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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 2月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 

       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 

     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貪腐 

     廉政檢舉專線：0800-286-586 

                

          

壹、 廉政案例 

某市立殯葬管理所臨時人員A君，明知墓地使用面積及使用年限均限

制規定，竟基於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犯意，自訂場外交易收賄標準，由

具有共同犯意聯絡之造墓工人B君，向喪家稱不需辦理申請即得使用公墓

墓地，並得興建較大之墓園，致喪家將賄款新臺幣（下同）6,000元由B

君轉交予A君收受，A君復向其他喪家佯稱墓地可建造較大面積，致喪家

陷於錯誤，依A君之要求，交付款項計15萬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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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以A君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之違背職務

收受賄賂罪、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提起公訴，嗣該所考績委

員會審議，核予A君申誡一次及調整職務之懲處。 

 

貳、 陽光法案 

有關機關同仁考績（成）之評定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4條所稱

之利益，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時應即自行迴避。 

第二案： 

  ○○管理處處長 A評核配偶考績案：A自 98年 4月至 100年 5月任

○○管理處處長，為本法第 2條所定之公職人員；B為其配偶，並擔任

○○管理處○○管理站技正兼主任，屬本法第 3條第 1款之關係人。A

於擔任處長期間，於 98年 12月及 99年 12月間，執行考核該處 12名各

級主管年終考績之職務時，知與列名其中之 B為配偶關係，得因其作為

而使關係人獲取利益而有利益衝突，應自行迴避，然 A未自行迴避並停

止執行該項職務，仍在 B之公務人員考績表上評打分數，使 B二年度均

獲得考列甲等之利益，違反本法第 6條及第 10條第 1項規定。 

 

  A雖於陳述書中表示，渠於 98年底評定主管人員考績之前，曾先詢

問過人事協辦政風之人事管理員是否可評定配偶考績而未獲正確回覆。

然 A已久任公務人員，對於迴避義務應有所悉，且法律經總統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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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民即有遵守之義務，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責任，行政罰法第 8

條定有明文，尚難認其違反本法已屬不能避免而可據為免責之理由。惟

審酌其係主動向政風機構陳報，可非難性較低，爰依行政罰法第 8條但

書及第 18條第 3項規定減輕處罰，並依行政罰法第 25 條規定，就 2次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併罰 70萬元。 

 

參、 消費者保護 

如何安全食用金針等脫水蔬菜，保障家人健康(食品藥物管理署)  

日期：103-01-23      

  農曆春節將至，民眾在選購金針、竹笙等脫水蔬菜產品時，應避免

選擇顏色太鮮豔或太雪白之產品；此外，這些產品經浸泡處理後可去除

大部份之二氧化硫殘留量，建議消費者在金針產品烹調前，最好先以清

水或溫水浸泡 30 分鐘以上 （如 45℃ 溫水中至少 20 分鐘，或在 25

℃ 冷水中至少 60 分鐘），取出沖洗後再下鍋，可溶出七、八成的二氧

化硫；若烹調時，開蓋煮沸約 3 分鐘，使二氧化硫揮發，即可去除 90% 

以上二氧化硫殘留量。 

  於選購年節產品時，除了到信譽良好的商店購買外，不要以外觀漂

亮為判定標準，儘量選擇接近食物原色及包裝之產品，購買新鮮食材，

避免過多加工食品，並注意包裝食品是否完整標示 （品名、內容物名稱、

食品添加物名稱、製造廠商名稱、地址及電話、有效日期等）。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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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注意販售場所環境是否清潔、衛生，產品販售時有無依標示適當冷

凍或冷藏等。並善用眼、耳、鼻、口檢查，如注意顏色是否過於鮮豔、

注意食品是否濕黏、注意是否有刺鼻味或霉味、注意脆度、是否已濕軟

等。 

 

肆、 公務機密維護類 

國內有多起洩漏營業秘密的案件，造成高科技產業的損失，營業秘密法修法時，將

增訂刑責，並加重域外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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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服務於新心科技有限公司及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伍、 安全維護類 

國土保育與破壞環境保護案件，係法務部持續辦理的重點業務，並要求各地檢署對

此類案件從速、從嚴偵辦，以懲效尤。  

淺述法務部辦理環境保護與國土保育之作為  

◎陳炎輝 

壹、從看見臺灣深化國土保育理念 

  民國 102年 11月 23日第 50屆金馬獎頒獎典禮，於臺北市國父紀念館舉行。

金馬獎是我國於 51年間創立，為全世界第一個華語電影獎項，評選範圍涵蓋世界

各地的華語及華人電影，為華語影壇歷史最悠久的電影獎項，獎勵了無數優秀的華

語影片及電影工作者。本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係由「看見臺灣」這部影片獲獎。

本紀錄片是由導演侯孝賢監製，空拍攝影師齊柏林所導演攝影，並由導演吳念真為

該影片旁白；透過飛行在高空的專業攝影設備，從高山、丘陵、海洋，以及沿岸、

湖泊、河流、森林、稻田、魚塭、城市等景觀，讓我們看見臺灣是如此美麗，讓國

人以未曾有的高度和角度，體會這片土地的美麗與傷痕。  

  我國的經濟結構在民國 50年間逐漸發生變化，慢慢轉向以農業培養工業。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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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閔先生於 61年間接任臺灣省主席之後，為擴大外銷而鼓勵家庭代工，積極倡導

「客廳即工廠」運動，中小企業隨之蓬勃發展，使得我國經濟快速成長與繁榮。嗣

後雖歷經兩次石油危機，但從 59年至 79年期間，我國經濟起飛高速成長，除朝向

高科技工業發展，並成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加速產業升級，以優厚條件吸引廠

商投資及頂尖人才進入，研發生產電子資訊器材、尖端精密設備、奈米高端科技、

生物科技工程等產業，讓我國與韓國、香港、新加坡並譽為「亞洲四小龍」。 

   我國經濟成長雖是有目共睹，但也存在不少隱憂，例如往昔缺乏環境保護概

念，製造大量的污染物與事業廢棄物，無形中破壞自然生態環境，超出大自然本身

的淨化能力；此外，人為不當地開發山坡地及邊坡地，未落實做好水土保持，導致

一下大雨就發生土石流、山崩落石等災情，造成民眾生命危害與財產損失。簡言之，

臺灣國土環境的敏感與脆弱程度，已隨經濟發展與都市開發而日益加劇；然而，追

求「經濟發展」亦須重視「國土保育」，方能確保國家的永續發展。所謂永續發展，

依據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之定義，是指「發展並滿足當代的需求，同時不損及後

代滿足其本身需求的能力」，亦即永續發展是建構在「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及社會

公義」三個基礎之上。至於永續發展的範圍十分廣泛，舉凡土地資源、水資源、石

油能源、農業資材、海洋資源、環境保護、健康風險、教育訓練、社會福祉、城鄉

發展、經濟發展、科技研發、國際合作等，皆是國家「永續發展」之範疇。 

   98年８月８日莫拉克颱風侵襲臺灣，接連三天在中南部降下超過 2,800公釐

雨量，造成高屏地區嚴重災情，全國上下旋即投入受災地區，進行緊急搶救、搶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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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修，與救援、救助等工作；從這次慘痛的國土破碎經驗，讓國人體認到國土保育

的重要性。這部「看見臺灣」影片全臺首映會，於 102年 10月 23日在高雄巨蛋舉

行後，旋即於 30日在臺北市中正紀念堂舉辦露天首映會，總統夫人周美青女士並

到場支持；行政院江院長亦於 11月 13日，邀請青年學生、導演齊柏林及記者等多

人，一同觀賞此一臺灣首部的空拍紀錄片，江院長對於影片中破壞國土、污染環境

等不法行為感觸良多。行政院旋即於 11月 29日召開「國土保育專案小組」（下稱

專案小組）會議，積極研擬各項具體短、中、長期行動方案，江院長並宣示：國土

保育已是刻不容緩的工作，政府必須硬起來，以鐵腕、霹靂的手段，強制執行各項

國土保育政策。  

貳、淺述違反環境保護之刑事責任  

  經濟發展與國土保育之目的，均在改善國人生活品質，並提升國民整體福祉；

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第２項即明定：「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

態保護兼籌並顧。」由於國土保育必會涉及環境保護議題，因此世界各國於 1992

年６月間在巴西里約舉行全球高峰會議時，各國領袖即達成多項重要決議，並為各

國勾勒出追求永續發展，以具體行動拯救地球之藍圖。我國身為地球村的一分子，

自應妥善規劃以提升國家競爭力，達到國土資源永續利用之目標。有關國土保育議

題，專案小組已列出：盜採砂（土）石、超抽地下水引起地層下陷、破壞邊坡地質

穩定及生態發展、山坡地超限利用、河川污染、二氧化碳排放與非法排倒廢水，以

及住宅社區緊鄰危險坡地等 16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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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升環境品質，增進國民健康與福祉，維護環境資源，追求永續發展，以推

動環境保護，我國於 91年 12月 11日公布施行《環境基本法》，該法第３條並明

定：「基於國家長期利益，經濟、科技及社會發展均應兼顧環境保護。但經濟、科

技及社會發展對環境有嚴重不良影響或有危害之虞者，應環境保護優先。」如同前

述，行政院專案小組已列出當前國土保育問題，該等問題牽涉環境管理、環境保護

及公害防制等法規。以環境管理而言，涉及《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山

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水利法》、《水土保持法》、《森林法》、《礦業法》及

《環境影響評估法》等規範；就環境保護而言，涉及《野生動物保護法》與《文化

資產保存法》；至於公害防制法規部分，如《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治法》、

《廢棄物清理法》、《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等。 

   據中央社 102年 12月 10日報導，國內某最大半導體封裝廠，因大量排放污

染物且廢水中含有有害健康物質，嚴重影響附近水體品質，並有危害公眾健康之

虞，經主管機關依《水污染防治法》第 40條，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60萬元。

對於此類流放毒物之犯行，我國刑法第 190條之１定有公害之帝王條款規範：凡投

棄、放流、排出或放逸毒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而污染空氣、土壤、河川或其他

水體，致生公共危險者，依本條第１項規定處５年以下有期徒刑；廠商、事業場所

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員，因事業活動而犯前述之罪者，處７年以下有期徒刑；若因

而致人於死時，依第３項規定，處無期徒刑或７年以上有期徒刑；若致人重傷者，

處３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若因過失而犯第１項之罪，處６月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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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役或 5,000元以下罰金。 

   由於人文社會環境變遷，對於土地、農地、林地或山坡地之利用，部分民眾

過於重視經濟利益，以致過度開發或不當運用，甚至任意棄置或掩埋回填有害事業

廢棄物，造成生態環境無法回復之危害。以未經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為

例，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規定，可處１年以上５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300萬元以下罰金。亦曾有民眾在公有林區或私人山坡地，未經同意而擅自墾殖或

占用，該等未經同意而濫墾之行為，若導致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

設施時，依《水土保持法》第 32條規定，可處６月以上５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 60萬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時，處５年以上 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00萬元以下罰金；若導致重傷者，處３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80萬

元以下罰金。 

   102年 12月 10日，彰化地區爆發不肖電鍍業者涉嫌放流毒物及有害健康之

物，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依刑法第 190條之１立案偵辦。此類公害事件，依

《水污染防治法》第 27條規定，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污）水，有嚴重

危害人體健康、農漁業生產或飲用水水源之虞時，負責人應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

施，並於３小時內通知當地主管機關；主管機關除命其採取必要防治措施外，情節

嚴重者，並得命其停業或部分或全部停工。若未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或未遵行

主管機關之命令，因而致人於死時，依同法第 34條規定，可處無期徒刑或７年以

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50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３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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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得併科 300萬元以下罰金；危害人體健康導致疾病者，處５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200萬元以下罰金。  

參、法務部辦理國土保育具體作為  

  國土保育工作需要中央與地方共同攜手合作，行政院專案小組已針對前述 16

項問題，擬妥行動解決方案，包括建立潛勢觀察名單，敦促地方政府依法執行，要

求業者限期改善。倘若業者仍不改善者，則予公布違規業者名單，或將業者移送司

法機關偵辦，甚至由中央代為強制執行或強制拆除。為進行目標管理，行政院專案

小組並成立「土石管理」、「海岸及山坡地管理」、「環境品質管理」及「敏感地

區開發管理」四個工作小組，分別由經濟部、內政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環境保

護署負責；另為加強執法以取締不法，特成立「加強執法」分組，交由法務部及內

政部共同負責。  

  對於破壞環境保護與國土保育之行為，法務部及檢調機關向來都列為重點業

務，從不曾懈怠；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地檢署）偵辦案件涵蓋：破壞國土、傾倒

廢土、盜採砂石、濫伐、濫墾、濫種、濫葬及濫建等類型。為精進偵辦國土破壞案

件技巧，臺南地檢署已聯合環保機關發起「臺南地區環境犯罪防制結盟機制」，高

雄地檢署更成立「環保犯罪查緝中心」。此外，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並訂定「檢察

機關查緝河川盜（濫）採砂石執行方案」、「檢察機關查緝環保犯罪案件執行方案」、

「檢察機關查緝森林盜伐執行方案」，同時又與經濟部水利署建立「加強取締中央

管河川砂石盜採案件」之雙向即時聯繫管道，以便迅速懲治不法歹徒、保障民眾生



頁 11 / 12 

命財產安全。 

   國土保育及環境保護攸關民眾生命、生活、財產之安全，為維護國土永續發

展，保障全民安康幸福，避免國土及自然生態遭到人為不法破壞，有效遏止利益團

體及黑道介入，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除通函各地檢署成立「國土保育犯罪查緝小

組」，以積極有效之作為查緝破壞國土犯罪，展現檢察機關從嚴追訴之決心外，並

於 102年 12月６日召開「國土保育犯罪查緝督導會報」，邀集經濟部、財政部、

內政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環境保護署及法務部調查局、廉政署等單位，研商設

置單一聯絡窗口，從速、從嚴偵辦，並速偵、速結；偵辦國土保育犯罪案件時，若

發現有公務人員涉入並涉嫌貪瀆，將立即嚴予偵辦以懲效尤。  

（作者為法務部檢察司專員） 

 

 

 

 

 

 

 

廉政署檢舉專線：「0800-286-586」(0800-你爆料-我爆料)。 

  

法務部矯正署綠島監獄廉政專線：089-672297   

  

E-mail：gipn@mail.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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