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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我國現行逕行搜索規定之檢討 

 

第一節 §131Ⅰ之無票搜索要件 

 

第一項 合理之依據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二條乃搜索的通則，適用於一切搜索之情

形，即使法官或檢察官依同法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二親自執行搜索或司法

警察(官)依同法第一百三十一條逕行不要式搜索時亦然，並無例外的規

定。亦即，發動上開不要式搜索時，亦需有「合理之依據」始得為之；

換言之，刑事訴訟法特許之不要式搜索，乃同法第一百二十八條，而非

一百二十二條之例外規定。刑事訴訟法完全禁止國家機關在無「合理之

依據」時發動搜索的意旨。由此可知，法官、檢察官依第一百二十八條

之二親自所為之搜索，若無事前「合理之依據」，亦屬違法搜索。另外，

同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之各款事由，體系上也不過是第一百二十二

條「合理之依據」的具體類型。再者，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之要件，

必須於開始搜索前即已存在者為限，若係先行搜索，因而發現贓物或應

逮捕之人者，自與上開規定不合，不得以之回溯作為逕行搜索之依據
250
。 

 

 

第二項 急迫之要件 

 

    依照條文文義解釋，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規範之三款事由可知，

本條容許無令狀搜索，都是針對「被告」而來，而發動逕行搜索的合理

依據，如同附帶搜索般，已經由立法者予以明文化，因此，只要合乎法

定要件即可機械性的發動，既不須聲請搜索票，更不受「時間急迫不及

聲請搜索票之限制」。但根本的問題是，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款要如何

適用，因為被告一旦被發布通緝令，檢察官、司法警察官得逕行逮捕之

(第八十七條)，若搭配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來運作，為了要逮

捕待在家中的被通緝被告，就可逕行搜索其住宅，而無須令狀。這不僅

                                                 
250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1 年度急搜字第 1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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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字的基本解釋，也為學說所認同
251
。 

    但是若要強調逕行搜索的急迫性，本文以為，在文字的解釋上，各

種逕行搜索的態樣都應比照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與第二項辦

理，也就是必須符合「情況急迫」的要件方可。因為，我們很難想像，

單純的通緝令發布、拘票的簽發，為什麼就可以從「人身自由的拘束」

突破到「住宅安寧」的破壞上?這中間必然涉及到某種急迫狀況的產生，

才使得「住宅安寧」要作出讓步。另一方面，如此的解釋也是對現今濫

發通緝令的一種反動。舉例來說，違反動物保育法、集會遊行法，只要

傳、拘不到，都可以發布通緝，難到面對這些輕微的犯罪者，我們也可

以逕行搜索其住宅或其他處所嗎?當然不行。單純抗拒國家司法權的意

志，應該還不至於可以破壞到住宅安寧權的保障
252
。 

針對此一問題，我國學說及實務均認為不需要有緊急情況的存在為

必要，縱使警方有從容的時間足以去聲請令狀，也不必向法院聲請，即

可無令狀進入住宅內搜捕嫌犯，本文持保留的立場，茲探討如下
253
： 

學說上對於本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之適用，是否需時間急迫不

及聲請搜索票，有不同見解，分別說明如下： 

 

(一)法定要件發動說 

        本法四種無令狀搜索類型(附帶搜索§130、逕行搜索§131Ⅰ、

緊急搜索§131Ⅱ及同意搜索§131-1)，構成令狀搜索原則及法官保

留原則之例外。上列無令狀搜索情形，發動搜索的合理依據(即§122

Ⅰ「必要時」及§122Ⅱ「相當理由」之搜索門檻)，已經由立法者

予以明文擬制，因此，只要合乎法定要件即可發動，既不須聲請搜

                                                 
251 見李知遠，《例解刑事訴訟法》，2004 年 8 月，頁 184。從現實面的角度來說，現行法第一三一條

第一項的要件看似清楚、明確，反正對人可以緊急搜索，只要通緝犯待在家中，警察就可以衝進

去；通緝犯待在朋友家中，警察也可以衝進去。然而，沒有多少警察敢真的這樣做。大多數的警

察面對通緝犯、被拘提人滯留住宅內的情形，都會去申請搜索票。對此，侯友宜亦稱：「…實務

上第一三一條第一項『對人之緊急搜索』及第一三一條之一『同意搜索』，因發動標準難以客觀

認定，兼之事後文書作業繁瑣，一般外勤同仁顯少運用，絕大多數仍聲請搜索票後始執行搜索。」

見侯友宜，刑事訴訟新制之衝擊與實踐，發表於刑事訴訟新制之衝擊與實踐研討會，2004 年 10
月 6 日於台大法律學院國際會議廳，書面資料頁 7。  

252 那麼，增加一個要件，會不會讓司法警察更不敢運用第一三一條第一項之對人緊急搜索呢?不會

的，因為第一三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大家之所以不敢用，就是要件不明確所導致，將急迫情況要件

加入，正是要突顯出最基本的搜索原則：進入住宅搜索，原則上要有搜索票；只有在急迫情況下，

才能做緊急搜索。 
253 同前註 15，頁 11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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索票，更不受「時間急迫不及聲請搜索票之限制」，縱使檢警有從

容的時間可以去聲請令狀，也不受令狀原則之拘束，即無事先向法

院聲請搜查票之義務
254
。 

 

(二)緊急措施說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緊急搜索之立法目的，係本於

發生急迫之情況，時間上不及向法院聲請令狀，方構成令狀原則理

論的例外，亦即只有在緊急事態中，警方始得進行此種進入住宅內

搜索的行動
255
。因此，倘時間尚屬充裕，則與急迫情形要件不符，

仍需回歸令狀原則，向法院聲請令狀方得為之。 

 

    而實務對此問題不採取緊急措施的看法。實務見解基本上向來認為

縱使時間充裕，足以聲請令狀，也不必聲請搜索票即可進入住宅內搜

索，例如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九十年度上易字第一四五四刑事判決中

認為，警方翌日去搜索被告住處，亦可不必令狀。而最高法院九十年度

台上字第五九二九號刑事判決更明確表示只需考量是否符合第一百三

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即可，是否時間充裕足以聲請令狀的要素根

本不必考慮。 

    不過 2001 年，台北地方法院九十年度急搜字第一號刑事裁定中，

法院認為被告遭逮捕時已無機會再返回居住處所，時間充裕足使警方聲

請令狀，警方卻未聲請，而逕行進入住宅內搜索，違反第一百三十一條

第一項之規定，判定該次警方搜索行動違法應予撤銷。 

    本文認為對於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之無令狀搜索是否需有時間

急迫不及聲請令狀之條件存在，應採肯定之見解，理由如下
256
： 

 

第一、否定說主要理由在於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法無明文執行時須受

此項要件限制，此可透過解釋或立法方式彌補此闕漏。何況法定

要件發動說的見解忽略本法之立法目的，有違立法意旨。查民國

十七年公布之刑事訴訟法關於本條項之立法理由，明確界定在於

                                                 
254 林鈺雄，2001.09，採相同見解者尚有，郭棋湧，2001.10。柯慶賢，2001.06。 
255 同前註 32，頁 53-89。相同見解者尚有蔡墩銘教授，《刑事訴訟法論》，2001 年 2 月，頁 194。 
256 同前註 15，頁 12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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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實施急迫搜索之必要而允許之立場。蓋若必待有搜索票而後

搜索，必致時機坐失，犯人逃亡
257
。從而，法條用語上雖無「時間

急迫不及聲請搜索票」，但觀其立法理由明顯得知，當初立法授權

行政機關得無令狀搜索之理由，即在於情況急迫不及聲請令狀，

得構成令狀原則之例外，准予無令狀進入住宅內搜索。從而，本

條項適用之前提必須係時間急迫不及聲請令狀的客觀情況存在。 

第二、按搜索本質係屬急迫性、突襲性之強制處分，為兼顧不及聲請搜

索票之急迫情形，故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條規定之附帶搜索、

第一百三十一條規定之緊急搜索及第一百三十一條之一規定之同

意搜索，均屬無搜索票而搜索之例外情形。從而，此無令狀搜索

類型，僅為令狀搜索原則之例外，而非法定程序原則之例外。故

在緊急搜索仍須受緊急情狀，不及聲請令狀之法理基礎限制。 

第三、警方要無搜索票闖入住宅至少要被證實為係重罪犯的緊急追緝、

或證據立即緊急的遭受破壞、亦或是避免嫌犯的逃跑或為確保警

方、屋內和屋外人員的安全—等等急迫情事需要的產生，如果警

方時間充裕足以去聲請搜索票，則根本不符合急迫性的要求，因

為很難認同只要合乎法定要件即可無令狀進入住宅搜索，而置令

狀原則與人民隱私利益的保護於不顧。 

第四、就本條項之執行目的論而言：無令狀進入住宅搜索被告的目的既   

在防止被告逃亡，若警方的時間相當從容，足可令警方去聲請令

狀等待搜索票的核發，則何來防止被告逃亡之目的達成。在時間

從容下，根本不必害怕被告逃亡。那又何必要進入住宅緊急搜索

被告呢? 

第五、緊急搜索之法理基礎均係基於情況急迫，不及聲請令狀的產生，   

若警方的時間相當從容，可令警方去聲請令狀等待搜索票的核

發，卻可不必聲請而無令狀進入住宅內搜捕，則將與緊急搜索之

法理背馳，置人民隱私與居住之利益於不顧。 

第六、拉丁法諺：「急迫即無法律」(Necessitas non habet legem)，

於急迫情形，為通權達變，必然無法遵循通常程序，而須採取特

殊手段以因應緊急情勢。若無急迫情狀則應回歸令狀原則，以求

                                                 
257 徐朝陽，《刑事訴訟法通義》，1934 年 4 月，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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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在發現真實、訴追犯罪的利益外，並兼顧人民基本權利之保

障。因此，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實有考慮緊急情況之必要。 

至於如何判斷時間急迫不及聲請令狀，可參考美國 United States v. 

George 案
258
中，下級法院詮釋的以下情形之一：(一)嫌犯已知或確知隨

時有被逮捕的危險。(二)現有的證據即將被偽造、變造、湮滅或隱匿且

沒有立即逮捕嫌犯或扣押證據而須等待聲請令狀將無法保存證據現

狀。(三)現時嫌犯對執法警員本身或其他人民來說造成生命安全的威

脅。 

臺灣宜蘭地方法院九十四年度訴字三六○號判決：「……本案首應

審酌警察無搜索票進入被告之住宅，是否合法：由於搜索扣押之程序涉

及人民之隱私權及財產權，對此重要之基本權利，實不容實施追訴之公

務員任意為之，是原則上須依令狀為之，亦即警員應向法院聲請搜索票

始得為之。惟有在例外之情形，始容許無令狀之搜索。依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第 1 項第 1款之規定，因逮捕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執行拘提、羈

押，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確實在內者，雖無搜索票，得逕行搜

索住宅或其他處所。職是，警方依乙○○之情資，雖無搜索票進入被告

及朱○○之處所以逮捕具有通緝犯身分之朱○○，雖證人乙○○證稱警

察係未經其同意即帶同前往進入被告住宅內等語，然縱警察未得被告或

乙○○之同意，警察仍得執前開法條之規定，進入被告與朱玉霞共同居

住之住宅內，其適法性自無疑義。 

其次，警察為逮捕通緝犯朱○○合法進入被告之住所，惟此不代表

警察合法進入被告住所後，得無條件對被告身體實施搜索，仍應檢視對

被告身體實施搜索之程序是否具備法定要件：依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第

1 項規定，有：因逮捕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執行拘提、羈押，有事實足

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確實在內者。因追躡現行犯或逮捕脫逃人，有事實

足認現行犯或脫逃人確實在內者。有明顯事實足信為有人在內犯罪而情

形急迫者，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雖無搜索票，

得逕行搜索住宅或其他處所。本條例之法文明定針對被告之「住宅或其

他處所」，並未針對被告之身體，意即其目的乃在於進入處所以發現被

告，不包括對物之搜索。是警察為達到逮捕人（該條項第 1、2款），

                                                 
258 883 F.2d 1407(9th Cir.1989).轉引自王兆鵬，《路檢、盤查與人權》，2003 年 3 月，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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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防止犯罪發生（該條項第 3 款）之目的，得無搜索票進入住宅，惟並

未授權警察得以於未逮捕被告前，得以搜索人之身體。……逕行搜索應

僅限於被告之處所，本案查獲警員自被告身上實施搜索並因而搜得海洛

因 1 包，已逾越「發現被告」即對被告處所實施搜索之界限，故亦非屬

該條第 3款之事由。 

警察於合法進入之場所，得對合理懷疑其有犯罪嫌疑或有犯罪之

虞，或有事實足認其對於已發生之犯罪或即將發生之犯罪知情者，查證

其身分。又為查驗身分之必要，若有明顯事實足認其有攜帶足以自殺、

自傷或傷害他人生命或身體之物者，得檢查其身體及所攜帶之物，警察

職權行使法第 6條第 1 項第 1、2款、第 7 條第 1 項第 4 款雖定有明文。

然核依前揭查獲警員所述，警察於合法進入被告住處，即喝令在場之人

取出其身上物品，其目的難認係為查驗犯罪人之身分，且並未有何明顯

事實足認被告有攜帶足以自殺、自傷或傷害他人生命或身體之物。是警

察亦尚難執此規定搜索被告之身體。 

綜上所述，本案查獲警員於被告身體實施搜索取得之海洛因 1包，

係屬違背法定程序而取得之證據。……」 

 

 

第三項 逮捕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執行拘提、羈押者 

 

國家偵查機關行無票搜索時，必須以合法之逮捕、拘提或羈押為前

提，此處所謂逮捕，依文義解釋包括所有逮捕類型在內，包含通緝犯(§

87)、現行犯與準現行犯(§88)以及緊急逮捕等(§88-1)。至於「住宅或

其他處所」則不必限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所有，租屋或第三人所有者，

均含在內。 

惟有疑義者為「執行拘提、羈押者」。蓋因在執行羈押情形，因為

被告經拘捕及至裁定羈押之際，身體自由已受拘束，不生為「發現」被

告目的至逕行搜索；至於被告逃亡藏匿者，應屬通緝問題(§84)，從而

有學者認為執行羈押一語，實屬贅文
259
。 

                                                 
259 同前註 54，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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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學者有不同見解，學者指出，此處之羈押，應係指再執行羈

押而言
260
，由於本法對羈押決定程序，已經修正為羈押須經法官對犯罪

嫌疑人或被告為羈押訊問後，始得為之(參閱本法第一百零一條第一

項、一百零一條之一第一項)，因而只可能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到庭時，

法院始得為羈押處分(亦即當庭收押情形)。基此，殆不可能發生犯罪嫌

疑人或被告未到庭訊問，即由法官為羈押處分，再交由國家偵查機關據

該羈押處分，至民宅無票搜索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情形。唯一可能之例

外，可能係本法第一百十七條停止羈押後，法院命再執行羈押情形，蓋

法院命再執行羈押時，毋須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因而即可能發生法

官逕命再執行羈押，再由司法警察(官)為執行該裁定而進入犯罪嫌疑人

或被告住宅內搜索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基此，本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

項所謂羈押之執行，應只可能發生於再執行羈押裁定之執行而言，本文

從之。 

承前述，依本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國家偵查機關所行之

搜索，係與逮捕、拘提及羈押等強制處分結合，形成一連串有機結合之

強制處分鏈，換言之，概念上須將一連串之強制處分予以區分，始能判

斷各該強制處分是否受到法院撤銷裁定之影響而失效，例如警員依第一

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為搜索，且將搜出之人犯予以逮捕，如果法院認定搜

索違法而依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三項將搜索撤銷，此時，緊急搜索後之人

犯逮捕，其效力如何?是否亦將同時遭到撤銷，或因搜索遭到撤銷，因

而逮捕亦連帶成為違法而須將人犯釋放
261
?依同條第四款規定，審判時法

院得宣告所扣得之物不得作為證據以觀，此種情形應將所逮捕之人犯釋

放。 

依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為執行拘提之目的而有事實足認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確實在內者，可無令狀進入其住宅或其他處所搜索

之，然是否只要持有拘票，就可任意進行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

之逕行搜索呢?如果允許偵查機關持有檢察官所簽發的拘票後，可以依

照逕行搜索的規定徹底搜索住宅或其他處所，猶如讓檢察官的搜索權復

辟，因此，對於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的規定應予以限縮解釋，

                                                 
260 同前註 92。 
261 何賴傑，2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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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該條所稱之「拘票」，不包括檢察官所簽發之拘票，因此，若偵查

機關持檢察官所簽發之拘票搜索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住宅或其他處

所，所搜索扣押到之證據，自為非法扣押。 

我國舊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有簽發搜索票之權利，後於 91 年修

法，已去除檢察官之搜索權，但檢察官仍保有簽發拘票的權利，如此使

檢察官無搜索權但是否仍有拘提權，對此學說上有不同見解： 

(一)肯定說 

只要所進行之拘提合法時，便可以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一

條第一項逕行搜索找尋被拘提之人。質言之，拘提之執行須符合令

狀原則之要求，原則上應使用拘票，故可以藉由拘票之審查以代替

搜索票之審查，惟須注意的是，此時不得為發現證據為目的之搜索
262
。 

(二)否定說 

拘提之執行所影響者，乃被拘提者之人身自由；至於搜索則係

影響住家之安全與隱私權。現行法中，立法者之決定乃檢察官於偵

查中，雖可決定拘提與否，但是並沒有進行搜索之權。無論偵查或

審判之中，僅有法院始得決定搜索與否。職是，無論對人或對物，

檢察官都要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向法院聲請搜索票
263
。 

倘認為本條之拘票可以包含檢察官所簽發之拘票，將可能發生

警察機關持檢察官所核發之拘票搜索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處所，再

藉由附帶搜索或一目瞭然法則，變相地達成搜索之目的。是故，應

不包含檢察官所簽發之拘票進行之拘提。 

按搜索為隱私權的侵犯，拘提為人身自由的拘束，兩者涉及之

憲法權利完全不同；因此兩者之合法要件亦大不相同，此由本法第

七十五條、第七十六條之拘提規定及第一百二十二條搜索、第一百

三十條附帶搜索、第一百三十一條緊急搜索之規定即可明白。在住

宅內進行搜索同時侵犯人民隱私及人身自由之憲法權利，究為搜索

亦或拘提?由於本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將之定性為搜索行為，故

                                                 
262 同前註，頁 125 以下。 
263 王兆鵬，《當事人進行主義之刑事訴訟》，2002.11，頁 5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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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爭議。 

舊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准以拘票代替搜索票，其理

論基礎在於舊法時期簽發拘票及簽發搜索票之國家機關相同，故簽

發機關在判斷時，可同時考慮兩者之要件，但依現行法規定，除合

乎緊急狀況外，檢察官須有法官簽發之搜索票，才能進行搜索，但

本法第一百三十一條卻未隨之修正，使得持拘票之拘提亦可以成為

緊急事由，如此一來，司法警察可持檢察官簽發之拘票以拘提之名

進入住宅進行緊急搜索，再以附帶性搜索及保護掃視對住宅為完全

的檢視，使人民對住宅的隱私權期待蕩然無存，使得司法警察得以

檢察官之拘票規避法官之搜索票，如此結果，已牴觸本法欲將搜索

要件之判斷交由法官修法之目的。 

故本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實有不當，依本條存在之

理由，為舊法時期簽發拘票及簽發搜索票之機關同一，修正後卻未

隨同修改，在未再次修法更動前，在解釋本條時亦應如同舊法時期

之考量一般，限定在簽發拘票及簽發搜索票之機關為同一時，才能

適用，即司法警察只由持法官簽發之拘票時，才能依本法第一百三

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進行逕行搜索。   

另一方面，就法院所簽發之拘票，由於法院的審查不可能針對

警察持拘票侵入到第三人之住宅的情形予以審酌，所以就算是法院

事前簽發的拘票，亦應限縮適用逕行搜索的範圍，亦即只能本於該

拘票搜索被告的住宅，但卻不得對第三人之住宅為搜索，否則就是

違法搜索，其因此而扣押到的證據，亦自為非法扣押。 

綜上，因非法搜索扣押所得之證據，法院可於第一百三十一條

第四項的規定程序，撤銷該搜索，審判時法院得依第一百五十八條

之四認定其無證據能力。 

警方依合乎逕行搜索之要件進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住宅或其

他處所進行搜索時，於發現並逮捕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前，不得對其身

體實施搜索，縱為查驗身份，除有明顯事實足認其有攜帶足以自殺、

自傷或傷害他人生命或身體之物者，得檢查其身體及所攜帶之物，警

察職權行使法第六條第一項第一、二款、第七條第一項第四款雖定有

明文外。警察於合法進入被告住處，即喝令在場之人取出其身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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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其目的難認係為查驗犯罪人之身分，且並未有何明顯事實足認被

告有攜帶足以自殺、自傷或傷害他人生命或身體之物。是警察亦尚難

執此規定搜索被告之身體。 

 

 

第四項 因追躡現行犯或逮捕脫逃人 

 

本款中所謂「現行犯」係指犯罪在實施中或實施後及時發覺者(§88

Ⅱ)，只要犯罪行為尚在實施狀態中，或犯罪行為雖已實施完畢但被犯

人以外之人察覺均屬之。至於「脫逃人」，係指如犯刑法第一百六十一

條之脫逃罪之人
264
，蓋此兩種情形甚為急迫，若其匿入住宅或其他處所

後，必待取得搜索票而後加以搜索，則無以達追躡或逮捕之目的
265
。 

不過，脫逃罪之脫逃人本質上屬於「現行犯」(犯脫逃罪的現行犯)，

況且對該人也可能發布通緝，而有適用現行犯之餘地，因此，有學者認

為本條款所謂「因追躡現行犯」，已足涵蓋所有現行犯之「脫逃人」情

形，本款後段規定實屬贅文，將來修法時，似可考慮加以刪除
266
，本文

亦採相同見解。 

有學者認為本款之適用，由於通常均無拘票，故必限於緊跟現行犯

或脫逃人之後，始得侵入民宅或有人看守之其他處所逮捕之，且僅能逮

捕不能加以搜索，如為達逮捕之目的，而須搜索民宅或有人看守之其他

處所時，則應另外取得搜索票或拘票
267
。 

惟此一見解過於狹隘，例如在美國著名的 Hayden 一案中
268
，警方接

獲計程車司機報案，得知被告持槍搶劫計程車行且嫌犯已被他們跟蹤至

一特定房屋，警方被領至該屋後無令狀進入住宅內搜索被告，本案中警

方亦未自犯罪之現場立即或持續的追躡，然而聯邦最高法院卻支持這次

逮捕行動，依判決意旨所示，雖然警方並未緊跟於現行犯之後為追捕，

但若無令狀進入住宅逮捕的行動符合下列兩要件，亦適用『熱追緝』法

                                                 
264 概如非為追躡逮捕刑法第一六一條脫逃罪之脫逃人，而為逮捕現行犯之脫逃人，則可直接適用「因

追躡現行犯之規定」。 
265 同前註 15，頁 186-187。 
266 柯慶賢，2001.06，頁 14。 
267 同前註 58，頁 233。 
268 387 U.S.294(1967) 轉引自王兆鵬，《路檢、盤查與人權》，2003 年 3 月，頁 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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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首先警方須有相當理由相信已發生犯罪且有相當理由相信嫌犯在該

處所內。其次，需情況急迫不及聲請令狀。聯邦最高法院認為本案均符

合且若要求警方聲請令狀，將嚴重危及警員及人民生命的危險，故承認

得適用 『熱追緝』法理而無令狀進入住宅搜索，即為明證。 

因此，本文認為本款之解釋，重在急迫情況之需要，而不在於『緊

跟現行犯之後為追躡』，縱使檢警未立即持續的緊跟於現行犯之後為追

躡，仍應准許檢警無令狀進入住宅搜索。 

另外，若警察進入住宅後，無法立即發現被逮捕人而加以逮捕時，

則警方必須靠搜索的行動加以發現被告藏身之處，並非無法立即發現被

逮捕人後即行退出。蓋本條項規範之目的在於發現被告，至於用何種強

制處分之手段並未加限制。惟需注意本條項之緊急搜索係對人搜索，警

方於執行搜索時應受發現被告目的之限制，亦即須注意此搜索僅能搜索

可能藏人之處，若於發現被告後，不得再為其他搜索。 

 

 

第五項 有明顯事實足信為有人在內犯罪而情形急迫者 

 

本款規範之目的，係為發現住宅或其他處所內之現行犯而特許執行

人員進入為無令狀之搜索以便加以逮捕及阻止其繼續犯罪以防止危害

之擴大。本款的問題在於一、何謂有明顯事實足信?二、情形急迫應如

何認定?以下分述之： 

一、所謂有明顯事實足信有人在內犯罪，即須先有客觀之事實發生，如

在住宅或其他處所外聽見有呼救聲、哭叫聲、激烈格鬥聲或聞有槍

響，依此即足以推測有人在內正實施犯罪，而非單僅憑個人主觀之

臆測決定
269
。且「足信。以有人在內犯罪為限，如非犯罪，實務早

期認為，則無本款之適用(三三院字一四五八)，其後改變見解認為

執行後究有無發現犯罪情形並不影響偵查人員執行本款行為之適

法性
270
。 

                                                 
269 褚劍鴻，《刑事訴訟法論》，2001.09，頁 193。 
270 司法行政部刑事法律問題彙編一八六○。問題：警員耳聞私宅樓上賭博，四圍關緊，乃越牆爬窗

入室搜捕，賭徒聞聲逃逸無蹤，亦查不出賭具，賭資隱藏所在，問警員搜索，是否合法。結論：

採肯定說。認為賭博罪，除刑法第六十六條在公共場所賭博外，尚有第二百六十七條以賭博為常

業及第二百六十八條意圖營利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等情形，若有客觀事實，足信有諸類賭



 - 147 -

至於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之保全被告與保全證據競合

的問題，我國實務自最高法院以下，由於下述原因，產生了本土特

殊的競合問題
271
。 

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有事實足認有人在內犯罪而情

況急迫者」，實務認為該條項之適用，不須要該犯罪「正在」發生，

因而產生為保全可能留在屋內的犯罪證據，無令狀緊急進入住宅內

搜索的問題。 

最高法院向來將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之適用解釋成並

無執行目的之限制，既在保全被告也在於防止證據有無遭偽造、變

造、湮滅或隱匿之虞的保全證據。 

實務認為不須該犯罪正在發生，警方亦可依第一百三十一條第

一項第三款，緊急進入住宅內搜索。例如最高法院九十年度台上字

第五九二九號刑事判決一案中，警方發覺後翌日才發動搜索行動，

扣押屋內走私洋菸，法院仍認為符合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

規定。 

此外實務亦認為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之適用，既在保

全被告也在保全證據。例如臺灣板橋地方法院九十年度聲字第二三

○四號刑事裁定認為「非緊急搜索，上開物品顯有遭湮滅之虞而情

形急迫，職是，本院審核結果，認為警方無令狀進入住宅內進行搜

索，認臺北縣警察局中和分局逕行搜索，核與本法第一百三十一條

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尚無不符。」 

從而，我國實務上便於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產生保全

證據與保全被告搜索競合的問題。關此，有提出以下看法
272
： 

一、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應確立在保全被告，而進入住宅內搜捕。

在此前提下，應不得認為警方為保全證據目的係依第一百三十一

條第一項無令狀進入住宅內搜索。 

二、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有事實足認有人在內犯罪而情

況急迫者」立法文字並不妥適，使實務上誤為曾經有人犯罪而遺

                                                                                                                                                 
博，雖在私人住宅，司法警察仍得實施非要式搜索。至該司法院解釋(33 院字 1458 號)，僅謂如

無刑法  第二百六十七條及第二百六十八條情形，不得拘捕，對於私宅，如有刑訴法第一百三十

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情形，司法警察仍進行搜索，從而本件警察搜索，係屬合法。  
271 同前註 15，頁 188。 
272 同前註 15，頁 18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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留在屋內犯罪證據亦屬之。 

三、警方在屋外僅憑民眾或線民報案，以形成緊急搜索住宅之相當

理由，但該條款之「情況急迫」要件並不足以限縮此種類型。蓋

因該犯罪發生在屋內，除非聲響很大，例如槍聲、鬥毆收或呼救

聲，否則外界不易得知，尤不排除有人惡作劇或狹怨報復，惡意

報案通知警方偽稱某民宅內聚眾賭博或發生兇殺案。若法院認定

無令狀進入的標準過於浮濫將使人民居住安寧與隱私權遭受極

大威脅，有欠公允。故應加以限縮至「重大犯罪類型」方得加以

適用。 

所謂「重大」與否，主要係以該犯罪有無侵害到個人人格、

信用、財產權以外之個人生命、自由法益，或有無危害公共安全

法益。例如警方受理報案據稱有人在屋內裝置炸彈即屬之。 

  其實，重大犯罪發生者之修訂，即在強調犯罪現時發生於住

宅內，須緊急進入住宅內阻止犯罪之發生，以免危害到人身安全

與公共利益。如果犯罪本身並未危害到人身安全與公共利益，例

如賭博、偷拍、竊聽竊錄，則顯然難認為客觀上存在急迫性而與

緊急搜索的法理基礎相符，警方仍須取得令狀後方得進入住宅內

搜索。  

     因此，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應解釋為「有重大犯罪

發生者」較為妥適。 

此外，亦有衡諸本案之犯罪情事，有無可能會持續性經營，以

判別情況是否急迫至證據有滅失之虞為斷。例如臺灣高等法院台南

分院九十年度上易字第八五一號刑事判決，該案中警方接獲密報，

指稱有人在屋內賭博，警方便無令狀進入住宅內搜索。承審法官認

為衡諸若有賭博情事，應會持續性經營，司法警察機關仍可繼續蒐

證，應無情況急迫證據有遭湮滅之虞，因此認為與本法本法第一百

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急迫性」要件不符。 

另，最高法院認為，不論是警方先知有犯罪發生而進入住宅，

亦或先進入住宅再發現犯罪，均認為符合本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

項第三款之規定，換言之，實務認為警方可先無令狀進入住宅搜索

後，若發現有犯罪證據，即符合本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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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例如最高法院八十九年度台上字第二七七二號刑事判決「本

案原搜索之對象雖與上訴人有親戚關係且住在隔壁之楊○○，而非

上訴人，但警方於查詢中進入上訴人住處時發現偽造序號內碼之行

動電話並經與該電話號碼所有人聯絡確認係盜拷電話號碼之情形

後，茍未迅速查扣則必耽誤時機而有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

一項第三款之急迫情事，符合逕行搜索之要件，尚難認為搜索不合

法。」 

本案中，警方未持搜索票便逕行搜索應受搜索對象鄰居楊○

○，進入住宅後才發現屋主可能有偽造行動電話之序號內碼，經向

原電話號碼所有人聯絡確認犯行後，隨即查扣該行動電話，我國最

高法院認為與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急迫情事相符，搜索

行為合法。 

不過，下級法院卻有不同的看法，如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九十四

年度急搜字第二十九號判決卻有不同見解：「…縱然經搜索結果查得

被搜索人確有賭博犯行之情形，惟此乃經搜索後所獲知，尚難以此

推論搜索前即有事實足信情形急迫，否則警察單位對於犯罪之查

緝，在無急迫之情形下，均得逕行搜索，事後再執搜索結果輕易規

避令狀原則之要求，此不僅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

三款之規定相違，亦悖離憲法對於人民身體、自由、財產權利之保

護宗旨。」 

附帶一提的是，本款規範目的如前述，係為發現住宅或其他處

所內之現行犯而特許執行人員進入為無令狀之搜索以便加以逮捕及

阻止其繼續犯罪以防止危害之擴大，也就是犯罪實已發生，只是為

防止其危害繼續擴大；但實務上認為，本款規定之立法目的係在即

時阻止犯罪，避免法益侵害或侵害擴大，若犯罪已實質發生，或與

犯罪地已隔相當距離，無法及時阻止侵害法益擴大，自不得援引此

款規定，以為逕行搜索之原因。此為不同之見解。如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九十二年上訴字第一四五四號判決謂，證人黃碧根、張格

利於九十年八月二十七日十四時至十四時三十分許，至雲林縣斗南

鎮○○里○○路一一九號被告丁○○住處，取得第一級毒品海洛因

一包，於同日十四時三十分許至十五時許，返回雲林縣斗南鎮阿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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里崙子七七號證人黃碧根住處；準此，被告丁○○於該日十四時至

十四時三十分許，交付第一級毒品海洛因予證人黃碧根，犯罪行為

結束，已不及阻止。又被告丁○○ 與證人黃碧根之住處，固均同在

雲林縣斗南鎮，惟證人黃碧根尚須駕駛自小客車，始得前往被告丁

○○住處，二地顯有相當距離，亦已無法防止侵害法益擴大。是刑

警隊自不得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發動

逕行搜索，甚為明灼。以資參考。 

 

 

第二節 §131Ⅲ之事後審查機制 

 

強制處分係干預人民基本權利的行為已是通說，但不能反過來說所

有刑事訴訟的基本權干預行為就是強制處分，例如剝奪被告權利的有罪

判決，也是刑事訴訟的基本權干預，但有罪判決就不是強制處分。 

本項之規範重點在於，提供因逕行搜索之受搜索人(受處分人)之救

濟機會，其效果規定在同條第四項，也就是偵查機關於執行逕行或緊急

搜索後，未陳報該管法院或經法院撤銷者，審判時法院得宣告所扣得之

物，不得作為證據。然執法者所關心的是，事後救濟法院對於搜索合法

性的認定，對於本案審判法院就證據使用禁止問題之判斷，有無拘束力
273
? 

前已論及
274
，自條文解釋來看，審判時法院仍得自行判斷該證據是

否有證據能力。但從實務運作的角度而言，為維持法律的一致性，傾向

做出相同的認定。然此處所要進一步討論的是，本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

一項，係結合搜索與逮捕、拘提或羈押之規定，而依本法第一百三十一

條第三項規定，該搜索須受法院事後審查，但拘提、逮捕、羈押等強制

處分，本法另有合法要件規定，因而各該強制處分，仍須依各該規定處

理。例如依本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司法警察強行進入民宅搜索犯罪嫌

疑人且以現行犯加以逮捕。對於現行犯之逮捕，其逮捕要件及程序，須

依本法第八十八條、第九十二條第二項、九十三條等規定為之，而對於

                                                 
273 同前註 173，頁 194 以下。  
274 參考本文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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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行進入民宅為無票搜索行為，司法警察又須遵守本法第一百三十一條

第一項、第三項程序。依此，司法警察一方面須依逮捕規定(本法第九

十二條第二項)，將全案及被告移送檢察官，另一方面須依搜索規定(本

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三項)，將搜索情形於三日內報告檢察官及法院
275
。 

如此兩套程序，似無衝突，惟於實際運用時，並非毫無疑義。首先，

例如司法警察將犯罪嫌疑人解送檢察官後，檢察官如認為該現行犯並無

羈押事由或羈押必要時，即應將該現行犯釋放，(第九十三條第三項)，

此時，司法警察仍是仍須依本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三項規定，於三日內

向法院報告無票搜索情形?依本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三項係強制規定觀

之，此時司法警察仍應負保告義務，惟此時現行犯既已被釋放，仍要求

司法警察向法院報告，其意義如何，並非無疑。 

再如檢察官認該現行犯有羈押事由及羈押必要時，依本法第九十三

條第二項規定，即應於二十四小時內聲請法院羈押之。此時，受理羈押

聲請之法院，為判斷羈押是否合法，仍需審查司法警察先前所為之逮捕

是否合法
276
，基此即可論斷無票搜索行為之合法性，此時仍要求司法警

察依本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另行向法院報告搜索情形，其意

義何在，亦令人費解。況且如果受理羈押聲請之法院及受理搜索報告之

法院，並不相同時(由於羈押聲請之期間與搜索報告之期間並不一致，

羈押聲請必須於二十四小時內為之，而搜索則係於三日內為報告即可，

因而受理法院可能不一致)，即可能發生兩法院對於司法警察無票搜索

之合法性認定產生歧異。因此，如此兩套審查程序，雖然可以發揮法院

監督作用，惟其實施方式，若有重疊或衝突，即須考慮如何有效整合，

以避免發生評價矛盾情形。 

而於司法警察依無票搜索方式執行拘提時，無論係第一級拘提(第

七十五條一般拘提)、第二級拘提(本法第七十六條逕行拘提)或第三級

拘提(本法第八十八條之一緊急拘提)，只要被拘提人經檢察官聲請羈

押，亦可能發生上述受理羈押聲請之法院與受理搜索報告之法院不一致

而見解歧異情形。另於緊急拘提之程序，亦有其特殊之處。依本法第八

十八條之一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司法警察為緊急拘提後，一方面，應

                                                 
275 何賴傑，2001.08。 
276 此即一般所稱「拘捕前置原則」，另參照法院辦理刑事訴訟案件應行注意事項第三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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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請檢察官簽發拘票，另一方面，依本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三項應報告

檢察官及法院
277
。此時，程序上，司法警察就緊急拘提及無票搜索，應

只須向檢察官為一次綜合報告即可。而檢察官須就緊急拘提及無票搜索

併為審查，且須兩部皆合法時，始能簽發拘票。若檢察官認不應簽發拘

票，被拘提人即應被釋放(本法第八十八條之一第二項最後一句)；若拘

提人已被釋放，此時，依本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三項受理搜索報告之法

院，對於無票搜索行為，是否仍有審查之必要，即非無疑。蓋檢察官既

已認司法警察之緊急拘提或無票搜索不合法，何須法院重複為審查。若

檢察官承認緊急拘提或無票搜索合法而簽發拘票時，對於檢察官及司法

警察如此之偵查行為，受理搜索報告之法院，依據本法第一百三十一條

第三項之規範意旨，當然即有監督之必要，因而法院對該兩部行為皆應

審查。惟若被拘提人經檢察官聲請羈押，則亦會發生上述受理羈押之法

院與受理報告之法院審查不一致之情形。 

再就司法警察為執行法官之再執行羈押裁定而為無票搜索時，一方

面，司法警察須將被告(即被羈押人)解送指定之看守所(本法第一百十

七條第四項準用第一百零三條第一項)，另一方面，司法警察則須依本

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三項報告檢察官及法院
278
，此時，司法警察應向為

再執行羈押裁定之法院(原裁定法院)，報告該無票搜索之情形，亦即原

裁定法院與受理搜索所報告之法院，應為同一法院，蓋惟有原裁定法

院，對於裁定之執行成果，始有知悉之利益。 

再者，當逮捕、拘提係合法之強制處分時，原則上，法院即可認定

搜索亦為合法。但若搜索之執行本身不合法，法院仍得認該搜索不合法

而予撤銷。惟因逮捕、拘提係合法強制處分，因而搜索之撤銷，將僅只

於宣示效力，被逮捕、拘提之人仍應受逮捕、拘提效力之拘束而不應將

其釋放。 

立法者針對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創設事後審查機制，解釋論上，

其於審查搜索之合法性時，即不能將搜索與逮捕、拘提或羈押等分開審

                                                 
277 本法第八八條之一第三項但書，只規定應即報檢察官而不及法院，顯與第一三一條第三項規定矛

盾，此時，應適用第一三一條第三項規定，而第八八條之一第三項但書不再適用。會發生如此規

範矛盾之現象，應係立法者於修正第一三一條規定時，未同步修正第八八條之一第三項但書規定

所致。 
278 如於審判中，法院命再執行羈押時，司法警察依無票搜索方式而執行該裁定，即無依本法第一三

一條第三項向檢察官報告之必要，蓋案件已進入審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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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因而法院透過對於搜索之審查，實質上，其審查範圍已觸及逮捕、

拘提或羈押等強制處分。不過，由於本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涉

及數個強制處分之連結，而各該強制處分又各有不同之法律依據及程

序，因而為避免程序上發生衝突或矛盾，如何於實務上將各該程序予以

有效整合，將是未來處理本項規定必須面對之難題
279
。 

 

 

第一項 立法模式及評析 

 

違法搜索可能招致諸多不同的法律效果(權衡理論)，但對於刑事訴

訟法而言，最為重要的莫過於證據使用禁止(證據排除)的問題，討論之

前，應先對於事後救濟與證據使用禁止關係的立法模式，有所瞭解。在

立法例上，依照刑事訴訟程序有無單獨事後救濟及其與證據使用禁止的

拘束力關係，可略分以下模式探討
280
： 

 

一、依附模式 

 

指依附於本案審判(包含審前或準備程序)之模式。以搜索、扣押為

例，刑事訴訟法本身並無專門針對其合法性開啟的獨立程序，受干預人

也無單就其合法性問題聲請法院救濟之權利。對於同時採取證據排除法

則的法例(如美國)而言，搜索、扣押違法的主張其實就是證據排除的主

張，因此，得依附於本案審前程序而促使搜索、扣押接受法院的合法性

審查。 

 

二、獨立模式 

 

指獨立於本案審判(包含審前或準備程序)以外之模式，德國法就刑

事訴訟上之基本權干預，多採取此模式。此模式主要是本於「基本權受

公權力干預者，有權利請求法院救濟」以及「聽審原則」的憲法誡命而

                                                 
279 同前註 92。 
280 同前註 173，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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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Art. 191V, 103I GG)。在憲法優位性原則底下，包括搜索、扣押在

內的刑事訴訟上之權利干預，自然沒有置身事外的道理，問題遂集中在

關於權利保護利益的判定以及應使用何等救濟途徑的爭論。據此，德國

警員若因違法搜索而扣得毒品者，無論案件是否起訴，受搜索人得獨立

提請法院救濟；縱使是撲空的違法搜索，也不論案件最後是否起訴，原

則上皆得獨立提請法院救濟。此等立法模式的優點是審查範圍較大且控

制密度也較高，但因此所耗的司法資源，也是相當可觀。 

在具體規定方面，我國法欠缺拘束效力的明文，一來，事後救濟法

院縱使認定搜索扣押違法，也無禁止本案審判法院為相反認定的效力；

二來，縱使本案審判法院為相同的認定，違法也未必導出證據使用禁止

的結果(公共利益大於人權保障)
 281

。 

 

三、評析 

 

(一)掛一漏萬的例示 

2001 年修法時，曾就違法搜索扣押之證據使用禁止問題，增訂如下

條文：「前項之搜索、扣押經撤銷者，審判時法院得宣告所扣得之物，

不得作為證據。」(本法第四百十六條第二項)。注意，本項規定於體例

上係編列於準抗告，文義又謂「前項之搜索、扣押經撤銷者」，據此，

其適用範圍似乎僅限於「在準抗告程序之搜索、扣押經撤銷者」。然而，

撤銷搜索、扣押之情形，也可能發生在抗告程序搜索、扣押之撤銷(第

四百零四條)以及在逕行、緊急搜索(舊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三項)與附

帶扣押之撤銷(第一百三十七條第二項)，因而，其有無本條項的適用，

便成疑義。 

2002 年修法時，增列一百三十一條第四項：「第一項、第二項之搜

索執行後未陳報該管法院或經法院撤銷者，審判時法院得宣告所扣得之

物，不得作為證據。」其顯而易見的漏洞如下：1.搜索、扣押經抗告法

院撤銷的問題依舊。2.附帶扣押經撤銷(第一百三十七條第二項)的準用

規定(未準用第一百三十一條第四項)，未隨之修訂。3.司法警察(官)及

檢察事務官所為之附帶搜索、同意搜索、另案扣押(第一百三十條、第

                                                 
281 同前註 173，頁 19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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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三十一條之一及第一百五十二條)之事後救濟的漏洞仍在。 

上開立法漏未規定的問題，未來立法時，應予適度增訂明確，俾使

執法者有所遵循
282
。 

 

(二)付之闕如的基準 

這裡的問題是何種違法情況會招致證據使用禁止的效果
283
?2002 年

的修法未予規範，其實，如果不是採取確認模式，幾乎很難想像單純因

未予陳報就會產生何等嚴厲的法律效果
284
；況且，除非是偵查機關極其

惡意不予陳報的情況，否則，在偏好權衡觀點的我國證據禁止實務，也

很難單以未予陳報為由而宣告證據使用禁止
285
。 

 

(三)拘束問題的檢討 

本法對獨立事後救濟模式，依照通說的見解，搜索、扣押縱經事後

救濟法院撤銷，還是欠缺對本案審判法院的拘束力，換言之，也就是採

取「分離模式」。 

其實，依照我國立法與實務對權衡法則的偏好，分析拘束效力並無

太大意義，因為權衡觀點的特性之一，就是必須權衡違法搜索的情節和

本案犯罪的輕重等因素綜合判斷，因此，唯有本案審理的法院，才能做

出證據應否禁止使用的終局決定。在此前提之下，縱使認為事後救濟法

院對搜索違法性之認定，有拘束本案審判法院之效力，最後還是要由本

案審判法院權衡判斷違法與禁止的關係
286
。 

 

 

                                                 
282 同前註 173，頁 196-197。 
283 同前註 238，頁 251 以下。 
284 關於執行後程序對搜索扣押合法性之影響問題，國內文獻曾參照美國判例指出：「…違反這些事

後程序時，依加州法院判例，所扣得之證物，仍有證據能力【People v. Cooks (1983) 141 Cal.App.3d 
224,292】」。此外，遲延回報或漏記載之回執，並不因而無證據能力，除非被告能舉證該遲延對

其造成重大之不利【People v. Couch (1979) 97 Cal.app.3d 377】」，請參閱林鈺雄，2001.09，頁 71

以下。 
285 93 年度台上字第 1631 號判決，結論承認了違反事後陳報規定之搜索所得之證據的證據能力，其

理由謂司法警察「未陳報法院應係疏忽所致，而非惡意、恣意之違法取證」，是以，經法院權衡

後認定其對證據能力無影響。94 年度台上字第 4063 號判決則強調，§131Ⅳ之立法，並不改變本

法§158-4 賦予審判中法院就扣得證物是否有證據能力審酌之權。參林鈺雄，《干預處分與刑事證

據》，2008 年 1 月，頁 196-197。 
286 同前註 173，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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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小結 

 

     事後審查的目地即在於因為逕行搜索事前未經法院審核，而於事

後將逕行搜索之成果(包含發動原因)交予法院審查是否符合法律規範

之要件，其立意良善，但對於相關之配套措施未予整合，因而導致執行

機關在適用上產生爭議，對此，於立法未修改之前，基於保護人權之立

場，仍應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做最有利之解釋為宜。 

 

 

第三節 §131Ⅳ證據使用禁止 

 

按修正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四項之立法理由為：「為維程

序正義，避免緊急搜索權之濫用，對於執行緊急搜索後拒不陳報該管法

院或緊急搜索本即不應准許者，應將所得之證據排除，增列第四項。」

次按修正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十六條第二項之立法理由為：「前開處分嗣

後如經法院撤銷，已實施之強制處分程序因而失效，對該蒐證程序所獲

證據之證據能力即有所影響，如此當能抑制強制處分權之不當行使，爰

增列第二項規定，以約制法官及檢察官強制處分權之審慎行使。本法不

採排除主義(mandatory exclusion)，強制處分縱經撤銷，其所扣得之

資料或物，是否即不得作為證據使用，仍須視審判時法院之裁量而定，

並非因此一律否定其證據能力；若法院斟酌人權保障與約制犯罪之公共

利益之結果，認為後者之利益重於前者時，該等扣得之物自仍得採為證

據。」 

違法之強制處分所得之證據是否應加以排除本不可一概而論，像是

不正訊問所得之自白不具有證據能力，此乃強制以法律規定剝奪證據之

證據能力，因此法官必須遵守，無法自行裁量。申言之，此並非屬自由

心證之範圍，無證據能力之證據是被強制排除的，法官除加以遵守之外

別無他途。而搜索部份之規定，也就是本法第四百十六條與第一百三十

一條之規定，則是賦予法官裁量之權限(法官可以得，也可以不)，惟裁

量之結果充滿不確定性，對於立法理由之七項判準或實務之八項判準，

何者為先以及所佔之比重等均無明確之標準。不過，在嗣後於 2007 年 6



 - 157 -

月15日制定通過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六條有關緊急監察(無令狀通訊

監察)之規定中，其中第一項規定：「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

犯……為防止他人生命、身體、財產之急迫危險，司法警察機關得報請

該管檢察官以口頭通知執行機關先予執行通訊監察。但檢察官應告知執

行機關第十一條所定之事項，並於二十四小時內陳報該管法院補發通訊

監察書；」第三項規定：「違反本條規定進行監聽行為情節重大者，所

取得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據，於司法偵查、審判或其他程序中，均不得

採為證據。」明示採取凡違反本法(通訊監察法)規定情節重大者，所取

得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據，於司法偵查、審判或其他程序中，均不得採

為證據，該部法律，除了係第一部明文規範毒樹果實理論的條文外，同

時明顯分擔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的規定，也就是不再權

衡，不再交由法院依立法理由中的七項(實務八項)原則去作權衡，逕自

規定不得作為證據，可作為日後我國證據排除發展的一個脈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