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組言詞辯論狀（撰狀人：李佩蓉、林秉賢） 

壹、程序事項 

一、原告具有本案當事人適格 

按「人民為維護公益，就無關自己權利及法律上利益之事項，對於行政機關

之違法行為，得提起行政訴訟。但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行政訴訟法第 9

條定有明文。次按「公私場所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而主管機

關疏於執行時，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主

管機關。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六十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受害人民或

公益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直接向高等行政法

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廢棄物清理法第 72 條第 1 項亦有明文。再者，

廢棄物清理法民國 88 年 6 月 22 日修正時，增訂第 34 條之 1：「公私場所違反本

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

得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

日起六十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受害人民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

職務之行為，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第 1 項)行政法院為

前項判決時，得依職權判命被告機關支付適當律師費用、偵測鑑定費用或其他訴

訟費用予對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有具體貢獻之原告。(第 2 項)第一項之書面告

知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第 3 項)」而其立法理由為「公民

訴訟之建置，係賦予受害民眾或環保團體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其目的在於藉由

民眾及法院介入，以督促主管機關積極執行；此外，亦提供民眾一個體制內的參

與管道。」嗣於 90 年 10 月 4 日修正時，除將上開條文之條次變更為現行之第

72 條以外，並於該條第 1 項增定「公益團體」亦得提起訴訟，立法理由則說明

其目的乃保障權益。綜觀上開廢棄物清理法之舊法第 34 條之 1、現行第 72 條第

1 項及其立法、修法理由，均未對於得提起訴訟之公益團體之資格加以限制，且

明定公益團體除得提出公民告知書外，亦得為行政訴訟之原告。 

再按「公私場所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

時，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第

1 項)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六十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受害人民或公益

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訴

訟，請求判令其執行。(第 2 項)」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下稱土污法）第 54

條定有明文。亦未對於得提起訴訟之公益團體之資格加以限制。 



依人民團體法第 4 條規定，人民團體分為三種：一、職業團體。二、社會團

體。三、政治團體。而關於上列三種團體之定義，同法第 35 條規定：「職業團體

係以協調同業關係，增進共同利益，促進社會經濟建設為目的，由同一行業之單

位，團體或同一職業之從業人員組成之團體。」同法第 44 條規定：「政治團體係

以共同民主政治理念，協助形成國民政治意志，促進國民政治參與為目的，由中

華民國國民組成之團體。」同法第 39 條則規定：「社會團體係以推展文化、學術、

醫療、衛生、宗教、慈善、體育、聯誼、社會服務或其他以公益為目的，由個人

或團體組成之團體。」本件原告「社團法人高雄市旗山尊懷活水人文協會」係屬

依人民團體法登記設立之社團法人，非以營利為目的，有高雄市人民團體立案證

書、原告之設立章程各 1 份在卷可參，而依上開章程第 3 條：「本會以尊重生命

的成長與價值為主，推動人本教育、提升生態環保、人文的關懷，倡導社區共同

體理念，共建良善公民社會暨再造優質文化為宗旨。」以及第 6 條：「本會之任

務如左：一、本會與尊懷文教基金會同源之活水社團，推動刊物發行與義(志)工

培訓。二、舉辦相關成長、教育、環保、文化等進修、學習、演講、展覽之課程

與活動，以利創建社區與人文之成長。三、協助政府社團推展各類相關服務事項。

四、以在地精神作出發，推動社區文化、生態環保之經營與推廣活動。五、其他

相關各類提升人文推廣之活動。」顯見並非上揭職業團體或政治團體，應屬社會

團體，當然為公益團體。 

綜上，對於本案廢棄物清理法與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之 2 項訴之聲明而

言，原告均具有當事人適格。 

二、原告訴之聲明均具有權利保護必要性及訴之利益 

(一) 廢棄物清理法部分 

按「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之管制使用土地者，由該管直轄市、縣 (市) 政府

處新台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

除其地上物恢復原狀。前項情形經限期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地上物恢復原

狀而不遵從者，得按次處罰，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採取其他恢

復原狀之措施，其費用由土地或地上物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負擔。前二項罰

鍰，經限期繳納逾期不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區域計畫法第 21 條雖定

有明文，惟負有「限期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其地上物恢復原狀」義務之人，

似僅限於違反管制使用土地之人，而不包含土地或地上物之所有人或管理人；換

言之，必須負有上開義務之人未遵期履行義務，且該管直轄市、縣 (市) 政府為

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採取其他恢復原狀之措施後，土地或地上物

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始有負擔上開措施費用之義務。然而，廢棄物清理法

第 71 條第 1 項前段明定「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命事業、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仲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

者、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

用人，限期清除處理。屆期不為清除處理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

機關得代為清除、處理，並向其求償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將「事業、

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仲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

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均列為限期清除處理之

義務人，且如該等義務人未遵期履行義務，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

機關代為清除、處理時，亦將該等義務人均列為負擔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

用之義務人。據此，無論「應負恢復原狀或清除處理之義務人」或者「應負擔行

政機關代履行費用之義務人」而言，廢棄物清理法所定之範圍均遠較區域計劃法

廣泛。以本案而言，高雄市政府僅命系爭土地使用人黃胤鴒限期恢復原狀，實際

上並未命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聯公司)、萬大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萬大公司)、建發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建發公司)限期恢復原狀，而其等均非違反

系爭土地管制使用之人，高雄市政府亦無法依區域計畫法命其等清除處理系爭土

地上之轉爐石，是原告請求法院命高雄市政府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第 1 項，

命中聯公司、萬大公司、建發公司限期三個月內清除處理回填於系爭土地之轉爐

石，顯然具有權利保護必要性。 

此外，縱使單就土地使用人黃胤鴒而論，依區域計畫法第 21 條命其限期恢

復原狀，相較於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第 1 項命其限期清除處理，如黃胤鴒未

遵期履行，二者之效果仍有不同。首先，就行政機關可請求之代履行費用而言，

區域計畫法規定為「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採取其他恢復原狀之措

施之費用」，廢棄物清理法則定為「求償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二者顯

不相同。其次，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規定：「屆期不為清除處理時，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代為清除、處理，並向其求償清理、改善及衍生

之必要費用。屆期未清償者，移送強制執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

機關得免提供擔保向行政法院聲請假扣押、假處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或執行機關依前項規定代為清除、處理廢棄物時，得不經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

使用人同意，強制進入公私場所進行有關採樣、檢測、清除或處理等相關措施。

第一項必要費用之求償權，優於一切債權及抵押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或執行機關代為清除、處理第一項廢棄物時，得委託適當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

機構清除、處理之。」明定行政機關代履行時，可為相關強制措施，而對於代履

行費用可免供擔保向法院聲請假扣押或假處分；如未受償，可逕移送強制執行，

且該等費用優先於一切債權及抵押權受償。上揭關於代履行程序、代履行費用之

求償與強制執行程序，以及代履行費用之受償順位等規定，均為區域計畫法第

21 條所缺乏，足徵被告有另依廢棄物清理法命土地使用人黃胤鴒限期清除處理

之實益。 



再者，本案被告僅依區域計畫法命黃胤鴒限期恢復原狀，實際上並未代履行，

故原告請求法院命被告於黃胤鴒、中聯公司、萬大公司及建發公司未於三個月內

清除處理回填於系爭土地之轉爐石時，應代履行，當然具有權利保護必要性及訴

之利益，附此敘明。 

(二) 土污法部分 

承前所述，就原告所提出之請求，被告自 102 年 9 月 18 日起，至今已多次

去函命行為人黃胤鴒依區域計畫法之規定清除回填至系爭土地之轉爐石級配料

及其類似產品，該回填區情況至今並未改善、轉爐石級配料及其類似產品亦未獲

清除。被告以紛爭解決之必要性與實效性為由，即主張原告無訴之利益，並認定

有浪費國家司法資源之可能，尚嫌速斷。 

按提起行政爭訟，須其爭訟有權利保護必要，即具有爭訟之利益為前提。被告雖

已依區域計畫法命行為人黃胤鴒清除回填至系爭土地之轉爐石級配料及其類似

產品，然此未能取代或架空土污法之規制效力。區域計畫法與土污法之立法目的

與規範內涵並不相同。區域計畫之擬定，係為促進土地及天然資源之保育利用，

人口及產業活動之合理分布，以加速並健全經濟發展等等，至於土污法則針對土

壤及地下水品質整治與控管進行規範，目的為保護自然乾淨土壤及水源。也因此

當主管機關發現有污染之虞時，可進一步界定污染行為人與潛在污染責任人。縱

然被告已依區域計畫法對黃胤鴒做成合法行政處分，依土污法之規定，原告仍有

請求法院判斷系爭土地之情形已達土壤污染監測或管制標準，或有污染之虞，並

要求被告據此採取應變必要措施，或界定污染行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場所使

用人、管理人或所有人，並命其採取應變必要措施之種種法律上利益。區域計畫

法既未能完全取代土污法之規制效力，則本案有獨立存在之實益。更甚者，本件

涉及多項法令交錯適用之可能，審判結果對於另次相似事件中被告應遵行何種規

範進行處分之認定具有實益，亦可據此認定原告所提起之訴訟具有訴之利益。 

被告雖主張，其已依區域計畫法之規定為原告所請求之事項之行政處分，然而，

縱認原處分合法，若原處分無法有效達成處分期待之效果，則本件審判結果亦具

有實益。環境損害之事實，並未隨著行政處分之下達而消失。查被告自 102 年 9

月 18 日起，已多次去函命行為人黃胤鴒清除回填至系爭土地之轉爐石級配料及

其類似產品，系爭土地上轉爐石級配料及其類似產品至今仍未清除，實難認有其

他更簡便方式可使該情形獲得糾正，顯見本件亦具有訴之利益。 

綜上，被告僅依區域計畫法為行政處分，並未顧及土污法所欲推動之環境保護之

目的，並確實無法有效使行為人清除回填至系爭土地之轉爐石級配料及其類似產



品，故被告以紛爭解決之必要性與實效性為由，即主張原告無訴之利益，並認定

有浪費國家司法資源之可能云云，實有誤認。 

貳、實體事項 

一、廢棄物清理法部分 

(一) 已登記為產品者仍可被認定為廢棄物 

被告於準備程序中以言詞及書狀陳稱：經濟部已於 102 年 4 月 15 日函釋表

示轉爐石級配料業經登記為產品，非屬廢棄物清理法第 2 條之廢棄物，而廢棄

物之認定應由經濟部與環保署共同決定，且經濟部、環保署分別為被告之上級主

管機關、上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基於行政一體原則，被告應遵守上開經濟部之

函釋；另環保署於 99 年 03 月 29 日環署廢字第 0990026634 號函釋雖對於廢

棄物定義為「事業生產或活動過程產生之物質，且為該事業不能、不再、或不願

再用者，縱使該物質為有價或為其他事業之原物料，仍應判定為產出者之事業廢

棄物。」惟此為通案解釋，前揭經濟部之函釋乃針對轉爐石是否屬於廢棄物之個

案性解釋，故就本案轉爐石是否為廢棄物之認定標準，應優先適用前揭經濟部之

函釋，而非上開環保署之函釋等語。 

惟查，綜觀經濟部民國 102 年 4 月 15 日經授務字第 10220107560 號函釋：

「為確保永續農業生產環境，轉爐石級配料不得作為農業用地之盜濫採土石遺留

坑洞回填物，以避免地下水或鄰近土層土壤遭受污染。」之主旨內容，絲毫未提

及轉爐石非屬廢棄物乙節。至於該函釋之說明中固然提及轉爐石廢棄物非屬廢棄

物等語，然而，決定程序較為嚴謹之法院判決，原則上亦僅主文對於當事人或利

害關係人有拘束力，則就決策過程對於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之程序保障較不足之

行政機關函釋而言，其說明欄之內容應無拘束力可言。退步言之，細譯上開函釋

之說明內容：「一、依據本部礦務局案陳貴府經濟發展局 102  年 3  月 18 日

高市經發公字第 10230998100  號函辦理。二、查「陸上盜濫採土石坑洞善後處

理計畫」伍－三－（五）－1－（1）回填物來源及種類之規定：「行為人或義務

人得委由民間專業機構代尋合法回填物，如坡地土石、營建剩餘土石方（須由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審查核可）、礦場、採石場捨棄土石、土壤，河川、疏濬、

水庫或其沉澱池之無害淤泥及其他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定之回填物，並應

取得經學術、民間專業機構或專業技師之化學安全檢驗證明文件。…」，核先敘

明。三、轉爐石級配料得否作為坑洞回填之用，經本部礦務局函詢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本部工業局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綜合意見如下：（一）一般農業區農牧用

地遭盜採土石，其回填物宜應為原用地相近性質之土壤，以避免環境之污染與破

壞。（二）轉爐石級配料業經高雄市政府核准登記為產品，爰該產品非屬「廢棄



物清理法」第 2  條之廢棄物定義，自不須依該法第 39 條之規定進行再利用。

（三）原函所附溶出試驗結果雖未達溶出標準，但因未檢附轉爐石級配料所含重

金屬總量資料，若所含重金屬總量高，則在自然環境下，仍有再度溶出之可能性。

（四）此外，轉爐石級配料之 pH 值高達 12.4，即使是半動態反應平衡試驗，

亦顯示土層之 pH 值雖隨土層深度逐漸降低，但在深僅 130cm  處之 pH 值仍

高達 9.2，顯示全土層均不適合植物根系之生長。四、綜上，為確保永續農業生

產環境，避免地下水或鄰近土層土壤遭受污染，轉爐石級配料不得作為農業用地

之盜濫採土石遺留坑洞回填物。」可知該函釋目的在於強調轉爐石級配料不得作

為農業用地之回填物，以避免地下水或鄰近土層土壤遭受污染；至該函釋說明中

雖表示轉爐石非廢棄物，惟其重點並非對於轉爐石是否為廢棄物加以解釋，而僅

在強調該案無廢棄物清理法所定再利用程序之適用。換言之，上開函釋並非對於

轉爐石是否為廢棄物之個案性解釋。 

復查，按「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

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廢棄物清理法第 4 條定有明文。次按

「經濟部主管全國經濟行政及經濟建設事務。」經濟部組織法第 1 條亦有明文。

據此，對於特定物品是否係屬廢棄物清理法中廢棄物之認定，其權責機關應係環

保署而非經濟部甚明。被告陳稱前揭經濟部函釋已說明轉爐石非屬廢棄物乙節，

縱然屬實，惟就特定物品是否係屬廢棄物之認定而言，並非經濟部之法定主管事

務，而純屬環保署之主管事項，實非如被告所言應由環保署與經濟部共同決定等

語。據此，針對被告可否認定本案轉爐石為廢棄物，其上級機關乃環保署，縱使

如被告所稱違反前揭經濟部之函釋，惟就此事項而言，經濟部並非被告之上級機

關，故被告將本案轉爐石認定為廢棄物，並不違反行政一體原則。 

又查，環保署雖於 88 年 9 月 27 日(88)環署廢字第 0064651 號函釋：「按須

足以汙染環境衛生之固體或液體廢棄物之一般廢棄物，或由事業所產生之廢棄物，

始為廢棄物清理法規範之客體(廢棄物清理法第 2 條參照)。次按原屬事業機構產

生之事業廢棄物，如經該事業依法向工商管理單位登記為公司產品者，即非屬廢

棄物清理法所定義之事業廢棄物。」然而，嗣於 100 年 5 月 9 日環署廢字第

1000036827 號函釋：「環保單位對於符合廢棄物清理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事業，應審慎審理事業所提之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確認產品說明合理、

技術可行且流向無虞，並應加強與工商單位間聯繫，以避免發生廢棄物登記為產

品之情事(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88.09.27 （88）環署廢字第 0064651  號函自即

日起停止適用)。」，即明確廢止上開 88 年之函釋，並非如被告於準備程序中所

述，於 104 年始廢止之。 

另查，環保署 85 年 1 月 15 日環署廢字第 70723 號函釋：「工廠所產生粉漿、

集塵粉及碎石土、粉等，若經台灣省建設廳核定工廠變更登記成為主要產品，且



未有棄置行為，自不受廢棄物清理法及其相關法規之規範。」已說明登記為產品

者，仍須「未有棄置行為」，始非屬廢棄物。又環保署 95 年 1 月 11 日環署廢字

第 0950001630 號函釋：「事業不堪用需報廢之電子零阻件產品，若經海關單位核

准報廢，或次級品存放一定時間無法順利賣出，而產品過時需整批報廢時，若涉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變更，即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辦理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變更，並於審查核准後，始得清理該項廢棄物。」亦

顯示已登記為產品者仍有被認定為廢棄物之可能。再環保署 91 年 10 月 17 日環

署督字第 0910065164 號、95 年 12 月 27 日環署廢字第 0950085893 號、97 年 5

月 26 日環署廢字第 0970038734 號、 99 年 3 月 29 日環署廢字第 0990026634 號

函釋多次重申：「如係屬事業產生與活動過程所產生之物質，且為該事業不能、

不再或不願再用者，縱使該物質為有價或為其他事業之原料，仍應判定屬產出者

之事業廢棄物。」更均表示認定特定物係屬廢棄物與否之判斷標準，應包含生產

該特定物之事業之主觀意思。而環保署 102 年 1 月 28 日環保署環署廢字第

1020009551 號函釋：「有關原登記為產品，但事實上該產品已失市場價值，或因

價格因素長期貯存而有棄置污染環境之情形者，應改認定為廢棄物，並依事業廢

棄物清除處理或再利用相關規定加強管理。」則再次重申前揭 85 年 1 月 15 日環

署廢字第 70723 號函釋之看法，並明確闡釋已登記為產品者，只要有棄置污染環

境之情形者，仍可認定為廢棄物。據此，被告身為環保署之下級機關，應遵守環

保署之上列函釋，審酌中聯公司主客觀上確實不能、不再或不願再利用本案轉爐

石，客觀上亦有棄置，且造成系爭土地 PH 值及重金屬含量偏高之污染結果，依

法認定本案轉爐石為廢棄物，而非僅憑轉爐石之產品登記或前開經濟部之函釋，

逕認本案轉爐石非屬廢棄物。 

退萬步言，縱使認為相關機關就「已登記為產品之轉爐石不得再認定為廢棄

物」之見解拘束被告，惟進入本案訴訟後，此見解並不拘束本案法院，蓋是否為

廢棄物清理法之廢棄物，乃不確定法律概念，且並非屬於高度屬人性、獨立專家

或委員會之評價決定、預測決定、計畫決定、高度專業性及政策性之決定或行政

裁量等情形，本案繫屬之法院仍可本於對法律之確信而解釋該不確定法律概念，

並據此為判決。換言之，本案法院並不受相關機關認定本案轉爐石為廢棄物與否

之拘束。末按認定係屬「事業廢棄物」之處分，與上訴人於作成本件原處分後之

兩日（即 102 年 1 月 30 日）所為廢止前揭「產品」核准處分，兩者性質不同，

兩處分之法律依據不同，上訴人作成處分之權限來源亦不同，則廢止前揭混合石

膏及副產石灰為「產品」之核准處分，並非本件認定混合石膏及副產石灰為「事

業廢棄物」之前提必要條件。又「原處分機關依第 123 條第 4 款、第 5 款規定廢

止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者，對受益人因信賴該處分致遭受財產上之損失，應

給予合理之補償。」行政程序法第 126 條第 1 項固有明文，然被上訴人欲主張其

受信賴保護原則之保護者，應指原核定產品處分嗣經廢止後有無信賴保護之適用

而言，至於本件認定為事業廢棄物之處分並非將原核定產品處分予以廢止，自無



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從而，原判決認定應先撤銷或廢止該登記為產品之行政處

分之後，始得為系爭認定事業廢棄物之處分，且原處分作成時，系爭產品登記尚

未經廢止，認定原處分違反信賴保護原則等情，自有不合(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

度判字第 241 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將已登記為產品之轉爐石認定為廢棄物，並

無信賴保護之問題，附此敘明。 

(二) 中聯公司、萬大公司、建發公司、黃胤鴒均為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之清除義務人 

102 年、103 年間，中聯公司提供轉爐石級配料，由萬大公司運輸該等轉爐

石級配料至黃胤鴒所有之系爭土地，並由建發公司回填該等轉爐石級配料至系爭

土地等情，為被告於準備程序中所不爭執之事實。據此，如認上開轉爐石級配料

屬於廢棄物，生產該轉爐石級配料之中聯公司自屬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第 1 項

之「事業」。 

按廢棄物清理法之「清除」包含事業廢棄物之「運輸」行為；「處理」包含

「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事業廢棄物之行為(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

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2 條第 2 款、第 3 款參照)。是操作機具將廢棄物傾倒掩埋

之行為，該當廢棄物清理法第 46 條第 4 款所定之「處理」行為；駕駛車輛載運

廢棄物傾倒之行為，則該當廢棄物清理法第 46 條第 4 款所定之「清除」行為(最

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2677 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萬大公司運輸該等轉爐石級

配料至黃胤鴒所有之系爭土地，應屬於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第 1 項所謂「清除」

廢棄物者，建發公司回填該等轉爐石級配料至系爭土地，則屬於同項所定「處理」

廢棄物者。 

末查，黃胤鴒對於建發公司將上開轉爐石級配料掩埋至系爭土地，應具有主

觀上之認識，業經高雄地方法院 103 年度訴字第 789 號刑事判決認定屬實，因此，

黃胤鴒應屬於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第 1 項所定「容許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

地之土地所有人及使用人」。綜上，中聯公司、萬大公司、建發公司、黃胤鴒均

為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所列之清除義務人。 

被告雖以：中聯公司、萬大公司、建發公司主觀上均認為本案轉爐石係屬產

品，是其等為轉讓、運輸、回填等行為時，主觀上皆係基於產品銷售與利用之意

思，故皆非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第 1 項所定之義務人等語為抗辯。惟查，廢棄

物清理法第 71 條第 1 項所定行政機關得命相關義務人限期清除處理之處分，其

目的與性質均非對於義務人過去違法行為之制裁，非行政罰，並無適用行政罰法

有關責任條件及責任能力等規定之餘地。蓋司法院釋字第 612 號解釋之大法官彭

鳳、徐璧湖協同意見書表示：「行政處罰為廣義不利益行政處分之一種，行政處



罰與行政處罰以外之不利益行政處分，均可能對人民之自由或權利加以限制，惟

二者有本質上之不同，故不得因行政機關對人民作成任何不利益行政處分而限制

其自由或權利時，均認為係行政處罰。…行政處罰為國家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

個人，所採取之報償手段（Buße），以消滅其過去違規且有責行為之責任，並

一般性預防將來違規行為發生。此一公權力之發動，以個人有故意或過失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為前提。因此就行政機關維持行政秩序的各種合法手段而言，

乃以要求人民不要破壞行政秩序的方式以間接達成行政目的之消極方法。罰鍰為

典型之行政處罰方式，其裁處適用行政罰法規定之程序。…狹義不利益行政處分，

係指行政處罰以外，行政機關為維持行政秩序，依法所得採行之其他限制人民自

由或權利之規制手段（Anordnung）。其特質在於以直接形成符合法律要求之行

政秩序之方式，以積極實現行政目的，除應受法律拘束外，行政機關必須依行政

任務之要求，持續積極主動進行各項規制行政秩序之措施，故其發動不得受制於

是否有一個故意或過失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人之可罰行為等偶發事件，因而

本質上無從作為處罰方式。行政機關依法限制或禁止一定行為，剝奪或消滅資格、

權利之行政行為，均屬行政機關為維持行政法規秩序而最終不可或缺，且不以個

人過去之行為態樣為條件之管制手段。其中具有法律效果者，即屬狹義之不利益

行政處分，其作成應適用行政程序法規定。…本質上無從作為處罰方式之狹義不

利益行政處分，如果藉用為行政處罰，其結果自然不正確，既無助於人民權利保

障，更有害於公共秩序之維持。…我國行政罰之種類，依行政罰法第 1、2 條文

義解釋，除沒入為明定外，尚可包含所有狹義不利益行政處分在內，範圍遠大於

德國，且一律適用刑法總則所定刑罰基本原則之結果，其窒礙難行可想而知。」

另有學者認為，裁罰性之不利處分與單純之不利處分應該區分，如為除去違法狀

態或停止違法行為之處分、行政處分之撤銷或廢止、行政上之保全措施、行政執

行行為、預防性之不利處分，均屬單純之不利處分，而非裁罰性行政處分。(詹

鎮榮，「裁罰性」不利處分之概念及其範圍界定─兼論菸害防治法第二三條「戒

菸教育」之法律性質，台灣本土法學雜誌 2006 年 11 月第 88 期，第 147-154 頁)。

復有學者認為，裁罰性行政處分之用語原本係司法院大法官為涵蓋罰鍰以外之其

他不利處分，創設此用語，並透過處罰法定主義，進而對訂定該等不利處分之行

政命令檢視是否牴觸母法、母法是否違反授權明確性等加以檢驗，惟近期之釋字

第 612 號解釋中，已未出現「裁罰性行政處分」之用語，而僅於解釋文中強調「為

達成有效管理輔導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之授權目的，以改善環境衛生，

維護國民健康之有效方法」，並於理由書中闡釋「衡諸現代廢棄物有賴專業處理，

以預防環境污染而危害國民健康及環境生態事件發生，否則一旦發生損害，其影

響可能延續數代而難以回復，事後制裁已非達成防制環境污染立法目的之最有效

手段。」等內容，據此，凡是阻止危險之發生、督促未來義務之履行等目的者，

均非行政罰(李建良，行政罰法中「裁罰性之不利處分」的概念意涵及法適用上

之若干基本問題─「制裁性不利處分」概念之提出，月旦法學雜誌第 181 期 2010

年 6 月，第 133-163 頁) 。換言之，行政罰法第 7、8、9 條有關責任條件及責任



能力之規定，應僅限於制裁性行政處分始有適用餘地，如非制裁性行政處分，特

別與秩序行政有關者，其主要目的在於排除危險而非處罰，故無責任原則之適用。

综上，縱使中聯公司、萬大公司、建發公司主觀上無違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故意

或過失，行政機關均仍得對其等為命限期清除處理之不利行政處分。 

再者，被告另以：中聯公司並非本案轉爐石級配料之生產者，其生產者為中國鋼

鐵股份有限公司等語為抗辯。惟查，環保署所訂「指定廢棄物清理法第二條第一

項第二款之事業」所示行業中，包含百貨公司、旅館、超級市場等，據此，該法

所稱之事業，並不僅限於原始產出者，尚應包含次級生產者，而無論中聯公司是

否為本案轉爐石級配料之原始產出者，惟依本案「轉爐石級配料銷售契約書」之

「四、品質規格：依賣方現場實際產出及堆存成品為準」，以及本案「萬大轉爐

石級配料銷售混拌案合約」第二條所示「工程地點：自甲方(即中聯公司)之億昌

工場、利昌工場、駱駝山儲區由甲方代乙方(即萬大公司)車輛裝車後，由乙方運

送轉爐石至高雄市旗山區等認可之地點。」等契約內容可知，中聯公司確實為本

案轉爐石之產出者，自屬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第 1 項所謂之「事業」。退步言

之，縱使中聯公司並非該條所稱之事業，惟其仍屬受中國鋼鐵公司委託處理本案

轉爐石之業者，應為該條規定所定「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其是否再次委託

萬大公司清運本案轉爐石，應在所不問。 

二、土污法部分 

（一）被告主管機關採樣與分析方法不符合環保署所定之規範、亦不符

合科學法則 

土污法第 6 條第 2 項明文規定，於進行土壤、底泥及地下水污染物檢驗測定時，

其方法及品質管制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土污法既要求對於污染物之檢

測應依環保署所定方法與標準，則地方主管機關未依環保署所頒定之檢測方法所

為檢測結果，自不得作為機關行為之依據。 

針對地下水之監測之部分，本件監測井之設置違反環保署所定之地下水水質監測

井設置規範（附件一）。該設置規範要求監測井應設置於飽和含水層，以便能取

得具有代表性之地下水水樣。查被告主管機關於 104 年 8 月新設三處監測井。依

被告主管機關周邊農地監測結果之歷次地下水檢測結果報告所示，其中井叢三深

度 30cm之深井開篩位置位於黏土之阻水層。由於黏土層透水性不佳，流速極慢，

導致幾無地下水流入。可見被告機關所設置之監測井並不符合環保署之規定，被

告機關認定地下水並未遭受污染之結論應不可採。此外，依照環保署地下水監測

井規畫與設置方法（附件二），若監測井之設置目的為調查污染，監測井之設置

位置應依當地水文地質環境而定。該設置方法並要求在水文地質條件較複雜之情



況下，監測井設置間距應考量較小間距。除此之外，若污染源下方為透水性高的

石層時，可形成快速移動的污染團，監測井設置間距亦應考量較小間距。查本件

涉及人為改變土層並填入爐石而導致污染之疑慮。既是人為回填爐石至農地，自

將對當地水文地質條件造成衝擊，監測井應考量較小間距。爐石回填層為透水性

高的石層，污染團可能快速移動，為能取得有效樣本，監測井亦應考量較小間距。

查本件三處主管機關所設之監測井彼此距離偏大，已違反上述地下水監測井規畫

與設置方法，故採樣與分析結果皆無參考價值。 

針對地面水體之監測過程，於進行水體或土壤採樣時，採樣人員應注意現場環境

之干擾，以確保能採集到最具代表性之樣品，此一原則已被納入多項土壤及水體

採樣方法當中。查被告主管機關已於 104 年 8 月 26 日、27 日及 31 日至系爭土

地採集地面水體進行監測，然依 2015 年高雄氣象站逐日雨量資料所示，104 年 8

月下旬有連日大雨，已對地面水體造成極大干擾，被告主管機關仍堅持於雨天對

地面水體進行採樣分析，足認該次採樣檢測結果之數值缺乏可信度，顯無參考價

值。 

針對土壤之採樣部分，依照環保署所公告之土壤採樣方法（附件三），被告機關

應採集最具代表性之土壤樣品，本件既是關於回填至系爭土地之轉爐石級配料及

其類似產品之污染問題，自應採集爐石掩埋層之土壤進行分析。查被告主管機關

於 103 年 10 月 6 日至爐石回填區進行採樣時，已發現爐石回填區深度 50 公分以

下為爐石掩埋層，卻未對其進行採樣分析，僅只對 50 公分之地表覆土進行採樣，

顯已違反環保署所公告之土壤採樣方法。 

被告機關雖以「轉爐石並非土壤」為由而拒絕採樣，但關於土壤之定義，本

不應限縮解釋。依土污法第 2 條規定：「土壤，指陸上生物生長或生活之地殼岩

石表面之疏鬆天然介質」，顯見土壤並無單一性質。此外，前述土壤採樣方法亦

指出，於進行抓樣或混樣時，檢測人員依污染樣態之不同，應注意土壤的高度不

均勻性，可見土壤無單一定性。被告自不應排除轉爐石作為土壤並接受檢測之可

能。此外，行為人回填轉爐石級配料至其所有之系爭土地並種植農作物，目的亦

是為將爐石級配料當土壤使用。因此，回填至系爭土地之轉爐石級配料及其類似

產品應被認定為土壤。被告主管機關僅採表面覆土為檢驗樣本，已違反環保署所

定之土壤採樣方法，該次檢測數值自不可採。之後，被告機關 103 年 10 月 16

日起自 104 年 8 月之採樣與檢測僅更動布點方式，而未能改採最具代表性之土壤

樣品，檢測結果亦無參考價值。 

（二）土污法第 7 條第 5 項所稱「有污染之虞」，應依「預警原則」解

釋 



預警原則為國際環境保護規範機制之重要原則，亦是許多國際與內國環境保

護規範之基礎原則。經過二十年的國際實踐，此一概念已被用來應對科學不確定

性與潛在嚴重或不可逆風險之間的衝突，亦被納入許多環境保護規範當中，例如

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倫敦海拋公約與議定書等。《里約宣言》

第 15 號原則即指出預警原則之內涵：「為了保護環境，預警原則應廣泛地依各國

之能力應用於各國。凡是有造成嚴重或不可逆轉損害之威脅的情形時，缺乏充分

之科學證據不應用以作為推延成本效率措施之理由，以防止環境惡化」。依《里

約宣言》內容所示，可見預警原則所啟動的條件，主要在於所欲防範的不確定性

風險必須擁有不可逆或嚴重的性質。就此情形，對於潛在危險活動必須採取預警

措施，國家不應以缺乏科學根據為由而拒絕採取措施。 

承上所述，預警原則要求在危險變得具體之前，國家即應採取相關預警措施

避免發生危害，此一原則所要求的證明程度較預防原則所要求者低（所謂預防原

則，所要求的證明程度則是特定行為的已知明確危險，為避免該危險發生，應在

可證明存在危險之後立即採取預防措施）。主要原因，亦是因為預警原則強調人

類對於未知的嚴重／不可逆風險的恐懼與疑慮，因此在危險變得具體特定之前採

取預警措施，可有效減緩影響，並防止事態往不可逆風險的方向惡化。 

土污法第 7 條第 5 項所稱「有污染之虞」，應依預警原則解釋。土污法所因

應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多涉及重金屬或毒物污染，此已符合啟動預警原則之不可

逆或嚴重風險之要件。此外，土壤與地下水污染影響周邊居民生活健康甚鉅，因

此應屬嚴重風險。又，土污法第 7 條第 5 項要求各級主管機關為查證工作時，發

現土壤、底泥、或地下水因受污染而影響人體健康、農漁業生產或飲用水水源之

虞者，即應採取應變必要措施。顯見條文所稱「有污染之虞」，並不要求以完整

確切之科學證據證明特定具體的污染，此外，條文亦未明訂判斷土壤或地下水達

到有污染之虞之客觀標準。土污法既然不採客觀標準界定有污染之虞，則對於特

定可能污染源之疑慮以及當地民眾之主觀恐懼，已足令主管機關採取必要應變措

施，就此點而言，亦符合預警原則所欲因應的人類對於未知的嚴重／不可逆風險

的恐懼或疑慮。因此，主管機關不應以科學不確定性或不確定污染樣態與嚴重性

為由，而拒絕採取必要應變措施。上述特點，皆反映出預警原則與土污法第 7

條第 5 項之規範內涵與目的的一致性。 

被告雖以「所謂有污染之虞，乃針對特定土壤、底泥或地下水有影響之虞，

賦予主管機關採取應變必要措施，立足點皆為已知明確危險…」等語而為答辯，

否定土污法第 7 條第 5 項之預警意涵。然此說法實為對於預警原則之錯誤認知。

首先，土污法第 7 條第 5 項並未界定土壤、底泥與地下水的特定污染樣態。至於

場域與污染源是否應特定，按啟動預警原則之要件，本是針對「特定污染源與污



染場域」的「未特定污染樣態」之不可逆或嚴重風險。主管機關自得針對特定區

域之土壤、底泥與地下水採取預警措施，此正符合預警原則之內涵。 

被告亦稱「土污法第 7 條第 7 項規定，依第 5 項規定採取應變必要措施，致

土壤、地下水污染情形減輕，並經所在地主管機關查證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物濃

度低於土壤、地下水汙染管制標準者，得不公告為控制場址…亦即該威脅尚有可

逆的機會」。此說法亦存在邏輯謬誤。按土污法第 7 條第 7 項所隱含的威脅可逆

性，為政府依第 7 條第 5 項採取必要應變措施後的成效，亦是第 7 條第 5 項預警

原則之最終目的。預警原則要求政府在無法具體證明危險之際採取預警措施，以

便防止事態往不可逆風險的方向惡化。需要啟動預警原則的時間點，自然是仍有

補救機會的時間點，而非在事態已進入「不可逆」情況之後方才採取措施，否則

又何須預警？被告以土污法第 7 條第 7 項所規範之預警成效，否定土污法第 7

條第 5 項之預警目的，實屬倒果為因之說，並不可採。 

（三）依目前事證，系爭土地已符合土污法第 7 條第 5 項所稱「有污染

之虞」 

被告機關針對系爭回填轉爐石區域及周邊環境之監測方法與結果皆無參考價值，

已如前述。依照預警原則之意涵解釋，系爭土地之情況，已然符合土污法第 7

條第 5 項所稱「有污染之虞」。 

依預警原則解釋，主管機關於土污法第 7 條第 5 項下所負有之義務，並不要求必

須存在科學確定已知的危險方可啟動。事實上，僅具備科學不確定性的嚴重或不

可逆風險，即可啟動主管機關採取必要應變措施之義務。就本件之嚴重風險而言，

本件轉爐石級配料及其類似產品之不安定性與 pH 值偏高之問題，於中聯公司與

萬大公司所簽訂之「轉爐石級配料銷售契約書」有詳細記載。此外，經濟部亦曾

以經授務字第 10220108240 號函重申，為確保永續農業生產環境，避免地下水或

土壤遭受污染，轉爐石級配料及其類似產品不得作為農業用地回填物。又，土壤

之重金屬污染難以清除，應屬不可逆之風險。監察院於 104 年 2 月之調查報告亦

指出「…來函所附溶出試驗結果雖未達溶出標準，但未檢附轉爐石級配料所含重

金屬總量資料，若所含重金屬總量高，則在自然環境下，仍有再度溶出之可能性」。

以上事實足以依預警原則之解釋，判斷本件情形已達有污染之虞。更甚者，土污

法第 7 條第 5 項並不要求以客觀標準認定事況達「有污染之虞」，依預警原則解

釋，當地居民對於污染源的疑慮以即對於上述風險之認知與恐懼，亦足以啟動土

污法第 7 條第 5 項之適用。被告依土污法第 7 條第 5 項之規定，自應依照第 15

條第 1 項採取應變必要措施。 



參、本件有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7 條第 5 項準用第 15 條第 1 項之適用，

被告機關裁量權已然收縮至零，原告之請求應予准許。 

行政機關於作成裁量處分時，本有多數不同之選擇。因特殊之事實關係，在

個別事件中因考量人民權益所受侵害之危險迫切程度、公務員是否可得預見損害，

以及侵害之防止是否僅能以公權力之行使始能達成等因素，已致無可裁量之情事，

致使行政機關除採取某種措施之外別無其他選擇之情形，即學理上所謂之「裁量

權減縮至零」。司法院釋字第 469 號解釋亦肯認此一觀念。 

本件情形已符合上述要件。查回填至系爭土地之轉爐石級配料與類似產品，

已對公眾健康與自然環境之生態保育造成立即風險，且該風險具備明顯並迫切之

性質。所謂風險雖有科學不確定性，但該不確定性實指「事態上的不確定性」，

而非「認識上的無知」。所謂事態上的不確定性指的是可產生多種不同的有害結

果，但最終會出現哪一種結果並不確定；至於「認識上的無知」則指因果關係不

明，所產生結果的科學根據相當薄弱。（辛年豐，2015，《環境風險的公私協力

－國家任務變遷的觀點》，頁 114，台北：元照）本件所涉及的重金屬與毒性污

染，即屬於前者。此外，依風險評估之概念，本有「歷史性風險」之適用，亦即

在已累積的合理資料當中，有足夠的機率可以相信不利事件與風險有所關連。本

件涉及之重金屬與毒性污染將引發嚴重不可逆之後果，此事應屬明確，僅發生的

樣態尚未特定。按預警原則之內涵，本是在多重的可能危險樣態當中，設想事態

會朝最差的樣態發展（辛年豐，2015，《環境風險的公私協力－國家任務變遷的

觀點》，頁 166，台北：元照），上述嚴重及不可逆的後果，更應減縮主管機關

的裁量空間。就這一點而言，應認定本案涉及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風險已然明顯

且迫切，足以減縮行政機關的裁量權。 

此外，實務上認定人民權益受侵害之迫切程度，以「明顯急迫之危險且不堪

忍受之打擊」（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度裁字第 02247 號裁定意旨參照）為標準，或

於環境案件中，以「有無立即性危害或污染擴大風險」（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

判字第 125 號判決意旨參照）為標準，可見在環境案件當中，作為「裁量權減縮

至零」之重要啟動因素，所需風險樣態無須特定，僅需符合明顯、立即、且不堪

忍受之條件。本件涉及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風險已屬明顯且立即，其本質上帶有

的嚴重與不可逆風險亦屬不堪忍受，已符合上述標準。 

至於公務員得否預見損害，以及侵害之防止是否僅能以公權力之行使始能達

成之因素等，已知系爭土地為轉爐石回填區域屬不爭執事項，監察院亦已做成調

查報告確認轉爐石回填農地有安全疑慮，公務員應能預見損害。此外，本件涉及

之侵害，僅能透過公權力要求中聯公司、建發公司、萬大公司及黃胤鴒限期清除

轉爐石級配料而防止，無法由當地居民之努力而避免。更甚者，前期多重處分皆



未能達成清除轉爐石之目的，被告機關的裁量權更應收縮至有效手段。為求能儘

速因應並移除損害來源，應認本件被告就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7 條第 5

項準用第 15 條第 1 項之適用，有裁量權減縮至零之情事，必須命中聯公司、建

發公司、萬大公司及黃胤鴒限期三個月內清除回填於系爭土地之轉爐石及配料。

屆期不為清除時，被告應代為清除，而不得自行裁量。 

肆、如中聯公司、建發公司、萬大公司及黃胤鴒均未於限期三個月內清除回填於

系爭土地之轉爐石及配料，被告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規定代履行。 

承上，回填之系爭土地之轉爐石級配料，已對公眾健康與自然環境之生態保

育造成具體而立即之危險；另黃胤鴒經被告多次依區域計畫法命限期恢復原狀均

未履行，而中聯公司、建發公司、萬大公司均已知該等事實，如經被告命其等及

黃胤鴒限期清除上開轉爐石級配料仍皆未履行，顯然已無法期待黃胤鴒或中聯公

司、建發公司、萬大公司將來有履行之可能，審酌本案轉爐石級配料總重達 99

萬 7,947.84 公噸，所含重金屬總量高，在自然環境下，仍有再度溶出之可能性，

應認被告已無選擇裁量不代履行之空間。況且，本案清除義務人包含中聯公司，

其資力甚豐，且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第 3 項，代履行費用受償之權利優先於

一切債權及抵押權，被告實無裁量不代履行之合理根據，縱使其為該等裁量，亦

顯有裁量瑕疵。 

伍、原告得請求法院命被告依行政執行法第 27 條及第 29 條之規定，核發執行命

令 

義務人未遵期清除改善完成，機關可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規定之代為清

除、處理，並以行政處分之方式向其求償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抑或依

行政執行法第 27 條及第 29 條之規定，預估必要之代履行費用，發執行命令之方

式處理，均為法之所許，自可擇一為之(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度訴字第 392

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行政執行法第 27 條及第 29 條之規定已授權行政機關

得核發執行命令對於義務人應負擔之代履行費用強制執行，且此乃別於廢棄物清

理法第 71 條規定之方式，基於同一法理，被告如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15 條第 1 項代履行，應認亦可依上開行政執行法之規定，對於義務人應負擔之

代履行費用強制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