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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沿革

本分署成立至今已19年，較之其他行政機關動輒數十年而言，雖屬年

輕，然分署內執行人員逐漸世代交替，相關執行經驗、組織文化及制度思

維，如不及時記錄，日後資料散佚、人事異動，本分署相關歷史將難以傳

承。有鑑於此，爰收集與編撰史料及相關文章，以了解前輩創業維艱和組

織制度的沿革，俾能繼往開來。

民國（下同）42年5月15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6號解釋：「強

制執行法施行後，強制執行僅得由法院為之。行政官署依法科處之罰鍰，

除依法移送法院辦理外，不得逕就抗不繳納者之財產而為強制執行。司

法院院解字第3308號解釋，仍應適用。」43年6月14日釋字第35號解釋：

「對人民財產為強制執行，非有強制執行法第4條所列之執行名義，不得

為之。行政機關依法科處罰鍰之公文書，如法律定有送由法院強制執行或

得移送法院辦理者，自得認為同法第4條第6款所規定之執行名義，否則不

得逕據以為強制執行。」依據上開解釋，一切金錢給付義務（不限於罰

鍰）以法院為執行機關。

司法院於68年研擬，經行政、司法兩院會同簽報總統核備之「司法

院增設機構計劃要點」第2點規定，法務署掌理左列業務：（四）關於非

訟事件、財務案件之管理事項。「業務劃分原則」第3點規定，由法院裁

定及強制執行之財務案件，仍由法院管轄。說明：「依法律規定應由法院

裁定及強制執行之財務案件，依現行財務案件處理辦法，係由主管機關移

送法院裁定或強制執行，法院並得設財務法庭處理之，此等案件雖非訴訟

案件，惟既須由法院分別裁定及執行，自應仍由法院管轄，較為適當」。

「檢審分隸實施綱要」第貳點規定，法院行政之管理：四、司法院設法務

署，掌理各級法院之行政管理，其組織以法律定之。要點如左：（一）

法務署掌理左列事項：4.關於非訟事件，財物案件等之管理事項。說明：

法務署除掌理各級法院民刑審判行政外，法院處理少年案件、辦理非訟

事件、財務案件等之行政管理，亦由該署主管。69年6月29日總統公布之

成立與組織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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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司法院組織法第12條規

定「第一廳掌理左列事項：

二、關於財物案件之行政事

項。」。

行政院於43年10月2日
訂定發布「財務案件處理辦

法」，該辦法歷經49年5月14
日、61年10月12日2次修正，

於83年1月14日行政院令廢

止，財務案件處理辦法第4條
規定「本辦法所稱財務案件，指左列各款而言：一、依財務法規送由法院

裁定科以罰鍰或為沒入處分之案件。二、依財務法規送由法院限令繳納稅

款並加徵滯納金之案件」。行政機關之稅捐、罰鍰及規費等公法上金錢給

付義務，由各處分機關移送法院強制執行，地方法院設置「財務法庭執行

處」專責辦理財務案件。87年10月22日三讀通過，90年1月1日施行之行政

執行法，始將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收回由行政部門專設之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負責執行。

90年1月1日以前，行政機關對於義務人課以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處

分，義務人不履行時，都是向地方法院財務法庭（例如稅捐案件），或民

事執行處（例如罰鍰或勞健保案件）聲請強制執行。然因義務人滯欠公法

上金錢給付義務的案件量太多，而法院的核心業務為審判，因此，此類案

件執行效果有限。惟公權力的實踐，於義務人不主動履行時，如無強制執

行，則法律將形同具文，如何期待

民眾會自動自發的守法呢？準此，

法務部奉行政院指示，特於72年5
月1日延攬學者專家組成「行政執

行法研究修正委員會」，審慎研擬

修正行政執行法，並於79年10月將

本法重新修正草案陳報行政院核

轉立法院審議，復於87年11月11日

▲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及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交予板橋行政
執行處移交清冊

▲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行政執行處處長聯合
佈達典禮合影（89.12.29）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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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沿革

總統令修正公布。其修正重點之一即為「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

行」，在法務部之下設專責機關，由專責人員辦理之，藉以提升執行效

能。

依87年11月11日修正公布之行政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2項及第12條
規定，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者，由移送法院強制執行之制度，

改為移送法務部設置之行政執行署所屬各地行政執行處為專責機關，由行

政執行官等專業人士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統籌執行。此一修正，涉及司

法、行政體制之重大變革，自須依法儘速推動行政執行署及所屬各地行政

執行處之設置工作。法務部為配合本法之修正，即積極推動「法務部行政

執行署組織條例」及「行政執行處組織通則」之立法程序，並順利於88年
2月3日總統令制定公布。行政執行署遂於89年1月1日成立，行政執行處則

配合行政執行法之施行，於90年1月1日正式掛牌運作。

▲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板橋行政執行處90年1月1日正式掛牌運作 ▲  行政院函頒設置行政執行組織

法務部初步之規劃，於法務部下設行政執行署，並按各行政區域之

劃分、轄區範圍、地理環境及業務繁簡等因素，於行政執行署下，設置臺

北、板橋、桃園、新竹、臺中、彰化、嘉義、臺南、高雄、屏東、花蓮、

宜蘭等12行政執行處，並基於便民考量，於未設行政執行處之縣市，設置

一個行政執行官辦公室。嗣為因應北部地區移送執行案件量遽增，復於95
年1月1日於臺北地區成立士林行政執行處，並調整臺北、板橋及宜蘭等執

行處之轄區，以舒緩北部地區行政執行處之案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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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1月1日配合法務部及所屬機關之組

織調整，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各行政執行處

改制為各分署。板橋行政執行處更名為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轄區範圍包括新北市板

橋區、三重區、中和區、永和區、新莊區、土

城區、蘆洲區、樹林區、鶯歌區、三峽區、五

股區、泰山區、林口區等13個行政區，面積共

475.92平方公里，人口數約310萬人。

▲  101年1月1日組織改造更名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揭牌儀式及印信變更

▲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各行政
執行處成立簡介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16



機關沿革

職稱 任期 姓名 起訖日期 備註

處長 第一任 丁樹蘭 090.01.01-091.08.15

處長 第二任 李蕙如 091.08.16-091.11.14 代理處長職務

處長 第三任 丁樹蘭 091.11.15-094.08.24

處長 第四任 李清友 094.08.25-096.08.28

處長 第五任 劉清景 096.08.29-096.11.08

處長 第六任 羅正平 096.11.09-097.02.20 代理處長職務

處長 第七任 林圳義 097.02.21-098.09.02

處長 第八任 曾瑞慶 098.09.03-099.08.31

處長 第九任 陳盈錦 099.09.01-100.12.31

分署長 第一任 陳盈錦 101.01.01-105.08.31 組織改造更名

分署長 第二任 李吉祥 105.09.01-106.09.06

分署長 第三任 毛有增 106.09.07-107.07.08

分署長 第四任 王金豐 107.07.09-107.09.25 代理分署長職務

分署長 第五任 楊秀琴 107.09.26-迄今

歷任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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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稱 姓名 起訖日期 備註

執行科

主任行政執行官 李蕙如 091.08.16-091.11.15 代理處長職務

主任行政執行官 葉自強 098.07.13-099.09.01
主任行政執行官 賴明秀 100.02.11-103.01.05
主任行政執行官 施淑琴 103.01.06-迄今

主任行政執行官 王金豐 104.12.01-迄今

簡任行政執行官 賴明秀 106.06.28-108.01.01
簡任行政執行官 李元康 108.01.10-迄今

行政執行官 林俊旭 090.01.01-091.01.30
行政執行官 林品元 090.01.01-094.01.10
行政執行官 王金豐 090.01.30-098.11.26
行政執行官 陳碧嬌 091.01.30-095.01.10
行政執行官 李幼琳 091.01.30-099.03.01
行政執行官 蔡基文 091.01.30-103.01.05
行政執行官 謝和金 093.02.16-095.01.10
行政執行官 賴淑櫻 093.03.01-103.03.03
行政執行官 施淑琴 094.01.10-100.12.25
行政執行官 林靜怡 095.01.10-100.03.03
行政執行官 陳志豪 099.03.01-102.07.31
行政執行官 姜誌璿 099.03.03-迄今

行政執行官 盧秀虹 099.03.03-迄今

行政執行官 黃有文 100.03.04-105.06.30
行政執行官 郭鍵融 101.03.02-106.08.27

行政執行官 韓鐘達 102.08.01-迄今
106.06.20

借調法務部辦事

行政執行官 姜育菁 103.03.04-迄今
107.06.06-
110.01.24　

育嬰留職停薪

行政執行官 林家禾 104.03.10-108.01.31
行政執行官 黃鈴雅 107.01.01-迄今

行政執行官 許湘寧 108.02.01-迄今

歷任各單位主管及行政執行官一覽表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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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稱 姓名 起訖日期 備註

秘書室

秘書 許博彥 090.01.01-093.02.20
秘書 張聰誠 093.04.19-098.07.01

秘書 薛家麟 098.09.22-102.04.15 101.01.01
改制為主任

主任 廖文極 102.05.23-迄今

人事室

主任 王玲立 090.01.01-092.03.01
主任 林良財 092.03.01-094.03.03
主任 鄒寶珠 094.03.03-096.12.03
主任 宗秀英 096.12.03-099.06.02
主任 蕭裕隆 099.07.30-103.06.24
主任 張秀芬 103.06.25-108.03.14
主任 劉士偉 108.04.01-迄今

政風室

主任 李正雄 090.01.01-092.04.01
主任 洪信曾 092.05.19-093.06.23
主任 陳雯華 093.07.07-097.07.23
主任 劉銘川 097.07.25-098.12.03
主任 鄭其昀 099.01.25-100.08.23
主任 陳依芸 100.12.30-102.01.29
主任 林秀芬 102.03.25-106.02.20
主任 莊婉儀 106.02.21-迄今

會計室

會計主任 黃壽源 090.01.01-093.05.06
會計主任 余貴珠 093.06.21-097.11.20
會計主任 高卉幼 097.11.20-100.09.07
會計主任 林清霞 100.10.19-101.08.06

主任 張瓅 101.08.07-105.03.31 102.01.01
改制為主任

主任 游玲巧 105.04.01-105.06.27
主任 王廉義 105.06.28-迄今

統計室

統計主任 潘玲雅 090.01.01-092.08.04
統計主任 古秀梅 092.08.05-099.11.21

主任 徐晴燕 099.11.30-104.10.29 102.01.01
改制為主任

主任 何鳳苓 104.11.17-108.10.21
主任 林在一 108.10.22-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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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署90年1月1日成立，向國泰人壽不動產事業部板橋大樓承租新北

市板橋區（原臺北縣板橋市）三民路1段216號9至11樓，作為辦公廳舍之

用，共1,234.4坪，年租金新臺幣（下同）1,423萬4,300元。

▲第一階段-成立於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辦公廳舍

95年基於業務擴增之需及有感辦公廳舍空間之不足，遂於同年1月26
日陳報辦公廳舍搬遷計畫，3月17日奉法務部核示同意辦理。另為提供民

眾洽公之便利及撙節經費，最後於11月13日向新北市政府承租原臺北縣稅

捐處約40年之舊建築（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18號），共1,500坪，年租

金400萬元。

▲第二階段-搬遷至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辦公廳舍

辦公廳舍自有化歷程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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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署為達成辦公廳舍之自有化，積極尋覓機關用地，原有以下3個
方案進行，方案一：研議文化路所租用之廳舍作為本分署自有辦公廳舍。

方案二：爭取進駐新北市新莊副都心中央合署辦公大樓。方案三：爭取中

和區安邦段231地號等7筆土地分配辦公廳舍用地案。三個方案中因方案一

該區域新北市政府曾爭取都市計畫更新，未獲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查通過，

致未能續談合併興建大樓或價購條件。方案三因該計畫案尚在進行用地地

目變更，且尚需編列土地徵收等費用，完工期程變數多，故法務部於99年
4月7日同意停止推動。

最終，以方案二最為具體，且本分署於102年4月18日經行政院核定納

入進駐機關，本案共分南北2棟，總樓層為18層樓，計有13個機關進駐，

102年12月30日搬遷至現址，進駐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北棟11至13層
樓，分配面積2,176.79坪，終達成辦公廳舍自有化之目標。

▲ 現階段-進駐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達成辦公廳舍自有化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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