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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環境或生態平衡的竊佔罪及其他
破壞環境保護等犯罪類型
「廢棄物清理法」

「水污染防治法」

「海洋污染防治法」

「水利法」

「漁業法」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森林法」

「野生動物保育法」

「環境用藥管理法」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水土保持法」

「區域計畫法」

「環境影響評估法」

「刑法」第190條、190條之 1



一、水污染防治法案例



桃園福隆硬鉻工廠排出強酸性廢水 - 102年8月
26日自由時報電子報

楊梅幼獅工業區福隆硬鉻工業公司貯槽管線破
裂，排出強酸性廢水，既未向縣府環保局通報，
且未做好緊急應變處理，污染社子溪，遭縣府
環保局稽查人員假日巡查發現，除依違反水污
染防治法告發，至少裁處24萬元，並限期三天
內修復管線設備。楊梅幼獅工業區旁社子溪，
過去常因惡質廠商於假日或夜間偷排廢水，污
染環境，而被縣府環保局列為重點稽查區域，
24日雖是週末假日，環保局稽查人員仍前往巡
查。環保局稽查人員在楊梅幼獅工業區週邊巡
查時發現，高青路28巷底的涵管排出金黃色不
明廢水，立即往上游追查，確認廢水係從福隆
硬鉻工業公司雨水放流口排出，採樣檢測pH值
2.2，屬強酸性廢水，隨即進廠稽查。稽查人員
會同廠方人員在廠內稽查發現，製程區內鉻酸
原料貯槽管線破裂，鉻酸直接洩漏地面，流入
雨水溝，再排出廠外。



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前水污染防治法

• 第三十六條

事業無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且其排放廢水所
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者，處負責人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
以下罰金。

前項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台中地檢署96年間某案例

• 被告000等6人，在臺中縣00鄉00路00號由000擔任負責
人所經營之「XX五金企業社」電鍍廠，從事五金零件
鍍鎳作業，均明知事業無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
文件，且所排放廢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不得超過放
流水標準，竟未依規定申請取得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
放許可文件，自民國94年5月間起，接續排放含有害健
康物質「總鉻」及「鎳」之廢水於地面水體，其檢測
值各為8.56mg/L、49.2mg /L，逾放流水標準之2.0mg/L、
1.0mg/ L。嗣於96年10月XX日上午11時許，經臺中縣環
境保護局派員會同警方至現場稽查，始知上情。因認
被告等均涉有水污染防制法第36條第1項、刑法第190條
之1第1項等罪嫌。



不起訴處分之理由

• 縱令上開工廠排放之含「總鉻」及「鎳」之廢水已逾
法定標準值，惟此亦僅能認定對於國民健康造成抽象
之潛在危險，尚無充分事證足認已發生何等具體之危
險可言，核與刑法第190條之1第1項之「致生公共危險」
之要件亦有所不符，自難遽以上開罪名相繩。此外，
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等有何犯行，揆諸前揭
法條及判例意旨，當認渠等之罪嫌均尚有不足。



起訴後判決無罪案件
高雄地檢署日月光排放污水案

• 日月光污水處理操作不當，鹽酸逸流，於是以投放較
平日多一倍之大量液鹼方式，中和處理池之酸鹼值。

• 二審合議庭無罪理由：

1. 日月光K7廠排放之廢污水非屬事業廢棄物之範疇，不
適用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十多年來一致之函釋見解，與水污染防治法之規範目
的及本院之認定無違背，自得採為本案之參考依據；

2. 又水污染防治法於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前，對於本件
之「事業已取得許可文件卻排放含有害健康物質之廢
（污) 水」行為，未為相關罰責規定，應屬水污染防
治法立法之疏漏，其後已透過修法方式，於該法第36 
條第1項加以規範，故於案發當時亦無該法可加以處
罰。



3.廢棄物清理法第46 條第1 款所謂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
物，係指應依法令規定方式為之而未為，並因有害事業廢
棄物係屬具有毒害之物質，若以拋棄之意思而任意棄置，
而無積極予以後續處理之意圖或計畫者，對於環境衛生及
國民身體健康將發生嚴重之危害。日月光公司K7 廠於102 

年10 月1 日10時許發現本件鹽酸溢流事件後而廢水之pH 

值亦逐漸獲得改善，於持續處理後於當日20時許已符合放
流標準，處理過程雖有應變處理能力不足、處置方式或許
有改進之處，惟應非任意棄置、惡意排放廢水，而與廢棄
物清理法第46 條第1 款之構成要件不符，故不成立該罪，
原判決論處該罪，尚有違誤。



4.本件鹽酸溢流事件發生前10 年內，高雄市環境保護局對
日月光公司K7 廠之稽查，並無排放廢水所含銅、鎳含量
或PH 值逾排放標準或因此遭高雄市環境保護局裁罰、行
政處分情事；且德民橋上游另有2 、3 家電鍍酸洗工廠，
同樣有排放含有銅、鎳成分廢水之情形，德民橋下底泥重
金屬含量、編號103-1魚塭之魚體鎳含量0.03mg/kg，均係一
段時間累積而成，無從即認係因日月光公司K7 廠長時間
或本件鹽酸溢流事件所造成；

5.又檢察官所提底泥及魚體採樣數量僅為單一，並無其他
先後時間、同處、同魚塭採樣檢測結果可供對照勾稽，更
未能涵括後勁溪其他流域範圍，本件鹽酸溢流事件，是否
已具體達到危及環境生態之現實化程度，而有發生侵害結
果之可能性（危險結果），並無從由卷證資料獲得證明，
因而不符刑法第190 條之1 之構成要件，無該條之適用。



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103年間關於某電鍍公司
排放電鍍廢水案件（係針對水污染防治法修法前行

為）
• 000自民國99年9月00日起擔任設在彰化縣00鎮00路「00有限
公司」負責人，而申請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事業
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別代碼為〔0113〕金屬表面處理業，負責
監督策劃00公司之事業活動，並負責有關廢水排放之操作。
00公司係從事金屬表面處理之電鍍業者。

• 自99年9月至103年4月間，未依前開所述廢水種類及方法處
理，逕排放入溝渠內，則此等含有強酸、強鹼或其他有害健
康之物（如銅、鎳、總鉻、6價鉻、鋅及鎘等重金屬、氰化
物）之電鍍原廢水，進入地表水體後，嚴重破壞環境生態，
進而污染土壤、河川或其他農漁業生產水源，使受污染之河
川底泥之重金屬含量超過底泥品質指標，致生公共危險。



「水污染防治法」104年2月4日修正
後
1. 「強化風險預防管理」，特定事業應揭露廢（污）水

可能含有之污染物及其濃度與排放量；

2. 「強化刑責及罰則」，增訂或修正處分條文、加重刑
責及罰則，如：廢水超標、任意繞流排放等違法行為，
提高罰鍰上限至2,000萬元；若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
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3. 「追繳不法利得」，增訂不法利得追繳之規定；

4. 「鼓勵檢舉不法」，增訂條文鼓勵內部員工檢舉不法
及檢舉獎勵金之規定；

5. 「資訊公開」，針對情節重大勒令停工之事業，於復
工審查時，應主動公開其所提出之水污染防治措施相
關資訊等規定。



本法專用名詞定義

一、事業：指公司、工廠、礦場、廢水代處理業、畜牧業
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

二、廢水：指事業於製造、操作、自然資源開發過程中或
作業環境所產生含有污染物之水。

三、污水：指事業以外所產生含有污染物之水。



（一般處罰）

事業注入地下水體、排放於土壤或地面水體之廢（污）水所含
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本法所定各該管制標準者，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
金。
（原條文：事業無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且其排放廢水所含之有害健
康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者。）

（加重處罰）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無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

二、違反第十八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繞流排放）

三、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廢（污）水不得注入於地下水體或排放於土
壤。）

第一項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員犯第三十四條至本條第二項之罪者，加
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36條



第 37 條
加重結果犯

犯第三十四條、前條之罪或排放廢（污）水超過放流水標準，因而致

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致危害人體健康導致疾病或嚴重污染環境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起訴案例

• 00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負責人000 ，在臺中00區00路00

巷00弄0號設置廠房，從事金屬表面處理電鍍作業。明
知事業排放廢水於地面水體者，應符合放流水標準，
且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
文件，「00公司」雖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廢水排放許可
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亦不得將加工過程中所產生
之含有害人體健康物質之工業廢水，任意排放溝中之
地面水體，污染環境。詎000自不詳時間起，在上址廠
房內，逕將含有害人體健康物質之懸浮固體、總鉻、
六價鉻、鎳等重金屬物質之事業廢水，任意排放入周
界外雨水溝，污染環境



• 嗣為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稽查人員，於104年0月00日
前往上揭地點，抽驗水質並進行檢測後，發現其排放
之事業廢水所含懸浮固體、總鉻、六價鉻、鎳等重金
屬物質之檢測值，分別為71.5mg/L、5.2mg/L、18.1mg/L、
168mg/L，均超過懸浮固體、總鉻、六價鉻、鎳之放流
水標準30mg/L、2mg/L、 0.5mg/L、1mg/L，而發覺上情。



• 000係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之罪嫌。

• 000係「00公司」之負責人，因執行業務涉犯同
法第36條第1項之罪，是「00公司」依水污染防
治法第39條之規定，亦應科以第36條第1項10倍
以下之罰金。



二、廢棄物清理法案例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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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

，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

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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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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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依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
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

• A明知未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一般及有害
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不得從事廢棄物之清除、
處理，為貪圖利益，竟基於違法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 之
犯意，於104年0月0日某時，至00市00里區某處，受真實姓
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委託，駕駛車牌號碼000─X0號營業
貨運曳引車暨車牌號碼00─00號營業半拖車，以1車新臺幣
9500元之代價，載運裝有塑膠、紙類、布料、石塊等一般事
業廢棄物共約23噸在前開營業半拖車後，於104年0月80日00

時00分許，駕駛前開曳引車暨半拖車至00市00區00路900號附
近，正欲將前開一般事業廢棄物傾倒在00市00區00段000-2地
號土地之際，旋由0000公司員工000發覺，向警方報案，並
經警方通報臺中市政府環保局到場稽查，而循線查獲上情。



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
物。

• B為00通運股份有限公司之經營者及實際負責人，明知
未領有環保主管機關核發之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許可文件，不得從事廢棄物之貯存、清除及處理，竟
自民國102 年起，基於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意，於其
所承租、位於臺中市00區00街000號旁之臺中市00區00

段、000等地號建地上，堆置高達2000至3000立方公尺
之營建混合物（主要內容物為磚、水泥塊、塑膠、木
頭、土方等混合物），而未經許可從事廢棄物之貯存。



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回填廢棄物。

• 000係000有限公司之場區負責人，明知未經主管機關許
可，不得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竟自民國100年
4月間某日起，將其向不知情之000借用坐落臺中市烏
日區000段第000地號土地，提供作為000有限公司堆置、
回填廢鑄砂、廢爐渣、集塵灰等事業廢棄物使用



常見經起訴之「廢棄物」種類

• 僱請000至「0先生」所指定之地點載運清除整建房屋所生之廢木
板、塑膠板、廢棄馬桶、馬桶蓋等一般事業廢棄物，及廢棄磁磚、
磚頭等營建混合廢棄物，

• 處理後之廢酸洗液-俗稱氯化亞鐵溶液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委託未
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執照及資格之000處理

• A承包臺中市西區民權路某住宅拆除裝潢工程，並代為清除拆除
後所產生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嗣於同年4月7日、8日，以前開自小
貨車載運承包房屋拆除裝潢所產生之一般事業廢棄物約400公斤

• 木板、石膏板等一般事業廢棄物合計約16公噸

• A負責駕駛貨車抽取客戶之廢機油，於離職後，竟於未取得廢棄物
清除許可文件即對外收購廢機油。



• 前往臺中市00區00橋下之旱溪河床，撿拾、收集屬一般事業廢棄
物之廢棄電纜線；隨即載往臺中市00區000號往山上1公里處空地
放置，並在無任何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下，於同日下午 3時30分許，
竟在上開空地，引火點燃該等燃燒易生有害於人體健康物質之廢
電纜線，欲取出其中之銅線加以變賣，而從事廢棄物之清除及處
理。

• 明知應依廢棄物清理法所定方式貯存、清除、處理上開事業廢棄
物，以免污染環境，並應注意不得任意棄置上開對環境有害之有
害事業廢棄物，因循合法管道處理銅污泥所費不貲，竟為節省上
開廢棄物之清運成本以提高公司獲利，即基於未依廢棄物清理法
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

• 00公司乃從事金屬製品製造業，主要之產品為鋼珠，製程中會產
生無機性污泥（廢棄物代碼D-0902），係屬一般事業廢棄物；



• 將不明人士於同年月1日前某日在臺中市00區000段198地號、204地
號土地傾倒含有塑膠、玻璃、垃圾屬建築混合物之營建事業廢棄
物，回填至不知情之地主000 之土地

• 00公司乃從事基本化學原料製造，主要之產品為氧化鋅、碳酸鋅、
硫酸鋅，製程中會產生含有超標重金屬「黑色濾餅」及「紅色濾
餅」（屬於有害事業廢棄物），000竟為節省成本以賺取暴利，以
每車新臺幣（下同）6000元至7500元不等之代價，委託未領有廢
棄物清除許可之非法清運業者000清除

• 自民國93、94年間起迄至 101年6月30日遭查獲止，以該址之倉庫、
廣場，作為廢棄電線堆置、處理場所，而將向舊貨商所收購之廢
電線，以電線剝皮機、電線剪裁機除去電線外皮後，取出其中之
銅線加以變賣，而從事廢棄物之清除及處理



• 由A指示B等3人，在臺中市00路000號工地內，以機器打碎磁磚、
水泥等石膏板、風管等物品，並以自用小貨車、裝載前開碎屑、
石塊、家庭廢棄物等事業及一般廢棄物，由000駕駛，附載000等2

人隨車前往上開土地，並協助傾倒之方式，將前開廢棄物運載至
前開承租土地內傾倒，

• 00公司之紡織殘料分為液態紡織殘料（俗稱「羊毛水」、「羊毛
污泥」）及固態紡織殘料，前者必須以槽車載運，且必須有適當
之場地及儲存設備方能處理。A竟因貪圖暴利，自99年3月間起至
100年7月7日止，僱用不知情之司機，至00公司00廠載得液態紡織
殘料後，除約420公噸指示司機載往000生物科技事業有限公司作
為有機質肥料外，其餘3313公噸均指示司機將車輛駛停放在臺中
市00區00路00巷旁停車場，再由000趁四下無人之際，將液態紡織
殘料排入停車場旁之灌溉溝渠內，致污染環境。



三、森林法



樹瘤、角才、牛樟、樟芝











撞車逃命，徒留滿車贓物



藍紅郎君廂型車



簡報完畢 敬祝事業順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