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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違法逕行搜索之證據排除 

第一節 證據排除法則之基本思想 

    證據排除法則之基本思維係將違反法定程序所得之證據排除其證

據能力，也就是禁止在審判程序中使用違法取得之證據，藉以保障人

權，並嚇阻執法機關之不法，是對執法機關嚴格的制裁，因為，如此一

來，將使其努力偵查所搜得之證據被排除禁止使用，而可能造成不法者

逍遙法外。然而此與人民之法感情不符，因此，才有權衡理論的出現，

由法院審酌各種情況來判斷該違法所獲得的證據是否被排除使用，但缺

點是不確定性太高。未來，我們或許應該考慮，仿美國的作法，也就是

採強制排除為原則，再輔以例外不必排除的其他規定，期以明確之標準

執法，以保障個人基本人權，又能兼顧真實的發現。 

 

第一項 證據排除之內涵 

證據排除之內涵包括證據排除之意義與其適用範圍，於進一步探討

證據排除與違法搜索之關聯時，先予介紹如下 

 

第一款 證據排除法則之意義 

所謂「證據排除法則」，主要係指偵查機關違法蒐證取得之證據，

而審判者將該證據之證據能力與予以排除之法則，在此意義下，證據排

除法則以下幾個特點： 

一、證據排除法則之規範對象，依 2007 年 6 月 15 日通過之通訊保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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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示於司法偵查、審判或其他程序中，均

有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 

二、排除之證據，是指「國家偵查機關(人員)」違法蒐證所取得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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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197
。至於私人非法取得之證據，並不適用證據排除法則

198
。又所

謂偵查機關違背法定程序，解釋上應包括公務員教唆、指示或幫助

私人違背法定程序之情形，蓋此時私人為公務員手足之延長，如不

視同公務員所為，將等同廣開公務員歸避法律之後門
199
。因此，如

警察指派不具公務員身分之臥底人員進行犯罪蒐證，亦應等同警員

所為，而應受到相關法定程序之規範。此外，在刑事特別法中，有

諸多行政刑罰之規範者，往往蒐證之人員不一定是具有司法警察身

分之公務員，而係該特別法之主管機關人員為之，例如查緝逃漏稅

之稅務稽核人員，雖然渠等身分並非司法警察，但其「行政檢查」

之行為，同樣可能造成人民基本權之侵害，如過涉及蒐集被告違法

事證，其仍應受到憲法及刑事訴訟法之程序保障，故應將主管機關

之蒐證行為等同視之，應無疑義
200
。 

三、關於偵查機關並未違背法定程序而取得之證據，如過程中有侵害

人民憲法上基本權，是否應予排除，在德國法上稱為「自主性之使

用禁止」
201
，廣義而言，亦應屬證據排除法則討論之範疇。 

然而，在不同法制背景發展下，證據排除法則之概念有些許差異。

在美國，證據排除法則有其歷史發展之背景，最早係指政府違反禁止不

合理的逮捕、搜索與扣押之聯邦憲法第四條修正條款的保障而蒐集證

據，如檢察官於刑事訴訟程序中欲提出作為有罪之證據時，則應認其本

身不具有證據容許性（admissibility of evidence）之法則
202
 。 

依德國法上之觀點，證據排除法則稱為「證據使用禁止」，主要禁

止法院在審判程序中，使用已經取得之特定證據。換言之，法院不得將

該特定證據採為裁判之基礎，而應排除之。在瞭解證據使用禁止之意義

時，必須同時瞭解其上位概念：「證據禁止」。所謂證據禁止，係指特定

證據之蒐集、取得、提出或採用之法則，不但限制國家機關本於職權發

                                                 
197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雖規範「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始有

證據排除法則，惟根據最高法院判決依憲法之解釋，只要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如警察職權

行使法之臨檢勤務)取得證據，均有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參閱王兆鵬，《新刑訴·新思維》，2004
年 10 月，頁 3。 

198 黃朝義，《刑事證據法研究》，2000 年 4 月，頁 78。 
199 王兆鵬，《新刑訴·新思維》，2004 年 10 月，頁 3。 
200 顧正德，2005.11，頁 39。 
201 同前註 56，頁 513。 
202 同前註 198，頁 38。 



 - 110 -

現事實真相之義務，並且同時設定法官自由心證之外在界限。內涵上包

括「證據取得禁止」與「證據使用禁止」，所謂證據取得禁止，乃國家

追訴機關取得證據過程（泛指尋找、蒐集及保全證據）之行為規範，即

誡命國家機關取證過程為一定之作為或不作為。而證據使用禁止即指違

反證據取得禁止規範所得之證據，於訴訟上應否排除之問題
203
。 

由此可知，證據排除法則在美國法的觀點，認為是證據容許性之問

題，也就是某證據是否容許進入公判庭，呈現於陪審團前而言。德國法

則從審判者之角度切入，指法官是否禁止使用某項證據，而作為裁判之

基礎而言。證據排除描述、定義之方式不同，也同時反應出兩國審判構

造、證據能力認知之不同。但不同定義下所導致之效果係相同：事實認

定者不得藉由該證據之排除，來認定犯罪事實。 

 

第二款 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範圍 

 

究竟何種類之證據，屬於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對象、範圍，廣義而

言，證據排除法則導源於違法偵查，故只要違法偵查手段所可能取得之

證據，均在證據排除法則之範圍內。在偵查階段中，違法偵查之行為，

大致上可分為兩種類型
204
，即「對人之違法偵查」與「對物之違法偵查」。

前者係存在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或少數情況下之證人)之「違法偵訊」

行為，所取得是「供述證據」(如被告自白、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

陳述)；後者主要指搜索、扣押上等之「違法蒐證」行為，所取得的是

「非供述證據」(如物證、書證)。因此，廣義的證據排除法則，泛指違

法偵查所取得之證據資料是否排除其證據能力之法則，因此，無論供述

證據(如被告之供述、證人之證言)、非供述證據，均包括在內。 

然而，無論違法偵查取得之證據係供述證據或非供述證據，其在探

討證據排除能力時，因證據之本質不同，故排除之基準與思考方向可謂

                                                 
203 同前註 56，頁 499 以下。  
204 犯罪痕跡之留存有兩種，其一為，人經過知覺與認識之體驗而留存於記憶之情形；另一為留存於

上述以外物品之情形。人在經過知覺與認識所為之記憶與回憶，藉由口頭或文書加以表現，使法

院得以認識者，稱之為供述證據。另一方面，留存於人認識以外之物者，法院必須對其直接知覺

與認識者，為非供述證據。參閱黃朝義，《刑事訴訟法(證據篇)》，2002 年 11 月，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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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不同，也是供述證據與非供述證據區別之實益所在
205
。舉例而言，

在違法取得「被告自白」之情形，可能包括偵訊時未踐行告知義務(§

95)、未全程連續錄音(§100-1Ⅰ)，或違反夜間訊問禁止(§100-3)，或以

詐欺、脅迫、利誘或其他不正方法而取得之自白(§156)等有無自白任意

性，此一連串涉及被告自白證據能力問題，一般而言，係屬於「自白法

則」之處理範疇。相對地，非供述證據部分，除非屬於違法蒐集之證據

需加以排除外，基本上具有證據能力
206
。 

由上可知，在分類上，違法偵訊所取得被告之自白，雖係違法手段

下之產物，但一般係交由「自白法則」處理其證據能力之問題。而證據

法上所謂的「違法蒐集證據之排除法則」，一般而言，主要是適用於如

何排除違法蒐集之證據物部分(即非供述證據之物證或書證)
207
。本文係

採取此種之分類方式，亦即廣義之證據排除概念。 

 

 

第二項 證據排除之目的 

第一款 基本權保障說 

 

此說又稱為「保護個人權利說」，認為證據排除之目的，主要乃擔

保憲法基本人權免於國家機關不法的侵犯或干涉，故國家機關之追訴程

序，必須合於憲法保障基本人權之精神，方為正當。且諸多證據排除之

判斷標準，最後均會導向、回溯至保障基本人權精神
208
。 

此說可從兩個方向思考：消極方面，被告之基本全因國家違法蒐證

行為而造成侵害時，應由法院於訴訟上排除該證據，俾讓被告之基本權

「事後」獲得平反
209
。積極方面，在於證據排除本身，即向偵查機關宣

示任何不法取得之證據，均有可能於訴訟中加以排除，間接地有助於一

般國民，於平日免於遭受國家追訴機關可能之不法侵害，此與後述抑制

                                                 
205 黃朝義，《刑事訴訟法(證據篇)》，2002 年 11 月，頁 16。 
206 同前註，頁 16。 
207 同前註，頁 51。  
208 同前註 200，頁 52 以下。 
209 同前註 56，頁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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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偵查說避免下次之不法蒐證而言，可謂相互呼應
210
。 

 

第二款 司法純潔說 

 

此說又稱為「司法正潔說」(Judicial Integrity)，其立論要旨為

若法院於審判中使用警察非法取得之證據，等同於法院為政府非法之行

為背書，也等於寬恕政府侵犯人民憲法的權利，甚至間接鼓勵政府的非

法行為。美國聯邦最高法院亦於判決中，將證據排除與司法正潔等同視

之，要求聯邦法院不應成為故意違反憲法者之共犯
211
。 

此說最大缺點在於，包括憲法條文並無支持此說之依據，且長久以

來，法院皆於審判中使用違法取得之證據，也從不認為影響法院的正

潔。再者，當法院將證據排除時，將可能導致原本罪證明確之被告因證

據不足，而無罪開釋，讓原因有罪的被告逍遙法外，如此豈不削弱或減

損所謂的司法正潔。因此，由於上述之缺點，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嗣後的

判決在排除證據時，即不再以司法正潔為理論之基礎，只強調「嚇阻理

論」為證據排除法則之基礎。 

 

第三款 抑制違法偵查說 

 

此說又稱為「嚇阻理論」或「嚇阻效果說」，為美國證據排除最主

要之理論，其指出憲法人權法案在限制政府權力之行使，司法機關有責

任檢視政府行使權利時，有無逾越或違反人權法案。當執法人員違反第

四增修條文取得證據時，其目的無非希望能在審判中使用該證據，法院

若將該證據於審判中排除，等於除去政府違反第四增修條文的動機，也

達到限制政府權力行使的目的。故證據排除法則是有效防止政府濫權的

機制，且歷史經驗證明，刑事處罰、行政懲罰、民事賠償都無法有效遏

止政府違法濫權違反第四增修條文的權利，惟有將證據排除才是最有效

的方式
212
。故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曾言：「證據排除法則之主要目的在嚇阻

                                                 
210 陳運財，2004.10，頁 37。 
211 Elkins v. U.S..,364 U.S.206,222(1960)，轉引自王兆鵬，《美國刑事訴訟法》，2007 年 9 月。 
212 同前註 1，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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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將來的違法行為，以實現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對人民的保障。
213
」

是以，此說乃由美國歷史經驗所得，認為惟有藉由證據排除的方式，始

得有效「抑制」偵查機關將來違法偵查之動機，「預防」將來偵查機關

之違法取證行為，使人民免於遭受偵查機關非法偵查之潛在危險，進而

實現憲法防止政府濫權、保障人民基本權之目的。 

此說雖為美國證據排除主要之立論依據，但究竟證據排除能否產生

嚇阻的效果?迄今仍為爭論不休之重心
214
。蓋如果不能產生嚇阻之效果，

則該理論存在之價值，自成疑問。首先，學者指出並無實證研究資料顯

示，證據排除法則對警察有何嚇阻的效果。其次，即便在美國聯邦最高

法院採用證據排除法則之後，警察以非法方式取證之情形仍十分普遍。

其主要原因在於警察通常比較在意能否取得證據破案、逮捕被告，並以

此來衡量警之能力與升遷，至於將來審判之結果如何、被告是否被起訴

犯罪，警察並不關心，亦無意願去遵守聯邦憲法第四增修條文法律層面

之技術問題
215
。 

然而，美國亦有實證研究指出，證據排除法則實施後，確實發生嚇

阻不法之效果。如在 Mapp 案決定證據排除法則適用各州後，警察聲起

搜索票之數量急遽增多，即可證明之。另外，為避免證據於審判時遭排

除，警察部門也花更多時間在訓練警察遵守憲法之規定，足見亦發生嚇

阻之效果
216
。此外，以死刑是否對於社會大眾產生嚇阻的效果為例，亦

無證據證明死刑能否嚇阻犯罪，但即令如此，死刑仍然存在。因此如同

死刑存在之理由，問題的重點不是證據排除法則可否嚇阻警察違法，而

係警察違法行為應否以該法則嚇組，只要警察不法行為應加以嚇阻，證

據排除法則即可成立
217
。 

排除偵查機關違法蒐證取得之證據，是否可以產生「抑制違法偵查」

之嚇阻效果，迄今仍為爭論不休之議題，即便如此，嚇阻理論仍為今日

美國實務採行證排除法則之主要目的。影響所及，排除證據能否達到嚇

阻之效果，已成為判斷證據應否排除之重要基準、因素之一。換言之，

                                                 
213 U.S. v. Calandre,414 U.S. 338(1974)，轉引自王兆鵬，《美國刑事訴訟法》，2007 年 9 月，頁 27-28。 
214 關於美國學界就證據排除法則能否產生嚇阻效果之相關研究著作，可參閱王兆鵬，《美國刑事訴

訟法》，2007 年 9 月，頁 57 以下。 
215 同前註 1，頁 57。 
216 同前註 1，頁 57。  
217 同前註 1，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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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證據如果無法達到有效抑制違法偵查之結果，即不予排除，反之，

證據則應予以排除。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立法理由，亦

明文將「禁止使用證據對於預防將來違法取得證據之效果」，列為權衡

法則七項權衡因素之一，足見其重要性。 

 

第四款 小結 

 

其實，上述幾說僅是觀察角度不同，本質上有互補之作用，重點在

於當不同功能之價值於個案上發生衝突時該如何調和、取捨之問題。 

 

 

第三項 證據排除法則之思辯 

證據排除法則自 1914 年正式創設以來，一直不斷發展，直至 1960

年代，因自由派領袖 Warren 首席大法官領導聯邦最高法院從事刑事訴

訟法憲法化之改革運動後，即攀登最高峰，但只要一攀高峰之時，即是

走下坡之始，此乃歷史定律。證據排除法則，從 60 年代末業，該法則

即不時遭受司法及政治上的嚴厲批判。事實上，Warren 領導聯邦最高法

院末期，該院將許多刑事被告依證據排除法則而為無罪之判決，曾激起

社會一片躂伐，也因為如此，產生了對該法則存廢之論，持廢止論者，

提出以下論述為據
218
:1.警察違法搜證，應回歸民事賠償、行政懲戒，及

刑事訴追等傳統救濟方法，創設該法則，於法無據；2.該法則排除犯罪

相關證據，徒礙刑事訴訟真實發現之目的；3.實證研究，一再顯示，證

據排除並無嚇阻實效；4.該法則徒然提供警察未免證據遭到排除，挺而

偽證或模糊事實真相之誘因
219
；5.將該法則躍升為全國性法則，有礙各

州發展形塑其各自刑事訴訟之權力，不合聯邦主義之旨。 

  上開反對論者所提論述，雖振振有詞，惟迄今猶未能如其所願廢止

該法則，證據排除法則之地位，於今雖已大不如囊昔，但現仍為有效法

                                                 
218 有關證據排除法則存廢之爭論，轉引自王兆鵬，《美國刑事訴訟法》，2007 年 9 月，頁 33。 
219 Christopher Slobogin, Why Liberals Should Chuck the Exclusionary Rul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1999,p372-376. 轉引自王兆鵬，《美國刑事訴訟法》，2007 年 9 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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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220
。 

 

第二節 我國證據排除法則之發展與檢討 

第一項 我國證據排除之歷史意義221
 

我國之證據排除法則，自民國八十五年起學界即如雨後春筍般地有

系統加以介紹
222
，其主要討論方向，乃在介紹美國、日本及德國之證據

排除法則，均為開啟我國關於證據排除討論之先趨。 

實務界早期並沒有證據能力之限制，認為刑事訴訟法不採法定證據

主義，而係採自由心證主義。換言之，在理論上，只要證據資料能在法

院審理庭中，經合法之程序調查，即認為有證據能力，故並無證據能力

排除之概念。 

然自民國八十五年起，實務界受到學界之影響，已有下級審法院開

始陸續提及證據排除之觀念，而開啟了證據排除之思維
223
。而上開地方

法院之判決，直至最高法院於八十七年十一月二十六日以八十七年台上

字第四○二五號判決，正式確立了實務上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
224
，且由

當時最高法院所採判斷是否將違法取證加以排除之標準為「實施刑事訴

訟之公務員對被告或訴訟關係人施以通訊監察，如非依法定程序而有妨

害憲法第十二條所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重大違法情事，且從抑制違

法偵查之觀點衡量，容許該通訊監察所得資料作為證據並不適當時，當
                                                 
220 林輝煌，2006.11 月，頁 24。 
221 李政庭，2007，頁 42 以下。 
222 美國部分包括王兆鵬、吳巡龍、蔡秋明、林輝煌等人，德國部分責有柯耀程、林鈺雄、何賴傑、

張麗卿等人，日本部分則有黃朝義、陳運財等人。 
223 台灣花蓮地方法院 85 年易字第 989 號判決，認「警員違法搜索、逮捕涉嫌施用安非他命之被告，

取得之證據乃在於被告之警詢自白及採集其尿液發現呈安非他命陽性反應之檢驗報告作為認定

被告犯罪之依據，惟法官認此兩項乃因先前之重大違法間接取得之證據，因而否定其證據能力，

又本案之事實經扣除上開兩項證據後，既無其他足以證明被告施用安非他命之證據，故最終為被

告無罪判決。」 
224 最高法院 87年台上字第 4025 號判決意旨略謂：「刑事訴訟之目的，固在發現真實，藉以維護社

會安全，其手段則應合法純潔、公平公正，以保障人權；倘證據之取得非依法定程序，而法院若
容許該項證據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有害於公平正義時，因已違背憲法第八條、第十六條所示
應依正當法律程序保障人身自由、貫徹訴訟基本權之行使及受公平審判權利之保障等旨意（司法
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八四、三九六、四一八號等解釋部分釋示參考），自應排除其證據能力。
準此，實施刑事訴訟之公務員對被告或訴訟關係人施以通訊監察，如非依法定程序而有妨害憲法
第十二條所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重大違法情事，且從抑制違法偵查之觀點衡量，容許該通訊
監察所得資料作為證據並不適當時，當應否定其證據能力。原判決採取高雄縣調查站之通訊監察
譯文關於上訴人與薛○得電話通訊譯文部分作為認定上訴人犯罪證據之一，但該通訊監察譯文究
竟依何程序取得﹖是否合法﹖原審俱未調查說明，則其是否具有證據能力，非無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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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否定其證據能力。」足見係以「違法是否重大」(是否涉及憲法上基

本權利)及「排除之相當性」作為排除之標準。而關於案件之情節是否

重大，則並非必然得以作為排除之正當事由。然最高法院隨後於 88 年

間之判決中，又提出「綜合判斷說」與「比例原則」之見解，作為違法

取得證據是否排除之依據
225
。  

 

 

第二項 法院實務見解 

法院在實務運作上，會因不同事實狀況作出不同審查標準，以下論述之： 

 

第一款 採取兩種不同之排除判斷基準 

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增訂之前，我國最高法院對於刑

事證據排除法則分別於八十七及八十八年間即出現了兩種重要不同判

斷之審查標準，說明如下： 

一、採違法重大性及排除正當性之審查(以最高法院 87 年上字第 4025   

號判決)：倘證據之取得非依法定程序，而法院若容許該項證據作

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有害於公平正義時，因已違背憲法第八條

及第十六條所示應依正當法律程序保障人身自由、貫徹訴訟基本權

之行使及受公平審判權利之保障意旨（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84

號、393 號及 418 號解釋），自應排除其證據能力。 

二、採權衡法則(以最高法院 88 年度台上字第 233 號判決)：認為證據

之排除與否，應審酌違背法定程序之情節與犯罪所生之危害等事
                                                 
225 最高法院 88 年台上字第 233 號判決意旨略以「惟取捨證據及認定事實，乃事實審法院職權之行

使，其對證據證明力所為之判斷，茍係基於吾人日常生活之經驗，而未違背客觀上應認為確實之

定則，又已敘述其何以為此一判斷之理由者，即不容任意指摘。而煙毒之為運輸或持有，應以路

程之遠近及數量之多寡，並依實際情形參酌被告之犯意為認定。原判決以上訴人係與汪○平、賴

○忠合買安非他命，由上訴人前往宜蘭購得，欲運至桃園縣分予汪、賴二人，於途經台北時被查

獲，路程已有相當距離，且安非他命重達九六七․八三公克，認上訴人係為汪、賴二人購買並為

彼等運送，所為之論斷，核與證據法則並無違背。又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應否予以排除，

必須考量容許其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是否有害於公平正義。倘依憲法所揭示之基本精神，就個

案違反法定程序情節、犯罪所生危害等事項綜合考量結果，認以容許其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始

符合審判之公平正義，而不予排除，自不能指為違法。原判決考量查獲之安非他命數量龐大，且

為政府公告查禁之違禁物，依比例原則，認扣押之安非他命等物有證據能力，於法尚無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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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依比例原則判斷之，以決定是否排除違法所取得之證據。 

 

第二款 對於重罪之證據傾向不排除 

我國最高法院最早於判決中提及「證據排除法則」一詞，迄今不過

十餘年
226
，之後，雖經不斷發展、充實，但整體而言，仍採較保守之態

度，亦即，對於違法蒐證取得之證據，尤其是在重罪之案件，最高法院

主要有二種應對方式：一、將違法(或瑕疵)之偵查程序認定係合法，認

證據有證據能力。二係即便認定偵查程序違法，基於權衡法則、比例原

則等基準考量，亦不排除其證據。時至今日，我國刑事訴訟法明文採取

「權衡法則」作為證據排除之判斷基準，最高法院態度秉持一貫見解，

認為「公共利益之維護」優先於「被告人權保障」，故違法取得之證據

並不予排除
227
。 

如最高法院九十二年度臺上字第四四五五號判例謂：「違反法定程

序取得之證據，應否予以排除，必須考量容許其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

是否有害於公平正義。倘依憲法所揭示之基本精神，就個案違反法定程

序情節、犯罪所生危害等事項綜合考量結果，尤以蒐集非供述證據之過

程違背法定程序，因證物之型態並未改變，故認以容許其作為認定事實

之依據，始符合審判之公平正義及公共利益，而不予排除，自不能指為

違法。原判決考量查獲之安非他命數量龐大，且為政府公告查禁之違禁

物，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利益之均衡維護，依比例原則，認員警逕行搜

索查扣之安非他命有證據能力，於法尚無不合。」此判決可謂是搜索違

法權衡後採納違法所得證據，且亦可看出違反社會法益重大的案件，其

證據能力似乎是比較不易被排除。 

又如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九十二年上訴字第八四一號判決謂：

「…刑事訴訟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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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審判時法院就經法院撤銷之搜索所取得之證

據，是否具有證據能力仍有其審查權限。本案搜索警方於搜索執行後，

並未陳報原審法院，……，衡諸前開搜索所取得證據違背法定程序之情

                                                 
226 參最高法院 85 年 8 月 16 日 85 年度台上字第 3945 號判決。 
227 同前註 200，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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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輕微，及被告等人並無受到何等強暴、脅迫或任何不法強制力，且販

賣毒品對於人民、社會、國家之危害程度甚鉅等，揆諸前開立法意旨並

平衡被告人權保障及公共利益考量後，該搜索所取得之非供述證據應具

有證據能力。」 

再舉一例，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五年上訴字第四九九號判決指出：

「……警方雖因違法搜索干預被告乙○○之自由隱私權益，但警方所為

可非難性較輕，況然衡諸被告乙○○所為係持有具殺傷力改造手槍之嚴

重犯行，立法政策上認此種犯行除具有高度不法內涵外，更含有強烈危

及公眾生命、身體及安全之性質，若欲達成管制槍砲目的，非課以重刑

不可，故其法定刑始規定係 1 年以上 7 年以下有期徒刑（94 年 1月 28

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修正施行後，更提高為 3 年以上 10 年以下有

期徒刑），顯見其行為處罰含有重大公共利益維護目的。自不得僅因警

方違法執行搜索之可非難性較輕之錯誤，即認扣案之具殺傷力之改造手

槍一支無證據能力，而忽視此種重大公共利益之維護。是扣案具殺傷力

之改造手槍一支固屬違法取得證據，但依上開法律規定與說明，仍應認

該證據具備證據能力，且最高法院就警察查獲槍彈之程序有瑕疵，仍認

為有證據能力之確定判決，有 95 年度台上字第 813 號、第 698 號、93

年度台上字第 4916 號判決可資參照。」 

 

第三款 實務見解之出發點 

 

從我國過去實務操作證據排除法則之情形，可知最高法院雖然承認

證據排除法則，但在具體個案中，如被告所犯為重罪之案件下，幾乎採

取不排除違法偵查取得證據之結論，判決理由中固以「權衡法則」、「比

例原則」等為理論基礎，但深究背後可能原因如下
228
： 

 

一、我國之審判結構： 

由職業法官審判時，通常「證據排除之判斷」與「犯罪事實之認定」

均由同一法官決定之，故法官在決定證據排除與否之前，事實上必須接

                                                 
228 同前註 200，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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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過違法蒐集之證據，這也意味著法官明知被告係犯罪的前提下，決定

證據排除與否。另一方面，在關鍵性、唯一性證據排除與否之決定，甚

至也同時決定了有罪、無罪之結論。尤其當被告所犯為重罪之案件時，

在被害人家屬及社會殷切期盼法官重懲被告之情況下，要排除證據的確

是需要相當的勇氣，要法官將犯罪者判處無罪，這種內心的掙扎是一般

人難以想像的，這種心理層面的因素，往往讓法官難以決定排除。 

在美國採用「陪審團」制度來認定事實的情況下，決定證據是否具

有容許性之法官，心中多少也面臨上述與職業法官相同之掙扎，但畢竟

採陪審團審判之案件，法官不用作有罪無罪之結論，而且在當事人進行

主義對抗式之審判結構下，證據排除代表控方舉證失敗，訴訟之成敗責

任不在法官，與我國民間社會傳統看法不盡相同。再者，美國對於證據

排除法則有其憲法上之基礎與依據，且判例法行之有年，因此，美國法

官在決定證據排除之際，似不用背負如同職業法官之龐大壓力。 

 

二、實務個案之考量 

刑事訴訟學理上之討論，除了提供思維之辯證外，主要目的係為落

實於實務訴訟程序中，解決實務操作上可能出現的問題，提供運作之方

向，但實務在具體個案運作中，往往面臨學理以外之考量，故有學者指

出，學理上，學術研究者或許可以高談闊論的積極主張違法證據排除，

但證據排除法則並非邏輯之堆砌，而是個案事實的檢視及排除與否的價

值判斷。在實務運作上，承審個案之法官，必須要接觸全案證據及情節，

面對被害人及被告等眾多關係人，要跳脫具體個案之影響，而純粹概念

的或邏輯的演繹排除法則，有其難以克服或迴避之心理障礙
229
。尤其是

法官審判過程中，直接面對犯行累累、惡行重大、手段殘酷、態度不佳

之被告，及內心痛苦無比、充滿恐懼、對法官伸張正義猶抱存一絲希望

之被害人或其家屬，以及奮不顧身、勇於打擊犯罪之警員，法官雖明知

警員違法取證，但欲排除證據、甚至因而判處被告無罪，又談何容易?

因此，基於個案因素考量，可能是我國實務較不願排除重罪之證據的一

個主要因素。 

                                                 
229 陳運財，2004.10，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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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證據排除於我國社會接受之過渡時期 

上訴於最高法院之案件，不少係重罪之案件，最高法院不排除該等

案件中，違法偵查取得之證據，究其原因，可能係證據排除法則在我國

發展仍未臻成熟，在舊時代沒有證據排除之思維、觀念，迄今仍可能存

在。以美國近百年發展經驗而論，證據排除法則仍面臨許多考驗、質疑。

始有今日之理論與共識。相較於此，我國目前亦須同樣面臨美國實務當

初採取證據排除法則之一連串問題，法院需考量排除所產生的社會成本

是否可為社會大眾所接受，我國人民法治觀念、法感情是否已達到接受

證據排除後之效果，因此，在現階段，接受違法取得之證據不予排除，

有相當原因係反應出我國社會普遍目前仍無法接受證據排除後判被告

無罪之結論。 

 

四、憲法的設計 

憲法為一國之根本大法，包含法律上的基本秩序以及基本的價值判

斷，由此建立國家法治之價值秩序。尤其是憲法所規範基本權保障之價

值理念，常常具體落實於刑事訴訟法領域，對於刑事訴訟法具有指導作

用，而證據排除法則，即其中一例。 

美國證據排除法則之發展過程中，聯邦最高法院透過解釋聯邦憲法

增修條文第四條「禁止不合理的搜索扣押」(The right against 

unreasonable searches and seizures)及增修條文第十四條「正當程

序」(Due Process of Law)之規定，發展出「證據排除法則」之理論，

並認為聯邦及州均應一體適用
230
。而日本憲法戰後受美國之影響，乃於

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任何人非依法定程序，不得剝奪其生命、自由或

科以其他刑罰」，明白揭示「法定程序」之保障，並於第三十三條至第

三十五條規範人民有不受非法之逮捕、拘禁、搜索、扣押等強制處分之

規定，直接將刑事程序中保障被告或犯罪嫌疑人諸多重要權利予以憲法

明文規定。因此，日本多數學說認為違反憲法第三十三條至或三十五條

非法逮捕或搜索扣押所取得之證據，若作為處罰被告之依據顯然違反司

法公平正義之理念，與憲法三十一條正當法律程序之本旨不符。亦即，

                                                 
230 同前註 1，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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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憲法第三十一條換三十五條為根據，否定違法蒐集證據之證據能力，

藉此以有效抑制將來違法之偵查，維持司法之廉潔性
231
。由上可知，無

論美國或日本在憲法之設計上，均將刑事程序中「正當法律程序」之理

念予以明文規範，因此，對於偵查機關違反憲法正當法律程序而蒐集之

證據，法院得透過解釋憲法之方式，導出證據排除法則之內涵，以實踐

正當法律程序，有其憲法上之依據。 

相較於美、日將「正當法律程序」明確規定於憲法條文中而言，我

國憲法上正當法律程序原則、保障刑事程序人身自由之規定仍有不足，

尚需透過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384 號解釋，始確立了憲法第八條正當之法

律程序地位，並在隨後一連串大法官解釋中豐富其內涵，使之歸於我國

憲體系。誠如學者所言，對於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法定程序之內涵如何，

長期走下來，我國相較於日本而言，顯然艱辛許多
232
。因此，長期以來，

在憲法對於正當法律程序保政人身自由等基本權內涵受到侷限之情況

下，反應於我國刑事審判中，法官對於偵查機關違反正當法律程序所取

得之證據，欲從憲法上尋得排除之依據、基礎，有其困難度。因此有學

者表示，我國審判實務長久以來由於欠缺立於憲法保障基本人權的觀

點，對於排除法則的適用採取消極的態度，確是不爭的事實
233
。       

 

五、小結 

綜上所述，我國實務長久以來，並不重視違法證據排除之議題，即

便開始引進證據排除法則，亦顯有排除違法取得證據之實例，究其原

因，可能與審判結構有關，亦可能係審判者基於個案之考量，另外我國

設社會大眾對此接受之程度亦不容忽視，最後，我國憲法對於正當法律

程序原則、保障刑事程序中人身自由之規定先天不足之情況下，亦影響

法官適用證據排除之發展，綜合以上結果，不難理解我國最高法院及新

修正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規定，何以樂於採取「權衡法則」

作為證據排除之基準。  

 

                                                 
231 陳運財，《刑事訴訟與正當法律程序》，1998 年 9 月，頁 42。 
232 同前註，頁 58。 
233 同前註 229，頁 28。 
 



 - 122 -

第三節 證據排除與證據禁止之差別 

 

首要說明者為此處之證據排除係美國法之概念，其目的係為了排除

違法取證的法律效果，也就是因違反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不具證據能

力；證據禁止則係德國法下的產物，所謂的證據禁止可分為證據取得禁

止與證據使用禁止，二者無必然的因果關係，亦即證據取得禁止未必導

致證據使用禁止，證據使用禁止也未必肇因於證據取得禁止，美國法下

的證據排除應係相當於德國法下之證據使用禁止。 

證據使用禁止又可分為非自主性的證據使用禁止與自主性的證據

使用禁止，前者是比較典型的，討論國家機關在取證過程中如有違反相

關規定時，是否應該有證據使用禁止的效力，以及其效力範圍的問題。

第一種理論是「權利領域理論」，第二種是「規範保護目的理論」，第三

種是「權衡理論」，以上各理論之意義將於後文討論之。 

另外，在用語上，雖有所謂「證據禁止」與「證據排除」之差別，

惟兩者就規範取向上而言，並無不同，均屬證據容許性或證據能力之問

題，乃基於保障人權、維護審判之公平正義的想法。實質上，並無區別

之實益，所以也無庸過度強調區隔此兩種概念的不同。實質上而言，證

據排除與證據禁止兩者的目的一致，即法院不得採用某項證據作為裁判

基礎，設定本案發現真實的界限，兩者較大的差別是，證據禁止在於保

護個人權利，證據排除則重在導正紀律(嚇阻理論；「禁止使用證據對於

預防將來違法取得證據之效果」)。美國法證據排除強調導正追訴機關

紀律的觀點，「影響美國證據排除之操作標準與結果，例如，私人不法

取得之證據，乃至於國家追訴機關因過失或出於善意而違法取得的證

據，在美國原則上並不在排除之列，因為縱使排除，亦無任何嚇阻的效

果，這也是『善意例外』的理由。反之，德國通說多半認為導正紀律最

多只是證據使用禁止的附帶效果而已，並非主要目的
234
 。 

近來，證據禁止被視為法治程序昂揚的明證，可是，普遍個案權衡

的證據禁止卻未必會發揮保障人權的預期效果，一是權衡結果，採用與

否繫於個案，因案而異(§158-4)，二是，縱使該項證據禁止使用，法院

依然可以綜合其他證據判決有罪，即「證明同一事實內容之證據，如有

                                                 
234 同前註 56，頁 528。 



 - 123 -

二種以上，而其中一種證據縱有違證據法則，然如除去該部分，綜合案

內其他證據，仍應為同一事實之認定者，則原審此項違誤並不影響於判

決，即不得指有調查職責未盡及判決理由不備或矛盾之違法
235
。 

 

 

第四節 違法逕行搜索取得證據之效力 

 

違法搜索可能導致證據禁止之效果，但卻未必必然產生證據禁止的

結論。 

在過去，國內實務界流行的見解之一，乃一概否定違法強制處分會

導致證據禁止之效果；也就是說，無論強制處分之違法程度如何，所得

之證物一律具有證據能力，得採為有罪判決之基礎。此項見解，雖然欠

缺細密之論述，但對我國實務之影響不可小覤，曾有法界人士認為：「證

物與口供不同，口供會受外力侵犯而失真，但證物不一樣，取得的方式

並不會改變它的本質，比較客觀，如刀就是刀，槍就是槍，並不會因為

取得方式的不同，讓刀成了槍。」
236
 

直至今日，「真實發現」已不是現代刑事訴訟法的帝王條款，現代

之證據禁止理論，也早已跳脫單單追求真實發現之窠臼。就證據禁止的

功能而言，公平審判、保障人權與導正偵查機關(尤指警察)之紀律，同

為考量的因素，因而，在真實發現與上述價值衝突時，刑事訴訟法並不

承認真實發現之絕對優先地位。口供也好，證物也好，一旦違犯相關規

定而取得時，已屬「證據取得禁止」之違犯，皆有進一步探討「證據使

用禁止」之餘地，不得將「非供述證據」概括地排除於「證據使用禁止」

的適用範圍之外。 

況且，即便僅就口供而言，上開實務之見解亦明顯違背我國刑事

訴訟法第一百五十六條第一項明文揭示之立法意旨：被告之自白，非

出於……不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換言之，即使

以不正之方法取得之自白，具有真實性，也同樣不得成為證據使用之

對象。由此可知，法定禁止證據使用事由中，早已超越單單追求真實

                                                 
235 94 台上 6517。此為最高法院一貫見解。 
236 同前註 96，頁 384-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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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之想法，真實發現，最多只是證據禁止的目的之一；而妨礙真實

發現，僅為證據使用禁止之充分事由，而非必要條件。以有礙真實發

現之違法手段取得證據時(例如刑求取供)，該證據固然不得使用；但

與真實相符之證據，也可能因為其他事由而不得使用。 

從而，就可行性而言，雖然在違法搜索案例中，國家機關違法取

證在先，應該招致一定的法律效果；然而證據使用禁止乃訴訟法上嚴

厲的制裁手段，國家刑罰權雖不因而消滅，但重要特定證據不得使用，

法官單依其他證據可能無法為有罪判決。研究證據禁止理論近百年的

德國各家學說，即便最為激進的學者也未將違法搜索與證據禁止劃上

等號；而證據排除法則高度發展的美國實務，也逐漸限縮違法取得證

據的排除範圍。相去百年的我國實務，又何能貫徹這種窒礙難行的極

端見解?法官是否可能單單因為警方執行搜索之行為違背程序法規，而

判決被告無罪呢? 

茲舉一例說明，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三年度上易字第一○六八號判

決：「……前揭執法人員並未於實施搜索扣得該等物品後三日內報告

公訴人及原審法院，亦不符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一條之規定、則本案之

扣案物品，是否有證據能力，即有待商榷。 

本案應闡明者，乃員警未依法定程序搜索取得之扣案物品，有無

證據能力，法院得否引為不利於被告之證據。按我國現行法中，對於

非法搜索所得之證據，固於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四項規定：

「（同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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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一百

五十八條之四規定：「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

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力之認定，應審酌人權

保障及公共利益之均衡維護。」且刑事訴訟法立法目的，乃在規範國

家應如何依法律所定程序，以確定對於被告之刑罰權。因之，刑事訴

訟程序應於顧及公共福祉之維持及個人基本人權之保障下，以查明真

相、正確迅速適用刑罰法令為宗旨。是以基於公共福祉維持之目的，

縱不能認一切違法搜集而得之證據，均無證據能力，但亦不能承認於

搜證程序有違及個人基本權利保障之重大瑕疵時，且該等案件對於公

共福祉無重大關係時，其所搜集之證據，仍有證據能力，否則，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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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及司法程序之正當性，亦將使法律為抑制違法搜索而採要式主義之

立法目的喪失殆盡。違反強制處分規定取得之證據，何時將導致無證

據能力，應委由法官在具體個案審查時為考量，即所謂「證據禁止原

則」、「證據排除法則」等證據法則應得經由學說與實務判例，闡釋

憲法及刑事訴訟法之原理原則解釋而來。以搜索而言，其乃為發現被

告或犯罪證據物件，及可得沒收之物，對於被告或第三人之身體、物

件及住宅或其他處所，施以搜索檢查之強制處分。不論就被告或第三

人，搜索為干預被搜索人身體、住宅或財產權之強制處分，因而基於

憲法上「法律保留原則」，發動實施搜索處分時必須有法律之明文規

定，且應謹守法律設定之要件限制，本案臺北縣政府財政局稽查人員

及警察局警員未先行報請檢察官許可後，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搜索

票，且前揭司法警察並未於實施搜索扣得該等物品後三日內報告公訴

人及原審法院，其所實施之搜索，違反法定程式，侵害犯罪嫌疑人之

居住安寧等法益，而被告所涉嫌之犯罪並非罪大惡極、情節非重，且

執法人員有充分時間可利用合法程序申請令狀前往被告營業處所搜

索，卻捨此正當途徑不為，倘認所得物證仍有證據能力，無異容任執

勤員警恣意不依法定程序取證。……是本件被告販賣私菸部分僅有被

告於警詢、偵查中所為之自白，無其他證據足以佐證被告確有販賣私

菸之犯行，是並無證據擔保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此外，復查無其他

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公訴人所起訴之販賣私菸犯行，故應為無罪之諭

知。」 

從上開高等法院判決可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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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還是

要評估違背法定程序之情節，以及被告基本人權之保障，二者予以權

衡。姑不論其手段是用搜索或行政稽查，只要實質上係進行搜索行動，

則其發動、依據及要件均應遵守法律規範，否則均將落入權衡法則之

規範。  

學者對此提出的看法頗值參考，即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

條之四規定之形式上，雖係權衡原則，惟此項權衡原則，並非自由裁

量。事實審法院於適用上，應以維護憲法正當程序為優先考量：(一)

國家機關違反法定程序，如屬侵害憲法保障基本人權之重大違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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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且從抑制將來違法偵查之觀點而言，容許其作為證據並不適當者，

即應否定其證據能力。(二)至於違反刑事訴訟法之程序要件，不涉及

憲法所保障基本人權之實質侵害者，則採權衡原則，得審酌違反程序

之違法情節、侵害被告權益之性質程度及案件之重大性、使用證據與

發現真實之必要性等因素，決定系爭證據應否予以排除
237
。 

 

 

第一項 違法搜索 

 

第一款 違法發動搜索 

 

所謂違法發動搜索，係指偵查機關所發動之搜索，要件上根本不符

合法律之規定之限制，換言之，偵查機關是立於恣意、蓄意的發動違法

強制處分。事實上，本要件之限制，乃避免人民基本權利受違法搜索之

干預，具有預防性的功能，由於違法發動搜索而受侵害的基本權，事後

難以補救，因而，德國基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將此事前審查任務，原則

上交由偵查機關及被告以外之第三人(即法官)，是為「法官保留原則」。

偵查機關僅在下列兩條件同時並存之下，得自行發動搜索：1.須有法律

明文授權，即「法律保留原則」；2.限於「遲延即生危險」(Gefahr im 

Vrzuge)之情形，即情形急迫，若聲請法官簽發搜索票，證物有滅失之

虞，搜索目的無法達到之情形。法官保留原則乃權限分配原則，與憲法

上之「權力分立原則」(Grundsatz der Gewaltenteilung)密切相關，

違背法官保留原則發動搜索之情形，是為程度最嚴重的違法類型。 

此處須進一步討論者為，偵查機關因無權發動搜索而違法搜索時，

其制裁效果是否即生證據法上之效果?亦即，應否以證據使用禁止加以

制裁?這是取決於違法搜索在證據法上的「關聯度」。一般而言，發動強

制處分之要件限制，除具有程序法上法定要式的性質外，有兼具實體法

上分配國家機關與被告在證據攻防上相互位置的功能。國家機關依法有

權發動搜索時，在證據法上可解讀為：國家機關有權擁有因搜索所獲得

有罪證據；反面言之，國家機關不應發動而發動搜索時，因搜索而來的

                                                 
237 同前註 229，頁 34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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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物即是不應取得而取得之證物，因而，就法規規範意旨以觀。法院不

得使用該證物，因為一來此類違法搜索與證據法之間具有強列的關聯

度；二來使用該項證據時多半會加深、擴大被告之損害，蓋對於被告最

為不利者，並非國家機關因違法發動搜索而「擁有」該證物，而是被告

因該證物而受有罪之裁判
238
。 

進一步闡述論之，自公平審判之觀點，如果偵查機關得枉顧發動搜

索權限之明文規定，予取予求，任意取得對被告不利之證據，則對於與

偵查機關實力完全無法相比的被告而言，根本無公平審判可言。再者，

搜索處分既為干預個人基本權利的處分，反面言之，刑事訴訟法第十一

章發動搜索之要件限制，也正是保障個人基本權利的基礎規範。因而，

就個人權利保障角度出發，違背上開要件乃嚴重侵害個人基本權利的行

為，必生嚴厲的制裁結果。最後，從導正(警察)紀律之面向而言，僭越

法定權限分配及規避法律要件控制，乃最該避免的違法搜索類型。如果

法院縱容警察以臨檢紀錄表代替搜索，將因而所獲之證據一律照單全

收，則刑事偵查實務上，規避法定權限分配方式及搜索要式主義的臨檢

查訪，將成常態，對我國人權之保障不啻是一種嚴重的傷害；反之，若

司法實務上法官能以合理的標準，適時判定違法臨檢所得之證物不具證

據能力，形成判例，則必有導正警察風紀、減少不當臨檢搜索的作用
239
。 

國家機關違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無「合理之依據」

而發動搜索時，基於與上開說明相同之理由，亦會招致證據使用禁止之

效果。按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二條乃一切搜索必備的要件，而刑事訴

訟法亦無國家機關得在「無合理依據」之情形下發動搜索的特例，即便

同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各款事由，只不過是「合理依據」的具體類

型。至於搜索結果如何，則非搜索是否違法的標準。 

無「據」發動之違法搜索，問題不在於理論上應否證據使用禁止，

而在如何認定國家機關發動搜索時有無「合理之依據」。就此，林鈺雄

老師提出三點：1.所謂「合理之依據」，不但概念模糊，而且在判定上

賦予偵查機關相當的裁量空間，因而，控制密度低，控制成效差。實務

上以發動搜索欠缺「合理之依據」為由而認定搜索處分違法之案例，恐

                                                 
238 林鈺雄，1999.01，頁 20-21。 
239 同前註，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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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是鳳毛麟角。2.雪上加霜者，乃我國法上欠缺受強制處分當事人得請

求法院撤銷違法強制處分或確認強制處分違法之救濟規定，因而，就制

度設計而言，較為容任偵查機關依偵查之便利發動強制處分，並不重視

相關被告或第三人之基本權因此所受得侵害。3.在上開背景下，愈顯證

據使用禁止之價值。因為法官在本類案例判定證據使用禁止時，一方面

間接確認發動搜索因欠缺「合理之依據」而重大違法，二方面亦使該違

法發動之搜索處分徒勞無功，令偵查機關知所警惕，兼具導正紀律之功

能，提高偵查機關在未來個案中守法守紀的誘因。真正令人憂慮者，乃

實務上法官審理個案時，以證物符合真實發現為由，將重大違法搜索取

得之證物照單全收。如此一來，昧於辦案績效及破案壓力之警察，大可

有恃無恐，自然欠缺守法守紀的誘因
240
。 

 

第二款 違法執行搜索 

 

執行搜索之違法，其與證據法之關聯度較低。就證據法而言，執行

搜索法規僅有在程序上取證法定程式的性質，實體上則無分配國家機關

與被告在證據攻防上相互位置的功能。換言之，國家機關依強制處分規

定合法發動搜索，在證據法上即表示，國家機關此時「有權」擁有因搜

索所獲得之有罪證據，即便搜索之執行方式有疏漏之處，該證據也不是

「不應取得而取得之證物」。例如警方依可靠線民通報，甲非法持有槍

械，遂向法院聲請搜索票，並持該合法之搜索票，搜索甲住宅。甲宅主

臥房中有一上鎖之櫥櫃，警方並未詢問在場之甲。即逕行破獲櫥門及撬

開櫥鎖，並於櫥櫃之中查獲黑星手槍乙把，檢察官隨後以違反槍砲彈藥

刀械管制條例之罪名起訴甲。審理中，被告甲之律師抗辯：警方雖持有

合法之搜索票，但搜索中破獲櫥櫃門鎖之執行已踰越必要之程度，乃違

法搜索；為保障人權，避免釣魚式搜索起見，違法搜索所得之證物(即

本案中之黑星手槍)不得採為證物。 

學者有認為，警方未事先請求在場之屋主打開櫥門或交付櫥鑰，便

自行破壞櫥門並撬開櫥鎖的行為，非屬必要，乃過當之執行行為，已逾

越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二條及第一百四十四條所容許之界限。然而，

                                                 
240 同前註，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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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案例中警方並非惡意違法(第一段審查)，且無法由系爭執行搜索法

規之意旨導出證據不得使用的結論(第二段審查)，再加上警方違法程度

輕微，被告所犯罪名重大，即便權衡個案，結論亦得將該搜索所獲之黑

星手槍採為有罪證物(第三段審查)
 241

。 

 

 

第二項 權衡理論 

 

權衡理論是由德國學者 Rogall 正式提出
242
，其認為任何違反取證規

定之案例中，都要對刑事具體之個案加以衡量，才能決定未依法定程序

所取得之證據應否禁止使用，亦即每個案中都須要衡諸比例原則，並權

衡國家追訴利益和個人權利保護之必要性以何者為重之意，因此，其最

具特色的部份，乃在於對多樣化之案件類型中，適用上有其相當之彈

性，但最具爭議的，也因其具高度的不確定性及法不安定性，是故有學

者將此理論斥為「無形無貌」(konturenlos)
243
。在現實之案例中，是否

每為法官果真依據權衡之原理原則，來確實逐一審酌未依法定程序所取

得之證據，由實務判決以觀，事實上並非如此。可見法官適用權衡法則，

其除了主觀裁量之因素增加外，另對證據排除理論之貢獻尚屬有限。  

此說最大的缺點，可以分為以下兩點： 

一、追求個案妥當性，忽視法律原則之一般性：從實務觀點言之，此說

明其便利性。但是，此為優點，然而卻也正是權衡理論的致命缺陷。

簡單來說，權衡理論追求個案正義，但犧牲了法律原則的一般性。 

二、衡量結果無法預測：衡量結果欠缺一般公認的衡量規定，衡量結果

具有高度之不確定性及不安定性，導致辯方無法擬定防禦方向，對

被告極為不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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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最高法院九十二年台上字

                                                 
241 同前註，頁 25-26。  
242 林鈺雄，《刑事訴訟之運作-黃東熊教授六秩晉五華誕祝壽論文集》，1997 年 1 月，頁 33。 
243 德學者 Amelung¸ N J W1991. 2533.2533。轉引自林鈺雄，1999.01，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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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五七四號判決：「按刑事訴訟，係以確定國家具體之刑罰權為目的，

為保全證據並確保刑罰之執行，於訴訟程序之進行，固有許實施強制處

分之必要，惟強制處分之搜索、扣押，足以侵害個人之隱私權及財產權，

若為達訴追之目的而漫無限制，許其不擇手段為之，於人權之保障，自

有未周，故基於維持正當法律程序、司法純潔性及抑止違法偵查之原

則，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不得任意違背法定程序實施搜索、扣

押；至於違法搜索扣押所取得之證據，若不分情節，一概以程序違法為

由，否定其證據能力，從究明事實真相之角度而言，難謂適當，且若僅

因程序上之瑕疵，致使許多與事實相符之證據，無例外地被排除而不

用，例如案情重大，然違背法定程序之情節輕微，若遽捨棄該證據不用，

被告可能逍遙法外，此與國民感情相悖，難為社會接受，自有害於審判

之公平正義，因此，對於違法搜索所取得之證據，為兼顧程序正義及發

現實體真實，應由法院於個案審理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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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應就違

背法定程序之程度。違背法定程度時之主觀意圖（即實施搜索扣押之公

務員是否明知違法並故意為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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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權益之種類及

輕重。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禁止使用證據對於預防將來違法取得證

據之效果。偵審人員如依法定程序，有無發現該證據之必然性。證據取

得之違法對被告訴訟上防禦不利益之程度等情狀予以審酌，以決定應否

賦予證據能力。本件原判決以原判決附表二所載扣押物作為判決之證

據，然台北市政府警察局搜索扣押該物品，依卷內資料，並未依法定程

序為之，該扣押物有無證據能力？原判決並未說明已就基本人權之保障

及社會安全之維護加以審酌，遽採為判決之基礎，殊屬違誤。 

又九十三年台上字第六六四號判例：按刑事訴訟，係以確定國家具

體之刑罰權為目的，為保全證據並確保刑罰之執行，於訴訟程序之進

行，固有許實施強制處分之必要，惟強制處分之搜索、扣押，足以侵害

個人之隱私權及財產權，若為達訴追之目的而漫無限制，許其不擇手段

為之，於人權之保障，自有未周，故基於維持正當法律程序、司法純潔

性及抑止違法偵查之原則，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不得任意違背法

定程序實施搜索、扣押；至於違法搜索扣押所取得之證據，若不分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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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以程序違法為由，否定其證據能力，從究明事實真相之角度而言，

難謂適當，且若僅因程序上之瑕疵，致使許多與事實相符之證據，無例

外地被排除而不用，例如案情重大，然違背法定程序之情節輕微，若遽

捨棄該證據不用，被告可能逍遙法外，此與國民感情相悖，難為社會所

接受，自有害於審判之公平正義，因此，對於違法搜索所取得之證據，

為兼顧程序正義及發現實體真實，應由法院於個案審理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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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應就違背法定程序之程度。違背法定程序時之主觀意圖（即

實施搜索扣押之公務員是否明知違法並故意為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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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犯罪嫌疑人或

被告權益之種類及輕重。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禁止使用證據對於預

防將來違法取得證據之效果。偵審人員如依法定程序，有無發現該證據

之必然性。證據取得之違法對被告訴訟上防禦不利益之程度等情狀予以

審酌，以決定應否賦予證據能力
244
。 

 

 

第三項 規範保護目的 

 

該理論認為，違法取得之證據應否遭致禁止使用之效果，應探討該

項被違反之法規之規範目的，視該規範目的是否有證據禁止使用之意思

而定。依學說見解，在符合下列兩項要件時，證據應禁止使用：1.取得

證據過程中，法規之規範目的尚未終局性的遭到損害。2.如若採用該項

證據，則損害會加深或擴大。一般而言證據禁止法則皆有被違反取證之

規定，因而規範保護目的理論可以在法官認定事實、適用法律時，與法

律解釋相結合而成為法院判斷證據應否禁止之基準。學者林鈺雄在說明

此理論時，所舉二例相當有助於此一抽象理論之瞭解。特引用說明規範

保護目的理論之內涵如下
245
： 

偵查機關負有告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緘默權之義務，其法規範目的

乃基於不自證己罪之原則，避免被告在不明究理情形下為不利於己之陳

                                                 
244 參照最高法院 95 年 9月 12 日 95 年度第 18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 
245 同前註 242，頁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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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而在警察違反此項義務時其取證程序固然違法，但是課予告知義務

之法規範目的尚未終局的受損。只要該證據禁止使用，則被告將不因為

警察違法取證行為而自證己罪。因此此不利陳述不得作為法院使用之證

據；又，公務員就職務上事項證言應先得允許，法規範目的在於保護國

家機密。公務員若得允許作證，使得機密因而外洩，此時法規範所欲保

護之目的已然終局的損害，證據不論是否禁止使用也不影響於該損害之

造成與否，因此，依該理論證據不禁止使用。 

規範保護目的理論受到質疑者，在於該理論並無法統一解釋在個別

的程序規範中，其目的為何?判斷標準何在?沒有一個被普遍認知而接受

的共通概念。更重要的是，特定的相關取證規範即使分析之，亦無法精

確推斷違反時究竟應如何賦予程序上之效果，並進而界定法官判斷證據

禁止法則之界限。而這也是多少含有法官造法的前提底下，法官運用證

據禁止法則的任務。 

 

 

第四項 證據禁止之審查標準  

 

國家的違法取證，未必就產生證據使用禁止的效果，不能認為「違

法=排除」，而必須要進行進一步的審查，對此，林鈺雄老師提出三段

審查的方式來思考。 

 

第一款 三階段審查基準說
246
 

 

一、追訴機關是否恣意蓄意違法取證 

法院首先審查，追訴機關是否惡意、恣意違法取證，若警察無搜

索票非法搜索乙，是明知而故犯，不惜已違法手段為代價取得兇刀及

贓物為證據時，是違背公平審判原則的最低限度，證據應予排除。若

否，則進行下一步的審查
247
。 

                                                 
246 同前註 56，頁 512 以下。  
247 但是，林鈺雄老師也曾經在肯定追訴機關恣意取證後，尚進入第二層次之審查。見林鈺雄，

1999.01，頁 273。該文中林老師分別就前兩層次皆得到證據排除的判斷後，才肯定安非它命之吸

食器不應作為證據。儘管如此，本文仍以教科書之見解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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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被違反之取證禁止規定，其法規範目的為何(是否禁止國家以此手

段取得證據)?該目的是否因違反取證行為而終局受損?使用該證據

損害是否加深或擴大? 

此處有兩個層次的問題，第一、該規範於取證過程中，法規目的尚

未被終局損害；第二、使用該證據，將使損害加深或擴大。如警察違反

令狀原則而非法搜索，取得了兇刀與贓物證據，若法院使用該證據，將

使法規目的之損害擴大，證據應予排除。 

 

三、 權衡個案中被告之個人利益與國家之追訴利益孰先孰後? 

也就是依違法程度之輕重來權衡是否證據排除?違法程度重者應予

排除，違法程度輕者則不予排除，而於審判庭上透過嚴格證明法則，由

法官依自由心證決定其證明力。 

 

 

第二款 對三階段審查基準說之批評 

 

三階段審查基準是在判斷一個證據是否要排除的規則，在德國法的

觀念上，是為了避免一旦有違反證據取得禁止之規範，就立刻衍生證據

使用禁止的情形(此時三段論法相當於一個介面卡)。而這邊所稱的證據

使用之禁止，其實就相當於美國的證據排除法則。在我國現行法訂立了

諸多證據排除的規範下(尤其是第一百五十八之二、之四)，本質上就產

生無法適用三段論法的情形(法已明文規定)。再者，如果我們真的碰到

可以適用三段論法的案例，到底要如何確定法的規範目的(第二層次)，

就已經產生個案(個別法律的探索)判斷的危機，亦即我們必須去一個法

律一個法律地去確定規範目的之所在
248
，本文以為，這應該不是三言兩

語就可以「找出」規範的目的。 

另外，陳運財亦提出對三階段審查基準的批評
249
：「…本文認為違反

法定程序之指標應包括客觀之違法情節與主觀之意圖或犯意，偵查機關

                                                 
248 其實對林老師來說，探索規範目的的方式很簡單，其區分成「無權」搜索、「無據」搜索、違反

執行規範的搜索等三個類型，前兩者的法規範目的，即為分配國家機關與被告在證據攻防上的相

關位置，所以一旦違反，很容易得出「法規範目的終局破壞的結論」，後者則反之。見林鈺雄，

1999.01，頁 267 以下。 
249 同前註 229，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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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蓄意或恣意，固可作為審酌違法程度之因素，惟不宜單獨作為是否

排除證據之關鍵。同理，使用系爭證據是否會造成損害的擴大或加深，

本質上與具違法關聯之排除法則有別，即使有必要列為審酌的因素之

一，亦不宜單獨列為決定是否排除之個別審查。如此設定，極有可能發

生主觀惡意重，客觀違法性低之案件，在第一階段即被排除；相對的主

觀上雖不具恣意性，客觀違法情節重的案件，卻因進入第三階段審查，

權衡的結果不被排除的不均衡現象。上開三階段審查說並不妥當。」 

 

 

第五節 小結 

 

證據排除法的存在一直存有不同之正反意見，對於因檢警單位程序

上有意或無意的瑕疵，而將可能導致有罪判決的重要證據予以排除，似

乎不符合人民的法感情，此亦為本法則是否有繼續存在之必要性留下論

戰。支持本理論者亦提出許多例外不必排除之規定。本文以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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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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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審慎考量本法第一五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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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