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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法官在釋字第 689 號解釋中，首次在解釋文中引進美國法上的「合理隱

私期待」概念，以作為人民是否受到憲法隱私權保障的判定標準。事實上，「合

理隱私期待」的概念在我國法上並不令人感到陌生。例如，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3 條第 2 項即明確規定：「前項所稱之通訊，以有事實足認受監察人對其通訊內

容有『隱私或秘密之合理期待』者為限」。 

除了尾隨、全天候視覺監控等類似的古老方法，隨著科技的進步，諸如以衛

星為基礎的汽車導航系統、以基地台為基礎的行動電話定位服務等低成本、高效

率的定位科技，可以更輕易且嚴重地侵害我們的私生活及隱私。當定位科技成為

我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時，如何在這樣的脈絡下正確地操作「合理隱私期待」概

念，已成為一項重要的議題。 

惟國內學術文獻對於如何正確地操作「合理隱私期待」，似乎欠缺全面性地

研究。為了填補國內的空白，本文進行了美國及台灣案例之深入比較分析，尤其

是關於合理隱私期待及定位裝置的判決。本文指出了以往我國及美國法院判決的

問題，以及邏輯矛盾之處。為了達到更加一致、正確的判決結果，本文認為，在

操作合理隱私期望概念時，法院應著重於四個因素，其分別是：「資訊的性質」、

「侵害的手段」、「侵害的場所」及「第三人原則」。 

 

關鍵字：隱私權、合理隱私期待、定位科技、無線電波發射器、全球定位系統、

基地台、位置資訊、馬賽克理論、第三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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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J.Y. Interpretation No. 689,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 for the first 

time, employs the concept of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originat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determine whether an 

individual enjoys a constitutionally protected right to privacy. The concept, 

however, is not new to our legal system.  For example, Paragraph 2, 

Article 3 of the Communication Protection and Surveillance Act provides: 

“The communications referred to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shall be 

limited to those for which there is an adequate showing of facts that a 

person subject to surveillance would have 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or confidentiality with respect to the content of the 

communications.”  

In addition to tailing, around the clock visual surveillance and similar 

old-fashioned methods, with the advance in technology, our private life and 

privacy could be more easily and greatly intruded by low-cost, high-

efficiency location positioning technology, such as satellite-based car 

navigation system and cell sites-based cellphone positioning service.  

When location positioning technology becomes part of our everyday life, 

how to properly apply the concept of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in this context has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So far, there seems to lack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aforementioned issue in domestic academic literature.  To fill the gap, this 

thesis conducts an in-dept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oth U.S. and Taiwan 

case law, especially those involving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and 

location positioning devices.  This thesis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and 

logical inconsistencies in past decisions in both jurisdictions.  In order to 

reach a more consistent and appropriate result, this thesis argues that when 

applying the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test, courts should focus on 

four factors which are: “nature of information,” “measure of infri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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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lace where the intrusion happens,” and “third party doctrine.”    

 

Keywords: privacy,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positioning 

technology, beeper,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base station, 

cell site, location data, mosaic theory, third party doct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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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項   釋字第 689 號解釋的「合理隱私期待」標準 

近年來，我國隱私權法制上的重大發展，除了個人資料保護法的修正施行

外，就屬大法官於民國 100 年 7 月 29 日所作成的釋字第 689 號解釋。釋字第

689 號解釋涉及的案例事實，是一名記者因對於公眾人物進行持續性跟拍，遭到

警察機關依照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9 條第 2 款1處以罰鍰，而引發該條是否違憲爭

議問題。大法官在釋字第 689 號解釋中，除了認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9 條第 2

款未牴觸法律明確性原則、比例原則、正當法律程序之外，更重要的是，大法官

首次在解釋文中引進美國法上的「合理隱私期待」概念，作為隱私權保障範圍判

斷標準。該號解釋的解釋文表示：「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九條第二款規定，旨

在保護個人之行動自由、免於身心傷害之身體權、及於公共場域中得『合理期待』

不受侵擾之自由與個人資料自主權」。此外，理由書更表示：「惟在公共場域中個

人所得主張不受此等侵擾之自由，以得合理期待於他人者為限，亦即不僅其不受

侵擾之期待已表現於外，且該期待須依社會通念認為合理者」。 

事實上，「合理隱私期待」的運用對於我國習法人員並不陌生。通訊保障及

監察法第 3 條第 2 項早已明確規定：「前項所稱之通訊，以有事實足認受監察人

對其通訊內容有『隱私或秘密之合理期待』者為限」；又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1 條

第 1 項也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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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早在大法官作成釋字第 689 號解釋之前，我國各級法院也已習慣以「合理隱私期

待」作為隱私權保障範圍的認定標準，例如臺灣高等法院於 93 年度上易字第 1718

號刑事判決中，對於在大廈樓梯間安裝監視器是否構成妨害秘密罪一案，曾表示：

「按告訴人乙○○側錄地點乃公寓樓梯間之自宅大門，該處對非該棟公寓之居民

                                                       
1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9 條第 2 款：「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下罰鍰或申誡：

二、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經勸阻不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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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未受允准進入之外人，固屬私密空間，然對該棟公寓居民而言，樓梯間為公同

共有部分，顯屬公共空間，在該處所為談話活動，客觀上難認有『隱私或秘密之

合理期待』，不屬非公開場所。」既然不論是在法規範上或者審判實務上，「合理

隱私期待」的概念都如此廣泛地被適用，那麼如何正確的操作「合理隱私期待」

即是一件迫切且重要的工作。 

第二項   定位科技大舉進入日常生活 

此外，除了釋字第 689 號解釋所涉及的派人尾隨、盯梢、守候等古老的蒐

集位置資訊方式之外，隨著科技發展，低成本、高效率的定位科技逐漸成為我們

生活的一部分。最明顯的就是行動電話製造商開始在其所生產的行動電話內建衛

星定位功能，提供用戶各式各樣的定位服務，例如汽車導航等。而多數人所不知

的是，即便是沒有衛星定位功能的行動電話，透過向電信事業查詢行動電話用戶

的基地台位置資訊等通信紀錄，政府也可以快速地搜尋到特定電話號碼的行動電

話位置，加上現代人幾乎行動電話不離身的生活方式，無形中讓我們的行蹤暴露

在政府的眼中而不自知。 

事實上，濫用定位科技而引發隱私權侵害的情況並非空穴來風。新北市日

前發生一件傷害案件，該案加害人與被害人是一對情侶，因為被害人與朋友外出

一直沒有接聽電話，於是加害人就開啟行動電話定位功能找尋被害人的行蹤，最

後發現被害人在夜店，憤而前往將被害人痛毆成傷。2從該案可以清楚發現，行動

電話的定位功能，雖然讓日常生活越來越便利，但它也引發不少個人隱私權的保

護問題。 

但不論科技如何演變，也不論各別定位科技實際運用的情況為何，利用定

位科技來蒐集個人位置資訊，就如同古老的派人尾隨、盯梢、守候等監控方式，

是否對隱私權構成侵害始終是件難以回答的問題，畢竟公共場所的言行舉止是一

種大眾可以任意觀察、蒐集的資訊。這也再次凸顯了一件事，亦即雖然釋字第 689

號解釋提出了「合理隱私期待」標準，但究竟該如何正確地操作這套標準恐怕才

是我們真正關心的議題。 

                                                       
2  女友不接電話 手機定位殺去海扁，聯合報，2012 年 11 月 3 日， http://udn.com/NEWS/ 

SOCIETY/SOC1/7466696.shtml，瀏覽日期：2012 年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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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國內文獻對合理隱私期待的探討不足 

所謂的「合理隱私期待」，普遍被理解為包含兩部分：其一，將不受侵擾的

期待表現於外的「主觀隱私期待」，其二，該期待須依社會通念認為合理的「客

觀隱私期待」。然而，在什麼情況下足以認定個人已將不受侵擾的期待表現於外？

又什麼情況下該期待依社會通念被認為是合理？對於這些問題，立法者僅在通訊

保障及監察法施行細則第 2 條第 4 款簡單表示：「應就客觀事實認定」。3 

查詢國內相關的學術論文，除了謝咏庭在 2004 年的碩士論文「合理隱私期

待與搜索概念」，以及蔡達智在其 2006 年博士論文「公權力利用衛星科技對隱私

權的影響－以美國法為中心」中有較深入的研究之外，鮮少以合理隱私期待的概

念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例如劉得為在 2008 年碩士論文「個人資料庫的隱私保

護－以我國戶籍制度為例」、黃政龍在其 2009 年碩士論文「科技偵查之研究－以

公共空間行動資訊隱私權為範疇」中，雖然都有介紹「合理隱私期待」的概念，

但也僅止於概念起源、主客觀標準以及各別領域發展現況的描述。4 

謝咏庭在其碩士論文中，主張應虛化主觀隱私期待這項判準，而交由當事

人自行決定是否有主觀期待的存在，值得讚賞。5至於客觀隱私期待部分，其主張

應以「私人領域尊重」作為「合理隱私期待」的理論基礎，以備往後我國實務界

發展出一套適合我國國情的「客觀合理性」下位細緻判準，也頗有見地。6但較為

可惜的有二，首先，其對於如何將抽象的「私人領域尊重」理論運用到客觀合理

性判斷上，欠缺更完整、深入的論述；其次，其對於我國實務是如何發展屬於自

己的「合理隱私期待」概念，也欠缺深入研究。事實上，謝咏庭的採取一種從抽

象到具體的推演方式來操作合理隱私期待，這本來就是一件相當漫長且困難的工

程。但實務工作者也不會因為理論的建構尚未完備，就不再繼續操作合理隱私期

待標準。不論是對於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1 條第 2 項，還是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3 條第 2 項等相關規範的解釋與適用，實務仍舊期盼有一套可供參考的操作指南。

                                                       
3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施行細則第 2 條第 4 款：「本法第三條第二項所稱有事實足認受監察人對

其通訊內容有隱私或秘密之合理期待者，應就客觀事實加以認定。」 
4  劉得為，個人資料庫的隱私保護－以我國戶籍制度為例，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2008 年 7 月，頁 102-106。黃政龍，科技偵查之研究－以公共空間行動資訊隱私權為範疇，

中原大學財經法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 1 月，頁 74-100。 
5  謝咏庭，合理隱私期待與搜索概念，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04 年 7 月，頁 135、

145。 
6  同前註，頁 14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 
 

面對實務的需求，本文試著暫時擱下困難的理論建構問題，改以歸納方式提出各

項參考因素，提出一套檢視清單，以幫助實務工作者適當地操作「合理隱私期待」。 

另外，蔡達智在其 2006 年博士論文「公權力利用衛星科技對隱私權的影響

－以美國法為中心」一文，曾針對個人開放空間資訊是否受到隱私權保障這項問

題提出四項判斷原則，其包括「一般目視原則」、「輔助或提昇感官工具原則」、

「已為一般大眾使用工具原則」以及「個人明知暴露原則」，頗具參考價值，7但

或許是因為當時國內案例累積不足，其對於我國法院的操作現況也沒有進一步整

理分析。鑒於近年來國內民眾對於隱私權意識的抬頭，國內實務對於合理隱私期

待的概念操作逐漸趨於成熟，案件數量也累積到相當可觀的數量，本文特別對於

國內關於合理隱私期待的相關判決進行整理與分析成，以補足過去相關討論的不

足。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本文以比較法研究以及實務判決的歸納與分析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由於

「合理隱私期待」源自於美國司法實務對於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的解釋，因此本

文以美國法院對於該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的判決作為分析與比較的主要素材，

嘗試從中歸納出幾項法院在操作該概念時常關注的因素，建構一套法院的操作模

式。接著，以這套操作模式作為對照基準，本文將回頭檢視我國法院在涉及合理

隱私期待概念的判決中是否也同樣有一套可依循的操作模式。 

由於合理隱私期待概念發展是源自於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而來，因此

本文對於美國判決的取材偏重於涉及公權力侵害的案件上。但就我國司法實務而

言，法院曾經深入操作合理隱私期待標準的案件，卻多半涉及私人間相互侵害的

案件。受限於我國實務案件的發展，本文在分析我國的判決時，將以私人間相互

侵害案件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當然，對於不同監控實施主體的案件相互比較，

勢必會遭到他人質疑比較的適切性。畢竟政府時常為了犯罪偵查等公益目的在人

民車上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而私人較少為了公益目的而實施的監控行為。但要

說明的是，當我們考量到監控行為背後所欲達到的目的時，其實是在進行各方利

益間的權衡，而不再是對於隱私權保障範圍的判斷。換言之，唯有先判斷個人是

否有不受監控的合理隱私期待，肯認個人受到隱私權保障之後，才有利益權衡的

                                                       
7  蔡達智，衛星監控資訊作為法庭證據之實證研究－以高等以上法院裁判為中心，科技法學評

論，5 卷 1 期，2008 年 4 月，頁 6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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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對此，本文認為單就「合理隱私期待」的操作而言，法院的判斷結果並不

會因為侵害主體的差異而有所差異，權利主體隱私期待的合理性也不會因為侵害

主體的不同而有所不同。以衛星定位追蹤器監控為例，我們實在很難想像一個人

主觀上是否存在免受衛星定位追蹤器監控的隱私期待，以及社會上是否承認該期

待是合理的，會因為侵害來源究竟是私人還是政府而有所不同。 

另外要說明的是，關於利用現代定位科技工具來蒐集個人的位置資訊，政

府可使用的工具種類，除了無線電波追蹤器以及衛星定位追蹤器之外，也包括基

地台位置資訊的查詢。但私人若要蒐集他人的位置資訊，多半無法透過基地台位

置資訊的查詢來完成，因為電信事業對於用戶的相關資訊負有保密義務，若無相

關規範的授權，私人是無法輕易取得他人的基地台位置資訊。但無論如何，美國

法上關於政府查詢基地台位置資訊所引發的隱私爭議案件，也時常涉及「合理隱

私期待」的操作，而且其與利用衛星定位追蹤器來實施行蹤監控一樣，都涉及長

時間監控的問題，因此仍具分析比較的價值，而有納入討論的必要。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用來判斷「隱私權」存否的「合理隱私期待」標準，因此

有必要先認識「隱私權」的概念。本文第二章將分別介紹美國學者所採取的由下

至上的歸納途徑以及從上至下的演繹途徑下所理解的隱私權概念，並比較兩種途

徑間的優劣。然而，不論採取哪種途徑來理解隱私權，本文要強調的是，之所以

要保障隱私權是因為有重要的價值值得我們維護，但同時也別忘了保障隱私權必

然有其代價必須承擔，因此第二章後段將從價值與代價的分析角度來認識隱私權，

我們將發現隱私權其實本質上是一種多重利益衝突下的產物。 

經過第二章簡短地介紹完隱私權的概念後，在第三章將正式介紹本文的討

論主軸－「合理隱私期待」。本文將從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介紹起，探討合

理隱私期待標準的起源、功能以及後續的發展。接著，將大量整理美國法上涉及

合理隱私期待的判決，從中歸納出法院時常考量的因素，並建立以「資訊的性質」、

「侵害的手段」、「侵害的場所」以及「第三人原則」四種因素為主的分析模式。

當然，合理隱私期待的標準並非完美無缺，在第三章後段，本文將簡單介紹美國

學者對於該套標準的各種批評。 

雖然合理隱私期待標準有許多缺陷，但仍舊是目前美國司法實務上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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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因此在面對諸多定位科技的使用，法院仍舊以合理隱私期待標準作為基礎，

來檢視監控行為是否構成隱私權侵害。對此，本文第四章將進一步把第三章所歸

納得出的四種因素分析模式，用來檢驗美國法院在政府蒐集個人位置資訊是否侵

害隱私權的諸多案例。從中我們會發現傳統上法院所建立的分析模式往往會得出

個人在公共場所的言行舉止不受到隱私權保障的結論。由於這樣的結論相當不利

於個人隱私權的保護，因此美國部分法院開始嘗試突破既有框架，提出一些有趣

的理論，例如「馬賽克理論」，來修正以往合理隱私期待的操作。面對這些法院

所提出的新理論，本文第四章後段將分析這些觀點的優劣，並提出本文認為較適

合採納的理論，以作為未來我國法院操作時的參考。 

在介紹完美國法院的發展，分析了合理隱私期待標準適用於定位科技時所

引發的問題，並提出可能的修正方向之後，本文將在第五章分析我國法院的判決，

歸納出屬於我國法院自己的分析模式。由於美國法院在處理政府蒐集個人位置資

訊時，顯示出以往分析模式存有缺陷，因此本文也從同樣的角度出發，整理我國

法院對於私人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是否造成隱私權侵害的判決結果及判決理由。

最後，在第六章中，本文將以比較法的觀點，重新檢視我國法院對於合理隱私期

待標準操作上的諸多問題，並檢討我國法院處理私人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時，是

否對於隱私權保障有不完善的地方，同時提出數項修正建議，以作為未來法院操

作時的參考。此外，由於本文在研究定位科技的過程中，發現我國現行法制架構

有規範密度不足的問題，因此本文將在最後一併提出修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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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隱私權的概念、代價與價值 

由於「合理隱私期待」是「隱私權」保障範圍的認定標準之一，因此在探究

「合理隱私期待」的操作前，有必要先對於「隱私權」的概念有個基本的認識。

以下將介紹美國法的發展，從中我們可以認識到美國學界對於「隱私權」的理解

存在著兩種截然不同的理解途徑，包括從核心理論出發的由上至下的理解，以及

從案例歸納出發的由下至上的理解。此外，在介紹隱私權概念的諸多理論基礎之

餘，我們必須了解的是，隱私權並不是完全不被質疑的權利，因為在追求隱私價

值的同時，不論是個人還是社會都同時得付出一定的代價，而這也是為何我們不

能允許單憑個人主觀的期待來決定隱私權的保障範圍，而必須同時獲得社會的認

可。 

第一節   隱私權的概念 

第一項   從核心理論出發：由上至下理解 

第一款   Warren 與 Brandeis 提出隱私權概念 

1890 年，Samual D. Warren 及 Louis D. Brandeis 二人在 Harvard Law Review

中發表的 The Right to Privacy 文章中，首次將隱私權作為一個法律概念，堪稱為

美國法院判決及學說探討隱私權的領頭羊。該篇文章緣起於 Warren 不滿當時新

聞媒體，對於 Warren 太太舉行的私人宴會，做了過於詳細的報導，於是偕同

Brandies 共同撰寫該篇文章。1 

文章一開始從政治、社會和經濟的改變將需要新的權利談起，認為在面對

社會新的發展，人們對新權利需求，從有形的身體，到無形的名譽、情感、精神

等無體權利，有歷史脈絡可循。2其次，Warren 與 Brandeis 也注意到 Cooley 法官

曾經提出「獨處而不受外界干擾的權利」(the right to be let alone）的概念。3這個

觀念在當時照相技術的革新，及腥、羶、色新聞報紙的興起，不但造成私人領域

                                                       
1  See William L. Prosser, Privacy, 48 CAL. L. REV. 383, 383-84 (1960). 
2  See Samual D. Warren & Louis D. Brandeis, The Right to Privacy, 4 HARV. L. REV. 193, 193-94 

(1890). 
3  Id. at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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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家庭的侵害，也貶低了社會的道德與價值的情況下，格外重要。4因此，Warren

與 Brandeis 寫作的目的在於，探討現行法是否足以提供一個可以適當地被援引

的原則，以保護個人的隱私權；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其保障的性質和範圍為何？

5 

Warren 與 Brandeis 檢討了普通法上的「誹謗」、「著作權」以及「默示契約」

和「信賴關係」之後，認為均無法完整保障「獨處而不受外界干擾的權利」。因

為「誹謗」主要保障個人名譽（個人與社會的關係），而無法保障對於個人自我

認知、情感的傷害。6「著作權」也僅保障著作權人享有著作公開後的利益，與避

免將思想、情感公開的權利有所不同。7因為保障個人將情感透過文書和作品表

達，性質不屬於財產權的範疇，而是一種心靈的寧靜（peace of mind）或者避免

無限制地被公開。8至於，普通法上的「默示合意」與「信賴關係」，則因為無法

防止陌生人侵害隱私權的情況，也無法完整保障對於個人自我認知、思想和情感

的傷害。9然而，在探尋既有的判決後，Warren 與 Brandeis 也發現「個人對於通

過寫作或藝術媒介所表達的思想、情緒和情感有決定是否公開的權利」，僅僅是

一個更廣泛的「獨處而不受外界干擾的權利」中的具體實例。10而且就如同「不

被毆打的權利」、「不被監禁的權利」、「不被惡意起訴的權利」、「不被誹謗的權利」

一樣，都是基於「不可侵犯的人格權」而來的。11 

當然，Warren 與 Brandeis 也強調，隱私權並非絕對的權利，有其界限存在，

而認為有下列情況時，隱私權是不受保障：一、涉及公共或一般利益時；二、依

據法律有傳播的權利時；三、口頭之散布而未造成「特別損害」（special damage）

時；四、由本人散布或經其同意者。12最後，其認為隱私權可以透過侵權行為損

害賠償和禁制命令的方式，或者藉由刑罰的方式，來加以保障。13 

第二款   後續學者對隱私權內涵的建構 

                                                       
4  Id. at 195-96. 
5  Id. at 197. 
6  Id. at 197-98. 
7  Id. at 199-200. 
8  Id. at 200-01. 
9  Id. at 211-12. 
10 Id. at 202-05. 
11 Id. at 205. 
12 Id. at 214-18. 
13 Id. at 2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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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Warren 與 Brandeis 從英美習慣法推導出「獨處而不受外界干擾的權

利」，來定義隱私權，但其文章重點在於提倡法律應該保障隱私權，而並未進一

步就隱私權的概念界定及保護範圍提出任何說明。14因此，學者們開始提出各自

理論來補充隱私權的內涵。這些理論主要包括「有限接近理論」、「秘密理論」、

「個人資料控制理論」、「人格理論」，和「親密關係理論」，而學者也同時意識到

這些理論難免有保護範圍過寬或過窄的問題。 

第一目   有限接近理論 

「有限接近理論」（limited access to the self）以「每個人都渴望隱匿一些資

訊，並希望與他人有所分別」來解釋隱私權，就這點而言，該理論與「獨處而不

受外界干擾的權利」頗為相似。15但要注意的是，「有限接近」不等同於「孤獨」

（solitude）。「孤獨」是一種與世隔絕、遠離他人的、獨自一人的狀態。雖然「孤

獨」是「有限接近」和「獨處而不受外界干擾」的要素之一，但這些理論的範圍

遠比「孤獨」來的寬廣。16而所謂的「有限接近」，可以解釋為「任何人有權將自

己的事務留給自己，並自行決定受到公眾觀察和討論的程度」。17 

然而，該理論並沒有明確告訴我們，哪些「接近」會涉及隱私？也沒有告訴

我們哪種程度的「接近」會構成隱私侵害，使得該理論如同「獨處而不受外界干

擾的權利」一樣，有太寬廣且太模糊的問題。18對此，主張有限接近理論的 Ruth 

Gavison 補充認為，有限接近有三個獨立且不可稀釋的元素，分別是「秘密」

（secrecy）、「匿名」（anonymity）和「孤獨」（solitude）。19但學者仍然認為，Ruth 

Gavison 並未將諸如騷擾或滋擾行為，還有政府對於人民關於身體、健康、性行

為、家庭生活等重要決定的介入行為等等，納入隱私保護之內，仍有範圍過於狹

隘的疑慮。20 

第二目   秘密理論 

另一種最常見的理解，是將隱私視為對某種事項保密。而在這個觀點下，公

                                                       
14 See DANIEL J. SOLOVE, UNDERSTANDING PRIVACY 16-17 (2008). 
15 Id. at 18. 
16 Id. at 18-19. 
17 Id. at 19 (citing E. L. Godkin, Libel and Its Legal Remedy, 12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69, 80 

(1880)). 
18 Id. at 20. 
19 See Ruth Gavison, Privacy and Limits of Law, 89 YALE L. J. 421, 433 (1980). 
20 See SOLOVE, supra note 14, at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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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揭露先前被隱匿的資訊將被認定為侵害隱私。秘密理論可以被理解為有限接近

理論的分支，因為個人資料的保密是一種維持有限接近的方式。21換言之，秘密

理論（secrecy）較有限接近理論更為狹隘，因為他只涉及其中一部分：「個人私

事的隱匿」。因此，秘密理論往往會得到一項結論，亦即一旦揭露秘密給他人知

道，就不再享有隱私權的保障了。22事實上，這個理論廣受大家批評。一方面，

我們常常只會想要對特定人公開，而不是對所有人公開；換言之，人們渴望信任

特定人不會將秘密洩漏出去，而不是完全的秘密。23另一方面，在這個數位化的

時代，除非完全生活在與世隔絕的地方，否則我們必然被迫提供，或不自覺地洩

漏出一些個人資料，倘依照秘密理論的理解，將導致人們不再保有隱私。24 

第三目   個人資料控制理論 

一個主流的隱私權理論是將隱私權理解為對個人資料的控制（control over 

personal information）。學者 Alan Westin 將隱私權視為對個人資料的控制，其表

示：「隱私權是個人、團體、機構決定關於自己的資訊在何時、如何傳遞給其他

人，以及傳遞到什麼程度的權利。」25而實務上也不乏有判決採取個人資料控制

理論，例如在涉及政府資訊公開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的 U.S. Dept. of 

Justice v. Reporters Committee For Freedom of Press 案，法院就明白地以個人資料

控制來理解隱私權。26 

但該理論也存有不少問題。首先，該理論過於著重於「資料」，而排除了未

涉及資料的隱私侵害型態，例如政府對於身體、生殖、基本決定的干預等，使得

隱私權的保護範圍顯得過於狹隘。27其次，該理論也沒有進一步定義，哪種類型

的資訊是個人享有控制權的資訊，這恐怕會讓人無所適從。28雖然許多法規範是

以「足以辨識個人的資料」作為保障的客體；但學者也發現，許多重要的事實雖

然足以辨識到特定個人（例如特定人是有名政治人物的事實），但未必是隱私權

所要保障的範圍。29舉凡姓名、面貌等等資訊，雖然都足以辨識到特定人，但一

                                                       
21 Id. at 22. 
22 Id.  
23 Id. at 23. 
24 Id. at 24. 
25 Id. (citing ALAN WESTIN, PRIVACY AND FREEDOM 7 (1967)). 
26 489 U.S. 749, 763 (1989). 
27 See SOLOVE, supra note 14, at 25. 
28 Id.  
29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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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不認為該等資訊屬於隱私權所保障的資訊。 

另外，該理論雖然強調資訊的「控制」，但也沒有進一步說明控制的方法。

30雖然有學者試圖將個人資料視為一種財產權，來達到控制個人資訊的目的。31

但事實上這是有困難的，因為在交易的當下，交易雙方並無法事先預測個人資料

在未來不同脈絡下的價值，所以很難在當下決定未來可否目的外使用、可否再移

轉、可以再移轉給誰等問題，所以無法像獨立的商品一樣，輕易地從一個人讓渡

到另一個人32。此外，個人資料也未必是當事人自己獨自產生的，其往往是與他

人互動而共同創造的，這也使得究竟是誰能夠控制該資料，充滿爭議。33 

最後，若我們過於強調個人資料當事人單方面的控制，而忽視了資料處理

過程中，社會現實上既存的知識和權力落差，也容易導致對隱私權的理解過於狹

隘。34換言之，倘若我們忽略了知識不對等或權力不對等的事實現況，個人所享

有的控制權其時是空洞的，因為我們可能在不知情、或被迫的情況下提供了資料，

而此時應該仍有構成隱私權侵害的疑慮。 

第四目   人格權理論 

Warren & Brandeis 曾在 The Right to Privacy 文章中提到，「獨處而不受外界

干擾的權利」就如同「不被毆打的權利」、「不被監禁的權利」、「不被惡意起訴的

權利」、「不被誹謗的權利」一樣，都是基於「不可侵犯的人格權」而來的。而美

國聯邦最高法院作出的一系列關於憲法層次的隱私權案例，例如 Griswold v. 

Connecticut 案35、Roe v. Wade 案36等，也都是將隱私權視為對重大事項免受國家

干擾的決定權，以達到人格完整性，於是就誕生了「人格權理論」（personhood）。

人格理論與其他理論有所不同，因為它立基於維持人格完整性的規範性目的；此

外，這項理論不是獨立於其他理論之外，其時常被用來解釋：為何隱私權的保護

是重要的、什麼樣的資訊是我們應該控制的等問題。37 

但有學者認為，重大事項免受國家干擾的決定權不應該被歸到隱私權這個

                                                       
30 Id. at 25-26. 
31 See Richard S. Murphy, Property Rights in Personal Information: An Economic of Privacy, 84 GEO. 

L.J. 2381, 2383-84 (1996). 
32 See Pamela Samuelson, Privacy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52 STAN. L. REV. 1125, 1137-38 (2000). 
33 See SOLOVE, supra note 14, at 27. 
34 See Paul Schwartz, Privacy and Democracy in Cyberspace, 52 VAND. L. REV. 1609, 1661 (1999). 
35 381 U.S. 479 (1965). 
36 410 U.S. 113 (1973). 
37 See SOLOVE, supra note 14, at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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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裡面。因為將自主決定視為隱私權，容易使得自主決定權受到傳統隱私權的

物理空間及資料控制的想法所影響而過分侷限於住家的保護以及資訊的流通上，

恐不利於自主決定權的發展。38其次，人格理論並未對「人格」加以定義，因此

以人格權作為隱私權的理論基礎無助於進一步闡明隱私權的意義、性質與範圍。

39更何況，人格權的健全與完整，也必須仰賴言論自由等其他自由權的保護，而

非僅牽涉到隱私權而已。換言之，人格權幾乎可以說是所有權利的上位指導原則，

若以「人格理論」來理解隱私權，恐怕會有過於寬廣的問題。40 

第五目   親密關係理論 

事實上，隱私不僅僅是為個人自我創造相當重要，對於人際關係也很重要。

基於這點，「親密關係理論」（intimacy）認為，我們不能僅將隱私視為有限的接

近或控制，也應該意識到個人親密資訊的控制有助於建立各種不同親密程度的人

際關係。41一般而言，我們對於人際關係中較親密的親友，總是較能夠放開心防，

分享較私密的資訊，而當我們想要和另一個人建立起更深的關係時，也會嘗試分

享私密的資訊。 

然而，親密關係理論也存有過寬或過窄的問題。因為一方面，該理論對於

「親密資訊」的範圍欠缺適當的定義，導致認定隱私的範圍上有過多的模糊空間。

有學者嘗試將「親密資訊」解釋為「僅對少數人揭露的資訊」，但這種解釋顯然

忽略了，建構親密關係不僅僅是在分享個人資訊，也應該考量分享資訊背後的意

義。42例如，我們並沒有想與醫生建立任何親密關係，但我們仍然會將極私密的

資訊透露給醫生知道。而另一方面，親密關係理論過於著重在人際關係上，反而

排除了許多不涉及親密人際關係的隱私問題，例如與個人財務相關的資訊雖然是

隱私的，但卻與親密關係的建立無關。43又例如，雖然我們沒有想與醫生建立任

何親密關係，但我們所揭露的資訊很可能就是隱私權所要保障的資訊。 

第三款   小結 

                                                       
38 See Louis Henkin, Privacy and Autonomy, 74 COLUM. L. REV. 1410, 1424 (1974); See also Yvonne 

F. Lindgren, Personal Autonomy: Towards a New Taxonomy for Privacy Law, 31 WOMEN'S RTS. L. 
REP. 447, 468-69 (2010). 

39 See SOLOVE, supra note 14, at 31. 
40 Id. at 31-32. 
41 Id. at 34. 
42 Id. at 35. 
43 Id. at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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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Warren 與 Brandeis 基於不可侵犯的人格權保障，以「獨處而不受外界干

擾的權利」來建構「隱私權」的概念後，由於並未進一步說明隱私權的內涵，因

此後續許多學者嘗試提出一套理論來建構隱私權。這些理論包括，「有限接近理

論」、「秘密理論」、「個人資料控制理論」、「一般人格權理論」以及「親密關係理

論」。然而，不論是哪種理論，總是被挑剔定義過於模糊不清，或者單一理論所

建構的隱私範圍過於偏頗、狹隘。例如「有限接近理論」並沒有說明那些「接近」

會涉及隱私，也沒有告訴我們「接近」到哪種程度會構成隱私侵害。而就「秘密

理論」而言，其顯然將隱私視為一種全有全無的權利，忽略了現實生活中鮮少有

絕對秘密的事實。另外，「個人資料控制理論」以及「親密關係理論」，討論主軸

分別著重於「資料控制」以及「親密關係」，恐有過於狹隘的問題。至於，以「一

般人格權理論」來理解隱私權時，因為「人格權」幾乎可以說是所有權利的上位

指導原則，使得該理論喪失界定隱私權範圍外緣的功能。 

第二項   從案例歸納出發：由下至上理解 

由前面的介紹可知，從 Warren 與 Brandeis 的「獨處而不受外界干擾的權

利」，到後續的有限接近理論、秘密理論、個人資料控制理論、人格理論以及親

密關係理論，都試圖建構一個核心概念來定義隱私權，但往往不是過於抽象寬廣、

不然就是過於狹窄，總有不足之處。但即便概念仍然模糊不清，「隱私權」這個

術語仍然被法院廣泛用在許多乍看之下不具共同特徵的案件中，因此更讓人模不

著頭緒。44為了擺脫以往隱私權理論不夠完善的窘境，有學者改採另一種途徑來

理解隱私權，亦即不再用一個統一的概念來定義隱私權，也不認為隱私權有一個

核心價值存在，而是務實地從現有的混亂案例中，依照不同的案例特性，分門別

類，建構出各種隱私問題的框架，甚至提出具體的構成要件，以作為將來實務工

作者遇到類似問題時的指引。 

第一款   Prosser 的四種隱私侵權 

William L. Prosser 就是第一個使用這種方式來理解隱私權的學者，而提出

普通法上的四種隱私侵權態樣，並大大影響往後美國隱私權法的發展。Prosser 分

析了以往的美國普通法上的隱私侵權案例後，認為隱私權是一個四種侵權態樣的

綜合體，雖然它們共同使用「隱私權」這個稱號，但事實上卻是保障四種不同的

                                                       
44 See Lior Jacob Strahilevitz, Reunifying Privacy Law, 98 CAL. L. REV. 2007, 200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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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益，唯一的交集就是他們都涉及「獨處而不受外界干擾的權利」。45這四種侵權

態樣分別是「對個人的獨處或私人事務之入侵」（Intrusion upon the plaintiff's seclusion 

or solitude, or into his private affairs）、「將使個人難堪的私人事務之公開」（Public 

disclosure of embarrassing private facts about the plaintiff）、「將被害人置於錯誤的

公共理解下」（Publicity which places the plaintiff in a false light in the public eye），以及

「為被告利益而未經同意使用原告的姓名或其他特徵」（Appropriation, for the 

defendant's advantage, of the plaintiff's name or likeness）。46除了提出四種侵權態樣

外，Prosser 更為每個侵權態樣，建構出清楚的構成要件，對於實務工作者而言，

很容易操作適用，也不用煩惱那些深奧難懂的理論基礎，因此廣受實務界歡迎，

最後成為美國隱私侵權法上的通說，並被編入 Restatement of Law 中。47雖然有

學者不滿意 Prosser 的分類，認為 Prosser 的四種隱私侵權態樣過於權威，導致美

國隱私侵權法類型總是無法突破 Prosser 的四種分類，形成了僵化、遺漏的現象，

以至於許多新的資訊隱私權問題都被忽略48，但這都無減於 Prosser 在美國隱私

侵權法上的地位。 

第一目   對個人的獨處或私人事務之入侵 

本類隱私侵權，是指行為人在未經被害人同意的情況下，物理性或非物理

性地侵害被害人私人事務。就侵害行為而言，除了包括物理性的侵害，例如侵害

被害人的住家、旅館房間、專屬女性的包廂等之外，Prosser 認為也包括非物理性

的侵害，例如竊聽、刺探被害人銀行帳目、非法強迫驗血等。49更重要的是，Prosser

認為這些侵害行為必須「對於合理人而言具有高度冒犯或可被抗議的」（be 

offensive or objectionable to a reasonable man）。50至於行為客體，Prosser 則認為必

須具有「私人」的性質，因此對於公開的資訊，或者被害人在公共場所的言行舉

止都不是本類隱私侵權的保護客體。51  

                                                       
45 See William L. Prosser, Privacy, 48 CAL. L. REV. 384, 389 (1960). 
46 詳細介紹可參考林建中，隱私權概念之再思考－關於概念範圍、定義及權利形成方法，國立

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1999 年 1 月，第 2 章，頁 2-12。 
47 RESTATEMENT (SECOND) OF TORTS § 652 (1976). 
48 See Neil M. Richards & Daniel J. Solove, Prosser’s Privacy Law: A Mixed Legacy, 798 CAL. L. REV. 

1887, 1907, 1909 (2010); see also Danielle Keats Citron, Mainstreaming Privacy Torts, 98 CAL. L. 
REV. 1805, 1832 (2010). 

49 See Prosser, supra note 45, at 389-90. 
50 Id. at 390-91. 
51 Id. at 39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5 
 

第二目   將使個人難堪的私人事務之公開 

本類隱私侵權行為就是 Warren 與 Brandeis 提出「隱私權」概念時所主要針

對的情況，亦即向公眾揭露他人私事的行為。就侵害行為而言，除了是以書面或

其他方式向公眾揭露之外，該事實的公開也必須「一般通念上具有高度冒犯或可

被抗議的」（be offensive or objectionable to a reasonable man of ordinary sensibilities）。

52至於是向特定個人或小團體揭露時，則必須檢視具體情況是否另外構成契約或

信任關係之違反，而另外構成其他種類的侵權損害賠償請求。53而就行為客體而

言，本類隱私侵權亦要求，所揭示的事實必須具有私人性質。Prosser 認為，被害

人在公眾所的見聞的場所下所為的言行，其後遭到紀錄並公開時，並不構成本類

隱私侵權行為。54至於已經公開的事實，原則上亦無法該當與本類隱私侵權，但

時間的經過使得資訊喪失公開性時，必須依照具體事實的重要程度與個別情況，

來決定是否該當與本類隱私侵權。55 

第三目   將被害人置於錯誤的公共理解下 

本類型之隱私侵權行為，是指將被害人置於一種讓公眾誤解或錯誤的情況

下而公開。換言之，行為人的公開行為必須是不實的，導致被害人因此而受到公

眾的誤解，始能成立本隱私侵權。本類隱私侵害的主要的類型包括：1. 將某意見

或陳述錯誤地歸咎於被害人；2. 將被害人的照片用來描述與其欠缺合理連結的

書或文章；3. 將被害人的姓名、照片或指紋錯誤地納入刑事前科紀錄之中。56應

注意的是，本類隱私侵權與誹謗侵權雖然時常一樣，但不必然相同，因為本類隱

私侵權只需要「對於一般合理人而言是可被抗議的」即可，不以名譽受損為前提，

也沒有誹謗侵權那般受到重重限制。57 

第四目   為被告利益而未經同意使用原告的姓名或其他特徵 

Prosser 最後一類隱私侵權，是指基於行為人為了自己利益而使用被害人的

身分。所謂「身分的使用」，若僅是使用相同的姓名是不夠的，還必須就事實脈

絡、環境、或其他額外因素導致身分同一性遭到混淆，始能成立本類隱私侵權。

                                                       
52 Id. at 393, 396. 
53 Id. at 393-94. 
54 Id. at 394-95. 
55 Id. at 395-96. 
56 Id. at 398-99. 
57 Id. at 4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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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因此，刊登關於被害人的手、腳、住家、汽車的照片，而沒有辦法影射被害人

時，是不成立本侵權責任的。至於，所謂的「為了自己的利益」，必須身分的使

用與所尋求的利益必須有比單純報紙的銷售還要更直接的關聯；且倘若被害人的

姓名或者人格特徵只是遭到附帶性引用、提及、或偶然地出現，也不構成本類隱

私侵權。59 

第二款   Chemerinsky 的三種憲法隱私權發展 

除了 Prosser 對於普通法上關於隱私權的侵害案例所做的歸納外，美國法上

牽涉到隱私權概念，不論是司法實務還是國會立法，可以說非常豐富且多元。除

了普通法上的侵權行為，學者 Erwin Chemerinsky 觀察美國的憲法上隱私權的發

展，歸納出三種隱私權發展面向，分別是：「免受政府對人或家庭的侵入」、「免

受政府對重大決定的干預」、「限制個人資料的傳播」。60但必須強調的是，這三種

面向並不是涇渭分明的概念，各個面向在功能上往往相互聯繫，於同一個案件中

也常常同時牽連。61此外，這三種發展面向，只是學者為了方便說明隱私權的概

念，而對於美國法制架構所做的歸納，並未對隱私權加以定義，也不強調隱私權

有一個統一的核心價值。 

第一目   免受政府對人或家庭的侵入 

關於「免受政府對人或家庭的侵入」面向，最常被提到的就是美國憲法增修

條文第 4 條。該條規定：「人民有保護其身體、住所、文件與財物之權，不受無

理拘捕、搜索與扣押，並不得非法侵犯。除有正當理由，經宣誓或代誓宣言，並

詳載搜索之地點、拘捕之人或收押之物外，不得頒發搜索票、拘票或扣押狀」。

62但應注意的是，雖然該條文的內容似乎僅限於具體有形的身體、住所、文件與

                                                       
58 Id. at 403-04. 
59 Id. at 405-06. 
60 See Erwin Chemerinsky, Rediscovering Brandeis’s Right to Privacy, 45 BRANDEIS L.J. 643, 645-47, 

649 (2007). 另有學者 Jerry Kang 將「隱私權」概念分為三類，分別是：「物理空間」、「重大

決定」、「個人資料」，概念上大同小異。See Jerry Kang, Information Privacy in Cyberspace 
Transactions, 50 STAN. L. REV. 1193, 1202-04 (1998).  

61 See Kang, supra note 60, at 1203-04. 
62 中文翻譯引用自司法院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db/db04/db04-03.asp，瀏覽日期：2013

年 6 月 15 日；U.S. CONST. amend. IV (1791)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be secure in their persons, 
houses, papers, and effects, against unreasonable searches and seizures, shall not be violated, and no 
warrants shall issue, but upon probable cause, supported by oath or affirmation, and particularly 
describing the place to be searched, and the persons or things to be se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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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但為了因應時代的發展所需，聯邦最高法院在 Katz v. United States 案63中

宣示，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的保護對象是人，而不是場所，從此該條文的保護範

圍不再侷限於法條的文字用語，也擴及無形的談話、通訊等。而 Harlan 大法官於

Katz 案的協同意見書中，更提出了「合理隱私期待」（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概念，將政府所有的侵入行為都納入規範之內。 

第二目   免受政府對重大決定的干預 

除了「免受政府對人或家庭的侵入」面向之外，另外一個由司法實務率先承

認的「免受政府對重大決定的干預」面向，也相當具有特色。在 Griswold v. 

Connecticut 案64，案中的多數意見，藉由諸如憲法修正條文第 1、第 3、第 4 和

第 5 條之散發（emanation），所形成的「陰影部分」（penumbras），進而建構出一

個「隱私權的領域」（zone of privacy）。據此，認為州法禁止使用避孕藥、禁止製

造與銷售散布之規定，已經侵害隱私權，並對婚姻中的親密關係構成毀滅性影響，

進而認為該法違憲。此外，在 Roe v. Wade 案65，法院審酌以往處理家庭和生殖方

面的自主權的案件，重申依照第 1、4、5、9、14 條增修條文的陰影，可以得出

隱私權受到憲法保障之外，更認為不論是依據增修條文第 9 條還是第 14 條，隱

私權的範圍足以包括一個懷孕女子決定是否終結懷孕的意思自由，而該州法未能

夠針對不同的懷孕階段，而區分禁止墮胎的程度，被認為違憲侵害隱私權。經過

上面兩則判決後，人民對於諸如避孕藥的使用、墮胎的行為等重大決定有免受政

府干預的權利，而政府對此權利的任何干預行為，都被視為是對人民隱私權的侵

害。66 

第三目   限制個人資料的傳播 

至於「限制個人資料的傳播」面向，則首推 Wahlen v. Roe 一案67。該案起因

                                                       
63 389 U.S. 347 (1967). 
64 381 U.S. 479 (1965). 案件事實：被告 Griswold 是 Connecticut 州生育中心的負責人，在執行

業務過程中，提供已婚夫婦關於避孕的資訊、知識及專業意見。但當時該州的避孕法卻禁止

任何人使用藥物或其他器具來避孕，同時也禁止任何人對於避孕行為提供任何諮詢、協助或

實施墮胎手術。根據該法，被告因違反該法而於 1961 年被逮捕，並經過地方法院和上訴法

院判決有罪，感到不服，以該法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為由，向聯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訴。 
65 410 U.S. 113 (1973). 案件事實：被告是一名單身懷孕女子，因違反 Texas 州禁止實施墮胎手

術的法律，而被逮捕。 
66 其他例如性偏好，亦被認為受到憲法隱私權保障。Bowers v. Hardwick, 478 U.S.186 (1986); 

Lawrence v. Texas, 539 U.S. 558 (2003). 
67 429 U.S. 589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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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當時紐約州要求該州醫生開立某些合法但有濫用嫌疑的用藥處方箋時，必須

通報病人的姓名和住址，然後由政府將該資料建檔儲存在電腦資料庫內。該規定

遭到許多病人和醫生反對，並以違反隱私為由提起訴訟。但聯邦最高法院在該案

一致認為，因為與資料庫相關的政府職員已經被課予保密義務，足以防免資料外

洩的問題，所以該規定並未侵害人民的隱私權。68此外，法院雖然承認未來是有

侵害隱私權的疑慮，但法院認為，目前並不需要處裡未來被非法洩露的可能性，

因為至少在資料庫的建立當時，並不構成隱私侵害。69 

此外，California Bankers Ass'n v. Schultz 案70涉及銀行保密法中要求銀行應

保有金融交易的紀錄，並對國內和海外交易情況負有報告義務的規定，法院基於

監控金融交易、防止詐欺行為的必要，也是認為該規定合憲。71有學者觀察歷年

來的判決結果，認為聯邦最高法院對於「免受政府對人或家庭的侵入」和「免受

政府對重大決定的干預」通常持肯定態度，但對於「限制個人資料的傳播」，雖

然亦不排斥有隱私權侵害的可能，但判決結果往往偏向政府機關。72  

其實，Warren 與 Brandeis 當初提出的隱私權概念的目的是為了對抗媒體對

個人資料的蒐集與報導，而後來的 Prosser 所提出的四種侵權態樣，主要都是為

了解決個人資料的傳遞所引發的隱私權侵害來觀察，因此，「限制個人資料的傳

播」的發展，相對於前兩類型，可以說是更加完整、成熟。而美國國會為了加強

對人民個人資料的保護，也另外制定了，諸如 1974 年的聯邦隱私權法（Federal 

Privacy Act）、1978 年的財務隱私權法（Right to Financial Privacy Act）、1988 年

的電子通訊隱私權法（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Privacy Act）等法律。或許正是

因為已經獲得國會的重視，所以在憲法層次的「限制個人資料的傳播」面向，法

院反而不希望介入過多，而趨於保守。 

第三款   Solove 的十六種隱私問題 

鑒於美國憲法以及行政法規對於隱私權的多元發展，加上 Prosser 的分類上

的不足，Daniel J. Solove 將眼光從侵權法拉高到整體法制架構，更廣泛地歸納各

種隱私問題，提出了十六種隱私問題。首先，Solove 依照侵害方式是否與個人資

                                                       
68 Id. at 600. 
69 Id. at 605-06. 
70 416 U.S. 21 (1974). 
71 Id. at 76-77. 
72 See Chemerinsky, supra note 60, at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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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有關，以及資料的蒐集、處理和利用流程，將隱私權區分為四種基本的隱私侵

害態樣，分別是：1.「資料蒐集」（information collection）。2.「資料處理」（information 

processing）。3.「資料傳遞」（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4.「侵犯」（invasion）。

73然後，依循著此四種基本分類，Solove 再對每個基本分類做了進一步的細分，

成為合計十六種隱私問題的架構。如同 Prosser 認為隱私權只不過是共通使用單

一名稱來保障四種不同的利益的集合體，Solove 也同樣不對隱私做任何定義，而

將隱私權視為一個涵蓋各種問題的「涵蓋性術語」（an umbrella term），並認為各

問題所要保障的利益各不相同，沒有所謂的核心的價值存在。74 

第一目   資料蒐集 

Solove 教授強調，即使沒有資訊被公開揭露，「資訊的蒐集」也會造成隱私

侵害。而在「資訊的蒐集」階段尚可區分為兩種資訊蒐集的型態，分別為「監控」

（surveillance）與「審問」（interrogation）。75所謂的「監控」，是對於他人的言行

舉止進行觀察、截聽、紀錄。我們都知道，當我們痴痴地盯著他人看時，他人必

定會產生焦慮和不舒服的感覺，而這種不舒服感覺最後會逐漸改變他人的言行舉

止，產生自我拘束的現象。換言之，「監控」是一種「社會控制」的工具，它未

必是當然有害的，因為社會控制是每個社會維持運作所不可或缺的機制；然而，

過多的社會控制會影響自由、創造力與自我發展。76即便是「隱匿式監控」（covert 

surveillance），其所帶來的「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全景式效果」（panoptic 

effect），也同樣會限制自由、創造力和自我發展。77至於「審問」，則是對個人施

壓來揭露資訊。當其他人過份地探索問題，即使沒有回答的義務，人們也會感到

冒犯，因為沒有回答問題也會產生一種有事隱匿的印象，而這將迫使人們去思索

該如何回應問題、或者該如何拒絕回答問題。78因此，「審問」不但會造成個人資

料的洩漏，也是一種強迫，對於人們的言論、結社、信仰等自由權的行使，產生

莫大的傷害。 

第二目   資料處理 

                                                       
73 See SOLOVE, supra note 14, at 101-03. 
74 Id. at 45.  
75 Id. at 106. 
76 Id. at 108. 
77 Id. at 109. 
78 Id. at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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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資料處理」是對於蒐集而來的資料進行使用、儲存和操控。Solove 教

授認為，在資料處理過程中，至少有五種隱私侵害的型態，分別包括「匯集」

（aggregation）、「識別」（identification）、「不安全」（insecurity）、「目的外使用」

（secondary use）以及「排除」（exclusion）。79所謂「匯集」是將片段的資料相結

合，以獲得更多的資料。80「識別」則是將資訊連結到特定的個人。81而「不安全」

是源自於資料的處理和保護的方式過於草率，導致資料遭到竊取、修改等問題。

「目的外使用」則是在未經過資料主體的同意下，將因某種目的而蒐集來的資訊

作另外不同目的使用。至於「排除」，是指未能使資料主體知悉他人所持有關於

自身的資訊，或者不讓資料主體參與資料的處理與使用。 

上述各種問題都會對個人的隱私權造成大大小小的傷害。例如，「匯集」會

使得資料主體在不知情的情況下暴露其完整的生活細節，而且「匯集」所獲悉的

資訊是片面、不完全的資訊，往往超出原本蒐集資訊時的背景脈絡，很容易造成

「扭曲」。82又例如，「識別」會讓增加政府介入人民生活的權力，限制了個人匿

名的能力，更與其他隱私問題息息相關，例如「揭露」、「扭曲」、「侵擾」等。83

較特別的是，Solove 教授將「排除」視為一種侵害隱私的問題，因為「排除」會

降低持有個人資訊的政府或企業「課責」（accountability），進而增加資料「不安

全」、「目的外使用」問題發生的可能性。84 

第三目   資料傳遞 

在「資料傳遞」流程，Solove 教授認為存有下列隱私問題：「違背信賴」（breach 

of confidentiality）、「揭露」（disclosure）、「暴露」（exposure）、「增加取得可能性」

（increased accessibility）、「勒索」（blackmail）、「冒名」（appropriation）、「扭曲」

（distortion）。85其中「違背信賴」是違背了維持個人資訊秘密的承諾。而「揭露」

是指披露一個人真實而不願公開的資訊。「暴露」則是指洩露了人類社會化之後

暴露在外會感到尷尬或羞恥的身體特徵及活動。86而「增加取得可能性」是指將

                                                       
79 Id. at 117. 
80 Id. at 118. 
81 Id. at 122. 
82 Id. at 119-20. 
83 Id. at 125. 
84 Id. at 134. 
85 Id. at 136. 
86 Id. at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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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公開的資訊變得更容易讓人取得，例如資料上傳到網路等。87「勒索」是掌

握資訊而形成一種優勢地位之人，利用該等優勢地位來威脅資訊主體以獲得金錢

等利益。88而「冒名」則是為了個人目的或利益而冒用資料主體的身份。89至於

「扭曲」則是散布失真、不正確或容易讓人誤解的資訊。90 

第四目   侵犯 

最後，在對於與資料無關的「侵犯」類型中，Solove 教授認為包括「侵擾」

（intrusion）和「決定的干預」（decisional interference）這兩種隱私問題。91所謂

「侵擾」是指妨礙到一個人的私人生活，影響到 Warren 與 Brandeis 所說的「獨

處而不受外界干擾的權利」。92雖然「侵擾」時常透過物理侵入的方式，但也可以

透過監視、詢問等不涉及物理侵入的方式來實施；又「侵擾」時常伴隨著蒐集資

訊目的，但也可以在不涉及資訊的情況下對個人造成傷害。93至於「決定的干預」

是指政府干擾人民對於自己事務的決定。94 

第四款   小結 

鑒於以單一個核心概念來定義隱私權，往往不是過於抽象寬廣、不然就是

過於狹窄，總有不足之處，於是 Prosser 採取截然不同的途徑來理解隱私，亦即

從現有的各種案例中，由下至上歸納出四種侵權態樣，分別為「對個人的獨處或

私人事務之入侵」、「對使個人難堪的私人事務之公開」、「將被害人置於錯誤的公

共理解下」，以及「為被告利益而未經同意使用原告的姓名或其他特徵」。學者

Chemerinsky 也常識同樣的理解途徑，將憲法上的隱私案例歸納成為三種類型，

分別為「免受政府對人或家庭的侵入」、「免受政府對重大決定的干預」以及「限

制個人資料的傳播」。而學者 Solove 更將眼光從侵權法、憲法拉高到整體法制架

構，廣泛地歸納各種隱私爭議而提出了十六種隱私問題，分別包括，在資料蒐集

程序的「監控」、「審問」；在資料處理程序中的「匯集」、「識別」、「不安全」、「目

的外使用」以及「排除」；牽涉到資料傳遞過程的「違背信賴」、「揭露」、「暴露」、

                                                       
87 Id. at 149-51. 
88 Id. at 153-54. 
89 Id. at 155. 
90 Id. at 160. 
91 Id. at 161. 
92 Id. at 162 
93 Id. at 163. 
94 Id. at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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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取得可能性」、「勒索」、「冒名」、「扭曲」；此外，還包括於與資料無關的

「侵擾」和「決定的干預」。不論是 Prosser、Chemerinsky 還是 Solove，他們都不

深究隱私權的理論基礎，而單純採取從下至上的歸納途徑來理解隱私權。 

第三項   社會文化與歷史傳統的影響？ 

雖然 Warren 與 Brandeis 提出了隱私權的概念，一直被視為美國隱私權發展

的起源，然而相對於 Warren 與 Brandeis 所提出的「獨處而不受外界干擾的權利」

在學界引起廣泛討論，實務界真正採納其見解並有較深入論述的案件卻相當有限。

95真正對美國實務界有影響力而廣為採用的理解方式，反倒是 Prosser 四種隱私

侵權分類。換言之，對美國法官而言，以 Warren 與 Brandeis 為代表的由上至下

理解隱私權途徑是較難操作的。至於以 Prosser 為代表的由下至上的案例歸納途

徑，則反而在美國實務界逐漸深根茁壯。為何美國實務傾向於採取案例歸納方式

來理解隱私權，一直是比較法上有趣的議題。對此，James Q. Whitman 試圖從社

會文化及、歷史傳統的觀點，來探討 Warren 與 Brandeis 所提倡的「獨處而不受

外界干擾的權利」為何會失敗。  

Whitman 提醒我們，任何法律概念都會受到社會、政治傳統的影響，而隱

私權當然也是如此，即便是西方國家，歐陸和美國的隱私權概念也不盡相同。96

研究了歐陸和美國的法學傳統與歷史後，Whitman 認為歐陸對隱私權的理解可以

追朔到法國路易十四的貴族式、君主體制式的社會體制，而當時貴族階級的尊嚴

是受到法律保護的，任何減損貴族形象、尊嚴的行為都必須受到處罰。97此外，

歐陸文化對他人言論自由的厭惡傳統，也可以從這個保護個人尊嚴的文化傳統，

來加以理解，因為在當時，歐洲的貴族會以拔劍決鬥的方式，來維護個人或家族

的名譽。98因此，Whitman 認為，歐陸的隱私權保護是人性尊嚴和彼此相互尊重

的一種延伸，其核心思想是一個人的形象，名稱和聲譽的權利，以及德國人稱之

為資訊自決的權利，亦即控制各種與自己相關資訊披露的權利，更重要的是，歐

陸的隱私權主要對抗的敵人是私人，以及後來興起的媒體，而不是政府。99 

                                                       
95 See Richards, supra note 48, at 1892-93. 
96 See James Q. Whitman, The Two Western Cultures of Privacy: Dignity Versus Liberty, 113 YALE L.J. 

1151, 1155 (2004). 
97 Id. at 1165-66. 
98 Id. at 1166. 
99 Id. at 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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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地，Whitman 認為美國建國以來就一直存有濃厚地革命歷史傳統，使

得美國人對政府的行為始終抱持著懷疑與戒心。這也影響的美國人對隱私權的理

解著重在「免受國家侵害」。100對美國人而言，來自國家的侵害行為遠比私人間

侵害更容易激怒人民，而對國家抱持懷疑的想法可以說是美國隱私權法展的基礎。

101源自於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所建構的隱私權就是防免受到非法搜索扣押

的權利；該權利是為了保障人們對於住家所享有的自由與主權，隨後才逐漸擴張

保護人民的私人生活。102至於 Warren 與 Brandei 以人格權、獨處權等抽象概念來

建構隱私權，從 Warren 與 Brandeis 的生長背景，以及 1880 年代歐陸熱潮達到最

高峰等種種跡象可知，Whitman認為是深受到歐陸文化影響的產物。103也就是說，

這是一種將歐陸法進口到美國的過程，但最後因為水土不服而宣告失敗。104因此，

即便在一些美國判決中，法官會提到「人性尊嚴」、「相互尊重」等概念，但卻沒

有進一步說明其內容，反而將討論重心放在對抗國家上。105 

以上，Whitman 試圖重社會文化以及歷史的角度，探討 Warren 與 Brandeis

的「獨處而不受外界干擾的權利」無法在美國深根茁壯的原因，有其獨特的想法。

然而，縱使「獨處而不受外界干擾的權利」確實是 Warren 與 Brandeis 受到歐陸

思維影響而建構的概念，但僅憑歷史、文化上的差異就認定是美國實務界不願接

受「獨處而不受外界干擾的權利」的主因，恐怕還須進一步探討。畢竟每個國家

的歷史、文化總是存在著差異，即使是歐陸文化也並非屬於單一文化，但何以「人

性尊嚴」等抽象概念卻能夠進一步獲得發展，恐怕還必須考量國家組織、訴訟制

度的差異。但無論如何，在美國法上確實存在著兩種不同的隱私權理解途徑，一

種是以 Warren 與 Brandeis 的「獨處而不受外界干擾的權利」為代表的由上至下

的理解途徑，另一種則是以 Prosser 的四種隱私侵權類型作為代表的由下至上的

理解途徑。前者是透過抽象上位概念的推演，逐漸勾勒出隱私權的概念外緣，後

者則是透過個別案例的累積，逐漸歸納出各種與隱私權相關的基礎雛形。 

第四項   法學方法上的差異 

                                                       
100 Id. at 1161-62. 
101 Id. at 1211. 
102 Id. at 1212. 
103 Id. at 1204-06. 
104 Id. at 1204. 
105 Id. at 12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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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孰優孰劣？ 

就長期繼受外國法的我國而言，除了認識到社會、政治傳統可能會不自覺

地影響我們怎麼理解隱私權之外，應深入探討由上至下與由下至上的兩種截然不

同的理解途徑究竟孰優孰劣，以及就法院的判決結果而言，是否因此產生重大的

差異，迫使我們非得選擇其中一種方法不可。 

由上至下的理解途徑試圖找到一個共通的價值，以一個極抽象的概念涵蓋

所有隱私權的面向，然後再交由立法或司法部門針對不同具體脈絡加以解釋。因

此，由上至下的概念的理解方式的優點，就是有較寬廣的解釋空間與彈性，來應

付將來的社會變遷。但缺點就如同前面所述，概念上往往會過寬、過窄，過於抽

象難懂，造成法院在解釋適用上，面臨相當多的挑戰。至於，由下至上的案例歸

納理解途徑則不用理會過於抽象理論，因此可以分別建構出各別問題的框架，讓

往後實務工作者簡單上手，減輕適用上的負擔。 

然而，由下至上的案例歸納理解方式也是有缺點的，有學者就認為，Solove

的十六種隱私權問題只是將以往諸多與隱私權相關的討論（法律、憲法、案例等）

加以整理歸納，但卻沒有深究為何特定問題要被納入隱私權這個框架之下，也無

法說明這些隱私權問題與其他平等權、自由權問題有什麼差別。106此外，在面對

新興的損害形態時，除非已經有人將該損害認定為隱私權侵害，否則這十六種目

前被大家認定涉及隱私權的問題，對於新興問題性質的判斷上，無法提供任何幫

助。107換言之，案例歸納理解方式的缺點是，一方面，無法辨識其所歸納的問題

是否真的就是隱私權問題，另一方面，其保護範圍往往是過去已經發生的，對未

來新興問題欠缺指引功能，無法快速回應新科技所帶來的問題。 

就在雙方各有優劣，而學者們各持己見、相互批評的同時，Paul M. Schwartz

與 Karl-Nikolaus Peifer 分別分析了德國法院（採取由上至下理解途徑）以及美國

法院（採取由下至上案例歸納理解途徑）對於隱私侵權行為的相關判決之後，發

現兩國最大的不同在於憲法（或德國的基本法）上權利的效力範圍，以及利益權

衡過程。就憲法權利的效力範圍而言，德國法上的基本權被視為一種客觀法秩序，

因此不僅國家受其規範，私人相互間也應該受效力所及，這與美國憲法權利僅在

防禦國家侵害有所不同。108就利益權衡過程而言，德國法院基於對人性尊嚴的重

                                                       
106 See M. Ryan Calo, The Boundaries of Privacy Harm, 86 IND. L.J. 1131, 1141-42 (2011). 
107 Id.  
108  See Paul M. Schwartz & Karl-Nikolaus Peifer, Prosser’s Privacy and the German Righ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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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因此發展出核心領域理論，而當私領域的保障涉及個人生活的核心時，認為

應給予絕對保障，這與美國法院面對隱私權與其他權益的衝突時，一律必須經過

利益權衡程序，有所不同109 

但除了上述兩個差異，導致在極少數個案中可能會有判決差異外，Schwartz

和 Peifer 認為，兩國多數判決結論往往大同小異。因為，德國法院在處理具體個

案時，也和美國法院一樣，必須積極釐清事實脈絡來詮釋基本權和其他法規範，

以避免發生德國學界所擔心的概念過於模糊的問題110。而且，德國法院所做的大

部分隱私侵權案件，也都可以被分門別類地歸納成 Prosser 的四種侵權態樣。111

因此，Schwartz 和 Peifer 認為，雖然美國法院理解隱私的途徑與德國法院的有所

差異，但不應該過分強調這個差異，更無法得到孰優孰劣的結論。112 

第二款   方法上的抉擇 

統一概念的理解方式是將抽象概念不斷地具體化；而案例歸納的理解方式

則是從混亂的具體個案中歸納出較抽象的隱私權分類。雖然兩者的起步與思考方

式有所不同，但不論採取哪種理論都有優缺點。就我國目前現況來看，大法官於

釋字第 585 號解釋理由書首次嘗試為隱私權下定義，其表示：「隱私權雖非憲法

明文列舉之權利，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

保障個人生活秘密空間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料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不可或

缺之基本權利，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但畢竟所謂「個人生活秘密空間

免受他人侵擾」、「個人資料之自主控制」過於抽象，因此大法官在後續的幾號解

釋中試著對其進一步闡釋。 

在釋字第 603 號解釋的解釋文中，大法官對所謂的「個人資料之自主控制」

做了範圍的描述，其表示：「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列舉之權利，惟基於人性尊嚴

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領域免於他人侵

擾及個人資料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不可或缺之基本權利，而受憲法第二十二

條所保障。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料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

否揭露其個人資料、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露之決定

                                                       
Personality: Are Four Privacy Torts Better Than One Unitary Concept?, 98 CAL. L. REV. 1925, 1953 
(2010). 

109 Id. at 1955. 
110 Id. at 1947. 
111 Id. at 1952. 
112 Id. at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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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料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料記載錯誤之更正權。」

又在釋字第 631 號理由書中，大法官將「秘密通訊自由」納入隱私權的概念範圍，

也同時例示了「秘密通訊之自由」的保障範圍，其表示：「憲法第十二條規定：

『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旨在確保人民就通訊之有無、對象、時間、方式及

內容等事項，有不受國家及他人任意侵擾之權利。此項秘密通訊自由乃憲法保障

隱私權之具體態樣之一，為維護人性尊嚴、個人主體性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

保障個人生活私密領域免於國家、他人侵擾及維護個人資料之自主控制，所不可

或缺之基本權利，憲法第十二條特予明定。」 

近來，在涉及媒體跟拍的釋字第 689 號解釋，大法官在解釋理由書中強調，

個人縱於公共場域中，亦應享有依社會通念得不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

接近等侵擾之「私人活動領域」及「個人資料自主」，而受法律所保護。然而，

在公共場所的言行舉止勢必會受到外界的干擾，因此法院認為隱私權的保障範圍，

應以個人有合理隱私期待為限，其表示：「惟在公共場域中個人所得主張不受此

等侵擾之自由，以得合理期待於他人者為限，亦即不僅其不受侵擾之期待已表現

於外，且該期待須依社會通念認為合理者。」 

從上述一連串的大法官解釋文或理由書可知，主要是以「人性尊嚴、個人主

體性之維護、人格發展之完整」作為隱私權保障的核心價值，但其也不拘泥於單

一理論基礎，而同時表示隱私權的內涵還包括「個人生活秘密空間免受他人侵擾」

以及「個人資料之自主控制」。惟「個人生活秘密空間免受他人侵擾」與「個人

資料之自主控制」仍然過於抽象，故在後續的解釋文或理由書中，大法官必須不

斷地試著勾勒出「個人資料之自主控制」以及「個人生活秘密空間免受他人侵擾」

的涵蓋範圍。換言之，就我國大法官解釋而言，顯然是採取由上至下的理解途徑

來建構出憲法層次的隱私權概念。 

然而，在普通法院層級則呈現多元發展的趨勢，有的法院直接援引大法官

相關解釋的方式來定義隱私權，例如臺灣高等法院 90 年度訴字第 139 號民事判

決。有的法院則以 Warren 與 Brandeis 的「獨處而不受外界干擾的權利」來定義

隱私權，例如臺灣高等法院在 98 年度上易字第 959 號民事判決中表示：「隱私權

係指個人能保留獨處而不受外界干擾之權利，為保持個人獨處狀態之完整不受侵

擾，…」。113但同時也不乏有法院引進 Prosser 的四種隱私侵權行為態樣來解釋民

                                                       
113 又臺灣高等法院 94 年度重上字第 106 號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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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195 條的「隱私」，例如臺灣臺北地方法院在 92 年度訴字第 4312 號民事判

決中，雖然以「一個人於其私人生活事務與領域享有獨自權」作為隱私權的定義，

但同時也援引了 Prosser 的四種隱私侵權態樣，其表示：「…在比較法上，隱私權

依其保護法益之不同，可分為四種態樣：侵犯隱密（intrusion upon selcusion）、揭

露（disclosure ）、不實曝光（false light）、商業使用姓名肖像（appropriation of name 

or likeness ）。此四種態樣成立要件各不相同，前述第一、二種須侵犯他人之隱密

事務，第二、三種須有為公開行為，第三種須有不實陳述，第四種須加害行為人

獲取商業利益。…核該等行為態樣已涉及原告私人事務之性活動，該活動內容自

具有相當之私密性。準此，被告未經原告同意，隱於鄰地高處竊錄原告私人活動，

雖非以物理性侵入原告所在住宅之方式為之，但揆諸前揭 之說明，仍屬對原告

個人隱私空間之侵犯，構成侵犯隱密（intrusion upon selcusion）之侵害隱私權態

樣之一。」 

本文認為，不論是大法官所採取的由上至下的理解途徑，還是部份法院兼

採的由下至上理解途徑，在相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下，所認知的隱私權概念不應

存有差異。這兩種方式各自有不同的問題需要進一步克服，但無論如何，不只是

由下至上的理解途徑需要大量的案例分析，由上至下的理解途徑也同樣需要透過

案例適用的過程中逐漸修正補充理論基礎不足之處，以避免過寬或過窄的缺陷。

更重要的是，不論是採取由上至下理解的大法官，還是採取多元方式理解隱私權

的普通法院，在劃定隱私權保障範圍時，都必須同時考量到社會大眾對隱私權的

看法。除非完全與社會隔離，否則當一個人若想要與社會其他人交往互動時，勢

必得忍受來自於他人相當程度的干擾。這些干擾未必都是負面的，也可能對於社

會的發展具有正面意義，是促使社會正面發展的重要一環，因此我們不可能完全

任憑個人主觀意思來決定隱私權的範圍，仍舊得從隱私權的價值與代價中取得平

衡。 

第二節   隱私權的代價與價值 

簡單介紹隱私權的概念後，為了更深入理解隱私權，並為下一章所要探討

的合理隱私期待作準備，接下來，本節將介紹隱私權保障所要付出的代價和所欲

追求的價值。但要特別說明的是，本節是以概括的方式來說明之。或許採取案例

歸納理解隱私權的人會認為宜根據不同脈絡事實來分析隱私權的價值和代價；反

                                                       
號民事判決也採相同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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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採取由上至下理解隱私權概念的人會認為以下的介紹過於瑣碎。但下面說明

代價與價值的主要用意只是想要強調一點：隱私權是一種權衡下的產物，在特定

事實脈絡下，一旦決定要保障個人隱私權，就勢必得承擔保障隱私權的代價；反

之，則必須承受喪失隱私權價值的缺憾。 

第一項   隱私權的代價 

第一款   個人代價 

隱私權是一種個人資料的控制、一種獨處不受干擾的權利，因此隱私權當

然會阻礙資訊的流通。而在欠缺資訊的情況下，提供商品或服務的一方就無法依

照需求的強烈程度做出差別定價，無形中提高了取得商品或服務所要支付的對價。

114除此之外，也因為提供商品或服務者無法知悉消費者的確實需求，進而阻礙個

人化商品或服務的提供，使得消費者僅能取得一般化的商品或服務。115因此，隱

私不但會墊高取得商品或服務的價格，也阻礙了個人化商品服務的成長趨勢，這

對於個人而言所造成的不經濟、不方便，就是主張隱私權所要付出的代價。事實

上，上述關於經濟市場的論述，也可以適用到其他領域。例如就政府的社會福利

給付行政而言，如果政府所欲取得的資訊受到隱私權的阻礙，將使得政府無從判

斷其所提供的給付是否過多，這無形中會增加政府財政不必要的支出，最後轉嫁

到人民的結果，就是給付的質與量的縮減。此外，隱私也使得政府無法彈性調整

給付內容，容易產生政府所提供的給付與人民的需求無法一致的情況。 

第二款   社會代價 

除了個人必須承擔代價之外，最常被提到的就是社會為了隱私權所要承擔

的代價，或稱為隱私權的社會成本。而社會成本主要可分為幾個面向來說明，例

如：消滅社群、削弱名聲的問責功能、阻礙了法律的執行、降低社會成員彼此的

信任。首先，在一些非將個人主義當作核心價值的國家，隱私往往被視為一種對

社群的威脅。116一般而言，個人資料的交流能夠滿足社群成員的好奇心、強化社

群成員間的相互理解，並促進整體社群的蓬勃發展。以社群網站為例，為了使線

上成員的互動能夠保持熱絡，網站會鼓勵成員間相互透露個人資料，而成員為了

                                                       
114 See Kent Walker, The Costs of Privacy, 25 HARV. J.L. & PUB. POL'Y 87, 89-90 (2001). 
115 Id. at 91. 
116 See SOLOVE, supra note 14, at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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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他人的注意，也習慣在網路上提供個人資料。這顯示出個人資料的流通能夠

讓成員彼此更加熟識，進而凝聚社群的向心力。相反的，若在社群主義興盛的國

家主張隱私權，容易被認為是一種想要脫離社會的人，而使成員相互間產生猜忌、

疏離感。 

其次，隱私會削弱名聲的功能，破壞既有的問責機制。117名聲是社會其他人

對特定個人的言行舉止所做的評價，名聲除了對內會影響自我觀感、對外左右著

我們參與社會基本活動的能力之外，名聲更是一種強而有力的問責機制，有助於

社會規範的維持。118社會要能夠有秩序地運作下去，除了法律，還需要其他諸如

道德、習俗等社會規範的維持。在古代，除了仰賴國家的刑罰之外，名聲是一種

強而有力的問責制度，讓社會規範能夠不斷地被遵守，例如古代的遊街、刺青等

懲罰機制，無非就是利用名聲的力量，來責罰違反社會規範的人。但隱私會阻礙

社會其他人對特定人名聲的探究，並讓這個古老的問責機制喪失功能。再則，隱

私甚至讓法律的執行更加不易。一般而言，政府對法律效果的執行是人民遵守法

律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政府要能夠對確實執行，必須先對違法嫌疑有起碼的

偵測能力，才能進一步去調查違法的事實情況。但隱私會遮掩掉大部分的違法行

為，使得政府沒有能力察覺到違法事實的存在，最後導致政府的執行力不足以擔

保法律被落實。 

最後，隱私不但會阻礙對他人名聲的探究，並讓法律難以落實，更會進一步

降低社會的相互信任感。119學者認為社會上普遍的信任感，是社會成員幸福感的

來源。120假使我們不但能夠放心地信任我們所熟識的人以及不熟悉的陌生人，也

能夠被他人信任，那麼社會關係將處於一種祥和、無猜忌的情況，會讓生活在該

社會關係下的人更加幸福。此外，信任感可以讓許多新的經濟活動（例如：信用

卡、支票等）被實施，121也可以讓一些以社會成員相互信任為基礎的公共政策（例

如：社會保險）妥善地執行，進而促進社會往良善的方向發展。然而，唯有一個

強而有力的問責制度來確保社會規範被確切落實，我們才能夠建立起社會大眾普

遍的信任感。但隱私會讓資訊無法自由流通，造成社會規範難以落實，最後將影

                                                       
117 See Walker, supra note 114, at 100. 
118  See DANIAL J. SOLOVE, THE FUTURE OF REPUTATION: GOSSIP, RUMOR, AND PRIVACY ON THE 

INTERNET 32 (2007).  
119 See SOLOVE, supra note 14, at 81. 
120 See Walker, supra note 114, at 102. 
121 Id. at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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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成員間彼此的信任。 

第二項   隱私權的價值 

第一款   隱私與個人生活 

雖然保障隱私必須付出許多個人成本、社會成本，但隱私對於我們個人生

活、人際關係乃至於整個社會都有正面的價值。就個人生活而言，隱私與人類的

人格發展、創造力、自主、心智健康和自由有相當地關聯性。首先，長久生活在

壓力之中會讓人們焦慮不安，最終可能會導致精神疾病，所以我們都必須適時地

舒緩社會所帶來的壓力。而隱私則是減緩壓力的方式之一，因為它讓我們與社會

保持一定的距離，讓我們有了喘息休息的空間，有助於回復個人疲憊的精神狀態。

122其次，為了形塑出更成熟的人格，我們每個人都應該享有一定的犯錯空間，而

隱私正好讓我們有機會嘗試錯誤。123倘若我們持續地受社會他人密集監控，以至

於任何背離主流的想法或行止都會遭到他人非難、指責、嘲笑、排斥，將會導致

人們怯於創造、探索以及體驗不同的生活，自然就影響個人人格的發展。最後，

廣泛的監控、累積與分析資訊，將強化政府或企業的影響力，進而得以微妙地改

變特定個人的選擇和行動，而隱私正好可以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124換言之，當

政府或企業對人們的作息、喜好、習慣瞭若指掌，就能夠控制人們所接收到的資

訊、選擇範圍等事項，最後雖然個人自己做出決定，但因為他們是被蒙在鼓裡，

成為某種形式的詐欺或脅迫的受害者，這對個人自主性傷害更甚於直接干預。 

或許有人會認為，唯有那些想要隱藏壞事的人才需要隱私，亦即所謂的「若

要人不知除非己莫為」（nothing-to-hide）抗辯。然而，這種論述方式，將個人主

張隱私權的目的推定為掩蓋壞事上，也目光淺短地將隱私權視為「秘密」，忽略

了即使是公開的資料，也會有諸如「匯集」（aggregation）、「目的外使用」（secondary 

use）、「排除」（exclusion）等隱私問題。125更忽略了絕大多時候，隱私權的侵害

並源自於極嚴重的單一行為，而是來自於一系列緩慢且微小的行為。126何況，追

                                                       
122 See SOLOVE, supra note 14, at 79. 
123 See HELEN NISSENBAUM, PRIVACY IN CONTEXT: TECHNOLOGY, POLICY, AND THE INTEGRITY OF 

SOCIAL LIFE 75 (2010). 
124 Id. at 83. 
125 See DANIAL J. SOLOVE, NOTHING TO HIDE: THE FALSE TRADEOFF BETWEEN PRIVACY AND SECURTY 

26-27 (2011). 
126 Id. at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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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生活方式和生活選擇，不僅僅是自由社會所容忍的，更是為了確保社會的進步

和發展。換句話說，隱私的重要性，是因為其確保了「個人選擇和行動的多樣性」，

而非為了那些反對隱私者所說的「保護犯罪」。127 

當然，或許有人會主張將與社會相衝突的事公開可以訓練道德勇氣，並認

為主張隱私權反而會讓個人躲在道德膽怯之中，無法形塑出強大的自主性。然而，

即使在宣稱開明、容忍的社會中，偏見、憎恨、不理性的懷疑，仍然存在。因此

將違背社會多數人想像的事公布出來，以作為教育他人的手段，讓現況改變的機

會非常渺小，但個人卻被迫承擔放棄隱私的危險，這似乎是無情、天真的想法。

128 

第二款   隱私與人際關係 

隱私除了對個人生活有價值之外，也會影響人際關係的發展。雖然隱私會

侵蝕社群的凝聚力，甚至降低社會成員彼此的信任感，但其實隱私對於人際關係

的建立也是有正面幫助的。就如同親密關係理論所說的，個人對於親密資訊的控

制有助於建立各種不同親密程度的人際關係。此外，過多的資訊流通，有時候反

而強化了刻板印象和歧視，阻礙了人際關係的建立。在農村時代，由於成員間經

過長時間的接觸與相處，通常能較全面地認識他人，因此對於社會成員間的個體

差異或偶爾犯錯，通常較能夠以無偏頗的心態來理解、容忍與接受。然而，在都

市化過程中，人口流動快速且頻繁，人們往往只能透過片段的事實來認識他人129，

加上人們容易傾向非理性判斷，而陷於刻板印象和歧視中130，若此時任意將秘密

揭露出來，反而阻礙了人際關係的建立。例如，當人們偶然間知道剛搬來的鄰居

私地下有特殊性癖好、或已經感染愛滋病等事實，任何人都難免會受到主流觀念

的影響，一開始就選擇排斥，而非保持理性地去理解、包容。 

第三款   隱私與社會價值 

有學者表示，如果僅將隱私權當作一種個人主義式的術語，隱私權的價值

就會被低估，因為隱私權對社會也是有相當價值的。131首先，隱私與社會規範的

                                                       
127 See NISSENBAUM, supra note 123, at 77. 
128 Id. 
129 See SOLOVE, supra note 118, at 32. 
130 Id. at 70. 
131 See SOLOVE, supra note 14, at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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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並非總是負面的，隱私也能夠讓社會規範朝向較良善的方向來落實。若我們

觀察以往的歷史會發現，許多現在習以為常的權利與自由，往往都是前人努力推

翻當時的社會規範，才得以確保的，換言之，違反社會規範的行為，有可能對社

會有害，但也可能對社會有益。132而隱私讓生活在惡法的人們，有機會探索、體

驗不受規範限制的好處，進而累積未來社會規範變革的能量。 

即便特定社會規範是合理的，但如果社會上大多人有能力不間斷地監督他

人，而讓我們生活在一個過於壓迫、動輒得咎的社會之中，會形成一種社會專制

體系，這恐怕也不是我們所樂見的。133一方面，並不是每個社會規範的違反都必

須給予最嚴厲的譴責，另一方面，每個人都是獨一無二的個體所以想法難免有所

不同。因此，在某些情況下，為了社會最佳利益考量，隱私正好可以作為一種削

弱規範執行強度的工具。134 

最後，隱私權對於民主的發展，也有相當正面的助益。因為隱私有助於個人

人格的發展，使人民成為獨立自主的個體，而這正是民主社會的基石。此外，我

們都知道，最常出現政治性言論的場合，往往是在私人的小型聚會，而非公眾集

會中。135這是因為在私底下，和熟識的親友聚會，大家較能夠無所顧忌地暢所欲

言，而不用擔心承受到其他外人過於嚴苛的指責。而匿名言論、無記名投票等制

度，更是讓人們能夠無所顧忌的在大眾面前表達意見的制度。因此，隱私允許個

人發展出自己的觀點、政治理念、次文化，以及對社會有意義的批評，對於民主

社會的發展產生相當大的助益。 

第三項   小結 

從上述可知，隱私權讓我們有了喘息休息的空間，避免精神過於壓迫。隱私

權也給我們一定的犯錯空間，鼓勵我們勇於於創造、探索以及體驗不同的生活，

對我們的人格的發展有相當的幫助。此外，隱私權使我們不用受到外界刻板印象

的影響，有助於建立人際關係。隱私權也能夠醞釀社會規範變革的能量，並讓我

們免於生活在社會專制之中。但在決定要保障隱私權的同時，不管是個人還是社

會都必須承擔一定的代價。例如對社會而言，隱私權會削弱名聲的問責機制，並

                                                       
132 Id. at 95. 
133 Id.  
134 Id. at 94. 
135 Id. at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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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法律執行不易，進而阻礙了社會規範的實踐，降低社會間的信任感。因此，隱

私權不僅僅是個人的權利，其與人際關係、社會規範都息息相關，所以當我們在

特定事實脈絡下，不可能完全憑著個人主觀的想法來判斷是否受到隱私權的保障，

而必須同時納入社會的合理性觀點。而下一章所要探討的「合理隱私期待」就是

用來幫助我們判斷，什麼情況下人們的隱私權應該受到保障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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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合理隱私期待簡介 

第一節   概念的起源、功能與發展 

第一項   從物理侵入到合理隱私期待 

「合理隱私期待」（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的概念源自於美國法

院對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適用範圍的解釋。增修條文第 4 條旨在賦予人民不

受國家不合理搜索與扣押的權利，其明文表示：「人民有保護其身體、住所、文

件與財物之權，免受於不合理的搜索與扣押，並不得非法侵犯。除有正當理由，

經宣誓或代誓宣言，並詳載搜索之地點、拘捕之人或收押之物外，不得頒發搜索

票、拘票或扣押狀。」1觀察該條的要件結構，規範客體是「不合理的搜索與扣

押」，因此在適用上，我們必須先確定特定行為是否為憲法意義上的「搜索或扣

押」，才能進一步判斷「搜索或扣押」是否為「不合理」。而法院在決定特定政府

行為是否構成搜索或扣押時，合理隱私期待的概念就是作為法院回答這個問題的

標準之一。2 

事實上，政府對人民的搜索與扣押行為，以及搜索票等令狀的使用，早在美

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制訂以前，就存在於英國已久。3隨著印刷術的快術發展，

為了避免煽動性、誹謗性刊物的散布，英國警方開始氾濫地進行搜索。4此外，十

六世紀的英國政府為了執行出版法，也開始濫發空白令狀（general warrant）。5然

而，到了十七世紀中葉，對於不斷氾濫的令狀，以及無限制的搜查和扣押，人民

的不滿聲浪迅速升高。6面對英國民眾的不滿，英國法院開始關注這個議題，最後

在 Entick v. Carrington 案7作出了具有里程碑意義的決定。 

                                                       
1  中文翻譯引用自司法院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db/db04/db04-03.asp，瀏覽日期：2013

年 6 月 15 日；U.S. CONST. amend. IV (1791)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be secure in their persons, 
houses, papers, and effects, against unreasonable searches and seizures, shall not be violated, and no 
warrants shall issue, but upon probable cause, supported by oath or affirmation, and particularly 
describing the place to be searched, and the persons or things to be seized.”  

2  See Stephen P. Jones,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Searches, Seizures, and the Concept of 
Fourth Amendment Standing, 27 U. MEM. L. REV. 907, 912 (1997). 

3  See Richard G. Wilkins, Defining the ‘Re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An Emerging Tripartite 
Analysis, 40 VAND. L. REV. 1077, 1081 (1987). 

4  Id. at 1082. 
5  Id.  
6  Id.  
7  19 Howell's St. Tr. 1030 (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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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ntick 案中，總理大臣（secretary of state）發出空白令狀（general warrant），

授權有關機關搜索原告 Entick 的家，最後以有煽動性的誹謗文字為由，扣押他的

書信（paper）。Entick 認為長達四小時的搜索行動，對於他的財產已經構成物理

侵入（trespass），憤而起訴要求損害賠償。英國法院認為，雖然為了公益而以法

律限制人民權利，可正當化有限的政府侵擾行為，但空白令狀已經超越了個人權

利與公益需求的適當平衡。8最後法院判決認為，由於欠缺法律授權，該項搜索已

構成英國普通法物理侵入所禁止的侵害行為。9據此，Entick 案在十八世紀就描繪

了一個分析方式，即使到今天也影響著法院對於搜索行為的判斷：調查行為要平

衡公眾需要以及個人權益。而在十八世紀的英國普通法的環境下評估這種平衡關

係，法院以體現於法律規定的物理侵入，作為衡量是否需要額外授權來正當化政

府搜索行動的一個現成的指標。10 

隨後，美國法院也繼受了這種觀點，更重要的是，法院將物理侵入分析放在

首要位置。11但由於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的文字用語已經明白列舉保護的範

圍，包括：身體、住所、文件與財物，所以增修條文第 4 條與物理侵入之間是否

能完全劃上等號，始終保留有解釋的空間。也因此，在 Hester v. United States 案

12，法院得以將搜索的概念與物理侵入相連結的現象予以修正。13在 Hester 案，

法院認為僅僅是進入被告所有的農田並不會違反增修條文第 4 條，因為第 4 條保

護的是「身體、住所、文件與財物」，而沒有擴張到住宅以外「寬曠的田野」（open 

field，簡稱「曠野」）。14換言之，本案修正了以往實務的態度認為，雖然政府行

為確實構成物理侵入，但法院也必須同時考量該條文義所能夠涵蓋的範圍。 

雖然有了部分修正，但物理侵入仍舊是以往美國法院在判斷特定行為是否

構成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搜索」的重要標準。例如在 Olmstead v. United States

案15中，當事人 Olmstead 因為涉嫌共同合作違法持有、運送、販賣酒品，而被控

違反國家禁酒法（National Prohibition Act）。但聯邦官員無令狀即於被告住所外

                                                       
8  Id. at 1066. 
9  Id.  
10 See Wilkins, supra note 3, at 1083. 
11 Id. at 1083-84. 
12 265 U.S. 57 (1924). 
13 See Wilkins, supra note 3, at 1084. 
14 Hester, 265 U.S. at 59 (“As to that, it is enough to say that, apart from the justification, the special 

protection accorded by the Fourth Amendment to the people in their ‘persons, houses, papers and 
effects,’ is not extended to the open field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latter and the house is as old 
as the common law.”). 

15 277 U.S. 438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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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電話線路上裝設竊聽器，引發是否違反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的爭議。聯邦

最高法院最後認為，電話線路並非被告住宅的一部分，聯邦官員並未實際侵入被

告之居所，也未扣押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中所保護之有體物，所以並無搜索扣押

問題，監聽的內容自得為證據使用。16 

然而，隨著電子監控科技發展，監控不再以物理侵入為必要之後，物理侵入

標準再度面臨挑戰，最後在著名的 Katz v. United States 案17，美國法院徹底改變

了以往的見解。18在 Katz 案中，聯邦調查局官員得知被告 Katz 經常使用特定的

公共電話對外聯絡，於是在電話亭外裝置竊聽器，監聽被告的通話。Stewart 大

法官主筆多數意見書認為，該竊聽行為已經違反了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並留下

了一段長久流傳的文字：「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保護的是人，而不是地方。人所

明知向公眾公開的東西，即使是在他自己的家裡或辦公室，仍不受到增修條文第

4 條保護。…但他們試圖保有隱私的東西，即使是身處於向公眾開放的區域，也

可能是受憲法保護的。」19  

更重要的是，Harlan 大法官於 Katz 案的協同意見書中，首次提出了「合理

隱私期待」的概念。其表示：「就我的理解，源自於先例已經出現的規則，存在

著兩方面要求，第一，一個人已經表現出實際的（主觀的）隱私期待，第二，該

期待是被社會準備承認為『合理』的。」20一般而言，前者被稱為「主觀隱私期

待」（subjective expectation of privacy），而後者則簡稱為「客觀隱私期待」（objective 

expectation of privacy）。有了合理隱私期待的標準後，法院終於可以將政府所有

的監控技術納入違憲審查體系，這與以往僅以物理侵入為標準的時代，有所不同。

21而合理隱私期待概念，給予法院一個彈性、寬廣的解釋空間，最後也成為美國

法院在處理增修條文第 4 條案子的主流。22由於在合理隱私期待此一標準中，個

                                                       
16 Id. at 465-66. 
17 389 U.S. 347 (1967). 
18 See Wilkins, supra note 3, at 1085-86. 
19  Katz, 389 U.S. at 351 (”The Fourth Amendment protects people, not places. What a person 

knowingly exposes to the public, even in his own home or office, is not a subject of Fourth 
Amendment protection. . . But what he seeks to preserve as private, even in an area accessible to the 
public, may be constitutionally protected.”). 

20 Id. at 361 (Harlan, J., concurring) (”My understanding of the rule that has emerged from prior 
decisions is that there is a twofold requirement, first that a person have exhibited an actual 
(subjectiv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and, second, that the expectation be one that society is prepared 
to recognize as ‘reasonable’.”). 

21 See Wilkins, supra note 3, at 1087. 
22 要注意的是，合理隱私期待並非法院判斷隱私權保障範圍的唯一標準。詳見本文，頁 41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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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利益必須與社會利益相互權衡，也因此，當事人主張受到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

保護時，法院不一定要接受當事人的意見，而應由法院在個案中自行決定。23而

增修條文第 4 條的「合理」判斷，被視為一種，必須與社會規範相互協調的價值

判斷，一項法律問題。24 

第二項   合理隱私期待的功能 

綜觀與隱私權相關的規範，所有的隱私權爭議問題都可區分為三個層次，

分別為：「行為人所為的特定行為是否構成隱私侵害？」、「對於侵害隱私的行為，

行為人有何正當事由？」以及「行為人欠缺正當事由而侵害隱私，應承擔什麼法

律效果？」以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為例，法院會先判斷政府的行為是否構成

搜索或扣押（searches and seizures），而侵害憲法上的隱私利益。若確認構成搜索

扣押之後，法院將進一步分析政府的搜索或扣押，是否為「合理的」

（reasonableness）、有無「令狀」（warrants）、「相當理由」（probable cause）等正

當化事由。倘若欠缺正當化事由而成為「不合理的搜索或扣押」（unreasonable 

searches and seizures）者，法院將適當地給予證據排除效果。而「合理隱私期待」

的概念功能，就是在幫助法院判斷特定行為是否構成隱私權的侵害，在增修條文

第 4 條脈絡下，就是政府的行為是否構成憲法上的搜索或扣押。 

要注意的是，如同前一章的介紹，隱私權並不是一個絕對的權利，他是有代

價的。因此，當我們決定要保護特定人的隱私利益的時候，就意味著我們願意承

擔隱私利益所附隨而來代價。以增修條文第 4 條為例，若我們承認政府的特定行

為構成搜索或扣押而侵害人民的隱私利益時，就表示，除非政府能夠證明符合其

他例如令狀等合理化條件，否則政府不得搜索扣押，違法所取得的資料不得作為

證據使用。25換言之，當特定規範以「隱私權」作為構成要件時，合理隱私期待

的概念功能，就是在協助我們判斷個人是否享有隱私權的保障。倘若答案是肯定

的，我們就必須進一步判斷侵害隱私權的行為（不論是政府行為還是私人行為）

是否滿足憲法、侵權法或其他法規範所提出的合理化要求，以進行隱私利益與其

他利益間的調和，甚至要求行為人承擔一定的法律效果。 

                                                       
23 See Edward J. Imwinkelried, The Dangerous Trend Blurring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Confidentiality in Privilege Law and 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in Fourth 
Amendment Jurisprudence, 57 LOY. L. REV. 1, 6 (2011). 

24 Id. at 20-21. 
25 See Orin S. Kerr, Four Models of Fourth Amendment Protection, 60 STAN. L. REV. 503, 527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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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合理隱私期待的發展 

第一款   侵權行為法上的發展 

雖然合理隱私期待的概念起源於美國法院對該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的解

釋，但它的影響力不僅以憲法為限，它也被擴張適用在其他規範上，而普通法上

的隱私侵權就是一個例子。在 the Restatement （Second） of Torts § 652B 的「對

個人獨處和私人事務的入侵」（Intrusion Upon Seclusion or solitude, or into private 

affairs），以及§ 652D 的「公開私人生活」（Publicity Given To Private Life）兩類

型侵權行為中，法院常常使用「合理隱私期待」26的概念，來判斷原告是否享有

隱私利益。 

例如，在 Villanova v. Innovative Investigations, Inc.案27中，原告的前妻懷疑

原告不忠，於是接受徵信業者的建議，將一個衛星定位跟踪設備安裝在家庭汽車

上，以追蹤原告的行蹤。原告事後發現後，以侵犯隱私為由，向給予建議的徵信

業者請求損害賠償。法院拒絕了原告的請求，其認為原告未能舉證證明曾將車子

開到一個私人的，或隱蔽而遠離公眾視線的位置，無法說明他有一個合法的隱私

期待，所以被告不構成侵犯隱私權的侵權責任。28 

又例如，在 Shulman v. Group W Productions, Inc.案29中，車禍事故受害者的

救援過程被拍攝成紀錄片，並在電視節目上播出，受害者知悉後認為記者拍攝救

援與傷患運送過程並將該影片公開播出，構成隱私權侵害，遂向紀錄片製造者提

起侵權訴訟。原審法院判決認為車禍事件有新聞價值，認為原告無理由。但原告

不服提起上訴後，上訴法院則部分維持、部分駁回，因為上訴法院認為原告在救

護直升機內有隱私期待，而且記者將原告與救護人員的對話紀錄下來並公開播放，

已經構成合理人可能認為高度冒犯的侵害。30 

第二款   對其他法規的影響 

                                                       
26 有時候法院稱之為「合法的隱私期待」(legitimate expectation of privacy)，但兩者內涵相同。

例如在 Minnesota v. Carter, 525 U.S. 83, 91 (1998) (stating that merely being present in another's 
home with the owner's consent does not necessarily confer a “legitimat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for 
purposes of the Fourth Amendment). 

27 21 A.3d 650 (App. Div. 2011). 
28 Id. at 656-57. 
29 955 P.2d 469 (Cal. 1998). 
30 Id. at 47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0 
 

除了擴張到普通法隱私侵權案例之外，合理隱私期待的概念甚至被直接寫

入法規中，例如阿拉巴馬州法（Code of Alabama）關於加重刑事監視罪，立法者

將「合理隱私期待」的概念用到法規條文中，條文表示：「意圖滿足性慾，在未

事先獲得被監視者的明確和默示同意的情況下，故意在任何有合理隱私期待的場

所監視他人，構成加重刑事監視罪」。31又在德拉瓦州法規彙編（Delaware Code 

Annotated）關於禁止非法公開錄影帶承租或購買人資料的規定，其中對「不當公

開」的定義就援用了「合理隱私期待」的概念。該條規定：「所謂的『不當公布』

是指，針對有合理隱私期待的錄影帶租用或購買，所為的任何公布行為」。32 

其他納入合理隱私期待概念的法規，還有譬如亞利桑那州修訂規範彙編

（Arizona Revised Statutes Annotated）關於性犯罪（Sexual Offenses）類型中的偷

窺狂犯罪（Voyeurism） 33、錄影偷窺犯罪（Crime of video voyeurism）34，科羅

拉多州修訂規範彙編（Colorado Revised Statutes Annotated）關於性犯罪登記法

（Colorado Sex Offender Registration Act）35等。換言之，合理隱私期待的概念，

不僅僅對法院發揮其影響力，更被立法者明文承認，而廣泛出現在關於保障隱私

權益的眾多規範之中。36 

                                                       
31  ALA. CODE § 13A-11-32.1 (1975) “(a) A person commits the crime of aggravated criminal 

surveillance if he or she intentionally engages in surveillance of an individual in any place where 
the individual being observed has 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without the prior express or 
implied consent of the individual being observed, for the purpose of sexual gratification.” 

32 DEL. CODE ANN. tit. 11 § 925 (2013) “(a) A videotape distributor may not wrongfully disclose an 
individual or summary listing of any videotapes purchased or rented by a protected individual from 
the videotape distributor. 
(b) In this section the following words or terms have the meanings indicated:… 
(4)a. "Wrongful disclosure" means any publication that occurs in circumstances in which a protected 
individual who rents or purchases a videotape has 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33 ARIZ. REV. STAT. ANN. § 13-1424 (2006) “D This section does not apply to any of the following: 
1. Photographing, videotaping, filming or digitally recording for security purposes if notice of the 
use of the photographing, videotaping, filming or digital recording equipment is clearly posted in 
the location and the location is one in which the person has 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34 ARK. CODE ANN. § 5-16-101 (2009) “(a) It is unlawful to use any camera, videotape, photo-optical, 
photoelectric, or any other image recording device for the purpose of secretly observing, viewing, 
photographing, filming, or videotaping a person present in a residence, place of business, school, or 
other structure, or any room or particular location within that structure, if that person: 
(1) Is in a private area out of public view; 
(2) Has 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and 
(3) Has not consented to the observation.” 

35 COLO. REV. STAT. § 16-22-112 (2010) “(1) The general assembly finds that persons convicted of 
offenses involving unlawful sexual behavior have a reduced expectation of privacy because of the 
public's interest in public safety…” 

36 參考劉定基，從美國法的觀點評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六八九號解釋－以新聞自由、言論自由、

隱私權的保障與衝突為中心，興大法學，11 期，2012 年 5 月，頁 21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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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合理隱私期待並非唯一標準 

雖然美國相當仰賴合理隱私期待的標準來判斷隱私權保障的範圍，但並不

是唯一的標準。許多案件顯示，雖然合理隱私期待的概念已經提出將近五十年了，

但法院從未放棄以物理侵入作為增修條文第 4 條適用範圍的標準。例如 2001 年

的 Kyllo v. United States 案37。在該案中，調查人員懷疑被告涉嫌在家裡利用大量

的鹵素燈種植大麻，遂利用熱源感應器掃描被告的住家外牆，最後發現屋內特定

區域有不正常的熱源反應。於是調查人員利用此資訊向法院申請搜索票對被告住

家進行搜索，最後確認被告正在種植大麻。被告認為調查人員利用熱源感應器掃

描住家，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法院最後認為，政府使用熱源感應器蒐集被

告住家內部的資訊，而該資訊是不使用「物理侵入」就無法蒐集到的資訊，因此

構成增修條文第 4 條的「搜索」。38換言之，法院再次使用了「物理侵入」的判準，

將熱源感應器的使用視為一種與物理侵入效果相當的侵害行為。 

又在 2013 年的 Florida v. Jardines 案39，警方利用嗅毒犬在被告 Jardines 住

家前廊（front porch）進行嗅測，而嗅毒犬隨即給予毒品警示反應。根據嗅毒犬

的警示反應，調查人員向法院聲請搜索票進入被告住家搜索，並在屋內發現大麻

植物，因而導致 Jardines 遭控訴販運大麻。原審法院及佛羅里達州最高法院的判

決都認為警方利用嗅毒犬嗅測行為違反構成憲法上的搜索，應排除證據使用。上

訴到聯邦最高法院後，Scalia 主筆的多數意見認為：「呈現在本案的原則是直接清

楚的。調查人員在被告所有緊鄰住家周圍的庭院內收集資訊，而我們曾認為庭院

就如同家庭本身的一部分而受到憲法保護。在未經屋主明示或默示的前提下，他

們藉由物理進入並佔領該區域來蒐集資訊。」40政府雖然提出與嗅毒犬相關的

United States v. Place 案41抗辯，但多數意見認為沒有必要援用合理隱私期待的概

念，因為嗅毒犬的使用已經獲取非經物理侵入而不能取得的屋內資訊，已足以構

成了搜索。42 

                                                       
37 533 U.S. 27 (2001). 
38 Id. at 34. 
39 2013 WL 1196577 (U.S. Mar. 26, 2013). 
40  Id. at 3 (“That principle renders this case a straightforward one. The officers were gathering 

information in an area belonging to Jardines and immediately surrounding his house—in the 
curtilage of the house, which we have held enjoys protection as part of the home itself. And they 
gathered that information by physically entering and occupying the area to engage in conduct not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 permitted by the homeowner.”). 

41 462 U.S. 696 (1983). 
42 Id. at 6 (“Thus, we need not decide whether the officers' investigation of Jardines' home violated his 

expectation of privacy under Katz. One virtue of the Fourth Amendment's property-rights bas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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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實務對合理隱私期待的操作 

第一項   主觀隱私期待 

Harlan 大法官於 Katz 案的協同意見書中，首次提到「主觀隱私期待」的概

念：「一個人已經表現出實際的（主觀的）隱私期待…」。43為了進一步解釋，Harlan

大法官舉了一個例子：「…暴露給其他人目光所及的物品、活動或談話，是不受

保護的，因為沒有一個要保護的意圖被表現出來。」44然而，一個人主觀內心的

想法，終究必須透過外在的行為顯現出來才能他人知悉，但我們在做每一件事情

之前，不太可能不斷地向他人表示有隱私期待，取而代之的是我們自行假設不會

任意遭到他人侵害。因此，除非當事人確實是知道其在特定場合下的行為舉止是

暴露在大眾面前的，否則法院不應該以欠缺主觀隱私期待作為判決理由。這也難

怪學者會表示：「所謂主觀隱私期待，其實只是簡單的重申 Katz 案多數意見的說

法。如果一個人有隱私權－如果不是普遍暴露給他人知道－他或她就已經『表現』

出『主觀的隱私的期望』了。」45更有學者認為：「一個人的主觀隱私期待，對於

增修條文第 4 條權利的主張，不生任何正面或負面的影響。」46 

法院也曾經強調合理隱私期待的討論重點在於客觀隱私期待上，而不在主

觀隱私期待上。United States v. White 案47中，警察懷疑被告 White 販賣毒品，於

是安排一為身上暗藏無線電發報器的線民與 White 進行私下談話，談話同時，線

民與 White 的談話內容全程被警方所監聽及側錄，並成為法庭上的證據。審判中

被告主張，其與線民間的談話內容應受隱私權保障，而警方未取得令狀即進行監

聽，違反了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故該錄音不得作為證據使用。由於被告始

終不知道朋友會背叛他，所以被告是否表現出實際的（主觀的）隱私期待，將會

是一個有趣的問題。然而，聯邦最高法院卻顯然不想深入探討這個問題，僅表示：

                                                       
is that it keeps easy cases easy.”). 

43 Katz, 389 U.S. at 351 (Harlan, J., concurring). 
44 Id. at 516 (“…but objects, activities, or statements that he exposes to the ‘plain view’ of outsiders are 

not ‘protected’ because no intention to keep them to himself has been exhibited.”). 
45 See Jim Harper, Reforming Fourth Amendment Privacy Doctrine, 57 AM. U. L. REV. 1381, 1387 

(2007) (argued that “In its best light, the first part of the inquiry Justice Harlan proposed merely 
restates the majority's holding in Katz. If a person has privacy--if the information was not generally 
available--he or she has ‘exhibited’ an ‘actual (subjectiv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46 See Anthony G. Amsterdam, Perspectives on the Fourth Amendment, 58 MINN. L. REV. 349, 384 
(1974) (“a person's subjectiv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can neither add to, nor can its absence detract 
from, an individual's claim to Fourth Amendment protection.”). 

47 401 U.S. 745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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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問題並不在於特定被告在特定情況下的隱私期望為何，也不在於在被告

可以事實上依賴於他們同伴的自由裁量到何種程度。被告個人非常可能既不知悉

也不懷疑他們的同伴已經去或將要去報警，又或者正在錄音。…依照 Katz 案所

宣告的原則，我們的問題在於，什麼樣的隱私期待在憲法上被正當化的－亦即，

在欠缺令狀下，增修條文第 4 條所要保護的隱私期待為何。」48 

較特別的是 Smith v. Maryland 案49，該案中政府要求電信業者在交換設備中

裝設撥號記錄器（Pen Register），以記錄被告所撥打的電話號碼。而聯邦最高法

院就罕見地以「電信用戶明知電話號碼會傳遞給電信公司」、「電信用戶知道電話

號碼會被用來確認帳單、預防詐欺以及防免違法行為的發生」為由，而認定被告

欠缺主觀隱私期待。惟法院還是進一步討論假設被告有主觀隱私期待時，是否符

合客觀隱私期待的要求，並以「被告已經自願提供給電信公司」為由，認定被告

欠缺客觀隱私期待。50 

要注意的是，Smith 案所涉及的問題，其實是政府自第三人調取個人資訊是

否受到憲法拘束。電信用戶或許確實知道電話號碼會傳遞給電信公司，也知道電

話號碼會被電信公司用來確認帳單、預防詐欺以及防免違法行為的發生。但真正

的問題是，電信用戶主觀上是否期待政府不會向電信公司調取自己的撥號紀錄？

然而，Smith 案的判決理由卻顯然只是在說明資料主體與第三人間的關係，而沒

有直接回答政府可否向第三人調取資訊這個問題，因此 Smith 案對主觀隱私期待

的理解，似乎有所誤解。而 Marshall 大法官在 Smith 案的不同意見，也批評法院

多數意見的推論過頭了，其認為：「即使假設，個人『一般知道』電信業者為了

內部的原因會監控通話，但它不意味著個人會期待這個資訊提供給一般市民，或

特別是政府。隱私是不是一個獨立的商品，或全有全無的權利。人們為了有限的

商業目的傳遞某些事實給銀行或電話公司知道，並不需要假設此資訊將會釋放給

其他人用於其他用途。」51 

本文認為，Harlan 大法官所提出的主觀隱私期待的概念，其實只是將 Katz

                                                       
48 Id. at 751-52. 
49 442 U.S. 735 (1979). 
50 Id. at 742-43. 
51 Id. at 749 (Marshall, J., dissenting) (“But even assuming, as I do not, that individuals “typically know” 

that a phone company monitors calls for internal reasons,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they expect this 
information to be mad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in general or the government in particular. Privacy is 
not a discrete commodity, possessed absolutely or not at all. Those who disclose certain facts to a 
bank or phone company for a limited business purpose need not assume that this information will 
be released to other persons for other 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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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多數意見關於「明知暴露於眾」的情況排除在隱私權保障範圍之外。換句話

說，我們不大可能對於大眾都已經知道的事情，再次主張隱私權，因為個人已欠

缺主觀隱私期待。若從這個理解方式來檢視 Smith 案的判決理由，法院似將隱私

權等同於絕對的秘密，因而將主觀隱私期待限縮在完全不像他人透露的情況。但

要強調的是，隱私權並是絕對的秘密，而電信用戶僅將其撥打的電話號碼傳給電

信公司及通話的另一方，絕對沒有意願將電話號碼公開讓大眾知道。電信用戶非

常可能既不知悉，也不懷疑電信公司已經或將要把撥號紀錄傳遞給政府。因此，

本文認為 Smith案的被告仍有電信公司不會任意將記錄傳遞給政府的主觀隱私期

待，而法院所要考量的問題在於該項期待是否被社會認為合理。 

第二項   客觀隱私期待 

從前面討論，我們可以知道，除非個人明知暴露於眾，否則合理隱私期待概

念重點並不在於一個人表現出主觀隱私期待，而在於該項隱私期待在客觀上是否

合理，亦即一個合理的人究竟期待他人可能怎麼做。Richard G. Wilkins 教授分析

歷年來的實務見解認為，經過數十年的努力，法院在面對隱私期待的「客觀合理

性」判斷上，可大致歸納出三項客觀要素，分別為：「監控所發生的地點」（the 

place of location where the surveillance occurs）、「監控本身侵害的性質和程度」（the 

nature and degree of intrusiveness of the surveillance itself）、「監控的客體或標的」

（the object or goal of the surveillance）。52Wilkins 教授認為，這三種客觀要素中的

任何一種都無法單獨決定合理隱私期待的判斷，而時常必須同時交互考量這三種

因素。53 

首先，就「監控所發生的地點」而言，Wilkins 教授認為，雖然法院已經在

Katz 案中強調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所保障的是人而不是場所，但後續的案

件中法院並沒有揚棄使用財產權來定義隱私的範圍，仍舊會強調「住家」的重要

性。54然而，Katz 案確實重新定義了「場所因素」的性質。在 Katz 之前，家庭受

到保護，僅是因為住家是落在增修條文第 4 條文義範圍內；但在 Katz 案後，住

家仍受到保護，但不僅只是因為增修條文第 4 條的文字用語，也是因為「住家」

本質上與人類活動相關聯。55因此，Wilkins 教授提出一個有趣的說法，其認為在

                                                       
52 See Wilkins, supra note 3, at. 1080. 
53 Id. at 1129. 
54 Id. at 1109-11. 
55 Id. at 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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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因素有著光譜的兩端，一端是顯然與隱私相關的「住家」，另一種是與隱私

最不相關的「曠野」。56在「住家」與「曠野」之間有著各種不同場所，依照其和

「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和「隱私的關連性強度」，而可能被承認有隱私期待；

但 Wilkins 教授也提醒我們，在「住家」、「曠野」兩端以外的中間，場所因素並

不是一項決定性因素。57 

其次，就「監控本身侵害的性質和程度」而言，Wilkins 教授認為，雖然 Katz

案表面上終結了以「物理侵入」作為增修條文第 4 條的決定性因素，然而「物理

侵入」仍然與「是否侵害了合理隱私期待」密切相關。58就如同「場所」因素一

樣，法院不再著重地理位置本身，而是開始重視場所與個人私密行為的關連性；

相對地，增修條文第 4 條也不再著重在「是否物理侵入了憲法所保護的領域」，

而開始著重「是否以不被容許的侵害形式來侵害個人」。59就如同場所因素呈現一

種光譜的樣貌，「監控本身侵害的性質和程度」也呈現一端是幾乎可以肯定構成

合理隱私侵害的「物理侵入」，另一端是顯然不構成侵害的「自願揭露資訊給政

府」，所共同形成的光譜。60至於大多數的侵害形式，則落在光譜的中間，應視侵

擾的程度來決定是否構成隱私侵害，例如：「無差別的監控」（Indiscriminate 

monitoring）那些未暴露在大眾眼光下的財物，將構成嚴重的侵害。61 

最後，就「監控的客體或標的」而言，Wilkins 教授認為，Katz 案被告之所

以受到增修條文第 4 條的保護，是因為政府所監控的資訊是私人的「通訊」，而

在大多數情況，監控私人間通訊內容都會被認為是侵害合理隱私期待。62相對地，

社會和法院都不可能將幾乎無法免於大眾觀察的「個人物理特徵」，諸如指紋和

聲音等資訊，視為隱私。63同樣的，對於「通信記錄」也沒有合理隱私期待，因

為撥話方自願將電話號碼提供給電信事業知悉，且通信記錄也沒有紀錄任何高度

個人的資訊。64另外，Wilkins 教授也認為，有些資訊若拒絕公開對於社會沒有重

要利益，因為該資訊的公開在現代社會上扮演了相當的功能，或因為該資訊與基

本隱私問題的關聯性非常脆弱。65例如，個人對於「車輛識別碼」欠缺隱私期待，

                                                       
56 Id. at 1112. 
57 Id. at 1113-14. 
58 Id. at 1114. 
59 Id. at 1116-17. 
60 Id. at 1117. 
61 Id. at 1120. 
62 Id. at 1121-22. 
63 Id. at 1122. 
64 Id. at 1122-23. 
65 Id. at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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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該資訊處於高度政府管制的脈絡下而理當要將識別碼顯示在外；又例如，只

會揭示毒品反應的裝置不會揭示其他重要的私人資訊，故不受到增修條文第 4 條

的保護。 

Wilkins 教授所使用的分析方法，頗有參考價值，唯在歸納與分類上，除了

「監控所發生的地點」之外，本文有些不同的看法。首先，關於 Wilkins 教授將

「自願暴露」歸類為「監控本身侵害的性質和程度」部分，本文認為，雖然「自

願暴露」與監控手段有某種程度的連動關係，66但其實「自願暴露」是一種資訊

本身處於公開、欠缺私密性狀態的描述，其與 Wilkins 教授所提出的「監控的客

體或標的」較具直接關聯性。其次，美國實務上特別強調一旦傳遞特定資訊給第

三人知悉時，即對該資訊喪失隱私合理期待，此即為學說上所謂的「第三人原則」

（third party doctrine）。然而，Wilkins 教授並未對「第三人原則」有詳細說明，

僅在討論「監控的客體或標的」時，簡單提及「通信記錄」也欠缺合理隱私期待。

對此，本文認為「第三人原則」主要在處理涉及第三人所引發的隱私侵害問題，

與一般隱私侵害是單純發生在行為人與被害人之間的情形不同，而有另外討論的

必要性。 

本文參考 Wilkins 教授的分類，認為美國實務對於客觀合理隱私期待的適

用，主要牽涉四項重要因素，分別是：「資訊的性質」、「侵害的手段」、「侵害的

場所」，以及在處理自第三人獲取個人資訊所必須討論的「第三人原則」。但要特

別強調的是，在不同個案脈絡事實下，法院時常同時交互分析兩種以上因素，而

且除了少數情況之下，這四種因素種的任一種因素都不具有決定性影響力。67 

第一款   資訊的性質 

第一目   是否持有毒品 

資訊的性質影響判決的情況相當普遍，最明顯的就是涉及毒品的案子。當

警方使用嗅毒犬來進行調查行動時，一方面在侵害手段上，嗅毒犬只會判斷出毒

品的有無，而不會揭示其他敏感資訊，另一方面就資訊性質而言，毒品向來是法

令高度管制的物品，因此法院通常會強調一般人對於持有毒品這件事並無合法利

益。 

                                                       
66 當自願暴露特定資訊時，似乎就不太需要實施高度侵害性的監控手段。 
67 See Wilkins, supra note 3, at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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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United States v. Place 案68中，涉及政府人員在機場使用緝毒犬檢驗旅客

的行李是否構成憲法上的搜索，法院表示：「嗅毒犬只會顯示出毒品、違禁品的

存在與否。因此，儘管嗅毒犬會揭露行李的內容，但揭露的資訊是有限的。這種

有限的資訊揭露，可以確保財產所有人不會陷入那些獲取資訊少但卻侵害性更高

的調查行為所帶來的尷尬與不便。因此，我們認為，這種調查人員所試圖推行的

特殊調查程序…不構成增修條文第 4 條的搜索。」69雖然法院主要在強調使用嗅

毒犬能揭露的資訊相當有限，但另一方面，毒品與其他行李的內容物的比較結果，

也間接說明了是否持有毒品非屬於私密性高的資訊。  

類似的 United States v. Jacobsen 案70，裝有毒品的紙箱在聯邦快遞運送過程

中受損，推高機將紙盒插破，揭露裡面的包裹。運輸公司員工打開包裹清點內容，

發現貨物含有白色粉末，於是就通知緝毒局。當政府人員到達時，員工已經重新

包裝盒子，並讓盒子的頂蓋打開，放置在桌上。機關人員可以從破損處一覽無遺，

然後人員從管道取出四個塑膠袋，並得到白素粉末進行化學檢驗。首先，就紙盒

內含白色粉末一事，法院認為政府利用第三人已形成的管道獲取相同程度的資訊，

並不會造成更多的侵害。71更重要的是，法院對於機關人員到場後所進行的後續

毒品檢驗行為，也如同 Place 案一樣，認為一個用來檢驗毒品化學物質的設備僅

僅會揭示毒品反應，不會揭示重要的私人資訊而不受到增修條文第 4 條的保護。

72換言之，法院在強調該手段所揭露的資訊有限之外，也同時強調是否持有毒品

並非是一個重要的私人資訊。 

此外，在 2005 年的 Illinois v. Caballes 案73，被告因為超速被警方合法攔停

下來，而附近的緝毒人員就順便將緝毒犬帶到現場，繞著被告卡車走一圈，經過

緝毒犬警示後，緝毒人員搜索卡車後發現毒品，隨後起訴。聯邦最高法院在該案

終再次強調，利用嗅毒犬嗅測毒品反應並不構成憲法上的搜索，因為持有毒品並

不是合法利益，而嗅毒犬的使用僅會揭露是否持有毒品這項事實，但不會涉及其

他合法隱私利益。74換言之，法院認為，個人對於是否持有毒品這項資訊並不具

有合法的隱私利益，再加上嗅毒犬的手段侵害性較小，因此不構成增修條文上的

                                                       
68 462 U.S. 696 (1983). 
69 Id. 
70 466 U.S. 109 (1984). 
71 Id. at 117-22. 
72 Id. at 122-23. 
73 543 U.S. 405 (2005). 
74 Id. at 4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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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索。 

第二目   聲音物理特徵 、指紋 、筆跡 

除了毒品有無的資訊不具有私密性，故使用嗅毒犬通常不會侵害隱私權之

外，單純蒐集一個人的聲音物理特徵75、指紋76、筆跡77等，也因為僅憑這些資訊

並不會揭示個人私生活與想法，所以法院也多半認為不構成隱私權侵害。以聲音

物理特徵為例，在 United States v. Dionisio 案78中，大陪審團為識別目的，要求包

括被告在內的二十名證人必須提供聲音範本，但遭到被告以違反增修條文第 4 條

及第 5 條為由而拒絕，大陪審團則駁回被告主張並裁定藐視法庭罪。本案涉及到

一個人對自己聲音的物理特徵得否主張合理的隱私期待。 

對於這個問題，首先，聯邦最高法院注意到一個人的聲音是經常暴露於公

眾的，法院表示：「一個人聲音的物理特徵，亦即語氣和方式，而非一段特定談

話的內容，是經常暴露於公眾。如同一個人的面部特徵或筆跡，聲音是為了讓別

人聽見而不斷地出現。沒有人可以合理期待別人不會認識他的聲音，就像沒有人

可以合理期待他的面部特徵在世界上保持神祕。」79其次，法院認為要求提供聲

音範本並不會涉及到對私人生活或想法的探知，其表示：「收集聲音範本就像在

Davis 案的採集指紋一樣，雖然該案中一開始拖網式搜索是違憲的，但我們注意

到採集指紋本身並不涉及到對個人私生活或者想法的探知或搜索。」80基於上面

兩個理由，法院最後駁回被告的主張，認為：「既沒有要求證人出現在大陪審團

面前，且提供聲音範本的要求也沒有侵害到增修條文第 4 條所保障的權利，所以

大陪審團不需要對於該要求的合理性作任何說明。」81 

                                                       
75 See United States v. Dionisio, 410 U.S. 1 (1973). 
76 See Davis v. Mississippi, 394 U.S. 721 (1969). 
77 See United States v. Mara, 410 U.S. 19 (1973); see also United States v. Euge, 444 U.S. 707 (1980). 
78 410 U.S. 1 (1973). 
79 Id. at 14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 person's voice, its tone and manner, as opposed to the 

content of a specific conversation, are constantly exposed to the public. Like a man's facial 
characteristics, or handwriting, his voice is repeatedly produced for others to hear. No person can 
have 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that others will not know the sound of his voice, any more than he 
can reasonably expect that his face will be a mystery to the world.”). 

80 Id. at 15 (“Rather, this is like the fingerprinting in Davis, where, though the initial dragnet detentions 
were constitutionally impermissible, we noted that the finger-printing itself ‘involves none of the 
probing into an individual's private life and thoughts that marks an interrogation or search.”). 

81 Id. (“Since neither the summons to appear before the grand jury nor its directive to make a voice 
recording infringed upon any interest protected by the Fourth Amendment, there was no justification 
for requiring the grand jury to satisfy even the minimal requirement of ‘reasonableness' imposed by 
the Court of Appe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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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電話撥號紀錄、銀行交易紀錄 

除了毒品、聲音物理特徵、指紋、筆跡，法院也曾經針對電話撥號紀錄以及

銀行交易紀錄的性質表示過意見。雖然在涉及電話撥號紀錄，以及銀行交易紀錄

的案件中，法院時常以「第三人原則」82作為認定欠缺合理隱私期待的主要理由，

但也同時強調這類資訊的性質不太具有私密性。在 Smith v. Maryland 案83政府要

求電信業者在交換設備中裝設撥號記錄器（Pen Register），以紀錄被告通話內容

以外的撥號紀錄。在該案中，被告曾經援引 Katz 案，認為調取電話撥號紀錄是

政府以物理侵入以外的方式侵害其合理隱私期待。然而，法院比較本案與 Katz 案

後，認為本案涉及的資訊是電話撥號紀錄，而不是 Katz 案所涉及的通訊內容，

兩者有重大的不同。84換言之，法院考量了兩個案件所涉及的資訊性質的不同，

認為在本案無法直接援用 Katz 案。 

又譬如 United States v. Miller 案85，被告 Miller 涉嫌非法經營威士忌蒸餾場

以及逃漏稅，聯邦幹員拿出自地方法院內部流出的空白大陪審團傳票經檢察官填

妥後，提示給被告所開戶的銀行，向銀行調取被告帳戶往來紀錄。銀行在未徵詢

被告意見的情況下，就逕自交出存款、支票、租賃等交易紀錄影本。由於「銀行

保密法」（Bank Secrecy Act）禁止銀行任意洩漏客戶資訊，因此被告 Miller 主張

其對該等資訊有隱私期待。與 Smith 案一樣，法院也分析了系爭資訊的流通性，

因此不應該認定具有合理隱私期待，其認為：「支票不是祕密的通訊，而是在商

業交易過程中可轉讓的票據。本案政府所調取的文件，包括財務報表及存款單，

只涉及自願傳遞給銀行的，且在日常業務過程中暴露給員工知道的資訊。」86此

外，法院也參考了銀行保密法的相關規定，來評價系爭資訊是否具有秘密性質，

然後認為：「銀行保密法也明顯認為存款戶對銀行紀錄沒有合理隱私期待，因為

該法要求紀錄被銀行保管的目的在於，該紀錄有利於逃漏稅的犯罪偵查過程。」

87 

                                                       
82 詳見本項第四款「第三人原則」的說明。 
83 442 U.S. 735 (1979). 
84 Id. at 741. 
85 425 U.S. 435 (1975). 
86 Id. at 442 (“All of the documents obtained, including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deposit slips, contain 

only information voluntarily conveyed to the banks and exposed to their employees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 

87 Id. at 442-43 (“The lack of any legitimat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concerning the information kept in 
bank records was assumed by Congress in enacting the Bank Secrecy Act, the expressed purpose of 
which is to require records to be maintained because they “have a high degree of usefulnes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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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目   物品辨識號碼 

某些物品或因為法律、國際協定等規範的要求，或者是因為製造廠商為了

品質控管的需要，往往會在物品上烙印或掛載一組獨特的辨識號碼。例如行動電

話的國際行動設備識別碼、汽車的引擎編碼或者車輛識別號碼等。但這些識別碼

本身所揭示資訊的性質是否成為法院考量的重點，往往需要個案判斷。 

在New York v. Class案88，法院就花很大的篇幅分析物品識別碼資訊的性質。

該案中，兩個紐約市警察注意到被告開車超速行駛且擋風玻璃破裂未修復，顯然

違反交通法規而攔下被告的車子。當被告從車內出來走向其中一名員警時，另一

名警察就趁機打開被告車門，檢查位於左側車框上的「車輛識別號碼」（Vehicle 

Identification Number，英文簡稱 VIN）89。由於新車款時常將車輛識別號碼安裝

在儀表板上，於是當該名員警發現門框上沒有車輛識別號碼時，就將手伸進汽車

的內部，移除擋住儀表板的紙張，準備查看儀表板上的車輛識別號碼。此時，員

警發現駕駛座位底下有一把槍的槍柄突出，於是就當場扣押槍械並逮捕被告，最

後被告以非法持有槍械為由遭到地方法院判刑。 

被告認為警察進入車內檢查儀表板上的車輛識別號碼違反了增修條文第 4

條提起上訴。雖然紐約州上訴法院（Appellate Division）維持有罪判決，但紐約

最高法院（The Court of Appeals）推翻原判決，認為警方在被告違反交通規則後，

沒有任何正當理由搜索被告汽車，應排除槍械作為證據使用。州政府上訴到聯邦

最高法院，法院認為被告對於車輛識別號碼欠缺合理隱私期待，警察查看車輛識

別號碼的行為並未違反增修條文第 4 條。 

首先，車輛識別號碼是政府對車輛管制中重要的一環，而為了讓其發揮功

能，法律已要求車主必須將車輛識別號碼放置在汽車外部肉眼可觀察到的地方。

90其次，政府對車輛的一般管理規定中車輛識別號碼是重要的一部分，因此，駕

駛人肯定會預期到，有時候管理規定將要求政府去辨識車輛識別號碼，特別是當

駕駛員違反了交通規則的時候。91因此，法院認為，對於車輛識別號碼，駕駛人

                                                       
criminal tax, and regulatory investigations and proceedings.”). 

88 475 U.S. 106 (1986). 
89 The VIN consists of more than a dozen digits, unique to each vehicle and required on all cars and 

trucks. See 49 CFR § 571.115 (1984). The VIN is roughly analogous to a serial number, but it can 
be deciphered to reveal not only the place of the automobile in the manufacturer's production run, 
but also the make, model, engine type, and place of manufacture of the vehicle. Id. § 565.4. 

90 See Class, 475 U.S. at 111. 
91 Id. at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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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合理隱私期待，其表示：「因為車輛識別號碼，在政府管制汽車上扮演重要

的角色，且聯邦政府致力於確保車輛識別號碼被安置在目光可及的地方，因此，

我們認為，對於車輛識別號碼欠缺合理隱私期待。」92換言之，由於法規要求車

主將車輛識別號碼安置在目光可及的車廂外面，因此本案法院特別強調資訊性質

的觀點，認為駕駛人對於車輛識別號碼欠缺合理隱私期待。 

然而，同樣是由員警伸手翻動物品以觀察物品的識別號碼的 Arizona v. Hicks

案93，法院卻明白表示資訊的性質不是重點。該案中，一發子彈穿過被告公寓地

板傷到在樓下的民眾，員警在緊急情況下進入公寓試圖要找出槍手以及其他受害

者。當員警進入公寓時，發現兩組昂貴的音響設備，似乎與骯髒且設備不齊全的

房間格格不入。員警懷疑該音響是贓物，於是開始移動音響設備，包括轉盤，以

檢查該設備的序號，並打電話給總部比對序號。經確認該音響是贓物後，員警將

其扣押下來，事後當作被告搶奪罪案件中的證物。 

政府主張員警的行為不構成憲法上的搜索或扣押，但最高法院依照手段的

不同而認為，單純將序號記錄下來並不構成扣押，但員警搬動音響來檢驗序號則

構成搜索。94雖然法院並未明白適用合理隱私期待，但卻清楚指出考量重點不在

於資訊的性質，而在於侵害的手段是否構成搜索，法院表示：「搜索行為究竟揭

示了信件、照片還是根本沒有揭示任何與被告個人利益相關資訊，並不重要。搜

索就是搜索，即使只是揭示了轉盤的底部。」95換言之，雖然員警所要調查的資

訊只是與被告個人利益無關的設備序號，但法院考量員警的檢查手段已經超出單

純肉眼觀察，最後認定員警的檢查行為已構成隱私侵害。 

第二款   侵害的手段 

第一目   肉眼觀察 

除了 Arizona v. Hicks 案隱含著肉眼觀察不構成隱私侵害的意思外，在 Texas 

                                                       
92 Id. at 114 (“because of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the VIN in the pervasive governmental regulation 

of the automobile and the efforts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ensure that the VIN is placed in plain 
view, we hold that there was no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in the VIN.”). 

93 480 U.S. 321 (1987). 
94 Id. at 1150-51. 
95 Id. at 1152-53 (“It matters not that the search uncovered nothing of any great personal value to 

respondent—serial numbers rather than letters or photographs. A search is a search, even if it 
happens to disclose nothing but the bottom of a turn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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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Brown 案96，員警在午夜時刻將獨自開車的被告 Brown 攔停下來隨機檢查駕駛

員的駕照。在要求被告拿出駕照配合檢查的同時，員警利用手電筒察看被告車內

情況，並注意到車內有一個疑似裝有毒品的不透明、綠色的派對氣球。趁著被告

伸手打開車內的置物櫃的時候，員警還移動位置並改變視覺角度，因而發現車內

置物櫃有幾個小塑膠瓶、鬆散的白色粉末以及裝有許多氣球的袋子。員警在得知

被告沒有攜帶駕照後，隨即要求被告下車，然後趁機進入車內拿起綠色氣球，確

認氣球內填充著疑似毒品的粉狀物質，隨後被告就因持有毒品而遭到逮捕、起訴。

雖然本案涉及一連串的調查行為，但其中關於員警改變角度以肉眼觀察被告車內

的舉動，聯邦最高法院認為並不構成搜索，其表示：「那些無論是好奇的路人或

勤奮警察都可以從外部觀察到的車內部分，欠缺一個合法的隱私期待。」97換言

之，員警單憑肉眼觀察就發現毒品事證，是一個任何人都有能力做到的行為，期

待員警會矇起眼睛並不合理。98 

第二目   物理侵入 

除了肉眼觀察，另一種傳統的侵害手段是物理侵入。早在合理隱私期待概

念被提出之前，法院就以普通法上的物理侵入作為判斷標準。但要強調的事，是

否構成物理侵入與是否侵害隱私，兩者不能完全劃上等號。本章第一節所介紹的

Hester v. United States 案99以及 Olmstead v. United States 案100，就足以說明這個觀

點。 

此外，隨著科技進步，物理侵入不再是造成隱私侵害的唯一方式。警方在公

共電話亭裝置竊聽器竊聽被告通訊對話的 Katz 案，就是明顯的例子。在該案中，

法院先就公共電話亭的物理條件足以確保通訊內容不會被傳遞出去，詳加說明，

法院表示：「一個人占用電話亭，關上門，並支付費用打電話，當然有權假定從

                                                       
96 460 U.S. 730 (1983). 
97 Id. at 740 (“There is no legitimat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shielding that portion of the interior of an 

automobile which may be viewed from outside the vehicle by either inquisitive passersby or diligent 
police officers.”). 

98 但也有法院認為，即使是肉眼觀察也會構成隱私侵害。在 State v. Bowling 案 ，警方調查一起

死亡車禍肇事逃逸案件，員警以趴在地上的姿勢觀察被告車庫內部，而引發是否侵害屋主的

合理隱私期待而構成憲法上搜索的問題。法院在考量侵害的手段時強調，雖然員警僅是利用

身體感官機能作為手段，但由於本案的員警採取趴在地上的姿勢，因此法院最後認定侵害了

被告的合理隱私期待而構成憲法上的搜索行為。State v. Bowling, 867 S.W.2d 338 (Tenn. Crim. 
App. 1993). 但這樣的見解屬於及特殊案例，畢竟在許多航空肉眼觀察的案件中，最高法院都

明確表示肉眼觀察，只要是肉眼觀察就不構成隱私侵害。詳細說明可參考本文，頁 53 以下。  
99 265 U.S. 57 (1924). 
100 277 U.S. 438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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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口中講出去的話不會公開給全世界知道。若將憲法解釋地如此狹隘，將忽視公

共電話在私人通訊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01至於，當政府並沒有對被告的財產

構成物理侵入時，仍有可能被法院認定為隱私權侵害，法院表示：「一旦確定增

修條文第 4 條保護的人，而不是地方，那麼不得以物理侵入作為增修條文適用範

圍的標準，就相當清楚了。」102 

但無論如何，物理侵入仍舊是判斷隱私權範圍的重要指標，在許多非物理

侵入的案件中，法院甚至會比較系爭手段的侵害程度是否比物理侵入還要嚴重。

以 United States v. Place 案103在機場利用嗅毒犬進行安檢的案子為例，法院雖然

以資訊私密程度較低做為主要理由，但法院還是附帶強調使用嗅毒犬的侵害性比

物理侵入的侵害性來少，其表示：「我們肯認一個人對於他的行李內容有合理隱

私期待，而受到增修條文第 4 條保障。然而，一隻訓練有素的嗅毒犬，並不會要

求打開行李。它不會像翻找行李一般地暴露違禁品以外的東西。因此，這種取得

資訊的方式，侵害性較典型的搜索行為要小。」104 

第三目   伴隨各種科技輔助 

除了肉眼觀察及物理侵入之外，隨著科技的進步，有越來越多設備儀器能

夠幫助或取代以往的蒐集資訊的手段。例如飛機改變人類視覺角度，允許我們從

高空觀察世界；照相技術的發明，讓人類能夠記錄剎那間的視覺感受，並很容易

地將這種感受傳達給他人；而無線電波發射器（beeper）105大幅提高了員警跟蹤

的能力，降低犯人擺脫跟蹤的成功率。當然，這些新科技的使用也可能會造成隱

私的侵害，而法院在處理隱私爭議案件時，也會對這些手段進行侵害程度分析。 

在 California v. Ciraolo 案106中，緝毒幹員搭乘飛機以約 1000 英尺高度飛過

被告庭院，並用肉眼觀察到被告種植大麻者，法院就認為被告的主觀隱私期待在

                                                       
101 See Katz, 389 U.S. at 352 (“One who occupies it, shuts the door behind him, and pays the toll that 

permits him to place a call is surely entitled to assume that the words he utters into the mouthpiece 
will not be broadcast to the world.”). 

102 Id. at 353 (“Once this much is acknowledged, and once it is recognized that the Fourth Amendment 
protects people-and not simply ‘areas'-against unreasonable searches and seizures it becomes clear 
that the reach of that Amendment cannot turn upon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a physical intrusion 
into any given enclosure.”). 

103 462 U.S. 696, 707 (1983). 
104 Id. at 707. 
105 A beeper is a radio transmitter, usually battery operated, which emits periodic signals that can be 

picked up by a radio receiver. 
106 476 U.S. 207 (198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4 
 

客觀上是不合理的，因為飛行器在美國很常見的。107而在兩年後的 Florida v. Riley

案108中，法院又重申搭乘飛行器以肉眼觀察不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在 Riley

案中，被告在自家庭院搭建溫室種植大麻，四周被樹叢、活動屋等遮蔽物圍繞，

屋頂則鋪設波狀半透明或反光的遮版，僅有一個約 10%屋頂面積的破洞。緝毒幹

員未取得令狀，直接搭乘直升機，以約 400 英尺的高度，飛過被告庭院，透過屋

頂破洞，以肉眼觀察被告的溫室內部，發現被告正在種植大麻。面對是否侵害隱

私權的爭議問題，聯邦最高法院就援引了 Ciraolo 案，表示：「本案，調查人員是

搭乘直升機，但如同固定機翼飛機的案子，私人或商業航班在公共航道飛行是家

常便飯的事。… Riley 不能合理期待他的溫室不會遭到民眾或政府以搭乘直升機

在固定機翼飛機可航行空域進行肉眼觀察」。109換言之，由於搭乘固定機翼飛機

以及直升機肉眼觀察他人的庭院，對美國人而言，是相當普遍的事，因此人們對

於免受空中觀察的隱私期待欠缺合理性。 

除了分析手段的普及程度之外，法院也常常針對不同手段之間的侵害程度

相比較，以判斷特定行為是否侵害個人隱私權。在一則調查人員安裝無線電波追

蹤器追查製毒原料行蹤的 United States v. Knotts 案110中，雖然法院特別強調汽車

駕駛人對於其在公共道路從一個地點到另一個地點的行蹤欠缺合理隱私期待。111

但法院也對於無線電波追蹤器的使用與傳統肉眼跟蹤的方式兩相比較，認為兩者

的侵害程度並沒有什麼不同，蓋執法人員利用肉眼跟蹤就足以獲悉同樣的資訊，

而增修條文第 4 條並不禁止執法人員使用科技來增強他們出生時就被賦予的感

官能力。112換言之，一項科技若僅僅具有「感官強化」的功能，雖然提高了蒐集

資訊的效率，但由於新舊手段所可取得的資訊是相同的，所以並不會造成更嚴重

的侵害。113  

當然，手段的侵害性往往只是法院考量的因素之一，其他例如「資訊的性

質」，仍可能同時影響法院的判斷。在 Dow Chemical Co. v. United States 案114中，

                                                       
107 Id. at 215. 
108 488 U.S. 445 (1989). 
109 Id. at 450-51. 
110 460 U.S. 276 (1983). 
111 Id. at 281-82 (“When Petschen travelled over the public streets he voluntarily conveyed to anyone 

who wanted to look the fact that he was travelling over particular roads in a particular direction, the 
fact of whatever stops he made, and the fact of his final destination when he exited from public roads 
onto private property.”). 

112 Id. at 282. 
113 Id. at 284. 
114 476 U.S. 227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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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經營佔地 2000 英畝的化學工廠，工廠設備設置在建築物裡，建築物之間有

暴露在外的電氣管相通。原告在整體工廠外圍，設有許多障礙，以盡可能防止外

界刺探，但基於成本考量，原告無法讓所有工廠設備都免於空中角度的觀察。某

日，環保署執法人員因被告拒絕禁入廠房檢查，遂在欠缺令狀的情況下，雇用私

人商業航照公司，分別在 12000、3000、1200 英尺等合法飛行高度，以航空攝影

器材拍攝被告廠房航照圖。 

雖然原告承認單純地肉眼觀察，或從天橋或山坡俯視拍照，並不會構成憲

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的搜索，但原告主張被告機關是以航空攝影方式取代肉眼已構

成憲法上的搜索，因而提起訴訟。115關於這個案子，最高法院除了關注到侵害手

段的普及程度之外，另一方面也特別強調資訊的私密程度，其表示：「如同政府

所自認的，使用一般公眾無法使用的高度精密監控設備，如衛星技術，來監視私

有財產，憲法確實可能禁止無令狀而實施。然而，這裡的攝影技術，並不會暴露

太多足以提高憲法關注的私密細節，雖然他們確實讓環保署取得比肉眼觀察還要

詳細的資訊，但他們仍然受限於工廠建築物和設備的外觀輪廓。僅是提高人類的

視力，至少到目前這種程度，並沒有引發憲法問題」。116 

第三款   侵害的場所 

第一目   住家  

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人民有保護其…『住所』（home）…之權，免

受於不合理的搜索與扣押，並不得非法侵犯。」該條的文字用語已經明白表示「住

家」有該條的適用。因此，每當法院發現住所遭到侵害時，不論資訊的性質為何，

也不論侵害的手段為何，「住家」當然屬於隱私權保護所涵蓋的範圍。許多法院

的判決更明白表示，「住所」是隱私權保障的核心領域。在 Silverman v. United States

案117中，法院明確表示：「增修條文第 4 條的核心在於，一個人有權撤退到自己

的住家，並免受不合理的政府侵害。」118其他例如，Kyllo v. United States 案119以

                                                       
115 Id. at 232-33, 234. 
116 Id. at 238-39. 
117 365 U.S. 505 (1961). 
118 Id. at 511 (“At the very core stands the right of a man to retreat into his own home and there be free 

from unreasonable governmental intrusion.”). 
119 533 U.S. at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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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Florida v. Jardines 案120中，法院仍舊不斷地重申這個的想法。 

由於「住家」是隱私權保障的核心，所以在許多案件中，法院在判斷特定行

為是否構成隱私權侵害時，場所是否涉及「住家」往往是決定性因素。在 United 

States v. Karo 案121，緝毒局幹員獲知被告 Karo 等人已經向報案人訂購了 50 加侖

可用來提煉古柯鹼的桶裝乙醚。幹員經過報案人的同意將一個裝有無線電波追蹤

器的桶子混入其他桶子內然後交付給被告。透過無線電波追蹤器的幫助，幹員成

功獲悉該批原料運送並儲存到被告們的所承租的住家及儲物櫃中，最後以違反毒

品相關法規起訴被告們。被告認為無線電波追蹤器的使用構成搜索，政府則主張

利用無線電波追蹤器的侵害輕微，不構成搜索。聯邦最高法院最後認為本案涉及

住家領域，因此構成憲法上的搜索，其表示：「一個電子設備的監控，例如無線

電波發射器，侵害性當然少於全面地搜索，但它揭露了關於住宅內部重要事實，

該事實是政府極端感興趣的且不可能在欠缺令狀的情況而取得的」。122 

然而，在 Karo 案作成的前一年，最高法院才剛在 Knotts 案123中明白表示，

員警使用無線電波追蹤器偵測內含特定化學物質的桶子在公共道路上，從一個地

點到另一個地點的行蹤，不構成憲法上的搜索。換言之，比較 Knotts 和 Karo 案，

兩者的侵害手段完全相同，追蹤的資訊也都是與個人關聯性低的化學物質行蹤，

但由於 Karo 案則涉及到「住家」內部的行蹤，最後造成兩者的判決結果有天壤

之別。 

第二目   曠野與庭院 

如果說「住家」是的隱私所保護的核心場所，對最高法院而言，「曠野」（open 

field）就是一個幾乎欠缺隱私保護的場所。首次提出「曠野」欠缺隱私利益的判

決是 1924 年的 Hester v. United States 案124，在該案中員警為了調查被告私釀酒

的事實，藏匿在距離被告父親所有的住屋外 50 碼到 100 碼之間的地方。不久後

一輛 Henderson 車駛近屋子，員警看到被告遞過一個瓶子後，立刻鳴笛並衝去前

往逮捕扣押被告。被告驚嚇之餘，將私釀的酒瓶等容器摔破並逃跑，事後發現破

                                                       
120 2013 WL 1196577, at *4 (U.S. Mar. 26, 2013). 
121 468 U.S. 705 (1984). 
122 Id. at 715 (“The monitoring of an electronic device such as a beeper is, of course, less intrusive than 

a full-scale search, but it does reveal a critical fact about the interior of the premises that the 
Government is extremely interested in knowing and that it could not have otherwise obtained 
without a warrant.”). 

123 460 U.S. 276 (1983). 
124 265 U.S. 57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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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容器內的液體是私釀的威士忌。其他員警也在被告父親所有的住屋周圍發現破

碎的容器，裡面也同樣有私釀的威士忌。由於員警衝入父親所有土地進行地上器

皿的檢查，已經構成物理侵入，被告主張其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但聯邦最

高法院認為：「…增修條文第 4 條對人民的『身體、住所、文件與財物』所提供

的特殊保護，並未擴及到曠野。」125而這項見解，往後成為法院用來判斷人民是

否受到增修條文第 4 條保護的「曠野原則」（open field doctrine）。 

由於 Hester 案是在 Katz 案出現之前所作出的判決，因此曠野原則與合理

隱私期待之間如何取捨始終是個疑問。126直到 1984 年的 Oliver v. United States 案

127，最高法院才正式表示 Hester 案的曠野原則與合理隱私期待並不衝突。該案

中，警方獲報得知被告 Oliver 的農場種有大麻，於是派員警前往察看。員警開車

經過被告的家，來到一個上鎖的大門，旁邊有寫著「禁止進入」的警示牌。員警

依循著一條大門一徹的小徑持續步行前進，走了幾百碼，途中經過一個穀倉和一

輛露營車。此時，站在露營車旁的一個人大喊：「不允許打獵，回來這裡。」員

警表明身份並回到露營旁，但沒有看到人，於是繼續深入探究，最後在超過被告

家一英里遠的地方發現了兩座被其他屬於被告的其他農田圍繞且不對外開放的

大麻園，一般人唯有站在被告的農田上才能夠觀察到這兩座大麻園。事後被告被

逮捕並以違法生產管制物質罪行遭到起訴。地區法院認為，從上鎖的大門及警示

牌顯示，被告對於大麻園有合理隱私期待，因而排除警方證據的使用。128第六巡

迴上訴法院則推翻了地區法院的判決，認為 Hester 案所提出的曠野原則與 Katz

案是兼容的，因為人們在曠野上普遍都沒有隱私的需求。129 

聯邦最高法院則維持上訴法院的見解，認為人們對於曠野上的活動欠缺一

個合理的隱私期待。首先，就憲法文本及歷史解釋，法院認為增修條文第 4 條使

用”effect”而不是使用”property”，而前者的範圍顯然小於後者。130其次，就人們

在曠野上的活動而言，實在欠缺保護隱私的社會利益，法院表示：「相反的，空

曠田野並沒有提供環境給增修條文第 4 條所要避免政府監控的親密活動。對保護

                                                       
125 Id. at 59 (“…the special protection accorded by the Fourth Amendment to the people in their 

‘persons, houses, papers and effects,’ is not extended to the open fields.”). 
126 有學者主張應放棄曠野原則，改採合理隱私期待。See Edward M. Boxbaum, Florida v. Brady: 

Can Katz Survive in Open Fields?, 32 AM. U. L. REV. 921, 942 (1983). 
127 466 U.S. 170 (1984). 
128 Id. at 173. 
129 Id. at 174. 
130 Id. at 1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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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發生在曠野諸如農耕等活動的隱私，並沒有任何社會利益。」131最後，法院

觀察普通法上特別區分了「曠野」與「庭院」（curtilage or homestall）兩個不同領

域，認為這意味著，憲法對「住家」的隱私保護只會擴張到「庭院」，而不包括

「曠野」，其表示：「如同 Holmes 大法官在 Hester 案中提到，普通法區隔曠野與

庭院，一個緊鄰住家四周且與住家相關的場所。這種區別，隱含著唯有庭院，而

非鄰近的曠野，才值得隨著住家而受到增修條文的保護。在普通法上，庭院是一

個被『住家的不可侵犯性和生活隱私』相關連的私密活動延伸所及的場所，因此，

本於增修條文第 4 條的目的，一直都被視為住家本身的一部分。」132 

雖然在 Oliver 案，法院明白表示庭院是住家的延伸、住家的一部分，但事

實上，庭院並不像住家一樣當然受到憲法保護。在 California v. Ciraolo 案133中，

緝毒幹員搭乘飛機以約 1000 英呎高度飛過被告住家上空，並用肉眼觀察到被告

在「庭院」種植大麻，法院就認為被告的主觀隱私期待在客觀上是不合理的，因

為「在這個時代，私人或商業飛機在公共航道飛行是例行性發生的。被告期待大

麻園受到憲法保護，而免受他人從海拔 1000 英呎的高度肉眼觀察，是不合理的。」

134換言之，即使是侵害場所是庭院，但侵害手段只是在正常航道上使用肉眼觀察，

因此不應該認定為侵害隱私。 

第三目   其他場所 

除了住家、曠野以及庭院之外，在不同的場所往往會有不同的行為規範必

須加以遵守，最後當然會影響法院的判決結果。在 Shulman v. Group W Productions, 

Inc.案135中，一對母子在一次車禍中翻入山谷，而被救護直升機送到醫院。但救

護過程中遭到新聞台記者拍照、錄音、錄影，甚至在直升機飛行過程，利用無線

                                                       
131 Id. at 179 (”In contrast, open fields do not provide the setting for those intimate activities that the 

Amendment is intended to shelter from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or surveillance. There is no societal 
interest in protecting the privacy of those activities, such as the cultivation of crops, that occur in 
open fields.”). 

132  Id. at 180 (“As Justice Holmes, writing for the Court, observed in Hester, the common law 
distinguished ‘open fields’ from the ‘curtilage,’ the land immediately surrounding and associated 
with the home. The distinction implies that only the curtilage, not the neighboring open fields, 
warrants the Fourth Amendment protections that attach to the home. At common law, the curtilage 
is the area to which extends the intimate activity associated with the ‘sanctity of a man's home and 
the privacies of life, and therefore has been considered part of home itself for Fourth Amendment 
purposes.”). 

133 476 U.S. 207 (1986). 
134 Id. at 215 ("In an age where private and commercial flight in the public airways is routine, it is 

unreasonable for respondent to expect that his marijuana plants were constitutionally protected from 
being observed with the naked eye from an altitude of 1,000 feet."). 

135 955 P.2d 469 (Cal.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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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風將救護人員與原告的對談記錄下來，最後該等影音紀錄被剪接後，送到新

聞台播出。原告觀看到新聞後，遂以隱私侵害為由起訴請求損害賠償。在本案中，

記者分別在兩個不同的場所對原告進行蒐集新聞資料的活動，一個是事故現場，

一個是直升機內。 

首先，上訴法院認為原告對於記者不得在事故現場拍照、紀錄欠缺合理隱

私期待，法院表示：「原告對於發生事故的場所欠缺所有或持有的權利，也沒有

任何實際控制。排除和阻止記者到現場拍攝事故，並不是一個合理的期待。對記

者而言，紀錄事故現場和救援行動並沒有什麼不尋常的地方。」136然而，相對於

事故現場的新聞採訪記錄行動，法院認為原告對於記者不會利用無線麥克風紀錄

救護直升機內部的情況，有一個合理隱私期待。雖然法院也同時強調病人對於醫

病間的談話是有權保持隱私的，137而使用無線麥克風與單純肉耳也有所差異，138

但更重要的是，未經過病患同意，記者是不得進入救護直升機紀錄急救情況的，

法院表示：「雖然記者和攝影師出現在事故現場，是可以預期的，但我們都知道，

沒有法律或習俗允許新聞記者在未經過病人同意的情況下，在治療中進入救護車

或醫院病房」。139從這個案子，我們可以清楚了解，不同的場所往往會有不同的

行為規範，而法院在判斷個人是否受到隱私權的保護，當然會考量場所這項因素。 

但要強調的是，除了住家以及曠野之外，「侵害的場所」往往只是作為參考

之用，而非決定性因素，法院仍然必須考量「資訊的性質」以及「侵害的手段」。

例如，發生在同類型場所的調查行為，會因為侵害手段的不同而導致判決結果出

現不同。在 Lo-Ji Sales, Inc. v. New York 案140，調查人員到被告經營的成人書店購

買了兩卷成人錄影帶，經過觀看其內容後，發現影片違反了紐約州反淫穢法。於

是向司法部門聲請搜索票，法官則同意調查人員進入被告書店搜索、扣押關於這

兩卷影片的拷貝帶。141然而，大批調查人員進入被告書店後，隨即展開長時間大

規模的搜索，其中搜索地點包括雜誌櫃等與那兩卷錄影帶無關的地方，並同時扣

                                                       
136 Id. at 490 (“Plaintiffs had no right of ownership or possession of the property where the rescue took 

place, nor any actual control of the premises. Nor could they have had 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that 
members of the media would be excluded or prevented from photographing the scene; for journalists 
to attend and record the scenes of accidents and rescues is in no way unusual or unexpected.”). 

137 Id. at 491. 
138 Id.  
139 Id. at 490. 
140 442 U.S. 319 (1979). 
141 雖然法官隨同前往，以協助調查人員判斷其他影片是否也涉及違法，但唯一被列入搜索票上

項目，就是調查人員所購買的兩卷影片的拷貝帶。Id. at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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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其他同樣紐約州反淫穢法的錄影帶。 

對於這種大規模的搜索行動，最高法院認為已違反增修條文第 4 條。雖然

法院一方面認為書店是公開給大眾進出的場所，因此被告對於禁止調查人員對公

開展示的商品進行調查欠缺合理的期待；142但另一方面，法院認為本案涉及調查

人員無令狀的大規模搜索或扣押，而這顯然是憲法所不允許的。143換言之，雖然

書店是一個允許大眾進出的場所，但假使政府採取大規模搜索的的方式，仍然會

構成隱私權的侵害。 

第四款   第三人原則 

第一目   私人間的談話 

隱私權的侵害未必都直接發生在行為人與資料主體之間，有時候也會涉及

到資料主體以外的第三人。換言之，當行為人向第三人蒐集與資料主體有關的資

訊時，也會產生是否構成資料主體隱私權侵害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早在 Katz

案之前，美國最高法院就已經有了初步的想法，而構成學說上所謂的「第三人原

則」。著名的案例 Lopez v. United States 案144，該案當事人 Lopez 試圖賄絡執法官

員，不料卻遭到該官員使用隱藏式錄音機，錄下被告行賄過程的對話內容，並成

為法庭上的證據。被告主張該錄音機的內容不得做為證據使用，但聯邦最高法院

認為被告自己必須承擔罪行被重現於法庭的風險，其表示：「被告對官員賄賂時

所要承擔的風險，也包括被告的要約會被精準地重現在法庭上的風險，無論是透

過完美無缺的記憶，還是機械式的紀錄。」145 

而在 Katz 案之後，聯邦最高法院也將合理隱私期待的概念與涉及第三人原

則的案件上，其中最著名的案件為 United States v. White 案146。在該案中，警察

懷疑被告 White 販賣毒品，於是安排一位身上暗藏無線電發報器的線民，前往與

White 談話。線民與 White 的談話內容全程被警方所監聽及側錄，並成為法庭上

的證據。審判中被告主張，其與線民間的談話內容應有隱私權，警方未取得法院

                                                       
142 Id. at 329. 
143 Id.  
144 373 U.S. 427(1963). 
145 Id. at 439 (“We think the risk that petitioner took in offering a bribe to Davis fairly included the risk 

that the offer would be accurately reproduced in court, whether by faultless memory or mechanical 
recording.”). 

146 401 U.S. 745(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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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狀即進行監聽，違反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不得作為證據使用。然而，聯

邦最高法院再次強調風險承擔的概念，而表示：「無可避免地，一個意圖從事非

法行為的人，必須意識到並承擔被同伴告訴警方的風險。」147 

第二目   存款戶在銀行的交易紀錄 

除了對話的內容之外，「第三人原則」也擴張適用於「交易資訊的監控」

（transaction surveillance）。所謂「交易資訊的監控」是指取得被紀錄下來的通訊、

活動資訊，或其他交易資訊。148「交易資訊」則包括存款戶在銀行的各種交易紀

錄、電信公司為了結帳目的所製作的通信紀錄等等。在 United States v. Miller 案

149中，最高法院以資訊的性質以及第三人原則出發，認為本案政府的調取銀行交

易紀錄並不構成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的「搜索」。首先，法院認為，銀行保密法

要求銀行保管交易紀錄的目的，是因為該紀錄有利於逃漏稅的犯罪偵查。150因此，

被告不得基於銀行守密法而主張對銀行紀錄有合理隱私期待。其次，法院認為，

即使存款戶認為銀行僅得有限利用交易紀錄且不得隨意公開，但法院仍然不斷地

重申存款戶承擔著交易紀錄被銀行傳遞給政府的風險。151 

第三目   電話用戶所撥打的電話號碼 

除了存款戶在銀行的交易紀錄之外，電話用戶所撥打而儲存在電信事業系

統內的電話號碼也有第三人原則的適用。在 Smith v. Maryland 案152中，被害人

McDonough 女士遭到搶劫後，報警並向警方描述搶匪的外型特徵，以及曾注意

到在犯罪現場附近停有一輛 1975 年出廠的蒙特卡洛汽車的事實。事後被害人不

斷接到一位自稱是搶匪所打的恐嚇和淫穢的電話，且曾在住家門看到 1975 年蒙

特卡洛汽車緩慢駛過。幾天後，警方在被害人住家附近注意到一名外型特徵與

                                                       
147  Id. at 752 (“Inescapably, one contemplating illegal activi-ties must realize and risk that his 

companions may be reporting to the police.”). 
148 有學者將政府的監控活動分類成三種：「通訊監控」、「物理監控」，以及「交易資訊的監控」。

所謂「物理監控」是指對於物理活動的即時觀察，例如：攝影、追蹤等；而「通訊監控」則

是 對 於 通 訊 內 容 的 即 時 截 聽 。 See CHRISTOPHER SLOBOGIN, PRIVACY AT RISK: THE NEW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AND THE FOURTH AMENDMENT 3 (2007). 
149 425 U.S. 435(1976). 
150 Id. at 442-43 (“The lack of any legitimat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concerning the information kept in 

bank records was assumed by Congress in enacting the Bank Secrecy Act, the expressed purpose of 
which is to require records to be maintained because they ‘have a high degree of usefulness in 
criminal tax, and regulatory investigations and proceedings’ .”). 

151 Id. at 443 (“The depositor takes the risk, in revealing his affairs to another, that the information will 
be conveyed by that person to the Government.”). 

152 442 U.S. 735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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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Donough 所描述的人開著 1975 年蒙特卡洛汽車，隨即將車牌號碼記下來。嗣

後追查車牌號碼後，發現該車登記為被告 Smith 所有。 

確認後的隔天，電信業者應警方的要求在中央交換設備中裝設收發話記錄

器（Pen Register）以記錄從被告家中收發的電話號碼。在安裝收發話記錄器之前，

警方沒有事先取得任何令狀。過了沒多久，被害人又接到恐嚇電話，但在收發紀

錄器的幫助下，警方立即確認撥打電話的人就是被告。後來警方就以這項收發紀

錄以及其他證據向法院聲請搜索票，對被告的住家進行搜索、扣押一本電話簿，

並逮捕被告。事後被告以強盜罪遭到起訴。 

審判過程中，被告要求法院排除使用所有源自於收發話記錄器的證據，因

為警方無令狀安裝收發話記錄器。地方法院拒絕被告的要求並定罪，因為法院認

為安裝收發話記錄器並沒有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被告不服上訴到馬里蘭州

特別上訴法院，但上訴法院肯認原審的有罪判決，認為被告對於其所撥打的電話

號碼沒有合理隱私期待安裝，且使用收發話記錄器並不構成憲法上的搜索。被告

仍感不服，再上訴到聯邦最高法院。 

由於警方安裝收發話記錄器並沒有侵害被告的財產，也沒有侵害被告受憲

法保護的領域，於是被告援引 Katz 案認為即便沒有物理侵入仍然侵害合理隱私

期待。153對此，最高法院認為本案與 Katz 案有所不同，因為收發話記錄器不像

竊聽器一樣能夠取得通訊的內容。154法院認為：「鑒於收發紀錄器的功能有限，

安裝收發紀錄器是否構成搜索，必須視被告對於其所撥打的電話號碼是否有合理

隱私期待而定。」155 

此外，就被告主張其對於所撥打的電話號碼有合理隱私期待而言，法院基

於兩個理由加以駁斥。第一，法院懷疑一般人對於其所撥打的電話號碼，會保有

任何主觀隱私期待。156其次，即使被告確實保有一些主觀隱私期待，這個期待也

不是社會準備承認為合理的。157除了第一點已經在本章第二節第一項「主觀隱私

期待」部分加以說明之外，就第二點而言，最高法院以政府向銀行調取存款戶財

                                                       
153 Id. at 741. 
154 Id.  
155 Id. at 742 (“Given a pen register's limited capabilities, therefore, petitioner's argument that its 

installation and use constituted a ‘search’ necessarily rests upon a claim that he had a ‘legitimat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regarding the numbers he dialed on his phone.”). 

156 Id.  
157 Id. at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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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資訊的 Miller 案為例，強調當傳遞資訊給他人知悉時，存款戶承擔這些資訊將

由該人傳達到政府的風險。最高法院表示：「本院始終認為一個人自願將資訊傳

遞給第三人時，他就沒有合理的隱私期望。」158接著，法院進一步將風險承擔的

概念運用到收發話紀錄上，認為被告同樣也承擔著電話號碼被傳遞給政府知悉的

風險，法院表示：「當被告使用他的電話，自願轉遞電話號碼資訊到電話業者，

並在日常業務流程中暴露資訊給電話業者的設備。在這樣做的時候，被告就承擔

著業者會將他所撥打的號碼透露給警方知悉的風險。」159 

第三項   小結 

從上開分析可知，雖然 Harlan 大法官於 Katz 案的協同意見書中所提出的

「合理隱私期待」，可分為「主觀隱私期待」以及「客觀隱私期待」兩部分。然

而，分析法院實際的操作後可以發現，合理隱私期待概念重點始終不在於一個人

是否表現出主觀隱私期待，而在於隱私期待是否合理。雖然在 Smith v. Maryland

案160，法院罕見地以以「電信用戶明知電話號碼會傳遞給電信公司」、「電信用戶

知道電話號碼會被用來確認帳單、預防詐欺以及防免違法行為的發生」為由，而

認定被告欠缺主觀隱私期待。但就如同 Marshall 大法官在 Smith 案的不同意見所

言，法院所要判斷的問題並不是用戶是否知悉電話號碼會在電信公司內部如何使

用，而應該是電話用戶主觀上是否期待電信公司不會將紀錄傳遞給政府知悉。因

此，法院在 Smith 案中對於主觀隱私期待的判斷是有所誤解的。 

至於客觀隱私期待部分，法院主要考量四項因素，分別為「資訊的性質」、

「侵害的手段」、「侵害的場所」以及「第三人原則」。就「資訊的性質」而言，

除了當該資訊內容係是否持有特定物品，法院會考量個人對於持有該物品有無合

法利益存在之外，法院還會考量：該項資訊是否經常暴露於公眾161、資訊本身是

否足以揭示個人的私生活與想法、通訊內容與通信紀錄的區別、相關的法規範是

否足以認定個人有合理隱私期待。就「侵害的手段」，法院除了將肉眼觀察視為

                                                       
158 Id. at 743-44 (“This Court consistently has held that a person has no legitimat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in information he voluntarily turns over to third parties.”). 
159 Id. at 744 (“When he used his phone, petitioner voluntarily conveyed numerical information to the 

telephone company and ‘exposed’ that information to its equipment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 In so doing, petitioner assumed the risk that the company would reveal to police the 
numbers he dialed.”). 

160 442 U.S. 735 (1979). 
161 國內有論者稱之為「一般目視原則」。參考蔡達智，公權力利用衛星科技對隱私權的影響－

以美國法為中心，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博士論文，2006 年 3 月，頁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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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侵害程度較低的手段，物理侵入則為侵害程度較高的手段之外，若伴隨著各

種科技輔助時，該工具的普及程度162、該工具所揭示的資訊是否透過肉眼即可獲

取163、該工具是否取得非物理侵入無法取得的資訊等等。此外，就「侵害的場所」

而言，當涉及「住家」、「曠野」時，「侵害的場所」將成為法院合理隱私期待的

決定性因素。若是其他場所，除了「侵害的場所」因素之外，法院往往必須進一

步考量「資訊的性質」、「侵害的手段」。至於「第三人原則」，不論是通訊內容或

交易資訊，法院都認為一旦傳遞資訊給特定第三人知悉，個人即喪失合理隱私期

待。 

第三節   學者對合理隱私期待概念的質疑 

第一項   欠缺實證基礎 

就整體而言，合理隱私期待要求法院以社會的觀點來判斷個人隱私期待的

合理性，亦即判斷一個人所表現的主觀隱私期待是否被社會認為合理。然而，關

鍵問題在於什麼時候應該認為「合理」？有的法院採取從與個案事實相關的契約、

默契、風俗、習慣、法律等諸多規範，來判斷個人隱私期待的合理性；有的法院

則從資訊的私密程度，乃至於侵害手段的普及程度等，來探討個人隱私期待是否

被社會認為合理。 

然而，法院判決結果與社會上大多數人的想法，有時候存在著不小的差距。

164例如，在 United States v. Miller 案165中，聯邦最高法院就認為政府調取銀行存

放款紀錄並不會侵害人民的合理隱私期待，但研究調查卻顯示，民眾普遍認為政

府調取銀行紀錄的行為具有高度侵害性。166雖然理論上法院應遵循社會大眾的觀

點來操作合理隱私期待，但法院卻不曾提出一套系統性的方法，來檢驗社會大眾

實際的隱私期待，167而只能任憑法官以個人經驗來決定。168 

                                                       
162 國內有論者稱之為「已為一般大眾使用工具原則」。同前註，頁 62-63。 
163 國內有論者稱之為「輔助或提昇感官工具原則」。同前註，頁 61-62。 
164  See Christopher Slobogin & Joseph E. Schumacher,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Privacy and 

Autonomy in Fourth Amendment Cases: An Empirical Look at “Understandings Recognized and 
Permitted by Society”, 42 DUKE L.J. 727, 732 (1993). 

165 425 U.S. 435 (1976). 
166 See Slobogin, supra note 164, at 737. 
167 See Henry F. Fradella, et al., Quantifying Katz: Empirically Measuring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Privacy” in the Fourth Amendment Context, 38 AM. J. CRIM. L. 289, 293 (2011). 
168 See Jim Harper, Reforming Fourth Amendment Privacy Doctrine, 57 AM. U. L. REV. 1381, 1388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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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一些特殊案例中，任憑法官以個人經驗來決定，常常會產生各說各話

的現象。在 Georgia v. Randolph 案169中，警方趕到一對夫妻家處理家庭糾紛，妻

子向一名警察抱怨她的丈夫會吸毒，供稱家裡有吸毒用具，而請警方進入屋內。

警方先是向丈夫詢問可否進入屋內搜索，但丈夫明確地表示拒絕。遭到丈夫的拒

絕後，警方轉而向妻子要求進入屋內，而妻子就立刻帶領警員進到丈夫的寢室。

隨後警方觀察到有個像是海洛因的物體，於是打電話給檢察官聲請搜索票。警方

獲得搜索票後，再次返回屋內搜索並扣押與毒品有關的證物，並導致丈夫遭到起

訴。被告丈夫認為，在經過他明確拒絕後，妻子並沒有權限再讓員警進入屋內搜

索，因此警方的搜索行為違反增修條文第 4 條。 

聯邦最高法院 Souter 大法官主筆的多數意見認為警方的不合理搜索違反了

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其表示：「這裡欠缺一個『共識』（common understanding）

可以認定一個共同租屋人有權利或權力勝過另外一個共同租屋人明確的意願，不

論是窗簾的顏色還是訪客的邀請」。170正因為希望向第三人開放場所的共同租屋

人，在法律或者社會實踐上，沒有一個權力來勝過其他反對開放的共同租屋人，

所以法院認為：「僅獲得爭議性邀請的情況下，並不會比欠缺同意的情況，更能

合理化警方的行為」。171最後，法院得出結論：當其他共同租屋人表示反對的情

況下，一個共同租屋人不得允許警方到屋內進行搜索。 

然而，Roberts 大法官所寫的不同意見書，卻對於規範有完全不同的理解，

其表示「假使個人與他人分享資訊、信件、或者場所，他就承擔著其他人會分享

資訊管道給政府的風險」。172不同意見書並批評多數意見的論述有問題，因為正

如多數意見所言，一個共同租屋人沒有權利或權力勝過另外一個共同租屋人明確

的意願，那麼反對警方進入屋內的共同租屋人，是否也同樣沒有權利或權力勝過

邀請警方進入屋內的其他共同租屋人。173換言之，雖然多數意見和不同意見都是

                                                       
169 547 U.S. 103 (2006).  
170 Id. at 114 (“In sum, there is no common understanding that one co-tenant generally has a right or 

authority to prevail over the express wishes of another, whether the issue is the color of the curtains 
or invitations to outsiders.”). 

171 Id. (“Since the co-tenant wishing to open the door to a third party has no recognized authority in law 
or social practice to prevail over a present and objecting co-tenant, his disputed invitation, without 
more, gives a police officer no better claim to reasonableness in entering than the officer would have 
in the absence of any consent at all.”). 

172 Id. at 128 (Roberts, J., dissenting) (” If an individual shares information, papers, or places with 
another, he assumes the risk that the other person will in turn share access to that information or 
those papers or places with the government.”). 

173 Id. at 129 (Roberts, J., dissenting) (“But it seems equally accurate to say-based on the majority's 
conclusion that one does not have a right to prevail over the express wishes of his co-occupant-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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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同樣的分析方式，但卻推演出不同的隱私規範。  

任憑法官以個人經驗判斷，不但造成判決與社會大眾的想法產生落差，也

會產生各說各話的現象。因此，有學者就建議法院應廣泛地參考實證研究的結果，

一方面可以讓法院有一個更健全的基礎來判斷隱私期待是否客觀合理，另一方面

也可以讓欠缺民意基礎的情況下，增加法院判決的正當性。174 

雖然有學者主張法院應該參考實證研究，但問題在於，法院在個案中該如

何從事實證研究？Daniel J. Solove 教授就指出，如果以民意調查的方式來判斷社

會大眾的想法，會面臨幾個困難；首先，法院究竟是要針對地方、全國還是全世

界來做民意調查，因為不同的群體往往會有不同的合理隱私期待；此外，人們口

頭所說的偏好取向與人們的實際行動，常常出現不一致的情形，故民意調查的結

果未必能夠反應真實的期待狀況。175但如果以觀察人們行為舉止的方式來探知大

眾的想法，也要面對資訊不對稱、議價能力受限造成行為扭曲的問題。176 

Kerr 教授也批評實證研究者，認為大眾看法多半是錯誤的。177大多數人認

識技術的管道不外乎親自體驗，以及媒體。但人們傾向對為沒有親身體驗過科技

感到莫名恐懼，另外再加上媒體偏好以驚悚的角度來宣導新科技，容易讓大眾對

於科技的運作產生誤解，導致實證研究的結果不精確。178此外，實證調查往往必

須以平均值的概念來說明大眾對特定措施侵害程度的感覺，然而針對犯罪嫌疑人

的監控技術對於那些無辜的人永遠不痛不癢，倘若實證研究沒有辦法正確設定好

調查的對象，研究的結果往往傾向於侵害性低的結論。179 

第二項   無法對發展方向提供指引 

即使有合適的實證調查方式，讓我們了解「當前」社會的合理隱私期待，仍

舊存有一個重大的問題，那就是合理隱私期待的操作，欠缺一個規範性標準，只

能夠讓我們了解目前既存的隱私現況，但對於未來隱私法規及政策的走向，尤其

                                                       
the objector has no ‘authority’ to insist on getting his way over his co-occupant's wish that her guest 
be admitted.”). 

174 See Fradella, et al., supra note 167, at 293. 
175 See DANIEL J. SOLOVE, UNDERSTANDING PRIVACY 72-73 (2008). 
176 Id. at 73. 
177 See Orin S. Kerr, Do We Need a New Fourth Amendment?, 107 MICH. L. REV. 951, 960 (2009). 
178 Id. 
179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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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涉及新科技時，未能提供任何的指引。180 Alito 大法官就曾表示：「合理隱私

期待仰賴合理人擁有一系列發達且穩定的隱私期待。但科技能夠改變期待。劇烈

的科技變遷會導致一段期間內大眾的期待流動，且最後會產生顯著地變化。新科

技以隱私作為代價，提供了更多的方便和安全。而許多人可能會覺得這是值得交

換的；即使不願意交換，最終也會以發展作為不可避免地妥協的理由。」181換言

之，合理隱私期待要求我們從社會大眾的觀點，評價期待的合理性，但卻因為實

際上不可能有發達且穩定的隱私期待當作參考，最後只能隨著大眾普遍的想法隨

波逐流。 

而且當一個新科技乍然出現，可能會在不違背既有規範的情況下就侵害隱

私，但也可能會提供額外的隱私保障。182我們對於這種新興科技要如何適當地評

估，才不會受到既有規範的侷限並避免產生保護過多或保護過少的現象，183並不

是一件容易的事。以電話為例，從 1876 年電話剛發明到二十世紀中，多數電話

用戶都是使用「合用線」（party lines） 184的方式獲得通訊服務，因此通訊內容被

竊聽或誤聽的情況時常發生，而用戶也明確知道通話內容隨時可能會被其他用戶

聽到。185雖然電話的設計能讓通訊內容因為話筒音量有限而確保通訊的私密性，

但同時也因為基礎條件的缺乏讓通訊內容有被其他用戶聽到的風險。此時，究竟

是要將電話通訊納入隱私保障範圍，還是排除在隱私權保障之外，在當時是一個

難以回答的問題。到了 1928 年的 Olmstead 案，最高法院仍舊認為通訊內容不受

憲法保護，但同時間卻已經有超過半數以上的州法選擇保護通訊內容。186面對這

種各說各話的情況，在欠缺規範標準作為指引，不太能夠找到具有說服力的理由。 

第三項   隱私容易遭到侵蝕 

                                                       
180 Id.  
181 United States v. Jones, 132 S.Ct. 945, 962 (2012) (Alito, J., concurring) (” In addition, the Katz test 

rests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is hypothetical reasonable person has a well-developed and stable set 
of privacy expectations. But technology can change those expectations. Dramatic technological 
change may lead to periods in which popular expectations are in flux and may ultimately produc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popular attitudes. New technology may provide increased convenience or 
security at the expense of privacy, and many people may find the tradeoff worthwhile. And even if 
the public does not welcome the diminution of privacy that new technology entails, they may 
eventually reconcile them-selves to this development as inevitable.”). 

182 See Kerr, supra note 25, at 533-34. 
183 Id. at 534. 
184 所謂「合用線」(party lines)，是指兩個或數個電信用戶被直接連結到同一個「本地迴路」(local 

loop)，共同分享線路資源。又被稱為 multiparty line 或 shared service line。 
185 See SOLOVE, supra note 175, at 63-64. 
186 Id. at 6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8 
 

合理隱私期待所建構的隱私權範圍，是參考社會大眾的期待而定，因此倘

若能夠改變社會大眾的想法，隱私權的範圍也將隨之改變。187雖然社會大眾的期

待究竟是朝向保障隱私的方向發展，還是往侵蝕隱私的方向發展，沒有一個預設

的方向；188然而從實際運作的結果觀察，卻顯示隱私不斷遭到侵蝕的現象。189換

句話說，合理隱私期待除了有判決分歧、欠缺實證基礎，以及欠缺規範性標準的

問題之外，更嚴重的是有侵蝕隱私的現象產生。因為有許多有足夠的力量影響社

會的團體（例如政府、企業等），基於取得個人資料的需要，會藉由改變他們自

身的行為、措施、設計產品、或甚至是法律，來影響社會大眾對隱私的期待。190

究竟是什麼原因讓這些團體有機可趁？Shaun B. Spencer 教授分析了合理隱私期

待的操作後，發現有兩個概念上的特質會導致隱私權遭到侵蝕，分別是「內嵌的

不精確」（Embedded Imprecision）以及「內化效應」（Internalization）。 

第一款   內嵌的不精確 

合理隱私期待存在著不準精確的特性，因為在社會清楚認定需要保護的隱

私範圍，以及社會清楚認定不需要保護的隱私範圍之間，始終存有模稜兩可的灰

色地帶。191換句話說，某些行為究竟是否侵害隱私，贊成的一方與不贊成的一方

都有相當的理由，而欠缺規範性標準的合理隱私期待概念，在無法決定這種灰色

地帶該如何處理的情況下，給了有力團體一個侵入的缺口。 

Spencer 教授舉了一個例子來說明隱私侵蝕的現象。近年來，由於擔心員工

會有意無意地連結到具有高度風險的網頁，導致工作環境遭到惡意破壞（例如引

發各種性騷擾等問題），又或者擔心員工在上班時間使用網路，可能會浪費太多

的時間，越來越多雇主開始關注員工在上班時間使用網路的情形。192這時候，有

許多措施可以降低員工使用網路的頻率，有的措施會高度侵害隱私，例如安裝網

路行為監控軟體讓管理階層能夠知道員工在網路上的一舉一動，而有的措施則較

不侵害隱私，例如安裝上網時間流量監控軟體，只讓管理階層知道出員工上網的

                                                       
187 See Shaun B. Spencer,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and the Erosion of Privacy, 39 SAN DIEGO L. REV. 

843, 846 (2002).  
188 Id. at 869. 
189 Id.  
190 Id. at 860. 例如，假使雇主監控職場員工的電話或電子郵件，就會削減員工在工作場所的隱

私期待；假使賣家會定期出售顧客資料，就會削弱顧客對於其個人交易資訊的隱私期待；假

使最高法院認為政府可以任意調閱銀行交易紀錄，就會削弱社會大眾對銀行紀錄的隱私期待。 
191 Id. at 862-63. 
192 Id. at 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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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93 

如果雇主選擇了最具衝擊性的選項---安裝網路行為監控軟體，這將激起雇

主與員工間的嚴重對立，引發了員工對於隱私權的關注，因為這種措施已經嚴重

牴觸員工原本不被監控的隱私期待，而逾越了灰色地帶。194但倘若，雇主採取較

溫和的方式，例如安裝上網流量監控軟體，贊成的人與不贊成的人就會開始爭辯，

成為一個無法立刻判斷的灰色地帶。有力量的團體若不以一個單一的措施來挑戰

員工的期待，而藉由持續性小量的侵蝕增量，讓自己不斷的立於灰色地帶之中。

那麼這種「不精確」，再加上下一段要介紹的「內化」效應，長久下來，他們就

能夠逐步侵蝕隱私的邊緣。195 

第二款   內化效應 

增量侵蝕隱私的關鍵在於，個人會不自覺地受到外在連續性的侵蝕的影響，

最後將外在規範內化為自己的行為規範。Spencer 教授以 Jeremy Bentham 所設計

的全景敞視建築（全景敞視建築）來解釋這種內化過程。Bentham 於 1787 年設

計了一個理想中的監獄---全景敞視建築，其目的是在透過「不間斷被監控的錯覺」，

來改變囚犯的行為。196在 Bentham 的設計規劃中，有一個四周都是透視窗的中央

塔被所有的牢房圍繞在中心，每間牢房的門是面向中央塔的方向，讓監獄管理人

員能夠站在塔上觀察每個囚犯的所有活動。所有的囚犯都知道自己的言行隨時被

監控，但因為看不到監獄管理人員，所以不知道何時正在被監控，於是囚犯就改

變自己的行為，即使沒有人在監控，他們也不會從事不良的行為。換言之，

Bentham 的設計讓外在規範逐漸內化為囚犯自己的內在規範，而且重點在於，沒

有人記得是因為管理人員的持續性監控而讓自己內在規範發生變化。197 

隱私的侵蝕也是如此，當雇主不間斷地採取對隱私影響較小的措施，若員

工未能在新措施實施時就立即反對，而讓這些微小的監控普遍的存續下去，不知

不覺間就產生了內化效應。員工開始將外部規範，例如上班時間禁止上社交網站

這項公司規定，內化為自己的內在規範，最後甚至忘了是什麼原因讓自己的行為

規範發生改變。而每當發生隱私侵害時，例如管理人員利用監控軟體發現員工違

                                                       
193 Id. at 861-62. 
194 Id. at 863. 
195 Id.  
196 Id. at 864. 
197 Id.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0 
 

反公司規定禁止上社交網站的規定時，大家會先質疑該名員工為何要違反已經過

內化的公司規範，反而不會去質疑公司的監控措施是否已經構成隱私權的侵害。

久而久之，員工對於輕微的監控就逐漸習以為常，進而逐漸改變社會整體的隱私

期待。 

第四項   小結 

如上所述，合理隱私期待標準其實並不是一個完美的標準，其存在許多缺

點遭受不少學者的批評。首先，法院在判斷個人主觀隱私期待是否被社會承認為

合理時，通常是欠缺實證基礎而任憑法官以個人經驗判斷，這導致部分判決結果

與社會大眾的想法出現蠻大的落差，或出現各說各話的現象。美國聯邦最高法院

Scalia 大法官就曾在 Minnesota v. Carter 案的意見書中表示：「在我看來，過去三

十年來，最高法院對於 Katz 案合理隱私期待標準所確定的唯一事情，勿庸置疑

地就是，所謂的『實際的（主觀）的隱私期待』及『該期待被社會準備承認為合

理的』即是最高法院所認為合理的隱私期待。」198其次，即使法院當真進行實證

調查，但其調查結果往往是調查當下大眾對隱私權範圍的看法，但這對於未來隱

私法規及政策的走向，尤其是面對層出不窮的新型科技，往往未能發揮任何指引

功能。最後，由於法院對於合理隱私期待的操作被要求得參考社會大眾的想法，

此時具有影響力的組織團體可以藉由改變他們自身的行為、措施、設計產品、或

甚至是法律，來影響社會大眾對隱私的期待，最後會讓隱私權不斷遭到侵蝕。 

鑒於合理隱私期待存著許多缺點尚待解決，因此有學者建議我們揚棄合理

隱私期待標準，而將隱私問題的討論重心放在程序問題之上。Solove 教授就將美

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的適用區分為兩個層次問題，首先是「範圍問題」（the 

coverage question），亦即對於特定型態的政府資訊蒐集活動，增修條文第 4 條是

否提供保障？其次則是「程序問題」（the procedure question），亦即對於特定政府

資訊蒐集活動，增修條文第 4 條應採取何種程序來加以管制？199對於這兩個層次

問題，Solove 教授認為以往的討論過於著重於「範圍問題」，不斷地爭辯合理隱

                                                       
198  Minnesota v. Carter, 525 U.S. 83, 97 (1998) (Scalia, J., concurring) (“In my view, the only thing the 

past three decades have established about the Katz test  is that, unsurprisingly, those ‘actual 
(subjective) expectation[s] of privacy’ ‘that society is prepared to recognize as reasonable’ bear an 
uncanny resemblance to those expectations of privacy that this Court considers reasonable.”). 

199  See DANIAL J. SOLOVE, NOTHING TO HIDE: THE FALSE TRADEOFF BETWEEN PRIVACY AND SECURTY 
115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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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期待的有無，使我們陷入一連串複雜的判斷原則與理論之中，而忽略了「程序

問題」的重要性。200因此，Solove 教授建議對於「範圍問題」的判斷應盡可能簡

單，並多花心力決定應適用何種程序來管制政府蒐集資訊活動才能滿足增修條文

第 4 條所稱的「合理」要求。201 

Solove 教授的論點確實值得參考，而該採取何種程序來管制公權力的行使

才能達到「合理」要求，也確實是未來研究的重點。但就目前而言，如何簡化「範

圍問題」的判斷仍缺乏共識，而「合理隱私期待」仍舊被法院廣泛採用。在還無

法提出更好的替代標準來取代「合理隱私期待」之前，較務實的作法恐怕就是盡

可能完善它，使它能夠隨著科技發展而不斷進步。下一章，本文將介紹各種定位

科技的發展，以及其為合理隱私期待帶來的挑戰－定位科技的使用讓長時間監控

成為可能。同時本文也將深入探討美國法院是如何將「合理隱私期待」標準應用

到定位科技的事實脈絡。從中我們會發現，部分法院已經意識到過去案例累積所

建構的操作模式已無法應付定位科技所帶來的隱私權範圍爭議，因此開始提出一

些新的理論基礎，值得我們關注。 

 

 

 

 

 

 

 

 

                                                       
200  Id. at 115‐16. 
201  Id. at 116;  至於範圍問題，Solove 教授將涉及隱私侵害的案例歸納成十六種隱私問題，作為

簡易判斷的標準。關於 Solove 教授所提的十六種隱私問題，可參閱本文第二章第一節第二項

第三款「Solove 的十六種隱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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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合理隱私期待與定位科技 

第一節   定位科技的運作原理 

隨著科技的進步，以往只能夠過肉眼監視來獲悉的位置資訊，而如今有了

許多新科技的幫助，使得位置資訊的蒐集行動更有效率，成本也更低廉。以運作

原理相對簡單的「無線電波發射器」（beeper）為例，它是一種由電池供電的裝置，

每隔一段時間向外發射無線電波信號，使得在一定範圍內的人可利用另一組無線

電接收器來接收該信號以判斷發射器的所在地。1當然除了無線電波發射器之外，

現代定位科技的種類繁多，例如監視錄影系統（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2、網

際網路特定 IP（Internet Protocol）追蹤技術3等等，以下則僅針對三種與行動電話

息息相關的定位科技，包括「全球定位系統」、「基地台位置資訊」，以及「WiFi

無線接收裝置的 MAC 位址」，分析其實際運作原理，以作為下一節分析各種隱

私權相關案例的基礎。 

第一項   全球定位系統 

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簡稱 GPS），原本是 1970 年代美

國國防部設計供美軍使用的技術，後來美國政府 2000 年停止加入 SA（Selective 

Availability）干擾碼，大幅度提高精準度，開啟了民間運用的新紀元。4由於全球

上空有二十四枚顆專用於定位的衛星繞行地球，每顆定位衛星每一秒會發射獨特

且精確的無線電波訊號，當地面上的衛星訊號接收器接同時接收到四顆衛星訊號

時，可以利用「三角定位技術」（triangulation location）5，計算出接收器所在的經

度、緯度以及海拔高度。6 

                                                       
1  See United States v. Knotts, 460 U.S. 276, 277 (1983). 
2  黃清德，科技定位追蹤監視與基本人權保障，元照出版，2011 年 11 月，頁 96-107。 
3  同前註，頁 107-113。 
4  詹明華、李文章，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在犯罪偵防上之應用，刑事科學，59 期，2005 年 9 月，

頁 2。 
5  利用三顆衛星的無線電波從發射到接收之間的時間差，來推算接收器與每個衛星的距離，並

透過第四顆衛星進行誤差修正，最後就能得到接收器的地理位置。詳細定位原理可以參考詹

明華、李文章，同前註，頁 2-11。 
6  See Article 29 Data Protection Working Party, Opinion 13/2011 on Geolocation Services on Smart 

Mobile Devices, 5 (May 16, 2011), http://ec.europa.eu/justice/policies/privacy/docs/wpdocs/2011/ 
wp185_en.pdf [hereinafter Personal Data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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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 提供約莫 4 到 15 公尺的精準定位，但應注意的是，相較於基地台位置

資訊定位，衛星訊號僅是單向的發射電波，衛星的控制方並無法逆向追蹤到接收

器的位置。7要注意的是，雖然 GPS 能提供相當精準的定位置資訊，但仍有其侷

限性。首先，GPS 有初次定位過於緩慢的現象；其次，使用者在上空有遮蔽物的

地點將無法正常使用的缺點；8接著，對於行動電話用戶而言，GPS 不像基地台

位置資訊定位那般只需要打開電源就能夠運作，因為 GPS 極度仰賴行動電話的

硬體支援，因此通常只有較新型的行動電話才會裝有 GPS 晶片，而且行動電話

用戶必須事先決定開啟行動電話的 GPS 定位功能，否則行動電話並不會計算出

GPS 位置資訊。9 

GPS 的運用相當多元，一種常見的應用方式是車廠為客戶安裝，或駕駛人

自行安裝在車輛上的 GPS 導航系統。有了 GPS 導航系統的幫助，汽車駕駛人能

夠在駕車時隨時了解車輛的所在位置，並搭配電子圖庫計算出到達目的地的最佳

路線，可說是相當方便的應用。近年來，行動電話都內含有衛星無線電波接收裝

置，用戶也開始能夠利用行動電話享受定位服務。但要注意的是，經由行動電話

計算好的 GPS 位置資訊是否會傳遞到網路上或提供給第三方，取決於行動電話

上運行的應用程式而定。部分應用程式確實會週期性地將 GPS 位置資訊傳遞給

外部服務者。10例如，為了發現、介紹用戶附近的知名餐廳，地圖應用程式可能

會透過行動網路，定期傳送行動電話目前的 GPS 位置資訊給遠端的網路服務商。 

至於在犯罪偵查或者私人相互追蹤的實際運用上，衛星定位追蹤器是一項

便宜且精準的定位追蹤工具。而在實際運作上，衛星定位追蹤器大致可分為兩種，

一種是不包含訊號傳送功能的衛星定位追蹤器，另一種則是含有訊號傳送功能的

衛星定位追蹤器。11就前者而言，衛星定位資訊僅儲存在衛星定位追蹤器本身的

記憶體內，調查人員每過一段期間必須取回裝置，始得下載位置資訊。12就後者

而言，衛星定位資訊能夠透過「全球行動通訊系統」（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7  Id.  
8  See Personal Data Opinion, supra note 6, at 5.  
9  See Matt Blaze, Hearing on ECPA Reform and the Revolution in Location Based Technologies and 

Services, 6 (June,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privacywonk.net/2010/06/matt-blazes-testimony-
on-location-based-technologies-and-services.php. 

10 Id. at 5-6. 
11 應用端系統可以依照不同的定位需求而有不同的設備組合。詹明華、李文章，同前註 4，頁

8。 
12 黃政龍，科技偵查之研究－以公共空間行動資訊隱私權為範疇，中原大學財經法學系碩士論

文，2009 年 1 月，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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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簡稱 GSM）將衛星定位資訊傳送給遠端的調查人員，達到即時

監控的效果。換言之，這種衛星定位追蹤器本身插有 SIM（Subscriber Identity 

Module）卡，藉由行動電話基地台來傳送訊號。13 

第二項   基地台位置資訊 

另一種與行動電話最相關的定位科技是基地台位置資訊，但在說明基地台

位置資訊定位之前，有必要先了解行動電話通信的運作原理。電信事業為了提供

通信服務，會在各地廣設「基地台」（base stations，也稱為 cell sites），並向基地

台所覆蓋的地理範圍發射無線電波。14只要行動電話一開機，大約每七秒就會搜

尋一次附近訊號最強的基地台，並將儲存在 SIM 卡內的電話號碼以及行動電話

的「國際行動設備識別碼」（International Mobile Equipment Identity，簡稱 IMEI

碼）15傳送給基地台，這過程稱之為「登錄」（registration）。16當使用者離開原本

的基地台覆蓋範圍，移動到其他基地台的覆蓋範圍時，負責處理數座基地台的「交

換設備」，會協助行動電話找到鄰近訊號較強的基地台，進行「交遞」（hand-off），

以確保行動電話使用者能夠在移動時持續地接收無線電波。17又當行動電話用戶

彼此進行通話時，電信事業的「交換設備」則會為發話端與受話端建立一條專屬

線路，以供雙方通信使用。18 

行動電話進行的上述每一項程序都會以無線電波的方式向最近的基地台發

射電話號碼以及 IMEI 碼。而當該基地台接收到行動電話所傳遞來的電波，系統

將會自動產生以基地台「識別碼」（Cell-ID）、基地台位址、訊號方向角、訊號強

弱等紀錄，本文統稱為「基地台位置資訊」。19理論上，監控者可以利用上述基地

                                                       
13 同前註，頁 33。 
14 See Blaze, supra note 9, at 4. 
15 所謂的「國際行動設備識別碼」，是由行動電話製造商燒錄在行動電話內的一組獨一無二的識

別碼。 
16 黃清徳，同前註 2，頁 89-90。 
17 同前註，頁 91。黃政龍，美國有關行動電話定位追蹤合憲與否之研究，警學叢刊，40 卷 3 期，

2009 年 11 月，頁 186-187。 
18 在傳統通信服務架構下，「有線電話」和「行動電話」的傳輸協定都是採「電路交換」（Circuit 

Switch）系統。差別只在於，「有線電話」是利用固體線路直接傳遞通信資訊到交換設備進行；

但「行動電話」是先利用無線電波將通信資訊傳遞到基地台後，再由基地台利用固體線路將

資訊傳遞到交換設備。 
19 基地台識別碼、基地台位址是最主要的基地台位置資訊，其他則視各電信事業的業務需求而

另外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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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位置資訊，推算出行動電話的地理位置。20而此種定位方式的精準度仰賴於基

地台無線電波覆蓋範圍的大小，通常越小的覆蓋範圍能提供越精準的位置資訊。

21從歷史來看，早期各地基地台彼此的距離都盡可能地拉遠，讓無線電波的覆蓋

範圍盡量擴大；但隨著行動電話的普及、通訊品質的要求提升、期待行動電話能

處理的工作越來越多，於是基地台與基地台之間的距離不斷地被拉近。22 

這種趨勢背後的原因，在於無線技術的普及程度呈現是爆炸性的增長。根

據分配給電信事業的無線電頻譜，一座基地台所覆蓋範圍只能夠容納一定數量的

行動電話同時「登錄」，但隨著特定區域內的行動電話用戶數量增長，電信事業

只好將基地台的覆蓋區域切割成更小的區域，以提高同一塊地理空間內所能容納

的行動電話用戶數量。23另一方面，由於現代人普遍仰賴行動電話所提供的通話、

上網功能，並期待電信業者提供無死角通訊服務，因此電信事業開始在各種通訊

死角裝設「微型基地台」。24若依照這種微型化的發展趨勢來看，未來的每一座大

樓的每一個樓層，恐怕都會廣泛設置「微基地台」，也使得基地台位置定位的精

準度超越 GPS。 

第三項   WiFi 存取點的 MAC 位址 

一個相對新穎的位置資訊來源是「WiFi 存取點」（WiFi access points）的使

用。類似於基地台，WiFi 存取點都擁有一組獨特的識別碼，就是所謂的「媒體存

取控制位址」（Media Access Control Address，簡稱 MAC 位址）。25MAC 位址是

網際網路中唯一的辨識碼，通常被燒錄在電腦、行動電話、或 WiFi信號台（beacons）

的記憶晶片、網路介面卡等硬體設備裡面。26當 WiFi 存取點開啟時，信號台會像

衛星一樣，持續性地、週期性地向周遭環境發射無線電波，以告知他人 WiFi 存

取點所擁有的網路名稱以及 MAC 位址。即使沒有與該 WiFi 存取點進行網路連

線，或即使無線電波的通訊內容已經被 WEP、WPA 或 WPA2 技術加密，仍然可

以透過感應裝置來接收其所公布的網路名稱以及 MAC 位置。27 

                                                       
20 See Personal Data Opinion, supra note 6, at 4. 
21 See Blaze, supra note 9, at 8. 
22 Id.  
23 Id.  
24 Id. at 9. 
25 See Personal Data Opinion, supra note 6, at 5. 
26 Id.  
27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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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 WiFi 存取點的位置，不像電信事業所裝設的基地台一樣有明確固定

的地理位置，也不像衛星有固定的運行軌道，所以僅能透過「靜態/一次式方式」

（statically/once）以及「動態/持續式方式」（dynamically/ongoing）來推算 WiFi 存

取點的地理位置。所謂的「靜態/一次式方式」，是藉由裝有天線的交通工具（例

如：Google 街景車），到處收集 WiFi 存取點的 MAC 位址；當他們接收到各地與

WiFi 存取點信號台所發射的無線電波時，可以先利用其他定位方式（例如：GPS、

基地台位置資訊）推算出交通工具接收訊號時點的地理經緯度，然後分析電波的

強弱，來推算 WiFi 存取點的地理位置。28 

至於「動態/持續式計算」，則是當定位服務使用者在享受定位服務的時候，

定位服務事業取得使用者的許可後，開啟行動裝置本身的 WiFi 接收功能來蒐集

各地 WiFi 存取點的 MAC 位址，然後再回傳給定位服務事業。29藉由這種方式，

定位服務事業建構於遠端的資料庫能夠利用這些持續回傳的資訊來更新資料庫

內的 WiFi 存取點地理位置。30換句話說，定位服務業者將每個使用者視為裝有

天線的交通工具，為其蒐集各地的 WiFi 存取點的 MAC 位址，並計算出新的或

已變動的 WiFi 存取點地理位置。 當各地 WiFi 存取點的 MAC 位址與具體地理

位置相結合，而建構成一套完整的資料庫後，使用者可以使用 WiFi 接收器（例

如，附有 WiFi 接收晶片的行動電話）蒐集附近的 WiFi 存取點的 MAC 位址，然

後分析無線電波訊號的強弱，與資料庫比對後就能夠推算出 WiFi 接收器的位置

資訊。 

第二節   各種定位科技下位置資訊的合理隱私期待 

在這個行動電話相當普及的年代，前一節所介紹的各種現代定位科技與我

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往好處想，這些定位科技能夠帶給我們不少生活上的便利

性，例如行動電話用戶可以透過 GPS 及基地台位置資訊來獲得車輛導航服務。

但往壞處想，政府或私人也可能濫用這些新科技，例如監控政治理念相左團體成

員的行蹤、事先掌握擄人勒贖受害者的行蹤等，進而引發位置資訊是否受到隱私

權保障的爭議問題。美國法院就曾經針對無線電波發射器、衛星定位追蹤器以及

基地台位置資訊作出不少裁判，值得我們檢討與分析。 

                                                       
28 Id. at 6. 
29 Id.  
3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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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無線電波發射器與合理隱私期待 

第一款   United States v. Knotts 案 

United States v. Knotts 案31中，生產化學物質的 3M 公司發現一名前任員工

Armstrong 竊取可用來製造毒品的化學原料，於是通知毒品調查人員進行調查。

經過監控後，發現該名前任員工另外在 Hawkins 化學公司購買相同的化學原料，

並運送給共犯 Petschen。經過 Hawkins 化學公司同意後，調查人員將無線電波發

射器安裝在裝三氯甲烷的五加侖桶子內，趁著 Armstrong 再次訂購相同化學原料

的機會追查生產毒品的秘密工廠。在追查運送桶子的路途中，Petschen 一度進行

迴避跟蹤的動作，擺脫調查人員的視覺監控，也讓調查人員一度失去了無線電波

發射器的訊號。但在裝有無線電波接收器的直升機幫助下，大約一小時後，調查

人員重新接收到電波訊號，並在威斯康星州貝殼湖附近發現被告 Knotts 的小屋。

嗣後，調查人員根據位置資訊以及其他事證向法院聲請搜索票進行搜索，在小屋

內查獲大量的原料與製毒設備。 

因違法製造毒品而遭到起訴的被告 Knotts，在訴訟中主張調查人員無令狀

使用無線電波發射器已違反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但地方法院仍將被告定

罪。雖然第八巡迴上訴法院一度贊同被告的主張，但聯邦最高法院最後認為使用

無線電波發射器偵測被告在公共道路上的位置並未侵害被告 Knotts 的合理隱私

期待。 

首先，法院強調，汽車駕駛人對於其在公共道路從一個地點到另一個地點

的行蹤欠缺合理隱私期待，因為：「當共同被告 Petschen 在公共道路上行駛，就

自願提供其在特定道路上駛往特定方向、停留地點，以及最後終點等資訊，給任

何想觀察的人。」32雖然被告 Knotts 一度主張對於所有的小屋當然有合理隱私期

待，但法院援引 Hester 案33後，認為該項隱私期待並沒有擴張到共同被告 Petschen

駕車離開公共道路到達小屋的行蹤，也沒有擴張到在屋外、在曠野上運送桶子的

                                                       
31 460 U.S. 276 (1983). 
32 Id. at 281-82 (“When Petschen travelled over the public streets he voluntarily conveyed to anyone 

who wanted to look the fact that he was travelling over particular roads in a particular direction, the 
fact of whatever stops he made, and the fact of his final destination when he exited from public roads 
onto private property.”). 

33 265 U.S. 57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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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蹤。34 

接著，法院比較肉眼監控與使用無線電波發射器監控兩者後，認定使用無

線電波發射器的事實並不會改變判決結果，因為調查人員利用肉眼監控就足以獲

得相同的資訊，而且增修條文第 4 條並不禁止執法人員使用科技來增強他們出生

時就被賦予的感官能力。35法院援引了 Smith 案36，該案被告發現電信事業使用的

是自動化電話號碼交換設備而非傳統接線生，因而抗辯認為只有傳統接線生才會

讓其喪失合理隱私期待，但法院態度一致地認為使用自動化設備並不會改變判決

結果。37 

雖然被告曾經表示，倘若法院支持政府使用無線電波發射器，可能會讓政

府在欠缺司法監督的情況下對任何國家公民進行 24 小時監控。38但法院認為：

「這在現實上幾乎不會發生。但倘若真的出現這種拖網式監控，到時候有足夠時

間來決定是否適用不同的憲法原則。」39法院認為被告的擔憂只是因為無線電波

發射器會增加執法的效率，但法院再次強調，提升執法的效率並不等同違憲。40 

最後，雖然被告一再主張，調查人員利用無線電波發射器獲悉桶子存在屋

內，侵害了受到增修條文第 4 條最大程度保護的「住家」。但法院認為，政府在

本案中是有限制地使用無線電波發射器，因為沒有證據指出政府後來還繼續利用

無線電波發射器來確定桶子持續存放在住家內。41法院表示：「沒有任何跡象顯示，

無線電波發射器以任何方式揭示桶子在住屋內部的位置，或以任何方式揭示在屋

外肉眼觀察所無法觀察到的資訊。」42 

                                                       
34 Knotts, 460 U.S. at 282. 
35 Id. (“Visual surveillance from public places along Petschen's route or adjoining Knotts' premises 

would have sufficed to reveal all of these facts to the police. The fact that the officers in this case 
relied not only on visual surveillance, but on the use of the beeper to signal the presence of Petschen's 
automobile to the police receiver, does not alter the situation. Nothing in the Fourth Amendment 
prohibited the police from augmenting the sensory faculties bestowed upon them at birth with such 
enhancement 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fforded them in this case.”). 

36 442 U.S. 735 (1979).  
37 Knotts, 460 U.S. at 283. 
38 Id.  
39 Id. at 283-84 (“But the fact is that the ‘reality hardly suggests abuse,’; if such dragnet type law 

enforcement practices as respondent envisions should eventually occur, there will be time enough 
then to determine whether different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may be applicable.”). 

40 Id. at 284. 
41 Id. at 284-85. 
42 Id. at 285 (“But there is no indication that the beeper was used in any way to reveal information as 

to the movement of the drum within the cabin, or in any way that would not have been visible to the 
naked eye from outside the ca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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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United States v. Karo 案 

在 Knotts 案作成後一年左右，最高法院又面對一則關於無線電波發射器的

United States v. Karo 案43。1980 年 8 月，緝毒局幹員獲知被告 Karo 、Horton、

Harley 向報案人訂購了 50 加侖可用來提煉古柯鹼的桶裝乙醚。在取得法院命令

（court order）並經過報案人的同意之後，政府自行準備裝有無線電波發射器的

桶子混入報案人的其他桶子內。1980 年 9 月 20 日，幹員觀察到被告 Karo 從報

案人處搬運桶子，於是利用肉眼跟蹤以及無線電波發射器追查到 Karo 的住家。

當天晚些時候，幹員利用無線電波發射器發現桶子被偷偷運送到被告 Horton 住

家，並在 Horton 住家外公共道路上聞到乙醚的味道。兩天後，桶子再次被移動，

透過追蹤裝置確定桶子到達 Horton 的父親住家。兩天後，幹員又利用無線電波

發射器，追查到桶子再次被移往商用儲存廠。 

由於無線電波發射器無法精準地顯示桶子被放置在哪個櫃子裡，於是調查

人員向法院聲請傳票（subpoena），向儲存公司調閱租戶相關資訊，獲知被告

Horton 承租了編號 143 儲物櫃。利用無線電波發射器以及嗅覺，幹員確定桶子確

實在編號 143 儲物櫃內，於是聲請法院命令（court order）在儲物櫃的門框上安

裝開門警示器。當幹員在安裝警示器而打開儲物櫃大門時，已經注意到桶子確實

被放置在儲物櫃內。由於已經安裝了警示器，幹員停止了所有肉眼觀察及無線電

波發射器的監控措施。 

然而被告 Horton 再次打開儲物櫃時卻沒有觸動警示器，於是幹員只好再次

透過無線電波發射器追查桶子行蹤，三天後在另一家儲存廠發現有無線電波訊號

反應，並確定 Horton 和 Harley 共同承租了編號 15 儲物櫃。幹員聲請法院命令，

希望能在 15 儲物櫃的門框上安裝警示器。但幹員實際上並沒有安裝警示器，而

是經過儲存公司的同意後在可以觀察到 15 儲物櫃的地方安裝監視器。 

1981 年 2 月 6 日，幹員透過監視器觀察到 Rhodes 和不知名的女子進入儲

物櫃，將桶子搬運到 Horton 的貨車上。透過肉眼和無線電波發射器，幹員跟隨

來到 Rhodes 的住家外，注意到貨車正停在住家外的車道上，而 Rhodes 和不知名

的女子從屋內拿出一些盒子和物品放在貨車上。在 2 月 6 日下午 6 時左右，貨車

駛離車道沿著公共道路行駛，而行駛途中幹員持續利用肉眼及無線電波發射器監

控桶子行蹤。然而在接近被告 Horton、 Harley 以及 Steele 共同承租的屋子附近

                                                       
43 468 U.S. 705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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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幹員擔心被發現，於是沒有進行嚴密地監控。隨後，當卡車駛離該屋時，幹

員利用無線電波發射器確定桶子仍舊在屋內。2 月 7 日，幹員觀察到住屋窗戶被

打開，懷疑被告開始製毒，於是在 2 月 8 日向法院聲請搜索票，2 月 10 日進行

搜索，逮捕被告 Horton、Harley、Steele 以及 Evan Roth 並查獲製毒設備及古柯

鹼。 

被告 Karo、Horton、Harley、Steele 以及 Roth 因意圖散布而持有古柯鹼遭

到起訴，至於被告 Rhodes 則僅因共同持有毒品而被起訴。地方法院同意被告們

的主張，認為政府非法安裝無線電波發射器，因而主張幹員所扣押的製毒設備及

古柯鹼不得作為證據使用。政府提起上訴後，上訴法院維持原判，認為政府安裝

無線電波發射器監控私人住家和儲物櫃必須先取得法院令狀（warrant）。最高法

院認為本案有兩個重要爭點，分別是：第一，經過原所有人同意安裝後交付給不

知情的購買者是否構成搜索？第二，使用追蹤器揭示無法透過肉眼觀察到的住家

內部資訊是否構成搜索？ 

就第一項爭點而言，最高法院認為政府安裝無線電波發射器不構成隱私侵

害，因為政府安裝該設備的時候，桶子是歸屬於政府所有的。44此外，把裝有無

線電波發射器的桶子交付給不知情的被告，也不構成隱私權侵害，因為單純交付

物品並不會獲悉被告的任何資訊而與「搜索」無關；45而單純佔有物理空間也不

必然構成「扣押」，因為從以往 Katz 案、Oliver 案可知，物理侵入與隱私侵害沒

有絕對關係。46就本案而言，法院認為安裝無線電波發射器不構成隱私侵害，相

反的，使用無線電波發射器進行監控才可能減損被告的隱私利益。47 

最高法院開始分析侵害的場所、侵害的手段以及資訊的性質，最後認為本

案政府無令狀使用無線電波發射器監控被告住家內部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

首先就場所而言，相較於 Knotts 案政府使用無線電波發射器監控該案被告在公

共道路上的行蹤，最高法院注意到本案涉及監控沒有公開讓他人進行視覺監控的

私人住家內部。48由於住家正是個人普遍期待免受政府無令狀侵擾的場所，且社

                                                       
44 Id. at 711. 
45 Id. at 712. 
46 Id. at 712-13 (“The existence of a physical trespass is only marginally relevant 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Fourth Amendment has been violated, however, for an actual trespass is neither 
necessary nor sufficient to establish a constitutional violation.”). 

47 Id. at 713. 
48 Id. at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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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顯然準備承認該項期待為合理。49因此，聯邦最高法院認為本案使用無線電波

發射器監控住家內部，構成憲法上的搜索，其表示：「一個電子設備的監控，例

如無線電波發射器，侵害性當然少於全面地搜索，但它揭露了關於住宅內部重要

事實，該事實是政府極端感興趣的且不可能在欠缺令狀的情況而取得的。」50 

其次，最高法院也比較了無令狀物理侵入以及使用無線電波發射器的兩種

侵害手段，認為既然前者構成隱私侵害，那麼達成同樣效果的後者，自然也構成

隱私侵害。法院表示：「而在本案中，倘若緝毒局幹員認為進入住家中可以證實

乙醚實際上是在屋子裡，於是就偷偷地無令狀進入住家內，毫無疑問會構成增修

條文第 4 條的搜索。那麼政府偷偷地無令狀使用電子設備以獲得無法從住屋庭院

外觀察到的資訊，就增修條文第 4 條的目的而言，結果是一樣的。」51換言之，

即使幹員曾經肉眼觀察到特定財產已經進入住家內，但由於幹員後續持續使用電

子設備進行監控，不僅能夠證實幹員肉眼觀察的事實，也額外證明該財產持續存

放在屋內。52 

就資訊的性質而言，雖然政府辯稱使用電子設備判斷特定人、文件、財物在

特定時間是否存在於個人屋內並不受到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的拘束。53但最高法

院駁斥政府的說法，認為：「無差別地監控已離開公眾視野的特定財產，將對於

完全免受政府侵擾的住家產生實在過大的威脅。」54換言之，雖然政府所探求的

資訊只是「特定化學物質是否被置於在特定場所內」，但一方面侵害的手段足以

揭示離開公眾視線的資訊，另一方面「住家」一直是法院不斷強調的憲法保障領

                                                       
49 Id.  
50 Id. at 715 (“The monitoring of an electronic device such as a beeper is, of course, less intrusive than 

a full-scale search, but it does reveal a critical fact about the interior of the premises that the 
Government is extremely interested in knowing and that it could not have otherwise obtained 
without a warrant.”). 

51 Id. (“In this case, had a DEA agent thought it useful to enter the Taos residence to verify that the 
ether was actually in the house and had he done so surreptitiously and without a warrant,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he would have engaged in an unreasonable search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Fourth 
Amendment. For purposes of the Amendment, the result is the same where, without a warrant, the 
Government surreptitiously employs an electronic device to obtain information that it could not have 
obtained by observation from outside the curtilage of the house.”). 

52 Id.  
53 Id. at 716 (“We cannot accept the Government's contention that it should be completely free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the Fourth Amendment to determine by means of an electronic device, without a 
warrant and without probable cause or reasonable suspicion, whether a particular article—or a 
person, for that matter—is in an individual's home at a particular time.”). 

54 Id. (“Indiscriminate monitoring of property that has been withdrawn from public view would present 
far too serious a threat to privacy interests in the home to escape entirely some sort of Fourth 
Amendment over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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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因此最高法院最終認為個人對於住家內部的位置資訊有合理隱私期待。 

第三款   小結：「侵害的場所」成為判斷關鍵 

最高法院先後在 1983 年以及 1984 年作出的 Knotts 案與 Karo 案判決，對於

後來各種關於利用電子科技設備來監控個人位置資訊的判決，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力。任何關於利用電子監控設備來蒐集個人位置資訊的判決，幾乎無可避免地要

援引 Knotts 案與 Karo 案。然而，比較上述兩件案子中對於個人位置資訊是否有

合理隱私期待的分析，「侵害的場所」似乎是造成判決結果歧異最重要的因素。 

在 Knotts 案，最高法院認為調查人員利用肉眼監控就足以獲得相同的資訊，

因此使用無線電波發射器只是一種增加監控效率的感官強化手段，並不會影響判

決結果。相對的，在 Karo 案中政府使用無線電波發射器獲知從住屋外所無法觀

察到的資訊時，最高法院反倒認為使用無線電波發射器具有與物理侵入一樣的侵

害性。從上可知，雖然最高法院在 Knotts 案及 Karo 案都曾仔細分析「侵害的手

段」因素，但由於「侵害的場所」分別涉及公共道路以及住家內部，也影響了法

院對於侵害手段的分析，進而認為前者只是肉眼感官的強化，後者則與物理侵入

相當。 

再就「資訊的性質」觀察，最高法院在 Knotts 案表示，我們一個人在公共

道路上駕車，就自願提供關於其在特定道路上駛往特定方向、停留地點，以及其

最後的終點等資訊給任何想觀察的人知悉。換言之，在 Knotts 案，法院認為位置

資訊的性質幾乎與聲音物理特徵 、指紋 、筆跡一樣，屬於時常暴露於眾的資訊，

不具有私密性質。相對地在 Karo 案中，政府雖然主張其所蒐集的資訊只是特定

化學物質存在與否的資訊，但最高法院卻反以侵害的手段足以揭示離開公眾視線

的資訊，和「住家」是傳統上憲法保障的場所作為理由，駁斥了政府的主張。換

言之，當侵害的場所是公共道路時，位置資訊的性質可作為法院強化無合理隱私

期待結果的理由，但若侵害的場所是住家內時，位置資訊的性質不再是法院考量

的重點。 

綜觀 Knotts 案與 Karo 案，「侵害的場所」毫無疑問地成為最高法院判斷個

人對其位置資訊是否有合理隱私期待的關鍵因素。在 Knotts 案中，由於沒有證據

顯示出，政府利用無線電波發射器確定桶子進入住家內部後還持續發揮額外功能，

所以最高法院最後認為個人對於公共道路上的位置資訊欠缺合理隱私期待。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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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於政府在Karo案不斷利用無線電波發射器確定桶子是否持續位於住家內，

侵害場所顯然涉及「住家」，法院也因此作出被告對於住家內部的位置資訊有合

理隱私期待的結論。雖然，最高法院似乎在 Knotts 案中保留了「拖網式監控」的

隱私問題，但仍舊可以從這兩件案子歸納出一個影響後續判決的結論，亦即「個

人對於在公共道路的位置資訊欠缺合理隱私期待，但對於住家內的位置資訊則有

合理隱私期待」。55 

第二項   衛星定位追蹤器與合理隱私期待 

繼無線電波發射器之後，衛星定位追蹤器成為政府或私人監控他人位置資

訊的新寵兒，也產生侵害隱私權的疑慮。而最高法院先後在 1983 年以及 1984 年

作出的 Knotts 案與 Karo 案，雖然並非針對衛星定位追蹤器，但也藉此歸納出一

個簡單、容易操作的結論，亦即「公共道路的位置資訊欠缺合理隱私期待，但住

家內的位置資訊有合理隱私期待」。因此，在最高法院作出第一件與衛星定位追

蹤器相關的 United States v. Jones 案56判決以前，下級法院時常參考這兩個案子來

處理使用衛星定位追蹤器所產生的隱私權爭議。 

第一款   無合理隱私期待的判決 

第一目   United States v. Garcia 案 

在 United States v. Garcia 案57，被告曾經有製毒前科，獲釋不久就打算重操

舊業。警方獲知消息後，在被告借來的福特汽車後保險桿上安裝附有儲存功能的

衛星定位追蹤器以記錄被告的行蹤。過不久，警方取回衛星定位追蹤器檢查內部

儲存的行蹤紀錄，獲知被告曾經開車到達一片廣大的土地上。經取得土地所有人

同意後，員警進入該土地搜索，發現被告所遺留的製毒工具及製毒原料。後來被

告開車回到該土地時，員警檢查被告所駕駛的汽車，發現了更多的證據，最後被

告遭到起訴並被判刑。地方法院認為警方對被告的犯行已有一個合理懷疑足以正

當化搜索行為，但被告認為只有合理懷疑並不夠，尚需要事前向法院申請令狀，

                                                       
55 有學者認為 Knotts 案及 Karo 案創造了一個「公共與私人空間區別」(a private-versus public-

space distinction)來解決合理隱私期待的判斷問題。See Fabio Arcila, Jr., GPS Tracking Out of 
Fourth Amendment Dead Ends: United States V. Jones and the Katz Conundrum, 91 N.C. L. REV. 1, 
39 (2012). 

56 132 S. Ct. 945 (2012). 
57 474 F.3d 994 (7th Cir. 200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5 
 

因此主張警方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所取得的位置資訊不得作為證據使用。警方則

抗稱不需要任何正當化事由，因為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紀錄被告行蹤並不構成增

修條文第 4 條的搜索。 

面對這個棘手的問題，第七巡迴上訴法院比較了傳統的肉眼跟蹤、監視器

跟蹤、衛星影像跟蹤以及本案的衛星定位追蹤器跟蹤之後，發現除了新技術能夠

增加執法效率之外，本質上都是公共道路上的跟蹤行為，顯然都不構成憲法增修

條文第 4 條的搜索。58雖然巡迴上訴法院注意到新技術使得警方可以藉由隨機對

數千輛車輛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然後對大量資料從事可疑模式分析，也就是所

謂的「全面性監控」（wholesale surveillance）或「大眾監控」（mass surveillance），

但法院同時也強調在解釋憲法增修條文時不應該生硬地拒絕執法效率的提升。59

就如同最高法院在 Knotts 案中認為警方使用無線電波發射器增強肉眼跟蹤的效

率並不會因而構成搜索，巡迴上訴法院認為，除非警方利用衛星定位追蹤器從事

例行性地犯罪預防，否則單純地增強其在公共道路上的跟蹤能力並不會構成搜索。

60而本案中，警方有豐富的理由來懷疑被告從事犯罪行為，而不構成「大眾監控」，

因此巡迴上訴法院表示：「倘若某日政府決定著手監控大眾的車輛行蹤，到了那

時候再來決定是否將這種監控行為視為增修條文第 4 條的搜索也不遲。」61 

第二目   United States v. Marquez 案 

第七巡迴上訴法院在 Garcia 案中法院援引 Knotts 案的態度，在第八巡迴上

訴法院的 United States v. Marquez 案62獲得支持。在該案中，緝毒署的調查人員

發現一輛白色福特貨車被販毒集團用來運輸毒品，於是在 2007 年 5 月利用磁條

將衛星定位追蹤器安裝在該輛貨車的保險桿上，以追蹤該車行駛路線。但在另外

一個監控場所，調查人員注意到被告時常乘坐販毒集團的車輛，也時常出入貌似

毒品移轉站的住家中，因此開始懷疑被告與犯罪集團有所關聯。而當警方利用衛

星定位追蹤器跟踪運毒的貨車時，也發現被告所乘坐的車輛時常尾隨於該輛用來

                                                       
58 Id. at 997 (“The substitute here is for an activity, namely fol-lowing a car on a public street, that is 

unequivocally not a search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amendment.”). 
59 Id. at 998 (“Of course the amendment cannot sensibly be read to mean that police shall be no more 

efficien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an they were in the eighteenth.”). 
60 Id.  
61 Id. (“Should government someday decide to institute programs of mass surveillance of vehicular 

movements, it will be time enough to decide whether the Fourth Amendment should be interpreted 
to treat such surveillance as a search.”). 

62 605 F.3d 604 (8th Ci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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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毒的貨車之後。2007 年 10 月 10 日調查人員進行一次大規模搜索行動，扣押

了毒品、現金與槍枝，並在某個檢查站順利逮捕被告。 

在審判過程中，被告認為調查人員無令狀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紀錄貨車

行蹤屬於違法取證，故主張該項位置資訊不得作為證據使用。對於這個爭點，巡

迴上訴法院認為被告既不擁有該輛福特貨車的所有權，也未駕駛該輛貨車，因此

認定被告欠缺訴權。63但即便假設被告有訴權，巡迴上訴法院仍舊援引最高法院

的 Knotts 案以及第七巡迴上訴法院的 Garcia 案，認為「一個人在公共道路上駕

駛車輛，對於從一個地點到另一個地點的行蹤，欠缺合理隱私期待。」64雖然巡

迴上訴法院也同樣注意到，「全面性監控」（wholesale surveillance）可能會產生不

同的隱私問題，但由於本案警方並沒有隨機地、武斷地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所

以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地方法院拒絕排除證據沒有任何錯誤。 

第三目   United States v. Pineda-Moreno 案 

除了第七、第八巡迴上訴法院之外，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在 United States v. 

Pineda-Moreno 案65也採取類似的見解。2007 年 5 月 28 日，緝毒署調查人員注意

到被告和其他同夥大量購買種植大麻的肥料，並將肥料裝載在被告的吉普車上，

然後讓其他同夥開車離開。於是調查人員開始跟蹤開著被告吉普車的人，並在 6

月時發現他們另外購買了大量的食物、鹿群驅逐劑、攜帶式手動噴霧器等，最後

將這些物品運送到被告所有的移動式住屋。 

在知悉被告住所後，懷疑被告與其同夥正在違法種植大麻，於是趁著該輛

吉普車停放在公共停車場、公共道路以及被告住屋旁的車道時，反覆將各種類型

的移動式跟蹤裝置，利用磁條黏貼安裝在吉普車車底，進行長達 4 個月的跟蹤行

動。有些裝置允許調查人員自遠方控制接收具體位置資訊，有些裝置則需要調查

人員卸下裝置後，直接從該裝置下載位置資訊。利用這些裝置，調查人員獲知吉

普車曾開往兩個疑似大麻種植園。最後根據調查人員裝設跟蹤裝置之前的觀察以

及後來從裝置獲得的位置資訊，被告遭到起訴、定罪，但被告不服向第九巡迴上

訴法院上訴。 

                                                       
63 Id. at 609. 
64 Id. (“A person traveling via automobile on public streets has no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in 

his movements from one locale to another.”). 
65 591 F.3d 1212 (9th Ci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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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中，被告主張跟蹤裝置的安裝行為以及使用行為皆違反增修條文第 4

條。對於這個問題，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先以調查人員未曾物理侵入被告的住家或

庭院且車子底盤只是汽車外觀的一部分為理由，認為調查人員在公共場所在被告

的吉普車車底安裝跟蹤裝置並不構成搜索。66接著，對於跟蹤裝置的使用而言，

第九巡迴上訴法院認為，被告未曾主張調查人員利用跟蹤裝置侵入憲法所保護的

領域，而只是單純認為衛星定位追蹤器會增加調查人員調查犯罪的效率。巡迴上

訴法院援引了最高法院 Knotts 案的見解，認為使用跟蹤裝置所取得的位置資訊

是調查人員進行實地跟蹤就能取得的資訊，而且增加效率從來就不等同於違憲，

所以維持地方法院有罪的判決。67 

第四目   Villanova v. Innovative Investigations, Inc.案 

除了政府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之外，私人為了私人目的也時常利用衛星定

位追蹤器來蒐集他人的位置資訊。雖然此種來自私人的侵害行為，不會有違反美

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的問題，但是否構成侵權行為法上的隱私權侵害，也曾有

法院以合理隱私期待作為判斷標準。例如在 Villanova v. Innovative Investigations, 

Inc.案68涉及一則離婚訴訟。在訴訟過程中，原告的妻子懷疑原告有外遇，於是委

託被告 Innovative Investigations 公司進行調查。一開始，被告公司調查涉嫌與原

告通姦的女子姓名、居住所，並開車前往觀察確認。同時，被告公司也建議原告

的妻子可以試著在原告所駕駛的車輛上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在 2007 年 7 月 14

日到同年 8 月 24 日間，原告的妻子將衛星定位追蹤器安裝在原告所駕駛的車輛

置物箱內，總計 40 天。69 

被告公司的調查人員在 2007 年 7 月 28 日，開始透過衛星定位追蹤器的輔

助對原告駕車尾隨跟蹤。但根據被告公司的跟蹤報告書顯示，在跟蹤過程中被原

告察覺，導致被告公司的調查人員被警察攔下，並被警告立刻停止跟蹤行動。由

於跟蹤行動受阻，被告公司在徵得原告妻子的同意後終止該項任務。換言之，被

告實際進行跟蹤的時間前前後後斷斷續續僅有 27 小時，且都發生在大眾視覺可

                                                       
66 Id. at 1214, 1215. See also United States v. McIver, 186 F.3d 1119, 1126-27 (1999). 
67 591 F.3d, at 1216-17. 嗣後，因為最高法院另外作出 Jones 案，本案遭發回重新審理，但巡迴

上訴法院又以調查人員是依循判決先例所為的搜索，具有合理性為由，維持原審有罪決定。

See 688 F.3d 1087 (9th Cir. 2012). 
68 21 A.3d 650 (App. Div. 2011). 
69  Id. at 6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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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公共道路上。70 

原告除了主張其妻子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構成隱私權侵害之外，其更進一

步主張被告公司建議其妻子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也構成隱私權侵害，而請求侵權

損害賠償。被告公司則抗辯認為，在公共道路上或其他方面跟踪其他車輛的行為

是被允許的，不構成隱私侵權， 因為在這種情況下，車輛駕駛人是沒有隱私的

期待。71紐澤西州上訴法院判決首先注意到，被告公司所製作的跟蹤紀錄報告顯

示，在整個 6 週的安裝期間內，被告實際上只進行了非持續性、總計 27 小時的

監控。72其次，法院認為，在這總計 27 小時的監控過程中，被告公司的跟蹤行為

全部都發生在公共場所。73因此，法院援引了 Knotts 案，強調個人對於在公共道

路上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行蹤欠缺合理隱私期待，因而不構成對於原告隱

私的侵害。74 

第二款   有條件擴大隱私權保護範圍的判決 

第一目   States v. Jackson 案 

雖然第七、第八、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均援引 Knotts 案認為使用衛星定位追

蹤器蒐集個人在公共道路上的位置資訊，並不會侵害其隱私權，但仍有法院嘗試

突破 Knotts 案的見解。華盛頓州最高法院所處理的 States v. Jackson 案75就是其中

一例，其試圖降低「侵害的場所」因素的影響力，並重新檢視使用衛星定位追蹤

器蒐集位置資訊所涉及的「侵害的手段」與「資訊的性質」兩個因素之後，認定

本案被告對於其在公共道路上的位置資訊有合理的隱私期待。 

1999 年 10 月 18 日，該案被告 Jackson 向警方報案稱自己的女兒失蹤了。

警方到達後在被告住家附近大規模搜尋無果，但卻在被告的女兒床單上發現血跡，

於是懷疑是被告親手殺害自己的女兒。同年 10 月 23 日，警方在取得搜索票的情

況下搜索被告的住家並扣押被告的兩輛車子。同年 10 月 26 日，警方再次獲得法

院令狀的授權，允許在被告遭扣押的兩輛車上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為期 10 天。

隨後警方隱瞞車輛已被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的事實將車子返還被告，然後開始透

                                                       
70  Id. at 654‐55. 
71 Id. at 653. 
72 Id. at 654-55. 
73 Id. at 656. 
74 Id. at 656-57. 
75 76 P.3d 217 (Wash.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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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衛星定位追蹤器追蹤被告車輛的行蹤。然而，警方卻在令狀 10 天期限屆滿後，

持續追蹤被告車輛的行蹤，並根據被告在同年 11 月 6 日、11 月 10 日的位置資

訊，尋獲被告女兒的屍體以及內含血跡及頭髮的塑膠袋。被告隨後遭到逮捕，並

在隔年 10 月 5 日遭陪審團裁判認定一級謀殺罪。 

被告認為警方的行為已經違反華盛頓州憲法第 1 條第 7 項：「在欠缺法律授

權的情況下，人們的私事及住家，不得被侵害」76，於是提起上訴。但上訴法院

認為，警方在被告車上安裝和使用衛星定位追蹤器，不構成華盛頓州憲法的搜索

或扣押。被告不服上訴法院未排除警方使用衛星定位追蹤器所取得的位置資訊，

遂向州最高法院提起上訴。州最高法院雖然最終仍維持原判，但卻在理由中強調，

被告可合理期待警方不會任意使用衛星定位追蹤器紀錄其位置資訊。 

首先，州最高法院強調，侵害的手段、資訊的性質和範圍是本案檢驗合理隱

私期待的關鍵因素，其表示：「當遠離一個合法的制高點，或使用特定具侵擾性

的觀察方法，可能會構成搜索。因此，使用紅外線攝影機觀察住家，顯然是一種

超過州憲允許的、特別具侵擾性的觀察方法」77、「本院也曾指出，警方所獲得資

訊的性質和範圍，例如關於一個人的社團、親友、財務或活動的資訊，與州公民

是否享有隱私權待息息相關。」78 

接著，州最高法院表示其並不認同「使用衛星定位追蹤器只是感官的強化」

以及「僅揭示被告暴露到公眾視野的資訊」這種說法。79因為本案中警方使用衛

星定位追蹤器，不只是作為感官強化的工具，而是作為感官的替代品。州最高法

院表示：「或許警員在合法的地方站得遠遠的，可能用望遠鏡將視野拉近，或者

警員可能在夜間使用手電筒觀察到顯然只有在白天才可以觀察到的東西。但是，

當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到車上，執法人員實際上並沒有跟蹤車輛。因此，有別於

望遠鏡或手電筒，衛星定位追蹤器不只是強化人員的感官，也提供了一種對傳統

                                                       
76 Wash. Const. art. I, § 7: ”No person shall be disturbed in his private affairs, or his home invaded, 

without authority of law.” 
77  76 P.3d at 222 (“a substantial and unreasonable departure from a lawful vantage point, or a 

particularly intrusive method of viewing, may constitute a search. Thus, where police used an 
infrared thermal device to detect heat distribution patterns within a home that were not detectable 
by the naked eye or other senses, the surveillance was a particularly intrusive means of observation 
that exceeded allowable limits under article I, section 7.”). 

78 Id. (“The court has also noted that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information obtained by the police, for 
example, information concerning a person's associations, contacts, finances, or activities is relevant 
in deciding whether an expectation of privacy an individual has is one which a citizen of this state 
should be entitled to hold.”). 

79 Id. at 222-2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0 
 

視覺跟踪的技術性替代品。」80、「我們認為，透過衛星定位追蹤器可能出現不間

斷地、一天 24 小時的監控，並不需要員警在跟蹤期間實際保持視覺接觸，這與

員警使用望遠鏡或手電筒來強化他或她的感官之間，顯然有差異」81 

此外，從蒐集資訊的範圍來看，使用衛星定位追蹤器進行 24 小時的監控將

蒐集大量的資訊，州最高法院認為這將造成隱私權的侵害，其表示：「當取得的

資訊能夠揭示大量的個人生活時，使用衛星定位追蹤器對私人事務所造成的侵害

是相當廣泛的。…在這個時代，人們駕駛汽車到達眾多地方，可以揭示偏好，路

線，團體，個人的苦惱和弱點。衛星定位追蹤器所紀錄的這些行蹤，可以提供個

人生活的詳細圖像。」82 

至於，警方所觀察的場所是在公共道路這點而言，州最高法院援引奧瑞岡

州最高法院在 State v. Campbell 案83的見解，認為「使用增強技術觀測受保護的

場所，侵害了隱私利益...但關於警方的行為是否已經侵犯了個人的隱私利益的這

個問題，不能總是參考場所來解決，而應該檢驗侵害的行為，才更直接。」84換

言之，當侵害場所涉及公共道路時，法院除了考量場所因素之外，還必須同時審

酌行為因素。 

第二目   United States v. Maynard 案 

為了改變 Knotts 案與 Karo 案所產生過分強調「侵害的場所」的現象，華盛

頓州最高法院在 Jackson 案中，一方面認為該案警方使用衛星定位追蹤器而不實

                                                       
80 Id. at 223 (“It is true that an officer standing at a distance in a lawful place may use binoculars to 

bring into closer view what he sees, or an officer may use a flashlight at night to see what is plainly 
there to be seen by day. However, when a GPS device is attached to a vehicle,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do not in fact follow the vehicle. Thus, unlike binoculars or a flashlight, the GPS device 
does not merely augment the officers' senses, but rather provides a technological substitute for 
traditional visual tracking.”). 

81 Id. (“We perceive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kind of un-interrupted, 24-hour a day surveillance possible 
through use of a GPS device, which does not de-pend upon whether an officer could in fact have 
maintained visual contact over the tracking period, and an officer's use of binoculars or a flashlight 
to augment his or her senses.”). 

82 Id. (“Moreover, the intrusion into private affairs made possible with a GPS device is quite extensive 
as the information obtained can disclose a great deal about an individual's life. … In this age, vehicles 
are used to take people to a vast number of places that can reveal preferences, alignments, 
associations, personal ails and foibles. The GPS tracking devices record all of these travels, and thus 
can provide a detailed picture of one's life.”). 

83 759 P.2d 1040 (1988). 
84 76 P.3d at 224 (“The court said that ‘intrusions and technologically enhanced observations into 

protected premises infringe [protected] privacy interests ... but the question whether an individual's 
privacy interests have been infringed by an act of the police cannot always be resolved by reference 
to the area at which the act is dir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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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進行跟蹤已經不再是感官強化，而是一種視覺監控的技術性替代品，另一方面

則強調使用衛星定位追蹤器進行 24 小時的監控，恐將蒐集大量的個人資料，造

成個人隱私嚴重的侵害。姑且不論感官強化與感官替代之間的差異何在，關於「蒐

集大量的個人資料會造成隱私權侵害」這一點，在哥倫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的

United States v. Maynard 案85中，也可以看到類似的想法。 

Jones 在哥倫比亞特區開了一家夜總會，Maynard 則擔任夜總會的經理。2004

年，聯邦和地方的聯合毒品特遣部隊開始懷疑 Jones 和 Maynard 共同散布、持有

毒品，於是開始實施廣泛地調查行動，其中最受爭議的手段是在 Jones 所駕駛的

車上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雖然基於謹慎以及法律的不確定性，員警在安裝前先

向法院申請令狀，然而執行上還是出現了疏失。該令狀要求警方於令狀簽發日起

10 日內在哥倫比亞特區進行安裝作業，但幹員卻一直拖到第 11 天，才在美國馬

里蘭州的一個公共停車場進行安裝作業。在衛星定位裝置的幫助下，警方持續記

錄了被告 Jones 在 28 天內的位置資訊。而這些位置資訊幫助警方發現 Jones 與其

他共犯碰面的秘密場所，並在正式搜索該秘密場所後，發現了毒品和現金。地方

法院雖然排除了在 Jones 住家的位置資訊，但不排斥使用公共道路上的位置資訊

作為證據，因為被告 Jones 欠缺合理隱私期待，最後 Jones 和 Maynard 均獲得有

罪判決。 

Maynard 和 Jones 對地方法院的判決不服，遂向哥倫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

提起上訴。雖然 Maynard 和 Jones 共同提出數點主張都被巡迴上訴法院一一駁

斥，但巡迴上訴法院還是支持 Jones 獨立主張的論點，亦即應排除警方利用衛星

定位追蹤器所取得的位置資訊作為證據使用。據此，巡迴上訴法院維持 Maynard

部分的有罪判決，但駁回 Jones 部分的有罪判決。本案最大的爭議問題在於警方

使用衛星定位追蹤器監控被告 Jones 是否構成搜索，關於這個問題，哥倫比亞特

區巡迴上訴法院做了結構相當清楚的分析，值得我們詳細說明。 

首先，哥倫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駁斥了政府的主張，認為不應該援引

Knotts 案作為有罪判決的理由。雖然在 Knotts 案中，聯邦最高法院一度認為：「一

個人駕駛汽車在公共道路上行駛，對於從一個場所到另一個場所的行蹤，欠缺合

理隱私期待」，86因為「當共同被告 Petschen 在公共道路上行駛，就自願提供其在

                                                       
85 615 F.3d 544 (D.C. Cir. 2010). 
86 460 U.S. at 281 (“A person traveling in an automobile on public thoroughfares has no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in his movements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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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道路上駛往特定方向、停留地點，以及其最後的終點等資訊，給任何想觀察

的人。」87 但哥倫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認為，Knotts 案明確區別對分離旅程的

監控（movements during a discrete journey）和更全面持續性的監控（more 

comprehensive or sustained monitoring），而本案中警方使用衛星定位追蹤器進行

一天 24 小時，共計 28 天的監控，已經不是 Knotts 案中所要處理的對分離旅程

的監控了。88更重要的是，巡迴上訴法院也留意到，最高法院曾在 Knotts 案刻意

保留了「拖網式的執法行動」（dragnet type law enforcement）而不處理，89並解釋

認為，所謂的「拖網式的執法行動」就是本案所要處理的「長時間的監控」

（prolonged surveillance）。90 

在拒絕援用 Knotts 案之後，哥倫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接續以兩個理由認

定本案政府使用衛星定位追蹤器進行長時間監控已侵害被告 Jones 的合理隱私期

待，分別是：第一、不像單一的行程中的行蹤，任何人一個月的整體行蹤實際上

沒有暴露給大眾，因為任何人都將去觀察所有行蹤的可能性幾乎為零；第二、即

使個別單獨行程都暴露了，但整體的行蹤不會有意義地暴露，因為整體會比其部

分的總和揭示更多的資訊。91 

 就第一點而言，哥倫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認為關鍵的問題不是在他人物

理上可以且可能做到什麼程度，而應該是要問一個合理的人期待他人可能做到什

麼程度。92若從這個觀點出發，他人是否理論上可以做到一天 24 小時且長達 28

天不間斷地監控行蹤，似乎就不太重要了；重要的問題在於，一個合理的人是否

                                                       
87 Id. at 281-82 (“When Petschen travelled over the public streets he voluntarily conveyed to anyone 

who wanted to look the fact that he was travelling over particular roads in a particular direction, the 
fact of whatever stops he made, and the fact of his final destination when he exited from public roads 
onto private property.”). 

88 615 F.3d at 556 (“The Court explicitly distinguished between the limited information discovered by 
use of the beeper—movements during a discrete journey—and more comprehensive or sustained 
monitoring of the sort at issue in this case. Most important for the present case, the Court specifically 
reserved the question whether a warrant would be required in a case involving ‘twenty-four hour 
surveillance,’ ….”). 

89 Id. at 556-57. 
90 Id. at 558 (“As we have explained, in Knotts the Court actually reserved the issue of prolonged 

surveillance. That issue is squarely presented in this case.”). 
91 Id. (“First, unlike one's movements during a single journey, the whole of one's movements over the 

course of a month is not actually exposed to the public because the likelihood anyone will observe 
all those movements is effectively nil. Second, the whole of one's movements is not exposed 
constructively even though each individual movement is exposed, because that whole reveals 
more—sometimes a great deal more—than does the sum of its parts.”). 

92 Id. at 559 (“In considering whether something is “exposed” to the public as that term was used in 
Katz we ask not what another person can physically and may lawfully do but rather what a 
reasonable person expects another might actually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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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期待不會被他人這樣對待。哥倫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認為答案顯然是肯定

的，其表示：「我們認為，一個月過程中的整體行蹤實際上並沒有暴露在公眾面

前，因為一個陌生人會觀察這些行蹤整體的可能性不僅僅是微乎其微，本質上是

零。」93換言之，路人會去觀察甚至去跟蹤某人的單一行程是一件事，但日復一

日、周周觀察，如同對待獵物一般不間斷地纏著某人，直到完全了解對方迄今所

有的私人行程為止，則是另一件事。94 

即使個別單獨行程都暴露了，但哥倫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認為整體的行

蹤不會是個有意義地暴露，因為整體會比其部分的總和揭示更多的資訊。這個觀

點是從涉及資訊公開的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v. Reporters Committee 

for Freedom of Press 案95所得到的靈感，在該案中聯邦調查局拒絕提供性侵害犯

罪行為人姓名清單，而其主要理由在於，雖然個別性侵害犯罪事件的行為人姓名

會被公布在公眾紀錄裡，但他們對於資料的聚集仍享有隱私利益。96如同「馬賽

克」（mosaic）一樣，那些看起來瑣碎的微不足道的東西，當聚在一起時會呈現出

一個寬廣視角的場景。97而哥倫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還發現，其實在 Smith 案

98就已經隱含著這樣的觀點，因為聯邦最高法院在該案中所檢驗的是整體的電話

收發紀錄表單，而不是個別的撥號紀錄。99因此，哥倫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認

為，一個合理的人並不希望他人來監控和保留每一次開車紀錄，包括他的起點、

路線、目的地，和每一個他停止的地方，停留了多久等，相反地，他希望保持行

蹤的破碎與匿名。100 

綜上，哥倫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在 Maynard 案所援引的「馬賽克理論」

認為，即使個人對於個別破碎的資訊欠缺合理隱私期待，但大量資訊的累積仍舊

會對個人的隱私權造成相當大的危害。換言之，哥倫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援引

「馬賽克理論」來突破 Knotts 案以來一連串包括 Garcia 案、Marquez 案、Pineda-

                                                       
93 Id. at 560 (“we hold the whole of a person's movements over the course of a month is not actually 

exposed to the public because the likelihood a stranger would observe all those movements is not 
just remote, it is essentially nil.”). 

94 Id.  
95 489 U.S. 749 (1989). 
96 Id. at 764. 
97 615 F.3d at 562 (“As with the ’mosaic theory’ often invoked by the Government in cases involving 

national security information, ‘What may seem trivial to the uninformed, may appear of great 
moment to one who has a broad view of the scene’.”). 

98 442 U.S. 735 (1979). 
99 Id. at 742-43. 
100 615 F.3d at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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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no 案建構的「個人對公共道路上的位置資訊欠缺合理隱私期待」結論，也

對往後利用電子設備監控個人位置資訊相關判決，帶來新穎的分析角度。 

第三目   United States v. Jones 案 

在 Maynard 案作出判決後不久，聯邦最高法院針對同一個事實中的被告

Jones 部分重新進行審判，最後法院在 2012 年作出 United States v. Jones 案101判

決。同樣的事實背景，相同的爭點，但由 Scalia 大法官主筆的多數意見，卻改採

Katz 案作出之前法院常用的物理侵入標準，認為警方在被告所駕駛的車輛上安

裝衛星定位追蹤器是為了蒐集資訊而實施的一種物理侵入，構成增修條文第 4 條

的「搜索」。 

該案中法院多數意見認為，雖然 Harlan 大法官在 Katz 案提出了合理隱私期

待標準，但並不因此排除物理侵入構成隱私權侵害的可能性，換句話說，「Katz

案的合理隱私期待標準只是補充，而不是取代，普通法上的物理侵入標準。」102

多數意見提到 Knotts 案和 Karo 案，認為法院在這兩個案子之所以需要操作合理

隱私期待，是因為無線電波發射器是在桶子所有權移轉前，就先經過原所有權人

同意才安裝，因此不會有物理侵入的問題。103而本案中，警方在安裝衛星定位追

蹤器的時候，該輛汽車正是被告 Jones 佔有且時常駕駛的車子，因此警方的案裝

作業已經物理侵入了被告 Jones 的財物，而有增修條文第 4 條的適用。 

Jones 案是聯邦最高法院第一次處理政府使用衛星定位追蹤器蒐集個人位

置資訊的隱私權案例。相較於聯邦最高法院在 Knotts 案中認為蒐集個人在公共

道路上的位置資訊，不構成增修條文第 4 條的搜索，聯邦最高法院在 Jones 案中

嘗試作了些改變：當個案中以物理侵入的手段來蒐集個人在公共道路上的位置資

訊時仍構成增修條文第 4 條的「搜索」。換言之，個人在公共道路上的位置資訊

不再完全被排斥於增修條文第 4 條的保護範圍之外，Jones 案的重要性不言可喻。 

然而，Jones 案的多數意見拒絕以合理隱私期待標準來解決本案爭議，而採

用古老的物理侵入標準，間接降低了本案的影響力。由 Alito 大法官主筆，Ginsburg、

Breyer、Kagan 三位大法官參加的協同意見書，批評法院多數意見在面對 21 世紀

                                                       
101 132 S. Ct. 945 (2012). 
102 Id. at 952 (“the Katz reasonable-expectation-of-privacy test has been added to, not substituted for, 

the common-law trespassory test.”). 
10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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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新科技對隱私權造成威脅的年代，卻仍舊固守 18 世紀的物理侵入標準，忽

略真正的值得關注的議題。104另外，Sotomayor 大法官在獨自發表的協同意見書

中，雖贊同多數意見以物理侵入標準作為本案的理由，認為合理隱私期待標準只

是補充而不是取代物理侵入標準。105但另一方面，Sotomayor 大法官也贊同 Alito

大法官的想法，認為物理侵入不再是隱私權侵害的必要條件，在現代科技的幫助

下，隱私權侵害不再完全仰賴物理侵入的方式，因此多數意見的物理侵入標準對

未來隱私權的爭議問題，恐怕難以發揮太多指引作用。106 

此外，針對哥倫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在 Maynard 案所援引的「馬賽克理

論」，Jones 案的多數意見並沒有為此發表任何意見，似乎對該理論的適用有所遲

疑。反倒是 Alito 大法官及 Sotomayor 大法官分別主筆的協同意見書，似乎有意

支持「馬賽克理論」。 

Alito 大法官的協同意見書表示，倘若採取傳統的監控方法進行長時間的監

控，必須面對昂貴且耗時的問題，導致長時間的監控很少被真正落實，這也間接

產生一種法律以外的隱私權保障。107如同本案中，若警方想要進行不間斷地監控

車輛位置長達 4 個星期，使用傳統的監控方法將需要一個很大的調查團隊、很多

輛警車，也許需要空中協助。108因此，在過去這種長時間的監控行動，往往只會

被用來調查某些「非常的犯罪」（extraordinary offenses）上，而對於大部分的一

般犯罪偵查行動，社會大眾普遍期待警方不會進行長時間監控。109雖然 GPS 的

發展讓長期監控變得相對便宜且容易，但社會的期待並不因此而改變。換言之，

Alito 大法官認為，雖然使用衛星定位追蹤器對個人在公共道路的行蹤進行相對

短期的監控是合理的，但對於大部分的一般犯罪使用衛星定位追蹤器進行長時間

監控將構成個人的合理隱私期待的侵害。110本案中，Alito 大法官不認為被告的

犯行屬於「非常的犯罪」，所以警方對被告所實施的 4 星期長時間監控，足認為

已經超出社會的期待而構成第 4 條的搜索。111 

雖然多數意見擔心，若依照「犯罪的性質」來判斷「長時間監控」是否構成

                                                       
104 Id. at 961-62 (Alito, J., concurring). 
105 Id. at 954-55 (Sotomayor, J., concurring). 
106 Id. at 955. 
107 Id. at 963 (Alito, J., concurring). 
108 Id.  
109 Id. at 963-64. 
110 Id. at 964. 
11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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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索，恐怕會產生更多問題，例如：其無法解釋為何四個星期的監控確實是過長

的、為何共謀持有或散布毒品罪並不是「非常的犯罪」、對恐怖份子進行六個月

的監控是否過長、又對竊犯進行兩天的監控是否過長等。112但 Alito 大法官似乎

認為問題不大，因為不確定性將使得政府更積極聲請令狀，其表示：「由於標準

底線肯定落在 4 個禮拜之前，所以我們不需要經過精確分析就可以認定本案構成

搜索。其他案子可能出現判斷上的困難。但對於監控的時間長度是否已經構成增

修條文第 4 條的搜索存在著不確定性時，警方也許就會聲請令狀了。」113 

相對於 Alito 大法官的協同意見書以「犯罪的性質」來決定無令狀「長時間

監控」是否構成搜索，Sotomayor 大法官的協同意見書則從預防政府權力濫用的

角度出發，來檢視使用衛星定位追蹤器是否侵害隱私權。Sotomayor 提醒我們，

有一些衛星定位追蹤器的特殊性質值得格外注意：首先，衛星定位追蹤器對於個

人在公眾的行蹤，產生了精確且全面的紀錄，進而詳實地反映出一個人的家族，

政治，職業，宗教和性關係。114其次，政府可以儲存這些資料，並在未來需要的

時候，有效率地挖掘出來。115再則，衛星定位追蹤器比傳統偵查手段更便宜，且

經過設計後更可以偷偷進行，因此不會受到政府資源有限以及社團敵意的限制。

116最後，這種無限制的政府權力很容易遭濫用，Sotomayor 認為將會改變政府與

人民間的關係，最後不利於民主社會的發展。117鑒於衛星定位追蹤器的上述特性，

Sotomayor 大法官認為，我們有必要檢視政府記錄和匯總人民行蹤的方式是否會

讓政府「或多或少任意」探知其政治、宗教、信仰、性生活、習慣等。118 

第三款   小結：在公共場所的位置資訊未必不受保障 

聯邦最高法院作成 Jones 案之前，關於使用衛星定位追蹤器蒐集個人在公

共道路上的位置資訊是否構成隱私的侵害，呈現多元發展的樣貌。有的法院堅持

                                                       
112 Id. at 954. 
113 Id. at 964 (Alito, J., concurring) (“We need not identify with precision the point at which the tracking 

of this vehicle became a search, for the line was surely crossed before the 4–week mark. Other cases 
may present more difficult questions. But where uncertainty exists with respect to whether a certain 
period of GPS surveillance is long enough to constitute a Fourth Amendment search, the police may 
always seek a warrant.”). 

114 Id. (Sotomayor, J., concurring). 
115 Id. at 955-56. 
116 Id. at. 956. 
117 Id.  
118  Id. (Sotomayor, J., concurring) (“I would ask whether people reasonably expect that their 

movements will be recorded and aggregated in a manner that enables the Government to ascertain, 
more or less at will, their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beliefs, sexual habits,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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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tts 案的傳統見解，例如在 Garcia 案、Marquez 案以及 Pineda-Moreno 案中，

政府使用衛星定位追蹤器監控被告行蹤，持續 4 個月、5 個月等，時間長短不一。

但第七、第八、第九巡迴上訴法院一致認為，使用衛星定位追蹤器只是一種增加

執法效率的手段，本質上仍是在公共道路上所進行的跟蹤行為，因此依照聯邦最

高法院 Knotts 案的結論，認為個人在公共道路上駕駛車輛對於從一個地點到另

一個地點的行蹤欠缺合理隱私期待。另外在涉及私人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來蒐集

他人在公共道路上的行蹤的 Villanova 案中，法院也同樣援引 Knotts 案，強調個

人在公共道路上的行蹤欠缺合理隱私期待。 

有些法院則嘗試突破 Knotts 案的結論，有條件地擴大隱私權保護的範圍。

例如在 Jackson 案中，雖然政府在該案中員警僅僅逾越令狀授權期限 2 到 3 天，

但華盛頓州最高法院仍舊以警方使用衛星定位追蹤器而不實際進行跟蹤已經不

再是感官強化，而是一種視覺監控的技術性替代品，以及使用衛星定位追蹤器進

行 24 小時的監控恐將蒐集大量的個人資料為由，認為該案被告對於其在公共道

路上的位置資訊有合理的隱私期待。 

又例如在 Maynard 案中，哥倫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從 Knotts 案刻意保留

了「拖網式的執法行動」而不處理的態度，認為 Knotts 案的結論只適用於分離旅

程的監控案例，至於長時間的監控案例則需要進一步分析合理隱私期待的有無。

最後，哥倫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一方面認為，任何人一個月的整體行蹤實際上

沒有暴露給大眾；另一方面法院也強調，即使實際上暴露給大眾知悉，由於一般

陌生人並不會獲知個人一個月的全部行蹤，不算是一個有意義的暴露，因為整體

會比其部分的總和揭示更多的資訊。強調資訊的整體會比瑣碎部分揭示更多的資

訊的「馬賽克理論」，也將隱私權的保護範圍有條件的擴張到公共道路上的位置

資訊，對往後的案件發展提供一套全新的分析路線。 

在各級法院見解紛亂的情況下，聯邦最高法院在 2012 年作出 Jones 案，不

再堅持個人對於其在公共道路上的位置資訊必然不受隱私權保障的結論，改以有

條件地接受隱私權保護範圍的擴張，認為當侵害手段已構成物理侵入時，個人仍

然受到隱私權的保障。因此，未來在處理利用 GPS 設備監控個人在公共道路上

位置資訊的隱私權爭議時，是否構成物理侵入將是法院所要加以審酌的因素。但

除了物理侵入會擴張隱私權保障範圍外，Jackson 案所提出的感官替代及大量資

訊的觀點，以及 Maynard 案強調的馬賽克理論，是否也會影響隱私權保護範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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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值得我們進一步分析。 

第三項   基地台位置資訊與合理隱私期待 

雖然不是一項了不起的新科技，但隨著行動電話幾乎人手一支的高普及率，

加上隨著基地台設置密度的提高而逐漸改善以往精準度低的缺點，行動電話基地

台位置資訊近年來開始被廣泛利用於每個層面。就私人而言，基地台位置資訊可

以幫助行動地話用戶尋找失竊或遺失的行動電話、確定行車路線，貨運公司或租

車公司可以利用基地台位置資訊確認貨車或出租車的位置。119就公部門而言，基

地台位置資訊除了能夠幫助救護人員確認 911 急救電話撥話方的位置，當然也被

用在犯罪偵查上。120但就如同 GPS 一樣，伴隨著行動電話基地台位置資訊的廣

泛使用，造成隱私權的威脅疑慮也隨之而來。由於在關於政府存取行動電話基地

台位置資訊的相關案例中，除了牽涉到增修條文第 4 條的適用之外，尚涉及「電

子通訊隱私法」的解釋爭議。121後者雖然未必影響隱私權範圍問題的判斷，但由

於該法依照不同的資訊性質定有各種各類的授權書狀引發了解釋爭議，為了避免

一一說明的繁雜，有必要在介紹近年來法院處理個人對基地台位置資訊有無合理

隱私期待問題的態度之前，先簡單介紹「電子通訊隱私法」的規範架構。 

第一款   電子通訊隱私法簡介 

美國電子監察法制的基本輪廓奠基於 1986 年的「電子通訊隱私法」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Privacy Act of 1986，簡稱 ECPA）122。ECPA 基本上

可分作三篇，第一篇是關於有線、電子、口頭通訊的攔截與公布，第二篇則是關

於有線、電子通訊紀錄與交易紀錄的存取（access），第三篇則是關於「撥號紀錄

器」（pen registers） 及「擷取及追蹤器」（trap/trace devices） 的規範。 

整體觀察，ECPA 大致規範了四種準寬嚴程度不一的合法取得資料方式，分

別是超過相當理由標準的「超級令狀」、基於相當理由的「令狀」、以與進行中的

偵查案件重要且相關的事實為基礎的「法院命令」、以及標準最寬鬆的「傳票」。

                                                       
119 See Jen Manso, Cell-site Location Data and The Right to Privacy, 27 SYRACUSE SCI. & TECH. L. 

REP. 1, 2 (2012). 
120 Id. at 3. 
121 除了從政府監察的角度制定「電子通訊隱私法」之外，美國國會在 1999 年另外通過了「無

線通訊及隱私安全法案」 (Wireless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Safety Act)，修改電信法

(Telecommunications Act)，明文限制電信事業任意使用或揭露用戶的位置資訊。 
122 Pub. L. No. 99–508, 100 Stat. 1848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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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對於各種「通訊內容」的攔截應採取「超級令狀」的方式；123而「行

動跟踪裝置」的安裝與使用則應聲請「令狀」；124「撥號紀錄器」以及「擷取及

追蹤器」的安裝與使用則必須聲請「法院命令」；125「儲存在電子通訊系統內的

有線或電子通訊內容」以及「儲存在遠端電腦服務業者的有線或電子通訊內容」，

ECPA 依照儲存的天數以及是否通知用戶而有令狀、法院命令、傳票三種不同程

度的要求。126至於，取得「用戶基本資料」時，只需聲請「傳票」即可，但若是

取得「用戶或顧客所屬紀錄或其他資訊」，則需要聲請「法院命令」。127換言之，

ECPA 針對不同種類的資訊則對應寬嚴程度不一的取得資料方式。 

第一目   一般犯罪防治及街道安全法第三篇 

ECPA 第一篇修改自 1968 年的「竊聽法」（Wiretap Act），也就是著名的「一

般犯罪防治及街道安全法第三篇」（Title III of the Omnibus Crime Control and Safe 

Streets Act of 1968，簡稱 Title III），讓法規的保護範圍能夠擴及「電子通訊」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該篇的主要目的在於管制有線、口頭、電子通訊的

「攔截」（Interception）與「公布」（disclosure）。 

所謂的「有線通訊」是指「藉由有線線路、電纜線路或其他相類物之輔助而

連接發話端與接收端之通訊傳送設備傳送之任何足以影響州際或外國商業之聽

覺傳送。」而「口頭通訊」則是指「一個人表現出該通訊之內容不受截聽之期待，

且在當時環境下該期待是正當的期待，所表達出來之任何口頭上的通訊。」至於

「電子通訊」是指「全部或一部藉由有線線路、無線電波，電磁，光電或光學系

統傳送之任何足以影響州際或外國商業之記號、信號、文字、影像、聲音、資料

或其他性質之傳送。」從上述定義可知，行動電話無線電波的傳送既不是「有線

通訊」也不是「口頭通訊」，而屬於「電子通訊」的一種。 

普遍上認為，ECPA 第一篇所規範對象僅限於「內容資訊」（content 

information），這點可以從 ECPA 將「攔截」定義為「藉由電子、機械或其他設備

聽取或獲取各種通訊的『內容』。」128以及將「內容」（contents）限定為「任何關

                                                       
123 18 U.S.C. § 2518 (1998). 
124 18 U.S.C. § 3117 (b) (1986); FED. R. CRIM. P. RULE 41 (2013). 
125 18 U.S.C. § 3122 (1986). 
126 18 U.S.C. § 2703 (2009). 
127 18 U.S.C. § 2703 (c) (2009). 
128 18 U.S.C. § 2510 (4) (2002) “’intercept’ means the aural or other acquisition of the contents of any 

wire, electronic, or or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use of any electronic, mechanical, or other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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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實質內容、主旨、或該通訊意義的資訊」129，得到佐證。對於政府攔截即時性

的通訊內容，ECPA 施加了諸如：特定類型犯罪、有限期限、最後手段等遠超過

增修條文第 4 條「相當理由」（probable cause）的額外嚴格要求，130因而被稱作

「超級令狀」（super-warrant）。  

關於 ECPA 第一篇，需特別說明者有二。首先，ECPA 第一篇的特別將「行

動跟踪裝置」（mobile tracking devices）所產生的通訊排除在「電子通訊」範圍之

外。131因此，法院審理安裝和使用「行動跟踪裝置」的聲請案時，仍應檢驗政府

所提出的事證是否符合聯邦刑事程序規則第 41 條（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Rule 41）的「相當理由」。13218 U.S.C. § 3117 （b）將「跟蹤裝置」定

義為「允許追蹤人或事物行蹤的電子或機械設備」，133由於這樣的定義過於寬廣，

當政府分析行動電話進行登錄程序時所傳送的無線電波，或交換設備為行動電話

建立專屬線路進行通話前所傳送的無線電波，會產生了「行動電話」是否該當於

「移動跟踪裝置」的爭議。 

其次，在 1986 年的 ECPA 將原本 Title III 的保護範圍擴及「電子通訊」之

前，立法者特別借用合理隱私期待的標準來定義「口頭通訊」，顯然是認為個人

對於「有線通訊」理所當然存有合理隱私期待，因此毋庸特別強調。134但 1986 年

ECPA 增添「電子通訊」後，「電子通訊」被定義為「全部或一部藉由有線線路、

無線電波，電磁，光電或光學系統傳送之任何足以影響州際或外國商業之記號、

                                                       
129 18 U.S.C. § 2510 (8) (2002) “’contents,’ when used with respect to any wire, oral, 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includes any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substance, purport, or meaning of that 
communication.” 

130 See generally 18 U.S.C. § 2518 (1998). 
131 電子通訊不包括下列在內：(A) 任何有線或口頭通訊；(B) 僅依語音呼叫裝置作成之任何通

訊；(C) 從追蹤裝置所發出之通訊；(D) 金融機構使用於基金之電子儲存及傳送之通訊系統，

而儲存之電子基金傳送資訊。」； 18 U.S.C. 2510 § (12) (2002)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means…,but does not include— 
(A) any wire or oral communication; 
(B) any communication made through a tone-only paging device; 
(C) any communication from a tracking device (as defined in section 3117 of this title); or 
(D) electronic funds transfer information stored by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in a communications 
system used for the electronic storage and transfer of funds.”). 

132 FED. R. CRIM. P. RULE 41(d) (1) (2013) ”In General. After receiving an affidavit or other information, 
a magistrate judge—or if authorized by Rule 41(b), a judge of a state court of record—must issue 
the warrant if there is probable cause to search for and seize a person or property or to install and 
use a tracking device.” 

133 18 U.S.C. § 3117(b) (1986) “an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device which permits the tracking of the 
movement of a person or thing.” 

134 See Orin S. Kerr, Are We Overprotecting Code? Thoughts on First-Generation Internet Law , 57 
WASH. & LEE L. REV. 1287, 1299-13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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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號、文字、影像、聲音、資料或其他性質之傳送」，135而未將合理隱私期待的

標準納入。因此，無論個人對於電子通訊是否有合理隱私期待，立法者似乎都有

意將其納入 ECPA 的保護。136或許是因為即便個人的電子通訊受到 ECPA 保護也

未必對於該電子通訊存有合理隱私期待，若屬於非法攔截有線、口頭通訊時，Title 

III 特別設有證據排除的效果規定，137但對於非法攔截電子通訊部分，則只有刑

事制裁或民事賠償的效果。138而 18 U.S.C. § 2518（10）（c）也強調：「本章中所

介紹對於攔截電子通訊的補償或制裁措施，只是對於本章所涉及通訊的『非違憲』

侵害。」139 

第二目   儲存通訊法 

ECPA 第二篇則是 1986 年修法時所增添的新篇幅，目的在管制儲存通訊和

交易紀錄的取得，稱為「儲存通訊法」（Stored Communications Act，簡稱 SCA）。

相較於第一篇主要在規範「即時的通訊內容」，第二篇主要在規範儲存在第三方

儲存設備內的「歷史的通訊和交易紀錄」。第二篇的 18 U.S.C. § 2703 將資訊區分

為三類，分別包括：「儲存在電子通訊系統內的有線或電子通訊內容」（Contents 

of Wire 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in Electronic Storage）140、「儲存在遠端電腦

服務業者的有線或電子通訊內容」（Contents of Wire 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in a Remote Computing Service）141，以及非屬於通訊內容的「與電子通訊服務或

遠方電腦服務相關的紀錄」（Records Concerning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Service 

or Remote Computing Service）142。 

                                                       
135「電子通訊」被定義為「全部或一部藉由有線線路、無線電波，電磁，光電或光學系統傳送

之任何足以影響州際或外國商業之記號、信號、文字、影像、聲音、資料或其他性質之傳送。…」；

18 U.S.C. § 2510 (12) (2002)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means any transfer of signs, signals, 
writing, images, sounds, data, or intelligence of any nature transmitted in whole or in part by a wire, 
radio, electromagnetic, photoelectronic or photooptical system that affects interstate or foreign 
commerce,…” 

136 See Kerr, supra note 134. 
137 18 U.S.C. § 2518 (10) (a) (1998). 
138 18 U.S.C. § 2511 (1998). 
139 18 U.S.C. § 2518 (10) (c) (1998) “The remedies and sanctions described in this chapter with respect 

to the interception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are the only judicial remedies and sanctions for 
nonconstitutional violations of this chapter involving such communications.” 

140  18 U.S.C. § 2703 (a) (2009) “Contents of Wire 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in Electronic 
Storage.— A governmental entity may require the disclosure by a provider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service of the contents of a wire 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that is in electronic 
storage in a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ystem….” 

141  18 U.S.C. § 2703 (b) (2009) “Contents of Wire 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in a Remote 
Computing Service.—(1) A governmental entity may require a provider of remote computing 
service to disclose the contents of any wire 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142 18 U.S.C. § 2703 (c)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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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兩類資訊，因屬於「通訊內容」的儲存紀錄，ECPA 依照儲存的天數以及

是否通知用戶，要求取得前必須向法院依照聯邦刑事程序規則第 41 條聲請令狀

（warrant），或者聲請先行通知的傳票（subpoena）或法院命令（court order）。143

至於非屬於通訊內容的「與電子通訊服務或遠方電腦服務相關的紀錄」，若屬於

「用戶基本資料」（subscriber information）144只需聲請「傳票」（subpoena）即可

存取；但若是「用戶或顧客所屬紀錄或其他資訊」（a record or other information 

pertaining to a subscriber or customer of such service）145，則需要聲請法院命令（court 

order）。146而上述的法院命令，都必須由法院審核政府所提供之特定且具體事實，

有合理理由足認取得的資訊與現在進行中的犯罪偵查相關時，方可核發。147 

第三目   撥號紀錄器與擷取及追蹤器法案 

ECPA 第三篇則是因應聯邦最高法院 Smith 案148所增添的篇幅，主要在規範

「撥號紀錄器」（pen registers）149以及「擷取及追蹤器」（trap/trace devices）150的

安裝與使用，一般稱之為「撥號紀錄器與擷取及追蹤器法案」（Pen Register and 

Trap and Trace Devices Act，簡稱 PR/T&T）。由於最高法院已經在 Smith 案表示

用戶對於其所撥打的電話號碼欠缺合理隱私期待，因此依照 PR/T&T，政府進行

該等設備的安裝時，不需要事先聲請令狀（warrant），只需要取得法院命令（court 

                                                       
143 18 U.S.C. § 2703 (2009). 
144 18 U.S.C. § 2703 (c) (2) (2009). 
145 18 U.S.C. § 2703 (c) (1) (2009). 
146 18 U.S.C. § 2703 (c) (2009). 
147 18 U.S.C. § 2703 (d) (2009) “…shall issue only if the governmental entity offers specific and 

articulable facts showing that there are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the contents of a wire 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or the records or other information sought, are relevant and material to 
an ongoing criminal investigation….” 

148 442 U.S. 735 (1979). 
149 所謂「撥號紀錄器」，是指「紀錄或解密電子或其他脈衝之裝置，該電子或其他脈衝裝置能

夠認證該裝置電話線中所傳送之撥號及其他內容。但不包括任何有線、電子通訊提供者或消

費者用以製作帳單或附隨帳單紀錄之設備，或任何有線通訊服務提供者或消費者作為日常商

業作為中成本會計或其他類似目的之設備。」；18 U.S.C. § 3127 (3) (2009) “The term ‘pen 
register’ means a device which records or decodes electronic or other impulses which identify the 
numbers dialed or otherwise transmitted on the telephone line to which such device is attached, but 
such term does not include any device used by a provider or customer of a wire 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service for billing, or recording as an incident to billing, for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provided by such provider or any device used by a provider or customer of a wire 
communication service for cost accounting or other like purposes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its 
business.” 

150 所謂「擷取及追蹤器」，是指「截取接收到的電子或其他脈衝的裝置，該電子或其他脈衝裝

置能認證傳送有線或電子通訊器具或設備的來源號碼。」；18 U.S.C. § 3127 (4) (2009) “the term 
‘trap and trace device’ means a device which captures the incoming electronic or other impulses 
which identify the originating number of an instrument or device from which a wire 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was trans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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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即可；聲請時也無庸通知用戶，只需要提出與正在進行的犯罪偵查具有關

聯性的具體事實。151而且依照 18 U.S.C. § 3121 （c），違法安裝或使用撥號紀錄

器與擷取及追蹤器時雖然有刑事制裁，但沒有給予證據排除的效果。 

需特別說明的是，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為了因應電子郵件、網路瀏覽（Web 

surfing）與其他型態之電子通訊，「愛國者法案」（Uniting and Strengthening America 

by Providing Appropriate Tools Required To Intercept and Obstruct Terrorism，簡稱

USA Patriot Act）將「撥號紀錄器」定義擴張修正為「紀錄或解密由傳送有線或

電子通訊之器具或設備所傳送之撥號、路徑、地址或訊號資訊之裝置或過程，然

而並不包括通訊內容。」152。並將「擷取及追蹤器」（Trap & Trace） 裝置之定義

修正為「截取進來的電子或其他脈衝之裝置或過程，該電子或其他脈衝能認證由

有線或電子通訊器具或設備所傳送之撥號、路徑、地址或訊號資訊，然而並不包

括通訊內容。」153但該規定主要是為了因應網路監察的需要而增加的規定，與基

地台位置資訊沒有直接關聯，因此本為不另作介紹。 

第二款   電子通訊隱私法下的基地台位置資訊 

調查人員在實施行動電話位置監控時，可以選擇攔截「即時基地台位置資

訊」（real-time cell site data），或者向電信事業取得「歷史基地台位置資訊」

（historical cell site data）。歷史基地台位置資訊，就是發生在過去的基地台位置

資訊，會同時揭示一個人曾經在特定時間的所在位置。相反地，即時基地台位置

資訊是一種當下的資訊，將顯示用戶在當下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位置。但

不論是即時或歷史基地台位置資訊，是否有 ECPA 各篇的適用存有疑義。 

首先，SCA 中關於「用戶或顧客所屬紀錄或其他資訊」的「法院命令」聲

                                                       
151 18 U.S.C. § 3122 (1986). 
152 See Uniting and Strengthening America by Providing Appropriate Tools Required To Intercept and 

Obstruct Terrorism (USA Patriot Act) Act of 2001, Pub. L. No. 107-56, §216 (c) (2), 115 Stat. 
272 ”PEN REGISTER- Section 3127(3) of title 18, United States Code, is amended--(A) by striking 
`electronic or other impulses' and all that follows through ̀ is attached' and inserting ̀ dialing, routing, 
addressing, or signaling information transmitted by an instrument or facility from which a wire 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is transmitted, provided, however, that such information shall not include 
the contents of any communication'; and (B) by inserting `or process' after `device' each place it 
appears.” 

153 Id. at §216 (c) (3) “TRAP AND TRACE DEVICE- Section 3127(4) of title 18, United States Code, 
is amended--(A) by striking `of an instrument' and all that follows through the semicolon and 
inserting `or other dialing, routing, addressing, and signaling information reasonably likely to 
identify the source of a wire 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provided, however, that such information 
shall not include the contents of any communication;'; and(B) by inserting `or process' after `a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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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程序，可以做為取得「歷史基地台位置資訊」的法律依據，應無疑義。但由於

SCA 僅要求調查人員聲請「法院命令」，顯然較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的「令狀」

來的寬鬆，因此產生的爭議是，倘若用戶對於歷史基地台位置資訊有合理隱私期

待，法院可否直接以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為由拒絕核准法院命令，此外被告

遭到起訴後可否以政府違法無令狀搜索為由主張證據排除。 

其次，就「即時基地台位置資訊」而言，一方面由於該資訊並非歷史性資

訊，所以不適用 SCA，另一方面 ECPA 將通訊內容與非通訊內容做了明確區分，

而即時基地台位置資訊並非屬於通訊內容，所以也不適用 ECPA 第一篇的規定。

154因此，調查人員在 ECPA 的架構下只能依循關於安裝「撥號紀錄器」或「擷取

及追蹤器」攔截用戶的「法院命令」聲請程序。然而，1994 年通過的「通訊協助

執法法案」（Communications Assistance for Law Enforcement Act of 1994，簡稱

CALEA）155，雖然該法允許執法人員憑藉著「法院命令」取得所謂的「電話識別

資訊」（call-identifying information），156亦即「當透過任何設備、設施或電信事業

的服務產生或接收通訊，識別每個通訊來源、方向、終點或終止處的用戶撥號或

訊號資訊」157，但卻明確地排除了「物理位置」（physical location）。158換言之，

當政府獲得安裝撥話紀錄器或擷取及追蹤器的「法院命令」時，CALEA 限縮了

執法人員可取得資訊的範圍，不包括任何可能會揭示用戶物理位置的資訊。159因

此，只能回歸聯邦刑事程序規則第 41 條對於「行動跟踪裝置」的「令狀」聲請

程序處理。 

然而，畢竟行動電話本設計目的並作追蹤使用，因此當調查人員聲請攔截

                                                       
154 蓋行動電話在與基地台建立連結時只會傳遞電話號碼及行動電話 IMEI 碼，而基地台位置資

訊純粹是電信事業的交換設備處理用戶行動電話所發射的無線電波時所產生的一種紀錄，故

非屬於通訊內容無疑。 
155 47 U.S.C. §§ 1001-1010 (1994). 
156 47 U.S.C. § 1002 (a) (2) (1994). 
157 47 USC § 1001 (2) (1994) ” The term ‘call-identifying information’ means dialing or signaling 

information that identifies the origin, direction, destination, or termination of each communication 
generated or received by a subscriber by means of any equipment, facility, or service of a 
telecommunications carrier.” 

158 Id. at § 1002 (a) (2) (B) (1994) “…except that, with regard to information acquired solely pursuant 
to the authority for pen registers and trap and trace devices (as defined in section 3127 of title 18), 
such call-identifying information shall not include any information that may disclose the physical 
location of the subscriber (except to the extent that the location may be determined from the 
telephone number).” 

159 這似乎也意味著，為了取得基地台位置資訊，執法人員的取得標準，應高於以具體且關聯事

實為基礎的「法院命令」。See Briana Schwandt, Is the Government in My Pocket? An Overview 
of Government Location Tracking of Cell Phones under the Federal System and in Montana, 72 
MONT. L. REV. 261, 27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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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基地台位置資訊時，法院所面臨的問題是，ECPA 第一篇所提到的「行動跟

踪裝置」是否涵蓋行動電話在內？若答案是肯定的，依照聯邦刑事程序規則第 41

條，政府在實施攔截行動之前，必須滿足與增修條文第 4 條相同程度的「令狀」

要求。但若答案是否定的，那麼法院將面臨聯邦法規欠缺相應規範的窘境，此時

法院必須回歸憲法的討論，也就是攔截基地台位置資訊是否構成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的搜索？  

有了上述簡單的背景介紹，我們可以清楚知道，雖然即時基地台位置資訊

與歷史基地台位置資訊的差異僅在於時間上，而不是技術上的差異，但卻在聲請

程序上有寬嚴不同程度的限制。但無論如何，關鍵問題始終在於用戶對於其在公

共道路上的位置資訊是否有合理隱私期待。 

第三款   無合理隱私期待的判決 

第一目   United States v. Forest 案 

在 United States v. Forest 案160，被告 Forest 和 Garner 參與一個大型販毒集

團的運作。2001 年 3 月，緝毒局幹員獲得地方法院令狀，開始竊聽被告的手機

通話。5 月 1 日時，幹員聲請延長令狀授權期間，獲得地方法院許可，該令狀進

一步要求要求電信業者向政府揭示關於被告的用戶資訊，收費記錄，和其它與政

府的調查有關的資訊。2001 年 5 月 8 日和 5 月 30 日之間， 緝毒局幹員根據截

獲的通訊內容，獲悉被告即將在 5 月 31 日與毒品運輸人員碰面，於是在 5 月 31

日當日對駕車的被告進行跟蹤。在跟蹤的過程，雖然幹員一度失去被告的行蹤位

置，但幹員在不讓電話響鈴的前提下撥打被告 Garner 的行動電話，並自電信業

者攔截被告行動電話的基地台位置資訊，恢復對被告們的監控。隔天 2001 年 6

月 1 日，當被告與兩名毒品運輸人員在加油站碰面時，幹員立刻上前逮捕被告。

被告 Forest 和 Garner 在 2001 年 11 月 2 日遭到法院定罪後，隨即提起上訴，且

都在上訴審主張政府攔截被告行動電話的「即時基地台位置資訊」，侵害了他們

的 Title III 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的權利。由於緝毒局幹員僅攔截被告 Garner 行

動電話的基地台位置資訊，所以第六巡迴上訴法院僅針對被告 Garner 的主張加

以回應，認為被告的主張無理由。 

首先，關於被告 Garner 認為政府監控即時基地台位置違反 Title III，而要求

                                                       
160 355 F.3d 942 (6th Cir.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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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該項成為證據部分。雖然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基地台位置資訊性質與「通訊內

容」有所差異，而質疑原判決的正確性。161但由於 Title III 只有針對非法攔截有

線或口頭通訊時才規定有證據排除效果，至於非法攔截電子通訊只能獲得刑事制

裁或民事賠償，因此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基地台位置資訊是否屬於電子通訊已經不

是重點。162 

此外，被告 Garner 認為政府在攔截基地台位置資訊時，行動電話即該當於

18 U.S.C. § 3117 的「行動跟蹤裝置」，主張政府所攔截到的資訊不得作為證據使

用。然而，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即便行動電話確實是 18 U.S.C. § 3117 所規定的「行

動跟蹤裝置」，但一來§ 3117 並沒有明文規定違反令狀時應給予證據排除效果，

再加上華盛頓特區巡迴上訴法院在 United States v. Gbemisola 案163也曾經駁回類

似主張，因此巡迴上訴法院最後認為§ 3117 無法單獨作為證據排除的基礎。164  

接著，關於是否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部分，巡迴上訴法院援引最高法

院的 Knotts 案認為，當一個人在公共道路上駕駛，對於自己從一個場所到另一個

場所的行蹤，欠缺合理隱私期待。165而就本案事實，緝毒局幹員攔截被告 Garner

行動電話的基地台位置資訊，目的是為了判斷被告在公共道路上的位置，而這個

位置資訊透過一般人肉眼觀察也能獲取，因此，法院認為被告對於自己的位置資

訊沒有合理隱私期待。166 

被告隨即抗辯 Knotts 案和本案有所不同，因為基地台位置資訊所推衍的位

置資訊是幹員跟蹤所無法得到的；他指出，幹員曾經兩次失去視覺接觸而必須透

過基地台位置資訊才能恢復。167但對於這點，巡迴上訴法院認為，被告所提及的

事實幾乎和 Knotts 案的事實一樣。在 Knotts 案進行跟蹤行動的員警也曾經短暫

失去對被告的視覺接觸，但最高法院已經明白表示，增修條文第 4 條並不禁止執

法人員使用科技來增強他們出生時就被賦予的感官能力。據此，巡迴上訴法院認

為：「雖然緝毒局幹員沒有能力不間斷地保持視覺接觸，但大眾任何人的視覺監

控是有可能的。緝毒局幹員僅是使用基地台位置資訊來強化他們出生時就被賦予

                                                       
161 Id. at 949. 
162 Id.  
163 225 F.3d 753, 758 (D.C.Cir.2000). 
164 355 F.3d at 950. 
165 Id. at 950-51. 
166 Id. at 951. 
167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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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官能力，這點是 Knotts 案所容許的。」168 

最後，被告主張，不論對於個人的位置資訊是否有合理隱私期待，他對於

「基地台位置資訊」本身，有合理隱私期待。169被告表示，他與電信業者的契約

上，並沒有授權可以任意披露他的基地台位置資訊，而且本案與 Smith 案最大的

不同在於，本案是警察主動撥打行動電話而導致行動電話積極地傳遞基地台位置

資訊，因此被告主張其並非自願傳遞相關資訊給任何人，故沒有第三人原則的適

用。170然而，對於被告將位置資訊與行動電話基地台位置資訊明確區分的作法，

巡迴上訴法院則僅以基地台位置資訊是個人位置資訊的替代品作為理由，認為這

種區分在本案沒有實益。171 

第二目   United States v. Skinner 案 

2012 年聯邦最高法院的 Jones 案作出後，第六巡迴上訴法院針對政府攔截

個人即時基地台位置資訊作出了 United States v. Skinner 案172。該案中，緝毒局幹

員在調查上游毒品供應商過程中，意外得知被告 Skinner 是一名負責替毒品供應

商運送毒品。為了聯絡方便，上游供應商給被告一隻門號 6447 的易付卡電話。

在對上游供應商的電話進行合法竊聽過程中，幹員獲悉被告預計在 2006 年 6 月

下旬到 7 月初與上游供應商碰面，進行大批毒品採購作業，並在 2006 年 7 月 13

日從供應商處所啟程運送。於是緝毒局幹員在 7 月 12 日向法院聲請「法院命令」

（court order），據以得向電信業者取得門號 6447 的用戶資料、基地台位置資訊、

GPS 即時位置，並得對該門號進行主動式偵測行為。 

在 7 月 13 日當天，幹員進行竊聽時發現被告已改用門號 6820 的電話，於

是再次向法院聲請「法院命令」，以取得門號 6820 電話的相同資料。在被告開車

運送貨品的過程中，幹員們持續對門號 6820 電話進行主動式偵測，但沒有對被

告進行任何視覺跟蹤。在 7 月 16 日，門號 6820 電話內附的 GPS 功能所提供的

即時位置資訊顯示被告正停留在靠近德州的某個地點。當地的緝毒分局幹員迅速

趕到現場進行盤查，並利用嗅毒犬繞著卡車嗅測。經確認車內有毒品反應後，幹

                                                       
168 Id. (“Although the DEA agents were not able to maintain visual contact with Garner's car at all times, 

visual observation was possible by any member of the public. The DEA simply used the cell-site 
data to “augment the sensory faculties bestowed upon them at birth, which is permissible under 
Knotts.”). 

169 Id.  
170 Id.  
171 Id. (“Here, the cell-site data is simply a proxy for Garner's visually observable location.”). 
172 690 F.3d 772 (6th Cir.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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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進入卡車內搜出大量的大麻，並將被告當場逮捕。最後被告遭到法院以毒品相

關罪名及洗錢罪名定罪，但被告不服上訴認為緝毒幹員主動式偵測行動電話獲取

基地台位置資訊違反增修條文第 4 條，不得作為證據使用。第六巡迴上訴法院則

基於下面理由，認為被告對於基地台位置資訊欠缺合理隱私期待，政府沒有違反

增修條文第 4 條的規定。 

首先，第六巡迴上訴法院強調，用於運送違禁品的工具如果散發出一種可

被追踪的位置訊號，警察當然可以追蹤該訊號，因為法律不能承認罪犯有權依賴

一個工具的不可追查性。173否則警方將不能使用狗追查犯人，因為犯人可能不知

道狗能夠辨識出他的氣味。174接著，第六巡迴上訴法院比較了使用基地台位置資

訊的追蹤方式，與派人尾隨在被告車輛後面的追蹤方式之後，認為兩者所獲取的

資訊並沒有不同，兩者都是被告在公共道路上的行蹤。法院表示：「與 Knotts 案

的情況相類似，被告 Skinner 在停歇於休息站之前是在公共道路上行駛。幹員使

用基地台位置資訊來追查被告 Skinner 的位置時，同樣的資訊也可以被肉眼觀察

到。」175此外，法院還特別強調，新的監控手段雖然可以提高監控效率，但並不

因此導致違憲，其表示：「我們必須允許執法手段隨著技術的變化而進步，以避

免罪犯行為利用新科技脫離司法管制」176、「雖然幹員無法不間斷地維持視覺接

觸，但視覺觀察是大眾成員都做得到的。幹員只是使用基地台位置資訊來強化與

生俱來的感官，這是 Knotts 案所容許的。」177 

被告抗稱本案和 Knotts 案與第六巡迴上訴法院的 Forest 案有所不同，因為

本案的幹員根本沒有試圖進行視覺監控、沒有辨識出他的身分，也對於被告所駕

駛車輛的型號一無所知，因而主張本案幹員使用基地台位置資訊是作為一種視覺

監控的「補足」（supplement），而不是「強化」（augment）。178對此，第六巡迴上

訴法院認為，究竟是利用科技恢復視覺接觸，還是利用科技來決定該從何處開始

                                                       
173 Id. at 777. 
174 Id.  
175 Id. at 778 (“Similar to the circumstances in Knotts, Skinner was traveling on a public road before 

he stopped at a public rest stop. While the cell site information aided the police in determining 
Skinner's location, that same information could have been obtained through visual surveillance.”). 

176 Id. (“Law enforcement tactics must be allowed to advance with technological changes, in order to 
pre-vent criminals from circumventing the justice system.”). 

177  Id. at 778-79 (“Although the DEA agents were not able to maintain visual contact with [the 
defendant's] car at all times, visual observation was possible by any member of the public. The DEA 
agents simply used the cell-site data to ‘augment the sensory faculties bestowed upon them at birth,’ 
which is permissible under Knotts.”). 

178 Id. at 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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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都不是我們分析的關鍵；況且本案緝毒幹員已經知悉被告同夥的身分，只

需要進行簡單的監控就能查知被告的身分；因此，本案的重點在於被告的行蹤可

否被大眾成員觀察到。179 

由於當時聯邦最高法院已經作成 Jones 案，因此本案有一個問題必須加以

解釋，亦即緝毒局幹員進行主動式偵測是否構成物理侵入而產生隱私權侵害。第

六巡迴上訴法院認為本案沒有這個問題，其表示：「沒有物理侵入發生於 Skinner

案。被告 Skinner 為了通訊之用，自己攜帶行動電話。而該行動電話內裝有可追

查電話本身位置的衛星定位裝置。」180最後，Alito 大法官在 Jones 案的協同意見

中，曾經表達對於全面性的監控的擔憂。對於這項擔憂，因為相較於 Jones 案長

達 28 天不間斷地追蹤，本案的緝毒局幹員僅追蹤被告 3 天，所以第六巡迴上訴

法院認為在本案並沒有全面性監控的問題。181 

應注意的是，巡迴上訴法院的 Donald 法官在本案的部分協同意見書 

（concurring in part and concurring in the judgment）中表示，其不贊成多數意見理

由欄中關於被告欠缺合理隱私期待的判斷。在他看來，政府攔截基地台位置資訊

的行為已構成憲增修條文第 4 條的搜索，因此有必要事先取得基於相當理由的令

狀，或者滿足令狀例外。但是，一方面緝毒局幹員有相當理由進行搜索行動，另

一方面考量了「善意例外」（the good faith exception），Donald 法官最後仍然同意

多數意見的結論，認為無證據排除法則的適用。182 

就合理隱私期待的判斷而言，Donald 法官批評多數意見，認為被告是否將

行動電話當作犯罪工具不應該是影響合理隱私期待判斷的因素。183雖然法院曾經

做出拒絕承認藏匿毒品或違禁品有合理隱私期待的判決，但 Donald 法官強調行

動電話並不是毒品也不是違禁品，使用行動電話也不違法，與以往先例有別。184 

對於多數意見以同樣資訊能夠被大眾肉眼觀測為由，而認定個人對無基地

台位置資訊欠缺合理隱私期待，Donald 法官則認為本案的情形不同於 Knotts 案

以及 Forest 案，因為本案中的被告身分尚未遭到緝毒局幹員辨識，也尚未開始進

                                                       
179 Id.  
180 Id. at 780 (“No such physical intrusion occurred in Skinner's case. Skinner himself obtained the cell 

phone for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and that phone included the GPS technology used to track 
the phone's whereabouts.”). 

181 Id.  
182 Id. at 786-88 (Donald, J., concurring in part and concurring in the judgment). 
183 Id. at 784-85. 
184 Id. at 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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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視覺監控。185由於緝毒局並不知道被告的身份、所駕駛車輛的具體品牌和型號、

被告即將前往的目的或特定的路線。緝毒局幹員若沒有從被告行動電話所傳遞的

GPS 位置資訊，根本沒有辦法猜得任何訊息，因此，Donald 法官認為本案的侵

害手段不能僅僅被認為是用來「增強他們出生時就被賦予的感官能力」。186 

第三目   United States v. Graham 案 

在 United States v. Graham 案187中，在 2011 年 2 月 5 日下午馬里蘭州巴爾

的摩市漢堡王餐廳和麥當勞餐廳接續發生劫案。根據目擊者描述，強盜搭上接應

的車輛逃走。目擊者表示，強匪穿著一件紅色、灰色，和黑色間隔的夾克，且離

開餐廳即搭上由接應的人所駕駛的深灰色的福特 F-150 貨車逃走。麥當勞的搶劫

後約 10 分鐘後，被告們在車上遭到逮捕，被告 Graham 穿著外套符合證人的描

述，警方並在從被告的車輛上找到槍枝和現金。被告 Graham 以及 Jordan 在偵訊

過程中，提供了他們的行動電話號碼給調查人員。 

警方懷疑被告們除了這兩起搶案外，還另外涉嫌犯下稍早多起搶劫案，於

是在 2011 年 3 月 25 日依照 SCA，向法院聲請法院命令（court order）。在聲請書

上，警方希望法院授權向電信業者取得 2010 年 8 月 10 日到 15 日、2010 年 9 月

18 日到 20 日、2011 年 1 月 21 日到 23 日以及 2011 年 2 月 4 日到 5 日被告行動

電話的基地台辨識碼及位置。法官 Gauvey 適用了 SCA 的標準並做出事實判斷，

認為政府提供了具體和相關的事實，顯示有合理的理由相信這些記錄和其他資料

對正在進行的刑事調查具有重要性以及相關性，因此同意政府的聲請。 

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後，警方陸陸續續獲知被告還涉嫌其他額外的搶案，

但由於政府第一次聲請的法院命令無法包含這些時間點的基地台位置資訊，於是

再次向法院聲請 2010 年 7 月 1 日至 2011 年 2 月 6 日時段的基地台位置資訊。而

法院再次依照 SCA 所規定的標準，在 2011 年 7 月 15 日批准了聲請。最後被告

們被以犯下數起搶劫案，包括位於上述漢堡王以及麥當勞餐廳搶劫案，而遭到起

訴。政府僅根據 SCA 聲請取得法院命令，而不是根據標準較高的「相當理由」

作為基礎所發的令狀（warrant），被告因而抗稱，從取得行動電話基地台位置資

訊的時間長度觀察已經構成其合理隱私期待的侵害，因此警方必須事先取得以

                                                       
185 Id. at 786. 
186 Id.  
187 846 F.Supp.2d 384 (D.Md.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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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理由」為基礎的令狀，始能合憲。188 

馬里蘭地方法院經過以往判決的分析後發現：有些法院基本上認為如果政

府請求的是一個離散的、期間相對較短的基地台位置資訊，就不涉及憲法增修條

文第 4 條；但大多數法院認為，只須符合 SCA 的要求，就不涉及增修條文第 4

條。189前者主要是援引哥倫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在 Maynard 案所提出的「馬賽

克理論」；而後者則是援用聯邦最高法院歷年包括 Miller 案、Smith 案所強調的

「第三人原則」。 

地方法院認為，從最高法院歷年判決的發展趨勢觀察，第三人原則已經從

Miller 案的存款交易紀錄，以及 Smith 案的撥號紀錄，逐漸擴張到各種諸如信用

卡帳單、電量紀錄、汽車旅館登記的記錄、僱傭紀錄等，各種個人自願提供給第

三人的資料。190因此，地方法院認為，被告對於自願提供給電信業者供日常業務

流程使用的基地台位置資訊，欠缺合理隱私期待。191雖然有人會主張電信用戶根

本不知道行動電話的實際運作情況，但從最高法院在 Smith 案中認為電信用戶知

道其所撥打的電話號碼會傳遞給電信業者的例子，以及涉案電信業者已經在其隱

私政策（privacy policy）中明確表明將蒐集用戶的基地台位置資訊，因此，地方

法院認為，被告在使用行動電話時，是自願將基地台位置資訊傳遞給電信業者的，

有第三人原則的適用。192地方法院也發現，主張馬賽克理論的紐約東部地方法院，

並沒有因此而否認第三人原則的適用，其只是擔心紀錄的大量累積而揭示個人生

活圖像，因而主張構成第三人原則的例外。193 

但本案警方分別取得了第一次共計 14 天、第二次共計 221 天的基地台位置

資訊，是否應該適用「馬賽克理論」？關於這點，地方法院基於下面理由拒絕適

用馬賽克理論。首先，地方法院認為馬賽克理論的標準並不清楚，194事實上支持

馬賽克理論的 Alito 大法官也不清楚具體臨界點，而只能含糊表示：「由於標準底

線肯定落在 4 個禮拜之前，所以我們不需要經過精確分析就可以認定本案構成搜

                                                       
188 更具體地，被告辯稱，地方法官 Gauvey 的 2011 年 3 月 25 日調卷令，授權警方調取共計 14

天的行動電話基地台位置資訊，而在 2011 年 7 月 15 日調卷令，更是授權警方調取共計 221
天的同類資訊，已違反被告的合理隱私期待。Id. at 387. 

189 Id. at 388-89. 
190 Id. at 399. 
191 Id.  
192 Id. at 401. 
193 Id.  
19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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索。其他案子可能出現判斷上的困難。但對於監控的時間長度是否已經構成增修

條文第 4 條的搜索存在著不確定性時，警方也許就會聲請令狀了。」195其次，地

方法院認為如果承認資料的累積會侵害合理隱私期待，那麼所有原本不構成隱私

權侵害的調查行為，都會在未來的某一天質變，這將對於執法人員造成莫大困難。

196由於馬賽克理論適用上的疑慮，地方法院認為立法者比法院更有能力處理歷史

基地台位置紀錄的累積所產生的隱私權問題，而法院應該採取相對溫和的態度，

直到科技發展穩定。197此外，雖然 Sotomayor 大法官在 Jones 案的協同意見書認

為，有必要檢討第三人原則，然而地方法院認為，在最高法院變動見解以前，自

願提供資訊給第三人仍應認為無合理隱私期待。198 

第四目   United States v. Ruby 案 

United States v. Ruby 案199，警方在調查從 2012 年 1 月 17 日至 2012 年 2 月

28 日發生一系列銀行搶劫案。 在調查過程中，警察通知各地執法人員協助尋找

一輛栗色的 Chevrolet Silverado。2012 年 3 月 1 日，San Diego 警察局的探員意外

發現一輛貨卡車與通知上的描述相符。進一步調查後發現，該輛車所有人為被告

Spiros Romensas，而且有消息指出其與被告 Steve Ruby 在 A–American Storage 有

一個儲藏箱。2012 年 3 月 29 日，檢察官提出「與進行中的犯罪偵查有重要且相

關的事實」獲得法院命令，據以向被告的行動電話通訊服務提供業者取得 2012

年 1 月 1 日到 2012 年 3 月 31 日的基地台位置紀錄。不久後，被告 Ruby 因涉嫌

一連串的銀行搶劫案而遭到起訴。 

被告在審判程序中，主張政府所獲得的法院命令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

蓋政府所取得的基地台位置資訊能夠追蹤到用戶的行蹤，而且追蹤期間是從

2012 年 1 月 1 日到 2012 年 3 月 31 日，性質上已構成長期追蹤，必須有「相當

理由」作為核發令狀的基礎。相反的，政府主張其所取得的歷史基地台位置記錄

是供應商的業務記錄，並不受到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的保障。聯邦法院認為，本

                                                       
195 132 S.Ct. at 964 (“We need not identify with precision the point at which the tracking of this vehicle 

became a search, for the line was surely crossed before the 4–week mark. Other cases may present 
more difficult questions. But where uncertainty exists with respect to whether a certain period of 
GPS surveillance is long enough to constitute a Fourth Amendment search, the police may always 
seek a warrant.”). 

196 846 F.Supp.2d at 402. 
197 Id.  
198 Id. at 403. 
199 2013 WL 544888 (S.D.Cal. Feb. 1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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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關鍵在於，個人對於行動電話的歷史基地台位置資訊是否有合理隱私期待。

200 

首先，法院簡單介紹了聯邦最高法院的 Miller 案以及 Smith 案。從這兩則判

決顯示出，不論是銀行存款戶交易紀錄還是電話用戶所撥打的電話號碼，都是用

戶自願傳遞給銀行或電信事業的資訊且該資訊在日常業務流程中會暴露給事業

的員工知悉。據此，聯邦最高法院已經明確表示，即使該資訊是為了有限目的且

當事人間存有信賴關係，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不限制政府自第三人取得資訊，而

個人對於自願傳遞給第三人的資訊欠缺合理隱私期待。201其次，法院認為，本案

中政府所取得的歷史基地台位置記錄是由電信事業所製造、持有的資訊，而這類

資訊，國會早已經立法制定「與進行中的犯罪偵查有重要且相關的事實」標準。

202由於本案政府所要取得的歷史基地台位置資訊是被告自願傳達信息給行動電

話服務提供業者的資訊，法院認為被告本來就沒有合理隱私期待，再加上政府也

已經在聲請程序中提出「與進行中的犯罪偵查有重要且相關的事實」，因此，最

後法院認定政府所取得的歷史基地台位置資訊沒有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203 

第五目   United States v. Wilson 案 

United States v. Wilson 案204中，被告主張政府所取得的歷史基地台位置資訊

違反增修條文第 4 條，不得作為證據使用。具體言之，被告認為倘若政府想要取

得用其姓名註冊的行動電話歷史基地台位置資訊，必須憑藉著基於相當理由的令

狀，至於政府僅提出 SCA 中標準較低的「與進行中的犯罪偵查有重要且相關的

事實」，被告認為並不合理。關於被告的主張，法院雖然認為被告對於該資訊欠

缺所有權、持有權或使用權因而欠缺訴權，但仍然認為取得歷史基地台位置資訊

不涉及增修條文第 4 條。 

                                                       
200 Id. at 5. 
201 Id. at 5-6. 
202 18 U.S.C. § 2703(d) (2009) ” A court order for disclosure under subsection (b) or (c) may be issued 

by any court that is a court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and shall issue only if the governmental entity 
offers specific and articulable facts showing that there are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the 
contents of a wire 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or the records or other information sought, are 
relevant and material to an ongoing criminal investigation. In the case of a State governmental 
authority, such a court order shall not issue if prohibited by the law of such State. A court issuing an 
order pursuant to this section, on a motion made promptly by the service provider, may quash or 
modify such order, if the information or records requested are unusually voluminous in nature or 
compliance with such order otherwise would cause an undue burden on such provider.” 

203 2013 WL 544888, at *6 (S.D.Cal. Feb. 12, 2013). 
204 2013 WL 1129199 (N.D.Ga. Feb. 20,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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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注意到，雖然政府試圖取得聲請日 2010 年 2 月 8 日之前 21 天的所有

基地位置，但最後只被允許取得通話過程中的基地台位置資訊，並不包括當行動

電話電源開啟時與多重基地台同步的資訊。205因為這項侷限，政府無法查明在手

機使用中的任何特定時間的確切位置，也無法精確地監控隨著時間推移的手機位

置；政府最多只可以判斷行動電話是否位於某特定的基地台 120 度方向距離至少

一英里的扇形區域。206此外，政府所取得的命令，也僅授權取得由電信業者占有、

支配或控制的資訊或紀錄，而並非即時資訊。207 

而就政府所取得的資訊性質觀察，顯然是用戶自願傳遞給電信事業知悉的

資訊，因此法院援引 Smith 案的「第三人原則」，以及馬里蘭地方法院所做出的

Graham 案，認為用戶對於這種從第三方（亦即電信事業）在其日常業務流程中

所保有的歷史基地台位置資訊，欠缺合理隱私期待。208當然，本案法院也注意到，

即使有第三人原則適用，但還是有其他法院判決提出新觀點，認為「累積」的基

地台位置資訊仍會涉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對於這項源自於哥倫比亞特區巡迴

上訴法院的 Maynard 案所提出的「馬賽克理論」，雖然法院並沒有明確表態是否

支持這項理論，但就本案的事實觀察，法院認為短暫的 21 天記錄應該不至於產

生這種累積效應。209基於上述原因，法院認為本案相對短期的歷史基地台位置資

訊是在日常業務流程中所保持的業務記錄，而且此資訊源自於用戶撥打或接到一

通電話時所自願提供給電信事業的資訊，故被告對該資訊欠缺合理私隱期待。210 

第四款   有條件擴大隱私保護範圍的判決 

第一目   In re Application for Pen Register and Trap/Trace Device with Cell 

Site Location Authority 案211 

作為正在進行的刑事調查的一部分，政府向法院聲請簽發「法院命令」，以

取得一家行動電話公司所保存的特定客戶手機使用紀錄。其所取得的記錄是會揭

示該用戶物理位置的「基地台位置資訊」。法院在核准了部分的聲請，允許政府

                                                       
205 Id. at 6. 
206 Id.  
207 Id.  
208 Id. at 6-7. 
209 Id. at 7 (“In this case, the records that the government relies upon are limited in time frame to twenty-

one days prior to issuance of the order—a relatively short time frame for “cumulation” to occur, 
even if the cumulative effect made a difference.”). 

210 Id.  
211 396 F.Supp.2d 747 (S.D.Tex.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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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使用收發話記錄器，並取得該客戶歷史基地台位置資訊，但法院反對政府憑

藉法院命令授權而攔截「即時性基地台位置資訊」。 

雖然這次聲請程序的主要爭點在於，政府必須滿足什麼樣的法律標準，以

獲取即時性的基地台位置資訊。更具體地說，即時基地台位置資訊的取得，究竟

只是另一種「用戶或顧客所屬紀錄或其他資訊」，而需要獲得基於「與進行中的

犯罪偵查有重要且相關的事實」所核發的法院命令？還是需要符合更嚴格的標準，

例如依照聯邦刑事程序規則第 41 條提出「相當理由」來聲請令狀？本案法院認

為，當政府攔截即時基地台位置資訊時，電信用戶的行動電話就屬於 18 U.S.C. § 

3117 所規定的「行動跟蹤裝置」，而需要依照聯邦刑事程序規則第 41 條提出「相

當理由」來聲請令狀。 

首先，本案法院認為 18 U.S.C. § 3117 對「行動跟蹤裝置」的定義相當寬廣，

一來，該法並沒有將「行動跟蹤裝置」限縮在原始設計目的就是用來追蹤的裝置；

二來，該法也沒有限制特定裝置不能同時擁有追蹤以外的功能；三來，該法也沒

有要求必須符合一定的精準度。212雖然政府擔心過於寬廣的認定將使得所有能夠

揭示使用者位置的裝置，例如信用卡、網路等，都視為該條的跟蹤裝置。但法院

認為信用卡只能夠判斷特定時點的位置，但行動電話能夠持續性地即時追蹤用戶

位置，因此後者當然屬於該法所稱的「行動跟蹤裝置」。 

又政府強調最高法院已經在 Smith 案基於第三人原則而認定行動電話用戶

對於基地台位置資訊欠缺合理隱私期待，故舉輕以明重，主張這類資訊的取得不

需要滿足嚴格的「相當理由」（probable cause）標準。213對於政府的這項主張，

法院基於下面兩個理由，認為本案不可援用第三人原則。首先，法院認為用戶基

地台位置資訊是系統自動產生的，並非用戶自願傳遞的，因此沒有第三人原則的

適用，其表示：「不像撥打的電話號碼，基地台位置資訊並非行動電話用戶自願

傳遞給電話公司。如我們觀察，它是在登錄過程中自動傳遞，完全獨立於用戶的

輸入、控制或認識。甚至在有時候，如同在 Forest 案，基地台位置資訊是執法人

員撥打特定號碼所觸發的。」214其次，法院認為，這項隱私利益的基礎在於 1999

                                                       
212 Id. at 753. 
213 Id. at 756. 
214 Id. at 756-57 (“Unlike dialed telephone numbers, cell site data is not ‘voluntarily conveyed’ by the 

user to the phone company. As we have seen, it is transmitted automatically during the registration 
process, entirely independent of the user's input, control, or knowledge. Sometimes, as in Forest, 
cell site data is triggered by law enforcement's dialing of the particular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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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通過的「無線通訊及隱私安全法案」（Wireless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Safety 

Act）。215這項立法授權政府為無線手機用戶部署全國性 911 緊急服務，其中為了

擴張隱私權保護範圍，以涵蓋手機用戶的位置資訊，該法案第 5 條修訂了「電信

法」（Telecommunications Act）。216因此，若欠缺用戶同意，用戶位置資訊只能在

危急情況下被使用或暴露。也因此，法院認為：「根據這項法規，行動電話用戶

對於他的手機位置資訊非常可能有客觀合理隱私期待。」217 

第二目   In re U.S. for Historical Cell Site Data 案218 

政府根據儲存通訊法案（Stored Communications Act，簡稱 SCA），對於三

個獨立的刑事案件聲請法院命令，迫使電信事業向政府提供特定行動電話用戶過

去 2 個月的行動電話基地台位置資訊。但法院認為行動電話用戶對於基地台位置

資訊有合理隱私期待，政府應該在滿足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的「相當理由」前提

下聲請令狀，而非依照標準較寬鬆的 SCA 聲請法院命令，故駁回政府的聲請。 

判決一開始，法院分析了行動電話的兩個主要定位技術：GPS 以及網絡基

礎（network-based）219定位技術。就 GPS 而言，法院認為雖然有精確的優點，但

也存在三個缺點，分別包括：第一，並不適用於所有型號的行動電話，因為 GPS

仰賴行動電話內的衛星訊號接收器，倘若行動電話沒有裝設接收器，行動電話將

無法利用 GPS 技術來定位；第二，由於 GPS 仰賴大氣層衛星所發射的無線電波

訊號，故 GPS 只能在戶外使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行動電話使用者可以

自由決定是否要開啟 GPS。220 

相對於 GPS 的缺失，法院認為網絡基礎定位技術有三個特點讓其更具優勢。

第一，網絡基礎定位技術是主要是仰賴行動電話與基地台的連線，不需要行動電

                                                       
215 Id. at 757. 
216 詳言之，現有法規已經要求電信事業必須確保「客戶專有的網絡資訊」(customer proprietary 

network information）的秘密性，其中所謂的客戶專有的網絡資訊也包括「用戶的位置」。47 
U.S.C. § 222 (f) (2008) “For purposes of subsection (c)(1), without the express prior authorization 
of the customer, a customer shall not be considered to have approved the use or disclosure of or 
access to— (1) call location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user of a commercial mobile service ... or 
the user of an IP-enabled voice service ..., other than in accordance with subsection (d)(4) of this 
section ....” 

217 396 F.Supp.2d at 757 (“Based on this statute, a cell phone user may very well have an objectively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in his call location information.”). 

218 747 F.Supp.2d 827 (S.D.Tex. 2010). 
219 即所謂的基地台位置(cell-site)。 
220 Id. at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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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裝置本身以外其他特殊設備幫助。221第二，隨著民眾對通訊服務需求提高，基

地台的裝置位置越來越稠密，甚至在室內裝設微型基地台，這不僅會提升網絡基

礎定位技術的精準度，也突破了地理的侷限，可廣泛適用於戶外與室內。222第三，

網路基礎定位所仰賴的基地台位置資訊，不僅限於當用戶撥收電話時會傳遞，行

動電話定期與基地台進行所謂的登錄程序時，系統也會自動將基地台位置資訊傳

遞出去。223 

鑒於網絡基礎定位技術的上述特性，法院認為政府所聲請的內容勢必會揭

示非公眾場所、包括住家內部等受憲法保護領域的資訊。224法院認為無令狀利用

網絡基礎定位技術會蒐集用戶在住家內部的生活細節，就如同最高法院在 Karo

案所宣示的情況一樣，應受到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的保護，法院表示：「長達兩

個月，一個典型的用戶無可避免地會有幾十或數百通電話和簡訊從家裡、辦公室

或其他地方發送到外面。這些來電和簡訊將產生的以網絡為基礎的位置資訊，且

大部分與 GPS 一樣精準。即使沒有來電和簡訊，行動電話在特定時點位於住家

內部的行蹤，也會透過自動登錄而傳遞出去。而這恰好是 Karo 案所要保護的資

訊類型；…」。225 

其次，雖然法院沒有明確採取 Maynard 案的馬賽克理論，但還是將本案與

Maynard 案的判決相比較並作為強化裁判基礎。其認為本案政府聲請調閱長達兩

個月的基地台位置資訊，如同電視實境秀一樣，連續透露出特定用戶兩個月內的

的所有（包括室內）行蹤、活動，和社群等細節，其侵害程度遠勝過只有使用衛

星定位追蹤器監控被告 28 天戶外行蹤的 Maynard 案。226雖然有人會質疑，歷史

基地台位置紀錄和 Maynard 案的即時位置資訊，在性質上有所不同。但法院認為

                                                       
221 Id. (“13. For network-based location, the position of the phone is calculated by the network based 

on data collected and analyzed at the cell site receiving the phone's signals, without explicit 
assistance from the user or his handset.”). 

222 Id. at 833. 
223 Id. at 831 (“Cell phones periodically identify themselves to a nearby base station as they move about 

the coverage area, a process called ‘registration.’ The registration process is automatic, and occurs 
whenever the phone is on, without the user's input or control. The registration signal is carried over 
a channel separate from the channel used to carry the call itself.”). 

224 Id. at 835. 
225 Id. at 836-37 (“Over the course of two months, it is inevitable that dozens if not hundreds of calls 

and text messages of a typical user will be sent from home, office, or other place out of public view. 
Each of these calls and messages will generate network-based location information, much of it as 
precise as GPS data. FN66 Even if no calls or texts were ever made, the phone's presence within the 
home at a given time would likely be revealed by the automatic registration process. This is precisely 
the type of information that Karo held subject to Fourth Amendment protection; ...”). 

226 Id. at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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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差異對判決結果而言，並不構成任何影響，因為究竟是過去 60 天的基地台

位置資訊，還是未來 60 天的基地台位置資訊，對侵害程度而言都是相同的。227 

由於本案政府所取得的歷史基地台位置資訊是由第三人所持有，因此，故

難免會產生是否應適用「第三人原則」的問題。但除了本案的侵害性遠較 Maynard

案來的高之外，法院基於下面兩個理由，認為本案不應適用第三人原則。首先，

法院認為，行動電話位置資訊雖然是產生於電信事業日常業務流程，但卻不是一

個完全可由企業任意處理、利用的業務紀錄。228因為「無線通訊及隱私安全法案」

已明文限制電信事業任意使用或揭露用戶的位置資訊。雖然法律並沒有明文禁止

執法人員取得用戶的位置資訊，但法院認為，國會的立法毫無疑問地會影響合理

隱私期待的判斷。229 

其次，法院也認為用戶在行動電話向基地台登錄的過程中並非自願提供資

訊。因為政府在聲請書上已經明確表示，其所要調閱的資訊，包括，「當用戶的

的行動電話在接撥電話時，或處於閒置狀態時的基地台/扇區資訊」；230換言之，

本案政府所希望取得的不僅在電話通訊的的開始和結束所傳遞的，還包括當行動

電話在通訊網絡進行登錄所傳遞的基地台位置資訊。231然而，基地台位置資訊與

Miller 案的銀行記錄以及 Smith 案的收發話紀錄，在性質上有所差異，因為基地

台位置資訊完全是系統自行生產的，根本不是普通的用戶可以察覺的到的。法院

表示：「當用戶打開手機，並打電話，並不需要輸入自己的郵遞編碼、區號，或

其他位置標誌，因此按下電話號碼並不會透露自己的位置。基地台位置資訊是由

網絡系統自動生成，然後透過不可見的無線電信號傳遞到電信服務供應者，而不

是透過人力傳遞。因此，相較於資訊是毫無疑問地自被告傳達給第三方的 Miller

案或 Smith 案，不同之處在於，本案的行動通訊用戶可能完全沒有意識到他的位

置會暴露給任何人知悉。」232而這種無意識的傳遞與第三人原則的風險理論假設

                                                       
227 Id. at 839 (“The temporal distinction between prospective and historical location tracking is not 

compelling, because the degree of invasiveness is the same, whether the tracking covers the previous 
60 days or the next.”). 

228 Id. at 841. 
229 747 F.Supp.2d at 842. 
230 Id. at 841 (“the cell-site/sectors used by the mobile telephone to obtain service for a call or when in 

an idle state.”). 
231 Id.  
232 Id. at 844 (“Unlike the bank records in Miller or the phone numbers dialed in Smith, cell site data is 

neither tangible nor visible to a cell phone user. When a user turns on the phone and makes a call, 
she is not required to enter her own zip code, area code, or other location identifier. None of the 
digits pressed reveal her own location. Cell site data i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by the network, 
conveyed to the provider not by human hands, but by invisible radio signal. Thus, unlike in M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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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不符，因此法院認為本案沒有第三人原則的適用，法院表示：「Miller 案和

Smith 案所信奉的風險理論假設必然要求一個明知或自願披露的行為；但本案聲

請人沒有引用任何案件（法院已查明沒有）支持在無意中所透露出的資訊不受增

修條文第 4 條的保護。」233最後，即便有些精明的用戶明確知道基地台位置資訊

會自動傳遞給電信事業，但因為已經有法律明確要求電信事業應確保該資訊的安

全，並不得任意對外洩漏。因此，法院認為：「消費者不會被迫犧牲位置隱私，

以作為使用手機的代價。」234 

綜上，一方面而言，取得長達兩個月的行動電話基地台位置資訊勢必會侵

害傳統憲法所保障的住家，固屬以往隱私權保障的範圍。另一方面，法律對行動

電話用戶的位置資訊已有明文加以保護，而且普通用戶在主觀上對於行動電話自

動傳遞基地台位置資訊的事實亦欠缺認識，故可認為沒有第三人原則的適用。因

此，法院認為用戶對於基地台位置資訊，應有合理隱私期待，而受憲法增修條文

第 4 條的保護。 

第三目   In re U.S. for an Order Authorizing the Release of Historical Cell-

Site Information 案235 

2010 年 12 月 22 日，在秘密聲請程序中，政府要求法庭根據 SCA 核發法院

命令，以取得自 2010 年 9 月 1 日到法院核發法院命令為止（至少 113 天），特定

目標行動電話在該期間內所有的通話或簡訊傳輸開始和結束時點的基地台位置

紀錄。2010 年 12 月 23 日，法院以若允許將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為由，駁

回了政府的聲請。236由於聲請遭到駁回，政府遂於 2011 年 1 月 11 日向紐約州東

區地方法院重新聲請。雖然地方法院曾經核准過類似的聲請，但鑑於最近增修條

文第 4 條的新發展，地方法院認為有必要重新思索此聲請程序的合憲性。237 

                                                       
or Smith, where the information at issue was unquestionably conveyed by the defendant to a third 
party, a cell phone user may well have no reason to suspect that her location was exposed to 
anyone.”). 

233 Id. (“The assumption of risk theory espoused by Miller and Smith necessarily entails a knowing or 
voluntary act of disclosure; the Government has cited no case (and the court has found none) where 
un-knowing, inadvertent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by a defendant thereby precluded Fourth 
Amendment protection of that information.”). 

234 Id. at 845 (“Thus, consumers are not forced to sacrifice locational privacy as the price of using cell 
phones.”). 

235 809 F.Supp.2d 113 (E.D.N.Y. 2011). 
236 In re Application of United States for an Order Authorizing the Release of Historical Cell–Site 

Information, 736 F.Supp.2d 578 (E.D.N.Y. 2010). 
237 809 F.Supp.2d at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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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地方法院爬梳以往關於使用電子設備蒐集個人位置資訊的案例後，

發現使用電子監控一個人在公共道路上位置，除非是針對住家內部，否則以往都

不被認為會構成增修條文第 4 條的搜索，但這種寬廣的解讀，最近遭到哥倫比亞

特區巡迴上訴法院的 Maynard 案的挑戰。238因為 Maynard 案認為長期監控和短

期監控，有兩個重要差異：1. 長期的行蹤實際上並沒有暴露於眾、2. 整體行蹤

將揭示更多的資訊。239 

其次，地方法院檢討以往的第三人原則在實務的發展，認為 Smith 案的電話

撥號紀錄與本案的基地台位置資訊，兩者在事實面上其實沒有太大差異。換言之，

當用戶將行動電話的電源開啟，或者撥打和接聽電話或收發簡訊時，個人是自願

將他的行動電話位置傳遞給第三人（他的電信服務提供者），也因此許多法院會

認為行動電話用戶對於他們的基地台位置紀錄欠缺合理隱私期待。240 

接著，地方法院檢討部分判決對於第三人原則的批評，發現理由往往不夠

充裕。有些法院認為行動電話用戶對於位置資訊會傳遞給電信業者並不知情或欠

缺認識，因此主張沒有第三人原則的適用。241對於這項說詞，地方法院覺得「這

個定義太依賴一個值得懷疑的命題，就是行動電話用戶對於蜂窩技術欠缺理解能

力。然而，公眾對於基地台位置記錄存在的無知，不可能長期維持。」242此外，

有些法院會強調撥話號碼和基地台位置記錄之間在技術上有所區別，前者是用戶

自己輸入傳遞的，後者是網絡系統自動生成。243地方法院對於這種技術上的區別

實益感到懷疑，其認為：「沒有判例的曾經支持這樣的結論：撥打一個電話號碼

和傳遞基地台位置記錄之間的任何輕微的技術區別在憲法是重要的。雖然在技術

上行動電話用戶並沒有傳達自己的位置，但他們確實自願傳遞他們的行動電話信

號給基地台，並暴露該資訊給在日常業務流程中的行動電話服務提供商設備。」

244 

                                                       
238 Id. at 116.  
239 Id. at 118. 
240 Id. at 121. 
241  In re Applic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an Order Directing a Provider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Service to Disclose Records to the Government, 620 F.3d 304, 317–18 (3d 
Cir.2010). 

242 809 F.Supp.2d at 121 (“This definition relies too heavily on cell-phone users remaining unaware of 
the capacities of cellular technology, a doubtful proposition in the first place. Public ignorance as to 
the existence of cell-site-location records, however, cannot long be maintained.”). 

243  In re Applic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Historical Cell Site Data, 747 F.Supp.2d 827, 844 
(S.D.Tex.2010). 

244 809 F.Supp.2d at 122 (“Nothing in the case law, however, supports the conclusion that any minor 
techn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dialing a phone number and the conveyance of cell-site-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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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地方法院得到一個暫時性結論，認為「如果本案沒有第三人原則的例

外存在時，那麼行動電話用戶選擇隨身攜帶、開啟電源、撥打和接收通訊已主動

暴露他的位置資訊給第三人知悉，而根據第三人暴露原則，這樣的暴露會削減合

理的隱私期待。」245然而，本案是否存有所謂的「第三人原則的例外」？地方法

院持肯認態度，認為「累積的基地台位置資訊」就是一種「第三人原則的例外」。

246 

地方法院分析最高法院和上訴法院判決後發現，實務上的第三人原則並不

是絕對的標準而有例外存在。法院列舉了幾則判決，例如在 Ex parte Jackson 案

中寄件人將信件交給郵差，雖然信封外部的資訊是不受保護，但最高法院認為封

緘的信件內容仍然受到隱私權保護。247又例如在 Smith 案中，最高法院也認為撥

號紀錄與通話內容有所差異，認為後者有第三人原則的適用。248在 United States 

v. Forrester 案中，第九巡迴上訴法院認為被告傳遞給 ISP 業者知悉的電子郵件位

址、IP 位置，欠缺合理隱私期待，但所傳遞的郵件內容或者網路搜尋內容，則受

到隱私權保障。249換言之，從這幾則案例來看，第三人原則並不一定在所有情況

下都會削減個人的合理隱私期待，至少存有一項「內容例外」（content exception）。

250 

雖然以往實務習慣將內容資訊與其他型態的資訊相區隔，但地方法院認為

這種區分對於增修條文第 4 條的判斷實益不大，問題的關鍵還是在於社會是否將

該資訊評價為具有私密性質的資訊。251據此，地方法院基於下面兩個理由，認為

「累積的基地台位置資訊」應足以構成第三人原則的例外而受隱私權保障。首先，

本案的被告將基地台位置資訊傳遞給電信事業，其只是一個協助通訊流通的中介

                                                       
records on a cell phone is constitutionally significant. While cell-phone users do not technically 
convey their location, they do voluntarily convey their cell-phone signal to the cell towers, and 
expose that information to cell-phone service provider's equipment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 

245 Id. (“Thus, if no exception to the third-party-disclosure doctrine applies to the present case, then the 
court would conclude that the cell-phone user, by choosing to carry, turn on, and make and receive 
communications from a cell phone voluntarily discloses information about his location to a third 
party. Under the third-party-disclosure doctrine, such a disclosure would eliminate 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246 Id.  
247 96 U.S. 727, 732–33 (1877). 
248 442 U.S. 735, 741 (1979). 
249 512 F.3d 500, 509–12 (9th Cir.2008). 
250 809 F.Supp.2d at 123. 
251 Id. at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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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252其次，根據哥倫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的 Maynard 案所提出的「馬賽克

理論」，地方法院認為累積的基地台位置記錄應如同內容資訊一樣，屬於第三人

原則的例外。253 

第五款   小結 

目前聯邦最高法院尚未針對基地台位置資訊的攔截或取得作成判決，但下

級法院自 2004 年 Forest 案以來已針對這個問題表達了許多意見。部分法院的態

度，或受到 Knotts 案的影響，或受到 Smith 案的第三人原則的影響，堅持認為行

動電話用戶在公共道路上的基地台位置資訊欠缺合理隱私期待。 

在 Forest 案中，第六巡迴上訴法院即援引了最高法院的 Knotts 案，認為當

一個人在公共道路上駕駛，對於自己從一個場所到另一個場所的行蹤，欠缺合理

隱私期待；並同時強調增修條文第 4 條不禁止執法人員使用科技來增強他們出生

時就被賦予的感官能力。第六巡迴上訴法院在 2012 年的 Skinner 案重申相同的

見解，且進一步地認為，即便調查人員至始至終都未曾進行肉眼跟蹤而全程攔截

基地台位置資訊，仍舊不影響判決結果，因為分析重點在於被告的行蹤可否被大

眾成員觀察到。值得注意的是，不論是 Skinner 案被告還是該案中 Donald 法官的

部分協同意見書都認為，調查人員至始至終都未曾進行肉眼跟蹤而全程攔截基地

台位置資訊已經不能僅認作是一種「增強他們出生時就被賦予的感官能力」的工

具。 

至於馬里蘭地方法院在 2012 年的 Graham 案，則是援引了 Smith 案的第三

人原則，強調被告對於自願提供給電信業者供日常業務流程使用的基地台位置資

訊欠缺合理隱私期待。而在 2013 年南加州及喬治亞州北區地方法院所作成的

Ruby 案及 Wilson 案也支持相同的見解。值得注意的是，Graham 案針對回應馬賽

克理論，認為該理論標準不明確，且對一線執法產生莫大困難，因此主張應交由

立法處理較為妥適。 

有別於上述堅持援引 Knotts 案或是 Smith 案的第三人原則的判決，部分法

院則認為個人對基地台位置資訊在某些條件下仍有合理隱私期待。南德州聯邦地

方法院在 2005 年的一則關於基地台位置資訊的法院命令聲請案中，法院認為一

                                                       
252 Id.  
253 Id. at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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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用戶基地台位置資訊是系統自動產生的，並非用戶自願傳遞的，二來在 1999

年通過的「無線通訊及隱私安全法案」已經明確保護用戶的位置資訊，因此駁斥

第三人原則的適用。而同一法院在 2010 年關於取得歷史基地台位置資訊的法院

命令聲請案中，再次重申反對適用第三人原則的見解。 

比較特別的是，2011 年紐約州東區聯邦地方法院以「馬賽克理論」作為第

三人原則的例外，反對以第三人原則解決長時間使用基地台位置資訊的隱私權有

無問題。首先，法院強調不能永遠期待用戶對於行動電話科技一無所知，因此用

戶是否無知並非反對第三人理論的好理由。其次，法院認為，用戶基地台位置資

訊究竟是系統自動產生的還是用戶自行撥打，這種技術細節不應該是問題的重點，

因為用戶確實願意傳遞訊息給電信事業。最後，法院認為「馬賽克理論」可做為

第三人原則例外的理論基礎，而將位置資訊的長時間監控受到增修條文第 4 條的

規範。 

從上述各法院對於基地台位置資訊隱私爭議問題的處理，呈現截然對立的

狀態。更重要的是，正如第六巡迴上訴法院在 Skinner 案中的說明，行動電話是

用戶自願隨身攜帶的裝置，政府透過電信事業取得基地台位置資訊並不構成物理

侵入，因此聯邦最高法院在 Jones 案中以「物理侵入」作為公共道路位置資訊不

受隱私保護的例外，顯然在基地台位置資訊的脈絡下，完全無適用的可能。因此，

如果若要真正解決現代定位科技所造成的隱私權保護範圍爭議，實在有必要進一

步探討「感官強化」與「感官替代」的差異，並分析「馬賽克理論」與「第三人

原則」的妥當性。 

第三節   合理隱私期待的變革 

第一項   「感官強化」與「感官替代」 

任何探測科技的使用，不論是早期的手電筒、錄音機、照相機，還是較新穎

的熱影像技術，目的都是在強化人類的各種感官功能。這些科技一方面降低了刺

探他人事務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增加蒐集資料的效率。而法院已在許多個案中不

斷強調，使用新科技促進資訊蒐集行動的效率，不必然構成隱私的侵害。例如在

Knotts 案中，最高法院就明白指出，增修條文第 4 條並不禁止執法人員使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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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增強他們出生時就被賦予的感官能力。254但問題在於，什麼時候已經足以認定

達到侵害隱私權的程度？換一個說法，什麼時候工具的使用不再只是單純地增強

感官能力，而達到「感官替代」的程度？  

華盛頓州最高法院在 States v. Jackson 案255中曾表示：「或許警員在合法的

地方站得遠遠的，可能用望遠鏡將視野拉近，或者警員可能在夜間使用手電筒觀

察到顯然只有在白天才可以觀察到的東西。但是，當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到車上，

執法人員實際上並沒有跟蹤車輛。因此，有別於望遠鏡或手電筒，衛星定位追蹤

器不只是強化人員的感官，也提供了一種對傳統視覺跟踪的技術性替代品。」256、

「我們認為，透過衛星定位追蹤器可能出現不間斷地、一天 24 小時的監控，並

不需要員警在跟蹤期間實際保持視覺接觸，這與員警使用望遠鏡或手電筒來強化

他或她的感官之間，顯然有差異。」257 

此外，第六巡迴上訴法院的 Donald 法官在 United States v. Skinner 案的部分

協同意見書中強調，該案的情形不同於 Knotts 案以及 Forest 案，因為案中被告

的身分尚未遭到緝毒局幹員辨識，也尚未開始進行視覺監控，所以緝毒局幹員攔

截基地台位置資訊的行為不能僅被認為是用來「增強他們出生時就被賦予的感官

能力」。258換言之，不論是 Jackson 案的華盛頓州最高法院，還是 Skinner 案中

Donald 法官的部分協同意見書，都採取相類似的看法，認為倘若政府沒有實際進

行視覺監控，而完全仰賴衛星定位追蹤器或用戶行動電話等工具，就不再只是單

純的感官強化，而構成隱私侵害。 

但是，這種以「是否有實際進行視覺監控」來判斷個人對於位置資訊是否有

合理的隱私期待，恐怕是有問題的。因為他們都沒有解釋為何「沒有實際進行視

覺監控」的危害程度會比「有實際進行視覺監控」來得嚴重。事實上，「有實際

進行視覺監控」所揭示的私人資訊時常比「沒有實際進行視覺監控」還來的豐富。

                                                       
254 460 U.S. at 282. 
255 76 P.3d 217 (Wash. 2003). 
256 Id. at 223 (“It is true that an officer standing at a distance in a lawful place may use binoculars to 

bring into closer view what he sees, or an officer may use a flashlight at night to see what is plainly 
there to be seen by day. However, when a GPS device is attached to a vehicle,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do not in fact follow the vehicle. Thus, unlike binoculars or a flashlight, the GPS device 
does not merely augment the officers' senses, but rather provides a technological substitute for 
traditional visual tracking.”). 

257 Id. (“We perceive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kind of un-interrupted, 24-hour a day surveillance 
possible through use of a GPS device, which does not depend upon whether an officer could in fact 
have maintained visual contact over the tracking period, and an officer's use of binoculars or a 
flashlight to augment his or her senses.”). 

258 690 F.3d at 786 (Donald, J., concurring in part and concurring in the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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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程透過衛星定位追蹤器來蒐集特定人的位置資訊為例，衛星定位追蹤器雖然

可以提高執法效率、並使長時間監控成為可能，但其所揭示的資訊充其量僅限於

個人的位置資訊；相對地，以傳統尾隨跟監的方式來實施監控，雖然效率較低，

但調查人員所取得的資訊不以位置資訊為限，仍有相當機會可進一步觀察到被監

控者在車內的活動、被監控人與他人間的互動等位置資訊以外的資訊。就這個觀

點出發，我們實在很難認定「沒有實際進行視覺監控」的侵害性比「有實際進行

視覺監控」的還要高。這也難怪，第六巡迴上訴法院 Skinner 案的判決理由會認

為，分析重點應該是被告的行蹤可否被大眾成員觀察到，而不在於是否全程使用

科技監控。259而最高法院在 Knotts 案或 Karo 案中比較各種手段間的差異時，關

注的重點也不在於是否全程使用特定科技裝置，還是同時搭配了其他監控手段；

法院關注的重點始終是特定監控手段究竟會獲得怎麼樣的資訊而導致隱私權侵

害，例如特定手段所獲得的資訊是否透過肉眼監控就足以獲得，260以及特定手段

是否獲得那些無法從住屋庭院外觀察到的資訊。261因此，本文認為，當法院在處

理伴隨各種科技工具輔助的隱私侵害案件時，與其仰賴「感官強化」與「感官替

代」的區分標準，不如直接分析比較各手段所能揭示的資訊的種類、數量，還來

得有意義。 

第二項   「馬賽克理論」的妥當性 

哥倫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在 Maynard 案中援引了「馬賽克理論」作為長

時間監控構成隱私權侵害的判決理由，認為整體的行蹤會比部分行蹤的總和揭示

更多的資訊。而後續幾則下級審法院的判決，包括紐約東區聯邦地方法院在 2011

年的 In re U.S. for an Order Authorizing the Release of Historical Cell-Site Information

案，也開始嘗試援引馬賽克理論作為判決理由。但要強調的是，雖然馬賽克理論

提供了一個優雅的解決方案，解決「暴露於眾的資訊不得主張隱私保障」原則的

弱點，262但該理論並非完美無缺。Kerr 教授分析該理論的運作後，就發現馬賽克

理論所引發的問題遠比想像的多，並認為資訊累積的隱私問題應該透過立法方式

來解決。  

                                                       
259 Id. at 779. 
260 460 U.S. at 282. 
261 468 U.S. at 715. 
262 Bethany L. Dickman, Note, Untying Knotts: The Application of Mosaic Theory to GPS Surveillance 

in United States v. Maynard, 60 AM. U. L. REV. 731, 737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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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對馬賽克理論的批評 

第一目   欠缺理論依據 

Kerr 教授認為，以往法院在判斷政府特定行為是否構成增修條文第 4 條的

搜索或扣押時，是擷取每個步驟一步一步地分析其合憲性；換言之，法院側重在

每個個別的侵害，從初始步驟開始，然後單獨分析隨後的每個步驟。263而這種分

析方式，Kerr 教授稱之為「次序分析法」（Sequential Analysis）。雖然搜索或扣押

行動未必是一瞬間完成的，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例如對住家進行好幾個小時的

搜索，然後扣押在調查期間內所發現的證據，但法院仍舊會針對搜索過程中的每

個行動，一步一步分析是否有超出合法範圍。此外，Kerr 教授也注意到，次序分

析法不僅被用在適用範圍的判斷上，就連搜索扣押的合理性，以及搜索票上的搜

索範圍描述等，也都是採用這種方式。264然而，Maynard 案一改傳統分析方法改

採馬賽克理論，將長達 28 天的整體追蹤行動合併觀察，根本地挑戰傳統的次序

分析法。直到最高法院在 Jones 案重新審查 Maynard 案時，才又回復到次序分析

法，檢討衛星定位追蹤器的安裝行為，然後以物理侵入為由認定構成違法搜索。

265或許是意識到馬賽克理論與傳統次序分析方法的本質差異，哥倫比亞特區巡迴

上訴法院試圖從以往的先例中找尋立論基礎，但卻都充滿爭議。 

首先，關於最高法院在 Knotts 案所提出的結論：「一個人駕駛汽車在公共道

路上行駛，對於從一個場所到另一個場所的行蹤，欠缺合理隱私期待」，巡迴上

訴法院認為只是在處理單一離散旅程的監控。266更重要的是，關於最高法院在

Knotts 案中提出但懸而未決的「拖網式的監控」，巡迴上訴法院將其解釋為「長

時間監控」。267然而，若我們仔細分析最高法院在 Knotts 案之所以要提出的「拖

網式的監控」概念，實乃為了回應該案被告對「對全民進行 24 小時監控」（twenty-

four hour surveillance of any citizen of this country）將成為可能的擔憂。268然而，

Maynard 案的巡迴上訴法院，卻將其內涵限縮解釋為「長時間監控」，而不論該

                                                       
263 See Orin S. Kerr, The Mosaic Theory of the Fourth Amendment, 111 MICH. L. REV. 311, 315-16 

(2012). 
264 Id. at 318-19. 
265 Id. at 317. 
266 See Maynard, 615 F.3d at 556. 
267 Id. at 558 (“As we have explained, in Knotts the Court actually re-served the issue of prolonged 

surveillance.”). 
268 See Knotts, 460 U.S. at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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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是針對整體市民，還是只是針對有犯罪嫌疑的特定市民。269 

其次，巡迴上訴法院援引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v. Reporters 

Committee for Freedom of Press 案，以作為馬賽克理論的基礎。但學者分析後也

認為，雖然該案確實能作為馬賽克理論的基礎，但可否用於增修條文第 4 條的適

用問題上，值得懷疑。因為雖然該案強調個人對於累積的個人資訊有隱私利益，

而政府可以拒絕將累積的個人資料向資訊公開申請者公開，但法院在該案中並沒

有認為政府不能持有和使用以往合法收集到的個人資訊；相反地，法院似乎暗示

我們，政府為了執法的目的，是可以大量地蒐集、使用各式各樣的資訊。270 

第二目   標準不明確 

姑且不論理論依據，馬賽克理論在實際操作過程上也困難重重，因為不論

是判斷標準，還是適用範圍都不甚明確。如同馬賽克拼圖一樣，我們必須在個別

圖像累積達一定的程度後，才能夠看出整體馬賽克概樣，因此，就判斷標準而言，

究竟多長的監控時間才會構成個人隱私權的侵害？關於這個問題，Kerr 教授分

析法院的判決後發現，即便是馬賽克理論的支持者各自的標準也相當抽象、分歧。

271 

在 Maynard 案，巡迴上訴法院以「政府是否會獲悉較一般陌生人更多的資

訊」作為判斷標準，並認為陌生人會去觀察個人的單一行程，但絕對不會日復一

日的觀察，直到了解整體行蹤。272但在同一案件事實的 Jones 案中，Alito 大法官

的協同意見書認為，不同的「犯罪的性質」導致社會對於執法人員執法強度有不

同的期待，因此除非是「非常的犯罪」，否則對於大部分的一般犯罪，社會大眾

普遍期待警方不會進行這種高成本的長時間監控。273然而，Sotomayor 大法官的

協同意見卻從政府權力濫用的節制觀點，以「政府記錄和匯總人民行蹤的方式，

是否會讓政府或多或少任意探知其政治、宗教、信仰、性生活、習慣等」作為馬

賽克理論的標準。274  

                                                       
269 See Courtney E. Walsh,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and the Loss of Something a Lot Like Privacy: An 

Examination of the “Mosaic Theory” and the Limits of the Fourth Amendment, 24 ST. THOMAS L. 
REV. 169, 214 (2012). 

270 Id. at 221. 
271 See Kerr, supra note 263, at 330. 
272 615 F.3d at 560. 
273 132 S. Ct. at 963-64 (Alito, J., concurring). 
274 Id. at. 956 (Sotomayor, J., concurring) (“I would ask whether people reasonably expect that their 

movements will be recorded and aggregated in a manner that enables the Government to ascer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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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Kerr 教授還認為，Alito 大法官和 Sotomayor 大法官所提出的判斷標

準都使用了極抽象多義的概念，例如「非常的犯罪」、「或多或少任意」，未來恐

怕需要進一步解釋。275而即便依照 Maynard 案中巡迴上訴法院的表標準，亦即

「政府是否會獲悉較一般陌生人更多的資訊」，Kerr 教授認為，社會上各種不同

身分地位的人本來就有機會獲得不同程度的資訊，此時法院究竟應該選擇以雇主、

醫生、還是徵信業者作為比較基礎，恐怕還需要進一步研究。276 

第三目   長時間監控的隱私問題應交由國會立法處理 

Kerr 教授認為傳統的「次序分析法」讓法院在決定如何規範政府的監控行

為時有兩種選擇:法院可以將特定監控行為認定構成增修條文的搜索，然後透過

憲法機制處理，也可以將特定監控行為認定為不構成增修條文第 4 條的搜索，然

後交由立法機關以制定法律的方式來保護。277但馬賽克理論卻提供了一個模糊的

中間地帶作為第三個選項，允許法院有時將特定行為視為搜索，有時又視為非搜

索；Kerr 教授認為，法院想要連貫地處理中間地帶是很困難的，此缺點可能會超

出理論本身所帶來的好處。278 

Kerr 教授認為國會比法院有更明顯的制度優勢來處理新科技的隱私問題。

279相較於技術的快速變遷與進步，法院解決困難憲法問題的腳步通常發生像蝸牛

般緩慢，但馬賽克理論卻將法官推到最不擅長的位置上。280相對地，國會卻可以

迅速採取行動，舉行聽證會，並考慮專家的意見；此外，國會有較高的民主正當

性能夠制定出一條透過單純解釋憲法所無法繪製的標準線；如果規範本身有問題

或社會事實脈絡發生變化，國會也可以很容易地修改舊規範；國會還可以制定日

落條款，定期重新審視的問題。281但當法院採取馬賽克理論並攬下解決隱私問題

的所有責任時，國會制定法律的空間恐怕將受到壓縮。282 

                                                       
more or less at will, their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beliefs, sexual habits, and so on.”). 

275 See Kerr, supra note 263, at 330-31. 
276 Id. at 331. 
277 Id. at 344. 
278 Id.  
279 Id. at 350. 
280 Id. at 347. 
281 Id. at 350. 
282 Id. at 351 (“The possibility of mosaic protection complicates the legislative picture because mosaic 

protections can overlap with possible statutory solutions and therefore render the case for statutory 
protection much less appa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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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對批評的回應 

第一目   既有標準不足以處理問題 

不論是 Kerr 教授的文章還是拒絕適用馬賽克理論的法院判決，時常批評馬

賽克理論讓傳統的標準變得更複雜，而傾向於採取一個清楚明確、容易操作的標

準。283例如 1983 年 Knotts 案與 1984 年 Karo 案就共同彰顯了一項清楚的、容易

操作的判斷方式，亦即相較於其他「侵害的手段」以及「資訊的性質」因素，法

院在判斷個人的位置資訊是否有合理隱私期待時，「侵害的場所」具有決定性的

影響力。雖然清楚明確的標準有容易操作的優點，但事實上最高法院在 Katz 案

揚棄了以清楚容易操作的「物理侵入」作為唯一標準時，就已經在「操作的清晰

度」（operational clarity）和「實質的正確性」（substantive correctness）之間，選

擇了後者。284  

此外，過去在判斷位置資訊是否有合理隱私期待時，法院著重於「侵害的場

所」因素探討，但這樣的處理問題方式是否能夠妥當地運用到現代新定位科技之

上，頗令人懷疑。Fabio Arcila, Jr.教授以衛星定位追蹤器為例，認為相較於傳統

的肉眼監控或無線電波發射器，衛星定位追蹤器至少有三項特點是傳統監控方式

所無法達到的效果：第一，衛星定位追蹤器允許潛在地永久監控，而這是傳統監

控方式所無法達到的效果；第二，衛星定位追蹤器不需要持續性地人員參與，甚

至不需要偶爾的人員監督；第三，衛星定位追蹤器允許取得過去的位置資料，而

以傳統監控方式所無法進行的方式回到過去的監控時點。285雖然本文認為就第三

點而言，傳統監控方式其實也能透過攝影、照相等方式來製作位置資訊記錄，但

衛星定位追蹤器確實能夠達到傳統監控所無法做到的長時間監控以，而這種監控

效果所產生的隱私權侵害，顯然是過去法院在 Knotts 案中所沒有考量到的，而

「馬賽克理論」正好補足這項不足。 

但不可否認的是，由於馬賽克理論是一個正在發展中的理論，所以欠缺明

確的標準。然而，其也並非毫無標準可言，至少在 Jones 案的兩則協同意見書中

以及在 Maynard 案都提出一些標準供我們參考。例如，Alito 大法官就強調不同

的「犯罪的性質」會導致社會對於執法人員執法強度有不同的期待，而 Sotomayor

                                                       
283 See Walsh, supra note 269, at 233. 
284 Id. at 234. 
285 See Fabio Arcila, Jr., GPS Tracking out of Fourth Amendment Dead Ends: United States v. Jones 

and the Katz Conundrum, 91 N.C. L. REV. 1, 5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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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也主張必須檢視政府記錄和匯總人民行蹤的方式是否會讓政府「或多或少

任意」探知其政治、宗教、信仰、性生活、習慣等。最起碼根據 Maynard 案的判

決結果，對於一天 24 小時持續 28 天的監控行動而言，足以認定個人對於其在公

共道路上的位置資訊有合理隱私期待。 

第二目   司法與立法的相互合作 

雖然，Kerr 教授所強調的「國會比法院有更明顯的制度優勢來處理新科技

所帶來的隱私問題」並非全無道理，但這不足以成為對法院將新科技所產生的隱

私問題全部推卸給立法機關處理的理由。因為法院在隱私權的保障上有其特別重

要的作用，尤其是在面對電子監控過程中立法者顯然跟不上時代腳步的時候。286

即使立法者能夠立即對於新科技所帶了的隱私權問題展現出高度的關注，但距離

實際制訂出相對應的法律仍舊存在著不少的距離。287更重要的是，從過去歷史的

經驗來看，不論是立法的過程中，還是實際執法的過程中，很容易就犧牲了少數

人的利益；因此，本文認為對於那些欠缺政治資源的少數族群、或不受歡迎的團

體而言，法院在防止電子監控上具有特殊且重要的功能。288 

此外，Solove 教授也對於 Kerr 教授的「交由國會立法解決論點」（the leave-

it-to-the-legislature argument）提出質疑。首先，Solove 教授認為立法往往不若美

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來的全面，因為國會立法對於許多新科技往往欠缺規範，

即使已有相關規範可茲適用，也往往不夠完善、充滿漏洞。289其次，Solove 教授

認為，國會立法所使用的文字用語，也時常與增修條文第 4 條一樣欠缺明確。290

第三，由於法律要通過修訂案必須經過繁瑣的程序，因此在應對快速變遷的科技

發展上，立法者修法反應的速度往往比司法機關變更見解來得緩不濟急。291 

不論從保護少數族群的觀點，還是仰賴國會立法的先天缺陷，都足以說明

Kerr 教授的「交由國會立法解決論點」並不是一項完美的解決方案。本文認為，

與其要從政府的各部門中僵化地選擇其中一個部門來處理新科技所帶來的隱私

問題，各部門間的相互合作並補充彼此的不足才是常態。因為當現有的法規範尚

                                                       
286 Id. at 57-58. 
287 Id. at 58. 
288 Id.  
289 See DANIAL J. SOLOVE, NOTHING TO HIDE: THE FALSE TRADEOFF BETWEEN PRIVACY AND SECURTY 

165-66 (2011). 
290 Id. at 166. 
291 Id. at 166-6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1 
 

不足以解決隱私問題時，法院可以透過個案判決來保障個人的隱私權並促使國會

制定相關法律。292最明顯的例子莫過於最高法院在 1967 年的 Katz 案，在當時還

沒有 Title III 的年代，法院就在該案中率先宣告，政府不可以無令狀竊聽個人在

公共電話亭內的通訊內容。嗣後，最高法院在 Berger v. New York 案293中提出的

幾點具體規範要求，例如調查人員必須事先向法院表明具體的搜查地點、具體描

述其正在實施的犯罪偵查等等，後來都成為國會在 1968 年制定 Title III 時的參

考依據。294相對地，當法院判決沒辦法提供人民所需要的完整保障時，國會可以

制定相關的法律以提供人民更多地保障。最明顯的兩個例子就是最高法院作出

Miller 案和 Smith 案，當時最高法院分別認為存款戶對於銀行交易紀錄，以及電

信用戶對於其所撥打的電話號碼，都欠缺合理隱私期待。但國會為了因應最高法

院判決的不足，嗣後分別制定「財務隱私法」（Financial Privacy Act of 1978）以

及「撥號紀錄器與擷取及追蹤器法案」（Pen Register and Trap and Trace Devices 

Act），讓政府的取得行為受到一定程度的司法監督。295。 

第三項   「第三人原則」的再思考 

Sotomayor 大法官在 Jones 案中，就曾經建議我們必須重新檢討 Smith 案和

Miller 案所確立的「第三人原則」，因為這項原則已經不適於現今這個在日常生

活中會不斷地提供大量個人資料給第三方的數位化時代。人們會透露他們所撥打

的電話號碼或所傳遞的簡訊給他們所屬的電信服務提供者；人們會將其訪問的

「網址」（Uniform Resource Locator，簡稱 URL）和處理的電子郵件（e-mail）傳

遞給網路服務提供者；人們在線上購買的書籍、雜貨和藥品時，也會將這些資訊

告訴線上零售商。296因此，在這個幾乎沒有秘密的時代，如果我們還固守著「第

三人原則」，就是將隱私視為一種秘密，這違反了我們所認知的隱私權概念。因

此 Sotomayor 大法官表示：「我不會假設所有為達到特定目的而自願提供資訊給

大眾成員，都會喪失隱私權保障。」297 

                                                       
292 See Walsh, supra note 269, at 242. 
293 388 U.S. 41 (1967). 
294 See Charles Doyle, Privacy: An Overview of th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Privacy Act,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fas.org/sgp/crs/misc/R41733.pdf . 
295 See Kerr, supra note 263, at 350. 
296 132 S.Ct. at 957 (Sotomayor, J., concurring). 
297 Id. (Sotomayor, J., concurring) (“I would not assume that all information voluntarily disclosed to 

some member of the public for a limited purpose is, for that reason alone, disentitled to Fourth 
Amendment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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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風險承擔理論 

從 Lopez 案、White 案、Miller 案到 Smith 案，聯邦最高法院的態度相當一

致，均以契約法上的「風險承擔理論」（assumption of risk）作為「第三人原則」

的理論基礎，298認為當一個人自願將資訊傳遞給第三人時，他就承擔資訊被傳遞

給政府或他人的風險，而欠缺合理的隱私期待。但這個理論基礎已經遭到實務界

以及學術界嚴重地批評。首先，有人擔心過於濫用第三人原則，將使得政府的權

力過大，侵害社會自我發展的空間。Harlan 大法官在 White 案的不同意見書就表

示：「普遍性地承認第三人原則，會過於扼殺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自發性地輕浮、

浮躁、褻瀆和挑釁性話語。」299換言之，其擔心第三人原則會讓政府擁有過大的

權利來介入社會發展。Marshall 大法官在 Smith 案的不同意見書也認為，第三人

原則會讓沒有從事任何不法行為的人也感到不安，尤其是那些不受歡迎的政治組

織、擁有秘密新聞來源的記者。300 

其次，面對資訊時代的來臨，現代人往往別無選擇地必須提供私密訊息給

他人，風險承擔理論顯然忽略了這點。 Marshall 大法官在 Smith 案的不同意見

書就表示：「倘若現實上別無選擇，承擔風險就只是一個空話。」301此外，在 2012

年的 Jones 案中，Sotomayor 大法官協同意見書就建議法院重新思考第三人原則，

其認為第三人原則是一種「全有全無（all-or-nothing）」的原則，這已經不適合資

訊時代了，因為活在資訊時代的人們，為了世俗生活的需求，必須提供越來越多

的資訊給第三人了。302Solove 教授也表示，第三人原則並無法回應資訊時代的現

況。303此外，Susan Freiwald 教授認為，聯邦最高法院並未認清「通訊的一方」

與「非通訊的一方」（例如電信事業、網路服務提供者等）兩者間的區別，而一

概承認第三人原則，完全忽視了人們向「非通訊的一方」提供資訊時，可能完全

欠缺對風險的認知，也沒有機會選擇不要承擔風險。304 

最後，Solove 教授認為，最高法院採取第三人原則就是將隱私等同於秘密，

                                                       
298 See Elspeth A. Brotherton, Comment, Big Brother Gets a Makeover: Behavioral Targeting and the 

Third-Party Doctrine, 61 EMORY L.J. 555 (2012). 
299 See White, 401 U.S. at 787-89 (Harlan, J., dissenting). 
300 See Smith, 442 U.S. at 751 (Marshall, J., dissenting). 
301 Id. at 748-52. 
302 132 S. Ct. 945, 957 (2012) (Sotomayor, J., concurring). 
303 See Daniel J. Solove, Digital Dossiers and the Dissipation of Fourth Amendment Privacy, 75 S. CAL. 

L. REV. 1083, 1087 (2002). 
304 See Susan Freiwald, Cell Phone Location Data and the fourth amendment: a question of law, not 

fact, 70 MD. L. REV. 681, 735-36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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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份限縮隱私權保障的範圍。305因為人們或多或少都會跟別人分享資訊，而一旦

採用了第三人原則，就等同於使其完全喪失隱私保護，這實在是過於不切實際。

306更有學者指出，法院武斷地採用第三人原則，恐怕已經違背了大部分人的隱私

期待。307總而言之，「風險承擔理論」遭受到莫大的批評，認為該理論讓政府權

力過大而侵害社會自我發展的空間，也忽視了在這個資訊化、數位化的時代中，

我們為了生活所需往往別無選擇地必須提供私密訊息給他人，並且將錯誤地將

「隱私」與「秘密」畫上等號。 

第二款   默示同意理論 

相對於上述對於第三人原則的批評，Orin S. Kerr 教授有精彩的回應。Kerr

教授認為應該要繼續維持第三人理論，因為第三人理論有兩項不容忽視的功能，

第一是維持科技中立性，第二則是清楚劃分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的適用範

圍。308就科技中立性而言，Kerr 教授認為，科技的發展雖然會讓政府機關能夠更

有效率地執法，但同時也讓狡猾的犯罪行為人能夠更簡單地、低成本地利用第三

人來實施犯罪，若不維持第三人原則，恐怕會讓犯罪偵查更加不易。309此外，第

三人理論將資訊的保護與資訊的所在地相結合，讓執法人員能夠事前清楚判斷是

否有增修條文第 4 條的適用，若輕易地揚棄第三人理論，會讓執法人員陷入困

境。310 Kerr 教授表示，那些批評第三人理論的人，通常只會批評第三人原則的

理論基礎，但未曾針對上述功能面作回應，至於主張第三人原則會讓政府權力過

大之人，也忽略了其他法制（例如：言論自由保障、不自證己罪原則、醫病信賴

關係條款、契約中的保密條款等等）所能發揮的節制功能。311 

事實上，所謂的承擔風險理論，Kerr 教授認為僅是一種對「結果」的描述，

而不是一個理由。312為此，Kerr 教授提出了一個重新理解第三人理論的方式，其

認為第三人原則的理論基礎在於「同意原則」，而不是「風險承擔」。詳言之，當

資料主體提供私密資訊給第三人時，對於該資訊雖然仍享有合理隱私期待，但由

                                                       
305 See Solove, supra note 303, at 1086. 
306 See Brotherton, supra note 298, at 578 (2012). 
307  See Christopher Slobogin & Joseph E. Schumacher,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Privacy and 

Autonomy in Fourth Amendment Cases: An Empirical Look at “Understandings Recognized and 
Permitted by Society”, 42 DUKE L.J. 727,732 (1993). 

308 See Orin S. Kerr, The Case for the Third-Party Doctrine, 107 MICH. L. REV. 561 (2009). 
309 Id. at 573-81. 
310 Id. at 581-86. 
311 Id. at 587. 
312 Id. at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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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資料主體已經有「默示同意」，所以法院在從事搜索扣押的合憲性判斷時，應

認為是合理的搜索或扣押。313但 Kerr 教授也注意到政府可能會強迫第三人提供

資訊，但他認為這不是增修條文第 4 條所要解決的問題，因為任何證據都有可能

被強迫提出，而這問題應該交由其他的制度去處理。314 

Kerr 教授將第三人原則與合理隱私期待脫鉤，避免如同風險承擔理論一樣

將隱私權與秘密等同視之的缺點。然而，本文除了對於以同意原則做為理論基礎

不能苟同之外，對於其所列舉的第三人原則兩大功能，也有所質疑。就以同意原

則做為理論基礎而言，所謂的「默示同意」，與其說是當事人主觀上的想法，不

如說是一種武斷地假設，欠缺說服力。即使真如 Kerr 教授所言，有「默示同意」

的存在，但「同意原則」其實存在有許多例外。315例如在詐欺下所作成的同意一

般都不認為有效果，而在資訊不對等情況下欠缺告知時，同意的效力也同樣受到

質疑。因此以同意原則作為論理基礎，存有太多例外情況，Kerr 教授似乎沒有進

一步說明。 

而再就功能面觀察，雖然 Kerr 教授認為狡猾的犯罪者會利用科技之便而讓

偵查變得相當困難，所以應該維持第三人原則，以確保科技中立性。但對於這種

說法，本文認為，一來，他忽視了犯罪有許多種類型，並不是全部的犯罪都能利

用第三人來降低犯罪風險，此時，一味地擴大政府的權力，是否能夠達到科技中

立性？其次，為了犯罪偵查的便利，卻迫使其他無辜的人民生活在相互質疑的社

會氛圍中，是否犧牲過多值得珍惜的權益？最後，事實上，那些強烈批評第三人

原則的人，並不是要完全限制政府自第三人取得資料，只是想讓後續的「利益權

衡」階段發揮功能，而不是在「是否構成隱私權的侵害」階段就武斷地拒絕保護。 

至於，Kerr 教授擔心欠缺明確標準而可能導致執法人員無所適從，本文認

為，隱私權本來就是一個隨著文化、時代而有所變遷的概念，從來就沒有永遠不

變的範圍，Kerr 一方面擔心欠缺明確標準，但另一方面卻認為可以仰賴其他法制

度，這也忽略了其他法制度適用上一樣也有許多不確定法律概念，而其他法制度

也會隨著時代而改變，此時，為何反而不擔心執法人員會在判斷上發生困難？  

                                                       
313 Id. at 589. 
314 Id. at 590. 
315 See Richard A. Epstein, Privacy and the Third Hand: Lessons from the Common Law of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24 BERKELEY TECH. L.J. 1199, 1201-02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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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第三人的自主利益理論 

對於第三人原則，美國法學博士候選人 Elspeth A. Brotherton 提出了一個有

趣的觀點。其認為傳統上大家都將增修條文第 4 條是在保障資訊隱私權，而所謂

的自主隱私權則是分別受到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與第14條的實質正當法律程序，

以及第 1 條關於表現與結社自由之保障。但 Brotherton 認為增修條文第 4 條所保

障的不僅僅是資訊隱私，也同時保障自主隱私，而可稱為「資訊/自主隱私權

（Information/Autonomy Privacy）」。316換言之，以往法院在處理涉及第三人原則

的案件時，只從資訊隱私的角度出發，得到個人一旦提供的資訊給第三人就喪失

隱私利益的結論，忽略了當事人即便提供資訊給第三人仍享有的自主的隱私利益。 

更重要的是，Brotherton 認為，第三人原則的理論基礎，不是所謂的風險承

擔原則，而是在保障第三人的「自主利益」（third party's autonomy interest），亦即

第三人分享資訊給政府的自主利益，這對第三人的人格發展是相當重要的。317因

此，在當事人將私密消息透露給第三人知道後，當事人對於該消息是否還享有不

被洩漏出去的合理隱私期待，則必須讓當事人的「資訊/自主隱私」與第三人的

「自主利益」進行所謂的「競爭利益測試（competing-interests test）」。318 

而在「競爭利益測試」過程中，Brotherton 認為有三個重要的指導原則：第

一，當政府強迫第三人提供資訊時，第三人的自主利益應該是最小的。第二，由

於自主利益之保障目的在確保第三人的人格發展健全，所以當第三人不是自然人

時，其自主利益自然受到較小的保護。第三，若資料主體的「資訊/自主隱私利益」

受到增修條文第 4 條以外的其他條文保護時，應該給予較大的保護。319具體而

言，根據上述三個指導原則，應該要依序審查：（一）第三人是否受到政府強迫？

若是，則資料主體應享有隱私權。若否，則要問（二）第三人是否為自然人？若

是，則應該優先保護第三人的自主隱私利益。若否，則繼續問（三）資料主體的

「資訊及自主隱私利益」是否受到憲法增修條文第 1 條言論自由，或增修條文第

5 條與第 14 條實質法律程序所保障？若是，則應該優先保障資料主體。但如果

資料主體的「資訊/自主隱私利益」並未受到憲法言論自由或實質法律程序保障

時，則必須（四）由法官依照具體情況，對資料主體的「資訊/自主隱私利益」以

                                                       
316 See Brotherton, supra note 298, at 585-86. 
317 Id. at 586. 
318 Id. 
319 Id. at 5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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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三人的「自主利益」相互權衡判斷。 

應特別注意的是，Brotherton 所謂的「第三人分享資訊的自主利益」與一般

學者所說的「個人資料的自主控制」有所不同，因為所謂個人資訊自主控制是一

種對自己個人資料的控制權，而「第三人分享資訊的自主隱私利益」似乎是指第

三人對他人個人資料的分享決定自由。以行動電話用戶傳遞衛星定位經緯度等原

始資訊給 Google 公司為例，當政府向 Google 公司要求取得用戶的位置資訊時，

由於 Google 公司並非資料主體，因此 Google 公司的「分享資訊自主隱私利益」，

自然與一般所說的「個人資料的自主控制」無關。 

本文認為，概念上與其使用「第三人分享資訊的自主利益」這種容易混淆的

名詞，不如承認，這個利益實際上就是一種「言論自由」的展現，因為言論的內

容往往是由許多資訊所構成的，當第三人基於某種動機而提供資訊給政府時，此

種分享資訊的行為可認為是一種言論自由的行使。320而這樣的理解方式，對美國

法院而言，其實並不陌生，因為在許許多多涉及言論自由和隱私權衝突的民事侵

權案件中，法院也常常必須利益權衡，以決定第三人的言論自由與資料主體的隱

私孰優孰劣。321 

其次，關於 Brotherton 將第三人區分為自然人與非自然人，而給予不同程度

的保障，本文對於這樣的區分方式存有疑義。因為非自然人也是由自然人所組成，

也是一種人民「結社自由」的展現，而「結社自由」也是一種言論自由的表現方

式。若從這個角度觀察，非自然人的言論自由保障程度未必就當然低於對自然人

的保障。本文認為，重點還是要分析非自然人言論的性質，其究竟是憲法高度保

障的政治性言論、還是其僅是憲法低度保障的商業性言論等等，322以及分析資訊

主體的資訊的性質，最後將兩者相互比較、權衡，如此才能決定第三人的言論自

由是否優於資料主體的資訊隱私權。 

                                                       
320 關於「資訊」與「言論」的關係，美國實務上有許多討論，例如：U.S. West, Inc. v.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182 F.3d 1224 (10th Cir. 1990) 和 Sorrell v. IMS Health, Inc., 131 
S. Ct. 2653 (2011)。 

321 例如在 Bonome v. Kaysen 案，被告將其與原告交往過程中的私密細節出書後販售給大眾，法

院就在衡量被告的言論自由以及原告的資訊控制權。Bonome v. Kaysen, 17 Mass. L. Rptr. 695 
(Mass. Supp. 2004). 

322 就第三人的言論自由利益而言，其究竟是屬於價值較低的商業性言論，還是價值較高的政治

言論，這在利益權衡的過程中格外重要。可比較 U.S. West, Inc. v.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182 F.3d 1224 (10th Cir. 1990) 和 Sorrell v. IMS Health, Inc., 131 S. Ct. 2653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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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重新詮釋第三人原則 

實務上最高法院視為圭臬的「風險承擔理論」，認為當一個人自願將資訊傳

遞給第三人時，他就承擔資訊被傳遞給政府或他人的風險而欠缺合理的隱私期待。

但這項理論基礎已經廣受學界甚至實務法官的批評，認為該理論讓政府權力過大

而侵害社會自我發展的空間，也忽視了在這個資訊化、數位化的時代中，我們為

了生活所需往往別無選擇地必須提供私密訊息給他人，並且錯誤地將「隱私」與

「秘密」畫上等號。 

Kerr 教授則主張第三人原則有兩項不容忽視的功能，第一是維持科技中立

性，第二則是清楚劃分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的適用範圍。而為了維持第三人原

則，Kerr 教授提出了一個重新理解第三人理論的方式，其認為當資料主體提供私

密資訊給第三人時，對於該資訊雖然仍享有合理隱私期待，但由於資料主體已經

有「默示同意」，所以法院在從事搜索扣押的合憲性判斷時，應認為是合理的搜

索或扣押。換言之，Kerr 教授將第三人原則與合理隱私期待脫鉤，並改以「默示

同意」作為維持第三人原則的理論基礎。 

Brotherton 則是以「第三人的自主利益理論」作為出發，認為我們在處理涉

及第三人原則的案件時，必須對於資訊主體「資訊/自主隱私權」與第三人的「自

主利益」，兩者相互利益權衡。仔細分析，Brotherton 的「第三人的自主利益理論」

以及 Kerr 教授的「默示同意理論」，兩者都不認為資訊主體因而欠缺隱私利益；

但 Kerr 教授強調資料主體已經有「默示同意」，故認為仍應該維持第三人原則的

結論，相對地，Brotherton 則要求進一步利益權衡。 

由於 Kerr 教授的「默示同意理論」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本文大致同意

Brotherton 的論點，認為第三人原則並沒有一個固定的答案，而必須進行利益權

衡。以一般私人間的談話為例，當一個人自願將私密的消息透露給他人知悉時，

其對於該項消息仍存有合理的隱私期待，但同時接收消息方的言論自由也應加以

保障。因此所謂第三人原則只是一種結論，一種接收消息方的言論自由與資料主

體隱私權相互利益權衡後，決定要優先保障接收消息方言論自由的結論。但假若

接收消息方是被強迫公開其所獲悉的資訊，例如法規範強制公開、或法院令狀要

求公開時，由於接收消息方並未行使其言論自由，因此接收消息方與資料主體之

間並沒有產生任何利益衝突。此時，法院所應審酌的是資訊公開所欲追求的公共

利益與資料主體的隱私利益間的利益權衡，而無第三人原則的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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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小結 

自從最高法院針對無線電波發射器作出了 Knotts 案及 Karo 案之後，各級法

院在處理個人對於公共道路上的位置資訊是否有合理隱私期待的問題時，雖然也

有不少法院有條件地認為個人有合理隱私期待，但大多數法院還是考量了「侵害

場所」因素，而認為其欠缺合理隱私期待。直到 2012 年的 Jones 案，最高法院

不再堅守個人對於公共道路上的位置資訊欠缺合理隱私期待的立場，反倒以政府

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的行為已構成物理侵入為由，認為該案被告仍受到隱私權的

保護。 

然而，Jones 案對合理隱私期待標準避而不談的態度無完全解決問題，畢竟

隨著現代定位科技的普及，政府或私人蒐集他人在公共場所的位置資訊時，已經

不再以物理侵入作為唯一的手段。因此除了物理侵入標準之外，我們仍然需要一

套理論改變以往欠缺合理隱私期待的結論。而巡迴上訴法院在 Maynard 案曾經

提出「馬賽克理論」，以位置資訊的整體比個別位置資訊的總和揭示更多資訊作

為理由，主張遭到長時間監控的個人對於其在公共道路上的位置資訊仍有合理隱

私期待。雖然馬賽克理論有許多不完善的地方，時常被批評欠缺理論基礎、標準

不明確等等，但不可否認的是長時間的監控對隱私權侵害程度確實比短時間的監

控來得更大。因此，與其繼續援引 1980 年代的舊判決，不如積極補強馬賽克理

論的不足之處，而正面處理長時間監控所產生的隱私權侵害。 

另外，利用基地台位置資訊來蒐集行動電話用戶的位置資訊時，法院時常

援引以往 Smith 案所堅持的第三人原則，而認為用戶自願提供基地台位置資訊給

電信事業，用戶就承擔著該筆資料被傳遞給政府或他人得風險，因而欠缺合理隱

私期待。然而，這種風險承擔理論讓政府權力過大而侵害社會自我發展的空間，

也忽視了在這個資訊化、數位化的時代中，我們為了生活所需往往別無選擇地必

須提供私密訊息給他人，並且將錯誤地將「隱私」與「秘密」畫上等號。因此，

本文認為「第三人原則」只是一種經過利益權衡得結論，換言之，即便資料主體

將其個人資訊傳遞給第三人（例如：電信事業、銀行等），資料主體不因此而喪

失合理隱私期待。法院有必要檢驗：（一）第三人是否受到政府強迫而公開用戶

資訊？若答案是肯定的，則必須進一步檢討該項法律所追求的公共利益與資料主

體隱私利益間的衝突關係。若答案是否定的，則必須（二）對於資料主體的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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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益與第三人的言論自由進行利益權衡，而非單純以「第三人原則」為由直接認

定資料主體欠缺合理隱私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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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合理隱私期待操作現況

自從 Harlan 大法官於 Katz 案的協同意見書首次提出了「合理隱私期待」的

概念之後，歷經四十多年案例的累積，最後發展出以「資訊的性質」、「侵害的手

段」、「侵害的場所」以及「第三人原則」為主的分析模式。然而，以往過於強調

每個步驟一步一步分析，使得法院在面對個人在公共道路上的位置資訊是否有合

理隱私期待時，為了避免過於強調「侵害的場所」，開始嘗試援用「馬賽克理論」。

另一方面，當政府向電信事業查詢基地台位置資訊時，過去實務上奉為圭臬的「第

三人原則」，反而使得隱私權的保護淪為全有全無，因此出現了重新檢討「第三

人原則」聲音。 

接下來本文將以美國實務所發展的四種分析模式作為基礎來分析我國法院

對合理隱私期待的操作現況。要強調的是，雖然大法官直到釋字第 689 號解釋才

援引「合理隱私期待」作為隱私權保障範圍的判斷標準，但事實上我國早已藉由

立法的方式引進了合理隱私期待的概念，並透過十多年來實際案例累積，不斷地

充實概念的內涵。而從比較法的觀點，我們想了解的是，我國法院判決是否也如

同美國實務一樣發展出以「資訊的性質」、「侵害的手段」、「侵害的場所」以及「第

三人原則」為主的分析模式？此外，隨著現代定位科技的普及，我國法院對於個

人在公共場所的位置資訊是否有合理隱私期待這個問題的態度為何？論述的理

由是否完備？ 

但要特別說明的是，合理隱私期待概念是源自於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

的解釋而來，因此美國法院主要是運用在公權力侵害的案件上，隨後才逐漸在民

事侵權案件中受到關注。但就我國實務發展來看，法院反而將其大量運用到私人

間相互侵害的案件上，至於公權力侵害的案件，反而較少援用此標準。1受限於我

國實務案件的發展，本文在分析我國的判決時，將以私人間相互侵害案件作為主

要的研究對象。當然，對於不同監控實施主體的案件相互比較，勢必會遭到他人

質疑比較的適切性。但本文認為單就「合理隱私期待」的操作而言，法院的判斷

結果並不會因為侵害主體的差異而有所差異，權利主體隱私期待的合理性也不會

因為侵害主體的不同而有所不同。以衛星定位追蹤器監控為例，我們實在很難想

                                                       
1    我國法院近年來也開始將合理隱私期待運用到公權力侵害的案件，例如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

上字第 4117 號判決，但相對於民事侵權案件而言仍屬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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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個人主觀上是否存在免受衛星定位追蹤器監控的隱私期待，以及社會上是否

承認該期待是合理的，會因為侵害來源究竟是私人還是政府而有所不同。 

第一節   我國合理隱私期待的發展簡介 

第一項   主觀隱私期待 

在美國實務操作下，除非個人明知暴露於眾，否則合理隱私期待概念重點

往往不在於主觀隱私期待，而在於該隱私期待在客觀上是否合理，此點已在本文

第三章詳加說明。同樣的，我國法院在操作合理隱私期待標準時，大多數法院也

將討論重點擺在客觀隱私期待上，鮮少針對主觀隱私期待表示意見，更是只有在

極少數的判決中，法院會認定當事人欠缺主觀隱私期待。 

在一件涉及對話一方偷偷錄音以作為證據使用的案子中，臺灣高等法院 98

年度上重更（一）字第 39 號刑事判決，法院就罕見地認為對話人對於對話之內

容欠缺主觀隱私期待，法院表示：「在上開公開場合下，相關之對話人等彼此之

間之關係，僅共同為本件犯罪之被害人，或彼此間具有共犯嫌疑之人相互究問犯

罪實情，對話人之間就對話之內容已無主觀上之隱私期待；縱有主觀上之隱私期

待，此種期待客觀上亦非合理，是此部分錄音內容固未經被告辰○○同意之情況下

所錄得，本院仍認不得以此排除其證據能力，先予敘明。」2上開判決的論述方

式，相當類似於美國最高法院在 Smith 案的理由內容，亦即先認定被告欠缺主觀

隱私期待，然後再進一步假設被告有主觀隱私期待時，以討論是否符合客觀隱私

期待的要求。更重要的是，不論是臺灣高等法院所處理的案件，還是美國聯邦最

高法院的 Smith 案，都涉及「第三人原則」的適用。因此，本文在第三章曾批評

Smith 案，認為對話人將對話的內容告知對話相對人時，對話人並不應該直接被

認定為欠缺主觀隱私期待，因為隱私權並不等於絕對的秘密，對話人完全可能期

待對話相對人不會將內容告知他人。3同樣的，在臺灣高等法院 98 年度上重更

（一）字第 39 號刑事判決中，法院似乎也忽略了對話人內心有可能期待對話相

對人不會將對話內容錄音、傳播或公開，而存有主觀的隱私期待。 

                                                       
2  在同一事件中，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92 年度金重訴字第 2 號刑事判決，以及臺灣高等法院 95

年度上重訴字第 30 號刑事判決，都有同樣的用語。 
3    詳細可參考本文，頁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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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客觀隱私期待 

第一款   資訊的性質 

美國法院在操作「合理隱私期待」標準時，時常考量特定資訊是否會揭示個

人私生活與想法、對於特定資訊的保護措施是否足以讓該資訊維持私密狀態、法

規範是否要求應向大眾揭示或保密特定資訊等與「資訊的性質」相關的問題。同

樣的，我國法院在判斷特定行為是否構成隱私侵害時，也常常會進行「資訊的性

質」分析。例如，在臺灣高等法院 100 年度上字第 486 號民事判決中，被告將與

擔任社區管委會副主委的原告有關的開會資料，包括管委會例會簽到表照片、管

委會財務報表照片上傳到網路，目的在於佐證擔任財務委員的訴外人確曾連續 3 

次未出席例會，及於當然解任後仍於財務報表上簽章之事實。由於上開簽到表記

載原告之姓名、居住「戶號」，原告遂主張被告上傳的行為已經侵害其隱私權。

法院則認為上開管委會例會簽到表只揭示了原告的「戶號」，外人無法從中知悉

原告的「地址」，因此不構成任何隱私侵害。雖然該判決並沒有強調合理隱私期

待的運用，但法院顯然認為「地址」資訊遠比「戶號」資訊更具私密性。 

實務上法院時常強調「物理性區隔」，認為這是資訊是否維持私密特性的判

斷關鍵。在一件交通警察拍照舉發違規車輛的案件中，臺灣宜蘭地方法院在 93

年度交聲字第 25 號交通事件裁定中，直接表示透明車窗會讓外人從外目睹車內

情形，因此員警以照相機拍得車內駕駛人容貌並不構成隱私侵害。法院表示：「本

件駕駛人所駕駛之自用小客車，其車窗玻璃均屬透面，而該車行駛於道路上，客

觀上他人均能目睹車內情形，於此情形下，汽車駕駛人之容貌既係他人得以目睹，

此部分應無隱私之合理期待性，縱舉發照片將駕駛人之容貌涉入，亦無侵害其隱

私權可言…」 

在一則媒體記者拍攝藝人朱孝天於公寓窗戶旁活動的案件中，臺灣高等法

院 100 年度上更（一）字第 269 號刑事判決，亦以欠缺無窗簾以資屏障為由，認

定朱孝天的在窗旁的活動不該當於刑法第 315 條之 2 、第 315 條之 1 所定的

「非公開活動」，其表示：「…告訴人主觀上或許並無將其與朱孝天在窗邊之活動

內容予以公開之意願，但既然在其住處樓下不特定人均能經過之馬路上，第三人

只需抬頭仰望，無須特別努力，即使以肉眼，也能察見告訴人與案外人朱孝天在

窗內，窗臺以上、無窗簾以資屏障的活動內容，此等告訴人主觀上誤寄予隱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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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之活動，因無相當之設備或環境足資確保其隱密性，即不能謂屬「非公開活動」，

與刑法第 315 條之 2 、第 315 條之 1 所定之「非公開活動」構成要件不符，尚

無違誤，…」。 

此外，在一則涉及媒體記者駕車跟拍車內藝人的案件，臺灣臺北地方法院

在 90 年度自字第 601 號刑事判決中，除了強調拍攝地點屬於公共場所之外，也

特別強調汽車前擋風玻璃不足以阻擋車外一般人自外觀看，因此認為不構成刑法

第 315 條之 1。法院表示：「上述拍攝自訴人之地點，自訴人或係身處於公開之

公共場所，或雖自訴人係坐於轎車當中，然自訴人所駕駛搭載蕭薔之賓士轎車，

被告等人係從前擋風玻璃外向內拍攝，畫面尚屬清晰，換言之，自訴人雖身處轎

車中，然轎車外之一般人均得自外清楚看見自訴人在轎車內之活動，而轎車係行

駛於道路之公共場所，故應認為自訴人坐在轎車內之活動仍屬公開之活動，而非

私密行為，故被告等雖有拍攝之行為，揆諸上開說明，亦不構成刑法第三百十五

條之一之妨害秘密罪」 

王皇玉教授在評論上開臺灣臺北地方法院在 90 年度自字第 601 號刑事判決

時，就強調刑法第 315 條之 1 的「非公開」要件，原則上可用一定的「物理性區

隔」作為界定。4學者也舉例說明物理性區格對於判斷隱私權有無的重要性，例如

廁所、家中雖屬於非公開場所，但假使沒有拉下窗簾，則仍屬「公開」。又例如

一個人穿著短裙或褲子上街，由於裙子或褲子能夠作為物理性區隔，因此裙子或

褲子底下的內褲，屬於個人隱私內容，不容許他人刺探；但裙子或褲子以外的部

分如小腿、腳趾，則不屬於非公開的隱私部位。5 

除了物理性區格之外，與資訊流通有關的法規、契約的內容，也是決定資訊

的流動究竟是合法還是侵害隱私權的重要參考指標。在一則銀行將信用卡持卡人

的強制停卡記錄送交聯徵中心是否構成隱私侵害案件中，臺灣高等法院於 93 年

度上易字第 559號民事判決表示：「信用卡業務機構管理辦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

『辦理信用卡業務機構應將信用卡持卡人之信用資料及特約商店之信用卡交易異

常等資料，送交財政部指定機構建立檔案。』，財政部台財融字第八二一○一六一

四二號函亦明示辦理信用卡業務機構應將信用卡持卡人資料及特約商店信用卡

                                                       
4    王皇玉，汽車內活動是「非公開」活動嗎？，月旦法學教室，76 期，2009 年 2 月，頁 15。

相同見解，參考李茂生，刑法秘密罪章新修條文評釋，月旦法學雜誌，51 期，1999 年 8 月，

頁 103。 
5    王皇玉，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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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異常資料定期報送本中心建檔，有信用卡業務機構管理辦法及財政部台財融

字第八二一○一六一四二號函等影本在卷足憑，且系爭信用卡契約約定第四條亦

明定，上訴人同意被上訴人與聯徵中心得依法蒐集、傳遞與利用其個人資料被上

訴人中國信託因發現上訴人有逾二期以上未清償應付帳款之停卡原因，始依前述

管理辦法、財政部函及信用卡契約約定條款，將上訴人之信用資料送交予聯徵中

心，自無任何不法侵害上訴人名譽權、隱私權之情事。」換言之，法院參酌了相

關管理辦法、主管機關解釋函令、信用卡契約，而認定辦理信用卡業務機構將持

卡人之信用資料送交予聯徵中心，並沒有任何不法侵害隱私權之處。 

另一則強調分析法規範的案件，則是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在 99 年度訴更字第

2 號民事判決，該案涉及被告媒體報導法院判決原告違反著作權一案，並刊登出

原告的姓名、案號等相關資訊。對於被告媒體刊登出原告姓名、判決案號等資訊

是否侵害隱私權部分，法院經考量少數明文禁止公開判決當事人姓名的法規範後，

認為除非有法律明文禁止公開當事人姓名等資訊，否則不構成隱私侵害。法院表

示：「經查現行法律除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2 條、少年事件處理法第 83 條、兒

童及少年福利法第 46 條等相關規定，禁止刊登被害人及兒童少年姓名外，並無

限制媒體報導法院之判決不得刊登當事人姓名之相關規定，而法院民、刑事判決

之主文以及案件當事人之姓名、案號等相關資訊，於判決後相當時日均會公開張

貼於法院公布欄，使不特定之大眾閱覽，且判決書全文除當事人姓名之外，均公

示於司法院網站上，供不特定之大眾依據案號、判決日期、案例事實之相關資訊…

等關鍵字進行查詢，欲對判決內容主張具有隱私之期待可能性，實難認與社會生

活事實相符。」 

在上開判決作成後不久，法院組織法第 83 條：「各級法院及分院應定期出

版公報，刊載裁判書全文。」，被修正為：「各級法院及分院應定期出版公報或以

其他適當方式，公開裁判書。但其他法律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前項公開，除

自然人之姓名外，得不含自然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其他足資識別該個人之資

料。」其中立法院修正理由就強調裁判書全文包含當事人及訴訟關係人之身分證

統一編號等個人資料，屬資訊隱私權（或稱資訊自決權）之保護範圍。於是，原

告在上訴過程中特別補充該法修正理由，指責原審判決有所不當。 

然而，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在 100 年度上字第 149 號民事判決則認為原

審判決並無不妥，法院表示：「99 年 11 月 24 日修正公布施行前之法院組織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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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條亦規定：各級法院及分院應定期出版公報，刊載裁判書全文。並未限制當事

人之姓名、出生年月日登資料不能公開。而目前透過司法院網站查詢判決，雖未

揭露當事人姓名，而將當事人之姓名暫予以代號顯示，實係肇因前所公告之判決，

除當事人之姓名外，尚顯露包括住址、身分證統一編號等資訊，因而始衍生隱私

權問題，並非僅因姓名之公告即有隱私權侵害之疑慮。足徵並非刊登判決書中之

當事人姓名，即構成隱私權之侵害。嗣法院組織法第 83 條雖修正為：『各級法院

及分院應定期出版公報或以其他適當方式，公開裁判書。但其他法律另有規定者，

依其規定』『前項公開，除自然人之姓名外，得不含自然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及

其他足資識別該個人之資料』。既得公布自然人之姓名，並『得』不含自然人身

分證統一編號及其他足資識別該個人之資料，尚無硬性限制不得公開自然人之身

分證統一編號或其他足資識別之資料甚為顯然。上訴人認裁判書於法院組織法修

正公布前，所涉當事人之姓名等資料具有資訊隱私權，自非的論。」換言之，高

等法院分析了新修正的法院組織法第 83 條後，發現該法並沒有禁止判決書公開

當事人姓名，且對於身分證統一編號等其他足以識別個人之資料也僅規定「得」

不公開，因此原告對於其涉案判決字號、姓名等資訊不當然受到隱私權保障。 

第二款   侵害的手段 

除了「資訊的性質」之外，我國法院也曾經對於「侵害的手段」因素進行分

析，以判斷合理隱私期待。在一件交通警察拍照取締交通違規案件中，法院一方

面強調侵害的場所在於公共道路上，另一方面強調照相只是一種增強記憶的手段，

因而認為員警所拍攝的照片為合法證據。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於 96 年度交聲字第

237 號刑事裁定表示：「異議人騎乘機車在馬路上行駛，屬在公眾場合之行為，

對隱私權並無合理期待，警員在天橋上照相舉發，非屬偷拍行為。且警員本可出

庭作證，證述其目睹異議人違規經過，照相只不過增強其記憶與可信度而已。是

異議人辯稱：警方是在行人天橋上偷拍，程序有瑕疵，非法證據不得開單舉發云

云，尚有誤會。」6 

雖然刑法第 315 條之 1 特別將「利用工具或設施」與「非公開」區別成不

同的要件，立法理由也特別強調是否利用工具或設施影響應適用刑法還是社會秩

序維護法；7但在一則關於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的案件，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6    另外可參考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100 年度交聲字第 449 號交通事件裁定。 
7    刑法第 315 條之 1 的立法理由：「二、目前社會使用照相、錄音、錄影、望遠鏡及各種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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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度上訴字第 75 號刑事判決仍舊嘗試從「侵害的手段」的角度出發，認為

被告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只掌握被害人在公共道路上的行蹤，與駕車尾隨方式跟

追無異，衛星定位追蹤器只是代替監看的工具，並未侵害駕駛人的合理隱私期待。

8 

至於民事侵權事件方面，法院在部分判決中也強調「侵害手段」因素的重

要。在一則關於安裝監視器拍攝巷口以掌握原告行蹤的侵權訴訟，臺灣板橋地方

法院於 95 年度訴字第 2121 號民事判決中，除了侵害的場所在公共場所外，也注

意到被告並未進行「全面性監控」而認為未對原告隱私權造成不法侵害。法院表

示：「復查原告雖表現對於隱私之期待，但本院認此項期待並不合理，且無從認

定客觀上社會準備認可此種期待…。再者，被告架設監視器僅有一部，係定點式

地攝影，而非架設多部，全面性地攝影，且攝影之地點又係公共場所，對於原告

隱私之防害有限，應認被告於住家架攝監視器符合比例原則，並非對原告隱私權

之不法侵害。」 

又在一件關於媒體拍攝藝人別墅的派對活動案中，被告媒體所屬記者潛入

一棟尚未完工的大樓，從高處對於鄰棟四周圍繞樹木遮蔽的別墅庭園內部活動，

在庭院內參加私人派對的原告以侵害隱私為由對媒體及相關人員起訴。臺灣臺北

地方法院於 92 年度訴字第 3797 號民事判決中，法院罕見地將「侵害的行為」區

分為構成隱私侵害的「侵入性窺視」及不構成隱私侵害的「非侵入性窺視」。法

院表示：「探查他人非公開活動，又可區分為侵入性窺視、非侵入性窺視；前者

係侵入他人自主活動空間，甚至排除、破壞其隱蔽措施以達到窺視目的，本質上

具有不法性，例如：爬牆偷窺、竊聽他人電話、安裝針孔攝影機等屬之。至於非

侵入性窺視，雖然被察看者主觀上無意使人知悉私密行為，其客觀環境欠缺完整

隱密性，但行為人9卻誤認現場具有隱密性，以致他人無須排除任何阻礙即可直

接、間接觀看其舉止；此種刺探行為在道德層面有其爭議性，但是現行法律並未

處罰。以庭院內活動而言，爬牆窺視屬於侵入性，由牆面破洞向內部窺探則不具

有侵入性，再者，在他人屋內安裝針孔固然係侵入性窺視，但是他人未關閉門窗

                                                       
光學設備者，已甚普遍。惟以之為工具，用以窺視、竊聽、竊錄他人隱私活動、言論或談話

者，已危害社會善良風氣及個人隱私，實有處罰之必要，爰增列本條，明文處罰之。至未透

過工具之窺視或竊聽，則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以秩序罰處罰之。」 
8    詳細說明參考本文，頁 174‐175。 
9  觀察判決前後文，應是指「被察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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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鄰居僅憑目視即可觀看屋內活動，即非侵入性窺視。」10 

接著，法院以本案私人派對舉辦的客觀隱密條件不足，以及記者的拍攝行

為不屬於侵入性窺視為由，認為被告並未侵害原告隱私。11法院表示：「依據原告

所提出壹週刊第十一期封面與內文相片，原告與友人均在別墅庭院區域活動，該

區僅少數樹木具有遮蔽效果；壹傳媒公司人員係自隔鄰高處向下攝錄畫面，客觀

上並未侵入、破壞圍牆以安裝攝影器材，純係利用原告等人疏未注意相關環境特

殊性，壹傳媒公司人員得以自拍攝庭院內活動。壹傳媒公司既無侵入舉動，其拍

攝活動即未侵犯原告隱私權。因此，原告雖不欲他人探知庭院內私密活動，但是

此一場所對於鄰屋不具有完整隱蔽性，壹傳媒公司人員基於地利自鄰屋高處拍攝

其活動，並未侵犯原告隱私。」換言之，法院不僅僅考量到該案原告活動的空間

遮蔽不足，使得被告所蒐集的資訊不具私密性，法院還考量到被告只是進行遠方

拍攝，客觀上並未侵入、破壞圍牆以安裝攝影器材，故認為被告拍攝行為的侵害

程度不至於侵害原告隱私。 

第三款   侵害的場所 

除了「資訊的性質」以及「侵害的手段」之外，「侵害的場所」更是美國法

院時常考量的因素。當侵害的場所涉及「住家」時，法院通常給予幾近絕對地隱

私保障；當侵害的場所是在「曠野」時，法院通常不予保護。但當侵害的場所否

屬於「住家」、「曠野」時，美國法院除了場所因素之外，也會同時參酌「資訊的

性質」、「侵害的手段」，以判斷合理隱私期待的有無。但無論如何，「侵害的場所」

對於合理隱私期待的判斷上具有不可忽視的作用。 

雖然我國法院在操作合理隱私期待標準時，也同樣會考量侵害行為所實施

的場所，我國法院就時常以「公共場所不具隱密性」為由，而直接認定不構成隱

私侵害。例如，在臺灣高等法院 98 年度上字第 108 號民事判決中，針對媒體拍

攝原告在北投湯瀨溫泉餐廳聚餐的相片並刊登在雜誌，法院就單純以侵害場所在

公共場所為由，認為媒體的拍攝行為不構成原告隱私權侵害。法院表示：「經查，

該等照片之拍攝地點為北投湯瀨溫泉餐廳，乃上訴人所自承。該 3 張照片有自

                                                       
10 雖然法院並為清楚表示其在操作「合理隱私期待」，但從「至於非侵入性窺視，雖然被察看者

主觀上無意使人知悉私密行為，其客觀環境欠缺完整隱密性，但行為人卻誤認現場具有隱密

性…」，可以看出法院操作的正是「合理隱私期待」標準。 
11 但要注意的是，同一案件事實，在涉及刑法第 315 條之 1 的刑事審判程序中，臺灣高等法院

99 年度重上更(二)字第 269 號刑事判決卻認為構成隱私侵害。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9 
 

餐廳窗戶拍攝、有於餐廳門口拍攝，或於馬路上拍攝，其拍攝地點均為公眾得出

入之場合或公眾得共見共聞其行為之地點，要不具備隱密性。上開照片內容雖為

上訴人之私人活動，惟不具對隱私之合理期待，縱被上訴人加以拍攝、刊登，不

能認係侵害上訴人之隱私權。」 

又例如，一則樓梯間竊盜、傷害案件中，檢察官提出樓梯間監視器所拍攝的

畫面作為被告犯下傷害罪的證據使用。被告則主張該監視器違法侵害其隱私權，

不得作為證據使用。臺灣高等法院於 93 年度上易字第 1718 號刑事判決中，也僅

以樓梯間為公同共有部分屬公共空間做為理由，認為被告在客觀上難認有隱私或

秘密之合理期待。法院表示：「按告訴人乙○○側錄地點乃公寓樓梯間之自宅大門，

該處對非該棟公寓之居民或未受允准進入之外人，固屬私密空間，然對該棟公寓

居民而言，樓梯間為公同共有部分，顯屬公共空間，在該處所為談話活動，客觀

上難認有隱私或秘密之合理期待，不屬『非公開場所』；…」。 

但除了「公共場所」之外，我國法院似乎也認為，侵害場所若涉及「住家」

時，將對隱私權造成傷害。在一件原告要求鄰居拆除監視器的案件中，臺灣基隆

地方法院於 100 年度基簡字第 521 號民事判決，就以監視器無法拍攝到住家內部

為由而駁回原告的請求。法院表示：「被告陳麗娜原本設置於系爭房屋 3 樓陽台

左側（自原告住處面向系爭房屋）之監視器，其鏡頭雖係朝向原告及被告陳麗娜

住居房屋之方向，…至多僅能拍攝到原告房屋 3 樓陽台左側之洗衣機，並無法

拍攝到原告住家之內部空間。又被告陳麗娜現已將該監視器移置系爭房屋之 3

樓陽台右側，經本院當庭勘驗該監視器於移置後之錄影內容，僅能拍攝到被告陳

麗娜住居房屋之 3 樓陽台及其右側之水管，並無法拍攝到原告住居之房屋及其

陽台，堪認被告已盡力避免對原告住家之隱私權有所妨礙，原告復未能舉證證明

該監視器已拍攝到其住家及陽台之情形，實無從認定被告有侵害原告隱私權而使

其受有損害之情事。」 

但要強調的是，若考量了該資訊仍舊具有私密性質時，有時候法院也不認

為在公共場所的言行舉止就當然欠缺合理隱私期待。在一件貪汙案件中，調查人

員實施跟監時意外在偵查車上錄得共同被告站在馬路旁的談話，於是以該段錄音

作為證據使用。被告認為調查人員未事先取得通訊監察書，主張該段錄音不得作

為證據使用。公訴人則抗稱，在路邊、車旁對話之內容非屬隱私權保護之範圍，

不屬通保法保護之範疇。臺灣臺北地方法院於 99 年度金訴字第 52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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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則強調即便對話所發生的地點在馬路上，但考量被告特意選擇偏人車較之少、

僻靜之處碰面交談，因此仍然有合理的隱私期待。法院表示：「查本件受監察人

（即被告邱茂榮及何智輝）於 99 年 4 月 13 日會面之場所雖係在馬路旁，然由本

院先後 2 次勘驗該錄影畫面，被告邱茂榮、何智輝碰面後刻意一前一後步行相當

距離之後方始交談，且長達 7 分鐘之錄影畫面中未有任何人車從被告邱茂榮或何

智輝身旁經過，可認被告邱茂榮、何智輝係挑選經過人車較之少、僻靜之處碰面

交談，…以同案被告何智輝曾任苗栗縣縣長、立法委員之身分，當不至於希望任

何第三人聽聞其官司事宜，應認被告邱茂榮、何智輝主觀上就該對話內容均不希

望第三人聽聞，仍具有秘密或維持隱私之期待，客觀上，一般人亦認同應給予保

護。」換言之，即便侵害的場所是在公共道路上，但一方面或許是涉及「通訊內

容」，另一方面法院認為該案的客觀條件仍足以確保資訊的私密性，因此最後認

定被告對於其在公共道路旁的對話內容仍享有合理隱私期待，而有通保法的適用。 

第四款   第三人原則 

除了上開介紹的「資訊的性質」、「侵害的手段」以及「侵害的場所」之外，

由於通保法已經在第 29 條第 1 項第 3 款明文規定：「監察他人之通訊，有下列情

形之一者，不罰：三、監察者為一方或已得通訊之一方事先同意，而非出於不法

目的者」，並同時搭配通保法第 3 條第 2 項：「前項所稱之通訊，以有事實足認受

監察人對其通訊內容有隱私或秘密之合理期待者為限」，我國法院時常認為：「當

監察者是通話之一方或者已得通訊之一方事先同意時，被監察人對於通訊的內容

欠缺合理隱私期待」。我國法院的這項結論，或許可以視為我國法上的「第三人

原則」的論證基礎。 

例如，福建金門地方法院於 99 年度選訴字第 3 號刑事判決中表示：「按我

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3 條第 2 項明定所保護之通訊，以『有事實足認受監察人

對其通訊內容有隱私或秘密之合理期待者為限』，刑法第 315 條之 1 亦規定其行

為客體為『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論、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因此祇有具備『合

理的隱私期待』之通訊，始為上述規範所受保護之對象。…當被監聽人自願地將

訊息通知在場人時，即使其對該訊息具有不得對在場以外之他人揭露之主觀期待；

然此期待並非社會所應容認之合理情況，當非憲法上『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

權』之保護客體。」此外，最高法院在 97 年度台上字第 2743 號刑事判決中亦明

確表示：「電話通訊談話人乙○○對受話人林冠宇而言，並無隱私期待，警員係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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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林冠宇同意始實施電話錄音，此與員警在雙方談話人不知情狀況下截聽或截錄

電話談話內容之情形有別，不得逕認係非法取得證據。是乙○○對於其與林冠宇談

話內容證據能力之質疑，容有誤解。」 

但要注意的是，最高法院曾經在 93 年度台上字第 2949 號刑事判決中主張，

司法警察機關於蒐集證據時，縱使事先徵得通訊之一方同意，仍然必須聲請核發

通訊監察書。法院表示：「…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二十九條第三款雖規定，監察

他人之通訊，監察者為通訊之一方或已得通訊之一方事先同意，而非出於不法目

的者，不罰。乃基於衡平原則，對於當事人之一方，所賦予之保護措施。並非謂

司法警察機關於蒐集證據時，得趁此機會，於徵得通訊之一方事先同意，即可實

施通訊監察，而無須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以規避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第

六條所規定之限制。從而司法警察機關縱徵得通訊之一方事先同意而監察他人通

訊，其所取得之證據有無證據能力，仍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規定，

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利益之均衡維護，以為判斷。」 

比較最高法院在上開 97 年度台上字第 2743 號刑事判決以及 93 年度台上字

第 2949 號刑事判決，兩則判決對於合理隱私期待的認識存有相當大的歧見。蓋

在 97 年的判決中，最高法院明確表示，當監察者為通訊之一方或已得通訊之一

方事先同意時，被監察人對於通訊內容已喪失合理隱私期待。但在 93 年的判決

中，最高法院卻認為，通保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3 款的法律效果僅為「不罰」，仍

必須遵守聲請通訊監察書等相關程序。而這是否表示最高法院在 93 年的判決中

隱含著被監察人對於該通訊內容仍保有合理隱私期待的意思，值得玩味。12 

除了「通訊內容」因為有通保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3 款的解釋適用，而產生

類似美國法上的「第三人原則」結論之外，針對通訊內容以外的「交易資訊」是

否也有「第三人原則」的適用，法院尚未明白表示意見。但實務上曾經發生過，

金融業者為了配合檢調辦案，將被害客戶的帳戶交易資料提供給檢調機關，事後

遭到客戶以資訊隱私權受害為由，起訴請求損害賠償的案件。對此，臺灣臺北地

方法院及臺灣高等法院，分別於 95 年度訴字第 7475 號民事判決以及 97 年度上

易字第 483 號民事判決，皆以「基於誠實信用及禁止權利濫用原則（民法第 148

                                                       
12 有學者也注意到實務的歧見存在，並參考美國法上基於風險承擔理論，批評最高法院 93 年

度台上字第 2949 號刑事判決忽略了，經通訊一方同意時候，被監察人對於通訊的內容已經

無合理隱私期待，而不屬於通保法所欲規範的對象。參考李榮耕，你好，我不好－得一方同

意的通訊監察及近年最高法院相關判決簡評，月旦法學雜誌，174 期，2009 年 10 月，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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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參照），就訴訟相關之上訴人個人資料，提出於司法檢調機關，乃上訴人所應

容忍之事，從而被上訴人合作金庫提供與訴訟相關之上訴人個人資料予被上訴人

甲○○提出於調查局，並不具違法性，上訴人又未證明個人資料有遭被上訴人合作

金庫非法輸出或洩漏予他人或無權責機關，難認權利受有侵害」為由，判決原告

敗訴。觀察上開案件，我們可以發現法院以「誠實信用及禁止權利濫用原則」這

種利益權衡條款作為理由，而非美國實務界所強調的「第三人原則」。蓋法院之

所以認為人民應該要容忍政府機關調取「交易資訊」的理由，並不是因為人民欠

缺合理隱私期待，而是因為隱私權與公共利益相互利益權衡後，法院認為隱私權

在此時應該退讓。若這樣的觀察是正確的，上開判決似乎間接說明了，銀行存款

用戶對於「交易資訊」仍享有合理的隱私期待，而無「第三人原則」的適用。13 

第三項   小結 

雖然我國法院操作合理隱私期待的歷史不若美國法院來的久遠，但從十年

來法院鮮少針對主觀隱私期待發表意見的態勢來看，可以看出我國法院同樣是以

客觀隱私期待作為討論的重心。而觀察近年來的判決，法院對於客觀隱私期待的

操作也包括四種考量因素：「資訊的性質」、「侵害的手段」、「侵害的場所」、「第

三人原則」。就「資訊的性質」而言，法院除了考量「物理的區隔」的程度之外，

也會分析法律對於特定種類資訊所設計的公開與保密規範與契約條款。就「侵害

的手段」而言，除了曾經表示照相只是增強記憶的方式、衛星定位追蹤器只是代

替監看的工具之外，法院也曾在民事侵權事件中提出「全面性攝影」、「侵入性窺

視」、「非侵入性窺視」等概念，來分析「侵害的手段」的侵害嚴重程度。而「侵

害的場所」更是向來是我國法院關注的重點，特別是當侵害行為發生在「公共場

所」時，法院多半會認定其不構成隱私權侵害。至於「第三人原則」在我國實務

上的發展，主要是根據通保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3 款：「監察他人之通訊，有下列

情形之一者，不罰：三、監察者為一方或已得通訊之一方事先同意，而非出於不

法目的者」，搭配通保法第 3 條第 2 項：「前項所稱之通訊，以有事實足認受監察

人對其通訊內容有隱私或秘密之合理期待者為限」，合併解釋而來。此外，對於

通訊內容以外的「交易資訊」是否也因為「第三人原則」而喪失合理隱私期待，

目前也還沒有法院對此直接表示意見，只有在少數案件中，法院曾經間接地承認

                                                       
13 要注意的是，倘若同時涉及到資訊流通的法規或契約時，法院未必會認為銀行存款用戶對於

「交易資訊」仍享有合理隱私期待。參考臺灣高等法院於 93 年度上易字第 559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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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對於交易資訊仍享有隱私權的保障。 

第二節   我國定位科技與合理隱私期待 

經過前一節簡單地歸納與分析後，接下來將回到位置資訊的脈絡，來探討

我國法院是如何操作合理隱私期待。我國政府最常使用的科技工具莫過於查詢基

地台位置資訊以及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兩者。至於，私人若想要蒐集他人位置資

訊，除了透過肉眼觀察之外，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則是最常使用的方式。但不論

監控者是政府還是私人，由於利用這些科技工具來蒐集他人的位置資訊有濫權或

侵權的疑慮，因此立法者制定了相關規範來加以管制。以下將先簡單介紹不同的

監控實施者利用不同的科技工具所要遵守的規範，從中我們會發現「合理隱私期

待」的概念早已深入我國定位科技的規範體系內。以這些規範為基礎，本文將進

一步分析我國法院針對個人對位置資訊是否享有合理隱私期待的相關判決，而其

中又以私人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構成刑法妨害秘密罪為大宗。 

第一項   政府查詢基地台位置資訊 

第一款   法律依據 

「通信紀錄」是電信事業為了帳務核算，而對用戶電話撥打情形的一種紀

錄。14依照電信法第 7 條第 2 項授權主管機關所訂定的電信事業處理有關機關查

詢電信通信紀錄實施辦法第 2 條，「通信紀錄」是指電信使用人使用電信服務後，

電信系統所產生之發信方、受信方之電信號碼、通信日期、通信起迄時間等紀錄，

並以電信系統設備性能可予提供者為原則。而目前我國電信事業所能提供的「通

信紀錄」，大致可包括用戶基本資料、類別、國（區）碼、發話方、受話方、通

話日期、通話的起始/結束時間、通話秒數、通話起始/結束所使用的基地台、基

地台方向角、行動電話序號。15其中通話起始/結束所使用的基地台，以及基地台

方向角，都是能夠用來計算出行動電話具體位置的「基地台位置資訊」。但產生

疑義的是，目前政府向電信事業查詢特定行動電話用戶通信紀錄的法源依據為何？

是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還是電信法及其子法？ 

                                                       
14  詹明華、邱紹洲、易序忠，通聯記錄在犯罪偵查上之應用－發話與受話之分析，中央警察大

學學報，39 期，2002 年，頁 187。 
15 同前註，頁 195-199；李榮耕，論偵查機關對通信紀錄的調取，政大法學評論，115 期，2010

年 6 月，頁 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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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我國大法官釋字第 631 號解釋文及理由書，強調憲法第 12 條所規定的秘密

通訊自由，旨在確保人民就通訊之有無、對象、時間、方法及內容等事項，有不

受國家及他人任意侵擾之權利。換言之，憲法通訊自由保障的範圍不以「通訊內

容」為限，也包括通訊之有無、對象、時間、方法等通訊內容以外的資訊。為了

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不受非法侵害，並確保國家安全，維護社會秩序，立法院

於民國 88 年制定通過，並歷經民國 95 年、96 年兩次修正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以

下簡稱通保法）。該法主要規範「通訊」的截收、監聽、錄音、錄影、攝影、開

拆、檢查、影印或其他類似之必要方法的監察行為。 

然而，從目前通保法的整體規範架構來看，通保法所規範的對象僅限於「通

訊內容」，而不涉及通訊之有無、對象、時間、方法等通訊內容以外的資訊。通

保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所謂「通訊」包括「郵件及書信」、「言論及談話」，以

及利用電信設備發送、儲存、傳輸或接收符號、文字、影像、聲音或其他信息之

「有線及無線電信」三種類型。而依照同條第 2 項規定，該法所稱的「通訊」，

以有事實足認受監察人對其「通訊內容」有「隱私或秘密之合理期待」者為限，

再加上通保法第 5 條第 1 項以及第 11 條第 2 項分別規定：「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

罪嫌疑人有下列各款罪嫌之一，並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情節重大，而有相當

理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本案有關，且不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查證據者，

得發通訊監察書。」、「前項第八款之執行機關，指蒐集『通訊內容』之機關。第

九款之建置機關，指單純提供通訊監察軟硬體設備而未接觸『通訊內容』之機關。」

從上開規定可知，「通訊內容」以外的其他關於「通訊的有無」、「通訊的時間」

等資訊，都不是通保法所要規範的對象。16 

有了上開認識後，考量行動電話無線電波顯然不屬於通保法第 3 條第 1 項

第 2 款的「郵件及書信」及第 3 款的「言論及談話」，我們要問的是：政府向電

信事業的幫助查詢基地台位置資訊來推算特定用戶的具體地理位置，是否該當於

對「有線及無線電信」的監察而有通保法的適用？  

通保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關於「有線及無線電信」的說明中，所謂的「電

                                                       
16 李榮耕，同前註，頁 133-134。但李教授依據釋字第 631 號解釋，認為立法者有義務制定必要

且有效的法律，以具體地保護非內容性通訊資料的隱私權益，方符合憲法保障人民通訊隱私

的意旨，本文也採取相同看法。李榮耕，同前註，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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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設備」，依照我國電信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是指「電信所用之機械、

器具、線路及其他相關設備。」又依照電信法同條項第 1 款規定，「電信」是指

「指利用有線、無線，以光、電磁系統或其他科技產品發送、傳輸或接收符號、

信號、文字、影像、聲音或其他性質之訊息」。因此，當行動電話透過無線電波

進行登錄或通話時，所發射的無線電波訊號無疑是「電信」的一種，而用來接收

或發射該等訊號的行動電話當然是「電信裝置」。就這點而言，行動電話所發送

的無線電波訊號是通保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的「有線及無線電信」，似有通保

法的適用。 

然而，若仔細分析這些無線電波訊號的具體內容，行動電話在登錄程序、撥

打或接收電話時所發射的無線電波的內容，其實只是電話號碼及 IMEI 碼而已，

並不包括行動電話用戶的位置資訊。17政府若想要分析出用戶的具體位置資訊，

重點並不在於行動電話所發射的電話號碼及 IMEI 碼，而是該電波之有無、時間、

次數、角度等（包括基地台位置資訊）的通訊內容以外資訊。因此，就目前通保

法的規範架構觀察，政府向電信事業查詢的基地台位置資訊來判斷用戶的位置資

訊，並沒有通保法的適用。 

第二目   電信法及相關子法 

雖然查詢基地台位置資訊沒有通保法的適用，但仍有電信法及相關子法可

作為依據。為健全電信發展，增進公共福利，保障通信安全及維護使用者權益，

立法院制定電信法來規範與電信事業相關的事項。雖然依照電信法第 2 條第 1 項

第 1 款18的定義可知，電信法中所謂的「電信」等同於通保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的「有線或無線電信」，而屬於通保法的其中一種「通訊」類型，規範對象顯

然較通保法狹隘。但電信法第 7 條另外規定：「電信事業或其服務人員對於電信

之有無及其內容，應嚴守秘密，退職人員，亦同。前項依法律規定查詢者不適用

之；電信事業處理有關機關（構）查詢通信紀錄及使用者資料之作業程序，由電

信總局訂定之。…」，且在電信法第 7 條第 2 項的授權下，主管機關19訂定的「電

信事業處理有關機關查詢電信通信紀錄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查詢通信紀錄辦

                                                       
17 黃政龍，科技偵查之研究－以公共空間行動資訊隱私權為範疇，中原大學財經法學系碩士論

文，2009 年 1 月，頁 161-162。 
18 電信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一、電信：指利用有線、無線，以光、電磁系統或其他科技產

品發送、傳輸或接收符號、信號、文字、影像、聲音或其他性質之訊息。」 
19 雖然電信法第 7 條第 2 項是授權電信總局，但依照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 2 條規定，

電信法的主管機關已改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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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及「電信事業處理有關機關（構）查詢電信使用者資料實施辦法」。20其

中查詢通信紀錄辦法第 3 條規定：「有關機關查詢通信紀錄應先考量其必要性、

合理性及比例相當原則，並應符合相關法律程序後，再備正式公文或附上電信通

信紀錄查詢單，…送該電話用戶所屬電信事業指定之受理單位辦理。但案情特殊、

情況緊急之查詢，得由法官、軍事審判官、檢察官、軍事檢察官、查詢機關首長

或其書面指定人先以電話或公文傳真，並經回叫確認為之，查詢後應於於三個工

作日內補具正式公文或加蓋印信之電信通信紀錄查詢單正本。」 

從上述電信法及其子法的規定觀察，相較於通保法僅規範了「通訊內容」的

監察行為，電信法則除了電信內容外，也一併將「通信紀錄」及「使用者資料」

納入電信法的規範內。21而所謂的「通信紀錄」，則包括電信使用人使用電信服務

後，電信系統所產生之發信方、受信方之電信號碼、通信日期、通信起訖時間等

各種紀錄。22而所謂的「基地台位置資訊」，是負責與行動電話建立連線的特定基

地台識別碼、基地台地理位置的總稱，屬於電信系統所產生的「通信紀錄」之一。

因此，雖然行動電話用戶的基地台位置資訊不屬於通訊內容資訊而無通保法的適

用，但仍屬於電信法的「通信紀錄」而有電信法第 7 條的適用。23 

最高法院則在 100 年度台上字第 1972 號刑事判決中也採取相同見解。法院

在確認通保法不能作為查詢通聯紀錄的法律依據後，改以電信法第 7 條第 2 項授

權制定的電信事業處理有關機關查詢電信通信紀錄實施辦法作為檢察官查詢通

信紀錄的法律依據，法院表示：「而目前有關政府機關調閱通信（聯）紀錄之規

範為電信總局依電信法第七條第二項授權制定之電信事業處理有關機關查詢電

信通信紀錄實施辦法，該辦法第三條規定…。是政府機關調閱特定對象通信（聯）

紀錄時，亦應符合『必要性、合理性及比例相當性』等要件。」又在該案中，當

事人曾爭執政府取得通信紀錄的合法性，法院則認為政府為了偵辦毒品案件所為

的調取行為符合必要性、合理性及比例相當性：「上訴人既涉有販賣海洛因罪嫌，

                                                       
20 此外，電信法第 14 條第 6 項、第 17 條第 2 項授權主管機關訂定的「一九○○兆赫數位式低

功率無線電話業務管理規則」、「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二

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無線寬頻接取業務管理規則」中，

亦有類似的通信紀錄查詢規定，但以查詢通信紀錄辦法最為詳細，故本文僅討論之。 
21 黃政龍，同前註 17，頁 174。 
22 電信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8 款：「八、通信紀錄：指電信使用人使用電信服務後，電信系統所產

生之發信方、受信方之電信號碼、通信日期、通信起訖時間等紀錄，並以電信系統設備性能

可予提供者為原則。電信號碼係指電話號碼或用戶識別碼。」 
23 黃政龍，同前註 17，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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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於偵查中為調查犯罪證據，乃依電信事業處理有關機關查詢電信通信紀錄

實施辦法第三條規定，調閱上訴人之通信（聯）紀錄，核與上開辦法第三條所定

之必要性、合理性及比例相當性等要件尚無不符。」 

第二款   判決未進一步檢討合理隱私期待 

或許是因為政府查詢基地台位置資訊已有電信法及其子法作為依據，雖然

法院多半肯認通信紀錄涉及隱私權問題，但卻始終未深入分析為何行動電話用戶

對其基地台位置資訊有合理隱私期待。24例如，在一則涉及違法販賣毒品的案件，

臺灣高等法院於 99 年度上更（一）字第 34 號刑事判決中雖然明白指出政府查詢

通信紀錄涉及隱私權，但討論重心明顯在於查詢行為是否違反相關法定程序，例

如刑事訴訟法和電信法，但對於合理隱私期待的操作卻欠缺相關論述。25法院表

示：「…查電話通聯紀錄顯示發信方、受信方、通信時間及基地台位置，該紀錄

確涉及使用人之隱私權，然查偵查機關對於被告之物件、電磁紀錄認為必要時，

得聲請搜索，若有相當之理由可信為被告應扣押之物或電磁紀錄存在時，亦得對

第三人之物件、電磁紀錄聲請搜索，此觀刑事訴訟法第 122 條、第 128 條之 1 之

規定自明，既然刑事訴訟法明定偵查機關認為必要時，得聲請搜索被告或第三人

之物件及電磁紀錄作為證據，依此推論，可悉當涉及隱私權之電話通聯紀錄得作

為被告犯罪之證據時，即限縮該個人隱私權之保障，仍許偵查機關取得作為證據，

又偵查機關既得聲請對第三人搜索扣得通聯紀錄，則其未使用強制處分之搜索手

段，而函請第三人之電信業者交付通聯紀錄，自不違背法定程序，況依電信事業

處理有關機關查詢電信通信紀錄實施辦法第 3 條第 1 項…，亦可徵檢察官有查詢

電信通信紀錄之權限。」 

第二項   政府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等電子監控儀器 

第一款   法律依據 

除了透過查詢基地台位置資訊的方式之外，政府也可以藉由安裝衛星定位

追蹤器、無線電波發射器等電子監控儀器來蒐集人民的位置資訊。而我國目前現

                                                       
24 本文以「合理&隱私&期待&基地台」作為關鍵字，於法源法律網進行裁判書搜尋，發現法院

未曾針對個人對基地台位置資訊是否有合理隱私期待一事有任何說明。 
25 其他例如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0 年度上更(二)字第 82 號刑事判決，也僅針對查詢行為是

否符合法定程序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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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1 條、刑事訴訟法及個人資料保護法，似乎可以做為政

府蒐集位置資訊的法律依據。26 

第一目   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1 條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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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院在民國 92 年制定警察職權行使法。27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1 條28則是

為了防止刑事犯罪的必要，而賦予警察利用目視或科技工具進行觀察及動態掌握

等資料蒐集行動的權力。此項觀察及動態掌握等資料蒐集行動，若是採取目視的

方式，就是一般常見的跟蹤尾隨、定點站崗監視等行動。至於利用科技工具進行

觀察及動態掌握行動，則可解釋適用的範圍相當廣泛，從手電筒、照相機、熱影

像器，到航空攝影、衛星監控等利用科技工具掌握特定人行動的資料蒐集行為都

可以包含在內。 

但警察在適用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1 條作為資料蒐集的法律依據時，需特別

注意有二。首先，實務上會依照蒐集證據的目的究竟是預防犯罪還是犯罪偵查，

來分別適用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1 條或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29蓋從警察職權

行使法第 11 條的「為防止犯罪」文字用語來看，立法者依該法授權給警察蒐集

                                                       
26 其他相關法規包括廢棄物清理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3 款：「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一定規模

之事業，應於公告之一定期限辦理下列事項：三、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廢棄物清運

機具，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規格，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並維持正常運作。」、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第 20 條第 3 項第 7 款：「觀護人對於付保護管束之加害人，得採取下列一款或數款之

處遇方式：七、得報請檢察官、軍事檢察官許可，對其實施科技設備監控。」參考黃清德，

位置資訊蒐集與基本人權保障－以警察利用衛星定位系統 GPS 蒐集資料為探討中心，警專

學報，4 卷 5 期，2009 年 4 月，頁 129-130。此外，由於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目的在蒐集來

自於衛星所發射的無線電波，並沒有對於被跟蹤者所傳送的通訊內容進行監察，因此當然無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的適用。參考吳爾文，警察跟監制度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

論文，2007 年 6 月，頁 119。另有論者認為我國目前對於衛星定位追蹤器的要件、程序相關

規範不足。參考黃政龍，隱私權 vs.科技：論警察使用 GPS 追蹤器偵查犯罪，中央警察大學

警學叢刊，40 卷 6 期，2010 年 5 月，頁 267。 
27 參考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 條。 
28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1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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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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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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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參考林昶瑨，論刑事程序之跟監行為，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碩士在職專班，2009 年 5 月，頁

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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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的目的顯然不是犯罪偵查。在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1 年度上易字第 955

號刑事判決中，被告主張警察偵查行動違反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1 條，法院則以

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1 條目的是在防止犯罪為由而拒絕適用該條規定，法院表示：

「又警員洪鈺婷自 100 年 4 月 20 日起喬裝顧客至『貝利星電子遊戲場』蒐證查

訪之行為，乃其身為司法警察，知有犯罪嫌疑者，依刑事訴訟法第 231 條規定，

行使其調查之職權，核與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1 條所稱為防止重大犯罪、組織性

犯罪而為之資料蒐集活動無涉，被告林登山之辯護人以洪鈺婷未經由警察局長書

面同意即至『貝利星電子遊戲場』蒐證查訪為由，而主張洪鈺婷所為係屬違法資

料蒐集活動，顯有誤解。」 

其次，本條所容許警察實施觀察及動態掌握的範圍以對被跟監人「無隱私

或秘密合理期待之行為或生活情形」者為限。換言之，警察若要安裝衛星定位追

蹤器或無線電波追蹤器來蒐集被跟蹤者的位置資訊，必須以被跟蹤者對於其位置

資訊「無隱私或秘密合理期待」為限。這涉及到本文的討論議題：個人對於在公

共道路上的位置資訊是否享有合理的隱私期待。若答案是肯定的，警察自然不得

依照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1 條來實施上開蒐集資訊的行動。 

第二目   刑事訴訟法 

有別於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1 條的目的在防止犯罪，刑事訴訟法則是檢警從

事各種犯罪偵查行動的重要法律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各項偵查措施，

包括傳喚、訊問、拘提、逮捕、搜索、扣押、鑑定、勘驗等等，而其中的「搜索」

相關程序似乎可以作為政府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或無線電波發射器的法律依據。 

雖然我國立法者並未對於「搜索」下定義，但參考刑事訴訟法第 122 條規

定：「對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身體、物件、電磁紀錄及住宅或其他處所，必要

時得搜索之。對於第三人之身體、物件、電磁紀錄及住宅或其他處所，以有相當

理由可信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或應扣押之物或電磁紀錄存在時為限，得搜索之」，

因此，傳統上可將「搜索」解釋為：「以發現被告（含犯罪嫌疑人）或犯罪證據

或可得沒收之物為目的，而搜查被告或第三人之身體、物件、電磁紀錄、住宅或

其他處所之強制處分」。30然而，這樣的解釋方式容易使我國刑事訴訟法的「搜索」

                                                       
30 參考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2010 年 9 月版，頁 405。其中的「電磁紀錄」文字意義，究

竟是指無形的「電磁紀錄」本身，還是指儲存電磁紀錄之有形「載體」，立法者並未進一步

釐清，但從偵查機關的搜索扣押實務操作來看，一般都將其被理解為「載體」；至於，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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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被理解為政府機關以「物理侵入」某一「特定客體或領域」而言。31但是

在科技發達的現代，這種理解方式已無法有效保障人民的隱私權，因為政府可藉

由各種高科技設備，不需任何物理侵入，即可輕易取得相同的資訊。因此，有學

者建議改採「合理隱私期待」標準，來判斷刑事訴訟法上的「搜索」；32而部分法

院也開始嘗試以「合理隱私期待」作為是否構成搜索的判斷標準。33 

有趣的是，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曾於 2012 年作成 United States v. Jones 案34，

認為政府在被監控者的車上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是一種對被監控者「車輛」的「物

理侵入」，因而構成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的「搜索」。因此，不論我國刑事訴

訟法上的「搜索」是否僅被理解為「物理侵入」，參考美國法院的解釋方式，我

國政府在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的車輛上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或無線電波發射器，似

乎構成我國刑事訴訟法上的「搜索」。35 

但若我們再深入觀察刑事訴訟法搜索及扣押章的相關條文，例如第 123 條

要求搜索婦女之身體時，應由婦女執行的規定；第 144 條規定執行搜索時得開啟

鎖扃、封緘、封鎖現場、禁止在場人員離去等規定；第 145 條規定，除依法得不

用搜索票之情形外，搜索前應出示搜索票；第 147 條對於夜間搜索的禁止等等規

定都顯示出，倘若將我國刑事訴訟法「搜索及扣押」章中的眾多程序適用於位置

追蹤器的安裝上，恐會產生窒礙難行。36因為我國刑事訴訟法的「搜索」概念是

一種以查獲「特定客體或領域內」的被告（含犯罪嫌疑人）、犯罪證據或可得沒

收之物作為目的之搜查行動，但相反地，政府在車輛上安裝位置追蹤器，目的並

非為了查獲車輛內的被告（含犯罪嫌疑人）、犯罪證據或可得沒收之物而安裝，

而是為了獲悉或記錄車輛未來的位置資訊而安裝，因此安裝行為務必得保持隱匿

性，沒有封鎖現場的問題，時間上更不應有夜間限制，而這些都與現行程序有所

扞格。 

                                                       
後續對電磁紀錄內容所進行的檢索、分析等活動，則另須依循「鑑定」程序。參考李榮耕，

電磁紀錄的搜索及扣押，臺大法學論叢，41 卷 3 期，2012 年 9 月，頁 1058 及頁 1085。 
31 參考吳爾文，同前註 26，頁 114。 
32  參考王兆鵬，重新定義高科技時代下的搜索，收錄於：新刑訴．新思維，2004 年 10 月，頁

60‐62。 
33  諸如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4117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94 年度上訴字第 48 號刑事

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1 年度上訴字第 140 號刑事判決等。 
34 132 S. Ct. 945 (2012). 
35 但仍有論者認為，使用位置追蹤器是一種無形侵入，欠缺強制性，因此不構成我國刑事訴訟

法的「搜索」。參考吳爾文，同前註 26，頁 117；林昶瑨，同前註 29，頁 145。 
36  黃政龍，同前註 17，頁 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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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搜索、扣押、鑑定、勘驗等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的偵查措施之外，實務

上曾有法院將刑事訴訟法第 228 條第 1 項：「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

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第 230 條第 2 項：「前項司法警察官知有

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並將調查之情形報告該管檢察官及前條之司法警察

官」以及第 231 條第 2 項：「司法警察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並將調

查之情形報告該管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解釋為「任意性偵查」的法律依據，

以填補法律無法鉅細靡遺規定的缺憾。 

在一件強盜案件中，檢察官與被告對於警察以「跟監」方式蒐集被告所遺留

下來的煙蒂以作ＤＮＡ比對用途的調查行動的合法性產生了爭執。雖然最高法院

在 101 年度台上字第 5635 號刑事判決中參照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1 條來解釋「跟

監」的意義，似乎有意將「跟監」定義為一種無合理隱私期待的蒐集行為；37但

最高法院卻又緊接著強調，雖然「跟監」涉及到基本權侵害，但因不涉及強制性，

所以只是一種「任意性偵查」而無任何違法之處。法院表示：「無論係基於調查

犯罪之必要所為具司法警察偵查犯罪性質之活動；或係為預防犯罪所為之行政警

察活動，對於被跟監者之隱私權、資訊自決權等憲法所保留之基本權固有不當之

干預，然偵查犯罪及預防犯罪之發生等均係維持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利益所必要，

自得以法律限制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條第二項、第二百三十一條既規定司

法警察官、司法警察知有犯罪嫌疑者，應開始調查。而『跟監』復係調查及蒐集

犯罪證據方法任意性偵查活動，不具強制性，苟『跟監』後所為利用行為與其初

始之目的相符，自無違法可言。」 

倘若現行的刑事訴訟法關於「搜索」的程序規定無法作為政府機關安裝衛

星定位追蹤器與無線電波發射器的法源依據，或許刑事訴訟法第 228 條第 1 項、

第 230 條第 2 項、第 231 條第 2 項可作為上開行為的法律依據。但有論者質疑以

刑事訴訟法第 228 條第 1 項、第 230 條第 2 項、第 231 條第 2 項這種一般性授權

條款作為科技監控法律依據的妥當性。38更有論者直接表示，我國刑事訴訟法欠

缺衛星定位追蹤器的相關依據，而建議未來修法以茲規範。39本文認為，姑且不

                                                       
37 最高法院在 101 年度台上字第 5635 號刑事判決：「(三)、『跟監』係指國家機關為防止犯罪或

犯罪發生後，以秘密而不伴隨國家公權力之方式，對無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之行為或生活情

形，利用目視或科技工具進行觀察及動態掌握等資料蒐集活動（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十一條規

定參照）。」 
38 黃清德，科技定位追蹤監事與基本人權保障，元照出版，2011 年 11 月，頁 118-119。 
39 參考吳爾文，同前註 26，頁 117；黃政龍，同前註 17，頁 150。謝咏庭，合理隱私期待與搜

索概念，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04 年 7 月，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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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此種一般性規定作為授權依據的妥當性確實值得懷疑，若從最高法院在 101 年

度台上字第 5635 號刑事判決對於「任意性偵查活動」的理解，雖然該判決顯然

是以「不具強制性」為標準，但從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曾於 2012 年作成 United States 

v. Jones 案40的結果來看，追蹤裝置的安裝行為本身就是一種「物理侵入」，而具

有「強制性」，顯然不是該判決所說的「任意性偵查活動」，因此無法藉由刑事訴

訟法第 228 條第 1 項、第 230 條第 2 項、第 231 條第 2 項為安裝定位裝置尋得法

律依據。 

第三目   個人資料保護法 

為規範個人資料之蒐集、處理及利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

料之合理利用，立法院在民國 99 年修正以往的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成為

現今的個人資料保護法。個人資料保護法的立法目的，依照該法第 1 條規定，在

於「避免人格權受侵害」。而所謂的「人格權」廣泛包括隱私權、名譽及信用等

等，這些權利都與個人資料的保護息息相關。41 

依照個人資料保護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謂的「個人資料」是指自然

人之姓名、出生年月日、…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識別該個人之資料。由該

條可知，資料必須要可以直接或間接方式識別特定人，才有個人資料保護法的適

用。又依照個人資料保護法施行細則第 3 條：「本法第二條第一款所稱得以間接

方式識別，指保有該資料之公務或非公務機關僅以該資料不能直接識別，須與其

他資料對照、組合、連結等，始能識別該特定之個人。」雖然衛星定位追蹤器或

者無線電波發射器所顯示出的只是車輛的位置資訊，但由於個別車輛通常是由固

定的人來駕駛，所以上開裝置所蒐集到的位置資訊，無疑是得以間接方式識別個

人的「個人資料」。42要特別強調的是，個人資料保護法並沒有如同通保法第 3 條

第 2 項設有「合理隱私期待」的要件限制，因此舉凡是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識別

該個人之資料，不論資料主體對於該資料是否有合理隱私期待，仍然受到個人資

料保護法的規範。因此，不論個人對於其位置資訊是否有合理隱私期待，位置資

訊既然屬於得以間接方式識別個人的「個人資料」，就當然有個人資料保護法的

                                                       
40 132 S. Ct. 945 (2012). 
41 呂丁旺，淺析修正「個人資料保護法」，月旦法學雜誌，183 期，2010 年 7 月，頁 131。 
42 劉定基，個人資料的定義、保護原則與個人資料保護法適用的例外－以監視錄影為例(上)，

月旦法學教室，115 期，2012 年 5 月，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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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 

個人資料保護法第 15 條規定：「公務機關對個人資料之蒐集或處理，除第

六條第一項所規定資料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一、執行法

定職務必要範圍內。二、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三、對當事人權益無侵害。」由於

位置資訊不屬於個人資料保護法第 6 條的醫療、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

前科之個人資料資訊，因此公務機關蒐集位置資訊則需先符合第 15 條所列各款

情形。其中第 2 款「經當事人書面同意」，因為位置資訊的蒐集往往必須在當事

人不知情的情況下才有意義，所以該款似乎很難在位置資訊的蒐集脈絡下適用。

至於第 3 款「對當事人權益無侵害」，則必須考量名譽、信用、隱私等人格權是

否會因為公務機關的資料蒐集行為而受到損害；而就隱私權而言，則涉及到個人

對於其位置資訊是否有合理隱私期待的判斷。 

至於第 1 款的「執行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而言，涉及到個人資料保護法

施行細則第 10 條，其規定：「本法…第十五條第一款…所稱法定職務，指於下列

法規中所定公務機關之職務：一、法律、法律授權之命令。二、自治條例。三、

法律或自治條例授權之自治規則。四、法律或中央法規授權之委辦規則。」觀察

該細則第 10 條後發現，該條只處理了法定職務的法規依據來源而已，所以縱使

存有上開所列舉的法規依據，未必當然能夠依照第 1 款來蒐集位置資訊，關鍵恐

怕在於「必要範圍」的解釋。而所謂「必要範圍」，或許可以參考個人資料保護

法第 5 條：「個人資料之蒐集、處理或利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益，依誠實及信

用方法為之，不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理之

關聯。」因此，若在具體個案中認定蒐集欠缺必要性，檢警以外的公務機關恐怕

就只能援引個人資料保護法第 3 款「對當事人權益無侵害」，作為蒐集資訊的依

據。 

第二款   判決未進一步檢討合理隱私期待 

目前我國法院在判決中採用利用衛星科技所取得的資料種類繁多，但多半

是用於土地測量、確定盜採砂石林木的地點、利用船舶既有的衛星定位裝置來確

認船舶的航行位置，至於涉及到政府主動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來蒐集被監控者交

通工具位置資訊的案件反倒相當罕見。43在這些有限的案件中，當事人鮮少爭執

                                                       
43 相關統計，可參考蔡達智，衛星監控資訊作為法庭證據之實證研究－以高等以上法院裁判為

中心，科技法學評論，5 卷 1 期，2008 年 4 月，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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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監控行為的合法性，法院也鮮少針對個人對其位置資訊是否有合理隱私期待

表示意見。44在一則政府利用衛星定位科技掌握船舶行蹤的最高法院 96 年度台

上字第 5057 號刑事判決中，被告雖然主張：「海巡人員張志文證稱：海巡人員利

用衛星定位、雷達已掌握船蹤達五天之久，而當時並無其他船隻靠近，並無登船

搜索之急迫性，上開搜索違反法益權衡法則，其所取得之證據應無證據能力。」

但法院卻僅對於搜索行為表示「基於公共利益之維護，認上開搜索所得之證據，

為有證據能力」，而對利用衛星定位追蹤器一事未進一步審酌其合法性。 

第三項   私人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 

第一款   法律依據 

由於私人並不沒有電信法及其子法授權其查詢通信紀錄，因此目前實務上

私人使用科技工具來蒐集他人位置資訊的案例，以在被跟蹤人的車輛上安裝衛星

定位追蹤器為主。有別於政府受到大量行政法規的規制，私人間安裝衛星定位追

蹤器所適用的規範，主要包括民法、刑法以及個人資料保護法。 

第一目   民法 

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因故意或過失，不法侵害他人之權利者，負

損害賠償責任。」，以及民國 88 年修正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規定：「不法侵害他

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不法侵害其他人格法益

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金額。其名譽被

侵害者，並得請求回復名譽之適當處分。」，隱私權無疑是立法者納入民事侵權

行為法所要保障的「權利」。45而且被告除了得請求財產上損害之賠償外，雖非財

產上的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金額。因此，倘若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會構成

隱私權侵害，被害人自得以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46、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向

行為人請求損害賠償及慰撫金。 

                                                       
44 例如在一則涉及警方利用衛星定位追蹤器追查竊盜集團的案件，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371 號刑事判決卻未針對政府監控行為的合法性表示意見。 
45 王澤鑑，人格權保護的課題與展望(三)－人格權的具體化及保護範圍(6)－隱私權(下－1)，台

灣本土法學雜誌，99 期，2007 年 10 月，頁 48。 
46 實務上也曾有原告主張將個人資料保護法當作「保護他人之法律」，而以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

作為請求權基礎。例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4696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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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不乏有請求成功獲得賠償的案例。例如，在臺灣臺北地方法院 101 年

度訴字第 4676 號民事判決中，被告在原告車輛上偷偷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紀錄

原告行蹤，並多次破壞車身、放置恐嚇信，導致原告終日不得安寧，長期受到多

次驚嚇，精神上感到痛苦。原告檢查車輛發現衛星定位追蹤器後，遂以民法第 184

條、第 195 條向被告請求慰撫金。法院認為被告在原告車上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

已構成隱私權侵害，根據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被告

應給付慰撫金。47又在臺灣苗栗地方法院 98 年度苗簡字第 617 號民事簡易判決

中，與原告離婚後的被告為了掌握原告行蹤，在原告所駕駛的車輛上安裝衛星定

位追蹤器，導致原告身心嚴重受創，生活起居嚴重失調，遂起訴請求慰撫金。法

院在該案中也肯認原告以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第 195 條第 1 項前段作為

請求慰撫金的法律基礎。上面兩件損害賠償訴訟，法院並沒有針對為何認為安裝

衛星定位追蹤器會構成隱私權侵害加以說明，但原告無疑可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請求損害賠償及慰撫金。 

第二目   刑法第 315 條之 1 

除了民法侵權行為責任外，刑法妨害秘密罪章也可作為私人安裝衛星定位

追蹤器等裝置的規範。其中刑法第 315 條之 1 規定：「有下列行為之一者，處三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金：一、無故利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

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論、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二、無故以錄音、照相、錄

影或電磁紀錄竊錄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論、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從上開

條文用語可知，刑法第 315 條之 1 規範對象是「他人非公開之活動」、「他人非公

開言論、談話」、「他人身體隱私部位」之「窺視」、「竊聽」或「竊錄」等行為。

48從其立法理由可知，刑法第 315條之 1目的在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

                                                       
4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4676 號民事判決：「…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

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

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

額，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分別規定明確。又按慰藉金之賠償須

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則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

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著有 51 年台上字第 223 號判例可資

參照）。本件被告提供系爭 SIM 卡予他人追蹤原告之行為，確已使他人得以經由 GPS 衛星

定位系統追蹤原告行蹤，顯然侵害原告之隱私權，造成原告精神上之痛苦，故原告自得依前

揭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 
48 蔡蕙芳，從美國隱私權法論刑法三一五條之一與相關各構成要件(下)，興大法學，7 期，2010

年 6 月，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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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而且該條還特別強調工具機器之使用，因為密切且持續以五官直接觀察與利用

工具的間接觀察，或許所取得的資訊相同，但立法者顯然認為後者的侵害更嚴重。

50 

一般而言，刑法第 315 條之 1 適用上最困難的問題之一，在於何者是「非

公開」？何者是「公開」？對此，林山田教授表示：「稱非公開之活動係指不對

公眾公開而具隱密性，且有建築物或其他設施而在客觀上足認可以確保隱密性之

個人或團體活動。…活動之具有隱密性必須有期保持隱密性之客觀條件，始足認

為非公開之活動；否則，活動雖主觀上認為其活動係隱密中進行而不對外公開，

但卻不具足以確保活動隱密性之設備者，無法認定為非公開之活動。」51從林山

田對「非公開之活動」的解釋可以看出來，不僅主觀上必須不對外公開的意思，

客觀上也必須有足以確保活動隱密性之設備。而有學者更直接表示，所謂的「非

公開」，可以參考美國 Katz 案所發展出來的「合理隱私期待」標準。52 

在臺灣高等法院 100 年度上更（一）字第 269 號刑事判決，關於藝人朱孝

天從公寓窗戶探頭遭到狗仔拍攝案中，法院就以「合理隱私期待」的標準來判斷

是否該當刑法「非公開之活動」要件，其表示：「按刑法第 315 條之 1 第 2 款妨

害秘密罪之立法目的，係對於無故竊錄他人非公開活動、言論、談話或身體隱私

部位之行為，予以限制，以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而上述法條所稱

『非公開之活動』，係指活動者主觀上具有隱密進行其活動而不欲公開之期待或

意願（即主觀之隱密性期待），且在客觀上已利用相當環境或採取適當設備，足

資確保其活動之隱密性者（即客觀之隱密性環境）而言。…」因此，在私人安裝

衛星定位追蹤器的事實脈絡下，是否構成刑法第 315 條之 1，關鍵也在於被害人

對於其位置資訊是否享有「合理的隱私期待」。53 

                                                       
49 民國 88 年增訂理由：「一、本條新增。二、目前社會使用照相、錄音、錄影、望遠鏡及各種

電子、光學設備者，已甚普遍。惟以之為工具，用以窺視、竊聽、竊錄他人隱私活動、言論

或談話者，已危害社會善良風氣及個人隱私，實有處罰之必要，爰增列本條，明文處罰之。

至未透過工具之窺視或竊聽，則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以秩序罰處罰之。」又民國 94 年

增訂理由：「未得他人同意而任意以工具偷窺或偷錄他人隱私部位，已侵害個人隱私權，如

有製造或散布之行為，影響尤為嚴重，應有處罰必要，為避免此種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之疑義，

於各款之行為客體增訂『身體隱私部位』以杜爭議。」 
50 蔡蕙芳，同前註 48，頁 35。 
51 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2002 年 3 月，頁 255。 
52 蔡蕙芳，同前註 48，頁 36。王皇玉，短裙下的大腿是隱私部位嗎？，月旦裁判時報，7 期，

2011 年 2 月，頁 127-128。李佳玟，在場人錄音之證據能力（中），台灣本土法學雜誌，117
期，2008 年 12 月，頁 130。 

53 倘若最後認定被害人對於其位置資訊享有「合理的隱私期待」，此時究竟是該當於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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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個人資料保護法 

個人資料保護法除了針對公務機關蒐集個人資料設有限制之外，對於非公

務機關蒐集個人資料，也有第 19 條第 1 項的限制：「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料之蒐

集或處理，除第六條第一項所規定資料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列情形之一

者：一、法律明文規定。二、與當事人有契約或類似契約之關係。三、當事人自

行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料。四、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利益為統計或

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料經過提供者處理後或蒐集者依其揭露方式無從識別特

定之當事人。五、經當事人書面同意。六、與公共利益有關。七、個人資料取自

於一般可得之來源。但當事人對該資料之禁止處理或利用，顯有更值得保護之重

大利益者，不在此限。」該條文義上可能與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或無線電波發射

器相關的事由，就屬第 2 款、第 3 款、第 6 款以及第 7 款。蓋目前法律上無明文

容許私人間相互安裝定位裝置，而第 4 款主要是針對蒐集後再提供給學術研究機

構使用的情況，與安裝定位裝置來直接蒐集他人位置資訊的事實脈絡有別。至於

第 5 款「經當事人書面同意」，若在不欲讓被追蹤者知悉的脈絡下，顯然無適用

可能。 

首先，就「與當事人有契約或類似契約之關係」而言，其中所謂的「契約關

係」，依照個人資料保護法施行細則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包括本約，及非公務機

關與當事人間為履行該契約，所涉及必要第三人之接觸、磋商或聯繫行為及給付

或向其為給付之行為。而所稱「類似契約之關係」，依照施行細則同條第 2 項規

定， 分別包括：非公務機關與當事人間於契約成立前，為準備或商議訂立契約

或為交易之目的，所進行之接觸或磋商行為；以及契約因無效、撤銷、解除、終

止而消滅或履行完成時，非公務機關與當事人為行使權利、履行義務，或確保個

人資料完整性之目的所為之連繫行為。 

許多物流公司開始在旗下所屬的貨車上安裝衛星導航等設備，一方面可以

避免貨車司機迷路，另一方面可以讓雇主掌控貨車的動向。而車輛租賃公司也開

                                                       
「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還

是第 2 款：「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

體隱私部位者」？關於這個問題，實務上多數法院認為私人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該當於刑法

第 315 條之 1 第 1 款。例如，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上易字第 2915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

法院臺南分院 100 年度上訴字第 591 號刑事判決、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0 年易字 145 號刑事

判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9 年度易字第 684 號刑事判決等。然而，也有少數法院認為應該

根據第 2 款論處，例如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上易字第 2407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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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在車輛上安裝衛星定位裝置，一方面可以在車輛發生意外時，立即為承租人提

供必要的協助，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雙方締結契約的信賴基礎。換言之，在職場

上，GPS 可以讓雇主掌控員工的行蹤，提高生產效率，降低加班次數，避免未經

授權使用公司車輛，改善客戶服務；54在契約履行過程中，GPS 則能供更多元、

完善的服務，並降低履約過程中的詐欺、違約等風險、增加與陌生人締約時的信

賴基礎。上述追蹤受雇人與承租人位置資訊的情況，似乎都可以認為是非公務機

關與當事人間為履行該契約而為的蒐集資料行為。 

然而，非公務機關在援引第 2 款「與當事人有契約或類似契約之關係」時，

並非毫無限制。有學者參考歐盟及英國立法例，認為適用該款的前提必須是關資

料的蒐集（處理或利用）須為「履行契約所必要」（necessary for the performance 

of a contract）。55而參考該款的立法理由，也特別強調在適用該款時應注意同法第

5 條的規定：「個人資料之蒐集、處理或利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益，依誠實及信

用方法為之，不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理之

關聯。」換言之，私人為了契約履行目的而蒐集他人的位置資訊時，仍然必須依

照誠實信用方法，並不得逾越履行契約目的之必要範圍，且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

正當合理之關聯。 

其次，就第 3 款「當事人自行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料」而言，

文義上可區分為兩種類型，分別為「當事人自行公開之個人資料」以及「已合法

公開之個人資料」。其中所謂的「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料」，依照個人資料保護法

施行細則第 13 條第 2 項，是指依法律或法律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令所公示、

公告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公開之個人資料。由於目前沒有任何法律或法律具體明確

授權之法規命令要求私人相互間必須以公示、公告或以其他合法方法公開自己的

位置資訊，因此在第 3 款中唯一值得討論的問題是，該款前段「當事人自行公開

之個人資料」可否被援引在私人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的情形？ 

所謂的「當事人自行公開」，依照個人資料保護法施行細則第 13 條第 1 項，

不僅包括當事人自行對「不特定人」揭露，也包括自行對「特定多數人」揭露其

個人資料。56而在非公務機關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來蒐集資料主體的位置資訊脈

                                                       
54 See Murray Singerman, GPS Invasion of Worker Privacy, 37-JUN MD. B.J. 54 (2004). 
55 劉定基，個人資料的定義、保護原則與個人資料保護法適用的例外---以監視錄影為例(下)，

月旦法學教室，119 期，2012 年 9 月，頁 46。 
56 有學者基於尊重個人自主權的角度考量，質疑施行細則的妥當性，主張應以當事人「有意」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69 
 

絡下，可否援引第 3 款作為合法蒐集位置資訊的依據，關鍵在於位置資訊是否已

經暴露在不特定人或特定多數人的視野下。一般而言，住家內的位置資訊通常可

認為非屬當事人自行公開的資訊，但公共道路上的位置資訊是否已經對不特定人

或特定多數人揭露，恐怕就產生適用上的疑慮。而我國大多數法院都認為，基於

空間上與時間上的阻隔，路人或他人所見者僅為駕駛人於某時駕車而過或停，駕

駛人的身分、出發地及目的地等行蹤並非眾人所週知。57若實務的見解足以採信，

那麼非公務機關自然就不得援引第 3 款「當事人自行公開」，以作為蒐集位置資

訊的合法依據。 

第三，就第 6 款「與公共利益有關」這項不確定法律概念而言，在法務部

對於個人資料保護法所作成的相關解釋函令中，例如於民國 102 年 6 月 20 日

所作成的法律字第 10203505990 號解釋函令，曾認為所謂的「公共利益」係指「為

社會不特定多數人可以分享之利益」。姑且不論如此解釋是否妥當，由於私人蒐

集他人位置資訊之目的鮮少是為了追求社會上不特定多數人可以分享之利益，也

凸顯出私人很難以該款作為搜集位置資訊的法律依據。此外，有學者分析立法過

程相關紀錄發現，立法者已經意識到未來在該款的適用上恐會引發不少爭議，因

此以附帶決議的方式要求政府機關應邀請團體、專家、學者共同研議於施行細則

中。58但利用施行細則來具體化「公共利益」這種不確定法律概念，難免會有超

越母法或者涵蓋不足的風險；而在個人資料保護法欠缺主管機關的情況下，各機

關間難免會有解釋寬嚴不一的現象；又司法機關本身也不完全受到行政命令的拘

束，很可能出現法院與主管機關意見相左的情況。59鑒於透過施行細則來界定「公

共利益」的範圍有上述諸多困難，學者強調該款在實際操作上，應由法院逐案衡

量特定個案中所涉及的諸多具體事實因素，待司法案例累積形成判斷原則，始能

妥善處理公共利益和資料主體隱私權孰輕孰重問題。60因此，私人若要以該款作

為蒐集位置資訊的依據，除了必須是「為社會不特定多數人可以分享之利益」之

外，另外還得向法院說明為何其所欲追求的公共利益優於資料主體的隱私利益。 

                                                       
且對「不特定」多數人公開者為限。參考劉定基，「個人資料保護法」初論，台灣法學雜誌，

159 其，2010 年 9 月，頁 5。 
57 參考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0 年度上訴字第 591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上易

字第 2915 號刑事判決。 
58 劉靜怡，不算進步的立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初步評析，月旦法學雜誌，183 期，2010 年 8

月，頁 156。 
59 同前註，頁 160-62。 
60 同前註，頁 1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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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第 7 款「個人資料取自於一般可得之來源」，從文義上似乎可以適用

於在公共道路大眾可以共見共聞的位置資訊上。然而，依照個人資料保護法施行

細則第 28 條，所謂的「一般可得之來源」是指透過大眾傳播、網際網路、新聞、

雜誌、政府公報及其他一般人可得知悉或接觸而取得個人資料之管道而言。換言

之，立法者制定第 7 款時，主要是避免個人資料保護法的施行反而阻礙了人民自

媒體取得資訊的權利。因此，就立法目的而言，非公務機關蒐集資料主體在公共

道路上的位置資訊，似乎與人民透過媒體主張知的權利的情況有別，因此實在難

以第 7 款作為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的依據。 

第二款   法院對合理隱私期待的操作 

有別於政府查詢基地台位置資訊以及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等監控行動，我

國法院經常處理私人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是否構成刑法第 315 條之 1 的問題。而

刑法第 315 條之 1 的「非公開」要件，涉及合理隱私期待的判斷，值得我們深入

研究。較特別的是，我國法院幾乎一致地認為人民對於其在公共道路上的位置資

訊有合理隱私期待。例如，臺灣高等法院 100 年度上易字第 2407 號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100 年度上易字第 2915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0

年度上訴字第 591 號刑事判決，都認為駕駛人對於其在公共道路上的位置資訊有

合理隱私期待。但要注意的是，近年來實務出現了不同的見解，臺灣高等法院臺

南分院在 102 年度上訴字第 75 號刑事判決就認為駕駛人對於其在公共道路上的

位置資訊欠缺合理隱私期待。 

第一目   臺灣高等法院 100 年度上易字第 2407 號刑事判決 

被告與妻子婚後感情不和而懷疑妻子有外遇。為了掌握妻子行蹤，於民國

98 年 3 月底將有通訊功能的衛星定位追蹤器安裝在妻子平日使用之小客車底盤

下。被告並由電腦上網利用電信公司之網頁，搭配 Google 網站地圖顯示之位置，

私下紀錄追蹤妻子所駕車輛之所在位置、移動方向等資訊。直到同年 9 月，約半

年後，受害妻子才發覺有衛星定位追蹤器的存在，立刻報警處理。事後，被告對

於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0 年度易字第 145 號一審有罪判決感到不服，提起上訴。

關於本案被告上開行為是否應負刑法第 315 條之 1 之罪責，應探究者係被告將

GPS 衛星追蹤器裝置在告訴人平日使用之自用小客車底盤下，藉由電腦網站地

圖功能，知悉告訴人所駕車輛之所在位置、移動方向等資訊，是否係刑法第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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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 1 的「非公開之活動」？ 

首先，法院認為即使在公共場所也受一定程度的隱私權保障，以維護個人

主體性與人格自由發展。法院表示：「雖汽車使用人駕駛汽車於道路或其他公共

場域，係處於利用同一空間之他人可共見共聞之狀態，然他人私密領域及個人資

料自主，在公共場域亦有可能受到干擾，而超出容忍範圍，為了保護個人主體性

與人格之自由發展，於公共場域中，亦應賦予個人一定程度之保護，使其有不受

他人持續追蹤及侵擾之私人活動領域。換言之，隱私權所保障者是『人』而不是

『地方』，為維護個人主體性與人格自由發展，個人於公共場域中仍應有一定程

度之不受侵擾之自由。」 

其次，法院強調，個人駕駛汽車於道路上行駛，倘若沒有特別彰顯身分的外

觀，一般人都期待隱沒在人群當中。法院表示：「本案告訴人駕駛汽車於道路上

行使，並無以特別之方式引起他人注視，其亦非公眾人物或基於公益之事由其行

蹤有為眾人週知之必要，應可認其期待隱沒於道路上各種交通工具間，不欲公開

其個人行蹤。」接著法院從車廂與外界隔離的角度出發，認為其他人很難察知駕

駛人、乘客為何人以及其內之活動，因此個人對於其在道路上的位置、移動方向

等資訊仍有合理隱私期待。61法院表示：「…一般汽車使用人亦均藉由車廂與外界

隔離，使與其一同分享利用公共場域之他人不易察知車廂內之駕駛人、乘客為何

人及其等之活動，以保有其私密性，而能自在、不受拘束地移動，是告訴人對其

駕駛車輛行駛於道路上之所在位置、移動方向及之前行蹤等資訊所組合而成之動

態行止及狀態，在客觀上得有合理之隱私期待…」。 

第二目   臺灣高等法院 100 年度上易字第 2915 號刑事判決 

被告與被害人為夫妻關係，被告因為懷疑被害人外遇，於是將被害人上班

之時間、地點、使用車輛之車牌號碼等情告知徵信業者，並委託其進行調查。徵

信業者於 97 年 9 月 15 日下午 6 時許，在新竹市某道路旁，趁被害人下車購物

之際，將衛星定位追蹤器安裝在被害人所駕之自用小客車後保險桿內。然後撥打

衛星定位追蹤器內之 SIM 卡門號，以獲悉被害人的行動蹤跡。被害人於 97 年 9 

月間發覺其車輛有異，乃於 97 年 9 月 30 日中午 12 時許，送往保養廠檢修，經

維修人員發現上開衛星定位追蹤器，被害人遂報警處理，並經警察局報告檢察官

                                                       
61 以「物理上區隔」作為認定個人享有合理隱私期待的理由是否妥當？相關討論請參考本文，

頁 178 以下，及頁 186 以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72 
 

偵查起訴。被告在法院審理過程中，主張本案衛星定位追蹤器僅有行動電話傳送

接收與 GPS 衛星定位功能，並無竊聽、錄音及錄影功能，且係裝設在車輛後保

險桿內，而非裝設在車內，不該當妨害秘密罪之構成要件。 

首先，法院強調，刑法第 315 條之 1 目的在保障隱私權，而條文所稱的「非

公開」以合理隱私期待者為限。法院表示：「又隱私權性質上本在於保障不欲為

人所知之私密遭他人探知與干擾，此亦為刑法第 315 條之 1 規定，以無故探知他

人具有合理隱私預期之非公開活動之行為為處罰對象之理由，是該條文所謂「非

公開」之活動，係指活動不對公眾公開而具有隱密性，亦即個人主觀上欲隱密進

行其活動而不欲公開，且在客觀上所選擇之場所或所使用之設備亦足以確保活動

之隱密性而言。」 

其次，法院除了強調車廂與外界之「空間上區隔」，使得外界之人不易察知

車內情形之外，也強調「時間上的區隔」，亦即路人所見僅為汽車於某時瞬間行

經某處，而無法知悉駕駛人的出發地及目的地，因而認定駕駛人在客觀上仍有合

理隱私期待。62法院表示：「職此，汽車使用人雖駕駛汽車於道路或其他場所，處

於路人可共見共聞之狀態，然駕駛者未必欲公開其行蹤，且其行蹤亦非必為眾人

所週知，蓋路人所見者，僅為汽車於某時瞬間行經某處，未必能察知所見汽車駕

駛人之身分，且對於汽車駕駛人之出發地及目的地亦無從得知，又汽車使用人亦

得藉由車廂與外界之隔離，而使外界之人不易察知車廂內之駕駛人或乘客及其活

動，以保有其車廂內之私密，自仍得因客觀上時間、空間之區隔，而保有其行蹤

之隱密性，而對其行蹤在客觀上得有合理之隱私期待，汽車駕駛人不僅其不受侵

擾之期待已表現於外，且該期待依社會通念亦認為合理，是在汽車上裝設衛星定

位追蹤器，追蹤汽車使用人之行蹤，已侵犯個人對其行為舉止不被窺視之需求及

合理期待。」 

最後，法院還援引大法官釋字第 689 號解釋，強調即使身處公共場域，仍

應享有不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接近等侵擾之私人活動領域及個人資料

自主權利。因此，法院認為利用衛星定位追蹤器追蹤車輛使用人在道路或其他場

所之行蹤，亦屬於刑法第 315 條之 1 規定所規範之利用設備窺視他人非公開活

動。法院表示：「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六八九號解釋亦認基於人性尊嚴理念，維

                                                       
62 以「時間上的區隔」作為認定個人享有合理隱私期待的理由是否妥當？相關討論請參考本文

第六章，頁 186-18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73 
 

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人民免於身心傷害之身體權、行動自由、生活私

密領域不受侵擾之自由、個人資料之自主權，均屬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之基本

權利。對個人前述自由權利之保護，並不因其身處公共場域，而失其必要性，是

個人縱於公共場域中，亦應享有依社會通念得不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

接近等侵擾之私人活動領域及個人資料自主權利，蓋個人之私人生活及社會活動，

隨時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或公開揭露，其言行舉止及人際互動即難自由

從事，致影響其人格之自由發展。是以，參酌現今資訊科技高度發展及相關設備

之方便取得，個人之私人活動受注視、監看、監聽或公開揭露等侵擾之可能大為

增加暨個人之私人活動及隱私受保護之需要，亦隨之提升等考量，故以衛星定位

追蹤器追蹤車輛使用人在道路或其他場所之行蹤，自屬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一規

定所規範之利用設備窺視他人非公開活動，始符立法旨趣及社會演進之實狀。」 

第三目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0 年度上訴字第 591 號刑事判決 

被害人應積欠被告賭債遲不清償，又避不出面，被告遂於民國 98 年 7 月上

旬之某日，在被害人機車上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再由被告透過電腦通訊設備自

電腦螢幕上追蹤被害人行蹤。於民國 98 年 7 月 17 日晚上 11 時許，被告見時機

成熟，根據追蹤器所顯示的位置找到被害人並強押上車，控制其行動自由。經恐

嚇還債不成，被告一怒之下將被害人踢入海中導致其溺斃。隨後被告遭到起訴，

並經臺灣雲林地方法院於 99 年度重訴字第 6 號判決有罪，被告不服向臺灣高等

法院臺南分院提起上訴。 

高等法院就被告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約半個月一事，首先，法院認為應從

主觀面及客觀面來判斷是否屬於「非公開之活動」。法院表示：「所謂『非公開之

活動』，係指活動不對公眾公開而具有隱密性，亦即個人主觀上欲隱密進行其活

動而不欲公開，且在客觀上所選擇之場所或所用之設備亦足以確保活動之隱密性

而言。」 

接著，法院採納了與臺灣高等法院 100 年度上易字第 2915 號刑事判決的

「時間上的阻隔」觀點，認為機車駕駛人在道路上的行蹤雖屬共見共聞狀態，但

路人或他人所見者僅為某人於某時騎乘機車而過或停，駕駛人的身分、出發地及

目的地等行蹤並非眾人所週知，故認定被告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蒐集被害人的行

蹤成立刑法第 315 條之 1 第 1 款之窺視非公開活動罪。法院表示：「機車駕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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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機車於道路或其他地點，雖處於路人或他人可共見共聞之狀態，然駕駛人未

必欲公開其行蹤，且其行蹤亦非為眾人所週知，蓋路人或他人所見者，僅為某人

於某時騎乘機車而過或停，未必能察知所見機車駕駛人之身分，且對機車駕駛人

之出發地及目的地亦無從得知，一般機車駕駛人駕駛機車於道路上，仍得因客觀

上時間之迅速與空間之區隔，而保有其行蹤之隱密性，對其出入得有合理之隱私

期待，反面而言，若機車駕駛人之行車路徑為公開活動，眾人理應隨手可得察知，

又何必於機車上裝設 GPS 並透過電腦等設備定位觀測追蹤。」 

最後，如同臺灣高等法院 100 年度上易字第 2915 號刑事判決，本案法院也

援引大法官釋字第 689 號解釋，強調即使身處公共場域，仍應享有不受他人持續

注視、監看、監聽、接近等侵擾之私人活動領域及個人資料自主權利。因此，法

院認為利用衛星定位追蹤器追蹤車輛使用人在道路或其他場所之行蹤，亦屬於刑

法第 315 條之 1 規定所規範之利用設備窺視他人非公開活動。 

第四目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2 年度上訴字第 75 號刑事判決 

在過去一面倒的支持有合理隱私期待的判決中，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2

年度上訴字第 75 號刑事判決，罕見地強調個人在公共道路上的行蹤欠缺合理隱

私期待。該案中，被告三人於 101 年 4 月 9 日 22 時在被害人車上安裝衛星定

位追蹤器，掌握其行蹤。嗣後於 101 年 4 月 12 日 20 時 13 分許，趁被害人停等

紅燈之際，以製造假車禍方式自後方追撞，迫使被害人下車察看。被告三人隨即

持玩具瓦斯槍、手銬下車，強行挾持被害人並控制行動自由，隨後向被害家屬勒

贖。嗣後，檢察官以擄人勒贖等罪名將被告三人起訴，並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1

年度重訴字第 9 號第一審判決有罪。被告三人其中一人不服法院判決，遂提向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上訴。而高等法院在該案判決中表示，被告在被害人車上

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不成立刑法第 315 條之 1 第 1 款。 

首先，法院重申刑法第 315 條之 1 的立法目的在於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

及隱私權，而所稱的「非公開之活動」，係指活動者主觀上具有隱密進行其活動

而不欲公開之期待或意願（即主觀之隱密性期待），且在客觀上已利用相當環境

或採取適當設備，足資確保其活動之隱密性者（即客觀之隱密性環境）而言。 

其次，法院認為，被告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只掌握被害人在公共道路上的

行蹤，與駕車尾隨方式跟追無異，衛星定位追蹤器只是代替監看的工具，因此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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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刑法第 315 條之 1 第 1 款。法院表示：「查本案被告陳信壹於被害人吳易

勳車上裝設 GPS 追蹤器，持續監看該車之所在位置，藉以掌握吳易勳行蹤。警

方登入該 GPS 追蹤器回報平台（網站）查詢結果，該 GPS 追蹤器回報之各筆所

在位置，均在道路上，有衛星定位協區系統資料在卷可稽。換言之，被告陳信壹

透過該 GPS 追蹤器回報資料所得，僅能查知吳易勳車輛所在位置訊息，而該所

在位置均在道路之公共場所。關於吳易勳於汽車內所謂私密領域空間內之言論、

活動等非公開活動內容，本無從依該 GPS 追蹤器回報結果，以『窺視』或『竊

聽』方法得知。至於被告陳信壹依 GPS 追蹤器回報資料，查知吳易勳車輛目前

所在位置在那一條道路上，實無異被告陳信壹以親自駕車尾隨方式跟監，GPS 追

蹤器不過是被告陳信壹本人之代替監看工具而已。吳易勳既駕車在道路上行駛，

既暴露其行蹤予外人目光所及，自非屬本條所謂之『非公開活動』。被告無論是

親自或以裝設 GPS 追蹤器監看吳易勳車輛所在位置，均不能以本罪相繩。」至

於，大法官釋字第 689 號解釋理由書曾表示：「個人縱於公共場域中，亦應享有

依社會通念得不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接近等侵擾之私人活動領域及個

人資料自主，而受法律所保護」，法院則認為被告所為雖不能以刑法第 315 條之

1 相繩，然而上開行為是否侵犯被害人之隱私權，而涉及民事賠償責任，屬另一

問題。 

第四項   小結 

從上述的介紹可知，本文依照「行為主體」以及「科技工具種類」，將實務

上曾經發生過與定位科技相關的案例分為三種：受電信法及相關子法規範的「政

府查詢基地台位置資訊」、主要依據警察職權行使法及刑事訴訟法的「政府安裝

衛星定位追蹤器」，以及受到民法、刑法第 315 條之 1 與個人資料保護法所規範

的「私人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除了電信法及相關子法廣泛授權有關機關查詢

基地台位置資訊，刑事訴訟法容許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得從事任意性偵查行動之外，

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1 條、刑法第 315 條之 1、民法侵權行為相關規定、個人資

料保護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對當事人權益無侵害」等都涉及「合理隱私期

待」的概念運用。 

對於個人在公共道路上的位置資訊是否想有合理隱私期待這項問題，我國

法院向來採取肯定的見解。在臺灣高等法院 100 年度上易字第 2407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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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院特別強調車廂與外界在「空間上阻隔」，認為被告實施長達半年的追蹤

行為違反了刑法第 315 條之 1。而在臺灣高等法院 100 年度上易字第 2915 號刑

事判決中，法院除了強調車廂與外界在空間上的阻隔之外，也提到路人所見僅為

汽車於某時瞬間行經某處而無法知悉駕駛人的出發地及目的地，因而產生「時間

上的區隔」。至於涉及在他人機車上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的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

院於 100 年度上訴字第 591 號刑事判決，由於機車不若汽車有車廂可形成所謂的

「空間上阻隔」，因此法院僅以「時間上的區隔」為由，認定機車騎士對於位置

資訊享有合理隱私期待。從上述肯定有合理隱私期待的判決來看，除了第一則僅

強調「空間上的阻隔」，而後兩件案件法院均強調「時間上的區隔」之外，其共

同點在於法院都認為駕駛人的位置資訊本身具有私密的性質，而有合理隱私期待。 

然而，不論是「空間上區隔」，還是「時間上的區隔」，是否足以作為認定個

人對於位置資訊享有合理隱私期待的理由，值得深入研究。事實上，臺灣高等法

院臺南分院在 102 年度上訴字第 75 號刑事判決就不再採取這樣的觀點，反而強

調被告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只取得被害人在公共道路上的位置資訊與駕車尾隨

跟追無異。因此，法院認為衛星定位追蹤器只是代替監看的工具，不應成立刑法

第 315 條之 1 第 1 款。換言之，法院改從「侵害的手段」觀點，強調衛星定位

追蹤器所取得的位置資訊與一般常見的駕車跟追監看所取得的資訊無異，而認定

該案被害人在公共道路上的位置資訊欠缺合理隱私期待。該則判決有兩項重要意

義，首先，該判決是少數在適用刑法第 315 條之 1 第 1 款的過程中納入「侵害

的手段」分析的判決；其次，該判決是我國少數認定個人對於公共道路上的位置

資訊欠缺合理隱私期待的判決，值得我們將其與以往的判決相互比較，來檢討、

分析判決結果出現如此不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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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檢討與建議 

本文在第三章概括介紹美國法院對於合理隱私期待的操作流程，並在第四

章則介紹近年來美國法院在處理定位科技的隱私爭議時的突破與變革。而就我國

法制方面，本文也在第五章整理了我國法院所作出關於合理隱私期待的諸多判決，

並同時分析了我國法院對於個人位置資訊是否有合理隱私期待問題的態度。接下

來，作為本文的總結，第六章將從比較法的觀點對我國法院在合理隱私期待的操

作上提出幾項建議。又對於定位科技所引發的隱私權問題，本文也將分析我國法

院的判決理由的不足，以及未來法院可行的處理方式。最後，在本文研究合理隱

私期待過程中，也發現我國立法上對於政府使用定位科技的規範架構存有漏洞，

本文也一併提出未來修法的可能方向。 

第一節   我國法院操作合理隱私期待的檢討與建議 

第一項   主觀隱私期待的虛化 

觀察歷年來實務判決，無論是美國法院還是我國法院，均鮮少特別針對主

觀隱私期待進一步分析，多半將討論重心放置於客觀隱私期待上。事實上，在

United States v. White 案中，美國法院就明白表示其考量重點不在於個人內心的

隱私期待為何，而是在於什麼樣的隱私期待在憲法上是合理的。1唯有極少數的

案例，例如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在 Smith v. Maryland 案2、臺灣高等法院 98 年度上

重更（一）字第 39 號刑事判決，法院才會以欠缺主觀隱私期待作為判決理由。3 

謝咏庭在 2004 年的碩士論文「合理隱私期待與搜索概念」一文中，認為主

觀隱私期待是一種純粹個人主觀感知層次的問題，主張應純以當事人意思作為唯

一判斷，不應由法院進行推測。4由於純以當事人意思作為唯一判斷是一個極寬

鬆的標準，因此難免會使得主觀隱私期待喪失其過濾功能的疑慮，但謝咏庭認為

純以當事人意思作為唯一判斷只是為了兼顧實務操作的便利性，避免完全廢棄主

                                                       
1  401 U.S. 745, 751-52 (1971). 
2  442 U.S. 735 (1979). 
3  但要注意的是，對於 Smith v. Maryland 案以及臺灣高等法院 98 年度上重更(一)字第 39 號刑

事判決，都是涉及「第三人原則」的判決，其對於主觀隱私期待的判斷似乎都有誤，詳細參

考本文，頁 43-44，及頁 142。 
4  謝咏庭，合理隱私期待與搜索概念，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04 年 7 月，頁 1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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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隱私期待要件的保留態度；換言之，謝咏庭的終極目標是將「合理隱私期待」

轉化為純客觀的「合理隱私」標準。5但畢竟主張個人隱私權遭到侵害的一方必然

會主張在當時主觀上有某種隱私期待存在，因此純以當事人意思作為唯一判斷的

結果，將使得主觀隱私期待要件實質上達到虛化目的。 

本文認為，純以當事人意思作為唯一判斷標準，與目前實務操作合理隱私

期待時將討論重心擺在客觀隱私期待的現況相符，值得支持。更重要的是，如果

主觀隱私期待要件的判斷可任由法院依照客觀條件推測，那麼政府、企業只要透

過媒體工具讓所有人知道監控活動的存在，創造一種大家都知悉有監控活動存在

的客觀氛圍，這將迫使法院不得不作出個人欠缺主觀隱私期待的結論。6因此，本

文認為純以當事人意思作為唯一判斷的結果，除了與實務現況相契合外，更具有

防止政府、企業等具有影響力的團體單方面改變個人隱私權保障範圍的功能。 

第二項   客觀隱私期待的補強 

第一款   資訊性質的分析不應僅強調「物理性區隔」 

作為合理隱私期待的重心－客觀隱私期待，經過歷年來判決的累積，不論

是美國還是我國案例都約莫可歸納出四項考量因素，分別為「資訊的性質」、「侵

害的手段」、「侵害的場所」以及「第三人原則」。7然而，從第五章對我國法院判

決現況介紹，本文認為有以下幾點需要進一步檢討的地方。首先，就「資訊的性

質」而言，除了對於與資訊流通有關的法規、契約進行分析之外，我國法院特別

強調現有的「物理性區隔」是否足以維持資訊的私密性。例如，臺灣臺北地方法

院在 90 年度自字第 601 號刑事判決中就認為汽車車窗、擋風玻璃具有透明的特

性，會讓外人從外目睹車內情形，因此員警以照相機拍得車內駕駛人容貌並不構

成隱私侵害。但觀察美國法院歷年判決中對於「資訊的性質」的分析，除了同樣

會對於法規範進行分析之外，美國法院不只強調是否有「物理性區隔」讓特定資

訊經常暴露於公眾，也同時關注特定資訊是否足以揭示個人的私生活與想法、通

                                                       
5  同前註，頁 134-135。 
6  See Richard G. Wilkins, Defining the ‘Re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An Emerging Tripartite 

Analysis, 40 VAND. L. REV. 1077, 1115 (1987). 
7  應特別說明的是，在實際個案操作上，法院多半僅強調其中的幾項因素，而未必會對全部四

項因素一一分析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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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內容與通信紀錄的區別等等。8 

本文認為，雖然「物理性區隔」確實是判斷資訊是否維持私密性的重要判

準，但倘若只憑「物理性區隔」作為判準，在特殊個案中恐有認定過窄的問題。

因為雖然對於某些資訊的蒐集、處理或利用會對個人的隱私權造成重大的傷害，

但個人未必會透過「物理性區隔」來維持該資訊的私密性。例如「指紋」具有觸

碰留痕的特性，但一般人不會為了防免指紋遭他人任意採集，而隨時隨地穿戴手

套。林子儀大法官於釋字第 603 號解釋的協同意見書中就特別強調，雖然「指紋」

具有觸碰留痕的特性，但不可因此而斷言指紋不具有私密性。林子儀大法官認為，

指紋不像外貌以肉眼即可辨識而需要「特殊技術」方能解讀，故「人對自己的外

貌與指紋，是否會被不特定的他人認知與辨識的預期完全不同，不應僅因兩者均

屬在公開場所可能獲得之個人生物資訊，即認為兩者的性質相同」。換言之，林

子儀大法官認為指紋欠缺「物理性區隔」不等同於喪失私密性，蓋「辨識技術上

的困難」完全可以取代「物理性區隔」，以維持特定資訊的私密性。 

但不論是「物理性區隔」還是「辨識技術上的困難」都只是維持資訊本身私

密性的方式之一，在「資訊的性質」判斷上，最關鍵的問題還是在於「特定資訊

是否足以揭示個人的私生活與想法」。以指紋為例，雖然指紋是一種個人資料，

但單就指紋本身並不會顯示出個人之歷史、思想、習慣、政治立場或財務狀況，

因此蒐集他人的指紋並不構成隱私侵害。但要注意的是，林子儀大法官在釋字第

603 號解釋的協同意見書中強調：「隨電腦處理資訊技術的發達，過去所無法處

理之零碎、片段、無意義的個人資料，在現今即能快速彼此串連、比對歸檔與系

統化。當大量關乎個人但看似中性無害的資訊累績在一起時，個人長期的行動軌

跡便呼之欲出。」換言之，任何瑣碎、無意義的資訊經過累積、拼湊，就像「馬

賽克」拼圖一樣，可以成為一幅個人完整的生活圖像，而這也正是釋字第 603 號

解釋理由書中所強調的「雖非私密敏感但易與其他資料結合為詳細之個人檔案」。

從上述分析可知，我國大法官似乎接受以「馬賽克理論」作為判斷「特定資訊是

否足以揭示個人的私生活與想法」的理論基礎。 

但要提醒的是，釋字第 603 號的事實脈絡確實是政府想要建立一套結合指

紋的個人身分資料庫，因此當然會產生資料累積、串連的隱私侵害問題，9但不等

                                                       
8  例如在 United States v. Dionisio 案，美國法院在強調聲音特徵是經常暴露於眾的資訊之外，

也強調聲音特徵並不會揭示私人生活或想法。See 410 U.S. 1, 15 (1973). 
9  資料庫對隱私權構成威脅，主要來自於幾項特點，包括全面性彙整、更迅速流通、錯誤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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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於其他未涉及資料庫的「指紋」蒐集行為都當然構成隱私權侵害。本文建議，

未來法院在分析資訊的性質時，除了個別資訊流通規範的解釋，以及「物理性區

隔」的分析之外，也應該同時考量「辨識技術上的困難」、「特定資訊是否足以揭

示個人的私生活與想法」。而就「特定資訊是否足以揭示個人的私生活與想法」

而言，更必須注意是否涉及資料的累積、串連而有「馬賽克理論」的適用。 

第二款   侵害的手段可納入馬賽克理論觀點 

在美國法上，「侵害的手段」分析往往是法院在處理新科技對隱私權侵害案

件中所不可或缺的。美國法院除了將肉眼觀察視為一種侵害程度較低的手段，物

理侵入則視為侵害程度較高的手段之外，若伴隨著各種科技輔助時，科技工具的

普及程度、利用科技工具所揭示的資訊是否只需要透過肉眼即可獲得、或者是否

取得了相當於透過物理侵入而取得的資訊。反觀我國法院也曾經表示照相只是增

強記憶的方式、衛星定位追蹤器只是代替監看的工具，更曾在民事侵權事件中提

出「全面性攝影」，以及「侵入性窺視」與「非侵入性窺視」的概念。 

要特別注意的是，美國部分法院認為長時間監控個人在公共道路上的位置

資訊將比短時間監控造成更嚴重的隱私權的侵害，例如美國哥倫比亞特區巡迴上

訴法院在 Maynard 案10中就提出「馬賽克理論」，認為長時間監控所揭示的資訊

遠比各部分所揭示的還要更多。因此，我國法院在分析「侵害的手段」時，是否

應該區分「短時間監控」與「長時間監控」而給予不同的認定，是值得深入研究

的議題。事實上，大法官在釋字第 689 號解釋理由書中也提到「持續性監視」將

構成隱私權的侵害，其表示：「是個人縱於公共場域中，亦應享有依社會通念得

不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接近等侵擾之私人活動領域及個人資料自主，

而受法律所保護。」本文認為，參考 Maynard 案中提出的「馬賽克理論」，以及

大法官在釋字第 689 號解釋理由書中所提到的「持續性監視」概念，或許可以將

侵害行為區分為「一時性」與「持續性」兩種，避免忽略了長時間監控所帶來的

隱私問題。 

第三款   在公共場所仍有受隱私權保護的可能 

                                                       
訊、永久性留存。詳情可參考劉得為，個人資料庫的隱私保護－以我國戶籍制度為例，國立

台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 7 月，頁 90-92。 
10 615 F.3d 544 (D.C. Ci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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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資訊的性質」與「侵害的手段」之外，就「侵害的場所」而言，以往

我國法院時常以「公共場所不具隱密性」為由，直接認定不構成隱私侵害。例如，

本文第五章所介紹的臺灣高等法院 98 年度上字第 108 號民事判決，以及臺灣高

等法院於 93 年度上易字第 1718 號刑事判決，前者以拍照地點為可共見共聞的餐

廳為由，後者則以監視器拍攝地點為居民可任意走動的公寓樓梯為由，來認定拍

照行為、與安裝監視器行為不構成隱私侵害。 

但在參考美國法院的上開操作，以及釋字第 689 號解釋理由書的意旨之後，

本文認為我國法院不應僅以「公共場所不具隱密性」為由而直接認定個人欠缺合

理隱私期待，而宜進一步分析個案所涉及的「資訊的性質」以及「侵害的手段」。

首先，大法官在釋字第 689 號解釋理由書已明白肯定個人在公共場所有受隱私權

保障的必要性，其表示：「系爭規定所保護者，為人民免於身心傷害之身體權、

行動自由、生活私密領域不受侵擾之自由、個人資料之自主權。其中生活私密領

域不受侵擾之自由及個人資料之自主權，屬憲法所保障之權利，迭經本院解釋在

案…。對個人前述自由權利之保護，並不因其身處公共場域，而失其必要性。」

因此，法院不應僅以「公共場所不具隱密性」為由，認定個人不受隱私權保障。 

其次，觀察美國法院判決的發展，通常只有在涉及「住家」、「曠野」等特定

類型的場所時，「侵害的場所」才足以作為判斷合理隱私期待的唯一標準；相對

地，若涉及可共見共聞的「公共場所」，法院往往會進一步分析「侵害的手段」、

「資訊的性質」因素。在同樣是利用無線電波追蹤器追蹤特定物品的 United States 

v. Karo 案11以及 United States v. Knotts 案12，由於 Karo 案涉及到「住家」的侵害

場所因素，而 Knotts 案的侵害行為發生在公共道路上，導致法院作出截然不同的

判決結果。比較 Karo 案與 Knotts 案，美國法院顯然是因為 Karo 案涉及「住家」

場所，而認為該案被告有合理隱私期待，但在涉及「公共道路」的 Knotts 案，法

院除了分析場所因素之外，還進一步分析「侵害的手段」，最後方得以認定政府

的監控行為不構成隱私侵害。13 

第四款   將第三人原則視為一種利益權衡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29 條第 3 款規定：「監察他人之通訊，有下列情形之

                                                       
11 468 U.S. 705 (1984). 
12 460 U.S. 276 (1983). 
13 詳細參考本文，頁 56，及頁 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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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者，不罰：三、監察者為一方或已得通訊之一方事先同意，而非出於不法目的

者」，而以往法院多半將該條解釋為不符合同法第 3 條第 2 項所規定的「對其通

訊內容有隱私或秘密之合理期待者」之情形。在此產生一項疑慮，我國法院之所

以會將監察者為通訊之一方或者已得通訊之一方事先同意之情況認定為欠缺客

觀隱私期待，究竟是因為我國本來就存有類似美國實務界所強調的「第三人原則」，

還是根本原因在於法院的誤解，則有進一步檢討的必要。 

基於下面理由，本文認為我國法院不應該繼續將所有「監察者為一方或已

得通訊之一方事先同意」的情況解釋為欠缺客觀隱私期待。首先，由於民國 88

年所制定的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29 條第 3 款的立法理由僅表示「照黨團協商條

文通過」，因此，當初制定該款的動機是否是為了呼應「第三人原則」而設，支

持「第三人原則」的法院恐怕必要進一步說明。其次，觀察第 29 條第 3 款的文

字用語，該款除了強調「監察者為一方或已得通訊之一方事先同意」之外，還另

外要求所實施的監察行為必須是「非出於不法目的」。換言之，若僅符合「監察

者為一方或已得通訊之一方事先同意」而未符合「非出於不法目的」者，法律仍

加以處罰。14因此，若將「監察者為一方或已得通訊之一方事先同意」的情形直

接視為欠缺合理隱私期待，恐怕會推論出一旦滿足「監察者為一方或已得通訊之

一方事先同意」要件就毋庸處罰的結論，而這項結論將嚴重違背立法者另設「非

出於不法目的」要件的用意。最後，就「第三人原則」的理論基礎而言，不論是

美國實務上的「風險承擔理論」，還是學者曾出的「默示同意理論」，都有其固有

缺陷存在，例如：將使得政府的權力過大侵害社會自我發展的空間、忽略了現代

人無從選擇是否將個人資料傳遞給第三方的困境等等，此點已於第四章第三節第

三項詳細說明。15而在面對理論上的種種缺陷，如果法院仍舊堅持「第三人原則」，

則應該對上述質疑加以回應，而不是將缺陷視而不見。 

本文認為，其實所謂的「第三人原則」只是一種接收消息的第三方的言論自

由與資料主體隱私權相互利益權衡後，決定要優先保障接收消息方言論自由的結

論。16雖然在絕大多數的情形下，我們很容易得到應該保障接收消息的第三方的

言論自由的結論，但這不代表資料主體的隱私權永遠是應該被犧牲的一方，更不

                                                       
14 李佳玟，在場人錄音之證據能力（中），台灣本土法學雜誌，117 期，2008 年 12 月，頁 128。 
15 詳細論述可參考本文，頁 131 以下。 
16 有學者同樣認為風險承擔理論適用到非內容的通訊資料時，應做必要的修正，也就是說，仍

應承認人民對於其非內容通訊資料仍享有憲法上隱私權。參考李榮耕，論偵查機關對通信紀

錄的調取，政大法學評論，115 期，2010 年 6 月，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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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以「第三人原則」作為理由而拒絕承認資料主體享有合理隱私期待。因此，

第三人原則不應該被視為影響合理隱私期待操作的因素之一，而應該當作利益權

衡的其中一項可能的結果。至於，就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29 條第 3 款：「監察他

人之通訊，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罰：三、監察者為一方或已得通訊之一方事先

同意，而非出於不法目的者」而言，本文認為不應將該款直接解釋為欠缺合理隱

私期待，而應該對於被監察者的隱私利益以及通訊另一方的言論自由，進行利益

權衡，以判斷是否滿足「非出於不法目的」的要件而產生「不罰」的法律效果。 

第三項   操作建議 

針對我國法院對於合理隱私期待的操作，本文提出上述幾點建議，包括：對

主觀隱私期待的虛化、對資訊性質的分析不應僅強調「物理性區隔」、分析侵害

手段時可適時納入馬賽克理論的觀點、對於公共場所的行為舉止不應直接解釋為

欠缺合理隱私期待，以及將第三人原則當作一種利益權衡。接下來，本文將依照

上述修正建議，建構出一套檢視清單，以供實務工作者操作合理隱私期待的參考。

在該清單中，大致將「合理隱私期待」區分為：「資訊的性質」、「侵害的手段」

以及「侵害的場所」三個參考因素。但要強調的是，法院不能僅憑任何單一因素

就決定合理隱私期待的有無，而必須根據不同的個案事實脈絡，多方面考量各個

因素。更重要的是，本文雖然提出一套檢視清單，但這套清單不應該限制合理隱

私期待的發展，法院仍必須隨著社會變遷持續補充新的參考因素。而本文提出此

檢視清單的目的在給予概念操作者一個提示作用，避免操作時過於偏重單一因素。 

就主觀隱私期待而言，本文認為應以當事人意思作為唯一判斷，法院不應

該擅自臆測。至於，就客觀隱私期待而言，本文認為法院應該時常檢視下列事項，

綜合判斷各項因素，以決定當事人的主觀隱私期待是否被社會認為是合理的： 

(一) 侵害的場所 

1. 侵害的場所是否涉及「住家」？若涉及「住家」時，通常會給予高度的

保障，畢竟住家是傳統上每個人經營私人生活的重心，與私密活動具有

高度關聯性。倘若侵害的場所是「住家以外的場所」，則應進一步檢視社

會規範是否對於該場所定有特殊的行為規範？例如在病房裡，雖然空間

設計上時常保持開放，但仍舊不允許記者任意進行拍照、侵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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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外，倘若侵害的場所是「公共場所」時，應要求法院進一步檢視「侵

害的手段」、「資訊的性質」，而不得僅考量場所因素就直接認定欠缺合

理隱私期待。畢竟釋字第 689 號解釋已明白指出，個人對於「公共場所」

的言行舉止也有主張合理隱私期待的可能。 

3. 但要注意的是，「侵害的場所」時常與其他因素產生衝突。例如，即便侵

害場所是住家，倘若客觀條件與環境不足以維持住家的私密性時，外界

只需要透過肉眼即可觀察到屋內情形時，例如屋主將門窗打開、未將窗

簾拉上等情況，仍然很有可能認定屋主對住家內的活動欠缺合理隱私期

待。最足以彰顯衝突關係的案件就是臺灣高等法院 100 年度上更（一）

字第 269 號刑事判決，該案法院認為，藝人朱孝天在公寓窗旁的活動欠

缺相當之設備或環境確保其隱密性，任何路人抬頭即可進行觀察，故不

屬於「非公開活動」。 

(二) 侵害的手段 

1. 若是涉及物理侵入，通常可認為是一種侵害性較高的手段，相當有可能

構成隱私侵害。相對地，倘若僅僅是透過人體感官，例如視覺、聽覺、

嗅覺等等手段的侵害性通常較低，因為我們不應該任意譴責使用與生俱

來的感官能力，否則很容易讓人無所適從。 

2. 若是輔以科技工具進行監控時，應先檢視科技工具的普及程度。當行為

人所使用的工具越是日常生活常見的工具，且一般人明確意識到隨時處

於被該工具監控的狀況時，例如公共道路的監視器等，人們就越是對該

工具習以為常，很有可能越有可能降低人們對合理隱私期待的想法。但

要注意的是，有時侯工具的普及程度並不是一項決定性因素。例如，雖

然附有照相功能的行動電話相當普遍，但當該設備被用來當作拍攝他人

的底褲或者偷拍他人沐浴的工具時，由於其所蒐集的資訊具有高度私密

性，拍攝行為仍舊會被認定侵害她人的隱私權。 

3. 除了科技工具的普及程度之外，科技工具所揭示的資訊是否透過肉眼等

人體感官即可獲取，或者該工具是否取得非物理侵入無法取得的資訊，

也是重要的考量因素。一般而言，若輔以工具使用只是一種增加人體感

官的效率，而未取得人體感官所無法取得的資訊時，科技工具的使用並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5 
 

不至於會增添手段的侵害性。 

4. 但要特別注意的是，侵害行為是否已構成對全民的「全面性監控」（或美

國法上所稱的「拖網式監控」），或者已構成「長時間監控」的情形。由

於這類監控行為所揭示的資訊遠比「對特定人監控」以及「短時間監控」

來得豐富，因此該監控行為的侵害性也就越高。但要強調的是，什麼範

圍的監控行動構成「全面性監控」，要進行多長時間的監控才構成「長時

間監控」，恐怕需要法院進一步分析資訊品質與數量是否已經超出一般

監控行為所能取得的程度。 

(三) 資訊的性質 

1. 首先，法院應判斷所蒐集的資訊是否足以揭示個人的私生活與想法，以

及是否能夠憑著蒐集來的資訊勾勒出一幅完整的個人生活圖像。一般而

言，揭示越多的個人私生活或想法，或者能夠描繪出更詳細的個人生活

圖像者，個人越能夠主張其具有合理隱私期待。 

2. 其次，法院應檢視客觀上是否存有一套限制或要求資訊流動的法律、契

約等規範。若存有限制資訊流通的規範時，通常較容易認定為有合理隱

私期待，反之，若存有要求公開資訊的規範時，個人較難針對該資訊主

張受到隱私權保護。例如在臺灣高等法院於 93 年度上易字第 559 號民

事判決，法院就分析了相關管理辦法、主管機關解釋函令、信用卡契約，

認定辦理信用卡業務機構將持卡人之信用資料送交予聯徵中心，並沒有

任何不法侵害隱私權之處。 

3. 最後即使是普遍上被認為具有高度私密性的資訊，例如更衣行為、性行

為等，但倘若客觀條件與環境（例如：實務上所強調的「物理性區隔」）

不足以維持資訊的私密性時，資訊的私密性質也會隨之降低。但要注意

的是，所謂的維持資訊私密性的手段，並不需要達到絕對秘密的程度，

畢竟我們不可能在四周有圍牆的庭院內作日光浴，還要接受未盡力防免

來自於航空器窺看的指責。當然，「資訊的性質」與「侵害的手段」因素，

彼此間可能產生衝突，例如當記者攀登到隔壁施工中的大樓上以肉眼觀

察隔壁受到圍牆保護的庭院內之私人活動時，法院應該同時評價「侵害

的手段」－侵害性較低的人體感官，與「資訊的性質」－受到圍牆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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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私人活動，最後決定是否應該認定個人對於在庭院的私人活動有免受

肉眼觀看的合理的隱私期待。17 

最後，倘若資料主體將其個人資訊傳遞給第三人（例如：電信事業、銀行

等），此時資料主體仍舊可以合理期待第三人不會任意將該資訊公開給政府或其

他私人。此時，法院有必要對於資料主體的隱私利益與第三人的言論自由進行利

益權衡。詳言之，法院應該進一步檢驗：（一）第三人是否受到政府強迫而公開

用戶資訊？若答案是肯定的，則必須進一步檢討該項法律所追求的公共利益與資

料主體隱私利益的衝突關係。若答案是否定的，則必須（二）對於資料主體的隱

私利益與第三人的言論自由進行利益權衡。 

第二節   長時間蒐集位置資訊的處理 

第一項   合理隱私期待的判斷 

我國法院多半以「空間上阻隔」以及「時間上區隔」作為判決理由，認定個

人對於公共道路上的位置資訊有合理隱私期待，已如前一章所述。然而，若我們

仔細分析法院的理由，將產生有幾點疑慮。首先，雖然法院以車廂與外界存有「空

間上的阻隔」作為駕駛人有合理隱私期待的理由，但事實上在許多案件中，例如：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在 90 年度自字第 601 號刑事判決、臺灣宜蘭地方法院在 93 年

度交聲字第 25 號交通事件裁定，法院都曾經以車窗、擋風玻璃是透明的為由，

而認定駕駛人在車內的活動不受隱私權保障。此外，比較兩則私人安裝衛星定位

追蹤器來蒐集位置資訊的案件－臺灣高等法院 100 年度上易字第 2407 號刑事判

決，與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0 年度上訴字第 591 號刑事判決－除了前案監控

時間長達半年而後案監控時間僅半個月之外，兩案最大的區別僅在於前案所監控

的對象是有車廂的汽車，而後案所監控的對象是沒有車廂的機車。法院在前案主

要是以汽車駕駛人有車廂作為「空間上阻隔」，其他人很難察知駕駛人、乘客為

何人以及其內之活動為由，認定個人對於其在道路上的位置、移動方向等資訊仍

有合理隱私期待。相對地，因為後案所監控的對象是沒有車廂的機車，所以法院

特別強調「時間上阻隔」，認為路人或他人所見者僅為某人於某時騎乘機車而過

或停，至於駕駛人的身分、出發地及目的地等行蹤並非眾人所週知，故認為駕駛

                                                       
17 改編自臺灣高等法院 99 年重上更(二)字 269 號刑事判決的案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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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仍保有其行蹤之隱密性，對其出入得有合理之隱私期待。18換句話說，是否有

車廂作為「空間上阻隔」，似乎不太會影響法院認定機車駕駛人對其位置資訊享

有合理隱私期待。 

其次，法院認為路人所見僅為汽車於某時瞬間行經某處而無法知悉駕駛人

的出發地及目的地，因而產生「時間上的區隔」，所以駕駛人對於出發地及目的

地等資訊有合理隱私期待。換言之，法院認為路人觀察到某時瞬間的行經地點不

構成隱私侵害，但若蒐集到駕駛人的出發地、目的地等其他當下無法觀察到的位

置資訊，就會侵害駕駛人的隱私權。然而，這樣的說法有許多地方值得檢討。事

實上，所謂的出發地、目的地在現實生或上並不是清楚固定的概念。駕駛人一天

行駛在公共道路上，路程有長有短，一天的行程中時常穿插停留在不同的地點，

然後最後很可能又回到原點。因此，究竟什麼是出發地，什麼是目的地，從不同

時間的觀點恐怕會有不同的理解。而法院在提出所謂的「時間上的區隔」作為認

定有合理隱私期待的理由時，恐怕必須先清楚解釋如何辨識出出發地或目的地是

當下無法知悉的資訊。 

再其次，所謂的「時間上的阻礙」其實只要付出足夠多的時間、金錢等成本

就能克服。例如：透過詢問在出發地或目的地附近的商家或路人、大規模的跟監

行動、查詢出發地或目的地的監視錄影器等等，將所有分散的資訊拼湊起來，也

能夠獲得相同的資訊。因此產生疑問的是，藉由瑣碎證據的拼湊而形成完整的位

置資訊，究竟與使用單一工具所蒐集到的位置資訊有何差別？畢竟透過目擊者的

雙眼、員警的跟監、監視器的輔助等方式來蒐集駕駛人的位置資訊時，一來車輛

出入的場所多半是公共道路，二來這些資訊都能夠透過肉眼觀察的方式蒐集，實

在很難推導出侵害隱私權的結論。因此，所謂駕駛人對於位置資訊有合理隱私期

待這項結論，除了提出空間、時間的區隔作為理由之外，法院仍必須進一步說明：

為何使用其他方式蒐集到相同的位置資訊不會產生隱私疑慮，但使用衛星定位追

蹤器卻反而會侵害到隱私權。這項疑慮也正是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在 102 年度

上訴字第 75 號刑事判決中作為駕駛人對於位置資訊欠缺合理隱私期待的主要理

由。 

美國哥倫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為了解決同樣的問題，特別建構出「馬賽

                                                       
18 雖然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0 年度上訴字第 591 號刑事判決仍有使用「空間之區隔」用語，

但法院並未說明欠缺車廂的機車為何仍有所謂的「空間之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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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理論」，強調雖然個人對於個別破碎的資訊欠缺合理隱私期待，但大量資訊的

累積仍舊會對個人的隱私權造成相當大的危害。如同「馬賽克」拼圖一樣，一些

看起來瑣碎的微不足道的東西，當聚在一起時會呈現出一個寬廣的圖像。本文認

為，我國法院盡力保障隱私權確實值得讚賞，但僅以空間上和時間上阻隔作為判

決理由仍稍嫌不足，因此建議嘗試援引「馬賽克理論」以作為長時間監控構成隱

私侵害的主要理由。換言之，不論是蒐集證據的手段是採取傳統的尾隨跟監，還

是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等等，只要個別瑣碎的位置資訊足以拼湊建構出完整的個

人生活圖像，就足以構成隱私侵害。 

至於蒐集資訊的時間要多長，或許從我國法院的案例中可以看出端倪。觀

察本文介紹的三件認定有合理隱私期待的案件，包括臺灣高等法院 100 年度上易

字第 2407 號刑事判決、100 年度上易字第 2915 號刑事判決，以及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 100 年度上訴字第 591 號刑事判決，被告進行監控的時間最長達到半

年，最短約莫半個月。19相對地，在唯一認定被害人對於位置資訊欠缺合理隱私

期待的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0 年度上訴字第 591 號刑事判決中，被告進行監

控的期間僅為短短的三天。或許只是巧合，但可以合理推論時間的長短確實會影

響法官的心證。至於究竟監控時間的臨界點為何？至少就目前有限的案例來看，

似乎約莫是「半個月」的時間。 

第二項   修法建議 

當人們對於特定資訊享有「合理隱私期待」而受隱私權保障時，立法者所設

計的相關規定就必須符合正當法律程序的要求，方符合憲法保障人民權利的意旨。

20以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為例，對於有合理隱私期待的通訊內容實施截收、監聽、

錄音等監察行為，除了第 6 條的緊急監察之外，還必須是為了調查第 5 條所列舉

的各項犯罪，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情節重大，而有相當理由可信其通訊內容

與本案有關，且不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查證據者，方得核發通訊監察書。

21又所謂的通訊監察書，不論是偵查中還是審判中，都必須由法官審理相關要件

                                                       
19 其他經認定有合理隱私期待的案件中，被告進行監控的時間也多半超過半個月，例如臺灣高

雄地方法院 99 年度易字第 684 號刑事判決中被告進行三個月的監控，而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0 年度易字第 1423 號刑事判決中被告也進行將近半個月的監控。 
20 參考釋字第 631 號、第 689 號解釋。 
21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5 條第 1 項：「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下列各款罪嫌之一，並

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情節重大，而有相當理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本案有關，且不能或難

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查證據者，得發通訊監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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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決定是否核發，亦即有「法官保留」的適用。22更重要的是，依照通訊保障及

監察法第 5 條第 5 項，對於違反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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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相對於立法者對於具有合理隱私期待的「通訊內容」設計如此嚴謹的

程序，對於同樣有「合理隱私期待」的位置資訊，規範密度明顯不足，實在難以

認為已符合正當法律程序的要求。對於政府查詢基地台位置資訊而言，其雖有電

信法及相關子法作為依據，但一方面，如此概括授權的立法方式可能違反法律保

留原則及授權明確性原則，另一方面，電信法所授權主管機關制定的查詢通信紀

錄辦法允許查詢機關自行審酌必要性、合理性及比例相當原則，有球員兼裁判的

疑慮，無法發揮事前防免機關濫權的功能。23另外，關於政府安裝衛星定位追蹤

器，因為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1 條僅適用於「無隱私或秘密合理期待」的情形，

而刑事訴訟法中為「搜索」所設計的相關程序顯然無法適用於電子監控的脈絡，

於是個人資料保護法即成為最重要的法律依據。 

但要強調的是，個人資料保護法是對於個人資料所設的一般性規定，所以

在具體個案中恐怕無法面面俱到。最明顯的例子就是，雖然個人資料保護法對於

個人資訊的蒐集、處理與利用設有要件限制，24也對於違法蒐集、處理或利用個

人資料之人設有事後行政裁罰、刑事責任與民事賠償責任，25但個人資料保護法

並未如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設有事前的司法監督機制。鑒於上開程序的欠缺，本

文分別針對政府查詢基地台位置資訊，以及政府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等電子監控

儀器，提出修法建議如下： 

(一) 應在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另外制定通信紀錄的查詢程序規範 

釋字第 631 號解釋：「憲法第 12 條規定：『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旨在

確保人民就通訊之有無、對象、時間、方式及內容等事項，有不受國家及他人任

意侵擾之權利。」換言之，憲法第 12 條關於「秘密通訊自由」的保障，不僅限

                                                       
22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5 條第 2 項：「前項通訊監察書，偵查中由檢察官依司法警察機關聲請

或依職權以書面記載第十一條之事項，並敘明理由、檢附相關文件，聲請該管法院核發；檢

察官受理申請案件，應於二小時內核復。如案情複雜，得經檢察長同意延長二小時。法院於

接獲檢察官核轉受理申請案件，應於二十四小時內核復。審判中由法官依職權核發。法官並

得於通訊監察書上對執行人員為適當之指示。」 
23 參考李榮耕，論偵查機關對通信紀錄的調取，政大法學評論，115 期，2010 年 6 月，頁 135-

136。 
24 參考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16、19、20 條。 
25 參考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8、29 條，以及第 41 條到第 5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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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通訊的內容」，也包括「通訊之有無、對象、時間、方式等非通訊內容的資

訊」。鑒於現有的電信法及其子法對於通信紀錄的相關程序規範密度明顯不足，

本文認為宜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增加對「通信紀錄」的監察程序，以符合憲法保

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的意旨。 

有學者參考美國法制，建議將「通信紀錄」區分為「用戶基本資訊」以及

「其他較為私密的資訊」；就前者而言，在程序上無庸取得法院授權，在實質上

則只要求調取的資料與調取目的間具有「關聯性」（relevance）即可；至於後者，

在程序上則必須先取得獨立客觀的法院授權，在實質上則必須符合「有事實足認

該通信紀錄對犯罪偵查有必要性及關聯性」。26學者對於上開修法建議能根據不

同資訊的性質給予不同的程序要求，值得讚賞，或許是未來修法可依循的方向。 

但就目前尚未修法以前，鑒於電信法及其子法對於查詢通信紀錄所為的規

範密度不足，顯然不符合正當法律程序，因此本文建議先將電信法及其子法解釋

為僅適用於不具合理隱私期待的通信紀錄，以避免政府不法侵害憲法所保障的秘

密通訊自由、隱私權。因此，當政府要調取通信紀錄（基地台位置資訊）來獲取

人民的位置資訊，若屬於「短時間的監控」（依照目前實務見解，不超過半個月），

或許仍舊可以電信法及其子法作為依據。但倘若政府想要進行「長時間監控」（依

照目前實務見解，半個月以上），由於目前電信法及其子法的規範密度明顯不足，

因此在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修法之前，不宜任意實施。 

(二) 刑事訴訟法關於「搜索」的規定，宜增添電子監控的程序性規範 

至於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等電子監控儀器部分，本文認為應輔以「合理隱

私期待」作為判斷是否構成刑事訴訟法「搜索」的標準，並同時在刑事訴訟法中

增加符合電子監控性質的程序規定。首先，本文認為刑事訴訟法的「搜索」概念

應隨著科技監控的廣泛實施而隨之擴張，除了「物理侵入」之外，也應考量「合

理隱私期待」標準。學者王兆鵬就採取相同的見解，其表示：「搜索不應定義為

『搜查檢索』或『搜尋探索』行為，而應依以下標準判斷：第一，政府物理侵入

法律所保護之區域，構成搜索行為，依刑事訴訟法第一二二條，法律所保護之區

域為『身體、物件、電磁紀錄及住宅或其他處所』。…第二，政府雖無物理侵入

行為，如侵犯人民隱私權，亦構成搜索行為。…反之，若政府為物理侵入法律所

                                                       
26 參考李榮耕，同前註 23，頁 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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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之區域，亦未侵犯人民的隱私權，則不構成搜索。」27若能如此解釋，目前

看似欠缺法源依據的電子監控行為，例如安裝衛星定位追蹤器等，將得以刑事訴

訟法的「搜索」作為其法律基礎。又目前在刑事訴訟法上關於的「搜索」眾多程

序性規定，例如婦女搜索程序、夜間搜索禁止原則、執行搜索前應提示搜索票等

等，若適用到電子監控的脈絡時，恐會產生窒礙難行的問題。綜上，本文建議下

列條文應適時予以修正： 

1. 現行刑事訴訟法第 122 條：「對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身體、物件、電

磁紀錄及住宅或其他處所，必要時得搜索之。對於第三人之身體、物件、

電磁紀錄及住宅或其他處所，以有相當理由可信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或

應扣押之物或電磁紀錄存在時為限，得搜索之。」，顯然是以物理侵入特

定領域作為搜索的預設，且搜索客體僅限於既有已經存在的資訊，而未

包括例如位置資訊等「即時性資訊」，因此建議一方面可擴大搜索客體

的範圍，另一方面可以考慮在刑事訴訟法「搜索」的相關篇幅中，增加

類似於通訊保障監察法第 3 條第 2 項：「前項所稱之通訊，以有事實足

認受監察人對其通訊內容有隱私或秘密之合理期待者為限。」的文字，

以提醒法院不得僅以「物理侵入」作為判斷是否構成「搜索」的唯一標

準。 

2. 現行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第 2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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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是針對既有的證據所制定的緊急無令狀搜

索程序，顯然無法適用於電子監控脈絡下的緊急無令狀搜索，建議未來

可以修法增加適用於電子監控脈絡的緊急無令狀搜索事由，以及類似於

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第 3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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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後陳報法院程序。 

3. 現行刑事訴訟法第 145 條：「法官、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

                                                       
27 參考王兆鵬，重新定義高科技時代下的搜索，收錄於：新刑訴．新思維，2004 年 10 月，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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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司法警察執行搜索及扣押，除依法得不用搜索票之情形外，應以搜索

票示第一百四十八條在場之人。」、第 148 條「在有人住居或看守之住

宅或其他處所內行搜索或扣押者，應命住居人、看守人或可為其代表之

人在場；如無此等人在場時，得命鄰居之人或就近自治團體之職員在

場。」、第 149 條：「在政府機關、軍營、軍艦或軍事上秘密處所內行搜

索或扣押者，應通知該管長官或可為其代表之人在場。」等關於提示搜

索票及在場權的規定，若適用於具有隱匿特性的電子監控脈絡，恐會將

監控行動提早曝光，導致監控行動失敗，因此應制定除外規定。 

4. 刑事訴訟法第 146 條：「有人住居或看守之住宅或其他處所，不得於夜

間入內搜索或扣押。但經住居人、看守人或可為其代表之人承諾或有急

迫之情形者，不在此限。於夜間搜索或扣押者，應記明其事由於筆錄。

日間已開始搜索或扣押者，得繼續至夜間。第一百條之三第三項之規定，

於夜間搜索或扣押準用之。」以及第 147 條：「左列處所，夜間亦得入

內搜索或扣押：一、假釋人住居或使用者。二、旅店、飲食店或其他於

夜間公眾可以出入之處所，仍在公開時間內者。三、常用為賭博、妨害

性自主或妨害風化之行為者。」等關於夜間搜索禁止的規定，是為了維

護人民夜間居住之安寧。28但由於具有隱匿性的電子監控行為本身特性

使然，不至於對被告日常生活造成有形的影響，因此顯然無影響夜間居

住安寧的疑慮，可適時修法放寬之。 

5. 最後，參考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2 條29、第 15 條30以及第 17 條31等對

                                                       
28 參考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2010 年 9 月版，頁 421。 
29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2 條：「第五條、第六條之通訊監察期間，每次不得逾三十日，第七條

之通訊監察期間，每次不得逾一年；其有繼續監察之必要者，應附具體理由，至遲於期間屆

滿之二日前，提出聲請。第五條、第六條之通訊監察期間屆滿前，偵查中檢察官、審判中法

官認已無監察之必要者，應即停止監察。第七條之通訊監察期間屆滿前，綜理國家情報工作

機關首長認已無監察之必要者，應即停止監察。」 
30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5 條：「第五條、第六條及第七條第二項通訊監察案件之執行機關於監

察通訊結束時，應即敘明受監察人之姓名、住所或居所報由檢察官、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

陳報法院通知受監察人。如認通知有妨害監察目的之虞或不能通知者，應一併陳報。法院對

於前項陳報，除認通知有妨害監察目的之虞或不能通知之情形外，應通知受監察人。前項不

通知之原因消滅後，執行機關應報由檢察官、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陳報法院補行通知。關

於執行機關陳報事項經法院審查後，交由司法事務官通知受監察人。」 
31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7 條：「監察通訊所得資料，應加封緘或其他標識，由執行機關蓋印，

保存完整真實，不得增、刪、變更，除已供案件證據之用留存於該案卷或為監察目的有必要

長期留存者外，由執行機關於監察通訊結束後，保存五年，逾期予以銷燬。通訊監察所得資

料全部與監察目的無關者，執行機關應即報請檢察官、依職權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法官或綜理

國家情報工作機關首長許可後銷燬之。前二項之資料銷燬時，執行機關應記錄該通訊監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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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即時性通訊內容所制定的「監察期間」、「事後通知被監察人」、「監察

所取得的資訊之後續保存、處理、銷毀」等程序都有詳細的規範，刑事

訴訟法關於電子監控型態的「搜索」，也應該制定符合電子監控特性的

程序。 

 

 

 

 

 

 

 

 

 

 

 

 

 

 

 

 

 

 

                                                       
實，並報請檢察官、依職權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法官或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首長派員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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