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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獎勵檢舉公告                             中華民國 105年 11月 1日 

105 年度獎檢奢字第 11-1 號  

獎勵檢舉事項： 

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之 1 義務人生活逾越一般人通常程度或義務人違反禁止命令之具體資料 

編

號 

執行 

案號 

義務人姓

名 

年齡 

(歲) 

性

別 

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 

(隱去後4碼) 

住所、居所 
滯欠金額 

（新臺幣） 

是否已核發禁

止命令 
獎勵檢舉期間 

檢舉獎金 

（新臺幣） 
相片 

其他

相關

事項 
禁止命令之內

容 

1 

臺北分署 
90 年度綜
所稅執特
專 字 第
26163 號
等 

陳秀珍 64歲 女 M20087**** 
臺北市大安區通

安街 28號 2樓 
43,558,462元 

是 

105.11.1-106.1.31 

依「法務部行
政執行署獎
勵檢舉作業
要點」第 8點
第 3 款規定
發給獎金。 

無  

1.禁止購買、租
賃 或 使 用
2,000 元以上

之商品或服
務。 

2.禁止搭乘計
程車、高鐵、
航空器及遊
輪，惟因緊急
情事或公務
上理由而有
搭乘之必要

者，不在此限
。 

3.禁止為期貨
、股票、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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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保單、基金
、公司債、黃
金、外匯之投
資。 

4.禁止進入酒
店、夜店、舞
廳、各式俱樂
部、休閒會館

、四星級以上
飯店、高爾夫
球場消費。 

5.禁止贈與、借
貸他人 2,000
元以上之財
物。 

6.禁止每月生
活費用超過

新臺幣 2 萬
4,000元。 

7.禁止參與賭
博。 

 

備註： 

一、 本公告係依據「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獎勵檢舉作業要點」辦理。 

二、 提供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之一義務人生活逾越一般人通常程度或義務人違反禁止命令者之證據資料者，除應提供

具體之線索外，檢舉人應表明其真實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聯絡地址、電話等相關資料，行政執行署（以下

稱本署）對檢舉人之個人資料應予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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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以下簡稱分署)依檢舉人於獎勵檢舉期間內提供之線索，符合第八點第三款各目之規定

者，由本署依「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獎勵檢舉作業要點」發給獎金。但檢舉人係本署及各分署編制內人員不適用之。 

數人共同提供「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獎勵檢舉作業要點」第十點規定之同一線索者，獎金應由全體檢舉人帄均分配；

數人先後分別提供前述之同一線索者，獎金發給最先提供具體事證之檢舉人。但其餘檢舉人提供之事證，對於執

行有重要幫助者，酌給獎金。如無從分別其先後，獎金帄均發給之。 

四、 本署於確定得領取獎金之檢舉人及其領取獎金數額之日貣六個月內發給獎金；未符條件者，原則上不另通知。檢

舉人經通知領取獎金時，應簽具領款收據領取，並切結所提供之資料未有不實或以不法方式取得，如經發現有切

結不實，願繳回所領取之獎金或任由發給獎金之機關強制執行。 

五、 本署得視事實需要，縮短本公告獎勵檢舉期間或廢止卸除之，並另行公告。 

六、 被檢舉人如已清償應納金額或提供相當擔保或滯欠金額已低於法務部公告之規定，而尚未核發禁止命令、或有其

他之情形，將即時公告於本署機關網站（網址：http：//www.tpk.moj.gov.tw）。 

七、 檢舉方式 

書面郵寄地址：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 3段 51號 7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案件審議組） 

電子郵件信箱：tpk01@mail.moj.gov.tw 

檢舉電話：（02）2633-1266 

傳    真：（02）2633-6127 

檢舉時間之認定：以郵寄或傳真方式檢舉者，以郵件或傳真信件到達本署之日期、時間為準；以電子郵件檢舉者，

以法務部 mail server接收之日期、時間為準；以電話檢舉經轉至語音信箱留言者，以本署向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租用之「超級信箱」系統紀錄之留言時間為準。 

八、 為配合法務部及所屬機關組織調整，原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各行政執行處，自 101年 1月 1日貣調整為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各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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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獎勵檢舉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2年 5月 5日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行執一字第 0920002636 號函訂定發布全文 10 點 

中華民國 93年 12月 21 日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行執一字第 0930007450 號函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10點 

（原名稱：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獎勵檢舉應受拘提人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5年 2月 8日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行執一字第 0950000747 號函修正發布全文 15 點，並自同年 3月 1日生效 

中華民國 97年 7月 24 日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行執一字第 0970005128 號函修正發布第 4點條文，並自同年 7月 30 日生效 

中華民國 97年 12月 3 日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行執一字第 0970008593 號函修正發布第 7點條文，並自同年 12 月 8 日生效 

中華民國 99年 9月 3日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行執一字第 0990006513 號函修正發布第 2、4、5、6、7、8、10點條文，並自同年 9月 3日生效 

中華民國 99年 11月 19 日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行執一字第 0990008510 號函修正發布第 8點條文，並自中華民國 100年 1月 1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1年 3月 13 日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行執法字第 10131001340 號函修正發布全文，並自中華民國 101年 1月 1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1年 7月 6 日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行執法字第 10100519800 號函修正發布第 8點條文，並自中華民國 101年 9月 1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1年 11 月 14日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行執法字第 10100544060 號函修正發布第 5、9 點條文，並自中華民國 101年 11月 14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2年 8月 29 日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行執法字第 10200547620 號函修正發布第 5點條文，並自中華民國 102年 9月 2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3年 7月 25 日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行執法字第 10300542890 號函修正發布第 3、7、8、10點條文，並自中華民國 103年 8月 1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4年 6月 26 日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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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執法字第 10400536350 號函修正發布第 5點條文，並自中華民國 104年 7月 1日生效 

 

 

一、為鼓勵民眾及有關機關之人員就獎勵檢舉事項提供線索，以利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獎勵檢舉事項，係指下列各款事項之一，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下稱行政執行署） 以公告獎勵提供線索

者： 

（一）被檢舉人之確實行蹤。 

（二）義務人可供執行財產之資料。 

（三）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之一義務人生活逾越一般人通常程度或義務人違反禁止命令情形之具體（人、事、時、地、

物）資料。 

三、本要點所稱被檢舉人，係指義務人或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四條所定之人，因行蹤不明，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以

下簡稱分署）函報行政執行署予以獎勵檢舉公告者。 

四、義務人經分署依法執行後，未清償金額逾新臺幣（下同）一千萬元，且查無財產可供執行或已知財產顯不足清償者，

分署認有必要時，得報請行政執行署以公告獎勵提供義務人可供執行財產之資料。 

義務人經分署依法執行後，未清償金額在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查無財產可供執行或已知財產顯不足清償，

分署認其有隱匿財產之虞，而有獎勵檢舉公告之必要者，得報請行政執行署以公告獎勵提供義務人可供執行財產之

資料。 

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之一所定義務人，關於其生活逾越一般人通常程度或違反禁止命令之情形，分署為調查之必要，

得報請行政執行署公告其事由及身分識別事項，獎勵民眾提供相關證據資料。 

五、獎勵檢舉公告，行政執行署得定期或不定期以媒體或其他方式對外揭示，並應依獎勵檢舉事項，登載下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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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獎勵提供被檢舉人之行蹤者：執行案號、被檢舉人之姓名、年齡、性別、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所、居所或

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資料。如有被檢舉人之相片者，其相片。 

（二）關於獎勵提供義務人可供執行財產之資料者：執行案號、義務人之姓名、年齡、性別、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所、

居所，如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其名稱、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理人或

代表人之姓名、年齡、性別、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所、居所。如有義務人之相片者，其相片。 

（三）關於獎勵提供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之一義務人生活逾越一般人通常程度之資料者：執行案號、滯欠金額、義務人

之姓名、年齡、性別、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所、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身分之資料。如有義務人之相片者，其相

片。已核發禁止命令者，並得視情形公布禁止命令之內容。 

（四）獎勵檢舉期間。 

（五）檢舉獎金。 

（六）為提供執行線索可使用之專線電話、答錄機、信箱、傳真機或其他工具。 

（七）其他相關事項。 

前項登載之內容為身分證明文件字號者，應隱去編號後四碼。 

六、獎勵檢舉期間由行政執行署定之，如期間屆滿仍有獎勵檢舉之必要時，得接續公告之。 

七、獎勵檢舉事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分署應即時陳報行政執行署廢止公告並卸除之： 

（一）關於獎勵提供被檢舉人之行蹤者： 

1.被檢舉人已被拘獲或自行到案。 

2.義務人已清繳應納金額或提供相當擔保。 

3.執行案件依法已不得為強制執行。 

4.其他已無繼續公告獎勵檢舉必要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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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獎勵提供義務人可供執行財產之資料者： 

1.義務人未清償金額未達第四點第一項、第二項公告金額之下限。 

2.義務人已清繳應納金額或提供相當擔保。 

3.執行案件依法已不得為強制執行。 

4.其他已無繼續公告獎勵檢舉必要之情事。 

（三）關於獎勵提供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之一義務人生活逾越一般人通常程度之資料者： 

1.義務人滯欠金額已低於法務部公告之規定，而尚未核發禁止命令。 

2.義務人已清繳應納金額。 

3.執行案件依法已不得強制執行。 

4.其他已無繼續公告獎勵檢舉必要之情事。 

（四）關於獎勵提供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之一義務人違反禁止命令之資料者： 

1.義務人已依法管收中。 

2.義務人已清繳應納金額。 

3.執行案件依法已不得強制執行。 

4.其他已無繼續公告獎勵檢舉必要之情事。 

八、檢舉獎金由行政執行署依下列原則定之： 

（一）關於提供被檢舉人之確實行蹤並因而拘獲者：依義務人滯欠金額之多寡及執行困難程度等因素，於二千元以上三

萬元以下範圍內定之。但有特別困難情事，得於十萬元以下範圍內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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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提供義務人可供執行財產之資料者：依檢舉人所提供財產資料之線索，查獲義務人可供執行之財產，並經依

法執行，致公法債權獲償金額在一千萬元以下者，按百分之五計算，如公法債權獲償金額超過一千萬元，其超額

部分，按百分之二計算。但本款獎金最高以一百萬元為限。 

（三）關於獎勵提供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之一義務人生活逾越一般人通常程度之證據資料： 

1.分署因檢舉資料而核發禁止命令並經確定者，得依滯欠金額，核給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之獎金。 

2.分署因檢舉資料而認定義務人無正當理由違反禁止命令，並依法聲請經法院裁定管收確定者，得依滯欠金額，

核給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之獎金。但檢舉資料取得特別困難或對執行程序有特殊貢獻者，得核給二十萬元以

下之獎金。 

3.分署因檢舉資料而核發禁止命令，義務人始為清償者；或分署因檢舉資料認定義務人無正當理由違反禁止命令，

限期命義務人清償因而獲償者；或義務人經法院裁定管收或經執行管收始為清償者；按其清償金額之百分之五

計算，核給獎金。但獎金最高以一百萬元為限。 

（四）同一檢舉人符合各款（行蹤、財產及生活奢華）之獎勵要件者，總獎金最高以二百萬元為限。但該檢舉人有特殊

重大貢獻，依第十二點規定提交獎勵檢舉審核會審議者，不受該最高獎金之限制。 

九、檢舉人提供線索，應表明其真實姓名、聯絡電話、地址及第二點所定檢舉事項。 

行政執行署對前項檢舉人之個人資料應予保密，並應指派專人記錄及儘速處理。 

十、分署依檢舉人於獎勵檢舉期間內提供之線索，而於期間內或期間後拘獲被檢舉人，或依檢舉人所提供財產資料，查

獲義務人可供執行之財產，並經依法執行，致公法債權獲有清償，或符合第八點第三款各目之規定，行政執行署應

於確定得領取獎金之檢舉人及其領取獎金數額之日貣六個月內發給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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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數人共同提供前項同一線索者，獎金應由全體檢舉人帄均分配；數人先後分別提供前項同一線索者，獎金應發給

最先提供具體事證之檢舉人。但其餘檢舉人提供之事證，對於執行有重要幫助者，酌給獎金。如無從分別其先後，

獎金帄均發給之。 

十二、行政執行署於必要時得設獎勵檢舉審核會，審核檢舉獎金發放等事宜。並得邀請承辦之分署派員列席說明。 

檢舉人經通知領取獎金時，應簽具領款收據領取，並切結所提供之資料未有不實或不法取得。 

十三、本要點關於發給獎金之規定，於行政執行署及各分署編制內人員不適用之。 

十四、行政執行署及各分署發現任何人對檢舉人為威脅、恐嚇或其他不法行為，應立即報請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依法

偵辦。 

十五、依本要點發給之獎金，由行政執行署編列預算支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