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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於 2014 年 9 月 30 日結案提起公訴。 

 

第四章、困難與檢討 

一、不確定故意與過失 

本案於查獲郭烈成地下油廠時，強冠公司涉嫌之罪名究竟為違反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之故意、過失或者為詐欺之共犯，尚有未明。郭某與強冠

公司戴某均否認犯行。所幸，本案偵辦中掌握有重要證人以及查獲強冠公

司董事長直接向廠商購買發票以掩飾與地下油廠交易之紀錄，方得認定犯

意範疇而提起公訴。 

此部分賦稅署以及相關稅務單位之協力，甚為重要，得為未來辦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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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二、檢驗項目之酌定 

扣案之油品種類繁多，所涉權責行政機關不同，復遇有跨轄因此送檢

單位亦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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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位於高雄轄區，因此鑑驗品項、相關單位檢驗項目、配合

之檢驗單位檢驗能力以及各縣市合作之單位等均有不同。 

因此就檢驗項目之擬訂，因以回收油等混充並無前例可循，國家標準

項目又甚為有限，例如，國家食用豬脂標準之重金屬檢驗項目僅有五項，

非法原料製成之油品，檢驗結果未發現異常，並非代表沒有潛在風險。 

為釐清是否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49 條第 2 項致生人體健康危害

等，耗費相當多之時間與專家學者以及環保單位、衛生單位等討論各項標

準，就外界疑慮及關切之酸價、總極性化合物、重金屬、丙烯塩胺等請行

政機關進行檢驗。另請行政機關增加就歐盟毒性列管之 4 種多環芳香族碳

氫化合物(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一併加以檢驗。此外，本

案於偵辦過程中發現被告等有以其他動物油脂摻混之情形，因此亦請行政

機關一併加驗動物基因成分。 

又倘因辦案需要，仍頇促請食藥署儘速提供檢驗報告，必要時應親自

北上調取報告，本件承辦檢察官即於 2014年 9月 29日(周一)北上調取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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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並同時諮詢榮總毒物科主任協助提供諮詢意見;並前往食藥署取強冠

公司、郭烈成之檢驗報告；同時請食藥署相關負責人員就檢驗報告內容以

及附件所提供之各項歐盟檢驗標準等為相關之說明。 

誠如本署於 103 年 8 月 26 日所起訴之頂新公司屏東廠案件之起訴書中

所述「爰脂肪酸種類與組成影響油脂的熔點、水溶性、氧化安定性與生理

機能等性質，決定油脂的主要特性，故我國對於食用橄欖油及食用葡萄籽

油之品質等規範，均參考歐盟等國際標準，分別規定於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下稱 CNS ）標準總號 4837（標準類號 N5149 號）及標準總號 14875 （標

準類號 N5242 號），另於 CNS 標準總號 14759 （標準類號 N6370 號）

訂有「以氣相層析儀測定植物油脂之脂肪酸組成參考值」，詳列食用橄欖

油及食用葡萄籽油之脂肪酸組成容許數值（比例），而此等脂肪酸組成項

目，多有一合理區間比例（有部分項目之合理區間甚寬），食用橄欖油更

有特級冷壓橄欖油、良級冷壓橄欖油、普級冷壓橄欖油、精製橄欖油及橄

欖油等 5 級之分。惟我國法規目前尚未對食用橄欖油強制分級，致使不肖

業者利用法規漏洞，攙雜其他低價植物油脂於橄欖油或葡萄籽油中，調整

出合於 CNS 規定食用橄欖油、食用葡萄籽油之脂肪酸組成比例，並誆稱

其攙偽、假冒或添加違法添加物後之油脂為純橄欖油、100%橄欖油或

100%葡萄籽油，而惡意規避 CNS 規定。」「一般經銷食用油品之業者對

於油品品質之審核及把關方式，有維持原裝進口而不分裝、追蹤來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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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產地證明、自行檢驗、自費送驗及判斷價格是否合理等。又自 96 年迄

今，財政部關務署統計橄欖原油及精製橄欖油之進口價格，每公斤均在新

台幣 110 元至 170 元之間，葡萄籽油之進口價格，每公斤均在 95 元至 113 

元之間；而坊間經銷食用橄欖油或食用葡萄籽油油品之廠商，其特級初榨

橄欖油（Extra Virgin Olive Oil）平均進貨價格為每公斤 154 元，精純橄欖

油（Pure Olive Oil）平均進貨價格為每公斤 127 元，橄欖殘渣油（Pomace 

Olive Oil ）平均進貨價格為每公斤 96 元，葡萄籽油平均進貨價格則為每

公斤 131 元。易言之，經銷食用油業者在採購階段，應注意油品來源是否

安全無虞而可靠，並以之為合理價格的判斷，又於進貨階段，應注意進貨

前樣品之檢驗及進貨後原料之檢驗，最後在成品售出階段，亦應為成品之

檢驗，方為正辦，而為一般消費大眾之食品健康安全負責。」(詳見本署

103 年度偵字第 725 號、 103 年度偵字第 3785 號起訴書犯罪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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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 A14 版  103 年 10 月 2 日]  

 

[蘋果日報 A7 版  103 年 10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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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偵查不公開之界限 

本案由於檢驗報告業已等候多時，食藥署就本件強冠公司第一份檢驗

報告之結果均有召開記者會加以說明;社會公眾對於食藥署就第二份報告

內容均賦予公開之期待，然事後食藥署以案件偵查不公開不願意公開內容

後，地檢署即面臨是否適度公開報告內容之決定。 

按刑事訴訟法第 245條第 1項規定「偵查，不公開之」、第 3項規定「檢

察官…，除依法令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偵查中

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不得公開或揭露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以外之

人員」。就本案偵查中，基於維護公共利益以及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之必

要，認就與強冠公司食用豬油相關油品，因業已致大量下游廠商下架相關

產品，而有適度公開或揭露偵查中所得檢驗數據之必要。是以，就進威公

司第三油槽(郭烈成購入進威之油品，所儲存之油槽)、郭烈成第五、六、

七號油桶(郭烈成販售與強冠公司)以及強冠公司二份檢驗報告相關數據

提供媒體。 

餘則與下架產品，尚未直接相關者，則不予公開。 

相關數據: 

1、進威公司第三油槽:酸價 6.3、Cu銅 0.18、動物成分豬、雞。 

2、郭烈成第五號油桶: 酸價 2.2、Cu銅 0.04、動物成分豬、(極微量)雞、

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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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烈成第六號油桶: 酸價 4.1、Cu銅 0.04、動物成分豬、(極微量)雞。 

4、郭烈成第七號油桶: 酸價 3.3、Cu銅 2.33、動物成分豬、(極微量)雞。 

5、強冠公司二份檢驗報告: 

(1)M1030901001: 酸價 2.3、動物成分陰性。 

(2)M103090401:酸價 2.4、動物成分豬、(極微量)雞與魚。 

四、具體求刑與否 

對於是否在起訴階段即具體求刑，抑或必頇等到審判中方於量刑階段

提出檢察機關對案件之看法，素有爭議。 

本案本署於起訴時即未予具體求刑。然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49

條第 4 項規定，「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

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

該法人或自然人科以各該項十倍以下之罰金。」因此依據此項規定，即必

頇計算罰金數額，必要時頇具體求刑，因而法律上與實務上，容有運作可

能產生不一致之情形。 

五、犯罪所得查扣與銀行之抵銷 

本案依據刑法、刑事訴訟法與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49條之 14等法

規，就所涉犯詐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以及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罪

                                                 
4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49條之 1第 1項「故意犯本法之罪者，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

產上利益，除應發還被害人外，屬於犯人者，沒收之。」第 2項「如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為保全前項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追徵或財產上之

抵償，必要時，得酌量扣押其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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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因(有)犯罪所得或財產上利益，(則加以凍結、扣押) 酌量扣押其財

產。 

本件於 9月 5日本署即指揮屏東縣調查站與會同南區國稅局，清查被

告郭烈成名下資金、存款以及相關資產，並凍結扣押全數帳戶與扣押賓士

車輛一部(南大贓)。 

復指揮屏東縣調查站與會同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就強冠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涉嫌違反稅捐稽徵法以及商業會計法等嫌疑，加以調查，並清查強冠

公司副總被告戴ｏｏ名下資金、存款以及相關資產，並於 7日(週日)查得

被告戴ｏｏ之銀行帳戶，指揮事務官與司法警察凍結扣押該相關帳戶。並

持續清查被告戴ｏｏ之其他相關資產･ 

進威公司相關帳戶及資產，於 7日(週日)扣得ｏｏ帳戶 723萬元，指

揮事務官查證後予以凍結扣押該相關帳戶與資產。並持續清查進威公司其

他相關資產。依據案情發展研判有清查強冠公司名下資產必要，亦於 7日

同時同步清查強冠公司名下資產。 

然本件被告葉 OO 於召開記者會，並表示願提供帳強冠公司名下共 11

帳戶中之 9帳戶(其他留 2帳戶供員工支薪所用)供查扣以為日後被害人求

償所用，並與本署就是否酌留員工薪資以及清點帳戶餘額時，因各大銀行

已經從記者會上得悉消息，因此全數加以抵扣。 

本署於獲悉後即全數就被告強冠公司犯罪所得，改以查扣不動產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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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立即扣押其廠房、土地等。 

就此部分之辦案檢討，未來為免此等情形發生，本署即於 2014 年 10

月 28 日就此等問題提出本署食用油案件承辦股會議中，進行討論，會議

所得，除即早預防預為辦理外，緊急時得持公文親自前往銀行扣押，避免

銀行事先得悉消息先予以抵扣，或延滯公文先主張扣抵等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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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2014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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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司法互助 

立法委員蔡煌瑯於 7日(周日)晚間爆料指出，其有消息來源表示強冠

公司有長期自香港地區進口低價豬油之情形，而香港地區不自行產製豬

油，如何能自香港地區進口低價豬油，即有問題，因此懷疑案情不限於郭

烈成之地下工廠。本署據報即於 9月 8日(周一)中秋節指揮司法警察詢問

該相關爆料人員。 

而就委員所爆料事項，本署除連繫財政部關務署、賦稅署，釐清有無

該自香港進口之油品與流向；並於 9月 10日(周三)會同行政相關機關前

往強冠公司，調取香港進口資料、強冠銷售明細。並旋報告法務部檢察司

與國際及兩岸法律司有此新聞媒體報導，並函請法務部透過相關管道釐清

港商登記資料與貨品流向等，欲釐清強冠公司與港商ＯＯＯ之關係。然本

件法務部雖迅速協助透過相關管道了解強冠公司香港油品相關資料，然未

獲香港地區政府較有助於案情之具體回覆。 

迄本案於 103 年 9 月 30 日提起公訴時，均無法順利取得相關資訊。因

此僅得先就郭烈成販售劣質豬油與強冠公司部分，先行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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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中國時報第 A4 版] 

 

[9 月 12 日中國時報第 A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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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 A3 版  103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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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務部與臺高檢提供協助 

本件無論就中央食品安全會議，亦或食藥署各項彙整資料之通報單

等，均需仰賴法務部協助提供，俾得使本署就行政單位各項稽查情形，迅

速取得相關資訊。 

再者，就行政單位相關油品之做成檢驗報告時程、財政部賦稅署協助

清查強冠公司進項發票來源及有無違反稅捐稽徵法、調查局洗錢防制中心

清查強冠公司海外交易、以及請環保局就皮革廠商相關物品是否構成事業

廢棄物做成說明等事項，因案件偵辦時程有限，復影響國人健康安全，因

此均頇由法務部大力從旁協助。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王檢察長添盛與官長陳傳宗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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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勉專案小

組持續積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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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檢察長添盛並於會後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打擊民生犯罪督導小組」

全力協助指導本案地下油品工廠相關跨轄違法行為之查緝與協調，以及相

關法律議題，使本署得順利取得各地檢署協助。 

 

八、協助之司法警察同仁與機關敘獎 

本署於偵辦劣質豬油事件期間，除指揮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環境督察

大隊、屏東縣政府環保局、保七總隊第三大隊第三中隊、與刑事警察局南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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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犯罪中心共同籌組專案小組，破獲郭列成地下油品工廠與強冠股份有限公司違

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案件外；尚因有民眾大量檢舉，而不斷清查是否尚有相

關之案件頇進行釐清者，因此甚為仰賴上開團隊之全力支援。 

是以於案件起訴後，即請法務部惠予協助轉各該內政部警政署、環保署與屏東

縣政府辦理有功人員之敘獎。 

[自由時報 A14 版  103 年 9 月 14 日] 

 

[聯合報 A10 版  103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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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 A1 版  103 年 9 月 18 日] 

 

九、適用法條之困境 

本案論罪法條中，主要涉及食安風暴者，為食品安全衛生法第 49 條第

1 項所訂違反第 15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刑責。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七款 

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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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 

七、攙偽或假冒。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49 條第 1 項：「有第 15 條第 1 項第 7 款、第 10 

款行為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8 百萬元

以下罰金。」第 2 項：「有第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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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法條之困境： 

立法例上對於是否以發生危險之結果，為犯罪之構成要件，有不

同之理論，大略分為(一) 具體危險說：即以事實上發生危險為犯罪

構成要件，如未發生實際危險者不成立犯罪。(二) 抽象危險說：只頇

行為可能發生危險者，不問有無危險事實之發生，即成立犯罪。(三)

折衷說：視犯罪情節之輕重不同，分別採取具體危險說或抽象危險說。 

顯然立法者就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49 條第 1 項認違反第 15 條

第 1 項第 7 款所示「攙偽」及「假冒」之行為，應係有意採取抽象危

險犯之立法模式，認為在食品或添加物中攙入假貨或劣質物品，直接

推認對於人體健康有危害之虞，無庸再審視摻入之物品是否對於人體

有具體危害或致使身體健康發生實害結果，此種體系解釋結果對於人

民健康保護較為周全，亦較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立法本旨。惟

就同法第 49 條第 2 項另規範需「致危害於人體健康」，則採具體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