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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新屋保齡球館大火再防貪檢討專報 

(建築管理處) 

壹、 前言 

104年 1月 20日凌晨 2時，桃園市新屋區中興北路 101號「新

屋保齡球館」因變電箱爆炸發生火災，造成本府 6 名消防隊

員殉職。 

經查，該址由新屋鄉公所工務課技士鄭○○(下稱鄭員)於

103 年 8 月 29 日以桃新鄉工字第 1030017835 號函查報違建

在案，分類為 B
1
類違建，後報本府工務局(現為建築管理處)

續處，本案之承辦人工務局約僱人員張○○(下稱張員)，則

依據該公所查報資料，將該違建由 B 類改為 A7
2
類。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認為張員未確實審查公所查報資

料，而基於業務登載不實之犯意，未依較高違建等級 A3
3
類

查報而僅將該違建改為 A7類，使得本案違建拆除順序延後，

從而影響公務機關對於違章建築管理之正確性。 

貳、 案情概要 

一、 基本資料 

(一) 涉案人員之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稱 

張○○，現為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拆除科約僱

                                                 
1
電腦代號 B:第二階段(中程處理)處理建築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違章建築:俟第一階段全部 

           執行完成後開始辦理。 
2
電腦代號Ａ7: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在屋頂、法定空地等擅自搭蓋之違章建築。 

  
3
電腦代號Ａ３： 

１、 在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屋頂避難平台、法定空地等擅自搭建，影響共同使用者權益，有礙消 

防救災及逃生安全之違章建築。 

２、 搭建在防火間隔（巷）之違章建築。但同一街廓應一併查報，併提審議會議決。 

     前揭違章建築認定之權責單位： 

   (１)影響消防救災：本府消防局。 

   (２)影響共同使用者權益：本府工務局（使用管理課）。 

   (３)有礙逃生安全：本府工務局（使用管理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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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5等。 

(二) 行政肅貪之機關：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建築管

理處。 

(三) 起訴之檢察機關：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四) 相關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104 年度偵

字第 10568號起訴書。 

二、 犯罪事實 

(一) 鄭員為改制前新屋鄉公所工務課技士，負責處理

轄區內違章建築查報公務，於 103 年 8 月間處理

查報址設桃園縣新屋鄉(現改制為桃園市新屋區)

○○村○○○路○○○號違建;張員自 99 年 2 月

1 日迄今，改制前為桃園縣政府工務局拆除科(現

為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拆除科)約僱人員，負責

當時新屋鄉違建查報案件認定及公告拆除違章建

築等工作。 

(二) 查桃園縣政府執行違章建築拆除作業要點第 6 點:

「在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屋頂避難平台、法定空地

等擅自搭建……之違章建築」應列為代號 A3類違

建。 

(三) 本案檢察官認為鄭員既負責該轄區的違建查報，

明知該址 1 、2樓應屬上揭要點第 6 點所規定之

A3 類，仍於 103 年 8 月 27 日填載本案違建查

報單時，將本案違建之違建分級登載為 B 類違章

建築，並將此資料函復桃園縣政府工務局。張員

則明知鄭員登載有誤，仍基於業務登載不實之犯

意，未依較高違建等級 A3類查報而僅將該違建改

為 A7 類，有影響公共安全之虞，而足生損害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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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檢察官即於 104年 5月 28日依刑法第 213 條

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將張員提起公訴。 

  三、涉犯法條、起訴或判決理由 

(一) 涉犯法條:刑法第 213 條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  

罪。 

(二) 起訴理由:依起訴書所載，被告張員所為係犯刑法 

第 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物。103 年 9月 

2 日張員於審查鄭員查報資料時，明知鄭員登載有

誤，卻仍基於業務登載不實犯意，未將本案違建之

違建分級改登載為 A3，僅將鄭員所登載之 B 級刪

去，更改為 A7 級，使得本案違建之拆除順序延後，

影響公務機關對於違章建築管理之正確性而足生

損害於公眾。103 年 12 月 20 日凌晨 2 時許，新

屋保齡球館發生火災，造成蔡○○等 6 名消防隊員

於火場中死亡。案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

官簽分、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移送偵辦。 

參、 調查情形及配合事項 

一、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指揮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

調查處，於 104年 1 月 29日上午 10 時至原工務局拆

除科執行搜索，搜索對象為拆除科約僱張員，並以涉

及「偽造文書罪」及「圖利罪」等罪名將張員列為嫌

疑人。 

二、 本次搜索過程，由工務局政風室全程陪同，桃園市調

查處先至拆除科搜索張員辦公處所，後至原工務局使

用管理科瞭解以下情形: 

(一) 於新公文系統(資料時間 92年 6月 30日至 100年

12 月 31 日)、及舊公文系統內(101 年 1 月 1 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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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 月 29 日)，以 4 組關鍵字「新屋區○○○

路○○○號」、「新屋鄉中正路○○○巷○○弄○○

之○號」「新屋鄉中正段 4○4、4○7、4○8、4○2

地號」及「亞洲保齡球館」搜尋。 

(二) 於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資訊系統中，就使用管理

科之公安稽核、拆除科之違建管理(張員辦理 A3 及

A4 類別)搜尋資料。 

三、 同日 13 時 15 分結束偵查，共扣列 12 項卷證，由工

務局政風室及工務局所委任律師陪同張員於桃園市

調查處接受約談。 

肆、 弊案發生原因分析 

(一) 法規面 

1. 依現行桃園縣政府執行違章建築拆除作業要點，

將違建等級分為 A、B、C 三類，拆除順序亦依此

分為近程、中程及遠程，其中列管為A0
4
類之違建， 

應於七個工作天內拆除。經查報之違章建築即依

其分類列管排拆。惟受限於員額不足及違建案件

數量龐大等因素，使得實際執行拆除作業無法符

合現行法規規定。 

2. 又該要點對於拆除單位如何進行、違章建築類別

認定之流程、認定權責單位與拆除單位主從關係、

單一規範款項又事涉多個權責單位分工事宜，未

訂定有明確之內部作業程序；另對於各認定權責

單位應審認事項(如:何謂有礙逃生安全、有礙公

共安全)，條文基本定義亦不明確。 

                                                 
4
電腦代號Ａ0: 為遏止新違章建築產生，興建中違章建築不論地區、違建規模及使用情形，經勒  

             令停工 不從之違建，應於七個工作天內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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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案新屋鄉公所查報違建原認定為 B 類，經張員

修正為 A7 類，經查，「本府執行違章建築拆除作

業要點」A3 類及 A4 類
5
之認定慣例程序，需由各

權責單位認定後始列為 A3 或 A4 類。本案張員將

公所認定之 B類(中程處理)，提升拆除順序至 A7

類(近程處理)，並就 A類中擇定與本案相近之 A7

類別加以認定，惟張員僅將此案列於違建列管函

附件一併陳核，以致單位主管無法就本案確實審

認。 

(二) 制度面 

1. 違建認定缺乏複核機制 

本案張員就 A類中擇定 A7類別，雖較公所認定拆

除分類順序為先，惟於陳核時，僅附於違建列管

函後之附件，並未單獨簽陳有決行權之科室主管，

造成主管無法確實審核本案;又依現行法規，違建

分類等級僅由市府承辦人認定，欠缺複核機制。

且如遇疑義時(是否有礙公共安全、消防安全、逃

生安全、影響共同使用者權益、消防救災等情形)，

是否主動會辦各該情形認定之權責單位辦理審核，

就現行制度似無標準作業程序，致認定違建分類

實易有疏漏。 

2. 拆除人力配置不足 

                                                 
5
電腦代號Ａ4 

１、 維護公共安全方案執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申報、抽（複）查之第一、第二優先 

     順序類組場所之違章建築。 

２、 公眾出入頻繁，嚴重妨礙公共安全或消防安全場所之違章建築。 

３、 嚴重污染環境之違章工廠（廠房）違章建築。 

前揭違章建築認定之權責單位： 

１、 嚴重污染環境：本府環境保護局。 

２、 有礙公共安全：本府工務局（使用管理課）。 

３、 有礙消防安全：（本府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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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市列管違章建築計有三萬多件，其來源多

為民眾舉報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稽查後移送列管。

而現行執行拆除作業程序，需由該科指派一名承

辦人帶班執行，以現行拆除程序與市府承辦人配

置員額實無法有效紓解目前列管的違建拆除量。 

(三) 執行面 

1. 第一線查報人員素質參差不齊 

依本市現行違建查報制度，第一線查報人員為轄

內各區公所承辦人，查報人員將開立之違建查報

單函報市府，市府承辦人即依據公所查報資料認

定違建分類等級，若公所承辦人違建分類認定錯

誤或未確實執行查報，將錯誤的查報資料函報市

府，可能導致行政作業時程冗長及違建分類錯誤

情事發生。 

2. 本案農業發展局 103 年 8 月 15 日桃農管字第

1030017071 號函明示該場址作為保齡球館營業使

用，即屬供公眾使用。本處拆除科雖函請新屋鄉

公所協助再次查報，惟仍循前例據以認定本件屬

A7 類(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違建予以列管，未就

該函明示本案應係屬供公眾使用情形而會辦本處

使用管理科認定是否有礙公共安全之情事。 

3. 基層公所承辦人查報未確實(照片不明確、平面、

立面圖示未清楚標示等)，導致本處承辦人認定憑

據有違誤疑慮，加上張員未確實依本府農業發展

局相關函文認定違建等級，以致有觸犯公務員登

載不實罪之情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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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檢討與策進作為 

一、 行政責任部分 

(一) 張○○ 

1. 現職: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拆除科約僱人員(5

等)。 

2. 獎懲:記過一次。 

3. 獎懲事由:有關本市新屋區新屋保齡球館違規使用

案，處事失當，有損機關聲譽。 

(二) 楊○○ 

1. 現職: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副總工司，薦任第 9

職等。 

2. 獎懲:申誡 1 次。 

3. 獎懲事由:有關本市新屋區保齡球館違規使用調

查，督導不周。 

(三) 陳○○ 

1. 現職: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使用管理科科長，

薦任第 9 職等。 

2. 獎懲:申誡 1 次。 

3. 獎懲事由:有關本市新屋區保齡球館違規使用調

查，督導不周。 

二、 內控漏洞之因應作為 

(一) 法規面 

1. 修正現行法規: 

(1) 現行「桃園縣政府執行違章建築拆除作業要點」

規定 A0 類違建應於 7 個工作天內拆除、96 年 9

月 1 日後，二次施工視同興建中違建及 A1 至 A4

類違建應於查報後 1 個月內拆除。惟受限於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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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不足與違建案件過於龐大等原因，使得現行

拆除作業無法確實依要點施行，不僅使本處人員

有違背法令之疑慮，同時易造成本府拆除作為與

民眾期待有所落差。 

(2) 又該要點對於拆除單位如何進行拆除作業、違章

建築類別認定之流程、單一規範款項事涉多個權

責單位分工事宜，未訂定明確之內部作業程序；

另就有礙「逃生安全」、「有礙消防救災」，係交由

各權責單位認定，條文定義不明確。故應針對現

行法規權責認定單位(使用管理科、消防局、環境

保護局)、違建類別認定流程及因應現有拆除能量

來加以修正，使拆除認定標準得以更加精確、本

處人員免於違背法令之疑慮。 

2. 加強法規宣導 

安排相關法紀教育課程，加強本處人員對相關法規

之熟稔，導正人員偏差觀念，以強化本處人員法治

觀念。 

3. 違建人自拆責任 

現行違章建築處理，依建築法及違章建築處理辦法

規定，擅自使用者，處以建築物造價千分之五十以

下罰鍰，並勒令停止使用補辦手續。惟違章建築造

價難以認定，裁罰執行困難，若能明訂罰鍰上下限，

並得按次連續處罰，便於達成行政處理目的;另應

明定違規行為人自行拆除責任，若違建人經通知仍

不自行拆除，則有市府代為履行其拆除義務，並收

取代履行費用，以有效遏止違規行為。 

(二) 制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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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拆除人員調度 

自桃園去年底升格為直轄市後，許多業務管轄回

歸於市府，目前各區公所就違建管理流程，僅負

責初步現場查報及認定，查報後的控管、追蹤及

帶隊拆除皆是由本處拆除科承辦負責，而以拆除

科目前承辦人力，實無法負荷本市的違建新增數

量。本室建議應就公所及市府現有承辦拆除人力

做調整，一方面將人力集中於市府控管違建拆除

流程，另一方面透過招考、遴聘等管道補足人力，

使本市違建拆除作業得以更有效率。 

2. 增加複核機制 

對於違建類別認定，應依分層負責明細表個案簽

辦，業管單位內部應增加複核人員機制，承辦人

員初步認定違建類別後，由另一人員進行複核，

再由科室主管予以核定；如遇疑義(是否有礙公共

安全、消防安全、逃生安全、影響共同使用者權

益、消防救災等情形)，應制定內部標準作業程序，

依個案會辦各該違章建築認定權責單位辦理審核，

並再次陳核主管核定。 

3. 案件流程透明化 

依現行所受理之違建拆除陳情案件數量，皆是質

疑違建查報流程不明確或未執行違建拆除，若能

建立一套違建查報流程查詢系統，將違建查報時

序及處理進度供外部民眾查閱，則可有效降低民

眾對本處人員違建查報之疑慮，使違建處理資訊

得以更加透明。 

(三) 執行面 



10 

 

1. 查報人員教育訓練及獎懲 

公所人員身為第一線查報人員，對於查報品質及

查報正確性影響甚鉅，本處應定期舉辦查報人員

教育訓練，從根本著手改善違建查報質量。又依

處理違章建築有關人員獎懲辦法，建築管理人員

處理違章建築工作負責努力者，視其績效，予以

嘉獎、記功或記大功。本處應適時對於查報品質

優良者予以獎勵;對於查報誤差率高者，則予以課

責。 

2. 加強執法強度 

對於本市供公眾使用建物，應加強查緝是否有違

規使用或未進行公安申報之情形，對於違規行為

重大，且嚴重違反公共安全的建物，應加強裁罰

並嚴格執行斷水斷電。 

3. 建立「跨局處資訊平台」 

為改善本府各局處各自為政、資訊交流不易之情

形，經由本府統籌建立跨局處資訊平台，將消防

主管機關、建築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發各類執照、定期稽查結果暨後續裁罰等相關

資訊統籌登載於該平台，以達資訊共享、透明公

開之效，同時亦可強化預防機制。 

4. 強化橫向聯繫機制之功能 

透過每月市長主持之「治安會報」，召集本府各一

級機關於會中報告當月份執行成果，針對攸關本

市治安與涉及重大公共安全之違規場所與社會案

件共同研討解決方案與管制措施，藉由各局處間

資訊交流及管制，各單位將稽查結果提報於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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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加強業務聯繫與管考功能。 

陸、 結語 

今年 1月桃園市新屋保齡球館火災，鐵皮鋼架建築發生閃燃、

房屋坍塌，造成 6 名消防人員因公殉職。同月 26 日中壢工

業區敬達公司烤漆工廠發生大火，雖係經濟部工業局轄管工

業區，但本府未能落實稽查轄內工業區工廠違建，任由工廠

違建加蓋 5、6樓，且違規使用長達 20 年，期間竟從未有違

建查報紀錄，本府消防局及經濟發展局亦未確實掌握建築物

使用情形，凸顯本府各機關橫向聯繫及跨域管理機制之不彰，

遭質疑未善盡監督管理之責。爰此，本府實需建立跨局處資

訊平台，將相關稽查結果及裁罰紀錄等資訊，統籌登載於該

平台，結合各單位的資訊，建立詳細、即時及正確的資料庫，

以達資訊共享，並利各單位業務推動及執行。 

有關違建四處林立，一直是各縣市政府頭痛難題，日前台北

市政府為了遏止違章建築，訂定了「台北市政府遏止新增違

章建築處理措施」，凡在今年 9 月 1 日起領得使用執照之建

物，未來第一次登記或進行買賣、贈與、信託等所有權移轉

時，必頇檢附建築師出具之 3個月內無違章建築證明，可資

作為本處未來法規訂定之參考。除了儘速修定現行法規，將

實務難以執行之條文刪除調整，就現行人力缺乏及專業落差，

也宜全面性調整本市各區工務課人力及透過上網徵才之人

員補足，輔以業務執行之教育訓練，強化查報資訊之正確性

及執法成效，始能逐步解決現行違建處理之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