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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執行官

壹、前言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以下簡稱「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自 90 年 1 月
1 日成立迄本（95）年 6 月 26 日徵起金額已突破新台幣 1000 億元1，行政執行署、
處所屬同仁固然功不可沒，所有移送機關配合執行之同仁，其對於國家公法債權
之徵起，其貢獻亦不可抹煞。尤其在公法上之金錢給付義務之行政執行案件，由
司法院移交到行政執行署、處後，其執行效率及執行強度皆非舊法院時期所可比
擬，相關同仁之努力及付出實在是值得國人予以再次肯定。此外，由於行政執行
署、處在行政執行程序上，比法院強調職權進行之色彩，許多做法也與法院時代
不同，是故行政執行署、處與移送機關雙方仍有許多可以再溝通、協調及改善的
地方，以進一步提高執行效率。惟依行政執行法及強制執行法之相關規定（詳後
述），行政執行程序雖較一般民事執行程序具有較濃之職權主義色彩，但移送機
關居於執行程序當事人（公法債權人）地位所負之義務仍不可免。本文之目的即
在闡述各階段行政執行程序中（限於公法上之金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行部分），
移送機關居於當事人地位，須配合執行之事項即協力義務之內容，希對移送機關
同仁在與行政執行程序相關業務之推展上有所助益。
貳、各行政執行程序及移送機關之協力義務
一、案件須具備移送要件
案件要移送行政執行，須具備下列要件：
1、具備合法執行名義並已依法催繳
行政執行法第 11 條規定：「義務人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或法院之裁
定，負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有下列情形之一，逾期不履行，經主管機關移送
者，由行政執行處就義務人之財產執行之：一、其處分文書或裁定書定有履行期
間或有法定履行期間者。二、其處分文書或裁定書未定履行期間，經以書面限期
催告履行者。三、依法令負有義務，經以書面通知限期履行者。法院依法律規定
就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為假扣押、假處分之裁定經主管機關移送者，亦同。」以
行政處分為執行名義者，因行政處分不待確定即有執行力2，即使案件經義務人提
起行政救濟，仍得在行政救濟程序確定前移送行政執行，惟在移送執行前須先經
合法催繳程序。但若以假扣押、假處分之裁定為執行名義者，不待催繳即得移送
執行，自不待言。
2、檢附相關文件及移送電子檔
行政執行法第 13 條規定：「移送機關於移送行政執行處執行時，應檢附下列
文件：一 移送書。二 處分文書、裁定書或義務人依法令負有義務之證明文件。
三 義務人之財產目錄。但移送機關不知悉義務人之財產者，免予檢附。四 義
務人經限期履行而逾期仍不履行之證明文件。五 其他相關文件。前項第一款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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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95 年 7 月 3 日新聞稿。
吳庚前大法官著，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增訂八版），頁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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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書應載明義務人姓名、年齡、性別、職業、住居所，如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
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其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3、性別、
年齡、職業、住居所；義務發生之原因及日期；應納金額。」實務上常見移送書
或執行名義上未記載義務人之代表人或管理人之詳細資料，以致於行政執行處須
另要求移送機關補正，甚或以執行名義不合法為由退案4，應多加注意。其次，依
行政執行署所頒「行政執行處立案審查原則」之規定，行政執行案件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以退件處理：
（1）已逾徵收或執行期間（2）義務人在執行名義送達
5
後，移送執行前死亡者 。（3）稅務案件移送執行金額在新台幣 300 元以下者。如
係以執行憑證或債權憑證再移送行政執行者，依強制執行法第 27 條之規定，應俟
發見有財產時，再予移送執行。此時須於移送書上註冊財產為何，並檢附相關財
產所得資料，以利執行。如係年代久遠之車輛，宜先向監理單位查明是否已逾檢
註銷或報廢，以免浪費執行程序，徒勞無功。
二、向有管轄權之行政執行處移送案件
行政執行處於收到移送之行政執行案件後，首先須審視本處對該案件有無管
轄權。如無管轄權不得進行執行行為，須移轉管轄給有管轄權之行政執行處，故
移送機關應先查明該明該案有管轄權之行政執行處為何，再向該處移送。依行政
執行法施行細則第 20 條之規定：「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應以執行標的物
所在地之該管行政執行處為執行機關；其不在同一行政執行處轄區者，得向其中
任一行政執行處為之。應執行之標的物所在地不明者，由債務人之住居所、公務
所、事務所或營業所所在地之行政執行處管轄。受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執行事
件之行政執行處，須在他行政執行處轄區內為執行行為時，應囑託該他行政執行
處為之。」申言之，行政執行處對特定案件有無管轄權之認定，原則上以移送書
所附移送時財產資料、戶籍謄本、公司登記事項卡或其他相關資料為判斷基準，
但行政執行處依職權調查結果，認為移送書所附資料上所載財產在該轄區內於移
送時即不存在或有其他特殊情形者，即以調查之結果為管轄權認定基準。移送時
財產一經認定存在，即有管轄恒定原則之適用，不因事後不存在而有影響6。其次，

3

實務上常見移送機關同仁在移送書及移送電子檔義務人姓名欄位填入「王某某（自耕農）
」
，或其
他非義務人姓名之字樣（例如車號）
。此舉不僅於法不符，更會造成行政執行處同仁在製作相關公
文時之困擾，宜避免之。
4
依行政程序法第 96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處分之相對人如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
之團體，其書面行政處分應記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號碼及住居所。
5
實務上有移送機關同仁認為，此種情形應可適用行政執行法第 15 條之規定，逕對義務人之遺產
強制執行。實則該條規定僅限於義務人於移送行政執行後死亡之情形方可適用，若移送前義務人已
死亡，依行政執行法第 26 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 30 條之 1，再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40 條之規定，此
時義務人並無執行當事人能力，移送機關即不得以之為義務人移送行政執行。如義務人於送達處分
書之前即已死亡，而其所負公法上之金錢給付義務係可繼承，且其繼承人又未拋棄繼承者，移送機
關即應以其繼承人為義務人，移送行政執行。此時移送書及移送電子檔之義務人資料欄，請直接填
入繼承人之資料，例如姓名及身分證字號等，勿再填入被繼承人之姓名及身分證字號，以免行政執
行處誤以被繼承人為義務人，進行各項執行程序及調查相關資料。
6
請參行政執行署所頒「行政執行案件移轉管轄注意事項」第 4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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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應執行之標的物所在地」，係指義務人之不動產、動產或其他財產權（例
如銀行存款、薪資所得）之所在地。不動產之所在地認定應無疑義，動產若為車
輛，其所在地並非以車籍資料為認定之唯一依據，如移送機關已陳報車輛之確定
停放地點或有義務人住居所所在地時，亦可作為認定有無管轄權之依據；如不能
明確查知其停放地點，則以義務人住居所所在地為準。7
三、聲明異議
行政執行法第 9 條所規定之聲明異議，原係就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執行命
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所提供之救濟程序。惟實
務上常見義務人針對實體事項向行政執行處聲明異議，此實為義務人對該程序之
誤解。聲明異議內容如為實體事項，行政執行處會轉請移送機關表示意見，請逕
復義務人並副知行政執行處。
四、延緩執行
依行政執行法第 26 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 10 條之規定，
「實施強制執行時，經
債權人同意者，執行法院得延緩執行。前項延緩執行之期限不得逾三個月。債權
人聲請續行執行而再同意延緩執行者，以一次為限。每次延緩期間屆滿後，債權
人經執行法院通知而不於十日內聲請續行執行者，視為撤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
換言之，欲延緩執行須具備（１）須移送機關同意（２）執行處認為適當等二要
件。行政執行處於接獲義務人延緩執行之要求後，如認為適當，將請移送機關依
職權表示同意與否，請就是否同意表示具體意見8。
五、第三人異議之訴
依行政執行法第 26 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 15 條、第 16 條之規定，第三人就執
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
對債權人（即移送機關）提起異議之訴。如債務人（即義務人）亦否認其權利時，
並得以債務人為被告。債務人或第三人就強制執行事件得提起異議之訴時，執行
法院得指示其另行起訴，或諭知債權人，經其同意後，即由執行法院撤銷強制執
行。
六、查報財產所得等資料
行政執行處依行政執行法第 14 條、第 26 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 19 條第 1 項等
規定，固可依職權調查義務人之財產所得等資料或命義務人報告財產狀況，惟有
7

請參 90 年 12 月 17 日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處 90 年度北區法律座談會提案 1 之決議。
強制執行法第 10 條規定之「延緩執行」
，並非稅捐稽徵法第 39 條規定之「暫緩執行」
，後者並無
期間限制，但不能適用強制執行法第 18 條停止執行之規定，即不得以具有稅捐稽徵法第 39 條之事
由，向行政執行處申請停止執行，因法無明文此種情形得停止執行。如確有停止執行之必要，請依
稅捐稽徵法第 40 條或訴願法第 93 條或行政訴訟法第 116 條之規定，依申請或依職權停止執行並函
知行政執行處，或依稅捐稽徵法第 39 條之規定撤回執行。請參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暨業務諮詢
委員會第 60 次會議提案 3 之決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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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因辦案需要，亦有請移送機關補正相關資料（如義務人之財產所得資料、營利
事業所得稅或營業稅申報或核定資料等）之情形，請依強制執行法第 17 條、第 19
條等相關規定配合辦理。
七、分期繳納
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規定，義務人依其經濟狀況或因天災、事變致遭
受重大財產損失，無法一次完納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者，行政執行處於徵得移送
機關同意後，得酌情核准其分期繳納，請視具體個案狀況表明是否同意分期繳納。
八、參與分配
依行政執行法第 26 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 34 條之 1 規定：
「政府機關依法令或
本於法令之處分，對義務人有公法上金錢債權，依行政執行法得移送執行者，得
檢具證明文件，聲明參與分配。」所謂相關證明文件係指執行名義（例如課稅處
分書）、債權計算書等。9
九、查封、拍賣動產、不動產
依行政執行法第 26 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 2 章之規定，動產之強制執行，以查
封、拍賣或變賣之方法行之。不動產之執行，以查封、拍賣、強制管理之方法行
之。請配合辦理指封、保管查封物、代墊鑑價費用、對鑑價結果表示意見、登報、
代辦繼承登記、是否承受標的物、聲請另行估價或減價拍賣等程序10。
十、對其他財產權之執行
行政執行處執行義務人對第三人之財產權時11（例如薪資所得），有時會發生
第三人（例如義務人上班之公司）於合法收受執行命令後，卻未依法執行義務人
財產權之情事。此時行政執行處得依移送機關之申請，依行政執行法第 26 條準用
強制執行法第 119 條第 2 項之規定，逕向該第三人為強制執行，即執行該第三人
之財產所得。
十一、儘速回饋徵起金額及待執行金額
行政執行案件究竟徵起多少金額？待執行金額仍有多少？皆以移送機關之資
料為準。尤其第三人將扣案支票直接交由移送機關收執後，是否入庫或兌現，亦
以移送機關來文告知行政執行處為準。此外，有時因行政救濟或其他情形，案件
時有撤回或更正待行金額者，如移送機關未通知而義務人也未告知行政執行處，
行政執行處將無從得悉。為避免誤扣義務人財產所得或超額執行，移送機關宜在
9

實務上常見移送機關於接獲地政事務所通知後，向查封不動產之行政執行處聲明參與分配者。請
注意地政事務所通知被行政執行處查封之不動產，是否已移送該處行政執行？如是，請勿再參與分
配，以免重複移送。
10
請參強制執行法第 2 章第 2 節以下之規定。
11
請參強制執行法第 2 章第 5 節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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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情事發生後，儘速通知行政執行處。
十二、核發執行憑證
行政執行處依移送機關將案件移送行政執行時所附之義務人財產所得資料，
及依職權所查得之資料，經傳繳等各項執行程序後，如義務人確無其他財產可供
執行，或雖有財產，但所得數額仍不足清償義務時，將依行政執行法第 26 條準用
強制執行法第 27 條第 1 項之規定，請移送機關查報可供執行之財產所得，並就是
否請求核發執行命令表示意見。移送機關同仁於收到上開公文後，應補正相關資
料並表明是否請求核發執行憑證，以利案件之終結。
參、結語
一般民事執行程序強調主導人是債權人，執行法院只是介入公權力，以完成
保障債權人的財產權為目的。因此執行程序中，在在需要債權人導引並協力12。相
對地，行政執行處主導行政執行程序之色彩就較濃烈，不僅常常積極主動依職權
調查各項義務人之財產所得等資料，對於拘提管收、限制住居等對人執行之程序
亦皆不待移送機關之申請即發動，此亦為得以創造耀眼之執行績效之部分原因。
惟移送機關居於行政執行程序中公法債權人之當事人地位始終未變，且行政執行
處基於保障義務人合法權益之考量，亦會審查移送案件之執行名義是否合法等事
項，更何況案件如未移送行政執行，行政執行程序亦不會自動進行，換言之，國
家公法債權之實現，仍係移送機關同仁所肩負之神聖使命，實有待相關同仁繼續
努力！

12

請參「臺灣台北地方法院聲請民事強制執行須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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