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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流(論理法則) 
• 循著資料流、物質流、
金錢流的軌跡去查證
事實 

五到(經驗法則) 
• 以眼到、口到、手到、
腳到、心到去發現問
題及違法事證 

CPR(保全證據) 
Copy、Picture、

Record蒐集可能、可疑、
可用事證以綜合審酌 

工具(事半功倍) 
• 利用事前計畫、工作
作業底稿及相關科學
性機具器材 

如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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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流 

物質流 

資料流 

追溯資料流判斷現場操作是否確實 

計算物質流
認定操作是
否合理平衡 

比對金錢流
確認是否應
支出已支出 

• 定檢申報：現場操作 
• 電、藥、泥費用支出：支出憑證 
• 水、藥、泥：進、出、用、存項 

 

三流相互交錯且應 
因果合理關連 

三流流向軌跡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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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三流 

4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追溯資料流判斷現場操作是否確實 資料流 

• 工廠業者記載製程污染物產生量、處理污染物設備（施）的用電量、添加
藥劑量及清除處理廢棄物數量等現場操作紀錄，及定期彙整現場操作紀錄
向環保機關申報處理廢水、廢氣及清除處理廢棄物管制情形等資料。 

有憑有據，比對金錢流確認是否應支出已支出 金錢流 
• 操作處理污染物設備（施）的電費、購買添加藥劑費用及清除處理廢棄物費用等金
錢上支出的收據、憑證、帳冊 

質量平衡，計算物質流認定操作是否合理平衡 物質流 
•就污染物總量而言，就是製程產生污染物總量、處理污染物設備（施）所去除污染物的數量及排放、放
流進入溝渠、河川、大氣等環境中污染物的數量，去除污染物的數量及進入環境中污染物的數量二者總
和必須等於製程產生污染物總量，才符合質量平衡原理。 

•就處理污染物設備（施）所去除污染物的數量而言，因為所去除污染物的數量幾乎就是等於廢棄物數量，
所以工廠廢棄物數量扣除已清除處理數量，必須等於工廠內暫存廢棄物數量，才符合質量平衡原理。 



清理污泥支出費用憑證與

產出污泥量相符，產出污

泥量確實偏低。 

依實際生豬牛皮進貨量換

算應產生之廢水量，廢水

量未減，污泥量卻有短缺

現象，不符質量平衡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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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檢申報污泥量、清理污泥聯單量與水措及廢清書之污泥量比對，在相同廢水處理流

程、依實際廢水量與許可記載廢水量比例換算，產出污泥量有明顯偏低情形。 

三流交叉比對案例 

經駐廠一星期的深度查核，從業者製程使用原物料、用水量到處理廢水需要
購買的化學藥品量、用電量、累計廢水排放量等查核質量流、金錢流、資料
流，證明該廠廢水處理設施未維持正常操作而有廢水未符標準及污泥量偏低。 

雲林縣某皮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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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動腦： 
思考查核策略以發現
真實並獲取事業配合 

到處看： 
觀察可能可疑污染跡
象及不合理管線 
 

隨手翻： 
翻翻試試可能的加
蓋、文件及開關 

全廠走： 
沿廢水及污泥處理流
程、管線及周界勘查 

探口風： 
東問西問，儘量問
隨口問，探知真相 

審時度勢 威嚇要求 多管齊下 分頭合擊 

聲東擊西 循循善誘 分析利弊 

五到口訣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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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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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到就是在稽查現場到處看，觀察有
沒有未依照環保許可規定操作製程、
處理污染物及不合理、不明的管線、
開關、物品等相關可疑污染跡象。 

某皮革公司廢水處理廠雜亂無章的不明
管線，稽查人員巡查就以目視方式查獲
以地下水稀釋廢水的管線及控制廢水流
向的手動開關等未正常操作廢水處理設
施的跡證。 控制廢水流向的手動開關 

抽取地下水稀釋廢水的軟管 



口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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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到就是探口風，東問西問，儘量問、
隨口問，以極高的EQ耐心地與違法業
者周旋，突破業者心防，有時會問到
業者刻意隱瞞真相的破綻。 

某造紙工廠污泥量短報，稽查人員與業
者交談中突破業者心防，查獲刻意以圍
籬及綠籬隔離堆置污泥的隱蔽窪地。 

綠籬後的真相 



手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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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到就是隨手翻，翻翻試試可能的加
蓋、開關及文件。 

稽查人員巡查某電鍍工廠廠區周界外
發現附近大排流出淡藍綠色電鍍廢水，
懷疑該廠將廢水由未經環保許可的廢
水放流口排放，以規避稽查。 

研判可能繞流管線的走向，循著走向
在廠房內搬開儲藏櫃後果然查獲以儲
藏櫃遮蔽掩護的繞流管線，業者當場
啞口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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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到案例 



腳到案例 
腳到就是現場走透透，沿著
工廠內製程及處理污染物的
設備（施）流程、管線及工
廠周界附近勘查有無相關可
疑違規或污染跡證，通常與
眼到相輔相成、手腳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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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電鍍廠於同日前後二次檢
測放流廢水電導度差值約10
倍，疑有以清水稀釋放流廢
水行為，經再度進場查核，
沿著廢水放流口周邊區域一
路勘查，於放流口附近鐵皮
屋搭建之儀控室查獲不明管
線、閥門及馬達，爰將閥門
打開，此時放流口有水流出，
經檢測電導度為383μs/㎝
近似地下水質，明顯稀釋放
流廢水，欺騙環保督察稽查
人員、環境檢驗測定機構採
樣檢驗。 



心到案例 
心到就是動動腦，事前依據蒐集稽查
對象的基本資料、違法（規）紀錄及
情節輕重等資料思考稽查策略，同時
依據稽查現場情況臨場應變，好比掌
握到違法（規）跡證，依據證據要求
工廠業者誠實全盤托出，如掌握到可
疑違法（規）跡象，則對工廠業者進
行道德勸說，曉以知錯能改、及時善
盡企業主對環境保護的責任，擴大稽
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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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電鍍廠放流廢水經稽查檢測導
電度近似地下水，爰於後續再度
進廠稽查時同時採測沉澱槽、放
流槽及放流口廢水之導電度，檢
測結果沉澱槽廢水導電度為放流
槽及放流口廢水的5倍，當下掌
握稀釋廢水行為證據，稽查人員
要求業者說明及確認現場操作條
件後要求實際操作廢水處理設施，
業者終於俯首承認稀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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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cture：攝 
影記錄可以將稽 
查現場事實記錄 

下來，相片是法庭 
上重要證據，儘可拍 
攝有利相片。 

Picture：相片 
儘量多，從各個不 
同角度拍攝有目的及 
品質好的相片，讓相片 
說故事及幫助不在現場的 
           人瞭解事實真相。 

Copy：複製
影印任何可佐
證未正常操作
處理污染物等
違規跡證及計
算不法利益所
得資料。 

Record：現場 
稽查經過、查 
核事項、違規 
情形及可疑跡 
證均須記載於 
稽查督察紀錄 
。 Sign & File ： 

事業所提供資料均 
須請負責人員簽名切結 

及所提供項目明細、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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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保全(C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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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助工具：利用事前計畫、工作作業底稿及相
關科學性機具器材，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機具器材：
自動輔助，
科學分析 

工作底稿：
分析問題，
立即紀錄 

事前計畫：
動腦會議，
預先推演 

-輔助工具協助執行C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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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犯罪稽查案例- 某乙級處理機構不實申報及非法棄置案 

再利用登記核准日期：核可再利用量 6,500公噸/月 

乙級廢棄物清理許可期限：核可清理量4,470公噸/月 

產業類別：水泥製品製造業  

主要產品 

D類廢棄物 
有機污泥、無機污泥 
污泥混合物、金屬冶煉爐渣 
非有害集塵灰 

R類廢棄物 
廢鑄砂、廢玻璃 
煤灰（飛灰及底灰） 

環保水泥磚（無國家標準認證） 
控制性低強度抗壓材料（無國家 
標準認證） 

水泥磚瓦（無國家標準認證） 
其他水泥製品原料（消波塊等 
符合CNS1240混凝土粒料）、
級配料等（符合CNS2466圬工
灌漿粒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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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查核 三流查核 

行前查核 

現場設施 
查核 

IWMS勾稽收受廢棄
物及產品產出量 

比對收受廢棄物、
產品銷售量記錄
與申報量，查核
產品流向。 

產出少量環保水泥磚、
疑似未符產品規範消波
塊及堆置已一段時日之
H型消波塊 

環警隊監控2個半月 

查核產品 
流向 

僅1家業者提供部分
產品購買發票及銷售
流向與用途 

比對產品銷售量、庫存量
與產品申報量，短差約

35,391公噸（消波塊、環
保水泥磚、低強度材料），
顯有申報不實。 

查核產品銷售對象 
7家業者 

現場設施 
查核 

消波塊、H型消波塊數量不變，無
水泥磚瓦、消波塊、低強度材料
作業跡證，收受廢棄物未依許可
處理再利用產製成水泥磚瓦、消
波塊等產品 

環保犯罪稽查案例- 某乙級處理機構不實申報及非法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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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犯罪稽查案例- 某乙級處理機構不實申報及非法棄置 
堆置舊H型消波塊約297公噸 
 

3個月後 

3個月後 

舊H型消波塊數量不變並長青苔 
 

堆置自稱消波塊約250公噸，惟
無法提供符合產品規範之證明。 
 
 

消波塊約數量不變，仍無法提供
符合產品規範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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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4於雲林縣莿桐鄉湖子內段391地號農地查獲違法傾倒、回填廢棄物案，經追查
廢棄物係來自富仕得公司，涉案人均已函送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 

陸續於雲林縣查獲3處農地、國有地遭違法傾倒、回填廢棄物，經追查污
染行為人、清運業者及仲介人，廢棄物來源均指向該乙級處理機構。 

環保犯罪稽查案例- 某乙級處理機構不實申報及非法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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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集棄置場址廢棄物樣品進行有機定性分析及污染土壤樣品進行全量分析，
以科學證據建立關聯性。 

廢棄物樣品有機定性分析結果，
半定量值以鄰-羥基聯苯﹙o-
hydroxybiphenyl﹚占主要成
分，用途為塗料、抗氧劑及聚
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加工
時添加物。 

鄰-羥基聯苯出現於環己酮化學製造
程序（催化脫氫後），以
IWR﹠MS勾稽近１年半該乙級處
理機構收受處理有機污泥最大宗為
南部某化工公司林園廠973.71公噸
污泥，經查核該廠事業廢棄物清理
計畫書有產出鄰-羥基聯苯的 環己
酮製造程序。 

土壤樣品檢測結果，鋅、鉻、鎳、
銅占主要成分，並超過「土壤污
染管制標準」及「土壤污染監測
基準」。 

以IWR﹠MS勾稽近１年半該乙級
處理機構收受處理無機污泥最大
宗為南部某開發公司學甲廠
5,557.42公噸污泥，經查核該公
司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金屬表面
處理酸洗程序會產生含銅、鋅、
六價鉻、總鉻、鎳等酸洗廢水。 

環保犯罪稽查案例- 某乙級處理機構不實申報及非法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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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101.12.18指揮法務部調查站、中部打擊犯罪中心、內政
部警政署環保警察隊及協調本總隊中區大隊，針對富仕得公
司及位於雲林縣、彰化縣3處違法棄置場址，同步展開擴大
搜索、蒐證、開挖及採樣等偵查任務。 
 

結合檢警環力量 
地方法院檢察署依據本署移送相關違法事證擴大偵辦，指揮法務部調查
站、環保警察隊等及會同中區環境督察大隊，對該乙級處理機構進行搜
索，及開挖廢棄物非法棄置場址進行採樣檢測等擴大偵查蒐證任務。 

環保犯罪稽查案例- 某乙級處理機構不實申報及非法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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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不具處理能力事證 
於該乙級廢棄物處理機構進行消波塊「產品」鑽心取樣共三試體，及檢測抗壓強度
試驗，檢測結果，其抗壓強度測試值分別為17kgf/cm2、0kgf/cm2及5kgf/cm2，
未達准該處理許可之抗壓強度應大於90kgf/cm2規範。 

環保犯罪稽查案例- 某乙級處理機構不實申報及非法棄置 



廠區配置圖 放流口 

環保犯罪稽查案例- 某電鍍業排放有害健康物質刑罰案 



放流口 

10:40 
EC:1733

us/cm 

10:43 
EC:2780 

us/cm 

最終沉澱槽 

放流槽 

10:40 
EC:13670 

us/cm 

10:40 
EC:2870 

us/cm 

研判有
稀釋廢
水行為 

環保犯罪稽查案例- 某電鍍業排放有害健康物質刑罰案 

魔鬼就藏在細節中－導電度差 



水肥車抽取廢水 抽取放流槽廢水 

追查放流槽內稀釋管線 

環保犯罪稽查案例- 某電鍍業排放有害健康物質刑罰案 

加入示蹤劑追查廢水流向 

查獲稀釋放流廢水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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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犯罪稽查案例- 某電鍍業排放有害健康物質刑罰案 

稀釋廢水行為－隱涵未正常操作 

稀釋管線斷管 

 斷管後採集放流廢水送驗結果，鎳超
過放流水標準 

 以水中離子分光光度計監控放流廢水
鎳超過放流水標準 

 後續監控採集放流廢水送驗結果，總
鉻、鎳超過放流水標準 

 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行政刑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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