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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科／行政執行官　盧秀虹

太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

研科技）為「太平洋電線電纜股份

有限公司」旗下100％持股子公司，

從事網路、通訊、進出口貿易等事

業，於88年、89年間公司分別銷售衛

星接收器製成品，故意申報為免稅

貨物，經移送機關財政部北區國稅

局板橋分局裁處補徵貨物稅併課罰

鍰，合計新臺幣（下同）1億2,687萬餘元，嗣移

送本分署執行，為列管之滯欠大戶。

經承辦行政執行官調查，當時太研科技董事長孫道存為規避稅捐繳納

及執行，於91年初迅速結束公司營業，並展開一連串處分公司資產動作，

除賤價出售公司所有不動產、生產機械設備外，又惡意承擔呆帳1,200萬
元，密集匯出公司存款1億7,000萬餘元，除讓太研科技資產，一夕間化為

烏有外，期間孫道存以「我不知道」、「已辭任董事長」、「這是公司欠

稅」，分文拒繳，且公司已無可供執行之財產，亦無其他方法促使履行義

務，非管收孫道存已不能達執行目的，行政執行官依法積極蒐集之相關事

證，於105年7月26日訊問孫道存後，認孫道存有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6項
第1款、第3款之「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就應供強制執行

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等管收事由，於當日即依法向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聲請管收孫道存。

管收庭中，孫道存聲淚俱下，一再表示根本不知道公司當時業務、財

務狀況，更不知道有逃漏稅情事，當時都是由公司總經理在管理云云；由

於案件複雜且係社會矚目案件，法官裁定擇期續行審理，詎孫道存離開法

管收孫道存 2個小時內繳清1.2億餘元欠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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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打滯欠大戶　落實社會正義

庭後，該晚隨即被某媒體拍到請司機開

進口跑車逛百貨，開心吃冰淇淋聊天逛

街，最後與妻回東區某豪宅之畫面，顯

見其對於脫產行為，毫無反省之心。執

行過程中，承辦行政執行官密切與移送

機關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板橋分局聯絡，

多次至移送機關閱覽相關卷宗，與承辦

人員討論案情，還原88年、89年間公司

銷售貨物、逃漏貨物稅之原貌。更就公

司過去之財產、複雜關係企業間資金網

絡，逐筆清查過濾蒐證，最終向法院提

出管收聲請書狀共有630餘頁卷證資料

及63件證物，於第2次開庭時，再提出

130餘頁卷證，15件證物，務必使法官

產生堅定心證。事前本分署對於孫道存律師團所提出之答辯與疑問，組成

「行政執行官團」沙盤推演，事前模擬，積極準備資料展開攻防，於開庭

程序中，本分署行政執行團隊針對問題輪番應戰，終於說服法官裁定准予

管收，孫道存並於收受法院管收票後2個小時內，繳清全數欠款1.2億元，

創造全國因管收案件而徵起金額最高、繳納金額最高紀錄。本案獲得各媒

體以日報頭版正面報導，民眾迴響熱烈，肯定本分署認真積極辦理社會矚

目之滯欠大戶案件，並創新辦案技能，使國家債權終獲實現。

▲  孫道存被裁准管收後與執行人員一同
步出法院

47



執行科／行政執行官　盧秀虹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更名前為臺灣彰化地

方法院檢察署）偵辦前彰化縣長卓伯源胞弟卓

伯仲涉及彰化縣環保袋採購弊案，發現潘姓

負責人以振大興業有限公司、吉宏瓷器有限

公司兩家公司名義承包縣府瓷碗組政府採購

招標案，經檢方前往工廠搜索，發現公司於

100、101年度進口貨物涉有短報完稅價格之

情事，遂通報財政部關務署稽核，財政部關

務署基隆關查獲義務人自行登載之進退貨明細表

單價和數量與報關時繳驗之發票有異，有繳驗不實發

票、虛報進口貨物價值、數量等違章情事，逃漏進口稅費，依法追繳進口

稅費並依海關緝私條例課處罰鍰，另補課徵101年度營業稅、營利事業所

得稅等，共計新臺幣（下同）3,000萬餘元，嗣移送本分署執行。

承辦行政執行官除向法院調閱貪汙案件及違反稅捐稽徵法所有卷宗

瞭解案情外（有關潘姓負責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部分，業經判決確

定），並與移送機關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承辦人聯絡，意外發現潘姓負責

人於基隆關有製作筆錄，除對於欠稅及罰鍰認諾外，並表示願意繳清欠

款，然承辦行政執行官由財產目錄、不動產異動索引、銀行存款交易資

料、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汽車過戶登記等資料調查發現，潘姓負責人於

基隆關認諾逃漏稅後，即將公司頂讓給人頭負責人，再把名下價值7,800萬
元的房子、2,667萬元存款、車輛都脫手移轉，逃避繳稅義務，另和兒子成

立新公司繼續賣瓷器。因潘姓負責人隱匿、處分公司資產事證明確，待承

辦行政執行官蒐集相關具體事證後，即於106年7月12日向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聲請管收獲准。

承辦行政執行官依職權調查潘姓負責人之資產，發現潘姓負責人有多

筆不動產及鉅額存款，身價上億，顯能清償國家欠稅。提詢期間，承辦行

政執行官以一個幫助者角色，與潘姓負責人討論如何解決欠款；潘姓負責

人感受到行政執行官的善意，願意信任執行機關可以幫助他面對問題，更

放開心胸娓娓道來，從16歲到臺北打拼的經過，分享3個孩子的成長，甚

至未來人生願景、規劃，最終願意繳清全數3,000萬餘元欠稅，使案件能圓

滿、順利落幕，雙方均得到滿意結果，共創三贏局面。

身價上億元竟逃漏稅　鶯歌陶瓷大王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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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科／行政執行官　盧秀虹

中台製酒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中台製

酒公司）於98年4月至

100年6月間，未依規定

辦理菸酒稅產品登記，

擅自產製應稅酒品6萬
9,000公升，逃漏菸酒

稅。嗣經法務部調查局

臺南市調查處於100年
8月間查獲，移由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板橋分局，補徵98年度至100年度營業

稅、營利事業所得稅，並處以2倍罰鍰，金額合計新臺幣（下同）2,542萬
餘元，嗣移送本分署執行。

經承辦行政執行官調查發現，陳姓負責人雖從未於公司登記事項卡中

登記為公司負責人或董事，然依相關具體事證顯示，其實際掌控公司，為

對公司具有實質影響力之人，其以每月1萬元價格，僱用人頭負責人充當

中台製酒公司之名義負責人，以葡萄濃縮汁、己二烯酸鉀（防腐劑）、酒

石酸（穩定劑）及製酒用香精等化學材料，合成葡萄酒，產製應稅酒品8
萬2,000餘瓶，並私製標籤，偽以澳洲進口酒名義，由第三人公司在全聯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等地寄賣，銷售予不特定之消費者，不法所得逾1,339萬
元。

本件陳姓負責人犯有詐欺等刑事案件部分，業經法院判決確定，陳姓

負責人雖對犯行坦承不諱，並被判刑6個月（得易科罰金），事後並繳交

了罰金18萬元，及賠償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58萬元，但卻不肯繳交被

製造假酒賺取不法收益

省諮議會前諮議員遭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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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決追徵之不法獲利1,080萬元，及中台製酒公司所欠之稅捐與罰鍰，

反而於事發後陸續處分公司資產，將價值358萬餘元的生財器具，以不

到30萬元價格賤賣，又提領公司銀行存款近120萬元，最後並任由公司倒

閉，對於所欠稅金及追徵金卻完全置之不理，惡性可謂重大。

行政執行官於107年8月23日上午通知陳姓負責人到場，其對於處分

公司資產及領取存款等情均坦承不諱，惟對於資金流向辯稱「忘記了」、

「公司倒了，自己沒有能力處理」，顯係推諉之詞。因陳姓負責人拒絕

繳納，本分署當日乃以其有「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

事」，及「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等事由，向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聲請管收獲准，為國內首宗對於從未於公司登記事項卡中登記為負責人

或董事之公司實際負責人管收獲准之案例。

管收期間，陳姓負責人仍拒絕繳納欠款，委任律師提起抗告，期間承

辦行政執行官積極提詢陳姓負責人，力勸繳稅，終於陳姓負責人於管收近

2個月後，願意提供擔保，繳納480萬元，其餘辦理分期繳清欠稅，目前遵

期繳款中。

▲  圖／取自免費圖庫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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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科／行政執行官　盧秀虹

周姓義務人於95至100年間擔任某纖

維公司金牌業務員期間，涉嫌欺瞞公司

與客戶，虛構該公司須補列呆帳、彌補

虧損等事由，要求客戶另行支付買賣價

金之外的款項，卻將該款項存入自己或親戚的帳戶據為己有，不法獲利逾

新臺幣（下同）7,900萬元。案經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三重稽徵所（下稱移送

機關）查獲，核定補徵周男95至100年各年度之綜合所得稅併課罰鍰，共

3,844萬餘元。周男於東窗事發後，不但不思繳稅，反而利用稅單送達前的

空檔，將名下2筆位於新北市三重區價值合計3,560萬元的不動產出售，還

領光銀行存款1,326萬元，並有多筆於旅行社、機場免稅店、百貨公司、酒

店、飯店、高檔餐廳及汽車旅館之信用卡消費記錄；且自95年1月起至104
年5月移送機關將案件移送本分署執行前，有高達106次的入出境紀錄，周

男還承認，事發前幾乎每個月都會去澳門賭博，卻分毫稅金都不繳！甚至

於本分署訊問時，竟大言不慚地說：「為避免國稅局馬上凍住我的銀行帳

戶及財產，所以能搬多少錢就盡量搬」，惡性可謂重大！

承辦行政執行官於107年7月17日通知周男到案，周男對於其處分不

動產及領光存款等情均坦承不諱，惟辯稱大部分的錢是拿去還賭債，共欠

多少賭債他不知道，債權人住址、聯絡方式也都不清楚云云，顯係推諉之

詞。因周男拒絕繳納，本分署當日依法以其有「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

隱匿或處分之情事」，及「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等事由，向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聲請管收，法官於7月17日下午5時許裁准管收後，周男

仍不肯繳納，本分署隨即將其送至看守

所附設管收所執行管收；1個多月後，

周男先行繳納800萬元，其餘由第三人

提供不動產作擔保辦理分期，目前遵期

繳款中。

澳門豪賭滯欠大戶被禁奢管收

51



執行科／行政執行官　盧秀虹

知名早餐店呷尚寶有

限公司是一家提供中西式

早餐原料（譬如漢堡肉、

雞腿排、蘿蔔糕等）予下

游加盟店之公司，當時營

運規模全國擁有300家加盟

店、10家直營店，在坊間

是非常有名的早餐店，然

由於加盟店是小額營業人

免開統一發票，呷尚寶有限公司之王姓負責人便利用此機會漏報銷售額，

並將發票賣予其他公司賺取獲利，如此僥倖的心態，被匿名檢舉，由法務

部調查局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組（下稱北機組）於98年開始展開調查，王姓

負責人於當時接受北機組詢問時坦承自94年至97年短漏開統一發票並漏報

銷售額高達新臺幣（下同）3億6,500萬餘元，並承諾願意補繳逃漏之稅捐

及罰鍰。

嗣移送機關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板橋分局以呷尚寶有限公司滯納94年度

至98年度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罰鍰，金額高達9,400萬餘元，在100
年1月起，陸續送達裁處書，將案件移送至本分署執行，然依財產清冊所

示，義務人呷尚寶有限公司已毫無可供執行之財產，王姓負責人亦早已將

呷尚寶有限公司移轉給專門承接欠稅公司牟利之張小姐，再由張小姐選任

清算人給一個前科累累、長期在監，出監後也行蹤不明的「職業負責人」

承接，接著，呷尚寶有限公司短短半年內為解散登記，並清算完結，毫無

可供執行之財產。

經調查，王姓負責人98年接受北機組詢問回去後，隨即以配偶名義，

設立新公司，並就欠稅之呷尚寶有限公司減資3,500萬元，將減資之資金匯

知名早餐店欠稅近1億  管收1天就繳清

鐵腕與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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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王姓負責人及其他股東個人帳戶，再將資金轉入新設立之公司帳戶，對

於公司位於新北市土城區五筆不動產（呷尚寶有限公司生產、包裝原料之

廠房）、將早餐原料運往全國之運輸設備、生產工具等，價值5,800萬餘

元，亦均移轉予新設立之公司，另調閱銀行交易明細、洗錢防制處之大額

通貨交易資料，發現於移轉公司經營權前，王姓負責人陸續提領公司現金

共計高達1,300萬餘元，該資金流向及用途，王姓負責人無法提出說明。

王姓負責人至本分署接受詢問時，坦承移轉公司所有財產予新設立公

司，但稱「是因為命理老師說呷尚寶有限公司筆劃不好帶兇，後來改開新

公司…因為命理老師說我當時運勢不好，所以改用老婆的名字開，老師說

幫夫…」然縱命理老師認為呷尚寶有限公司名字帶兇，僅需向新北市政府

申請變更公司名稱及公司組織即可，此為社會一般人會做的行為，王姓負

責人竟大動作為處分公司財產行為，其行為顯有違經驗法則與常理。

再者，王姓負責人稱全部帳冊資料，都全部交給了張小姐了，對於公

司資金流向無法提出說明，推託只能依營運常規作說明，然卻無法提出將

公司所有帳冊資料移交予張小姐之具體證明、亦無法具體說明是依什麼營

運常規，從常理而言，王姓負責人更不可能把公司所有公司上游廠商、經

銷網絡、加盟店資料、公司帳冊、銀行存摺交給一個僅見過一兩次面的陌

生人張小姐，更何況是一個年營業額可逾7,000萬餘元，並且平時有專業律

師、會計師、記帳士擔任法律、會計顧問的王姓負責人！

王姓負責人對於應納的國家鉅額稅捐及罰鍰，一路作假規避，分文拒

繳，本件已無全數徵起之可能，非管收王姓負責人已不能達執行目的，本

分署依調查所得事證認定其顯有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6項第1款「顯有履行

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第3款「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

之情事」，及第4款「已發現義務人之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於審酌

義務人整體收入、財產狀況及工作能力，認有履行義務之可能，別無其他

執行方法，而拒絕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虛偽之報告」等事由，依法向臺灣

新北地方法院聲請管收，經3個多小時的言詞辯論，承辦法官裁示准予管

收王姓負責人，翌日，王姓負責人在2位律師陪同在場下，繳清全數欠稅

及罰鍰，終使國家債權獲得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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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林姓醫生為某醫院前負責人，具有美國博士學位，專長是治療

新陳代謝症候群，並曾擔任某醫學院副教授，在多家醫療院所執業，其因

滯納94年度至96年度綜合所得稅，合計新臺幣（下同）1,379萬餘元，經移

送機關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於100年間陸續移送至本分署執行。

經調查，林姓醫生為規避執行，除將戶籍地遷至昔日設立之公司登記

地外（已廢止登記），行政公文縱使寄到實際住居地，其亦請大樓管理員

拒收、退件處理；且依銀行存款交易明細等資料發現，林姓醫生多次匯入

巨款予其配偶、子女，金額近4,000萬元，其未成年子女期間分別獲贈豪

宅，實有請林姓醫生到場報告財產狀況及資金流向之必要，故本分署向法

院聲請拘票。

執行拘提當日，承辦行政執行官與執行人員天未亮即至本分署集合，

至林姓醫生實際居住之豪宅時已天亮，上午7點15分經由大樓管理員撥電

話至林姓醫生住所，確認林姓醫生親自接電話後，行政執行官接過大樓管

理員電話，表明身分，並詢問是否為林姓醫生本人，林姓醫生馬上反稱

「他不在！」隨即掛斷電話，所有執行人員立即搭電梯趕到林姓醫生居住

之2樓，經出示拘票，家屬仍拒絕開門，遂聯絡管區員警協助，惟發現林

姓醫生早已逃逸，機靈的執行人員提出「守株待兔」的主意，故決定把人

員分成二組，一組調守豪宅大廳，防止義務人離開，一組隱匿於義務人家

門口樓梯間，製造執行人員已撤離假象，不久於上午8點40分，林姓醫生

穿著紅色內褲打赤膊從樓梯間出現，當場被執行人員拘獲。

經過訊問後，本分署依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6項第1款至第4款「顯有

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顯有逃匿之虞、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

匿或處分之情事、已發現之義務人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於審酌義務

人整體收入、財產狀況及工作能力，認有履行義務之可能，別無其他執行

方法」等事由，24小時內將案件順利送交法院，但是法院駁回了管收聲

欠稅千萬元卻拒繳　林姓醫師落跑被管收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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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讓林姓醫生狂傲地自由走出法庭。其實這個案子已經籌備了幾個月，

本案承辦行政執行官在法庭上第1次遭遇這種挫折，相較於以往執行案件

的無往不利，頓時忍不住委屈沉默地掉下眼淚。後來案件經過抗告，順利

獲得高等法院及地方法院法官的支持，裁准管收林姓醫生。

但是林姓醫生並未因受管收而願意履行其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

執行官於管收期間密集提詢林姓醫生十幾次，林姓醫生仍堅不繳納欠稅，

一副「再關也無妨」模樣，表示：「錢都花光了」、「還我欠親戚朋友的

債」、「但是都是親戚朋友，所以也不會有借據，無法證明」云云，在管

收所期間，甚至還規勸其他被管收人：「不要繳，管收期滿出來就沒事

了」，行政執行官持續抽絲剝繭，繼續調查新事證，準備跟擁有雙Dr（醫

生、醫學博士）身分的聰明義務人來場心理戰！

待管收期滿釋放林姓醫生隔日，通知林姓醫生到場，以林姓醫生管收

期間向家人交代資金藏匿之處所、如何隱匿資金，及林姓醫生將醫院其他

醫師交付給他要繳納稅款之資金直接用來繳納子女的房貸等新事證，一一

向林姓醫生攤牌，用證據、邏輯突破林姓醫生的推諉，問得林姓醫生說詞

矛盾、氣惱咆哮，也埋下可能再管收的恐懼。又隔日，續行訊問過程中，

林姓醫生的語氣及微抖的手，像線索洩漏了林姓醫生的底線，林姓醫生深

怕再被管收，於2週內全數欠稅繳清，總算順利徵起國家稅捐。

55



執行科／行政執行官　盧秀虹

本分署詢問室裡，律師大聲叫囂：「你們就是違法執行！我們是公司

前任負責人，我們有收到你們的公文嗎？我們怎麼知道有欠稅？憑什麼叫

我們來問話？你們分署長叫什麼名字？我會請某立法委員打電話給你們分

署長，我們一定要告你們，我們要申請國家賠償！」

義務人為某知名不動產仲介直營加盟店，從事不動產仲介經紀事業，

因滯納99年度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罰鍰，合計近新臺幣（下同）

500萬元，經調查藍姓公司負責人及其友人連續設立多家「資本額100萬元

之1人公司」，從事之房屋買賣仲介，當年度每家公司銷售金額各高達1千
萬餘元，竟利用稅捐機關實際查核至裁處核課稅捐、移送執行前之空窗

期，處分公司資產，變更公司負責人為行蹤不明、顯無資力之「幽靈人頭

負責人」，隨後辦理解散登記，於原地同一營業場所，以同樣辦公人力、

設備，另立新公司，如此有計畫、循環性規避後續執行，造成於執行階段

無法徵起之現象（於執行實務，遇此類案件，財產清冊內定空無資產，公

文以公司及負責人遷徙不明、查無此人退件，但調閱公司變更登記事項

卡、銀行存款交易明細、印鑑證明、大額通貨交易紀錄、營利事業關係人

等資料，可窺知計畫性逃漏稅捐、規避執行之原形）。

猶記得，法院管收庭，原本在執行分署打扮貴氣、氣勢凌人的藍姓負

責人，特意穿著破舊居家運動服，含淚營造單親、無辜「被害人」形象，

加上其律師繼續激動叫囂：「執行署是違法執行！我們是公司前任負責

人，我們有收到稅捐機關裁處書嗎？我們怎麼知道會有欠稅？執行署憑什

麼聲請管收？」事實上，本分署除了詳細調查本案並提出具體事證外，業

已多次於藍姓負責人接受詢問時告知其係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發生時之負

責人，依據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5條、所得稅法第71條規定，負

有申報及繳納稅捐之義務，勸諭其繳納欠稅，藍姓負責人怎會不知其應負

賓士車裡的500萬元現金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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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法上義務？！當時亦很擔心法庭上藍姓負責人刻意營造之受害者的形

象，影響法官之心證，幸好，氣定神閒的法官當庭裁示，依據行政執行法

第17條第6項第1款、第3款、行政執行法第26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25條第3
項規定，以公司前負責人「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就應供

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等事由，裁定准予管收！

聽到法官裁定管收後，藍姓負責人馬上打電話連絡一直守候在法庭外

的賓士車司機，看著司機提著一袋現金出現，以點鈔機繳清全數欠稅，這

一幕充滿戲劇化，卻在法庭上真實呈現…後續本分署這幾年，尚未再發現

這位藍姓負責人以相同手法逃漏稅捐。

行政執行是什麼？依官方語言簡單而言，是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強

制執行；用另一個角度，執行，也是落實法律正義的最後一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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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科／行政執行官　黃鈴雅

義務人溫男在87年7月1日至91年6月30日
間，因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而批售自製肉

羹，逃漏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經法務

部調查局查獲後，通報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經國稅局調查後，認定義務人漏報銷售額高

達新臺幣（下同）1億6,647萬餘元，開單補課

87年度營業稅、罰鍰，及87至91年之營利事業所

得稅，合計約2,030萬元。稅單於94年9月以後陸續送

達溫男，但溫男只繳清了87年度營業稅及87、8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共

841萬餘元，對於其他稅單則申請復查、訴願及提起行政訴訟，並在法院

審理中，短期間內將名下位於臺北市萬華區的三戶房屋，以2,350萬元的價

格出售給第三人。另將名下某加油站的股份以80萬元賣給自己的兄弟，又

向人壽公司以保單質借200萬8,000元，及賣掉原本持有的債券得款1,027萬
餘元，銀行存款260萬元也提領一空，合計隱匿處分資產逾3,917萬元。溫

男等資產都處分完畢後，才於96年6月20日在法庭上與國稅局達成和解，

但對於87年度營業稅罰鍰及89至91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合計約1,189萬
元，卻還是不願繳納。案件移送本分署強制執行後，扣押存款及保險金、

拍賣股票及不動產等，共獲償56萬3,090元，但溫男不僅居無定所，還7度
遷移戶籍，為了逃避執行、隱匿行蹤，耗費心思。

脫產的事證明確，證據都已備齊，現在就缺主角上場了，從96年後溫

男7次遷移戶籍，不見蹤影，也沒有來報告過，找人是件大工程啊！行政

執行官審閱著96年的卷宗，將可能有地址的資料，都調來比對，終於掌握

可能的居所及可能出現的地點，趕緊發函通知溫男報告財產狀況，同時到

溫男可能出現的地點蹲點監看，好知悉溫男的長相和身體狀況，以應付日

後強制處分時，可能突發的狀況，但隨著時間的經過，溫男終究是沒有出

現。這次不出現，不代表下次不會出現，不放棄任何希望，再命他履行義

肉羹大戶管收　千萬稅金繳清

鐵腕與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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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或提供擔保，溫男均置之不理，隨即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聲請了拘票，

在107年9月18日到居所去找人，正準備按門鈴時，馬路那頭卻傳來找到人

了，看起來很像，但那人說是義務人的雙胞胎弟弟，堅持不說明義務人的

所在，也沒有攜帶身分證，按捺指紋後，經過警察局初步比對，無法判

定，再緊急送到臺北市刑事警察局指紋辨識系統確認，確實不是義務人，

在警察局折騰一上午，拘提行動宣告失敗，看來以後義務人會更有戒心

了。不能也不願放棄，程序還是一步步踐行，通知溫男報告、命溫男履行

義務或提供擔保的通知，均有送達到，卻仍舊沒有任何回應，再一次向法

院聲請拘票，預備好下一次行動的令狀。108年4月15日再一次的拘提，不

抱期望地等待著，辦公室電話突然響起，忐忑接起，那頭傳來書記官的聲

音「拘提到義務人了」，終於主角上場了。

面對行政執行官的詢問，

溫男對於財產處分後資金流

向，多以還給民間債權人來搪

塞，卻有部分不動產出賣後，

被行政執行官查出仍是由其兒

子在使用，甚至後來由兒子再

買回等等，而其財產處分後所

得已逾3,917萬元，又提不出

清償方案，詢問完畢，當天送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聲請管收。法院認溫男確有脫產事證，當日裁定准予管

收，本分署隨即將溫男送管收所。

4月17日在前往管收所借詢溫男途中，電話那頭傳來助理的聲音「義

務人的小兒子要來瞭解狀況」，交待同仁請其先向國稅局詢問，並請其等

待執行人員返回再當面洽談，但回到辦公室，人卻已離開。隔日、再隔

日，溫男小兒子幾乎每天來詢問分期的事情、述說自己的困境，書記官、

行政執行官耐心勸說，提供可能的籌措來源，並請其再跟哥哥們一起討

論、分擔。終於4月23日，在義務人兒子們的努力之下，籌措到足額欠稅

款，繳清了，溫男當天也獲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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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科／行政執行官　許湘寧

每個執行官心中最掛念的，莫過於是還在執行中的滯欠大戶案件，而

滯欠大戶中最可怕的，莫過於是經過數十年、數十人都還未能結案的「財

稅舊案」了，黃姓義務人的遺產稅案件就是其中一例。

黃姓義務人的遺產稅案件自行政執行機關成立前，即由法院財務法庭

執行中，然而遺產稅案件的特色，時常是人早已作古，徒留財產，而最讓

人痛苦的，莫過於數十年前核定的財產價值，到執行時早已是賣不出去、

乏人問津的爛土爛地，抑或是早年價值連城的股票，現在早已是廢紙一

張，面對巨額的遺產稅舊案，翻開卷宗都是唏噓。

黃姓義務人的遺產稅案件滯納高達近新臺幣（下同）9,000萬餘元，其

中雖有不動產可供執行，然而不動產拍定之價格與滯納金額相比，簡直連

塞牙縫都不夠，加上繼承人行蹤不明，本案持續執行將近16年，窮盡一切

的調查及拍定全部不動產，待執行金額仍然高達7,000萬餘元，對於接手的

執行官而言，可謂是個找不到人、找不到錢的完全「死案」。

然而，本分署承辦行政執行官及移送機關的承辦人並不因而放棄，透

過查找早年繼承人申請實物抵繳的相關案卷，移送機關承辦人發現原來義

務人其中一位繼承人曾經因辦理不動產實物抵繳的土地增值稅爭議，與新

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間有退稅的行政訴訟正在進行，如繼承人勝訴，則本

案將可透過執行該筆退稅款徵起高達4,000萬餘元的稅額，承辦人乃隨即通

報本案承辦的書記官及行政執行官，透過長達2年的密切追蹤，在繼承人

確定勝訴後，由本分署居中協調，迅速由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將退稅款

交由移送機關辦理抵欠。

積極聯繫 永不放棄─

滯欠大戶的死案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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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案件已經成功徵起一半，然而剩餘的罰鍰部分仍然高達近4,000萬
元，經過承辦行政執行官研究相關稅法核課規定後，發現實際上義務人尚

欠罰鍰係屬於「遺產稅加計罰鍰總額，超過『遺產總額』部分」，應予註

銷，乃積極與移送機關承辦人研商註銷可行性，終於本案移送本分署執行

18年後順利將剩餘罰鍰部分辦理註銷，全案至此完全徵起。

行政執行機關執掌公法上各類給付義務執行作業，然而時常有許多部

分需要國稅局等「戰友」們的協助，才能將困難的案件完美徵起―不論是

通報義務人財產異常變動情形、協查義務人資金狀況，抑或是辦理不動產

承受作業、或是查報即時停車資訊，執行過程中，實在無法由執行機關單

打獨鬥。本件黃姓義務人的案例，即是透過移送機關對於義務人稅捐訴訟

資訊的掌握與快速聯繫，配合執行機關的積極執行，讓一件原本已經要核

發憑證的案件成功起死回生，未來本分署也會持續與移送機關保持良好互

動，期能屢創奇蹟！

TEAM WORK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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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打滯欠大戶　落實社會正義

執行科／行政執行官　李元康

牧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牧泉公司）為全國知名之「嘉南羊乳」

於新北地區之經銷商，因長年漏開發票給消費者，於102年間被離職員工

檢舉。經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調查屬實，負責人應○貴及其配偶彭○燕（牧

泉公司董事）亦承認逃漏稅後，竟不思誠實繳稅，反在國稅局約談後，

與彭○燕的嬸嬸蔡○琴共謀，於102年11月間將公司的負責人變更為蔡○

琴，且在半年後將公司結束營運，再由彭○燕之子另設新公司，原牧泉公

司的員工則轉到新公司上班，繼續從事羊乳經銷業務。而蔡○琴則將牧泉

公司清算後本該用來清償欠稅的賸餘財產，約新臺幣（下同）500萬元分

配給包括自己在內的股東。

牧泉公司應繳納之98年至101年度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罰鍰，

逾繳納期間仍未繳納，國稅局遂於104年間起陸續將移送本分署強制執

行。經本分署調查發現牧泉公司及其關係企業的實際負責人即為應○貴及

其配偶彭○燕，而彭○燕則為掌控財務之人。依國稅局所提供之資料顯

示，牧泉公司及其關係企業，於98年至101年間每年都有2、3千萬元的純

益。98年至103年間公司銷售羊奶之收入，不但有8,000多萬元流入應○貴

及彭○燕夫妻個人帳戶，更有3,000多萬元流向不明，其等名下且有包括板

橋區之新板特區「橋○社區大樓」、府中地區「站前凱○大樓」、僑中三

街房屋數筆；在98年至106年1月間之外匯收入及支出交易總額，合計分別

逾935萬美元、2,452萬美元；且彭○燕擁有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21
筆保單，101年全年所繳納之保險費，竟高達5,700萬餘元。

本分署依據上開調查所得資料，認應○貴、彭○燕及蔡○琴等人有隱

匿、處分公司資產之情事，且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但因應○貴

於事發後已潛逃出境，本分署遂命彭○燕及蔡○琴就上開資金流向提出說

明，並勸諭其清繳稅款，否則極可能影響企業形象、市占率，甚至經銷代

理權；不料該2人不僅說詞前後不一、避重就輕，也無法就其等所言提出

嘉南羊乳經銷商　管收後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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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證，並拒絕繳清欠稅或提供相當擔保。本分署乃於106年8月3日下

午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聲請管收並獲准，當晚即將2人送至管收所管收。

承辦行政執行官於管收期間數度提詢彭、蔡2人，在不斷詳實地為其

等剖析利弊得失及漫長的溝通、勸諭後，彭○燕終於在同年9月29日提詢

時，同意以其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險契約解約金擔保繳清欠款，

本分署即以本件義務之履行已提供確實擔保為由，於當日釋放2位被管收

人。

本分署為確保保險契約解約金得順利清償欠稅，除於106年9月29日即

核發執行命令扣押該解約金債權外，復於彭○燕辦理解約手續後，隨即核

發收取命令，嗣彭○燕於106年10月12日將解約金款項匯入本分署帳戶，

本件滯納金額完全清償。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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