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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豪宅」  提供帶看屋便民服務

李姓義務人積欠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俗稱奢侈稅）等稅捐，

達 880餘萬元，為規避執行，竟將其名下坐落新莊頭前的知名

「興○地豪宅」，信託登記予其女友，並設定第二順位抵押權給

該女友。

李男投機的技倆，被本分署執人員識破，遂曉諭其塗銷信託

登記及抵押權設定登記，將不動產交由執行機關查封拍賣抵繳欠

稅，不然，將向法院聲請裁定管收，李男發現已無計可施，應允

全力配合，並快速完成塗銷手續。

本分署考量這間豪宅，地段良

好，鄰近捷運，具有高度增值空間，

建築設施完善，且是空屋狀態，法

律關係單純，為提升買氣，特別在

拍賣前夕，在該豪宅現場，由執行

人員提供帶民眾看屋、解說屋內現況的便民服務。

此舉，吸引十幾家媒體到場採訪，將本分署拍賣豪宅的訊

息，透過網路及電視新聞畫面，作宣傳報導，引起許多對法拍屋

有興趣的民眾關注，最後，在經過幾次的減價拍賣後，「豪宅」

以 2,400萬元，順利賣出。

鐵腕執行  實現公平正義

▲ 107年 6月 4日民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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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官帶隊霹靂執行  違規網咖剉哩等

為遏止不肖網咖業者，

長期違規容留未滿十八歲青

少年，危害青少年身心，本

分署動員全部行政執行官帶

隊，率領數十名執行人員，

兵分多路，同步查封多家大

型違規網咖，其中，包含位

在板橋、新莊的知名網咖。

首次出擊，就查扣到 3

百多組電腦機組設備及其他

生財器具，連店內販售的香

菸、泡麵、飲料、啤酒，都

不放過。其中一家積欠 246

萬罰鍰的網咖電腦業者，為了營業生機，當天就趕快到分署辦理

繳清，並表示以後會遵守法律規定，不會再違規容留未滿十八

歲的青少年到店裡消費。

至於仍拒不繳納罰鍰的網咖業者，遭查封的電腦、生財器

具等物品，最後則由本分署依法拍賣，網

咖也無法繼續經營。

本分署對此類危害青少年身心

的違規網咖，採取鐵腕執行，斷其

生路，為青少年留住一塊心靈成長

的淨土。

鐵腕執行  實現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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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蕩「人頭商號」逃漏稅　落實稅捐正義

商場上，許多商號實際經營者，為達逃漏稅捐目的，專門找

「無資力的職業人頭」登記為負責人，尤其是毒品供應鏈源頭的

「八大行業視聽業者」，更是嚴重。

此類人頭商號，對於營業應納之稅捐，非但拒不繳納，且頻

繁變更負責人，讓稅捐稽徵機關束手無策，不僅嚴重影響政府稅

收，也挑戰稅捐公平正義。另外這些違規商號，對於違章行為所

生的罰鍰，也視若無睹，完全不繳納，形成執行機關追稅、追繳

罰鍰的一大障礙。

有鑑於此，本分署聯合轄區稅捐稽徵機關、警察機關及相關

主管機關，採取鐵腕執行手段，鎖定此類專門以「職業人頭」登

記為負責人，且仍在營業中之違規人頭商號，進行大規模同步掃

蕩的公權力大執法，並查封變賣人頭商號的生財器具及酒類、店

內值錢物品，將變賣所得繳入國庫，藉此遏止人頭商號繼續氾濫

的現象。

鐵腕執行  實現公平正義

▲ 106年 7月 1日三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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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K 沒什麼？　小心傾家蕩產還傷身！

國內毒品氾濫，吸食毒品人口，以駭人速度增

加，本分署為展現對毒品零容忍的反毒決心，向毒

品宣戰，對於吸食三、四級毒品，卻不繳納罰鍰，

以及經通知毒品危害講習，卻不參加講習，因而

被處怠金的義務人，祭出鐵腕，與警察機關聯手，

展開追查行蹤及財產執行大執法，除查扣義務人

銀行存款，名下有車輛、不動產者，亦進行查封。

掃毒大執法過程中，更發現有義務人，因長期吸食「k他

命」，膀胱功能嚴重受損，淪落到得「包尿布過一生」的慘境。

此外，也有父母親寵小孩，將房屋過戶給兒子，兒子卻不

學好，誤交損友，接觸三、四級毒品，因失

業繳不起罰鍰，被移送強制執行，房子因此

被查封，害得老父母一把眼淚，一把鼻涕，

怕唯一的一棟房子被拍賣了，全家要流浪

街頭，只能哭哭啼啼的向鄰居週轉借錢，

幫忙把罰鍰繳清。

鐵腕執行  實現公平正義

▲ 106年 6月 7日
蘋果即時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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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駕零容忍  給人民一條平安回家的路

酒、毒駕肇禍事件，頻頻發生，受害人或無辜枉死，或身心

受創，造成無數家庭破碎，也增加被害人家庭及社會成本的付

出。

本分署辦理酒、毒駕罰鍰執行案件，深刻體認酒、毒駕，是

目前國內交通最嚴重的問題，用路人，人人自危。對於這類交通

違規罰鍰執行案件，行政執行機關別無他法，只有透過強力執行

義務人的財產，讓酒、毒駕者，或拒不配合酒測者，付出財產的

代價，甚至，對其限制出境，嚴重者，若符合拘提管收要件，亦

不排除聲請法院裁定拘提、管

收，希望藉此遏止酒後駕駛，

才是實現交通正義的最後一哩

路，也是給人民一條平安回家

的路。

本分署，配合行政執行署全國 13個執行

分署「酒、毒駕罰鍰強力執行專案」，展開鐵

腕大執法，結合警察機關，針對積欠酒、毒駕

罰鍰案件的義務人，發動大規模財產執行，除

了扣押存款、薪水，甚至查封車輛、不動產，

短短 10天，執行金額就超過新臺幣 1,100萬

元。

鐵腕執行  實現公平正義

▲  108年 4月 25日華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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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 B」名車不繳路邊停車費    
慘遭拖吊查封

國內汽、機車數量驚人，政府雖劃設有路邊收費停車格，民

眾停車還是一位難求，但卻有不少投機民眾長期霸占路邊停車

格，當成自家停車場使用，或長期使用停車格，卻不依規定繳納

停車費，此種投機、占便宜的心態，嚴重悖離使用者付費的精神，

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的規定。

本分署為維護交通公平正義，提升民眾使用者付費的觀念，

聯合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採行科技辦案，運用最新路邊即時停車

資訊，透過停車管理系統，鎖定積欠停車費的車輛，發動公權力

強力執行，一舉查封拖吊 46部車輛，其中，不乏多輛「雙 B」

名車也慘遭拖吊，車主

只得依規定繳清欠費

及拖吊費後，才把愛車

開回家。

至於，車輛被查封

拖吊的義務人，如果仍

不繳納欠費，愛車最後

也只有面臨被拍賣的

命運。

鐵腕執行  實現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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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繳交通違規罰鍰  出國，機場被攔！

新北一位游姓小客車車主，交通違規次數超過 100次，累

計罰鍰高達 32萬餘元，卻不繳納，被移送強制執行後，經本分

署通知他到場繳納或說明，仍置之不理。

本分署調查發現該游男，明明有錢經常出國旅遊，卻故意不

繳納違規罰鍰，顯然欠缺遵守交通法規的觀念，明顯視法律為無

物，決定開鍘，祭出法律武器，限制其出境不得出國。

游男某日準備搭機出國，卻在機場被攔下來，經詢問後，才

知道自己是因為有多筆交通違規罰單沒繳，被限制出境，只好火

速趕到本分署，把所欠的 100多筆交通違規罰鍰，一次繳清，

才獲解除出境限制，得以順利出國。

本分署為維護公平正義，幫用路人找回交通正義，對於交通

違規情節重大，又拒不繳納罰鍰的義務人，透過鐵腕公權力執

行，希望藉此呼籲民眾重視交通安全重要性，營造一個人人遵守

交通規則的友善與安全的生活環境。

鐵腕執行  實現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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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錢到澳門賭博，欠稅卻不繳

周姓男子欠稅 3,800多萬元，被移送執行，列名「欠稅大

戶」，其宣稱沒錢繳稅，卻被本分署調查發現，周男曾每個月搭

機到澳門豪賭，還經常以信用卡至百貨公司、高級旅館刷卡高額

消費，生活奢侈。

本分署認為周男無繳納欠稅誠意，遂核發禁止命令（俗稱禁

奢命令），禁止其在百貨公司、3C賣場、量販店等，購買單筆

消費 2,000元以上商品，亦禁止其買賣股票、基金、外匯、黃金，

或搭飛機、高鐵，計程車，以及到夜店、舞廳、KTV等逾越一

般人通常生活程度的奢侈消費行為。

周男更被本分署查出有將銀行鉅額存款提領一空，隱匿資產

情事，經限期命其履行義務及報告財產狀況，周男竟仍佯稱其沒

有財產，無能力還錢，本分署最後決定採取強制處分，向法院聲

請裁定管收獲准，周男因欠稅被管收，嚐到失去自由的滋味，只

好聯繫其家人幫忙籌錢繳納，獲得釋放。

鐵腕執行  實現公平正義

▲ 107年 7月 18日年代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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藐視執行通知不理會  小心被「限制出境」

某電子科技公司，因購買假發票逃漏稅，被國稅局查獲補

稅，前負責人黃君不僅不處理繳稅，竟還物色人頭，變更登記為

負責人，企圖切割責任。

本分署在調查該公司的財產及資金流向過程中，發現黃君任

內，公司有一筆資金流向不明，經多次核發執行命令，請其到場

釐清說明，但黃君收到執行機關的命令，完全置之不理，不僅不

到場報告，還頻繁出入國境。

本分署見黃君不配合到場說明，藐視法律，即以其具備「經

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報告」得限制出境的事由，依法

限制其出境。

黃君被限制出境後，無法出國，只得乖乖到本分署報告其任

內公司財產狀況。為了換取解除限制出境，黃君最後將屬於公司

的 860萬元用來繳納欠稅。離開前，並打電話跟朋友說 :「以後，

收到執行機關的通知，千萬不要置之不理，不然被限制出境，代

價太大了」。

鐵腕執行  實現公平正義

限制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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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南羊乳北區經銷商  管收二個月後繳清

某公司為「嘉南羊乳」新北地區之經銷商，因漏開發票給消

費者，經國稅局調查屬實，原負責人承認逃漏稅後，竟將該公司

負責人變更為其嬸嬸，且將公司結束營運，再由其子設立新公

司，繼續從事羊乳經銷業務。

本分署調查後發現，該公司及關係企業，每年都有二、三千

萬元的純益，但歷年收入卻有八千多萬元流入負責人夫妻個人帳

戶，且其名下有板橋區之房屋數筆。

本分署因而認定上開人等有上述隱匿、處分公司資產之情

事，且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意不履行，遂命負責人之配偶及嬸

嬸就上述資金流向提出說明，並勸諭清繳稅款；不料該二人拒絕

就欠稅金額提供擔保或繳清。本分署乃向法院聲請裁定管收並獲

准，當晚立即執行管收。

本分署於管收期間，不斷詳實的為被管收人剖析利弊得失，

及經過漫長的溝通、勸諭後，負責人之配偶終於同意繳清所欠稅

捐 7,432萬元。

鐵腕執行  實現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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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太子」不想搬家      
差點淪為「落難神明」

中國神話故事中，最年輕的孩童神明「三太子」，被有心人

士利用，無權強占已被查封的「空屋」，設置神壇供信徒膜拜，

作為阻撓執行機關拍賣房屋的工具。

該空屋因查封後，被人擅自

進入設壇，並供奉「三太子」，

導致原來有應買意願的民眾，認

為法律關係複雜，不願投標。本

分署為此，多次核發命令，命神

壇負責人自行將神壇遷出，但神

壇負責人卻耍賴不搬，總是推說有擲筊請示「三太子」，「三太

子」都說祂不想搬家，要住在這裡。

本分署，見神壇負責人明顯是

假藉「三太子」神明之名，挑戰公

權力，於是祭出「強制排除」的鐵

腕手段，要將神壇無權占用、干擾

拍賣程序的狀況，依法排除。

神壇負責人見執行機關真的發

動公權力執行，怕「三太子」因此

成為「落難神明」，最後只得狼狽

自行將「三太子」遷請至別處供

奉，結束一場鬥法鬧劇。

鐵腕執行  實現公平正義

▲ 107年 11月 17日民視新聞

▲ 107年 11月 17日中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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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玩大亨」妻欠稅　執行機關不手軟

社會矚目刑事案件「電玩弊案」的靈魂人物，即知名電玩業

大亨「周○蔘」的妻子胡女，欠稅 8,000餘萬元，被列為欠稅大

戶，對執行機關所發的各種執行命令，不理不睬，堅持不繳欠稅，

本分署雖對她祭出限制出境、管收 3個月等強制處分，胡女仍

頑強抗拒。

胡女被管收釋放後，佯

稱重病，避不出面，也不繳

稅。本分署研判，胡女就相

關欠稅案，應是扮演「周○

蔘」的人頭角色，於是進行

清查登記在胡女名下所有財

產，並將轄區內不動產全部

查封，其中包含數筆坐落新

北市三重區黃金商業地段，

未來具有高度增值潛力的精

華區房地產，且公告定期拍

賣，這個強勢執行作為，徹

底擊垮周氏夫妻，逼得「周

○蔘」，不得不出面為其妻

繳清欠稅。

這個案例，證明面對財大氣粗的「電玩大亨家族」義務人，

執行機關也是絕不手軟。

鐵腕執行  實現公平正義

▲ 99年 12月 19日 TVBS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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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綠色大同寶寶」 天價成交

國內老牌電器業者大同公司，轉投資的關係企業某公司，因

經營不善，積欠鉅額欠稅幾億元，無力清償，被移送強制執行，

列名「欠稅大戶」。

本分署除查封拍賣該公司名下價值數億元的不動產外，同時

查封存放於公司廠房內的各類收藏動產及生財器具等多項物品，

其中，還包含陪許多 5、6年級生一起成長的「大同寶寶存錢

筒」。

拍賣當日，吸引大批對「大同寶

寶」有無限回憶的粉絲迷及收藏家競

標，當中，一只「綠色」且胸前有「66」

字樣，高 37公分，最具收藏價值的大

同寶寶，因為數量稀少，據說市場收藏

價行情，喊價到新臺幣4萬元，沒想到，

經過一陣廝殺喊價競標，最後，是由一位張姓收藏家，以 7.8萬

元搶標成功，創下大同寶寶天價成交紀錄。

鐵腕執行  實現公平正義

▲ 100年 8月 4日嘩視新聞

▲ 本分署查封物品拍賣會，拍賣物品包括「大同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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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跑名媛」黃金被拍賣     
民眾爽喊「買到賺到」

與政商名流關係良好，曾坐擁「元○一品苑」、「○徠花園

廣場」豪宅，風光無限的吳女，被爆詐欺跳票 21億元後，隨即

捲款潛逃出境，因此，被媒體戲稱為「落跑名媛」，至今仍被檢

方通緝中，此外，也因積欠大筆稅金，被移送本分署執行。

雖然，吳女在台灣的財產，例如銀行

存款，多數已被檢方依法凍結，執行機關

暫時無法執行，但本分署承辦本案執行

人員不氣餒，窮盡調查能事，發現吳女事

發後，因急於潛逃出境，竟還有來不及帶

走，長期放在銀行保管箱裡的一批「黃金

飾品」，立即進行查封，並定期進行公開

拍賣。

由於，黃金價格走勢，持續上揚，拍

賣當日，許多民眾聞風提早到場，等候搶購，不到 3分鐘即被

搶購一空，買到的民眾開心的說現買現賺價差，真的是「買到賺

到」，未買到的民眾，則扼腕嘆息，怪自己來得太晚。

鐵腕執行  實現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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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人」竟是「田僑仔」！

本分署拍賣 2筆坐落於新北市蘆洲區的土地持分，令人驚

訝的是，這件拍賣標的原所有權人，竟是一位出生於清朝光緒年

間（光緒 11年，民國前 27年），但已在民國 38年間過世的李

姓男子。

經查，李姓男子是與其他共有人，共同持有蘆洲這 2筆土

地，其持分為 2分之 1，因無子嗣，死後所遺留的這 2筆土地持

分，無人繼承，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代管其遺產。

李男這 2筆坐落蘆洲的土地持分，多年來，因土地大幅增

值，累欠地價稅額高達 192萬餘元，被稅捐稽徵機關移送執行，

本分署只得將這2筆「清朝人」遺留下來的土地持分，進行拍賣，

解決土地長期積欠地價稅的問題，在歷經多次減價拍賣後，這 2

筆土地 2分之 1的持分，仍以 1億 240萬元高價賣出。

這位「清朝人」生前大概作夢也沒想到，他的土地會這麼值

錢，如果活到現在，應該稱得上是「田僑仔」！

鐵腕執行  實現公平正義

▲ 108年 9月 5日民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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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腕執行  實現公平正義

里長伯被拘提  
糗大了！

里長伯，經濟條件不

錯，名下有多輛自用小客

車，卻積欠多年的牌照稅

及燃料費，故意不繳，累

積金額高達 10 多萬元，

本分署多次催繳，因里長

伯都置之不理，執行人員

於是到里長伯家，將他

「強制拘提」到分署。

里長伯被拘提到分署

時，剛好被一位眼尖來繳稅的里民瞧見，里民熱情問候 :「里長

伯，真嘟好，你也來分署喔 ?」「是啊 ! 你嘛知影，咱里長就是

做服務、做口碑！因有里民欠稅沒繳，請我來幫忙瞭解一下，我

來作選民服務啦，沒啥 !沒啥 !誠實納稅是國民應盡的義務，繳

清楚，沒欠稅，國家就會安定進步喔∼」里長心虛回答。

一進訊問室，行政執行官開門見山：「你身為里長，平時都

幫政府向里民宣導法令，教導里民遵守法律規定，履行國民應盡

納稅義務，你自己卻欠稅不繳，剛才竟然還能臉不紅氣不喘的對

里民，講出如此冠冕堂皇的話，你不覺得羞愧嗎？」里長頓時低

頭沈默不語，不稍一會兒，即拿起手機，找人來將全部欠款一次

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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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拒繳遺產稅       
扣押「2 億存款」進帳國庫

張姓老婦，生前疑是三重地區的「田僑仔」，名下擁有許

多筆價值不斐的房地產，106年間，突然過世，因遺產總值高達

20幾億元，被稅捐稽徵機關依法核課遺產稅 2億多元。但張婦

的子女，在母親過世後，竟無人願意出面繳納這筆遺產稅，稅捐

稽徵機關只能依法移送至本分署強制執行。

本分署受理這件鉅額遺產稅滯欠大戶執行事件，隨即展開調

查張婦所遺留全部遺產內容，發現張婦眾多遺產中，在某銀行活

期存款帳戶內，竟有一筆金額足夠清償這筆遺產稅額的鉅額存

款，在斟酌執行方法效益及比例原則之下，決定採取對該遺產存

款執行的方法進行。

執行人員立即親自持扣押、收取存款的「執行命令」到達銀

行，並請銀行以最急件方式，配合扣押執行。在銀行人員全力配

合下，這筆鉅額遺產稅，順利徵起，不僅實現公法債權，也為國

庫挹注 2億多元的稅捐進帳。

鐵腕執行  實現公平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