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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局 

環保稽查員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案再防貪報告 

壹、 前言 

○○市政府○○局○○科於 105年 9月間接獲○○公司電詢環保

稽查裁罰相關事宜，因內容疑涉稽查員索賄等情，○○科旋即口

頭通報政風室，經該室深入調查後發現，該局環保稽查員（下稱

稽查員）陸○○於 105 年 8月間接獲民眾陳情檢舉前往○○公司

稽查，認該公司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相關規定，遂依法告發限期改

善。陸○○明知○○公司裁罰案件已簽請該局裁處中心裁罰及命

其停工，卻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佯稱其具

有裁罰權限及可打通局內主管，並協助取得相關環保許可文件等

由，藉以向○○公司索賄。因涉案情節重大，有即時施予司法調

查之必要，政風室主動通報廉政署啟動期前辦案機制，並於 105

年 10 月 26日陸○○要求○○公司於指定地點交付賄款時，由廉

政官以現行犯當場拘提逮捕。 

貳、案情概要 

一、基本資料 

（一）本案涉案人之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稱 

○○局○○科第○股稽查○○分隊約僱稽查員陸○○（已於

105 年 10月 26日解僱）。 

（二）行政肅貪機關 

○○市政府○○局。 

（三）起訴之檢察機關 

臺灣○○地方法院檢察署。 

（四）相關案號 

105年度偵字第 31883號、106年度偵字第 1762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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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犯罪事實 

（一）陸○○於 105 年 8 月 18 日 18 時許接獲電話陳情，爰前往

本市○○公司稽查後，認該公司涉有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

14 條第 1 項之規定，遂依法告發限期改善並命停止作業，

復於 105 年 10 月 17 日撥打○○公司辦公室電話與該公司

負責人相約於本市○○區星巴克咖啡店見面，陸○○明知

已於同年月 12日簽請○○局裁處中心就○○公司違反水污

染防治法案件處以罰鍰及命全部停工，竟意圖為自己不法

之所有，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對業者佯稱若○○公司作業

工廠繼續營業被查獲就要坐牢，且向業者表示渠管轄範圍

很大，該案件是否要裁罰，是由渠決定，渠可打點○○局

內部主管，使案件不予裁罰，並可幫忙業者取得相關許可

文件使工廠合法化等語，向業者索賄新臺幣（下同）30 萬

元，陸○○並向業者佯稱需先收 15 萬元，以打點主管及辦

理許可文件等，業者因而至國泰世華銀行之自動櫃員機提

領現金 9 萬元後交付予陸○○前稽查員，相約於翌（18）

日交付另外 6萬元。 

（二）陸○○為取得上開尾款 15萬元，乃於同年 10 月 20 日與業

者相約於好樂迪 KTV 見面，陸○○向業者佯稱若只收取已

交付之 15萬元，則僅可免予停工，渠因為還要幫忙弄一個

東西才有辦法不罰，需要靠○○局上司及主管幫忙，業者

因當時未攜帶現金無法交付，陸○○遂未得逞。 

（三）嗣業者電洽○○局○○科詢問案件情形後始悉受騙，另○

○局亦因業者此舉發覺疑涉不法，經政風室深入調查後得

知上情，遂通報政風處轉請廉政署啟動期前辦案機制。惟

陸○○仍承前犯意，電洽業者佯稱相關稽查案件業已陳

核，持續索討賄款，並表示願意將剩餘賄款價額減少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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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若業者願意交付 6 萬元尾款，則可協助抽回案件等

語，雙方相約 105 年 10 月 26 日於星巴克咖啡店見面，陸

○○持續對業者佯稱，渠才有辦法幫業者辦出許可文件，

並要業者到咖啡店門口再交付尾款，嗣陸○○起身欲離開

咖啡店時，由法務部廉政署廉政官當場拘提並經○○地檢

署向法院聲請羈押獲准。 

三、刑責起訴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

物。 

貳、 弊端發生原因分析 

一、弊端態樣 

本案涉及環保稽查案件辦理流程，犯罪態樣極具隱密性，於

查察發覺上具有相當之難度。陸○○利用被稽查業者擔心遭

勒令停工重罰之心理及當時○○局環保稽查案件裁處流程等

多重因素，明知渠個人並無使業者免除裁罰之權限，仍佯稱

可利用個人公務系統之影響力代為運作使業者免罰等情，使

業者陷於錯誤而藉機索取賄款 30萬元。 

二、弊端原因 

（一）以高強度行政處分要脅業者 

○○局環保稽查裁處業務，係採取稽查與裁處分工制度，

現場稽查人員事實上並無被稽查案件之准駁權限，且裁處

流程尚需會辦○○局法制單位以完備法律適用，後續業者

尚得提出訴願及行政訴訟。本案陸○○利用業者不諳相關

稽查裁處流程機會，佯稱可協助合法免罰等，使業者心生

畏懼而願意配合行賄。 

（二）違反禁止片面接觸原則 

陸○○多次非因職務上之必要，於○○局相關辦公處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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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場合私下會面業者等人，亦未依規定陳報主管人員，且

在會談中藉由可協助合法並打點主管人員或可免罰等藉口

向業者索賄。 

（三）利用職務上取得之公文及電磁資料取信業者 

陸○○為進一步取得業者信賴而意願交付賄款，明知該稽

查案件刻由渠簽辦中，卻利用與業者會面場合，攜出案件

公文資料並當場登入○○局環保稽查系統，藉以取信業者

同時彰顯個人之影響力，作為鞏固個人獲取不法賄款之工

具。 

參、 再防貪作為 

一、辦理專案清查，消弭機關風險 

（一）再防貪措施 

本案爆發後，為避免類似非正式人員貪瀆情事一再發生，

並了解渠等執行職務之情形，政風處爰請本府各機關及學

校調查現職非正式人員之工作現況，以澈底落實風險管控

機制；○○局除依政風處指示進行清查外，另為瞭解○○

科主管有無公正執行職務，亦就 105 至 106 年間稽查員陳

情內部主管人員疑涉有不當施壓下屬之案件進行深入查

察，期發掘潛存違失，以解決民怨。 

（二）執行成果 

1.第一階段 

政風處於 105 年發函要求各機關調查現職非正式人員工

作現況，○○局政風室遂依指示擴大辦理「廉政風險業務

專案清查」，以提列本府銅鏡專案人員、風險人員及有承

辦易滋弊端業務之非正式人員列為優先清查對象，政風室

初步調閱 37 筆書面資料，辦理實地訪查 7 次、訪談 2 次

及行動蒐證 7次，經過濾相關事證後，先行鎖定清潔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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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司法機關通緝無故曠職、環保稽查員檢舉上級施壓未依

法處理及清潔隊員違法收運垃圾等 3 類案件進行查察，並

於 106 年 2月 7日將清查結果簽陳機關首長。 

2.第二階段 

陸○○於 106年 4月 9日陳情該局環保稽查主管人員不法

施壓致其未依法處理，又監察院於 106 年 5月及 7 月函轉

人民陳訴案件，均指出環保稽查業務有貪瀆不法之可能，

又廉政署於 106 年 7 月 10 日函調相關案件卷證資料，政

風室為避免類此貪瀆情事漏未發掘，遂就爭議案件進行深

入查察，總計調查 9 案，並於 106 年 7 月 21 日將清查結

果簽陳機關首長。 

二、啟動行政肅貪機制，落實懲處制度 

（一）再防貪措施 

為端正政風及澄清吏治，該局針對涉及行政違失案件，啟

動行政肅貪機制，促使同仁知法、守法，以達到防貪與肅

貪成效。除於第一時間將本案涉案人員予以解職外，亦針

對專案清查結果對操行違常人員及稽查案件行政效率不彰

部分，檢討相關人員行政責任。 

（二）執行成果 

1.即時解僱涉案人員 

因陸○○涉案事實明確，且嚴重影響該局聲譽，基於主

動發掘、明快處置，該局於 105 年 10 月 26 日陸○○被

逮捕收押當日，旋即以其違反該局約僱稽查員僱用契約

第 7 條第 3 項及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聘僱與非編制人

員服務評量要點第 9 條第 3項，予以終止契約。 

2.依專案清查結果進行人員懲處 

(1)清潔隊員遭司法機關通緝無故曠職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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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清潔隊員因酒後駕車判刑確定未到監執行遭通

緝，經政風室清查相關資料，發掘該員屬酒駕累犯，

且已連續曠職達 3 日以上，故建議依該局清潔隊員工

作規則第 25 條第 1 項第 7款終止勞動契約，該局溯及

於 106 年 1月 17日終止該員之勞動契約。 

(2)稽查案件辦理行政效率不彰 

依前揭專案清查結果發現，部分稽查案件承辦人未妥

善保存個案卷內資料，且未落實控管告發及裁處作業

時程，致稽查案件裁處行政效率不彰，經政風室於 106

年 8 月 1 日建議，業管單位於 106年 8 月 30日以稽查

員懈怠職務、處事失當為由，分別予以書面告誡 1 人

次及口頭告誡 7 人次；另就違失情節重大人員及主管

人員自請處分部分，提報該局考績委員會審議，決議

予以違失情節重大人員記過 1 次、主管人員口頭告誡

1 次。 

三、精進稽查業務制度，以增加公益 

（一）再防貪措施 

○○局為降低稽查業務之貪瀆風險，透過精進環保稽查業

務之作業流程，並搭配人員輪調機制，以完善稽查業務之

制度。 

（二）執行成果 

政風室於該局 105 年 10 月 28 日晨報報告本案辦理情形，

局長除肯定處理方式外，亦裁示由副局長統籌督導精進環

保稽查業務，並搭配人員輪調機制，以完善稽查業務之制

度，經政風室協助及追蹤後續執行情形如下： 

1.「在線稽查資訊管理系統」改版精進計畫 

為使稽查業務有效資訊化管理及建置公開化系統，該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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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置「在線稽查資訊管理系統（NTEPS）」，惟因系統上

線後仍有許多功能待精進及改善，業管單位爰擬訂 106

年在線稽查資訊管理系統改版精進計畫，並辦理資訊系統

改版勞務採購，就稽查案件及陳情檢舉案件加強列管，提

升稽查及人民關注案件處理效率，以增加公益。 

2.辦理稽查員職務輪調 

因本市地理幅員廣大，故稽查員之業務劃分原則係採轄區

制，採行此制度雖可明確劃分責任範圍，惟若稽查員熟悉

轄區內主要污染源，而認有上下其手之空間時，則致生貪

瀆風險，基此業管單位分別於 106 年 1 月及 8月間辦理 2

次職務輪調，以降低稽查員辦理同一轄區稽查業務之久任

風險。 

四、落實環保稽查管制措施，增加作業效率 

（一）再防貪措施 

為求有效控管稽查案件之承辦進度，以避免裁處流程時間

過長，提供有心人士上下其手之機會，要求稽查員就個案

稽查內容詳實登載於在線稽查資訊系統。 

（二）執行成果 

為求有效控管稽查案件之承辦進度，○○局前已要求稽查

員就個案稽查內容詳實登載於「在線稽查資訊管理系統」，

惟政風室辦理專案清查結果發現，仍有承辦人員未妥善保

管個案稽查卷內資料，致相關稽查紀錄及文件佚失，並於

在線稽查系統中無相關資料可稽，且案件處理時間過長等

缺失，政風室遂於 106 年 7 月 5 日以便簽移請業管單位改

善，業管單位除將持續要求稽查人員詳實登載，另針對裁

處時間過長，亦將進行調整承辦人力及流程；政風室後於

106 年 11 月 9 日廉政會報再度重申落實登載「在線稽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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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管理系統」之重要性。 

五、結合教育宣導，加強同仁法治觀念 

（一）再防貪措施 

藉由教育訓練，協助同仁精進相關廉政法規，及藉由案例

解析體認廉潔的重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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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為強化稽查員之專業與廉政知能，政風室於 106 年 11 月

8 日業管單位辦理「106年新進同仁環保稽查訓練」時，

由政風室以「廉政服務法規與貪瀆案例廉政宣導」為題，

藉由本案案例進行個案宣導，建立同仁正確法律觀念，

以降低貪瀆風險，並對環保稽查相關資訊系統進行教育

訓練，以提升稽查人員對於相關系統之熟稔度並增進專

業知能，共計 63人參與。 

2.另政風室於 106 年度亦針對機關內辦理相關風險業務之

非正式人員及新進人員等進行專案講習，總計辦理 17 場

次廉政服務法規及貪瀆案例宣導，期能有效提升該局同

仁之廉能意識。 

六、加強外部監督機制及提升資訊公開程度，以增加公益 

（一）再防貪措施 

檢視本案發生之弊端成因，係稽查員利用民眾不熟悉環保

稽查案件裁處程序，所產生之資訊落差，為提高資訊公開

度，○○局以新聞稿及電子報加強對外宣導。 

（二）執行成果 

○○局於陸○○被逮捕當日旋即以新聞稿即時澄清，並於

該局電子報加強宣導，說明環保稽查案件如涉及裁處，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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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專責裁處人員複核確認後始執行相關程序，無法由單一

稽查員完成，倘遇有稽查員提出不合理要求，請向該局提

出檢舉，同時宣示對貪瀆不法案件零容忍之決心；藉由主

動揭露案情與說明相關行政流程，及透過資訊公開以降低

資訊不對等，進而達到消解民怨及增加公益之目的。 

七、召開廉政會報，檢討及提出策進作為 

（一）再防貪措施 

透過廉政會報針對貪瀆案件進行檢討及提出策進作為，藉

由機關首長與各科室主管之參與，就案件發生原因進行討

論，並防堵類此事件發生。 

（二）執行成果 

○○局於 106 年 11 月 9 日召開「106 年度廉政會報暨安全

維護會報」，政風室就「環保稽查員貪瀆案件」進行專題報

告，藉由分析本案弊端態樣及介紹相關再防貪措施，促使

各科室主管瞭解相關風險成因，作為往後監督管理機關風

險業務之參考依據，以降低人員貪瀆風險，防止類此案件

再度發生。 

八、利用外部會議時機，宣示機關反貪腐決心 

（一）再防貪措施 

透過辦理「106 年推動廉政詴評鑑實地訪評會議」，凝聚內

部各單位之反貪共識，並重申首長對於貪瀆案件零容忍之

決心。 

（二）執行成果 

○○局於 106 年 8 月 23 日配合廉政署辦理「106 年推動廉

政詴評鑑實地訪評會議」，由政風室就詴評鑑自評結果提出

報告，以此本案說明該局對於積極提升機關整體廉政風氣

之努力，同時局長亦藉由本案宣示要求同仁廉潔品操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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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貪瀆不法勿枉勿縱之決心，獲得外部評鑑委員之高度肯

定，有效凝聚機關反貪共識。 

肆、 結語 

環保稽查人員是本市保護環境污染，打擊不法業者的無名英

雄，有賴他們日以繼夜的付出與努力，使本市市民得以享有清

潔的空氣、乾淨的水質與沒有污染的土壤，進而得以安居樂業，

這也是本府團隊的共同努力目標。 

本案雖影響機關形象甚鉅，惟藉由防貪肅貪串聯，凝聚反貪能

量等整合作為，彰顯該局對於貪瀆不法零容忍之決心，當發現

稽查員貪瀆不法情事，旋即明快處置，配合司法機關將不法人

員繩之以法；另一方面，透過專案清查等再防貪作為，消弭潛

在風險違失，同時進行內外廉政宣導，深化同仁、民眾及業者

對於廉政法令之認知，多管齊下之廉政作為，努力深化該局廉

能施政，彰顯廉政是機關全體的共同努力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