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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99 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

畫

類

別 

實施內容 

一、執行業務 

(法務部行政執

行署) 

3523181000 

一、辦理及督導執行業務 

3523181000-010200 

社

會

發

展 

一、參與本部研修行政執行法（總則及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部分），並檢

討修正行政執行有關之法令規

章，俾增益辦案工具，完善公法上

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制度。 

二、運用企業化經營理念，秉持「目標

管理、績效評比」之原則，致力於

行政執行業務之推動；重視成本效

益觀念，落實投資報酬率要求，以

提升執行績效。 

三、妥適運用強制手段，積極清理滯欠

案件，實現政府公權力；堅守程序

正義，維護人民權益。 

四、加強執行人員之訓練，精進執行技

巧，提升辦案品質；重視執行態

度，貫徹清廉、效率、親切的核心

文化，展現弱勢族群之關懷。 

五、改善辦（洽）公環境，提供優質服

務場所，並加強便民、禮民措施，

提升服務品質，樹立機關親民形

象。 

 

行政執行機關擴

（遷）建計畫

3523188500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及士林行

政執行處辦公廳舍自有化中

程計畫 3523188500-7 

社

會

發

展 

一、本案業奉行政院同意於臺北市內湖

區東湖段 8 小段 37、38、39 地號

等 3 筆土地興建自有辦公廳舍，基

地面積計 5,926 平方公尺。規劃興

建地上 9 層、地下 2 層鋼筋混凝土

構造辦公大樓，建築總樓板面積為

17,084 平方公尺，興建期程 95 年

至 101 年，總經費 6 億 1,113 萬 8

千元。 

二、99 年度預定辦理建築物主體工程

等作業，編列 95,000 千元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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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

畫

類

別 

實施內容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行政

執行處辦公廳舍自有化中程

計畫 3523188500-7 

社

會

發

展 

一、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行政執行處

辦公廳舍自有化中程計畫一案，業

奉行政院96年 1月 15日院臺法字

第 0960001650 號函核定於高雄市

苓雅區五權段 496、496-6 號等土

地（面積 2,264 平方公尺）興建地

上 8 層、地下 2 層辦公廳舍，建築

總面積為 11,312 平方公尺，總經

費 354,628 千元，期程 98-101 年。 

二、委託內政部營建署專案全程代辦，

99 年度預定辦理細部設計（圖說、

施工預算書）、工程會審議、候選

綠建築證書申請、建築執照申請審

查、公開閱覽、工程發包等作業，

編列 2,651 千元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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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執行機關擴（遷）建計畫 

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及士

林行政執行處辦公廳舍

自有化中程計畫

3523188500-7 社會

發展 

一、本案業奉行政院同意於臺北市內湖區東湖段 8

小段 37、38、39 地號等 3 筆土地興建自有辦公

廳舍，基地面積計 5,926 平方公尺。規劃興建地

上 9 層、地下 2 層鋼筋混凝土構造辦公大樓，建

築總樓板面積為 17,084 平方公尺，興建期程 95

年至 101 年，總經費 6 億 1,113 萬 8 千元。 

二、99 年度預定辦理建築物主體工程等作業，編列

95,000 千元概算。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

行政執行處辦公廳舍自

有化中程計畫

3523188500-7 

社會

發展 

一、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行政執行處辦公廳舍自有

化中程計畫一案，業奉行政院 96 年 1月 15日院

臺法字第 0960001650 號函核定於高雄市苓雅區

五權段 496、496-6 號等土地（面積 2,264 平方

公尺）興建地上 8 層、地下 2 層辦公廳舍，建築

總面積為 11,312 平方公尺，總經費 354,628 千

元，期程 98-101 年。 

二、委託內政部營建署專案全程代辦，99 年度預定

辦理細部設計（圖說、施工預算書）、工程會審

議、候選綠建築證書申請、建築執照申請審查、

公開閱覽、工程發包等作業，編列 2,651 千元概

算。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桃園

行政執行處辦公廳舍自

有化中程計畫

3523188500-7 

社會

發展 

一、於所經管坐落桃園縣桃園市中埔段 1236 地號土

地興建辦公廳舍，土地面積 17,88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為二分之一(另二分之一之共有人為中

華電信(股)公司)，依目前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編

定為機關用地，建蔽率為 50％，容積率為 250

％，本處應有持分約為 8,621 平方公尺(基地面

積)。 

二、本案規劃興建地上 8 層、地下 1 樓鋼筋混凝土造

辦公廳舍，期程自 100 年起至 105 年止，總樓地

板面積為 11,227 平方公尺，總經費為 391,999

千元。 

行政執行

機關擴

（遷）建計

畫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

行政執行處辦公廳舍自

有化中程計畫

3523188500-7 

社會

發展 

一、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98 年 6月 10日台財產局接字

第 0980005800 號函同意撥用臺北市中山區吉林

段三小段 0982、0920-0005 地號 2 筆土地，該基

地面積 5,858 平方公尺，係屬都市計畫範圍內土

地，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商業區，建蔽率為

65﹪，容積率為 560﹪。 

二、本案擬規劃興建地上 5 層、地下 2 樓鋼筋混凝土

造辦公廳舍，期程自 103 年起至 106 年止，總樓

地板面積為 20,528 平方公尺（臺北處 13,217

平方公尺、特偵組 7,311 平方公尺），總經費為

631,474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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