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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則(業務處理準則第31條第1項)：

逾期案件必須同時符合以下二項要件，始得申請
代位清償

(一)物的要件：

全體債務人查無財產所得、執行完畢或執行
無實益

(二)人的要件：

取得全體債務人之債權憑證

壹、代位清償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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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的要件(業務處理準則第31條第1項第1款)

1.無財產及所得可供強制執行

財產及所得之調查範圍（業務處理準則第29條第1項）：

1)信用調查表或個人資料表

2)稅捐機關歸戶財產及所得

3)貸款機構各類存款帳戶

2.財產及所得已強制執行完畢

不動產視為執行完畢（代償作業要點第3條第4項）：

1)特拍無人應買-流標（強制執行法第95條第2項）

2)命付強制管理-少見（強制執行法第10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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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貸款機構評估認為執行顯無實益，經本基

金同意暫緩執行或以其他方式處理

有無實益之判斷標準（代償作業要點第3條）

1)執行或處分之價金扣除他筆擔保債務餘額後，已

無餘值可供受償（強制執行法第80-1條第1項）

※擔保債務餘額之認定標準

金融機構：聯徵中心

其它：抵押權設定金額

2)執行費用接近或可能超過可受償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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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法律上或事實上之原因執行困難或拍定困難

主從債務人所有不動產（毗臨及主從債務人共

有者應合併計算），其持分未達1/2且其市值或

最近年度公告現值未達新台幣10萬元者。

已毀損之土地或建物。

無法查扣之車輛、漁船。

未經集保之股票。

主從債務人於其他金融機構之利息所得不足新

台幣200元之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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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從債務人所有建物座落於他人土地上，或其

土地上有他人之建物無法排除者。

承買人資格受限之原住民保留地。

其他特殊原因致執行困難或拍定困難之財產。

※重點提示※
~：貸款機構得逕依內規處理，毋需先報本基金同

意。
~：貸款機構應先報經本基金同意後，始得免辦理

假扣押或聲請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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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的要件(業務處理準則第31條第1項第2款)

原則：取得全體債務人之債權憑證

例外：在不影響債權追償下，已取得合法證
明文件並經本基金同意（代償作業要點第4條）

1.主從債務人於取得執行名義前死亡：

★繼承人限定繼承：

 查有遺產：須取得繼承人之債權憑證。

 查無遺產：無須對繼承人取得執行名義。

★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或無人繼承：

 查有遺產：須取得遺產管理人之債權憑證。

 查無遺產：取得法院證明文件及除戶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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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得主從債務人之執行名義，正執行其薪資者（強

制執行法第115條之1）。

3.主從債務人之不動產經法院命付強制管理（強制執

行法第103條），但已取得執行名義(不含拍賣抵押

物裁定)者。

4.前三款以外之特殊原因，已取得合法證明文件並經

本基金同意者。

• 前置協商?

• 債務人查無財產及所得可供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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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例外(業務處理準則第31條第2~3項)：

(一)保證貸款之擔保品（含共同設定抵押權者）及主
從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已聲請強制執行(含假扣
押保全執行)，且已取得全體主從債務人之執行
名義者，得向本基金申請代位清償，不受前項規
定之限制。

(二)經受託機構聲請強制執行(含假扣押保全執行)之
主從債務人財產，如部分標的經法院以超額查封
駁回執行，或受託機構評估認為無執行實益，經
本基金同意暫緩執行，且已取得全體主從債務人
之執行名義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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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償要件適用標準

無實益：取得債權憑證(人)

財產(物)

有實益：聲請強制執行(含假扣押執行)

取得執行名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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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代位清償應備文件
一、代位清償申請書(格式25)

應清楚完整填載各欄項後由單位主管用印。

二、擔保品及借、保戶財產處分情形表（格式25A）

填表依據：

 主從債務人國稅局財產所得歸戶清單。

 徵信調查表或個人資料表或其他徵授信文件。

 擔保品鑑估報告表。

格式25.doc
格式25A.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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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代位清償應備文件
三、代位清償案件收回本金明細表(格式25B)

四、申請代位清償檢附文件影本清單(格式25C)

 徵信調查文件。

 授信作業文件。

 資金流向文件。

 貸後管理文件。

 債權保全文件。

格式25B.doc
格式25C.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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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備齊應檢送文件。

★可按代位清償檢附文件影本清單(格式25C)逐項勾稽。

二、未即時補正闕漏文件。

★以傳真方式補正較為快速簡便。

三、未對全體債務人(含繼承人)取得執行名義(債

權憑證)。

四、未就具實益財產或所得聲請強制執行。

★遞狀聲請後即可申請代位清償，毋待執行完畢。

叁、影響代位清償速度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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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應注意的常見免責事由

★重要規定

保證貸款到期未獲清償，或經受託機構提前
視為到期者，受託機構應於貸款到期之日起
三個月內或提前視為到期之日起一個月內，
就已知悉之主從債務人財產先行採取假扣押、
假處分之保全措施，並應於取得執行名義之日
起一個月內向稅捐機關查詢其歸戶財產及所得，
採取保全措施或執行求償(業務處理準則第29條
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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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應注意的常見免責事由

★重要規定

受託機構對逾期之信用保證案件，未依第29條
第1項規定採取假扣押、假處分之保全措施或執
行求償，致影響貸款之收回者，本基金就該影
響部分不負代位清償之責(業務處理準則第31條
第1項第7款及代位清償作業要點第1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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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應注意的常見免責事由

★已知悉財產認定範圍★

(1)主從債務人於受託機構之各類存款。

(2)信用調查表(或個人資料表)所列之財產。



農林漁牧保證服務

肆、應注意的常見免責事由

★如何避免發生準則第31條第1項第7款免責事由★

(1)關於主從債務人之各類存款
 貸款到期之日起三個月內，或提前視為到期之

日起一個月內。
 止扣(圈存)控管帳戶。
 適時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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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應注意的常見免責事由

(2)關於債務人信調表(個資表)財產列載情形

★有列財產
 貸款到期之日起三個月內，或提前視為到期

之日起一個月內。
 查調土地登記簿謄本。(異動索引)
 尚未脫產聲請假扣押裁定。
(如已脫產評估是否聲請假處分裁定及提
起撤銷之訴-視脫產時間點及移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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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應注意的常見免責事由

 向稅捐機關查調歸戶清單比對後評估決定
執行標的辦理擔保提存並聲請假扣押強制
執行。

 聲請終局執行名義(民事判決)。
 判決確定後聲請取回提存物。
 聲請終局執行。
 執行終結。
 換發債權憑證。
 申請代位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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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應注意的常見免責事由
★未列財產
 聲請終局執行名義。(支付命令/民事判決)
 取得執行名義之日起一個月內向稅捐機關查

調歸戶財產及所得資料清單。
 查調土地登記簿謄本(異動索引)評估決定

執行標的。
 聲請終局執行。
 執行終結。
 換發債權憑證。
 申請代位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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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謝謝指教
代償審查部 高嘉鴻

電話：02-23116216分機262

傳真：02-23311493

電子郵件：robert@acg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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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收作業常見問題探討

報告人：蘇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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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壹、本基金代償與追償概況
一、農漁會最近5年代償件數及金額
二、農漁會最近5年追償收回情形
三、農漁會追償收回來源統計

(一)處分財產
(二)執行扣薪
(三)債務人償還
(四)其他

貳、本基金對農漁會催收作業協助措施
一、書狀範例

二、保全程序

三、代位清償

四、財所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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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估作業
六、拍賣公告
七、催告信函
八、和解條件

叁、本基金需要農漁會協助事項
一、債權維護
二、訪催債務人
三、強制執行
四、追償收回

肆、催收作業常見問題探討
一、保全程序－假扣押
二、聲請執行名義
三、聲請強制執行



農林漁牧 保證服務

壹、前言

一、農漁會最近5年代償件數及金額

金額單位：新臺幣萬元

年度
項目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件數 280 293 292 320 238

總體金額 5,066 5,671 6,688 8,012 9,156

個案平均金額 18.09 19.35 22.90 25.04 3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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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漁會最近5年追償收回情形

金額單位：新臺幣萬元

年度
單位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農會 3,327 2,639 2,665 2,560 3,318

漁會 872 1,189 943 624 1,338

合計 4,199 3,828 3,608 3,184 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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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漁會追償收回來源統計(截至110年12月31日)

金額單位：新臺幣萬元

項目
單位

處分財產 % 執行扣薪 % 債務人償還 % 其他 % 小計 %

農會 11,241 26 3,452 8 26,269 61 2,382 5 43,344 100

漁會 2,837 24 395 3 8,221 69 392 3 11,845 100

銀行 105,711 53 22,860 11 66,188 33 4,379 2 199,137 100

合計 119,838 47 26,716 11 100,623 40 7,149 3 254,32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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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漁會在追償工作面臨之課題

如何在沒有實益財產可供執行之困境下收回不良債權

常見催收方法

種類 優點 缺點

電催 成本最少 施加壓力最小

函催 可留存書面證據 單方意思表示

訪催 深入瞭解客戶
訪催時間彈性低
人身安全須注意

法催
施加壓力最大
終極手段

成本最高
專業化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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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電影《糊塗蛋》，我學到了什麼？
 女主角一進入電話討債公司後，很快就能達成業績目

標的關鍵因素是什麼？
女主角不急著打電話，而是先調查債務人的背景(職業、
年齡、社會地位)，找到最容易的切入點(或打到債務人
最痛的地方)，讓債務人自行還款。

 女主角自組電話討債公司的成員背景各不相同(化妝品
銷售員、印度阿三、黑人大媽、神父、髮姐)，明明看
似毫無電催經驗的成員，為何短時間之內也能憑著一
門電話順利收回不良債權？

 請分享自己的電催方法以及最有印象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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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收不是向債務人討債的人
而是推銷員
推銷什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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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不以訴訟程序收回不良債權之方法

代物清償

(一)法律規定

債權人受領他種給付以代原定之給付者，其債之關係

消滅(民法§319)。

(二)實務見解

 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

 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3696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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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標題

欠農會169萬 還8500隻雞!?

債 債

權 務

人 人

錢 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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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不以訴訟程序收回不良債權之方法

第三人代為清償
(一)法律規定
債之清償，得由第三人為之。但當事人另有訂定或依
債之性質不得由第三人清償者，不在此限。
第三人之清償，債務人有異議時，債權人得拒絕其清
償。但第三人就債之履行有利害關係者，債權人不得

拒絕(民法§311)。

(二)常見「無」利害關係之第三人
(1)父母 (2)子女 (3)兄弟姊妹 (4)配偶 (5)現任

(三)常見「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清償後取得代位權
(1)保證人 (2)物上保證人 (3)擔保物之第三取得人

(4)後順位抵押權人 (5)共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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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害關係：①發給收據

②擔保物權移轉

③通知債務人

④借款憑證及擔保文件

交付清償人

第三人清償

無利害關係：①發給收據

②經債務人同意或通知

債務人

③借款憑證交付清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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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思考

催收同仁如何找出看似沒有義務卻願意還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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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不以訴訟程序收回不良債權之方法

抵銷

(一)法律規定

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
，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
§334Ⅰ)。

(二)本基金規定

保證貸款應於全案屆期之日起三個月內或提前視為到
期之日起一個月內，｢控管｣債務人各類存款帳戶，並
適時予以抵銷(保證業務作業手冊第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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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一)

農漁會雖得就債務人存款行使抵銷權，惟於抵銷適狀
成就後，債務人存款帳戶未必有餘額可供抵銷，或於
抵銷完成後，債務人或第三人仍有可能繼續存入款項
，但農漁會無法以人工隨時監控款項存、提情形，應
如何因應控管？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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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二)

債務人對農漁會之存款債權如經其他債權人聲請法院
或遭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執行時，農漁會得否主張以其
對債務人之放款債權與受執行之存款債權相互抵銷？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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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三)

一般債務人常見之存款帳戶種類有活期(儲)存款、定
期存款及支票存款三種，是否均可以行使抵銷權？有
何不同之處？帳戶內之所有存款是否都可以主張抵銷
？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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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貸款到期未獲清償，或經受託機構提前視為到期
者，受託機構應於貸款到期之日起三個月內或提前視
為到期之日起 一個月內，就已知悉之主從債務人財產
先行採取假扣押、假處分之保全措施，並應於取得執
行名義之日起一個月內向稅捐機關查詢其歸戶財產及
所得，採取保全措施或執行求償(業務處理準則第29條
第1項)。

本基金對於法催時點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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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
法催是貸款機構催收的最終手段，債務人在窮盡電催、
函催及訪催等方式仍無效果時，就必須進入法催程序，
請與組員們依照實務經驗配合本基金規定，討論出一
套送保案發生逾期後之催收作業流程，並將步驟一個
個依序寫下來(例如：聲請假扣押裁定、聲請執行名義、
聲請強制執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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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基金對農漁會催收作業協助措施

一、書狀範例

本基金自109年4月起，彙整催收程序及所需訴狀
範例置於基金網站，俾利農漁會催收人員運用。

1、路徑

首頁/金融機構/催收專區/法院訴追相關聲請書表範
例彙整

2、內容

保全及督促程序

強制執行程序

死亡繼承

四、司法院：首頁/便民服務/書狀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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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基金對農漁會催收作業協助措施

二、保全程序

宣導逾期案件採取保全程序之重要性暨輔導聲請假
扣押裁定。

聲請假扣押債務人看似不起眼又無實益的財產

不管躲到天涯海角，總有一天等到你

債務人的不動產

有假扣押
守株(不動產)
待兔(債務人)

未假扣押
人(債務人)
財(不動產)

兩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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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基金對農漁會催收作業協助措施

三、代位清償
錄製申請代償案例影音說明置於本基金網站，供
農漁會瀏覽參考。

1、路徑
首頁/金融機構/數位研習營/數位學習(影音)/代位清
償系列

2、內容
 申請代償案例－農家綜合貸款
 申請代償案例－政策性專案農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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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某漁會OO主任於109年9月上任後，對於逾期金額
居高不下甚為苦腦，經建議清查逾期案件後申請
代償，110年度申償16件、金額1,167萬元，逾期
金額隨之由2,431萬元降為1,253萬元，逾期比率
由1.44%降為1.28%(109年底→110年底)。

結論：

申請代償是收回逾期放款最快速、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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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基金對農漁會催收作業協助措施

四、財所清單
本基金自100年起，每年5月主動向財政部財稅資
料中心查調代位清償後債務人(含已建檔之繼承人)

之財產所得資料清單，並於每年6月提供農漁會據
以追償，節省農漁會財務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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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基金對農漁會催收作業協助措施

五、評估作業
本基金主動評估代位清償後具執行實益之債務人
財產及所得，並請農漁會聲請強制執行。

 如何判斷債務人之財產所得執行有無實益？

 代償前與代償後本基金對於｢執行有無實益｣之認定
標準有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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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基金對農漁會催收作業協助措施

六、拍賣公告
主動比對執行法院及台灣金服公司之拍賣公告，
篩選代位清償後拍賣中之債務人財產，並通知農
漁會聲請參與分配或併案執行。

 參與分配與併案執行之異同

 參與分配與併案執行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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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基金對農漁會催收作業協助措施

七、催告信函
代位清償後協助農漁會批次寄發催告函，持續關
懷債務人俾得適時協助其清理債務。

善用催告函
別讓催告函只是一張沒有感情的A4紙

而是要勾起債務人的
？

還款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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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基金對農漁會催收作業協助措施

八、和解條件
擬定代償案件申請和解減免償還金額處理原則，
俾利農漁會彈性運用收回不良債權。

償還金額處理原則：
 農漁會如向主從債務人計收本基金代償之日起

之利息、違約金，本基金代償部分亦應收取，
並按代償成數交還本基金。

 農漁會如同意減免該利息、違約金，本基金代
償部分亦得比照減免，並應檢附相關文件送本
基金備查。

 原已由本基金代償部分之利息不得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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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提醒

 事前應電洽本基金債權餘額，可供制定和解方
案之參考。

 辦理協議分期償還、和解、解除保證責任、塗
銷主從債務人財產之抵押權、撤銷假扣押或假
處分、撤回強制執行或其他足以影響本基金債
權收回之事項者，應先經本基金同意後，始得
辦理。

 未經本基金同意逕行辦理，致影響本基金債權
者，本基金得請求將影響部分金額交還本基金，
或以申請代位清償款項互為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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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代位清償後本基金需要農漁會協助事項

一、債權維護
本基金代位清償後，貸款機構應定期換發債權憑
證，避免遭債務人抗辯債權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
拒絕履行。

(一)消滅時效(以消費借貸為例)
 本金： 年
 利息： 年)
 違約金： 年
 訴訟費用： 年

(二)債務人
貸款機構應就債權憑證所載之全體債務人聲請強
制執行或換發債權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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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一)
某甲(設籍臺東縣)向A農會(設址花蓮縣)借款200萬元，
並由某乙(設籍宜蘭縣)擔任保證人並提供名下南投縣
土地為擔保，借款發生逾期遂向南投地院聲請執行擔
保土地後，仍有不足額50萬元未受清償，爰經南投地
院換發債權憑證結案，4年後A農會為中斷請求權時效
欲聲請法院換發債權憑證，惟經向國稅局查詢目前借
保戶名下並無任何財產及所得可供執行，此時A農會
應向何法院提出聲請？
答：
所謂換發債權憑證，就是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財產，因無財
產而逕行聲請法院再核發債權憑證之意。故換發債權憑證的
聲請，本質上就是聲請強制執行；因此，須依強制執行法第7
條規定，由管轄法院臺東地院或宜蘭地院為之。
建議：債務人有財產可供執行V.S債務人無財產可供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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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二)
A農會執有客票發票人某甲開立之面額200萬元支票乙
紙，發票日為民國104年8月1日，詎料屆期提示未能兌
現，A農會爰依票據之法律關係向法院對某甲聲請支
付命令，嗣於104年10月1日確定。以下2種情況，某甲
得否抗辯A農會之支票債權已因消滅時效完成而不得
再為請求？理由為何？
 A農會於109年9月31日持該支付命令向法院聲請強

制執行某甲之財產。
 A農會於104年11月1日對某甲聲請強制執行，因查

無財產遂於104年12月1日核發債權憑證，某甲嗣因
繼承取得房屋乙幢，A農會爰於109年12月31日再次
對某甲聲請強制執行。

答：
及都可以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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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三)
A農會對債務人某甲執有之債權憑證已逾15年，是否
就不能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理由為何？
答：
債權人所持執行名義之實體請求權雖已經罹於時效，執行名
義之執行力並不當然消滅，故執行法院仍應受理強制執行之
聲請，不得逕予駁回，惟債務人得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以排
除強制執行程序（辦理強制執行應行注意事項第6點第1款參
照）。
建議：貸款機構應控管債權憑證之時效，並於規定時間內定

期換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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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催債務人

對債務人(尤其名下無任何資產)的適時催告及關懷
可採電話或信函方式，本基金也可協助寄發催告函

債務人

從未聯繫
變成呆案
永無收回
之日

適時催告
及關懷

債務人或
許會想還

了解現況
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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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名：《阿呆與阿瓜》

劇情：

阿呆是禮車司機，某天一位美女瑪
麗叫車到機場，阿呆一看到她走出
家門就被她迷住。載送瑪麗到機場
後，發現她將一只皮箱遺落在機場
大廳，他不知道皮箱中裝著滿滿的
鈔票，其實是瑪麗故意留在機場，
要付給綁架她丈夫歹徒的贖金，阿
呆從歹徒手中搶先一步拿走皮箱後
，決定找好友阿瓜一起開車親自將
皮箱送給瑪麗，並希望贏得美人芳
心，歷經一番波折後終於找到瑪麗
，阿呆鼓起勇氣告白，瑪麗回答：

我有99.99%會拒絕你!
如果你是阿呆，你會怎麼回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J4w9GK70Ms


農林漁牧 保證服務

三、強制執行

對債務人看似不起眼的財產所得聲請強制執行~

其實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持分細微的土地

覺得無實益
不想執行

只能與債
權憑證長
相廝守

把執行當
成手段

債務人
或許願意
談談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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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所稱主從債務人之財產範圍

送保案主從債務人之財產。
抵押權設定登記之債務人為送保案主從債務

人之自貸案擔保品。

結論：本基金對於主從債務人財產之範圍係採
廣義的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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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討

 送保案借戶：張O鴻 保戶：張O彬

 貸款機構往來情形：

保戶張O彬借有自貸案100萬元，徵張O娣為保證人
，另徵張O娣所有高雄市美濃區吉安段1431地號土
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120萬元為擔保，抵押權
擔保債務人：張O彬及張O娣。

試問：該筆自貸案擔保土地是否屬於送保案債務人之
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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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追償收回
(一)本基金規定
 經本基金代位清償之信用保證案件，自代償之

日起，承受受託機構對主從債務人之債權。本
基金對上項承受債權之催收、執行與擔保品之
處理，仍得繼續委託受託機構辦理。

 本基金代位清償之案件，經受託機構繼續訴追
結果，全部或部分受償時，其本金、利息及訴
訟費用應按代償成數交還本基金，並檢附債權
追索紀錄帳卡及相關證明文件寄送本基金。

(二)違反效果
受託機構未依規定將收回款交還本基金，經本基
金催告仍未交還者，本基金得以受託機構申請代
位清償款項互為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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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款匯還作業

 匯款(匯款帳號詳見保證業務作業手冊)

 本基金網站登錄「匯款明細登錄作業」

 不定期收回款：填寫「追償收回通知單」寄送本基

金

定期收回款(扣薪款、協償款)：本基金網站登錄

「收回款通報作業」

 以現金償還者另勾選獲償原因

溫馨提醒：若有任何疑問，請洽追償科轄區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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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信保與農漁會之合作關係

農信保 農信保

農漁會

代償

追償

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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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
追償

強制執行

適時催告及
關懷

收回債權

共榮共好

農信保是農漁會的好夥伴

農漁會的追償收回一直是基金穩健

財務、永續經營非常重要的一環，

基金也以成為農漁會追償業務上最

堅強的後盾而努力，期許達成共榮

共好的願景。

代位
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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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催收作業常見問題探討─保全程序

假扣押之聲請，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民訴§525)：

一、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

二、請求及其原因事實

三、假扣押之原因

1.不能執行

※有日後 或

2.甚難執行

四、法院

五、假扣押之標的及所在地(例外)

釋明§526
舊法：以擔保金代替

新法：以擔保金補足

Ex: 1. 應在外國執行

2. 行踪不明

3. 退票拒往

4. 提領存款銷戶

5. 處分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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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假扣押裁定前之基本準備工作

一、寄發存證信函催告債務人履行債務

二、電話催繳並載明於催收紀錄

三、查詢聯徵資料(查詢項目：B33、B66、K33)

四、查詢退票紀錄

五、實地訪催拍照記錄(信箱？仲介？噴漆？耳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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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資力狀態有日後甚難執行之虞案例

實務上准許債權人提出債務人無資力狀態的證據資料
，命供擔保而准許假扣押裁定之案例如下：
 債務人遭第三人聲請假扣押，或已遭第三人聲請強

制執行。
 債務人支票存款帳戶遭票交所公告拒絕往來。
 債務人簽發支票遭金融機構以存款不足為由退票。
 債務人積欠多人債務或多家金融機構債務，未能按

期清償。
 債務人曾對債權人表示無力清償。
 債務人曾與債權人協商還款條件仍未依協商條件履

行。
 債務人停止營業或解散、清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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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人逃匿有日後甚難執行之虞案例

實務上債權人舉證債務人逃匿之證據資料，以釋明債
務人有日後甚難執行之虞，命供擔保而准許假扣押裁
定之案例如下：
 債權人曾以存證信函催告債務人給付借款，惟遭郵

局以債務人已遷移不明或查無此人為由退件。
 債權人曾以存證信函催告債務人給付借款，惟債務

人收受存證信函後置之不理。
 債權人聲請調解，惟債務人未出席。
 債務人家人表示債務人已離家不知去向，並提出通

報失蹤人口請求協助之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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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認為債權人未為任何釋明之案例─WHY?

債權人雖有提出證據資料釋明，但其所提出之證據資料與請
求假扣押原因之待證事實，無證據法上之關聯性，故法院否
准假扣押裁定之案例如下：
 債權人於聲請狀主張：｢頃聞相對人已陸續處分財產｣或｢

恐相對人脫產致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等語。
 債務人簽發支票遭金融機構以印鑑不符、業經掛失等其他

理由退票。
 債務人背書之支票，遭金融機構以拒絕往來或存款不足為

由退票。
 債務人曾犯偽造文書、侵占等罪遭法院判刑確定。
 債權人表示債務人雖設籍國內，惟經常於國外經商，主張

或有脫產之虞。
 債權人主張相對人無資力，並聲請調閱債務人財產所得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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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一)

債權人甲以債務人乙積欠其1,000萬元未為清償聲請假
扣押獲准，並於取得假扣押裁定且擔保提存後，於30
日內向執行法院聲請查封債務人乙所有之Ａ地，惟Ａ
地僅價值500萬元，數月後債權人甲發現債務人乙因繼
承取得價值500萬元之Ｂ地，遂聲請追加查封Ｂ地，執
行法院應否准許？

答：
答：依強制執行法第132條第3項規定：「債權人收受假扣押或假處分裁定後已逾三十

日者，不得聲請執行」，其立法目的乃因保全程序具緊急性，如債務人取得准許
保全程序之裁定後，久不執行，即與保全之目的有違，是上開規定應於第1次聲請
執行時始有30日之限制，至於嗣後追加查封，並無上開規定之限制。本件債權人
第1次聲請執行時未逾30日並無怠於執行情形，自與強制執行法第132條第3項之情
形不同，而本件債權人所欲保全之債權為1,000萬元，茲所查封之Ａ地不足以保全
其債權，自應准許其追加查封，倘若不予准許，債權人尚須再行聲請另一假扣押
裁定方得查封Ｂ地，實有違訴訟經濟原則(司法院司法業務研究會第37期之研討結
果，採肯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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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二)

依強制執行法第113條準用第50條規定，查封財產，以
其價格足清償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
用者為限。某假扣押裁定主文諭示，債權人以1萬元為
債務人供擔保後，得就債務人之財產於3萬元之範圍內
予以假扣押，惟執行時發現債務人除1幢價值100萬元
之土地及其上房屋外，別無其他財產可供執行，此際
應否准對該不動產實施假扣押查封？

答：
答：按強制執行法第136條規定：「假扣押之執行，除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動產、不

動產執行之規定」，而查封動產或不動產，依同法第50條「查封動產，以其價格
足清償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者為限」及第113條「不動產之強
制執行，除本節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動產執行之規定」雖規定以其價格足以清償
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為限，惟該法條之規定，旨在保護債務
人，避免債權人任意聲請超額查封。故如債務人有多數財產可供執行時，固應就
財產價值與債權額相當之財產強制執行，但如債務人僅有房屋1棟可供執行，雖其
價值遠逾假扣押債權額，亦可對該不動產執行，否則債權人勢將無法就債務人惟
一之財產執行，並受清償，殊非立法之本意(司法院(74)廳民二字第913號函，採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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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三)

債權人取得確定判決（或確定之支付命令）後，可否
再聲請假扣押裁定？

答：
答：

1、假扣押程序，係為債權人就其金錢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將來之強制執
行而設。故債權人之請求若經終局判決可為執行名義，既得逕行聲請強制執行，自
無聲請假扣押之必要(最高法院31年聲字第151號判例、85年度台抗字第200號裁定，
採否定說)。

2、本題根本解決之道為催收人員於債務人逾期時，經評估債務人已無清償能力或無清
償誠意時，即應向法院聲請假扣押裁定，並向稅捐稽徵處申請查調債務人之財產及
所得以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俟完成假扣押執行後，再向法院聲請對債務人核發支
付命令或起訴。



農林漁牧 保證服務

「誰」為當事人？遞狀前應先核對訴狀當事人之記載

是否與對保時留存之國民身分證姓名或經濟部商業司

商工登記資料查詢服務所載公司名稱或商業名稱相符，

避免因錯誤而貽誤時機。

肆、催收作業常見問題探討─聲請執行名義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Bar/queryInit.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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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樹枝圖

始於出生
終於死亡

完全行為能力人
限制行為能力人
無行為能力人

獨資商號

團體

權利能力

行為能力

1.無限公司
2.有限公司
3.兩合公司
4.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

非法人

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

自
然
人

非
自
然
人

非營利性：農漁會

營利性

財團：合夥商號

社團：協會、公會

法定代理人
當
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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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一)

債務人戶籍謄本之姓名：郭臺銘

(1)聲請狀：郭臺銘→支付命令：郭台銘(錯誤？)

(2)起訴狀：郭台銘→民事判決：郭台銘(錯誤？)

試問以上(1)及(2)情況，法院得否依債權人之聲請准許

更正支付命令或民事判決？

答：

1100319民事陳報狀（基隆漁會） 合併檔v1.pdf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01&flno=232
69,台職,3,1980013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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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二)
永洲公司借款逾期未還，對借、保戶遞狀起訴後，負責人兼保戶李

○○之兄長擔任其訴訟代理人蒞庭表示，被告李○○係遭訴外人戊

○○設計，訴外人戊○○利用被告李○○車禍後頭腦不清楚，先以

被告李○○名義為負責人設立永洲公司，再將被告李○○灌醉帶至

原告處，以永洲公司名義向原告借錢，被告李○○雖在授信合約書

及授信動用申請書上之立約人、借款人、連帶保證人處簽名，惟該

等簽名係被告李○○在無意識、精神錯亂中所為之意思表示，依民

法第75條規定應屬無效等語，資為抗辯，案經受訴法院函請衛生署

桃園療養院鑑定結果出具精神鑑定報告書肯認被告李○○「應不具

備完全之行為能力」。試問：

 身為催收的你會想出什麼方法、提出什麼證據或說詞答辯，

並讓法官產生對本案有利的心證打贏這場官司？

 如果你是法官，你會怎麼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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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三)
「OO鎮冷凍肉雞產銷班肉雞電宰廠」向A農會申貸農民組織及農
企業產銷經營及研發創新貸款500萬元，另徵負責人甲OO為保證人
，試問：

 電宰廠之組織類型係獨資或合夥，對於借款契約當事人之記載
有無不同？

 電宰廠之借款逾期未為清償，A農會求償權之行使對象與法律
效果，會不會因為電宰廠組織類型係獨資或合夥而有所不同？

 電宰廠之組織類型係合夥且甲乙丙三人為合夥人，A農會對電
宰廠取得民事判決確定且對合夥財產執行後仍有不足，若欲依
民法第681條規定向其他合夥人乙丙二人之固有財產聲請強制
執行，是否須對乙丙另行取得執行名義？

 電宰廠之組織類型係合夥，如果你是辦理本案之徵授信人員，
從求償權行使的角度來看，對於本案的承作條件有無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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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執行之管轄

土地管轄（強制執行法第7條第1、2項）

1、應執行標的物所在地：

（1）動產、不動產

（2）其他財產權

2、債務人住居所、公務所、事務所、營業所所在地：

◎試問：專利權及商標權之執行係以何地為管轄法院？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所在地

□債務人住居所、公務所、事務所、營業所所在地

肆、催收作業常見問題探討─聲請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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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

債權人甲向臺北地院對債務人乙聲請強制執行，但不

知道債務人乙有何財產可供執行，故請求臺北地院代

查債務人乙之財產，下列①②狀況臺北地院有無管轄

權？臺北地院應如何處理？

 若債務人乙之住居所不在臺北地院轄區內？

答：臺北地院無管轄權，移送住居所法院

 若債務人乙之住居所在臺北地院轄區內，但事後查

得債務人之財產均在其他法院轄區？

答：臺北地院有管轄權，囑託其他法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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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執行之費用

1、執行費用之範圍

(1)執行費：

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時，依強制執行法第28之2條

規定應繳納之費用。

(2)執行必要費用：

因實施強制執行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例如：

(3)其他共益費用

其他為債權人共同利益而支出之費用，得向債務人

求償者。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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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見缺失

(1)溢繳執行費

 重要觀念：同一筆債權只繳一次執行費

 溢繳處理：聲請退費

 書狀範例：
為聲請退還溢繳執行費事：

緣鈞院OO年度執字第OO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分配表業已奉悉，

經查聲請人前已於鈞院OO年執全字第OO號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中，

就債權金額肆佰萬元繳納執行費用壹萬元，此有收據正本乙紙可稽，

惟因聲請人一時不察，再於OO年OO月OO日就債權金額繳納執行費

用參萬貳仟元，上開參萬貳仟元部份已蒙本案分配在卷，故前已繳

納之執行費用壹萬元係屬重複繳納，為此狀請

鈞院鑒核，賜准退還溢繳執行費用壹萬元，實感德便

謹狀



農林漁牧 保證服務

 溢繳執行費之常見案例：

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27條規定發給債權人債權憑
證後，債權人再持該憑證聲請執行者，不再徵收執
行費。

同一債權人曾就本案債權聲請假扣押，且已繳足執
行費，嗣後聲請終局執行時，於同一債權額度內，
不再徵收執行費(釋136)。

同一債權取得不同之執行名義，前後聲請強制執行
，前案已繳執行費，嗣後又以另一執行名義聲請強
制執行，不必再繳納執行費(司法業務研究會37期11)
。

債權人持拍賣抵押物裁定聲請執行擔保品，經四拍
流標無人應買，執行法院將原裁定退回後，同一債
權人又持原裁定聲請執行者，不再徵收執行費(高院
91年座談會民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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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執行雖未拍定，惟未於執行程序終結前陳報本
次支出執行費用並請求執行法院載明於債權憑證中
。

(3)債務人財產拍定後未將前次支出執行費用連同本次
新增執行費用一併陳報債權並主張優先受償(高院
91年座談會民執8及9要旨：債權人於前案所繳納之
執行費、登報費等均可列入後案之執行費用而優先
受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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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參與分配之時期

(一)原則

他債權人參與分配者，應於標的物拍賣、變賣終結或

依法交債權人承受之日一日前，其不經拍賣或變賣者，

應於當次分配表作成之日一日前，以書狀聲明之（強

制執行法第32條第1項）。

◎試問：條文中所謂應於「…之日一日前」，其涵義

究指該特定期日之「前一日」亦或是該特定期日之

「前二日」？



農林漁牧 保證服務

聲明參與分配之時期

(二)例外

1、依法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權

之債權人，不問其債權已否屆清償期，應提出

其權利證明文件，聲明參與分配（強制執行法

第34條第2項）。

2、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2項規定之債權人，其參

與分配，不受本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

（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9條第5款）。

(三)逾期聲明參與分配之效果

1、有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權人

2、普通債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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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自貸案擔保品應注意事項

1. 聲請執行時：應將送保案及自貸案債權同時聲請
強制執行，並聲明二筆債權均為最高限額抵押權
之擔保範圍。

2. 陳報債權時：應指定分配款之抵充順序，亦即自
貸案優先受償，避免分配表與實際帳務抵充順序
不符。

3. 接獲分配表時：應檢視分配表之分配情形是否與
指定之債權抵充順序相符，若有不符，應敘明利
害關係後請求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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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戶 甲

債權 送保案 自貸案

保戶 乙 ×

自貸案擔保品賣得價金 100

債權金額 50 200

分配金額 0 100

債權不足額 50 100

案例1：優先抵充自貸案，餘款抵充送保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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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戶 甲

債權 送保案 自貸案

保戶 乙 ×

自貸案擔保品賣得價金 100

債權金額 50 200

分配金額 20 80

債權不足額 30 120

案例2：依送保案與自貸案債權比例分配



農林漁牧 保證服務

借戶 甲

債權 送保案 自貸案

保戶 乙 ×

自貸案擔保品賣得價金 100

債權金額 50 200

分配金額 50 50

債權不足額 0 150

案例3：優先抵充送保案，餘款抵充自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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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一)

某甲提供名下所有價值500萬元之土地設定首順位抵押權
向A農會借款100萬元，往來期間一向正常，詎料某甲在B
農會擔任某乙保證人之借款發生逾期，B農會於是對某甲
取得執行名義後聲請拍賣A農會擔保土地，執行法院遂依
強制執行法第34條第3項規定通知A農會前揭執行事件，A
農會雖然尚未對某甲取得執行名義，但為恐影響自身權益
，爰依同條第2項規定提出權利證明文件聲明參與分配，
並繳納執行費8,000元，該筆土地經鑑價後，某甲為避免
其遭法院賤賣，隨即清償B農會之保證債務，B農會亦撤
回執行而使執行程序終結。試問：

 A農會若想聲請退還所繳執行費8,000元，執行法院得
否准許？

 你是A農會的催收，收到執行法院的類似通知，你會怎
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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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二)

債權人向稅捐機關查詢債務人財產所支出之費用，得
否列為執行之必要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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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三)

強制執行程序中，倘債務人與債權人達成和解，債權
人如果撤回強制執行程序，是否可以要求法院退還已
繳納執行費的3分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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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四)

債權人對債務人取得本票裁定後，是否即得持該裁定
對債務人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嗣後受償不足發給債權
憑證後，再次對債務人財產聲請強制執行時，是否仍
須提出本票原本？如果本票不慎遺失，貸款機構應如
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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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謝謝指教

check@acgf.org.tw
（02）2311-6216

分機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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