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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張相片值多少錢，也許微不

足道，但有可能價值連城，有時候

你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其實早已曝

露在眾人眼前。分到手上的這位義

務人，人多金又有錢，身旁總是美

女如雲相環繞，就因為紅粉贈佳人

贈出這許許多多的贈與稅，而被移

送執行。

　　一開始，義務人因為贈與稅及

個人綜合所得稅案件被移送行政執

行，義務人以贈與稅已提出行政救

濟程序並供擔保請求延緩執行，但

國稅局不同意；至於個人所得稅部

分，已有多家民間債權強制執行財

產中，本分署則併案辦理。義務人

也是多次哭窮，稱自己無資力，財

產早被執行，多靠朋友周轉及扣薪

後之差額過活，出門代步之汽車，

是由公司提供，自己真的沒有錢，

第一年只能每月自行繳納 25 萬元，

一張照片 - 禁奢命令誕生

第二年提高為每月自行繳納 50 萬

元等等，另扣薪持續中，在這期間，

本分署亦不斷調查義務人資金流

向。

　　 就 這 樣， 在 98 年 9 月 初 時，

義務人多次被媒體拍到與新婚妻子

出入高檔精品店，一張與嫩妻在百

貨公司的血拚照，在各大媒體間流

竄，義務人大肆採購名牌服飾、皮

包，奢華行徑對比已宣布破產，引

起社會軒然大波。本分署立即查封

圖：新聞媒體拍攝到孫○存偕嫩妻逛百貨公司血拚

書記官 李垣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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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大批私人物品並約談義務人

到案，義務人陳稱被查封的私人物

品係前妻所有，身上所使用的信用

卡為女兒的副卡，但 10 天內會先

還款一億元以表示誠意，開啟了執

行直達列車。透過本分署同仁通力

合作，協助查封、現場執行、調查

完整證據，讓義務人百口莫辯下，

並準備祭出管收手段，義務人很快

地在 99 年 3 月間就將名下欠款 3 億

餘元全部繳納完畢。

圖：孫○存執行案件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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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復興航空繳款單

圖：美女執行官追討復興航空欠稅

　　復興航空於 105 年 11 月底無

預警宣布停飛，除積欠員工薪資、

資遣費、銀行團債務並積欠國稅局

巨額稅款。本分署於 106 年 5 月 1

日收到國稅局移送之復興航空欠稅

案，即全力進行追討，馬上著手調

查清查復興航空名下財產，發現復

興航空在台北、桃園、高雄等地數

十筆不動產遭法院執行或假扣押當

掌握關鍵，迅速徵起 - 復興航空
書記官 楊小慧

中，有些有設定抵押權、有些未設

定抵押權，經考量如果進行查封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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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程序，至少需耗時 3~4 個月甚至

半年以上，屆時可能會出現他債權

人參與分配等種種變數，影響徵起

時間；另一方面，執行官同時也已

查出復興航空名下值錢資產除了不

動產外，還有價值動輒以百億元計

的機隊，復興航空為了解決負債問

題，一直積極尋找買主購買飛機。

執行官判斷，如果飛機遭本分署查

扣，將會影響買主購買意願，時間

拉越長對義務人越不利。行政執行

官希望其能夠主動清償，於是找來

復興航空協商，掌握關鍵詢問 ｢ 找

飛機買主進度如何 ｣，明白表示希

望本分署及義務人能夠雙贏，復興

航空能將飛機賣個好價錢，本分署

能夠盡快收回欠稅。義務人代理人

馬上聽出弦外之音，擔心航空器如

遭查封恐影響後續的銷售程序，將

對公司及其他債權人造成損失，馬

上答應繳回欠稅，後來於 5 月 26 日

將稅款一次繳清。

　　這次能夠順利在收到案件後短

短不到 1 個月的時間就徵起 9,621

萬 5,985 元，完全是因為執行官指

揮迅速，與執行團隊上下一體通力

合作對義務人所有財產調查詳盡，

且掌握時效性，洞察復興航空害怕

飛機被查封之關鍵，發揮溝通協調

能力，策略奏效，促使義務人復興

航空公司提出清償方案，並進一步

繳清所有欠稅。

圖：自由時報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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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喜歡被討債的感覺，也

沒有人會喜歡一個討債的人，可是

行政執行署的成立，就是為了那些

欠國家公法上給付義務不繳的人而

成立的，雖然會被討厭，但我們還

是要勇往直前，因為我們是落實公

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收到案件，進行執行程序，尤

其是拿到特專案件 ( 欠稅 100 萬以

公平正義的實現

上 ) 時，每個承辦書記官都是戰戰

兢兢的審閱內容，立即開啟保全國

家債權的執行，展開與義務人的一

場競賽。那天收案後映入眼簾的劉

姓義務人，是那麼的熟悉，可是在

我們眼中所有的義務人都是一視同

仁，照例，立即查封了義務人存款、

不動產及投資等等財產，進入國家

債權追討的程序。

    首先，先扣押並收取銀行存款，

惟尚不足清償欠稅，便進入拍賣不

動產程序，拍賣不動產的過程是繁

複且需要耐心的，期間義務人因為

對於不動產鑑定價格認為過低而請

求再鑑價，本分署也再重新鑑價一

次，義務人後來更自行提出鑑價報

告供本分署參考，我們也都秉持著

將心比心的態度納入拍賣參考，該

不動產經多次測量確定面積後，終

於在 104 年 6 月 10 日進入第一次拍

書記官 李垣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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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於 104 年 7 月 1 日進行第二次

拍賣，最後其不動產順利在 104 年

7 月 22 日第三次拍賣時以 4,730 萬

元拍定，此時國家的債權已經落實

了大部分，後續再進行投資股份的

拍賣，就順利全部徵起清償完畢。

    人生就是起起伏伏，不管你是曾

經獨攬大權，也不管你是如何不可

一世，來到行政執行署，我們都是

「公義無礙」一視同仁的執行，只

因為我們是落實公平正義的最後一

道防線，雖千萬人吾往矣，雖然會

被討厭，但我們還是要勇往直前，

所以我們需要被討厭的勇氣。

圖：劉○英不動產查封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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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是道德最低限度的基

準。自古以來，立法者都將法律視

為抑惡揚善與教化人心的工具，而

為能讓法律適用於各式各樣的情

境，並發揮其最大的效果，通常，

立法者會讓法律僅做原則性的規

範。不過，隨著社會變動愈加頻繁，

面對瞬息萬變的環境，便亟需執法

機關與執行人員的協助，藉此增加

法律的彈性，並填補其適用性之不

足。

　　本案之義務人在商場上是個叱

吒風雲的人物，不僅是國內某大家

族企業的小兒子，也是多家知名家

電的創辦人。本件稅款自 87 年就移

送至財務法庭強制執行，義務人前

於 92 年曾遭管收 3 個月，分文未繳

即因期滿而釋放，釋放後約半年便

聲請破產，歷經 7 年多的破產程序

於 100 年終結。義務人滯納之稅款

法者疏，惟不漏；不法者，終須償

雖因破產程序分配受償 2,471 萬餘

元，但仍尚欠本稅 8,596 萬餘元及

罰鍰 3,281 萬餘元，其中本稅部分

依破產法規定請求權應視為消滅，

另罰鍰部分，因非屬破產債權，依

法仍得繼續執行。

　　即便在破產程序進行中，本分

署仍積極地採取相關調查程序，發

現義務人於破產程序終結後，入出

境頻繁且銀行帳戶有多筆大額款項

進出，信用卡帳單更是精采，查有

高級餐廳、飯店、高爾夫球場及美

書記官 楊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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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中心等多筆奢侈消費。基此，本

分署對義務人限制出境、出海及核

發禁奢命令，核發上開命令後，義

務人即使無法出國，在國內仍無視

禁奢命令，繼續其所謂的「日常消

費」，是本分署使出最後的手段，

向法院聲請第二次管收，雖法院當

庭裁示准予管收，但我們並沒有鬆

懈，因為我們知道這三個月將是讓

義務人履行義務最後的機會。我們

透過多次借訊對義務人誘之以利、

動之以情及曉之以理，一開始至看

守所借訊時，義務人曾多次表示會

有友人協助繳納部分金額，看著義

務人逐漸消瘦的臉龐及急迫的神

情，心想應該可以促使義務人履行

義務了，但過了一個月之後，義務

人似乎已經習慣了看守所的生活，

臉頰也漸漸豐腴了起來，直到三個

月管收期滿，義務人也未再提起清

償方案……。

　　義務人在管收期滿釋放之後，

依舊是過著逾越一般人程度的奢侈

生活，惟義務人前已被限制出境在圖：財務法庭移交洪○泰歷史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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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進行後續的換價程序，但我們

的執行命令，使得繼承人就遺產無

法進行分割，期間本分署與其他繼

承人經過多次的溝通，說明立場並

分析利害，最終促使義務人委任代

理人前來處理，繳清 3,281 萬餘元

之罰鍰。

　　本案長達十多年的執行程序，

經歷各種過程，不管是破產程序、

限制出境、禁奢命令、拘提管收、

聲明異議、訴願及行政訴訟等，義

務人原以為度過了破產程序終結及

第二次管收期滿釋放，對於其在公

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就完全有恃無

恐，殊不知法網恢恢，疏而不漏。

身處法律執行的第一線機關或人

員，經常會遇到嘗試鑽法律漏洞或

灰色地帶或心存僥倖者，而面對此

類的不安分子，就只能仰賴執法機

關與執行人員積極地執行法律所賦

予的任務，以補充現有法律規範上

的各種缺口。

案，又已管收兩次，在既有的法令

規範下，縱使其違反禁奢命令，我

們也無法再對其施予更強烈法律效

果的執行手段。

　　不過，我們並沒有放棄，仍持

續調查義務人財產狀況，並與移送

機關臺北國稅局緊密合作，繼續追

查其資金流向。爾後，有天突然接

獲國稅局之通報，提及義務人之母

親過世，繼承人向國稅局申報遺產

稅，我們立即反應到義務人可能會

繼承鉅額遺產，便查調遺產稅申報

書，於確認遺產範圍後，旋即核發

執行命令扣押義務人對全部遺產公

同共有之權利，雖於遺產分割前，

圖：洪○泰欠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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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擁有一生花不盡的錢財

時，是什麼原因讓你選擇了結自己

生命，義無反顧的結束這燦爛絢麗

的一生。當你有自殺的念頭甚至並

不代表你真的想死，只不過是表示

目前你的痛苦超出你所能承擔的限

度。但是自殺並不能解決問題，請

你我好好珍惜生命的可貴。

    再次收到特專案件 ( 欠稅 100 萬

以上 )，尤其是遺產及贈與稅法中

的遺產稅執行案件時，代表的是被

繼承人會有大筆遺產等待執行，該

被繼承人是前幾年曾經在金融圈中

的赫赫有名人物，但不幸英年早

逝，因為繼承人等無法繳納大筆遺

產稅辦理繼承，故該遺產稅被移

送本分署執行，執行被繼承人之遺

產。

    一開始，本分署立即審閱被繼承

遺產稅執行
人留下來的遺產，發現有多筆的存

款、不動產及投資 ( 遍及國內外 )。

　　首先，本分署查封了不動產，

並扣押了國內的投資 ( 現金股利及

股份 ) 及名下銀行現金，但被繼承

人的所得來源眾多，又是在多年後

移送執行，故需要逐一釐清該股利

究是生前未領取的部分或是死後所

生之股利，經過一番公文往返，終

於確認了被繼承人股利及股份來

源，在對繼承人影響最小的比例原

則下，選擇了存款、股利及拍賣股

票方式來執行，終於順利徵起 4 億

多的遺產稅。

書記官 李垣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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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務人滯納綜合所得稅，金額

高達 3,400 萬餘元。自 95 年本分署

分案執行，至 105 年義務人清償，

耗費超過 10 年的時間，經歷許多

執行人員的努力，終於在執行期間

內達成全數徵起。過程的艱辛自不

歷時十年的徵起
待言，更可貴的是透過執行人員細

心而縝密的調查，在缺乏可供執行

之標的下，最終勸諭義務人全數清

償，不僅是挹注國庫的一大勝利，

也是社會正義的落實。對於義務人

而言，也解決延宕許久的案件，可

謂三贏的局面。

　　義務人之家族成員經營國內知

名公司，其家族之資力應無庸置

書記官 范剛毓

圖：義務人搭乘賓士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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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義務人本身也曾擔任其他公司

負責人，難以想像沒有償還能力。

然而其名下資產、所得確實有限，

且部分資產已信託予第三人。本分

署多年以來鍥而不捨，就義務人可

供執行、具執行實益之財產所得均

執行完畢，仍無法受償，故有查明

有無隱匿處分財產之必要。

　　本分署執行人員，觀察義務人

到場報告時，搭乘高級轎車並有司

機載送，透過調閱信用卡消費紀錄

等多方資訊比對，發現義務人經常

出入高級場所消費，例如住宿高級

飯店、高爾夫球場等；此外，本分

署查有多筆信託財產之收益、處

分，係由義務人指示第三人為之，

於 98 年至 103 年，總計取得財產

利益近 1,200 萬元。雖然義務人主

張相關開支為公司及家人支付，而

信託財產之處分收益係替家人為

之等，然而本分署認為其說明仍有

不合理或無法提出佐證之處，可能

符合聲請管收或核發禁止命令之要

件。經曉諭義務人相關情事後，義

務人承諾將籌款處理本案，最後也

將全案清償完畢。

　　拘提、管收等所謂對人之執行

程序涉及較高對基本權之限制，理

當謹慎為之，惟行政執行也是落實

社會公義的一環，當對物之執行程

序已無法達成目的，妥善運用各種

執行作為，終究能帶來完善的成果。

圖：分期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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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案 自 從 104 年 4 月 27 日 收

案後，即立刻馬不停蹄的查詢義

務人財產資料，因為這是件滯欠

4,500 萬以上綜合所得稅之滯欠大

戶案件，除照例扣押義務人之存款

外，與以往案件不同的是，他還

持有近 10 家基金公司的境內、外

基金並開立保管箱，基金現值高達

3,000 萬元，保管箱仍正常繳納保

管費中，在案件移送前，並有高達

168 萬美元以上之外匯支出交易記

錄，且疑似在案件移送前，已將持

有之境外基金全數移轉至 UBS AG 

AURICH，另透過 ICU 離岸金融解

密數據庫，查得他是薩摩亞某公司

之臺灣股東，這部分雖然始終不承

認，但如此「懂理財」，並且「國

際化」的義務人，倒是少見，重點

是，他是一位年近 70 歲的獨居佝

僂老人，外表簡素樸實，名下一間

房、一部車也沒有，這與他國際化

老人演很大
的理財行徑，讓人一點也聯想不到

一塊兒。

　　果不其然，在我扣押他的財產

之後很快地來到我面前，「徐伯伯」

每天頂著 37、8 度的高溫，汗流浹

背從南港搭公車來分署，像上班似

的，每天在我上班後的半小時內，

準時坐在櫃檯前等著我，聽著他不

斷重複地訴說自小家庭窮苦，及長

大後如何照料母親與妹妹的故事，

姑且不論他的欠稅原因為何，單就

他為家人的辛勞付出與彌補，就足

以令人動容。但這件畢竟是滯欠大

戶案件，剩下未徵得之 900 多萬元，

怎麼辦呢 ? 先看看他的保管箱，有

什麼貴重物品可供拍賣吧 ! 由執行

官帶隊前往開啟保管箱之後，果然

什麼貴重物品都沒有，僅有一些家

譜資料、家族書信等歷史資料，生

活如此檢樸的人，還願意支付保管

箱費用來保存這些東西，看來「徐

伯伯」還真是位念舊的人，也難怪

他說話總是不慍不火，就連我們收

了他 3,500 多萬的基金，不答應他

書記官 陶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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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價錢好時，基金轉換後再收取的

要求，他也沒像一般義務人一樣失

去理性的破口大駡，反倒是很無奈

的理解我們了。

　　至此，剩下未徵得的 900 多萬，

仍一無所獲，但我們仍須保持高度

的警悈，再次調查義務人的存款交

易明細、大額提領記錄及現住地的

異動資料，發現義務人目前住的臺

北市南港區房屋，原所有權人即為

義務人，在案件移送前 1 年多移轉

登記予他妹妹。經深入追查，比對

義務人之金流後發現，義務人自知

悉將有行政處分後，除將其所有之

建物以 700 萬元出售給妹妹，期間

並密集提領現金合計逾 2,300 萬元，

行政救濟期間，亦提領現金逾 450

萬元，並有多次同日或分數日於不

同銀行間提領現金之情形，顯然為

規避追查之行為。自 77 年起，有

數十筆外匯支出之紀錄，其總金額

高達 334 萬餘美元，在本件課稅要

件事實實現日後所匯出之金額亦高

達 168 萬餘美元。這種種客觀事證

資料，在在顯示「徐伯伯」是符合

管收要件的，所以立馬命「徐伯伯」

到場報告，並請其傳說中的妹妹到

場協助調查，另函醫療院所確認義

務人有無消極管收事由存在。兩人

到場後，雖已串供似的說了一套完

美的說詞，看似可以解釋資金的來

龍去脈，惟當場陳述部分與調查內

容仍有不符，經提示相關資料及整

理金流資料後，「徐伯伯」仍不放

棄的繼續說著他的陳腔濫調，演著

他未演完的肥皂劇……。

　　好吧，這麼愛演，我就配合你

吧，想咱好歹也是世新廣電科畢業

受過戲劇表演訓練的，趁著執行官

離開的空檔，我說：「徐伯伯，都

什麼節骨眼了，您還不趕快把剩下

的 900 多萬繳清，剛剛提示給您看

的資料，誰看了都知道您是有計畫

的脫產，已經符合管收的要件了，

明天就是我們與國稅局協查的日

子，與會的人都是查稅的專家，

您瞞得過去嗎 ? 再不把剩下的錢繳

清，怕明天就要把您送法院聲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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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了，這高溫，熱得讓人頭皮發麻，

進去 ... 不好受啊，您無子無女，有

年紀了，何苦為難自己，不如把稅

款繳清，剩下的錢和妹妹好好過日

子，享受人生，不好嗎 ?」只見「徐

伯伯」打了個冷顫，說：「好了，

好了，我知道了，我 2 週內就把剩

下的錢繳清」，我說：「徐伯伯，

別等 2 週了，明天一早就要檢討您

的案件，還是今天就繳清吧！」「好

啦，好啦，既然瞞不過，我今天就

繳清 !」「另外，看在妳對我還不

錯的份上，每次耐心聽我說我的

事，幫我詳細做筆錄，也算朋友一

場，告訴妳吧，其實我是靠放高利

貸生活的 !」「那之前我們去您住

處查訪，您家簡樸的狀況是 ...」「唉

呀，那是我連夜找人處理過了，要

給你們看的啦 !」什麼 ... 簡直顛覆

我的三觀了，原來一切都像海濤法

師說的是我眼睛業障重啊，我說徐

伯伯你也演太大了，你的演技只有

演甄嬛傳的金鐘影帝李天柱可比擬

了，若非我們努力不懈的各項調查

及用心比對各項資料，還真無法破

解 70 歲老人高超的演技，但無論

如何，因掌握充分事證，使其自知

已無法再隱匿財產，並在對其妹及

其個人雙重心理壓力下，「徐伯伯」

這演技高超的老人，終於放棄繼續

演戲，全盤默認合作，繳清剩餘之

982 萬餘元欠款，本件滯欠大戶案件

也終於順利全額徵起 4,500 萬餘元。

圖： 義務人提領 1,000 萬現金繳清欠款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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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符合憲法規範人民有繳稅的義

務，落實賦稅制度天秤的平衡，實現

公平正義的普世價值，並兼顧關懷弱

勢的社會福祉，行政執行署暨全國 13

個分署扮演著執行有愛、稅收公義的

角色。每位執行同仁均謹守本分恪守

法令，認真落實國家賦予的職責並擔

當社會大眾給予的期許，每天戰戰兢

兢的「合法討債」。

    

　　這件案件於收案後，明瞭案件之

重要性，旋即立案審查，確認執行名

義合法性，並調查義務人不動產謄本

等財產資料。扣押工程款、存款、集

保、信託利益權或信託債權；併案地

方法院執行不動產；收取已扣押工程

款、存款及信託金錢債權，請全體債

權人提出計算書，該分配表債權種類

序號達 20 多項，嗣後無人異議而確

定，通知各債權人領取受分配款，合

計徵起金額為 1 億 4,000 萬餘元。

公文與電話雙管
齊下 - 開立工程

　　惟此案件，

義務人公司於 99

年 11 月 間 法 院

裁定宣告破產，

並選任破產管理

人，請破產管理

人 查 報 破 產 進

度、提供已拍定

財產部分之分配

表並更正分配表

由破產法院調查及核定中。惟經一段

時日仍無消息，密集與破產管理人聯

繫，惠請以專業能力儘速處理完畢，

藉以提醒及催促，俾使破管人能因壓

力更積極辦理，不斷地以電話及公文

雙管齊下方式，讓破產裁定終結，順

利分配款項並進行結案。

     

　　在合法討債的旅途上，沒有永遠

都是平坦順心的，有時風平浪靜、有

時波濤洶湧，但不論這條路是崎嶇難

行或是康莊大道，為了堅守公義無礙

的信念，我們都會亦步亦趨的一步一

步向前邁進，以實現公平正義的普世

價值並兼顧關懷弱勢的社會福祉。

書記官 陳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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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途中看者眼前呼嘯而過的

公車，熟悉的公司名稱讓我回想起

屬於他們的故事，95 年間第一次看

到案件移送當下頗為驚訝，擁有多

條黃金路線的公司，為何也會產生

這些欠款，看著名下滿滿的土地與

車輛，貿然執行也許會使公司經營

老牌新生 - 大有巴士

遭受重創，因此決定找負責人前來

了解一下狀況與後續處理。

　　當天，來到現場的有數人，而

卷宗上所載明之負責人並未出現，

一問之下才知道，來的人是新的經

營團隊，而這批團隊原是公司最大

書記官 劉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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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人，由於公司營運出問題，導

致積欠龐大款項，做為最大債權人

長期收不到還款，為免公司繼續惡

化，所以他們決定承接下這間公司

營運來抵償欠款，無奈的是接手公

司後，才發現負債比想像中龐大，

而曾經做為公司金雞母的黃金路線

也因為營運狀況不佳，未能保留下

來，而由其他客運公司接手經營。

但既然已經接手公司，這批經營團

隊也只能想盡辦法穩定狀況，並讓

公司起死回生。

　　於是，由公司經理出面負責屬

於國家債權的部分，初期移送案件

尚在數百萬間，多為健保欠費，公

司希望能讓他們慢慢站起來，穩定

經營後獲利，才能更有能力償還欠

款，如查封公司土地及動產，其一、

這些資產上已設定高額抵押動產擔

保等，於國家而言並無太大實益；

其二、一但大動作查封，銀行方面

便會緊縮銀根，且車輛更是公司賴

以營運的根本，綜上兩點只會讓公

司加速倒閉，更無法還清款項，審

慎考量公司提出之理由後，同意由

公司辦分期攤還。然數年之間更大

的難題隨之而來，由於公司經營所

產生每兩個月一期之營業稅，每每

高達百萬之數，累積下來待執行欠

費已達千萬，分期還款速度比不上

欠費速度，且因為累欠高額營業稅

導致現任負責人一度遭移送機關限

制出境。於是再次找來公司經理協

商解決方式，公司表明由於經營公

車路線中，所有的老人、兒童優惠

補貼票款，差額之部分均由臺北市

政府社會局發放補償金，由於公司

營運之必要，無法再行提出更多現

款辦理分期，商請本分署按月扣押

補償金，來做為抵繳優先債權之營

業稅，一方面負責人不用被限制出

境，一方面公司也能正常請領發

票，而非屬優先債權之健保費，便

仍由公司依照分期方式繳款，這可

能是逆境中唯一雙贏的方式，於是

自此後逢補償金將發放時，便會接

到公司電話，請本分署儘速去扣押

取償，將近 7,700 萬餘元之案件也

已清償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