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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主任　劉士偉

我的職涯從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開始，經歷了法務部、法務部行政

執行署彰化分署、法務部矯正署苗栗看守所，如今，又回到既熟悉又陌生

的行政執行體系。初到任本分署時，其實心中充滿忐忑，還好長官及同仁

總是給予熱心協助與親切應對，讓我很快適應新的環境。

從事「人事行政」這一行，隨著公務年資愈來愈增長，政府政策愈來

愈創新，對這份工作感觸特別深，尤其經歷了組織文化差異極大的機關，

面對業務內容截然不同的公務同仁，人事法令多如牛毛，不是每件人事工

作都有標準作業程序可以遵循，由衷感謝這一路來所遇到的機關首長、同

仁，以及一直幫助我、鼓勵我的人事先進們，業務上每每遇到難題時，總

會一起研究討論，從中獲得解決方法，突破許多疑難雜症。

人事工作是良心事業，是我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人事人員在機關同

仁的公務生涯中，無論是職涯上的陞遷異動、訓練進修、考績獎懲；生活

中的各項補助申請（如：結婚補助、生育補助、子女教育補助、眷屬喪葬

補助等）、公教貸款、意外保險、醫療福利；退休後的退休金、撫卹金及

志工召募等，林林總總都與人事人員息息相關，所以機關同仁人生中的許

多重大事件與重要時刻都有人事人員的協助與陪伴，我們總是默默付出，

服務同仁於無形，我想，這就是落實員工協助方案最佳的證明。

猶記得剛踏入公職時，最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人事，不省人事。因

為我們的工作具有高度專業性，很多時候同仁來尋求人事人員幫助時，有

時候雖然不符合規定，但我們可以試著研究解套的方法，決不會因為貪圖

方便視而不見，正因人事業務專業，我們才更應該秉持著良心來面對我們

的工作，專業是我們的工具，但解決問題時，需要的是同理心，惟有熱誠

的服務，才能讓同仁感受到溫度，我們的存在才有價值。

人事，是良心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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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義與關懷是行政執行署在辦理行政執行程序的座右銘，希望在強力

執行實現國家債權的同時，時刻不忘對於弱勢者伸出溫暖援手，我認為人

事工作也是如此，兼具管理與關懷，如何維持機關人事業務的穩定，及協

助機關首長凝聚同仁的向心力，是我們努力邁進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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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主任　王廉義

我於105年6月28日奉派至本分署會計室服務，時間飛逝，轉眼已過了

3年多，在此服務期間會計工作之心得、檢討及未來之展望，概述於後。

本分署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單位預算之分預算機關，會計室預算員

額主任及科員各1名，辦理本分署歲計、會計業務，有關預算、決算及會

計報告之編製、帳務處理、採購之監辦，各項收支數字勾稽核對及內部審

核等。會計業務為一後勤支援的工作，為推動分署業務發展，匡正輔助行

政管理之工具，預算編製與執行是否得當，影響分署行政工作至鉅，本室

自當稟承分署長施政理念配合業務單位需要，以審慎態度做好資源分配工

作，茲將本分署最近5年歲出預、決算情形，臚列如下：

本分署最近5年歲出預、決算情形　　　　　　單位：千元
年度 預算員額 預算金額 決算金額 賸餘 備註

104 82人 121,163 121,122 41 業務經費撙節支出賸餘

105 82人 116,777 116,727 50 汰換公務車1輛節餘款

106 82人 120,667 120,646 21 機車1輛報廢後控留相關預算

107 81人 133,150 133,100 50 汰換公務車1輛節餘款

108 81人 140,535

決算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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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執行會計工作心得、檢討及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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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署主要業務為行政執行案件處理，有關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

強制執行事項，對滯欠公法金錢債務者執行，包括滯欠稅款、欠繳勞健保

費、環保罰鍰、毒品罰鍰、監理欠費、交通罰鍰及其他行政罰鍰與費用等

之強制執行，轄區範圍包括新北市三重區、蘆洲區、五股區、新莊區、泰

山區、樹林區、林口區、板橋區、永和區、中和區、土城區、三峽區、鶯

歌區共計13個區，管轄範圍幅員遼闊、執行案件數量及金額相當龐大，執

行工作負擔沉重。

猶記得3年前甫調任本分署服務，於該年8月11日即收到滯欠貨物稅

（收據編號：41277號）單筆案款金額高達新臺幣（下同）1億2千多萬

元。有鑑於案款金額龐大，爰本室就有關執行案款之收支處理嚴密稽核控

管，每日勾稽核對案款收支與機關專戶之金額是否相符，如有不符之處即

時查明處理；每月會計帳與業務單位之案管系統以人工方式勾稽核對，惟

曾發現案管系統各年度結存金額與會計帳並不相符，二系統處理同一收支

事項而產生不一致情形，其原因係案款已發還而案管系統卻仍存在帳上並

未除帳之錯誤，故會計系統有關案款各年度結存金額與業務單位之案管系

統就有關金錢財物收支結存金額，未來最好能夠每月透過電腦程式自動勾

稽比對，及時檢誤更正，以提升處理效率及效能。

行政執行署會計室於108年9月10日召開行政執行署暨所屬會計主管

聯繫會議，會中討論其中一項議題為各分署郵資管理一案，有關本分署之

移案機關每月交寄郵資1萬元以下改採記帳郵寄處理方式亦於會中提出討

論。行政執行署會計室所擬郵資處理及控管方式，係與郵局協商訂定現金

特約戶，將實體郵票轉為虛擬郵資（收繳專戶）並保持安全存量，以避免

保管實體郵票之風險，與本分署108年9月3日新北執秘字第10802008930
號函略以，自108年10月起改採月結記帳戶於月底彙總實收實支結清方式

並不相同。兩案經分析比較，因本分署記帳戶方式係按月結清而不必預收

郵資，相關作業流程簡化及節省人力的優點，故採本分署處理方案；而本

案以月結記帳方式依郵局之彙總收據及機關分攤表、郵資支用明細表，請

移送機關逕寄支票予郵局銷帳，惟移案機關簽具付款憑單，交各該管集中

支付機關開立公庫支票郵寄支付郵局銷帳，因支票金額小且須負擔郵寄成

149



本、支票汙損及支票郵寄遺失之風險等，實有窒礙難行之處，惟本案後經

三重郵局108年10月2日重營字第1081800486號函同意配合辦理，並增加繳

納郵資方式，除開立支票外，另提供劃撥帳號「新莊副都心郵局郵務業務

劃撥專戶（50420101）」，供繳納郵資，因增加匯款辦理銷帳管道、繳納

小額郵資融通及銷帳延長期限彈性，有利本分署當月特約用戶收繳順遂，

為避免逾期繳費將失去月結記帳資格，本案僅需郵資管理人於月結時儘速

結算當月移案機關之郵資，並與郵局當月使用郵資核對無誤後，將當月特

約記帳郵件之郵資收據、移案機關郵資分攤表及郵資支出明細表於7日內

送達相關移案機關，並請移案機關於收到7日內開立抬頭為「新莊副都心

郵局」之支票予新莊副都心郵局；或匯款至新莊副都心郵局郵務業務劃撥

專戶（50420101），辦理銷帳作業。

目前本分署配合法務部導入經費結報系統，朝向簡化流程、無紙化、

電子化（線上審核、電子簽章、自動轉製記帳憑證等），以達到節能減紙

政策目標；另本分署提供義務人繳款方式除現金、支票、信用卡、匯款

外，於108年度新增提供義務人行動支付繳交案款，隨著資訊科技快速發

展及行動裝置智慧型手機（整合通訊、電腦、行動網路、AI應用等）的逐

漸普及，行動裝置高科技產品不再僅是年輕一代的專利，高齡層普及率也

正在提高，現在會使用智慧型行動裝置的年齡層越來越大，甚至使用頻率

比年輕人還高，行動支付環境逐漸成熟，而支付方式的創新不斷在改變人

們付款的習慣。加上行動網路盛行的推波助瀾之下，讓以行動為基礎的支

付模式漸漸開始應用到日常生活之中，而行動支付不論其交易模式為何，

其運用的範圍也會愈來愈廣泛，行動支付將是未來的趨勢。

我即將於109年屆齡退休，三十餘載公務生涯，

感觸良多：

潮起潮落，人來人往

芸芸眾生，緣聚緣散

世事滄桑，滾滾紅塵

不忘善本，必有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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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室／前主任　何鳳苓

壹、前言

自90年1月1日起，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之強制執行業務，

由原移送法院改為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各分署辦理。為提升執行效

率，行政執行署引進企業化的經營理念，推行目標管理與績效評比，以保

障國家公法上債權實現。

行政執行的統計業務係負責行政執行案件統計資料之蒐集、建置與報

表編製、案件掛結管制及執行案件執行績效核算等業務，具體展現執行案

件之新收案件、終結案件、未結案件、徵起金額、待執行金額等各項重要

統計指標。

貳、統計業務

一、員額編制

本分署統計室組織員額設置主任1人及科員

1人，辦理機關統計業務暨兼辦資訊業務。

二、工作項目

(一)  統計業務項目

1.  統計資料之蒐集、整理、彙編、分

析事項。

2.  統計報告編報、管理及提供事項。

3.  統計資料之處理及管理。

4.  績效評比表編報、管理及提供事

項。

活用統計  讓數字說話

▲  90年公務統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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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獎勵金報表編報、管理及提供事項。

6.  其他有關統計事務事項。

(二)  資訊業務項目

1.  資訊設備、軟體之管理及維護事項。

2.  資訊安全政策擬定、執行、資訊安全稽核及安全管理事項。

3.  網路系統之建置、維護及管理事項。

4.  網頁管理、推動、維護等事項。

5.  行政執行案件管理系統之管理與維護。

6.  各應用系統之管理、推動及維護事項。

7.  資料庫之維護及管理事項。

8.  其他有關資訊事務事項。

▲  公務統計報表程式公文 ▲  建置行政執行機關網站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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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業務特性

(一)  與執行業務環環相扣：行政執行

案件進行期間，執行績效登錄後

須送統計室核對登錄之資料是否

有遺漏或錯誤，行政執行案件執

行終結後，須送至統計室登錄案

件終結日期及終結情形完成掛結

程序。

(二)  機關人員考核之依據：行政執行統計業務包含執行人員管考基

準、績效評比、獎勵金等報表之編製，以提供機關內部對人員之

考核與管理。

(三)  熟悉業務流程與法規：統計人員提供各項資料，必須精確瞭解執

行技巧（如拘提、管收及拍賣等），否則產出資料將會失真，所

以除要有資訊專業技能外，更要熟悉行政執行業務流程與相關法

規。

(四)  提供各單位所需資訊服務：行政執行機關無編制資訊室，資訊業

務由統計人員兼辦，因此，機關內各項資訊系統之推動與管理、

資訊安全之管理及機房管理，皆由統計人員提供相關資訊服務。

▲  主機房1 ▲  主機房2

▲  統計室結案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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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分署統計室參與行政執行業務推展之試辦作業及重要措施

日期 試辦項目

94年7月 健保案件移送無紙化作業

96年8月 行政執行系統96年度新增修功能

97年5月 對金融機構以電子公文核發執行命令作業

99年3月 便利商店及金融機構（郵局）代收健保局移送健保滯納案件推廣作業

100年11月 扣押存款電子公文交換作業

102年3月 勞保案件移送無紙化作業

102年4月 扣押存款命令電子公文交換金融機構回文作業

102年11月 業務系統集中化及分散式測試作業

103年4月 勞保案件移送執行憑證電子化作業

103年4月 撤銷扣押命令電子公文交換作業

105年7月 大數據應用於行政執行案件清償行為計畫試辦作業

107年4月 啟用「行政執行案件管理再造系統」

107年6月 與經濟部國貿局測試及試辦「執行憑證電子化」作業

107年11月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及本分署通過「ISO/IEC 27001:2013資訊安全制度

（ISMS）」驗證並取得證書

108年4月 與臺北區監理所試辦「囑託車輛查封公文電子化」作業

108年5月
與移民署、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試辦「限制出境（海）例稿公文電

子化」作業

108年6月 本分署全球資訊網新網站上線

108年6月 與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測試及試辦「執行憑證電子化」作業

鐵腕與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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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取得「ISO/IEC 27001: 
2013資訊安全制度」證書

▲  107年4月新案管系統上線公文

肆、結語

行政執行統計與業務密切結合，成為業務環節之一，統計人員除須具

備統計及資訊專才外，更要熟悉行政執行業務流程與相關行政執行法令規

章，深入瞭解行政執行業務的特性，運用統計分析方法及相關統計圖表，

提供各項有用及精確統計資料，落實法務統計之核心價值「真確、快速、

創新、服務」，積極主動，才能發揮統計支援決策功能，充分協助機關業

務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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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室／主任　莊婉儀

「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

不能以自行。」孟子此言，頗

可類比至許多政府機關同仁執

行業務時的境況。良善的抱負

理念尚不足為政策，法律訂定

後仍須仰賴執行者使其運行無

礙。光有善或法仍是不夠，身

為貫徹法令政策的一份子，宛

如一個必須因時因事制宜的鐘

擺，在「公義與關懷」間選擇

適當的擺度。

隨著廉政署成立後，致力於推行「防貪先行，肅貪在後」、「愛護、

防護、保護」等核心理念。機關內廉政人員如何去防患於未然，嚴加把關

易滋弊端業務，避免同仁誤觸法網，可謂是種「嘮叨式的溫柔」吧？近年

來極力提倡財產申報資料查調授權，以及落實登錄廉政倫理事件，均同此

心。秉持愛護同仁的心態，以內控及業務稽核等機先防護作為，積極檢視

並健全現有程序，保護機關同仁得以充分瞭解法令與業務執行分際。

廉政工作的面向，一方面必須貫徹機關內部的廉潔措施，另一方面也

期望藉由整體社會風氣觀念的帶動，紮根深植至全民內心，形成循環著廉

潔誠信風氣的迴圈。

廉政宣導與社會參與

為內化同仁廉潔法紀觀念，運用寄發電子郵件、機關會議、辦理講習

或影片賞析（如個人資料保護法講習、新進人員職前講習、廉政宣導影片

賞析等）等多元作法，使同仁瞭解貪污治罪條例、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以

▲  108年法紀教育講習

成為一道佳餚中的好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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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法令。

利用機關辦理對外活動時辦理反貪宣導，積極結合行政執行與廉政業

務推動事項，如配合每月全國「一二三聯合拍賣日」，於廉政宣導海報標

註機關官網及拍賣資訊QRcode，發放「動產及不動產拍賣廉政指引」摺頁

等，使民眾易於瞭解拍賣流程，即時掌握最新訊息，進而提高應買率，同

時提供外部檢視拍賣程序機會，以興利防弊方式落實公開透明。

另不定期搭配移案機關、公益團體或其他轄區內大型活動之時機，規

劃辦理社會參與活動，構思動態遊戲輔以提供靜態文宣、廉政宣導影片播

映等，向民眾解說介紹當前法令政策，藉由電子及平面傳播媒體披露廉政

資訊，提升機關能見度。

專案稽核

為達成自我要求的品質管理，透過期前檢核促使同仁遵循法令程序行

事，不定期因應機關風險評估擇定業務項目，每年均會辦理專案稽核。針

對稽核缺失或異常情形與相關單位共同研商，提出修正建議及策進作為，

降低機關貪瀆不法風險，如小額案件核發執行憑證、查封物品管理及案件

報結作業流程等專案稽核。

機關安全及公務機密維護

統合機關整體力量，規劃推動各項維護措施，執行春節、十月慶典等

機關安全維護專案，辦理各項資訊安全稽核，如使用識別碼或密碼查詢網

路資料作業稽核等，機先防處危安及洩密事件。

本分署前於105年至106年間多次接獲恐嚇信函，內含撕毀的傳繳通

知書、冥紙和恐嚇信，威脅傷害機關首長及同仁生命安全，令機關同仁不

勝其擾。為捍衛執法公權力，同仁們依照指示保全證據，配合轄區檢警調

查，終於查獲盜用他人名義恐嚇的藏鏡人，使這場事件順利落幕。

待在執行機關越久，我越發現彼此工作的雷同性。協助受理陳情檢

舉事件時，陳情檢舉人態度蠻橫動輒辱罵者有之，處境弱勢不失勤懇者有

之。當執行同仁處理數量逐年增加的龐大案件量時，秉持初心關懷弱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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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面對不理性的義務人，如何貫徹公權力的行使，不讓「會吵的孩

子有糖吃」？

大家都在不同的業務層面，為維護心中的最高指導原則而站定崗位，

不能輕言退讓；也都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希望能協助機關、協助同仁以及

各種業務接觸的民眾。期待能在作好本分工作時，為社會增添一點微薄正

向的力量。那鐘擺，或許顏色款式各異，卻實實在在反映著每個人的處事

標準。

曾有位長官形容廉政工作像鹽，我很喜歡這個譬喻，也致力於學習前

往當「好鹽」的路途。有時單獨去嚐它，不免覺得苦澀，多則過鹹淡則無

味，期許政風室能在這盤菜餚裡恰如其分，為新北分署這份美食提味！

▲
  全國「一二三聯合拍賣日」，拍寶
協助廉政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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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辦事員　黃新媛

在一個豔陽高照的午後，帶著一顆滿懷期待

的心，來到了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因

為分發的緣故，一直在外地工作的我，終於

等到了可以回家的機會。一踏出電梯，就

感受到一股嚴肅的氣息，灰色調梯廳搭

配著深灰色的地毯，令我不禁緊張了

起來。與人事主任報到後，即被領進了

面試的小會議室，隨著面試官的引導，

面試過程逐漸活潑了起來，打破了我對本

分署的第一印象，愉悅的對談，使面試原有

的緊張、壓力慢慢放下，雙方彼此介紹自己、

瞭解對方，讓我對行政執行署的主要業務，更加地清

楚明白，再加上對出納這個職務一直很嚮往，故在面試結束後，我非常地

希望能夠被錄取，最終皇天不負苦心人，我即將加入這個令人期待的大家

庭。

來到本分署的第一天，人事室主任及秘書室主任親切的帶領我熟悉

環境，本分署位於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北棟3個樓層，寬廣的辦公廳

舍、健全的硬體設備、服務台、民眾休息區及六大駐點機關，讓民眾來洽

公時，也能感受到舒適、方便的環境及空間，大樓裡還有美食街、郵局、

提款機，也與各個機關相輔相成；透過主任的介紹，讓我更期待未來在這

裡上班的日子。

出納的工作包括發給薪資、獎金、各項補助費用、零用金的管理…

等，但因行政執行署的特殊性質，還增加了一項執行案件案款收入之業

務。行政執行署主要辦理繼受原地方法院尚未結案之財務與罰鍰案件及受

從出納認識行政執行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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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各移送機關依相關行政法規移送之案件；因新北市幅員遼闊、地廣人

稠，本分署的案件量更是名列前茅，故該項收款業務在出納工作中，佔了

很大的份量。從書記官及執行員帶著義務人到出納櫃台繳費至出納撥款予

移送機關，中間作業流程一層層的把關、審核，將義務人應繳之金額確實

的匯款予移送機關或應納機關，以公權力確保國家公法上金錢債權之實

現。

隔著一道玻璃，在出納室裡面收款的我，見過各式各樣的義務人。在

刻板印象中，來繳費的人心情應該都很差，確實有不開心的人，但也有許

多面帶微笑、頻頻跟書記官道謝，甚至一起聊天的義務人；欠款的人或許

不是有意的，但透過書記官的協助及幫忙，讓義務人在不影響生計的情況

下，有能力將欠款慢慢償還，讓義務人不會壓力過大，達到雙贏的結果。

在本分署還有一項有趣的業務，就是每個月的「一二三聯合拍賣日」，在

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二下午三點，行政執行署轄下的各個分署同時舉辦拍

賣的活動。另外本分署還有鹽燈、水晶洞、蛋糕甜點、保養品及知名茶飲

王老吉…等商品的變賣活動，讓民眾不只是因為繳費才踏進本分署，也可

以是被這些拍賣及變賣的商品吸引至分署，讓本分署增添了許多熱鬧的氣

氛。看著來參加變賣活動的民眾，開開心心的帶著戰利品來出納繳費時，

我的心情也跟著愉悅了起來。

我來到本分署將近一年左右，雖然工作量大，但看著大家領到薪水、

獎金時開心的臉，還有幫義務人收款時義務人的一聲謝謝，以及協助執行

股趕辦急件，最後順利趕出來的成就，都讓我覺得忙碌得很值得，也因為

這個工作，讓我認識了行政執行署所辦理的業務及對社會貢獻的價值。從

我踏入本分署的第一天，一直到業務已大致熟稔的今天，我依舊喜歡出納

這個工作，期許未來可以學習到更多事務，讓我在工作上可以更加地純熟

精湛，也希望能和全體同仁一起共同為本分署付出，一起讓本分署績效越

來越好、越來越有活力！讓我們繼續為本分署寫下亮麗輝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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