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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國稅局花蓮縣分局

的「查稅風波」，引

爆地方業界的強烈不滿，

這點，我希望該分局要好

好檢討，也希望中央的財

政部派員親自到花蓮來，

深入了解民怨所在。　　

　身為公務員，就是全民

的公僕，要全心全意為民

服務。有補教業者反映，

教育局鼓勵補教業者立案，結果國稅局就照著立案

名單查稅；補教界的稅額雖然不多，但國稅局卻對

未立案的業者束手無策，最教人痛心；國稅局花蓮

分局若真的那麼會查稅，就應該全面去追查未立案

的業者，而不是對合法立案的業者錙銖必較。

中央應深入了解民怨所在

花蓮地方作帳業者向議

會陳情，指出去年全

縣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案

件有六千多件，被抽驗的

有兩百多件，其中有五十

幾件都被依最高稅率繳稅

，比例居全國之冠。　

　結果，國稅局花蓮分局

的答覆是，因為作帳做不

好，所以才抽查這麼多；

但問題是，歷年來花蓮作帳的業者就幾乎是同一批

人，如果現在的北區國稅局花蓮縣分局認為做不好

，就是明指以前的花蓮縣分局「查稅不力」。

　我認為，北區國稅局花蓮縣分局要好好檢討，不

然花蓮的企業主一定會跑光光。　

別把花蓮企業主都嚇跑了

花蓮縣加油站公會理事

長溫錦洲到議會陳情

，表示加油站業者送給消

費者的贈品，也都要成本

，但在申報營利事業所得

稅時，卻被國稅局無端剔

除業者提出的部分憑證，

理由竟是業者提不出消費

者領取贈品後的「簽收單

」，國稅局怎知道實際送

出了多少贈品？　

　這個問題很爆笑，試問，有那個加油站在送出衛

生紙等贈品的時後，還要消費者親筆簽收？哪位消

費者不是拿了贈品就走人？

　北區國稅局花蓮縣分局查稅若真查到這種地步，

不是「酷吏」是什麼？

這樣子嚴苛查稅就是酷吏

花蓮人，真可憐，該有

的，像「蘇花高」，

沒有就是沒有；不該有的

，像「酷吏」，就莫名其

妙出現在花蓮了。

　公務員，領的都是人民

的納稅錢，身分就是「公

僕」，就是人民的僕人，

要全心全意為民服務；卻

有人拿來當官做，以為自

己高高在上，有些還變成「酷吏」，刁難欺負民眾

，想到就教人痛心。

　就像前總統陳水扁的家族，口口聲聲「愛台灣」

，卻把錢匯到國外去；這種欺騙台灣人民的作法，

不是「公僕」應有的作為。

痛心酷吏刁難欺負花蓮人

不少公務人員存有「欺

善怕惡」的心態，遇

到不懂法令的善良老百姓

，就「拿著雞毛當令箭」

，動不動就要查辦，但是

對有錢有勢的人做出狗屁

倒灶的事，卻睜一眼閉一

眼，很讓老實民眾不服。

　例如，最近我經常接到

卓溪鄉內原住民的投訴，

鄉民按傳統習俗在山區打獵，卻被警方或國家公園

單位送辦，我多次帶領鄉內人士向警方陳情抗議，

希望相關單位尊重原住民的傳統生活方式，但一直

未獲回應，我認為這種作法比「酷吏」更讓人嫌惡

。

公務人員不應該欺善怕惡

為避免公務人員淪為「

酷吏」，我認為上級

單位應摒除要求下級拚「

業績」作為獎懲的依據，

尤其是稅務、警察單位，

往往基層人員為了應付上

級要求，不得不奉令行事

，做出擾民、苛刻的舉措

，才會引起民眾的反感。

　馬英九當選總統，新政

府上台，我希望能走向親民、愛民的作風，除了積

極發展民生經濟以外，「除弊」也是很重要。有民

眾把公務人員指為「酷吏」，就要檢討改善，尤其

是跟民眾接觸最多的基層公務人員，他們的行事作

為，會影響民眾對新政府的觀感，應有所規範。

基層公務人員該檢討改善

先想像一個場景，如果

有一天議長宴地方媒

體記者，席開五桌，每桌

五千元，然後請餐廳開立

兩萬五千元的發票報帳，

結果審計人員要議長舉證

當天宴請的媒體記者有哪

些人，議長會不會瘋掉？

　此案如果成立，以後包

括總統宴請立委或內閣等

政府官員，或跑總統府新聞的媒體記者，到場吃飯

的人通通要簽名，一個都不能漏，也不能拒簽，否

則審計人員就有理由「懷疑」報假帳，這還得了？

　身為「公僕」，全心全意為民服務都尚嫌不及，

怎有心思去「刁難」他人？

公僕不應該設法刁難人民

北區國稅局花蓮縣分局

嚴厲查稅議題，已燃

燒到花蓮縣南區了。

　有許多業者及民眾向我

投訴，為何在合法的繳稅

當中還要補稅？

　財政部一再強調，對百

姓要「輕稅便民」、要「

愛心辦稅」，為何花蓮縣

民之前有這種感覺，如今

這種感覺卻消失陌生？甚至還有補稅業者被查稅人

員口出惡言，「不服就去告」，這是公務人員該有

的態度嗎？也難怪台灣「萬萬稅」會成為民眾心中

的夢魘。現在萬物上漲，各個行業都叫苦連天，國

稅局應「心中有愛」，才能贏得人民的尊敬。

愛心辦稅才能夠贏得尊敬

現在的公務員，不好幹；不依法行政

，可能被移送法辦；依法行政，又

可能被指不近人情，而招至非議。

　其實，這裡面，只有一個關鍵，就是公務人員的「心態」

；說穿了，就是公務員有沒有把自己當作是為民服務的「公

僕」，要全心全意為民服務？　

　前陣子，北區國稅局花蓮縣分局被地方業界Ｋ得滿頭包，

其實就是「心態問題」；例如，花蓮縣手工藝協會在「石藝

大街」設攤的攤商們，從早期近七十家，到現在只剩下四十

餘家，顯示生意確實不好，不少攤商已關門倒閉，或轉型另

謀出路；因此，站在稅捐單位的立場，應該主動關心業者、

輔導業者，想辦法幫業者們節稅，以節省支出，而非挑毛病

去課稅、補稅。　

　尤其，「石藝大街」攤商們咬牙苦撐至今，不僅把該處塑

造成為一個花蓮市區的觀光景點，還引進原住民的舞蹈表演

，把花蓮的原住民文化推出去，並提供了不少原住民就業的

機會，對於這樣的一個手工藝協會，國稅局怎忍心去挑毛病

「追殺」？　　　

　還有業者表示，任何質疑國稅局花蓮縣分局作法的業者，

若提出陳情，就會被國稅局「鎖定」，幾乎都沒有「好下場

」；我認為這點非常不好，花蓮的業者不是不繳稅，只是要

求要「合理」。

　而有些已經「領教」過北區國稅局花蓮縣分局「排頭」的

業者，則直言該分局是「濫用專業」，並抨擊該分局長林壽

山若真的這麼「用功」在課稅，財政部應該將林壽山直接調

升至台北市、台中市或高雄市等大縣市，讓林壽山繼續發揮

他的長才，為國庫多進些帳，而不是留在花蓮「修理」可憐

的小業者。

　「有過則改，無則勉之」，我希望北區國稅局花蓮縣分局

能稍微調整一下心態，落實身為「公僕」的角色。

稍微調整一下心態 做個好公僕

公務員為民服務而不是

找民眾的麻煩才是最

高的原則，但稅務單位查

帳引起各界反彈，顯然做

法有待檢討，而雖然經濟

不景氣但卻不能因此用查

稅來增加稅收，否則有官

逼民反之虞。

　身為民代更能感受到民

間的疾苦，而公務員在服

務百姓的同時，為何常有讓民眾覺得刁難的情形，

公務員的確要深切反省，尤其在處理公務的心態上

，尤須以民眾的感受為依歸，儘管依法行事，但卻

也不可一意孤行，讓民眾產生怨懟，否則再好的政

策也會功虧一簣。

依法行事也不可一意孤行

北區國稅局花蓮分局課

稅造成民怨不斷，我

認為公務人員依法行事誠

屬應該，但也要了解民間

疾苦，不要為了績效，而

不顧民眾的生活需求，尤

其是在目前景氣不振的時

期，理應多為民眾想想。

　在經濟景氣的時候民眾

納稅的怨言較少，但是正

逢景氣不振多年的情形

下，多少店家因而倒閉，多少失業民眾生活在基

本水準之下，這樣的困境政府知道，課稅單位也

應該了解，換個立場為民眾多考量，不要為了績

效讓民眾逃離家園。

勿為績效讓民眾逃離家園

如果公務人員利用「權

勢」壓榨民眾，那罪

孽就將自己承擔。

　最近花蓮地區卻發生國

稅局人員為了個人的升遷

，對花蓮企業主執行「苛

稅」，使花蓮地區企業主

因無法生存而醞釀出走。

　我認為如此的「酷吏」

根本不適合在花蓮地區擔

任「稅官」，層峰單位也應體會此一與「中央政策

」相違背的「稅官」早就應做妥善的「處理」。

　倘如企業主所陳述，花蓮的企業將因這位「稅務

大臣」的作為而斷送，花蓮企業主集體出走責任應

由花蓮分局承擔。

中央應速處理不適任稅官

花蓮發生國稅局花蓮分

局因個人「升遷」創

造業績而漠視企業主生存的

情事，中央政府不應靜觀。

　國稅局花蓮分局「苛稅」

制度早為企業主所詬病，最

近更變本加厲，為個人升遷

進行高比率的「查稅」動作

，已造成企業主難以忍受，

醞釀出走。

　稅務人員是人民的公僕，理應「苦民所苦」，不

能因「業績」而以個人的喜惡，增加企業主「稅率

」，增加企業主負擔，國稅局花蓮分局最近的「苛

稅」作法，已違背公務人員「誠信」原則，中央單

位理應關切並進行調查，還給花蓮民眾一個公道。

中央應關切還花蓮人公道

對於國稅局近來的查稅

動作頻頻，引起民怨

，而當議員們接獲民眾陳

情，商請國稅局派員前來

議會說明時，該局卻完全

置之不理，而當議長楊文

值代表民眾前往國稅局陳

情時，亦未獲得應有的尊

重，這種漠視民意的「老

大」心態，實不可取。

　人民繳稅的目的，是期望政府能妥善運用、從事

各種建設，但以中央政府目前所提出的「擴大內需

」方案，預算浮濫編列的情形嚴重；而在經濟情況

未見改善的狀況下，國稅局以幾近強制的手段，讓

地方產業連喘息的機會都沒有，做法實有欠公允。

國稅局強制手段有欠公允

營業人、企業主甚至全

體國民，凡是收入達

到法令規定範圍內就應該

繳稅，盡一分國民的義務

，而觀看近日媒體登載地

方部分店家因認為課稅不

公，展開抗爭，個人認為

問題出在認知不同。

　北區國稅局花蓮分局的

課稅一定按法令來徵收，

而該項法令已行之多年，若該項法令有爭議之處，

早在多年前就會有店家提出異議，何以到了今年才

會產生不公的說法，但行之多年的法令是否適合現

今社會現況，也值得立法單位深思、研議，因此，

應儘早尋出解決之道，讓市面回歸正常。

兩造認知不同才產生爭議

對於國稅局近來對花蓮

業者的大動作查稅，

引起業者不小的反彈，對

照財政部所宣示的「輕稅

便民」口號，實為一大諷

刺，甚至當業者提出質疑

時，國稅局人員竟以「不

滿意歡迎去告」！這種執

法態度實在太過分了。

　業者強烈反應，只因「

上級」要求業績，再加上部分公務員為求領取查逃

漏稅的獎金，於是將業者當成「肥羊」，而民眾紛

紛表達高度不滿，希望政府能確實檢討相關法令及

公務員執法心態，如果因為「苛稅」而失去「民心

」，是得不償失的事。

因苛稅而失民心得不償失

任何機關的公務人員，

都是百姓的公僕，就

算是依法行政，也不應完

全不留轉圜的空間。這次

查稅事件引發花蓮產業界

對於國稅局人員的強烈抗

議，我認為，雙方都應該

各退一步，依法查稅的單

位也不應以「不然你去告

我」等強烈言詞，回應對

於徵稅有意見的民眾。

　民眾也有納稅的義務，畢竟，有稅收才能推動國

家的運行，雖然大環境不佳，我們也應盡到國民應

盡之義務，我相信許多民眾「漏稅」乃無心之過，

查稅人員也無須以強硬態度，引起民眾強烈反彈。

依法行政也不應不留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