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工作紀實

 

106.01.04 本分署與國立臺北大學合作開設「法律校外實習課程」結業式。

 

106.01.20 配合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全國13個分署，聯合同步掃蕩人頭商號逃漏稅查緝查封

行動，又與轄區稅捐稽徵機關及警察機關，再度聯手發動第二波掃蕩查封行

動，掃蕩對象，包含人頭網咖、人頭餐飲店等。

 

106.02.03 本分署為提升為民服務，於12樓藝文沙龍舉行簡單開幕剪綵儀式。

 

106.02.06 本分署藝文沙龍於本日獲著名鄉土畫家潁川福同借展3幅水彩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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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2.07 本分署配合法務部行政執行署「一二三聯合拍賣日」，於拍賣室辦理查扣動產

拍賣。

 

106.02.09 本分署於工作會報中，由李分署長吉祥及施主任行政執行官淑琴共同簽署「政

府內部控制聲明書」。

 

106.02.14至106.02.17　 本分署為提升新進執行人員專業知能，瞭解案件辦理之方法與技巧，辦

理為期4天新進公務人員職前講習。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228



重要工作紀實

 

106.03.02 本分署與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板橋分局及三重稽徵所進行第3次合作追查會議，針

對滯欠國稅大戶案件討論強制執行方案。

 

106.03.16 本分署與國立臺北大學合作開設「法律校外實習課程」開訓。

 

106.03.17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召開第156次行政執行業務會報，並於會議中頒發「第31次具

體特殊優良事蹟」受獎人員等值獎品與獎狀。本分署有10位同仁獲頒此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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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22 本分署受邀前往財政部研商「稅捐稽徵機關及關務署各關承受法務部行政執行

署各分署無法拍定不動產相關問題」。

 

106.04.07 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李所長應當率同仁至本分署參訪。

 

106.04.14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黎庭長文德及民事執行處黃科長鄭泉至本分署參訪。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230



重要工作紀實

 

106.04.19 為有效遏止毒品氾濫、吸毒年齡層下降等現象，本分署召開「提升三、四級毒

品罰鍰、怠金行政執行率專案聯繫會議」，邀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胡木源局長

共同主持，整合轄區內資源，以利提升相關執行業務成效。

 

 

106.04.24 法務部邱部長太三訪視新北市地區所屬各機關，並於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召開

聯合座談會，本分署李分署長吉祥率隊至該署，就本分署現況重點、遭遇問題

及預擬之解決方案進行簡報，隨後部長率檢察司林司長邦樑等一行人至本分署

訪視，並慰問執行同仁辛勞。

231



 

106.04.27 本分署與國立臺北大學「法律校外實習課程」結業式。

 

106.05.03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朱署長家崎率署內長官蒞臨本分署訪視，並與執行人員進行

座談及慰問同仁的辛勞。

 

106.05.03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朱署長家崎率署內長官至本分署，與替代役役男進行關懷訪

視座談，了解並關懷役男服勤狀況、生活規範及聽取役男提案建議，囑咐役男

謹守分際，戮力工作，期許役男安心順利完成役期。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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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紀實

 

106.05.04至106.05.08　 理大國際多媒體有限公司為拍攝電影《角頭二》，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同意借用本分署坪林庫房弘道樓會客室為拍攝場景。

 

106.05.09 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重新調查站翁主任率同仁至本分署參訪。

 

106.05.12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陳主任檢察官盈錦率同仁至本分署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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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5.16 本分署配合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全國13個分署同步第一波掃蕩毒品怠金罰鍰大執

法行動中，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聯手出擊，就吸食第三、四級

毒品，因不繳罰鍰、怠金被移送執行的義務人，展開行蹤追查及財產執行大執

法，以實際行動落實行政院提出之反毒政策。

 

106.06.06 本分署「一二三聯合拍賣日」活動，由美女行政執行官帶領12金釵，穿上義務人

所提供的高級女裝，走上伸展台，為買家展示服飾；另拍賣新北市鶯歌著名陶瓷

「良之燒陶藝」之茶具組、奈米保溫如意壺及陶瓷燉鍋等陶藝品供民眾競標。

 

106.06.15 「飛遠傳播有限公司」為拍攝電視劇《城市情歌》，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同意

借用本分署坪林庫房弘道樓2樓為拍攝場景。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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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紀實

 

106.06.16 本分署與民間藝術創作者合辦一系列的作品成果展「潁川彩風－陳福同師生聯

展」開幕式，展覽期間至106年9月15日止。

106.06.19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至本分署實施「使用識別碼與密碼查詢部內網路資料暨金融

帳戶查詢作業」稽核。

 

106.06.28至106.06.29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辦理「106年度上半年績優替代役役男表揚暨專責管

理人員管理業務研習會」，本分署計有7位績優役男出席受獎。

 

106.07.04 本分署與中國文化大學合作開設「法律校外實習課程」開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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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07 內政部役政署梁副署長國輝率同仁至本分署召開替代役役男關懷座談會。

 

106.07.24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新莊稽徵所包主任喬雯率同仁至本分署參訪。

 

106.07.27 本分署與中國文化大學合作開設「法律校外實習課程」結業式。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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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紀實

 

106.07.26 法務部廉政署肅貪組汪組長南均率同仁至本分署參訪。

 

106.08.15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姚副局長世昌率同仁至本分署參訪。

 

106.08.15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朱署長家崎率戴主任行政執行官東麗至本分署，致贈慰勞品

予去年表現優異盧行政執行官秀虹、王書記官伯豐以及林執行員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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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18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第161次行政執行業務會報中頒獎，由朱署長家崎頒發行政執

行署及各分署第32次具體特殊優良事蹟受獎人員等值獎品及獎狀，本分署共有

10位執行人員獲獎。

106.09.07 法務部辦理本分署第三任新任（毛分署長有增）、卸任（李分署長吉祥）分署

長交接典禮，典禮由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朱署長家崎主持，簡單隆重。

106.09.11至106.09.12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執行業務檢查」小組至本分署進行2日執行業務檢

查。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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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紀實

 

106.09.14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板橋分局曾分局長金龍率所轄各稽徵所主任至本分署參訪。

 

106.09.18 經濟部政風處楊處長石金及法務部廉政署同仁至本分署參訪。

 

106.09.19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行政業務定期檢查」小組至本分署進行業務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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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9.20 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重新調查站翁主任維藝率同仁至本分署參訪。

 

106.09.25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黃處長育民率所轄各分處及總處同仁至本分署參訪。

 

106.09.27 法務部廉政署洪副署長培根率同仁至本分署參訪。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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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紀實

 

106.09.28 本分署毛分署長有增率2位主任行政執行官至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拜訪葉院長麗

霞，並進行業務交流觀摩。

 

106.09.29 法務部繆參事卓然率政風督導考核小組同仁至本分署進行「法務部所屬各機關

政風業務督導考核」。

 

106.10.05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退休檢察官呂理銘率同仁至本分署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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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16 法務部舉行廉政署、行政執行署及法制司首長聯合交接典禮，毛分署長有增率

各單位主管參加交接典禮，並恭賀新任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呂署長文忠就任。

 

106.10.23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在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展出「生活‧話當年

─1950、1960年代國家檔案影像特展」，毛分署長有增率同仁參與揭幕儀式。

 

106.11.01 本分署與國立臺北大學合作開設「法律校外實習課程」開訓。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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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紀實

 

106.11.06 本分署與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召開執行停車費案件聯繫會議，由毛分署長有增主

持。

 

106.11.09 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彭處長嘉慶率同仁至本分署參訪。

 

106.11.14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推薦本分署參加法務部106年度所屬機關檔案管理業務考評，

由法務部秘書處許副處長啟義率各考評委員至本分署檔案實地考評，並進行檢

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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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15 內政部役政署辦理106年下半年替代役績優單位及役男表揚大會，本分署第171

梯次役男邱詳昇榮獲績優役男表揚。

 

106.11.22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志工至本分署參訪。

 

106.12.01 法務部保護司假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國際會議廳，辦理「2017司法保護與

犯罪預防論壇--標本兼治、締造公義關懷社會」研討會。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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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紀實

 

106.12.01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呂署長文忠至本分署訪視並慰問同仁辛勞。

 

106.12.14 本分署與國立臺北大學合作開設「法律校外實習課程」結業式。

 

106.12.25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假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國際會議廳及會議室，舉辦「法

務部行政執行署及各分署106年度下半年績優替代役役男表揚暨專責管理人員管

理業務研習會」，本分署共有4位役男出席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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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2.25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呂署長文忠率署內長官蒞臨本分署訪視，並與執行人員進行

座談，慰問同仁的辛勞。

 

106.12.26 本分署與稅捐稽徵機關辦理「強化執行案件合作追查暨移送執行業務聯繫會

議」。

 

106.12.27 本分署於樹林拖吊保管場舉辦查封車輛拍賣，拍賣當日吸引大批應買人到場競

標，並在臉書直播拍賣現場，姜行政執行官誌璿並接受電視台之採訪。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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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紀實

 

107.01.02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鄧主任檢察官媛及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王庭長綽光率學習司

法官及法官至本分署參訪。

 

107.01.04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中和稽徵所馬主任嘉駿率同仁至本分署參訪。

 

107.01.12 本分署毛分署長有增應邀參加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中和稽徵所新建辦公大樓落成

啟用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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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18 本分署榮獲法務部106年所屬機關檔案管理業務考評「甲等成績」，於法務部擴

大部務會報中由邱部長太三親自頒獎，毛分署長有增出席領獎。

 

107.01.31 本分署邀集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等十大移送機關，召開研商「批次查

詢義務人金融機構帳戶存款餘額」移送機關分攤查詢費用會議。

107.02.01 本分署於工作會報中，由毛分署長有增及施主任行政執行官淑琴共同簽署「106

年政府內部控制聲明書」。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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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紀實

 

107.03.08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林副局長麗珠率局內同仁及交通事件裁決處同仁至本分署參

訪。

107.03.15 本分署為提供民眾更便利繳納執行案款及拍賣價金之方式，提供「Apple 

Pay」、「Samsung Pay」、「Google Pay（Android Pay）」行動支付服務。

 

107.03.20 本分署與國立臺北大學合作開設「法律校外實習課程」開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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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4.16 本分署邀集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等17個機關，召開「憑證再移送聯繫會

議」，由毛分署長有增主持。

 

107.04.17 本分署舉辦行政執行案件管理再造系統推廣上線啟動會議，由法務部資訊處羅

高級分析師倩薇、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葉主任秘書自強及本分署毛分署長有增共

同主持。

 

107.04.30 本分署新案管系統正式上線，法務部資訊處羅高級分析師倩薇率林科長振芳、

徐設計師碩鴻至本分署視察系統上線狀況。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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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紀實

 

107.05.01 本分署與國立臺北大學合作開設「法律校外實習課程」結業式。

 

107.05.02 法務部行政行政執行署假本分署辦理107年05月特專案件研析座談會，會議由行

政執行署羅副署長建勛率領同仁與會、林主任行政執行官俊旭督導；分組研析

討論會議由毛分署長有增主持綜合座談及執行業務經驗分享交流。會後全體與

會人員至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參訪。

 

107.05.16 中國文化大學藍教授元駿率師生40人至本分署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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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18 本分署榮獲內政部役政署107年上半年替代役績優服勤單位及績優役男表揚，由

毛分署長有增親自出席接受內政部葉部長俊榮頒獎；另本分署第180梯役男溫燕

恩當選107年上半年績優役男。

 

107.05.23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柯組長宜汾及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葉主任秘書自強率學員至本

分署進行「法務部司法官學院行政執行官訓練班第13期教學參訪」。

 

107.05.24 本分署盧行政執行官秀虹當選107年度模範公務人員，出席法務部第1354次擴大

部務會報暨本年度模範公務人員表揚典禮，接受邱部長太三親自授獎儀式。

鐵腕與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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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紀實

 

107.06.12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舉辦「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及各分署107年度上半年績優替代役

役男表揚及替代役專責管理人員管理業務研習會」，由本分署秘書室役男管理

人黃專員筑華率3位績優役男鄭捷、陳昌達及謝旻哲出席接受呂署長文忠頒獎。

 

107.07.09 法務部舉行法務部卸任新任高階主管暨所屬檢察機關首長聯合交接及宣誓典

禮，本分署第四任王代理分署長金豐率單位主管參加典禮，並恭賀毛分署長有

增榮陞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檢察長。

 

107.07.16 法務部舉行卸、新任部長交接典禮，本分署王代理分署長金豐率單位主管參加

典禮，並恭賀新任蔡部長清祥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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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9 多家記者至本分署採訪管收滯欠大戶周姓義務人不法賺取買賣差價近8千萬元一

案，由施主任行政執行官淑琴代表本分署發言，說明該案件之執行情形。

 

107.07.19 法務部與東吳大學合作開設「法律實務實習」課程，由法務部法律事務司鄭科

長其昀、韓行政執行官鐘達率實習生至本分署參訪。

 

107.07.25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板橋分局邱分局長瑞庭率同仁至本分署參訪。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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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紀實

 

107.07.26 民視新聞記者至本分署採訪管收紀姓義務人利用人頭買賣不動產滯欠稅金及罰

鍰一案，由王代理分署長金豐接受採訪，說明紀姓義務人案件執行情形。

 

107.08.02 本分署與中國文化大學合作開設「法律校外實習課程」開訓。

 

107.08.02至107.08.16　 依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制定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強力執行滯欠

第三、四級毒品罰鍰及怠金案件專案』實施計畫」，本分署經由勸繳、

扣押存款、扣押薪資、禁止車輛異動登記等方法，並針對屢催不繳的義

務人，由行政執行官帶隊，會同警察登門查封其不動產，於短短半個月

內徵起近340萬元，成效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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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28 本分署與中國文化大學合作開設「法律校外實習課程」結業式。

 

107.09.03 大陸委員會秘書室魏主任淑娟率同仁至本分署參訪。

 

107.09.12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舉辦「行政執行機關吉祥物發表暨北區分署聯合拍賣」，由

法務部蔡部長清祥及行政執行署呂署長文忠揭開序幕。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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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紀實

 

107.09.18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行政業務定期檢查」小組至本分署進行業務檢查。

 

107.09.26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辦理本分署第五任新任（楊分署長秀琴）、卸任（王代理分

署長金豐）分署長交接典禮，典禮由法務部蔡部長清祥主持，簡單隆重。

 

107.09.26至107.09.27 審計部至本分署進行2日「107年1至8月份財務收支」實地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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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15 法務部蔡部長清祥由部長辦公室顏主任迺偉及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陳代理署長盈

錦陪同，視察本分署業務推行現況，本分署吉祥物「拍寶」在1樓大門口與楊分

署長秀琴及科室主管共同迎接蔡部長。

 

107.10.15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陳代理署長盈錦偕葉主任秘書自強至本分署與全體同仁召開

業務座談會，並慰問同仁辛勞。

 

107.10.17 本分署與稅捐稽徵機關辦理「強化執行案件合作追查暨移送執行業務聯繫會

議」。

鐵腕與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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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紀實

 

107.10.22 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舉行消防安全講習，同仁依自衛消防隊編組成員指

揮，依序由兩側逃生梯疏散至1樓人行道，集結點名後解散，圓滿完成演練程

序。

 

107.10.23至107.10.24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戴主任行政執行官東麗率署內長官至本分署進行2日

執行業務檢查。

 

107.11.02 臺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GS）至本分署實地稽核ISO27001:2013版資訊安

全制度，驗證範圍為機房管理、網路管理、行政執行案管系統之開發、操作與

維護管理，以及公文線上簽核系統之操作與維護管理，是日實地稽核後認為本

分署符合ISO/IEC 27001:2013驗證標準，推薦本分署取得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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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06 本分署「一二三聯合拍賣日」拍賣物品包括：粉晶球座、水晶手鍊、項錬、吊

墜、鹽燈、紫水晶洞、玉手鐲、車用多媒體主機及導航系統、PUMA名牌服飾

等多樣物件，均搶購一空。

 

107.11.19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黃處長育民率總處同仁及所轄6個分處主任至本分署參

訪。

 

107.11.19 本分署辦理替代役役男職前訓練講習，由楊分署長秀琴、王主任行政執行官金

豐訓勉，致關懷之意，勉勵役男安心、快樂服勤，平安退伍。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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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紀實

 

107.11.22 本分署楊分署長秀琴率同仁至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觀摩「集中作業中

心」運作。

 

107.11.23 本分署辦理吉祥物「拍寶」經驗分享說明會，由楊分署長秀琴親自主持。

 

107.12.03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黃分署長彩秀率同仁至本分署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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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2.04 本分署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聯合舉行「一二三聯合拍賣日」，當天千萬賓利

車以390萬元賣出，原價200多萬元的奧迪，經61次的激烈競價後，以130萬元拍

定；不動產部份，本分署分別賣出位於新北市板橋、三重及蘆洲1房地及2筆土

地，總共賣得1,203萬8,010元。

 

107.12.22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李主任檢察官豫雙率同仁至本分署與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進

行業務交流暨參訪活動，由行政執行署陳代理署長盈錦親自率林主任行政執行

官俊旭、戴主任行政執行官東麗與本分署楊分署長秀琴接待。

 

107.12.27 本分署舉辦「集中作業中心成立說明會」，由王主任行政執行官金豐主持，向

全體執行科同仁進行簡報，說明「集中作業中心」籌辦過程，並將於108年1月2

日成立。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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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紀實

 

108.01.02 本分署成立「集中作業中心」，該中心設置3組，負責製作執行憑證、存款及薪

資扣押與收取命令函稿等作業，人員配置16名。

 

108.01.02 本分署舉辦「集中作業中心」教育訓練課程。

 

108.01.02／108.01.07／108.01.08　 本分署舉辦新進職員講習，由主任行政執行官、科室主管及

書記官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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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08 本分署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聯合舉行「一二三聯合拍賣日」，拍定金額合計

765萬餘元，成果豐碩。

 

108.01.30 本大樓社團法人新竹市教保人員協會附設新北市私立新莊聯合幼兒園老師帶領6

位可愛的小朋友至本分署拜年賀新春。

 

108.01.31 法務部舉行法務部卸任、新任高階主管暨所屬檢察、廉政、行政執行機關首長

聯合交接及宣誓典禮，楊分署長秀琴率單位主管觀禮，並恭賀新任法務部行政

執行署林署長慶宗就任。

鐵腕與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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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紀實

 

108.02.12 2月份「一二三聯合拍賣日」變賣活動鹽燈為熱銷主角，共變賣出138顆，其他

歐洲原裝進口女裝賣出12件、動產變賣201件，金額共計336萬9,059元；不動產

拍賣則賣出4筆，金額合計995萬7,200元。

 

108.02.12 「集中作業中心」推動小組召開不定期業務檢討會。

 

108.02.18 義務人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因欠繳勞健保費共376萬餘元，由行政執行官帶

隊前往查封校舍、調查不動產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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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2.20 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管理小組舉行消防教育講習，邀請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授課。

 

108.02.23 義務人和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滯欠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等共110萬餘元，本

分署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聲請拘提高姓負責人獲准後，囑託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臺北分署執行拘提，拘獲後其願意提供擔保辦理分期，使國家債權獲得實現。

 

108.03.05 3月份「一二三聯合拍賣日」變賣活動，首度由百貨專櫃精緻蛋糕知名業者「恬

品軒」進駐，總計賣出（含預購）蛋糕等甜點共443件，金額5萬640元。

鐵腕與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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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紀實

108.03.08 義務人雅爵實業有限公司林姓前負責人，多次變更戶籍地址，企圖規避執行，

本分署遂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聲請拘提林姓前負責人獲准，其終於承諾年底前

繳清全數欠稅，使國家債權獲得實現。

 

108.03.13 「集中作業中心」推動小組召開不定期業務檢討會。

 

108.03.13 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管理小組舉行「AED心臟自動電擊去顫器及CPR心肺

復甦術教學教育訓練」，本訓練課程由新莊區衛生所林彥佑護理師主講。

267



108.03.20 義務人鈞煜金屬有限公司滯納營利事業所得稅計276萬餘元，經承辦行政執行官

調查發現該公司將高達1,300萬餘元資金，匯入黃姓負責人個人及配偶帳戶，並

將公司3輛車移轉登記至新設立公司名下，本分署遂依法留置，擬向法院聲請管

收，黃姓負責人發現事態嚴重，當天以現金繳清全數欠款。

 

108.03.25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假本分署召開第171次行政執行業務會報，由林署長慶宗主

持。

 

108.04.02 4月份「一二三聯合拍賣日」拍定金額總計73萬7,720元。

鐵腕與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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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紀實

 

108.04.09 「集中作業中心」推動小組召開不定期業務檢討會。

 

108.04.11 本分署楊分署長秀琴邀集新北市政府交通局等移送機關召開「推動『強力執行

滯欠酒駕、毒駕罰鍰及使用牌照稅、路邊停車費執行案件』研商會議」。

 

108.04.15至108.04.30　 本分署配合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推動「強力執行滯欠酒（毒）駕罰鍰專

案」，經由扣押存款及薪資、查封25筆土地及39戶房屋，共計徵起

1,107萬49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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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06／108.05.27　 本分署召開108年自僱臨時人員遴選會議，由施主任行政執行官淑琴擔

任召集人，遴選委員6名，會議中就臨時人員之遴選作業期程、名額配

置及遴選簡章內容進行討論。

108.05.07 5月份「一二三聯合拍賣日」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進行動產及不動產聯合拍

賣，本分署拍賣的2011年1月出廠的中華FUSO小貨車，意外引起民眾搶標，總

共出價29次，最後以48萬元拍定，當日拍定金額總計175萬9,590元。

鐵腕與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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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紀實

 

108.05.20 「集中作業中心」推動小組召開不定期業務檢討會。

 

108.05.21 為提升並強化本分署同仁檔案業務知能，由楊分署長秀琴召集全體主管參加

「跨機關標竿學習資源整合共享說明會」，讓各主管瞭解「金檔獎」相關協助

配合事項，期以共同努力爭取機關榮譽。

 

108.05.30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林署長慶宗蒞臨本分署訪視，並親切與每位同仁握手問好，

表達鼓勵及慰勞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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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30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長官至本分署進行「108年執行業務不定期檢查」及「108年

度上半年使用識別碼與密碼查詢部內網路資料暨使用金融帳戶開戶查詢系統定

期查核作業」。

108.06.04 6月份「一二三聯合拍賣日」新進駐「王老吉涼水舖」變賣各式手搖飲料及知名

保養品牌「MEI-EAL」變賣化妝品，變賣所得25萬4,230元。另拍定新莊豪宅1

筆，賣出金額1,255萬1,188元。

 

鐵腕與柔情

行政執行機關的公義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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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紀實

 

 

108.06.18 法務部檔案管理業務考評小組由法務部黃專門委員淑芬率成員6人及法務部行政

執行署王專門委員仁越等長官，至本分署進行「法務部108年度實地輔導考評所

屬機關檔案管理業務」。

 

108.06.25／108.06.28／108.06.29　 本分署召開「108年度臨時人員甄選」工作人員講習會議，

由施主任行政執行官淑琴主持，會中分配並講解工作內容；

6月28日辦理第一階段筆試試卷印製、彌封及保管作業；6月

29日舉行筆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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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02 7月份「一二三聯合拍賣日」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聯合拍賣。本次拍（變）賣

動產及不動產，共賣出金額6,126萬1,543元。

 

108.07.04 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管理小組舉行「防災（護）教育講習」。

 

108.07.08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假本分署辦理「108年7月特專案件研析會議」，並至國家發

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參訪。

鐵腕與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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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紀實

 

108.07.11 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管理小組舉行「防災（護）教育講習-北棟全體員工消

防疏散演練活動」。

 

108.07.11／108.07.16／108.07.23　 本分署陸續進行「用印程式安裝及測試」，並於執行股舉行

「用印程式測試教學」，至7月23日正式辦理「用印自動化

上線作業」。

 

108.07.24 法務部法律事務司黃科長王裕率東吳大學法律實務實習生11名至本分署參訪。

275



 

108.07.25 本分署榮獲法務部108年所屬檔案管理業務考評「甲等成績」，蔡部長清祥於法

務部擴大部務會報中親自頒發獎狀1幀，由楊分署長秀琴出席受獎；並被法務部

指派參加109年度（第18屆）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評選。

 

108.07.01／108.07.05／108.07.13／108.07.19／108.07.31

本分署7月1日辦理「108年度臨時人員甄選」第一階段試卷閱卷作業；7月5日於網站公告第二

階段口試名單；7月13日辦理第二階段口試作業；7月19日網站放榜公告臨時人員錄取名單；7

月31日完成報到手續。

 

108.08.01 本分署正式僱用臨時人員，並舉辦「臨時人員職前講習」。

鐵腕與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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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紀實

 

108.08.01 本分署配合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推廣「108年投標流程教學專案」，由施主任行政

執行官淑琴率親善大使及吉祥物「拍寶」至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各進駐機

關，宣傳「動產、不動產法拍線上直播課程」。

 

108.08.05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徵收科黃科長淑瑜率新莊稽徵所馬主任嘉駿及同仁至本分署

參訪。

 

108.08.06 8月份「一二三聯合拍賣日」拍定2011年國瑞INNOVA2.0車輛1部，變賣物件除

了受消費者喜愛的精緻蛋糕、法式馬卡龍及核桃派等甜點外，特別推出小家電

特賣會。本分署引進小家電等物件為執行機關拍賣首例，吸引不少有興趣的民

眾前來選購，又是一次成果豐碩的拍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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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8.06 本分署配合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推廣「108年投標流程教學專案」，辦理「暑期大

專生法拍體驗營」，由施主任行政執行官淑琴講授。

 

108.08.08 本分署邀請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幼兒園的師生參觀12樓拍賣室，並由小朋

友「出價搶標」本分署免費提供的5隻布偶，體驗拍賣過程。

 

108.08.08 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舉行「聯合慶讚中元普渡法會」，是日由王主任行政

執行官金豐擔任主祭官率同仁前往參加祭典，儀式莊嚴隆重，圓滿結束。

鐵腕與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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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紀實

 

108.08.12 本分署籌備參加109年度（第18屆）機關金檔獎評選，楊分署長秀琴召集成立金

檔獎推動小組，設置檔案應用小組、撰寫小組、立案編目小組、督導小組、庫

房遷移及建置小組、書面資料準備及解說小組、鑑定小組（常設）等7個小組。

 

108.08.13 本分署配合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推廣「108年投標流程教學專案」，辦理「動產、

不動產投標流程免費教學講座」，接受65位民眾線上報名，於開放報名當日即

額滿。

 

108.09.03 9月份「一二三聯合拍賣日」」售出2筆位於新北市蘆洲區的土地，該土地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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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管中，其拍定金額共計1億240萬元，再次創新本分署今年單件不動產拍定金

額最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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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9.04 本分署於中秋佳節前夕分送愛心，特別派員前往探視單親及年紀大又獨居的義

務人，除了致贈生活物資外，並協助申請社會救助資源，以體現行政執行機關

關懷經濟弱勢人民的良善美意。

 

108.09.10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張主任秘書雍制率署內長官至本分署業務訪查。

 

108.09.17至108.09.19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至本分署進行為期3天「執行科及行政科業務檢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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