98 820.531 192.775 23.4939% 

台北縣鶯歌

市公所 

97 321.893 13 4.0386% 

98 285.015 30 10.5258% 

99 317.117 21.154 6.6707% 

台北縣五股

鄉公所 

97 452.985 6.125 1.3521% 

98 464.071 6.521 1.4052% 

彰化縣員林

鎮公所 

101 421.109 9.927 2.3573% 

102 784.38 22.953 2.9263% 

103 523.249 8.183 1.5639% 

104 515.028 2.418 0.4695% 

嘉義縣太保

市公所 

105 218.904 2.965 1.3545% 

106 259.039 8.786 3.3918% 

資料來源：1.財政部統計資料庫 地方財政統計 

     2.審計部財務審核結果年報 

     3.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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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各地方政府實際上所開徵的自治稅捐種類，大致可分類為：台中縣政府

所曾開徵的特殊消費特別稅、鄉鎮市公所開徵的建築工地臨時稅、縣市政府開徵

的土石及礦石採取特別稅、營建剩餘土石方特別稅等四大類，並沒有地方政府依

「地方稅法通則」推動調高地方稅的稅率或國稅附加徵收等方式的自治稅捐。 

    其中台中縣政府所開徵的特殊消費特別稅，並沒有其他縣市政府跟進，或類

似的稅捐，而鄉鎮市公所所開徵的地方稅，全都是建築工地臨時稅，因此，在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部分，開徵的自治稅捐大致上只有兩大類，其一是土石或礦石採

取，其二為營建剩餘土石方等兩大類稅捐。 

  這些地方政府已開徵的自治稅捐，多偏重在維持或改善環境的環境政策目的，

對於增加環境負擔的行為而加以課稅負擔，具有環境稅的色彩，並呼應綠色租稅

原則（賴恒宗，2010；廖欽福，2013）。 

  目前開徵的自治稅捐除了台中縣的特殊消費特別稅外，其餘多與土礦石有關，

課徵對象都為少眾，且儘量避開對轄內民眾課稅，以降低對選票之衝擊，沈政安

（2013）認為其原因有三：首先為加稅與選舉衝突，導致地方政府多憚於加稅；其

次是即使有縣市政府欲施行加稅法案，可能會優先考慮援引其他縣市之作法，除

了免去前置規劃成本外，也比較容易說服相關利害關係人及財政部；最後則是現

行地方稅法通則部分條文，存在定義不夠明確及過度限縮地方權責等問題，導致

地方如欲開徵新稅，不免有綁手綁腳之憾，因此創意有限，多所模仿。 

  曾廣誼（2014）則從行政便利性方面分析指出，各地方政府開徵的自治稅捐以

營建剩餘土石方與景觀維護特別稅與臨時稅最多，是因這一類的稅額是以主管機

關核定通報採取數量計徵，無須稽徵機關另費人力進行查調，課稅對象明確、資

料掌握容易，稅源穩定，稽徵成本低。 

  不過，由於開徵的自治稅捐大多限於土石採取、景觀維護，因此多元性不足

（財政部國庫署，2018）；紀俊臣、黃絲梅（2016）則對於各地方政府至今開徵的

自治稅捐並沒有國稅附加徵收案例表示，直轄市稅還可應付直轄市市政建設所需，

但在縣市稅的稅收就不理想了，而台灣穩定又大型的稅收就是國稅，因此附加徵

收國稅對於縣市政府而言需求似遠大於直轄市，不論縣市或是稅收上不足的第三

類直轄市，都需要採加徵國稅方式才能改善各地方之財政，但現況是沒有地方政

府採取加徵國稅的案例，顯示附加國稅的財政作用完全達不到立法的目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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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稅附加徵收的稅目及徵收稅率的限制、徵收的程序限制都值得檢討。 

  廖欽福（2013）從法律層面切入觀察了多個地方政府曾提出的「碳稅徵收自治

條例」，卻遭中央不予備查，認為財政部形式上的備查，卻是實質的核定，在程式

上嚴重限制地方課稅立法權；又因「地方稅法通則」立下自治稅捐四大不可開徵

事項的限制，財政部運用此項限制，在實質上限制了地方課稅立法權之應有空間。 

  部分專家學者在觀察了「地方稅法通則」實際執行的十餘年期間發現其問題

似乎為，中央政府態度保守，並沒有將地方的租稅立法權確實下放。「地方稅法通

則」的立法意旨既然是要賦予地方政府財政自主權之行使，自不宜有太多限制，

該定義清楚的定義清楚，該鬆綁的鬆綁，該放手的放手（沈政安；2013）。地方稅

法通則的規範略嫌保守，以致增加地方財源的預期立法目標，從未能積極達成，

地方政府規劃的稅目常因中央部會主管機關之保守心態，以及欠缺「自治優先原

則」的立法認知而功敗垂成，化為幻影（紀俊臣、黃絲梅，2016）。 

  廖欽福（2013）更指出，「地方稅法通則」因實體上立法的缺失及程式上執法

的不當，不但造成地方課稅立法權嚴重「跛腳現象」，也讓想要減少對中央的依賴，

自立自強開徵新地方稅的地方政府被一個「緊箍咒」（地方稅法通則）牢牢罩在頭

上，只能繼續仰賴中央的統籌分配稅款或補助款，喪失了地方財政應有的自主性。 

  再加上前一節中各學者專家對於「地方稅法通則」問題的分析，這種種似乎

也說明了為何「地方稅法通則」實施 17 年來，地方政府開徵新稅仍不算多的癥結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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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設計 

壹、研究範圍 

  由於「地方稅法通則」是從 2002 年 12 月 11 日公布實施，因此本研究的研究

範圍將限定從前述日期起到 2019 年，台灣各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

擬具，經各地方民意機關三讀立法程序，並獲得中央備查，且實際開徵的地方稅

自治條例；至於各地方政府擬具後未獲地方民意機關三讀通過，或只限於地方政

府內部討論，或初擬草案，最後無疾而終，沒有送出行政機關進入民意機關大門

的地方稅自治條例草案，將不在研究範圍內。 

  同時本研究也只針對已開徵自治稅捐的地方政府進行研究、調查其特徵或其

所處的環境，其他沒有開徵自治稅捐的地方政府將不在研究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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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架構 

  本研究係屬探索性研究（exploratory research），從相關文獻回顧中，分析開徵

自治稅捐之地方政府特性，以及地方稅自治條例特性。「地方稅法通則」公布後至

2019 年，全台灣各地方政府曾依前述通則，擬具地方稅自治條例經地方民意機關

三讀通過，並獲中央政府備查且實際開徵的自治稅捐，僅有 12 個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6 個鄉鎮市公所曾實際開徵 23 項的自治稅捐，由於數量上的不足，恐無法以

迴歸分析其因果關係，僅能以敘述性統計方式，分析各地方政府內外部因素與開

徵自治稅捐之關係（圖 2），以及地方稅自治條例特性（圖 3）。待未來開徵自治稅

捐的地方政府數量更多時，期待未來的研究者再探索其因果關係。 

 

 

 

 

 

 

 

 

 

 

 

 

 

 

 

圖 2 地方政府內外部因素與開徵自治稅捐之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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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地方稅自治條例之特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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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將透過國家圖書館的期刊文獻資訊網之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臺灣

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臺灣大學圖書館、Google 學術搜尋等工具，蒐集與地

方稅法通則、地方財政等有關的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專書、學位論文……等相

關文獻，進行研究分析。   

  並蒐集各地方政府從 2002 年 12 月 11 日地方稅法通則公布後，各地方政府送

請中央政府備查的地方稅自治條例，分析其條文、立法意旨、稅率、課稅對象、

範圍、稽徵作業……等，並歸納其特性。 

二、次級資料分析法 

  本研究蒐集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資料庫資料，以瞭解開徵自治稅捐的地方首

長任期屆次、黨籍、地方民意機關多數黨、中央執政黨黨籍；中華民國統計資訊

網、臺灣中央政府各部會統計調查、各級政府所統計出版的書籍、各論文研究整

理的臺灣各地方政府財政狀況、各行政區各種社會調查資料……等資料，以瞭解

開徵自治稅捐的地方政府之財政狀況、轄區的經濟、社會、天然資源等情形，同

時蒐集開徵自治稅捐的地方政府開徵期間，每年自治稅捐起徵稅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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