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務部司法記者小茶敘新聞資料 

 

 

什麼都賣 什麼都不奇怪 

─123聯合拍賣─ 

拍出鐵腕溫馨小故事 
 

 

 

 

 

 

108 年 5 月 29 日法務部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目錄 

分署 拍標案例 頁次 

臺北 

天上飛的—中興航空公司直升機、噴射機拍賣 1 

鍥而不捨查封拍賣超跑 4 

創意 T 恤、名酒、時尚精品大拍賣 6 

士林 與分署合作 OutLet 再出發 8 

新北 

手搖飲料 10 

民眾搶買，知名法式手作精緻西點 12 

興天地豪宅拍賣案例 16 

新竹 新竹湖口豪華大農舍 18 

彰化 武界農茶 20 

嘉義 拍賣農產品草莓「給釣竿」 23 

高雄 

科技創新新品「手機消毒液」 25 

心曠神怡知名歐洲咖啡豆 27 

拍賣農十六豪宅 29 

屏東 園藝盆栽 31 

宜蘭 海上漁船 34 



1 
 

天上飛的—中興航空公司直升機、噴射機拍賣-臺北分署 

 

義務人中興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積欠勞保、健保、牌照稅、民航局

航空站停管費用等案件，積欠金額約新臺幣(下同)一千餘萬元，臺北

分署 2015 年查封 KAWASAKI HEAVY INDUSTRIES 製造、型號 BK-117B-

2 的直升機 1 架，機齡約 20 年，原鑑價為 6,600 萬，105 年首度拍

賣，成為破天荒史上頭一遭直升機被拍賣，期間歷經四輪拍賣，多次

流標，底價由 105 年 11 月 1 日第一輪第一次的 6,100 萬，一直到 107

年 9 月 4 日的底價 472 萬元，才由第三人德安航空以略高於底價的

478 萬 2,000 元拍定。 

從事工程吊掛、空拍、醫療專機和商務專機的中興航空，在 2008

年及 2009 年各發生一起醫療後送直升機墜機意外，2013 年運補氣象

局物資的直升機又在玉山墜毀後，公司營運受影響。 

2015 年 6 月中興航空因股東意見不合，爆發財務糾紛，飛機遭

假扣押，帳戶被凍結，公司無法營運，也發不出薪資，不僅積欠員工

薪資和民航局場站費用，股東也有購機債務問題，勞健保費用也無法

繳付。 

這架「BK-117」直升機，過去曾執行運補、緊急醫療等業務，也

是成立 25 年的中興航空主力之一，可執行空拍觀測、救難、運送等

任務，是國際間廣泛使用的軍、民用直升機，但是歷經拍賣時間過長，

期間停放於松山機場經風吹日曬雨淋均未曾發動，最後拍定人德安航

空也是將其拆解所需零件取用。 

2018 年再行查封義務人中興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名下另一架

Hawker Beechcraft 製造、型號 Hawker 400xp 的噴射機，用於勘察、

匯測、救護及商業專機用，民國 97 年開始飛行使用，臺北分署依臺

北地院 106 年 1 月 26 日公告三個月特別變賣程序之底價 1 億 1,000

萬為第一次拍賣底價，惟至特別變賣程序底價 7,040 萬仍未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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鍥而不捨查封拍賣超跑-臺北分署 

 

義務人滯納贈與稅及罰鍰、牌照稅、汽車燃料費，滯欠金額合計

達新臺幣（下同）1,600 萬餘元，其中 800 萬餘元贈與稅及罰鍰，移

送機關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改課受贈人。 

104 年 2 月某日下午，義務人至本分署陳述，本身視力因為糖尿

病之故毀損，無法開車，名下車輛給兒子開，每月尚有薪資收入，除

此之外，無其他財產。然其認為課稅處分不存在，於判決確定前，不

考慮提出清償計畫。移送機關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亦無法查得義務人車

輛實際行蹤。本分署亦夥同移送機關代理人至義務人戶籍地查訪車輛

行蹤，惟未見車輛，大樓管理員表示據聞義務人於隔壁棟大樓有承租

停車位，然至隔壁大樓亦查無車輛行蹤。至義務人開設之公司，亦查

無車輛行蹤。 

期間義務人數次至本分署接受詢問，均無意願提供車輛供查封拍

賣。本分署歷經 1 年多之時間，追查義務人所有車輛行蹤。於 105 年

4 月中旬某日上午，義務人自行交付其所有 2 輛車輛供本分署查封，

一輛為 2006 年份 Porsche 911 二門式超跑；一輛為 2007 年份 Land 

Rover Discovery3 七人座休旅車。歷經查封、鑑價、詢價後，定於

105 年 6 月 28 日第 1 次拍賣，由於車輛使用里程數僅約 3、4 萬公里

保持狀況良好，拍賣前即有多位民眾來電詢問，於當日吸引眾多買家

到場，民眾積極出價競標， Porsche 911 超跑最終以 175 萬元高於

底價之價格拍出，七人座休旅車茲因應買人出價未達底價，未拍定，

定於 105 年 7 月 26 日再行拍賣，最終以 40 萬元之價格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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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 T恤、名酒、時尚精品大拍賣-臺北分署 

 

本件義務人為曾在京華城設櫃販賣商品之公司，其販售之創意 T

恤共有兩種圖案及款式，分別為野柳女王頭及平溪天燈，並有圓領及

POLO 衫款式，材質為 3M 吸濕排汗，尺寸從 S 到 XL，顏色共有黑色、

藍色、白色及紅色等 4 色。本款衣服當初主攻客源為大陸觀光客，所

以款式設計上採用臺灣知名風景野柳女王頭及平溪天燈的圖案，具有

臺灣本土風味。後因義務人公司經營不善，加上觀光客大幅減少，故

積欠營業稅等案件無力清償，經與義務人協商，由義務人提供自京華

城撤櫃之商品供本分署以拍賣方式清償稅款。 

義務人設櫃販售之商品採多樣化經營，除前述 T 恤外，尚包含 3C

產品、名牌香水、時尚品牌太陽眼鏡(雷朋、DKNY、ESCADA、BOSS、

PUMA、COACH 等知名大廠)、珊瑚飾品等等，其中查封之物品中最受競

標民眾青睞的是金龍牡丹高粱酒，該款高梁酒濃度 58 度，液體晶透，

味道清香純正，餘韻宛若游香不墜，真正展現出金門高梁的至高境界，

其瓶身選自臺灣瓷都新北鶯歌著名的福德窯，作品用料為名貴耀眼、

百中選一的喜紅釉(中國紅)，瓶口以及花紋以真金燙印，瓶身圖樣以

高貴祥瑞之五爪金龍為主，襯以亮眼之盛開浮雕牡丹，寓意富貴吉祥，

因為每次拍賣約以市價的半價出售，故吸引多數應買人競標。義務人

原本積欠稅金達 1,200 多萬元，經本分署陸續拍賣查封物品已清償近

9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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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分署合作 OutLet再出發-士林分署 

 

某日下午，義務人公司之負責人帶著助理，到場處理義務人公司

所滯欠近 300 萬元的勞健保費案件。先前義務人公司之案件都是由經

理來處理，第一次看見負責人到場，承辦書記官不免感到詫異。當詢

問負責人為何到場，怎麼沒看見經理時，承辦書記官發現負責人似乎

眼眶泛淚，她娓娓道來這段時間的辛酸。原來她前些年在努力開拓海

外市場，將國內公司營運部分都交給自己信任的親戚，即該名經理處

理，她甚至在知道義務人公司滯欠勞健保費時，就給了那位經理數百

萬元，請他優先處理此事，但沒想到那位經理卻沒怎麼放在心上，錢

也沒有繳進來。雖然負責人表情無悲無喜，但她那盡力平穩住的聲調，

讓人不免感到心有戚戚焉。 

在負責人談妥分期離去時，當天恰好是士林分署 123 聯合拍賣日 

，她發現士林分署聯合拍賣人潮甚多，也有數名義務人之物品以定期

變賣方式辦理，又回來與書記官商談能否也以定期變賣方式處理義務

人之服飾，她認為可以讓士林分署成為如同義務人服飾之 OutLet，與

士林分署共同創造雙贏局面。最後，負責人與士林分署達成協議，除

了定期繳納義務人之欠款之外，並定期提供服飾供士林分署變賣，除

有當季服飾外，變賣價格更是下殺為定價之 2 折。每次換季時，都吸

引許多民眾到場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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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搖飲料-新北分署 

 

義務人公司成立於民國 106 年間，主要經營項目是代理並販售大

陸地區超人氣飲料「王○○涼茶」，同時在全台設置十幾個賣點，員

工人數超過 200 人。但因於短時間內，快速擴充店家數，資金周轉出

現缺口，導致積欠雇主依法應提撥之勞保費及勞工退休準備金，遭勞

動部勞工保險局移送至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執行，總積欠金額達 300

多萬元。 

負責人到場表示公司雖仍在經營，但以目前財務狀況，無法一次

繳清欠款，請求准予分期履行，惟初期僅能按月繳納 2 萬元，新北分

署考量該公司仍在營業，且員工數達 200 多人，每月薪資支出亦屬大

筆數字，為避免衝擊員工生計，同意公司分期繳納，並主動建議義務

人公司，可配合行政執行機關每個月「123 聯合拍賣日」，提供人氣商

品，交由執行機關進行變賣，將賣得價金，抵償欠款，充實國庫，亦

可加速清償時間，減輕負擔。負責人當場應允會全力配合，並大為感

激讚賞執行機關主動用心協助義務人，讓公司可以繼續生存，讓員工

有繼續工作的機會，是政府接地氣的施政表現。 

新北分署預定於 108 年 6 月 4 日「123 聯合拍賣日」，首次變賣「王

○○涼茶」，希望賣出好成績，不僅實現公法債權，也幫義務人開闢

另一條增加業績的通路，達到雙贏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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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搶買，知名法式手作精緻西點-新北分署 

 

義務人公司是業者，據負責人表示因應消費者對食安問題的重視 

，遂大量增購符合國家對食品工廠安全衛生規範之生產設備，導致公

司資金產生缺口，但公司有在著名百貨公司設櫃，且處於正常營運狀

態，也都有按期繳納營業稅，從來沒有任何欠稅情事，是殷實的納稅

業者。只是因員工人數已達到 40 人，之前添購設備所投入的資金，

尚未解決，才會積欠勞健保費，被移送到新北分署強制執行。但公司

為展現還款誠意，這兩年來，也按月分期繳納 2 萬元。 

今（108）年農曆年後，新北分署承辦人在與負責人深入溝通瞭

解後，認為義務人公司在西點製造業界，具有相當知名度，產品深獲

消費者喜愛，但因通路賣點，是設在櫃位租金成本較高的百貨公司，

為反應成本，售價自然不低，倘能以較低的售價，回饋消費者，應該

會引起搶購潮，且不影響其品牌形象，利用分署每個月一次的「123

聯合拍賣日」機會，在分署設置臨時櫃台，透過動產查封變賣方式，

即可省去高價租金成本，將利潤回饋消費者，變賣所得價金，用來清

償欠款，不失為一個既可幫公司促銷產品，又可加速清償欠費的辦法，

也避免公司財務惡化，同時達到安撫照顧員工，降低影響員工就業與

生計的困擾。 

執行人員這樣的構想與建議，獲得負責人的全力配合，願意以市

價七折的價格，將產品交由新北分署變賣，並快速的提供各項配合措

施，同時，為確保對產品的高品質保證，義務人公司更將相關設備（冷

凍櫃與冷藏櫃）送至新北分署拍賣室，並在今年 3 月份「123 聯合拍

賣日」首次進行變賣，新北分署也在拍賣日前夕，將此項變賣訊息發

布新聞稿，透過媒體預為行銷，果然，聯合拍賣日當天中午 12 點開

賣，拍賣會場出現民眾大排長龍，熱烈搶購的畫面，才半小時左右，

義務人提供變賣的「馬卡龍」、「義大利提拉米蘇」、「北海道十勝生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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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及其他各式法式甜點，即被民眾搶購一空，向隅者，也只能透過

預購的方式，期待滿足口腹之慾。當日，變賣的價金高達 5 萬多元，

對義務人債務的清償，不無小補。 

之後，4 月份的「123 聯合拍賣日」，義務人又配合執行機關的拍

賣盛會，再次提供公司各類產品，交由新北分署變賣，當天，還是再

度出現民眾搶買的景象，買到的民眾，高呼「太便宜了！希望新北分

署每個月，都能變賣義務人的法式點心，我們一定來揀便宜…」。 

負責人看到新北分署為公司產品變賣的成績，大為感動，表示以

後每個月都會配合新北分署的拍賣會，提供產品進行變賣。  

負責人對於新北分署願意主動出手協助，提供義務人各種加速清

償的積極態度，除了感激，更給予高度的肯定，也對國家機關的執法

人員，有了翻轉性的正面評價。   

新北分署這種主動對為義務人的產品，提供變賣的執行方法，不

僅達到公法債權的實現，也幫義務人減輕高額債務的心理負擔，最具

正面意義，是讓公司得以持續正常營運，讓數十名的員工，可以免去

可能失業的焦慮與不安，避免製造家庭與社會問題，達到三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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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天地豪宅拍賣案例-新北分署 

 

李姓義務人因出售持有未滿 2 年的土地及建物，遭稅捐稽徵機關

核課「特種貨物及勞物稅」並裁處罰鍰，總金額達 870 萬元，因逾期

未繳，103 年 12 月間，被移送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執行。 

新北分署執行本件案件時，發現義務人名下有座落新北市新莊區

頭前庄的「興天地豪宅」（含 2 個平面停車位），但卻在 102 年間即信

託登記予張姓女子，並同時在辦理信託登記當天，將不動產設定抵押

權予該女子。新北分署認義務人既設定抵押權予張姓女子（借款 700

萬元），應有抵押借貸之資金往來紀錄，惟經調閱義務人往來銀行交

易資料，卻查無與抵押債權金額相當之交易，高度懷疑信託登記與抵

押權設定，均屬虛偽，明顯意在脫產規避執行。於是，命義務人到場

報告，並告以若不據實報告，將向法院聲請裁定管收，義務人在執行

官的曉諭下，坦承張女係其女友，為展現豪邁男人的責任感，並給女

友幸福保障，才會應女友要求，將「興天地豪宅」過戶給女友。執行

官遂要求義務人應速將信託登記及抵押權登記均塗銷，將不動產回復

至其名下，交由執行機關進行查封變價，義務人在執行人員心理施壓

下，同意會立即會同書記官至地政機關辦理塗銷手續。 

新北分署就義務人的「興天地豪宅」完成查封鑑價程序後，即定

期進行拍賣，同時，為提高應買率，在拍賣期日前發布新聞稿，將提

供民眾帶看房屋內部陳設的導覽服務資訊，透過媒體，廣為週知。這

項提供帶看屋導覽服務的措施，吸引大批電子媒體爭相報導，也引起

許多對房地產有興趣的民眾到場看屋，準備俟機進場撿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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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湖口豪華大農舍-新竹分署 

 

本分署滯欠大戶義務人曾鈺鳳積欠營業稅案件，移送機關自 103

年陸續將案件移送執行。執行之初，由於曾玉鳳名下不動產有高額抵

押，其他財產部分又執行所得甚少，與其積欠之數額相差甚鉅，經執

行書記官破曉埋伏，終於執拘票強制義務人到分署處理。 

104 年 8 月 12 日當天，遭拘獲之義務人在詢問室哭鬧不已，還

對分署人員口出惡言，經執行人員不斷曉諭，且提出將送臺灣新竹地

方法院聲請管收等，當下義務人為避免本分署向法院聲請管收，不但

提供嫂嫂李湘玲名下之農舍及兄長曾宥榮信託管理之農舍作為擔保

外，並且由另一位兄長曾文發、姪子曾楊杰出具曾鈺鳳欠稅擔保書。

惟之後，義務人方面竟不斷阻饒本分署繼續執行，其中有關擔保人曾

楊杰是否確為本件擔保人乙節，甚至訴訟及至最高法院確定，本分署

亦派員出庭會審。在確定曾楊杰為擔保人後，本分署接連自 107 年 4

月間，開始於 123 聯合拍賣期日，拍賣擔保人等農舍，甚至排除其中

一間為信託財產之標的，順利於今年 3 月 5 日拍定，是以截至目前為

止，本件不動產拍定金額已逾 2,367 餘萬元。 

本件拍定之農舍，係位於湖口呂福堂農莊及老湖口天主堂文物館

附近，周遭多為一般住宅，農舍占地面積超過 1000 平方公尺，環境

清幽。每次 123 聯合拍賣期日，都會有一群人衝著農舍過來看投標，

確認是否有拍定。最近一次拍賣，在一拍、二拍皆有部分土地拍定，

及至三拍，農舍部分有三組人馬競標，於主持執行官宣標後，仍有投

標人不服，執行官當下展示得標標單，並沉著地維持拍賣會場秩序，

最終順利無異議的完成該次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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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界農茶-彰化分署 

 

除非是惡意欠稅，不然每個欠稅義務人都有無可奈何的辛酸。 

位於南投仁愛鄉的武界村，也是高海拔的茶區，但論名氣卻不如

杉林溪或阿里山，先天決定了武界茶農的無奈。前 1 年的暖冬乾旱，

讓期待春茶豐收的茶農陷入困境，而有了與彰化分署結緣的契機。 

彰化分署受理的這位武界茶農所積欠的房屋稅、地價稅、牌照稅、

高速公路通行費及未繳納通行費之罰鍰，合計約 20 餘萬元。查封茶

農的不動產來拍賣是最有效率的執行方法。但我們往往在追求效率的

過程中，忽略了關懷與人性才是最能夠觸動人心弦、改變人生命的重

要因素。要做到關懷，最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時間。而我選擇最花時

間的執行方法，就是幫茶農賣茶葉。 

茶農的爸爸近年沉迷六合彩簽賭，家中曾有數百斤已製成的茶葉

存放家中，因父親積欠賭資而被債權人搬走抵債。茶農的妻子生活在

債權人不時登門而入追債的陰影下，選擇了離婚收場，留下一對稚子。

名下房屋也因曾被查封，而有過全家終日寢食難安的經驗。茶農夜深

人靜獨處時總想擺脫生命的無奈，終究放不下一對稚子。暖冬的乾旱

讓茶葉歉收，並無洛陽紙貴的行情，而是因品相不佳被壓低不甘心的

收購價。 

我分享彰化分署過往的拍賣經驗給義務人，法拍不是賤賣，而是

由分署幫忙行銷、提供平台，與義務人協商動產變賣價格後，讓市場

消費者得以低於市價來購得義務人的動產，是雙贏的結果。獲得義務

人首肯，品嘗了義務人家中茶葉，品質的確不輸杉林溪或阿里山，於

是就帶回了 200 多斤的茶葉準備拍賣。 

拍賣當天義務人不辭千里從武界下山，來到彰化分署拍賣會場，

看到人聲鼎沸的人潮，伴隨著國小學童太鼓的震撼與幼兒園娃娃的

「男兒當自強」武術表演，心中澎湃洶湧的是感動跟感謝。茶農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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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茶葉從來沒有這麼熱銷過，而且解決了欠稅，對法拍的印象因而改

觀，對執行機關不再有冰冷的成見，而是相信否極泰來的契機。 

我希望這段省思，能讓自己隨著公務經驗重新調整優先順序，來

追求更平衡的執行方法。能在未來執行程序，追求績效的同時，加一

些關懷，多一些人性，點燃枯萎的生命，溫暖義務人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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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農產品草莓「給釣竿」-嘉義分署 

 

義務人因積欠汽車牌照稅、燃料費、健保費等總欠案件共 74 件，

金額共達新臺幣 6 萬 6,602 元，經多次催繳無效，且無可供執行之存

款、薪資，也沒有不動產。書記官到現場查訪經濟狀況時，義務人表

示經濟困難無法繳納，惟稱有租用田地種植草莓、番茄，可供變賣抵

繳欠稅費。果於 4 月 2 日聯合拍賣時民眾瘋狂搶購草莓，僅半小時就

一掃而空，義務人樂得開懷並向書記官表示，下次拍賣願意再行提供

變賣，一來可抵繳欠稅費，二來可擴大行銷增加買氣及收入，稍解經

濟困境以收一舉二得之效。 

嘉義分署表示，執行分署除貫徹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行

外，也秉持『執行有愛，公義無礙』，對弱勢的義務人發揮『人飢己

飢，人溺己溺』之精神，就無法繳納稅捐罰鍰的義務人，從人本關懷

出發，採取各種體恤、關懷經濟弱勢族群的『給釣竿』執行措施，而

非殺雞取卵、讓人扼腕的執行作為，故如有義務人自行生產、製造而

自動提供拍賣(變賣)的物品，分署可作為一個銷售平台匯集人氣增加

買氣，讓義務人儘早繳清欠款並重新自力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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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新品「手機消毒液」-高雄分署 

 

從事執行十餘年，從未遇到當事人在還没跟你討論正題前，就在

你面前潸然淚下，而且還是一位約六十歲的男性，瞬間心理師之身分

上身，認真的探究他失態的原因，原來因為經營生意遭人詐騙致在外

有巨額欠款，家中成員也因此受到打擊而身體出現狀況，長期累積的

經濟壓力，讓他無力繳納公司之欠費，為此對其勸說，對人生仍要充

滿信心，不可放棄自己的理想，義務人才道出雖然遭受困境但仍未放

棄研發興趣，所以就順勢問了他最近有研發什麼，他才破涕為笑從包

包拿出「手機消毒液」，很有自信的告訴我研發的構想，且做了許多

的實驗而証明其功效，但因苦無銷售管道，聽到此處，身為執行人員

的我，自然就會聯想到分署每月 123 聯合拍賣之執行政策，分署會大

力宣傳拍賣物品。並在告知執行「手機消毒液」相關程序後，詢問其

是否願意提供產品由分署依變賣程序辦理，不但就賣得價金可直接清

償欠費，也可以就產品做小小的宣傳，義務人聽到了相當開心，並同

意配合。 

在高雄分署辦理聯合拍賣時，果然有許多的人了解產品的功效，

紛紛將產品買回，變賣的結果，義務人也相當滿意，並表示感謝高雄

分署提供這個平台，可以在讓他發表其公司產品的同時也可以清償欠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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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曠神怡知名歐洲咖啡豆-高雄分署 

 

義務人尚欠金額 27餘萬元，財產清冊顯示無存款資料可供扣押，

從公司登記地址送達證書，顯示寄存送達。遂調銷項去路明細，扣了

三家廠商，前二家皆陳報無交易往來，無從扣押。後與陳報人電話詢

問義務人信息，從中知悉義務人是在百貨公司設櫃的咖啡廠商。 

網頁搜尋○○咖啡發現是頗知名之咖啡業者，進口的咖啡豆在歐

洲是知名品牌。便排定現場執行前往百貨公司該專櫃。 

義務人在場，經提示識別證表明來意，義務人希望我們別張揚，

遂同意低調收起識別證，裝作顧客與老闆談話。告知若當場查封咖啡

機具，一定會引起騷動影響商譽，是否有其他可供執行查封之物。義

務人稱有一批咖啡豆存於倉庫，願意擇日搬去高雄分署供我們查封變

賣。 

執行過程顧及義務人商譽，低調處理，義務人也如期帶三箱咖啡

豆至高雄分署供查封，該批咖啡豆雖變賣不足額。但因交涉過程互相

信賴，也站在義務人立場體恤其一時周轉不能，給予其時間籌錢。目

前本案已全數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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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農十六豪宅-高雄分署 

 

義務人公司欠繳營業稅及勞、健保費合計約 500 餘萬元，因經營

不善資金周轉不靈，以致無法按分期承諾履行，高雄分署乃開始啟動

公權力追債模式。基本上義務人算是配合度高的，均能依執行命令交

出車輛供本分署查封拍賣抵繳欠稅。至於其名下位於高雄農十六的不

動產，亦如實地向本分署報告使用現況，讓不動產拍賣程序順利地進

行。 

行政執行署近年推動全國性的 123 聯合拍賣政策，在 Facebook、

Line、網路及新聞媒體的宣傳下，漸漸地社會大眾在這些訊息的耳濡

目染下，已知道想「撿好康」就找行政執行署各分署的好口碑。也因

123 聯合拍賣會所帶起人潮及錢潮的渲染力下，執行同仁查封的物品

也不愁沒銷路了，當遇到經營不善的義務人告稱存貨一堆賣不出去所

以沒錢繳稅的情形，我們同仁常會發揮人飢己飢的互助精神，請義務

人將存貨交予分署在 123 聯合拍賣會上拍(變)賣，成功地透過熱鬧的

拍賣會「貨出去，錢進來」，同時創造義務人繳稅及充裕國庫的雙贏

局面。 

高雄分署能順利將義務人農十六豪宅拍出，也是歸功於 123 聯合

拍賣政策。我們透過 Facebook、Line 及網路將豪宅雄偉的外觀及拍

賣條件傳達出去後，引起新聞媒體的關注及報導，這個拍賣物件的詢

問度旋即破表，拍賣當天共有 9 組人員來競標，最後由曾小姐以些微

差距勝出。事實上法拍市場上不乏好的物件，何以 123 聯合拍賣會的

物件會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應歸因於資訊傳播力對拍賣物件能否

拍出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再加上 123 聯合拍賣之前已建立的好口碑，

讓社會大眾有了參與盛會的興趣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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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盆栽-屏東分署 

 

一如往常，我與同仁在辦公室忙著登打憑證、分卷，有一民眾阿

秀愁眉苦臉的拿著一疊帳單進入辦公室說：名下汽車的牌照稅因沒有

繳納，收到屏東分署傳繳通知，並由友人口中得知，若不理會屏東分

署傳繳，財產可能會被查封，資金可能會被凍結。這說法讓阿秀著實

緊張起來。一晚的輾轉難眠，一早阿秀便與先生便拿著帳單來到屏東

分署尋求解決之道。 

阿秀一見到我，似乎有說不完的原因及苦衷，讓我放下手邊工作

聽她訴說，阿秀說跟著先生從事花草樹木的園藝工作十幾年，兩年前

因逢天然災害，樹苗損失甚多。便將名下的汽車、土地去辦理抵押貸

款周轉資金，每個月光繳納貸款、信用卡債務就要 3 萬元左右，就要

喘不過氣了。因此，才無力繳納牌照稅，直到收到屏東分署傳繳通知

才警覺事情的嚴重性，因此，希望我們能體諒她的難處，讓她每月分

期償還積欠牌照稅，考量阿秀的處境，我就同意讓她每月繳納 2千元。 

過了幾個月的時間，阿秀沒有按時繳納，我便去電詢問原因。阿

秀表示自從嫁給先生後，兩人就只會種樹，但因為市場景氣不佳，沒

有人願意多花錢來買盆栽，家中有的是盆栽，但卻無法用它變現繳款，

這話語讓我心想如果可以透過變賣她的盆栽，即可減輕她的經濟負擔

又可以償還稅款，豈不一舉數得，於是，在 107 年 10 月間我跟阿秀

表示當月跟屏東地檢署聯合舉辦動產拍賣，我願意讓阿秀試一試，利

用聯合拍賣的人潮，讓阿秀的盆栽在拍賣會變賣，但也老實告訴阿秀，

盆栽不知能否在聯合拍賣會引起買家注意，這是一個未知的結果，我

們心裡都要有所準備。 

到了聯合拍賣那天，我懷著忐忑的心，心想阿秀在市場賣不掉的

盆栽，在聯合拍賣時會不會一件都賣不出去。或許老天爺聽到我跟阿

秀的疑慮了，想不到過沒十分鐘，竟然全數售罄。結束後我趕緊打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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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告訴阿秀，今天的變賣成果，阿秀高興地在電話中表示她要再拿盆

栽來，這樣才能趕緊還完欠稅，陸續經過了 5 次的變賣，賣了 65 件

盆栽，替阿秀償還了 6 萬餘元的欠稅。 

經過這件事，讓阿秀得知欠繳稅款的嚴重性，但透過變賣的方式，

讓她無處可銷的盆栽，有了買主，也有了繳稅款的收入，解決了她心

中的一塊大石，雖然每次的變賣都要花掉很多時間製作公文、上傳圖

片，但想到每次能幫她把貨賣出去，錢進來抵欠費，真的是件很欣慰

的事。 

每次賣完栽盆後，阿秀跟她的先生總是親自來辦公室向我道謝，

讓我反而不好意思的回說：我只是盡力幫忙而已。沒想到一個舉手之

勞，卻讓阿秀從黑暗中看見曙光、看見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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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漁船-宜蘭分署 

 

義務人於 102 年間遭查獲以漁船私運野生動物活體出口，違反海

關緝私條例規定，經緝獲機關移交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裁罰，於 106

年 4 月 14 日移送宜蘭分署執行。 

宜蘭分署收案後，行政執行官審閱相關資料，發現義務人為漁船

船長，有可能即為該漁船之所有權人，便發函宜蘭縣政府查詢該漁船

之船籍資料，依函復資料顯示，該船確係義務人所有，爰迅速函請相

關機關協助辦理查封登記並禁止出航，惟此時該船究在何處仍無法知

悉，正當案情陷入膠著之際，書記官接到了一通電話，來電者表示知

悉該漁船所在位置，因無法辦理該漁船之過戶登記，爰來電詢問該如

何取得漁船所有權，書記官精神為之一振，通知來電者，可至分署詳

細說明，宜蘭分署得知停泊處，立馬定期至現場查封。 

揭示查封標示當日，義務人亦十分配合，帶領執行人員至報關行

取得漁業執照正本，且為使其船舶保持良好狀態，防止漁船進水，會

定期發動引擎，善盡保管義務。因義務人配合的態度，執行人員希望

能幫義務人賣個好價錢，以清償大部分的罰鍰。最後，該漁船在宜蘭

分署熱烈宣傳下，在 107 年 4 月份 123 聯合拍賣會上，以 270 萬元拍

定，義務人也十分感謝宜蘭分署協助將漁船變價以減輕其還款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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