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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執行案例

執行科／主任行政執行官　施淑琴

壹、前言

行政執行機關成立迄今，即將屆滿20
年，執行績效總金額，已突破新臺幣（下

同）5,500億元，亮麗的執行成效，及機

關存在的價值，近年來，不折不扣成為政

府部門中，少數可以令外界豎指肯定的對

象。而就對國家財政收入的貢獻而言，行

政執行機關真的不愧是「會下黃金蛋的母

雞」。這樣一筆鉅額數字，其績效的來

源，除了部分是義務人經由執行機關的傳

繳或勸繳，才自行繳納外，其餘，無一不

是經由執行人員同心協力，透過各種強制執行手段與方法，或執行義務人

的財產，或採行各種對人強制處分，達到公法債權實現的目的。

回顧將近20年來，行政執行機關就財產執行方法演進史，從成立之

初前幾年，幾乎只偏重於其他財產權的執行，例如扣押、收取義務人的存

款或薪資債權，卻甚少執行動產或不動產，揆其原因，或係因新成立的機

關，執行人員在執行技巧上，尚處於生澀、摸索學習階段，對於需要經過

查封、調查、拍賣等較複雜程序的動產、不動產執行方法，在普遍缺乏經

驗情況下，望之卻步，甚少採行。而晚近幾年，執行的方法與技巧運用，

日臻成熟，動產與不動產的查封拍賣，已是稀鬆平常，更常有令人意想不

到、眼睛為之一亮的執行新點子與獨到手法，出現在大家面前，這些，都

是所有執行人員仿效學習，精益求精的案例新素材。其中，低則數千元的

土地持分，高則數千萬、數億元拍定價位的精華地段土地或豪宅的不動

從拍賣「興天地豪宅」

淺談不動產執行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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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執行，執行程序過程中，其情節，有的千篇一律，了無新意，有的卻是

魔鬼藏在細節裡，執行人員與義務人間，鬥智、鬥法、鬥心理，案情的發

展，往往令人驚奇，拍案叫絕。

近期，執行一件不動產查封拍賣案件，雖然拍定後，因執行標的設定

有高額優先抵押權，本件公法債權能夠受償金額有限，但金額多寡不是重

點，重要的是，處理這個案件過程中，個人覺得有幾點可以提出來跟大家

分享的執行思維與心得。

貳、案例故事

義務人A君，滯欠特種勞務及貨物稅（即奢侈稅）本稅及罰鍰，共計

860餘萬元，經稅捐稽徵機關依法移送本分署分案執行，恰巧分由主任行

政執行官股辦理。承辦股受理後，檢視移送機關所檢附之財產資料，發現

A君除有金額不高的存款外，竟無其他可供執行的財產。於是掌握時效，

先行扣押存款，並核發命令，命A君到場履行繳納義務及為其他必要說

明，A君經多次通知後，才到場報告，並稱說他是演藝圈閩南語八點檔，

一位一線知名男演員的「經紀人」，但該男星因投資副業，經營不善，債

台高築，屢被黑道追債，幾乎破產，形象崩壞，連帶影響到演出機會，他

擔任經紀人因接不到戲約，收入自然大受影響。而A君亦陳稱他個人也因

為投資生意失敗，才沒錢繳納這筆稅，他有誠意解決，也希望能幫這位男

星再積極開拓爭取演出的機會，他這個經紀人也才有多一點收入，來處理

這筆欠稅，他願意想辦法先按月繳納3萬元，等收入增加，就會提高繳納

金額，甚至一次繳清。

不料，A君前後只繳了幾期，就中斷繳納，書記官再通知他到場說

明，就在溝通過程中，A君無意間說溜嘴，說他之前在新莊頭前重劃區

（俗稱頭前庄）有買了一棟房子，但信託登記在第三人名下。書記官立即

調閱謄本，赫然發現不動產「信託登記」予B女，其上並先後設定登記有

2筆抵押權，第一順位為銀行的最高限額抵押權，第二順位則是一般抵押

權，但抵押權人，就是信託登記的「受託人」B女。經主任行政執行官判

斷這個案件，未來要靠義務人自動分期繳清，顯然機會渺茫，只能調整執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96



特殊執行案例

行策略，改從不動產著手。但如前述，A君的土地及建物，已經信託登記

予B女，法律上，無法直接查封拍賣，且設定有2筆抵押權，就算拍定，

本件稅捐債權有無受償機會？執行不動產，究有無執行實益？都是值得深

思的。主任行政執行官隨即就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上「信託登記」與「第

二順位抵押權」相關記載事項仔細比對，發現第二順位抵押權設定登記時

間與信託登記時間，日期竟是同一天，不尋常，事有蹊蹺。霎時，心裡出

現一個聲音「沒錯，魔鬼果然藏在細節裡，A君就是本案執行的關鍵，就

好好準備跟A君過招，搏它一次吧！」，於是指示書記官儘速再命A君到

場，就不動產「信託登記」及「第二順位抵押權」設定經過及相關細節據

實說明，並跟書記官強調一定要記得在公函裡載明「如經合法通知，無正

當理由而不到場，即聲請法院裁定拘提」文字，同時，請書記官另外再透

過A君之前留下的手機號碼，聯繫並曉諭A君務必到場說明，因為，A君

如果不到場說明並作必要的配合，「信託登記」及「第二順位抵押權」設

定始末及原因真相，就無法水落石出，要對不動產執行，將會面臨重大難

關。

很順利的，不數日後，A君出現在分署，對於不動產「信託登記」及

「第二順位抵押權」設定經過及相關細節作了說明。他說：「新莊頭前庄

的房子，是我在幾年前向銀行貸款買的。不久，因為認識B女，發展為男

女朋友關係，我認為男子漢大丈夫，應該要展現對女人的體貼與照顧，我

要給她幸福，讓她有安全感，同時要給她一個生活的保障，就應她的要

求，將房地信託登記到她名下，同時設定第二順位抵押權給她。」書記官

又問他：「第二順位抵押權登記是一般抵押權，債權金額是700萬元，B女
真的確實有借700萬元給你嗎？有無資金借貸證明？」A君說他真的有向B
女借700萬元，但卻拿不出證明，其實，他的回答，本就是執行人員早就

預料的。

「目前，房子有無人使用居住？」書記官再問A君，他回答：「我已

經不住那裡了，房屋現在空著，沒有人住…」，實務上，查封的房屋如果

是「空屋」狀態，法律關係單純，拍定後，可以點交，會比較有人應買。

眼見案情發展順利，接下來，書記官依主任行政執行官指示，要求A君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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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塗銷「信託登記」，不動產才能進入執行程序，並希望他同時辦理塗銷

「第二順位抵押權登記」，本件公法債權，才有受償機會。但此時，A君

卻猶豫了，書記官見狀，很努力的跟他分析他的行為有違法之嫌，曉諭他

積極面對本件欠稅，誠實配合執行機關，否則，承辦本案的主任行政執行

官，稍待就會親自對他進行訊問，屆時可能會採取留置措施，聲請法院裁

定管收，情勢對他很不利。A君一聽，神色緊張，不加思考，立即表示願

意以最快速度辦理塗銷，將不動產交給執行機關拍賣，同時，為取信於書

記官，甚至請求書記官是否可會同一起到地政機關，見證他願意配合的誠

意與決心。書記官經向主任行政執行官請示後，主任行政執行官裁示請書

記官會同前往，並掌握時效，同步辦理查封登記。

書記官依照執行不動產標準作業流程，在完成查封登記後，擇期按址

進行不動產現場查封程序，一下公務車，映入眼簾的，是一棟位在頭前重

劃區，由知名建設公司所興建，外觀氣派，名為「興天地」的17層豪華建

築。「哇，好漂亮的公共設施！這可是我執行生涯以來，第一次查封到豪

宅等級的房子啊！趕快拍照，裡外都要拍，主任行政執行官有說過，到現

場查封不動產，一定要將會影響拍賣條件及拍賣價格的各種設施、現況、

外觀及週邊環境，全部拍照並記錄下來，供主任行政執行官定拍參考。」

書記官邊指揮執行員拍照，邊驚奇的說著。

完成了現場查封及現況調查程序，鑑價公司的鑑價結果也出來了，鑑

定金額是3,235萬4,997元。第1拍，主任行政執行官核定以3,300萬元為拍

賣底價，心想這是個不錯的拍賣物件，地下室還有2個平面車位，何況書

記官也說，公告後，就有很多人打電話來詢問，應該會有人投標，豈知，

拍賣當日，竟無人投標，詭異的是，當天拍賣程序一結束，書記官回到座

位，馬上接到多組民眾電話探詢本件標的拍賣狀況。

第1拍未賣出，主任行政執行官有點沮喪，把希望寄託在第2拍，這

次主任行政執行官決定採用「定期帶看屋」方式，除了指派分署美女執行

人員，在現場為民眾提供解說服務，並同時由機關發言人將這個訊息發布

新聞稿，吸引媒體報導，以提高應買率。果然，帶看屋這天，吸引十幾家

媒體到場採訪報導，攝影機幾乎塞爆現場客廳，頓時，本分署拍賣豪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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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屋的訊息，及提供帶看屋的畫面，除了電子媒體，更在多家電視媒體畫

面輪流播出，主任行政執行官想媒體都報導成這樣了，那第2拍總應該會

拍定了吧？不料，第1拍出現的各種現象，又複製到第2拍，仍然無人進場

應買，也仍然有人電話詢問結果。就這樣如輪迴般，續行第3拍、特別拍

賣、特別拍賣程序後的減價拍賣，依舊無人應買，第一輪拍賣程序就此被

迫結束。沒想到這麼好的物件，竟然賣不出去，原因到底出在哪裡？是拍

賣底價太高，不符市場行情嗎？還是有其他原因？是有人從中搞鬼？

本來期待很高的一個拍賣物件，拍賣結果，卻是讓人大失所望，但

退一步想，執行人員沒有灰心的權利，義務人都配合塗銷登記了，執行機

關豈有自己退縮的道理？那就應該積極再接再厲執行才是。在收到移送機

關函請重啟第二輪程序拍賣程序的函文後，主任行政執行官立即指示書記

官重起爐灶，重新踐行查封拍賣程序，並分析物件底價的拿捏，究竟要落

在哪個價位，才會吸引買方進場，但又不致淪於「賤賣義務人財產」，同

時，雖然明知有抵押權優先債權存在，但仍要想辦法幫國庫進一點帳，多

少挹注一點財政收入才行，總不能最後只是為民事債權人作嫁，幫他們實

現私法債權而已。這次，主任行政執行官細心上網蒐集本件標的所在地附

近的不動產成交實價登錄資訊，作為每一拍核定底價的參考。沒想到，

努力做功課，第二輪序第1拍、第2拍、第3拍，還是無人應買，真的快要

崩潰了，主任行政執行官心裡吶喊：「那ㄟ安ㄋㄟ？老天爺，你嘛幫幫

忙！」，果然，老天爺聽到主任行政執行官的心聲，就在特別拍賣程序公

告後不久，書記官捎來好消息：「主任行政執行官，興天地豪宅，有人

具狀聲明應買了。」太棒了！我心中的「豪宅」，在進行6次的減價拍賣

後，終於以2,400萬元賣掉了。事後，問了應買人是如何知道這個拍賣訊

息，應買人的代理人面露喜悅表示：「我們是從電視上看到這個拍賣資

訊，覺得物件很不錯，很中意，就一直注意，等到這拍底價2,400萬元，覺

得很合理，就趕快聲明應買，買到，真的很開心！」。

參、心得分享

不動產拍賣，因標的不同，能否拍定，不諱言，具有運氣成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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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多作一些功課，有時，也是可能扭轉乾坤。「興天地豪宅」拍賣案，

經歷一番過程，最終如願拍定。過程中，有挑戰，有沮喪、有辛苦，有開

心，也從中獲得與過去辦理不動產執行，不一樣的經驗與心得，最主要的

感想，是執行思維要改變。

一、不動產信託登記

不動產執行實務上，義務人的不動產經設定信託登記者，這類型案

件，在處理上，相對複雜與費時，往往為一般執行人員所排斥，不太願意

深入探討信託登記背後的原因與動機，也因此，很可能就錯失一次改變案

件結果，與累積執行經驗的機會。本案例，承辦人員發現義務人不動產信

託登記的「受託人」，與第二順位抵押權的「抵押權人」，是同一人，且

設定登記時間，竟也是同一天，即展現高敏感度，不僅跳脫執行人員常有

的「柿子挑軟的吃」、「案子挑好的辦」迴避複雜案件的保守思維，更是

秉持積極挑戰，不畏困難的戰鬥心態，誓言要將所有不利於案件進行的障

礙排除，才能成功說服義務人自動塗銷信託登記及第二順位抵押權的登

記，將不動產回復其名下，由執行機關順利進行查封拍賣。

二、提供帶看屋及媒體行銷，提升拍定率及機關能見度

拍賣資訊的能見度，也是影響不動產能否拍定及拍定價額高低的重要

因素。本件，因為是「空屋」，於是仿效其他分署曾經採行的「帶看屋」

方式，由執行人員現場提供解說服務，讓民眾能夠近距離的實地了解拍賣

標的物真實狀況，並發布新聞，透過媒體大幅報導，不僅提高物件拍定

率，同時，達到機關行銷、能見度提升的雙重效益。

三、減價拍賣程序，底價之核定

依強制執行法第91條第2項規定，拍賣之不動產因無人應買而定期再

行拍賣時，執行機關應酌減拍賣最低價額，酌減數額不得逾百分之二十。

實務上，很多不動產在進行減價拍賣時，底價是逕以前次拍賣底價「八

成」定之，這固然不違反上揭法律規定，但進行減價拍賣，實不宜直接以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100



特殊執行案例

前次拍賣底價的「八成」核定底價，宜視個案標的狀況，並參酌物件座落

區域的發展，附近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行情，作為減價核定的參考。以本

件不動產拍賣為例，第一輪序第1拍底價是3,300萬元，如果第2拍底價以第

1拍底價八成計算，金額是2,640萬元，因無人應買，第3拍再依第2拍底價

八成計算，僅剩2,112萬元，不僅低於抵押權債權額，也有賤賣義務人財產

之嫌，公法債權也完全不可能有受償機會。反觀本件，每次的減價，都不

厭其煩的仔細將各種會影響價格的因素，作為核定試算的參考，也因此，

即使進行到第二輪序的特別變賣程序，歷經6次減價，公告變賣金額仍有

2,400萬元，且符合市場行情，為民眾所接受，並進場應買。

肆、結論

辦理執行案件，執行人員的執行心態與思維，是決定執行成敗的重要

關鍵，從而，拋棄保守舊思維，代之以執行新思維，作為案件進行要領與

策略規劃的依歸，是執行人員應該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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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吾高中欠繳勞、健保費

執行官帶隊查封校舍

▲  行政執行官帶隊查封醒吾高中校舍

執行科／行政執行官　盧秀虹

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下稱醒吾高中）為國內著名私立高級中

學，因欠繳自106年健保費、勞保費及勞工退休準備金等，共計新臺幣488
萬餘元，移送至本分署執行。

醒吾高中於107年4月向本分署承諾繳清欠稅，詎嗣後表示因財務困難

而分文未繳，本分署乃依法發文地政機關查封醒吾高中於新北市林口區林

口段13地號、17建號、1175建號不動產（財產清冊內之唯一資產），並於

現場查封前一日主動聯絡校方將就不動產進行現場查封，校方表示願意配

合執行，108年2月18日下午由承辦行政執行官帶隊前往貼封條、調查不動

產現況，所查封之校舍部分為行政大樓，部分為禮堂及教室，在查封後仍

供醒吾高中正常使用。

雖校方於查封當日口頭承諾於2月底繳清欠款，惟嗣後校方仍表示無

力清償，本分署確認新北市政府對於醒吾高中年度學生免學費補助款依法

非不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並與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事前聯繫，再次確認該

補助款得強制執行後，隨即發文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扣押醒吾高中補助款，

行政執行官並與校方連繫、說明，校方對執行補助款以繳納滯欠之勞健保

費並無意見，本分署發文收取補助款，全案得以繳清。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102



特殊執行案例

執行科／書記官　李志雄

換股之後，審查本卷，翻開卷宗一看，91年的執行案件？甚麼樣的案

件可以進行到106年還未能結案？仔細閱卷，該進行的程序都進行了，能

執行的財產均已執行完畢，但是還有一塊是執行人員不常遇到的義務人勞

工退休準備金之執行。

要執行義務人勞工退休準備金，首先調查義務人公司是否尚有積欠員

工之薪資與退休金？如有，應於發放員工應領的金錢債權後，有剩餘才能

抵償公法債權。

在調查過程中，查出義務人之清算人住在基隆，專程出差去基隆拜

訪負責人，表明來意後，清算人願意配合，他多次到分署陳述所遇到的困

難，本分署函請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協助提供義務人員工之資料。

有關本案遇到的困難，新北市政府認為義務人清算人是否有變更？應

請法院確認之。為爭取時效，本分署發函法院查報本件義務人之清算人。

等法院回文後將法院函文影本交給清算人，其再去新北市政府辦理後續程

序。案經新北市政府勞工局發函法院確認義務人之清算人無誤後，又審查

義務人公司是否有勞資糾紛？如確認無勞資糾紛，即核發同意發還義務人

公司勞退金。

因本件義務人公司尚積欠員工勞退金，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要求員工出

具對義務人法院判決確定之債權證明，勞工局方能將積欠義務人勞退金發

放給員工，清算人與被積欠薪資之勞工至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參加協調會，

依協調未成立之書面紀錄方得對義務人公司申請發支付命令取得債權證

明。

本件義務人之清算人與員工在新北市政府勞工局主持下進行勞資協商

後，員工以協商不成立之會議紀錄，據以向法院對義務人核發支付命令，

經取得債權確定證明後，員工持支付命令確定證明書經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勞工退休準備金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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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無誤後發函給義務人公司及臺灣銀行以辦理勞退金核撥。本件義務人

勞退金已核發給義務人員工後，剩餘款經新北市政府勞工局發函核准領

回，本分署向臺灣銀行核發收取命令，銀行將勞工退休金剩餘款交付給移

送機關入帳在案。

有關本件勞退金之執行，雖然時程冗長，幸有賴於義務人之清算人配

合辦理，終能順利完成。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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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執行案例

編輯小組　整理

中國神話故事中，最年輕

的孩童神明「三太子」，竟然被

有心人士利用，強占已經被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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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署於105年11月17日
依法執行公權力，祭出強制排除手段，使該屋回復到「空屋」狀態，後續

拍賣程序乃得以順利進行。

本案拍賣標的為新北市蘆洲區民權路1樓店面空屋，因屋主積欠稅金

及大筆民間債務，且行蹤不明，遭本分署查封，並進行拍賣程序，不料，

有心人士為達到以低價買進的目的，明知該屋已被查封，不得再出租予他

人使用，竟在拍賣程序過程中，擅自將房屋出租他人設置神壇，供奉「三

太子」，供信徒膜拜，刻意營造被拍賣的房屋使用狀況複雜假象，意圖藉

此方式，阻退民眾應買，迫使執行機關因無人應買而被迫減價拍賣，再從

中撿便宜。

本分署發現該間房屋因遭有心人士，刻意以前述方式阻撓拍賣，除

導致無人敢應買，拍賣底價滑滑落，對公法債權的實現，已造成不利的影

響；且無權強占經查封的房屋，亦屬挑戰公權力的行為，於是多次核發執

行命令，限期神壇自動遷出，不料，神壇負責人屢次以因擲筊請示「三太

子」，「三太子」都說不願意搬家為

藉口搪塞，拒絕搬遷。神壇負責人總

是以「尊重神明」為由，拒絕搬遷的

態度強硬，藐視法律的行徑，為法律

所不容，本分署為展現執法決心，決

定依法強制排除，使該屋回復到「空

屋」狀態，後續拍賣程序得以順利進

行，最後並以新臺幣1,468萬元拍定。

「三太子」不想搬家 差點淪為「落難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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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小組　整理

本案義務人為大同公司

轉投資的通達國際公司，因

經營不善，積欠鉅額欠稅逾

新臺幣（下同）億元，該公

司無力償債，故被移送本分

署強制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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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喊價到4萬元。正式

開拍後，經過一陣廝殺喊價競標，最後由一位張姓收藏家，以7萬8,000元
搶標成功，創下單一大同寶寶天價成交紀錄。

拍賣「綠色大同寶寶」天價成交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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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執行案例

編輯小組　整理

本分署108年3月5日舉行

的「一二三聯合拍賣日」，

首度由百貨專櫃精緻蛋糕知

名業者「恬品軒（ROOM 4 
DESSERT）」進駐，現場販售

長條切片蛋糕、靜岡抹茶卷及

法式馬卡龍等甜點。該業者標榜「使用無添加的製成方式善用頂級食材原

料，追求低糖低脂高健康」，目前在新光三越站前店、京站時尚廣場及太

平洋SOGO中壢店都設有專櫃，且有經營網路商店，以提供客製化蛋糕、

現做甜點及法式手工馬卡龍等熱門商品聞名。該業者因積欠罰鍰及勞、健

保費等共新臺幣（下同）292萬餘元未繳，故自108年3月份起，配合拍賣

會提供上述商品販售抵繳欠款。當日12點正式開賣後不到40分鐘即賣光，

甚至為了紓解排隊人潮，業者當場開放預購。總計當日賣出（含預購）蛋

糕等甜點共443件，金額5萬640元。

另一個義務人為中國知名的茶飲品牌「王老吉涼水舖」在台代理商，

因展店太快而爆發財務危機，繳不出勞、健保費共300多萬元遭移送行政

執行，經該公司與本分署協商，

於108年6月4日首度參加本分署

「一二三聯合拍賣日」賣飲料，

當天並大賣412杯現泡涼茶，進

帳1萬4,720元。該公司並於本分

署12樓設置飲料與食品自動販賣

機具，扣除每月租金828元，其

餘營收皆可抵稅。

聯合拍賣會大賣甜點涼茶抵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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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小組　整理

本分署108年9月3日「一二三聯合拍賣日」拍定2筆位於新北市蘆洲區

的土地，拍定金額新臺幣（下同）1億240萬元，創下本分署今年單件不動

產拍定金額新高紀錄。

該2筆不動產位於新北市蘆洲區，義務人出生於民國前27年，早已於

民國38年死亡又無人繼承，目前由國有財產署代管該土地。該土地因欠繳

101至107年度地價稅合計192萬2,290元未繳，故拍賣該土地抵償。本次為

第3次拍賣，底價及拍定金額皆為1億240萬元，扣除土地增值稅約4,400萬
元後，本件完全清償。由於土地所有權人為「清朝人」，實在非常少見，

故吸引了大量媒體報導此則消息，對於本分署行政執行業務之推展，及國

人守法納稅觀念之建立，助益良多！

拍定「清朝人」土地　金額逾1億元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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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執行案例

編輯小組　整理

本分署自9 0年1月1日成立以

來，所辦理過的動產及不動產拍賣

案件不計其數，拍賣標的五花八

門，動產有大同寶寶、泡麵、電

腦、蛋糕及涼茶…等等；不動產除

了透天厝、鐵皮屋，也有電梯公寓

及豪宅等。至於來應買的人，除了

一般民眾及專業的法拍業者外，本分署所遇到最特殊的，莫過於前陣子因

某郭姓總統擬參選人而再次廣為人知的「板橋慈惠宮」。

本件拍賣標的是位於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板橋慈惠宮隔壁的透天厝。

1、2樓出租給小吃店做生意，3、4樓則為義務人堆放物品之空屋。除此

之外，義務人還有位於板橋區明德街及民族路各2戶房屋。依執行人員判

斷，義務人所積欠的遺產稅雖高達新臺幣（下同）1億8,793萬元，但名下

既然有這麼多地段良好的不動產，應該有相當資力可以處理此筆欠稅才

對。但義務人卻選擇於案件被移送前遠走美國、避不見面。而當執行人員

前往上述房屋查封時，屋內盡是義務人所留下的私人衣物、家電，甚至連

照片都沒帶走，彷彿倉皇逃離一般，令人費解。

因義務人遲未出面處理欠稅，本分署於是依

法進行上開不動產的拍賣程序。執行人員原以

為，以那些不動產屋況良好、交通便利且生活機

能甚佳種種有利條件，應該會有很多人來投標，

但92年1月14日第1次拍賣時，竟只有慈惠宮一

「神」前來應買，且只比底價2,185萬6,360元多

1,000元得標，讓執行人員不得不驚嘆：這實在

是太神奇了！難道是媽祖有託夢？

滾滾紅塵法拍屋　天上聖母也來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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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科／行政執行官　姜誌璿

一、執行過程

本分署辦理聯廣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滯欠90年、91年地價稅、房屋稅

執行事件，執行人員為實現稅捐債權，積極掌握義務人現況，除依卷內資

料比對清查義務人土地、房屋、廠房等資產，掌握投資股東、財團，股東

持股狀況，並多次聯繫義務人負責人至分署說明報告公司營運財產狀況，

進一步了解公司成立之時代背景、主要生產項目，同時明瞭義務人欠稅始

末，係因義務人公司基於勞動成本上升、民眾環保意識抬頭，勞力密集型

的紡織業廠整體產業前景不佳，導致其土地廠房積欠大筆地價、房屋稅

捐。

在了解市場趨勢及傳統工業生產環境式微現況所生之義務人困境，

執行人員進一步對義務人負責人分析，若其放任每年所應負擔巨額房屋、

地價稅持續累積恐形成沉痾，其結果將導致分署強制執行拍賣其資產，一

方面義務人將喪失其營業根本之廠房設備，致使公司必然結束營運，同時

該財產變現之價值可能遠低於市價形成損失；另一方面由於義務人尚有銀

行貸款，若得知義務人有因欠稅導致拍賣情事，恐有無法持續融資雨天收

傘之虞。透過多面向的分析，以義務人公司能持續營運為出發點，分析其

利弊得失，終獲首肯，同意儘速繳清義務人欠繳稅款，歷時1年餘辦理完

結，全案繳清，為國庫挹注新臺幣（下同）6,106萬餘元稅收。

掌握義務人現況分析利害 

繳清創造雙贏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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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執行案例

二、執行意義

本案義務人雖非受社會矚目之當事人，惟徵起金額高達6,106萬餘元，

且其最大意義更在於執行過程中，本分署執行人員積極進取之執行態度。

本件欠稅得以全額徵起，係跳脫傳統執行財產之方式，以溝通協調代替財

產執行。本案執行人員除運用法律所賦予之權限外，再窮盡調查能事，充

分掌握義務人之現況，運用分析談判之技巧，積極勸繳，電話追蹤，運用

柔性強制執行之策略，對義務人施加心理壓力，督促兼催化義務人儘速解

決資產轉讓及完納稅捐，充分體現執行署「清廉、效率、親切」之宗旨，

創造政府及企業雙贏之佳績。正面凸顯行政執行機關之存在功能與價值，

並展現行政執行機關維護社會公平、實現租稅正義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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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科／行政執行官　黃鈴雅

107年初來乍到本分署，案件資料都不清楚，想當然耳地請書記官將

所有的特專案件依序送到辦公室，隨著案件一件一件消化吸收，分類出有

徵起可能性的案件。看完一宗，抽起下一件宗卷，義務人的名字映入眼

簾，勁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好眼熟的名字，這不是在臺北分署時承辦的

義務人御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關係人嗎？好像跟勁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有些關係，但已經經過清算程序了，這件還有徵起可能性嗎？

勁強公司早在95年12月解散，這件案子卻是直至103年6月才移送執

行，公司被清算，到現在應該已經沒有任何財產，果不其然，財產目錄上

空空如也。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上網搜尋著勁強公司的資料，公司前任

負責人呂○月涉及勁永公司股市禿鷹案，雖然最後判定與其無關，但一連

串假交易營造出來的美化報表，也讓她因此入監服刑2年，這樣她還會怕

管收3個月嗎？況且公司現任清算人也不是她。接連通知欠稅年度擔任負

責人及前任清算人呂○月來報告公司財產狀況，陳報的內容都是勁強公司

已經沒有任何財產，她則尚有民間債務，公司滯納新臺幣（下同）580餘
萬元的稅款也沒有能力清償。但依職權調閱入出境資料，106年的出境紀

錄高達14次，況且其一手創立的勁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還轉讓給商界名人

郭○強。再看看她個人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資料，再再讓人難以相信其

無資力的說法。

履行能力的證據掌握了，再向新北市政府查詢公司的舊制勞工退休準

備金專戶是否有餘額，新北市政府函復早在98年2月11日核准公司領回，

這時間不正是呂○月擔任清算人的時間嗎？掌握到脫產事證，不動聲色地

詢問她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內餘額221萬餘元到那去了，她回答都是公司

財務部門在處理的，她不清楚，但這個說法顯然與事實不符。依照程序

公司清算早倒閉　起死回生全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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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她是欠稅年度的負責人，應提出清償計晝，但她只提出每個月5萬元

的清償計畫，不符分期繳納的規定，只得再發一次履行給付義務的命令，

準備攤牌。履行命令的期日屆至，本人親自到場，照例再次詢問有關勞工

退休準備金專戶內的餘款流向，仍是答稱時間太久忘記了，再告知經過調

查，餘款是匯入她個人帳戶內，她裝傻稱不知道，忘了，詢問期間書記官

循循善誘告誡她，她的行為已經構成行政執行法第17條規定的管收要件，

她才說願意湊錢來繳，給她3個月時間去籌措。既然已經有清償的意願

了，就等她3個月吧，但不能不追蹤進度，所以預定每個月通知報告籌措

情形，她也感受到壓力，提前1個月全數繳清了。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在行政執行程序中，常常要跟義務人、法定代理

人、甚至是律師過招，若手中沒有證據，義務人往往都是兩手一攤，沒有

辦法，手上有籌碼才有談判的入場券，也才有獲勝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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