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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文

– 被告應命中聯公司、萬大公司、建發營造公司及黃胤鴒限期清除處理回填於高雄市

旗山區圓子潭段 655 、655之5 、655之6、655之7 、655之10、 655之15、651之26、

655之17、655之18 等 9 筆土地之轉爐石；屆期不為清除時，被告應代為清除，清除

費用由以上義務人繳納。

–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概要

– 高雄市旗山區圓子潭段 655 、655之5 、655之6、655之7 、655之10、 655

之15、651之26、655之17、655之18 等 9 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係非都市

地區之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及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 102、103 年間，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聯公司）提供轉爐石級配

料、萬大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萬大公司）負責運輸至土地所有人

黃胤鴒之系爭土地、建發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建發公司）負責回填轉爐石

於系爭土地上。



原告於 105 年 10 月 20 日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72 條、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法第 54 條以「公民告知書」書面告知被

告其依法清除非法回填之轉爐石，已逾六十日仍未依法執行。

就原告本案限期清除之請求，被告先後於102 年 9 月 18 日、

103 年 3 月 10 日、104 年 5 月 27 日、104 年 9 月 21 日、

104 年 11 月 9 日、104 年 11 月 27 日、104 年 11 月 28 

日，雖已多次去函命行為人黃胤鴒應依區域計畫法之規定為

原告所請求事項之行政處分，但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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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件爭點



程序事項

– 原告高雄市旗山尊懷活水人文協會是否具本案當事人適格，質言之，本案

當事人適格是否以原告為經公益團體法人登記之社會團體為必要？

– 就原告本案限期清除之請求，被告已先後於102年9月18日、103年3月10日、

104年5月27日、104年9月21日、104年11月9日、104年11月27日、104年11

月28日，已多次去函命行為人黃胤鴒應依區域計畫法之規定為原告所請求

限期清理之行政處分。就此，原告就本案請求有無訴之利益？

– 原告有無提起本件訴訟命被告機關依行政執行法第29條代履行之主觀公權

利？



實體事項
-廢棄物清理法部分

1. 本案傾倒於系爭土地之轉爐石是否屬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第1項所

稱之廢棄物？系爭轉爐石經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13 條為產品登記，

是否即無廢棄物清理法之適用？

2. 倘認傾倒於系爭土地之轉爐石為廢棄物，中聯公司、萬大公司、

建發公司及黃胤鴒是否屬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之清除義務人？



實體事項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部分

1. 本案土壤及地下水汙染之監測，其過程是否符合科學法則？地下水

汙染之部分，監測井位置是否適當？土壤汙染之部分，採樣是否適

當？

2.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7條第5項｢有汙染之虞｣之內涵為何？係

採｢預警原則｣或｢預防原則｣？

3. 依目前事證，系爭土地是否符合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7條第5

項所稱｢有汙染之虞｣？



壹、程序事項



原告具當事人適格

– 廢棄物清理法或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均未對於得提起訴訟

之公益團體之資格加以限制，然為避免有心人士僅為特定案件而

成立團體，造成濫訴；且任由其起訴可能使真正利益相關之團體

被排除於訴訟之外，或不同團體間出現利益衝突之爭，無法達到

環境公益訴訟設立之目的，有必要提高公益訴訟當事人審查密度。



公益團體的定義：

– 參廢清法第1條揭示之立法目的，同法72條所指之公益應為「有效清除、

處理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等相關事項

– 土污法「為預防及整治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確保土地及地下水資源永續利

用，改善生活環境，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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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章程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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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 2014/05/27「真假產品？真假農地？」──譴責政府縱容爐碴填

入農地水質保護區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8846，

– 2014/5/28遠見雜誌- 前進的動力：當廢爐碴填入農地，種出來

的東西誰敢吃？

http://www.gvm.com.tw/webonly_content_2552.html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8846
http://www.gvm.com.tw/webonly_content_2552.html


本案有訴之利益

– 廢清法能擴張可能負責的義務人範圍，對實現原告之目的確有

助益。

– 土污法「判斷系爭土地之情形是否達土壤污染監測或管制標準，

或有污染之虞」，有助於達成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之公益

目的，故本案原告有訴之利益。



貳、實體事項

一、廢棄物清理法部分



(三)本案轉爐石級配料為廢棄物清
理法第2條第1項所稱「廢棄物」

– 本案原告主張系爭轉爐石級配料為廢棄物清理法第2

條第1項所稱之廢棄物，其主張是否有理，首須釐清

廢棄物清理法所規範之「廢棄物」之定義、規範範圍、

已登記為產品者是否即無廢棄物清理法之適用



1. 廢清法第2條第1項「廢棄物」為
不確定法律概念

廢清法第2條第1項未針對廢棄物之概念給予明確定義，故一物是

否為廢棄物清理法所稱廢棄物，涉不確定法律概念之判斷。

– 本院得獨立就廢棄物清理法之立法目的、社會通念、法院判例、

比較法等層面為「廢棄物」概念之探尋，進而判斷主管機關之

概念解釋、適用法律是否違誤。



2. 任何物質皆可能為廢棄物

1) 實務判決：沒有利用價值而經拋棄之物，亦即產生者主觀上

擬予廢棄，或產生者主觀上雖尚不擬廢棄，但客觀上已對產

生者不具效用者（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589 號判決意旨

參照）。

2) 比較法：「歐洲聯盟廢棄物框架指令」：

– 在廢棄物概念的解釋上，不能採取限縮解釋

– 某物質或物品是否為廢棄物，應綜合考量個案中所有具體情狀，

在解釋適用前述廢棄物定義之過程中，必須依循廢棄物指令之

立法目的，並確保不會減損該指令所欲達成之效果



3. 經登記為產品者，不因此即排除
於廢清法所稱「廢棄物」

經濟部95年9月28日經授中字第09530000130號：「該廠如將廢棄物處理成其

他產品之原料或用以製造、加工新產品則可登記為工廠產品，否則應依廢棄

物處理」

– 原被視為廢棄物者，可能因具有效用而被登記為產品＝被登記

為產品者，也可能因失去客觀效用或遭主觀廢棄而轉變為廢棄

物

一物之為產品或廢棄物，乃因其具體情狀而具動態、流動性，非

如被告所稱「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登記為工廠產品者，即非屬廢棄

物」



3. 經登記為產品者，不因此即排除
於廢清法所稱「廢棄物」

廢清法第4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棄物清

理法第4條定有明文。

– 被告機關就是否為廢棄物之判斷有疑慮，應參照環保署所作函

釋，而非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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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闡釋：

已登記為產品者，有棄置污染環境之情事，仍得認定為廢棄物。



4.本案轉爐石級配料係廢棄物清理
法第2 條第1 項所稱「廢棄物」

經濟部102年4月15日經授務字第10220107560號函示：「轉爐石級配料業經登

記為產品，爰該產品即非屬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之『廢棄物』定義」。

– 該函釋目的在於強調轉爐石級配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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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對於轉爐

石級配料是否為廢棄物加以解釋。

– 被告就系爭轉爐石級配料是否屬廢棄物有疑慮，應參照中央主

管機關環保署所作函釋，不得拘泥以非主管廢棄物清理事務之

經濟部所為函釋之說明文字為廢棄物之認定標準。



– 投入處理本案轉爐石級配料之費用（即支付萬大公司補助費每

噸220 元）較於該交易中所取得之對價每噸5 元為高，就出售

本案轉爐石級配料之中聯公司而言，並無經濟上利益存在。

– 難認本案轉爐石級配料「具有確定之用途」符合廢棄物概念：

主觀上擬予拋棄、客觀上無效用。

4.本案轉爐石級配料係廢棄物清理
法第2 條第1 項所稱「廢棄物」



(四) 中聯公司、萬大公司、建發公司及黃
胤鴒為廢清法第71條所規範之清除義務人，
且未依規定清除本案所涉廢棄物



1.中聯公司、萬大公司、建發公司
及黃胤鴒皆為本案清除義務人

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第1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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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聯公司有產出系爭「轉爐石級配料級配料」之事實，且為委

託萬大公司運送「轉爐石級配料」之契約當事人：「事業」

– 萬大公司「運輸」轉爐石級配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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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廢

棄物者。



2. 本案有廢棄物不依規定清除之事實

廢棄物清理法第28條事業廢棄物之清理方式

– 中聯公司與萬大公司以系爭轉爐石級配料為標的物訂立銷售混

拌契約，將屬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轉爐石級配料交由萬大公司運

輸、混拌、搬運，再經建發公司回填至黃胤鴒所有之系爭農業

用地，其運輸、搬運、回填等行為皆違反上開規定

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第1項「不依規定清除」。



3.廢棄物清理法71條第1項非行政
罰，無行政罰責任能力限制之適用

行政罰法第7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 因應當代社會生活複雜，我國現今行政法規與處分之種類、目的已
不限於「事後處罰」，而尚包含「事前防範」性質者（例如目的為
改善環境衛生、預防環境污染、維護國民健康目的者）。

– 事後制裁，並非達成防制環境污染立法目的之最有效手段（＃612參
照）

– 廢清理法第71條第1項立法理由：「一、落實污染者付費原則；二、
明定逾期不清除、處理及費用收取之強制作為」

廢清法第71條第1項之清除義務，不以行為人之主觀認識為要件。



(五) 本案有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之適用，
且被告裁量權限減縮至零

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2項：「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行政處分，以違法論」

行政訴訟法第201條規定：「行政機關依裁量權所為之行政處分，以其作為或

不作為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者為限，行政法院得予撤銷。」

惟行政機關之裁量權並非全無限制或得任意為之。裁量瑕疵，在

解釋上除「裁量逾越」、「裁量濫用」外，尚應包括「不為裁

量」、「裁量錯誤」（最高行政法院90年度判字第1783號判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0年度訴字第4789號判決參照）



廢清法第71條第1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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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被告有衡諸個案狀況，選擇是否命限期清除、是否代為履行

之裁量權

2. 惟被告以系爭轉爐石級配料「已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登記為工

廠產品，即非屬廢棄物」為由，認本件無廢棄物清理法第71

條第1項之適用，係被告對「廢棄物」概念未予斟酌、釐清

而致之裁量錯誤瑕疵。

(五) 本案有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之適用，
且被告裁量權限減縮至零



1. 被告認本件不適用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致使社區

居民身陷健康、自然環境生態保育之具體危險，有

裁量錯誤、瑕疵重大之事實。

2. 本案符合司法院大法官469 號解釋意旨「裁量減縮至零」

之要件：急迫危險、被害法益重大、公務員就損害發生

有預見可能性、人民自行迴避損害結果之可能性、規制

權限發動之可能性

(五) 本案有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之適用，
且被告裁量權限減縮至零



貳、實體事項

二、土污法部分



二、土壤及地下水汙染整治法部分

– 本案監測並不合乎科學法則

– 土汙法所稱「有汙染之虞」採預警原則

– 系爭土地符合土汙法所稱有汙染之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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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機關裁量權收縮至零



（一）本案監測並不合乎科學法則

– 根據土壤採樣方式：

(1)依據場址特性、污染情況常用的污染調查採樣方式如下：

a.主觀判斷採樣：當確知或可目視污染源所在位置時，根據專業判斷直接於定點

採樣。可節省採樣及分析成本，但其結果不適合作統計分析。

b.簡單隨機採樣：將調查區劃分成許多小單位，配合亂數表對各小單位採樣。適

用於調查區域內的污染分佈相當均質時，亦即非針對高濃度的污染源調查時。其

結果具統計意義，容易計算平均值、濃度分佈與變異。



c.分區採樣：當調查區內影響污染物分佈特性（如土壤質地、風向、地

下水流等）的異質性較高時，可將整個調查區切分成各個均質的小分區，

以各分區的面積權重分配採樣數，再對各小分區進行（如隨機）採樣。

其結果可更精確獲知污染分佈。

d.系統及網格採樣：利用虛擬網格方法，在網格內或交叉處採樣，當污

染趨勢或分佈範圍過大且不明確時，可依此結果找尋高污染區。在常用

的網格定點方法中，若無特殊考量，以瓶架網格、平行網格及矩形網格

採得高濃度點的機率較高。







（二）土汙法所稱「有汙染之虞」採預警
原則

– 綜觀土污法總體用語，可見其分為三個層次：

--->預防、監測、整治；污染（之虞）、監測標準、管制標準

==>無法具體證明危險之際，但仍無法排除可能；可以具體證明

有危險存在；危險實現成實害狀態。



土污法第7條第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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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有影響人體健康、農漁業生產或飲用水水源之虞者，得準用第十

五條第一項規定，採取應變必要措施；對於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

第四款、第七款及第八款之應變必要措施，得命污染行為人、潛在

污染責任人、場所使用人、管理人或所有人為之，以減輕污染影響

或避免污染擴大。」



土污法第15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減輕污染危害或避免污染擴大，應依控

制場址或整治場址實際狀況，採取下列應變必要措施：⋯⋯二、依水污

染防治法調查地下水污染情形，並追查污染責任；必要時，告知居民停

止使用地下水或其他受污染之水源，並得限制鑽井使用地下水。⋯⋯五、

會同農業、衛生主管機關，對因土壤污染致污染或有受污染之虞之農漁

產品進行檢測；必要時，應會同農業、衛生主管機關進行管制或銷燬，

並對銷燬之農漁產品予以相當之補償，或限制農地耕種特定農作物。」



（三）系爭土地符合土汙法所稱有汙染之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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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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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質水量保護區

– 自來水法第11條第1項第6款：「自來水事業對其水源之保護，除依水利法

之規定向水利主管機關申請辦理外，得視事實需要，申請主管機關會商有

關機關，劃定公布水質水量保護區，依本法或相關法律規定，禁止或限制

左列貽害水質與水量之行為：六、設置垃圾掩埋場或焚化爐、傾倒、施放

或棄置垃圾、灰渣、土石、污泥、糞尿、廢油、廢化學品、動物屍骸或其

他足以污染水源水質物品。」



自來水法第11條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禁
止或限制事項補充規定

– 第7條第1款：「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所稱之傾倒、施放或棄置垃

圾、灰渣、污泥、糞尿、廢油、廢化學品、動物屍骸，指屬於廢棄物清理法

所稱之廢棄物，而未依該法排出、貯存、清除及處理者。本法第11條第1項

第6款規定所稱之傾倒、施放或棄置土石，指下列情形之ㄧ：（一）屬於廢

棄物清理法所稱之廢棄物，而未依該法排出、儲存、清除及處理者。」轉爐

石屬廢清法之廢棄物，已如前述，故轉爐石為足以污染水源水質物品；而傾

倒、施放或棄置轉爐石屬貽害水質與水量之行為。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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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機關裁量權收縮至零

• 司法院釋第 469 號解釋意旨，裁量收縮之要件為：

急迫危險

被害法益重大

公務員就損害發生有預見可能性

人民自行迴避損害結果之可能性

規制權限發動之可能性



急迫危險：

– 依土污法第7條，其所指之危險，應係「土壤、底泥或地下水因受污染而有

影響人體健康、農漁業生產或飲用水水源之虞」，本案有污染之虞已如前

述，故有危險存在；又本案系爭土地違法回填轉爐石面積廣達5.2公頃，數

量超過99萬公噸，監察院糾正文表示重金屬有溶出之可能，而土壤之重金

屬污染難以清除，應屬不可逆之風險，故有急迫性。



被害法益重大

– 在此法益為旗山當地人民之身體健康權，又本案之原告為在地社區團體，

其身份同時為可得特定之旗山當地居民，故符合法益重大要件。



公務員就損害發生有預見可能性：

– 按監察院糾正文「土地所有權人曾於 100 年 2 月間，依該計畫規定向高雄

市政府水利局提出申請，擬以中聯公司生產之轉爐石級配料回填於上開坑

洞；惟經會辦該府農業局認回填轉爐石不符合農地農用規定，且有污染農

地致無法種植農作物之虞，爰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於同年 3 月 21 日以高市水

行字第 1000010412 號函否准其申請」可知，被告主管機關早在民國100年

即知在系爭土地填入轉爐石，有污染農地致無法種植農作物之虞，因此有

預見可能性。



人民自行迴避損害結果之可能性：

– 由於系爭土地為私人所有，本件涉及之侵害，僅能透過公權力清除轉爐石級配料而防止，

無法由當地居民努力而避免。



規制權限發動之可能性：

– 發動依土污法第15條所訂之應變必要措施，能減輕污染危害或避免污染擴大。

– 從本案經歷可知，被告機關從一開始否決系爭土地地主回填轉爐石，到要求清理義務

人回復原狀並開罰，都無法解決99萬公噸轉爐石可能帶來的危險，故在此特殊事實下，

準用第15條之必要措施，應限縮在第七款，由機關移除或清理污染物，機關得命污染

行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場所使用人、管理人或所有人為之，以有效達成土污法之

立法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