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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執行官經驗
分享

　　多年前曾至住在山上的義務人

住處訪查，只看到山中小路盡頭一

間外表歪斜看上去隨時會倒的破舊

鐵皮屋，屋裡沒有多餘裝潢，連電

視機和冰箱都沒有，在場只有一個

老婆婆蹲坐在地上清洗粽葉，對著

我們一行人說：「○○（義務人）

去後山摘粽葉了，要換錢吃飯。」

面對家徒四壁的義務人住所，移送

機關代理人說屋內無值錢家具可指

封，當次現場執行就結束了。回程

路上，想到方才看過的居家景象，

不由感嘆清寒家庭連吃飯都成了問

題，就是想要繳納所欠稅費也是有

心無力。

　　過了幾年，行政執行

署定調「公義與關懷」為

行政執行之核心價值，強

調在依法執行案件的過程

中，發現弱勢義務人，要

有同理心，盡最大的可能

給予協助，對於無力繳納

之弱勢義務人，各執行分

署應採取寬緩執行措施，協助其以

分期繳納等方式清償所欠稅費，必

要時可轉介到社會福利機關、民間

慈善團體或就業服務中心等，不以

執行績效為唯一目的。

　　自此以後，在執行過程中發現

弱勢義務人，執行同仁也會辦理愛

心關懷措施，依個案實際狀況轉介

至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或新北市政府

社會局、民間慈善團體或就業服務

中心，期望能幫助其脫離經濟困境。

行政執行官 洪秀芬

圖：行政執行官洪秀芬 ( 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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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記官經驗分享

　　報到至今轉瞬間在這個工作崗

位上已十數年，相較於刻板印象中

的公務員，書記官這份工作，無疑

多了一份挑戰與樂趣，於執行官帶

領下在卷宗的蛛絲馬跡中細心注

意；在銀行的往來資金中勾稽比對，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總能找到突破

的契機。執行不再僅只是案件管理

系統財產清冊的幾個開戶，往往是

一杯咖啡伴隨著一張張建檔整理的

資金、信用資料，必須坦白的說，

確實有點累人，但當從沒有可能中

找到突破點，隨著案件徵起而帶來

的成就感，足以支撐下一個案件的

疲累。此外分署特別注重團體協調

性的運作模式，讓股別更

有效率來消化海量卷宗，

依工作能力做適切分工，

找到最有效率運作模式，

都是每一個書記官不斷學

習的課題。

　　猶記初任職時在前輩

教導下學習面對各種形形

色色義務人，挫折、氣憤、難受種

種情緒都有，一個剛畢業的學生，

面對執行案件義務人，大多有相當

社會經歷，更甚者，開過公司當過

老闆比比皆是，隨口皆能雄辯滔

滔，非理性對話與過激的情緒反應

更是家常便飯，一開始難免手足無

措，言談與處理皆無法以同等姿態

來妥適應對，個人情緒管理亦有不

足，往往因為一個非理性義務人而

影響整天的心情與工作。然時間與

經驗是最好的磨練，聽了許多人生

故事，有真誠的、無助的、掉淚

書記官 劉宇華

圖：書記官劉宇華 (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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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暴躁的，當然也免不了有破口

大罵的，試著從中理出屬於自己的

頭緒，也必須學習清楚認知，每個

人都有自己看事情不同的角度與立

場，我們並不能保證說服或要求認

同，但卻需要在自己工作崗位上去

確實完成屬於書記官這個角色定位

該盡的責任，該堅持時立場穩定，

理性思考屬於義務人自我負責原則

的部分，而非任由鄉愿浮濫同情去

混亂自己的立場，然面對真正需要

幫助的義務人却也無須苛刻，不妨

盡力協助，行政有愛公義無礙，隨

時檢視自己的心情、態度以及角色

定位來正確面對一切工作難題。

　　書記官工作內容種類多元，與

義務人溝通協調、製作公文、查封

動產及不動產、協助行政執行官辦

理管收、管理股別運作…等。工作

當下或許忙碌，但因為有著長官、

前輩、同事、移送機關、地政人員、

員警…等許多人的協助，反而有許

多難忘經驗。曾經查封三芝海岸旁

廢棄如鬼屋般的大廈，至現場時宛

如歐美恐怖片中經典場景，已斷電

室內無光且日照不進、狗吠淒厲、

病床四散，查封當日實在沒有勇氣

踏入的移送機關代理人與我們，當

下決定先去找派出所員警陪同，啼

笑皆非的是，講出執行地點時，我

清楚看到了派出所員警瞬間黑掉的

臉，拖長語調的說了一句「喔…那

間房子喔」，最終是兩位員警帶者

手電筒及警棍陪同我們在一間黑

暗、怪聲陣陣的大廈中提心吊膽，

事後和同事相約去行天宮收驚。拍

賣淡海新市鎮計畫區 60 幾筆土地，

一戶戶在山間遞送拍賣通知，而配

備由士林分署壯丁情義相挺組成趕

狗大隊，在面對山上幾乎戶戶養狗

人家，往往到達現場狗吠聲已經陣

陣傳來，下車時更眼冒兇光隨時準

備撲向我們，邊趕狗邊被追邊貼通

知，回程路上大家都累翻了。從下

午 3點直到 10 點半開完庭的管收案

件，一群陪同戒護的同事因為義務

人不肯吃飯，所以當天也沒有人吃

過一口飯，裁准送管收所後與同事

追著最後一班 12 點的捷運在葫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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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奔跑，趕不及還是一人一台計程

車到家互相報平安，下車時候司機

伯伯對我說「小姐，以後別那麼晚

回家，本來我要收工了，但看到妳

和我女兒差不多大，想說還是平安

把妳載回家」，直到能就寢時時鐘

指著半夜兩點多。這一切種種特別

的經驗，是累、是工作、是開心卻

也是難忘，更堆疊出了無數互相交

流的執行經驗，雖然結果並非每件

都是完美，但重要是一起經歷的過

程與學習。

　　在士林分署的這些年，遇到了

很多長官、前輩、同事，每個人或

多或少都曾在不同面向上給予指

導，屬於工作細節上、執行經驗上、

心情調適上皆是。執行業務多而且

繁雜，難免令人感覺心浮氣躁，但

靜下來去思考方向，理順之後找尋

最適合自己的方法與步調，才能最

有效率去達到目標，秉持著這個方

向嘗試與學習，也仍享受屬於書記

官工作的樂趣與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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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士林分署
共成長

　　士林分署係於 95年成立，一轉

眼將要邁入成立 15週年的生日了，

而我從加入士林分署的團隊，至今

任職士林分署也要一樣要邁入 15

年了，從當年一位執行人員新手，

不知不覺現在也已經變成執行老手

了，回想在美德街郭元益大樓初成

立的士林分署，因為與郭元益餅舖

為鄰，每天工作到傍晚時分總會飄

來一陣陣糕餅香，雖然只是聞到糕

餅香，但也會無來由地升起滿滿的

幸福感，不過因為郭元益的糕餅香

也吸引了鼠輩到此落居，所以晚上

加班時也不會寂寞，總有肥肥的

老鼠在旁出沒遊蕩。101 年年底搬

遷至內湖區康寧路的豪宅

區新建自有辦公大樓，被

樹海環抱環境優雅滿滿的

芬多精，讓在這裡工作的

我們一抬頭就可以看到滿

眼的綠意紓壓，午休時還

可以漫步在樹海裡，吹著

微風享受清新的芬多精，

這真的是在士林分署才有

的福利喔！當然新建的士林分署不

論在硬體軟體方面也提供先進的設

施，執行電子化作業不斷創新，在

所有長官的用心帶領及指導下、凝

聚同事們的共戰情誼，團結合作異

體同心，提升工作績效，讓身為士

林分署的每一位成員，都可以一起

學習成長，並創造佳績。

　　行政執行的任務是為了落實國

民平等納稅的義務，並確實履行違

反國民義務規範之處罰，為國家收

取欠稅、罰款，以維護社會公平正

書記官 林意芝

圖：書記官林意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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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但因為行政執行署係代表國家

直接與民眾為第一線的接觸，除了

為國家收取惡意欠稅、罰款，杜絕

違法，以維護法治外，更賦予大家

應關懷了解義務人困境並主動提供

協助之任務，因此士林分署的任務

除了積極對欠稅大戶執法之外，面

對身陷困境急需幫助的義務人及其

家屬，也積極提供協助，讓義務人

感受到士林分署與民同苦的一面。

因此站在行政執行的第一線除了建

立民眾的法治的觀念維護稅收的公

平正義外，同時也給予身陷困境需

要幫助的人更多的希望、鼓勵和關

懷、創造出神聖行政執行工作的最

高價值、所以面對行政執行龐大的

工作量，也不以為苦了。以下就和

大家分享幾則案例 :

查車甘苦談 -

　　記得有一位義務人欠繳稅捐約

6萬多元，經過本分署多次的催繳，

均置之不理，完全不為所動，之後

本分署將他所有車輛車牌號碼通知

監理機關禁止異動，他也仍然無動

於衷。最後本分署以車輛通報的方

式希望能夠找到車輛所在，一如往

常，不論是上班時間、中午休息時

間或是傍晚下班時間，一但接到車

輛通報單，為了達成查獲車輛的任

務，都不會錯過任何一次直奔車輛

停放處的機會。記得有一次接到車

輛通報單立即趕至現場對查獲車輛

後進行查封，當時頂著炎熱的艷陽

高溫 35 度在路邊等待拖吊車到達

以便將車子拖回保管處所時，義務

人突然出現了，經我們表明是士林

分署因為他欠繳地價稅及牌照稅等

稅捐正在執行查封任務時，他說他

之前已經請他父親處理，不知父親

為何遲遲未繳納，只是想不到我們

只為了 6 萬多元的小額案件，也這

麼認真迅速查封車輛，並表示將立

即連絡父親直接從八里趕到士林分

署繳納全部欠款，懇求不要拖吊他

的愛車，因為稅款尚未繳清前我們

也無法放行車輛，於是我們和義務

人在現場等候將近 3 小時之後，幸

好沒中暑，終於接到本分署電話說

他父親已經幫忙繳清稅款，可以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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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義務人車輛。對於這些有能力繳

納卻故意不繳納，心存僥倖能拖就

拖的義務人，為了維護稅收的公平

性，大家總是全力以赴，不畏艱難

也不怕中暑，使出各種執行方式來

達成各項任務。

義務人死亡後之罰款執行

　　記得有一位被移送之義務人，

因為到處去擺攤被各地警察局不斷

開罰單，罰單總計 24 萬元罰款，

義務人卻在移送後死亡，經執行人

員查調遺產稅核課資料，赫然發現

這位擺攤的義務人名下竟留有 16

筆不動產，遺產總價值高達 1,200

多萬元，而且繼承人都已經完辦繼

承登記了，為了保全債權先將義務

人之繼承人所繼承之遺產查封，因

為土地的價值很高，而義務人所

欠金額僅 24 萬元，且義務人之繼

承人有 3 人，如果每個繼承人平均

圖：現場執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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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擔繳納義務人遺留下來的債務，

每人僅需分擔 8 萬元，執行人員判

斷只要勸說義務人之繼承人自動繳

納欠款，就可以免去查封拍賣不動

產之大動作，而且繼承人應該是有

能力可以平均負擔欠稅款。因此發

執行通知給這三位繼承人，請他們

出面洽談，報告遺產之狀況。公文

一發出去，首先大哥出面他說爸爸

是經營冷凍空調的老闆，經商失敗

後就到處流浪，這些罰單應該是爸

爸替朋友們承擔責任的罰單，要他

們繳納這些罰單實在是很冤枉，不

過既然自己有繼承遺產，金額不大

願意平均分擔替爸爸繳納，因為他

經營小吃店無法一次繳納自己應負

擔的部分，願意以每個月繳納 2 萬

元方式直到繳清為止，最後大哥也

繳清了他應負擔的潛在應有部分的

欠款。接著小弟弟是義務人再婚後

所生之小孩，因為後來義務人又離

婚了，小弟弟是由媽媽扶養長大和

爸爸完全沒有感情，但他認為繼承

得來的這些土地完全是天上掉下來

的禮物，而且他之前也有領到因繼

承遺產所得的分配款，所以他一口

氣就將自己應該負擔的 8 萬元繳清

了，最後只剩下二弟不願意繳了，

他忿忿不平的說出義務人死前很可

憐在急診室的時候繼承人都沒有人

理他，最後義務人就 1 個人在醫院

過世了，而且大哥 1 個人拿走了應

該屬於義務人所繼承爺爺的 100 萬

元，沒有分配給其他兄弟，所以他

認為這些欠費應該找大哥分擔，可

是大哥始終不理會他，在和二弟

無數次溝通勸說，也耐心傾聽他的

抱怨及理由後，最終說明讓他了解

所繼承土地的價值遠遠超過爸爸所

留下的債務、還有他也曾經領過因

繼承遺產所得的分配款等等，終於

讓一直不願繳納的二弟說出因為自

己是一個司機且收入有限又要養小

孩，老婆也沒有在工作，沒什麼現

金，最多每個月僅能繳納 3,000 元

的欠款，希望能夠辦理分期慢慢繳

納，考量其經濟狀況及不動產拍賣

耗費太多程序及時間，故同意讓其

辦理分期繳納，將所分擔之義務人

所欠款項繳清。本件義務人死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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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雖然義務人留有價值超高的不

動產遺產，然考量拍賣不動產所得

利益與義務人所欠款項相差甚遠，

且對於真正有心但無力繳納之繼承

人，應儘量協助其以分期繳納等方

式處理，其實只要多一點耐心和繼

承人溝通協商理解，最後終能為國

家收取罰款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讓

整個案件圓滿執行完畢落幕。

執行線上—散發鼓勵關懷

　　每次發出傳繳通知書後，就又

會聽到一個義務人的故事，記得有

個義務人身體瘦瘦巴巴體型和竹竿

一樣年約 55 歲左右，他接到傳繳

通知書到分署來報到，穿著短褲嗓

門很大，他說 :「書記官我欠了 15

萬的交通罰單，可是我現在身體很

不好，不能久站，肺部也不是很好，

而且失業了，其實我年輕的時候在

海霸王，當總舖師，滿漢全席我都

可以包辦，收入很好很高，後來我

離開了海霸王，收入就每況愈下，

因為我年輕不會想，亂揮霍，不會

存錢，賺多少就花多少，沒有積

蓄，最後我淪落到晴美自助餐當廚

師，雖然薪水有 4 萬元左右，可是

每天我都要炒菜 8 個小時以上，體

力不勝負荷，最後我生病離職了，

因為現在我失業、生病付不起這些

罰單，又是單身一人，我很想繳納

這些錢，因為欠政府錢是一件不光

彩的事，不管怎樣我一定要想辦法

繳清，我想我只能拼了老命回去晴

美繼續工作，才能繳出錢，可是因

為工作真的很辛苦，我怕我回去後

活不了多久了，我很煩惱不曉得該

如何是好？」，我聽完感覺這個義

務人很需要鼓勵，所以對他說你既

然擁有一身的廚藝好本領，應該可

以將這些廚藝利用教學傳承下去，

這樣應該也很好不是嗎？他聽到有

人肯定他，很高興地說，我也有這

樣想過，只是不知道找不找的到學

生，我鼓勵他 :「即使只有一個學

生你也是可以從一對一教學開始，

有一就有二，凡事不都是從一開始

嗎？俗話說，一為萬之母，你只要

有廚房設備就可以開始了不是嗎？

只要有希望就去挑戰去行動你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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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打開一條道路，讓你賺生活費

養活自己又可以繳納這些欠款」。

他聽完感覺又燃起無限希望，很高

興的說回去以後要趕快行動開設廚

藝教室傳承自己的手藝，還有一定

會再到士林分署將這些欠款還清

的。士林分署對於有心繳納卻無力

繳納之義務人始終抱持著最大寬容

關懷態度，相信這些義務人一旦有

能力一定會自己繳清這些欠款。

執行現場全面啟動擴大關懷 -

　　有一位義務人欠繳交通罰單等

費用高達 41 萬 3,370 元，到現場查

封義務人位於汐止的房地，看到義

務人的高齡 82歲老母親一人獨居在

家，義務人的母親表示義務人前幾

天因為犯案被抓入監，現在就只有

他一人在家，因為自己不識字，平

常都是靠撿一些資源回收每天賺取

20 元至 30 元的收入維生，其實義

務人是我的養子，他現在負債累累

無法扶養我，而養女結婚後也不理

我不來看我也沒有扶養我，我現在

的生活很困苦，可是我不認得去汐

止區公所的路，無法去申請補助救

援，我們聽到義務人的高齡老母親

所說的這種處境，雖然因為義務人

已被捕入監，沒有找到義務人，但

這時更重要的任務係協助義務人的

高齡老母親解決目前的生活困境，

因此，啟動愛心關懷機制，馬上通

報新北市政府汐止區公所義務人的

高齡 82歲老母親目前的生活困境，

請其給予相關必要之援助，來解決

義務人母親的困境，給予身陷困境

需要幫助的人更多的希望、鼓勵和關

懷、創造出行政執行工作的最高核心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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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的美麗與哀愁

　　臺灣的島嶼面積只有 3 萬 6,000

平方公里大小，雖然稱不上大，但

臺灣在亞洲的地理位置上，乃是橫

跨了北迴歸線，造就臺灣的氣候溫

暖及雨量適中，而兼具有熱帶、溫

帶乃至於寒帶的不同景觀，山脈陡

峭森林繁茂，山地平原百花盛開，

山巒層層起伏，河流縱橫交錯，造

就臺灣生物資源的多樣化及自然景

觀的豐富資源。

　　我們除了自然景觀的豐富資

源，另外我們在人文資源

上亦多采多姿不惶多讓，

一方面我們有著不同風俗

習慣之原住民族；另一方

面更有著於不同時期由中

國大陸遷居來臺開墾的人

員。這些渡海來台開墾的

人，更是集合了不同的年

代及地區的各式多樣文化。雖只有

2,300 萬人，但是因為自然景觀的豐

富資源、人文資源上的多采多姿，

加上地處亞洲大陸太平洋的樞紐，

是最適宜於發展觀光產業。

　　但是從 2016 年起陸客來臺的人

數逐步下滑，旅遊業者少了數百億

元的收入，再加上 2020 年新冠肺炎

的發生，整體大環境的改變，也造

就了國內遊覽極速凍結。而我的義

務人是臺北市遊覽車業中，排名在

前幾大的公司，前幾年因為旅遊觀

書記官 李垣杰

圖：書記官 李垣杰 ( 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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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業的蓬勃發展造成遊覽車的供不

應求，義務人公司就貸款購買更多

的遊覽車，希望這樣的觀光榮景可

以一直維持下去，怎奈大環境一瞬

間就改變了，現今貸款而買來的共

有 37 台遊覽車，以前都不曾欠過

任何的稅金、健勞保、汽燃費等的

義務人，卻在 2016 年以後開始欠稅

等，因為觀光產業幾乎凍結，看著

貸款來的遊覽車出租不出去，義務

人也只能走上裁員方式，並將部分

遊覽車申請牌照暫停使用，以減少

該繳納之牌照稅及燃料費等。

　　執行人員站在第一線，直接面

對義務人，最是能夠感同身受義務

人的無奈及哀愁，聽著義務人說出

上述對大環境變化的抗議，我們不

但要傾聽義務人的訴苦，有時更要

擔任心理輔導員的角色去開導，義

務人總認為公家機關只會追收欠稅

欠費，而不管外界社會環境的變化，

甚至有時候我們的一個執行銀行存

款或查封動產、不動產的積極作為，

銀行就立即抽銀根停止貸款，就可

以決定一間公司的生與死，我的義

務人始終認為這樣的日子終有改變

的一日，所以義務人雖然近幾年來

遊覽車營收不斷下滑情況下，但是

一直都有在分期繳納，只是受限於

大環境的不景氣，分期繳納的金額

速度，始終跟不上分案的金額速度，

導致越累積越多，我記得去查封遊

覽車的那天，暖冬的天空艷陽高照，

讓人頗感舒服，義務人告訴我，遊

覽車就像他的小孩一樣，他是不捨

的，查封程序很順利完成了，義務

人抬頭看著天空說，希望有一日臺

灣的觀光環境也能像今天的太陽一

樣的耀眼又溫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