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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及建議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一條雖經二次修法，仍無法符合各界期

待，主要在於決策者仍徘徊於保障人權與維護治安，究何者為重，論者

多以保障人權為重，殊不知，所保障者究為犯嫌之人權，亦或被害人之

人權?此實有賴實務運作所得見解，並經有關學者專家之討論，尋覓出

可行之方向，再逐步修法。 

    按『緊急情況』係貫穿第一百三十一條逕行與緊急搜索的核心問

題，沒有緊急情況，逕行搜索既無由得實施，縱使具必要性或相當理由

亦然。因此，凡欲無令狀搜索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住宅或其他處所者，首

先必須要有緊急情況，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三款係明文化得實施之條

件，誠第一款及第二款雖未明訂須緊急情況，但解釋上仍以具備緊急情

況不及聲請令狀為宜。 

    如本文開頭所提，搜索在經歷了九十及九十一年兩次的修法後，雖

解決了部份爭議，但它的問題仍然存在。有鑑於此，本文於參考學說及

實務之見解後，嘗試提出以下修法建議，以解決現行有關逕行搜索產生

的問題，減少日後適用上之爭議。 

從逕行搜索之運作情形及本論文各章節之探討可歸納出以下幾點結論： 

 

一、搜索是強制處分中，除了羈押外，對於人民基本權利侵害最嚴重的

一種處分，因此，搜索原則上須要令狀。但我們必須承認有例外情

況，也就是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例如急迫性，必須賦予執行人員

例外的權限，得以無令狀進行搜索。但也因為事先未經法院審查，

事後救濟(包括一般救濟及特別救濟)即變得特別重要，惟此二者間

可能產生競合問題，此可透過同一法院審理獲得解決。 

 

二、顯而易見的，搜索雖經九十及九十一年兩次的修法，但問題仍未解決: 

        (一)在證據排除方面，第一百三十一條第四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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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做為證據。」因此，在事後審查程

序之類型中，準抗告與特別審查程序均有得宣告證據使用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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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明文，惟獨抗告部分未為相同的規定，另人費解(附帶扣押亦

同，只準用到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三項，未準用到第四項)。 

(二)對於同樣是無令狀搜索之附帶搜索(第一百三十條)、同意搜     

索(第一百三十一條之一)或另案扣押(第一百五十二條) (無論

是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所為)，卻無事後審查之特別救濟方式

(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三項之特別救濟)，此為立法漏洞一，但實

務則認為附帶搜索之立法目的在於保護執法人員之人身安全，

並非源自急迫性或緊急狀況，如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6 年度急搜

字第 41 號判決
287
。而刑事訴訟法亦未規定同意搜索須陳報法

院，自不應以類推適用方式加諸執行機關額外之義務，此應係

立法者有意加以區隔，而非立法漏洞。搜索程序若有瑕疵，自

可回歸準抗告程序予以救濟，且取得證物有無證據能力，亦可

留待日後由本案審理法院在行判斷。因此，執行機關毋庸就此

搜索結果陳報法院
288
。 

   (三)由司法警察(官)所發動的附帶搜索(第一百三十條)、同意搜索      

(第一百三十一條之一)或另案扣押(第一百五十二條)，準抗告

的一般救濟途徑未明文將司法警察(官)包攝在內。 

 

三、臨檢係警察勤務活動，性質上是一般性的犯罪調查，所使用的

盤詰檢查手段發現的各項疑點徵候，是「輔助質疑」的功能，僅

能做表面的觀察或探索，不可使用強制處分的搜索手段來深入探

求，更不能任意搜身或翻箱倒篋的搜索，故臨檢與搜索是不能相

提並論的，質言之，臨檢不是搜索，臨檢更不可逾越法定的必要

範圍。現今警察職權行使法中，並無「臨檢」字樣出現於條文中，

而是以「身分查證」取代臨檢態樣。 

    臨檢之對象以人為原則，對於場所之臨檢，應以之為人所得

                                                 
287 第案「搜索，經受搜索人出於自願性同意者，得不使用搜索票。但執行人員應出示證件，並將其

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錄。」】，刑事訴訟法第一三一條之一定有明文；上開規定即屬「同意搜索」，

雖亦屬無令狀搜索，但其適用要件並非「緊急狀態」或「急迫性」之搜索，而係受搜索人自願同

意接受搜索，自無從比照「逕行搜索」之事後陳報法院程序規定而適用，從而，執行搜索者毋庸

就其所進行之「同意搜索」程序向法院為陳報(臺灣高等法院 91 年庭長法律問題研討會之臺灣高

等法院研究意見參照。相同判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6 年度急搜字第 1、38、51 號，95 年度急

搜字第 13、27、35、51 號，94 年度急搜字第 38、42、47 號，。 
288 臺灣基隆地方法院九十一年一月份法律座談會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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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之場所來思考隱私期待的概念來接受較為妥當，當然的，對

私人住宅之臨檢是不合法的，因為這已經是搜索的範圍，應依照

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來發動，否則，以臨檢為名來檢查私人住所

就是違法搜索。 

          臨檢與搜索之差異，可分為以下七點：(1)主體之不同。(2) 

干預權利不同。(3)發動要件不同。(4)實施對象不同。(5)實施

內容不同。(6)實施強度不同以及(7)實施範圍不同。 

 

 四、違法逕行搜索所獲得之證據有無證據能力?也就是違反法定程序

所獲得之證據，是否一律排除其證據能力，而在無其他積極證據

下，判決被告無罪? 我國現行法雖已走向權衡法則，透過人權保

障與公共利益之均衡維護來審酌證據是否應予排除，但立法理由

中之七項原則究竟何者為重(在最新的實務判決中，就個人基本

人權之保障及社會安全之維護，依比例原則及法益權衡原則，予

以客觀之判斷時，其參考之排除基準較立法理由的七項多了一

項，亦即多了「違背法定程序時之狀況」＜即程序之違反是否有

緊急或不得已之情形＞
289
，又該如何審酌?不確定性因素太高，

是以，證據排除法則之操作應建立原則(原則排除)與判準，才不

致讓法官無所適從，例外部分(例外採用)交由實務來填補，並審

慎考量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之立法理由之七項「判準」是否

可採，將可採部分改列至法條中，而不應置於立法理由，以避免

現行條文中無明確規範可資遵循
290
。 

 

五、有關事後陳報與準抗告產生競合，亦即例如，一方面，檢察官發

動逕行或緊急搜索後，依法在三日內主動陳報法院，由 A 法官承

辦；另一方面，受搜索人於五日內向檢察官所屬法院提起準抗

告，由 B法官承辦。顯而易見的，如果同為事後救濟程序得予兩

度開啟，不但悖乎訴訟經濟的要求，也會產生裁判矛盾的疑慮，

若是 A法官以違法搜索為由而撤銷，B 法官卻以搜索合法為由而

                                                 
289 最高法院 92 年台上字第 2574 號判決。 
290 謝國欣，2005.04，頁 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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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回準抗告，則搜索之效力如何，便成疑問
291
。 

       其實在大多數情形底下，以上兩者的管轄法院其實是同一 

法院，此時，解決競合問題及避免分離救濟的方式，主要就是法

院內部的事務分配，同一搜索的陳報撤銷與準抗告，皆由同一法

官處理；不但訴訟較為經濟，並且不會產生裁判矛盾的現象。 

  

  六、2007 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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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修法建議： 

 

(一)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第一項建議修訂為：「偵查中檢察官認有搜索

之必要者，除第一百三十條、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三十

一條第二項及第一百三十一條之一所定情形外，應以書面記載前條

第二項有各款之事項，並敘述理由，聲請該管法院核發搜索票。」 

     

                                                 
291 同前註 173，頁 18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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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規定之無令狀搜索，包括第一百三十條之附帶搜索、第一百三

十一條第一項之逕行搜索、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二項之緊急搜索及第

一百三十一條之一的同意搜索，非僅有緊急搜索一種。本法第一百

二十八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檢察官聲請該管法院核發搜索票之除外規

定，僅將緊急搜索除外，似嫌疏漏。將來修法時，宜將第一百三十

條、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一百三十一條之一所定情形一併列

入除外規定，以求其立法之完備
292
。 

 

(二)於第一百三十一條增列第四項規定：「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第三項

規定，於前項之撤銷準用之
293
。」原第四項改列為第五項。 

 

        撤銷搜索之裁定，執行人員能否聲明不服，本法第一百三十一

條第三項漏未規定，參諸本法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第一、二項規定

法院擁有核發搜索票之決定權，及同條第三項規定檢察官及司法警

察官聲請核發搜索票經法院駁回者，不得聲明不服之立法精神，執

行前項無令狀搜索之執行人員，於執行後三日內依本條第三項規定

報告法院，經法院事後審核結果，認其搜索不合法而於五日內裁定

撤銷無令狀之搜索，並諭知發還扣押物者，執行人員對此亦不得聲

明不服，理論上始能前後一貫，俾讓執行人員於執行時能有所遵循。 
 

(三)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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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正移列第五項，並修正為：「違反本條規定逕行搜

索行為情節重大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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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第四百十六條第二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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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正為：「前項之搜索、

                                                 
292 同前註 53，頁 290。 
293 同前註 53，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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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押經撤銷且情節重大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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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索雖為取得證據最有效之手段，但此強制處分卻易於造成人民權

益之重大侵害，使用時自應特別慎重。故為落實人權保障，宜明定違反

本條之相關規定執行逕行搜索所取得之證據應予排除。至於違法之情節

是否重大，則應由法官據個案予以審核。爰參酌 2007 年 6 月 15 日制定

通過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六條第三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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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現行法對於逕行搜索取得證據禁

止之規定。  

 

(五)配合修正草案增訂四百十六條之二：「對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

官或司法警察所為下列行為有不服者，受執行人得以書狀或言詞敘

述理由向該管法院聲請撤銷或變更之：一、關於搜索、扣押之執行。

二、第二百零五條之二所定之行為。」「前項聲請期間為五日，自

執行完畢之日起算。」「法院受理第一項之聲請，得命執行人員所

屬機關於三日內以書面陳報執行情形及提出有關筆錄。」「案件於

偵查中，法院就第一項之聲請為裁定前，應徵詢檢察官之意見。」

「第四百十條第三項至第四百十四條之規定，於第一項之情形準用

之。」 

 

       受處分人對於司法警察(官)所為之附帶搜索或同意搜索，得否

類推適用準抗告之規定(第四百十六條)，事後請求法院救濟，此乃

法律漏洞，因準抗告之一般救濟途徑未明文將司法警察(官)包攝在

內，搜索扣押章節又未創設特別救濟途徑，故現行法適用結果，排

除最為重要且數量龐大之無令狀搜索之事後救濟。 

        

八、歸納修正後之條文如下： 

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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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核發搜索票） 

Ⅰ偵查中檢察官認有搜索之必要者，除第一百三十條、第一百三十一條

第一項、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一百三十一條之一所定情形外，

應以書面記載前條第二項各款之事項，並敘述理由，聲請該管法院核

發搜索票。 

 

第一百三十一條： 

（逕行搜索） 

Ⅰ 有左列情形之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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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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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因追躡現行犯或逮捕脫逃人，有事實足認現行犯確實在內者。 

三、有明顯事實足信為有人在內犯罪而情形急迫者。 

Ⅱ 檢察官於偵查中確有相當理由認為情況急迫，非迅速搜索，二十四

小時內證據有偽造、變造、湮滅或隱匿之虞者，得逕行搜索，或指

揮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行搜索，並層報檢察長。 

Ⅲ 前二項搜索，由檢察官為之者，應於實施後三日內陳報該管法院；

由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為之者，應於執行後三日內

報告該管檢察署檢察官及法院。法院認為不應准許者，應於五日內

撤銷之。 

Ⅳ 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第三項規定，於前項之撤銷準用之。 

Ⅴ 違反本條規定逕行搜索行為情節重大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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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百十六條： 

（準抗告之範圍、聲請期間及其裁判） 

Ⅰ 對於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下列處分有不服者，

受處分人得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更之。 



 - 165 -

一、關於羈押、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搜索、扣押或扣押物發還、

因鑑定將被告送入醫院或其他處所之處分及第一百零五條第三

項、第四項所為之禁止或扣押之處分。 

二、對於證人、鑑定人或通譯科罰鍰之處分。 

Ⅱ 前項之搜索、扣押經撤銷且情節重大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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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 第一項聲請期間為五日，自為處分之日起算，其為送達者，自送達

後起算。 

Ⅳ 第四百零九條至第四百十四條之規定，於本條準用之。 

Ⅴ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於聲請撤銷或變更受託法官之裁定者準

用之。 

 

第四百十六條之二： 

Ⅰ 對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所 為下列行為有不服者，

受執行人得以書狀或言詞敘述理由向該管法院聲請撤銷或變更之：

一、關於搜索、扣押之執行。 

二、第二百零五條之二所定之行為。 

Ⅱ 前項聲請期間為五日，自執行完畢之日起算。 

Ⅲ 法院受理第一項之聲請，得命執行人員所屬機關於三日內以書面陳

報執行情形及提出有關筆錄。 

Ⅳ 案件於偵查中，法院就第一項之聲請為裁定前，應徵詢檢察官之意

見。 

Ⅴ 第四百十條第三項至第四百十四條之規定，於第一項之情形準用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