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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達有效查緝環境犯罪，保護國土之目的，檢察官必須居於跨

領域機關整合協調者之角色，進入以下五大步驟流程中。並在其內

完成： 

 參與犯罪行為之發現 

 

 

 

 

 有定性判斷之能力 

 

 

 有廣化及溯源之能力 

 

 

 

 採取有效防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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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行政機關管理及制度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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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t 

For achieving the goal of efficient environmental crime investigation and 

homeland protection,the Prosrcutors have to coordinate related 

government agencies within the 5 steps as follow： 

1. Discovery that a crime has been committed 

1.1.Report by informer 

1.2 .Report by environmental volunteer 

1.3.Report b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Bureau of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1.4.Environmental monitering system(hotspot surveiliance  

devices,driving recorder GPS,etc.) 

2.The ability to determine the nature of a case 

2.1.Envasion of Article 28 of Waste and Disposal ACT(The performed 

methods of the disposal of industrial waste)：Fake source products. 

2.2.Envasion of Article 39 of Waste and Disposal ACT(The reuse 

methods)：Pleading,Fake reused products. 

3. Broad view to the case and the ability to trace th pollution source 

 3.1.Mobolize the” Union of prosecutor,polic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immediately and efficiently. 

  3.1.1.Build consensus 

  3.1.2.Modular methods of investigation  

  3.1.3.To improve team chemistry by collaborating with team mem-

bers on investigation.  

  3.1.4.Prosecutors Should have the cognition on environmental crime. 

 3.2. Intensity of mobilization of the” Union of prosecutor,polic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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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Chemistry between government agencies. 

  3.2.2.Collaboration of government agencies. 

  3.3.Depth of mobilization of the” Union of prosecutor,polic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 

  3.3.1. Cognition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regulation,nature and 

means of environmental crime. 

3.3.2. Acknowledge to waste dispasal frame. 

3.3.3. Acknowledge to waste dispasal industry.  

3.3.4. Acknowledge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y,recycle and the 

difficulty in waste to go . 

4.Adopt preventive and control measures for environment crimes 

4.1.Case aspect： 

4.1.1.Seizure ,confidcate proceeds of the crime. 

4.1.2.The degree of severity of punishments shall be determined by 

damage 

4.1.3.Endow the responsibility for removed and disposed of waste 

within a time limit. 

4.1.4.Seizure equipment,Crime cost increase 

4.2.Future：Systematic Investigation,Environmental crimes(Actus reus)  

classification,Plan to excute the targeted Have the cases,full  

and accurate documented. 

5.Assist the related government agencies to organize and optimize the  

system 

5.1.Smooth report mechanism 

5.2.Prompt administration mechanism 

5.3.Feedback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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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緒論 

這是一本國土犯罪案件實戰心得實錄。個人多年親自或夥同團

隊成員，發掘摸索解決國土犯罪之歷程，累積為數眾多且深入之偵

查體驗及心得，擬在此系統化講述。 

這也是一本工具書。個人與共同撰稿人陳俊宏、朱麗娟檢察事

務官組長，均長期親自參與所屬機關每一場水、廢、空案件之艱難戰

役，最清楚每位檢察官在偵辦國土案件時，從頭到尾將會遇到何等

問題與疑惑。每個章節所揭示的每個問題環節，沒有人能躲得過，也

最想瞭解與克服。 

這也是一部鳥瞰藍圖。帶領讀者從宏觀心法到微觀技法，再從

技法回到心法，反芻全局，激發新的體會。 

如以物質性質形容「環保案件」，它可謂是一種「跨領域混合物」，

「環保案件」之組成成分：包括刑法、水廢空特別刑法、刑事訴訟、

刑事執行、行政執行（回復原狀、代位求償）、行政程序、行政罰法、

環保稽查實務、司法偵查實務、環保政策、產業政策、環保法令、函

釋、產業結構、製程知識、理化知識、環境學、行政學、機關跨域協

調整合、行政橫向聯繫等…，難從檢察官所習慣之「單一刑事法」角

度觀察，或獲致完整解決。本報告強調檢察官職務先天具備之「跨領

域協調整合者」地位，做為主軸，貫穿全篇。檢察官為政府環境執法

部門一環，對國土保護責無旁貸，從最開始的監控、發動、鞏固等，

到最後之回復環境、預防犯罪、優化法制…均居關鍵地位，角色不可

或缺。正猶如檢察官在選舉查賄工作中扮演主導地位，檢察官擔綱

保護國土工作之角色之原因，亦復如此，所需之工作細膩及深入程

度，甚至更甚於查賄。在環境犯罪走向集團分工化之今日與未來，檢

察官之跨領域整合角色，將左右國土保護政策之成效。 

在環保議題全球化的今天，環保已不只是環境保護面向，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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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SR企業責任倡議下、面對 2050淨零碳排「資源循環」時程等，

環保工作更是產業發展的保障、國土規劃、國家遠程經濟發展相關

之行政重點。 

主撰稿人長期偵辦大型水、廢、空及森林等國土犯罪案件，並主

持督導中部地區檢警環團隊已近 10年，幾乎每役必參，也因執行案

件，親力進行跨領域機關間之整合工作，所見查緝國土犯罪防制工

作之癥結約略為：1、檢察官對自身角色之認知、偵查起訴能力、知

識經驗、機關統合能力，甚至是檢方內部職務異動、人事更迭所造成

之政策銜接問題等。2、行政機關因自身權限、態度、稽查能力、對

刑事法令及訴訟程序之認識，甚至是政治生態、機關間、甚至是機關

內部間意見歧異問題。3、警察機關之業務分配、績效要求、功獎誘

因、辦案能量等…問題複雜程度超越想像。整合工作固然千頭萬緒，

但「放手」與「著手」只差一字，有開始才會有結束，發現問題、解

決問題，保護國土路徑才會往前開展，如逢難便退或視而不見，將有

虧職守。 

本報告以工具書編排方式呈現，一方面綱舉目張，方便需時查

找；一方面也是策略藍圖，按部就班，只要領略本報告編排邏輯，便

可發現任何環節缺一不可。雖非寶典，但撰寫時確實心有葵花；雖稱

「研究報告」，但其實是你我國土保護的題目試考卷。現在，樹枝圖

空格已畫好，個人也不才地，先書己見，傳訊待回。期待檢警調環先

進讀後回訊，不吝填空、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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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犯罪防制策略 

 六大宏觀步驟 

 
圖 1：六大宏觀步驟 

 宏觀步驟生成原理及對應 

環境犯罪防制之宏觀策略環節，呈現「條件先決、因果相倚」之

態勢，因此，必須針對問題關鍵，邏輯性、系統化思考，提出解決方

法，大致思路歷程如下： 

「犯罪未被發現，哪來案件偵辦？」 

檢察官需有監控環境、發現犯罪之能力：環境犯罪行為必須能被

發現，包括檢察官在內之執法部門才有案件可查可辦、才有後續

的檢警環團隊浩蕩出擊查辦，然源於環境犯罪之隱密性、集團化、

制度優化

管理優化

防制手段

廣化及溯源

定性判斷

行為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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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化，讓環境犯罪難以發現。 

對策： 

「看到了，卻不知為犯罪，又何來偵辦？」 

檢察官需有定性判斷環境犯罪之能力： 

環境犯罪具有隱密性、即時性，發現犯罪行為，已非易事；然而，

即便發現了，檢警或行政機關能否即時破解犯罪集團慣用之欺

罔、拖延話術；或即時戳破集團成員以假文件、假契約之包裝手

法？能否當場、在黃金時間內，對廢棄物之屬性做出定性判斷，

以正確適用廢棄物清理法？或明確區辨水污或空污犯罪在行政

與刑法之界線，而進行告發？均是成案關鍵。 

對策： 

「看到一隻蟑螂，代表有整窩蟑螂。窩又該怎麼找？」 

檢察官需有「廣化及溯源」之觀念及能力： 

查獲個案，已屬不易，然是否有從該單點行為為基點，擴大廣化、

溯源深化，直追病灶之「knowhow」、動力及決心？又取決於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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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警調之人力及意願、檢察官對相關法令知識之具備，對偵

辦案件之著手方式及觀點。 

對策： 

知識及能力之取得，取決於「檢警調環團隊」之建置及實質運作

及「期前偵查」落實，步驟簡要如下： 

1、「檢警環平台」動員迅即性 

 

 

 

 

2、「檢警環平台」動員強度 

 

 

3、「檢警環平台」動員深度 

 

 

 

 

「天花板漏水，不應只是把地板擦乾淨」 

檢察官需有務實而有效防制環境犯罪之能力 

接下來，當動員團隊破獲某集團性犯罪之後，我們必須考慮，這

一拳有打到要害嗎？基於「環境犯罪就是經濟犯罪」之殘酷現實，

只要是「犯罪成本」低於不法利益，環境犯罪之動機便永遠存在，

犯罪集團最不缺的就是人頭、司機與廣裒的山坡地、農地及魚塭。

倘未思考藉犯罪查緝作為，提高犯罪成本、展現公權力，那麼，

檢察官費盡心力破獲耀眼案件後，稍待時日再回頭望，也許會發

現僅是短暫的絢爛煙火，對環境保護，難起實質效應。最可怕的

是，當付出與收穫不成正比，一再負於辛勤辦案之檢察官及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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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釜底不能抽薪，犯罪利益遠高於成本，環境犯罪接踵而至，

變成一場無限之戰，當再堅毅之將軍最後也心生厭戰，社會糾弊

除錯之機能消失，那迎來的就是一場環境浩劫。 

對策： 

 

 

 

 

建立系統性偵辦模式，將犯罪行為類型化，規劃發動「標靶性案

件」，由檢察官與法院，共同將全套犯罪故事，包括背景、動機、

起因，讓犯罪手法透過法院判決書，揭諸於世，讓日後檢察官偵

查及法院判決，均有完整而正確之前案可參，提供案件迅速思考

路徑，破解環境犯罪之種種特性，斷絕不法分子僥倖之心。 

「解鈴還需繫鈴人，檢察官只是醫生，身體健康才不會有病」 

除積極偵辦環境犯罪外，檢察官需有協助行政機關優化行政管理

及法制之能力 

環境犯罪之發生，與該管行政機關部門之觀念、人力資源、管理

方式、行政流程，有極大關連。然而，檢察官權限在刑案偵辦，

對於行政部門之作為，僅能提出建議，並無僭越插手餘地。實務

上也常見檢察官偵辦某具體個案後，針對案件發生原因，於起訴

書提出行政改進措施之建議，然因終非既有反應管道，成效未見

彰顯。 

對策 

如檢察官於「期前偵查」或偵辦過階段，已與該管行政機關相互

協力，情況就會有很大不同！例如，行政機關在本署「標靶案件」

（細節詳後章節）協力偵辦之過程中，行政機關可以很輕易從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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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到導致本次犯罪行為之管理上及法令上問題，並即時提出關

於稽查技術、熱點發掘、監控布置等種種管理面之強化措施，甚

至切中要點，有依據、有契機、有觀點、有題材，大破大立，進

行制度及法令面之優化變革。以下也會介紹主管機關對應本署偵

辦「標靶案件」後，所進行之諸多管理及法制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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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知與監控 

  認知 

所謂「認知」，包括一、環境犯罪本質、犯罪動機之理解；二、

對行政機關、警察機關、調查局外勤處站之運作、職權、屬性、調性

之理解；三、對行政機關環境執法之「實務面」運作；四、對於環境

犯罪查緝策略之走向之認知；五、檢察官對自身角色、任務、使命之

認知等等。此等認知程度，左右國土保護宏觀策略及微觀個案之成效，

至為關鍵。 

 對於國土犯罪「犯罪動機」、「性質」之認知1 

環境犯罪行為之「動機」，都是為了牟取「制度財」 

環境犯罪者可歸納為「違法事業」、「無清理許可文件者」及「不

肖廢棄物處理機構或再利用機構」3種類別，其等犯罪動機無他，

全都消極規避或非法牟取「制度費用」。 

所謂「制度財」，以廢棄物清理法為例，就是清除費、處理費及

再利用費。 

事業將其產生之廢棄物、廢水、廢氣去化，是要付費的！先以廢

清法為例，為有效管理廢棄物、利用資源，該法以「貯存、清除、

處理、再利用」等法定方式，讓廢棄物「善終」或「再度成為資

源」。但在設計上，此等清理工作之執行者並非全由政府親為，

而是由各地方縣市政府所核准之民營「廢棄物清理機構、再利用

機構」執行。該等機構接受「廢棄物產出事業」（如國內電子製

造、食品、紡織、建築業等）之委託，收取每公噸新臺幣（下同）

                                                      
1 法務通訊 NO. 3118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5 日第 5 版王銘仁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主任檢

察官國土犯罪防制策略與檢警調環團隊辦案方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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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千元至 2、3 萬元不等之「清除費用、處理費用、再利用費」，

以「焚化、掩埋、資源化、再利用」等方式，以該等機構所標榜

之技術，處理廢棄物。此等機構，負擔為全國民眾妥善處理廢棄

物之終局責任。營建剩餘土石方也是如此，由政府核准之土資場

向建築工地收取費用，為工地收容廢土，並加以分類再利用。此

外，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治法設計原理雖有不同，但其宗

旨都是在命製造廢氣、廢水之業者，支出費用委託代為處理或主

動處理，避免污染環境。 

這些制度費用，全都是「環境救命錢」，每年全國保守估計可達

百億元。然而，但當環保法令或制度設計、管理方式等發生問題，

或是司法機關在具體個案上未能發揮儆懲效果時，此等鉅大利

益，在不法份子眼中，便成了肥美到不行的「制度財」。國內廢

棄物處理量能不足已是公認事實，有心人早以不法手段覬覦這些

制度財，這些利益水位越來越高，臺灣的環境就越危險，我們辦

公桌上的環境犯罪案件，更會源源不絕。 

環境犯罪屬「複合型犯罪」 

在龐大不法利益之引誘下，不法份子更是大量糾集資金、精心謀

劃騙術，以集團化犯意、企業化經營，讓環境犯罪增添「複合型犯罪」

屬性，儼然成為全新的犯罪類型，而呈現如下述多種複合面貌。在此

劇烈演化下，倘吾人仍一再昧於全貌、限縮視野，在「環境犯罪」定

義為「單純廢棄物棄置事件」，便是誤判情勢！若再無對應作為，將

錯失轉變時機。其複合性質： 

環境犯罪是經濟犯罪 

打開環境犯罪的外殼，就會發現在裡面不息運作著的，其實是一

場場「經濟犯罪」。企業化或公司化的集資式經營，共犯謀劃以

環境破壞為代價，作為鉅額營利基礎，造就其經濟犯罪本質。在

環境犯罪集團、不肖事業眼中之「制度財」，有不同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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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污廢水處理設備設置、管理、藥劑費，地 檢署查獲水污法案

件，僅單一廠之不法不法利得，往往就可達千萬元之譜。 

單單臺中地檢署近年連續查獲「達 0 公司」、「宏 0 公司」等 5 

家公司大肆排放有害健康氣體、規避應上繳給環保局之空污費，

總額即可達新臺幣（下同）10 億元。 

廢清法案件之「制度財」來源已如上述，單單彰化地檢署近 3 年

來，查獲 8 家「處理機構、再利用機構」之犯罪所得總額，即達

數億元之譜。 

權貴犯罪 

廢棄物清理法第 46 條第 4 款後段之處罰對象為「廢棄物處理機

構」，該等事業廢棄物處理機構之生命就是「事業廢棄物清理許

可文件」；再利用機構雖無須此文件，但也須經送審「廢棄物清

理計畫書」及「檢核」。此等機構從設置到經營，均須經公權力

核准監督，具特許性質。其唯一收入來源，就是向委託端之事業

所收取之「處理費、再利用費」，萬一違法作弊被抓，情節嚴重

可予廢照或撤照，而廢照、撤照，代表整個工廠須停止運作，營

業額歸零。 

重點來了，原本，政府是相信這些有技術的機構，會誠實將廢棄

物妥善處理，且處理流程也都有法令約制，制度都很理想。但當

某些機構作弊成習，要如何不讓政府抓到，就成為他們唯一的任

務！為規避來自主管機關之監督，該等機構或在明地，找民代施

壓；或在暗處，動用相關影響力，輕易地讓主管機關同意變更許

可文件之內容，為其量身定作，以維持其公司不受裁罰或撤照之

地位。其結果，廢棄物處理之品質低劣至與未處理無異，並最終

棄置於環境之中。原本肩負環保重任之處理機構，現卻成環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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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者，一來一往，對環境傷害可想而知。 

阻礙高科技產業發展之犯罪 

先舉一例，於 103 年間，台積電公司委託處理污泥之某個處理

廠，因涉嫌棄置未經妥

善處理之污泥，經檢察

官查獲起訴，案發後，

包括台積電在內之「台

灣半導體產業協會」會

員大會，於 106 年 4 月

6 日宣布會員公司自動

發起「廢棄物清理廠商

管理自律公約」（如右

圖）。 

此份自律公約「係因國內近年數度發生污泥再利用產品疑似違法

亂倒事件，引起政府、產業及社會大眾對廢棄物議題的高度關注。

因政府甫修正廢棄物清理法，賦予廢棄物產源應盡適當注意之義

務，以及發生違法情事後共同清理責任。」2讓台積電與眾多半導

體廠緊張的，除國際客戶之環保規約要求、可能面對之共同清理

責任外，更擔心因此違背他們對「企業社會責任」（CSR）3的承諾。

誠信企業更在乎的是國際間在環保、氣候變遷及企業永續等議題

下，對社會責任之嚴格要求。「企業社會責任」已為上市櫃公司

公開說明書揭示項目，環保已成企業之社會責任；在攸關我國未

來產業發展與環境政策之「氣候變遷」議題上，國家發展委員會

也於 111 年 3 月 30 日公布我國「2050 淨零碳排路徑圖」，其
                                                      
2 風傳媒 106 年 4 月 6 日報導。 
3 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業在創造利潤、對股東利益負責的同時，還要承擔對

所有利害關係人的責任，以達成經濟繁榮、社會公益及環保永續之理念。實質影響是國際客戶要

求、金管會證期局要求公司揭露其企業社會責任資訊，以利投資人判斷，及編製企業社會責任相

關投資指數與辦理公司治理評鑑等措施。此方針，已然是國內產業永續、升級之必備要件。因

此，當地檢署查獲數起「假資源化產品環保案件」後，所有該協會半導體會員公司即時自行共同

制訂「廢棄物協力廠商的評鑑與稽核規範」，委請公正第三方配合會員公司共同稽核，試行成效

符合預期，為的就是將此種環境犯罪對產業之衝擊降到最低。 

圖 2：廢棄物清理廠商管理自律公約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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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對於「廢棄資源再利用、資源循環零廢棄等循環經濟項目」

多有宣示規劃。未來，環保議題、循環經濟，與產業永續發展之

關係，只會更加緊密。近年來政府為推展綠電，宣示強力打擊綠

能道路上「綠能犯罪蟑螂」之障礙；預料今後，如何壓制「假借

資源循環漏洞」之環境犯罪，也必然成為重要工作項目。 

黑道組織、集團性犯罪 

環保案件因不法利益龐大，犯罪者以集團化、計畫性謀議分工，

以合法外觀包裝、製造資訊及金流斷點，更需有環保蟑螂、司機

及大量機具共犯接應，均屬標準集團性犯罪態樣。彰化地檢署近

年所查獲之不法處理機構之犯罪手法，均在分贓上開「制度財」，

造成黑錢橫流、廢棄物流竄全國；近來本署4、士林地檢署5及新

北地檢署6查獲黑道介入土資場經營，分配不法利益案件亦為適

例。 

近年來，學界及民間團體屢有提高廢棄物清理法最重刑度至 7年

的呼籲，環保署也列為修法建議，一方面反應罪刑，另外一方面

最高刑度 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犯罪，亦可適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7進行偵辦，以因應環境犯罪為組織犯罪之本質。 

集團化詐欺犯罪 

彰化地檢署近來查獲之數家違法廢棄物處理機構，其明知無合法

處理廢棄物之技術及意願，卻向企業收取高額處理費用後，任意

棄置待處理之廢棄物，企業除受騙外，更須依廢清法負擔最終清

除責任，受有雙重損害。上述臺中地檢署查獲數起違反空污法案

                                                      
4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4101839 自由時報 彰化魚塭成「廢土天

堂」 土石公會理事長為首不法集團 164 人遭起訴 
5 https://www.appledaily.com.tw/local/20220105/62K4XB2RO5C5NM6UXGTXLF2TVA/ 蘋果新聞網 

北市知名建案爆棄土弊案 檢警 26 路大搜索！土方公會理事長遭約談 
6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4153569 自由時報 涉組織犯罪、恐嚇取財

未遂 寶和會前會長邵柏傑今起訴 

 
7 第 2 條：「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

本刑逾五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

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

分工明確為必要。」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4101839
https://www.appledaily.com.tw/local/20220105/62K4XB2RO5C5NM6UXGTXLF2TVA/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4153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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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被告等均被起訴詐欺得利，公司並被追回高額數億元不法詐

欺利得，均屬適例。 

金融風險、證券交易法犯罪 

從事違法牟利之處理或再利用機構，常常極具規模，甚至是北中

南科學園區廠商之主要委託對象，更有屬上市公司者。僅本報告

主撰稿人承辦、協辦案件，至少已有 3家上市公司涉案，上市公

司簽具合法經營文件，並在公開說明書上揭示，卻為不法經營，

而遭檢察官以違反廢清法及證券交易法起訴。在審理過程，公司

資金信用因此遭銀行凍結、不法利得數億元遭檢察官查扣聲請沒

收，未來更需負擔鉅額罰金刑及環保機關命繳付高達數億元之代

履行費用，或限期清除廢棄物之行政法責任。 

衍生食安問題 

環境犯罪者任意棄置有害廢棄物，或處理機構未處理完成，便棄

置於農地、水源區，均影響食安，更不待言。 

 

 廢棄物棄置犯罪背景原因及檢警環之因應 

犯罪背景原因 

廢棄物去化管道有限 

110年 11月 28日聯合報

頭版標題：「事業廢棄物

全台竄逃」。僅是因為高

雄市焚化爐拒收外縣市

事業廢棄物，消息登上全

國頭版！可見廢棄物處

理量能極度吃緊，而我國

每年產生事業廢棄物量

體龐大，去年（101年）一整年就高達 2195萬公噸，面臨專用處

圖 3：報載廢棄物頭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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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設施不足的窘境。暫存量不斷累積之外，也排擠了生活垃圾（一

般廢棄物）之焚化空間。 

廢棄物處理費用高昂 

舉環境犯罪棄置客體「常客」廢塑膠混合物（D-0299）為例，事

業廢棄物處理機構之收費，即高達每公噸 1.1萬元至 4.5萬元不

等8。而一部曳引車可裝載 20公噸廢棄物。 

犯罪行為所得鉅大、風險低、成本低廉 

大型環境犯罪不法所得動輒數億甚至達數 10 億元，成本極低，

丟多少賺多少。且犯罪組織細密，以人頭製造斷點、建立防火牆、

假文件騙術包裝，在環境犯罪既有之隱密性、迅即性等特性下，

環境犯罪自然源源不絕。 

檢警環之因應 

事業減廢 

在環保署推動資源循環政策之同時，檢察官對於犯罪集團「假資

源循環之名，行棄置廢棄物之實」之犯罪行為，應有監控破解、

溯源查緝之能力，正本清源，避免「資源循環」、「再利用」、「環

保產品」遭污名化，影響資源循環政策之推動。另一方面，也避

免不肖廢棄物處理機構假借資源再利用名義，壓低成本，進行非

法棄置，產生排擠合法廢棄物處理機構之「劣幣驅逐良幣」惡性

循環效應。 

 

在本署查獲卜蜂公司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後，環保署便積極

推動鼓勵事業單位依法自行建置廢棄物處理設施之相關措施。

目前，全台目前取得許可自行處理廢棄物之事業僅有三家，而相

                                                      
8 清除處理機構服務管理資訊系統 廢棄物處理費用查詢 

https://wcds.epa.gov.tw/WCDS/Anonymous/TreCostSearch.aspx  

https://wcds.epa.gov.tw/WCDS/Anonymous/TreCostSearch.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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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辦法長達 20年未檢討修正，採簡化申請流程後，應能夠提高

事業申請意願，鼓勵事自行減廢。 

 

 檢察官偵辦環境犯罪，溯源追查後，最常出現之疑義在

於：「廢棄物產源事業委託非法清除業者棄置廢棄物，要如

何適用何法條處罰？」 

 最相關法條看似為廢清法第 46條第 1款或第 2款9。如所棄

置者為有害廢棄物，則事業當然會與其委託對象「共犯」

第 1款。如所棄置者非屬有害，且「未致污染環境」，則無

第 2款之適用，應適用「行政罰」之規定即廢清法第 53 

條10。至此，尚無疑義。 

 最大問題在於事業負責人在此情形，是否與受託人「共

犯」廢清法第 46條第 4款前段？對此，可思考廢清法第 53

條之行政罰金額為 6萬元到 1000萬元，行政罰處罰上限不

低，應已將「事業負責人為事業棄置廢棄物」之把樣態考

慮進去，基於特別刑法「謙抑性和合憲性」、委託人與受託

人之「對向性」、第 46條第 4款在廢清法體系上之立法原

因及理由，在此時將事業負責人列為共犯，應審慎為之。 

 近來環保署修法雛議擬將第 2款之客觀構成要件，由「致

污染環境」改為「足生污染環境之虞」，採與空污法、廢清

法第 2條之 1之「適性犯」立法體系相同。可能解決不肖

                                                      
9 第 46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

境。 
10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

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停工或停業：一、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有害事

業廢棄物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七項、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五項、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九

條規定或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三十九條之一第二項所定管理辦法。二、貯存、清除或處理有

害事業廢棄物，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三、輸入、輸出、過境、轉口廢棄物違反第三十八

條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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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負責人違法行為嚴重，違法效果卻極其輕微之弊端。 

 常見環保犯罪型態
11

 

任意清除、載運或棄置廢棄物 

部分投機業者及民眾，未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申請核准，而逕

行清除、載運或棄置廢棄物，例如私人以自用貨車載運廢棄物任意傾

倒、棄置。 

假借整地回填事業廢棄物 

鄉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導致農地閒置，不肖業者予以租借後，假

借整地之名，先大量超挖土方變賣後，再回填事業廢棄物，事後於表

面覆蓋原土，外觀毫無異樣，實際上土地已遭受嚴重污染。 

暴力強制承攬廠商環保清除工作 

不肖分子以暴力強制承攬廠商環保清除工作，把持廢棄物清理市

場，造成合法業者人人自危，嚴重影響國內環保業者投資環境。 

未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方式貯存、清除、處理 

事業機構未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

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者。例如未經環保機關許可，運送或處理有

害事業廢棄物之行為。 

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者。 

例如農地地主或魚塭養殖業者，提供土地供作非法棄置場或掩埋

場。 

                                                      
11 「警察機關加強取締環境犯罪工作執行計畫」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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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設置廢棄物轉運站（處理場）、焚化爐。 

排放氣體超過標準 

工廠排放氣體超過標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或其他露天燃燒廢棄

物等案件。 

未真正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者 

執行機關（各地方政府環保局、各鄉鎮市公所）或民營業者未真

正處理廢棄物，卻開具虛偽證明者。 

河川沿岸地區砂石（洗砂）場業者無執照、設備，處理廢污水者 

河川沿岸地區砂石（洗砂）場業者無工廠登記證照，且未領有固

定污染源設施、操作許可及廢污水排放許可，甚至無任何污染防治設

備而嚴重污河川水質。 

開採砂石，違規回填 

部分砂石業者藉由開採砂石過程、違規回填事業廢棄物（含有害

事業廢棄物）。 

利用河川兩岸，違規興建廢棄物處理場 

不肖分子利用河川兩岸違規興建地下工廠或廢棄物處理廠（場），

造成河川水質及附近土壤污染。 

油罐車運送液態事業廢棄物，違法傾倒 

利用油罐車密封之隱蔽性，運送液態事業廢棄物，及廢有機溶劑

等違法傾倒，污染環境。 

埋設暗管，排放液態事業廢棄物 

事業機構或廢棄物清理業者於溝渠、山澗、溪流、河川、海洋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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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埋設暗管，排放液態事業廢棄物，污染水源。 

 對「廢棄物清理法」之認知 

對廢棄物清理法「體系」之認知 

廢棄物清理法母法全條文可體系化如下表 

其中「第 28 條至 40 條」，雖為行政管理規定，但與犯罪構成要

件息息相關，有助偵辦案件之理解，可深入研讀條文。 

廢棄物清理法與刑法 191條之 1之關係及適用 

刑法第 190 條之 1 修正案經立法院 107 年 5 月 29 日三讀

通過，刪除「致生公共危險」之具體危險犯要件，並經總統 107 

年 6 月 13 日公布施行。產生該條與各環保法規公告或訂定各

項標準之限值或界線之適用上問題，為求一致，整合專業及資源，

建立環境犯罪取締原則，臺灣高等檢察署於 107 年 8 月 20 日舉

辦「刑法第 190條之 1 修正後環保法令適用」研討會，建立以

下共識及決議： 

圖 4：廢棄物清理法全文總覽 



20 
 

何謂廢棄物？廢棄物之定義？13： 

廢清法第 2條、第 2條之 1分別為 106年修正及新增規定，與其

說是「廢棄物之定義」，毋寧理解為「認定廢棄物之法定方法」。 

                                                      
12 臺灣高等檢察署 107 年 8 月 20 日新聞稿 
13 廢棄物清理法： 

第 2 條第 1 項（廢棄物之認定方法） 

本法所稱廢棄物，指下列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 

一、被拋棄者。 

二、減失原效用、被放棄原效用、不具效用或效用不明者。 

三、於營建、製造、加工、修理、販賣、使用過程所產生目的以外之產物。 

四、製程產出物不具可行之利用技術或不具市場經濟價值者。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第 2 條之 1 

事業產出物，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論原有性質為何，為廢棄物： 

一、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已失市場經濟價值，且有棄置或污染環境、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 

二、違法貯存或利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 

三、再利用產品未依本法規定使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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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凡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其：1、被拋

棄者；2、減失原效用：3、被放棄原效用、不具效用或效用不明

者，4、或於營建過程中所產生目的以外之產物（下稱營建產出

物）…皆係廢棄物清理法所稱之「廢棄物」。其中。 

第 2條之 1規定事業產出物（包括所謂產品）被強制規定為廢棄

物之情形。第 1 款採通案認定，第 2、3 款為個案認定，需視是

否有「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適用在所有被主張為「產品或資

源」棄置物品之案件。只要符合該條規定，不論其原有性質為何，

皆為廢棄物（廢清法第 2條之 1）。 

以上條文 106 年增修時，立法理由清楚揭示：「廢棄物」與「資

源」位處物質或物品之不同生命週期，經過適當手段，廢棄物可

變成資源，而若錯置、錯用，資源也應視為廢棄物！ 

最高法院也提出一個重要觀念可供思考：「廢棄物清理法所稱『廢

棄物』係採相對性之定義，與標的物質或物品本身於自然狀態下

之屬性，並無必然關係，尚應配合處置手段、效用、利用技術、

市場經濟價值等因素綜觀而定，甚且尚須考量有無污染環境之虞

等因素。」14 

 

 

 

 

 

 

 

 

 

 

                                                      
14 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聲字第 177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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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廢棄物分類體系圖 

從特別刑法「行政從屬性」之觀點，指：「是否為廢棄物、何種

類廢棄物，應由該管行政機關認定」之意。環保機關基於權限、

專業知識及鑑定技術，從廢棄物之置放地點、外觀、包裝、混

雜廢棄物之比例，可肉眼或感官先判斷是否屬廢棄物；廢棄物

由事業產出者，屬事業廢棄物，此外，均屬一般廢棄物。至於

事業廢棄物中，是否為「有害事業廢棄物」？則需經採驗，經

以 TCLP（毒性特性溶出程序，即模擬酸雨在大自然中，對廢棄

物容出有害物質之程度）、閃火點、PH 值等採驗方式，確認是

否符合授權子法「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所列之「列表之

有害事業廢棄物、有害特性認定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其他經公

告之有害事業廢棄物」，符合者，即屬「有害事業廢棄物」。 



23 
 

雖然在絕大多數場合，環保機關均具備識別廢棄物與否之專業及

能力，然不可諱言，環保機關認定「廢棄物」能力，仍有其侷限

性，尤其遇到不法集團成員提出「買賣契約書」、「合作協議書」，

主張該等廢棄物為「資源化產品」（如人工粒料）、「再利用產品」、

「營建混合廢棄物」（如剩餘土石方、廢土）等「產品、資源」

時，環保機關人員受制於行政檢查權限、或需跨轄無法即時查明

其來源、堆置目的及去向等種種原因，認定便出現困難。 

在此情形，則需有檢警調與行政機關協力共同證明廢棄物之來

源、棄置犯意之必要性，此亦為本報告之講述主軸及宗旨。 

本署曾在「同開公司、齊國公司」廢清法案件中，以雨水沖刷廢

棄物之大量污染水質，超過「水污法流放水之標準」（如下表）

證明「環境受污染之虞」，該證明，獲法院認同採納15。 

                                                      
15 （1） 檢察官於 108 年 8 月 13 日會同臺中市環保局、中區督察大隊至齊 0 公司達觀廠勘驗，

發現現場堆置 D 類一般事業廢棄物，具有強烈惡臭，勘驗當日為雨天，堆置區滲出水 pH 值

11.1、化學需氧量（COD）4170mg/L、重金屬鎳 9.10mg/L，道路側溝（未登載於許可文件之逕流

廢水收集溝）pH 值 9.6、化學需氧量（COD）684mg/L、重金屬鎳 1.68mg/L，逕流廢水排放口 pH

值 9.7，堆置區開挖點 pH 值 12.4，重金屬鎳 14.3mg/L，這些數值皆已超出放流水標準。表示這

些廢棄物所含有之重金屬，會經由雨水淋洗作用而被析出，而這些含有重金屬之滲出水若未妥善

收集處理，經由地表逕流流入至水體中，將污染水體水質。因齊 0 公司達觀廠貯存堆置區現場無

防止地面水及雨水流入、滲透之設備或措施，而且就位於大安溪河床旁原住民保留區土地，致

pH 值達 11.1 且重金屬鎳含量達 9.10mg/L 之深褐色滲出水，經地表逕流流入至水體中，勢必污

染水體（大安溪）水質。此有勘驗報告（107 他 2728 號齊國砂石卷一第 146-148 頁反面）、查處

報告（第 32-37 頁）可憑。且按，廢棄物清理法第 2條之 1各款所謂廢棄物之定義文字，只使用

「有污染環境之虞」，並不以確有污染環境為必要，而且是開放式的定義。既然這些逕流水、滲

出水依照檢測結果，超出放流水標準，就代表如果任其逕流、滲漏，即為法規所不許，自然是明

確判斷有無污染環境可能性之可靠基準。被告陳 00 之辯護人辯護意旨稱，以放流水標準為基

準，和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有間云云，不足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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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08 年 8 月 13 日期國砂石有限公司廠區採樣檢驗結果 

 廢清法第 46 條之解析 

適用第 46條各款時，所須注意之要點，整理如下表 
 

表 1：適用廢棄物清理法第 46 條各項注意要點 

條號 條文 規範對象 討論 1 討論 2 討論 3 

46

（1） 

任意棄置有害

事業廢棄物。 

任何人，參

與棄置之一

切共犯，包

括事業（產

源端） 

Q：「有害」如

何認定？ 

A：依環保署依廢

清法授權所訂定

「有害事業廢棄

物認定標準」之

規定說的才算

數！不能憑外觀

或直覺。 

棄置：行為人主

觀上基於捨棄或

拋棄之意思，而

將有害事業廢棄

物堆置於某處，

並無移轉或後續

處理之計畫或意

圖者而言。 

104 年度台上字

第 1492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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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 

事業負責人或

相關人員未依

本法規定之方

式貯存、清

除、處理或再

利用廢棄物，

致污染環境。 

事業及其人

員（廢棄物

產源端、廢

棄物清理業

者、再利用

業者） 

何謂「致污染環

境」？ 

本款是產源事業

之刑事責任規

定，但「致污染

環境」之要件似

乎過嚴，造成事

業輕忽責任，而

有改為「足生污

染環境之虞」之

修法芻議。 

 

46

（3） 

未經主管機關

許可，提供土

地回填、堆置

廢棄物。 

土地所有

人、使用人

（包括無權

占有人） 

包括無權占有人

嗎？ 

有（最高法院） 

  

46

（4） 

（前段）：未

依第四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領

有廢棄物清

除、處理許可

文件，從事廢

棄物貯存、清

除、處理 

 

（後段）：未

依廢棄物清

除、處理許可

文件內容貯

存、清除、處

理廢棄物。 

前段：無許

可文件受託

清理之人。 

 

後段：取得

許可文件之

廢棄物清

除、處理機

構。 

 

注意其中之「隱

形要件」：「受

託」。 

清除處理自己產

生之廢棄物，僅

有行政罰。但是

否果為自己之

物？仍須認定。

甚至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 字

第 2537 號判決

認為：只要「有

代事業清理事業

廢棄物之實質

者」都算「受

託」，即，不管

委託與受託雙方

之關係為買賣、

承攬等均算受

託。 

委託之人（包括

事業及個人）可

否成為本條行為

人（無許可文件

受託清理）之共

犯？ 

本款後

段是偵

辦「未

依許可

文件處

理之假

產品」

法條基

礎。 

46

（5） 

執行機關之人

員委託未取得

許可文件之業

者，清除、處

理一般廢棄物

者；或明知受

託人非法清

大略指環保

局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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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處理而仍

委託。 

46

（6） 

公民營廢棄物

處理機構負責

人或相關人

員、或執行機

關之人員未處

理廢棄物，開

具虛偽證明。 

（前段）廢

棄物處理機

構人員、 

（後段）大

略指環保局 

   

二、以不同面向檢視廢清法第 46條之適用: 

 

 

圖 7：是否構成廢棄物清理第 46 條第 1-4 款判斷-從廢棄物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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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偵審實務常見對廢清法構成要件之誤認 

常見法院過度偏重「營建剩餘土石方屬天然物質」、「不易造成環

境危害」之觀點，將被告之行為，評價為不具可罰性，而忽略了廢棄

物清理法第 46條第 3、4款之規定，非側重在環境污染，而是為達成

「有效管理」之目的所設之刑事處罰。 

因為，第 46條第 3、4款處罰的，是行為人違反了廢清法重要的

管理規定，只要有違反之行為，就構成犯罪，為即成犯，無未遂犯之

規定。且無如同第 1 款限於「有害事業廢棄物」、第 2 款設有「致污

染環境」客觀構成要件之限制。此第 3、4 款之行為，不待與環境產

生互動，即可處罰。 

因此，偵審程序，如過度著眼在「營建剩餘土石方屬天然物質，

對環境不會有危害」之思維過程，將會混淆法條適用，輕忽「廢清法

屬管理法」之本質。 

正確而言，應以：行為是否破壞了廢清管理體系？即便不具污染

圖 8：是否構成廢棄物清理第 46 條第 1-4 款判斷-從行為人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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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仍應繼續對其行為是否該當第 3款、第 4款前段之行為？進行審

查。 

 如何揭穿犯罪集團假「產品」之名行棄置廢棄物之

實之騙術？ 

現況： 

 「假再利用、假資源化產品」犯罪

迄今已存在十多年。 

104年 3月 17日天下雜誌報導：「廢

棄物再利用…竟是長達 13年的騙局」天

下雜誌 568期：（文呂國禎、陳良榕）「高

達八成的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率，讓《紐

時》盛讚台灣「垃圾變黃金」。但帳面上

的輝煌數字，竟是長達 13年的騙局。2002

年，政府大開廢棄物「再利用」大門，卻

成為廢棄物處理商的「漏洞商機」。 他們左手收受高科技業的廢棄物，

右手隨意棄置。就連三大科學園區的合作廠商、最具規模的欣瀛科技，

2014 年底也遭起訴，涉嫌到高屏溪上游傾倒污泥，至少影響一百萬

人口。欣瀛只是個案，還是整條產業鏈的腐敗？下游廠商亂倒污泥，

遍及全台 13條大小河川，為什麼台積電等高科技大廠都無能為力？」

至今，犯罪集團為去化廢棄物並規避處罰，以不同手法、包裝上演「假

產品」戲碼，橫行全國，方興未艾。 

犯罪手法： 

「有許可文件或經核准設立」之「事業廢棄物處理機構」、「經核

准設立之再利用機構」及「營建混合物再利用機構」等「合法業者」

為不法賺取處理費、再利用費，鑽研法令及管理漏洞，將「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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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稱為「產品」、「資源」，藉以模糊行政機關對廢棄物之認定能力，

並迅速結合「體制外」不法犯罪集團大肆棄置廢棄物，造成大規模污

染國土犯罪類型。 

此即長期困擾地檢署、環保署、地方政府及民眾之「假資源化產

品」、「假再利用產品」、「營建事業廢棄物」等犯罪。地檢署近年來結

合「檢警調環稅」，以策略性、系統性方式，查獲數起大型國土案件

之用意，就是在設法破解此類犯罪之慣用伎倆、建立此類案件之偵辦

模式，以供類似案件參考。 

影響： 

此等「以合法包裝非法」之環境犯罪，公認是對環保、廢清體制、

國內產業發展影響最為深遠之環境犯罪類型。它是環保毒瘤，長期蔓

延侵蝕環境及國內產業發展根基，其等犯罪之動機，來自廢清法規每

年可達新台幣數十億元之「廢棄物處理費」、「再利用費」、「土方收容

處理費」等規費，他們不惜以犧牲全民環境及食安權益做為代價，賺

取此等黑心「制度財」。 

早自民國 96 年間起，社會輿論包括專業雜誌及電子媒體，對此

犯行早已嚴加撻伐，屢以「失控的高科技廢物」、「事業廢棄物去化的

第六缺」、「農地棄置天堂」、「不怕炸鍋的完美平衡」等為題，深入探

討，提出對環境及未來經濟產業發展之強烈憂心；卜蜂、同開等公司

污染農地、河川案件爆發，旋引起行政院關注；對於不肖業者公然挑

戰政府公權力行徑，立委多次質詢中央政府，並引發民眾及環團抗爭；

即便台積電等遵法典範企業，亦認此為最憂心誤踩之雷區。此類犯罪，

顯已直接衝擊國內產業發展、環境永續、國土規劃，早已非我們卷宗

裡單純「廢棄物」案件。然 10 多年過去，問題仍一再發生。 

犯罪集團手法及查緝困難之原因： 

「假資源化產品」犯罪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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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與外界環境犯罪集團勾結，先為假產品備妥最終棄置地，

約定支付高額「推廣費、補貼費」委由不肖運輸業者運出，

偽造產品已使用在工程之外觀。 

 假產品既有去向，無須考量市場接受度，便偷工減料、製程

簡陋至難以想像、「產品」仍具污染性，並未完成廢棄物之

處理。 

 遇行政稽查受罰，即發揮對行政機關之影響力，變更「處理

許可文件」之產品規格，為「產品」量身定作。 

 為應付主管單位檢查，製作假發票、買賣契約、產品去向文

件。 

 因成本大量降低，大量低價搶市，排擠合法廢棄物處理廠。 

 就算被稽查、移送、被起訴，仍矢口辯稱為「產品」。達成

以「產品」名義將廢棄物棄置在農地、河川地、魚塭之目

的。 



31 
 

「假再利用產品」犯罪模式： 

 先與集團成員在各縣市鄉鎮，尋找交通便利、適合棄置之山

坡、農地或魚塭尋找、備妥棄置假產品之地點。 

 為精心掩飾廢棄物向，虛偽設立「園藝公司」或「燃料製造

公司」做為配合，向地主佯裝堆置木材製造肥料供園藝、燃

料之用，以高租金誘惑地主簽立租地契約。 

 既已備妥棄置地點及面臨查緝時之文件及說詞，便以虛偽經

營之「再利用機構」，假稱為廢棄物再利用，向不特定事業

或民眾收受大量不符再利用種類規定之各式廢家具廢木材，

不法謀取「再利用規費」。 

 因本欲丟棄，只需製造「產品」外觀，遂將燃燒易生戴奧辛

之夾雜美耐皿貼層、膠合板、塑膠、漆類等木材廢棄物，簡

單破碎充作產品，違法處理廢棄物。 

 分贓再利用規費，作為運輸及仲介費，勾結司機，將「產

品」載運至農地或魚塭棄置。 

 如遇稽查，即拿出備妥之地主之合約、假買賣證明，向環保

局或警察誆稱係堆肥原料，成功脫身。因不法獲利豐厚，行

為無風險，集團繼續糾集成員、覓地、擴大經營。 

 「假產品、假資源」案件難以查緝之原因： 

問題關鍵，出在環保機關認定「廢棄物」能力之侷限性！地方環

保機關接獲檢舉，到現場確認廢棄物之流程，多半先目視判斷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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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種類或混雜比例，遇可疑為有害廢棄物時，至多再以 TCLP

（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方式檢測其有害成分。此等流

程在明顯為廢棄物之場合尚屬可行，但遇到不法集團主張該等廢

棄物為「資源化產品」（如人工粒料）、「再利用產品」（如廢機油、

農業培植包、廢木材、廢橡膠、玻璃纖維…）、「營建混合廢棄物」

（如剩餘土石方、廢土）等「產品、資源」時，雖廢棄物就在眼

前，但礙於行政檢查權限、或需跨轄無法即時查明其來源、堆置

目的及去向，認定便陷於遲疑。接著，集團成員只要再當場拿出

已預備好之「買賣契約書」、「合作協議書」，即可瞬間讓眼前這

些「貨真價實的廢棄物」華麗變身為「產品」、「商品」、「可用資

源」，立即讓稽查人員中招；甚至行為人揚言陳情、找民代時，

更使案件無法再續。不數日，再回神時，前往察看，已是在倉庫、

農地、溝壑堆積成山之廢棄物，人去樓空，再回頭向檢察官告發

求救，因錯失監控時機，一切遲矣。 

這種狀態至今仍在全國不斷上演，無異為環境犯罪集團放行一條

高達數十億計的謀財之路，其結果，造成廢清管理體系崩壞、影

響經濟產業發展，大量廢棄物棄置在河川、農地、魚塭、山坡地，

更是對國民環境及食品安全最大的威脅。 

 專論「假再利用」問題： 

何謂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 

再利用之定義： 

以環保署之定義為例，係指：「事業將其事業廢棄物自行或送往

再利用機構作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本署認定之用

途行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第 2

條第 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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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流向統計結果： 

以環保署統計「全國各縣市事業廢棄物產出及清理流向統計年

報」（如下表）數據，事業廢棄物以「再利用方式」進行去化之比

例占全體清理流向之 85.38％： 

圖 9：110 年全國縣市事業廢棄物產出及清理流向統計年報 

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 

「再利用」在「廢棄物清理法」母法中，僅有兩條。廢清法第 39

條顯示再利用「屬廢棄物清理之特別途徑、大量法規授權」之特

性；廢清法第 39 條之 1 則是因為實務運作時，發現再利用屢生

問題，常造成環境破壞（其實迄今未解），而於 106年 1月 18日

新增之規定。 

第 39 條：「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二十八條、第四十一條之限制。

前項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種類、數量、許可、許可期限、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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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申報、再利用產品之標示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再利用用途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定之…」規範再利用之方式依各機關公布之辦法辦

理，不需進入「清除、處理」之規範體系中 

第 39-1 條：「再利用產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公告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其流向追蹤管理，必要

時並實施環境監測：一、用於填海或填築土地者。二、有不當利

用、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定需加強管制者。前項環境監測之監測項目、採樣頻率、樣品

採樣方法、檢測方法與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再利用用途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定之。」規範再利用產品使用限制及機關之追蹤管理義務。 

 

 

圖 10：廢棄物清理法第 39 條與 28 條關係示意表 

由上開關連圖可知： 

 「再利用」與「清除、處理」，處於同一位階，都是事業

廢棄物之去化方式，且基本上擇一、互斥。（廢清法第 28條

第 1項：事業廢棄物之清理，除再利用方式外，應以下列方

事業廢棄物

法定去化方式

清除、處理（廢清
法第28條以下及子

法）

清除

處理

中間處理

最終處置

再利用

（依廢清法第
28條所為處理
過程中進行之
再利用）

再利用（廢清法第
39條以下及子法）

事業自行再利用

事業送至再利用
機構委託為再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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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為之…）。 

 但在第 28條「處理」之過程路徑中，也有「再利用」之規

定。為何會如此？因為「非屬可再利用之廢棄物」，原則上

均依廢清法第 28條進行清除處理，但該等廢棄物中，總還

是存有「可再利用之物」，對該等物質，仍應加以再利用，

故此出現「再利用」。但此時之再利用，雖與 39條之再利用

之目的一致，但仍受 28條、41條之約制。 

行政機關授權法規: 

前面提到，廢清法第 39條之規定，顯示再利用有其「特別途徑」、

並大量授權給行政機關公告。基此，有哪些機關、就哪些再利用

種類做了公告？可整理如下圖： 

 

圖 11：行政機關授權法規彙整 

其中，廢木材、廢玻璃、廢塑膠、廢橡膠、營建混合物、菇類培

植廢棄包等，常被包裝成「產品」棄置於環境中，成為廢清法犯罪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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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與「廢棄物資源化」之區別： 

 

圖 12：「再利用」與「廢棄物資源化」區別圖 

 

圖 13：「再利用產品」與「資源化產品」在廢清體系內之位置 

再利用之種類： 

再利用分「公告再利用」及「許可再利用」，以前者居絕大多數，

其中「許可再利用」又有「通案許可再利用」及「個案許可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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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區分。在許可再利用途徑中，非 R類廢棄物，即便是有害事業廢棄

物，經申請許可，也可以將有害事業廢棄物進行再利用（例如長春石

油化學公司對台灣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產生之之強酸廢液進行許

可再利用16）。 

再利用行為，在廢棄物清理法上，有何寬鬆規定之「優惠」？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39 條第 1 項之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

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 28 條

（關於法定清除、處理方式）第 41 條（關於許可文件）之限制。惟

需注意者，必須是「真正再利用」，才有第 39條之優惠。否則仍有廢

棄物清理法第 28條、41條及 46條第 4款之適用17。  

何以「假再利用」案件仍層出不窮？ 

依上所述，司法實務看似已形成共識，然而「假再利用」案件仍

層出不窮，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兹剖析如下: 

警檢環機關對於「再利用」之陌生，而產生之「遲疑」 

廢棄物經環保局稽查認定為「可再利用之物」後，被告（地主、

承租人或仲介…）信誓旦旦說這些是有價物，「將來」一定會「再

利用」，行政機關人員在第一現場，限於「轄區與時間」無法向

外追查、判斷行為人「再利用」之說法是否為真。甚至因行為人

                                                      

16  
https://sdgs.udn.com/sdgs/story/123053/6653024?from=udn-catelistnews_ch1010 長春化學液體再

利用 2022-10-01 02:18:20 經濟日報 / 記者魏鑫陽／專題報導 
17 近年來最高法院穩定見解：「廢棄物清理法所稱之廢棄物，分為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二

類，而廢棄物清理法第三十九第一項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

定辦理，不受第二十八條、第四十一條之限制」，自須所從事者為「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且係

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始不受同法第二十八條、第四十一條之限制，否則既未依

再利用之程序，復未有再利用之產品，而任意處理仍屬事業廢棄物之物，自仍有同法第四十六條

第四款之適用」（108 年度台聲字第 177 號裁定及諸多新近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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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假文件，環保局只能暫先

認定為「再利用產品」，非屬廢

棄物，而錯失查緝先機，當人

去樓空後，檢警無從蒐證，更

難確認其「實為棄置之犯意」。 

常因未對整部廢清法、廢清實

務體系，進行整體理解，造成對廢清法之理解，侷限在第 46 條

條文本身。誤認：「廢清法第 46條第 4款之文意，似乎排除『廢

棄物之再利用行為』而無法處罰再利用行為。」而生偵辦上之遲

疑。 

釐清「再利用」內容 

因為上述檢警對「再利用」觀念的模糊，所以要強調的是：「真

正的再利用，才是廢清法上所謂之再利用！」 

 

圖 14：廢木材（板、屑）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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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論「營建混合物棄置」問題： 

現象： 

近十餘年來，國內營建剩廢棄物、剩餘土石方去化困難，大量遭

棄置營建剩餘土石方，在不肖土資場出具假「土方去向證明」、環保

掮客與地主訂立之「土石買賣契約」掩護下，以「回填土」、「墊高土」

為名，在全國四處橫流，各縣市幾無能倖免。 

大批砂石車、曳引車趁夜半，在棄置地點控場、盯哨（俗稱小蜜

蜂）同夥之指揮下，以手機或無線電，規避警員及環保人員之攔查及

稽查，百里之遙，千百車次，魚貫將營建廢土棄置、回填在農地內，

造成大量農田被土石淹沒。然因情況變本加厲，經國內社會大眾、輿

論、立法院、監察院、環保團體等關注抗議，各地縣市首長，長期動

員無數環保人員及警力，在深夜凌晨，在要道設點攔查載運廢土砂石

車，但常因攔查時事證有限，僅能觀其片斷情節，難以證明係集團性

犯罪行為，無從證明其攜帶之土方來源證明、土石買賣契約之真實性、

圖 15：營建混合物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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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知土石來源、共犯結構及堆置之真實目的，因此無法啟動進一步調

查，而常僅依交通安全管理處罰條例、廢棄物清理法等行政罰則輕罰、

驅離，無有效約制方式。 

不法集團以土資場開立之假證明作為掩護，犯罪成本極低，在背

後龐大利益驅使之下，便大肆以農地做為營建廢棄土之唯一去化管

道。此等犯罪行為在全國各地無限蔓延，嚴重破壞環境，大量農地被

淹沒，無從再耕種，安全性堪虞，並成為九宮格中心，向四周圍影響

相臨守法農地正常耕作、灌排、土質、水源安全，造成食安疑慮，農

地損毀，甚至造成國安問題。 

該等土方來源來自多方營建工程，坐落土地位置多樣，其內土石

成分不明，完全未經檢驗，安全性未知；砂石、皂土質地，完全不適

合耕作，且每塊農地之棄置規模均甚為龐大，已足生污染農地、環境

之疑慮。 

長期以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深知事態嚴重，於 109 年 9 月 21

日以農授漁字第 1090241115號函知全國各縣市政府：「有關農業用地

之填土，為確保農業生產環境，並避免地下水或土壤汙染，查本會歷

年函釋農業用地填土之來源應為適合種植農作物之土壤，不得為砂、

石、磚、瓦、混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或其他有害物質等，上開函

釋回填於農業用地之土質原則，不因農業用地現況是否荒廢、所在區

位、立地條件、農作方式等因素而有不同，亦即荒廢魚塭之農業用地

仍不應回填或放置營建工程廢棄物及剩餘土石方等物質，俾利農地資

源之永續利用。」禁止營建剩餘土石方堆置回填於農地。 

被告辯解及執法者破解： 

被告辯解： 

在無數所謂「營建剩餘土石方」案件中，被告永遠辯解：「營建

剩餘土石方非廢棄物，回填是墊高土地，供乙 00 種植農作物之

用，堆置之水泥塊、土石夾雜廢木材、廢塑膠、廢磚塊，是營建

業剩餘土石方再利用管理辦法所規範之再利用物質，並非一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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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廢棄物」云云。 

執法者破解之道； 

其實，「營建剩餘土石方是否為廢棄物？」是一個錯誤命題或假

議題！因為營建混合物（為事業廢棄物）和營建剩餘土石方是兩

回事，近二十年來，環境犯罪集團棄置在農地、魚塭的，其實都

是從工地直接運出棄置之「營建混合物」（因均未經分類場合法

分類）！因此，犯罪集團棄置「營建混合物」被查獲時，一律以

「營建剩餘土石方」做為主張，遁入「資源非廢棄物」之迷霧中，

是最常見之廉價辯詞。 

本文意見： 

公告再利用種類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營建剩餘土石方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內政部營建署）應擔負「興利、防弊」之角色： 

 避免「營建事業端」因自身產出之營建混合物或土石方遭任

意棄置，進入廢棄物清理體系，而突襲性額外負擔廢棄物清

理法 30 條之產源責任、甚至因此觸犯廢清法第 46條第 2 

款之責任。 

 避免以其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事業如「營建事業廢棄物再

利用機構」持續以積非成是觀念、不斷觸犯相關刑責、製造

數據平衡外觀，包裝土方去化管道早已失控、在全造成民怨

之窘境。及早面對問題進行除弊，對營建剩餘土石方之管

理、去化、流向、末端使用方法，積極督導或協助地方政府

積極處理。 

 關於認定問題，106 年 1 月 8 日施行廢棄物清理法第 2 

條立法理由：「廢棄物與資源位處物質或物品之不同生命週

期，經過適當手段，廢棄物可變成資源，而若錯置、錯用，

資源也應視為廢棄物。爰於第一項增訂『廢棄物』之定義，



42 
 

並闡明必須視為廢棄物之要件。」另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

聲字第 177 號裁定，對「營建剩餘土石方可否視為廢棄

物」有深入且明確之見解。 

 目前，實務通見，僅有經合法分類場合法分類後產生、且用

途正確之「營建剩餘土石方」始不以廢棄物看待。因此檢視

土方混雜廢棄物比例是否過高之目的，毋寧是用來判斷該等

營建剩餘土石方在實際上是否「未經分類或已遭拋棄」之證

據，單從外觀，以一刀兩邊之決定性標準，可能更加疑惑，

因具體判斷上，應加入棄置規模、地點、棄置行為等因素，

始能正確判斷，並獲得司法機關支持。 

 如何判斷營建剩餘土石方是否為廢棄物？可簡化成以下圖

圖 16：營建混合物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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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關於該表之說明如附註18 

                                                      
18  
一、 綠底部分所示為「完整合法」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流程 

二、 橘底部分所示為「假再利用真棄置」犯罪案件。只要是假再利用真棄置，依法理及穩定實

務見解，一律視為未取得許可文件處理廢棄物，構成廢清法第 46 條第 3 款、第 4 款前段刑

責。至如何證明「假再利用」？應透過證據蒐集：客觀證據（製程、物質移轉軌跡、是否有高額

補貼、末端用途是否合理等證據）、主觀犯意證據（行為人供述、監聽、手機內資訊、搜索獲得 

之文件）等，可透過「檢警環整合機制」建立蒐證模式，穩定運作。 

三、 藍底部分所示為「資源錯置」而依法須將已分類之營建剩餘土石方視為廢棄物之情形。至

如何證明「資源實際上被拋棄」？應透過證據蒐集：客觀證據（製程、物質移轉軌跡、是否有高

額補貼、末端用途是否合理、棄置點與產出端之遠近等證據）、主觀犯意證據（行為人供述、監

聽、手機內資訊、搜索獲得之文件）等，可透過「檢警環整合機制」建立蒐證模式，穩定運作。 

四、 黃底部分所示為案發後「事業廢棄物」之「處理」方式。 

說明： 

（一）此一區塊，為本署近期積極系統化偵辦「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棄置案件」之原因及欲達

成目的之步驟，以之做為良性效應之起點。 

（二）該等在刑事個案中經認定為「廢棄物」之再利用物或資源，均屬司法機關個案內之「證

物」，其後續處理方式及去向，司法機關有表示意見之餘地，無行政從屬性質。 

（三）關於「證物」後續處理、回復土地原狀方式：雖司法在刑事個案中，認定犯罪行為人非法

處理事業廢棄物（廢清法第 41、46 條），但考量該等經棄置之土方仍屬公告再利用之物或有用

資源，為合於廢棄物減量及資源循環利用政策，本署意見：限期清除及回復原狀作業，應在廢棄

物棄置地之縣市環保局（廢清法）、農業處（棄置在農地）、水資處、地政處（區域計畫法）聯合

監督下，由行為人（再利用機構、土資場等）提出清理計畫書，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再利用 

機構」直接管理者地方政府監督下，運回再利用機構或土資場，依廢清法第 39 條續行「再利

用」或做「資源合法用途」之管理流程。不應以廢清法第 28 條以下之方式進行清理。 

（四）目標：透過司法案件揭露假再利用犯罪手法、司法機關於案件中命行為人將廢土從農地或

棄置地運回再利用機構、土資場之清理過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面對「不肖再利用機構慣常舞

弊手段、土資場其實已無收容量、營建剩餘土石遭棄置、大量農田遭廢棄土淹沒引發民怨」等事

實，不再迷信業者造假之「土方數字平衡」或堅持「土石方一經廢棄即屬環保機關責任」之錯誤

主張，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較能釐清自身應盡之權責，積極在管理及法制面進行強化或改變。從

擴展去化管道及確實管理做起，杜絕民怨。 

五、表內「註 1」：此流程至此之「營建剩餘土石方」雖為「資源」，但即便是資源，如錯置錯

用，仍為廢棄物（廢清法第 2 條修正理由）。公告再利用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內政部）仍

應依「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編號七第 2 點」管理是否合於用途；依「編號七

第五點」、「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繼續管理該等「營建剩餘土石方」是否合於用途之流

向。 

六、 表內「註 2」：判斷某案發土地堆置之「營建剩餘土石方」是否屬廢棄物清理法所稱之「廢

棄物」時，從外觀判斷廢棄物混雜比，固為認定依據之一，但非以外觀為唯一標準，即便外觀無

其他廢棄物混雜，但其之前「未經再利用機構確實分類」，或有「被拋棄」之主客觀情事時，仍

得依廢清法第 2 條修正理由、最高法院見解，視其為事業廢棄物。 

七、 表內「註 3」：營建混合物既未經再利用，性質仍為「營建事業廢棄物」沒變，不管行為人

如何稱呼「乾淨土」、「有價土」、「墊高土」、「買賣土」、「有用資源」…，均無礙其仍為事業廢棄

物之本質。經棄置之廢棄物更無買賣可言，即便拿出買賣證明，亦屬規避，更無逕認為「營建剩

餘土石方」之理。 

八、 表內「註 4」：此步驟完成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內政部）其實僅完成第一步驟之再利用

「管理」而已。再利用機構雖係經縣市政府核准或許可設立，但再利用機構於設立後，為再利用

時，是否依再利用辦法行事，仍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管理事項，無從卸責。 

九、 應儘速「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法」立法，提升法位階，以明權責，明確公權力執法、刑責

範圍、充實管理人力及法源依據。從源頭管理之，截斷末端環境破壞或污染，始屬治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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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營建剩餘土石方」來源 

 

為建築工程、公共工程及建築物拆除工程施工所產生之剩餘泥、

土、砂、石、磚、瓦及混凝土塊，經暫屯、堆置可供回收、分類、

加工、轉運、處理、再利用者，屬有用之土壤砂石資源。 

 

 

圖 18：建築物興建、使用及拆除個階段產生廢棄物類別 

依上圖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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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僅是單純的「剩餘土石方」（如空地整地挖出之剩餘土

石、校園整理花圃產生之土石，其概念與「營建剩餘土石

方」不同），此時，屬天然物，不應以廢棄物清理法規範，

視其是否違反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之刑責。 

 如係因營建而來，則為一般廢棄物（家戶在使用建築階

段，拆除修繕所產生）或 R類事業廢棄物之營建混合物，

此時才有「營建剩餘土石方」之討論。 

 以上「家戶拆除之一般廢棄物、R類事業廢棄物」經合法分

類後，才是「真正」的營建剩餘土石方，是有資源代號（B

類）的，屬於資源（如下圖），只要「用得其所」，就非廢

棄物！但本件被告所主張之「營建剩餘土石方」，不但未經

有能力之合法分類場進行分類，更是任意棄置，故非「真

正營建剩餘土石方」，而仍屬「營建混合物或營建廢棄

物」。被告主張的，僅是以假亂真，或以名詞包裝混淆、圖

脫之詞。 

 檢察官該怎麼做？ 

 檢察官需具備認定「廢棄物」之能力 

是否屬廢棄物之認定，不能端賴行政機關之意見19 

廢清法第 46 條至 49 條，是檢察官介入偵辦之唯一依據，但前

                                                      
19   以下即為適例：「…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8 年 5 月 30 日函文說明欄二㈢固記載：『類似

個案常因不同承辦人員對相片或現場之廢棄物之多少而有營建剩餘土石方或廢棄物之見解不一狀

況，本案亦屬之』等語，證人即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代理局長陳 00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前述

公文之記載為其個人加註之意見，其判斷是營建剩餘土石方或營建廢棄物的標準，是看內容物有

沒有髒東西會污染環境，大小不會影響環境的污染程度等語（見偵卷第 143 頁，原審卷②第 120

至 121 頁、第 137 頁）。惟按工程施工建造、建築拆除、裝修工程及整地刨除所產生之事業廢棄

物，固屬內政部修正公布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編號七所規定之『營建混

合物』；然依其規定，須經具備法定資格（編號七第三點）及具廢棄物分類設備或能力之再利用

機構，將產生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加以分類（編號七第四點），經分類作業後，屬營建剩餘土石方

部分依『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處理；屬內政部公告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部分，依

公告之管理方式辦理；至其他非屬營建剩餘土石方，亦非屬公告可再利用部分，應依廢棄物清理

法規定清除處理或再利用，送往合法掩埋場、焚化廠、合法廢棄物代處理機構或再利用事業機構

（編號七第五點）。亦即，僅在分類後，依相關規定處理可作為資源利用者，始非屬於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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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是，案件標的必須是廢棄物，才能適用廢清法。然而，長期以

來，司法機關偵審廢清法案件，卻將「廢棄物認定」工作，完全

交託給各縣市環保局等行政機關，而放棄主動辨認之機會，均倚

賴環保機關之「稽查紀錄表」認定為準。這造成一個必然結果：

「是不是廢清法犯罪，行政機關說了算。」判斷非廢棄物時，便

無告發或移送可言，因此，大量貨真價實的廢清法刑案，並未進

入地檢署大門。尤其當廢棄物被刻意包裝成「產品」、「資源」時，

一如前述，環保機關僅憑己力，實已束手無策。 

檢察官實有認定廢棄物之權限 

                                                      
倘若未經分類，即非屬『營建剩餘土石方』或『一般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自仍應依廢棄物

清理法之規定清除、處理或再利用。本案被告謝金村等 3 人不具備法定資格及具廢棄物分類設備

或能力之再利用機構，亦無將產生之事業廢棄物加以分類之證據，僅係以挖土機、自用大貨車混

雜載運而任意堆置，更無再利用計畫等法定文件，自難謂合法之再利用，揆諸上揭說明，其等所

載運堆置者為廢棄物清理法規定之一般事業廢棄物甚明。證人陳 00 前開證詞與現行法規相悖，

自不足採為有利被告等人之認定。」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1 年 1 月 12 日）110 年度上訴

字第 729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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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靶案件20之規劃 

本署自 107年起，鎖定現今危害臺灣環境最鉅之犯罪類型，擬定

「清源策略」，以「標靶性案件」做為策略起點，化被動為主動，

正面迎擊並瓦解集團性環保犯罪，阻斷其行弊之路，並使不法份

子無動機、無能力再犯。 

 

本件為廢棄物假再利用案件。於 108 年間，在芳苑鄉等 18 個

地點， 查獲食品大廠、運輸業者及再利用機構，聯手以不實申

報、製作假聯單及空 車繞場創造虛偽 GPS 軌跡等手法，將原本

宣稱進行再利用之食品加工污泥， 全部棄置農地之犯罪行為。

經檢察官指揮警調環等機關，搜索 10 餘處所， 動員檢警環 199 

人次，查扣業者不法犯罪所得約 1 千 5 百萬元，並在偵查 中

命被告花費鉅資回復環境原狀。  

 

 本署以此案為標靶，目標在揭露「有機污泥假再利用手

法」：因犯罪集團利用制度漏洞、大規模污染農地之惡形惡

狀，引起行政院長高度關注，責成 法務部於 108 年間，

會同環保署密集召開 3 次「環境犯罪查緝精進會議」。 

109 年度第 1 次全國檢察長業務座談，並因此決議交辦臺

灣高等檢察署規 劃「向環境犯罪宣戰」行動方案。  

 本件案件監控及查獲過程，充分運用「檢警調環稅」機關

之專業及強項， 查緝技術成為教案：檢察官充分利用環保

署 GPS 環域系統、無人機監控、 遠端動態攝影監控、警

                                                      
20 標靶概念，猶如殺癌細胞而不殺正常細胞。避免將資源化產品、再利用污名化，必須細緻區

分「犯罪」與「違規」，犯罪科以刑法，給予強力效果，違規僅為行政罰，非起訴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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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動態跟監、運用關注車輛辨識系統、稅務人員即 時處理

內帳資料等，使案件水落石出，為環保案件建立技術典

範。此案例 並成為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全國性環境執法會

議教案，影響深遠。  

 於偵查中，由被告全部回復原狀：在案件偵查中，如何使

破壞國土之人自行清理廢棄物、回復環境樣貌，永遠是彰

檢國土小組堅持之基本理念。本 件被告於偵查中在檢察官

之努力及監督下，完成回復原狀工作，協助行政 機關順利

回復農地原狀，也為政府節省數千萬元之代執行費用。 

 法制及管理面之優化：促使環保署推動事業廢棄物廠內自

行處理減量計畫， 並於環保署「資源循環辦公室」設立有

機污泥再利用組別，針對 有機污泥廢棄物之資源化管理進

行規劃。  

 

臺中市烏日區之「端木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臺中市梧棲區

「正大磊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嘉義市之「伍營有限公司」等事

業廢棄物再利用 機構，以再利用為掩護，非法收受家具、木質

類事業廢棄物進行非法處理。該等公司將廢木材混合廢棄物棄置

在彰化縣、雲林縣農地、魚塭地等共 9 處地點，每處覆蓋面積

廣大、量體龐大，嚴重污染環境。本署檢察官指揮團隊， 在彰

化、桃園、臺中、雲林、嘉義等縣市共 40 地點，發動同步搜索，

動員 270 人次，羈押主要事業負責人。 

 

A、 揭露「廢木材之假再利用手法」: 

以此案為「標靶性案件」，目標設定在揭露「廢木材之假再利

用手法」，並防制農地污染、遭受吞沒、放火產生之公共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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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空氣污染：多年來，國內西部各縣市的農地或魚塭上，屢

遭不法集團棄置大量廢棄木材、廢塑膠等事業廢棄物，造成

嚴重污染。堆積如山之廢木材等廢棄物，更常遭刻意或不詳

原因，引發大火，現場烈焰沖天，濃煙密佈，宛如末世景象

（附件 8），數量驚人的木板夾雜化學物質，燃燒後產生有害

物質，嚴重污染空氣，全國各縣市已有 10 起以上。燃燒後

之廢棄物，更對地力造成難以回復之損害，均令農民、居民

難以容忍，引起極大民怨，嚴重損及政府威信。  

B、 讓犯罪者再無犯動機、無再犯之能力： 

本件經本小組啟動「檢警調環科技團隊」以科技設備嚴密監

控、蒐集事證，進行大規模系統化查緝，為使行為人不再心

存僥倖一再犯案，本件強力查扣被告犯罪所得 6600 萬元、

犯罪工具曳引車 22 台、拖車 20 台、大貨車 4 台、挖土機

及各式機具 23 台等物，並向法院聲請沒收。藉沒收犯罪所

得、墊高不法集團犯罪成本等手法，讓其無再犯動機、無再

犯之能力，犯罪者得不償失。目前，中部各縣市已不復見同

類案件之蹤跡。 

C、 法制及管理面之優化： 

環保署於本件案發後，積極規劃裝潢類廢木材去化管道，在

事業廢棄物管理規劃中，將「裝潢修繕廢棄物管理推動方式」

納 入「量能盤點及重要廢棄物管理項目」藉以避免類似案件

再度發生。  

 

位在桃園市之冠昇環宇公司、同開公司（為上市公司） 及苗栗

縣之長信 公司均為乙級廢棄物處理機構，受國內多家知名電子、

精密機械、塑膠等大廠委託，以每公噸 4000 元至 8000 元不等

之費用，處理無機污泥及集塵灰等事業廢棄物。渠等本應依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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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核發之處理許可證內容，添加一定比例之水泥、砂石、爐石

粉、固化劑等原料，改變廢棄物之物理特性，減少廢棄物中重金

屬物質溶出及移動之特性，製成達到一定規格及抗壓強度之資源

化產品，始得販由下游砂石業者做為人工骨材運用。詎該等公司

並無製成產品之意願，非但未依許可內容處理廢棄物，更製作假

發票證明製程原料來源，並與運輸業者、不法砂石場業者勾結，

將污泥廢棄物全部棄置、回填在臺中市和平區大安溪畔之土地，

為規避稽查，並共同偽造產品去向證明，向主管機關為不實申報。

工業污泥廢棄物棄置之地點，全數在攸關民生用水、農業灌溉安

全之水源地、河川地、農地等處，污泥總計 14 萬餘公噸，數量

龐大，嚴重污染危害環境。 

 

本署動員檢、警及相關機關計 509 人次，搜索 22 處，地點 遍

及彰化、臺中、南投、桃園、新北、臺北及苗栗等縣市，查獲被

告 60 餘 人，事業機構 15 家，查扣業者不法犯罪所得約 2 億 

5 千多萬元。  

 

因本件惡性重大，對環境破壞嚴重，全案經檢察官起訴後，臺灣

彰化地方法院於 110年 11月間，依廢棄物清理法重判負責掩埋

的公司邱姓負責人 11年、環保科技公司大廠詹姓經理 8 年 2 

月，其餘 21 人，分 別判處 8 年 2 月至 1 年 6 月不等，並

科處罰金共計 8630 萬元。刑度之高，在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中，

殊屬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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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署以「廢清法罪名」起訴訴國內四家大型土資

場之案例21 

案情介紹： 

此亦為標靶案件。犯罪事實之關鍵點在於臺北市、新北市共計 20

處建築工地因施工建造、建築拆除、裝修工程或整地刨除所產生目的

以外之事業產出物，係在雖表面上經申報，並取得土石流向證明書，

然顯然未進入經申報之淳家等土資場進行實際分類再利用，即行拋棄

在農地。 

究其原因，乃被告昆宏等公司本無意將其等承包工地之營建產出

物誠實運進土資場合法處理，被告昆宏公司等申報土方去向為淳家等

土資場之目的，僅在應付上開「營建廢棄土處理方案」關於應申報含

有「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之建築施工計畫書、取得剩餘土石方流向

證明文件之相關規定，因唯有如此，工地始得開工、結案，而廢棄土

石需有去向，因此，在全般上中下游謀議、分工下，共同製造：「該

等營建產出物已進入合法土資場，並由土資場販售與農地地主作為土

地墊高用途」之外觀，而以合法包裝非法之手法，遂行受託運棄事業

廢棄物行為。渠等為防範清除該等事業產出物前往農地傾倒之司機遇

警攔查，預先開立證明空單交與予司機，以備攔檢時即時填具，充作

土方來源證明，或在警員要求下，始不得已將廢棄土石載運至土資場

下料。如未遇攔查，順利棄置，則將空白證明單交還土資場。而清除

營建廢棄土石之砂石車司機等被告，不辭百公里之遙，乘夜半凌晨無

人察覺之際，將該等事業產出物載運至本件共計 55 塊農地，每塊農

地遭棄置、回填，期間並僱人看場、以無線電通報、躲避警察及環保

人員攔查稽查，就渠等犯意，顯係將該等土方拋棄在農地無訛。 

初不論該等土石、泥漿是否原屬資源型態，因其工地來源眾多，

                                                      
21 本署 110 年度偵字第 13805 號起訴書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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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未經檢驗是否含有害健康物質、是否有不符耕作之土質或安全性

要求、墊高後土地高程明顯影響灌排等情，即棄置回填於農地內，已

明顯錯置、錯用，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條之立法意旨，也應視為廢棄

物。本案部分清除業者、司機及地主雖矯詞係為墊高農地、不知為廢

棄物云云，惟查，真正耕作者，對於土地地力、灌排要求，最為清楚，

斷無可能任不法分子大肆在其農地上回填不明土方、將土地堆置至無

法正常引水灌溉之高程。該等地主雖為所有人，然多與該等農地之使

用關連性甚低、甚至於「墊高」前後均實無耕作之情事、意願；清運

土石廢棄物之司機，則趁天色昏黑、躲避警察、百里運輸棄置廢土，

豈有不知其行為實為「拋棄可移動物品」、造成農地破壞之可能。本

件傾倒於本轄農地之物，係廢土、磚、瓦、夾雜鋼筋、鐵條、布塊及

不明黑色污泥情事，有相關稽查紀錄及開挖相片在卷可稽。均合於廢

棄物清理法第 2條、第 2之 1條經拋棄之物、事業（營建）產出物違

法利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之「廢棄物」定義，而屬廢棄物清理

法所稱「一般事業廢棄物」無訛。 

成熟而穩定之最高法院實務見解22，提供本件認定廢棄物及適用廢

棄物清理法之原理 

「廢棄物清理法所稱『廢棄物』係採相對性之定義，與標的物質

或物品本身於自然狀態下之屬性，並無必然關係，尚應配合處置手段、

效用、利用技術、市場經濟價值等因素綜觀而定，甚且尚須考量有無

污染環境之虞等因素。廢棄物清理法第 39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廢棄

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不受第 28 條（再利用排除事業應自行、共同或委託清理）、第 41 條

（從事清理業者應申請核發許可文件）之限制』。該法規範事業廢棄

物之去化分流為二，其一為『清理（含貯存、清除或處理）』，另一為

                                                      
22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1429 號判決、108 年度台聲字第 177 號裁定、109 年度台上字第

2570 號判決、110 年度台上字第 2689 號判決、111 年度台上 1826 號、第 2326 號判決要旨參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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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是廢棄物清理之立法，呈現以『清理』為原則，『再利用』

為例外之規範體系，後者排除前者相關限制規定之適用。參以廢棄物

清理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訂定之《事業廢

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2條第 3款各目之規定，事業

廢棄物之『處理』，指中間處理、最終處理及再利用，表示『再利用』

本為『處理』態樣之一，事業廢棄物之『處理』，於符合特定要件之

情況下，屬『再利用』之範疇，而個案是否符合再利用之例外，取決

於其是否滿足再利用之法定相關要件，此為事實認定之問題。 

細繹內政部《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相關規定，其第 1 點

第 1項宣示訂定之目的，在於『維護環境衛生與公共安全』；第 2 點

第 1 項說明所指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之種類，包括建築工程、公共

工程及其他民間工程所產生之剩餘泥、土、砂、石、磚、瓦、混凝土

塊等，並限定其經暫屯、堆置可供回收、分類、加工、轉運、處理、

再生利用者，始屬有用之土壤砂石資源；第 2 點第 2 項則限定該處

理方案所指之剩餘土石方收容處理場所，包括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

（簡稱土資場）、目的事業處理場所及其他經政府機關依法核准之場

所等，皆以『經地方政府或公共工程主辦（管）機關審查同意』或『經

政府機關依法核准』為限制要件（如附錄二之㈠⑵）。對照內政部依

廢棄物清理法第 39 條第 2 項授權訂定《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

辦法》第 2條第 1、4 款規定，本辦法所稱之事業、再利用機構，分

指『以內政部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營造業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與

營建有關之事業』、『從事再利用行為且經政府機關登記有案之工商廠

場』（如附錄二之㈡⑴、⑵）。內政部訂定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

種類及管理方式》編號七營建混合物項下，亦規定再利用機構除應具

廢棄物分類設備或能力外，並應係經地方政府所核准設立可兼收容處

理營建混合物之土資場，或依地方自治法規許可設立之營建混合物資

源分類處理場，或依營建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辦法許可並核

發登記證之機構。而營建混合物經分類作業後，①屬營建剩餘土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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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依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處理；②屬內政部公告之一般事業廢

棄物再利用種類部分，依內政部公告之管理方式辦理；③其他非屬營

建剩餘土石方，亦非屬本部公告可再利用部分，應依廢棄物清理法規

定清除處理或再利用，送往合法掩埋場、焚化廠、合法廢棄物代處理

機構或再利用事業機構（如附錄二之㈢⑵、⑶、⑷）。㈣、綜上可知，

《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第 7 點第 1 項加強教育宣導溝通觀念

項下，提及『營建剩餘土石方為可再利用之土石方資源，不同於一般

廢棄物之具有污染性……』（如附錄二之㈠⑷），並非就『營建剩餘土

石方』概念或屬性之完全描述。營建產出物因關涉營建事業廢棄物／

營建剩餘土石方之清理或再利用事項，係受行政管制之特許事業（公

司法第 17條、商業登記法第 6條參照），此無非因工程施工建造、建

築拆除、裝修工程及整地刨除所產生之土石方（泥、土、砂、石）、

磚、瓦、混凝土塊、廢金屬、廢玻璃、廢塑膠類、廢木材、竹片、廢

紙屑等營建混合物，兼具廢棄物及資源之雙面屬性使然（如附錄二之

㈠⑴、㈢⑴），營建事業廢棄物／營建剩餘土石方之定性，經依法循

公告或許可方式再利用者，始歸類為有用之土壤砂石資源，否則仍係

事業廢棄物」、「該方案之『參、（即第 3 點）剩餘土石方處理方針』

及『肆、（即第 4 點）收容處理場所設置與管理方針』另訂有詳盡之

管制措施，其中關於建築工程及民間工程剩餘土石方之處理，承造人

須申報含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之建築施工計畫說明書、並於產出剩餘

土石方前將擬送往之收容處理場所之地址及名稱報直轄市、縣（市）

政府備查後，據以核發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且清運業者須依該

證明文件之內容，送往指定之上開合法收容處理場所處理，副聯回報

承造人送請各該工程主管機關查核等措施，以達到前述方案訂定目

的。 

而廢棄物清理法第 39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

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二十八

條、第四十一條之限制。』自須所從事者為符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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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之『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始不受同法

第 28條、第 41條之限制，否則仍有同法第 46條第 4款之適用。就

營建事業廢棄物，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內政部所訂之『營建事業

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工程施工建造等所產生之事業廢棄

物，經分類後屬營建剩餘土石方部分，依上開『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

方案』辦理，已依該方案之規定合法處理者（經核准之業者、依合法

之方式），固不受廢棄物清理法第 28 條、第 41 條規定之限制。惟如

未依該方案之規定，而任意棄置、堆置、貯存、回填或處理建築工程

之產出物，既已逸脫上開方案對營建剩餘土石方之行政管理措施，造

成實際或潛在環境危害，已違反該方案『維護環境衛生與公共安全』

之訂定目的，仍應適用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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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棄物清理體制 

我國整體廢棄物管理體制如下 

 

圖 19：廢棄物管理整體架構圖 

蒐證與鑑定費用之來源問題 

證據是檢警環可以突破被告一切辯解之基礎 

「大型國土案件」恆伴隨「重大經濟犯罪」，不法所得，動輒數

億，如未以確實之證據將之定罪，環境破壞將需由國家出錢回復、

民眾繼續承受環境污染，犯罪者終局享有犯罪所得。而「證據」

便是「檢警環」可以突破被告一切辯解之基礎，而證據之需取得、

計算、鑑定等過程，及證據發掘之廣度擴展。 

蒐證器材經費有限、撥用困難，為偵辦之重大阻礙 

在偵查階段，警察、環保機關需偵辦環境犯罪所需偵蒐器材(如

蒐證錄影機、縮時攝影機、遠端監控攝影機、密錄器)、搜索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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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所需設備(如電腦、影印機、印表機、防護裝備)，尤其大型國

土案件之犯罪地往往廣及全國各縣市，在搜索、勘查過程，恆有

無法預期之高額臨時費用需求，例如：搜索現場，發現有立即挖

某疑似回填廢溶液、有害廢棄物之土地必要時，即需大型機具到

場，便亟需經費！而該等機具日費及人工之費用驚人，在經費有

限、撥用困難之情況下，往往遭遇偵辦之重大阻礙。 

將國是會議決議法制化 

當今，全國各地檢已逐漸整合檢警環戰力，有發展大型國土案件

之能力，日後所需辦案經費必將增加，未雨綢繆，需籌措辦案經

費來源。而下述司法國是會議決議23，性質上，已具全民共識之

基礎，應是可將之法制化，充實國土案件辦案經費之絕佳契機。 

 監控 

 環境犯罪集團角色分工 

土（泛指廢棄物，下同）尾 

利用高額租金利誘地主、恐嚇地主，或以竊佔方式，先找到可棄

置廢棄物的公、私有土地後，在短時間內，大量聯繫載運廢棄物或廢

土的司機，利用深夜或以工程進行作為掩護，非法傾倒。 

土頭 

廢棄物來自事業、非法清理之暫置場、非法土棧場、工地等。從

事土頭分工者，甚至為環保公司、廢棄物處理機構之經營者24，對相

                                                      
23 依據：司法國是會議決議（序號:40-1-7）決議內容：「環境法制層面（七）訂立法源，將環境

犯罪不法利得沒收、沒入或罰鍰之所得，專款專用作為支應下列事項之環境基金：（1）環境案件

行政稽查與刑事偵查、審判所需之勘查、採樣、鑑定費用，並簡化動支程序…」本報告具體建

議：建議依上開司法國是會議決議，推動制定法源，從「偵辦環境犯罪不法利得沒收」或「行政

機關沒入或罰鍰」之款項中，提撥款項，簡化動支程序，供購置「檢警環」環境執法機關相關設

備、辦案（勘查、採樣、鑑定費用）費用之預算，提升查緝及蒐證之能量及機動性。 
24 如本署案件查獲之同開公司、長信公司、冠昇環宇公司等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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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業務非常熟稔，其親自參與，或透過仲介、媒合或黑道暴力綁標，

為環保公司或有廢棄物清理需求者，非法處理廢棄物，從中賺取暴利。 

司機頭 

連結土尾與土頭的司機領隊，負責傳遞土頭與土尾的訊息讓共同

集結的司機可負責載運廢棄物。或調配挖土機在現場回填廢棄物、整

地、湮滅事證。 

 「檢警環」機制 

政府部門防治工作有待整合落實為我國查緝犯罪長期面對困境之

一25。在此本文以為，監控環境犯罪之工作，需仰賴「檢警環合作

機制」，並由檢察官為整合主體，並將介入時點，提前到「監控環

境作為」，延後到回復環境原狀、制度優化改良為止。 

檢警環（依地檢特性，或有以「檢警環林」、「檢警調環稅」組合）

                                                      
25 「臺灣高等檢察署加強國土保育犯罪查緝督導小組發展背景及沿革」，臺灣高等檢察署網站。 

圖 20：檢警環林平台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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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機關組成。 

 地檢署內部組建方式 

備置方式 

由國土犯罪查緝專組主任檢察官、執行秘書（或檢察長指派之檢

察官）擔任統籌規劃。 

建構國土辦案之文化及理念 

上揭成員負責規劃國土業務，並建構屬於地檢署適用之國土辦案

文化及理念，約有下列要點 

「監控環境、主動發掘案源、整合資源」 

由主任檢察官或執行秘書擔任地檢署與行政機關間之「聯繫窗

口」，負責隨時接受來自行政機關（環保局、環保署督察大隊等）、

平台夥伴機關（如河川局等）通報犯罪資訊、研判是否構成刑事

犯罪，發掘案源。在接獲通報後，進行「期前偵查」，即時指示查

證方向、奉核後分案輪分或指分由本署國土組檢察官承辦，立刻

指揮警方、調查局或檢察事務官偵辦。 

「查緝策略規劃、尋找辦案資源」 

擔任執行秘書之主任檢察官或檢察官，應確實參與檢察官之辦案

過程，包括案件研討、參與檢察官之搜索執行、與檢察官研討案

件構成要件等，如此，可凝結團隊辦案動力，並藉偵辦案件，構

思整體國土查緝政策；又可瞭解檢察官辦案所需，為檢察官尋找

辦案資源（包括支援檢察官檢事官、警力、行政機關人員、環保

法令、實務見解等）。 

「教育訓練」 

對國土組檢察官定期為實務、法令、案例分析、環保專業等訓練

安排時地瞭解環保處理廠等設施，瞭解實務運作。指標性案件完

成後，由檢察官分享查緝心得、傳承經驗。並請行政機關（如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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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署督察大隊）提供師資，到署向檢察官講授環保專業知識。 

「法令支援」 

為整理研析龐大環保法令、函示、實務見解等資料，署內成立「智

庫小組」，由主任及數名檢察官，在平日即共同負責整理分析環

保法令、特別刑法、實務判決等資料，整備並隨時更新，支援檢

察官案件進行、起訴用法、審判攻防所需。以期正確起訴、提高

定罪率。其目的，亦在使缺乏偵辦國土案件經驗之檢察官，不再

視偵辦國土案件為畏途，以勇敢積極態度偵辦國土案件、累積偵

辦經驗，增強辦案信心及毅力，提升國土組戰力。 

落實「期前偵查」26機制為成敗關鍵 

 期前偵查之目的及重要性 

期前偵查主體？ 

 

屬案管權限體系內、具經驗，對案件有經驗直覺、有分案權、有

事務調配權。 

 

如如遇檢察事務異動，造成政策不能連貫。 

                                                      
26 109 年 5 月 5 日法務部邀集各地檢署、環保署、保七總隊第三大隊召開防制國土犯罪會議，強

化「期前偵查」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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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授權，具有名義，在體制內運作。因本身已有國土經驗，常接

受案件諮詢，案件判斷較為判斷正確。 

 

因需耗費大量時間，又無抵分案規定，積案壓力大。 

 

行政機關或環保警察可以即時找到地檢署窗口、有經驗、熱忱、

與特定環保機關熟識易溝通、成為熱門諮詢對象，可即時解答行

政機關之問題。 

 

私接案件疑慮；制度外做法，易生糾紛；辦案時，不易尋找署內

支援，無法形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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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前偵查」之工作內容？  

 

 

 

 

 

 

 

 

 

利用行政機關稽查之機會，前往現場勘查（親臨現場，常有靈感！

此為重要步驟 

圖 21：期前偵查會議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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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方內部團隊之架構、組織「檢警調環稅」團隊應有之觀念及具

體步驟 

先在「國土業務專組」內，成立「常態化國土諮詢小組」，並確實

運作 

此為關鍵起手式，倘無此步驟，即回到傳統模式，且無法銜接以

下任何步驟！ 

在地檢署國土組成立「諮詢小組」 

由主任檢察官、本具偵辦國土經驗之檢察官為基底，陸續加入新

血，維持「諮詢小組」之常態運作。本署目前「國土諮詢小組」

以約 3至 5名成員進行運作。 

為何必須有「諮詢小組」？ 

「整個檢警環平台團隊」之指揮及生命中樞為「諮詢小組」。無

此機制，「檢、警、環」各機關，斷將各自為政，久之形同虛設。 

「水庫蓄流」概念，累積「知識、經驗、技術」，避免人事更迭逸

失。 

「國土諮詢小組」之運作及具體任務 

隨時隨地、不拘形式，共同討論研析，累積法令、知識、偵辦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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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環保案件之下述特性，需在案件發生初期，迅速掌握釐清下

列事項 

A、 「時效性」 

犯罪後即行逃匿，如未第一時間掌握環保案件，將錯失先機 

B、 「資訊隱密性」 

C、 （行政稽查及警察調查，如無檢察官協助，均生困難）。 

D、 「企業及集團化特性」（如無檢察官統整指揮，常僅單點查

獲，無法斷根） 

E、 「環保知識密集性」（環保案件知識法令龐雜，需先期研議

確認方向）。 

 

隨時接收由外界（包括環保局、環保署督察總隊、媒體剪報、環

團、警方…）尚不知能否成案之情資，進行研析。 

 

蒐證、案件定性、協調行政機關、警調進行必要之空拍、縮時攝

影器材監控、行車軌跡等先期作為。 

 

期前偵查後，認有成案可能，即行分案，進行高強度偵查如跟監、

調取通聯紀錄、監聽、搜索…。 

主動關注環境變化、環保政策，並向外界發掘新發生國土案件，

研析對應方式。 

負責將環保知識、法令、實務見解、檢察官偵辦經驗、技巧、心

得，以簡報、書面、心得報告、排除民怨案件表格…等方法，加

以存留，並在會議、定期聚會，對全署檢察官，甚至「全體檢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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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平台機關」進行傳授。 

在檢察官新收具體個案時，提供偵辦方向之協助，並引介外部之

「行政、警調團隊」，供其指揮運用。 

檢察官具體個案執行時，由主任檢察官及諮詢小組成員為其糾集

團隊，整合全般資源。 

與公訴檢察官共同回應被告辯解、辯護人主張、法官關切事項，

共同尋找對策、擬具意見回應，確保案件定罪。 

案件偵辦中，即應思考如何協助行政機關規劃環境回復作業。 

將偵辦案件過程所見執行及法制面問題，回饋予「檢警環平台」

之行政機關，供調整或修正之參考 

打造成「學習型組織」之「檢警環平台」 

將地檢署、「檢警環平台」打造成「學習型組織」，讓檢察官、機

關夥伴不斷學習精進： 

檢察官為整合「檢警環平台機關」，應完成之 4項任務： 

此任務透過上述「國土諮詢小組」之運作、確實採取「期前偵查」

作為，即可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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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對於「刑法、實務判決、環境法令、行政函示」知識、「監

控、採樣、鑑定」技術、「機具、保管場所」等之相互支援。 

 

共同朝「保護國土」大目標，而非僅服務一方、或僅為完成單一

個案。例如：共同致力回復原狀終結污染，為行政機關解決回復

難題及節省公帑支出。研析案件發生原因，採取作為，避免再度

發生。 

 

A、 行政機關之強項： 

第一線稽查權、環保實務法令等專業知識、稽查經驗及技術、

先進科技監控設備、環境政策形成機關、修法有權機關。打贏

環保之戰，其重要性絕不亞於檢察機關。 

B、 警方強項 

現場監控調查（跟監、執行監聽、執行搜索、執行拘提…）、

警方資源（專案執行之人力、監視系統、行車記錄、車輛關注

系統、轄區熟悉度、蒐證器材…） 

C、 調查局強項 

國土業務在調查處站屬肅貪組業務，具監聽、行動蒐證、調取

金融交易資料、分析金流、帳冊及對大型公司搜索之能力。 

D、 檢方強項 

全般機關之統合高度、強制處分權、案件定性規劃、司法專業、

為行政機關排除不當勢力干擾… 

 

打造成為「學習型組織」，檢警環互相擴展眼界、學習彼此專業，

使溝通順暢避免盲點及本位主義，強化整體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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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具體案件，逐步累積辦案所需之「設備、技術、既有稽查紀

錄、法令、實務」等資源。例如：稽徵機關（此為本署偵辦案件

特色，其平台建立方法，詳如附件）、刑警局科技偵查組、地政

機關、水利局等專業技術、人力之支援。 

 

檢察官並應居間整合行政機關與警方間之合作關係，化解陌生及

猜疑，完成資源整合。 

 「檢警環平台」不應僅因個案而短暫結盟，而應帶狀經營。如此，

始能擬定共同規劃長遠目標、擬訂計畫，發揮各自專業，鎖定作

戰重點，有效打擊。例如：彙整環境犯罪集團慣用手法，主動佈

局，料敵機先。並藉案件之破獲，檢討法令等。 

調整分案規則 

考量檢察官偵辦大型複雜案件，不堪分案負荷時，考慮為其減輕

負擔。抒解檢察官辦案壓力，使檢察官勇於投入時間，深辦國土

案件。例如，本署凝聚全體檢察官共識，經檢察官會議，通過增

修本署案件停（抵）分辦法，使檢察官在辦理特殊繁雜案件時，

得於偵查中即時停分案件，嗣起訴後，再由成員包括檢察官之「抵

分案件審查小組」之程序，依客觀之「抵分案審查因素表」及起

訴書，核定應抵分件數，使承辦檢察官減輕壓力，全心投入案件

追查。 

行政激勵措施 

重視行政激勵措施，使檢察官獲得成就感，增進其保護國土環境

之使命感： 

藉由指揮檢警環平台過程，凸顯領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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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偵辦個案後，即安排向署內同仁或在「檢警環平台」上，

對外分享偵辦經驗並彼此討論，增進團隊戰力，也藉此，使檢察

官獲得成就感。 

如推薦環保署全國性環保獎章「金環獎」、提報模範公務員。 

並藉由受邀在司法官學院、環保署環保人員訓練所等擔任講師之

機會，讓檢察官有機會貢獻其環保專業知識，獲得成就感。 

主動發掘不同案件 

藉案件偵辦過程，讓「檢警環平台」迅速累積經驗、技術、共識，

並達永續經營之目標。 

需結合全國地檢署之力，可能克竟全功 

對於全國性之環保案件，擬建請由高檢署結合全國地檢署之力，

運用「檢警環平台」之綜效，規劃具有全國普遍性（如假產品、

假再利用）、流竄全國之環境犯罪（如環保蟑螂召喚大卡車司機

群組織性棄置巨量廢棄物、「假承租土地廠房，真棄置廢棄物」），

形成嚴密、有效打擊網，始能打贏這場責無旁貸、「檢方不做將

無人能做」之保護國土環境之戰。 

 環保機關 

通報途徑 

通訊軟體 

以通訊軟體建立通報群組，使檢警環相關機關隨時反應，並由主

任檢察官（執行秘書）即時個別下達偵辦指令。 

縣政府環保局「稽查科」、「廢管科」之通報 

各縣市「環保局稽查科（課）」負責該縣市第一線稽查「水廢空」

違規違法之任務，為地檢署最大宗污染案件情資來源。本署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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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案件，均係由稽查科通報，故本署國土組主任檢察官與稽查科

長、廢管科長隨時保持密切聯繫，並進行前述之「期前偵查」。

今年至今已接收並發動偵查之案件，即已達十餘件，成效甚佳，

運作順暢。 

遠端監控 

在期前偵查程序或起案初期，即由主任檢察官（執行秘書）召集

各機關進行案件之定性及研商，依各機關屬性、職權及資源，分頭進

行監控。例如：警察機關調閱路口監視器、行車紀錄、調閱通信紀錄、

實施通訊監察等，調查處（站）調閱金流、分析最近親等通貨交易資

料等；環保機關調閱申報資料、現場監控、紀錄車號（重要步驟，日

後搜索查扣犯罪車輛之重要依據），交由團隊內警調分析跟監，追查

上游或共犯；稅務人員協助調閱原料進銷項等稅務申報資料… 

行政院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所屬北中南環境管理中心（即北中南

督察大隊） 

通報機制 

與主任檢察官、「國土諮詢小組」其他檢察官之間，亦均建立迅

速有效之通報管道與即時回應模式。 

GPS車輛環域分析 

追蹤異常車輛之偵辦利器，可依即時軌跡、歷史軌跡、警示區、

廢棄物監控車輛軌跡、異常狀況、聯單編號….指定監控資料呈

現方式。 

 



70 
 

 

（圖片來源：環保署督察總隊中區督察大隊 108 年 8 月簡報，下同） 

圖 22：GIS 監控圖台功能操作-即時軌跡功能(1/2) 

 

 

圖 23：GIS 監控圖台功能操作-即時軌跡功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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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GIS 監控圖台功能操作-歷史軌跡功能(1/2) 

 

 

圖 25：GIS 監控圖台功能操作-歷史軌跡功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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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GIS 監控圖台功能操作-依照異常狀況監控歷史軌跡 

 

 

圖 27：GIS 監控圖台功能操作-依聯單編號查詢歷史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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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法務部單一窗口系統介接之「環保資訊系統連結作業」 

（含環保稽查處分管制系統、環保許可管理資訊系統、毒性化學

物質資訊系統、事廢系統、水污系統、固定空污污染源等）已於

108年 6月 4日完成與法務部單一窗口系統之介接作業。 

 

圖 28：單一窗口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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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資訊系統介面及瀏覽邏輯，係針對環保機關人員設計，

檢察官如未經提示，在初次使用資料庫時，礙於專有名詞、環

保實務經驗，較難熟悉該等資訊之搜尋方式，或不知可在何種

偵查過程中提供幫助。但僅需稍加點明，再配合具體案件中實

際操作查詢，便可瞭解其使用方式及設計邏輯，進一步尋找所

需資訊。 

 配合具體案例進行，更有實益。尤其當有具體案件進行時，

因實際需求，而進入操作時，所獲得之資訊，更可讓整份檢

察書類更加嚴謹，起訴時，證據也更加充實、專業，顯現其

獨特價值。 

 熟悉在系統查詢資料，可節省函詢行政機關之不便及時間花

費：當熟稔查詢方式後，許多資料可在系統中輕易查得，偵

辦案件時，之資料取得更迅速、方便、詳盡，免去許多函詢

行政機關之繁瑣及溝通困難，有利案件進行，節省資源。 

 系統提供豐富即時資訊，對於「期前偵查」之進行，提供極

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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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調 

國土案件偵辦「警」「調」能量總表 

 
圖 29：警調人力配置圖 

專責警察：保七總隊

第一大隊：
臺灣銀行總行暨臺、澎、金門地區各分行

第二大隊：
石門、曾文水庫濫墾、濫伐、濫建、污染水源、盜採砂石等

違反水資源保護
第三大隊：環保、食安、毒性化學物質

違法設置廢棄物處理場（廠）之協助稽查及取締。
違法清除、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之協助稽查及取締。
違法運作毒性化學物質及重大污染案件之協助稽查及取締。
環境影響評估開發違法行為之協助稽查、監督及取締。
協調聯繫、預防及處理環境保護工程或業者遭不法分子介入
操縱等不法行為。
環境破壞排除之協助。
協助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執行食品、藥物之稽查、取締或危害
排除等職務。

第四大隊～第九大隊：森林法、森林區域水土保持法
第四大隊：陽明山及金門國家公園、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羅
東林區管理處
第五大隊：東勢林區管理處、新竹林區管理處
第六大隊：南投林區管理處及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
院實驗林管理處轄區
第七大隊：嘉義林區管理處
第八大隊：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及屏東林區管理處

非專責警

察

刑事警察局

（北打、中打、

南打）

縣市刑大

（各偵查隊、

科技偵查隊）

地方警分局

調查局

市調查處

縣調查站

機動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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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警察、非專責警察、調查局外勤處站」關係為何？ 

 

圖 30：警調權責、績效區分圖 

專責警察：保七總隊

第三大隊：環保、食安、毒

性化學物質

非專責警察

刑事警察局

（北打、中打、南

打）

縣市刑大

（各偵查隊、科技

偵查隊）

地方警分局

調查局

市調查處

縣調查站

機動站

 各地方政府警察局遇有地方勢力介

入而不易突破之環保犯罪案件，可

洽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配合

協助共同偵辦。 

 另對於該大隊要求協辦事項，應依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

與各級警察機關權責劃分與工作聯

繫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警方」與「調
查處站」查緝績
效未重疊，可各
別移送、計算績
效及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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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局 

專業警察（即內政部警政署第七總隊第三大隊） 

 

圖 31：環保警察案件受理及處理流程圖 

 

 

由環保主管機關製作稽查紀錄表，待確定違反行政刑罰後，逕行

逮捕嫌疑現行犯、拍照並查扣現場機具（犯罪工具），視情形通

知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會同辦理。 

 

例如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等類型案件，請環保主管機關派員至現

場進行採樣，並製作會勘紀錄併案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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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同環保主管機關稽查人員稽查，並由稽查人員製作稽查紀錄

表。 

 

現場查扣之機具應拍照存證後，由環保主管機關代為保管，無適

當場所者，可電話請示並經檢察官同意責付所有人、持有人或保

管人代為保管後為之。 

 

應儘速通知車主、雇主、委託人及地主到案說明。 

 

將現行犯、筆錄（含嫌疑人、證人、被害人筆錄）、稽查紀錄表

（環保主管機關出具）、現場照片、錄音帶、查扣機具保管單、

刑案紀錄表、逮捕通知書、前科素行資料、查扣車籍資料、陳報

單等陳報分局偵查隊移送地檢署偵辦，副本抄送環保主管機關、

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等相關會同查處機關(單位)。 

 

非環保食安專責警（分）局 

如刑事警察局偵六隊、彰化縣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彰化縣警察

局芳苑分局、北斗分局等非專責警察警分局，雖未將環保績效列

常態評比，惟內政部警政署訂有「警察機關加強取締環境犯罪工

作執行計畫」27，強調危害環保事件，對國家社會損害層面既深

且廣，較諸一般犯罪，其惡性尤有過之，警察機關亟應加強偵辦

此類犯罪事件，鼓勵並督導警員主動配合偵辦查緝。 

                                                      
27依據：一、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106 年 10 月 12 日檢文允字第 10600117230 號函修正之「檢察

機關查緝環境犯罪案件執行方案」。 

二、 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 106 年 8 月 12 日總結會議決議及行政院 106 年 11 月 3 日第一次

研商「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決議」主責、協辦機關分工會議決議事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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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部分犯罪事證確鑿之環境犯罪，例如非法堆置事業廢棄物、

掩埋事業廢棄物等，應主動偵辦，惟如需專業認定時，應事先知

會當地環保主管機關派員會同勘查，並依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

定，實施搜索、扣押。 

環境犯罪易有黑道幫派分子介入，各警察機關於調查或查獲相關

環境犯罪案件時，應深入追查幕後操縱之黑道幫派首惡或其犯罪

組織，並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從嚴偵辦，如合於「治平專案

檢肅目標」並依「治平專案」實施規定辦理。 

為澈底瓦解不法利益共生體，偵辦此類犯罪時，應注意查扣違法

業者之進、出貨單、發票、帳冊及犯罪機具，除將現行犯連同機

具一併移送地檢署偵辦外，事後並調閱業者向主管機關之申報資

料加以核對，以瞭解其申報廢棄物之流向是否相符，如有不實則

依法究辦28。 

各地方政府警察局遇有地方勢力介入而不易突破之環境犯罪案

件，可洽請本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配合協助共同偵辦。

另對於該大隊要求協辦事項，應依「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

總隊與各級警察機關權責劃分與工作聯繫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警察機關取締環境犯罪工作員警個人獎勵基準表(如下)。 

                                                      
28 「警察機關加強取締環境犯罪工作執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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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以上獎勵基準實不足以鼓勵偵辦多點或跨縣市大規模之指標

型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之警分局警員。檢察官偵辦大型專案，如認為適

當，可由承辦檢察官檢具辛勞、貢獻度資料，書面向警局建議以專案

方式提高對承辦員警之敘獎額度，以鼓勵警察同仁在國土保護工作上

貢獻心力。 

保七總隊警員劉盈妏、彰化縣警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佐陳宥任，

因分別承辦本署檢察官指揮偵辦之「廢木材案件」及「廢土案件」，

貢獻卓越，分別勇奪 111年度「警光獎」甄選個人組綜合評量類第一

名及第二名。該「國光獎」獎項競爭激烈，獲得實屬不易。說明檢察

官擘劃國土案件方向，便可讓基層員警盡情發揮，在職務上發出光熱，

獎項上獨占鼇頭，更顯示國土案件之偵辦已深受重視。 

 

調查局外勤處站（如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臺中市調查處、彰化

縣調查站） 

調查局外勤處站雖有偵辦查緝國土犯罪之績效評比，但因以偵辦

白領犯罪為長，強項為調卷查證、研析比對、行動蒐證、通訊監察等，

警察機關取締環境犯罪工作員警個人獎勵基準表 

獎    勵    基    準 
行政獎勵 

 獎 勵 總 額 度(嘉獎數) 

1、查獲犯罪嫌疑人 1人至 2人者。  8次 

2、查獲犯罪嫌疑人 3人至 5人者。  12次 

3、查獲犯罪嫌疑人 6人至 8人者。  18次 

4、查獲犯罪嫌疑人 9人至 10人者。  24次 

5、查獲嫌疑人 11人以上者。  32次 

6、上揭案件於國有林地或自來水水質水量保

護、農業灌溉、水產養殖等區域內查獲者。 

依上揭獎勵基準，每案再增核嘉獎

三次。 

7、上揭案件查獲為「合法環保公司」為犯罪型

態者(合法掩護非法)。 

依上揭獎勵基準，每案再增核嘉獎

六次。 

8、上揭案件查扣大型犯罪機具者，依上揭獎勵基準，每案再增核嘉獎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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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砂石盜採、森林盜伐、山坡地違法開發、廢棄物違法傾倒掩埋等

實務狀況及產業文化之理解，例如土頭、土尾、土資場運作、土方級

配類別價格、板車卡車司機調度、大型車無線電通訊、怪手重機具調

度、山老鼠、珍貴樹種、污染物、廢棄物等概念，則較為入門。 

但調查局外勤處站之運用應善用強項，避免將剛起案之環保案件

交付之從頭查起，如欲藉助長處交付調查，應先講解環境案件之偵辦

原理及相關法令實務見解，並主動協調環保專責警察配合。案件因績

效計算與警局並無重疊，可完整合作。 

主撰稿人在臺中地檢署及本署服務期間，多次與臺中市調查處、

彰化縣調查站合作偵辦環保案件，運用調查官熟稔事業內部帳務資

料、金流、通訊監察等強項，與檢警環充分合作，破解被告犯罪結構、

計算犯罪所得，成效相當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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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動 

 發動時機 

案件以「搜索」做為發動之定義。為保障偵辦環境犯罪之成效，

檢察官必須規劃搜索。發動搜索、扣押、查扣不法利益前，必先完成

監控布局、法令及司法實務之探知、環保機關申報資料或報稅資料

等，當對案件發展有所規劃，再行啟動，始能針對關鍵問題進行解

決。 

 搜索 

在環保案件，檢察官親自到搜索現場指揮執行搜索，恆有必要！ 

檢察官在場可以親自指揮警調人員進行執行搜索，尤其是在「排

放空污廢氣、詐術規避空污費」之空污案件、「繞流排放廢水」之水

污案件、「假資源化產品、假再利用」之廢清法案件，因該等案件涉

及廠內之工業製程，直接關乎犯罪之構成要件：或帳冊文件資料之

持有、保存具有相當複雜度；當場包括經理、廠長、會計、出納、甚

至是採購人員、產品業務銷售人員、機器操作人員、移工等共犯結

構，均可能予以隔離之必要。甚至需當場決定是否進行破壞性之採

驗鑑定、或是遭民意代表或地方人士關切、鬧場等，均需檢察官在場

主持。 

檢察官在搜索現場，即行鑑定囑託 

於發動搜索時在場，依刑事訴訟法第 198 條、第 208 第 1 項規

定，囑託該等機關單位，就其等職務上具備之環境保護、公害污染防



84 
 

治等專業知識經驗，而為之鑑

定囑託（如右圖），此等鑑定雖

為傳聞，但屬同法第 159 條所

謂「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之情

形，應認有認據能力具有證據

能力，非為傳聞證據29。 

 

 

搜索現場作為 

查明「三流」 

搜索現場的三流，即為「金流、資訊流、物流」，檢察官親自到

現場參加搜索，掌握「三流」，對案件適時的釐清，至關重要。

茲以下列實例說明： 

台塑集團名義上，將其煤灰以每公噸 2 元出售，實際上是以每

公噸 264 元代價委託業者清除，勇源公司設立人頭公司承包清

除，並於棄置在彰化王功後，將人頭公司辦理解散。檢察官搜索

時，協助利用資金查核發現，該人頭公司之所有資金及帳務均由

勇源公司處理，另從內帳中發現所棄置煤灰，則為勇源公司以每

公噸 264 元向台塑集團承攬清除，勇源公司遂承認受台塑集團

之委託清除事業廢棄物煤灰。 

                                                      
29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中、彰、投、雲、苗非法清理、棄置廢棄物組織犯罪案查處報告」（下

稱查處報告）：其內容製作脈絡，係檢察官於偵查中，指揮保七總隊等司法警察（官），會同各

縣市環保局、中區督察大隊，至各非法處理、棄置廢棄物現場勘驗時，協助開挖、拍照、測

量、採取樣本檢驗之過程及結果。因此，該查處報告、甚至是中區督察大隊會同檢察官在勘驗

現場另為之督察紀錄，相當於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 198 條、第 208 第 1 項規定，囑託該等機

關單位，就其等職務上具備之環境保護、公害污染防治等專業知識經驗，而為之鑑定。此等鑑

定雖為傳聞，但屬同法第 159 條所謂「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之情形，應認有認據能力。被告陳

00 之辯護人張 00 律師、呂 00 律師、被告陳 00 之辯護人張 00、呂 00 律師，均主張查處報告

無證據能力等語，忽視查處報告製作脈絡即為檢察官囑託機關鑑定之成果，並非公務員單純就

個案本於職務所製作之文書，而且採證勘查地點，與本案待證事實有關連性，其等主張自非可

採。」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9 年度矚重訴字第 1 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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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公司所生產之資源化產品人工粒料因無去處，必須透過運

費名義，以支付棄置費用給齊國公司。於搜索時，在上開 3 家

公司當場分析公司帳冊憑證，因而查得所有偷工減料，及支付運

輸公司、掮客及齊國公司棄置費用之事證。 

福懋等肥料公司收受卜蜂公司等食

品業者所產出之食品加工污泥，依

規定須添加副料，方能製成肥料。於

搜索時，當場比對公司帳冊憑證，當

場查出業者並無添加副料之事實。 

查明製程、原料等與構成要件相關

事項 

空污案件中，檢察官對製程之理解，

為案件成功之先決條件，需在搜索

現場實地理解。 

圖 32：空污法案件現場作業流程 

水污法，包括以示蹤劑查明廢液流向、繞流機制，必要時使用透

地雷達或敲除鋪面，以及沈水馬達、定時開關，貨源物料使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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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均需在現場勘驗、採驗完成。 

 

圖 33：水污法案件現場作業流程 

本署對於國稅局人員之運用 

本小組純熟運用稅務機關人員專業能力及資源，協助查明環保

犯罪者主觀犯意，已成為本署偵查作為特色之一，近年來，更成為諸

多機關學習對象。 

稅務機關人員於檢察官執行搜索時，擔任檢察官助手，協助檢

察官即時追查被告公司之內帳，並以搜索獲得之資料，結合稅務資

料，分析及追查金流，藉以證明被告之主觀犯意，使事證更臻明確，

在各案件中，屢建奇功；並以檢察官所扣資料，追查被告公司之逃漏

稅行為，為國家充實稅捐，僅僅近 5 年之本署環保案件中，向犯罪

公司追繳及裁罰之稅捐金額即達 10億元以上。 

運用國稅局人員應克服之困難 

在搜索時正確運用國稅局人員專業，對主觀犯意之證明，極具

效果。然檢方運用國稅局人員輔助查案，並非易事。茲分論挑戰及克

服方式如下： 

雙方缺乏溝通基礎 

檢察官對運用國稅局人員之方式認知不足，或囿於專業知識，無

法與國稅局人員達到有效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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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固然可藉國稅局之專業能力，達成預期之偵查目的，但常

見事與願違、成效不佳。同樣的，也常發現，即便國稅局有願意

提供檢察官案件上之協力，但卻不知正確協助方向，而致無法發

揮效益。 

 

對於稅務法令知識、商業交易模式、常規及稅務實務運作未必能

有充足之理解。檢察官對於國稅局之協力要求，未必有正確、完

整規劃運用之能力。 

 

如檢察官對於國稅局之「行政機關屬性」，未能充分體認、節制其

對稅務人員之態度，將造成誤會、折損合作功效。 

國稅局人員對警方、調查局或其他行政機關感覺陌生或存有疑

慮：國稅局人員與此等機關之互動，並不頻繁，其間之互動較侷

限於被動調閱報稅資料、進銷項資料之調取之靜態協助，較少主

動合作調查之模式。 

 

國稅局、稅捐稽徵機關為行政機關，不若檢察機關具有司法機

關之獨立性質，或許在與檢察官辦案之當下，尚能排除不當外

界勢力之干擾，但在核定逃漏稅額之階段，較屬稅務行政事項，

較難完全摒除外界干涉，對參與偵查案件協助之國稅局人員造

成困擾，甚至打擊士氣。 

 

國稅局或稽徵所人員受檢方請求協助，當然壓縮其他財稅業務

之進行，必須有主管長官在業務上之支持，始無後顧之憂。 

克服方法-財經組檢察事務官： 

財經組檢察事務官在企業或環保犯罪案件偵辦中，可發揮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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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財經能力」兼備之特質，擔任「檢、稅」溝通平台。財經組

事務官固具財經專長背景，但以稅務專業能力及可掌握之背後

資源，當不如稅捐機關人員強大。故對於財經組事務官的運用，

應善用其自身特殊專長，給予精準之任務分工如下： 

財經組事務官自身兼具有「法律」及「財經」專業，於具體案件，

命其擔任專案執行秘書之角色，即可扮演「檢、稅」間之重要溝

通角色。例如在案件搜索現場，「檢察官」縱理全案指揮偵辦，

不可能對任何細項工作均事事必躬親；「稅捐機關人員」對司法

機關偵查作為、權限、現場執行人員協力事項，又未盡熟悉。此

時，財經組檢察事務官之居中協調溝通之功能，至為關鍵。可在

檢察官與稅捐機關人員間，用雙方都熟悉之語言、觀點，為雙方

達成良好精確之溝通，使案件執行順暢。 

在搜索現場，當場消化國稅局人員查悉之資訊，扮演案情推進者

之角色：並依照當場來自於「檢、稅」雙方之資訊、事證、本其

專業，適時提供意見，供檢察官及稅捐機關人員參考，擴展偵查。 

靜態消化偵查所得資料之階段，扮演研析卷證、分析金流、進一

步向外蒐集事證之角色。 

財經組事務官應如何勝任以上工作？ 

檢事官應充分瞭解案情、熟悉稅務機關人員之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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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案件中，不斷培養其自身在搜索中溝通、協調、應變、整理資

料、協助擬定策略之能力 

 

事務官從案件開始即行參與，故在搜索現場，應發揮案件執行

秘書之角色，串連在場稅捐稽徵人員、司法警察或行政機關搜

索所得資料，即時回報檢察官，供檢察官當場研判，做進一步

指揮處置；對於檢察官所需資料，亦可適時與協辦稅捐稽徵機

關人員溝通取得。 

 

遇有多處搜索現場之情形，事務官應有能力串連數處搜索現場

所得之資料，回報與主辦檢察官知悉，做綜合研判。 

 

從成案伊始，到搜索完成，財經組事務官就搜索、筆錄整理所

得之資料，經過綜整分析後，可供檢察官為現場立即強制處分、

聲請羈押、不法所得查扣，及日後起訴撰寫書類所用。甚至在

公訴程序，提供檢察官在法庭活動之協助。 

 

藉由案件之參與，使「專案組檢察事務官」均能勝任此一角色，

讓事務官之功能發揮至極大。 

檢察官如何整合國稅局及檢事官戰力 

 從上述幾件由國稅局協力偵辦之過程，本署有一個很深刻的體

認，就是倘若檢察官能讓國稅局人員正確、充分理解檢察官需

要其協助之方向、區塊甚至細節任務，國稅局人員很快就能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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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專業，在搜索現場迅速完成任務，即刻提供檢察官有助訊問

之資料。 

 甚至，針對檢察官偵訊對象之辯解，再立即進行第二波稅務資

料之驗證，即可查悉辯解之破綻、查悉主觀犯意、現場之調度

（例如監視器之檢視、會計人員、現場操作人員之訊問…），

當場突破關鍵案情，鞏固相關事證之後，再由檢察官規劃或指

揮另一輪次之調查，甚至是調查接近尾聲，對於犯罪所得之計

算等，均提供極大助益。如此，案件就不致陷入僵局，處處有

活路。 

 

 「團隊辦案」是檢方未來偵辦案件之絕佳模式，這點毫無

疑義，但也非一蹴可成。首先，需先解決「組織、文化及

理念」三端，團隊辦案才會成為未來之主流辦案模式。 

 所稱「組織」：指解決檢方人事更迭問題、藉案件凝結「檢

警行政稅務」之硬體（人員、技術、裝備、經驗…）「文

化」指互助、互惠、彼此尊重。「理念」，是指為目前及長

遠目標之規劃共識。 

 

 建立智庫、組訓「檢警環等團隊」：由「國土環保、食安、

肅貪」等署內業務專組，常設永續之「智庫小組」，提供

「完整專業套裝知識、偵查技術、檢警環（食安、稅法、

貪瀆）稅團隊」，使檢察官可迅速進入「團隊辦案模式」。 

 藉案件磨合，理解稅務人員之運用方式：檢察官在實際案

件演練中，漸漸習慣運用團隊力量，從中學習領略對於

「國稅人員」之運用方式及正確態度，藉由案件之實作， 

在熱絡交流之後，便可迅速建立默契、增強稅務法令、實

務知識，透過團隊辦案累積之實戰經驗中，強化對「稅務



91 
 

人員」之專業運用、任務規劃能力。 

 建立平日可供「檢、稅」交流之平台 

甲、 從檢察官擴展到檢察事務官： 

本署長期透過國土、食安案件之合作，已提供甚為充足

之交流機會。不只是對檢察官，甚至對於本署財經組檢

察事務官，都可獲得絕佳增進稅法智識及溝通機會，對

國稅局及稽徵機關之專業運用，將更為精準有效。 

乙、 「檢警環團隊」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也已主動積極投

入與稅務人員之交流活動： 

不僅是本署，甚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因長期與本署合作

查辦案件，積極謀求運用國稅局人員之宏大效果，故於 109

年 7月 14日召開之「109年查緝環境犯罪案件諮詢會議暨環

境執法業務聯繫會報」研議強化與「國稅局人員」之聯繫

及請求協助事項，會中並請財政部中區國稅局人員就稅

務人員如何協助檢察官偵查案件之過程，進行經驗分享，

藉以強化「檢警環稅」四方之聯繫交流。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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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索現場檢察官進行訊問 

本署執行專案，必要時，宜由檢察官帶同書記官，在犯罪當場直

接進行訊問，利用「行為人經確實隔離、製程在線、廢棄物、電腦或

文件資料均在現場」之優勢，即刻釐清行為人間之行為分擔，探尋其

犯意聯絡證據。以免檢察官離開現場後，物證遭毀損移除、跡證遭湮

滅、文書遭竄改、被告及證人肆無忌憚串證。 

 犯罪所得及犯罪工具之扣押 

搜索前聲請扣押犯罪所得 

查扣標的 

包括法人或自然人所有之不動產、廠房、機具設備、車輛、公

司帳戶、自然人帳戶。 

查扣時機 

因極易脫產，應在搜索前，算定查扣額度，向法院聲請查扣，藉

以保全追徵。 

搜索前聲請查扣，應先蒐集犯罪所得資料，以客觀標準，估算不

法所得金額。以免法官質疑超額查扣或事證不足而駁回。 

如未能在搜索前即能確實估算犯罪所得金額並掌握犯罪事證

者，雖可在搜索後，始聲請查扣，然為能在搜索後，依執行搜索

取得證據資料及現場人員之供述，儘速核算定犯罪所得金額，以

免當事人在受搜索後即行脫產，本署採取作法為: 

 在執行國土案件搜索時，摒除將嫌疑人及證人交由警方帶回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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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之傳統作法，而係由多名檢察官在搜索現場當場，分組完成

訊問，如此當事人無串證機會，供述證據可即時互通，也可立

即翻閱搜索所得資料，由檢事官、國稅局人員即時算定不法所

得金額。 

 證據及不法所得金額均明確後，旋即將「聲搜書」加以改

寫，成為非附隨於搜索程序之「查扣不法所得聲請書」，於

當日，至遲翌日，向法院聲請查扣裁定。 

如此，因講求極致速度，當事人未及脫產，且因金額明確、事證

充足，較易獲得法院支持。 

不同案件類型，有不同查扣金額估算方式及影響原因  

 關於查扣金額之估算，可參考環保署發布之「違反水污染防

治法義務所得利益核算及推估辦法」。（惟仍應注意刑事犯罪

不法所得之計算方式及範圍，與該辦法之概念，在實際運作

上，未必一致）。 

 在發動搜索前，先從平台夥伴環保機關蒐集之靜態數據

如：許可文件之月申報量、向環保主管機關申報之用料量

等，大致上應可估算應查扣不法所得之金額。採此方式是最

保守之估算，故原則上不會超額查扣，因進廠搜索實際取得

資料進行估算之後，可能更多（因為可能還有未申報之產出

物、實際上節省藥劑用量使用，而節省之花費）。如此，在

搜索前聲請查扣現金、機具等可保持客觀，尚無超額之虞，

易受法院支持。 

 犯罪不法所得查扣額度，恆與「能被證明為犯罪行為之次

數（即需每次行為都有犯意及證據）、犯罪行為之時空範圍

（即需證明到犯罪期間、犯罪規模）」互相關連：雖行為人

自承自某時起即有犯罪行為，但終屬自白，需有其他證據佐

證其具體犯罪，始能認係不法所得。故在條件不允許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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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例如行為人不願再交代進一步犯罪行為供查、不願交代

無記錄之污水排放量…而造成只能證明部分犯行之結果），

造成聲請查扣金額不高。 

 

搜索前，先行查出帳面上的廢棄物之總重量（非法委託處理廢

棄物造成污染時）、或營業額之總額（假產品、假再利用時），

均可認係不法所得。 

 

參考各類廢棄物處理金額（環保署「清除處理機構服務管理資

訊系統」可查詢各類廢棄物處理費用參考金額），初步計算。 

 

則依實際獲得之不法所得。 

 

恆與「能被證明為犯罪行為之次數、犯罪行為之時空範圍」互

相關連：此同上開水污法部分之說明。例如行為人不願再交代

進一步犯罪行為供查、不願交代廢棄物棄置去向…又因檢警環

採驗經費有限或已耗盡，而造成只能證明部分犯行之結果）時，

則沒收金額，僅及於能證明之其中數次犯罪行為，或一犯罪行

為之部分，做為計算基礎。 

 

不法利得金額，可從規避之燃油、電力、活性碳等本應支出之

費用計算。大致可參考環保署發布之「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義

務所得利益核算及推估辦法」，但刑事犯罪不法所得之計算方式

及範圍，非必與該辦法之概念一致，而另有行政機關無法證明

之刑事犯罪行為之領域。例如： 



95 
 

 

業者在固定污染源連續監控系統（CEMS）動手腳，以外掛程式，

讓超標數據自動被壓縮改寫，並藉以規避環保局徵收空氣污染

防制費者，業者「為此逃避」或「因此逃避」空污費之繳納，均

屬詐欺得利類型，其「逃避之空污費」即等於「詐欺得利之犯

罪不法所得金額」，可據以計算，聲請沒收。 

 

刑事不法所得之認定，需在高強度證明為「犯罪行為」後，始

得證明為不法所得；行政裁罰，有時依行為人之自述即可推估

認定。 

犯罪工具之扣押 

犯罪工具之發現：監控布局階段，利用既有或專案裝置之監視

器，一一紀錄行為人及車輛犯行，有助搜索查扣對象之特定，增

加法院搜索聲請之核准率。 

犯罪工具之沒收 

為本報告「斷根與修正」章節之重要主張步驟，用意在增加環境

犯罪成本、斷絕再犯能力，其原理及方法詳如該章節說明。 

保管問題 

實務偵辦環境犯罪案件時，對於所查扣犯罪工具（例如大型機

具、車輛或設備等）之保管場所及保管費用等問題，如何妥適處

理？ 

全國各河川局因需查緝大型機具在河川地之盜採砂石行為，似

均設有大型機具保管場，如經濟部第三河川局設在臺中霧峰區、

第四河川局設在雲林林內鄉等，且該等場地均有防閑設施、監視

器，並有一套定期巡邏車輛之保全內控措施，對車輛之保管應屬

周到。 

惟，請求協助置放機具，仍應講求互助互惠原則。本署已與第四

河川局建立密切之平台夥伴關係。緣該局管轄之河川地，常有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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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倒廢棄物之犯罪行為發生，卻苦無查緝方式之困擾，而向本署

尋求協助，檢察長責由國土專組主任檢察官指派專責檢察官，與

該局業務承辦人，共同長期監控整條濁水溪北岸，遇有違法傾倒

廢棄物之情事，即可由本署適時發動警力，進行查緝，已為第四

河川局解決諸多困擾。因機關間彼此互利互惠，展現機關跨域協

調之行政綜效，彼此樂意為對方分憂解勞，往後，本署所需大型

查扣機具之保管場所，並無問題。  



97 
 

  斷根與修正 

  斷根 

斷根指：根除再犯動機、阻絕再犯犯意、剝奪再犯能力！將犯罪

者繩之以法，是偵辦案件之起點，並非最終目的。藉案件周邊效果，

發揮警示效應，根絕再犯，才是偵辦案件之目標。  

環境犯罪者之動機，既源於牟取不法「制度財」已如上述。故當

思檢察官將案件起訴定罪，科以應罰之刑，僅是最低要求，更重要的

是：如何 讓環保犯罪者付出始料未及、悔不當初之代價； 藉回復環

境原狀義務，課以難以忍受之巨大負擔；如何查扣環境犯罪者用以

犯罪之工具，並說服法院沒收工具，剝除再犯能力。 

  沒收不法所得 

刑法第 38條之 1第 1項前段、第 2項第 3款、第 3項、第 4項：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 

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犯罪行為人為

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犯罪所得者，沒收之。 

所謂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

其孳息。 

而犯罪所得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規定旨在澈底剝奪犯罪行為人因犯罪而坐享犯罪所得，以貫徹任

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普世基本法律原則，藉以杜絕犯罪誘

因而遏阻犯罪。 

基此，法院依職權調查、計算被告犯罪所得之存否、範圍後，倘

認定被告保有利得，除依刑法第 38 條之 2 第 2 項過苛調節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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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酌減或不宣告者外，即應就法院認定「利得範圍」之全額，

不問成本、利潤，均應沒收，均應沒收，並無裁量空間。換言之，

法院諭知被告犯罪所得之沒收範圍，並不受限檢察官聲請沒收之

範圍拘束，而應依上述規定諭知沒收利得全額，始符法制。 

  完整評價之刑度 

證據查得越清楚，並將犯罪造成之國土損害詳為描述，有助法官

對被告行為之完整評價。 

以同開、冠昇、長信等公司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案件之一審判決

結果（如下圖）為例：廢清法案件可判至有期徒刑 10 年以上刑

度甚為少見，其原因在於法院認同本署之事證及犯罪過程對環境

之危害程度。法院於判決書說明重判理由，如下表。 

將循環經濟污名化、破壞廢清體制 

冠昇公司以資源化之方式處理廢棄物，屬「循環經濟政策」之參

與及執行者，「循環經濟政策」之成效，關乎「產業發展」與「環

境保護」間之消長平衡，必須切實執行，始能彰顯「循環經濟政

策」之優點及可行性。如僅為謀一己之私利，僅為謀高額處理

費，未精進其廢棄物資源化技術，以致市場接受度低落，甚至預

見產品不被市場接受，於覓得並建立非法去化管道後，即大肆隨

意處理廢棄物，再將之任意棄置。此等行為，非但無助落實「循

環經濟政策」，反有將「循環經濟」污名化之虞，更造成國土破

壞、環境污染之結果。 

冠昇公司人員既向上游事業收取高額處理費，卻未盡力妥善處

理廢棄物，反而以支付「補助費」、「推廣費」或「運費」之外觀，

將廢棄物交予運輸業者即被告蘇 00、鄭 00運輸至下游業者非法

回填、棄置，藉此瓜分處理費。如此經營上的應付心態，研發產

製成本相較於殷實處理廠勢必較低，將更有實力在市場上以削

價競爭之方式，吸引客戶委託，長此，將擠壓合法處理機構之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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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及生存，造成劣幣驅逐良幣之效應，最終可能導致廢棄物處理

產業失能之重大後果。從而本案量刑尤有一般預防效應之需求。  

假資源化之名牟利，破壞環境情節嚴重 

被告等皆未知所警惕，未思改進，不善用環保專業知識，積極思

考改良資源化產品之品質及用途，反而自甘墮落，曲解許可證文

字，未依許可文件處理廢棄物，與運輸業者即被告蘇 00、鄭 00、

下游砂石營造業者宇駿公司、齊國公司勾結，以上開混凝土預拌

場、砂石場為最終掩埋、回填地點，或先在該等預拌場堆置，再

伺機將之外運，棄置在攸關民生用水、農業灌溉安全之水源地、

河川地、農地等地，將心思花費在以假發票做假帳，偽造之產品

去向證明，以合法外觀包裝不法清理廢棄物之犯行，規避主管機

關之稽查。而且冠昇公司在本件涉案處理廠中，偷工減料的情形

最誇張，這從支付處理費用達每公噸 1050元為諸廠最高等情即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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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開、冠昇、長信等公司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案件」一審判決結果 

 

共犯群 被告 有期徒刑

(應執行

刑，均不得

易科罰金) 

罰金/支付公庫

（新台幣，下

同） 

不法所得 判決書類 

同開科技工

程股份有限

公司（設桃

園市，為上

市公司）及

其共犯 

同開科技

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罰金 700萬元 372萬 1656元（得

自齊國公司之犯罪所

得）、3292萬 3595

元（得自正和公司之

犯罪所得） 

彰化地院

109年度囑

重訴字第 1

號判決書

（編號 5

之 1） 詹立成 8年 2月 罰金 750萬元  

戴紹彬 8年 2月 罰金 750萬元  

詹智崴 3年   

興茂實業

有限公司 

 罰金 700萬元  

楊竣崴 7年  3096萬 4077元 

張岳軫 4年 4月  338萬 2295元 

    

    

冠昇環宇股

份有限公司

（設桃園

市）及其共

犯 

冠昇環宇

公司 

 罰金 1200萬元 1344萬 4583元 

 

彰化地院

109年度囑

重訴字第 1

號判決書

（編號 5

之 2） 

黃素珍 4年 4月   

李貴林 8年 2月 罰金 500萬元  

溫玉文 4年 罰金 200萬元  

江國宏 5年 4月 罰金 200萬元 43萬 7503元 

黃明亮 1年 2月   

蘇柏盛 8年  592萬 1504元 

鄭源盛 8年   

富晴興業

有限公司 

 罰金 500萬元 2798萬 575元 

    

長信環保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設苗

栗縣）及其

共犯 

長信環保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罰金 1000萬元 4444萬 8213元 彰化地院

109年度囑

重訴字第 1

號判決書

（編號 5

之 3） 

魏博元 2年 支付公庫 300萬

元 

 

張景文 2年 支付公庫 300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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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刑準則 

偵辦國土案件，非以將被告定刑送監為唯一目的，回復原狀亦是

重點：國土案件回復原狀費用往往花費甚鉅，倘能兼顧被告環境

犯罪行為之危害、社會民眾輿論觀感及後續回復原狀之需求下，

適時運用緩起訴處分，命其履行回復原狀義務；或運用犯後態度

之規定，諭知自行回復原狀，以爭取法院減刑寬典等方式，亦屬

陳鴻傑 2年 支付公庫 100萬

元 

 

劉華成 2年 支付公庫 150萬

元 

 

林煌盛 2年 支付公庫 300萬

元 

 

齊國砂石有

限公司（設

臺中市）及

其共犯 

齊國砂石

有限公司 

 罰金 1500萬

元。 

 彰化地院

109年度囑

重訴字第 1

號判決書

（編號 5

之 4） 

陳世允 11年  8008萬 3669元 

陳璽元 4年 8月   

宋國維 10年  1208萬 4194元 

張清榮 3年 6月   

林威廷 6年   

    

    

宇駿營造有

限公司（設

臺中市）及

其集團共犯 

邱錦宗即

宏宗企業

社 

11年  676萬 350元 彰化地院

109年度囑

重訴字第 1

號判決書

（編號 5

之 5） 

宇駿營造

有限公司 

 罰金 360萬元  

舜御有限

公司 

 罰金 360萬元  

謝典翰 7年  11萬 5454元 

 

吳沛全 3年  11萬元 

詹志雄 5年 罰金 10萬元  

程東富 1年 6月   

周智偉 2年   

判決罰金支

付公庫及沒

收金額 

罰金：9730萬元 

緩刑支付公庫：1150萬元 

不法所得：2億 6237萬 7268元 

--------------------------------- 

合計：3 億 7117萬 72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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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適作法。 

涉案情節輕微之司機，亦可「以工代刑」以其車輛怪手等機具履

行回復環境義務，做為緩起訴之條件。 

  回復原狀責任之監督 

概說： 

在案件偵查中，如何使破壞國土之人自行清理廢棄物、回復環

境樣貌，一直是本署堅持之基本理念。於 108年間，查獲食品大廠、

運輸業者及再利用機構，聯手以不實申報、製作假聯單及空車繞場

創造虛偽 GPS軌跡等手法，將原本宣稱進行再利用之食品加工污泥，

全部棄置在芳苑鄉等 18個農地。本件被告於偵查中在檢察官之努力

及監督下，完成回復原狀工作，協助行政機關順利回復農地原狀，也

為政府節省數千萬元之代執行費用。 

以本署轄區為例 

 

圖 34：彰化縣環保局檢調環查獲案件分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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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說明： 

以本署破獲冠昇環宇、同開科技、長信等三家環保公司於 2017

年至 2019年間，將未經合法處理的污泥，輾轉外運至彰化等中部縣

市棄置或回填之廢清法案件為例，其中冠昇環宇公司在彰化二水鄉

的場址便堆置了 1萬 4100公噸污泥。該管機關彰化縣環保局在刑事

案件徹底清查助攻之下，於要求限期清除程序中，祭出假扣押行政

訴訟，經由行政程序清查其財產，迅速移送行政執行署桃園分署強

制執行，查封涉案廠商名下總值約 1 億 1 千 500 多萬元之動產及不

動產，迫使該公司在 4個月內清除廢棄物，回復土地樣貌30。 

  犯罪工具之沒收 

實例說明： 

以本署偵辦端木等公司棄置廢木材案件為例，該案啟動「檢警

調環科技團隊」以科技設備嚴密監控、蒐集事證，記錄每輛在現場犯

罪之車輛，於搜索時，查扣被告犯罪所得 6600 萬元、犯罪工具曳

引車 22 台、拖車 20 台、大貨車 4 台、挖土機及各式機具 23台

等物，並向法院聲請沒收。 

歸納以法院不宣告犯罪工具沒收之理由 

 

                                                      
30  https://www.appledaily.com.tw/local/20220622/9C33C6DFD30BF132F4ADA7F409 蘋果新聞網 

1.4 萬公噸污泥讓大地哭泣 祭假扣押迫廠商復原環境 

彰縣府中庭今天舉行這起史上最大污泥棄置完成環境復原的說明會，彰化縣長王惠美、彰化地

檢署檢察長洪家原等人都出席。該案去年 12 月彰化地院做出一審判決，其中清運公司邱姓負責

人被判刑 11 年、冠昇李姓總經理 8 年 2 月，其餘 20 人判 1 年 6 個月到 8 年不等徒刑，共裁罰

8 千 6 百多萬元罰金。環保局指出，二水鄉一處位於山區的場址，被堆置的污泥多達 1 萬 4100

公噸，經該局將涉案廠商移送行政執行署扣押財產強制履行後，該廠商於今年 1 月至 5 月清完

現場堆置的所有污泥，現場另來自其他產源的廢玻璃纖維 125.69 公噸也完成清理，相關被告付

出慘痛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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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意見： 

以上法院未沒收之理由固非無見，然最大原因在於偵查中該案

件並未扣押保管犯罪機具、起訴時未清楚描述沒收理由！因此，於

偵查中應盡可能以現行犯或附隨於搜索之方式，將犯罪工具扣押，

並集中保管，勿交由被告保管。並於起訴時，於起訴書中，具體而清

楚的，向法院闡明：「扣押用意在藉剝奪犯罪行為人所有之工具，達

預防並遏止犯罪之目的」、」「扣案機具之犯罪工具屬性」、「宣告沒

收之必要」、「是否符合比例性」等要項 

應對系爭機具所有權及用途說明 

法院應對系爭機具均屬被告所有，並用以違反廢清法犯罪之犯

罪工具之事實，加以說明。 

                                                      
31 如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9 年訴字第 90 號刑事判決 



105 
 



106 
 

應具體說明「宣告沒收之目的及必要性」 

應說明「比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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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聲請發回扣押物時之對應 

偵審中遇被告提擔保撤銷扣押時，「不同意供擔保撤銷扣押之理

由」如下：提供擔保無從達到沒收機具預防再犯之功能，聲請人

固聲請供擔保發還扣案物，然本件扣押重在犯罪工具之沒收、被

告犯後態度不佳等情，均已如前述，實難信任被告供擔保獲發還

後，從此不再違犯同類犯行之可能。故供擔保方式，無足解免扣

押機具之用意，應無准許之餘地。 

  修正 

目前我國法制上許多變革，都是在檢方在某具體案件的糾舉揭

露，揪出制度及管理層面之缺陷，在政府部門與民眾接棒努力下，成

為法制革新契機。在食安、森林、水污或空污等領域不乏適例，這是

國家法制進步的動力。 

  本署以「標靶案件」發揮法制修正效應之實例 

本署實例彙整 

本署為達成「優化行政管理或法制」目的，而規劃查緝之廢清法

案件彙整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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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本署為達成「優化行政管理或法制」目的，而規劃查緝之廢清法案件彙整表 

「假產品、

假再利用」

環保犯罪

之廢棄物

種類 

產品名稱/原再利

用制度規範「產品」

之態樣 

犯罪手法（假產品） 案件被告 111 年 11 月進度 

D 類事業

廢棄物 

無機工業

污泥 

人 工

粒料 

 

固化法（加

水泥、灰石

及螯合劑）

成為人工

粒料 

 

1. 偽造材料證明，偷工

減料 

2. 變更許可文件，量身

定作 

3. 高額補貼，委託棄置

具污染性之事業污泥 

 

1. 桃園市同開公司

（上市）、 

2. 桃園市冠昇環宇、 

3. 苗栗縣長信環保

科技公司（均為乙

級事業廢棄物處

理機構）、 

4. 臺中市齊國砂石

場 

一審全部有罪（僅

有 2 被告商業會計

法部分部分無罪），

上訴審理中 

5. 彰化縣潔安環

保公司（乙級

事業廢棄物處

理機構）、 

6. 雲林縣冠林砂

石場 

1. 起訴：冠林砂石

公司及負責人緩

起訴：潔安公司 

2. 緩起訴（條件：處

分金 1400 萬元、

回復在雲林縣斗

南棄置現場之原

狀） 

燒結法成

為人工粒

料 

1. 偽造燃油證明，偷

工減料 

2. 高額補貼，委託棄

置具污染性之事業

污泥 

00股份有限公司（事

業廢棄物處理廠） 

 

R 類事業

廢棄物 

有機工業

污泥 

肥料 經領有肥

料許可文

件之公司，

將食品加

工污泥製

造成肥料

製作成肥

料 

1. 卜蜂公司高額補貼將

有機污泥外運棄置在

農地、配合申報不

實。 

2. 運輸公司空單繞場規

避 GPS 監控。 

1. 卜蜂公司（上市公

司）、 

2. 南投福茂肥料公

司、 

3. 台南欣農好肥料

公司 

1. 緩起訴（命被告

卜蜂公司回復

原狀，已在緩起

訴期間全數清

除完成） 

2. 起訴（一審均判

決有罪） 



109 
 

R 類事業

廢棄物 

廢木材再

利用 

燃料

或 

肥料 

燃料：公告

再利用之

要求需單

一材質木

材。 

肥料：將木

材製成肥

料，但需有

肥料許可

證 

1. 收取非單一種類木、

夾雜美耐皿、烤漆、

油漆、合成膠等木

板，將事業廢棄物之

處理行為，巧妙以

「再利用」包裝，規

避相關管理及稽查。 

2. 串通共犯尋找棄置農

地、山坡地、魚塭，

準備棄置。 

3. 為免東窗事發，以

「苗圃公司」偽裝，

以「堆肥」為名，將

廢木材棄置於農地及

魚塭。 

再利用機構： 

1. 臺中市端木公司 

2. 臺中市正大磊公

司 

3. 嘉義縣伍營公司、

良憲公司 

4. 配合包裝之苗圃 

5. 彰化縣鴻森公司、

展圖公司 

1. 起訴審理中 

2. 彰化地院委託

該雲林地院民

民事執行處（保

管車輛所在地：

第四河川局）變

價扣押車輛 13

部 

畜牧業非法設排放管線之水污法案件 

本署於 110年與彰化縣環保局、中區督察大隊等機關，查獲 21

家畜牧業者非法設置廢水處理元件與繞流排放管線。事後，業者與

檢察官認罪協商，願意正視問題，籌建「畜牧糞尿集中處理場」。目

前環保署目前核定 3 家、農委會核定 1 家，在彰化縣設置設置大型

牛畜牧糞尿集中處理場，正是本署查獲案件之正面效應32。 

 環保署關於「管理強化」及「修法方向」之回應33 

關於再利用之管理面： 

現行規定： 

依下圖所示現行流程運作，導致現行機制屢生假再利用問題。 

                                                      

32   聯合新聞網 2022/12/9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6826722 
33 對應修法內容，取自環保署廢管處處長賴瑩瑩 109 年 7 月 10 日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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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再利用現行機制 

修法方向一 

強化環保署再利用管理機制，如下圖說明 

 
圖 36：再利用修法方向一未來機制 

修法方向二 

設置再利用管理基金，採覈實支出方式，杜絕假再利用，基金架

構說明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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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再利用修法方向一促進資源循環基金架構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規定 

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 24 條第 3 

款規定，針對一般性污泥採穩定化處理或熱處理等有疑慮者請

地方環保局要求處理機構記錄資源化產品最終使用流向及數量

我國事業廢棄物處理量能盤點及未來推動規劃協調地方政府開

放公有掩埋場，協助暫存該縣市轄內一般事業廢棄物，環保署並

提供進場管理規範。 

體制面： 

推動事業自行處理，修正自行處理許可辦法，簡化行政程序檢討

土污費收費辦法，提供優惠費率。 

推動設施加速興建，輔導焚化設施、固體再生燃料（ SRF ）製

造廠設置。 

加強污泥處理技術及提高資源化產品品質有機污泥處理過程易

有異味產生中長期規劃推動焚化處理其焚化後灰渣產製為低強

度混凝土粒料、水泥製品等應用。無機污泥以熱處理燒結為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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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提昇產品品質。 

本文見解： 

依前述說明，本文認為廢棄物清理法有下修法重點 

 

圖 38：廢棄物清理法修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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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 

檢察官偵辦國土案件，將被告起訴定罪，固然不易。但是我們也

要停下腳步，仔細思考：「這案件中，被污染的土地，有因為我們偵

辦案件、被告定罪，而讓原本的污染消失了嗎？偵辦了這案件，有抑

制到未來將發生的類似案件嗎？有肅清根源的效果嗎？我們的環保

案件可以因而變少嗎？我們偵辦了這案件，能提供實質助益，幫助

環保局、環保署等行政機關，優化法規、完善立法、強化執行等面向

進行優化，讓環境執法更具成效了嗎？有鼓舞到檢察官嗎？有使檢

察官感到榮耀嗎？」如果這些都沒有，那麼，我們也許只是在對空打

拳而已。 

長期以來，在行政機關、甚至檢方在內之多數執法部門彼此間，

對於環保法令、實務知識、與犯罪查緝之關係，普遍感到片段且陌

生。而這種空白感，也顯然已持續一段時間。對於傳統環境犯罪，已

顯得捉襟見肘，未來面對「現代新型環境犯罪」，當更顯得捉襟見肘。 

因此，我們需要對應策略。好消息是，我們僅需具備兩種能力：

「技法」及「心法」。 

「技法」，指專業知識及查緝技能面。檢察官除了要對於水污染

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空氣污染防制法中特別刑法之構成要件具

有正確認知外，該等法條與同法其他行政法規在體制面、實務面之

「互動」，也要同時理解，唯有透過比例性原則、刑罰謙抑思想檢驗，

才能正確適用該刑罰規定，如此，方不至於將原應以行政違規處罰

之行為，繩之刑責；對法律有堅定之認知及自信，才有能力在檢警環

平台中，在偵查起訴前，便能說服該管環保機關朝確認之構成要件

方向邁進，而不致在偵查中產生見解歧異，或在審理中衍生齟齬、抵

銷公部門力量，而生事倍功半之憾事；更不致於在偵查伊始，便悉依

行政機關之片面見解，坐看環境犯罪發生及蔓延而不自知；空有打

擊犯罪工具，而無處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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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法」，是檢察官居於「檢警調環」團隊中心，甚至站在檢警

機關與行政機關包括中央主管機關之跨域協調者之高度，培養如何

發掘案件、如何定位檢察官的角色、如何看待國土犯罪的本質、與行

政機關如何溝通協調、案件如何著手、如何收尾、如何創新、開展之

能力。檢察官能做到的，比你想的多得多。 

如果技法與心法皆具，那他就是一個稱職的跨領域整合者角

色！ 

期盼的未來目標，是希望你、我，可以在檢察官職務所賦予之一

方基地上，向外檢察官擴展嶄新的擅場領域；並在其上為保護國土

建構一座堅實堡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