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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人民生活福祉和各項建設發展，有賴於國家財政收入的健全，而行政執行機關專責辦理

金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行，為有效實現國家債權及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任務，對於惡意欠稅、

隱匿財產、蓄意脫產的義務人自應嚴正執法，採取較強有力的執行方法以貫徹公權力；然而在

執行的過程中常常發現有許多義務人是屬於社會經濟弱勢者，窮到連健保費都無法繳納，國家

是以服務及照顧人民為依歸，秉持「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同理心，往往對於這樣努力求生

存的弱勢義務人，會引發執行同仁悲憫之心採取較柔性寬緩的執行方法，在法令許可範圍內給

予最大的方便與協助，幫助他們紓緩經濟困苦的難關，安心生活。同時藉由同仁的愛心成立感

恩社，每月少許的捐款幫助經濟弱勢者，甚至積極主動地透過機關間資源共享、協調合作的機

制，建立了轉介服務的通報機制，期盼以具體的措施及行動，充分彰顯我們體恤民情、關懷弱

勢，讓執行更有溫度，冷衙門才不會讓人覺得是冰冷，鐵漢也有柔情，讓經濟弱勢者得到即時

的救助，社會才會充滿溫暖。

二、扶助及關懷弱勢之具體方案及措施

本分署於民國99年成立「感恩社」，由一群有愛心的同仁自行捐款成立，捐贈的對象有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嘉義家庭扶助中心、義務人、本分署員工、行政助理、役

男、創世基金會、嘉義縣市貧困市民等，舉凡有經濟上困苦需要救助者，本分署感恩社絕不落

人後，截至103年3月，獲得幫助者已達54人次，已捐出360,390元；另在執行中如有遇到義務人

遭遇重大變故或有未滿

18歲之青少年及兒童需

要救助，我們也會透過

轉介機制主動積極通報

嘉義縣市政府社會局協

助辦理中低收入戶申請

或家庭扶助中心協助，

民國102年9月、12月本

分署在現任分署長對關

懷弱勢的重視下，分別

與當地的「財團法人九

華山地藏庵」1、「張榮

發慈善基金會」2協調

取得同意增列為轉介社

福機構，讓有需要醫療

救助、急難救助的義務

人，透過轉介能直接、

行政有愛‧看見希望
◆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秘書室

主任賴獻益、科員羅月秀

▲102.3.24感恩社感謝狀▲感恩社第1次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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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獲得適切的救助及關懷。

在公義與關懷的堅持下不僅讓弱勢義務人能渡過經濟難關重展笑顏，更顛覆社會大眾對行

政執行機關「討債公司」、「擄人勒贖」、「冷酷無情」的刻板印象。有鑒於此，本分署逐步

推展關懷弱勢下列事宜:

(一)主動聯繫嘉義市政府、嘉義縣政府及雲林縣政府(下稱縣市政府)能為弱勢族群做更適切的

服務及協助

本分署積極尋求嘉義市政府、嘉義縣政府及雲林縣政府能為弱勢族群做更適切的服務

及協助，即於本分署執行人員於執行時，發現民眾需要協助，即通報縣市政府社會局派員

訪查，提供協助，例如低收入戶生活扶助、中低收入傷病醫療費用補助、急難救助、中低

收入看護費用補助、天然災害救助、中低收入戶老人安養養護等。

▲九華山地藏庵舊稱北獄殿，主祀地藏王菩薩，為七層樓高之蓮花寶殿，建

廟至今已有三百餘年，雖經歷多次的重修，香火相當鼎盛，為嘉義地區重

要的信仰中心。九華山地藏庵佔地約2000坪，樓高7層樓，總高135公尺，

是台灣廟身最高之寺廟，大殿莊嚴肅穆，法相莊嚴慈悲，廟頂展望極佳，

登高望遠嘉義市區盡收眼底

1.財團法人九華山地藏庵，不但是嘉義市宗教信仰中心，向來公益活動不落人後，庵方對黎民佈

施、淨化社會，發揮濟世功能，甚為民眾所敬仰，聞名遐邇，終年頂禮膜拜信眾絡繹不絕.。

2.長榮集團張總裁在1996年8月另行成立「財團法人張榮發慈善基金會」，專責急難救助、醫療

補助、災害救助及喪葬補助等社會工作，慈善基金會除了經由集團同仁通報急難個案外，也

透過全省各縣市長期合作的三大通路：警察單位（分局、派出所）、教育單位(教育局處、學

校)及社政機構(社會局處、村里長、民間社福團體等) 轉介個案，同時也每日監看媒體（含

電視、報紙及網路），注意急需協助個案相關新聞報導，透過以上的管道建立起完整的通報

體系，以達成主動發掘個案、提供及時援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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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請設置「縣市政府社會局諮詢窗口」

協請縣市政府社會局於本分署一樓設置縣市政

府社會局諮詢窗口，並建議由該縣市政府社會局派

員進駐，以便利民眾就近諮詢社會救助或轉介就業

事宜，本案尚積極進行中，若能建置將對弱勢義務

人有極大幫助。 

(三)書面通報縣市社會局

本分署宣導執行人員現場執行或對到分署洽詢

之義務人協談，發現其生活困難需要協助，而弱勢

義務人不方便到縣市社會局諮詢窗口詢問時，執行

人員可主動提供是否以書面通報方式，於弱勢義務

人同意並簽名後，即將書面通報縣市社會局派員訪

查，進行關懷且適切協助弱勢義務人。

(四)提供社會救助文宣

弱勢義務人如果不願意到縣市社會局窗口諮

詢，亦不同意用書面通報方式，執行人員可適時發

送縣市社會救助文宣資料，以即時提供弱勢義務人

所需之社會救助訊息；另於本分署為民服務中心明

顯處放置各類社會救助文宣資料，方便弱勢義務人

參考取用。

(五)傳繳通知等公函加註溫馨提示語

於傳繳通知及扣押命令上分別載明，義務人有

就業或社會救助需

求，可由本分署轉

介嘉義縣（市）政

府、雲林縣政府或

「財團法人九華山

地藏庵」、「張榮

發慈善基金會」協

助關懷；如受到天

災或其他經濟困難

事情，得申請延緩執行或分期繳納，提醒義務人得向本分

署求助以緩解其困境。

(六)主動放寬分期繳納期數

為達迅速辦理義務人分期繳納申請，義務人依其

經濟狀況或因天災、事變致遭受重大財產損失，無法

一次完納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者，得申請分期繳納，

執行人員於衡酌其經濟能力，將依規定儘量放寬分繳▲行政執行事件核准分期繳納執行金額

實施要點

▲轉介單

▲傳繳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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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數，以減輕義務人的經濟壓力。執行署為體諒陷入經濟困難處境弱勢義務人，以展現政

府對經濟弱勢義務人之體恤，尤其是健保案件，因執行實務上發現對於欠繳健保費等確實

無力履行義務、經濟困難的義務人，亦能苦民所苦，不分滯欠金額，由原來最長36期，一

律放寬分期繳納期限為最高達60期，以減輕義務人之負擔。

(七)外網連結關懷弱勢專區

在本分署外部網站設置關懷弱勢專區，民眾點選後，可連結嘉義市政府社會處、嘉義

縣社會局或雲林縣政府社會處，俾利民眾查詢。

(八)關懷弱勢老人

安排役男到「照護中心」、「仁愛之家」、「護理之家」、「長照中心」等，幫忙弱

勢老人打掃生活環境、協助整理房間，陪同長輩散步、聊天、暖身運動、玩遊戲，以及幫

忙刷洗長輩們的輪椅、協助種植景觀園藝，陪同長輩歌唱同樂。

▲役男至嘉義長青園與長者一起做芋圓 ▲役男至露德家園日間照顧中心整理內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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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男至嘉義長青園陪同長輩拼圖 ▲役男至瑞泰老人長期照護中心陪同長輩遊戲

▲ 役男到蘭潭家福護理之家

陪同長輩至戶外散步

(九)關懷心智發展障礙之人

安 排 役 男 於 「 啟 智

發展中心」、「智能發展

中心」等機構進行花園整

理，幫忙清理枯枝落葉、

拔除雜草。清潔消毒院

童的遊樂器材以及拆洗壁

扇、擦拭門窗等環境打掃

工作。

▲

役男至晨光智能發展中心

清潔院童的遊樂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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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男至保康長照中心清除花圃雜草 ▲圓滿完成任務（街友暨獨老尾牙活動）

100年到103年替代役男公益關懷成果表

1/07 協助伊甸園做環境打掃，並將全部門窗拆下清洗。

1/14 創世基金會，協助將受捐贈的發票分類。

1/21 嘉愛啟智發展中心，協助進行門窗全面清洗。

1/26
協助人安、創世、華山基金會共同舉辦的「100年歲末年終關懷街友暨獨居老人尾牙餐會」
活動。

1/26 踴躍參與捐血活動，共捐出了4,750 c.c.的熱血。

1/27 參與「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華南商職所辦理的「國家清潔週清掃活動」。

1/28 協助創世基金會將已核對過發票再次檢查，亦核對到一張200元之中獎發票。

2/11 晨光智能發展中心，協助工作環境打掃整理及清潔消毒院童的遊樂器材。

2/18 瑞泰老人長期照護中心，協助整理環境及資料，陪同長輩玩打地鼠遊戲，與長輩同樂。

2/25 嘉愛啟智發展中心，協助機構進行打掃及消毒活動。

3/04
嘉義仁愛之家，協助幫忙製作佈置環境的美勞剪貼，以及陪同長輩玩丟球、吹水乒乓球遊
戲。

3/11 創世基金會，將志工已核對過發票再次檢查。

3/18
晨光智能發展中心，幫助該單位清潔消毒遊樂器材以及拆洗壁扇、擦拭門窗等環境打掃工
作。

3/25 嘉義市長榮公園，進行環境整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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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蘭潭家福護理之家，幫忙刷洗長輩們的輪椅、協助種植景觀園藝，以及陪同長輩歌唱同樂。

4/08 嘉基護理之家，陪同長輩至家樂福購物，並交通指揮及導護工作。

4/15 嘉義博愛仁愛之家，幫忙打掃院區環境、拔除雜草…等等。

4/22 瑞泰老人長期照護中心，協助整理環境，陪同長輩散步、聊天，並與長輩們遊戲同樂。

4/29 嘉義生命線協會，幫忙其打掃辦公環境、整理倉庫雜物，並有部分役男協助整理文書資料。

5/06 嘉愛啟智發展中心，協助機構進行花園整理，幫忙砍除枯樹、清理落葉、拔除雜草。

5/27 嘉愛啟智發展中心，協助機構進行花園整理，幫忙砍除枯樹、清理落葉、拔除雜草。

6/03 嘉義長青園，協助清理空中花園以及拔除雜草。

6/10 嘉義伊甸基金會，幫助環境清潔，清洗窗戶、拆洗壁扇。

6/17 嘉義仁愛之家，陪同長輩進行暖身運動、玩遊戲同樂。

6/24 晨光智能發展中心，幫助該單位清潔消毒遊樂器材以及拆洗壁扇、擦拭門窗等環境打掃工作。

7/01 瑞泰老人長期照護中心，幫忙其打掃辦公環境、整理文書資料，並陪同長輩散步、聊天。

7/08 嘉義生命線協會，幫助該單位進行環境清潔，清除高處蜘蛛網、擦拭門窗以及內部整理。

7/15 創世基金會，幫忙環境打掃，擦拭清潔消防管路、門窗，並進行藥袋整理及檢查醫療品包裝。

7/22 嘉愛啟智發展中心，協助花園整理、清理落葉、拔除雜草。

7/29
蘭潭家福護理之家，參與長輩們慶生活動、吃蛋糕同樂，陪同長輩們至附近廟宇拜拜、嘉義
大學校區農產品商店。

8/05 保康長照中心，協助清理中庭花園、清除雜草。

8/12 嘉義博愛仁愛之家，幫忙將鋸樹、打掃環境落葉…等等。

8/19 嘉義公園，進行清淨家園活動，包括清理水溝、落葉及垃圾。

8/26 嘉義市植物園，清掃落葉、拔除雜草及撿拾垃圾等。

9/02 嘉義仁愛之家，陪同長輩進行暖身運動、玩遊戲同樂。

9/09 晨光智能發展中心，幫助清潔消毒院童的遊樂器材以及拆洗壁扇、擦拭門窗等環境打掃工作。

9/16 瑞泰老人長期照護中心，幫忙其打掃辦公環境、整理文書資料，並陪同長輩散步、聊天。

9/23 嘉義市長榮公園，清掃落葉、拔除雜草及撿拾垃圾等。

9/30 嘉義長青園，清理空中花園以及拔除雜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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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 創世基金會，協助環境打掃、幫忙核對10多萬張發票。

10/14 嘉愛啟智發展中心，協助花園整理，清理枯枝落葉、雜草。

10/21 蘭潭家福護理之家，幫忙刷洗長輩們的輪椅、協助種植景觀園藝，以及陪同長輩歌唱同樂。

10/28 保康長照中心，協助清理中庭花園以雜草。

11/04 嘉義博愛仁愛之家，幫忙鋸樹、打掃環境、清除落葉…等等。

11/11 創世基金會，幹部率領本處替代役男協助基金會做環境打掃，並幫忙核對10多萬張發票。

11/18 嘉義伊甸基金會，幫忙環境清潔，清洗窗戶、拆洗壁扇以及內部整理。

11/25 晨光智能發展中心，幫助清潔消毒院童的遊樂器材以及拆洗壁扇、擦拭門窗等環境打掃工作。

12/02 瑞泰老人長期照護中心，幫忙打掃辦公環境、整理文書資料，並陪同長輩散步、聊天。

12/09 嘉義仁愛之家，陪同長輩進行暖身運動、玩遊戲同樂。

12/16 蘭潭家福護理之家，幫忙刷洗長輩們的輪椅、協助種植景觀園藝，以及陪同長輩歌唱同樂。

12/23 嘉愛啟智發展中心，協助花園整理，清理枯枝落葉、雜草。

12/30 晨光智能發展中心，幫助清潔消毒院童的遊樂器材以及拆洗壁扇、擦拭門窗等環境打掃工作。

1/06 保康長照中心，協助清理中庭花園雜草。

1/13 創世基金會，協助環境打掃，並幫忙核對10多萬張發票。

1/20 蘭潭家福護理之家，幫忙環境清潔，拆洗窗戶、清理吊扇。

2/04 嘉義長榮公園，協助清掃落葉、拔除雜草及撿拾垃圾等。

2/10 嘉義長青園，協助長輩們製作祝福卡片，參與慶生會和長輩歡唱同樂。

2/17 瑞泰老人長期照護中心，幫忙打掃辦公環境、整理文書資料，並陪同長輩散步、聊天。

2/24 嘉義濟美仁愛之家，協助打掃新院區環境清潔。

3/03 嘉愛啟智發展中心，幫忙清理枯枝落葉、拔除雜草及採光罩上的雜物、垃圾。

3/09 晨光智能發展中心，幫忙清潔消毒院童的遊樂器材以及拆洗壁扇、擦拭門窗等環境打掃工作。

3/16 嘉義博愛仁愛之家，幫忙清理枯枝落葉、拔除雜草、打掃院區環境…等等。

3/23 嘉義仁愛之家，陪同長輩聊天談心、槌球比賽、玩遊戲同樂。s

3/30 露德家園日間照顧中心，協助拆洗門窗、擦拭不鏽鋼防盜窗，以及進行室內環境打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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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 晨光智能發展中心，協助清潔消毒院童的遊樂器材以及拆洗壁扇、擦拭門窗等環境打掃工作。

4/13 露德家園日間照顧中心，協助清理內部空間及外圍環境。

4/20 創世基金會，協助環境打掃，並幫忙整理倉庫的捐贈物資。

5/11 露德家園日間照顧中心，協助清理內部空間及外圍環境。

5/18 蘭潭家福護理之家，與長輩們進行歡唱同樂活動，並陪同長輩們至附近廟宇拜拜。

5/25 保康長照中心，陪長輩聽故事、帶動唱。

6/01 嘉義長青園，協助環境打掃，整理倉庫及地下室儲藏室。

6/08 瑞泰老人長期照護中心，幫忙打掃辦公環境、整理文書資料，陪同長輩玩遊戲同樂。

6/15 晨光智能發展中心，幫助清潔消毒院童的遊樂器材以及拆洗壁扇、擦拭門窗等環境打掃工作。

6/22 露德家園日間照顧中心，協助清理內部空間及外圍環境，並陪同長輩們進行健康操活動。

6/29 露德家園日間照顧中心，協助清理內部空間及外圍環境，並陪同長輩們進行健康操活動。

7/06 露德家園日間照顧中心，協助清理內部空間及外圍環境，並陪同長輩們進行健康操活動。

7/13 露德家園日間照顧中心，協助清理內部空間及外圍環境，並陪同長輩們進行健康操活動。

7/20 露德家園日間照顧中心，協助清理內部空間及外圍環境，並陪同長輩們進行健康操活動。

7/27 嘉義博愛仁愛之家，幫忙鋸樹、打掃院區環境、清除落葉。

8/03 露德家園日間照顧中心，協助清理內部空間及外圍環境，並陪同長輩們進行健康操活動。

8/10 嘉愛啟智發展中心，協助花園整理，幫忙清理落葉、雜草。

8/17 露德家園日間照顧中心，協助清理內部空間及外圍環境，並陪同長輩們進行健康操活動。

8/31 露德家園日間照顧中心，協助清理內部空間及外圍環境，並陪同長輩們進行健康操活動。

9/07 晨光智能發展中心，幫助清潔消毒院童的遊樂器材以及拆洗壁扇、擦拭門窗等環境打掃工作。

9/14 嘉義市植物園，清掃落葉、拔除雜草及撿拾垃圾等。

9/21 露德家園日間照顧中心，協助清理內部空間及外圍環境，並陪同長輩們進行健康操活動。

9/28 創世基金會，協助環境打掃，並清洗擦拭基金會的公務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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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 露德家園日間照顧中心，協助清理內部空間及外圍環境，並陪同長輩們進行健康操活動。

10/12 保康長照中心，進行團康活動，陪長輩聽故事、帶動唱，讓長輩們有個愉快歡樂的下午。

10/19 露德家園日間照顧中心，協助清理內部空間及外圍環境，並陪同長輩們進行健康操活動。

10/26 露德家園日間照顧中心，協助清理內部空間及外圍環境，並陪同長輩們進行健康操活動。

11/02 嘉義濟美仁愛之家，陪同長輩聊天談心，並進行投球比賽、玩遊戲同樂。

11/09 露德家園日間照顧中心，協助清理內部空間及外圍環境，並陪同長輩們進行健康操活動。

11/16 嘉義長榮公園，進行環境整理活動。

11/23 露德家園日間照顧中心，協助清理內部空間及外圍環境，並陪同長輩們進行健康操活動。

11/30 瑞泰老人長期照護中心，幫忙其打掃辦公環境、整理文書資料，並陪同長輩散步、聊天。

12/07 嘉義市植物園，清掃落葉、拔除雜草及撿拾垃圾等。

12/14 嘉義博愛仁愛之家，幫忙鋸樹幹、樹枝移除，打掃院區環境、清除落葉…等等。

12/22 蘭潭家福護理之家，幫忙刷洗長輩們的輪椅、協助種植景觀園藝，以及陪同長輩歌唱同樂。

12/28 露德家園日間照顧中心，協助清理內部空間及外圍環境，並陪同長輩們進行健康操活動。

1/04 露德家園日間照顧中心，協助清理內部空間及外圍環境，並陪同長輩們進行健康操活動。

1/11 嘉義長青園，協助長輩們製作芋圓，陪伴長輩塗鴉畫畫。

1/18 露德家園日間照顧中心，協助清理內部空間及外圍環境，並陪同長輩們進行健康操活動。

1/25 晨光智能發展中心，幫助清潔消毒院童的遊樂器材以及拆洗壁扇、擦拭門窗等環境打掃工作。

2/01 創世基金會，協助環境打掃，並幫忙整理倉庫的捐贈物資。

2/05
協助人安、創世、華山基金會舉辦的「101年歲末年終關懷街友暨獨居老人尾牙餐會」活
動。

2/08 露德家園日間照顧中心，協助清理內部空間及外圍環境，並陪同長輩們進行健康操活動。

2/23 嘉義伊甸基金會，協助環境清潔，清洗窗戶、拆洗壁扇。

3/01 露德家園日間照顧中心，協助清理內部空間及外圍環境，並陪同長輩們進行健康操活動。

3/08 瑞泰老人長期照護中心，幫忙打掃辦公環境、協助整理文書資料，陪同長輩玩遊戲同樂。

3/15 露德家園日間照顧中心，協助清理內部空間及外圍環境，並陪同長輩們進行健康操活動。

3/22 嘉愛啟智發展中心，協助花園整理，清理落葉、拔除雜草。

3/29 露德家園日間照顧中心，協助清理內部空間及外圍環境，並陪同長輩們進行健康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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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保康長照中心，協助機構志工進行團康活動，陪長輩聽故事、帶動唱。

4/19 嘉義博愛仁愛之家，幫忙鋸樹幹、樹枝移除，打掃院區環境、清除落葉…等等。

4/26 嘉義濟美仁愛之家，陪同長輩聊天談心，並進行投球比賽、玩遊戲同樂。

5/03 蘭潭家福護理之家，與長輩們同樂活動，並陪同長輩們至附近廟宇拜拜。

5/10 創世基金會，協助環境打掃，並幫忙整理倉庫的捐贈物資。

5/17 晨光智能發展中心，幫助清潔消毒院童的遊樂器材以及拆洗壁扇、擦拭門窗等環境打掃工作。

5/24 瑞泰老人長期照護中心，幫忙其打掃辦公環境、整理文書資料，並陪同長輩散步、聊天。

5/31 創世基金會，協助環境打掃，並幫忙整理倉庫的捐贈物資。

6/07 嘉愛啟智發展中心，協助花園整理，清理落葉、拔除雜草。

6/14 嘉義長青園，協助環境打掃，整理倉庫及地下室儲藏室。

6/21 嘉義伊甸基金會，協助環境清潔，清洗窗戶、拆洗壁扇。

7/05 露德家園日間照顧中心，協助清理內部空間及外圍環境，並陪同長輩們進行健康操活動。

7/12 嘉義長青園，協助環境打掃，並幫忙整理倉庫及地下室儲藏室。

7/19 分別前往「嘉義公園」及「長榮公園」進行環境整理活動。

7/26 分別前往「嘉義公園」及「長榮公園」進行環境整理活動。

8/02 嘉義仁愛之家，幫忙清理環境以及清潔天花板冷氣出風口…等等。

8/09 嘉義博愛仁愛之家，幫忙鋸樹、打掃院區環境、清除落葉…等等。

8/16 晨光智能發展中心，幫助清潔消毒院童的遊樂器材以及拆洗壁扇、擦拭門窗等環境打掃工作。

8/23
創世基金會，協助環境打掃，幫忙整理倉庫的捐贈物資，並於打掃結束後朗讀報紙時事新聞
給植物人患者聽。

9/06 忠孝護理之家，協助周圍環境清理。

9/14 保康長照中心，協助周圍環境清理。

9/24 本分署捐血活動，役男參與捐血救人。

9/27 蘭潭家福護理之家，協助陪同老人至戶外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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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 保康長照中心，協助清除周圍雜草。

10/11 瑞泰老人長期照護中心，關懷老人活動表演。

10/18 嘉愛啟智發展中心，協助周圍環境清理。

10/25 露德家園日間照顧中心，協助周圍環境清理。

11/01 嘉義博愛仁愛之家，協助周圍環境清理。

11/08 嘉義長青園，陪同老人製作手工藝與拼圖活動。

11/15 晨光智能發展中心，協助周圍環境清理。

11/22 嘉義仁愛之家，協助周圍環境清理。

12/06 伊甸基金會，協助周圍環境清理。

12/13 忠孝護理之家，協助周圍環境清理。

12/10 蘭潭家福護理之家，協助周圍環境清理。

12/27 保康長照中心，協助清除花圃雜草。

1/03 創世基金會，協助整理庫房物品與窗戶修繕。

1/10 晨光兒童發展中心，協助周圍環境清理。

1/17 關懷獨居老人暨環境清潔，協助周圍環境清理。

1/23 街友暨獨居老人尾牙活動，帶領參與活動。

1/24 關懷獨居老人暨環境清潔，協助周圍環境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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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提供身心障礙弱勢者相關設備

身心障礙弱勢者，來本分署辦理執行案件時，本分署為關懷身心障礙弱勢者，提供

專用停車格以供方便停車，並有無障礙廁所可使用，提供愛心鈴提醒保全人員即時為其服

務，提供輪椅借用，使身心障礙弱勢者，蒞臨本分署能受到關懷及扶助。

(十一)加強教育同仁關懷弱勢理念

具體的關懷弱勢有其必要，但有時義務人更重視執行同仁辦理案件的態度，尤其弱

勢義務人感受更深，雖能獲得分期繳納之機會，卻要面臨執行人員的冰冷面孔，其內心

似又再次受到執行的難堪，因此本分署常於工作會報、執行人員會議或適當場合，宣導

同仁關懷弱勢、服務態度的重要性，並於辦理為民服務的講演中，強調對弱勢義務人的

愛心、耐心與關懷。  

行政有愛‧
　看見希望



▲嘉義分署感恩社前往慰問生活困頓、處境堪憐的義務人林○○

▲義務人林○○之母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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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實關懷弱勢的案例

【案例1】

本案義務人林○○因違反道路處罰條例未繳納違規罰鍰遭移送執行，

其母收到本分署寄出之通知單後來信表示，全家已4個月沒錢買米，生病

無法就醫請求協助，經承辦書記官調查後，得知義務人為中度智障者，每

月薪資約7千元，家中成員有三人為中度智障，雖每月領有殘障補助9千

元，惟需支出每月學貸4千多元、機車貸款4,590元及家中水電費等生活基

本開支，入不敷出連吃飯錢都沒有，可謂家徒四壁亟需救助。

此案經承辦書記官協助其辦理分期繳款並提報本分署感恩社後，由本

分署秘書室賴主任會同人事室黃主任攜帶同仁善款5,000元，親自到其住

處慰問該義務人。



▲嘉義分署感恩社前往慰問身患殘疾、失業無依、生活困頓、

處境堪憐的義務人周○○

▲義務人周○○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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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本案義務人周○○因違反使用牌照稅法之行政執行事件移送本分署執

行，承辦股執行同仁於承辦該案件時，發現義務人身患殘疾，失業無依，

單親又須扶養小孩，生活困頓、處境堪憐，實在無力繳納欠款，雖然領有

殘障津貼，但目前因氣喘及關節退化需換人工關節急需醫療救助。

此案經承辦書記官提報本分署感恩社後，馬上發揮救危扶難精神，由

本分署秘書室賴主任會同人事室黃主任攜帶同仁善款3,800元，親自到斗

南鎮慰問該義務人。



▲嘉義分署感恩社前往慰問單親生活

困頓、處境堪憐的義務人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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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

本案義務人陶○○因欠繳健保費用之行政執行事件移送本分署執行，

該義務人到本分署說明時，承辦股執行同仁詢問中發現義務人配偶早亡留

有三位小孩，最小僅國小二年級，平日靠打零工維持家計與子女教育費，

生活堪憐。

本案經承辦之執行同仁苦民所苦，同意其分期申請，放寬繳納期間為

一年，暫緩義務人的經濟壓力並提報本分署感恩社後，馬上發揮救危扶難

精神，由本分署秘書室賴主任會同人事室黃主任攜帶同仁善款7,700元，

親自到麥寮鄉慰問該義務人；並由秘書室轉介「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

繼續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