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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環境刑事案件中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之關係
第一節 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之參與機關
第一項 環境刑事案件之參與機關
第一款 概說
由於環境刑事案件涉及高度科技性與專業性，故參與相關行
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之機關頗多包括：1.法務部及其所屬檢察機
關、2.內政部警政署及其所屬警察機關、3.環境保護署及其所屬
環保機關，詳圖表 4-1。
檢察機關為偵查之主體，法務部及其所屬檢察機關自ㄧ九九
九年起將打擊環保犯罪之環境刑事案件視為重點案件，除在法務
部設「國土保持政策指導小組」、最高法院檢察署設「偵辦破壞
國土督導小組」、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設「加強偵辦環保犯罪聯
繫小組」外，在各地檢署亦設有專責環境刑事案件之任務編組。
惟多年後，由於環境刑事案件之案件數量不多，故許多地檢署已
不再設置專責單位。
而警察機關為偵查之輔助機關，實務上，ㄧ般警察雖亦可辦
理環境刑事案件，但多數案件仍由環保警察協助檢察官進行偵
查。然而，環保警察原本設立之主要任務在於協助行政機關排除
稽查阻礙，而其依警察職權行使法可進行行政調査，又可依刑事
訴訟法進行刑事偵查，故其與行政機關共同調査之案件，即產生
行政程序與刑事程序交界之問題。
在環保機關方面，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設有督察總隊及其所屬
三區環境督察大隊專責處理與環境刑事案件相關之案件，而在縣
市多由其所屬環境保護局之稽查單位辦理該等案件，至於鄉鎮市
公所及其所屬清潔隊，則較少辦理環境刑事案件相關案件。此
外，檢察機關亦曾因考量案件可能同時涉及貪瀆問題，故不請求
地方環保機關協助，而直接協請中央環保署或其所屬北、中、南
三區環境督察大隊共同調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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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4-1 環境刑事案件之參與機關
行 政 院
法 務 部
警 政 署

最高法院檢察署

各

縣

市

環

保

環 境 督 察 總 隊

局

各 鄉 鎮 市 清 潔 隊

北、中、南 區 環 境 督 察 大 隊

福建金門、連江地方法院檢察署

苗栗台中南投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

福建高等法院金門分 院檢察署

台中分院檢察署

雲林、嘉義、台南地方法院檢察署

高雄、屏東、澎湖地方法院檢察署

台灣台北、板橋、士林、桃園、新竹、
宜蘭、基隆地方法院檢察署

台南分院檢察署

高雄分院檢察署

台東、花蓮地方法院檢察署

第一、二、三中隊

各縣市警察局所屬分局、分駐︵派出所︶及其他

環境保護警察隊

花蓮分院檢察署

保安警察第一總隊

台灣高等法院
檢察署

各縣市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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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機關間合作之原因
壹、刑事偵查專責機關之不足
環境刑事案件未如傳統刑事案件，如：竊盜罪、毒品罪等案件
數量龐大，且未如殺人罪、強制性交罪等案件之惡性重大，故在偵
查資源有限之現況下，除非出現重大污染或造成人員傷亡之案件，
對於一般環境刑事案件難以投注更多之人力與物力。由於環境刑事
案件之成因複雜，且多屬長久性、集團性、計畫性之犯罪，故必須
與具有豐富調查經驗及人力物力較為充足之環保行政機關合作。
貳、刑事鑑識專責機關之不足
環境刑事案件具有高度科學性與技術性，而對於污染情形之認
定須以科學證據主，惟不論是身為偵查主體之檢察機關或偵查輔助
機關之警察機關，均未設有專責「環境污染鑑識」之單位，亦未設
有環境污染之專責研究單位或資訊資料庫，故對於環境污染之產生
原因、污染者所使用之物質（化學物質、毒性化學物質）、污染之
程度即其與對於人體及生態之影響等，難以蒐證齊備，而須與具有
專責環境檢驗單位及大量投入環境污染及防制研究之環保行政機
關合作，並借重其「採樣」
、「檢測」專業。
參、環境法一致性之考量
如前述環境刑法中有許多構成要件具有行政從屬性，由於行政
機關之許可及行政法規之安全標準，往往是排除危害環境行為之安
全措施，而環境犯罪行為通常以違反許可或標準為內涵，從法秩序
一致性之觀點而言，刑法具有第二順位（補充）之特性，亦即行政
216

法認為合法的，刑法也必須認為合法 ，故在構成要件之認定上，
偵查機關應考量行政機關訂定之法令（包含法律、法規命令、行政
規則等），甚至了解法令解釋之現狀。而實務上，法院亦有認為行
217

政機關之意見應予調查或參採之案例 ，因此，偵查機關與行政機
關之合作越緊密，越能達到環境法之ㄧ致性。
216

217

參許玉秀，水污染防治法的制裁構造—環境犯罪構成要件的評析，主觀與客觀之間，春風煦
日論壇，1997 年 9 月，第 483-485 頁。
如：最高法院 95 年度台上字第 5418 號判決（2006.09.29）、最高法院 95 年度台上字第 5636
號判決（2006.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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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法務部及其所屬檢察機關
為辦理環境刑事案件，法務部及各級檢察機關，或成立單獨之
218

工作小組，或附屬於國土保護任務編組下執行。如 -一、法務部：設「國土保持政策指導小組」。
二、最高法院檢察署：設「偵辦破壞國土督導小組」。
三、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設「加強偵辦環保犯罪聯繫小組」。
四、臺灣臺北地方法院檢察署：設「重大刑案專組--三、重大破
壞環境保護之案件」。
五、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設「桃園縣境國土保育及保安聯
合取締小組」
。
219

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舉辦「環境犯罪防治論壇」 。
此外，法務部各種方案中，亦將環保犯罪納入重點案件，如：
220

221

「河川污染預防及環保犯罪防制方案」 、「掃除黑金行動方案」 ，
其中掃除黑金方案中提及「掃黑之類型涵括環保、校園、職業運動、
農產品產銷、工程、選舉等各種黑道滲入嚴重之領域…」。而依臺
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查緝黑金行動中心及各特別偵查組作業要點規
222

定，所謂重大黑金案件之一即為「重大環保犯罪案件」 。
218

219

220

221
222

有關檢察機關之分工，係整理自各地檢署之網站資料，2008 年 5 月。另依中國時報 1999.02.26
新聞，法務部確實重視環保犯罪，全文如下：「為了還給下一代純淨美好的生活空間，法務
部長葉金鳳決定結合檢、調、環保單位力量，向環保犯罪宣戰。昨天她指示由台灣高檢署統
合各相關機關，落實環保犯罪案件的偵辦，讓違法者無所遁形。葉金鳳部長因有感國內不肖
業者任意傾倒有毒廢棄物，影響國人生活環境，且痛心日前北市發生一件高工學生因任意棄
置廢土不幸發生車禍身亡的意外事件，決定對非法棄置事業有毒廢棄物和廢土列為偵辦的重
點工作，昨日在法務部每月一次擴大部務會報中，特別作了以上宣示，並呼籲民眾勇於檢舉
環保犯罪和其他破壞國土不法情事。法務部表示，嚴辦破壞國土案件，是該部持續的重點工
作，其中，傾倒廢土廢棄物、盜採砂石和濫墾，是破壞國土案件類型中最嚴重的三種，這三
類犯罪，和環保署業務息息相關，過去，環保署取締的案件，多是函送法務部，再由 法務部
發交台灣高檢署或調查局偵辦，往往無法掌握第一時間。為能統籌指揮偵辦，將由台灣高檢
署組成『加強偵辦環保犯罪聯繫小組』，邀集環保署、警政署、調查局等單位參與，由高檢
署檢察長任召集人，以統一事權，且由二審檢察官直接參與，對於非法棄置有毒事業廢棄物、
盜砂回填廢棄物等重大破壞環保犯罪，從嚴追訴，對於黑道和暴力威脅，也列為偵辦重點工
作，偵查終結，除具體求刑，也聲請法院宣告保安處分和沒收供犯罪所用工具。」
參 孫 若 瑄 ， 南 檢 成 立 打 擊 環 境 犯 罪 組 織 （ 2008.01.28 ） ， 臺 南 社 區 大 學 網 站 資 料 ，
http://www.tncomu.tn.edu.tw，最後瀏覽：2008 年 6 月。
有 關 行 政 院 河 川 污 染 預 防 及 環 保 犯 罪 防 制 方 案 （ 2001.02.02 ） 參 行 政 院 網 站 資 料 ，
http://www.ey.gov.tw，最後瀏覽；2008 年 6 月。
參法務部 2000 年 4 月 20 日(89)法檢決字第 026140 號函，法務部公報第 242 期，第 72-87 頁。
參 見陳 守煌， 檢察一 體新 動力， 資料 來源： 司法 院網站 資料 /業務 宣導/法 治宣 導 /，
http://www.judicial.gov.tw/work/work07/work07-01.asp，最後瀏覽；2008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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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內政部警政署及其所屬警察機關
實務上，環境刑事案件之偵查輔助機關可分為：一般警察機
關，即各縣市警察局及其所轄分局、分駐所，以及一九九九年成
立之內政部警政署環境保護警察隊。由於環境刑事案件多由環保
警察進行調查或偵查，故以下均以環保警察為論述重心。
首先，內政部警政署所屬警察機關，除一般傳統警察機關
外，為因應現代多元之犯罪類型，警察機關成立多種專業警察，
而環境保護警察隊為其中一種，詳圖表 4-2。

圖表 4-2 我國專業警察類型彙整表223（2008 年 5 月製表）
警 察 類 型

法

令

依

據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組織條例」第 17 條之 2：本署應核實配置環境保護

1. 環 境 保 護 警 警察隊，協助執行環境保護法令及排除稽查或取締違反環境保護法令之
阻礙事項。環境保護警察隊依環境保護法令執行職務時，並受行政院環
察隊

境保護署就其主管業務指揮、監督之。
2. 國 家 公 園 警 「國家公園管理處組織通則」第 13 條：管理處應核實配置警察人員，負
責國家公園區域內治安秩序之維護及環境之保護，並協助處理違反國家
察大隊
公園法有關事項。另有內政部警政署國家公園警察大隊組織條例。
3. 森 林 暨 自 然 「森林法」第 32 條第 1 項：森林之保護，得設森林警察；其未設森林警
察者，應由當地警察代行森林警察職務。
保育警察隊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2 條第 1 項：為保育野生動物得設置保育警察。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與森林暨自然保育警察隊配合執行勤務要點。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 12 條：本會得商請警政主管機關置專
4. 電信警察隊 責警察，協助取締違反通訊傳播法令事項。（另已廢止之「交通部電信總局組
織條例」第 13 條：本局得依警察法之規定，商准警察主管機關設電信警察機關。）

5. 保 護 智 慧 財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辦事細則」第 4 條第 11 款：警務組之
職掌如左：一一、違禁書報、雜誌、唱片、錄音帶、圖片與歌曲等出版
產權警察大隊 物品之檢查、取締、查扣處理及陳報。
6. 航空警察局

「交通部民用航空組織條例」第 11 條：本局得依警察法之規定，商准警
察主管機關設航空警察局。

7. 國 道 公 路 警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組織條例」第 15 條：本局得依警察法之
規定，商准內政部設國道高速公路警察機構。
察局
8. 鐵路警察局

「鐵路法」第 8 條：鐵路機構為維護治安、站、車秩序、客貨安全、保
護路產、並協助從業人員執行職務，得依法設置鐵路警察。

9. 各 港 務 警 察 「商港法」第 5 條：商港管理機關為維護港區治安、客貨安全，並協助
從業人員執行職務，得依法設置港務警察。
局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理處組織條例」第 11 條：本處得商請警察主管機
10.保二總隊派駐加
關，在各加工出口區設置警察單位，兼受管理處之指揮，依法辦理加工
工出口區警察 出口區內有關警察業務。
「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組織條例」第 11 條：本局得商請警政、消防主管
11.保二總隊派駐科
機關在園區設置警察單位、消防單位，依法執行安全警衛任務、消防業
學工業園區警察 務，並就本局主管業務受本局指揮、監督。

223

整理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等各相關機關之網站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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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環境保護警察之成立
壹、重大環境污染案件之發生
我國環境法中之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治法、毒性化學物
質管理法等，雖早已有刑罰之規定，但環保機關對於環保犯罪案件
多以函送方式為刑事告發或配合各縣市警察局辦理移送，而未有專
業警察專責辦理環保刑事案件。時至一九九八年我國發生汞污泥事
件，舉國譁然，當時廢棄物清理法僅有行政罰規定，對於任意棄置
224

有害廢棄物等案件，並無嚇阻效果 ，故參照空氣污染防制法、毒
225

性化學物質管理法 ，於一九九九年六月二十二日修正通過廢棄物
226

清理法第二十二條(同年七月十四日公佈)明訂刑罰 。中央環保機
關即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並與內政部警政署研商，於一九九九年七月
成立環境保護警察隊，下設第一、二、三中隊，共配置一百名警力。
貳、組織法上之依據
一、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組織條例第十七條之二
該條例規定，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應核實配置環境保護警察
隊，協助執行環境保護法令及排除稽查或取締違反環境保護法令
之阻礙事項。環境保護警察隊依環境保護法令執行職務時，並受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就其主管業務指揮、監督之。
二、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及環保警察隊配合執行勤務要點
依據該要點第二條第二款暨第五條後段「有關協助排除稽查
或取締違法清除、處理有害事業廢棄物之阻礙」，因此，環保警
227

察之主要任務在於協助環保機關排除稽查阻礙 。
三、目前，環境保護警察係編制於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一總隊，其
單位名稱為「內政部警政署環境保護警察隊」
。
第二款 環境保護警察之定位
224
225
226
227

參立法院公報，第 88 卷，第 36 期，第 136 頁。
參立法院公報，第 88 卷，第 36 期，第 175 頁。
參立法院公報，第 88 卷，第 37 期，第 136 頁，該次修法係由立法委員提案，非行政院。
如：SARS 期間協助環保機關監控及押送感染性醫療廢棄物，以防止不法分子藉機滋事，參黃
興耀，抗 SRAS 幕後英雄，警光，第 565 期，2003 年 8 月，第 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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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環保警察為刑事訴訟法之司法警察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百三十條及第二百三十一條
所謂「司法警察官」及「司法警察」並未將專業警察排除，亦無其
他特別規定，故環保警察應為刑事訴訟法上之司法警察。而實務
上，環保警察亦接受檢察官之指揮調度。
貳、環保警察為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警察
警察職權行使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警察，係指警察機關
與警察人員之總稱」因此，環保警察亦為該法所稱之警察，得依該
法行使職權。
參、實務見解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九十一年度訴字第二三三三號判決中，法院
認為環保警察為司法警察，惟同案上訴審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二年度
上訴字一四一三號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五年度上更(一)字第
六一○號判決認為，依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及環保警察隊配合執行勤
務要點第二條第二款暨第五條後段「有關協助排除稽查或取締違法
清除、處理有害事業廢棄物之阻礙」規定，係協同環境警察隊配合
該署執行稽查勤務，故其任務編組性質僅屬「單純之行政協助」
。
肆、本文見解
環保警察成立之初，確實是為了保護行政稽查人員之人身安全
而設立，惟由於警察體系特殊之晉陞規定，使得警察人員不得不汲
汲於破獲犯罪之績效，導致目前其多以「專業警察」自許而獨立辦
案，實已非「單純之行政協助」
。
第三款 環境保護警察之權限
由於環保機關並未將行政調查之權限委託予環保警察，故環保
警察並無環保行政調查權限，惟其仍為警察法及警察職權行使法上
之警察，故得行使警察法上固有之權限。而刑事訴訟法並未將環保
警察排除於司法警察之外，故環保警察亦為協助檢察官或受檢察官
指揮進行環保犯罪偵查之司法警察（官）。因此，環保警察兼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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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警察與司法警察之雙重身分，即環保警察在環境案件上兼具協助
行政機關排除稽查阻礙與協助檢察機關進行環保犯罪偵查之雙重
作用，故環保警察之權限可分為依刑事訴訟法進行犯罪偵查之權限
及依警察職權行使法行使警察職權時之權限。
壹、環保警察依刑事訴訟法之犯罪偵查權限
一、與強制處分相關之事項
如：執行拘提(第 78 條、第 81 條)、通緝後之拘提或逕行逮
捕(第 87 條)、緊急拘提(第 88 條之一第 1 項)、解送現行犯(第
92 條第 2 項)、執行羈押(第 103 條)、聲請搜索票(第 128 條之一
第 2 項)、執行搜索(第 128 條之二第 1 項)、輔助檢察事務官執
行搜索(第 128 條之二第 2 項)、附帶搜索(第 130 條)、逕行搜索
(第 131 條第 1 項)、將搜索結果陳報法院(第 132 條之一)、執行
扣押(第 136 條)、附帶扣押(第 137 條第 1 項)等。
二、與受理書狀或案件相關之事項
如：受理選任辯護人之委任書狀(第 30 條第 1、2 項)、受理
被逮捕之現行犯(第 92 條)、受理具保第三人報告被告預備逃匿
情形(第 119 條)、受理告訴告發及製作筆錄(第 242 條)、命告訴
人到場及受理告訴委任狀(第 236 條之一)、受理自訴(第 244 條)。
三、與協助檢察官或受檢察官指揮相關之事項
如：協助檢察官或移送案件(第 229 條)、受檢察官指揮偵查
案件(第 230 條)、受檢察官命令偵查案件(第 231 條)等。
四、其他相關之事項
如：製作詢問、搜索、扣押筆錄(第 43 條之一)、使用通知
書通知到場詢問(第 71 條之一第 1 項)、送達文書(第 61 條)、收
受通緝書(第 86 條)、拘提後告知得選任辯護人(第 88 條之一第 4
項)、通知證人到場詢問(第 196 條之一)等。
貳、環保警察依警察職權行使法之行政調查權限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第二條規定，警察為達成其法定任務，於執
行職務時，依法得採取查證身分、鑑識身分、蒐集資料、通知、管
束、驅離、直接強制、物之扣留、保管、變賣、拍賣、銷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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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限制使用、進入住宅、建築物、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場所
或其他必要之公權力之具體措施，茲分述如下。
一、與查證身分相關之事項
如：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得對特定之人查證其身
分(第 6 條)；為查證身分為攔停、命出示證件、必要檢查身體及
攜帶物、帶往勤務處所查證等必要措施(第 7 條)；對已發生危害
或依客觀合理判斷易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攔停(第 8 條)等。
二、與資料蒐集集使用相關之事項
如：對特定之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為維護治安必
要，得協調相關機關裝設監視器或以攝影或其他科技工具蒐集資
料(第 10 條)；為防止犯罪，認有必要，得經由警察局長書面同
意後，於一定期間內，對其無隱私或秘密合理期待之行為或生活
情形，以目視或科技工具，進行觀察及動態掌握(第 11 條)；為
防止危害或犯罪，認將有危害行為，或有觸犯刑事法律之虞者，
得遴選第三人秘蒐資料(第 12 條)；對於特定之人，得以口頭或
書面敘明事由，通知其到場並即時調查或鑑識(第 14 條)；於其
行使職權目的範圍內，必要時得依其他機關請求，傳遞與個人有
關之資料；其他機關亦得依警察請求，傳遞資料(第 16-18 條)等。
三、與管束及扣留相關之事項
對於有特定情形者，得為管束並得檢查受管束人之身體及所
攜帶之物(第 19 條)；依法留置、管束人民，並於必要時得對其
使用警銬或戒具(第 20 條)；對軍器、凶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為
預防危害之必要，得扣留之(第 21 條)：扣留物之處置、紀錄、
封緘、保管、變賣、發還等(第 22 條至第 24 條)等。
四、與人民之物或處所相關之事項
遇有特定危害情形，非使用或處置人民之物或限制其使用，
不能達防護之目的時，得為之(第 25 條)；因人民之生命、身體、
財產有迫切之危害，非進入不能救護時，得進入住宅、建築物或
其他處所(第 26 條)；警察行使職權時，為排除危害，得將妨礙
之人、車暫時驅離或禁止進入(第 27 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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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及其所屬環保機關
第一款 環境法之規定
各項環境法律中，對於中央主管機關與地方主管機關及其處
罰機關均有管轄權之具體規定，詳圖表 4-3。
其中，大部份環境法中規定「主管機關」在中央為行政院環
境保護署、在直轄巿為直轄巿政府、在縣（巿）為縣（巿）政府。
而廢棄物清理法尙訂有「執行機關」，分別為：直轄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縣（市）環境保護局及鄉（鎮、市）公所。
至於處罰機關，原則上在中央由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為之；在
直轄市、縣（市）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為之。而廢棄物清理
法另規定應由執行機關裁罰，執行機關應作為而不作為時，始得
由上級主管機關為之。
第二款 主管機關之架構
壹、中央環保機關
我國中央環保機關為「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署內各單位於執
行其該管法令必要者均得為行政調查。惟若涉及行政裁罰或須進入
他人處所調查者，應具有該署核發之「檢查證」
。而在業務分工上，
與環境刑事案件相關之單位為「環境檢驗所」與「環境督察總隊」
下設之「北、中、南區環境督察大隊」。其中，環境督察大隊係以
督察(抽查)轄區內污染案件及辦理跨縣市、重大污染案件為主，詳
圖表 4-4。
貳、地方環保機關
各縣市政府及其所屬環保局、鄉鎮市清潔隊，於執行其該管法
令必要者亦均得為行政調查，而各環保局或設有專責之行政檢查單
位，或由各業務單位兼辦行政檢查業務。辦理環境刑事案件，若需
環保機關協助，可先洽詢環保局專責稽查單位，無稽查單位者，可
依污染類別洽請各該管業務單位協助，詳圖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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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4-3 環境法中主管機關之規定228（2008 年 5 月製表）
法 律

主 管 機 關

處 罰 機 關

環境影響 第 2 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巿為直轄巿政
評估法
府；在縣（巿）為縣（巿）政府。
第 73 條：本法所定之處罰，除另有規定
空氣污染 第 3 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行 外，在中央由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為之；在
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直轄市、縣（市）由直轄市、縣（市）政
防制法
府；在縣(市)為縣（巿）政府。

噪音管制
法
水污染
防治法
海洋污染
防治法

廢棄物
清理法

資源回收
再利用法
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
整治法
毒性化學
物質管理
法
飲用水管
理條例
環境用藥
管理法

228

府為之。
第 21 條︰本法所定之處罰，除本法另有
第 3 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
規定外，在中央由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為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巿為直轄巿政
之，在直轄巿由直轄巿政府為之，在縣
府；在縣（巿）為縣（巿）政府。
（巿）由縣（巿）政府為之。
第 64 條︰本法所定之處罰，除另有規定
第 3 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
外，在中央由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為之，在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巿為直轄巿政
直轄市由直轄市政府為之，在縣（市）由
府；在縣（巿）為縣（巿）政府。
縣（市）政府為之。
第 55 條︰本法所定之處罰，除另有規定
第 4 條第 1 項：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
外，在中央由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為之；在
央為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
直轄市由直轄市政府為之；在縣（市）由
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縣（市）政府為之。
第 4 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行
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第 63 條：本法所定行政罰，由執行機關
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處罰之；執行機關應作為而不作為時，得
第 5 條第 1 項：本法所稱執行機關，為直
由上級主管機關為之。
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縣（市）環境保護
局及鄉（鎮、市）公所。
第 29 條：依本法應執行之取締、蒐證、
第 3 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行 移送等事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
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機關辦理。本法所定之處罰，除目的事業
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主管機關處罰外，由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處罰之。
第 40 條：本法所定之處罰，除本法另有
第 3 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行
規定外，在中央由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為
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之，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府為之，在縣
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市）由縣（市）政府為之。
第 36 條：本法所定之處罰，在中央由行
第 3 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行
政院環境保護署為之；在直轄巿由直轄巿
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巿為直轄巿政
政府為之；在縣（巿）由縣（巿）政府為
府；在縣（巿）為縣（巿）政府。
之。
第 26 條：本條例所定之處罰，除本條例
第 2 條：本條例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
另有規定外，在中央由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為之，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府為之，在縣
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市)由縣(市)政府為之。
第 54 條：依本法所處之停工、停業、撤
第 2 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行
銷或廢止許可證或許可執照之執行，由主
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管機關為之；勒令歇業，由主管機關處分
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後，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行之。

整理自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網站資料，http://www.epa.gov.tw，環保法規資料庫，最後瀏覽：
2008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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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4-4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組織架構圖229
綜合計畫處
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
水質保護處
廢棄物管理處

行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環境衛生及毒物管理處
管制考核及糾紛處理處
環境監測及資訊處
人事室、政風室、會計室、統計室、秘書室
法規委員會、公害糾紛裁決委員會、訴願審議委員會

技監參事、科技顧問
環境督察總隊
北區環境督察大隊
中區環境督察大隊
南區環境督察大隊
空氣污染防制基金管理委員會
資源回收管理基金管理委員會
土壤及地下污染整治基金管理委員會
環境檢驗所
環境保護人員訓練所
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各縣市環境保護局

229

參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網站資料， http://www.epa.gov.tw，最後瀏覽：2008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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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4-5 各級環保機關行政調查分工230（2008 年 5 月製表）
環保署
（督察總隊）

環北
境區
督環
察境
總督
隊察
大
隊

環中
境區
督環
察境
總督
隊察
大
隊

環南
境區
督環
察境
總督
隊察
大
隊

230

縣市政府

縣市環保局

稽查單位

台北市政府

台北市環保局

衛生稽查大隊

台北縣政府

台北縣環保局

環保稽查科

桃園縣政府

桃園縣環保局

環境稽查科

新竹縣政府

新竹縣環保局

各業務單位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環保局

各業務單位

基隆市政府

基隆市環保局

各業務單位

宜蘭縣政府

宜蘭縣環保局

各業務單位

花蓮縣政府

花蓮縣環保局

稽查隊

台東縣政府

台東縣環保局

各業務單位

連江縣政府

連江縣環保局

各業務單位

苗栗縣政府

苗栗縣環保局

各業務單位

台中縣政府

台中縣環保局

稽查隊

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環保局

報案中心公害稽查組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環保局

各業務單位/綜計課

彰化縣政府

彰化縣環保局

稽查隊

雲林縣政府

雲林縣環保局

各業務單位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環保局

各業務單位

嘉義市政府

嘉義市環保局

各業務單位

台南縣政府

台南縣環保局

環境稽查科

台南市政府

台南市環保局

環境稽查檢驗科

高雄縣政府

高雄縣環保局

各業務單位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環保局

第六科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環保局

稽查課

金門縣政府

金門縣環保局

各業務單位

有關環保署署內稽查單位之分工，係整理自環保署之網站資料；而各縣市環保局局內稽查單
位之分工，則整理自各該局之網站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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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環保機關間之運作
壹、行政調查之權限
依前述環境法之規定，各級環保機關均為環境案件之主管機
關，故均有環境行政調查之權限。在設有行政稽查專責單位之環保
機關中，多會將行政檢查及與環境刑事案件相關之行政調查，集中
事權於該稽查專責單位，而其他業務單位之行政調查則著重於污染
防治或相關許可證照之核發。
貳、行政調查結果之處置
實務上，對於環境行政調查結果之處置，多由原行政調查機關
為之，惟在行政裁罰方面，中央與地方向來有明確之分工。中央行
政院環境保護署之專責環保督察單位，著重跨縣市與重大污染案
件，且囿於人力、物力、預算之限制，故目前除部分環境影響評估
案件由環保署裁罰外，其他違規之環境行政案件，均於行政調查後
將卷證函送各縣市政府或其所屬環境保護局進行後續行政裁罰。其
中，廢棄物清理法之案件，少數環保局更基於其與所轄鄉鎮市之分
工，再轉由鄉鎮市公所清潔隊進行裁罰。
參、中央與地方環保機關之聯繫
一、首長會報
中央環保機關與地方環保機關每月定期召開名為「擴大署務
會報」之首長會議，參加者為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署內各單
位主管以及各縣市環境保護局之局長，以宣達環保政策、提示環
保法令與就環保業務溝通協調。
二、行政調查單位之督察會報
中央環保機關中主管行政調查工作之環境督察總隊，由其所
署北、中、南三區環境督察大隊，每季定期與轄區內環保局相關
稽查單位召開會議，以交換行政調查經驗，並就個案擬訂計畫，
共同辦理環境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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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之模式
由於參與環境刑事案件之機關眾多，運作複雜且程序多有交
錯，本文認為必須依調查模式分別討論，故依實務運作方式確立四
類共五種模式，期能釐清界限問題所在。而研究案件之範圍，則以
涉及環保機關主管環境法之環境刑事案件為主。
模式 A：行政機關發動調查模式—圖表 4-6。
模式 B：警察機關發動調查模式—圖表 4-7。
模式 C：檢察機關發動調查模式—圖表 4-8。
模式 D：多數機關參與調查模式，又可分下列為兩類。
模式 D-1：環保行政機關與警察機關共同行政調查後轉為刑
事偵查—圖表 4-9。
模式 D-2：環保行政機關參與檢察機關之刑事偵查—圖表
4-10。

圖表 4-6 行政機關發動調查模式
模 式 A
行政機關發動

刑事告發

偵查機關

（發文卷證
送地檢署）

行政調查

行政調查

刑事偵查

刑事偵查

（依行政程序法、行政罰
法等行政法及環境法）

界限：刑事告發完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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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4-7 警察機關發動調查模式
模 式 B
刑事移送

警察機關發動

警察機關

檢察機關

行政調查

刑事偵查

刑事偵查

行政調查

刑事偵查(依刑事訴訟法)

（依行政法及警察法）

界限：主觀說/客觀說/知有犯罪嫌疑時說

圖表 4-8 檢察機關發動調查模式
模 式 C
檢察機關

警察機關

檢察機關

（檢察官指揮司法警察）
刑事偵查

刑事偵查

刑事偵查

刑事偵查(依刑事訴訟法)
界限：調查過程均為刑事偵查，故無界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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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4-9 多數機關參與調查模式之ㄧ
模 式 D-1
行政機關
（行政調查）

行政機關刑事告發或
警察機關刑事移送

行政機關
（行政調查）

檢察機關
警察機關
（行政調查）

警察機關
（刑事偵查）

行政調查

行政調查
刑事偵查
同時進行

（依行政法、環
境法及警察法）

（刑事偵查）

刑事偵查
(依刑事訴訟法)

界限：主觀說、客觀說、知有犯罪嫌疑時說

圖表 4-10 多數機關參與調查模式之二
模 式 D-2
檢察機關（刑事偵查）
行政機關(行政調查)

刑

事

偵

查

程

序

（行政調查程序與刑事偵查程序並行，
外觀上多被視為刑事偵查，故無界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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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行政機關發動調查模式--模式 A
環境刑事案件中，第一大類之案件類型為行政機關自行調查
後，再由偵查機關或偵查輔助機關發動偵查，此類案件行政調查程
序在先，刑事偵查程序在後，二種調查程序完全未重疊。
第一款 調查程序與界限
在行政機關自行調查之環境刑事案件中，行政機關依其調查結
果認有違反環境刑法嫌疑，而提起刑事告發，再由偵查機關依偵查
法定原則發動偵查，故此模式案件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之界限在於
刑事告發完成時。實務上，行政機關發出函文完成刑事告發時，行
政調查即為終結，而刑事偵查是否係啟動由偵查機關認定，且偵查
機關從未（也無權）將案件退回行政機關，故此模式行政調查與刑
事偵查之界限應以行政機關完成刑事告發時為界限。
如前所述，許多環境刑事案件係環保行政機關於其自行調查案
件中，依行政調查結果，發現符合環境刑法之構成要件而有犯罪嫌
疑之情形，而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一條：「公務員因執行職務
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之規定，依法向檢察機關為刑事之告
發。正因為刑事訴訟法賦予公務員告發義務，故行政機關對於刑事
案件均十分謹慎。
應特別注意者為行政機關之裁量權僅及於行政權之範圍，不及
於刑事告發義務，刑事處置之裁量權在檢察機關，故行政機關對於
有犯罪嫌疑之案件即應為告發。此外，亦應注意依現行行政罰法第
二十六條規定，一行為同時觸犯刑事法律及違反行政法上義務規定
者，應依刑事法律處罰之，故環保行政機關對於此類案件，不得因
案件情節輕微逕依行政法裁處而不為刑事告發。行政機關仍應先為
刑事告發，並依刑事訴追結果再為後續行政處置。
第二款 多數案件之類型
在第二章所述各類環境刑事案件中案件數量較多之違反空氣
污染防制法之未遵主管機關命令停工，以及違反水污染防治法之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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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有廢污水排放許可文件而排放有害健康物質等兩類案件，多由行
政機關發動行政調查而未與檢警機關合作。此因前者係以行政機關
之停工處分為基礎，而後者多須採樣檢驗後始知涉及刑責，故在行
政調查階段，多未與檢警機關合作。此外，環境案件數量最多之違
反廢棄物清理法案件，亦有相當比例係由行政機關發動調查。
相關案例，如：臺灣高等法院九十六年度上易字第二○五一號
及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九十五年度簡上字第五四六號、臺灣
高等法院八十九年度上易字第二八八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九十二
年度易字第一○五七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九十二年度上易字
第一八六八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八十九年度上易字
第一三八八號、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九十一年度上易字第一一八
231

四號等判決所載情形 。
231

判決摘要如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96 年度上易字第 2051 號（2007.11.08）及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
事判決 95 年度簡上字第 546 號（2007.05.14）
：
「乙○○係設於桃園縣八德市…○○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負責人，明知○○公司並未取得廢水排放許可證，乙○○竟基於排放未達排放標準
廢水之犯意，自民國 95 年初某日起至 95 年 3 月 22 日（原判決誤載為 24 日）止，接續多次
將○○公司內未達排放標準之廢水任意排放，嗣於 95 年 3 月 22 日（原判決誤載為 95 年 3 月
24 日）為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稽查人員至現場稽查後發現，該處排放廢水之化學需氧量為
157mg/L（放流水標準 120MG/L）、所含有害健康物質銅含量為 20.1mg/L（放流水標準
3.0MG/L），均未符合放流水標準，而知悉上情。…案經桃園縣政府函請及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檢察署檢察官自動檢舉偵查後聲請簡易判決處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89 年度上易字第 288 號（2000.06.07）
：
「…桃園縣政府遂於八十
八年四月二十七日以該府環三字第三二二○九五函以○○○公司排放廢水未符合放流水標準
情節重大為由，依水污染防治法第七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三十八條、第四十三條規定命
令○○○公司於文到五日內停工，詎該公司於當日收受該停工命令後，竟拒不遵行停工，仍
繼續施工，並於八十八年五月四日再遭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查獲排放不符合放流水標準之
廢水。案經桃園縣政府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2 年度易字第 1057 號（2003.06.20）
：
「…○○公司並未遵
行臺中市政府依空氣污染防制法所為之停工之命令，自九十一年六月二十六日起，仍繼續熱
處理之作業，嗣於九十一年六月二十六日及九十二年三月二十四日，經臺中市政府二次派員
稽查，均發現○○公司並未遵行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依空氣污染防制法所為停工之命令，仍
繼續熱處理之作業…。案經臺中市政府函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92 年度上易字第 1868 號（2003.12.18）：「…詎甲○○
仍未遵行該停工命令而仍繼續於「○○織造廠」從事布匹染整事業之營運，嗣於九十一年七
月二十二日二十時十分，再經彰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派員稽查而當場查獲。案經彰化縣政府
移送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89 年度上易字第 1388 號（2000.07.14）：「…嗣於同年
十二月六日上午十一時十分許，發現甲○○並未遵行主管機關之停止污染源操作之命令，繼
續從事熔煉鋅工作，又於八十九年三月二日上午九時許，承續上揭概括犯意經行政院環境保
護署再次發現甲○○未遵守前開停止污染源操作之命令，繼續從事熔煉工作，致使粒狀污染
物嚴重逸散於空氣中。案經台南縣政府函請台灣台南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移送併
辦…。」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91 年度上易字第 1184 號（2002.08.07）：
「…乙○○係○○科技
136

第四章 環境刑事案件中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之關係

第三款 調查之法律依據
行政機關自行調查之案件，所依據者亦為行政程序法、行政罰
法等行政調查法規與各種環境法令，行政調查程序中完全未有檢警
機關之介入，須待檢察官或法官傳喚行政機關人員作證，抑或起訴
書或判決書中採用行政調查結果為證據時，行政機關及其所屬公務
員始與刑事訴訟程序發生關係。

第二項 警察機關發動調查模式--模式 B
第一款 調查程序與界限
環境刑事案件中，第二大類之案件類型為警察機關發動行政調
查後認有犯罪嫌疑，而將程序轉換為刑事偵查並移送檢察機關之案
件(其中未有行政機關介入)。此類案件行政調查程序在先，刑事偵
查程序在後，惟二種調查程序有中間地帶，故其界限較難明確，學
理上有提出主觀說、客觀說之論述，亦有以「知有犯罪嫌疑時」為
232

二者之界限 。
第二款 多數案件之類型
如前所述，由於環保警察機關之成立，係源自於廢棄物清理法
之刑罰化，故警察機關對於廢棄物清理法較為熟稔，其發動調查之
案件亦以違反廢棄物清理法案件為多。惟實務上，警察機關發動此
類案件，多會請求行政機關共同進行調查，若在調查中發現有犯罪
嫌疑，於行政機關行政調查後，始進行其刑事偵查程序。
第三款 調查之法律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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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之副總經理，為該公司設於桃園縣平鎮市○○路…之實際負責人，其因執行業
務，明知該事業為印刷電路板之製造，未向主管機關申請排放許可證，不得將該事業生產過
程中所產生之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流水標準之廢水，排放於地面水體，詎竟基於概括之犯
意，連續於民國八十九年二月十七日（起訴書誤載為七日）
、同年四月二十一日在上址排放廢
水，且其所排放廢水中含有有害健康物質銅，分別達三點四毫克／公升、十六點六毫克／公
升，皆未符合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放流水標準（ 三點○毫克／公升）。先於八十九年二
月十七日十一時十分許為桃園縣環境保護局稽查員採樣檢測查獲；仍未改善，迄同年四月二
十一日十三時三十五分許，再經該局稽查員採樣檢測查獲…案經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函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桃園縣政府函請該署檢察官移請併案審理…。」
參林永瀚，論前偵查程序—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中間地帶，政治大學法律學系研究所碩士論
文，2006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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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行政調查方面，立法機關與行政機關並未將行政調查權委由
警察機關辦理，僅係請求環保警察協助排除稽查障礙，故警察機關
之調查依據非源自於環境法。由於不論是一般警察機關或環保警察
均為警察職權行使法定義之警察，故其行政調查之依據應為警察職
權行使法。
而在刑事偵查方面，由於刑事訴訟法未區隔一般警察與司法警
察，故實務上認為所有警察機關及其所屬人員均為「潛在」之司法
警察，故警察機關之刑事偵查依據為刑事訴訟法。

第三項 檢察機關發動調查模式--模式 C
第一款 調查程序與界限
環境刑事案件中，第三大類之案件類型為檢察機關發動刑事偵
查，由其自行或指揮司法警察（官）進行偵查，未有行政機關參與，
故所有調查程序均為刑事偵查，並無程序界線之問題。
第二款 多數案件之類型
檢察官為偵查之主體，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如媒
體報導等），知有環境犯罪嫌疑者，即應發動偵查。檢察官主動偵
辦之環境刑事案件亦以違反廢棄物清理法案件最多，且多與其它環
境刑法並用，如：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水土保持法等
由於檢察機關之人力有限，故完全由檢察官或檢察事務官自行
偵查之環境刑事案件非常少見。多數案件係由檢察官發動偵查後，
再依對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之指揮監督權，即刑事訴訟法第二百
二十八條至第二百三十一條之ㄧ之規定，命環保警察等警察機關人
員，以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身分調查環境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
並向檢察官提出報告。相關案例，如：最高法院九十七年度台上字
第一一一四號、臺灣高等法院花蓮分院九十四年度上更(一)字第二
233

一號等判決所載情形 。
233

相關判決摘要如下：
最高法院九十七年度台上字第一一一四號判決（2008.03.20）：「…本件係台灣嘉義地
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另案於民國八十九年七月五日上午十時二十分許，指揮法務部調查局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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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調查之法律依據
此類案件行政機關不參與調查，故係全程依刑事訴訟法進行刑
事偵查。

第四項 多數機關參與調查模式--模式 D
第四大類之案件類型為行政機關與偵查機關共同調查之案
件。此類案件因由何機關發動又可分為數模式故較為複雜，且行政
調查與刑事偵查可能同時進行，而產生界限不明之問題。
第一款 環保行政機關與警察機關共同調查後轉為偵查--模式 D-1
壹、調查程序與界限
環境刑事案件中，行政機關與警察機關共同行政調查後，認有
犯罪嫌疑，由警察機關發動刑事偵查並轉為刑事偵查程序，其又可
分為：行政機關發動、警察機關配合；警察機關發動、行政機關配
合；行政機關與警察機關共同調查等調查模式。此類案件與前述模
式 B 相同，其由行政調查轉換為刑事偵查之界限不易明確，甚至可
說是一段「中間地帶」，且在無檢察官參與之情形下，行政調查與
刑事偵查兩種調查程序可能並行持續一段時間。
貳、多數案件之類型
ㄧ、行政機關發動，警察機關配合
行政機關基於其行政調查，認有生命或身體上之危險或有違
反環境刑法之可能時，請求警察機關協助調查。實務上，需求警
力之案件，如：1.認有環保犯罪情形、2.保護行政調查人員人身
義縣調查站人員，在○○有限公司設於嘉義縣東石鄉○○○段四六五地號之掩埋場會勘時，
查獲上訴人經營之○○企業有限公司所僱用之司機羅○○及隨車人員劉○○，駕駛車牌號碼
七Ｇ－九三三號大貨車，載運…等廠商之事業廢棄物，欲進入該掩埋場傾倒，因○○公司未
領有廢棄物清除、處理之許可文件，乃以現行犯將羅○○、劉○○二人逮捕…。」
臺灣高等法院花蓮分院 94 年度上更(一)字第 21 號判決（2005.04.26）：「…彼等三人
明知八十九年七月二十七日花蓮縣環境保護局已廢止原核准備查之文件，乃竟又以改善堆置
場週邊設施為名，自八十九年八月初起，繼續在上揭北埔段九七－一二四、九七－一二七、
九七－一二八號土地及九七－一四一、九七－七號土地上堆置生產石材所產生汙泥工業廢棄
物，嗣於同年九月十七日十五時十分許，經台灣花蓮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率警前往現場查
獲，並當場發現由唐本立、徐廷彰、楊仁德等分別駕駛大貨車進場傾倒上揭汙泥。…案經臺
灣花蓮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檢舉偵辦而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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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3.協助行政機關實施路邊攔檢等。相關案例，如：最高法
院九十六年度台上字第五八三五號、最高法院九十五年度台上字
第五六三六號、最高法院九十六年度台上字第五八七八號、最高
法院九十六年度台上字第五六九三號、最高法院九十六年度台上
字第四六六○號、最高法院九十六年度台上字第三六一七號等判
234

決所載情形 。
二、警察機關發動，行政機關配合
警察機關巡察或基於其線報、跟監結果，認有環境犯罪嫌
疑，惟因不確定環境刑法之構成要件之認定（如：是否屬污染物、
是否需許可證件、是否違反主管機關命令等），而請行政機關協
助調查。此類案件中，由於環保機關分為中央、縣市與鄉鎮市三
級，故有時可能由多數環保機關參與之。相關案例，如：最高法
院九十六年度台上字第一六七一號、最高法院九十六年度台上字

234

相關判決摘要如下：
最高法院九十六年度台上字第五八三五號判決（2007.10.31）：「…嗣於九十年十月八
日十六時許，經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會同桃園縣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員警至上址查獲，經現場
採其排放之廢水檢測結果，其水中懸浮固體未符合放流水標準，而污染環境…。」
最高法院九十五年度台上字第五六三六號判決（2006.10.19）：「…彼二人明知未經領
得主管機關核發之廢棄物處理許可證，仍基於共同之犯意聯絡…，進行廢棄物之處理業務，
並恃該收入為生活之資，以之為常業。其間於八十九年七月十九日下午四時二十分，經行政
院環境保護署稽查督察大隊北區隊會同內政部警政署環境保護警察隊第一中隊，在前址當場
查獲…。」
最高法院九十六年度台上字第五八七八號判決（2007.11.02）：「…嗣於同月三十一日
上午十一時許，再度遭民眾檢舉，由新竹縣環境保護局派員會同警方查獲等情，因認被告甲
○○、丙○○、楊○○共犯廢棄物清理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四款之罪嫌，被告乙○○犯廢
棄物清理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三款之罪嫌…。」
最高法院九十六年度台上字第五六九三號判決（2007.10.25）：「…證人內政部警政署
環保警察隊警員楊○○於第一審證稱：（問：本案查獲當時，情形如何？）該車的後車斗翹
起來開始傾倒廢棄物之後，我們就由環保署的人帶領前往查緝…。」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九十六年度台上字第四六六○號（2007.08.30）：「…嗣於同年七月
五日十四時五十分，張○○及劉○○在上址正準備傾倒『廢鋁渣』時，為台南縣政府環境保
護局人員會同警方查獲等情…。」
最高法院九十六年度台上字第三六一七號判決（2007.07.05）：「…嗣於八十九年二月
二十六日上午六時三十分許，徐○○駕駛曳引車業已傾倒完畢甫離去，陳○○駕駛曳引車已
在場內傾倒，陳○○、丁○○、白○○、張○○、陳○○分別駕駛曳引車載運廢棄物至上開
土地等待進場傾倒時，經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稽查大隊南區隊會同環保警察隊第三中隊當場查
獲，並扣得曳引車五部及挖土機四部等情…。」
另參，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2007 年 12 月 19 日發布新聞稿之案例：「…經該熱心民眾常不
定時於該址巡查，發現污染行為人駕車於該空地傾倒事業廢棄物，立即聯絡環保局並會同協
助稽查，致環保單位可當場查獲污染行為人及違法事證，經協同屏東縣警察局移送法辦，污
染行為人依違反廢清法經檢察官偵查終結提起公訴…」，參環保署網站資料，
http://web2.epa.gov.tw/enews/newshistory.asp，最後瀏覽：2008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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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第二一九一號判決等判決所載情形 。
三、行政機關與警察機關共同調查
重要環保案件或同一案件來源案件，行政機關與警察機關可
能同時發動，並依其相互間之聯繫機制，共同辦理同一案件。實
務上，此類案件關於犯罪構成要件上之判定，仍以行政機關為
主。相關案例，如：最高法院九十六年度台上字第七五五○號、
236

最高法院九十六年度台上字第三五二號等判決所載情形 。
參、調查之法律依據
在行政調查方面，環保行政機關所依據者為行政程序法、行政
罰法與各種環境法令。而警察機關之行政調查之依據為警察職權行
使法，其轉為刑事偵查後之偵查依據為刑事訴訟法。

235

236

相關判決摘要如下：
最高法院九十六年度台上字第一六七一號判決（2007.03.29）：「…自八十九年年初起，
僱用不知情之劉○○，駕駛夾子車在上揭其父乙○○承租而供其使用之土地上，從事堆置處
理後再運至○○企業社，嗣於八十九年十二月二十六日下午十三時許，適甲○○等人在該處
從事運載、分類時，為內政部警政署環保警察隊第一中隊等當場查獲遭堆置大量廢棄物，又
於九十一年四月九日，經內政部警政署環保警察隊會同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稽查督察大隊北區
隊、桃園縣警察局中壢分局於上址當場查獲遭堆置大量廢棄物等情…。」
最高法院 96 年度台上字第 2191 號判決（2007.04.26）：「…乙○○、丙○○在現場負
責操作怪手掩埋廢棄物，游○○負責管制進出車輛指揮交通等工作，共同將不特定人以大貨
車載來尚含有磚塊、木材、塑膠、瓦片、混凝土塊、廢鋼筋等營建工程廢棄物傾倒並掩埋於
該地，已破壞農業生態環境及永續利用，造成環境污染，旋為警方會同屏東縣政府環保局、
農業局人員於同年十二月五日上午十時四十分許，在上開土地當場查獲，扣得丙○○所有挖
土機二台等情…。」
另如，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2005 年 12 月 15 日發布新聞稿之案例：「…以大型貨車載運
600 餘 6 桶不明廢棄物…遭臺中市警察局第五分局東山派出所巡邏員警當場查獲，並立即通
報環保單位前往處理…涉犯廢棄物清理法第 46 條刑罰規定，當場移送地檢署偵辦…。」，參
環保署網站資料 http://web2.epa.gov.tw/enews/newshistory.asp，最後瀏覽：2008 年 5 月。
相關判決摘要如下：
最高法院九十六年度台上字第七五五○號判決（2007.12.27）：「附近民眾告知地主彭
○○，該土地遭人傾倒廢棄物，彭○○乃向上訴人求證，上訴人猶予以否認。彭○○因而報
請桃園縣觀音鄉公所派員會同桃園縣警察局大園分局觀音分駐所警員，於同年八月二日上午
九時三十分許前往開挖，始發覺上情等情…。」
最高法院九十六年度台上字第三五二號判決（2007.01.18）：「…自九十一年十一月二
十五日起，由張○○開挖土機整地，同年月二十六日十二時三十二分許，適未領有廢棄物清
除許可證之徐○○駕駛ＦＱ—○○○號（車斗號碼ＧＤ—○○號）營業用曳引車，載運含有
木屑、塑膠袋、磚塊等建築廢土前來傾倒，經警會同桃園縣觀音鄉公所清潔隊當場查獲；上
訴人復自同年月二十八日起，以每月四萬五千元，僱用吳○○以挖土機整地，經警會同桃園
縣觀音鄉公所清潔隊於同年月三十日十五時三十分許當場查獲等情…。」
另如，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2006 年 3 月 17 日新聞稿：「…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北區環境
督察大隊協同警政署環保警察隊第一中隊稽查環境污染犯罪案件，統計 94 年度於北部地區共
查獲 43 案，查扣 64 台廢棄物清理機具，總共有 90 人移送或函送地檢署偵辦…」，參環保署
網站資料 http://web2.epa.gov.tw/enews/newshistory.asp，最後瀏覽：2008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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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環保行政機關參與檢察機關之刑事偵查--模式 D-2
壹、調查程序與界限
此類案件係由檢察機關在刑事偵查中請求環保行政機關協助
調查，外觀上雖全程為刑事偵查程序而無界限問題，惟法理可能有
環保行政機關協助刑事偵查之問題。
貳、多數案件之類型
ㄧ、行政機關發動，檢察機關配合
行政機關認為重大之環保犯罪或媒體輿情關矚案件，於其發
動行政調查後，為加速蒐證時效，未待正式函送告發，即立即請
求檢察機關介入偵辦。如：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九十六年度重上更
237

(二)字第三七一號判決所述情形 。
二、檢察機關發動，行政機關配合
檢察機關對於重大污染致生死傷之案件多會主動偵辦，此
外，對於環保貪瀆案件，檢察機關為避免走漏風聲，可能請求非
與案件相關之環保機關協助調查。相關案例，如：最高法院九十
六年度台抗字第五六八號裁定、最高法院九十五年度台上字第二
五六一號、最高法院九十六年度台上字第六一一六號、最高法院
九十六年度台上字第三○○四號及台灣高等法院九十五年度上
238

更(一)字第二一六號等判決所載情形 。

237

238

相關判決摘要如下：
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九十六年度重上更(二)字第三七一號判決：「…經附近民眾陳情檢舉
後，先由高雄縣環保局人員前往稽查，翌日再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指揮相關環
保機關人員及司法警察循線查獲…」。
另如，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2007 年 3 月 21 日新聞稿之案例：「…該署南區環境督察大隊
發現少數業者卻以合法掩護非法方式，由合法之集運車輛將斃死猪搬至非法之車輛，再載至
隱密地點從事屠宰作業。經環保警察隊第三中隊多日埋伏監控確定時機成熟後，於昨天下午
20 時，由屏東地方法院發出搜索票並動員環保警察 37 名，分別查處及搜索 6 處可疑之場所，
當場查獲陳博德等 3 人正在屠宰猪隻…依違反廢棄物清理法第 41 條暨涉及同法第 46 條刑責
規定，由環保警察隊製作偵訊筆錄後移請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參環保署網站資料，
http://web2.epa.gov.tw/enews/newshistory.asp，最後瀏覽：2008 年 5 月。
相關決如下：
最高法院九十六年度台抗字第五六八號裁定（2007.10.19）：「…當時正在附近執行搜
索任務之檢察官發現抗告人載運廢棄物，即通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人員前來察看，環保署乃
轉知台中縣環境保護局，該局人員會同警方到場時，抗告人車輛之後輪胎仍陷在泥土中等情，
有承辦警員拍攝之現場相片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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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行政機關與檢察機關共同調查
重大環保案件，多同時違反環境行政法與環境刑法，且為徹
底根除污染源，行政機關與檢察機關會共同調查。相關案例，如：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九十二年度上訴字第二八五號、高等法院高雄
分院九十三年度上訴字第四六五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九十
239

五年度上訴字第一○六八號判決所述情形 。

239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九十五年度台上字第二五六一號（2006.05.11）：「…同年六月四日
檢察官再度會同新化分局、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稽查督察大隊南區隊等至現場勘驗，並採樣檢
測，發現嚴重逾越放流水標準，且垃圾傾倒復有擴大情勢，乃繼續指揮新成立之環保警察隊
持續追蹤調查，於八十八年十月十四日由環保警察隊會同善化警分局，搜索台南縣山上鄉…
邱○○住所…，並扣得運送垃圾單據…、存摺、帳冊、營運報表、日報表等情…。」
最高法院九十六年度台上字第六一一六號判決（2007.11.15）：「…證人行政院環境保
護署督察大隊南區隊稽查員胡○○證稱：『…到曾○○下營鄉○地段，是配合林檢察官及環
保警察隊到現場去開挖，開挖有挖出很多垃圾，開挖起來都是濕濕的東西，我們一塊一塊的
攜帶回去將其曬乾然後再一一的加以追查，可以辨識的部分也是有追查…』。」
最高法院九十六年度台上字第三○○四號（2007.06.06）、台灣高等法院九十五年度上
更(一)字第二一六號：「…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等三人提供桃園縣平鎮市○○路二十九號、九
十九號土地堆置所蒐集之廢棄物，且未依廢棄物清理法規定設置防止地面水、雨水及地上水
流入、滲透之設備或措施，而露天混雜堆置於上開地點，進行初步分類，造成環境污染，而
論以民國八十八年七月十四日修正廢棄物清理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之罪，雖已說明其
依憑之證據及理由，但上訴意旨主張：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依檢察官之指示，於九十年七
月三十一日會勘現場後所製作之執行廢棄物清理法查核工作紀錄表載明：斜坡部分有種植牧
草及覆蓋帆布防水土流失；開挖三處一公尺深度（挖至軟岩層），未發現廢棄物等語…」。
另如，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2007 年 5 月 30 日新聞稿之案例：「…該署…由台南地檢署陳
鋕銘檢察官率隊，…查獲某金屬公司非法收受處理電線電纜…嫌疑人莊姓業者與現場處理之
徐姓員工經警方偵訊後，依違反廢棄物清理法第 41 條及 46 條相關刑責規定，移送台灣台南
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及 2005 年 2 月 15 日新聞稿之案例：「…臺中縣烏日鄉臨大肚溪岸附
近土地上遭非法堆置有害事業廢棄物廢空桶案，經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中區環境督察大隊，
協助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檢察署檢察官稽查蒐證…」，參環保署網站資料，
http://web2.epa.gov.tw/enews/newshistory.asp，最後瀏覽：2008 年 5 月。
相關判決摘要如下：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3 年度上訴字第 465 號：「…己○○乙知坐落高雄縣大寮鄉…土地四
筆，係公有或他人私有土地，詎意圖為自己不法之利益，自八十九年十二月間起，竊佔系爭
Ｃ土地供其本人經營洗砂場之用，竊佔面積計五千四百四十三平方公尺；嗣於九十二年十二
月二十四日十八時三十分許，經檢察官指揮法務部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會同高雄縣警察局保
安隊、內政部環保警察第三中隊、行政院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前往現場查獲…。」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九十二年度上訴字第二八五號判決（2004.07.16）：「…檢察官於八
十九年九月十四日指揮台中縣警察局刑警隊幹員，會同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中區督察大隊、台
中縣環境保護局暨○○公司人員，赴○○公司及其廠房後方之前揭土地進行勘查結果，確已
舖設柏油瀝青路面，經指定五處地點下令開挖結果，均有大量之一般及醫療事業廢棄物埋藏
於地下之事實，有當日本署之履勘現場筆錄、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督察工作紀錄、警製現場圖
及照片廿七幀附卷可稽。…其後本檢察官指揮台中縣警察局刑警隊幹員，會同行政院環境保
護署中區督察大隊、台中縣環境保護局暨○○公司人員，於八十九年十月三十日赴○○公司
廠房後方之前揭土地進行全面開挖勘查結果，地下確實掩埋大量廢棄物，約達五千立方公尺
鉅量之事實，有本署八十九年十月十九日…函、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八十九年十月三十日會勘
紀錄單、督察工作紀錄各一份，暨現場照片廿六幀附卷可稽…。」
另如，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2007 年 6 月 12 日新聞稿之案例：「…本署…該大隊再會同台
南地方法院檢察署…共同執行鹽水溪污染源陸空聯合稽查任務，…由台南地檢署出動 3 位檢
察官會同，環保單位則有環保警察 4 人、稽查人員 9 組 33 人…。」，參環保署網站資料，
http://web2.epa.gov.tw/enews/newshistory.asp，最後瀏覽：2008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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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行政機關與檢察機關共同或交替調查
在較複雜或須長期調查之案件中，甚至是由行政機關與檢察
機關多次共同調查或交替調查。如：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九十
五年度上訴字第一○六八號判決所載情形：「九十三年十月十二
日由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組、內政部警政署環保警察
隊、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派員前往執行搜索及環保稽
查」
、
「九十三年八月二十日由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檢察署、雲
林地方法院檢察署會同雲林縣環保局、內政部警政署環保警察隊
共同前往執行搜索」
、
「九十三年三月二十六日由雲林縣環保局派
員前往稽查」
、
「九十三年四月二十日由雲林縣環保局派員前往查
獲」
、
「台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於九十三年八月四日會同
中區環境督察大隊前往執行搜索及環保稽查」
、
「行政院環保署中
區環境督察大隊於九十三年九月三十日派員會同內政部警政署
環保警察隊第二中隊前往執行稽查…」。
參、調查之法律依據
在行政機關之行政調查方面，環保行政機關所依據者為行政
程序法、行政罰法等行政調查法規與各種環境法令。而檢察機關
之偵查依據為刑事訴訟法。

第五項 小結
本文認為，環保刑事案件調查模式複雜化之根源，在於現行環
保警察為求破案績效，多以「司法警察」自許，惟在犯罪構成要件
認定上又要環保機關背書，常造成「以行政調查之名，行刑事偵查
之實」。因此，正本清源應將環保警察之任務回歸以「協助執行環
境保護法令及排除稽查或取締違反環境保護法令之阻礙事項」為其
主要業務。換言之，除依刑事訴訟法受檢察官指揮進行環保犯罪偵
查外，環保警察不主動進行調查或偵查，而使調查模式簡化為模式
A（行政機關發動調查模式）、模式 C（檢察機關發動調查模式）與
模式 D-2（環保行政機關參與檢察機關之刑事偵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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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之交界
第一項 依調查模式區分程序交界問題
在國內論述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之文獻中，多以二者之界
240

限、轉換、令狀問題、警察機關、海巡機關等為論述中心 。然而，
如前所述在環境刑事案件之實務上，多數案件之行政調查與刑事
偵查確有交錯，甚至許多案件實際上調查對象同一，且調查時間
亦密接。再者，許多案件之「界限」不易明確，且並非所有行政
調查之作為均能「轉換」為刑事偵查，此外「令狀問題」更是遊
走於「行政調查不須令狀」與「刑事偵查原則上須令狀」之間，
導致到了審判階段產生因無令狀而影響證據能力之問題。
實務上，環境刑事案件中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之關係複雜，
有時連法院都無法明辨其中之程序。如：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九十六年度上訴字第二二六號判決：「…臺灣雲林地方法院檢察
署檢察官九十三年八月二十日勘驗現場筆錄、現場圖一張及現場
照片三幀：會同特偵組吳○○、檢察官、張事務官等人至現場。
檢察官會同雲林縣環保局蔡○○等人行政檢查進入雲林縣二崙
鄉...肥料廠內…」，甚至出現檢察官「會同行政檢查」之用語。
此外，如前述調查模式中所述，有時調查程序會先後出現，
多數案件是行政調查程序在先，刑事偵查程序在後；少數案件刑
事偵查在先，行政調查在後；亦有些案件是行政調查人員與刑事
偵查人員，兩批人馬同時調查同一案件。調查程序之重疊交錯，
使得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部分案件類型之中間界限難以劃分，並

240

國內論述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之文獻資料，如：李憲人，犯罪偵查諸原則於行政警察活動適
用問題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警政論叢，第 6 期，2006 年 12 月，第 137-162 頁；陳景發，
論行政調查與犯罪偵查，中央警察大學法學論集，1998 年 3 月，第 138-149 頁；黃俊華，警
察行政調查之研究—以臨檢為中心，國立台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 年 1 月；梁
添盛，行政警察活動與司法警察活動，中央警察大學法學論集，第 9 期，2004 年 3 月，第 1-41
頁；鄭善印，警察與法律，警學叢刊，第 30 卷第 6 期，2000 年 5 月，第 167-174 頁；張學
文，論海上行政檢查之限制與救濟，國立海洋大學海洋法律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論文，
2002 年，第 42-49 頁；曾昭牟，海上搜索相關問題之研究，國立海洋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
文，2003 年 12 月，第 61-103 頁；陳信伍，行政調查之研究—以其與刑事偵查程序之轉換為
中心，國立中正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 年 8 月；林永瀚，論前偵查程序—行政調查
與刑事偵查中間地帶，政治大學法律學系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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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原本應受刑事訴訟法規範之諸多偵查程序，如：強制處分之
令狀要求、被告之緘默權與辯護權保障、不自證己罪原則等，有
藉行政調查之名而規避刑事訴訟法規範之疑慮。加諸環保警察既
得行使一般警察職權，又可行使司法警察職權，凡此種種使得環
境刑事案件中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之關係益顯糾葛。以下，先就
各調查模式釐清其問題所在。
第一款 無界限問題之模式
調查模式 C(檢察機關發動調查模式且未有行政機關參與)
中，由於參與者為偵查機關之檢察官與偵查輔助機關之司法警察
官及司法警察，且所有調查程序均係依據刑事訴訟法所為之刑事
偵查程序，無程序界限之問題，故不贅論。
第二款 界限明確之模式
環境刑事案件中，僅由行政機關單獨為行政調查之案件，由
於行政機關人員未具有司法警察之身分，故其所有調查行為，均
不會被認為是刑事偵查。
因此，調查模式 A（環保行政機關發動調查模式）中，行政
機關之行政調查在先，由行政機關進行刑事告發後，偵查機關或
偵查輔助機關始發動偵查，以行政機關完成刑事告發時為程序之
界限，故此類案件之界限應屬明確。惟其產生之行政調查結果是
否能運用於刑事偵查或刑事訴訟程序、相關刑事證據能力問題
等，均為學理與實務可發展討論之重點，於此暫不多論。
第三款 界限不明確之模式
壹、行政機關參與刑事偵查之模式
調查模式 D(多數機關參與調查模式)之調查模式 D-2(環保行政
機關參與檢察機關之刑事偵查)中，偵查機關請求環保行政機關協
助偵查。此類案件外觀上係行政調查包含於刑事偵查程序而似無界
限問題，惟在法理上與實務上，除有行政機關參與刑事偵查之法律
依據疑義外，亦應探討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程序是否得予並行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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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故將詳述於第二項。
貳、警察機關雙重身份之模式
調查模式 B（警察機關發動調查模式，未有行政機關介入）與
調查模式 D(多數機關參與調查模式)中之調查模式 D-1(環保機關與
警察機關共同行政調查後轉為刑事偵查)等兩種模式，由於刑事訴
訟法中關於司法警察(官)之規定，未將「職務協助行政機關」之環
保警察排除，而警察機關兼具行政警察與司法警察二種身分，且兼
具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之權限，使其參與其中之案件究屬行政調查
或刑事偵查有了界限不明之問題，故將詳述於後。
第四款 程序單一或程序並行
壹、同一時間點，程序單一之調查模式
一、調查模式 A（環保行政機關發動調查模式）中，行政機關之
行政調查程序在先，行政機關進行刑事告發後，偵查機關或
偵查輔助機關再發動刑事偵查，故刑事偵查程序在後，兩種
程序次第進行，故同一時間點中僅有單一調查程序，如下圖。

模 式 A

行政機關
行政調查

偵查機關
刑事偵查

二、調查模式 C(檢察機關發動調查模式且未有行政機關參與)
中，由於參與者為偵查機關之檢察官與偵查輔助機關之司法
警察（官），且所有調查程序均係依據刑事訴訟法所為之刑
事偵查程序，故亦為單一調查程序，如下圖。

模 式 C

警察機關
刑事偵查

檢察機關
刑事偵查

（檢察官指揮司法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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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模式 B（警察機關發動調查模式，未有行政機關介入），
雖有後述警察機關具有行政警察與司法警察雙重身份，導致
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界限不明之問題，惟本文認為，同一時
間點，警察機關所採取之調查程序應屬單一，亦即警察人員
對於其所欲實施之調查方法必須明確認知究屬行政調查或
刑事偵查，不得腳踏兩條船，以避免「以行政調查之名，行
刑事偵查之實」，如下圖。

模 式 B

警察機關
行政調查

警察機關
刑事偵查

檢察機關
刑事偵查

貳、同一時間點，程序並行之調查模式
調查模式 D(多數機關參與調查模式)中之調查模式 D-1(環保機
關與警察機關共同行政調查後轉為刑事偵查)與調查模式 D-2(環保
行政機關參與檢察機關之刑事偵查)，應係行政調查程序與刑事偵
查程序並行。換言之，行政調查之本質就是行政調査，不會因行政
機關參與偵查而改變為刑事偵查。因此，如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九十五年度上訴字第一○六八號判決中所述「…台灣彰化地方法院
行政機關
行政機關
行政機關
檢察署檢察官於九十三年八月四日會同（行政院環保署）中區環境
行政調查
行政調查
行政調查
督察大隊前往執行搜索及環保稽查…」
，清楚說明兩種調查程序於

模式 D-1

同一案件並行，係屬較正確之認知。
警察機關
警察機關
行政調查
刑事偵查

檢察機關--刑事偵查

模式 D-2
行政機關--行政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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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行政機關參與刑事偵查之依據
第一款 行政法與環境法之規定
壹、環保行政機關非偵查輔助機關
現行各項環境法律未訂定如：海巡署等海巡行政機關人員在執
行海岸巡防之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海岸
巡防法第十條第ㄧ項至第三項規定：巡防機關主管業務之簡任職、
上校、警監、關務監以上人員，執行第四條所定犯罪調查職務時，
視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司法警察官。前項以外巡防機關
主管業務之薦任職、上尉、警正、高級關務員以上人員，執行第四
條所定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條之司法警察
官。巡防機關前二項以外之人員，執行第四條所定犯罪調查職務
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一條之司法警察），或如入出國及
移民署人員執行非法入出國及移民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司法警察
官或司法警察（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八十九條：入出國及移民署所屬
辦理入出國及移民業務之薦任職或相當薦任職以上人員，於執行非
法入出國及移民犯罪調查職務時，分別視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
九條、第二百三十條之司法警察官。其委任職或相當委任職人員，
視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一條之司法警察）等規定，故環保行政
機關非偵查輔助機關。
貳、刑事偵查不適用行政機關間之職務協助
我國現行環境法中，未將行政機關人員定位為司法警察人員，
而行政程序法第十九條第一項雖訂有：「行政機關為發揮共同一體
之行政機能，應於其權限範圍內互相協助」及同條行政機關間職務
協助等規定，惟同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下列機關之行政
行為，不適用本法之程序規定︰二、司法機關」、同條第三項第三
款規定：「下列事項，不適用本法之程序規定︰三、刑事案件犯罪
偵查程序」，加上第四章所述檢察官為準司法官之定位問題，使得
行政機關協助檢察官進行刑事偵查，難以適用行政程序法關於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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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間職務協助之規定。
第二款 刑事訴訟法之規定
壹、行政調查人員非司法警察（官）
一、刑事訴訟法上之司法警察（官）
依現行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至第二百三十一條有關
偵查輔助機關之規定，各級環保行政機關及其所屬行政調查人
員，非屬應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或應受檢察官指揮或命令偵查犯
罪之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
二、檢察機關見解之疑義
由於環保行政機關專責行政調查之單位名稱為「環境督察大
隊」
、
「衛生稽查大隊」等，實務上曾有檢察官誤認行政機關人員
為其得指揮之司法警察人員，如：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九十五年度
上訴字第二ㄧ三九號判決所載：「…案經本檢察官指揮法務部調
查局北部地區機動工作組、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中區、北區環境督
察大隊、內政部警政署環境警察隊第二中隊、苗栗縣警察局頭份
分局共同報請臺灣苗栗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高
等法院台南分院九十六年度重上更(二)字第三七一號判決所
述：「…經附近民眾陳情檢舉後，先由高雄縣環保局人員前往稽
查，翌日再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指揮相關環保機關
人員及司法警察循線查獲…」。
三、法院之見解之疑義
法院對於檢察機關與行政機關關係之記載亦多有疑義，如：
(一) 最高法院九十五年度台上字第四三八四號判決：
「…於同年
十二月三日，經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指揮內政部警政
署環保警察隊第一中隊員警、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
總隊北區環境督察大隊人員、桃園縣警察局楊梅分局員警
共同前往查察，當場查獲…」。
(二)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九十四年度上更（ㄧ）字第一四九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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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嗣於八十九年十月二十三日經台灣高等法院台中
分院檢察署檢察官、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指揮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組、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刑事警察局、彰化憲兵隊等單位…」。
(三)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九十五年度上訴字第一五ㄧ八號判決：
「…其後即由檢察官指揮相關警察、環保機關人員前往棄
置地點查證，追查出相關廢棄物之棄置所在，並進而查出
其他共犯…」
。
(四) 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九十五年度上訴字第七六九號：
「…嗣於
九十四年五月十三日凌晨四時許，經檢察官指揮內政部警
政署環境保護警察隊第三中隊、行政院環保署南區環境督
察大隊當場查獲陳○○自油罐車將有害事業廢棄物排入貯
藏槽，始循線查知上情…」。
貳、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七條之規定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七條規定：「關於偵查事項，檢察官得
請該管機關為必要之報告」
。
一、立法沿革
本條源自ㄧ九二八年（民國十七年）國民政府公布之中華民
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條規定：「檢察官關於偵查事項，得請
該管公署報告」；ㄧ九三五年（民國二十四年）修正公布之中華
民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六條規定：「關於偵查事項，檢察官
得請該管公署為必要之報告」；ㄧ九六七年（民國五十六年）修
正公布名稱及全文之刑事訴訟法中第二百四十七條規定：「關於
偵查事項，檢察官得請該管機關為必要之報告」。此後刑事訴訟
法雖經多次頻繁修正，惟本條規定均無修正與更動。由上述立法
沿革可知，本條早在舊刑事訴訟法時代即已制定，而依ㄧ九六七
年全面修正刑事訴訟法時之立法資料，本條僅作文字及條次之修
241

正，立法程序中可說完全未被討論 。
241

參立法院法律資料庫及立法院公報，（http://lis.ly.gov.tw/lgcgi/lglaw），第 42 卷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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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務運作
在法院實務上，經詳查司法院法學資料檢索系統之判決書資
料庫，目前完全未有本條之相關判決。而環境刑事案件實務上，
檢察官亦多直接傳喚行政機關人員出庭作證或函請行政機關表
示意見，至於須行政機關到場協助勘驗或採樣檢測者，則直接請
求行政機關到場，並未引用本條之規定。
三、學理探討
國內刑事訴訟法之專論中，亦顯少論及本條之規定與運用，
多數教科書僅認本條係屬「偵查之協助」，並引述條文而未多著
墨。其中，有學者認為所謂「該管機關」係指司法警察機關以外
242

之公務機關而言 ；亦有學者認為本條規定稱為「協查請求權」，
該管機關原則上有相應協助義務，不得任意拒絕，惟應由檢察官
243

提出報告之請求，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尚無此權限 。
此外，行政資訊之提供上，牽涉更複雜之「資訊自我決定
權」，尤其是非為犯罪追訴目的所提供之個人隱私、資訊，得否
用於犯罪追訴之目的使用，此涉及憲法基本權保障與其干預之要
件與限制，因此，基於法律保留原則，應創設特別之授權基礎，
並明文規定應提供資訊之情形及其程序，始得將資訊轉換成為刑
244

事偵查目的使用 。
四、
「為必要之報告」是否及於「協助偵查」
由於本條在刑事訴訟法體系中，係介於第二百四十六條關於
訊問被告相關事項與第二百四十八條關於訊問證人、鑑定人相關
事項之間，故所謂「得請該管機關為必要之報告」應係指偵查中，
檢察官對於行政機關掌管之行政法令或既有之行政資料，得請其
為必要之報告，是否得擴及協助偵查不無疑問。
再者，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九條規定：「實施偵查遇有

242

243
244

期、第 55 卷第 37-38 期、第 56 卷第 37-38 期，最後瀏覽：2008 年 5 月。
相關學者見解參林俊益，刑事訴訟法概論（下），新學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7 版 1 刷，2006
年 9 月，第 62 頁。
詳見參林鈺雄，刑事訴訟法(下冊各論編)，自版，5 版 1 刷，2007 年 9 月，第 19-20 頁。
相關見解參林鈺雄，上揭註，刑事訴訟法(下冊各論編)，第 20 頁。
152

第四章 環境刑事案件中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之關係

急迫情形，得命在場或附近之人為相當之輔助。檢察官於必要
時，並得請附近軍事官長派遣軍隊輔助」，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
四十七條並未比照第二百四十九條後段規定「得請附近該管機關
長官派遣相關人員輔助」，此或係立法上有意區隔檢察官得請求
輔助之對象，不致擴及所有公務機關，抑或屬立法疏漏。
第三款 修法之建議
壹、修法之考量
由上述之論述可知，目前行政機關參與刑事偵查之法律依據係
顯薄弱，為使行政機關協助刑事偵查更法制化，仍有以法令明確規
定之必要。本文認為，若要將行政程序法關於機關間之職務協助擴
及行政機關與偵查機關，必須先認定檢察官為行政官，惟我國大法
官解釋第三九二號認為「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規定之『司法機關』，
非僅指同法第七十七條規定之司法機關而言，而係包括檢察機關在
內之廣義司法機關」，故目前不能將檢察機關定位為行政機關，因
此，難以適用行政程序法之規定。
貳、修改刑事訴訟法
由於時代變動快速，以目前偵查機關之人力物力勢必越來越難
處理與日俱增之新型態犯罪與科技性犯罪，尤其是環境刑事案件，
因此，本文認為應修改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七條規定為：「關於
偵查事項，檢察官得請該管機關為必要之報告與協助」，以澈底解
決行政機關參與刑事偵查之法律依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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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警察之雙重身份導致界限不明
理論上，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應要嚴格區別，然而在兼具行政
警察與司法警察身分之警察機關參與其中之案件，實在難以由其調
查過程明確界定二者之界限，故有「主觀說」
、
「客觀說」
、
「知有犯
罪嫌疑說」與「競合說」等區分理論。而前述調查模式 B（警察機
關發動調查模式，未有行政機關介入）與調查模式 D(多數機關參與
調查模式)中之調查模式 D-1(環保機關與警察機關共同行政調查後
轉為刑事偵查)中，由於執行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之警察機關兼具
行政警察與司法警察兩種身分，使調查之案件究屬行政調查或刑事
偵產生界限不明之問題。
第一款 行政警察與司法警察
廣義之警察，係指凡具有以維持社會公共安寧秩序或公共利益
為目的，並以強制命令為手段等特質之國家行政作用或國家行政主
體；而狹義之警察，係以警察組織形式，將警察機關及其人員合稱
245

為警察 。
警察作用之區分源自於法國大革命時依權力分立原則將行政
權與司法權分離，其一七九五年(法國共和曆四年霧月)訂定之犯罪
與刑罰法典明文，將警察區分為司法警察與行政警察，行政警察以
維持公共秩序為目的，司法警察以偵查行政警察無法防止之犯罪、
246

蒐集證據並將犯人解送依法律負有處罰責任之法院為目的 。其
後，德國法與日本法之警察制度有不同之發展，並影響我國警察之
法制，而美國法之警察制度則與大陸法系國家較為不同。
壹、外國法
ㄧ、德國法
德國法制上不區分行政警察與司法警察，而將警察之任務區

245

246

有關警察之意義詳參李震山，警察行政法論—自由與秩序之折衝，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初版 1
刷，2007 年 9 月，第 5-7 頁。
關於警察作用區分之緣起詳參梁添盛，行政警察活動與司法警察活動，中央警察大學法學論
集，第 9 期，2004 年 3 月，第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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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二，其一為「防止危害」
，其二為「犯行追緝」
。前者之依據
為警察法，屬預防危害發生之作為；而後者之依據則為刑事訴訟
法，屬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之作為。由於犯罪類型與犯罪手法推
陳出新，為因應新型態犯罪、組織性犯罪與恐怖活動，德國將警
察權限擴充至「犯行之預先抗制」，其又分為「預防犯罪所產生
損害」與「預備刑事偵查之前階段」，使警察在前偵查階段得依
警察法採取資料蒐集、集體盤查、設置管制站、對公開活動攝影
錄音，以及在亦受危害場所查證身分等，藉此處理行政調查與刑
247

事偵查之中間地帶 。
德國警察之環境保護作用，在養猪戶之案例中，警察於防止
危害時，是否須考量養猪者之財產權問題，而德國之判決及通說
都認為由於養猪戶所造成係具潛在性之危害，故警察採取干預措
施係屬合法，惟在特定條件下應予適當之補償。而其他案例，如：
大量燃料外洩造成污染時應即通知警察、未經許可而挖掘魚池或
改變水流等，均構成秩序違反行為，警察具有防止危害之管轄
權。而在建築廢棄物之儲存案例中，可能構成刑法未經許可經營
垃圾處理罪，此時警察具有雙重功能，其ㄧ，應進行刑事訴追，
其二，應設立禁止牌示以防止危害；在毒桶案例與在爐中燃燒合
248

程物等案例中，警察同樣具有刑事訴追與防止危害之雙重功能 。
二、日本法
日本在明治時代創設警察制度時，關於警察之作用即區分行
政警察與司法警察，而在二次大戰後，日本刑事訴訟法大幅修
正，賦予警察第一次偵查權限，故產生警察區分理論之討論。
日本警察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警察之任務在於保護個人
之生命、身體及財產、犯罪之預防與鎮壓、犯罪偵查與逮捕嫌疑
249

者、取締交通違規，以及維持其他公共安全與秩序」 。贊成仍
247
248
249

參見蔡震榮，警察職權行使法概論，自版，初版 1 刷，2004 年 12 月，第 6-7 頁。
參 H. Scholler、李震山，警察法案例評釋，登文書局，初版，1988 年 7 月，第 156-174 頁。
日本警察法（最終改正：平成 20 年 4 月 15 日法律第 15 号）第二條第一項之原文為：
「警察
は、個人の生命、身体及び財産の保護に任じ、犯罪の予防、鎮圧及び捜査、被疑者の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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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區分行政警察與司法警察者主張，應尊重行政警察之效率
性與預防犯罪之目的性，避免受到刑事訴訟法諸多規範之限制，
再者，為避免警察借用行政警察權限進行犯罪偵查，故應將二者
嚴格區分。惟主張此說者實際上係欲將行政警察之作用排除於日
本憲法第三十一條之令狀原則，且亦欲使行政警察不受刑事訴訟
法證據排除法則等規範，故受到學界強烈批判。
而主張不必區分說者認為，從權利受到侵害之人民而言，不
論侵害者為行政警察或司法警察，其權利實質上受到侵害並無不
同，因此，在對於違法蒐證所取得之證據，仍應有證據排除法則
之適用。此外，主張此說者，有認為應以行政警察作用涵蓋司法
警察作用，認為二者之作用均為「行政作用」；另有認為為有效
防止警察假借行政警察之名行犯罪偵查之實，應將偵查法定程序
250

之規範擴及行政警察 。
由於警察之刑事偵查與行政調查活動在實質上均為實現保
護人民生命與維護公共安全等警察固有任務，故日本警察實務上
251

多主張不必區分行政警察與司法警察 。而日本「警察官職務執
行法」訂有攔停、盤查、檢查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等行政調查與刑
事偵查均可使用之調查方法，日本學界與實務界均認為，警察權
之發動不得跨越至刑事偵查程序，警察之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二
者間應保持一定之界限。而攔停與盤查係為預防犯罪，檢查公眾
場所係依行政上即時強制故得以強制力為之，因此，上述調查方
252

法仍屬行政調查，非刑事偵查 。
三、美國法
美國警察之主要活動為確認罪行逮捕犯罪、預防犯罪、保護
個人生命身體、保障個人憲法權利、促進交通順暢、幫助無自舊

250

251
252

交通の取締その他公共の安全と秩序の維持に当ることをもつてその責務とする。」
相關見解詳參陳運財，從警職法之制定探討行政警察與司法警察作用之區別，警察法學，第 5
期，2006 年 10 月，第 37-42 頁。
參陳景發，論行政調查與犯罪偵查，中央警察大學法學論集，1998 年 3 月，第 145 頁。
日本學界與實務界見解詳參蔡震榮，警察職權行使法概論，自版，初版 1 刷，2004 年 12 月，
第 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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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者、調解糾紛、尋找潛在治安問題、創造社區安全感、維持公
共秩序、處理緊急事故。由於美國無如德日等大陸法系國家有完
整之行政法體系，故多以法院判決各州法律與聯邦法院判決代替
以行政法之概念來規範警察之作為。
例如，警察之攔檢行為，究係行政法上之警察職務，或屬刑
事法上之警察搜索，德國、日本與我國，均將之視為行政法上之
警察職務行為，而美國卻相反地認為是刑事搜索。因此，美國警
察雖亦有預防犯罪之任務，惟均屬純粹任意性之作為，若出現強
制行為時，必定是依據刑事訴訟法上之程序，亦即只有在用於刑
253

事偵查與逮捕嫌疑者時，才可使用強制力
貳、我國法
ㄧ、警察法

警察法第二條規定：「警察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謢
社會安全，防止一切危害，促進人民福利」，警察法施行細則第
二條規定，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切危害為
警察之主要任務；依法促進人民福利為警察之輔助任務。而警察
主要任務之依法防止公共性危害，具有三個面向，即行政危害防
254

止、刑事犯行追緝與危害預防 。因此，我國警察活動之範圍，
從治安之維護到協助一般行政均包括在內，可說比德國與日本之
255

警察活動更為廣泛 。
警察法第五條更具體規定全國性警察業務包括：保安警察業
務、外事警察業務、國境警察業務、刑事警察業務（關於預防犯
罪及協助偵查等）、水上警察業務、專業警察業務等。此外，依
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條例第三條規定，警察業務尚包括：特定營業
管理及協助推行一般行政；預防犯罪、協助偵查犯罪、檢肅流氓
及處理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警衛安全、警備治安及義警編
253
254

255

參鄭善印，警察與法律，警學叢刊，第 30 卷第 6 期，2000 年 5 月，第 144、145、168 頁。
警察任務之面向詳參李震山，警察行政法論—自由與秩序之折衝，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初版 1
刷，2007 年 9 月，第 35-36 頁。
參鄭善印，上揭註，警察與法律，第 1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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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槍砲彈藥刀械之管制；集會遊行許可及秩序維持；戶口查察；
民用航空器之安檢；涉外治安案件處理、使領館安全維護、國際
警察合作；演習、警報發放；交通安全維護與交通事故處理；協
助查緝經濟犯罪；社會保防及治安調查；警民聯繫與警政宣導；
警政資訊處理及警察通訊等。
因此，我國警察之任務，應認具有預防犯罪以保護個人生
命、身體、財產，以及實施犯罪偵查與逮捕嫌疑者之雙重任務，
故警察兼具行政警察與司法警察之雙重身分。
二、警察職權行使法
我國原訂有「警察勤務條例」，惟由於其缺乏執行之程序、
要件與救濟等規定，導致警察執法困難，故內政部研議修訂並原
則上採德國法。而在草案送行政院審查之際，大法官作成第五三
256

五號解釋 ，認警察實施臨檢應訂定法定程序、要件及救濟依據：
在發動要件上，須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理判斷易生危害
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而對人之臨檢須認其行為已構成
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在程序要件上，應遵守比例原則、對在
場者告知事由、出示證件表明執行人員之身分、且除因發現違法
事實或有法定盤查事由外，應在身分查明後即應任其離去，不得
稽延。因此，行政院將草案退回內政部重擬，以釋字第五三五號
256

釋字第 535 號（2001 年 12 月 14 日）：
「警察勤務條例規定警察機關執行勤務之編組及分工，
並對執行勤務得採取之方式加以列舉，已非單純之組織法，實兼有行為法之性質。依該條例
第十一條第三款，臨檢自屬警察執行勤務方式之一種。臨檢實施之手段：檢查、路檢、取締
或盤查等不問其名稱為何，均屬對人或物之查驗、干預，影響人民行動自由、財產權及隱私
權等甚鉅，應恪遵法治國家警察執勤之原則。實施臨檢之要件、程序及對違法臨檢行為之救
濟，均應有法律之明確規範，方符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利之意旨。 上開條例有關臨檢之規
定，並無授權警察人員得不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臨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之立法本
意。除法律另有規定外，警察人員執行場所之臨檢勤務，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理
判斷易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之，其中處所為私人居住之空間者，並應受住
宅相同之保障；對人實施之臨檢則須以有相當理由足認其行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
限，且均應遵守比例原則，不得逾越必要程度。臨檢進行前應對在場者告以實施之事由，並
出示證件表明其為執行人員之身分。臨檢應於現場實施，非經受臨檢人同意或無從確定其身
分或現場為之對該受臨檢人將有不利影響或妨礙交通、安寧者，不得要求其同行至警察局、
所進行盤查。其因發現違法事實，應依法定程序處理者外，身分一經查明，即應任其離去，
不得稽延。前述條例第十一條第三款之規定，於符合上開解釋意旨範圍內，予以適用，始無
悖於維護人權之憲法意旨。現行警察執行職務法規有欠完備，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
起二年內依解釋意旨，且參酌社會實際狀況，賦予警察人員執行勤務時應付突發事故之權限，
俾對人民自由與警察自身安全之維護兼籌並顧，通盤檢討訂定，併此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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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為主，並參採日本法，將警察職權行使方法侷限於「行政調
查」範圍，而將「刑事偵查」方法悉予刪除。惟到了立法院審議
時，立法院又採原先德國法為主之版本，即將警察職權擴充至「危
害或犯罪尚未發生」之資料蒐集，使行政與刑事方法二者並進以
257

兼顧保障人民權益與維持公共秩序及保護社會安全 。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警察為達成其法定任務，得於執行職務
時，依法採取查證身分、鑑識身分、蒐集資料、通知、管束、驅
離、直接強制、物之扣留、保管、變賣、拍賣、銷毀、使用、處
置、限制使用、進入住宅、建築物、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場所
或其他必要之公權力之具體措施。其中，第十條至第十五條被認
有關「資料蒐集」係屬「刑事偵查」手段。由於我國警察職權行
使法採德國法立法例，故其中有諸多調查方法係採取刑事偵查方
法，惟德國係採警察法與刑事訴訟法均有規範之「雙重規定」制
度，而我國警察職權行使法關於與犯罪偵查相關之調查方法，並
未於刑事訴訟法中重複規定。因此，令人有「假行政調查之名而
258

行刑事偵查之實」之疑慮 。
第二款 區分程序界限之理論
在探討環境刑事案件中，依警察機關之行政調查權限與刑事
偵查權限之交互作用可分為：1.以行政調查目的，實施行政調查
者；2.以行政調查目的，實施刑事偵查者；3.以刑事偵查目的，
259

實施行政調查；4.以刑事偵查目的，實施行政調查等四種類型 。
其中，第 1 類型與第 4 類型並無交界問題，且本文第三章與
第四章中已分別詳述環境刑事案件中之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故
不再贅述；而第 3 類型，如第四章所述，警察機關並無環境案件
之行政調查權，且警察機關亦鮮少在環境刑事案件中以刑事偵查
目的，實施警察法上之行政調查，故亦非重點所在。因此，以下
257
258
259

相關立法過程參蔡震榮，警察職權行使法概論，自版，初版 1 刷，2004 年 12 月，第 4-11 頁。
參蔡震榮，上揭註，警察職權行使法概論，第 21-22 頁。
交互作用之類型詳參陳景發，論行政調查與犯罪偵查，中央警察大學法學論集，1998 年 3 月，
第 1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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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釐清者為警察機關以行政調查目的（或應稱為協助環保機關進
行行政調查之目的），實際上係實施刑事偵查時之程序界限。
壹、客觀說
警察機關所實施者究係之行政調查或刑事偵查，理論上，亦可
依客觀上實施調查之方法及其進行方式區分。
例如，以調查之全部過程為整體性之觀察以了解從何時點進入
刑事偵查階段，並考量調查方法之必要性與急迫性，以及權衡應受
保護之公共利益與被調查者受侵害之個人法益，依個案情形加以研
260

判 。惟警察機關若採取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均相類似之調查方
法，如：行政攔査與刑事搜索等，由於外觀上無法明確劃分，且若
均得被調查者之同意而未以強制力實施者，更難以區分。
貳、主觀說
警察機關所實施者究係之行政調查或刑事偵查，理論上，可依
實施調查之警察人員之主觀意向區分。
如前所述，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在法律依據、調查目地與實施
程序等，均有諸多相異之處，故執法之警察人員必須明確認知究係
以何種目地，依何種法律進行調查。雖然實施犯罪偵查亦可以達成
警察維護治安之行政目的，但是在警察人員之主觀上，以行使行政
調查之目的而實施犯罪偵查者，幾乎不存在。再者，取決於警察人
261

員之主觀意圖，其區別標準含混不清，事實上等同無明確標準 ，
故難以主觀說區分二種調查程序之界限。
參、競合說
警察以司法警察之身分所依據者為刑法、附屬刑法與刑事訴訟
法，而以行政警察之身分所依據者為警察行政實體法、警察行政程
序法與警察作用法，故警察之行政程序與刑事訴訟程序易於產生相
260

261

參熊谷弘，任意同行と逮捕の限界，松尾號也他編，搜查法大系 1，日本評論社，1975 年，
第 52 頁，轉引自陳景發，論行政調查與犯罪偵查，中央警察大學法學論集，1998 年 3 月，
第 145 頁。
參田宮裕，搜查の構造，有斐閣，1983 年，第 118 頁，轉引自陳景發，上揭註，論行政調查
與犯罪偵查，中央警察大學法學論集，第 3 期，1998 年 3 月，第 1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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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競合之現象 。
而警察行使警察職權之過程中，欲劃分行政警察手段進入司法
警察領域之時點非常困難，如前所述，警察具行政警察與司法警察
之雙重身分，其職務兼具行政面與司法面，錯綜複雜且難以明確。
尤其，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雖有目地上與性質上之區別，惟實務
上，同ㄧ案件調查與偵查程序之交界，由於執行調査主體為同一警
察機關、調查方法相類似，而被調查者又屬同一，使得二者在外觀
263

上更難以判別其界限 。因此，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在理論上雖可
區別，但在事實上不易識別其重疊區域，故應認二者係競合存在，
264

而同時有警察法與刑事訴訟法之適用 。
第三款 環境刑事案件之實務
壹、案件之客觀觀察
如前所述，由於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之方法類似，故從案件外
觀或案件進行過程，難以劃分二者之界限。而前述調查模式 B（警
察機關發動調查模式，未有行政機關介入）中，由於並無行政機關
參與其中，故容易令人意識到警察機關可能有由行政調查跨越至刑
事偵查之情形，而產生須適用刑事偵查法則之問題。
而實務上占案件較多數之調查模式 D-1(環保機關與警察機關
共同行政調查後轉為刑事偵查)，由於有行政機關參與其中，有警
察機關協助環保機關行政調查之事實，使法院更難於事後審查從案
件外觀或案件進行過程劃分二者界限。
貳、調查人員之主觀認知
環境刑事案件中，在行政機關之調查人員方面，實務上，環保
機關之稽查人員，除遇到稽查阻礙請求警察機關排除稽查障礙或保
護稽查人員安全之少數案件外，不會「無緣無故」協請警察機關合
262
263
264

競合說詳參鄭善印，警察與法律，警學叢刊，第 30 卷第 6 期，2000 年 5 月，第 153 頁。
參陳景發，論行政調查與犯罪偵查，中央警察大學法學論集，1998 年 3 月，第 141、147 頁。
相關見解詳參陳運財，從警職法之制定探討行政警察與司法警察作用之區別，警察法學，第
5 期，2006 年 10 月，第 37-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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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進行行政調查，必定是稽查人員在案件調查前或調查進行時，依
所蒐集之資料主觀上已認為(至少非常高度懷疑)屬環境刑事案
件，才會洽請警察機關共同調查。
而警察機關人員，尤其是環保警察人員，由於其並未被環保行
政機關委託行使環境調查權限，故其主觀上認知非依環境法執行行
政調查，且由於警察機關之特殊績效與陞遷制度，辦理刑事案件依
「警察人員人事條例」
、
「警察人員獎懲標準表」
、
「警察機關辦理獎
懲案件規定事項」等規定之「點數」較高，故大多數案件中警察人
員在案件開始時之主觀認知即為辦理刑事案件，而非依警察職權行
使法進行行政調查。
參、本文見解
在環境刑事案件中，警察人員主張行使警察職權行使法上之攔
查、資料蒐集等權限，導致產生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界限情形究屬
少見，多數案件行政機關之稽查人員與警察機關之警察人員合作，
都有其「案由」，尤其由誰發動、為何發動、蒐證過程等，縱在卷
證中未顯現，若檢察官或法院傳喚相關人員為證，多可依案件客觀
觀察與調查者主觀心態加以判斷。
若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之界限實在難以釐清時，本文認為，除
了環保機關之稽查人員因人身安全顧慮或須排除稽查阻礙，而請求
警察機關保護稽查人員安全或進行稽查現場秩序維持等案件外，其
餘案件，尤其是由環保警察人員發動之案件，均應視為刑事偵查。
理由之ㄧ在於警察人員對於其所欲實施之調查方法必須明確認知
究屬行政調查或刑事偵查，不得腳踏兩條船，以避免「以行政調查
之名，行刑事偵查之實」，而如所上述，相關調查人員與警察人員
之主觀心態與認知，就是要對於涉及環境刑法之案件進行刑事偵
查，已經超過行政調查之界限；理由之二在於警察機關因具有行政
警察與司法警察雙重身份，導致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界限不明之問
題，為保障被調查者之基本權利，且為使調查程序中取得之證據可
符合刑事證據法則之規範，應將警察機關之作為認為係刑事偵查而
適用較嚴格之刑事偵查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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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程序交界被調查者之權利保障
環境刑事案件中，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之交界問題多在於有警
察機關參與之案件，其爭議最多之調查形式為行政檢查與刑事搜
索。如第三章所述，行政檢查與刑事搜索各有其法源依據，且調查
機關得依法各自判斷，惟二者實質上仍有競合之可能。本文雖主張
警察機關主觀上應明確選擇所採用之調查程序，然其判斷究非易
事，由於國內警察法理論與法規相較於刑事訴訟法而言，仍未臻成
熟之階段，而對於人民之保障程序及救濟手段，亦以刑事訴訟法較
為完備，因此，為落實程序交界被調查者之權利保障，應優先考慮
265

適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與原則 。
因此，不論是採取何種調查模式，在環境刑事案件之行政調查
與刑事偵查之交界，最應考量的是被調查者之身體、自由、財產、
隱私，以及訴訟上之基本權利。本文認為，為保障被調查者之權利，
266

實行告知義務 ，即對於可能成為刑事被告之被調查者，應依刑事
訴訟法第九十五條規定告知其「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
、
「得保
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
、
「得選任辯護人」
、
「得請
267

求調查有利之證據」等，以保障其緘默權與辯護權 。
此外，本文認為在調查之過程中，亦應以正當法律程序確保案
268

件之實體真實發現 ，並應透過令狀原則之法制建立，使調查之程
序與方法，得在事前或事後依法救濟，並受到法院之監督，詳述於
下一章。
265
266

267

268

參照何賴傑，逮捕、搜索與扣押，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25 期，2001 年 8 月，第 120 頁。
有關告知義務詳參楊雲驊，被告地位之形成與告知義務，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44 期，2003
年 3 月，第 144-148 頁；楊雲驊，加強告知義務的課予—評最高法院 93 年台上字第 6656 號
判決，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76 期，2005 年 11 月，第 252-255 頁。
而調查程序轉換之告知義務；參陳信伍，行政調查之研究—以其與刑事偵查程序之轉換為中
心，國立中正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 年 8 月，第 99-102 頁；林永瀚，論前偵查程
序—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中間地帶，國立政治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 年 1 月，第
101-104 頁。
有關被調查者緘默權與辯護權，參王兆鵬，刑事被告之憲法權利，自版，2 版 1 刷，2004 年 5
月，第 57-102 頁及第 103-120 頁。
關於以正當法律程序原則審視刑事偵查程序，參楊雲驊，正當法律程序對偵查行為之控制—
以可歸責於國家的誘使犯罪（Tatprovokation）為例，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17 期，2000
年 12 月，第 147-1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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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壹、關於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之參與機關
實務上，環境刑事案件之參與機關眾多，包括各級檢察機關、
一般警察機關、環保警察、各級環保機關。而檢察機關由於專責辦
理環境刑事案件之偵查單位與鑑識單位之不足等原因，使得大多數
之案件必須與環保行政機關合作調查才能完整蒐證。至於環保警察
之定位問題，有法院認為環保警察為司法警察，亦有法院認為環保
警察係屬任務編組性質，故為「單純之行政協助」。惟本文認為環
保警察成立之初，確實是為了保護行政稽查人員之人身安全而設
立，然由於警察體系特殊之晉陞規定，使得警察人員不得不汲汲於
破獲犯罪之績效，導致目前其多以「專業警察」自許而獨立辦案，
實已非「單純之行政協助」
。
貳、關於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之模式
本文嘗試以法院判決之實務案例與環保行政機關公開之案
例，建立多種調查模式，包括：環保行政機關發動調查模式、警察
機關發動調查模式、檢察機關發動調查模式、多數機關參與調查模
式（又分為：環保行政機關與警察機關共同行政調查後轉為刑事偵
查模式、環保行政機關參與檢察機關之刑事偵查模式），並藉由分
析各種模式之調查程序與界限、多數案件類型、調查法律依據，發
現：行政機關參與刑事偵查之依據、警察之雙重身分導致界限不
明、程序單一或程序並行等均為問題所在。
參、關於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之交界
本文先區分無界限問題之模式(即檢察機關發動調查模式)、界
限明確之模式(即環保行政機關發動調查模式)與界限不明確之模
式(包括：行政機關參與刑事偵查模式、警察機關雙重身分之模
式)，再論述調查模式中，程序之單一或並行。
關於界限不明確模式中之行政機關參與刑事偵查模式，本文認
為，目前行政機關參與刑事偵查之法律依據薄弱，為使行政機關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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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刑事偵查更法制化，仍有以法令明確規定之必要，故建議應修改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七條規定為：「關於偵查事項，檢察官得請
該管機關為必要之報告與協助」，以澈底解決行政機關參與刑事偵
查之法律依據問題。
而對於警察之具有行政警察與司法警察雙重身分導致界限不
明之情形，本文認為除警察機關係為保護稽查人員安全或進行稽查
現場秩序維持等案件外，其餘案件均應視為刑事偵查，以避免「以
行政調查之名，行刑事偵查之實」。再者，為保障被調查者之基本
權利，並使調查程序中取得之證據可符合刑事證據法則之規範，故
應適用較嚴格之刑事偵查法則。
肆、關於程序交界被調查者權利之保障
由於刑事訴訟法對於人民之保障程序及救濟手段較為完備，本
文認為，落實程序交界被調查者之權利保障，應優先考慮適用刑事
訴訟法之規定與原則，故對於可能成為刑事被告之被調查者，應依
刑事訴訟法實行告知義務，以保障被調查者之緘默權與辯護權。此
外，本文認為在調查之過程中，亦應以正當法律程序確保案件之實
體真實發現，並應透過令狀原則之法制建立，使調查之程序與方
法，得在事前或事後依法救濟，並受到法院之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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