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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行政執行處為民服務工作手冊 

100 年 2 月修正 
一、前言： 

本處為確保國家公法上金錢債權之實現，必須隨時伸張公權力，因此，

其業務性質特殊，直接影響人民之權益，但為兼顧國家利益及人民權益之維

護，除所有同仁必須恪遵依法行政之精神來處理相關業務外，不免仍有人民

抱怨及陳請，因此編訂為民服務工作手冊，供民眾參酌，以增加對機關之了

解，使民眾與機關互動中，逐步改善不便民之處，本處也努力落實各項為民

服務實施計劃，以提昇服務品質。 

二、組織職掌： 

本處現行編制員額計有處長一人、主任執行官一人、行政執行官七人、執行

書記官二十六人、執行員二十六人、秘書、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統計

室主任、政風室主任各一人、專員二人、人事組員、會計組員、統計組員、

政風組員各一人、辦事員二人、書記一人、駕駛一人、技工一人、工友三人，

總計本處編制員工計八十人。 

（一）組織架構表 

 

 

 

 

 

 

 

 

 

 

 

（二）業務職掌 

執行單位 

1. 辦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含財務案件) 之執行事項。  

2.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含財務案件) 強制執行事件之拘提及管收聲請

事項。  

3.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含財務案件) 強制執行事件之協調及聯繫事項。  

4.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含財務案件) 強制執行事件聲明異議之處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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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5. 辦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含財務案件) 強制執行事件之其他事項。  

秘書室 

1. 本處有關行政執行法規及司法行政事務之審議事項。  

2. 行政執行法規資料之蒐集、整理、研究及編譯事項。  

3. 施政報告及工作報告之編擬事項。  

4. 綜合計畫與研究發展、公文管制與稽催、為民服務工作之規劃、

督導與考核及其他管制考核事項。  

5. 印信典守事項。  

6. 現金、票據、有價證券之管理及出納事項。  

7. 工友及技工之管理事項。  

8. 財產、物品管理及宿舍維護事項。  

9. 辦公室維護、營繕及採購案件之辦理事項。  

10. 本處會議各項議事相關資料準備、簽報及紀錄事項。  

11. 公文之收發、繕校、檔案管理及文件資料之印製事項。  

12. 本處資訊網路、連線與其他資訊業務之規劃、管理及維護事項。  

13. 上級交辦及不屬於其他各組、室之事項。  

人事室 

1. 職員任免、遷調之核簽擬辦事項。  

2. 銓敘案件之查催核轉事項。  

3. 俸級之簽擬、待遇標準之審核事項。  

4. 差假及勤惰之考查事項。  

5. 獎懲核議事項。  

6. 訓練、進修及考察之擬辦事項。  

7. 考績、考成之籌辦及核轉事項。  

8. 退休、資遣、撫卹案件之審議及核轉事項。  

9. 互助、福利及文康活動事項。  

10. 各項人事資料報表之登記填報事項。  

11. 人事證明書類之核發事項。  

12. 公務人員保險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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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他相關人事事項。   

 

會計室 

1. 歲入、歲出預 (概) 算、決算之審編及績效報告之編製事項。  

2. 歲入、歲出分配預算之審編 (修正) 事項。  

3. 經費流用、預算保留之審核及申請事項。  

4. 歲入、歲出預算之控制與執行、收支憑證之審核、會計簿籍之登載、

記帳憑證、會計報告之編製及各項原始憑證之保管與送審事項。  

5. 暫收、暫付、代收、代付款項之審核及帳務處理事項。  

6. 依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採購之監辦事項。  

7. 審核現金、有價證券、公庫存款之處理手續及保管事項。  

8. 有關會計人事業務事項。  

9. 其他有關會計事務事項。 

統計室 

1. 統計資料之蒐集、整理、彙編、分析事項。  

2. 定期統計報告編報、管理及提供事項。  

3. 統計資料庫之建立及管理事項。  

4. 其他有關統計事務事項。  

政風室 

1. 政風工作計畫之執行與檢討事項。  

2. 政風法令之宣導事項。  

3. 員工貪瀆不法之預防、發掘及處理檢舉事項。  

4. 政風興革建議事項。  

5. 本處政風考核獎懲建議事項。  

6. 公務機密維護事項。  

7. 機關危害或破壞事件之預防及協助處理陳情請願事項。  

8. 其他有關政風事項。  

三、管轄區域： 

本處管轄區域包括高雄市及澎湖縣，高雄市轄有前金、新興、鹽埕、左

營、楠梓、鼓山、旗津、苓雅、三民、前鎮、小港、鳳山、鳥松、大社、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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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樹、岡山、燕巢、梓官、永安、彌陀、橋頭、田寮、茄萣、阿蓮、路

竹、湖內、那瑪夏鄉、桃源、茂林、六龜、美濃、旗山、甲以、內門、杉林、

林園、大寮鄉等 38個行政區。 

總面積二、九四六平方公里，人口約二百七十七萬餘人（不包括流動人口）。

澎湖縣轄有馬公市、湖西鄉、白沙鄉、西嶼鄉、望安鄉及七美鄉等，轄內人

口約九萬六千多人。轄區法院有高雄、澎湖等二個地方法院。 

四、機關地理位置圖： 

本處地址：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 80 號 

 

 

 

 

 

 

 

 

 

 

 

 

 

 

 

 

 

 

 

五、洽公資訊： 

服務時間 

本處採彈性上下班，彈性上下班時間： 

全日上班，8時至 9時上班，17時至 18時下班 

中午休息時間：12時 30分至 13時 30分 

核心上班時間： 

全日上班，9時至 12時及 13時 30分至 17時 

 

服務電話 

總機代表號（07）235-8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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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室傳真：(07) 236-9323 

廉政專線：（07）236-9535 

民意信箱：ksymail@mail.moj.gov.tw 

廉政信箱：ksyn@mail.moj.gov.tw 

六、推動為民服務工作做法： 

(一)檢討服務領域： 

蒐集輿情、民意，檢討現有為民服務工作廣度、深度，並主動協

調整合性質重複或相關聯服務工作，針對民眾需求，規劃調整為民服

務工作範圍。 

（１）為落實為民服務，並瞭解民眾的反映建議，對下列輿情予以

主動瞭解並適切處理。 

媒體報導(報紙、雜誌、電視、電台)。 

意見箱及民眾投書之建議。 

電子郵件信箱意見。 

政風檢舉信箱投訴案件。 

（２）定期檢討改進為民服務工作相關措施。 

彙整執行業務工作辦理情形資料，提本處為民服務小組會議檢

討。 

召開為民服務工作年終檢討會。 

（３）蒐集全面提升服務品質資訊，供同仁參閱。 

（４）辦理員工學習教育訓練，加強訓練同仁服務專業知能。 

（二）便捷行政程序： 

申辦案件或內部行政工作，徹底診斷簡化作業流程、辦理時

限、申請書表及附繳書證等，訂定明確作業程序及量化服務指標，

建立標準作業規範。 

（１）受理電話服務申請案件：民眾對本處所寄送之傳繳通知所載

http://www.ksy.moj.gov.tw/public/Attachment/ksymail@mail.moj.gov.tw
mailto:ksyn@mail.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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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繳納之期限，如因故無法如期繳納時，可用電話向承辦人

聲請延期繳納，承辦人視情節即時核准，免除親自到場或繕

造文書申請之煩。若承辦人請假，總機人員隨即紀錄於「電

話留言紀錄單」送收發室按公文處理程序辦理，讓承辦人上

班時能立即處理。 

（２）建置「為民服務白皮書」於本處內部網路系統，供員工切實

遵照辦理之應用，以落實服務品質。 

（３）月編製「公文時效統計表」。 

（４）秘書室採購案之付款方法，即將採用採購卡之方式，由廠商

向刷卡銀行請款，刷卡銀行每一個月再向本處請款，避免廠

商請款等煩雜手續。 

（三）打造親切服務環境： 

充實、更新各項服務設備及服務措施，包括櫃台高度、服務標

示、申辦須知、等候設施、申辦動線、停車空間及宣導資料等，並

綠化美化服務環境。 

（１）遴選適當人員擔任第一線服務工作，秘書室隨時掌握服務現

場情況，調整人力互相支援，適時維護秩序。 

（２）辦公桌旁懸掛職名牌，載有服務人員姓名、差假代理人姓名，

方便洽公民眾。 

（３）印製有關拘提、管收、不動產拍賣、聲明異議等相關規定及

如何申請分期繳納等宣傳資料。 

（４）提供老花眼鏡便利年長民眾書寫及閱讀書表。 

（５）廁所於適當地點裝設掛鉤，供應衛生紙，方便民眾使用。 

（６）設置自動飲水機、衛生紙杯及愛心傘，隨時提供民眾使用。 

（７）在本處大門口設有愛心服務鈴，並備有輪椅提供身心障礙人

士及年長者使用。 

（８）本處一樓設置「民意信箱」，並印製民眾意見反映表，廣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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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 

（９）服務場所維持整潔並擺飾盆景，懸掛精美藝術作品，綠化美

化兼備。 

（１０）透過走動式管理作業方式，處長及各組室主管，不定期察

看辦公環境情形，適時指示不周之處督導改進。 

（１１）辦公室服務櫃檯之高度及詢問室之桌面均降低為八十公分

以下，並置椅子，洽公民眾與承辦人員平起平坐，服務之環

境非常親切。 

（四）重視民情輿情，主動溝通協調。 

１、定期辦理民眾意見調查，分析調查結果，改進服務缺失。 

   （１）設計問卷格式內容並確定調查對象及方法。 

（２）民眾反映意見送各單位處理並列管追蹤。 

（３）設計執行態度、為民服務滿意度及政風實況問卷，探詢民意，

解決民眾問題。 

２、重視民眾與革建議及陳情案件，確實依據有關規定，審慎、儘速

處理。 

（１）由秘書室專人負責蒐集每日全國主要報紙之民意反映與輿情

報導，簽報批示處理。 

（２）辦理問卷調查，將民眾之意見送各相關單位處理，並列管追

蹤。 

（３）民眾陳情案件由專人列管催辦。 

（４）改善「詢問室」硬體設備，提供舒適的洽談環境，增進與民

眾雙方意見交流，提升為民服務績效。 

３、選擇重點服務措施，編訂「為民服務白皮書」，並彙整為民服務

有關服務措施、服務資訊等，編印「為民服務工作手冊」，分送

民眾。 

（１）編印本處為民服白皮書，免費贈送民眾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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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印製本處為民服務工作手冊，免費贈送民眾。 

（五）結合民間資源，協助公共服務。 

１、擴大民間參與公共服務事項，委託民間社團、企業、專業團體，協助提

供專業性服務措施。 

２、辦理清潔、保全、資訊、執行業務等工作委由民間廠商承包。 

３、善用企業、團體服務據點，協助提供政府服務事項；聯合企業、團體辦

理各項公益活動，擴散政府服務訊息及功能。 

  ４、將本處為民服務宣導資料函送各相關單位服務據點，免費提供民眾索取。 

５、鼓勵民間團體、退休人員或一般民眾等為志工，協助諮詢及公益

服務工作。 

（六）推行服務禮貌運動。 

１、將服務禮貌落實至每一服務項目，以和譪可親、平易近人之態度

服務民眾。並依「法務部及所屬機關推行電話禮貌實施要點」，

不定期辦理電話禮貌測試，確保電話禮貌服品質。 

２、本處對於員工之服務禮貌極為重視，處長於平日言行中或開會時

一再交待員工注意禮貌，讓民眾到本處洽公，均能得到賓至如歸

的好感。 

（七）實施管考：訂定機關為民服務工作自行考核計畫，規範服務標準及

自我評鑑。 

（八）加強機關網頁建置：規劃簡捷易懂的網路服務 

１、加強電子佈告欄網頁內容，將本處為民服務有關訊息，以動態方

式傳達，強化機關活潑形象。 

２、為民服務有關訊息於本處電子佈告欄，以達親民之服務品質及形

象。 

 

 

七、本處執行案件及為民服務事項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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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論： 

清廉、效率、親切是本處的核心價值，亦是本處全體員工為民服務最基

本的工作態度，每位員工均本著民眾的問題，就如同我們自己的問題一樣積

極處理，使民眾來本處洽公時，有賓至如歸之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