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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  鄭博仁

   劣油風暴之

        偵辦正義公司豬油案件

一、從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
管理署之情資談起

   103 年 9 月結束公訴之階段，

剛回到偵查時，就分到辦理正義公

司之豬油案件，剛開始還未恢復辦

理偵查案件之感覺，然而，當時因

為強冠公司之豬油產品，原料使用

回收油遭查獲，劣油風暴席捲而

來，長官將案件分給本人，來不及

暖身，直接硬著頭皮切換成辦案模

式。本件案件情資其實很簡單，簡

略到只有幾張紙而己，因為強冠案

件爆發後，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下稱食藥署）到各家出產食

用豬油之公司稽查，發現正義公司

之油品來源不明，然而食藥署及各

地衛生局的行政檢查資料過於稀

少，僅有訪談資料及現場查訪報

告，且訪談紀錄之受訪談人，皆是

公司經營者（為潛在的被告），因

而得到的資訊，大多是不實消息，

本案在一開始偵查時，其實就像大

海撈針一般。

二、如何大海撈針？且戰且
走之偵查方式？

上游油源不明，除此之外，並無任

何可疑之處。雖然報紙上消息傳

出，正義公司使用飼料油，然而檢

察官與記者最大的差別是，寫起訴

書需要證據，寫報導只需要有消息

來源，因而如何尋找證據，是讓案

件成形的重點。當時全台灣雖然有

飼料油之消息，不過都是片片斷

斷，很難有重要的訊息可以一擊必

殺，剛開始偵辦本案時，簡直像盲

人摸象，只知道有一些概略狀況，

但是正義公司如何製作豬油之過

程，仍是一頭霧水，分析案件現有

之資料後，研判聲請監聽應是不可

能，另一個選擇是搜索，從搜索之

資料再作發展。

三、聲請搜索之過程

   聲請搜索之資料主要以食藥署

行政稽查之情資，敘述正義公司油

源不明，依正義公司總經理所述，

正義的油品來源主要有幾個加拾

伊、元六亦、旭日友、泳宸、禾鋐、

鑫好、東原製油公司、頂新製油股

份有限公司等，再由上述公司去分

析，其中東原製油公司及頂新製油

股份有限公司並非空殼公司，均有

正常營運，而依由臺灣高等法院檢

察署召開之「全國劣質油品查緝會

   情資稀少該如何下手？分析本

案之偵查方向，僅可知正義公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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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的責任劃分，上開 2 家公司係

由台中地檢署及彰化地檢署分別負

責清查，因此本署主要目標就放在

加拾伊、元六亦、旭日友、泳宸、

禾鋐、鑫好等公司及油商林明忠。

初步搜索定在 103 年 9 月 25 日，

聲請搜索十餘個地點，在本署迅速

的規劃及法官之大力支持下，所聲

請搜索之地點皆獲准，因此可以好

好地逐一清查。

所有執行的地點、負責之搜索人員

及搜索扣押之目標，在勤前教育前

先分配完畢，在執行計畫詳細撰寫

分工，讓每一個地點帶隊搜索的人

員都持有一份搜索執行計畫書，如

此可讓主責及支援之人員快速進入

狀況，以發揮最大功效。

四、如何執行同步搜索

   搜索的地點共十餘處，搜索當

天由刑事局南部打擊犯罪中心同仁

負責第一線執行，主要的搜索焦點

還是在正義公司，為鎖定搜索目

標，承辦檢察官還是得親自到場，

掌控核心地點的執行成效；大規模

搜索的勤前教育非常重要，我們把

五、如何搜索正義公司

   正義公司在工業區內，佔地不

小，如果沒目標的搜索，大概搜索

幾天也無法完成，因此，本案首先

從食藥署的情資分析，大概可知正

義公司上游的油源不是從正常的豬

油原料商而來，但是要從中找到證

據還需花點功夫，在搜索像正義這

類的大公司時，應先預想要在正義

公司取得什麼資料。首先，本案要

了解正義公司的真正豬油上游來源

搜索正義股份有限公司

圖片來源 :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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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供應商與正義公司之進貨紀

錄，就是必須先掌握的重點，進入

正義公司時，由總經理何育仁接

待，在來賓接待室開始拿出帳冊，

一開始看到正義公司進貨報表，本

人的心就安穩了一大半，因為從正

義公司的報表觀之，報表上的記載

與食藥署同仁親自去清查上游工廠

的結果是相同的，惟食藥署同仁到

上游的工廠現場觀看後，報表上的

油源上游工廠大部分是空殼公司或

民宅，也因為如此，至少可以得知

正義公司的報表帳冊是虛偽記載，

該公司的製油過程必定有詐。

   搜索後扣得帳冊，其實可用的

資料不多，大概可知正義公司豬油

的上游來源不明，但要追查到真正

的上游可不是容易的事；搜索後回

地檢署，反而發現案情陷入了瓶

頸，經蘇聰榮主任帶領的民生專組

檢察官討論後，大家的初步共識是

要找到真正的豬油來源，應先取得

實際運貨的帳冊。有這個結論之

後，便立即指揮警察同仁到正義公

司將最近幾年所有原料豬油之帳冊

皆影印一份，續分析該帳冊後發

現，每張進貨單內皆有記載運輸之

油槽車之車號，再從車號追查該車

屬於那家公司及司機。經過層層追

查之後，終於發現正義公司的上游

原料豬油，其實是來自嘉義及高雄

的飼料油工廠，此時，正義公司再

也無法狡辯其公司是用合法來源的

豬油，該公司生產的豬油攙雜使用

於飼料用的豬油，已臻明確。

七、偵辦本案之困難

   正義豬油案之所以會爆發，實

因強冠公司使用劣質豬油遭屏東地

檢署查獲所致，當時市場上早就有

人傳聞正義公司攙雜飼料用油作為

食用豬油之原料，然而外部的人無

法得知真相，再加上法律上是講求

證據，單純的猜測僅能當作情資來

使用，而製作食用油是一個非常專

業的過程，一般人很難搞得懂製作

的過程，故外行人欲查緝專業的犯

罪，必須下一番功夫，本案從一開

始的情資大概可以知道正義公司可

能使用飼料油，且很多公司都在使

用飼料油；然而何謂「飼料油」，

光偵查「飼料油」的犯罪，就有幾

種可能。

   當時因為食用豬油從外國進口

須抽百分之二十之關稅，而進口

「飼料油」並不用關稅，光是這樣

的差別，偵查的方向就可能有很大

的歧異，因為進口「飼料油」的公

司，可能是為了避稅，在外國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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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搜索後之發展

高雄市政府行政裁罰正義公司

圖片來源 :on.cc 東網專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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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油」後，以「飼料油」的名

義報關而躲避百分之二十的關稅；

因此在偵查時，油品鑑定報告未出

來前，尚難直接判斷進口的「飼料

油」就是非食用油，而最後確定廠

商進口飼料油確實是非供人食用的

油品後，尚須了解製作食用油的過

程，因為嫌疑人皆是製作油品的專

家，隨便講幾個專有名詞，大概就

可以騙過沒有準備的偵查機關。因

此，必須要食藥署的專家來協助才

有辦法破解嫌疑人的話術。以油品

公司的想法，公司的製油過程，只

要最後製造出的油品符合國家規定

的標準，那原料是從何而來，根本

不是重點，照樣可以販售至市場上

供人食用，殊不知，只要原料不是

供人食品的產品，不管將來的製程

如何過濾、篩選，製造出來的產品

都是對人體健康有疑慮，因為有些

疾病在現今醫學的技術未能發現，

等到將來發現有害，則來不及防

備，健全源頭管理才是正道。偵辦

本案時，最大的困難在於本案牽連

範圍遍及全台，正義公司使用飼料

油當食用油之原料已經過多年，受

害者眾多，且正義公司與上游飼料

油公司交易頻繁，然上游公司分散

在南部多個縣市，如由本署獨自辦

理此案則負擔太大，況蒐證的地點

太廣，人力需求眾多，加上參與共

犯分散在各地，理論上各地檢署都

有管轄權，又消息既經媒體披露，

全國民眾輿論沸騰，飼料油橫行的

消息震撼全台民心，在食藥署追查

之下，只要有牽連的飼料油廠，該

地之檢察官均成立專案小組開始調

查，而各地檢署檢察官偵查中，基

於偵查不公開原則，也很難向其他

地檢署調資料，況因證據蒐集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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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赴正義廠辦查扣機器設備



檢

察

為

民

之

群

雄

奮

起

77

又怕外洩，各地檢署檢察官也步步

為營，不太容易提供其苦心調查的

結果，且本案牽連甚廣，很多機密

也不見得與別的地檢署所查案件有

關，是在偵查終結前，很難彼此分

享偵查所得資料；所幸，臺灣高等

法院檢察署王添盛檢察長，早已看

出本案的困難點和成功關鍵，便派

管高岳主任檢察官，親自至南部負

責協調規劃案件處理原則，並多次

召開統籌會議，使各地檢署能分工

合作，偵查資料共享，減少偵查資

源之浪費。

   本人偵查正義公司使用劣質豬

油的案件，整個偵查過程雖然全程

緊繃且各地奔波、耗盡心力，但著

實受益良多，偵查如此複雜且受社

會矚目案件，尤其對象是大型公司

，需要特別的耐心，蒐證除了詳實

更要迅速、精準，況大公司資源

多，可以傾全力準備堅實的法律專

家來應戰，如果一開始基礎的蒐證

薄弱，起訴後破綻太多，就很容易

讓辯護人找到漏洞。回想這起劣油

風暴，來得又快又急，媒體天天追

著報導，時間壓力一直是心中的警

鐘，然擔任檢察官的工作，除要求

快又準，最重要是求穩，不能因為

媒體輿論等外在壓力，對於案件的

堅持打任何折扣，若一開始如果蒐

證不夠，事後時機已過，有些證據

就再也無法彌補，再者，面對嫌疑

人遍及各縣市的案件，如何與其他

地檢署團隊互動及合作確實是決勝

點，所有參與的檢察官若能形成共

同的目標，基於互信而緊密合作，

則再大的案件也可眾志成城，迎刃

而解。

偵查終結記者會 照片來源 :大紀元新聞

八、偵辦後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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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調於正義公司門口張貼扣押令，防止負責人魏應充脫產

照片來源 :自由時報記者黃旭磊攝

銷貨單上註明槽車產品為飼料油

不可作為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