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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案件偵辦經過 

一、案件初期(共計 9 個月) 

(一)、蒐證階段: 掌握不易、跟蒐困難 

本案檢舉民眾於103年11月間配合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提出檢舉並

製作筆錄後，該分局即報本署偵辦。 

檢舉民眾指稱其住處（屏東縣竹田鄉）旁之工廠，疑似有回收廢油予

以加工，並將回收廢油提煉後具刺鼻味之不明液體排放至排水溝等而有污

染環境之情事，因民眾檢舉所指案情牽涉廣泛然非具體特定，然倘為事實

則事態嚴重，偵辦難度高，說明如下： 

本署認深入追查必要於102年11月27日立案先行指揮屏東縣警察局刑

事警察大隊民生犯罪小組查詢工廠地點，終在屏東縣竹田鄉發現位處偏僻

且無門牌號碼之地下工廠，且經連日跟監發現工廠平日均大門深鎖，然有

貨車進出，遂於研判後認為有擴大追查必要，遂於103年2月間起指揮環保

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環境督察大隊(下稱環境督察大隊)、屏東縣政府環保局、保七

總隊第三大隊第三中隊2
(下稱保七)與刑事警察局南部打擊犯罪中心3

(下稱南打

)共同籌組專案小組，分別分工，除釐清該地下工廠有無相關刑事責任外，更進一

                                                 

2保七總隊第三大隊第三中隊員警伍景合、張德清、潘德儒、簡國政執行跟監、蒐證及

通訊監察業務。 

3刑事警察局南部打擊犯罪中心(第八偵查大隊)副隊長趙副丞負責監聽聲請及所得之

監聽譯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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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特定該工廠實際負責人，且派員就該地下工廠出入之貨車加以跟監追查，發現

郭某出售前開油品之方式，每個月約僅計一次，行蹤隱密不易掌握。人力

與時間投入甚鉅，而於103年8月掌握運油之時間與路線。 

另本署於102年12月24日有民眾檢舉至本署政風室表示有皮革廠於屏

東縣頭前溪偷排工業廢水且屏東縣萬丹鄉之進威公司疑似利用廢棄豬皮

製作黑心油，混充為食用油等情，是本案由玉股檢察官吳文政承辦後即與

與屏東縣政府環保局以及衛生局等聯繫，研商稽查與取締方式，而稽查進

威公司，檢察官並於103年1月15日指揮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環境督察大隊

以及屏東縣政府環保局共同勘驗稽查翔奕皮革有限公司，續認有繼續追查

必要，而於103年2月14日指揮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環境督察大隊就進威公

司是否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刑事責任進行勘驗與行動蒐證(跟監等)偵查作

為。 

吳文政檢察官與李仲仁檢察官因均指揮有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環境

督察大隊，互核後發現分別偵辦進威公司與郭列成地下油廠案件，但兩者

間均有共同之聯繫，協調後於103年2月起，共同協同偵辦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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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檢舉內容極為不特定，必頇經由跟監埋伏等進行行動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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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行政檢查權合作  釐清行政與刑事責任階段 

本案於 103 年 5 月間本署檢察官李仲仁與南打副隊長趙副丞、保七警

員伍景合等三人，會同屏東縣政府環保局稽查科長余東璧、環保署南區督

察大隊技正林書泓等，行使環保稽查行政檢查權，並作為偵查之掩護前往

進威公司上游「翔奕皮革工廠」了解事業廢棄物之皮革油產製過程；另並

再以環保稽查行政檢查權前往「強冠公司」，查明強冠公司油品產製過程、

製造油品之種類及確認有無製造非食用油脂產品。而掌握本件劣質油品所

可能之上中下游問題，並供做案情研究。 

(三)、專業知識之掌握 

本案專案小組於 103 年 6 月間因受限非油品領域之專業人員，就該領

域倘有食品業者涉案牽涉領域過廣、影響層面廣大，為求慎重，承辦檢察

官李仲仁與南打副隊長趙副丞、保七隊員簡國政，即透過屏東縣政府衛生

局食品衛生管理科科長李○○之聯繫及帶領，前往美○科技大學訪談及研討

動物性油脂及植物性油脂之差異等。 

因而對於不肖業者混攙劣質豬油，有較為深入之認識，並研判本案應

以更為慎重之態度深入追查與蒐證。 

(四)、行動階段 

本件初步研判由於強冠公司為國內重要原油廠商，應確切掌握強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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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購買郭烈成地下油廠油品之動向，方得掌握上下油源鞏固證據。 

為掌握郭某出貨方式與車輛行蹤，專案小組司法警察不斷透過跟監、

埋伏之方式終於掌握郭列成車輛出貨之行蹤，並與強冠公司相關，嗣後輔

以通訊監察之聲請取得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准許通訊監察，迄103年8月發現

郭某每個月僅出貨一次給強冠公司，因而掌握具體事證，而於103年9月1

日由本署檢察官吳文政帶隊前往郭烈成地下油品工廠執行搜索，檢察官李

仲仁帶隊前往進威公司執行搜索，檢察事務官王陳龍帶隊前往強冠公司搜

索，其他8處搜索點分別由刑事局人員帶隊前往。 

本署檢察官指揮專案小組司法警察，總計動員70多名警力暨高雄市、

屏東縣之環保、衛生局等相關單位（組合執行近180名人員）分持臺灣屏

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所核發之搜索票（傳票）帶回郭○成等34名相關涉

案之嫌疑人及關係人到案，並查扣改造手槍1枝、子彈3顆、儲油槽17座、

儲油桶91桶、皮革削出油脂23桶、油罐車1部、油槽車1部、自小客車1部

、堆高機1部、自小貨車6部、帳冊、估價單、過磅單、貨單、報表、營利

事業登記證、存摺、手稿、請款單、送貨單、動物油、筆記本等相關贓證

物。【扣押物如附表一所示】。 

當日帶回嫌疑人及證人共計34人並由本署檢察官吳文政、陳玠儒、李

仲仁、簡婉如、高永瀚、王繼瑩、許家彰負責問訊。 

是日本署初訊後發現，渠等均非領有執照之廢棄物處理廠，非法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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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回收業者之回收廢食用油、皮革廠場化學處理後之廢棄皮脂油及禽畜

屠宰場之皮肉下腳料等事業廢棄物，再加以混摻、燃煮後製成劣質食用油

品後流入市場，尤其該郭烈成之地下工廠環境極其髒亂不堪，生產之劣質

油品價格低廉，影響合法業者企業生存與消費者權益，遂向法院聲請羈押

。 

而強冠公司之副總戴某，初因事證未明責任尚未釐清，然願意配合自

行將涉案產品下架回收處理，經本署檢察官考量強冠公司為油品廠商應負

擔更高之責任，經以10萬元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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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件事實略述 

案件於案發時，初期所掌握之事實如下，雖日後隨立法委員爆料、清

查資金以及取得重要證人證詞，擴大案情發展方向。然此部份，仍可供作

日後比對起訴事實之檢討，並供作未來辦案之參考: 

1、經全力跟監蒐證發現嫌犯郭烈成為上述地下油品工廠之業主，郭嫌

油品係購買回收廢食用油與餿水油，再將所購之回收油品以工廠內之油槽

進行燃煮、混摻其他油品後再售予進威公司（經營動物飼料用油）。 

2、被告郭烈成另涉嫌明知「食用油」頇依照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製造流程辦理，且製造食用油不得有攙偽及假冒，竟自103年2間起某時起

，陸續向胡信德所經營回收油業者「順德企業行」購入回收油，另透過管

道向「進威公司」購入飼料用油，再向中部油品業者購入油品，以將上開

劣質油品假冒為正常油品或將正常油品攙入劣質油品等方式，以每次27至

30頓之數量，販售與下游食品業者「強冠公司」作為食用油之原料（共計

9次）涉犯刑法詐欺、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販賣假冒之食品罪嫌，罪嫌重

大，危害社會大眾民生用油安全甚劇。 

3、「強冠公司」涉嫌收受郭嫌之劣質油品後，再由渠公司通路流入各

食品行及各大型賣場。 

4、「進威公司」無相關處理「事業廢棄物」之執照，蒐證發現進威公

司除向上開郭烈成購買回收劣質油品外，另向地下皮革工廠、翔奕皮革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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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宏雅皮革等收購皮革廠製成過程處理後所產出之廢棄皮脂油與屠宰場

切除禽肉所剩之「皮肉下腳料」等「事業廢棄物」後，再以進威公司內之

油槽加以燃煮、混摻後再銷售予下游飼料廠或畜牧場。 

(六)、案件困難點 

案件於案發時，初期所掌握之事實如上所述。各部份之困難點，如下

述: 

1、收購回收廢食用油與餿水油，再將所購之回收油品以工廠內之油

槽進行燃煮、混摻其他油品後再次出售予經營動物飼料用油者。

是否有相關之行政罰。 

2、收購回收油、飼料用油，再將此等油品精煉後，販售與下游食品

業者。是否涉有不法。 

3、回收廢食用油、餿水油製成飼料用油，是否屬於飼料管理法之範

疇。(此部分截至本案起訴時，是否納入飼料管理法規範，仍有疑

慮)。 

4、處理回收廢食用油、餿水油製是否必頇領有相關處理「事業廢棄

物」之執照。 

5、皮革廠製成過程中，經處理後所產出之廢棄皮脂油以及屠宰場切

除禽肉所剩之「皮肉下腳料」，是否屬於「事業廢棄物」。 

6、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49條第1項:「有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七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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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款行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八

百萬元以下罰金。」與第2項「 有第四十四條至前條行為，致危害

人體健康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千

萬元以下罰金。」，是以，第2項頇達「致危害人體健康」之標準

，此部分如何認定。 

二、案件中期 

郭嫌遭釋放、金流異常;適逢秋節，強冠再遭爆料自香港進口有疑慮油

品，案情升高;行政責任與刑事責任釐清不易，與行政機關間頇協力相互合

作。 

就本件地下油品工廠乙案，郭嫌經本署聲請羈押而於 103 年 9 月 2 日

經法院以 5 萬元交保後，旋發生下述事件，致本件案情出現金流異常、檢

舉人爆料、案情升高以及與行政責任混同，而頇多方協力之情形，說明如

下: 

(一) 對裁定抗告並聲請羈押。郭嫌經本署檢察官對被告郭烈成聲請羈押而

於 103 年 9 月 2 日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以 5 萬元交保後，郭嫌於翌日

(3 日)即將名下存放犯罪所得之帳號存款金額提領一空，有ＯＯ銀行

屏東分行交易明細可查，檢察官認被告郭嫌就本案容有民事追償與刑

事責任頇承擔與負責問題，復將帳戶所得提領，已足認被告有逃亡之

虞，遂指揮司法警察於中秋節期間嚴密監控被告行蹤，且同時提出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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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並請屏東地方法院以專案專車方式趕送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審

理，而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亦於同日(5 日)晚間 10 時 20 分許裁定

撤銷原裁定後，由屏東地方法院再重行開羈押庭，於檢察官親自蒞

庭，終獲法院核准被告之羈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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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政支援。就本件法院因駁回羈押之聲請，檢察官於提起抗告後，就

相關聲請羈押卷證趕送屏東地方法院，並請屏東地方法院以專案專車

方式趕送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審理，是以假日期間各項行政人力、

書記官人力等調配，以及假日期間媒體湧入之安全維護等，由檢察長

指示官長、紀錄科與法警長等全力支援辦理。 

(三) 資金清查與凍結。除被告郭烈成外，強冠公司亦出現有資金異常情形，

是於秋節期間承辦檢察官除準備郭某案件羈押庭之攻防資料外，仍指

示本署資金清查與查扣小組(事務官室)，致力於涉案被告資金之清查

以及緊急凍結。【凍結扣押資金如附表一(二)所示】。 

又本案雖於假日期間進行資金清查，然並未獲行政阻礙，洗錢防

制中心以及相關資金查扣窗口均得即時提供行政協助，俾供順利查扣

相關被告進威公司以及強冠公司副總戴啟川等人之帳戶。 

(四) 油品流向。就本案強冠公司雖於第一時間表示願意負責回收處理；然

強冠公司啟動回收工作後，相關行政單位是否再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

理法之相關規定要求相關業者回收，則頇由行政機關依據法令研判。

本署並得於不違反偵查不公開之情形下，提供必要資料供行政機關辦

理。 

i. 本署檢察官主要負責郭烈成地下工廠上下游油品流向；並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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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廠商是否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 

ii. 行政部門主要依據相關法令負責強冠公司下游油品進入市場

流向。 

(五) 油品鑑驗報告。 

扣案之油品種類繁多，所涉權責行政機關亦有不同，例如進威公

司為飼料用油、郭烈成為地下油品工廠而強冠公司則為食用油工廠，

鑑驗品項以及相關單位均有不同。因此就檢驗項目之擬訂，必頇與環

保單位、衛生單位與專家等多加討論，頗耗費時間。 

(六) 強冠再遭爆料自香港進口有疑慮油品。立法委員蔡煌瑯於 7 日(周日)

晚間指出:有消息指出強冠長期自香港進口低價豬油，而香港不自行

產製豬油，因而疑案情不限於郭烈成之地下工廠；本署據報於 8 日(周

一)中秋節指揮司法警察詢問該相關爆料人員。且 103 年 9 月 10 日由

葉主任檢察官建成帶隊，協同檢察官李仲仁、檢察事務官王陳龍、高

雄市衛生局及國稅局人員前往強冠公司稽查、採驗相關自香港進口之

油品與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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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團隊辦案相互合作 

(一)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王檢察長添盛於 103 年 9 月 16 日至本署慰勉偵辦

本件郭烈成劣質油地下工廠劣質油品乙案同仁:主任檢察官葉建成、洪瑞芬

與檢察官李仲仁、吳文政連日辛勞，並勉勵專案小組持續打擊劣質油品地

下工廠、深入追查以維護全民食品健康安全，王檢察長添盛並表示將請臺

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打擊民生犯罪督導小組」研議地下油品工廠違法行為

之查緝以及相關法律議題。 

本署張檢察長金塗表示能夠偵破本件郭烈成地下油品工廠乃靠專案小

組鍥而不捨的努力、跟監與埋伏，因此歸功於檢察官團隊與本案縣警局、

環保警察、保七總隊與偵八隊及調查站等團隊之合作，而追查不法與維護

社會安全原本即是擔任檢察官的本分工作，本案之偵辦仍頇上級長官持續

協助、指導與各該行政機構之通力合作。 

 (二)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打擊民生犯罪督導小組」辦理本件劣質豬油案

件，於 2014 年 9 月 11 日依據衛福部所提報告，衛福部表示強冠下游 235

家食品業者下架封存，有 21 家拒絕配合辦理，本署就行政院衛生福利部

所提相關資料，陳報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有跨轄囑託訊問證人身分並協調

各地衛生單位辦理之必要，於同日發文囑託，各地檢署於同日均即刻協助

辦理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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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打擊民生犯罪督導小組」於 2014 年 9 月 19 日

於本署開會，並協助本署: 

1、協調、聯繫各支援之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打擊民生犯罪小組，協助

辦理本案。 

2、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本署檢察長邀集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

處共同參與本案、清理本件資金流向。 

3、會中邀集雲林、台南、嘉義、台中與高雄等地地方法院檢察署與會，

並指示各相關機關或團體於發現可疑涉及民生犯罪之個案時，宜逕洽各轄

區地方法院檢察署之打擊民生犯罪專案小組，若涉及本案有跨轄之情形，

則連繫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之聯絡窗口後，由該署協調各地方檢察署辦

理。 

 嗣後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之並陸續召開第二次、第三次「查緝食安案

件專案會議」，本署均派主任檢察官、檢察官與會，藉由會中各地檢署所

提之問題與經驗分享，均使本署承辦同仁獲益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