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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保存在環保犯罪之重要性 

 



綱要簡介：從理論至實務的觀察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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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然（de lege ferenda；立法草案）與實然（de lege lata）
的應有認知： 

1. 「存在」（Sein, IS）與「當為」（Sollen,ought to be）在執法過程中的具體
實踐與所面臨的兩難。 

2. 共業？必要之惡？人權保障或法治枷鎖：權力分立下的角色定位思考。 

3. 夾縫下的困境：檢察官（執法者）自我角色的定位與省思。 

現行環保法規應然面向之觀察 

實然面之觀察與分析 
1. 我國現行司法實務之解析 

2. 行政機關操作之確認與分析 

3. 過往偵查觀念之分析與進化 

整全正義之具體實踐—起訴求刑、回復原狀與不法所得之一體
性思維 

從立法、行政、司法到守法〈公民參與等〉面的完整建構與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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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自公共電視台我們的島第
620集「追著毒物跑」專輯報
導畫面 

歷史共業？！
帶血的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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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檢察官之外部執法風險看證據保存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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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面 

行政面 

司法面 

立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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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共業？人權保障？行政不法與刑事不法之界線 

 

• 觀諸同法第39條第1 項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此種處理廢棄物之行為，
本即不受同法第41條第1 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
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規定之限制，僅須依同
法第39條第2 項規定授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行政命令辦理。至於違反
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第1 項規定再利用事業廢棄物之法律效果，根據同法第52條、
第53條第1 款規定，原則上乃處以罰鍰、命停工或停業等行政罰，僅有在發生
「致人於死」、「致重傷」或「致危害人體健康導致疾病」等結果時，始應依同
法第45條規定處以徒刑、罰金等刑罰。 

• 準此，如行為人確係從事「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其無須領有廢棄物清除、處
理許可文件，即便有違反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之處，解釋上仍係「再利用
事業廢棄物違反第39條第1 項規定」之行政不法行為，而非「未依第41條第1 項
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處理」之刑事不法行為，不構
成同法第46條第4 款之罪。若其違規再利用事業廢棄物之行為亦未發生致人於死、
致重傷或致危害人體健康導致疾病之結果，即無從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處以刑
罰，應認為不罰之行為。（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673號判決意旨參照，臺灣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8年度上訴字第567 號、96年度上訴字第1483號、96年度上更
(一)字第59號、95年度上訴字第217 號判決） 

 

 



過往查緝模式與缺陷 

行政先行 
行政稽查後，認定有刑事犯罪嫌疑即以函文告發；
反之，如認定無刑事罰問題則依各行政法規處理： 

1. 因缺乏刑事證據觀念及蒐證之專業，往往導
致重要刑事犯罪證據未妥善保存或滅失。 

2. 因採證或稽查程序瑕疵，導致無證據能力而
不具證據適格。 

3. 稽查記錄記載過於簡略：違反法規之記載不
確實或與實際情形不完全相符。 

4. 告發後往往即以司法優先為由，導致呈現被
動作為，犯罪行為人有足夠時間、空間進行
串、滅證。 

5. 各行政權責機關間因缺乏橫向聯繫，致無法
還原全貌及建立完整因果歷程。 

6. 行政函示做成缺乏正當性與嚴謹性，導致與
法院判決實務呈現落差。 

 

 

 

偵查發動 
接獲情資檢舉 

司法警察機關移送 

司法警察機關報請
指揮 

行政機關告發 

檢察官自動檢舉偵
辦 
 



現代偵查實務思潮變遷下的檢察官角色 

刑事責
任 

民事責
任 

行政責
任 



換軌的兩難（快、慢之間的抉擇） 

為民服務（效率？
人權保障？損害
立即清除與控
管？） 

犯罪預防、追訴
與控管 

法
制
不
備 



環境刑法之相關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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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刑法之意義：簡而言之，即是將屬環境公害之行為
予以刑法入罪化之相關犯罪。 

環境刑法之特性： 
1. 特性：雖牽涉到高度專業及重大民生事項，故立法者主要
係透過行政機關施以管制，但因環境危害往往影響到大眾
生存，故透過立法設計，針對特定行為類型將之提升至刑
事不法層次。因而環境刑事犯罪具有高度之行政從屬性，
亦即其刑罰之基礎，往往取決於環境行政法或相生之行政
處分，故在案件偵辦上無可避免地增添其複雜性。 

（1）構成要件之行政從屬性：構成要件之行政從屬性：此
又可區分為概念行政從屬、指示形式行政從屬及空白刑
法立法技術。 

（2）阻卻違法之行政從屬性：即藉由行政機關之許可或核  
准，使其不法行為，因許可或核准而阻卻其違法性。 

 
 



環境刑法之相關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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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務操作上之難題與困境：因有著上開從屬特
性，故相關法規在實務操作上無可避免地會產生相對
應的問題，諸如： 

（1）罪刑法定原則之違反疑慮：此乃因環境刑法大多採

取空白刑法之立法模式，導致刑事與行政不法間之界限
並非絕對清楚，且繫諸行政機關之相關行動或作為。 

（2）保護範圍遭到壓縮：在行政法認為不合法，刑法未

必認為不合法；反之，行政法認為合法者，則刑法也必
然認為係合法。 

（3）易生企業與行政機關勾結或行政怠惰所導致之風險
等。 

 

tw.news.yahoo行政機構的內部會議、議員不宜參加.pdf
1020430自由竹縣環保局涉賄中檢偵訊www.libertytimes.com.pdf
1020430自由竹縣環保局涉賄中檢偵訊www.libertytimes.com.pdf
1020430自由竹縣環保局涉賄中檢偵訊www.libertytimes.co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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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裁量之模糊空間：制度性之執法陷阱？ 

1、母法與不斷繁衍之子法及行政函釋。 

2.事權未統一之問題：主管機關（有責無權？）與眾多之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有權無責？） 

（1）環保署與地方主管機關環保局之職權劃分問題。 

（2）環保署與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劃分及解釋權之問題。 

3、採樣標準、方法及流程之歧異與爭議。 

4、廢棄物來源同一性之證明問題（含固體、液體等各種不同型態廢
棄物） 

（1）與主管機關聯繫之重要性。 

（2）配合相關蒐證結果確認相對應之法令規範及行動後可能之證物
採樣檢驗流程。 

 法院就相關法律適用、解釋之浮動與變遷？ 

 環保案件之特殊性 

1、高度複雜性、專業性與技術性。 

2、因果關係之證明不易。 

 

 

環境刑法之偵查實務常見面臨之困境 

環保法規重要函示（機關間互推之實例）
中國時報六輕副產品報導ivy5.epa.gov.pdf
中國時報六輕副產品報導ivy5.epa.gov.pdf
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相關解釋函-OK.pdf
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相關解釋函-OK.pdf
news.chinatimes高市仍認定「私設管線」 專案小組：日月光無「暗管」偷排.pdf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參考手冊（事業廢棄物再利用運作相關權責機關）_1020227 19.pdf
日月光三廢水匯流底泥 重金屬超標.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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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廢棄物意義之歸納檢視 

 

 

 

 

 

行政主
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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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1、環署
廢字第

0910091151號2、
以環保署環署
廢字第

0970064677號函 

產品之認定 

早期：登記為
產品即逸脫廢
清法管理。 

無法可管？ 

近期：強調加
強橫向工商聯
繫，主管機關
須加強稽核。 

改列為廢
棄物前之
狀態為何？ 



現行廢棄物意義之歸納檢視 

           

法
院
見
解
之
變
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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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定義：
一般符合
社會大眾
通俗之理
解為標準 

主觀上擬廢棄 

主觀上不擬廢棄，但客
觀上不具效用 

遵從行
政指導 

非屬可再利用
之資源廢棄物 

可再利用之資源
即非屬廢棄物 

符合再利用規定→
非屬廢棄物 

未符合再利用規定：
仍應視之為廢棄物 

產品 

非等同一般市面流
通 產品：所以有射
程範圍限制 

思考：行政許可在
犯罪階層之定位？ 

法院自我審查之界
限？ 

以純客觀說解套 



17 

        偵審法院        偵審結果 法律依據 

 

 

備註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檢察署 

提起公訴 廢棄物清理法第46

條第4款 

1.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6年5月9日環署廢字
第960029165號函。 

2.96年6月7日環署廢
字第960039498號函。 

3.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6年3月14日環署廢
字第960017105號函。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97年度訴字第237

號 

被告張○○：累犯，
有期徒刑1年4月。 

被告彭○○：累犯，
有期徒刑1年2月。 

 

廢棄物清理法第46

條第4款前段之未

領有清除許可文件，
從事廢棄物清除罪。 

 

辯護人主張於97年3

月10 日營建事業廢

棄物再利用種類及
管 理方式」編號四
規定已修正生效。 

法院就相關法律適用、解釋之浮動與變遷?（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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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偵審法院        偵審結果 法律依據 

 

 

備註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
院98年度上訴字第86

號 

被告張○○：累犯，
有期徒刑7月。 

被告彭○○：累犯，
有期徒刑6月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第4款前段之未領有清

除許可文件，從事廢
棄物清除罪。 

98年6月2日環署廢字第 

0980040419號函示 

：回收廢棄物回收業
（即一般所稱舊貨商、
資源回收商）或拾荒者，
非屬前開說明取得公民
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
構許可文件之業者，不
得收受廢電線電纜或從
事剝皮行為。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
第7308號 

原判決撤銷 是否為廢棄物，屬於
何種廢棄原判決未交
待。另主文與事實及
理由不相適 合。 

法院就相關法律適用、解釋之浮動與變遷?（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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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偵審法院        偵審結果 法律依據 

 

 

備註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
分院 

原判決撤銷，被告
均無罪 

詳前開判決分析。 行政機關為遏止電纜線失
竊案件對社會所造成之危
害， 利用必要之行政手段，

對一般資源回收業者加強
管理、查察或處罰，甚至
透過立法程序對資源回收
業者作出更嚴格 之規範或

限制，以阻斷失竊電纜線
之銷贓管道，固然有其 必

要，惟尚不得以任意擴張
解釋刑事處罰規定之方式
為之 ，以免侵害人民之基
本人權。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
上字第2056號判決 

維持被告無罪判決
確定 

同上開判決理由。 後續之效應：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101年度訴字
第2941號、102年度訴
字第171號引為無罪判
決之主要依據。 
 

法院就相關法律適用、解釋之浮動與變遷?（續） 



現行環保犯罪執法結構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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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人
交
戰

 

檢察官發動查緝之兩難困境：
「放任繼續污染環境」VS「立

即查緝」 

檢察官不可承受之重：犯罪證據

處在被要求太多與太少間不斷徘徊爭執的當代
證據裁判主義法律結構中。發動時機亦往往處
在被要求「立即」、「相同標準」、「相同規
格」、「相同偵查程序」的政治操作中。 

應然與實然面的落差，
導致執法的困境與無奈 

子法亂象之問題 



檢警環查緝平台與證據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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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據
保
存 

人：即早建立犯罪網絡！由車追人、再由人追
人、物追污染源頭。 

時：貼近第一時間即時掌握犯罪動態 

地：案發現場前後之變化軌跡掌握與還原 

事：因果鍊之建立與完整追蹤 

物：污染物之即早確認、分析與鑑定 



一個案例的法治之旅及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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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緣起背景—失落的正義？ 

一、公害＝無被害人？從犯罪者到法院思維的透視與反省 
（一）被告之心態及抗辯 

（二）法院過往量刑之標準及文化：如若過於「宅心仁厚」、「流於姑息」，終究也會「引惡、
養亂」，「轉開閭閻忍戾之風」！ 

二、行政稽查之困境 
（一）惡質政治文化下的稽查困境。 

（二）自我沈淪：官商勾結下的利益輸送。 

（三）行政怠惰：1.權責分工紊亂下的執法文化；2.形式（輕度）稽查的常態。 

三、犯罪者層層防火牆的構築 
    (一)以合法掩護非法：「操弄專業之說，虛設無窮之詞」，結合所處之優勢知識進行串證，架

構出相關說詞（諸如一再以專業知識將含有重金屬成分之事業廢棄物包裝成「原料」、「陶
土」等進行包裝論述）。 

    (二)以民事、行政訴訟製造主觀犯意之不存在。 

    (三)製造斷點：若查獲且證據充分時時立即定調為司機個人偶發性行為。 

四、未被正視與重視的法令規範與解釋亂象問題 

五、檢察官的執法：重重障礙下的挑戰！偵破就好？整合協調？超越法條 
《法域》鴻溝的法律決策！ 

 



國土淪陷之變調曲：從美麗大地、創傷土地到受詛咒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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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棄土場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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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無銀三百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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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白天前往蒐證之照片二 
廢棄物傾倒完再
以砂土覆蓋，污
泥則已乾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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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白天前往蒐證之照片 
污泥已乾固並覆
蓋大量營建土石 



 

平台建立及整合之實益 
證據保存與蒐集之完整結合 

各自為政之病灶 執法團隊作戰之實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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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端：十分證據 

行政稽查端：八分證據 

檢察官：六分證據 

法院端：五分證據 

證據
蒐集 

證據
解讀 

證據
合致 

精緻偵
查＋損
害控管 



環境正義：為未來後代幸福指數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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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與環境犯罪 

結語：期待黎明昇起—法制與法治的真正融合 

一、法治意義的重新思考：從一則電影談起 

 行動者班恩：我們從腐敗之人手中接收高譚市，從富人手中、那些歷代的壓迫者，他們用人人有
出頭天的神話壓迫你我們把高譚市…還諸於民，高譚市是你們的，不會有人干預，大家想幹嘛
就幹嘛。首先要攻陷監獄，釋放受害者…願意加入大軍的人，向前加入我們的行列，有錢人將
被我們從豪宅中揪出，並堆入冰冷世界中讓他們自生自滅，我們會召開法庭，財富大家均分
享用，街頭將會淌血，警察（執法者、立法者）學會正義的真諦後…將可倖存，這個偉大的城
市，會得以延續，高譚市會重生。 

 布雷克警員：很多人過去八年被關在黑門監獄，因謊言催生的丹特法案不得假釋。 

 高潭市警察局戈登局長:高潭市需要英雄。 

 布雷克警員：現在比以前更需要了，你背叛了過去所代表的一切！ 

 高潭市警察局戈登局長:那樣做是情非得已，當體制讓你失望，當遊戲規則不在有用，當法規是好人
的枷鎖，卻縱放壞人。有天，你或許會面臨…這樣的危機，那時我希望你有和我一樣的好友，
願意承擔罪名，好讓你全身而退。 

二、人權系譜的重新調整： 從電影「私法制裁」、「失控正義」、「下流正義」 、「亡命殺
鎮」、「重案對決」，對司法天秤結構逐漸傾斜均有著不同角度的反思，只不過分別是從警
察、律師、被害人等不同角度來嘲諷或顯現正義在當代的實踐逐漸顯得沉重與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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