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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的困境與反思 

 
我國現行偵查實務，對各種（強制處分以外的）一般偵查措施廣為運用的程

度，並未落於各國之後；然而，若以上一章所介紹之法律保留原則、法明確性原

則及比例原則等法治國/憲法重要原則，審查我國相關法規的規範現狀，則（對

所涉及人民基本權而言）保護不足的結論，呼之欲出。本章將以現行法的（漏未

/簡略）規定為出發點，說明現狀的困境，並據此分析立法司法層面所更應採取

的積極態度，使一般偵查措施之合憲性控制在我國能獲得更進一步的實踐。 

 

 

第一節  法律保留層次 

第一項 對刑訴法「唯二條款」的正確解讀 

揆諸我國整部刑事訴訟法，228 條第 1 項及 230 條第 2 項之規定－檢察官與

司法警察（官）在知有犯罪嫌疑時，應即開始偵/調查－可謂是在探求一般偵查

措施運用上的法律基礎時，相關度最高的「唯二條款」。就其所宣示的（偵查）

法定原則及據此得推出偵查程序的自由形成原則而言，與德國刑訴法 161 條第 1

項、163 條第 1 項之規定並無功能上的差異423，然因其欠缺如德國前開規定後半

                                                       
423 實際上，我國刑訴法此二條文的規範結構、用語更趨近德國刑訴法 152 II（規範偵查法定原

則）、160 I（定義偵查程序）之規定，可謂係二規定之「融合版本」；然，因我國欠缺如德國

刑訴法 161 條第 1 項、163 條第 1 項對偵查機關所得採取措施之進一步（授權）規範，為權宜計，

始以 228 條第 1 項及 230 條第 2 項作為此處之討論客體。 

StPO §152 II：„ Sie ist, soweit nicht gesetzlich ein anderes bestimmt ist, verpflichtet, wegen aller 

verfolgbaren Straftaten einzuschreiten, sofern zureichende tatsächliche Anhaltspunkte vorliegen.”（→

略譯：除有特別規定外，當充分事實上根據存在時，檢察官對所有可追訴的犯罪事實應即開始

偵查。） 

StPO §160 I：„ Sobald die Staatsanwaltschaft durch eine Anzeige oder auf anderem Wege von dem 

Verdacht einer Straftat Kenntnis erhält, hat sie zu ihrer Entschließung darüber, ob die öffentliche Klage 

zu erheben ist, den Sachverhalt zu erforschen.”（→略譯：當檢察官透過告訴或其他方式知有犯罪嫌

疑，其必須展開對案情的調查並據此決定是否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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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若無其他特別規定，得採取各種類偵查措施」－之明文424，故文義/形式

上難以建立其與法律保留原則之關聯；本文以下將試圖說明，如何在此二條文的

詮釋過程中，得出「其可作為一般偵查概括條款/發動一般偵查措施之授權依據」

的結論。 

 

ㄧ、垂直面向：層級化理論的直接適用 

據前章對此之討論425可知，追訴機關運用強制處分外的各種類一般偵查措

施，就垂直面向的法律保留而言，於個案中衡量偵查事務領域及基本權受干預程

度後，會分別被劃歸至絕對法律保留的領域或相對法律保留的層級；被劃歸至絕

對法律保留領域者，即應由形式意義的法律對措施發動的要件、效果等加以規

範，或以可通過嚴格授權明確性要求的授權條款為具體明確之授權，由於自 228

條第 1 項、230 條第 2 項規定之形式/文義完全無從窺知其有授權之意，不可能符

合嚴格授權明確性的要求，因而無須再探討以前開條文作為「劃歸絕對法律保留

領域偵查措施」（垂直面向）授權條款的可行性，此時法律保留原則的軌轍將轉

向水平規制面向－即，是否得將該條文視為偵查概括條款、一般授權條款（→而

不要求對措施的種類、方式或內容予以詳細規定）－的討論；就（被劃入相對法

律保留層級的）後者而言，則有必要討論：228 條第 1 項、230 條第 2 項之規定，

是否可能符合寬鬆標準的授權明確性要求（→關於授權的目的、內容、範圍，在

母法中縱未明示，在「依法律整體的關聯意義為判斷」後，亦可得而知）而足已

成為「授權母法」，據此授權（作為實際干預基礎的）相關法規命令得逕對一般

偵查措施的運用予以規範。 

析言之，雖於形式上觀察，在同條他項或刑訴法「第二編、公訴章」的其他

條文中，並無類似「關於偵查所得採取之措施，由主管機關定之」之用語；然條

文中所謂「應即開始偵查」，若以「寬鬆標準的授權明確性要求」詮釋之，其結

果可能是：為達偵查目的（授權目的），刑事訴訟法有意就「偵查的事物領域－

                                                       
424 僅於【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97 點中有堪稱類似之規範：「檢察官偵

查案件，除依本法第一編第八章至第十二章辦理外，應以一切方法為必要之調查，遇有犯罪嫌

疑人未明者，仍應設法偵查。關於犯罪相關地點、遺留器械物品、犯人之來蹤去跡及其身材、

相貌、口音、指紋與其他特徵，並被害人之身分、職業、家庭、交際或其他關係，均可為偵查

之線索，應隨時注意之。」 
425 請參【第四章 第一節 第一項 二、採取一般偵查措施應劃入哪一層級】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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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應於何階段、對何人、採取何種偵查措施－」（授權內容），在「種類、方

式、要件上」（授權範圍）授權予偵查機關在進行專業判斷後自為規範。不過，

對上開授權意旨的「善意揣測」，似乎與現行法規範體系格格不入，因為實際上

並不存在任何規範偵查措施（其「對外的」要件、效果、救濟途徑等426）的法規

命令。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公法上就法律保留原則所發展出的層級化理論，當然

（也應該）直接適用於「公權力運用偵查措施」此事務領域，亦即，以個案取向

的解釋模式定各該偵查措施的保留程度；惟於實質立法層面，除典型的強制處分

及通訊監察，確為刑訴法、通訊保障監察法所特別規定而得與絕對法律保留的要

求俾相適應外，就其他一般偵查措施的運用而言，現行法的困境是：屬絕對法律

保留者，刑訴法本身未作規範（→但於【警察職權行使法】中規範？對此請參下

一節之討論）或規範「意旨未明」（→可否解為偵查的一般授權條款？對此請參

本節以下二、的討論）；屬相對法律保留者，刑訴法 228 條第 1 項及 230 條第 2

項雖有作為授權條款的條件，然客觀上卻並不存在與之相對應（被授權）的法規

命令。 

 

二、水平面向：門檻理論的修正適用 

就形式上而言，由於欠缺類似德國刑訴法 161 條第 1 項、163 條第 1 項後半

段「得採取各種類偵查措施」之規定，故無從直接論述我國刑訴法第 228 條第 1

項、230 條第 2 項亦身兼一般性的「授權」功能；另就實質層面而言，不論是警

察法體系或刑訴法本身，德國法使用/承認一般授權條款此概念的重要前提均係

「特別授權條款的不存在」－以刑訴法為例，正因其對大部分非屬典型強制處分

的一般偵查措施亦採特別授權，此時再藉門檻理論詮釋一般授權條款，雖有門檻

不易確定的必要之惡，但程度已然降至最低。然而，我國刑訴法體系並不存在與

此密度相同的立法背景，故若欲將刑訴法第 228 條第 1 項、230 條第 2 項也定位

                                                       
426 倒是存有不少關於各種偵查措施在技術面、細節面應如何運用、僅對內發生規制效果的行政

命令，如內政部警政署所頒布的【警察偵查犯罪規範】－其涉及層面可謂包羅萬象，從偵查計畫

的研擬、案情的研判到各種類偵查方式—包括強制處分與一般偵查措施－實際上的運用，於該

規範中均有詳細之說明；另如【警察機關執行中華電信固網通訊監察作業要點】、【警察機關執

行通訊監察管制作業要點】、【檢察官司法警察機關辦理刑事案件防範冒名應訊應行注意事項】、

【檢察機關與司法警察機關勘驗屍傷應行注意事項】（後二者之主管機關為法務部）等，均屬之。 



 131

成一般授權條款，並引進門檻理論作為間接推論的橋樑，顯然需要更詳盡的說理

過程。 

對此，林鈺雄提出「修正的門檻理論」，作為承認檢察官、司法警察擁有一

般調查權限的論述基礎，其主張427：凡不屬「立法已特別授權之清單」（如傳統

上列為「強制」處分的搜索、扣押、逮捕、羈押等）、「憲法古典權利之清單」

（如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實施前的電話監聽，由於涉及憲法 12 條（所特別列舉）

秘密通訊自由的重大干預，仍不應以一般授權條款為干預依據）、「該當刑法構

成要件之干預」（例如已該當刑法 315 條之 1 構成要件的對非公開活動之窺視、

照相、攝影）及「附帶授權之干預」（如為使身體檢查處分順利進行，而對抗拒

者的人身自由以強制力暫時拘束，其授權依據乃規範身體檢查的特別授權條款本

身，不可與之切割而回溯適用一般授權條款）等已超越一般調查權限類型之偵查

措施，原則上即可援引自 228 條第 1 項、230 條第 2 項所推導而出的一般調查權

限為干預基礎；換言之，其在特定該一般授權條款所指涉之範圍時，選擇採取「反

面排除（而非正面表述）法」，排除那些「干預的嚴重程度已於現行法規範體系

中明定（→被特別授權）或可與之相提並論」的偵查措施，此與本文前一章曾提

及之「折衷模式的門檻理論」－即將一般授權條款定位為「補遺（而非取代）功

能的消極性授權條款」－在思考邏輯上，不謀而合。 

 

進一步言之，林氏係以偵查程序的自由形成原則，說明刑訴法第 228 條第 1

項、230 條第 2 項之規定有解讀為一般授權條款的空間428（或必要）；復以修正

的門檻理論，論述該條款所（僅）得指渉之範圍。所謂對門檻理論的「修正」，

                                                       
427 林鈺雄，註 28 文，頁 214-224。 
428「…如果否定這種一般調查權限的授權方式，而要求立法者鉅細靡遺羅列各種干預細項的授權

規定，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偵查活動具有向未來開展的『形成性』，也因此有所謂偵查程序

之自由形成原則，讓偵查者有一定的判斷餘地來選擇其認為比較有效的偵查措施。…過度細節

地要求任何一種取得資訊手段都有明確的特別授權基礎及程序，將使警察無法有效追訴」，同

時，由於偵查的形成性也反映在科技日益發展後，偵查機關面對新興的犯罪手法，必須與時俱

進、藉更佳偵查科技「見招拆招」以為因應的層面，因而「想要創制一個可以包括現在及未來所

有可能造成資訊干預之偵查措施的法律授權基礎，恐怕是過度需索，而且也等於是給予犯罪者

一種對抗警察偵防手段的可能性，藉此來使有效的偵查手法變成無效。」林鈺雄，註 28 文，頁

21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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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就展現在其藉「類型化的排除以具體化『一定程度干預門檻』」的過程，

結論是，「無強制力且質量輕微之資訊干預」始得以一般授權條款為依據。 

 

本文基本上贊同以上見解，惟認需予補充說明者有三： 

 

1. 就同樣不具物理強制力（但皆具實質國家性）的隱性偵查手法－臥底及

線民－而言，討論其是否得以一般授權條款為干預依據時，重點應在判

斷其所實際從事的偵查活動是否「質量輕微」； 

析言之，林文中曾提及的德國通說－臥底警探的設置本身需要特別授權，若

欲進一步進入相對人住宅，由於本質上屬國家追訴機關干預個人住居安寧的搜索

措施，則需「加重的特別授權（例如多一道法官保留之關卡）」－係以德國現行

法架構為基礎429；回到尚未就臥底、線民在刑訴法中予以特別規範之我國，其於

另一篇文章中雖曾指出：單純的線民設置行為/使之與嫌犯接觸，尚未構成任何

基本權干預（→因而甚至不需一般授權？），卻又同時承認，若自其所從事的實

際活動予以長期性、總量性的觀察，會得到「從量變到質變→干預質量不再輕微

而應予特別授權」的結論430。本文認為，重點既在對個案中所採取具體偵查措施

其干預程度的判斷（而非干預者的身分），則對臥底與線民的「規範密度要求」，

即不容許差別對待，換言之，若謂「長期性、針對性的臥底活動可能產生對重大

基本權的干預/概括基本權的嚴重干預」是設置臥底，需予特別授權的理由，則

往往藉由相同偵查模式、手法完成其取證任務431的線民，其設置亦不應納入一般

授權條款的涵攝範疇432。 

                                                       
429 林鈺雄，註 28 文，註 63 之說明，頁 218。 
430 其推論過程如下：「…藉由持續性、密集性及目的性之刺探、接觸以及附隨性措施的採行，

諸如跟監、盯梢及目視科技的監視等，總量加起來使得嫌疑人的一般人格權受到非微量的干

預。在長期性且鎖定特定嫌疑人的臥底偵查情形，雖然個別行為來觀察未必構成基本權干預，

但總量來看往往會跨過干預的強度門檻。」林鈺雄，註 13 文，頁 304-305。 
431 例如，在線民受委託而取得（被告或第三人）證物或檢視其通信文件，縱未特別涉及住居安

寧，仍會產生對（現行立法已藉刑訴法第 122 條以下、133 條以下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郵件、書信等所特別列舉）財產權、隱私及資訊自決權等之干預；又如國家未循通

訊保障及監察法中之發動要件，逕行委託臥底或線民竊聽竊錄兩造非公開言談，既已造成對重

大基本權－秘密通訊自由的干預，均無再回溯適用一般授權條款之可能。 
432 對此，林氏似認：既「有效的線民設置與活動，很難不涉及需特別授權之基本權干預」，則

在我國法的架構下，（縱然在臥底警察法通過後）以一般授權條款作為線民設置的法律保留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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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是否屬「質量輕微的資訊干預」，在資訊自決權倍受重視且已發展出具

體面貌的今日，實際上亦須透過個案/類型化之討論始得決定； 

對此，本文於【第三章 第三節 第一項 二、資訊自決權】已有相關討論，

在此僅舉數例簡單說明，即：警察「在犯罪現場附近打探消息（informatorische 

Befragungen）」、「將合法蒐集之資料有期限地予以保管或僅供內部使用」，

固屬之；惟，在警察要求其他行政機關、甚至民營業者提供、傳遞特定犯嫌個人

資料的情形，抑或是在「可否就合法蒐集的『高度屬人性』（如指紋、DNA 等

生化性）資料建立資料庫」的討論上，是否也會得到「質量輕微」的結論，顯然

就不是那麼理所當然。 

 

3. 層級化過程中所連結的「規範密度理論」，亦屬水平面向法律保留密度

的衡量基準 

一言以蔽之，區分「某偵查措施得否被授權（僅）以法規命令為干預依據」，

固係層級化理論直接運作於法律保留原則垂直面向的結果；然而，層級化的基礎

－規範密度理論（→參數：規範對象的事物性質 vs. 受干預基本權的種類及干預

強度），在決定一般/特別授權（即水平面向法律保留程度）的分野時，毋寧亦

扮演重要角色。又，因一般性的授權往往同時涉及「概括條款」的運用而與法明

確性原則有所連結433，從而，論者的以下觀察：對法律保留原則、（其所衍生出

的）授權明確性原則及法明確性原則而言，「冶於一爐的『規範密度』途徑」實

質上係大法官體現於相關釋字中的共通審查基準434，即屬有據。 

 

 

 

                                                                                                                                                           
（→即，採取「修正的（排除法）」門檻理論），已屬傷害最小而可以忍受的詮釋方式。（說得

白話一點就是：在排除了那些需特別授權始得為之的行為後，線民所為尚有助追訴者實屬有

限，因而承認其屬一般偵查款的涵括範圍即無傷大雅）。林鈺雄，註 13 文，頁 312，對此之疑

慮請參本文註 315 後半段之說明。 
433 故林文始謂此屬法律保留原則固有的授權規範之明確性（Bestimmtheit der 

Ermächtigungsnorm）問題，林鈺雄，註 28 文，頁 211；同時並請參本文【第四章 第二節 第三

項 對偵查概括條款的解讀】中之說明。 
434 廖元豪，註 289 文，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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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以警職法為授權依據？ 

本文前於【第三章、第三節、第二項】所介紹各類在德國已藉刑事訴訟法予

以特別授權之偵查措施，包括長期跟監/監視、對監視進行紀錄、監視錄影器的

設置與運用、個人資料的間接取得、甚至臥底與線民的設置等，在我國刑事訴訟

法選擇隻字未提之際，卻均於警察職權行使法內，以「警察所得行使職權

（Befugnis）」之定位悄然現身；因而需予釐清者即係：這些警察職權行使法之

相關規定是否/（解釋上）如何得以作為刑事追訴機關發動偵查措施之法律上授

權依據？ 

 

一、行政/司法身分的重疊與難題 

簡單來說，以規範犯罪之追訴、審判為核心內涵的刑事訴訟法，僅賦予司法

警察在刑事追訴程序上享有犯罪調查之權限，因而若欲將警察依照警察職權行使

法（而非刑事訴訟法）所發動的措施、採取的行動與刑事犯罪之調查相連結－即，

使警職法上的相關規定有「可能」成為犯罪調查行動之授權依據－首需論證者當

屬：警察履行該權限時身分上應具備「司法性」。 

我國警察法第 2 條所分配、指示予警察之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

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另，身負作用法重任之【警察職權

行使法】，亦於第 1 條開宗明義陳稱其之立法目的乃「規範警察依法行使職權，

以保障人民權益，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析言之，作為國家行政之一

環，警察最重要且核心的基本任務在於（主動出擊以）防止各種可能損及公共秩

序、社會安全的危害435，此觀諸警察法第 9 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 條所規範之

                                                       
435 吳景欽，從憲法正當程序的觀點檢視行政警察與司法警察之區分－警察行為在危險防禦與刑

事訴追任務間法規範適用的交錯－，輔仁大學法研所碩士論文，2000 年 5 月，頁 119；另，警察

法施行細則第 2 條亦明定：「本法第二條規定之警察任務，區分如左：一、依法維持公共秩序，

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為警察之主要任務。二、依法促進人民福利為警察之輔助任務」，

就第二款而言，雖有認為警察縱身處輔助之角色，實際上其所協助之任務仍是危害排除，與具

社會國特色之福利照顧並無關聯（→陳英淙，論警察之行政與司法性質，載：陳英淙、黃惠婷合

著，《法治國之警察理念與權限》，2007 年 6 月，頁 186-187），惟本文贊同李震山之見解，其

將促進人民福利視為一種目標（而非任務之直接指射對象），當警察依法協助其他機關排除「公

共性」危害時，即屬透過其輔助之任務達到追求人民福祉的目的。李震山，註 342 書，頁

19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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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職權，大多具行政權色彩436自明；然而有關刑事犯罪之調查、追緝，顯然亦

與公共秩序、社會安全之維持有重大關聯，故警察同時被賦予「協助偵查犯罪」

之相關職權437，此時，由於已進入刑事訴訟程序，其所具備的司法屬性，即呼之

欲出而毋庸置疑438。困難點在於：當警察出於犯罪（→司法性）預防（→行政性）

目的，於危害尚未具體發生之先前領域（Gefahr im Vorfeld）採取具備雙重功能

（Doppelfunktion）之「犯行預先/預防性控制（vorbeugende Bekämpfung von 

Straftaten）」措施時，其「作用力」是否會直接延續到刑事偵查程序，換言之，

可否逕將之視為本文所欲探討的「一般偵查措施」？欲回答此問題，即應先予釐

清：警察分處行政與司法地位時，角色扮演上的實質差異。 

 

（一）行政層面的危害防止 

根據通說定義，危害應被理解為「透過物之狀態（Zustand）或人之行為

（Verhalten）的順利進行，極有可能對公共秩序與公共安全造成損害的一種情況

                                                       
436 警察法第 9 條：「警察依法行使左列職權：一、發布警察命令；二、違警處分；五、行政執

行；六、使用警械；七、有關警察業務之保安、正俗、交通、衛生、消防、救災、營業建築、

市容整理、戶口查察、外事處理等事項。」；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 條第 2 項：「本法所稱警察職

權，係指警察為達成其法定任務，於執行職務時，依法採取查證身分、鑑識身分、蒐集資料、

通知、管束、驅離、直接強制、物之扣留、保管、變賣、拍賣、銷毀、使用、處置、限制使

用、進入住宅、建築物、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場所或其他必要之公權力之具體措施。」對此，

有學者進一步分析，其於行政法上屬性，可透過「程序效力上之行政處分」（如查證身分、臨檢、

驅離等，因其僅在要求當事人，在程序進行的「當下」，對此下令或禁止命令有為一定之行為或

不行為義務，故其效力僅止於「即時」而非實質持續，此乃其異於一般之行政處分之處）及「事

實行為」（如通知、資料蒐集、直接強制等，其缺乏下令規制義務人之意，乃警察基於本身職

權，著手行動於危害防止之工作，亦毋庸義務人之行為或不行為義務與之配合）之概念加以理

解，區隔實益則在於應適用的救濟程序有所不同，蔡震榮，註 211 書，頁 71-85。 
437 警察法第 9 條：「警察依法行使左列職權：三、協助偵查犯罪；四、執行搜索、扣押、拘提

及逮捕」；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 條第 2 項中所規範之蒐集資料、查證/鑑識身分、通知等措施，

即屬可能運用於犯罪偵查此法定任務上之警察職權，其並具體化於同法第 6 條第 1、2、4 款（查

證身分）、第 9 條第 2 項（以攝影、錄音或其他科技方式蒐集資料）、第 10 條第 2 項（裝設監

視錄影器蒐集資料）、第 11 條（以目視或科技工具，進行觀察及動態掌握等資料蒐集活動）及

第 12 條（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資料）之相關規定，上開條文中「犯罪」、「犯罪調查」、「防

止犯罪」之用語，亦已明示警察於其時所扮演者，乃「協助犯罪偵查」之角色。  
438 陳景發，論行政調查與犯罪偵查，警大法學論集第 3 期，1998 年 3 月，頁 138-139；吳景欽，

註 435 論文，頁 132；周明志，警察偵查犯罪權限初探—以人權保障與治安維護為考量，中正大

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5 月，頁 53；陳英淙，註 435 文，頁 187-188；李震山，

註 342 書，頁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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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ge）439」，警察的基本行政功能既係在防止危害，其「關鍵任務」顯係：必

須在事前、憑其專業與經驗「預估/預測（Prognose）」損害在客觀上實際發生的

可能性440（Wahrscheinlichkeit），進而主動（職權調查原則）、依裁量、有效率

而靈活地採取適合且必要之預防性（präventiv）干預措施441，以排除該等危害狀

態，至於行為/責任人的特定，並非絕對之要求442。 

 

（二）司法層面的協助偵查 

當警察依刑事訴訟法 231 條第 1 項（受檢察官指揮）、第 2 項（主動調查但

有報告義務）之規定，在發現犯罪嫌疑後，履行其協助偵查犯罪之任務時，其司

法性之功能已展露無疑，此時其所作所為即應受刑事訴訟法及刑事追訴程序中相

關原理原則之規範443；又，自其所輔助任務－犯罪追緝－之事物本質觀之，警察

應係在事後（犯罪發生後）且出於被動協助444的角色設定下，始得採取相關具備

                                                       
439 Drews/Wacke/Vogel/Martens, Gefahrenabwehr, 9. Aufl., 1986, S. 220；Knemeyer, Polizei- und 

Ordnungsrecht, 10. Aufl., 2004, Rn. 87；Scholler/ Schloer 合著，李震山譯，《德國警察與秩序法原

理》，1995 年，頁 71。對德國各邦警察法所發展出之各種危害類型進一步的詳細介紹，請參李

震山，註 342 書，頁 224-228。 
440 可能性程度的判別無確定模式可循，需視處分所干預或保護所涉及之法益程度於個案中加以

決定。李震山，註 342 書，頁 223-224。 
441 李震山，註 342 書，頁 351；陳英淙，註 435 文，頁 183。 
442 一方面而言，畢竟此時的重點在於危害的防止/排除，故若無法找出造成危害之行為人時，

可視為「黑盒子」加以處理；另一方面，與肇致危害無直接關係之「無責任人」，仍可能成為警

察作用之對象。陳英淙，註 435 文，頁 183；李震山，註 342 書，頁 209。 
443 如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偵查法定原則、令狀原則等；換言之，此時行政法領域相關之原則（如

行政一體、便宜原則）即應限縮適用。吳景欽，註 435 論文，頁 141；陳英淙，註 435 文，頁 188；

李震山，註 342 書，頁 351-356。 
444 雖然本於組織及專業偵查技術上之優勢，位居對抗犯罪第一線的警察，（較諸檢察官），往

往得以先行掌握/保全犯罪現場、蒐集犯罪跡證並追緝犯嫌，現行法亦有限度賦予其主動進行犯

罪調查之權限（刑訴法 71 條之 1、230 條第 2 項、231 條第 2 項參照），惟此與其所（應）扮演

的「輔助性」角色，並無扞格。畢竟，從大法官解釋的定位（釋字 392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與刑

事訴訟法本身/修法方向的規定（如民國 86 年新增 231 條之 1 的立案審查權，即屬強化檢察官指

揮監督地位之規定）均可推知：檢察官始為我國刑事追訴構造下的偵查主體，因而由其主導偵查

及蒐證之方向、內容與過程，實屬必然；換言之，檢察官就偵查之整體負責，並非意味其於案

件上的每個環節、過程皆須「事必躬親」，重點在於其能適時介入案件之調查並對警察「過去、

現在及將來」的偵辦過程、措施決定等進行指揮監督。至於，如何改善「實質層面」的檢警關係、

避免現實的偵查實務發生「主輔異位」情事，應自「各自拋開本位主義之成見、強化檢警間之聯

繫與合作、追求互助協力的偵查模式」等層面著手（如確實執行【檢察官與司法警察機關執行職

務聯繫辦法】中之相關規定）（→相關討論，蔡碧玉，檢警關係實務之研究，法令月刊，48 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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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制性（repressiv）之干預措施；同時，因刑訴目的（發現真實、保障人權）與

個案正義之要求，特定行為人及其罪責在此自屬當然且不可或缺445。 

 

（三）交錯領域的定位問題 

上述區辨看似明確，實則，在其任務的交錯領域446－對「刑事犯罪」此危害

的防止/預防－要正確定位警察之功能並據此決定其所應適用之程序規範、原理

原則，並非易事，原因在於：一方面必須避免「實際的刑事犯罪偵防行為，逃向

形式的行政調查行為447」；另方面亦須考量，在此領域/階段，是否僅具輔助性

的司法身分但往往位居偵查第一線的警察，得藉偵查程序自由形成原則的「加

持」，對是否及採取何等可有效防止、排除犯行之干預享有一定程度的裁量空間；

最後，與其說身份之轉換（→應適用不同程序之原理原則）常發生於瞬間而可能

                                                                                                                                                           
期，1997 年 1 月，頁 18-21；林山田，註 45 書，頁 173；吳耀宗，警察在犯罪偵查程序的角色

與權限之再思考，警察法學，創刊號，2003 年 1 月，頁 123-125），貿然在制度面上改採所謂的

「雙偵查主體」模式或直接賦予警察「微罪處分權」（→力倡此說者，黃翰義，論偵查主體之定

位及其制度化，司法周刊，1308 卷，2006 年 10 月，頁 2-3；余振華，司法警察微罪處分權之探

討，月旦法學，108 期，2004 年 5 月，頁 82-93；傅美惠，論偵查作為主體－兼論如何重塑平行

互助協力的優質檢警關係，刑事法雜誌，51 卷 4 期，2007 年 8 月，頁 41-66），就現階段而言，

不僅變動成本過大，且有人權保障上的顧慮，因為「將具有錯綜複雜法律關係之犯罪偵查工作，

完全交由未受過完整法學教育之司法警察承受，對司法警察與人民而言都是不公平且不負責之作

法。」李震山，註 342 書，頁 341-346。 
445 陳英淙，註 435 文，頁 183。 
446 本文以下所探討的交錯領域，係側重在「警察基於犯罪防止/預防目的所採取的資料蒐集措

施，可否/如何銜接於之後的犯罪偵查程序」此層面，並非單純討論警察執行職務時可能發生的

（行政/司法性上）「任務競合」狀態（如發現聚眾鬥毆情事，一方面需防止「鬥毆危害」繼續，

同時亦肩負逮捕現行犯的任務；又如在銀行搶匪挾持人質之案件，站在人質（→公共安全）的角

度必須排除「綁匪」這個危害，不過若出於犯罪偵查的觀點，捉拿綁匪當然是一個重要的追緝手

段），合先敘明。後者的相關討論可參吳景欽，註 435 論文，頁 140-141；陳景發，註 438 文，

頁 144；李震山，註 342 書，頁 347-360。 
447 陳春生，評「警察職務執行條例草案」與「警察職權行使法草案」，台灣本土法學，44 期，

2003 年 3 月，頁 76；蔡震榮，註 211 書，頁 21-22；吳景欽則以社會秩序維護法 42 條的強制到

場權為例，說明由於秩序罰的違反，往往是違反刑罰的前階，兩者僅具量的差別，然「刑訴法對

警察而言，有較嚴格的束縛」，因而警察即有可能利用上開無需法院同意的強制到場權，「而作

刑事偵訊的實質，以規避刑訴法的傳喚、拘提」，吳景欽，註 435 論文，頁 155。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42 條：「對於現行違反本法之行為人，警察人員得即時制止其行為，並得逕

行通知到場；其不服通知者，得強制其到場。但確悉其姓名、住所或居所而無逃亡之虞者，得

依前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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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警察自身掌握上的困難及無所適從448，毋寧應認為，警察於此領域運用各種

「犯行的預防性控制」措施（如長期跟監、以監視錄影器蒐證、臥底線民的設置

等）為資料之蒐集時，均已「或多或少嗅到犯罪的嫌疑、跡象」而不可能（也無

須）與犯罪之偵查完全脫鉤449。 

更棘手的是，不論從主觀層面（包含警察的自我「期許」與民眾對警察所應

扮演角色的「認知與期待」）或客觀因素（對重大犯罪的盛行、組織犯罪的興起

必須有所因應450）加以觀察，這個在定位上有極大模糊空間之領域，近年來卻已

逐漸發展成警察任務的核心，因而，警職法中針對犯罪預防明文授權可採取之相

關措施，應如何定性、可否將之視為「一般偵查措施」的運用而與（前451）偵查

                                                       
448 對此，陳景發以從（屬行政調查之）盤查轉為（屬刑事強制處分/偵查措施之）逮捕之情況為

例，說明既然在達成其目的之範圍內，盤查的過程容許某種程度之實力行使，其與刑訴法上的

逮捕概念，「不僅在『任意』的情況下無法區分，即使在『強制』的場合，亦有其困難性，蓋『實

力行使』難道不等於『強制』？」因而，當盤查之結果使犯罪嫌疑更加濃厚時，該手段究屬行政

警查權抑或司法警察權，就連警察官本身亦難以明確劃分。陳景發，註 438 文，頁 143、146。 
449 本文認為，逐漸成為日本通說的「行政/司法警察區別不必要論（→而應回歸「任務性質」判

斷，究為「犯罪/危害預防活動」或「犯罪偵查活動」，若同時涉及兩者，即應「同步」於刑訴

法中規範）」與德國法上所謂的「壓制干預吸收/優先於預防干預」觀點，正是「犯行的預防性

控制措施必然帶有某種程度的偵查色彩」之最佳印證；正如 Weßlau 所謂：「犯罪行為的預防性

控制之最終目的，也是在於發現已知的犯罪，臥底警探、線民這些典型屬於犯行預防性控制的

措施亦是包含了某種程度的刑事偵查…該行為之目的常兼有預防或壓制兩者，甚而在刑事訴訟

中壓制的方式即可達一定預防的目的，兩者應互相結合，認犯罪行為的預防性控制應屬於刑事

訴訟的領域」（以上轉引自林永瀚，註 6 論文，頁 54）。相關介紹，陳景發，註 438 文，頁 140-142；

梁添盛，行政警察活動與司法警察活動，警大法學論叢，9 期，2004 年 3 月，頁 20-22；陳運財，

從警職法之制定探討行政警察與司法警察作用之區別，警察法學，5 期，2006 年 10 月，頁 39-41；

陳英淙，註 435 文，頁 188；李震山，註 342 書，頁 366-367。 
450 此正是德國警察法依「警察預先防備原則（Vorsorgeprinzip）」，將警察之權限擴充到可採取

「犯行的預防性控制」措施的理由，蔡震榮，註 211 書，頁 5-6、147；另，僅以我國警職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1、2 款之要件設計為例，亦可得出「長期以目視/科技設備跟監此等措施，乃側重

於在特定（重大性、組織性）犯罪發生前即予抗制」之結論，蔡庭榕、簡建章、李錫棟、許義寶

合著，註 212 書，頁 274。 
451 前偵查程序（Vorermittling）乃日興於德國刑訴法上之概念，簡單來說，係指對（德國刑訴法

160 條第 1 項中所稱）「犯罪初始嫌疑」存在與否的調查，而在符合（德國刑訴法 152 條第 2 項）

所謂「充分事實根據」之程度下終止。有關此概念在德國刑訴法應否/如何予以承認之辯證、其

法源依據、實質內涵、支配原則又為何，及是否應引進我國等之詳盡討論，請參林永瀚，註 6

論文。與本文有關者係，氏認為於「前偵查階段」所得進行的事實調查，多非公開為之，故不能

達與採取「犯行的預防性控制措施」相同之「預防（潛在行為人）犯罪」目的/效果（前揭論文，

頁 54-56）；惟本文認為，從理論、概念上或可區隔兩者間之差異（「對將來（可能）犯罪的準

備性偵查」vs.「對已發生（而可能與犯罪有關之）事實為調查」），然於具體個案中往往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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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接軌，實屬難題，對此本文認為，首應辨明者，即為警職法與刑事訴訟法兩

規範彼此之間的關係。 

 

二、警職法的任務設定 

眾所周知，我國警察職權行使法係在大法官釋字第 535 號（關於「臨檢」）、

570 號（確立「警察法」僅具組織法，而非行為法之性質）解釋452的聯合「催生」

下完成立法，目的乃在提供警察採取措施、行動（→以達成警察任務）時法律上

的授權依據，具有行政法中之「作用法」性質453，並藉此得與法治國原則下之依

法行政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俾相適應。 

然，不論從條文的設計、用語的選擇或草案版本間的角力過程454觀察，此法

顯非「單純的」警察行政法，簡單來說，立法者應係認為：既警察同時被賦予行

政上之危害防止及刑事司法上協助犯罪偵查之任務，則將分屬/橫跨此二領域之

                                                                                                                                                           
辨明（林文亦承認，某些犯罪的預防控制也往往是在「得到犯罪活動的具體資訊後」始被隱密採

取），例如，被林文定位屬前偵查程序調查手段之「臥底、線民的通知」、「個人資料的蒐集」

（前揭論文，頁 82-85；110-113），均屬典型的「犯行預防性控制措施」，當偵查機關接獲通知

而開始為「前偵查」時，仍可能發揮防止犯罪實際發生之預防功能，「如果不允許在前偵查程序

為資料蒐集活動，那麼所謂的犯罪預防、追訴準備甚至於行政法範圍之預防危害等概念將幾乎

失去作用」（前揭論文，頁 113）。 
452 釋字 535 號解釋文：「警察勤務條例規定警察機關執行勤務之編組及分工，並對執行勤務得

採取之方式加以列舉，已非單純之組織法，實兼有行為法之性質。…上開條例有關臨檢之規定，

並無授權警察人員得不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之立法本意。…現

行警察執行職務法規有欠完備，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依解釋意旨，且參酌社

會實際狀況，賦予警察人員執行勤務時應付突發事故之權限，俾對人民自由與警察自身安全之

維護兼籌並顧，通盤檢討訂定」；釋字 570 號解釋理由書：「警察法第二條規定…僅具組織法之

劃定職權與管轄事務之性質，欠缺行為法之功能，不足以作為發布限制人民自由及權利之警察

命令之授權依據。」 
453 蔡庭榕、簡建章、李錫棟、許義寶合著，註 212 書，頁 56；蔡震榮，註 211 書，頁 108；李

震山，註 342 書，頁 192。 
454 簡單來說，「行政院版」傾向將警察職權界定在傳統的行政上危害防止領域，並未特別著墨

涉及犯罪偵查之警察職權（如線民運用、設置監視器、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資料傳遞與運用

等）；「立法院/民間司改會版」則較「務實」地考量到警察任務在現今社會的擴張需求，廣泛

賦予警察多樣之職權執行手段樣式，希冀其能更有效發揮危害防止之功能，規範密度（相對來

說）可謂較深且廣；最終通過之現行法，與立院版本大致相同。相關介紹，陳春生，註 447 文，

頁 75-76；李震山，註 342 書，頁 25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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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職權」，總括性地於警職法中一併規範455，乃事理之當然；至於，同時將

警察於「兩者交錯之犯罪預防控制領域456」所得採取之干預措施（如長期跟監、

線民利用）納入規範，則有銜接「防止危害」與「犯罪偵查」間空隙之功能，亦

使警察權因於此「刑事訴訟法犯罪嫌疑的前置階段」可即時發揮作用而更趨完備

457；換言之，較諸一般（規範行政機關）的行政法效力，警職法因另涉及犯行追

緝前置階段之規範，其「行政作用力之範圍」亦將因此同時擴張。 

 

三、雙重規範的必要性 

本文認為，在法治國原則的誡命下，警職法本身要就所有具基本權干預性質

而有助於任務達成（→任務可能橫跨行政、司法及兩者間的交錯地帶）之職權為

規範，本無可厚非；然重點在於，若已進入刑事追訴階段，基於權力分立、功能

最適觀點，該法之於以規範刑事訴訟整體架構為核心內涵的刑事訴訟法，應僅具

補充性地位，不可能取而代之，否則即有越俎代庖之嫌。申言之，以我國警職法

所大量參考的德國法制為例，固然，警察之手可以伸進所謂「犯行預防性控制」

的第三任務領域，惟其背景（前提）係在於，德國刑訴法已就各種在偵查階段警

察常用之措施為明確且相對嚴格（如法官保留、輔助性原則）的特別/個別授權，

同時藉刑訴法第 163 條第 1 項賦予警察所謂的「最初介入/第一次干預（das erste 

                                                       
455 如該法第 3 條第 3 項「禁止以挑唆犯罪等違法方式行使職權」，實質上正係針對警察「偵查

犯罪」此面向之職權為規範，該條之立法說明（→「警察於實務上所使用類似『釣魚』之偵查方

法，常引發爭議…於第三項明定警察行使職權，不得以引誘、教唆等違法之手段為之。」）中已

明示斯旨；又如，第 10 條之立法說明：「配合刑事訴訟法嚴格證據主義，健全人證之供述…」

直接「明示」警察以設置監視錄影器方式所蒐集之資料，可於刑事訴訟中作證據用途，其前提正

係承認其屬合法「偵查」所獲之證據資料，因此始有謂條文中之「維護治安」一詞，似僅及於犯

行追緝，而不包括危害防止者（→蔡庭榕、簡建章、李錫棟、許義寶合著，註 212 書，頁 255）；

另，第 11、12 條有關蒐集資料之職權，條文用語均已連結「防止（重大）犯罪」之刑事偵查目

的，且 11 條之立法說明三、復謂：「蒐得之資料除為調查犯罪行為，而有保存之必要者外…」，

則將之定位為屬「刑事偵查前置階段之措施」，即屬有據。陳春生，註 448 文，頁 75-76；蔡震

榮，註 211 書，頁 21-22。 
456 即德國法上所稱「警察第三任務」的範圍，其授權警察為了「預防犯罪」及「追緝未來犯行」

之目的，得採取各種形式的資訊蒐集作為（informationelle Vorfeldtätigkeit），且「這些手段之採

取，已由傳統的『行政調查手段』諸如查證身分，擴充至『刑事調查手段』如警察依法採取資料

蒐集、傳遞與儲存，公開活動的錄影錄音及鑑識措施等。」蔡震榮，註 211 書，頁 6。 
457 蔡震榮，註 211 書，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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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griff）權458」，箇中意義，可就兩層次加以說明：一是，劃出警察法與刑事訴

訟法任務上的界線，強調若已進入「存在具體犯罪嫌疑、甚而鎖定犯罪嫌疑人」

之偵查階段，警察之行動即應以刑訴法為據，並受法定原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之拘束；另為，縱使由於「犯罪嫌疑本身亦屬不確定法律概念/欲採取所謂的預

防性控制措施，往往也是因為或多或少已『感覺到』犯罪嫌疑」，而使「偵查的

前置階段」與「犯罪預防的領域」在時序上或有重疊，在區辨上亦容有模糊空間

459，惟，「雙重規範」至少可以確保，在角色與程序的過渡、銜接之際，不會產

生「青黃不接」的基本權保障漏洞460。 

 

然而，誠如本文前於【二、警職法的任務設定】所述，雖然我國警職法毫不

掩飾其「跨領域」規範警察職權之態度，甚且堂而皇之地認為，藉此所蒐集之資

料，「可」於後續刑事偵查中（當作證據）繼續使用461，惟我國刑訴法對此－即，

警察於偵查中（尤其是偵查的前置階段）可採取何等「摸索性、非特定性」之一

                                                       
458 吳耀宗，註 444 文，頁 116-118。 
459 此時就警察客觀上所採取的手段觀察（如長期以目視或科技設備跟監、要求他機關傳遞資

料、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資料等），往往無從辨明其所欲為（連結）者，究為「已發現犯罪嫌疑」

而欲發動刑事偵查，或僅欲發揮其「防止重大法益受具體危害」之行政功能；最終似乎僅得取決

於警察（以其專業與經驗法則為基礎）的主觀判斷。吳景欽，註 435 論文，頁 145；林永瀚，註

6 論文，頁 45-46；另，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因任務交錯而導致的模糊地帶，縱屬以「事後諸葛

之姿」進行解釋、監督的司法機關，亦可能產生不同認定，例如警察在可能涉及重大案件、性自

主案件時對被害人身體細胞（DNA）進行「身分驗證/資料蒐集」，曾被德國聯邦行政法院認定

具有「預先準備的刑罰追訴」之性質而將其劃歸於警察「危害防止」之行政領域；而德國聯邦憲

法法院則以「在功能上無從與刑事追訴截然分割」為由，認應將之視為廣義的刑事追訴手段，並

納入刑事訴訟程序之一部分，以刑事訴訟法加以規範。BVerwG NJW 1990, 2765; BVerfG NJW 

2001, 879 (880). 相關說明請參蔡震榮，註 211 書，頁 147；林永瀚，註 6 論文，頁 184。 
460 相同見解，陳英淙，註 435 文，頁 188、205。其認警察若依二者（警職法、刑訴法）之一而

有干預權限時，即不發生「權限轉借（Befugnisleihe）」之問題；陳運財亦指出，若透過「客觀

的主觀說」標準（綜合警察當時執行職務的目的、警察的人數、採取的手段、可疑人的對應方式、

侵害權益之種類、程度與當時周遭的環境等客觀因素，判斷警察人員主觀上是否已對該可疑人形

成特定犯罪之認識），（行為時序）已由「可疑」進入「嫌疑」的灰色/模糊階段，此時應認偵

查犯罪之程序已然啟動，應從權利侵害者的觀點，依正當程序加以檢驗，故，除依警職法檢驗有

無違法外，應同時適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判斷有無違反法定程序，陳運財，註 449 文，頁 48。 
461 第 10、11 條立法說明參照（前揭註 455）；另有學者以第 6 條為例，說明其既容許對犯罪嫌

疑未達「相當理由」者之臨檢，則「以行政臨檢方式達成犯罪偵查目的，毋寧是新法賦予警察之

職權」，鄭善印，警察職權行使法解釋架構之研究，警學叢刊，34 卷 3 期，2003 年 11 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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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偵查/資料蒐集措施－之「規範密度」，卻可謂趨近於零462。這不但在形式上

可能造成「規範體系錯置」的負面印象，實質上亦等於大開一扇方便之門，為採

取相關措施的警察省去了一道判斷「此時是否已因犯罪嫌疑的發現（或有一定程

度之掌握）而進入刑事偵查程序→不應再適用警職法、而應適用刑訴法相關規定」

之手續（→因刑訴法中根本沒有規定！所以當然僅需依警職法的規定行事），從

法制面上「合理化、正當化」警察的「假行政之名行司法之實」，造成的結果就

是：使基本上仍被定位為「警察行政法」之警職法，實際上成為警察採取刑事上

一般偵查措施的授權依據，在行政一體、（依專業而為）裁量原則之保護傘下，

輕易地規避了刑事訴訟架構中，藉事前的絕對/相對法官保留原則（令狀主義）

及事後的證據禁用原則，「雙管齊下」控制偵查措施合法性的監督機制。 

根本的解決之道，當係對此類「難以定性」、可能兼跨犯罪預防性控制及刑

事偵查領域之警察職權，在刑事訴訟法中亦（如德國法般）予明確規定463，使警

察縱係身處行政上危害防止與刑事犯罪偵查角色/功能定位上的模糊地帶、過渡

階段，其行為仍得「皆有所本」，唯有如此，方屬對法律保留原則的精確落實。 

 

 

第二節  法明確性層次 

本文於【第四章 第二節 第三項】中曾論及，偵查概括條款的使用本身並非

即有悖於法明確性原則，重點在對其「明確性程度」的要求，必須應連結規範密

度理論所映射的規範（體系）現狀加以考量；講得白話一些，若受規範之人民透

過現行法特別列舉之方式，已理解並可以預見若干警察可得行使一般偵查措施之

內涵、會涉及的基本權、強度，進而可與偵查概括條款之「不確定內涵」作出一

                                                       
462 唯一可被認為係屬立法者之「特別授權」者，應屬第 205 條之 2 有關司法警察得對經拘捕到

案之犯嫌或被告為侵入性/非侵入性身體檢查處分之規定，雖其在要件、救濟管道上均有待進一

步更為詳盡的設計，但至少已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得與警職法第 6 條（僅為確認身份）之身份鑑識

措施相互呼應。 
463 此亦為多數學者之見解，詳參吳耀宗，註 444 文，頁 122-124；陳春生，註 447 文，頁 75-76。

另有進一步認為，從基本權保障的觀點而論，不論是單純行政調查、對犯行的預防性控制或實

質的刑事偵查手段，警職法中的相關職權若已涉及人身自由、居住自由或行政搜索等重大基本

權領域，因其已類似檢察官之強制處分權，故相關規範均應考慮修法納入「令狀主義」、「法官

保留」原則，以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李震山，註 342 書，頁 363-364、392-393；梁添盛，

註 449 文，頁 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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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之區隔時，即仍符合該原則之要求。據此，本文以下將自偵查概括條款在

我國的「法源依據」出發，討論其「指涉範圍」並藉此分析法明確性原則對其之

拘束程度。 

 

 

第一項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8 條 1 項的定位問題 

上一節中本文已說明，於我國現行法的架構下，警察得（被授權可）依警職

法中有關資料蒐集職權之個別規定，開啟實質的刑事偵查程序，遂產生如下問

題：該法第 28 條第 1 項：「警察為制止或排除現行危害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

個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行為或事實狀況，得行使本法規定之職權

或採取其他必要之措施」之規定，是否亦可連結警察協助犯罪偵查之職權，而有

被定位為刑事追訴領域中「偵查概括條款」之可能？ 

 

一、比較法的觀點 

自立法說明可知，我國警職法上開條文主要參考的立法例，乃德國警察法（標

準草案第 8 條第 1 項）之規定，因而在解釋適用上，一方面自需參酌德國學說、

實務對此概括條款所採取的「解讀方式」，惟自另一角度而言，兩國立法時空背

景的不同及整體法規範密度（如應同時考慮刑訴法相關規範狀況）的現實差異，

亦應同時納入考量，以下即就此二部分為說明： 

 

1. 就理論層面言，德國法對此條款本存有解釋適用上的「多層限制」： 

除了「警察法內已『類型/具體化』之措施應優先適用」、「（警察法外）

其他警察相關法規中，若已有權限（概括）條款應優先適用（→即，警察法僅具

「普通法」性質）」之基本限制464外，德國學說上所發展出最重要的限制毋寧是：

                                                       
464 Scholler/ Schloer 合著，李震山譯，註 439 書，頁 236-237；論者有認為此即我國警職法 28 條

第 2 項「補充性條款」之實質內涵，換言之，應將第 2 項之規定定位為概括授權條款之「唇齒相

依」條款，認定其乃「有意限縮」第 1 項概括授權條款之適用，否則，第 1 項之概括授權條款將

難以通過法明確性原則之合憲性檢驗。林明鏘，論警職法第 28 條之權限概括條款與補充性原

則，警察法學，5 期，2006 年 10 月，頁 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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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概括條款僅得適用於警察法領域；不得「陳倉暗渡」地將之適用於刑事犯罪之

偵查、犯行追緝及行政罰法上465。 

2. 就現實層面言，德國警察實務對此條款的援用密度已「大幅降低」： 

不論在警察法或刑事訴訟法領域，德國之立法者，在面臨新型態的干預時，

往往會迅速透過個別立法加以因應，在這樣的立法效率下，使警察面對新興危

害，即毋庸再行援用概括條款予以解決466。 

 

在上述背景之下，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始作出以下結論：「（概括）條款之內

容、目的及範圍，藉數十年來的法院裁判及學說上的共同形成，其文義上之意義

及法律上詞彙之使用均有所固定，因而已達充分明確程度，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

則之要求467」。 

 

二、立法（目的）解釋的觀點 

依 本 條 之 立 法 說 明 468 ， 其 規 範 目 的 乃 在賦予警察除 「 標 準 化 措 施

（Standardmaßnahmen）/ 已個別具體授權之職權」外，尚有一為因應/防止新興

危害，得「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之彈性處理空間。固然，就文義而言，「（即將

發生的）刑事犯罪」當屬「危害於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個人生命、身體、自由、

名譽或財產行為」之範疇，因而或可據此推論其欲授權警察在犯罪偵查領域得採

取一切「規範外」之偵查措施，惟此應非立法者真意，除「作為立法例之德國法

亦非如此解釋」已如前述外，「本土化」的理由在於：在我國，警職法基本上仍

被定位為「警察行政法」，該條規定應係植基於行政法上「行政自由性、行政機

關對不確定法律概念容有判斷餘地」之概念，並未「跨領域」地寓有「縱未經特

                                                       
465 林明鏘，同前註，頁 18-19；當然，這也可以第 2 項的補充性條款為依據，舉例而言，縱以

非本法明文禁止之挑唆犯罪方式，對刑事犯罪進行所謂的「釣魚」偵查，仍不得援引本條第 1

項作為授權依據。 
466 林明鏘，註 464 文，頁 32-33。 
467 BVerfGE 54, 143 (144f.) ; 49, 168 (181.) 轉引自林明鏘，註 464 文，註 8，頁 16。 
468 警職法第 28 條立法說明一、：「個別法律賦予職權，乃依法行政之表現。惟社會政經文化等

之變遷快速，法律一時自難以因應，若出現新興危害而不予處理，即無從維護公共安全與秩

序，個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與財產，亦無法受到應有之保障。此時，若要求警察出面處

理，自亦應賦予其相應之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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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授權，警察仍得採取一切刑事偵查措施」之意469；另，從規範體例觀之，該條

係規範於「第三章 即時強制」中（非「總則」中各具體措施之規範後），而渠

等亦屬行政法（而非刑事偵查領域）上之概念，對此，本文認應予「善意解讀」

470，即如林明鏘氏之見解，將此概括條款解為僅於「符合（行政上）即時強制要

件」之大前提下，始得援用，目的乃在彌補警職法本身所列舉即時強制職權之不

足，且所謂「其他必要措施」，宜限縮指警察法或其他法律所規定之權限而言，

並含給付性措施在內，均應有法律之授權者，警察始得採行471。如此一來，在行

政領域可收防止濫權之效，同時亦可避免我國因未就警察可得採取之一般偵查措

施予以雙重規範所造成之「刑事偵查遁入行政調查」情況雪上加霜。 

 

三、法體系解釋的要求 

討論至此，本文所一再強調者係：依照功能最適觀點，一切有關偵查之具體

措施，當其干預基本權而需有法律授權時，本均應於刑訴法中規範（→至於其他

                                                       
469 雖如前述之討論，本法最終係採取趨近於立法院之版本而將「警察發動刑事偵查措施」之職

權亦納入規範，惟若進一步觀察立法過程中立院黨團協商的結論：「為避免本法與刑事訴訟法適

用之爭議，爰建議將第二項刪除；警察行使職權，除本法規定外，有涉及犯罪偵查範疇，應依刑

事訴訟法規定辦理」（→參照「立法院黨團協商警察職權行使法、警察職務執行條例草案條文對

照表」，2003 年 5 月 22 日，頁 1-3，轉引自梁添盛，註 449 文，註 70，頁 41），似可推敲出「有

關犯罪偵查範疇之警察職權，原則上仍應於刑事訴訟法中規範」之「立法原（真）意」；另，在

針對同條第 2 項有關「警察職權補充性原則」之立法本身及其說明（→摘錄於下）中，亦可看出

第 1 項的概括條款，基本上是強調警察在行政領域上有即時協助（→而非積極支援、推行特定行

政機關政策，蔡庭榕、簡建章、李錫棟、許義寶合著，註 212 書，頁 465）其他機關之功能，刑

事偵查措施的發動，並不與焉。 

警職法第 28 條立法說明三、：「新興之危害，非必屬警察任務範圍，本應由各該任務機關自行

處理。但實務上，一般民眾遇有危害，多求助警察；抑且各該任務機關，非如警察接近民眾且

二十四小時服勤，遇有危害必俟其到場處理，殆屬不可能，且有些危害之制止或排除，間不容

髮，各該任務機關勢難克竟全功。為維持行政之一致性，並填補人權保障之闕漏，宜由其他機關

就該危害無法或不能及時制止或排除者，依法請求警察適時補充介入協助。」 
470 學說上亦有認此屬「規範位置不當」而應予修法者，蔡震榮，註 211 書，頁 234。 
471 林明鏘，警察職權行使法基本問題之研究，台灣本土法學，56 期，2004 年 3 月，頁 126-127；

氏並於另一篇專文中進一步指出，論者（李震山，註 342 書，頁 228）所提出「將警職法上概括

條款移植於總則章的前提條件」－包括執法人員對概括條款的「補充性、承接性」已有充分認知、

人民對警察處分的救濟管道係屬暢通、對警察援用概括條款的司法審查（監督）密度亦已足夠－

等，就我國現行客觀法制狀況而言，「似均未完備」，因而現階段將之限縮解釋為「即時強制」

之概括授權條款，毋寧較為妥適，林明鏘，註 464 文，頁 24-26；相同見解，黃齡慧，註 224 論

文，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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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可否選擇重複為相同規範，則屬另一層次之問題），僅具「補充個別授權」

功能之概括條款，自屬亦然；現警察依警職法相關規範行事毋寧係屬「無可奈何」

（至少有授權依據），不應「順水推舟、得寸進尺」地再將該「警察行政任務上

的概括條款」同時定位為刑事偵查領域的概括條款，否則不但有違法體系解釋的

要求，對受規範之人民而言，亦屬「無法理解且難以預見」。 

 

綜上所述，警職法 28 條第 1 項所規定有關警察職權之概括條款，應認與本

文所欲討論之偵查概括條款無涉，故就我國法而言，可能作為偵查概括條款之法

源依據者，僅刑事訴訟法第 228 條 1 項、230 條 2 項之規定而已，以下討論之。 

 

 

第二項  刑事訴訟法第 228 條 1 項、230 條 2 項的解釋 

一、回歸概括條款的「截堵性、補充性」本質思考 

固然，從偵查法定原則的角度出發，此二刑訴法上之條文得以被「擴張解釋」

為具有授權之意，而在「（對所得採取之措施）根本沒有任何要件限制」之現實

狀況下，具有成為偵查的概括/一般授權條款之「充分條件」，但重點在於，此

並非等同於默許無遠弗屆之授權。析言之，必須回歸概括條款此立法技術的「截

堵規範（Auffangsnorm）」功能加以思考，亦即：概括條款乃個別授權原則的例

外，其適用前提為「就所欲規範之事物領域而言，要個別列舉而逐一規範，在現

實技術層面上確有困難」；據此，刑事犯罪的偵查的確可以因其複雜、專業、憑

經驗性而劃歸此等事物領域472，然因我國刑事訴訟法對「強制處分外、處於偵查

前置階段而亦涉及（概括）基本權干預」的各種一般偵查/資料蒐集措施，迄今

仍欠缺完整之具體規範，換言之，立法者「根本尚未窮盡列舉之責」，此時，縱

使欲在立法層次上「例外承認」偵查概括條款存在的合法性，那麼隨之而來且相

                                                       
472 對此之論述，請參本文【第四章 第二節 第三項、偵查概括條款的「明確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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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重要的課題毋寧是：對該條文的「解釋適用者」－包括執行者（追訴機關）及

監督者（司法機關）－而言，應如何更謹慎小心地劃定「適用範圍」473。 

實際上，論者所提倡之「修正的門檻理論」，某種程度上正可視為「如何正

確解釋適用刑訴法上的偵查概括條款」此問題的「指導方針」，亦即，其同時提

醒追訴機關與監督偵查措施合法性的司法機關，必須在綜合考慮以下因素－如：

是否涉及憲法所列舉之古典權利清單（或涉及重要的新興概括基本權）、干預強

度上是否「已趨近/類似於」現行法已規範之強制處分、是否依整體法規範之觀

點，在刑訴法對新形態干預措施未予特別授權的現狀下，得先以警職法上之相關

規範作為比較對象等－後，「反面、排除式地」決定該概括條款的適用範圍；然

而，回到法明確性原則的要求角度思考，這一段曲折複雜、需「自備」一定程度

法學背景知識始得順利進行的判斷過程，對受規範之一般人民而言，顯已大幅超

出其對刑事訴訟法第 228 條 1 項、230 條 2 項所指涉範疇而可「望文生義」地預

見並加以理解的程度，因此結論是：此等在刑訴法上欠缺「由一定數量之個別授

權條款累積之規範密度」為其「撐腰」的偵查概括條款，無法通過法明確性原則

此合憲控制要素的檢驗。 

 

二、再論偵查程序自由形成原則之角色定位 

簡言之，德國法係將其刑訴法 161 第 1 項、163 第 1 項之偵查概括條款視為

可推導出偵查程序自由形成原則的「法源依據」，然，藉由本文之討論可發現，

若換個角度觀察，此原則最重要之內涵/思想基礎：「為因應偵查事物領域的彈

性、靈活性本質，追訴機關對偵查的方式與順序，原則上可自由決定」，正好說

明了，在立法層次上，偵查概括條款的「出現/出線」，是一種必然，也是必要。 

惟，縱兩者間之關係再密不可分，作為刑事程序上一種抽象性、一般性的原

理原則，偵查程序自由形成原則仍無從、也不可能取代偵查概括條款，作為追訴

機關發動干預之「法源依據」，否則即有違法律保留原則；而所謂「偵查概括條

款本身無法通過法明確性原則之檢驗」，亦當係指：作為該條款解釋上依據的偵

查程序自由形成原則及其所追求的追訴公益，在利益衡量上，已然不敵「因法律

                                                       
473 簡言之，面對新興的犯罪型態與手法，偵查概括條款或有必要「順勢而生」，惟，誠如林明

鏘氏所言，「事實上之需求並不能立即導出規定內容的合憲性」，因而必須從嚴解釋及適用概括

條款之援用與行使。林明鏘，註 464 文，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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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明確而可能對人民基本權造成過度干預」此重大風險。 

 

 

第三節 比例原則層次與具體措施的重新審視 

第一項 根本問題：較弱的基本權意識，較強的追訴需求 

在台灣，任何可能對人民基本權造成重大干預的措施，似乎只要冠上「偵查

犯罪」、「預防犯罪」、（甚至僅是單純的）「維護治安」之名/立法目的，就

極易獲得「民意基礎」而在立法上輕騎過關－即使人民其實並不是真的瞭解相關

立法的「打擊範圍」，常常只是「一般而言的、大致上」同意這樣的「價值選擇」；

然，這是否代表人民對立法的詳盡內容，如自身的基本權可能會在什麼要件下被

干預到何種程度、事前/中/後在程序上有無相應（救濟）措施可供保障等，就完

全「客隨主便」而將不置一詞？本文認為，人民的「基本權意識」在此將扮演關

鍵角色。 

析言之，為了跟上新興犯罪的腳步，在世界各國固然都有強化科學辦案的趨

勢474，不論是通訊監察、臥底線民設置、紅外線（熱顯像）/衛星定位偵查、甚

至近年來討論甚豐的「生物資訊（如指紋、DNA）資料庫建置」，琳瑯滿目的

新型態偵查措施可能都連結了對基本權（較諸傳統偵查措施）更深層而核心的干

預，不過，若人民（潛在的受干預者）已意識到這樣的干預程度「非同小可」，

其從一開始就會「督促」立法者去滿足「於刑訴法（或其特別法）中，就實體、

程序要件為完整且明確授權」此最低階/基本之要求，並進一步在資料的後續利

用層面，要求其應可銜接、嵌合於（一般性）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之規範密度；而

司法則扮演把關者角色，當察覺干預程度與人民的容忍程度間已不成比例時，即

敦促修法以與時俱進。 

 

然而在我國，或許是「誤以為事不關己（只要不犯法，事前單純採樣的不利

益尚屬輕微？對事後是否被妥善保管、在何種程度內被利用、是否永久保存而不

銷毀等抱持「沒想那麼多」之態度？）」，或許是「憲法/公民意識的未臻成熟

（對新興基本權普遍不熟、對傳統基本權大多不爭？）」，也或許大多數人「真

                                                       
474 劉靜怡，DNA 採樣、犯罪預防和人權保障，台灣法學，124 期，2009 年 3 月，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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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為追訴公益應該凌駕一切」，總之，不管基於何種社會、文化背景的複雜因

素，我國人民的「基本權意識」（即，對可能受侵害基本權的「敏感程度」），

在碰到與追訴犯罪有所連結的公益時，確實往往較為薄弱（比較願意容忍干預）；

在此環境下，本文認為，回歸法治國原則/憲法保障基本權的目的，立法者與司

法者要做的，應是對相關干預更謹慎的立法、對相關立法更嚴謹的操作比例原則。 

 

 

第二項 解決之道：立法與司法層面的反省 

然而，就立法層面而言，如果說本來就欠缺（或並不完善）的特別授權（→

此部分將於下一項中討論）是「先天不良」，那麼「後天的嚴重失調」則可自以

下（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的立/修法方向窺其端倪－亦即，在英國 PACE 法案

中有關「未定罪者之 DNA 可永久保留」之立法475遭歐洲人權法院 17 位法官一

致認定其違反無罪推定原則及公約第八條之隱私權保障，要求英國應於 2009 年

3 月前提出銷毀計畫476之際，於我國立法院中等待審查的，是大幅擴充強制採樣

對象範圍477的「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草案」；當美國已經開始檢討，「通訊監

察執行協助法（The Communications Assistance for Law Enforcement Act，簡稱

CALEA）」中的相關規定是否過份偏重國家機關執法的方便性而對該法立法初

衷－僅止於維護、而非在增加政府權力－有所忽略478，我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中

                                                       
475 §§ 61, 63, 64 of the Police and Criminal Act of 1984（the PACE）. 
476 相關介紹，劉靜怡，註 474 文，頁 119-121。 
477 使可強制採樣對象從現行法（→第 5 條第 1、2 款；第 3 條第 8 款參照）的性侵害及重大暴力

犯罪之（偵查階段）犯嫌與（審判階段）被告，擴充至遭以縱火等重大公共危險罪、販賣人口、

妨害自由、竊盜、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起訴而於受一審有罪判決

之被告（→草案第 5 條第 2 項參照，修法理由大致為「解除被害人恐懼」、「再犯率高」、「縮

短破案時間」；完整草案內容可參：

http://lis.ly.gov.tw/lgcgi/lgmeetimage?cfc8cfcececbc8cdc5c6c6d2cececf，立法院第 7 屆第 1 會期第

1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總之，整體以觀已達「無所不包」的程度，實值擔憂，劉靜怡，註

474 文，頁 122。 
478 簡單來說，該法的立法初衷在於確保政府的通訊監察可以「實質有效」，亦即，為因應在網

際網路時代，電信架構已由中央集權式的迴路轉接（circuit-switched）過渡到分權化的封包傳遞

（packet-switched）模式，並從類比進化到數位，故以立法規範電信業者的「協助義務」－需確

保其設備、管線與服務都能即時確認與攔截到電子通訊內容、通話者身分，並將這些資訊以適當

格式傳送到電信業者本身場所外的執法機關；同時授權 FBI 可對電信業者提出特定的技術標準

及其產品必須合乎便於通訊監察（wiretap-ready）之目的。然，其後 FBI 所具體提出的管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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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類規定479，從修法過程即可窺知實務對其所一貫秉持的「理所當然」480；最

後，當美國、歐盟、甚至我國有參與的亞太經貿合作組織（APEC）不斷在增加

個人資料隱私保護的規範、保障密度481時，我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中的老

                                                                                                                                                           
－包括技術上必需要能追蹤無線通訊使用者的位置（location-tracking），同時反對任何保護通訊

隱私的裝置，即使其對執法能力沒有實質妨害－毫不掩飾其欲「強化」政府管制人民通訊行為能

力之企圖，遂引發激烈論辯。相關介紹，劉靜怡，《如何健全個人資料保護機制：以公部門的資

料處理為核心》（行政院研考會政策建議書），2004 年 12 月，頁 38-44。 
479 簡單來說，96 年的修法係將建置機關的協助、維持義務進一步、條列式地予以「明確化」。

相關條文如下：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4 條第 2 項：「電信事業及郵政事業有協助執行通訊監察之義務；其協助

內容為執行機關得使用該事業之通訊監察相關設施與其人員之協助」； 

同條第 4 項：「電信事業之通訊系統應具有配合執行監察之功能，並負有協助建置機關建置、維

持通訊監察系統之義務。但以符合建置時之科技及經濟上合理性為限，並不得逾越期待可能

性」；同條第 5 項：「前項協助建置通訊監察系統所生之必要費用，由建置機關負擔。另因協助

維持通訊監察功能正常作業所生之必要費用，由交通部會商有關機關訂定公告之」；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31 條：「有協助執行通訊監察義務之電信事業及郵政機關 (構) ，違反第

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者，由交通部處以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經通知限

期遵行而仍不遵行者，按日連續處罰，並得撤銷其特許或許可。」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第 3 項：「電信事業之通訊系統應具有可立即以線路調撥執

行通訊監察之功能；線路調撥後執行通訊監察所需之器材，由建置機關或執行機關自備。」 
480 學說上的反省，詹鎮榮，無償性通訊監察設備設置義務之合憲性疑義，月旦法學，64 期，

2000 年 9 月，頁 101-111；另，劉靜怡對此諷刺而無奈的批評：「我們所擁有的通訊隱私，其實

僅是在一個立法者為通訊監察機關量身訂做，電信業者『依法』扮演共犯角色之早已鎖定的科技

架構之下，時刻受限、『卑微不已』的通訊隱私…該法第三條第二項雖謂通訊為『有事實足認受

監察人對其通訊內容有隱私或秘密的合理期待』，然合理與否的問題，早在前述強制監聽設備設

置的規範架構下被粗暴地決定下來，何期待之有？…原來，『監察』是實，『保障』是虛；『保

障』一詞的主要作用在麻痺人民的思考，企圖讓我們耽溺於『有法律總比無法可循』得自戀自淫

中，我們所得到地，或許只是相當有限的『程序保障』而已」，實質深思。劉靜怡，註 478 書，

頁 44-46。 
481 在美國有專門針對公部門加以規範的「電子通訊隱私法」、「電腦比對和隱私權保護法」等，

惟值得注意的是，911 後其有再度向強化政府（蒐集、利用個人資料）權能傾斜之趨勢，如愛國

者法案（PATRIOT Act.）中即大幅擴充政府之監督權能，例如：網路監視不需經過法院授權、

執法機關所要監聽的對象，若本身是屬於無權侵入或無權使用他人電腦系統者，執法機關對其

連線資料與內容之取得，亦不受法律的限制規範；而在歐盟，1995 年所發布的「個人資料隱私

保護指令（Directive on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 95/46/EC）」則屬一體適用於公、私部門之「最低隱私標

準」，其特別強調資料處理的「目的限制原則」、「合法性原則」及「敏感資料妥善處理原則（→

如規定，非由公務機關監管時，禁止處理犯罪紀錄或版安措施之相關資料）」，並賦予資料當事

人「受告知」、「修改與接近（→如可要求適當之更正、刪除或凍結）」、「異議」等權利，最

重要的是要求各會員國必須設立至少一個公務機關，「監督」各國依據該指令所訂定之法規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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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不確定法律概念過多、沒有「統一事權」效果（不具基本法性質且有太多

的概括排除條款）、程序規定欠缺等482，迄今仍「懸而未決」，以致規範實效有

限、規範目的無從發揮。 

 

在司法層面則有較具體的作為：釋字 603 號解釋在完整「教示」非列舉基本

權－隱私權、資訊自決權的權利內涵、說明為達系爭行政目的而強制錄取指紋乃

「手段過當、損益失衡」之餘，雖在解釋文末疑似為「以犯罪偵查、控制為目的，

就特定對象設置指紋資料庫」的立法預留了合憲空間，但同時也為其在實體及程

序面先行劃定明確界限483；釋字 631 號解釋將以犯罪追訴為主要目的而干預人民

秘密通訊自由之偵查措施－通訊監察，明確定位為刑事訴訟上的強制處分，並連

                                                                                                                                                           
於境內適用之情形。對此之詳細介紹，周慧蓮，資訊隱私保護爭議之國際化，月旦法學，104

期，2004 年 1 月，頁 114-122。 

另，我國具有「正式會員」身分的 APEC 亦早於 2003 年初就成立個人資料隱私權保護小組，擬

訂「APEC 隱私權保護原則」（APEC Privacy Principles），其下包含九大原則：即避免損害原則、

告知原則、蒐集目的、手段限制原則、目的內利用原則、個人資料完整原則、安全維護原則、當

事人查詢及更正原則與責任原則，並已於 2004 年 11 月經部長級會議通過（→詳細介紹可參劉佐

國，註 223 文，頁 50-51），然遺憾的是，我國立法者顯然並未因此加快其對個資法的修正速度。 
482 相關批評請參本文註 223 中之說明；另需注意者係，由於該法中存在過多「疑似」為便宜公

務機關行事之「例外規定」，造成解釋結果往往不利資料當事人，與立法目的大相逕庭。劉靜

怡，註 478 書，頁 6-9。 
483「國家基於特定重大公益之目的而有大規模蒐集、錄存人民指紋、並有建立資料庫儲存之必要

者，則應以法律明定其蒐集之目的，其蒐集應與重大公益目的之達成，具有密切之必要性與關

聯性，並應明文禁止法定目的外之使用。主管機關尤應配合當代科技發展，運用足以確保資訊

正確及安全之方式為之，並對所蒐集之指紋檔案採取組織上與程序上必要之防護措施」。惟學說

上仍對其與犯罪偵查間是否符合比例原則提出強烈質疑：「此一法律規定的立法目的，表面上看

來雖是在藉由指紋之比對提高犯罪偵查過程中的破案率，以維護治安...（但）警政署從不否認的

是：指紋比對對犯罪偵查雖有幫助，但是正確比對率偏低，約為 21℅左右，既然如此，將身份

防偽功能和強制全民指紋建檔兩者混為一談，根本是忽略了身分證在國內濫用的狀況...是否會產

生更多新興犯罪型態，使民眾的生命身體和財產安全受到更大威脅」，劉靜怡，註 478 書，頁

35；李建良亦認，「全民建檔 vs 犯罪偵防」間，縱勉強可通過適合性之檢驗（→實際上指紋鑑

識常生歧異、指紋本身亦有遭偽造複製之風險，只是因為適合性層次通常僅審究兩者間蓋然性且

尊重立法有一定程度評估特權，暫認其與適合性無違），亦不符必要性之要求（→「此種『全民

皆賊』之思維應僅存於警察國家…若謂打擊犯罪事一種『正當防衛』，要求全民按指紋就是一種

『過當』的正當防衛」），李建良，註 147 文，頁 49；黃昭元更一針見血地指出，「指紋最多

只能證明其樣本主人是誰，無法單獨證明犯行與犯罪行為人。指紋辨識與刑事偵查、維持治安之

間的因果關係，與其說是直線，不如說常常更像是個迷宮..它會幫你找到壞人，也會找出一堆好

人，其結果就是造成舉證責任的根本翻轉，也就是由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去自證無罪」，黃昭元，

註 144 文，頁 485-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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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權力分立、正當法律程序等觀點，將其偵查中的令狀核發權還予獨立、客觀中

立的法官，期能克盡「事前的司法監督」；釋字 653 及 654 號解釋，均以刑事追

訴程序中「受羈押之被告」為保障主體，前者藉由「承認受羈押被告對看守所處

分不服時的訴訟權」展現其欲徹底根除特別權力關係（理論）餘毒之決心484；後

者則明確指出，與羈押目的相連結的追訴公益不再是無往不利的「尚方寶劍/免

死金牌」，系爭法規授權可對受羈押被告接見律師時採取「全面而廣泛的監視監

聽」，使受羈押被告與律師間之充分溝通權流於形式，「妨礙其防禦權之行使，

已逾越必要程度」，無法通過比例原則之檢驗。 

 

 

第三項 重新審視現行法相關規範 

不求超越，但至少也該亦步亦趨。在我國，由於刑訴法本身的噤聲所致，與

「追訴機關可發動、採取哪些一般偵查措施」及「在何種限度、範圍之內可利用

所蒐集而來之屬人性/敏感性犯罪資料」相關之規範係散見於警察職權行使法、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甚至僅具行政規則屬性的警察偵查犯罪規範中，雖就法律保

留的層面來說，「聊勝於無」；然，在許多層面上－如：實體面「要件的設計（如

是否均應法官保留、犯罪類型限制、為犯罪控制目的設置監視器亦應符合透明

化、公開化要求等）本身是否符合比例原則要求」、「不確定法律概念是否過多

而已造成恣意」；及程序面「當事人權益保障的要求（如受告知權、告知範圍）」、

「公部門對所蒐集資料的利用可到何種程度（如可否永不銷毀）」，以及與個人

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有所扞格時的解釋問題等－顯然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以

下，本文將還原各類一般偵查措施的規範現況，並對此作一簡要說明： 

 

一、長期跟監 

                                                       
484 多數意見直接在解釋理由書中明白表示：「考其立法之初所處時空背景，係認受羈押被告與

看守所之關係屬特別權力關係，如對看守所之處遇或處分有所不服，僅能經由申訴機制尋求救

濟，並無得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司法審判救濟之權利。司法實務亦基於此種理解，歷來均認羈

押被告就不服看守所處分事件，僅得依上開規定提起申訴，不得再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救濟。

惟申訴在性質上屬機關內部自我審查糾正之途徑，與得向法院請求救濟之訴訟審判並不相當，

自不得完全取代向法院請求救濟之訴訟制度。是上開規定不許受羈押被告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

救濟之部分，與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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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1 條： 

第 1 項：「警察對於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防止犯罪，認有必要，得經由警察局長

書面同意後，於一定期間內，對其無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之行為或生活情形，以

目視或科技工具，進行觀察及動態掌握等資料蒐集活動： 

一、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最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 

二、有事實足認其有參與職業性、習慣性、集團性或組織性犯罪之虞者。」； 

第 2 項：「前項之期間每次不得逾一年，如有必要得延長之，並以一次為限。已

無蒐集必要者，應即停止之。」； 

第 3 項：「依第一項蒐集之資料，於達成目的後，除為調查犯罪行為，而有保存

之必要者外，應即銷毀之。」 

 

雖本條立法說明中強調其係參考德國警察法而制定，然，在我國實際適用的

結果是，其已成為目前刑事犯罪追訴實務（而非僅止於維持治安目的）於偵查的

前置階段運用跟監手段的法源依據485，在此觀察基礎下，除「須為偵查重大犯罪」

此要件與德國刑訴法 163 條 f 所規範之長期跟監486相同外，其他不論是實體或程

序要件均與其有極大出入，簡單整理如下： 

1. 我國法限制僅得對「無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的行為或生活情形」為跟

監；德國法（不論是刑訴法或警察法）並無此限制； 

2. 在令狀的核發上，德國刑訴法係採相對法官保留原則（不論偵審，皆由

法官核發，檢察官僅於情況急迫致有延宕偵查危險時始有緊急核發權，

                                                       
485 此應為多數學者及實務的認知，對此請參本文前揭註 456 之說明。不同意見雖謂「此屬預防

犯罪之警察行政措施，與犯罪發生後偵查行為監視之警察司法作用不同」（→李震山，註 342

書，頁 312），然本文認為，對我國而言，此論述僅具理論上意義，畢竟，實務上對本條的操作

就是肯認該監視行動所得相關資料可以「超越行政預防的目的」而於後續刑事偵查程序中使用，

且警察發動此措施時，亦難謂其尚未察覺重大犯罪將被違犯之「犯罪嫌疑」，故將之定位為於偵

查前置階段會發動的一般性偵查措施，應屬較為實在之作法；當然，一勞永逸的方式應是在刑訴

法中亦對此直接規範，然在立法者有所動作以前，警職法的相關規定既然肩負作為此等一般偵查

措施發動上實際法源依據的任務，則將之與德國刑訴法放在同一「高度、層次」上比較，應無不

妥。 
486 對此之介紹，請參本文【第三章 第三節 第二項 二、長期跟監、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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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須於三日內由法院追認）；我國則似僅考慮到其行政屬性而採「長官

保留」； 

3. 我國並未如德國法將可反映比例原則（最小手段性）的「輔助性要件」

（如「於採取其他偵查措施對案情偵辦無幫助或有重大困難」）明文規

範於要件中； 

4. 在「跟監期限」方面，「兩天以上、至多（包含一次延長的）六個月」

（德國刑訴法487之規定）與「最多兩年」（我國警職法之規定）間的極

大差異不證自明，而更令人擔憂的顯然是因為這段落差所導致對受跟監

人隱私權、資訊自決權侵害「程度」的擴大與加深； 

5. 關於資料的後續處理部分，德國係回歸刑訴法本身的一般性規定─第 

101 條各項─加以處理；然在我國，本條的除外規定「因調查犯罪嫌疑

或其他違法行為，有保存必要者」，其最長保存期限為何？學者認為，

此屬立法之明顯疏漏，應對警職法 18 條第 3 項「除法律另有特別規定

者外，所蒐集之資料，至遲應於資料製作完成時起五年內註銷或銷毀之」

為限縮解釋，即認其中所稱「法律有特別規定」，係指「短於五年」者

而言488，在此脈絡下，跟監所得資料的最長保存期限為五年。 

 

本條最嚴重的問題當屬第 1 點，亦即，在德國法的大架構下強行置入美國法

「合理隱私期待」的概念，不僅理論上有所扞格，在實務上勢必也將面臨難以操

作之窘境489。 

 

二、監視錄影器的設置與利用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0 條： 

第 1 項：「警察對於經常發生或經合理判斷可能發生犯罪案件之公共場所或公眾

得出入之場所，為維護治安之必要時，得協調相關機關 (構) 裝設監視器，或以

現有之攝影或其他科技工具蒐集資料」； 

                                                       
487 雖德國各邦之警察法對此可能有不同規範（→如 24 小時、一星期、一個月不等，詳細舉例可

參黃齡慧，註 224 論文，頁 90），不過，相較於最多 2 年的我國，仍屬「小巫見大巫」。 
488 林明鏘，註 471 文，頁 119。 
489 黃齡慧，註 224 論文，頁 91。 



 155

第 2 項：「依前項規定蒐集之資料，除因調查犯罪嫌疑或其他違法行為，有保存

之必要者外，至遲應於資料製作完成時起一年內銷毀之。」 

 

由於不論在（事前的）發動要件、（事中的）執行過程或（事後的）後續處

理層面，本條的規範均過於粗略，然，其對「不特定多數人」基本權之干涉程度

絕對與我國設置監視器的密度成正比；因此，學說上對本條的討論尤重「如何以

比例原則謹慎解釋」之層面，析述如下： 

 

1. 缺乏令狀要求，毋寧是本條在程序面上被質疑的大重點；對此學說多

認為，至少也要與其他如長期跟監、線民設置等蒐集資料措施「標準

一致」，即採長官保留490－畢竟，是否有所謂「經常發生或經合理判

斷可能發生犯罪案件」之情事，若要依憑「警察經驗的自我觀察及相

關犯罪統計數字491」加以判斷，則能掌握整體相關資訊的，應係有指

揮權的長官，而非個別警察； 

2. 實體要件「為維護治安之必要、經合理判斷可能發生犯罪案件」過於

空泛，有在犯罪類型上予以特定化之必要－亦即，「應著重在容易對

人民生命或身體有造成侵害之暴力犯罪場所、或發生搶案竊盜，尤其

是汽車竊盜等對人民財產有損害之犯罪案件，易發生此類特定案件的

處所才適合裝設492」，同時應再具體化得為監視的「地點、期間」或

要件化其判斷要素493； 

                                                       
490 林明鏘，註 471 文，頁 118；李震山，註 21 文，頁 121；林錦鴻，警察運用監視器之法律問

題分析－以警察職權行使法為中心，台灣大學法研所碩士論文，2006 年 6 月，頁 136。更有進一

步認為應開放附近的地方自治團體、社區、學者專家或其他民間人權團體參與裝設與否的決策

過程，陳運財，註 20 文，頁 94；蔡庭榕、許義寶、梁世興，監視錄影系統法規範之研究，警大

法學論集，14 期，2008 年 4 月，頁 21。 
491 蔡震榮，註 211 書，頁 159。 
492 陳運財，註 20 文，頁 94。 
493 如范姜真媺認為，設置密度不得涵蓋整個特定區域而僅得針對「一些個別的犯罪死角」（→

范姜真媺，註 19 文，頁 40）；蔡庭榕、許義寶、梁世興則認，包括同一期間之犯罪發生率、經

常發生之犯罪屬何類型等要素，「法條雖未明白規定，仍宜予重視考量之」，畢竟「以該場所經

合理判斷可能發生犯罪為由，作為監視裝設之要件，即或有事理上之關聯性，但是否得通過比例

原則檢驗，殊值懷疑」（→蔡庭榕、許義寶、梁世興，註 490 文，頁 16-17）；亦有自犯罪學上

「犯罪熱點（Hot Spot of Crime）」理論出發，認為在公共治安與人權保障的調和下，監視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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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條文雖未明文，但基於有疑利基本權人之解釋原則，「裝設監視器或

以現有之攝影或其他科技工具蒐集資料」之國家行為均應限於僅得「公

開」為之，因為「相較於隱藏的方式，公開的監視錄影設備一般而言

被認為是影響人民權利較輕微的方法，蓋當事人知悉受監視之事且能

夠對之有所反應並調整自己的行為494」，且從另一角度觀之，「公開」

所產生的嚇阻性方能與其「維護治安」的立法初衷相呼應； 

4. 應置入「透明化」之相關要件，包含事前一般性的告示、事後對相對

人的通知、監視錄影資料提供犯罪偵查使用之要件與程序、事後監督

機關、救濟程序的教示等495； 

5. 所蒐集資料的保存與利用，與本文前述的討論相同，本條第 2 項有關

保存期間之除外規定，應解為仍受本法 18 條第 3 項最長五年之限制，

利用上並受警職法第 17 條之「需與蒐集目的相符」之限制；學說並認

以法律明訂關於「資料的利用要件－如專責管理機關設置、設立調閱

門檻等」，與資料的合法蒐集間具有「唇齒關係496」，重要性不容小

覷。 

 

另外，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於，若考慮到監視攝影資料在（後續）刑事偵查實

務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則應有必要於刑訴法中亦為明確規範，即如陳運財所言：

「在公開場合未得本人明示同意下，作為犯罪偵查手段的監視攝影，因涉及干預

憲法保障個人的隱私權益，應定位為強制處分…關於監視攝影如有作為偵查處分

之必要，應於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以合於法律保留原則497」。 

 

                                                                                                                                                           
僅在裝設地點須反應危害行為的「熱門區域」，在設置機型與啟動時點上亦須反應危害行為的「熱

門時段」，林錦鴻，註 490 論文，頁 138-139。 
494 蕭文生，註 18 文，頁 254、258；相同見解，黃齡慧，註 224 論文，頁 75-76、89；林錦鴻，

註 490 論文，頁 142-143。 
495 蔡庭榕、許義寶、梁世興，註 490 文，頁 17；李震山，註 342 書，頁 311；林錦鴻，註 490

論文，頁 140-142、151；黃清德、陳斐鈴，公共場所監視錄影器設置與基本人權的關係－以資

訊自決權為討論重心，警專學報，3 卷 6 期，2005 年 10 月，頁 96。 
496 亦即，如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所表示的，「若資料後續之利用無法律上足夠保障之可能時，該

資料之蒐集亦屬違憲」，李震山，註 21 文，頁 121。 
497 陳運財，註 20 文，頁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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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間接取得資料（資料的傳遞與利用）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6 條： 

第 1 項：「警察於其行使職權之目的範圍內，必要時，得依其他機關之請求，傳

遞與個人有關之資料。其他機關亦得依警察之請求，傳遞其保存與個人有關之資

料」； 

第 2 項：「前項機關對其傳遞個人資料之正確性，應負責任。」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7 條： 

「警察對於依本法規定所蒐集資料之利用，應於法令職掌之必要範圍內為之，並

須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但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8 條： 

第 1 項：「警察依法取得之資料對警察之完成任務不再有幫助者，應予以註銷或

銷毀。但資料之註銷或銷毀將危及被蒐集對象值得保護之利益者，不在此限」； 

第 2 項：「應註銷或銷毀之資料，不得傳遞，亦不得為不利於被蒐集對象之利用」； 

第 3 項：「除法律另有特別規定者外，所蒐集之資料，至遲應於資料製作完成時

起五年內註銷或銷毀之。」 

 

一言以蔽之，上開規範警察蒐集資料後續處理層面的條文，「在干預的要件

設計上過為空泛，同時大開例外之門」。以第 16 條的資料傳遞為例，所謂「目

的範圍內之必要情形」在實際運作上等於係對警察機關與其他行政機關彼此調閱

資料的工作「毫不設防」，因為一方面而言，其雖有職務協助之實，但卻由於此

處的特別規定而毋庸再受行政程序法 19 條498較嚴格程序規範之拘束；另一方

面，搭配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第 1 款及警職法第 17 條但書「因法令

規定而可作目的外使用」之規定，無疑將使警察機關請求行政機關傳遞相關資料

輔助偵查、辦案之實際運作過程，更為「順暢」，其所將造成對廣泛人民基本權

的干預，令人憂心；另，再以資料保管的層面作說明，第 18 條 1、2 項係規範資

料在「對警察完成任務不再有幫助」時，應予刪除、銷毀並不得再為傳遞，然「任

務之完成」與否，在沒有其他客觀具體標準作衡量之前提下，勢必全憑警察主觀

                                                       
498 如需符合第二項之「請求協助原因」；第三項的書面要求；被請求機關可於有第四、五項情

事時拒絕協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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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經驗）之判斷，在警職法本身並未規範專責監督機關/機構499的現狀下，

流於「恣意」的風險將會升高，凡此，皆有於事前的發動要件上再為限縮之必要

500。 

又需注意者係，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3 條第 3 項雖規定「個人資料

電腦處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公務機關應依職權或當事人之請求，刪

除或停止電腦處理及利用該資料。但因執行職務所必需或經依本法規定變更目的

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然，在個人資料為警察所蒐集之情形，由

於其所連結的犯罪預防、偵查目的，屬該法第 11 條第 3 款毋須事前公告之事項

501，再加上偵查不公開，實難以期待當事人得以主動於犯罪之預防、偵查告一段

落時，主動請求追訴機關刪除、停止利用所有相關的行政/刑事資料，因而本條

之立法目的要能達成，目前似僅得依賴主管機關－包含警察機關及偵查機關－的

自制。 

 

四、臥底、線民設置 

有關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2、13 條所規範「利用第三人蒐集資料」之要件分

析與實務適用現況，前於本文【第三章 第三節 第二項 七、運用臥底、線民】

中已論及，在此即不多作介紹；重點仍在於，考慮到此等偵查措施設置本身及所

蒐集資料與刑事犯罪偵查之密切相關性、其帶有「詐欺本質」而對基本權加深、

擴大的干預性，若實務確有此需求，仍應將其明定於於刑事訴訟法中並附帶諸如

法官保留等程序面上的監督機制502，方屬妥適。 

 

 

                                                       
499 對此，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中亦未要求設置專職事後監督之機構，僅於第 17 條規定：

「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指定專人依相關法令辦理安全維護事項，防止個人資料被

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 
500 林明鏘，註 471 文，頁 120。 
501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1 條第 3 款：「左列各款之個人資料檔案，得不適用前條（→第

10 條：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在政府公報或以其他適當方式公告左列事項；其有變

更者，亦同）規定：三、關於犯罪預防、刑事偵查、執行、矯正或保護處分或更生保護事務

者。」 
502 李震山，註 9 文，頁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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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監督機制層次 

第一項 規範密度不足的行政監督 

綜合本文前於【第四章 第四節】中之討論即可知，現行法中有關「如何對

一般偵查措施的運用在行政層次予以合憲控制」之規範，密度顯然不足，這反映

在以下兩層面：其一是，就「對警察的監督」而言，在警察職權行使法已「授權」

警察可在其跨入犯罪偵查領域並「決定採取」眾多一般偵查措施的同時，對於該

等權限從發動到執行的整個過程，於該法或刑訴法中，均未見有任何關於檢察官

在事前、事中或事後可「介入監督」的蛛絲馬跡，某種程度上已然顛覆我國刑訴

法對偵查程序「檢為主、警為輔」的角色定位；另外，就「檢察官本身的內部監

督」而言，雖然法院組織法第 63 條即屬上級檢察官對下級檢察官個別偵查行為

得予「指揮監督」之規定，惟在程序上「如何避免上級檢察官藉監督違法偵查之

名行控制、左右個案偵查方向之實」所應有的相應規定（如指揮監督應以書面附

理由為之、應使個案檢察官在不服時有救濟、表明異議之管道等），仍付諸闕如

（進一步來說，是擱置於草案階段），如此一來可能造成的後果是：有基於前開

條文而發動行政監督的「量」，但卻無使檢察一體原則得以真正落實的「質」。 

 

第二項 成效顯然不彰的司法監督 

簡單來說，對於長期跟監、使用監視錄影資料、利用臥底線民隱匿探話甚而

挑唆犯罪等一般偵查措施運用過程，我國司法實務－至少就個案的判決理由予以

觀察－均抱持十分「開放」的態度，一方面對其以警職法（而非刑訴法）為授權

依據的現狀「並無微詞」，另方面亦顯少將個案中可能已逾越比例原則而屬違法

偵查的情節，連結證據禁用或其他實體脈絡的「法律效果」；對此，不論是從比

較法的觀點或單就我國學說上的討論（→詳細介紹請參本文【第四章 第四節】）

而言，均有重新思考之必要。 

 

第三項 我國特有的監督管道－監委約談？ 

在我國特有的五權憲法架構下，獨立行使職權的監察委員，是否對追訴機關

整體偵查過程的合憲性，亦有權監督？或者反過來問，若其果真可以行使調查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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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的方式「置喙」檢察官之偵查決定－如於何時，應發動何種措施，則是否已對

檢察官的「偵查權－即，其對於偵查之走向、方式等，原則上享有自由形成空間」

造成過度干預，而有違權力分立原則？以上問題在去年甫「重新開工」的監察院

於年底「約詢」兩位正在偵辦前總統陳水扁先生貪瀆案件之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

偵查組檢察官504後，確有重新省思之必要，對此，以下本文就兩部分加以說明： 

 

一、可能的法源依據 

依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7 條第 3 項、憲法第 97 條第 2 項、憲法第 99 條及監

察法第 6 條之規定505，監察委員有權對具有公務員身分之法官、檢察官，於其職

務上行為506有「違法或失職」情事時依相關程序提出彈劾案（→對人的監督）並

                                                       
503 調查權乃憲法賦予監委，使其得順利遂行其監察權之「工具」，亦即，調查權之發動及行使，

只是最終是否予以彈劾、糾正或糾舉等之手段，依此，其可親至或指派調查人員至其他機關「調

閱相關文件」並於事中/後要求相關人員「口頭說明、答覆」。相關條文如下： 

憲法第 95 條：「監察院為行使監察權，得向行政院及其各部會調閱其所發布之命令及各種有關

文件」； 

監察法第 26 條：「監察院為行使監察職權，得由監察委員持監察證或派員持調查證，赴各機關

部隊公私團體調查檔案冊籍及其他有關文件，各該機關部隊或團體主管人員及其他關係人員不

得拒絕，遇有詢問時應就詢問地點負責為詳實之答覆，作成筆錄由受詢人署名簽押（第一項）。

調查人員調查案件，於必要時得通知書狀具名人及被調查人員就指定地點詢問（第二項）。」 
504 相關新聞可參：「監委李復甸 約詢特偵組 3 檢」（中國時報，2008/09/17，A5 版）、「『干

預辦案』 檢察官協會嗆監委」（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sep/18/today-p3-3.htm，

自由電子報，2008/09/18）、「監委約詢檢察官 法界譁然」（聯合報，2008/09/18，A8 版）。 
505 憲法增修條文第 7 條第 3 項：「監察院對於中央、地方公務人員及司法院、考試院人員之彈

劾案，須經監察委員二人以上之提議，九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始得提出，不受憲法第九十八條

之限制」；憲法第 97 條第 2 項：「監察院對於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認為有失職或違法情事，

得提出糾舉案或彈劾案，如涉及刑事，應移送法院辦理」；憲法第 99 條：「監察院對於司法院

或考試院人員失職或違法之彈劾，適用本憲法第九十五條、第九十七條及第九十八條之規定」；

監察法第 6 條：「監察委員對於公務人員認為有違法或失職之行為者，應經二人以上之提議向監

察院提彈劾案」。 
506 我國監察實務雖確有以「職務外之行為不當、不檢→不符公務員服務法第 5 條及法官守則第

1 條之規定」為由作為彈劾個別法官之理由者（詳細介紹與整理，陳怡如，監察權對司法監督界

限之分析與建構－以第二、三屆監委為中心，憲政時代，29 卷 2 期，2003 年 10 月，頁

228-231；另參監察院 81 次會議決議：「監察法上之違法，是否僅限職務上之行為，並無明文規

定，但既未限制，自可就具體事實情節認定」），惟本文贊同洪家殷之見解，即「其職務外之行

為若確有損法官之身分時，自有行政上之懲戒程序予以處理，且所要求於法官者並不及於政治

責任，故在法律無明文規定之下（→德、日立法例即係在法有明文之前提下，始將對法官之追

訴、彈劾權及於「職務內外所有『違反基本法原則或憲法秩序』（德國基本法 98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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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調查權，惟就失職部分，通說基於其與違法無從明確區分，為免認定上產生

更多的模糊與恣意，認為應予刪除507；而於違法部分，一般亦認彈劾權之行使不

得觸及司法權亦受憲法（80 條）保障之「審判獨立核心領域508」，且發動時機

尚應受監察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第 2 項：「偵查或審判中案件承辦人員，與該承

辦案件有關事項，在承辦期間，應盡量避免實施調查。但如認為承辦人員有貪污

瀆職或侵犯人權情節重大，需要即加調查者，仍得斟酌情形，實施調查」之限制。 

又，就組織法的角度而言，檢察官係隸屬於行政權/院下的法務部，然是否

可據此推論，其「執行職務：實施偵查」亦屬監察法第 24 條第 1 項所稱「行政

院及其所屬各機關之工作」之一環而得成為監察院行使其對「事」監察權：糾正

權509之「針對客體」？ 

 

二、對「偵查權」行使「監察權」之界限 

本文認為，誠如大法官於釋字 325 號解釋中所言，不論是對人或對事的監察

權/調查權行使，在碰到「其他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受憲法保障」時，即應有

所退讓/節制，而「檢察官之偵查與法官之刑事審判，同為國家刑罰權正確行使

                                                                                                                                                           
『違反職務上義務/甚為怠於職務、顯有失法官威信』（日本裁判官彈劾法第 2 條）之行為」），

此種額外之期望、負擔恐不宜經由彈劾之方式，由法官承擔」，洪家殷，從監察院之地位，論監

察權對司法權行使之界限－以彈劾權行使之原因為對象，憲政時代，20 卷 1 期，1994 年 4 月，

頁 32。相反見解：「職務外之行為，不論是與職務具直接相關性或間接相關性，或是根本不具

相關性，但只要會影響司法信譽、司法威信者，均應納入監督事由之範圍內」，陳怡如，前揭

文，註 240。 
507 陳春生，從監察院之調查權論司法權與監察權之界限問題，憲政時代，16 卷 4 期，1991 年 3

月，頁 20；洪家殷，同前註，頁 29-30；陳怡如整理監察實務對司法權發動監察權之「理由」，

亦發現其多「於法有據」（最多者即屬公務員服務法、法官守則）而少見單純以失職為由對法官、

檢察官加以糾舉、彈劾者，相關介紹，陳怡如，同前註，頁 220-222。 
508 舉凡審判過程中證據之取捨、（確信）心證之形成過程、如何「適用法律」之見解、量刑之

輕重等，均屬之。耿雲卿，論國會調查權與司法審判權之分際，載：《憲法與法理學論叢》，上

冊，1984 年，頁 177：陳春生，同前註，頁 21；洪家殷，註 506 文，頁 31。另，釋字 325 號解

釋亦明白表示：「司法機關審理案件所表示之法律見解…監察院對之行使調查權，本受有限

制。」 
509 雖糾正權「實質、具體的法律效果」可能必須等到行政機關未為改善以致發生違法失職情事、

構成懲戒事由方得顯現，然「一旦通過糾正案，對受糾正之機關，實質上將產生心理上的強制

力，係屬無庸置疑」，陳春生，從權力分立原則論我國監察權之行使與定位，載：氏著，《論法

治國之權利保護與違憲審查》，2007 年 3 月，頁 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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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重要程序，兩者具有密切關係，除受檢察一體之拘束外，其對外獨立行使職權，

亦應同受保障」（釋字 325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釋字 392 號解釋也再度重申，

檢察官所職司的偵查與追訴，目的乃在達成刑事司法任務，「在此一範圍內之國

家作用，當應屬廣義司法之一」，換言之，此時應側重者乃檢察官所執行職務之

「司法性」而非「行政性」，故其應非監察法第 24 條「促其注意改善」、第 25

條「逾二月未改善時得質問有關部會」之監委糾正權指涉範圍。 

進一步來看，除上述大法官解釋的背書外，關於「偵查權與審判權相同，有

其『獨立而不可侵犯』領域」此結論，本文所探討的偵查程序自由形成原則正好

提供了另一個適切的觀察角度，亦即，當刑事訴訟法本身已因應偵查彈性、靈活

性之事物本質而放寬對其之規範密度時（包括偵查不公開、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

等），對檢察官所進行偵查活動「獨立性」的保障程度，自無低於審判權之理。 

 

回到本章一開始的問題，本文的看法是，當學者已經開始省思510，即使是「非

司法權行使核心」的監察權可介入監督事項，其行使亦應是在「是否已有其他內、

外部監督機制為妥善監督」（如對法官採取「司法院內部的行政監督511」、對檢

察官則有（內部）「檢察一體」512、（外部）「起訴審查、交付審判」等制衡機

制）之考量下，謹慎為之，則關於個案檢察官「對誰、於何時點發動何種偵查措

                                                       
510 蘇永欽對洪家殷註 506 文所發表之評論：「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司法獨立的憲法要求下，

司法權現有的監督是不是已經足夠？比方國賠、民事責任上、司法行政在司法院本身的監督，在

這些既存監督以外還需不需要外部的監督？...我個人的初步的看法，將來監察權如果要合理存

在，不應該再是如此廣泛，沒有選擇的對整個國家公權力的監督，應該考慮到每一個公權力內部

的監督和司法權本身存在的監督作一個配合，是不是把監察權的監督運用的更精緻、選擇性一

點...」，洪家殷，註 506 文，頁 39-40。 
511 釋字 530 號解釋理由書：「司法行政機關為使人民之司法受益權獲得充分而有效之保障，對

法官之職務於不違反審判獨立原則之範圍內，自得為必要之監督。法官於受理之案件，負有合

法、公正、妥速及時處理之義務，其執行職務如有違反，或就職務之執行有所懈怠，應依法促

其注意、警告或予以懲處。諸如：裁判適用已廢止之法令、於合議庭行言詞辯論時無正當理由

逕行退庭致審理程序不能進行、拖延訴訟積案不結及裁判原本之製作有顯著之遲延等等。至承

審法官就辦理案件遲未進行提出說明，亦屬必要之監督方式，與審判獨立原則無違。對法官之

辦案績效、工作勤惰等，以一定之客觀標準予以考查，或就法官審判職務以外之司法行政事

務，例如參加法院工作會報或其他事務性會議等行使監督權，均未涉審判核心之範圍，亦無妨

害審判獨立問題。」 
512「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行使偵查權所關之職務，例如實施偵查、提起公訴、實行公訴、擔當自

訴、執行判決等，本於檢察一體之原則，在上開規定範圍內，係受檢察總長或其所屬檢察長之

指揮監督」（釋字 530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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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決定，應屬「偵查權」受憲法保障獨立行使之範疇並構成「監察權」行使

之界限，無庸置疑。 

 

 

第五節  小結 

綜上所述，以法律保留原則、法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等法治國/憲法原則

加以審視，我國對於常用於刑事訴訟程序前階段的一般偵查措施，在立法層面仍

有極為迫切的規範需求－亦即，原則上應「保留」給刑事訴訟法依比例原則就相

關要件予以規定而不應由警職法「跨界授權」，而刑訴法（而非警職法）的偵查

概括條款也必須是在對各種偵查措施已具一定規範密度之前提下，始可發揮其

「因時制宜」的補遺功能，因而得以與法明確性原則相符；同時，在立法未臻成

熟之際，司法者（不論是個案審判的法官或對相關立法作違憲與否解釋的大法官）

在比例原則的操作上，恐怕就必須採取較為嚴格之基準－畢竟，從這些偵查措施

所干預基本權的態樣（從傳統基本權到新興基本權無所不包）及方式（隱密性、

處於發動進一步傳統強制處分的前哨地位等）看來，其往往已具「應強制處分化」

的潛質。 

 

最後，在監督機制方面，對「甚至違反現行法：警職法」相關規定而為各種

一般偵查措施的追訴機關－尤其是有偵查措施發動決定權的檢察官，在內部有來

自檢察一體的行政監督，外部則可藉個案法官於判決上的明確「表態」－必須注

意，除了最常使用的證據使用禁止宣告外，在國家可歸責性十分明顯、已違反追

訴犯罪初衷的國家挑唆案型，應考慮直接給予檢方「實體法上的不利益：如認定

此屬個人刑罰排除事由宣告無罪」－予以遏止，而無論如何，此部分（即偵查措

施的運用過程）應屬檢察官「偵查權行使的核心領域」，考量到權力分立/相互

尊重之層面，不宜將我國憲法 90 條以下之監察權，定位為我國所特有的、對檢

察官「偵辦過程是否過當/合目的性與否」的監督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