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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局 

員警涉犯貪污治罪條例違背職務收賄罪再防貪報告 

 

壹、 前言 

○○府○○局○○分局員警收受賄賂包庇土方業者在轄內及

他轄農地濫倒廢土，嚴重破壞國土，案經臺灣○○地方法院

檢察署偵結起訴，嗣經臺灣○○地方法院以違背職務收賄罪

等罪判決有罪在案，並經媒體大幅披露，重創該局形象。 

取締不法乃警察人員之職責所在，而在取締不法行業時，往

往可能無法抗拒不法業者給予的各種誘惑，衍生員警與業者

不當交往、包庇、索賄等情事，該局於 106 年辦理「○○市

民對地方警政服務及清廉印象」廉政研究，針對戶籍在○○

市、居住於○○市，且年滿 20歲以上的成年民眾進行電話民

意調查(總計成功訪問 1,121 個受訪者，在 95%信心水準下，

最大抽樣誤差不超過±2.93%)，在民眾對○○市警察清廉形象

變化感受上，受訪市民認為○○市警察清廉形象與去年及前

年相比的變化結果，有近五成一表示有所提升，顯示大多數

民眾認為該局清廉形象與近年相較已有所提升；惟在對○○

市警察｢包庇不法業者、收受賄賂｣情形嚴重程度的清廉印象

認知部分，仍有近二成(19.7%)認為嚴重（包括非常嚴重 6.7%

以及有點嚴重 13.0%）。 

因此如何建立有效防弊措施，實為端正警察廉潔政風之重點

工作，○○報告爰特別針對○○案所涉弊端提出相關檢討意

見，以強化內控功能，防杜不法情事再次發生。 

貳、 案情摘要 

一、 基○○資料 

（一）○○案相關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稱 

1、該局○○分局前○○派出所警員項○○（已於 105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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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7 日免職）。 

2、該局○○分局前○○派出所偵查佐許○○（104年 3 月

10 日調任○○派出所，已於 105年 8 月 16日停職）。 

3、該局○○分局前○○派出所警員黃○○（104 年 3 月

10 日調任○○派出所，已於 105年 8 月 16日停職）。 

4、該局○○分局前○○派出所巡佐兼所長蔡○○(已於

104 年 4 月 7 日退休）。 

（二）行政肅貪機關 

      ○○府○○局。 

（三）起訴檢察機關 

臺灣○○地方法院檢察署。 

（四）相關案號 

1、臺灣○○地方法院檢察署 104年偵字第 4959、5606號

及 105年偵字第 633、851號起訴書。 

2、臺灣○○地方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152 號刑事判決。 

3、臺灣○○地方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152 號刑事判決。 

4、臺灣○○地方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372 號刑事判決。 

二、 犯罪事實 

項○○、許○○、黃○○、蔡○○等 4人均為該局○○分

局之員警，依刑事訴訟法及警察職權行使法等規定，負有

刑事案件偵查、取締環保犯罪、交通稽查舉發及其他依法

令應執行之職務事項，屬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

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案緣○○公司代表人蕭○○欲於某處農地興建廢棄物資

源回收貯存場，因土質濕軟，須填土改良方利於使用，然

蕭○○未向○○府申請相關許可，即與土石方業者約定進

行填土等工程。惟系爭農地所在區域禁行大貨車，為避免

警方察覺而遭查緝或舉發，遂基於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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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求、期約、賄賂之犯意，透過友人介紹，並以新臺幣(以

下同)20 萬元之代價，於 103 年 8 月 19 日委託○○派出

所員警項○○向○○派出所所長潘○○關說以減少盤查

或取締。謀議既定，項○○即向潘○○請求上述委託，惟

未獲應允。後蕭○○仍暗中施工遭人檢舉，潘○○於 103

年 8 月 20 日隨即至現場勘查認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

罪嫌疑而命令蕭○○等人停工，潘○○另指示許○○及黃

○○負責承辦稽查該案，並交由該分局偵查隊移請檢察官

偵辦。許○○及黃○○因承辦上開案件，知悉前述農地仍

有回填需求，基於悖職期約賄賂之犯意聯絡，媒介土石方

業者謝○○接手將○○市淡水區營建工程工地之土石方

回填系爭農地，並於工程施作期間，對於謝○○違反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規定及廢棄物清理法之行為，均未曾移送相

關機關裁罰或依法調查、通報。 

另於上揭案件偵查過程中，案外發現謝○○於 103年間承

攬○○市淡水區營建工地開挖所產生之廢土，後徵求需用

土方回填農地之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人同意，而違法載運

至○○區○○分局○○派出所轄內土地傾倒。為避免轄區

員警取締告發，謝○○遂行賄○○派出所所長蔡○○，蔡

○○雖明知轄內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應依法告發取締之相

關規定，竟於 103 年 5 月至 12 月間，以每輛砂石車 300

元至 500 元不等之價碼，接續收受謝○○及地主支付公關

費以換取不被查處取締之對價。 

三、 行政肅貪 

（一）項○○因涉嫌貪污治罪條例案件，經臺灣○○地方法院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終結並提起公訴，臺灣○○地方法院

以 105年度訴字第 152號有罪判決確定，該局於 105 年

10 月 25日予以免職。 



4 
 

（二）黃○○、許○○因涉嫌貪污治罪條例案件，經臺灣○○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終結並提起公訴，該局於

105 年 8 月 16 日予以停職。 

（三）相關人員考核監督責任： 

○○案項、許及黃等 3員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

分別經法院判決有罪，○○分局於 105 年 12 月 19 日

發函擬議相關考核督導不周人員責任，經內政部警政

署核復略以：○○分局前警務員鄭○○記過一次、前

組長廖○○申誡二次、前督察陳○○申誡二次。 

四、 涉犯法條、起訴或判決理由 

（一）項○○向土石方業者期約 20 萬元作為關說減少盤查、

取締之代價，經臺灣○○地方法院於 105 年 6 月 3 日判

決項○○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7條悖職期約賄賂罪，處有

期徒刑貳年，褫奪公職伍年，緩刑伍年，並提供貳佰肆

拾小時之義務勞務，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於 105 年 6

月 27 日有罪確定並免職在案；另○○派出所員警黃○

○與許○○則基於悖職期約賄賂之犯意聯絡，媒介土石

方業者謝○○接手將○○市營建工程工地之土石方回

填系爭農地，經臺灣○○地方法院於 105 年 6 月 30 日

判決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7 條悖職期約賄賂罪，處有期徒

刑陸年，褫奪公權柒年。 

（二）蔡○○因明知轄內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應依法告發取締之

相關規定，竟以每輛砂石車 300元至 500 元之價碼，要

求謝○○及地主支付公關費以換取不被查處取締之對

價，因蔡○○具有調查犯罪職務之人，案經臺灣○○地

方法院判決，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項第 5款及第

7 條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加重其刑至 2 分之 1，判處

應執行有期徒刑拾陸年，褫奪公權肆年，未據扣案之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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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所得共肆拾陸萬元沒收。 

五、 行政肅貪法條 

（一）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31 條第 1 項第 3 款「警察人員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遴任機關或其授權之機關、學

校應予以免職：三、犯貪污罪、強盜罪，經有罪判決確

定或通緝。」將項○○予以免職。 

（二）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警察人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停職：二、涉嫌犯貪污罪、瀆

職罪、強盜罪，經提起公訴於第一審判決前。但犯瀆職

罪最重○○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者，不包括在內。」將

許○○、黃○○等 2 人予以停職。 

參、 弊端發生原因分析 

一、 警察人員職掌各項不法取締行為，不法業者為達到規避取

締之目的，皆致力與警察人員打好關係，倘警察人員觀念

偏差，容易受到誘惑，或更有甚者，利用職務上機會主動

要求不法利益，將造成違法庇縱之結果。 

二、 案內針對轄區內之不法行為，因不易遭外界檢視或第三單

位監督，產生僥倖心態而坐視業者違法傾倒，或發生包庇

土方業者不依法取締之行為。 

三、 各級主官（管）或督察人員應平時藉由觀察、側訪等作法，

加強「警察人員與特定對象接觸交往規定」及查處以防杜

同類型案件之發生，了解員警工作和生活狀況，過濾有風

紀顧慮單位及員警，惟並未落實考核，以致欠缺洞察先機

及防弊功效。 

四、 部分員警自恃貪瀆犯罪偵查不易，而存僥倖心態鋌而走險，

惟由於此類案件難以窺視渠等內心之動機，其行為亦顯少

表現於外，較難察覺。 

肆、 再防貪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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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結合在地力量精進查緝手段，並納入績效評比： 

   （一）再防貪措施簡述分析 

因○○市幅員廣闊，員警配置比嚴重不足，該局政風室

研析此為業者非法傾倒廢棄物之案件常發生於農田、

空地等偏遠地區之主要原因，為維護國土永續發展，

保障國民健康，避免環境遭人為破壞，爰建議整合勤

務規劃加強查緝，相關執行成果並列入績效評比，以

鼓勵積極取締及守護國土。另結合在地社區力量，藉

由民力之監督，強化社區環境安全，共同降低犯罪之

發生。 

（二） 執行成果 

該局採納政風室建議，除現行攔查取締任務以外，針

對位處偏遠且警力較薄弱之地區，結合該局「聯合執

勤專案」及「黑蝙蝠專案」，透過整合鄰近派出所警力

及提升巡邏班次、增加見警率、跨機關共同圍堵等方

式，加強查緝非法傾倒案件；另借重在地里長及里守

望相助隊等當地領袖之號召力量，強化監督及通報工

作，以防制員警姑息非法案件所衍生之風紀問題，並

維護社區安全，降低犯罪之發生，業管單位業函發所

屬各單位加強落實執行，相關執行成果並列入績效評

比，鼓勵積極查緝環保犯罪，給市民乾淨之家園，有

效減少民怨。 

二、 啟動肅貪機制，警惕同仁避免發生類此案件： 

（一） 再防貪措施簡述 

為了端正政風、澄清吏治之目的，對未構成貪瀆犯罪

而涉及行正違失之案件，即追究行政責任，促使同仁

知法、守法，避免類此貪瀆情事發生，以達到防貪與

肅貪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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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行成果 

該局政風室於案發後請各單位落實檢討相關人等行

政責任，該局於105年10月25日將項○○予以免職，

於 105 年 8 月 16 日分別核定許○○、黃○○停職處

分。 

三、 提列風險人員列管： 

（一）再防貪措施簡述 

        機關出現潛存違失風險事件或人員，經查有貪瀆不法

或違失之虞，由政風機構即時簽陳首長，或循政風體

系陳報主管機關政風機構及法務部廉政署，俾機先採

取防範作為。 

 （二）執行成果 

        針對○○分局項、許、黃等 3 員，以有涉嫌貪瀆案件

風險為由，新增納入該局廉政風險人員名冊持續列

管。 

四、 透過外部監督機制，發掘貪瀆不法之可能成因，並研議相

關預防對策： 

  （一）再防貪措施簡述 

         為防制警察貪瀆案件一再發生，針對該局曾發生之貪

污案件，共同針對個案研析弊端原因及因應對策，透

過外部監督之力量，共同研擬相關對策及關注行政流

程，以提升該局之清廉形象，降低弊案發生之機率。 

（二）執行成果 

1、 邀請專家學者參與預防專案會議，共同研擬弊案之因

應對策：為能有效解決民怨及提升警察廉潔形象，該

局辦理「警政貪瀆案件預防專案」，針對歷年警政貪瀆

案件，綜合研析個案成因及具體防制方法，並依業務

權責惠請相關單位協助審查並提供建議，彙編為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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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瀆案件預防專案會議資料，嗣經於 106 年 3 月 23

日召開討論會，由該局副局長主持，並召集案例相關

單位主管人員及邀請台灣透明組織副執行長與會指導，

綜合各單位及外部專家意見，研編為該局警政貪瀆案

件預防專案公開揭示。上揭專案內容包含 10則弊端類

型，其中針對類型三「包庇土方業者」之違法案例，

研提包含：加強宣導「警察人員與特定對象接觸交往

規定」、加強黑蝙蝠專案（非法棄置剩餘土石方稽查取

締）、落實執行「警察人員與特定對象接觸交往規定」

等策進作為。 

2、 首長接受雜誌專訪，宣示防弊之決心：《遠見雜誌》

於 106 年 8 月 17 日報導指出，該局局長於接受專訪

時，亦特別宣示執行黑○○專案之決心，藉由媒體傳

播之力量，以杜絕業者於○○市棄置廢土之僥倖心態，

提升○○市公益。 

五、 加強法令宣導，強化落實同仁法治觀念： 

（一）再防貪措施簡述 

      強化同仁對廉政服務法令規範之認識了解，促進同仁

依法行政、積極任事之職能素養，提升整體施政團隊

為民興利、提高行政之品質效能，協助同仁體認「廉

潔」之重要性，養成其責任心與榮譽感，使之知法守

法，避免誤觸法網，並由自身道德約束其行為，以達

到機先預防之防弊目的。 

（二） 執行成果 

為促進同仁依法行政，培養同仁責任心與榮譽感，使

之知法守法，以達到機先預防之防弊目的，該局政風

室業於 106年 9月 5日辦理「106年度廉政法治教育」，

聘請臺灣○○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擔任講座，講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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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利與便民」及「警政貪瀆案例解析」，並製作「新

進人員廉政指引」專案宣導教材，參加人員計 200名，

期提升所屬同仁法治教育素養及專業知能，並建立該

局廉潔形象。 

六、 召開廉政會報，檢討○○案發生原因及提出策進作為： 

    （一）再防貪措施簡述 

          透過廉政會報，貫徹廉能政治，端正政治風氣，提升

施政效能，統籌廉政工作之諮詢審議、督導考核與檢

討策進，並就貪瀆案件進行檢討及提出策進作為，及

藉由機關首長與各科室主管之參與，就案件發生原因

之法規面、制度面及執行面進行討論，並防堵類此事

件發生。 

（二）執行成果 

該局業於 106 年 9 月 6 日召開廉政會報，於會議中提

出專題報告，就○○案發生原因進行討論及提出各項

策進作為，並藉由機關首長與各科室主管之參與，就

案件發生原因之法規面、制度面及執行面進行討論，

並防堵類此事件發生。 

七、 主動積極清查周邊可能涉案人員並追究行政責任，即時啟

動肅貪機制，以儆效尤： 

（一）再防貪措施簡述 

為強化風紀情報蒐集，發現違法、違紀徵候，案發後

主動積極清查相關涉案人員，並即時針對未構成貪瀆

犯罪而涉及行政違失之案件，即追究行政責任，促使

同仁知法、守法，避免類此貪瀆情事發生，以達到防

貪與肅貪成效。 

（二） 執行成果 

1、 ○○案民眾歷次檢舉紀錄及時間、地點，包含 1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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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1 日○○區○○橋旁、103 年 8 月 30 日○○區○

○路、104 年 1月 30 日○○區○○大橋下方等 3 次。 

2、 經該局政風室於 105 年 3 月 3日簽奉核准，針對相關

涉案人員擴大清查，並於同年 3月 8 日將相關清查結

果移送臺灣○○地方法院檢察署併案參辦。其擴大清

查對象如下： 

(1)104年 12月 4日約詢○○分局交通分隊小隊長陳○ 

   ○(前○○分局○○派出所巡佐)。 

(2)104年 12月 7日約詢○○分局勤務中心警務佐郭○   

   ○(前○○分局督察組業務承辦人)。 

(3)104年 12日 10日約詢○○分局警備隊隊長鄭○○ 

(前○○分局○○所所長)。 

(4)104 年 12月 15 日約詢○○分局督察組警務員邱       

   ○○。 

(5)104 年 12月 22 日約詢○○警察局秘書廖○○ 

   (前○○分局督察組組長)。 

伍、 結語 

廉政是法治標竿，亦是社會風氣及政府形象的觀測站，公務

員貪瀆是政風敗壞之主因，不僅造成國庫重大損失，且嚴重

影響民眾對政府施政的信任。 

警察人員具維護治安及取締不法之身分，其業務特性○○即

具易滋生弊端之高度風險，未來除積極查處員警不法行為外，

亦持續加強所屬員警廉政法治觀念，建立正確之道德品操及

價值觀，同時落實職務輪調，強化內部風紀評估及考核監督，

以期讓員警均能有所警惕，不敢以身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