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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前身為法
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行政執行處，於 90 年
1 月 1 日成立。成立時，除繼受原地方法
院（臺灣嘉義地方法院、臺灣雲林地方法
院）辦理尚未結案之財務與罰鍰案件外，
並受理各移送機關依相關行政法規移送之
案件。101 年 1 月 1 日因組織改造，奉行
政院核定更名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
署，依行政執行法、強制執行法等法規暨
相關行政規則，辦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之行政執行事件。

域範疇為嘉義市、嘉義縣及雲林縣。嘉義
市有東、西 2 區，嘉義縣有 18 個鄉鎮市，
雲林縣有 20 個鄉鎮市，共計 3 縣市 40 個
行政區。
由於執行案件數量相當龐大，唯有注
入企業化之經營理念，追求低成本與高效
率之績效管理制度，方能永續發展。值此
政府財政困難之際，如何運用企業經營之
理念，以投入最小人力與物力，獲致最大
之產出效益，發揮行政執行機關設置之功
能。一方面除了伸張公權力、確保國家公
法上金錢債權之實現、提升執行績效及增
加政府財政收入外，另一方面則遵守依法
行政並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人民權益
之維護，對弱勢義務人主動關懷，乃是嘉
義分署未來將持續努力的目標。

嘉義分署機關設於嘉義市中山路 96 號
（原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並在雲
林縣斗六市公園路 73 號，設雲林行政執行
官辦公室；另亦於 104 年 3 月 26
日成立台西便民服務站。管轄區
於雲林麥寮工業專用港登船查封韓國三湖公司化學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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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首件韓國船舶拍賣案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簡化環保案件的行政執行程序，且對
於職掌業務中環境保護案件之查緝工作，
不遺餘力，例如：全國首件外國船舶拍賣
案之事件，因載運約 3,100 噸「苯」的韓
國籍三湖公司兄弟號原本預計 94 年 10 月
10 日抵達高雄港，但因與中國香港籍德翔
香港號貨櫃輪發生碰撞且沉沒於新竹市外
海 9 哩處，其所載運的化學品外洩造成海
洋嚴重的污染，直至 98 年，其油污才順利
清除完畢。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爰依違反海
洋污染防治法裁處，94 至 96 年間共計開
立 53 張處分書，裁罰金額高達新臺幣 7,950
萬元，但該公司卻遲遲未繳納處分罰款；
直至 100 年 2 月 18 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許

參訪臺灣自來水公司第五區管理處嘉義給水廠

政風室結合社區內國中學生辦理廉政營隊

處長至嘉義分署登門拜訪，表示三湖公司
有一艘化學輪船將於 100 年 2 月 23 日左
右會停靠在嘉義分署轄區的雲林麥寮工業
專用港，期望能透過機關合作模式，追討
其罰款。於是，在 100 年 2 月 23 日下午，
嘉義分署派員登船查封該條船舶全部的物
品。由於嘉義分署之協助，讓重大罰款得
以透過拍賣方式，順利完成結案，其功不
可沒。
結合鄰近社區及國民中學之學生共同
辦理廉政營隊，於活動進行中加入環境教
育元素，讓參加的學生可以從生活中學習
到如何有效的資源回收再利用；在社區居
民研習部分，結合王田里辦公處共同舉辦
環保肥皂製作課程活動，並邀請專家講解
環保肥皂使用天然材料製作，對環境友善
之益處；結合中山里辦公處里民及議員辦
理環保酵素製作課程，發揮所學，積極辦
理環境教育相關宣導活動。
訂定分署「清淨家園全民實施計畫」
與「對外推廣民眾環境教育工作實施計
畫」，積極結合鄰近中山里辦公處、議員
及國軍嘉義後備指揮部共同辦理水遊記逗
陣行「認識我們所在的周遭環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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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第 2 次法拍市集「延續物命生活潮流、二手商品依然風華」義賣所得全數嘉惠給嘉義縣竹崎鄉沙坑國小

收重要性，以及鼓勵民眾參與鰲鼓溼地攝
影展與蓮花攝影展等活動，將環保意識推
廣至分署同仁的家人與朋友，共同以實際
行動愛護地球。

結合在地嘉義後備指揮部廖指揮官、中山里歐陽明里長、
里民及臉書粉絲團近百人，共同參與「水遊記逗陣行─認
識我們所在的周遭環境」活動

帶領民眾及員工參訪臺灣自來水公司嘉義
給水廠；結合其他機關辦理環境教育活動，
達到環境教育生活化之目的，如 103 年辦
理台江國家公園參訪、配合稅捐稽徵處租
稅宣導活動設攤宣導環境教育、安排嘉義
分署同仁參加嘉義市環保局「看見臺灣」
戶外電影賞析、結合嘉義林區管理處辦理
世界地球日「愛護鰲鼓溼地森林
砍除銀合歡志工服務」活動、參
訪嘉義市垃圾焚化廠瞭解資源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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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環境教育暨節能減碳、綠美化
推動小組」，將推動環境教育工作依制度
化進行，讓環境教育活動朝向增能目標邁
進，以及深化對外部服務之環境教育內
涵，讓執行環境保護工作更具創意且多元
化的推動，將環保理念落實於實際行動，
如節水、綠色能源、採購綠色產品、辦公
室綠美化及閒置空間再活化等。
辦理全國首創「每季黃昏法拍市集」
活動，建構一個二手物資拍賣平臺，且配
合民眾下班時間辦理拍賣議程，讓義務人
可以將二手物品及中古物品藉此平臺進行
拍賣活動，並將拍賣所得抵繳案款，且更
結合農會、郵局、矯正機構及弱勢團體設
攤，以增加產品多樣化之選擇，創新作法
極具特色。最大效益，除了促進資源再利
用外，還可以透過環保活動達到業務之目
標。推廣活動至今，影響分署同仁將家庭

的閒置物品捐贈給分署做為義賣商品，並
將義賣所得購買義務人烹飪之年菜，且將
年菜轉贈給嘉義縣竹崎鄉沙坑國小弱勢家
庭之需，以落實關懷層面。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落實職場
環境教育，主動提供辦公大樓空間設置
「羅雷斯夢工廠」，辦理臺灣植物種子蒐
藏展覽活動，結合在地種子蒐藏家聯合提
供個人種子蒐藏品參展，讓「環境教育希
望工程」生根，達到環境教育在職場之目
標。
102 年開始籌編嘉義分署 13 週年史實
紀要，以記錄機關成長之歷史，並於 103
年 4 月編纂完成；103 年 6 月 19 日辦理分
署「阿里山下的鐵漢、八掌溪畔的柔情」
鐵漢柔情檔案史料展覽，以展現成立 13 年
來之成長軌跡，內容皆是過去分署強制執
行的罰款滯欠大戶案，如韓國「三湖海運
株式會社」船舶查封拍賣案、「長展建設

股份有限公司」所有龍華富貴市場大樓查
封強制管理案等。成立「檔案鑑定小組」，
針對檔案保存價值與否進行審議，並將具
有永久保存價值的檔案文物給予適當保
護，其所編纂 13 週年史實紀要更榮獲第
12 屆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之殊榮。
首創行政執行機關偏鄉服務據點「台
西便民服務站」，方便民眾利用視訊功能，
就近辦理行政執行業務，以節省時間及交
通工具之使用，達成節能減碳之目標。

辦理「羅雷斯的夢工廠─臺灣植物種子蒐藏展」

新竹地檢署員工參觀 3 樓空中蓮花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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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沒有經驗，也沒有上級機關的技術支
援，更沒有專業的環境教育人員協助；但
這些我們都不怕，主要是有心做，就可以
完成使命。

● 理念

號召同仁攜家帶眷、呼朋引伴觀賞「看見臺灣」電影

本署分署長劉邦繡先生曾擔任教育體
系工作，本著對教育之熱衷，以及對環境
之重視，積極帶領分署的主管投入環境教
育領域發展，並向第 1、2 屆獲獎的機關及
學校進行標竿學習，深入瞭解到如何在機
關內部辦理環境教育推廣工作。

● 分工

邀請種子達人蔡明勳老師講解嘉義市樹木園區最珍貴老樹

推動心得
「環境教育」應該不是只有綠化和美
化環境，也不是只關心大自然的花草樹木
及動物生態就可以了，最重要的是生活在
地球上的人們教育才是最根本。愛家鄉，
就要從我們生活的所在地之處，開啟前
端，認識在地之美，才能更珍惜我們生活
周遭的一草一木，以愛屋及烏的態度，讓
萬物皆有情，這就是環境保護。歷年來，
我們在推動環境教育方面之心得，將心境
分為 4 項說明。

● 勇氣
本分署是法務部所屬第一個
參 加 國 家 環 境 教 育 獎 的 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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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環境教育推動小組」，由分署
長擔任總召集人，各科室主管擔任小組委
員，每月由分署長親自主持會議，討論環
境教育推動具體方法，再由各科室分工進
行，如統計室負責網路宣導、人事室負責
教案整理、會計室負責睡蓮栽植指導、政
風室負責環保皂製作教學、秘書室負責實
地參訪及酵素製作教學，以及執行科負責
環保執行案件宣導工作。

● 喜悅
獲獎對我們而言，是一項莫大的鼓舞
與肯定。在此，我們要感謝評審委員所提
供之意見與肯定我們所做之事，也要感謝
曾獲得國家環境教育獎的嘉義縣梅山鄉公
所、彰化地政事務所及嘉義縣民和國小
等，願意給我們一個標竿學習的機會。未
來，我們願意將這份喜悅與經驗，提供給
其他法務機關做為辦理環境教育訓練之參
考，並樂意做為其他行政機關標竿學習的
目標，將經驗予以傳承及永續發展。非常
歡迎大家蒞臨本分署參訪。
環境保育是人類對所居的環境加以經

邀請鄰近幼稚園小朋友參觀「臺灣種子蒐藏展」

營管理，使其能對現今人類產生最大且持
續的利益，同時保持其潛能，以滿足後代
人們的需要與期望。因此，我們會積極做
好自然保育工作，使其永續發展，以及留
給後代子孫一個良好的生活環境。

未來展望
● 參考國家環境教育綱領訂定分署未來推
動環境教育計畫，例如：規劃生物多樣
性、山林保育、生態旅遊、水資源保育
及節約用水等課程，以達「整合資源、
全民參與」及「永續教育、終身學習」
之目標。

● 以「職場綠美化、環境教育在職場」為
未來努力之目標，積極思維如何充分結
合機關場所之閒置空間，全面性推動環
境教育營造工作。

辦理鰲鼓溼地攝影展

會，讓員工或民眾增強環境教育知識與
技能之成長，並鼓勵分署同仁積極取得
環保署環境教育人員之認證。

● 結合社區民眾辦理環境教育推廣活動，
帶動鄰近社區里民、機關與團體重視在
地環境議題，並成立利他服務團隊，認
養鐵路車站清潔維護工作及弱勢家庭子
女課業輔導工作。

● 持續辦理黃昏法拍市集活動，除了整合
應用資源（二手商品）外，並拓展市集
多樣性產品，促使環境教育與關懷弱勢
相結合。

● 每年寒暑假持續辦理「環境教育希望工
程」活動，並邀請種子藥局蔡明勳先生
（種子達人）辦理種子創作藝術展覽，
讓環境教育種子向下扎根。

● 提供多元環境教育訓練學習管道及機

辦理員工環境教育課程，至台江國家公園辦理實地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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