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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犯罪之特性
與偵查實務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襄閱主任檢察官洪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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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猜看下面的人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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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猜看下面的人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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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之角色
法定職掌：

實施偵查、提起公訴、實行公訴、協助自訴、擔當

自訴及指揮刑事裁判之執行（法院組織法第60條）

檢察官得調度司法警察（法院組織法第76條）

目前現況：

偵查主體、預審法官、公訴人、執行官、公
益代表人`

司法警察：刑事訴訟法第229、230、231條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89條、海岸巡防法第10條、法務
部廉政署組織法第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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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三面向與法的三面向與
學習的三個基本態度學習的三個基本態度

 法規範

 證據法則

 救濟（訴訟）管道及程序

 民事訴訟(責任)

 刑事訴訟(責任)

 行政訴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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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不是專家獨享的

~~你不理財，財不理你

~~你不認識法律，它怎麼保護你

 如何認識法律

~~略述成文法（歐陸法系）

與判例法（英美法系）



如何查詢法規



如何查詢法規



如何查詢法規



如何查詢實務見解



如何查詢實務見解



如何查詢實務見解



如何查詢實務見解



如何查詢實務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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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保護無辜的人，

還是保護準備好的人
~~舉證責任所在，敗訴之所在

 如何作好證據保全

~~略談法律效力與訴訟風險

~~ex:支票與本票、存證信函



淺談證據法則
證據態樣：物證、書證、數位(電子)證據、

供述證據(被告自白、證人證詞、鑑定意見)

證據方法：被告、證人、鑑定、勘驗、文書 (只這5種)

先看證據能力（有無），再看證明力（高低）

法定證據方法 v.s 自由心證主義

證據排除

1. 非法取證之證據排除

2. 傳聞法則之證據排除

3. 其他證據排除

ex:應具結而未具結之證言及鑑定意見

（ 刑訴§158之3 v.s 民訴§334 ）

＝絕對排除 ＝若無異議則僅喪失責問權



現場跡證五大類型
暫時性(transient)跡證：稍縱即逝

~~潮濕痕、昆蟲、灰塵等，發揮性藥劑呢？

情況性(conditional)跡證：情形與犯罪過程相關

~~燈光開關情形等

型態性(pattern)跡證：詮釋重建

~~血跡斑、陳屍狀態、車禍散落物等

轉移性(transfer)跡證：接觸轉移

~~油漆轉移、血跡轉移、茅草屑轉移等

關連性(associative)跡證：關係串連

~~DNA、指紋、工具痕、各種序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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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法律 ≠ 好訴訟
~~懂得養生是避免生病
 如何選擇快速、簡便卻又

有效的訴訟救濟途徑

~~略談訴訟救濟途徑

~~以一個車禍案件為例



刑事案件偵審程序

起訴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檢
察
官
偵
查

緩起訴處分

職權不起訴

不起訴處分

簽結

法
院
審
理

管轄錯誤判決

不受理判決

免訴判決

無罪判決

附
條
件

服緩起訴義務勞務

支付緩起訴處分金

其他條件

有罪判決



保安處分與刑之執行

檢
察
官
刑
事
執
行

易科罰金易服勞役

易以訓誡 易服社會勞動

有保
罪安
或處
附分
判
決
確
定

保安處分
之執行

刑之
執行

緩刑

從刑

易刑

本刑

褫奪公權 沒收等

財產刑死刑 自由刑

附條件 假釋

監護處分 保護管束

強制治療強制工作

驅逐出境

禁戒處分 感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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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錄仍須載明申告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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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化劑---不僅刑責,還有判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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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樣判賠兩樣情 ---九牛v.s一毛

27



28

民事訴訟：
 訴訟及非訟事件--非必要，不以提起訴訟為唯一方式。

 督促程序即支付命令(民訴508)

保全程序即假扣押、假處分(民訴522、532)

 注意強制執行法§4執行名義規定：

一、確定之終局判決。

二、假扣押、假處分、假執行之裁判及其他依民事訴訟

法得為強制執行之裁判。

三、依民事訴訟法成立之和解或調解。

（鄉此與一般和解及鄉鎮市調解條例之調解不同)

Ｑ、一般和解與鄉鎮市調解效力有何不同？

四、依公證法規定得為強制執行之公證書。

五、抵押權人或質權人，為拍賣抵押物或質物之聲請，

經法院為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者。

六、其他依法律之規定，得為強制執行名義者

（如票據法123聲請本票強制執行裁定--非訟事件)



各種管道
•一般糾紛得聲請鄉鎮市調解委員會調解。

•勞資糾紛應向勞工局申訴、 申請勞資爭
議調解。

•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各縣市政府消保
官，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為方便您
消費申訴及諮詢亦建置1950全國消費者
服務專線。

• 就原住民保留地之糾紛應向各原鄉所設
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申請
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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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程序其他程序
公務員懲戒
懲戒與懲處不同，非依考績法而係公務員懲戒法，又
係撤職、休職、降級、減俸等，非記過、免職，並由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再審議。

國家賠償
由請求人與機關賠償協議，若協議不成，則向
普通法院提起國家賠償訴訟，並依民事訴訟程
序審理。

選舉訴訟
一般選舉無效、當選無效之訴係由普通法院民
事庭審理（二級二審）。公民投票訴訟才由行
政法院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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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訴訟
~~智慧財產法院、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

智慧財產法院管轄案件如下：法院組織法§3
1. 依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光碟管理條例、營業秘密法、積

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植物品種及種苗法或公平交易法所保護
之智慧財產權益所生之第一審及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

2. 因刑法第253條至第255條、第317條、第318條之罪或違反商標
法、著作權法、公平交易法第35條第1項關於第20條第1項及第
36條關於第19條第5款案件，不服地方法院依通常、簡式審判或
協商程序所為之第一審裁判而上訴或抗告之刑事案件。但少年刑
事案件，不在此限。

3. 因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光碟管理條例、積體電路電路布
局保護法、植物品種及種苗法或公平交易法涉及智慧財產權所生

之第一審行政訴訟事件及強制執行事件。
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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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 (民眾)訴訟：
非關自己本身權益原則不可訴訟，除非特別立法

ex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74條---公益團體敘明主管

機關疏於執行具體內容，仍不作為時，得對

該機關提起訴訟（行政）。

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消費者保護團體提起

賠償或不作為訴訟（民事）。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2、34、37條---財團或公

益社團法人之提起損害賠償訴訟（民事) 。

訴諸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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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日月潭船屋案
省思--五管即五不管



傳統船屋---補魚

35



現代船屋---休閒觀光?

36



船屋引發問題---火災

37

治安(毒品趴)公安(溺斃) 衛生(污水)



省思
歷史共業 犯意之釐清

五管則五不管：

南投縣政府、日月潭風景區管理處、經濟部水利
署（中區水資源局）、台電公司、區漁會

船屋是船還是屋 偽建與否之討論

(拆除之法律上依據何在?不拆則偵辦實益何在?)

犯罪偵查 v.s 行政檢查

行政監督 v.s 證據合致

南投地檢查緝環保犯罪會議 定期聯合稽查

清境專案之全面列管、三階段偵查、聯合實施
38



南投地院初判無罪

39



翻案成功---台中高分院均判有罪

40



執行成果

41

實際172艘，有證93艘，偵查被告59人，起訴僅8人

172

最大成效在拆除，原訂5階段共編585萬元(縣府、台電
等平分，嗣大部分自行拆除，強制拆除僅花90餘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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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犯罪特性
犯罪偵查與行政調查



環保犯罪

特性：瞬間性、不可回復性、結構性

範圍：濫倒、濫墾、濫採、濫伐、濫建等

水污染防制法、空氣污染防制法、廢棄物
清理法、水利法、森林法、水土保持法、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刑法竊盜、竊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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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死豬、雞之處罰

畜牧法第 38 條 處罰私宰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二、違反第二十
九條第一項規定，擅自於屠宰場外屠宰家畜或於屠宰場屠 宰未經依同條第二項
規定檢查之家畜。 三、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將未經屠宰衛生檢查或經
檢查為不合格 之家畜屠體或內臟供人食用或意圖供人食用而分切、加工、運輸
、貯 存或販賣。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
、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擅自於屠宰場外屠宰家禽或於屠宰場屠 宰未經
依同條第二項規定檢查之家禽。 二、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將未經屠宰
衛生檢查或經檢查為不合格 之家禽屠體或內臟供人食用或意圖供人食用而分切
、加工、運輸、貯 存或販賣。 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五款情形之一，致
危害人體健康而情節重大 或再犯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
元以下罰金。 有第二項情形，致危害人體健康而情節重大或再犯者，處一年以
下有期徒 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廢棄物清理法第 46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 元以下罰金： 一、
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46





販賣過期(非即期)食品之處罰

刑法第220、210偽造準私文書

• 商品條碼

• 有效日期

• 若係『原產國』呢？---刑法第255條第1項

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第44

條第1項第2款、第49條第2項

48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刑責

 第 15 條 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
工、調配、包裝、運 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
或公開陳列： 一、變質或腐敗。 二、未成熟而有害人體健康。
三、有毒或含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或異物。 四、染有病原性生
物，或經流行病學調查認定屬造成食品中毒之病因。 五、殘留
農藥或動物用藥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 六、受原子塵或放射能
污染，其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 七、攙偽或假冒。 八、逾有效
日期。 九、從未於國內供作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害人體健康。
十、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

• 第 49 條 有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七款、第十款行為者，處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八百萬元以下罰金。 有第
四十四條至前條行為，致危害人體健康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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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犯罪偵查
--善用志工 你是我的眼



犯罪偵查

三主軸

法律涵攝
（案件形塑到定性）

正當程序
（程序死守）

證據法則
（證據活化）

三層次

戰略--犯罪刑事政策
～台中： 查緝毒品中小盤

～南投縣長案－清查限制性招標

戰術--個案偵查計畫
～以過期食品、議員補助款為例

戰技--訊問、搜扣等技巧
～以何智輝貪污、吳乃仁背信案為例



犯罪偵查

三階段

情 資 蒐 報 大 事 記

關 係 圖
（案情概要） （偵查目標、步驟）

偵查行動 個 案 偵 查 計 畫

↓ 犯 罪 時 地 一 覽 表

偵結、公訴 證據清單



蒐報(信度+效度)情資

效度：（避免無效情資癱瘓偵查）
要具體、可能---人、事、時、地、物

具追查可能性---即具「個化」證據資料

具成案可能性---構成要件該當

信度：（避免道德危險及遭人利用）
切忌單線縱深、輾轉多手，要多線複核取證。

多線複核指具證據觀念，亦即就法定證據方法逐一檢
視，縱別無旁證（如其他指證），有無輔證（如通聯
紀錄、監視畫面）或彈劾證據，並作反求。

亦可作資料庫、落點分析、背景關連分析、行為模式
分析之比對反求。



要全面蒐報不偏聽
 被動受理檢舉情資與主動自行蒐報同等重要，若僅側重檢舉之被

動受理，司法恐有淪為他人利用工具之虞，主動埋雷佈建，有衡
平作用，並能發現真實，強化情資之可信性。

 地雷引爆時機當以證據及成罪可能性為斷，但有時為達衡平作用
，亦可思考提前引爆的可能。

 受理或引爆後，常以筆錄呈現，且此書面亦影響往後獎金之發放
否，是就受理流程及詢訊問要旨，宜有標準作業流程（S.O.P）
之規劃。

 主動蒐報雖有其必要性，但程序上應審慎，一來避免選擇性辦案
，介入政爭之譏，二來亦避免有遁入私領域之非法取證之虞，如
本應請票聲監，卻由線民或諮詢對象自行側錄，而此與檢舉人之
主動提供佐證資料，在法評價上本不相同，是有教育訓練之必要

 全面並非不分輕重緩急，若為求嚴謹，錯過時機，則過猶不及，
亦非妥適，是如何分流、提報、審查及彙整，亦應有標準作業流
程之規範。



志工通報系統啟用記者會



通報系統作業頁面



筆錄製作~~談情資保密與獎金請領
共同原則：
刑訴§93-1（法定障礙時間內不訊問）、§100-3（夜
間不訊問）、§43-1（不得自問自錄）及以問答方式
為之。

犯嫌部分：自白任意性原則
注意：§95（權利告知）、 §71（得強制拘提到案）、
§100-2之準用§100-1（全程錄音錄影）及律師在場。

證人部分：傳聞法則
注意：問明有無§180、§186得拒絕證言之情形，若
有，應告知得拒絕（但通常加註希望誠實回答問題），
得拒絕律師在場，雖無明文，最好全程錄音。

共同被告：兼具上開二者，注意身分轉換。
另如選舉賣票者、人口販賣被害人亦均兼具須
（如意在檢舉，無受領意思，即非收受，即應無犯嫌 ）

、



常見非法取證之態樣

非法拘捕

非法搜索

(疏)縱放人犯

陷害教唆

栽贓(誣告)

竊錄

(含偷拍、非法監聽)

洩密

(刑132處罰過失犯)

登載不實

非任意性詢問(含刑求)

58



竊錄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29：監察他人之通訊，而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罰：一、依法律規定而為者。二、電
信事業或郵政機關（構）人員基於提供公共電信或郵
政服務之目的，而依有關法令執行者三、監察者為通
訊之一方或已得通訊之一方事先同意，而非出於不法
目的者。

刑法§315-1：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
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
隱私部位者。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
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
位者。

是若係公開場合，或通話之一方，則應無非法竊錄問
題。但若非通話方時呢？又檢警交付監錄工具請秘證
執行可否？



釣魚辦案
循線查獲：犯罪行為已既遂，檢警依憑證據而
查獲，實務上，如兒少法§29之依網頁資料，
約出刊登訊息之人，又如刑法重利罪，雖僅罰
既遂，惟因預扣利息，罪即成立，檢警請借款
人以繳息為名，約出貸放重利之犯嫌。犯嫌該
當原所犯之罪。

合法誘捕：對原有犯意之人，單純提供機會之
行為，犯嫌該當原所犯之罪之未遂犯。

陷害教唆：檢警非法唆使原無犯罪之人犯罪，
犯嫌不成罪，檢警並犯所教唆之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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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司法警察權



勘驗、勘察、勘查、盤查、查訪

犯罪偵查

檢察官 勘驗（刑訴212、213）

司法警察 勘察（刑訴230、231）

行政檢查 勘查（常見:提供資料、進
入檢查、到場說明、採樣抽驗、定期封存等）

警察職務條例 盤查

警察職權行使法--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

～～淺談司法警察權～～

(2)+3443+3



淺談證據法則
證據態樣：物證、書證、數位(電子)證據、

供述證據(被告自白、證人證詞、鑑定意見)

證據方法：被告、證人、鑑定、勘驗、文書 (只這5種)

先看證據能力（有無），再看證明力（高低）

法定證據方法 v.s 自由心證主義

證據排除

1. 非法取證之證據排除

2. 傳聞法則之證據排除

3. 其他證據排除

ex:應具結而未具結之證言及鑑定意見

（ 刑訴§158之3 v.s 民訴§334 ）

＝絕對排除 ＝若無異議則僅喪失責問權



現場跡證五大類型
暫時性(transient)跡證：稍縱即逝

~~潮濕痕、昆蟲、灰塵等，發揮性藥劑呢？

情況性(conditional)跡證：情形與犯罪過程相關

~~燈光開關情形等

型態性(pattern)跡證：詮釋重建

~~血跡斑、陳屍狀態、車禍散落物等

轉移性(transfer)跡證：接觸轉移

~~油漆轉移、血跡轉移、茅草屑轉移等

關連性(associative)跡證：關係串連

~~DNA、指紋、工具痕、各種序號等



刑事鑑識規範

現場初步處理(18~21)--封鎖與保全

現場勘察(22~28、36~44)--現場5跡證

記錄(29~35)

~~照像、錄影、測繪、筆記、錄音~~

證物採取(45~66)

證物包裝、封緘、保管與送驗(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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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