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花蓮分署 

110年 9月重要工作紀實 

110.9.1 

本分署王分署長金豐於 110 年 9 月 1 日率領行

政執行官邱俊諭、秘書室主任李有生拜訪花蓮縣

衛生局朱局長家祥，感謝花蓮縣衛生局在防疫期

間對於地方防疫工作的努力與守護，雙方亦就違

反防疫措施遭裁罰移送行政執行之案件交換意

見，期能共同落實社會正義，避免出現防疫破口。 
 
 
 
 
 
 
 
 
 
 

110.9.1 

本分署王分署長金豐於 110 年 9 月 1 日率領行

政執行官邱俊諭、秘書室主任李有生拜訪花蓮地

檢署鍾檢察長和憲，感謝地檢署分派社會勞動役

人員協助本分署環境清潔工作，雙方亦就未來偵

查中查扣之贓證物拍(變)賣合作達成初步共識，

期藉由跨機關業務合作，共同落實社會正義，保

障人民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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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1 

本分署王分署長金豐於 110 年 9 月 1 日率領行

政執行官邱俊諭、秘書室主任李有生拜訪花蓮地

方法院許院長仕嵐，感謝花蓮地方法院對於本分

署強制執行教育訓練的協助，未來仍基於資源共

享原則，持續在教育訓練上共同合作，共同提升

本職學能及為民服務品質。 
 
 
 
 
 
 
 
 
 
 
 
 

110.9.1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花蓮辦事處藍主任淑靜於 110

年 9 月 1 日率領專員蕭秋容拜訪本分署王分署

長金豐，感謝本分署長期以來對勞保移送行政執

行案件之努力，王分署長對於花蓮辦事處指派同

仁常駐於本分署協助辦理移送執行案件，並派車

現場執行深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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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3 

本分署王分署長金豐於 110 年 9 月 3 日率領行

政執行官賴怡君、秘書室主任李有生拜訪花蓮監

理站林副站長俊雄，感謝監理站每週二、三、四

下午均指派人員至本分署協助辦理行政執行業

務，每週二指派車輛配合本分署現場執行，雙方

亦就老舊機車切結報廢作法交換意見，期能提升

本便民措施效能。 
 
 
 
 
 
 
 
 
 
 

110.9.3 

本分署王分署長金豐於 110 年 9 月 3 日率領行

政執行官賴怡君、秘書室主任李有生拜訪健保署

東區業務組李組長名玉，感謝該組長期派駐 3位

同仁在本分署協助辦理行政執行業務，每月第

一、三週星期一提供車輛及駕駛協助本分署現場

執行，雙方亦就健保案件分期繳納事宜深入討

論，交換意見，期能提升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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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7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花蓮分局馬分局長嘉駿率領

秘書吳淑珍、課長高明德，於 110年 9月 7日拜

訪本分署王分署長金豐，馬分局長感謝本分署長

期以來在國稅移送執行案件的努力，雙方亦就共

同追查資金流向之教育訓練交換意見，期能藉由

執行能力的提升，共同維護租稅正義。 
 
 
 
 
 
 
 

110.9.7 

本分署於 110年 9月 7日舉辦本年度 9月份「123

全國聯合法拍會」，由行政執行官邱俊諭、賴怡

君共同主持，本次法拍會拍出 2筆不動產，拍定

價額為 40 萬 5,100 元，另變賣寵物用品、二手

腳踏車、原木家具、3C商品等多項動產共 55筆，

賣得 3萬 4,195元，為國庫徵起 43萬 9,29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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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8 

本分署王分署長金豐於 110 年 9 月 8 日率領行

政執行官邱俊諭、秘書室主任李有生拜訪財政部

北區國稅局玉里稽徵所黃主任國文，感謝該所長

期以來提供辦公處所作為本分署花蓮縣南區巡

迴便民服務站使用，使居住於富里鄉、玉里鎮、

卓溪鄉、瑞穗鄉民眾洽辦行政執行業務免去舟車

勞頓之苦，雙方亦就公務人員遭移送行政執行案

件交換意見。 

 

110.9.8 

本分署王分署長金豐於 110 年 9 月 8 日率領行

政執行官邱俊諭、秘書室主任李有生，拜訪臺東

縣衛生局黃局長明恩，感謝衛生局在疫情期間守

護全民健康的辛勞，另商請該局於 110年 9月 13

至 15 日指派同仁及車輛協助本分署專案執行防

疫案件，獲黃局長允諾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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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8 

本分署王分署長金豐於 110 年 9 月 8 日率領行

政執行官邱俊諭、秘書室主任李有生，拜訪臺東

縣稅務局李局長素琴，感謝該局積極邀請本分署

參與偏鄉服務與宣導，雙方對於採用車牌辨識系

統沿街找尋欠稅車輛查扣作業交換意見，期能透

過科技執法方式，提升執行成效。  

 

110.9.8 

本分署王分署長金豐於 110 年 9 月 8 日率領行

政執行官邱俊諭、秘書室主任李有生拜訪臺東監

理站鍾站長秉均，感謝該站指派駕駛及車輛配合

本分署台東地區之現場執行，另商請該站定期指

派同仁至本分署行政執行官臺東辦公室收取監

理案件案款一事進行討論，期能在有限人力下發

揮最大的人力使用，簡化雙方行政流程，獲鍾站

長允諾進行內部評估。 

 



110.9.8 

本分署王分署長金豐於 110 年 9 月 8 日率領行

政執行官邱俊諭、秘書室主任李有生拜訪勞保局

台東辦事處徐主任福義，感謝該站指派駕駛及車

輛配合本分署台東地區之現場執行，期盼雙方未

來仍本於目前之合作模式，共同提升服務品質。 

 

110.9.9 

本分署王分署長金豐於 110 年 9 月 9 日率領行

政執行官邱俊諭、秘書室主任李有生拜訪南區國

稅局臺東分局許分局長基全，感謝該局長期以來

指派同仁至本分署行政執行官臺東辦公室協助

辦理行政執行業務，雙方另就財稅大限案件再移

送執行之可行性交換意見，共同維護租稅正義。 

 



110.9.9 

本分署王分署長金豐於 110 年 9 月 9 日率領行

政執行官邱俊諭、秘書室主任李有生，拜訪臺東

地方檢察署蔡檢察長宗熙，感謝臺東地檢署提供

空間作為本分署行政執行官臺東辦公室使用，另

外因應刑事訴訟法之修正，針對檢察機關查扣之

贓證物囑託行政執行署各分署拍(變)賣事宜交

換意見，並成立聯繫窗口，以便未來細部作業之

討論，期能透過跨機關合作模式，共同打擊不法，

實現社會正義。 

 

110.9.9 

本分署王分署長金豐於 110 年 9 月 9 日率領行

政執行官邱俊諭、秘書室主任李有生，拜訪臺東

地方法院劉院長長宜，感謝法院長期以來對行政

執行業務的支持，雙方亦就強制執行之併案執行

交換意見，本於政府一體之原則，在司法與行政

相互合作下，共同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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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10 

本分署於執行業務過程中，發現家住花蓮縣秀林

鄉崇德村之姚姓義務人，因貧病無力繳納欠費，

本分署於 110 年 9 月 10 日透過愛心社發起愛心

關懷活動，由王分署長金豐率領愛心社成員親赴

個案家中訪視，並致贈生活物資、柚子及月餅，

除祝福佳節愉快，並期盼其能及早度過難關。 

  

110.9.14 

本分署於 110 年 9 月 14 日由邱執行官俊諭代表

愛心社關懷居住於台東地區之陳姓弱勢義務人，

陳員因未戴口罩遭裁罰而移送執行，本分署於執

法過程發現其為台東地區遊民，目前無固定收

入，亦居無定所。恰逢中秋前夕，遂透過愛心社

發起關懷行動，除贈送生活物資外，亦致贈口罩、

柚子及月餅，提醒陳員務必配合防疫政策配戴口

罩。 

 



110.9.13-

15 

本分署於 110年 9月 13至 15日專案執行 COVID-

19 防疫案件，由行政執行官邱俊諭率領 2 組同

仁結合臺東縣衛生局人員親赴臺東地區現場執

行，本次專案執行共 24件，包含疫情期間聚賭、

未依規定停業及未戴口罩遭罰等案件。 

 
 

110.9.22 

本分署王分署長金豐於 110 年 9 月 22 日率領行

政執行官邱俊諭、賴怡君，拜訪花蓮縣交通隊黃

隊長增樟，感謝交通隊長期以來協助本分署移置

查封車輛，並提供場所供本分署查封車輛之停放

及保管使用。黃隊長表示，交通隊目前利用車牌

辨識系統查緝逾檢註銷車輛，本分署如有需求，

未來或可研議以此科技執法利器，以「行政協助」

的方式，由本分署囑託該隊協助辦理行政執行案

件車輛之查扣作業。王分署長對此表示感謝，並

指示行政執行官進一步研議細節及可能的法律

問題後，再向該隊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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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25 

本分署於 110 年 9 月 25 日分別配合財政部南區

國稅局臺東分局舉辦之「拒絕私菸 相揪鬥陣園

遊趣」租稅圈導活動，及花蓮縣政府舉辦之「2021

愛戀 HUALIEN」租稅、建設暨預防犯罪宣導健走

活動，由本分署業務宣導小組設攤進行 123全國

聯合法拍會、多元繳款服務、老舊機車切結報廢

等多項行政執行便民措施宣導，現場以有獎徵答

方式與民眾互動，獲民眾熱烈參與。 

 

110.9.28 

本分署於 110年 9月 28日召開本(110)年度 9月

份分署務會議，由分署長王金豐親自主持，分署

長致詞時表示相當開心能夠來到花蓮與大家共

事，會議中除頒獎表揚 8月份執行績效優良人員

外，亦歡送統計室施統計員冠宇，感謝其近 2年

來在本分署的貢獻，並恭喜他調陞花蓮看守所專

員。 

 



110.9.29 

本分署與臺東縣稅務局、臺東監理站合作，於 110

年 9 月 29 日指派 2 名書記官及 1 名執行員前往

蘭嶼便民服務，本次服務內容包含辦理分期繳

納、詢問筆錄製作、案件疑義諮詢、受理各類文

書、案件款項收受、執行業務宣導及老舊機車切

結報廢等。 

 

110.9.30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於 110年 9月 29日至 10月 1

日指派林主任行政執行官俊旭率領 2 位行政執

行官及 1 位組員蒞臨本分署進行執行科業務檢

查，並給予指導，提升本分署執行業務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