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受理行政執行事件申
請閱卷要點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現
行
名
稱說
明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 目前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申
受理行政執行事件申請閱卷 聲請閱卷要點
請閱卷，以執行案件為限，
要點
且不含行政公文，為使申請
閱卷程序與要點相符，爰修
正本要點名稱，並將聲字修
正為申字，以符合行政機關
受理民眾申請案件用語之正
確性。
修
正
名
稱現
行
名
稱說
明
一、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申 一、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聲 一、聲字修正為申字。
請閱卷，除法令另有規
請閱卷，除法令另有規 二、部分文字修正。
定外，依本要點辦理，
定外，依本要點辦理。
並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
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
二、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 二、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 一、聲字修正為申字。
向本分署申請閱覽、抄
向本分署聲請閱覽、抄 二、部分文字修正。
錄、影印卷內文書。但
錄或攝影卷內文書，或 三、因本分署現行閱卷要點
涉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預納費用聲請付與繕
自96年7月6日訂定以來
十八條第一項所列各款
本、影本或節本。但涉
施行已久，現行要點規
情形之事項者，應限制
及另案偵查不公開或其
定內容已不符合本分署
或禁止之。
他依法應予保密之事
閱卷申請作業之需求，
項，得限制或禁止之。
爰將原要點規定涉及另
案偵查不公開事項用語
刪除，並參照政府資訊
公開法第十八條規定，
作為本分署認定民眾申
請閱卷之給閱範圍標
準。
四、未免執行案件資料因申
請人使用攝影器材拍攝
而有機密資料外流之風
險，爰將當事人或利害
關係人申請閱覽等行為
修正為以閱覽、抄錄及
影印行為為限。
三、執行案件之利害關係人 三、經當事人雙方同意或釋 一、聲字修正為申字；另對
經當事人雙方同意或釋
明有法律上利害關係，
於執行案件之利害關係
明有法律上利害關係，
而提出聲請時，應經執
人申請閱卷，明文規範
而提出申請時，應經書
行書記官審核有無正當
於要點，列為閱卷申請
記官或執行員初審有無
理由，並報經行政執行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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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理由，並報經行政
執行官核可。

官核可。

二、個股執行人員係有書記
官及執行員兩位，由渠
依承辦案件類別折衷一
人辦理初審，並送交所
屬執行官准駁，爰將現
行實務申請閱卷程序作
業明文化。
三、部分文字修正。
四、當事人申請閱卷，應經 四、當事人聲請閱卷，應經 一、聲字修正為申字。
行政執行官准許，案件
行政執行官准許，案件 二、部分文字修正。
已終結歸檔者，亦同。
已終結歸檔者亦同。
五、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申 五、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以 一、聲字修正為申字；另申
請閱卷，應填具申請
書面聲請閱卷，應填具
請閱卷需填具申請書，
書，如委任他人代理
聲請書，如委任他人代
已明文規範於要點內，
者，應一併提出委任
理者，應一併提出委任
為避免產生贅字，爰將
書，經由請求調閱案卷
書，經由請求調閱案卷
以書面聲請修正為以書
承辦書記官或執行員初
承辦執行書記官審核再
面申請。
審再報請行政執行官核
報請行政執行官核可。 二、個股執行人員係有書記
可。經准許者，應即通
經准許者，應即通知並
官及執行員兩位，由渠
知並指定閱卷時間，其
指定閱卷時間，其因故
依承辦案件類別折衷一
因故不能在指定時間前
不能在指定時間前來閱
人辦理初審，並送交所
來閱卷者，得申請改
卷者，得聲請改期，當
屬執行官准駁，爰將現
期，當事人或利害關係
事人或利害關係人聲請
行實務申請閱卷程序作
人申請閱卷，不應准許
閱卷，不應准許者，應
業明文化。
者，應即函復。
即函復。
二、部分文字修正。
六、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及 六、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及 一、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
前二者之代理人，經本
前二者之代理人，聲請
辦理閱卷係以經本分署
分署准予閱卷者，不得
閱卷，不得妨礙行政執
准許為前提，爰將員要
有任何妨礙本分署執行
行機關事務之進行；如
點聲請閱卷修正為經本
事務之進行；如有違反
有違反者，應於其妨礙
分署准予閱卷者，以茲
者，應俟其妨礙之情形
之情形除去後，始得續
明確，避免語意有誤。
除去後，始得續閱。
閱。
二、部分文字修正。
七、閱卷如不能於指定時間 七、閱卷如不能於指定時間 部分文字修正。
內閱畢者，應另再行申
內閱畢，應另行聲請。
請。
八、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閱 八 、 本分 署應 指定 閱卷 處 一、因本分署目前已無指派
覽、抄錄、影印卷內文
所，並得指派管理人員
專責辦理閱卷管理人
書應於本分署指定之閱
掌理閱卷之事務。
員，現行要點規定內容
卷處所為之，並由受理
已不符合本分署閱卷申
申請閱覽執行案件之股
請作業之需求，爰將指
別書記官或執行員親自
派管理人員掌理閱卷之
辦理申請人閱卷相關之
事務用語刪除，並改為
事務。
由受理申請閱覽執行案
件之股別書記官或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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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親自辦理申請人閱卷
相關之事務。
二、文字修正。
九、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收 九、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接 一、配合第八點修正內容，
受本分署核准閱卷通知
到通知後，應於指定時
爰將管理人員修正為承
後，應於通知所定時間
間到達閱卷處所，向管
辦股書記官或執行員、
到達本分署，向承辦股
理人員洽取卷宗閱覽。
閱畢後應將原卷交管理
書記官或執行員洽取卷
聲請閱卷人應先在閱卷
人員修正為閱畢後應當
宗閱覽、抄錄、影印。
登記簿簽名或蓋章，閱
場將原卷交承辦股書記
申請閱卷人閱畢後應當
畢後應將原卷交管理人
官或執行員，以使要點
場將原卷交承辦股書記
員點收。
規範體系連貫。
官或執行員點收。
二、部份文字修正。
十、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申 十、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聲 一、本要點已刪除管理人規
請閱卷，經核准後，書
請閱卷，經核准後，執
定，爰將要點十有關管
記官或執行員應於指定
行書記官應於指定交閱
理人所辦理事項予以刪
交閱時間屆至前，先整
時間屆至前，先整理卷
除，俾符合要點規定。
理卷宗送請行政執行官
宗 送 請 行 政 執 行 官 檢 二、為加強執行官對於當事
檢視，如申請人申請範
核，以備洽取。如有不
人或利害關係人申請閱
圍符合政府資訊公開法
能交付卷宗之情事，應
卷範圍之審核准駁，爰
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列各
即通知聲請人。閱卷處
於要點後段明確規定，
款情形之事項者，應限
所設管理人者，管理人
如申請人申請範圍符合
制給閱，並就同條第一
領取卷宗時，應在交付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
項所列各款情形以外之
卷宗登記表簽名或蓋
條第一項所列各款情形
其他部分指定給閱範
章，管理人員交還卷宗
之事項者，應限制給
圍，命書記官或執行員
時，執行書記官應在送
閱，並就限制給閱事項
妥適處理，以備申請人
還卷宗處簽收。
以外之其他部分指定給
閱覽。
閱範圍，命書記官或執
行員妥適處理，以備申
請人閱覽，以避免提供
超出申請人需求範圍之
給閱資料，致衍生爭
議。
三、文字修正。
十一、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十一、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一、閱覽卷宗限於本分署指
閱卷，不得將卷宗攜出
閱卷，除閱覽外，如需
定之處所為之且申請人
本分署指定之處所閱
抄錄、攝影應自行準備
如有影印需求，需以付
覽，且除閱覽外，如需
工具或付費請求影印
費方式請求本分署人員
影印應以付費方式請求
之。但有第二點但書情
影印之，為落實上開要
本分署人員影印之。
形得限制或禁止之。
求，爰於要點內明文修
定，以符實際需求。
二、部份文字修正。
十二、本分署應設置影印機 十二、本分署應設置影印機 一、聲字修正為申字
供申請人影印卷宗資
供 聲 請 人 影 印 卷 宗 資 二、配合第八點修正內容，
料，影印應會同承辦股
料，影印應會同管理人
爰將管理人員修正為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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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記官或執行員為之，
並得依申請人或其代理
人影印張數酌收影印費
用。

員為之，並得酌收影印
費用。

辦股書記官或執行員，
並將酌收影印費用之依
據明文化，以符實際需
求。
三、部分文字修正。
十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十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本要點未修正
抄錄卷宗，應以鉛筆為
抄錄卷宗，應以鉛筆為
之，不得使用黑色墨汁
之，不得使用黑色墨汁
或墨水。
或墨水。
十四、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十四、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一、本處修正為本分署，並
閱卷應在本分署閱卷處
閱卷應在閱卷處所為
將閱卷處所修正為以本
所為之，不得將卷宗攜
之，不得將卷宗攜出，
分署內為限，以符實際
出，並應遵守下列事
並應遵守下列事項，如
需求。
項，如有違反，應即禁
有違反，應禁止閱卷。 二、應禁止閱卷修正為應即
止閱卷。
（一）對於卷宗不得添註、
禁止閱卷，並將要點十
（一）對於卷宗不得添註、
挖補、塗改、更換、
四第四款証物用語刪
挖補、塗改、更換、
抽取、圈點、污損等
除，以符合實際程序作
抽取、圈點、污損等
及任何更動卷宗資料
業。
及任何更動卷宗資料
之行為。
三、部分文字修正。
之行為。
（二）裝 訂 之 卷 宗 不 得 拆
（二）裝 訂 之 卷 宗 不 得 拆
散。
散。
（三）不得有其他損壞卷證
（三）不得有其他損壞卷證
之行為。
之行為。
（四）卷 內 文 件 証 物 閱 覽
（四）卷內文件閱覽後，仍
後，仍照原狀存放。
照原狀存放。
（五）其他經本處認定不當
（五）其他經本分署認定不
或不法之行為。
當或不法之行為。

第4頁，共 5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