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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鍍廠可以無法無天嗎？案例

電鍍廠老闆

阿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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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鍍廠可以無法無天嗎？

阿輝原是農家子弟，從小對於每天凌晨 2、3 點起床到田裏

進行農作，從拔菜、洗菜到市場交菜，再回到田裏引水灌溉、翻

土施肥、播種除草，一直忙碌到天黑的刻苦生活並不陌生，只是，

不管如何努力，身上穿的永遠是舊衣服，便當帶的永遠是菜脯，

腳下穿的永遠是破鞋；對比隔壁村松叔的電鍍廠學徒，雖然還是

很辛苦，手腳也常被電鍍水染色，但至少放假時可以穿起像樣的

衣服，幾番思考後，阿輝決定投靠松叔，立志要靠自己的雙手闖

出一片天。

阿輝經過幾年的奮鬥，覺得自己人脈、技術已經成熟，決定

在 85 年成立電鍍廠，於是先向銀行貸款在自己家的農地上蓋廠

房，找從政多年的好朋友倉哥幫忙向環保局、建設處關說，取得

各項證照後即開工。在開始經營的前幾年，屢屢因為廢水排放被

鄰田的阿伯向環保局檢舉，阿輝為此繳了 1 次罰單後，就開始找

倉哥多次向環保局施壓，要求公務員不可以頻頻向辛苦經營的合

法電鍍廠找碴，應該以輔導為主，別動不動就開罰單，但環保局

稽查員還是經常上門檢查，只是不會每次都開單，而是以「限期

改善」要求阿輝要作好廢水處理。

阿輝仔細計算過作好廢水

處理的成本，遠遠高於被查獲時

的罰單金額，只要沒有嚴重到被

裁定停工，就算被查獲開單還是

大有賺頭，所以經營電鍍廠要能

賺錢的重點不在於把廢水處理作

好，而是不可以被查到嚴重違

規。因此在與水電工多次討論

後，決定開始修改排水管線及

成本

處理廢水 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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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控制開關，只要

能在環保局稽查員來

電鍍廠前，把排水系

統轉換成可以檢查合

格的狀態，或者只有

一點點超標的狀態，

自然就可以穩穩的過

關，照這樣節省下來

的 廢 水 處 理 成 本，

3 個月可以多買 1 台

車，1 年 可 以 多 買 1

棟房子，讓阿輝不僅

可以擺脫貧窮線，還

能成為傳統產業經營

成功的典範。

阿輝知道像他這

樣做的電鍍廠老闆太多了，遲早會出事，果然在 92 年及 94 年間

環保署公布位於他家電鍍廠附近及下游的大片農地，已遭受重金

屬污染，民情洶湧，阿輝此時已經感受到民眾對於工業廢水造成

污染的怒火；此時水利會面對監察院的糾正，正式拒絕電鍍廠處

理好的廢水排入灌溉渠道內，要求處理好的廢水只能排入 3 公里

外的排水道內，阿輝從善如流，配合水利會及環保局的要求，將

處理好的廢水以搭排水管配合強力馬達送到 3 公里外的排水道，

也在電鍍廠區設置採樣檢測點，作足合法廠商配合監控並好好處

理廢水的姿態。

但是，阿輝相信，只要倉哥還是民代，他的電鍍廠就能安然

頂住環保局的稽查，所以他暗地裏仍然繼續使用先前作好的暗管

及電腦控制閥，甚至不斷升級，例如在廠區內挖出超大容量的地

下水槽藏放廢水，以備在大量接單時可以夜以繼日的作業，等待

最佳時機再將未經處理的廢水偷排出去。又例如與鄰近電鍍廠約

好偷排時間，避免暗管一次湧進過量廢水承受不住水壓而爆破，

還有最厲害的一招，就是當環保局稽查人員要採水檢驗時，他可

以用身上的搖控器將採水管線轉換到自來水管，讓稽查人員採驗

的水成為自來水，當然完全沒有重金屬含量，所以行政人員可以

有台階下，向外宣布電鍍廠都有合法處理廢水，採驗結果均合格，

至於農地土壤為何遭受重金屬污染，則仍在調查了解中，阿輝的

電鍍廠就在他的整個作假大戰略下，安然無恙地度過數年。

102 年 12 月 10 日上午吃早餐時，阿輝拿起報紙，頭版頭條

寫著日月光 K7 廠偷排放廢水的新聞，心裏暗罵白痴，隔不久，

廠區員工跟阿輝回報說，環保局稽查人員一大早就來檢查，阿輝

再暗罵一次白痴，隨即啟動 SOP 應對模式，打電話通知倉哥來

關心，再親自到廠區與環保局稽查人員聊聊，但到現場，才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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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已親臨現場，整個廠區被司法警察包圍搜索……（後記：

阿輝因為此案遭羈押判刑，並遭求償整治土壤的費用近億元。） 爭 點

違法排放廢水汙染水質是否已侵害人權？

人權公約結構指標

《經社文公約》第 11 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

受其本人及家屬所需之適當生活程度，包括適當之衣食住及不

斷改善之生活環境。締約國將採取適當步驟確保此種權利之實

現，同時確認在此方面基於自由同意之國際合作極為重要（第

1 項）。

《經社文公約》第 12 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

可能達到之最高標準之身體與精神健康（第 1 項）。

國家義務

《經社文公約》第 11 條及第 12 條規定，國家應保障人民可能

達到之適當生活程度及最高標準之身體與健康，而水權明顯屬

於實現上開目的的必要保障之一，特別因為它是生存的最根本

條件之一，故經社文委員會以前曾經指出，水權是《經社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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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水源、漁業水源、自來水廠的水質，均攸關人民

的食品安全，當然是《經社文公約》第 11 條及第 12

條「國家應保障人民可能達到之適當生活程度及最高

標準之身體與精神健康」的範疇，經社文委員會為此

認為可以用「水權」的概念加以說明，進一步指出人民

擁有水權，積極面有取得正常供水的權利，消極面亦有不受干擾

的權利，而所謂不受干擾，當然就包括用水不被污染的權利，因

此，農民就灌溉水源、漁民就漁業水源的提供及水源水質的維持，

即可以主張上述的「水權」，這也是《兩公約》中的一種人權。

又「水權」既是人類生存的最根本條件之一，則屬人民之生存權，

若因經濟、科技及社會發展對環境有嚴重不良影響或有危害之虞，

如排放廢水，污染水源，致損及人民身體健康時，此時應優先保

障人民有獲得供水不被污染之權利，即環境優先保障，此亦係我

國《憲法》15 條、《環境基本法》第 2 條及第 3 條規定之基本要義。

電鍍廠因為排放未經處理的電鍍廢水到灌溉渠道內，即是上述所

謂「第三人以污染方式干預水權」，國家本有義務加以防止；灌

溉水源被污染後又進而造成農地土壤的重金屬污染，顯係進一步

對於《經社文公約》第 11 條及第 12 條所要保障的「適當生活權」

及「健康權」更深的侵害，而可認為已破壞《刑法》第 190 條之

1 環境刑法所要保護的法益，檢察官基於法益保護的公益人角色，

當然有介入偵辦的義務。

1

2

約》第 11 條第 1 項體現的一項人權。而水權的規範性內容包

括自由和資格，其中「自由」即是指人民有獲取享受水權必需

的現有供水的權利，也包括供水不受被任意污染的權利（經社

文委員會一般性意見第 6 號、第 15 號第 3 段及第 10 段意旨）。

 締約國有保護義務防止第三方以任何方式干預水權的享有；第

三方可以是個人、群體、公司和其他實體以及在其授權下行事

者，其義務主要包括：採取必要、有效的立法和其他措施，防

止第三方剝奪平等用水機會；污染和不公平地抽取水資源，包

括自然水源、井和其他水分配系統（經社文委員會第 15 號一

般性意見第 23 段意旨）。

 締約國應採取全面和綜合性戰略和方案，確保現代和後代都有

足夠、安全的水。這類戰略和方案可包括「減少和消除放射物、

有毒化學品和人排泄物等物質對流域和水生態系統的污染」、

「確保擬議發展項目不影響獲取足夠水的權利」。環境衛生是

《經社文公約》第 12 條第 2 項所指健康權的一個方面，要求

締約國不加歧視地採取措施，防止不安全和有毒水況對健康的

威脅。各國還需採取措施，防止環境、職業健康危險和流行病

資料顯示的任何其他威脅。為此，應制定和執行減少或消除空

氣、水和土壤污染的國家政策，包括重金屬的污染（經社文委

員會一般性意見 15 號第 8 段、第 28 段、第 14 號、第 3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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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法》在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前，對於有照電鍍廠偷

排未經處理廢水行為並無刑責規定，而相關的行政裁罰亦嫌過輕，

顯然在經濟效益考量下，當「偷排廢水所節省的成本」遠高於「行

政裁罰所受的罰鍰」時，該罰鍰即必然被視為「污染稅」，也就

是繳納罰鍰後就可以隨意污染水資源，如此的制度設計顯然無法

盡到上述的國家義務，因此對《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訂在《兩公約》

是必然的要求。相反的，檢察官直接援引《刑法》第 190 條之 1

環境刑法的規定，偵辦上述嚴重侵害水權的公司，則是基於《兩

公約》下應盡的義務。

《刑法》第 190 條之 1 在 102 年時尚屬「具體危險犯」，也從來

沒有作為有照電鍍廠偷排未經處理電鍍原廢水時的刑罰依據，但

上該案件經起訴後，法院即以農民或漁民對灌溉水源或漁業水源

的供給及水質要求具有水權為論據，認定「福馬圳為灌溉水源、

竹仔腳為漁業水源，係屬公共財，因其流動、開放特性，農夫從

事農事、漁夫從事漁業事務而接觸該等水體，甚或一般民眾因偶

然機會而接觸該水體，均屬可能，對該等水源造成污染自屬對具

體公共安全造成危害，自已致生公共危險。」（臺灣彰化地方法

院 103 年度訴字第 477 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可知，我國司法

實務對於水權保障的要求，早已與《兩公約》所要求的標準相一

致。

3

4

由於在 102 年 12 月間所爆發的日月光 K7 廠排放廢水案被認為不

構成《刑法》第 190 條之 1 的刑責，甚至曾經為無罪判決（臺灣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3 年度矚上訴字第 3 號判決意旨參照），引

起民意撻伐，立法院也認為「近年環境污染嚴重，因事業活動而

投棄、流放、排出、放逸或以他法使毒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污

染空氣、土壤、河川或其他水體，往往造成環境無法彌補之損害；

且實務上對於本條『致生公共危險』之構成要件採嚴格解釋，致

難以處罰此類環境污染行為，故為保護環境，維護人類永續發展，

刪除『具體危險犯』之規定形式，即行為人投棄、放流、排出或

放逸毒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於空氣、土壤、河川或其他水體造

成污染者，不待具體危險之發生，即足以構成犯罪，俾充分保護

環境之安全。」而於 107 年 5 月 29 日 3 讀通過《刑法》第 190

條之 1 修正案，總統亦於 107 年 6 月 13 日公布施行，藉以強化我

國對於《經社文公約》第 11 條及第 12 條之人權保障的義務要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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