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106 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依據行政院 106 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經社情勢變化及
法務部未來發展需要，編定執行機關 106 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及重點如次：

壹、年度施政目標
推廣多元便民措施，強化行政執行績效
（一）加強執行滯欠大戶，持續關懷弱勢：善用查封、拍賣、扣押等措施，強制執行義務人財產；
同時協助弱勢解決急難及生活困境。
（二）推動行政執行命令電子交換作業，開發建置「資料交換平台」：推動電子交換，提升效能；
建置「資料交換平台」供即時匯出入案件資訊，加速傳送效率與正確性。
（三）推廣多元繳款便民措施，建立跨機關視訊服務：推廣多元繳款提高義務人自繳意願；持續
提供義務人視訊諮詢服務，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貳、年度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策略目標
評估 評估
關鍵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體制 方式
推 廣 多 元 便 民 措 1 提升執行案件有效結案 1 統計 （當年度有效結案件數
24.5%
施，強化行政執 率
數據 【註】÷當年度終結案件
行績效
數）×100％【註】有效
結案件數：終結情形為
完全繳清或部分繳清
（部分發憑證、撤回或
退回）之案件。關於部
分繳清之案件，需符合
移送金額不滿 20 萬元
（普案）且清償大於移
送金額 0.5 倍或移送金額
在 20 萬元以上不滿 100
萬元（專案）且清償大
於移送金額 0.6 倍或移送
金額 100 萬元以上（特專
案）且清償大於移送金
額 0.75 倍之案件

參、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名 重要計畫項 計畫
實施內容
與 KPI 關聯
稱
目
類別
執行業務 加強執行滯 其它 一、強制執行義務人各項財產，必要時，施以限制 提升執行案件
欠大戶，持
出境、禁奢條款、或者向法院聲請裁定拘提、 有效結案率
續關懷弱勢
管收等強制作為；另輔以公告獎勵民眾檢舉制
度，有 助於查知義務人行蹤、可供執行之財
產、有無生活奢華或違反禁止命令情形，藉以
提升滯欠大戶執行之成效。
二、各分署對於弱勢義務人，除以分期繳納等緩和
之執行方式，協助其履行法定義務。必要時，
應進一步協助其解決急難及生活困境，例如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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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 重要計畫項 計畫
稱
目
類別

推動行政執 其它
行命令電子
交換作業，
開發建置
「資料交換
平台」

推廣多元繳 其它
款便民措
施，並建立
跨機關視訊
服務，辦理
市集化拍賣
活動

行政執行機 法務部行政 社會
關擴（遷） 執行署高雄 發展
建計畫
分署辦公廳
舍自有化中
程計畫

實施內容

與 KPI 關聯

地方政府及公益團體合作，給予義務人適當之
協助、通報縣（市）政府相關單位提供必要之
救助、轉介就業媒合或社會救助、進行愛心捐
款或關懷訪視。
一、目前各分署送達金融機構、副知移送機關之行 提升執行案件
政執行命令、金融機構回復作業及撤銷扣押命 有效結案率
令，部 分得透過電子公文交換系統發送；此
外，各分署核發之執行憑證，亦逐步由紙本改
為經由電子交換系統發送移送機關。本署仍將
與其他移送機關及金融機構協調聯繫，持續推
動此一政策，以有效提升執行效能。
二、積極開發、建置「資料交換平台」，供各分署
與移送機關間即時匯入、匯出行政執行案件相
關資訊，以加速資料傳送之效率與正確性、確
保資訊安全及強化各分署與移送機關間之橫向
聯繫，大幅提升服務品質，減少錯誤與降低民
怨。
一、鑑於多元繳款管道之開發，有助於簡化小額案 提升執行案件
件之作業流程、提高義務人自繳率及提升執行 有效結案率
效能，本署除持續加強宣導，大力推廣多元繳
款便民措施，並將再協調移送機關擴及其他種
類執行案款亦得經由便利超商、金融機構、郵
局辦理繳納；另亦開辦以信用卡繳納案款，除
方便義務人繳納案款外，亦可提供民眾繳納拍
賣價金等多元用途，藉以提高義務人自繳意願
及執行效能。
二、持續規劃各分署與移送機關間建立跨機關視訊
服務，避免義務人因洽辦、洽詢各項移送案件
之相關業務，而需往返奔波於各分署與移送機
關間之不便，提供義務人跨機關諮詢之便民服
務，以減少民怨，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一、本案原奉行政院核定於高雄市苓雅區（五權段 4 提升執行案件
96、496-6 號）等 2 筆國有土地（面積 2,264 平 有效結案率
方公尺），興建地上 8 層、地下 2 層鋼筋混凝土
構造辦公廳舍。嗣本案細部設計階段時，遭民
眾多次陳情，行政院乃召開會議協商，嗣依協
商結論辦理，並修正計畫書，奉行政院 103 年 9
月 19 日院臺法字第 1030053987 號函同意於苓雅
區福河段 2026-3 地號（面積 2,738 平方公
尺），興建地上 8 層、地下 2 層樓鋼筋混凝土造
辦公廳舍，總經費為 3 億 3,686 萬 8 千元。106
年度核列經費為 50,000 千元。
二、預定作業事項：
（一）辦理工程施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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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 重要計畫項 計畫
稱
目
類別

法務部行政 社會
執行署桃園 發展
分署辦公廳
舍自有化中
程計畫（審
議中）

法務部行政 公共
執行署新竹 建設
分署辦公廳
舍自有化中
程計畫（審
議中）

實施內容

與 KPI 關聯

（二）辦理公共藝術行政事項（公共藝術徵選及說
明會）。
一、桃園分署預定於坐落桃園市桃園區中埔段 1236- 提升執行案件
3 地號（相鄰於桃園市富國路 100 號）土地興建 有效結案率
辦公廳舍，依目前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編定為住
宅區（依法可新建機關辦公廳舍）基地面積 859
3.82 平方公尺，建蔽率為 50％，容積率為 250
％。
二、依辦公處所管理手冊及「行政執行機關新
（增、改）建辦公廳舍特殊需求面積設置基準
表」規定計算面積，本案建築總樓地板面積為 1
4,803 平方公尺，擬規劃新建地上 8 層、地下 2
層鋼筋混凝土構造辦公廳舍，總經費為新臺幣 4
億 9,670 萬 7,000 元。期程自 107 年起至 112 年
止。
一、新竹分署原擬接收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下稱： 提升執行案件
新竹地院）位於新竹市中山段一小段地號 29 號 有效結案率
之舊有廳舍作為辦公廳舍，因建物老舊，且尚
需辦理耐震補強工程，而本棟建物氯離子含量
偏高，多處裝修構材不易辨認，加上部分建物
未辦理保存登記，經與建築師討論並就經濟效
益研析，擬辦理舊有建物拆除重建，基地面積
7,927 平方公尺，建蔽率為 50％，容積率為 250
％。
二、依辦公處所管理手冊及「行政執行機關新
（增、改）建辦公廳舍特殊需求面積設置基準
表」規定計算面積，本案建築總樓地板面積為
6,320.12 平方公尺，擬規劃新建地上 5 層、地
下 1 層鋼筋混凝土構造辦公廳舍，總經費 3 億
4,093 萬 6 千元。
三、本案廳舍新竹分署使用空間與新竹地院交錯，
需先辦理與該院之廳舍現況分管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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