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文鐘曾文鐘
板橋地檢署 /主任檢察官

桃園地檢署檢察官
司法官班35期
板橋地檢署檢察官
彰化地檢署主任檢察官
板橋地檢署主任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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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

從查獲實際隨意傾倒之公司員工，整合各查緝
單位，多次搜索向上溯源查出有害事業廢棄物
來源之廠商，並獲得獲得當地環保團體之協
助、支持。二、能有效整合各單位辦案資源，
有效查緝上中下游之污染源，澈底瓦解以合法
掩護非法業者污染河川，扣得重要污案工具、
清運大卡車，一併瓦解重大污染源頭，而且促
使被告等交出犯罪所得達700多萬元，就檢察機
關查扣犯罪所得，產生相當成效。另外，起訴
書中所計算而得之污染數據、污染所得，亦提
供與環保單位求償之依據，發揮檢察機關協助
行政機關之效，並迅速回應民眾深切要求環境
權之期待，為減少民怨之典範案件。

此次獲獎，取決於本署檢察官團隊合作、並能結合環保署北區督察
大隊、新北市環保局人員、內政部警政署環保警察隊之通力合作，
更重要的是還有民間環保人士鼎力相助，才能自犯罪下游往上查到
中游，再由中游往上查獲上游，一舉瓦解污染環境之所有環結。

[101/5/11] [案件類型/ 廢棄物清理]



林秀敏林秀敏
桃園地檢署 / 檢察官

[101/5/11] [案件類型/ 空氣汙染]

司法官班38期
桃園地檢署檢察官
桃園地檢署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委員會審議委員
桃園地檢署緩起訴處分審議小組會議委員
前法務部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委員
前桃園地檢署社區監督輔導小組會議召集人
前桃園縣政府性侵害加害人評估小組會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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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生活水準逐年的提升，民眾已不願再接受工業發展所帶來的環境污染，為降
低工業發展造成的環境影響，政府遂要求公私場所要設置連續自動監測系統
（CEMS），以有效掌握空氣污染物的排放狀況，惟長期以來，仍有不肖公私場
所為一己私利，罔顧企業責任，以不實之空污數據，短報空污費用，規避主管機
關之監督，危及民眾居家環境品質。華○汽電廠長期以電腦軟體變造不實之空污
數據，林秀敏檢察官除以傳統偵查方式，指揮檢察事務官、桃園縣政府警察局刑
警大隊共同查明案情外，並能有效整合國立成功大學永續環境科技研究中心、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所委辦之工程顧問公司等專家資源，運用偵查技巧，順利破解華
○汽電廠數據造假之方式，並結合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等行政資源，交叉分析
比對高達數萬筆之數據資料，進而成功追溯出華○汽電廠自民國94年10月即開始
透過模擬程式虛擬造假，並不實短報空污費達3億餘元之事實，使桃園縣政府得
據以向華○汽電廠追繳裁罰空污費6億餘元。嗣本署並持續結合桃園縣政府等行
政資源，針對轄內各公私場所連續自動監測系統加強監控，防免類此華○汽電廠
數據造假之情形再次發生，以確保國人居家環境品質及維護環境正義。

檢察官積極指揮檢察事務官積極分析案情，結合專家意見，並率
員至華○汽電廠執行搜索及稽查，扣得該電廠生煤使用申報紀錄
、固定污染源操作紀錄鍋爐爐控運轉紀錄表、公用流體積量表檢
測報告、CEMS資料獲取及處理系統（DAHS）1台等重要證物，
得以突破業者層層防衛，查明案件實情，並使主管機關並據以追
繳裁罰6億餘元。檢察官主動偵破此案，使地方空氣品質不致長
期受污染，並讓主管機關得據以對業者追繳及裁罰鉅額款項，有
效提昇檢察機關形象，並排除民怨。



葉益發葉益發
桃園地檢署 / 檢察官

[101/5/11] [案件類型/ 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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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

當被提報法眼明察獎入圍者, 認知得獎者應都是大學長,跟老婆直呼不可能得獎。
本次在排怨計劃能得奬 的案例為感冒用藥麻黃素原料被不法運用而提鍊製造安非他
命,整案抽絲剝繭最終能在衛生署管制之下保障人民安康, 為國家盡己之力。
在此要感謝檢察長、襄閱、主任全力支持, 謝謝全案參與的警察同仁及書記官沒日沒
夜的配合偵查。 也要謝謝老婆的體恤, 從台北離開了工作多年的崗位,來到桃園挑戰
新環境新生活, 「老婆,辛苦了, 謝謝你操持家務,讓我得以全心投入工作,無後顧之
憂」
這次能獲獎,爸爸要跟寶兒/寶弟講: 「人的一生中要作一些有意義的事才有味道。 爸
比在家沒有講話眼神兇兇地, 並沒有生氣, 而是正在構思模擬專案的任何狀況, 心頭的
正義公道交戰著側隱不捨, 爸比雖然很忙但是為了你們兩個幸福寶貝, 我會保持熱情
注意健康,作好你們的榜樣」。

本件經檢察官指揮司法警察長期監控，歷經一年餘通
訊監察發現，該犯罪集團假稱各醫療院所之名向藥廠
進貨，交易數量龐大，且分工細密，遂整合調查局各
處站等，全面進行情資統合，由該署檢察官指揮查扣
165萬8188顆鼻速克錠，總計含假麻黃鹼純質淨重
75812.36公克。二、本案執行過程中能整合司法警察
情資，有效出擊斷絕毒品原料來源，除發現各藥廠人
員有內外勾串之情，更查獲以不實交易憑證製造斷點
躲避查緝，所開立之不實發票總金額高達27，052，
455元，逃漏稅捐情形嚴重。再者，本案破獲安非他
命上游原料流通集團，打擊製毒工廠擴延，有效遏止
國內毒品氾濫；另亦追查出國藥業市場管制漏洞，防
制藥品繼續流入製毒領域，大幅提振檢察機關形象。

司法官班45期
中央警官學校第57期畢業
警察大學法律研究所畢業
桃園地檢署檢察官



林李嘉林李嘉
苗栗地檢署 /主任檢察官

[101/5/11] [案件類型/偽禁藥]
該案係由苗栗地檢署自動檢舉分案，再由檢察
官自行指揮檢察事務官調查後，查獲許多知名
媒體、生技公司、藝人。查獲該案使電視購物
頻道與其他廠商不敢再有未經許可，逕行在廣
告中宣稱其產品有特定保健功效並加以販售之
情形，成功為國民健康把關，體現司法為民之
理念。

司法官班35期
中興大學法律系畢業
臺北大學犯罪研究所畢業
84年司法官特考及格

84年律師高考及格
新竹地檢署檢察官
苗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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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 記得法務部在民國98年推動偽禁劣藥專案時，把非法健康食品列為查緝對象，苗栗縣衛生局至本署
聯繫此專案時，「透露」非法健康食品之猖獗、毒害，其實更甚於偽禁劣藥，雖然沒有確切證據，但他
們相信，國內洗腎人口之比例全世界最高，有部分原因就是因服用非法健康食品。所以本署賴檢察長哲
雄、楊檢察長秀美先後指示組成專案小組強力偵辦。

健康食品管理法的這個法律，我相信絕大部分的檢察官都很陌生，所以當然我們專案小組一開
始也不懂，而且這是衛生署主管的行政刑罰，偵辦過程發現，我們確實無法以一般傳統法學之邏輯去解
釋這個「高度專業」的法律。公元2010年8月3日在美國發行之消費者報導雜誌（ConsumerReports.-

-org，感謝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助理教授黃蘭媖 提供）指出，健康食品多對人體健康具有危害性
，業者運用謊言、誇大廣告來欺騙消費大眾，在2009年，整個美國健康食品市場有高達新臺幣8,480億元
（267億美元）之產值，但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卻拿不出任何辦法制止。相同的情況也在我國
發生，往昔衛生署均以誇大廣告之事由裁罰廠商新臺幣30萬元，在非法健康食品的利潤動輒高達新臺幣
數百萬元至數億元之情況下，區區新臺幣30萬元之罰款，絲毫恫嚇不了任何非法業者為牟取暴利而繼續
戕害國人身體健康之決心。

經本署持續2年的大力掃蕩之後，目前在平面媒體的違法販售廣告已經絕跡，電子媒體除少數零
星幾件仍企圖僥倖蒙混過關外，也幾乎不見此類違法販售廣告，而電視上合法健康食品廣告已經慢慢增
加，這一點我們感到很慶幸，辛苦的辦案終於有有代價，我想這也是地檢署的功能，尤其是在行政機關
無力阻止重大危害發生的時候。

最後，我謹代表本署兩位檢察長來感謝專案小組檢察官陳怡龍、李基彰、黃智炫、蕭慶賢及檢察事
務官組長張世浩、林昆璋、陳瓊枝等持續不斷的辛勞付出，也很高興能藉此機會來表達我對他們最大的
敬意。



吳錦龍吳錦龍
臺中地檢署 / 檢察官

[101/5/11] [案件類型/廢棄物清理]

司法官班46期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國際法組研究所碩士。
91年度司法官特考及格。
91年度律師高考及格。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國立中正大學行政院國科會計畫研究助理。

臺灣國際法學會第一屆國際法碩博士論文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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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檢察官獲悉警察偵辦本案困難，主動介入，邀集 相關單位研商偵查
作為，多次親至現場履 勘以了解現場環境後，責由環保警察人員於深夜
進行監控，並有效調度司法警察外及欲作機具保管場地準備外而順利查
獲並扣得相關證物。另會同環保署中區督察大隊、臺中市府環保局現場
採取檢體檢測出鄰近區域與現場附近農作物，均遭重金屬污染等情，隨
開會研商農作物之處理問題，以免流入市面以戕害人民身體健康，並完
全清理該有害事業廢棄物之前，以巨型帆布加蓋以防污染繼續擴大。
被告公司更主動與主管機關達成協議，被告公司願意負擔至少2億多元之
整治費用。除有效打擊不法，更善盡公益代表人之責任，要求犯罪者必
需為其所為不法犯行負責，維護國土永續發展之目標。

本件重大環保污染案件能順利偵破，首先要特別感謝本署張檢察長的全力支持與不時給予經驗上的建議，且多次親自主持
相關會議，才能一舉將源頭來源徹底掃蕩，並在強力掃蕩之後，順利以柔性司法力量達成環保史上最大金額及規模之回復
原狀案件，展向司法剛柔並濟的力量。另外，也須感謝本署國土組陳忠榮主任及王前主任文和在本案偵辦中的關心與行政
協調，尤其王前主任，在抱病期間，仍然不時地給予關心並提供寶貴的人生經驗，從本署偵辦大甲溪裡冷段疏濬大石盜採
暨回復原狀一案至本案的偵辦，都存留著王前主任對年輕檢察官薪火相傳的無私身影。另本案的成功偵破，是整個專案小
組團隊合作的結果，本署檢察事務官、環保警察隊、內政部刑事警察局、行政院環保署暨所屬稽查大隊、臺中市政府環
保局等專案小組成員分工合作，群策群力，在長達近1年的偵辦期間，不僅犧牲假日與家人團聚的時間，平日更須徹夜埋
伏蒐證，終能除惡務盡，還給民眾一清新大地。本案在展開調查後，專案小組並未預設辦案期程，而係先行就案件之前因
後果及辦案困境予以相互溝通，並調取完整之資料進行分析，凝聚出「拔根斷源，除惡務盡」之共識與目標。也因此，在
各機關所面臨之問題一一攤開溝通後，便由檢察官站在第一線親自整合各行政及司法警察機構，排除各項障礙，使打擊成
效能完整發揮。承辦團隊在持續動態分析犯罪事證，掌握廢棄物流通網絡及共犯結構後，更親自將廢棄物相關法令規章、
文獻等予以分析整理，藉以使所有承辦團隊成員了解非法傾倒廢棄物業者之運作模式、常見抗辯手法及案件突破方法，據
以規劃可行之執行策略，終能徹查污染來源，完整掃蕩上中下游非法業者，將最上游之事業廢棄物業者、中間之運輸業者
及終端之廢棄物回填、掩埋之非法業者一次肅清。然而，環保犯罪案件大多是屬於無聲的被害人類型，以致往往未能被真
正重視其危害性，也因此身為公益代表人的檢察官所扮演的角色在此種犯罪更顯重要。但環境犯罪所導致的惡害及影響衝
擊之層面雖屬重大，卻也因其後的生態影響，均需透過長期追蹤及考察才能確認影響的範圍，而此在法律資源有限性及訴
訟經濟的考量下，行為人的惡性往往無法被完全評價與揭露，加上我國法院實務長久以來為人詬病的量刑基準，均助長了
環保犯罪者的僥倖心理。因此，本案的順利偵破，固然令人振奮，然為能竟其全功，避免犯罪集團長期所造成之惡害，最
終轉嫁予國庫及社會大眾吸收，本署更統合相關機關力量，積極查扣犯罪機具、不法所得及主動召集相關機關商議回復事
宜，進行損害及回復原狀評估。此後，更主動協助地方主管機關對涉案廠商資產進行假扣押，同時促成涉案廠商主動負起
清除責任並提供相關擔保，避免公眾二次受害及節省國庫鉅額清除費用之支出，使被告除刑事責任之訴追外，更無法據此
僥倖獲取不法利得，同時更進一步達致清除污染源以維護國土永續發展之目標。 如前所述，有毒污染所造成的有害影響，
不僅會侵害公眾之健康，長久下來，更會對人類的生存權、安全權、健康權、財產權、工作權等造成系統性的侵害，更遑
論有何永續發展的可能。故針對環保犯罪的打擊，，當下不做，後世子孫一出生所承受的便將是無窮無盡的惡害，晚了，
一切都將『再也回不去了』。檢察官身為公益代表人積極偵辦環保犯罪，是為捍衛當下未具發言權的「後代子孫」永續發
展的權利，也是對於世代正義的追求與實踐。這土地，每一部分，都是生命神聖的根源，也是吾人世代安身立命之處所，
不容也不應該恣意地加以戕害，這就是檢察官所守護的正義價值。因此，任何人甚至企業主都無權自侵犯他人權利的行為
或實踐中獲取利益。最後，感謝部長及部裡長官對於本案的肯定，並親自至現場視察回復原狀之進度，我們將會更加努力
守護這美麗國土。



李俊毅李俊毅
南投地檢署 / 檢察官

[101/5/11] [案件類型/偽禁藥]
先透過清查金流，釐清出可疑廠商店、詐欺手法
與金額，據以向法院聲請通訊監察獲准後，長期
觀察涉案商家之生活作息與商店運作模式，利用
商家訛騙來台觀光消費之大陸地區人民機會，進
行同步搜索，並同時傳喚證人，迅速、有效展開
偵辦作為，將被告等人一舉成擒。本案偵辦為有
效取得被害人證詞，先以長時間觀察涉案商家情
形，利用有大陸旅客進店消費而遭詐騙時機，以
事前擬訂縝密計畫，進行同步搜索與迅速之傳喚
製作筆錄過程，避免中斷大陸旅客之旅遊行程，
未引起大陸旅客不滿而生爭議，是其偵辦上創新
作為及時效性掌握，實為未來辦理是類詐欺案件
之模範。

司法官班48期
輔仁大學會計學系畢業
南投地檢署檢察官
臺中地檢署檢察事務官

排

怨

計

畫

之

榮

譽

榜

本件係部長至南投地檢巡視時，有感於大陸旅客到臺灣旅遊，頗有跑得比
馬快、起的比雞早、吃的沒有比豬好的抱怨聲，指示本署檢察長進行瞭解
而立案。感想是，當一個稱職的檢察官必須有細心體察社會現象，發現社
會問題的能力，繼而介入偵查，改善社會未盡完美的制度，這是從部長、
檢察長處學習到的寶貴經驗。另外，從這個案件發現，大陸組團社苛扣本
地旅行社團費，本地旅行社轉而壓榨有品質保障標章的商店，並收取高達
50％的佣金，而商店為吸引本地旅行社帶團消費，僅能支付高額佣金，並
以進口鹿茸、鹿胎假冒臺灣水鹿鹿茸、鹿胎的詐騙大陸旅客，感想是，開
放陸客觀光制度形成之初，如果有思考到如何保障本地旅行業者，就不至
於在事後處理這類難解的結構性詐欺案件。是以，老子說：天下大事，必
作於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



江金星江金星
嘉義地檢署 / 檢察官

[101/5/11] [案件類型/詐欺]
本件案件係內勤移送詐欺案件，隨即指揮警方進行調閱
道路監視器、轄區車輛辯識系統、臺灣高鐵站之錄影監
視畫面與密集提訊在押被告突破其心防，比對監視器畫
面以確認被告供述之正確性，確認可疑犯嫌之行蹤及所
使用之行動電話，通訊監察之聲請及執行，詐欺集團成
員之真實身分年籍資料、實際住居所、工作場合及其分
工態樣之確認，時機成熟後，檢察官指揮警方同時搜索
10餘處地點，包含詐欺集團之開設酒店、集團首腦及主
要幹部之住居所，並扣得詐欺所得贓款現金260餘萬
元、BNW自用小客車1輛、帳冊、公關小姐之筆記本、
人頭電話、電腦主機等物品，並拘提被告聲押獲准等，
有效向上溯源打擊犯罪。二、本件是該署轄區數年來查
獲被告人數最多之詐欺案件，且查獲之對象，自出面取
款之公關小姐、幹部、主要幹部以至集團首腦，均一網
打盡，是本件足以有效降低詐欺犯行之氾濫，並改善全
國各地區之治安，適時排除民怨，承辦檢察官及專案員
警對於社會治安、公平正義之貢獻，不言可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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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官班45期
臺灣大學夜間部法律學系畢業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書記官
嘉義地檢署檢察官

本案起訴之後，接獲被害人寄來的感謝信，內容寫著：「我的心，好痛、好失落，因為父母
身體老邁、又有高血壓，至今仍不敢向他們表明，所遇並非理想之結婚對象。他們還以為我
已找到結婚的對象，我只好求助心理醫師，此事逼得我去看精神科門診。」工作多年，雖然
能夠漸漸理解前輩告誡的話語：「檢方的工作，就是要敢得罪人。」；但是，內心深處，一
直覺得，體會百姓的痛苦，並為之排解，才是我們工作的原點。
為了偵辦這個案件，常常找嘉義縣刑大的警官蘇俊冠到辦公室討論案情；遇到偵辦進程如何
規劃的的難關，我也常常請教學識經驗豐富的朱檢察長兆民，並與李主任檢察官啟明、陳主
任檢察官建弘等人商討案件之流程、人員之配置；執行本案時，更有賴本署同事楊騏嘉、陳
美君、侯德人、郭志明等人提供寶貴意見及實際參與執行之分工，在此，都一併謝過。並且
謝謝妻子的體諒，體諒我白天有忙不完的公事，晚上只好回辦公室加班，常常沒辦法幫忙照
顧剛滿周歲的幼女；也謝謝我的父母親，願意讓兒子離開家鄉，到外地打擊犯罪。沒有眾人
的支持，我不可能把工作做好。再次，謝謝大家。



謝肇晶謝肇晶
高雄地檢署 / 檢察官

[101/5/11] [案件類型/偽禁藥]

司法官班45期
台灣大學哲學系及法律系法學組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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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辦檢察官從眾多證據中過濾出疑犯，指揮承辦
單位跟監蒐證，充分掌握被告等人輸入禁藥方式、存
放禁藥倉庫及中下游販賣業者之共犯結構，得以順利
執行搜索，而扣得非法輸入之禁藥共計約4 公噸並聲
押被告等人獲准。另清查於被告住處扣得之帳冊，掌
握其中下游業者及畜牧、漁業養殖業者共計200餘
家，並將清查內容交與主管機關農委會與調查局持續
清查相關養殖業者。二、上揭禁藥均有強烈致癌性，
使國人食用安全遭到極大威脅，檢察官於承辦本案期
間與主管機關相互協助，並就相關案情充分討論，進
而查獲上揭禁藥之上游進口商，並查扣國內有史以來
最大量之純質「硝基扶喃」及「氯黴素」等各式動物
用禁藥，總重約4公噸，避免該等禁藥流入市面，維
護國人健康安全。

時光飛逝，從承辦第一個專案到現在，已經歷了5個年頭，每當一個專案從線頭、摸
索、執行偵查作為到偵結，往往費盡心力，但想到能為國家社會盡一份心力，心中不禁
升起一股莫名的榮譽感，支持自己繼續奮戰。而對於一個辦案人員來說，順利將不法之
徒繩之以法的成就感與榮譽感，是只有承辦案件的自己可以充分感受的，每個案件都是
努力奮戰的成果。在本案發展初期線索僅有人頭申報的報關單，連實際行為者為何？
一點頭緒都沒有，每天除了與專案人員討論之外，回到家裡，也不斷思考案件方向，其
中最常使用的方法就是將自己融入嫌疑人的性格，從嫌疑人的角度思考問題，所以在家
中，母親、老婆常會覺得我人格分裂，或是覺得我突然呆若木雞，家人看到我表現出這
樣的神情，剛開始會覺得我不夠尊重她們，但次數一多，家人也能體貼的對我自動採取
「不理會」的策略，讓我能夠繼續我的思考模擬。也因此，我享受了鬥智的快感與成就
感，但陪伴在自己身邊的母親與親愛老婆，卻要「忍受」我漫不經心的敷衍或是徹夜不
歸的不安。親愛的母親或太太雖偶有抱怨，但拖著疲憊身軀回家的我，看到了她們特意
為自己留著的一盞小燈及點心，瞬間就修復了疲憊與傷痕。這時才發現，原來自己的成
就感是建立在母親及太太的犧牲奉獻下。感謝母親與太太的支持，我愛妳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