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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警察機關「偵查不公開」原則與媒體「新聞自由」理念，

分別聯繫著「無罪推定」之基本人權與人民「知的權利」，前

者捍衛著未經法院審判定罪之犯罪嫌疑人名譽權、隱私權及其

他合法權益；後者係為監督政府施政之「第四權」，防止行政

濫權之制度性功能。此兩種權利在實務上有著錯綜複雜且相互

衝突之關係。本研究旨在探索「警察機關如何在不違背偵查不

公開之前提下回應媒體新聞自由的要求？」及「媒體記者如何

突破偵查不公開之限制以保障人民知的權利？」透過 10 個情

境模擬之個案交叉分析模式，訪談媒體記者與警察刑案偵查隊

長，透過雙方對立角度之剖析，以找尋雙方衝突之緩衝平衡

點，在不違反偵查不公開之前提下滿足媒體記者新聞自由的主

張。最後歸納之結論有四，分別為：1. 教育員警何種行為會違

反「偵查不公開」；2. 警察應瞭解媒體需求，於合理範圍內讓

媒體記者能交差；3. 藉助相關科學器材與技巧的輔助；4. 訂定

出更有效之規範法律。 

 

 

 

 

 

關鍵詞： 偵查不公開、無罪推定、新聞自由、知的權利、第四

權 



當「偵查不公開」遇見「新聞自由」：警察機關與媒體記者的衝突拔河研究 

‧91‧ 

壹、緒論 

在人權意識高漲的現代法治社會中，代表公權力偵查犯罪的警察與

代表人民監督政府力量的記者，兩者之間有著難以解開的矛盾與衝突。

一方面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偵查不公開」的原則，彷彿是一面堅實的法

律盾牌，捍衛與保護人權；而另一方面代表民主程度重要指標的「新聞

自由」，則承繼著憲法所賦予的言論自由權力，像是一枝鋒利無比的尖

矛，矢志保障民眾「知的權利」。當「矛」與「盾」交鋒之際，道德、

法制層面的衝突無時無刻不在激盪，隨時都會迸裂出犯罪偵查機關與傳

播媒體之間的衝突。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第 1 項規定：「偵查，不公開之。」並於

同條第 3 項規定：「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辯

護人、告訴代理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行職務之人員，除依法令或

為維護公共利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不得公開揭露偵查中因執

行職務知悉之事項。」這些條文意謂犯罪偵查機關不得對外公開或洩漏

偵查過程中所取得的內容與程序，因此這些條文又被稱為「偵查秘密進

行」或「偵查密行」原則。「偵查秘密進行」的基本精神有二，其一是

要避免當事人的名譽權、隱私權及人格受損，進而喪失接受公平審判的

機會；其二是要防止偵查中的案情外洩，而使偵查程序受到不當影響（

傅美惠，2006）。 

相對上「新聞自由」是現代民主政治制度的重要指標與產物，一國

新聞自由之開放程度與該國民主制度是否臻至完善通常互成正比，主因

在於新聞自由可彰顯政府之健全發展與社會之公平正義，因而西方民主

國家早將新聞媒體視為民主政治下永遠的反對黨，或被稱為是三權分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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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度以外之「第四權」，受到憲法與法律之嚴密保障（林世宗，

2005）。儘管我國憲法中並未明文規定「新聞自由」之權利與義務，然

而憲法第 11 條規定：「人民有言論、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由

於報紙、雜誌、廣播及電視等新聞媒體，都需透過印刷、攝影或錄音等

方式加以出版，因此廣義的「出版自由」即涵蓋了「新聞自由」，透過

媒體將各類攸關人民權利之資訊或意見散佈於眾，是故「新聞自由」亦

可歸屬於憲法所保障之人民基本權利（林紀東，2002）。另大法官會議

第 509 號解釋文，則更進一步闡明媒體之「言論自由」權限所在，指出

「言論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利，憲法第 11 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

最大限度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見、追求真理及監督各種政治

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利益之

保護，法律尚非不得對言論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理之限制。…」，此

項解釋不僅減輕了新聞媒體的舉證責任，更首次對新聞媒體給予具體的

憲法保障（陳耀祥，2005）。 

環顧國內近十年當中，在犯罪偵查過程發生「偵查不公開」原則與

「新聞自由」權利相衝突之案件，最受矚目者首推 1999 年 7 月發生的

「岑建業命案」，1 該案係為第一件因警察機關擅自對外公開案情，違

反刑事訴訟法「偵查不公開」原則，導致犯罪嫌疑人名譽受損，而請求

國家賠償勝訴的案例（傅美惠，2006）。 

該項判例雖給予警察機關在偵辦案件上應更嚴謹的警惕，然而近幾

年警察機關發生洩密、違反偵查不公開的案例仍層出不窮。例如，2005

年 4 月發生的雅典奧運跆拳金牌國手朱木炎的網路受詐騙案，被害人朱

木炎在網路上與網路辣妹之自錄對話錄音疑遭偵辦單位洩漏給媒體公

布；2 又如 2006 年 3 月發生的南迴鐵路莒光號搞軌翻車案，3 聯合晚報

首先以頭版報導「越娘遺體，火化喊卡」、「一連串巧合，老公列重要

嫌疑人！」，4 承辦檢察官並對外公開死者先生李雙全股票虧損三千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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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其夫嗣後上吊自縊，當時引起社會軒然大波，社會各界交相指責檢

察官未遵守「偵查不公開」原則。 

警察機關於犯罪偵查過程中之「偵查不公開」原則與媒體記者堅持

「新聞自由」之理念，前者涉及「無罪推定」之基本人權，後者則與捍

衛人民「知的權利」相關，此兩者間不斷出現無止境之拔河與衝突，亟

需尋求雙方之平衡點與實務上之導引規範，因此本研究設定下列三項研

究問題： 

1. 警察機關如何在不違背偵查不公開之前提下回應媒體新聞自由的

要求？ 

2. 媒體記者如何突破偵查不公開之限制以保障人民知的權利？ 

3. 我國刑事訴訟法上所規定的「偵查不公開」原則與憲法保障的

「新聞自由」、「知的權利」，兩者之間的矛盾如何取得平衡？ 

前述三個研究問題中，前二項問題係分別探索警察與記者個別之立

場與限制，以作為答覆末項研究問題之基礎。亦即，本研究必須探索警

察機關在從事犯罪偵查時，面對新聞媒體記者層層進逼的攻勢下，到底

是如何維護偵查不公開原則又能同時滿足媒體記者的需求。而從記者的

角度而言，本研究也必須分析新聞媒體記者面對警察機關堅守偵查不公

開原則而不退讓時，媒體記者是如何不讓警方為難而同時又能滿足人民

知的權利。 

貳、文獻探討 

一、犯罪偵查之意義 

我國刑事訴訟程序，將「偵查」視為是檢察或司法警察機關在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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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犯罪事證，或確定有犯罪嫌疑人之時，所進行有關犯罪證據蒐集的刑

事程序（林山田，2004）；此外，「偵查」也包含檢察或司法警察機關

為訴追犯罪時，所採取的尋找罪犯，並蒐集、保全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證

據之行為（黃東熊，1999）。 

黃朝義（2003）認為偵查本身有兩層意義，其一是在發動偵查行動

之初始，對於犯罪事實與犯罪嫌疑人是否存在尚有待釐清之際，此階段

發現、蒐集與保全證據之程序，旨在蒐集犯罪證據，以確認犯罪之存在

與特定犯罪嫌疑人之存在；其二是對於有犯罪嫌疑的案件，為了日後能

順利提起公訴與追訴，此階段發現、蒐集與保全之程序，旨在篩選證

據，以作為在公判程序中積極說服法官使其形成犯罪嫌疑人有罪之心

證。 

換言之，偵查主要是要釐清犯罪真相，其目的在於犯罪事證的蒐集

與犯罪嫌疑人確定是否有犯罪，同時也要進行蒐集、保全相關罪證，以

利於案件進入審判程序後，一方面可提供檢察官作為舉證犯罪之用，另

一方面則提供法院做為證據裁判的自由心證基礎。因此，偵查的主要目

的，在於探究犯罪事實，盡可能還原事實真相，以發現犯罪嫌疑人，及

在整個犯罪經過中是否遺留下證據，可供檢警機關作為證明犯罪事實之

用（李曉玲，2005）。 

二、偵查不公開與無罪推定原則 

「無罪推定」可說是法治國家司法公平之重要立論基礎，因此在犯

罪偵查階段，檢警機關應將犯罪嫌疑人視為無罪，以保障犯罪嫌疑人在

法院判決有罪前的名譽清白。「無罪推定」原則的具體實現就是「偵查

不公開」，因此檢警機關在偵查犯罪嫌疑人、釐清犯罪真相、追索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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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犯罪證據之際，則應秉持偵查過程不公開原則。 

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 1 項明定：「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之

前，推定其為無罪。」此即明白宣示「無罪推定」原則，此條文相當程

度地保障被告在刑事訴訟過程的基本人權，同時也符合法治國刑事程序

原則（張麗卿，2007）。 

「偵查不公開」的主要意涵，一般可分為「偵查程序不公開」與

「偵查內容不公開」兩部分。前者在於禁止檢警機關公開偵查過程與偵

查行為，以確保偵查程序能夠順利進行，進而保全涉案相關證據；後者

則基於「無罪推定」原則，避免在未經檢警機關正式起訴，犯罪事實也

未進入審判程序之前，檢警機關即公布犯罪嫌疑人所涉及之犯罪資訊，

致使未經定罪的嫌疑人名譽受到難以彌補的傷害（林俊益，2000）。 

黃朝義（2004）認為偵查過程一旦洩漏，將會導致兩項嚴重後果。

其一是使未經定罪的犯罪嫌疑人名譽受損，因而「偵查不公開」原則亦

稱為「名譽保護」原則（陳運財，1999）。其二是犯罪證據遭到湮滅，

因為檢警機關一旦公開偵查程序或內容，犯罪者即可掌控警察偵查方

向，先一步湮滅尚未曝光之犯罪跡證，或導致未落網之犯罪者逃逸。 

此外，林山田（2004）還進一步認為「偵查不公開」原則有助於法

官公正審判與司法程序之進行。他的觀點認為，第一，被告未經審判為

有罪前，法官必須透過公平審判來澄清案情、發現真相，不受外界影響

而形成心證；假若法官在審判程序中受到新聞報導或其他任何會加深被

告涉嫌犯罪印象的談話或動作，其自由心證或有可能受到影響，進而影

響其公正判決；第二，在探索犯罪事實真相的刑事程序中，必須以犯罪

證據之有無來認定是否有罪，以避免出現司法錯誤，假若偵查過程遭到

公開，則會有先入為主的情況出現，進而導致實際無辜之犯罪嫌疑人受

到不當制裁，有違公平正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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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警察機關在偵查程序中之角色 

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228 條第 1 項、第 290 條至 231 條）及相關

法律規定，檢察官主導整個犯罪偵查程序的進行，本身為犯罪偵查之主

體，警察機關僅為犯罪偵查之輔助機關，因此犯罪事證的偵查須由檢察

官負責指揮調度司法警察偵辦犯罪。 

然而實務上的運作情形，對於刑事案件的偵查，警察絕非被動地等

待檢察官的要求協助或指揮命令（侯友宜，2006），其原因主要在於警

察機關在人數、設備、治安檔案資料（指紋、刑案資料）、偵查專業訓

練與技術、勤務的特性（二十四小時運作、受理報案、巡邏以及臨檢

等），都較檢察官更能有效偵辦犯罪案件，釐清案情；再加上犯罪事件

發生後，往往是警察最先抵達現場，對於現場的保全、蒐集跡證、目擊

證人及可疑對象的查訪，進而續行偵查並逮捕嫌犯等等，都使警察成為

執行刑事司法的第一道關卡。 

而在司法制度上，檢察官則反而因為人力、時間的不足，在實務上

實難以兼顧司法警察大量之偵查工作與法律上公訴人之角色（傅美惠，

2005），再加上近幾年刑事訴訟制度大幅朝英美法制「改良當事人進

行」方向修正，刑事訴訟程序已由原先的法官問案轉而朝向當事人雙方

論證，此時檢察官須蒞庭實施公訴原告，法庭活動可說較以前來得頻繁

（林裕順，2006）。 

四、警察機關與記者間的衝突與合作關係 

警察機關作為偵查犯罪的第一線，長久以來在偵查刑案過程中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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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媒體之互動關係可謂：「既期待又怕受傷害」；警察在偵辦案件的壓

力下，有時案情不能也不宜曝光，卻又無法避免媒體記者咄咄逼人、窮

追猛打的採訪攻勢，時而卻又要藉著新聞媒體的傳播力量，達到協助偵

辦刑案、犯罪宣導或公關行銷的目的，因此雙方保持著「既衝突又合

作」的微妙互動關係。綜合警察機關與新聞媒體兩者之間可能發生的利

益面與衝突面，可歸納如下： 

（一）警察機關與記者間的「互賴」關係 

從警察機關的利益面來看，在平常的犯罪宣導、協助辦案或作為激

勵警方等方面，警方都希望能與媒體記者保持良好關係（黃富源、侯友

宜，2002）。事實上，警察機關在許多層面上都需要仰賴媒體與記者的

配合，來達到其犯罪偵防與維護社會治安的工作。 

相對上記者在採訪犯罪新聞時，往往因為警察機關擁有犯罪偵查與

偵破的第一手資料，使得新聞記者在引用消息來源以佐證其訊息真實性

時，其消息來源不外警方或檢察官（林秀怡，2005），久而久之，也形

成雙方強烈密不可分的互賴關係。 

（二）警察機關與新聞記者間的衝突 

警方除在新聞宣導、消息散佈及士氣激勵上必須與媒體記者保持合

作關係外，其餘在犯罪偵查過程中，警方則是對記者則採避而遠之的態

度，除深恐記者破壞「偵查不公開」原則，也深怕案件因資訊洩露或過

度報導而影響偵辦。 

黃富源與侯友宜（2002）指出，警察與新聞媒體或其新聞報導可能

衍生許多衝突，如披露警察機關偵辦方向及過程、暴露偵辦單位已掌握

之線索、洩漏被害人及證人身份、將犯罪過程故事化、過度報導犯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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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及細節、過度推論案件發生原因及犯罪手法、過度突顯犯罪嚴重程度

或不法利益、造成新聞審判等。 

（三）警方與記者雙方期待之差異 

由警方立場來看，警方則期待記者能夠大篇幅報導警方英勇的形象

及無懈可擊的辦案過程，至於警方過程中的失誤最好能隻字不提；而就

記者的立場而言，最需要的是懸疑案情與攻堅畫面，若能牽扯到警方的

錯誤、無能，卻是記者認為最佳的寫作題材。 

其次，警方認為過多細節無關民眾知的權利，只會帶來警方及當事

人的麻煩，但記者則認為警方以「偵查不公開」及保護嫌疑人來阻擋媒

體採訪，或是乃是為掩飾負面形象，規避媒體的監督。這樣的過程在不

同犯罪案件經常上演，也存在者不同攻防與合作關係。 

五、警方對於「偵查不公開」的再省思 

對於偵辦犯罪案件的警調而言，並非所有的偵查相關資訊均完全不

能公布，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第 3 項規定，除了「依法令」或為

「維護公共利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不得公開揭露偵查

中因執行職務知悉之事項；因此法務部與警政署分別依據該條精神，進

一步訂出規範檢、警、調處理刑案新聞之遊戲規則，如法務部的「檢

察、警察暨調查機關偵查刑事案件新聞處理注意要點」與警政署的「警

察機關偵辦刑案新聞處理應行注意要點」，其中規定，如係「有助於案

件之偵辦、安定人心、澄清視聽、或防止危害繼續擴大」，或「為維護

公共利益」或「保護合法權益」，「必要時」可以「適度」地公布消

息，或「必要時，得於偵查移送前」，在「不違反偵查不公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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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經「各機關首長或新聞發言人核可後」，「適度」發布新聞。 

因此，偵辦中的犯罪案件也不必然不可接受媒體採訪，但對警方而

言，所謂「適度發布新聞」實際上有拿捏上的困難，因而警察機關常遭

民眾質疑洩漏偵辦中相關案情而使犯罪嫌疑人權益與名譽受損。究其原

因，除了無法避免記者咄咄逼人及無孔不入的報導外，警方也應進一步

反思何以常有案件洩漏情事。 

宋耀明（1999）認為，檢警人員會揭露偵辦刑案之程序或內容，一

是希望能透過新聞發佈提醒民眾提高警覺；二是為了與媒體記者維持關

係，不得不違反「偵查不公開」原則，因為媒體往往視堅持偵查不公開

的偵辦人員為不合作對象，常以負面消息加以修理，此種現象使檢警人

員迫於媒體壓力下不得不調整其所應堅持之「偵查不公開」原則。其三

在於受到媒體傳播力量的誘引，而產生記者與警察之間的共生狀態，警

察透過透露部分偵辦案情使記者得以報導交差，而記者則對檢警回報豐

功偉蹟之正面大幅報導，因而使偵查不公開原則為之動搖。因此馬在勤

（2006）認為偵查機關與媒體工作者已經成為一個有利益關係的共犯結

構，稱之為「共犯結構利益團體」 

六、新聞自由之權利、義務與功能 

檢視我國相關法律規定，「新聞自由」雖然形式上未於法律條文中

出現，但並不等同於未受我國法律之保障，主因在於我國憲法第 11 條

所保障之言論自由、出版自由即可認為是保障新聞自由之規定。 

民主法治國家中，沒有任何權利得以無限制擴張，新聞自由亦當有

其限制，大法官會議第 509 號解釋表示：「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

及公共利益之保護，法律尚非不得對言論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理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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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換言之，新聞媒體報導或採訪的權利，並非一切作為皆可被

視為是正當行為，新聞自由還是有其限制，不可凌駕憲法維護人性尊嚴

之最高指導原則（林夢皇，2000）。 

七、新聞自由與知的權利間之緊密關係 

「新聞自由」與「知的權利」之間有著密切的關係。人民知的權利

必須以新聞自由主張為其依據（殷玉龍，2006），因為人民即使享有知

的權利，但若沒有新聞自由為其伸張則無法產生可靠、精確的報導，人

民知的權利也將無法得到伸張。換言之，人民知的權利需由媒體負起中

介任務，扮演了人民知的權利的代理人角色，為人民耳目來蒐集資訊。

基於人民知的權利所賦予新聞媒體「新聞自由」，使媒體記者享有充分

之採訪自由、報導自由、傳遞自由，而此正是新聞自由的核心價值。 

換言之，「知的權利」將言論自由之實質內涵，由表現自由發展為

閱聽自由，為達成個人自我之實現，國民接受各項資訊之自由必須有所

保障，任何人對於外界存在之資訊，應不受阻礙而自由取得，以保障個

人精神生活及知識獲得之滿足，「知的權利」即為取得、接受、利用資

訊，包括以任何方式接受及利用資訊之權利（徐志明，2004）。 

八、偵查不公開與新聞發佈與處理 

新聞媒體記者在採訪犯罪新聞多以警察作為主要的消息來源（林秀

怡，2005）。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是記者節省本身查證所要花費的功

夫，另一方面是因為犯罪的偵查與偵破，警察機關都擁有第一手資料，

因此自然呈現互賴關係，密不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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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警察機關在偵查刑案的過程中，必須稟持「偵查不公開」原

則，有時案情實在不能也不宜曝光，然而媒體卻又時而咄咄逼人，高舉

「新聞自由」與「知的權利」的大旗試圖「協助偵辦」刑案，導致雙方

之互動關係可謂保持著「既衝突又合作」的微妙互動關係。 

我國刑事訴訟法，偵查不公開原則之「規範對象」並未明文及於媒

體，亦即媒體並非為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第 3 項所舉列之規範對象，且

媒體記者亦並非依法在偵查程序中執行職務之人員，因而媒體所扮演之

角色乃係「偵查機關不能對其公開的對象」，甚至比較值得探究的是，

新聞媒體是否在警察之偵查活動中有影響案件偵辦，侵害公權力行使之

情狀（鄭佳虹，2006）。 

鑑於檢察與警察機關身處於犯罪偵查之第一線，往往是媒體挖掘新

聞素材之首選目標，除了前已述及之刑事訴訟法各條有關「無罪推定」

原則與「偵查不公開」原則之規定外，檢警機關為了防止偵辦人員有意

或無意中洩漏偵查中案件之進度與內容，因此法務部於民國 85 年頒佈

《檢察、警察暨調查機關偵查刑事案件新聞處理注意要點》（法務部，

1997），要求檢警偵查人員需慎重處理新聞，避免發言不當損及相關人

士名譽，後續該注意要點的修正，除要求檢警須對媒體不實報導加以澄

清外，也須提醒媒體不得對偵查細節為揣測性之報導，且包括發言人在

內之檢警人員皆不得私下洩漏案情，也不得公開蒐證錄影帶或帶同媒體

辦案（法務部，2005）。另外在 2000 年修訂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時，

立法院的附帶決議要求司法、警政機關須建立「新聞發言人制度」，統

一由發言人發佈偵查案件有關之新聞，並懲處違反偵查不公開之檢警調

人員，以確保偵查不公開原則（立法院公報，2000）。 

另外警政署則也於 2005 年函頒《警察機關偵辦刑案新聞處理應行

要點》，做為全國警察機關新聞發佈與處理之依循準則，隨後並數度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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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發函各警察單位，要求偵辦刑案發佈新聞時之注意事項，提醒警察人

員應如何應對媒體記者，例如，警察人員於新聞發佈時，須注意民眾感

受，以避免造成被害人二度傷害或社會價值偏差；又如對於已被逮捕之

犯罪嫌疑人，不得任其接受新聞媒體訪問；又如對於與事實不符或報導

偏差之新聞，應立即查證後澄清；又如嚴格禁止提供現場蒐證錄影帶、

相片供媒體翻拍報導；又如對於刑案偵查、現場模擬或勘查採證時，應

做好現場保全與建立封鎖區域，避免遭新聞記者跟進拍攝等（警政署，

2006）。至於在落實維護兒童少年保護個案以及性侵害案件中被害人隱

私，警政署更發函，嚴禁警察偵辦人員提供媒體可能洩漏被害人相關資

訊之資料，且對外發佈之資料內容亦不得揭露被害人之身分資訊或足資

識別被害人之身分資訊（警政署，2007）。 

參、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暸解偵辦中犯罪案件，警方與媒體記者雙方站在

個自立場，亦即前者堅持「偵查不公開」原則與後者高舉「新聞自由」

的底線下，兩造如何在衝突與矛盾中取得動態之平衡。本研究之資料蒐

集方式，係以文字陳述真實案例之情境，再透過訪談衝突之兩造──警

察與記者，使其站在個自立場上，針對所面對之個案情境文字陳述，回

應其對於模擬情境的處理模式。透過真實案例的情境模擬與訪談，將可

藉此探索記者與警方偵辦人員在模擬情境下，記者到底是如何維護人民

知之權利與如何堅守新聞自由，進而完成新聞採訪任務；在此同時，也

得以知悉站在第一線偵辦犯罪案件的警察，在面對記者咄咄逼人的採訪

攻勢與要求，警方如何堅守偵查不公開原則的同時，卻又能適度尊重新

聞記者採訪新聞的職責與人民知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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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狀況分析案例的篩選與情境改寫 

本研究以近年來實際發生過「偵查不公開」與「新聞自由」相互衝

突的刑事案例作為抽樣母體，然後採立意抽樣從中抽取 10 個適合進行

情境模擬之個案作為研究樣本。樣本抽取後，再經由本研究作者進行情

境改寫，使其適合作為深度訪談的情境模擬個案。亦即，改寫之目的在

於凸顯警方與記者相互的矛盾與衝突點，使研究者較適合透過相互的對

抗與拔河，進而得以探索警方偵辦人員與記者個別立場間的歧異所在。 

案例取樣的母體來源有二：其一係從「司法院法學資料檢索系統」

（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中以「偵查不公開」與「新聞自

由」兩關鍵詞進行檢索與篩選，期限設定於 2002 年 1 月起至 2007 年 8

月止，內容涵蓋各地方法院、高等行政法院所作成之「裁判書」及公務

員懲戒委員會所作成之「議決書」，篩選後共獲取「偵查不公開」刑

事、民事裁判書、議決書共 223 件，「新聞自由」刑事、民事裁判書與

議決書共 221 件。此 444 件為稍後進行立意抽樣之第一類母體。其二則

從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承辦「偵查不公開」業務之刑事警察大隊第三組（

偵查組），根據其所建立之警察局所屬各單位發生「偵查不公開」爭議

之各類案件統計檔案資料，期限自該系統建置日之 2006 年 1 月起至

2007 年 8 月止。共計 20 件。 

本研究者經逐筆檢視所蒐集之個案資料後，再依事先設定之採抽樣

原則挑選出 10 件符合本研究需求之相關案例。立意抽樣挑選之原則主

要在於其案情必須實際上牽涉「偵查不公開」與「新聞自由」爭議之衝

突案例，且所涉及之雙方當事人必須為警察與記者，然後再依「案發現

場」、「攻堅現場」、「搜索現場」、「跟監」、「偵訊嫌犯」、「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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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被害人筆錄」、「證人與關係人訊問」、「押解人犯或現場模擬」、

「警方發布新聞」與「嫌疑犯為未成年的身分保密」等情境框架類別作

為篩選依據，再剔除其間重複案例後，最後共挑選出 10 例最具代表性

的情境模擬案例。 

二、狀況分析工具之建構 

透過前述立意抽樣取得之「偵查不公開」與「新聞自由」相互衝突

之真實案例，本研究再分別根據案例屬性，將刑事偵辦程序之情境因素

加以包裝與改寫，凸顯新聞自由與偵查不公開之衝突點，以建構成可進

行資料蒐集與訪談之分析工具。本研究立意抽樣並加以改寫之 10 種情

境個案，分別如表 1 至表 10 所述，其類別簡述如下： 

1. 案發現場：記者與衝破封鎖線進入案發現場 

2. 攻堅現場：SNG 車蜂擁而至，現場連線報導警方攻堅 

3. 搜索現場：警方搜索查緝犯罪現場，記者欲尾隨進入 

4. 警方跟監：擄人勒贖案中，記者欲跟隨警方跟監 

5. 報導嫌犯：記者試圖拍攝與報導警方逮捕但未確認之縱火嫌犯 

6. 翻拍筆錄：記者試圖翻拍機密偵察筆錄 

7. 洩漏跟監：記者欲翻拍警方監錄證人畫面 

8. 現場模擬：媒體記者欲報導有共犯在逃之人犯現場模擬 

9. 聳動報導：電子媒體記者要求警方提供攻堅逮捕之聳動畫面 

10.未成年報導：媒體試圖刺探與報導未成年性侵害案件之當事人 

表 1 至表 10 是作為本研究狀況分析之情境模擬工具，每個案例分

別包含「案例屬性」、「衝突點」與「個案情境」等三項資訊，以作為

訪談時汲取受測者之模擬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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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記者欲衝入「案發現場」之情境模擬 

 案發現場 

案例屬性 案發現場記者欲入內的衝突案發現場。 

衝 突 點 記者可能破壞現場跡證及影響案件偵辦之資訊優勢。 

個案情境 

鹽埕區某公寓內發生分屍案，派出所員警已在公寓一樓大門外及

案發現場門口拉起封鎖線，鑑識中心人員正在陳屍現場採集相關

跡證。媒體記者欲闖入封鎖線內拍攝報導案發現場最新狀況及屍

體照片。 

表 2：SNG 現場直播警方「攻堅現場」之情境模擬案例 

 攻堅現場 

案例屬性 
案發現場記者欲進入警方封鎖線內蒐集資料，報導警方攻堅行

動。 

衝 突 點 有危及人質及現場人員安全之虞。 

個案情境 

新興區某透天厝發生歹徒持槍挾持人質案，並與警察對峙已達一

日一夜，歹徒不定時持槍自屋內對外掃射，並揚言殺害人質，

SNG 車蜂擁而至，電視新聞畫面持續播出警方部屬圍捕情形，

廣播電台記者亦即時傳送最新相關訊息，隔日報紙亦登出警方攻

堅部署相關內容。 

表 3：記者欲隨警方進入賭場報導警方之現場搜索情境模擬案例 

 搜索現場 

案例屬性 警方接獲犯罪通報，記者得知欲跟隨。 

衝 突 點 恐有影響在場人名譽之嫌，訪問嫌犯亦在禁止規定之列。 

個案情境 

小港區某海釣場內藏有一豪華職業大賭場，出入賭客均以雙 B
轎車代步，賭客人數估計超過 100 人，偵查隊持搜索票欲前往查

緝搜索，某記者欲隨隊前往，獨家第一時間拍攝、報導查緝過程

及採訪在場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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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擄人勒贖案中記者欲跟隨警方跟監之情境模擬案例 

 跟監 

案例屬性 警方跟監，記者得知欲跟隨。 

衝 突 點 危及肉票人身安全及警察之偵查作為 

個案情境 

苓雅區發生擄人勒贖案，嫌犯通知家屬開車沿南二高往北行駛等

候電話通知交付贖金，警方案中跟監與偵查，但有媒體記者尾隨

家屬拍攝並作相關報導。 

表 5：記者試圖拍攝與報導縱火嫌犯之情境模擬 

 偵訊嫌犯 

案例屬性 偵訊嫌犯時，新聞拍攝犯嫌疑人。 

衝 突 點 
尚未經法院判決前，嫌犯應為無罪，貿然洩漏嫌犯身分，有仿害

名譽及洩密之嫌。 

個案情境 

三民區發生連續機車縱火案，警察於晚間逮捕一精神異常之男性

某甲，但尚無法確認該人即為縱火嫌犯，媒體記者聞訊後至偵查

隊欲拍攝嫌犯樣貌，並欲即刻瞭解相關案情以便發稿。 

表 6：記者試圖翻拍機密偵察筆錄之情境模擬案例 

 製作被害人筆錄 

案例屬性 製作嫌犯筆錄時，新聞記者欲採訪被害人。 

衝 突 點 此舉有洩露案情與國防機密之虞。 

個案情境 

左營軍區發生盜賣軍械案，嫌犯在許多重要軍事設施內均有行

竊，為使偵辦員警了解相關位置，軍方代表在製作筆錄時出示營

區重要設施分布圖，並解釋相關位置及損失情形，某報（台）記

者欲翻拍該分布圖及訪問被害人了解相關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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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記者欲翻拍警方監錄證人畫面之情境模擬案例 

 證人與關係人訊問 

案例屬性 相關證人與關係人身分的保密 

衝 突 點 
衝突點：傳訊相關證人時，易誤導偵查方向及影響相關人士之名

譽。 

個案情境 
目擊住戶帶回偵查隊進行瞭解，媒體記者至偵查隊欲翻拍監錄畫

面、瞭解偵辦進度及訪問目擊者案發當時情況。 

表 8：媒體記者報導共犯在逃之人犯現場模擬案例 

 押解人犯或現場模擬 

案例屬性 人犯的身分保密與安危 

衝 突 點 共犯在逃，若經媒體報導，恐有相關犯罪事證遭湮滅之虞。 

個案情境 

楠梓區某銀樓發生強盜殺人案，店主一家五口死於非命，於數日

後逮捕嫌犯某乙，嫌犯某丙逃脫未到案，某日經檢察官指示偵查

隊，將嫌犯借提帶往現場模擬案發當時情形，媒體記者得知消息

後蜂擁而至，欲拍攝報導模擬過程。 

表 9：電子媒體記者要求警方提供攻堅逮捕之聳動畫面之情境模擬 

 發布新聞 

案例屬性 記者要求提供攻堅過程、槍械及採訪被害人 

衝 突 點 
記者利用警方資料作聳動報導，若拒絕配合，則該案恐怕無法上

新聞並引發記者眾怒。 

個案情境 

所屬之偵查隊破獲某持槍暴力討債集團，依往例舉行破案記者會

並發布新聞稿，前來採訪電視新聞媒體記者要求播放攻堅逮捕過

程之蒐證畫面，報紙記者要求拍攝該集團所擁有之槍械、犯案工

具以及被害人之損失財物，廣播媒體要求採訪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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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媒體試圖刺探與報導未成年性侵害案件之情境模擬 

 嫌疑犯未成年 

案例屬性 未成年嫌疑份身分的保密 

衝 突 點 

該小情侶均未成年，屬未成年嫌疑犯，又因是敏感的性侵害案

件，依法不得公佈相關當事人基本資料。此為偵查不公開與新聞

自由的衝突。 

個案情境 

某國中二年級同班情侶某丁及某丙，至旅館發生性關係後被家長

得知，雙方家長至偵查隊報案，互控對方性侵害，媒體得知該訊

息後前往偵查隊採訪相關案情。 

 

三、訪談對象取樣過程 

本研究訪談對象之取樣主要係來自於代表「新聞自由」的媒體採訪

記者群組，及代表「偵查不公開」的刑案偵辦警察群組。 

在媒體採訪記者群組方面，本研究立意抽樣設定之篩選條件為：(1)

高雄縣市內媒體之新聞記者；(2)至少 2 年採訪經驗；(3)負責採訪警

政、社會路線。經篩選後，共有 12 名記者符合條件。其中平面報紙記

者 5 名，電視記者 4 名及廣播記者 3 名。12 名記者皆有大專以上教育

程度，9 位畢業於傳播或新聞相關科系，2 名具碩士學位，7 位為男

性，平均年齡 37 歲，記者年資最低 4 年，最高 20 年。在刑案偵辦警察

群組方面，由於犯罪現場的偵查多由刑事偵查隊負責，且偵查隊長多須

面對記者，並與記者互動往來，且常為對外新聞發佈之主要窗口，因此

本研究將訪談警察抽樣篩選條件設定為：(1)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所屬之刑

事偵查隊成員；(2)須擔任隊長級刑事幹部 2 年以上；(3)從事刑事工作

須 6 年以上。經由上述條件篩選後，共有高雄市警察局 7 名刑事偵查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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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符合條件，年齡介於 43 歲至 58 歲之間，平均 49 歲，皆為男性，警

職年資均超過 20 年。 

四、研究與資料蒐集流程 

本研究之資料蒐集過程雖全程錄音，但受測者所陳述之資料將完全

保密，對外研究報告將採匿名處理，因而受測之警察與記者皆被提醒，

不必故意做出漂亮、表面的虛假陳述，皆應根據案例描述之情境，按照

本身過往之經驗、個人之理念與案例情境當時之緊迫等因素，進行屬於

自己風格的決策判斷，以假設性之「身歷其境」作為處理依據。 

本研究之資料蒐集方式與程序，乃先由研究者將前述之案例依序請

受測者閱讀，閱畢後，研究者則要求受測之警察或記者假設性地讓自己

身處於該案例之「現場」，然後由本研究之研究者針對個案情境中之衝

突與爭議所在，一一詢問正讓自己模擬於案例情境中的受測記者或警

察，而因為受測之警察或記者過去未必皆曾遭遇過類似情境，因此面對

個案之模擬情境，受測警察之處理方式須兼顧「偵查不公開」原則及滿

足新聞記者的採訪需求，而受測之記者則須維護新聞自由與人民知的權

利，但不受警方「偵查不公開」的影響。 

肆、情境案例模擬之資料分析 

一、案例 1：案發現場的完整與記者欲入內的衝突 

第一個案例涉及案發現場的完整性，衝突點在於記者要求熟識的現

場警察通融，讓其進入分屍案現場拍攝。如果警察允許記者進入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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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僅可能破壞現場跡證，鑑識人員採集跡證的任務也會受影響。警方對

此分屍案案發現場衝突的處置與決策參見表 11，記者面對警方封鎖時

的處置與採訪方式參見表 12。 

（一）警方衝突點之詢問 

1. 若該記者平日與您私交甚篤，您會如何回應其要求？為什麼？ 

2. 若經您解釋或勸阻後，該記者仍執意進入拍攝，您會如何處理？

為什麼？ 

表 11：案例 1 之分屍案案發現場衝突警方處置與決策 

警方處理與決策 

警方立場

與考量 

所有受訪警察立場皆一致，都表示無論交情與否，基於記者進入

案發現場會破壞現場跡證以及避免造成某媒體之獨家新聞之雙重

考量，再加上為了避免自己受到行政處分，均會拒絕讓記者進入

現場。 

處理方式 

在面對記者執意進入現場之狀況時，基本上作法分成兩種，一種

是以強制力阻攔、另一種則採取折衷方式，亦即代為拍攝現場照

片過濾後轉交、或是派人向媒體說明簡單案情與現場狀況。 

（二）記者衝突點之詢問 

1. 您的長官指示要即時回報陳屍現場最新狀況，拍攝陳屍現場畫面

及屍體照片，但警方已在公寓大門外架設封鎖線，您會如何處

置？為什麼？ 

2. 若該承辦偵查隊長與您平日私交甚篤，您會如何處理？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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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案例 1 之分屍案案發現場衝突記者採訪方式與作法 

記者採訪方式與處理考量 

警方架設 

封鎖線 

1. 在封鎖線外以長鏡頭取景（4 人）。 
2. 現場外待至被害人屍體被抬出時再拍攝（1 人）。 
3. 詢問曾進入過現場的葬儀社人員（1 人）。 
4. 等警方採證後，再進入刑案現場拍攝（1 人）。 
5. 訪問附近鄰居（1 人）。 
6. NCC 規定不得播出屍體等血腥畫面，故不進入拍攝（4

人）。 
7. 改採以繪製圖卡處理（1 人）。 

與承辦隊長

私交甚篤 

1. 會向偵查隊長或在場員警問清楚相關案情（11 人）。 
2. 現場若無其他媒體，則會向偵查隊長請求通融進入現場（3

人）。 
3. 會請求提供蒐證影帶、照片翻攝或是請警方代為拍照（3

人）。 

 

二、案例 2：媒體 SNG 現場直播警方「攻堅現場」之安全考量 

第二個案例涉及媒體現場直播人質綁架案之警方攻堅現場，而衝突

點主要在於媒體的 SNG 車在現場持續連線電子媒體上的新聞頻道，導

致歹徒可監看電視而對警方攻堅行動一目了然，警方行動的曝光會使警

方與人質之安全同時受到威脅。警方對此人質案發現場衝突的處置與決

策參見表 13，記者面對警方封鎖時的處置與採訪方式參見表 14。 

（一）警方衝突點之詢問 

1. 您會如何與媒體記者協調以保障執勤同仁與人質安全？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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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若嫌犯要求與媒體記者對話，您會如何處置？為什麼？ 

表 13：案例 2 之綁架案 SNG 直播警方處置方式 

警方處理與決策 

警方立場 

與考量 

大部分受訪者的意見均係會為了人質、執勤員警、民眾與記者

之人身安全為考量，要求記者退至封鎖線外進行採訪報導。 

記者採訪 

需求之處理 

1. 若記者為了取景或畫面，警方可提供現場蒐證畫面。 

2. 要求記者使用長鏡頭拍攝。 

嫌犯要求 

與記者對 

話之處置 

1. 6 位受訪者同意有條件的讓記者與嫌犯對話，1 位反對讓記

者與嫌犯對話。 
2. 對話方式除了面對面採訪、手機聯繫或以警察偽裝成記者。 

（二）記者衝突點之詢問 

1. 您是否會配合警方之請求?您會採取何種動作?為什麼？ 

2. 假設嫌犯指明要您採訪他，您會如何反應？為什麼？ 

表 14：案例 2 之綁架案 SNG 直播記者採訪方式與作法 

記者採訪方式與處理考量 

牽涉到警方

與人質之 

生命安全 

1. 會配合警方請求（全部記者）。 

2. 為完 成採 訪任 務， 記者 自行 掌握 現場 各項 新聞 細節 （5
名）。 

3. 若有任何媒體偷跑，有記者表示會立即跟進（3 名），但也

有會回報公司，由公司高層決定（1 位）。 

嫌犯指明 

要一對一 

做採訪 

1. 同意面對面與歹徒做採訪（8 位）。 
2. 為了自身安全考量，會以電話做採訪（2 名）。 
3. 不會與歹徒做一對一專訪（1 位）。 
4. 會尊重警方意見（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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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 3：記者欲尾隨警方進入搜索現場之衝突 

第三個案例涉及警方獲得密報時，記者正好在旁得知，此一獨家新

聞之良機，記者自然想隨隊採訪，但警方所考量的是該賭場內或許會有

名人在內，因此衝突點在於記者隨隊採訪有可能讓名人在媒體前曝光而

使其名譽受到影響。警方對此案發現場衝突的處置與決策參見表 15，

記者面對警方封鎖時的處置與採訪方式參見表 16。 

（一）警方衝突點之詢問 

1. 對於記者欲隨隊前往之要求，您會如何回應？為什麼？ 

2. 若在搜索現場有記者闖入攝影拍照並訪問在場賭客，您會如何處

理？為什麼？ 

表 15：案例 3 搜索發現與現場嫌疑犯保護之警方處置方式 

警方處理與決策 

警方立場 

與考量 

1. 因涉及安全因素、洩密、違反刑事訴訟法、影響當事人名譽

以及避免讓記者取得獨家等，記者不應隨隊採訪。 

2. 賭場不具危險性，應可讓記者隨隊採訪，而且不讓記者尾

隨，記者亦會自己找到搜索點並自行前往（1 名）。 

記者闖入 

拍攝與採 

訪之處置 

1. 採取強制作為不讓記者進入或讓其離開（5 位）。 

2. 讓記者進入拍攝或採訪，但前提是必須偽裝成同行之警察（

1 名）。 

3. 將賭場內人員帶上車前可讓記者拍攝（1 名）。 

4. 可提供經過濾後的蒐證畫面（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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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記者衝突點之詢問 

1. 您正好在偵查隊內泡茶，獨家得知該訊息，是否會提出隨隊採訪

之要求？為什麼？ 

2. 若偵查隊婉拒讓您隨隊採訪，您卻知道賭場地點，您是否會自行

前往該職業大賭場，採訪該獨家報導？為什麼？ 

3. 您是否會設法採訪在場賭客？或拍攝警方搜索查緝情形？為什

麼？ 

表 16：案例 3 記者欲隨警方搜索賭場之處理 

記者採訪方式與處理考量 

獲取獨家新聞 
1. 若為獨家得知訊息，會要求隨隊前往搜索地點採訪，搶獨

家新聞（10 名）。 

自行前往採訪 

2. 若偵查隊婉拒記者隨隊採訪，記者會設法自行前往搜索地

點，搶獨家新聞 （11 名）。 

3. 不會自行前往，會等警方統一發佈新聞（1 名）。 

4. 會尊重警方意見，不一定會隨隊前往（2 名）。 

採訪賭客 
一定會設法採訪在場賭客，也會拍攝警方搜索查緝情形（12
名）。 

 

四、案例 4：記者尾隨肉票家屬繳交贖款之衝突 

第四個案例涉及歹徒、家屬、警方與記者四方。當警方在案中跟監

與偵查家屬於南二高繳交贖款時，記者不顧自身安危與人質安危，竟欲

尾隨家屬，並進行即時報導。此案例之衝突點是記者這種冒進的行為，

不僅危及肉票之人身安全，並可能因此導致警方的佈屬與偵查行為功虧

一簣。警方對此案發現場衝突的處置與決策參見表 17，記者面對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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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鎖時的處置與採訪方式參見表 18。 

（一）警方衝突點之詢問 

1. 當您發現有記者車輛跟隨家屬或偵防車後時，您會如何處置？為

什麼？ 

表 17：案例 4 記者尾隨肉票家屬繳交贖款之警方處置方式 

警方處理與決策 

警方發現記

者尾隨後之

立場與考量 

1. 採取勤務中止、攔停以及擺脫記者車輛等方式（5 名）。 
2. 直接與記者溝通說明狀況（1 名）。 
3. 向記者公會反映並要求懲處（1 名）。 

（二）記者衝突點之詢問 

1. 如果您知道被害人家屬或警方專案小組人員開車出門交付贖款，

您是否會尾隨瞭解最新狀況？為什麼？ 

2. 如果您的行蹤被警方發現，勸阻您繼續尾隨被害人家屬或警方車

輛，您會如何回應？為什麼？ 

表 18：案例 4 記者欲尾隨家屬繳付贖款之採訪行為 

記者採訪方式與處理考量 

尾隨警方 

與家屬瞭解

現狀 

1. 不會尾隨跟拍（6）。 
2. 會尾隨實地瞭解狀況（3）。 
3. 請警方事後提供行動細節或畫面（3）。 
4. 設法取得被害人家屬同意做專訪。 

警方發現 

後勸阻 

1. 會停止尾隨跟拍行為（12 名）。 

2. 跟警方協調，以「條件交換」方式停止尾隨跟拍（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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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例五：偵查階段與記者搶先公布間的衝突 

第五個案例涉及媒體間的相互競爭與記者對於人權尊重程度的多

寡。個案情境為警方逮捕一位精神異常男性，懷疑其為連續機車縱火嫌

犯，媒體得知便一窩瘋想要拍照及探知案情，以便發稿。衝突點在於記

者的行為可能會造成當事人名譽的損害，且可能因為錯誤的發稿而將警

方掌握的情資公布於媒體上。警方對此案發現場衝突的處置與決策參見

表 19，記者面對警方封鎖時的處置與採訪方式參見表 20。 

（一）警方衝突點之詢問 

1. 對於媒體要求拍攝嫌犯樣貌及公開嫌犯身份、最新偵辦進度，您

會如何處理？為什麼？ 

表 19：案例 5 記者欲拍涉嫌犯及公布案情之警方處置方式 

警方處理與決策 

警方對記者欲

拍攝嫌犯並公

開案情之立場 

1. 在沒有確切證據證明到案嫌犯即為縱火嫌犯之前，警方不

會公開嫌犯樣貌與身份（7 名）。 

2. 會指派專人大致說明目前狀況（5 名）。 

（二）記者衝突點之詢問 

1. 您是否會向偵辦單位要求拍攝嫌犯樣貌？或要求立即公開嫌犯身

份？以及最新偵辦進度？為什麼？ 

2. 若警方對於您前述要求均以「偵查不公開」表示拒絕，您會採取

何種回應方式？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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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案例 5 記者一窩瘋搶著報導縱火嫌犯及公布案情之採訪行為 

記者採訪方式與處理考量 

要求拍攝 

嫌犯樣貌 

1. 會要求拍攝嫌犯畫面（6 名）。 
2. 會要求瞭解嫌犯身份（8 名）。 
3. 會要求警方說明案件最新發展與偵辦進度（9 名）。 
4. 會技巧性的拍嫌犯背面或遮臉（2 名）。 
5. 在無法確認嫌犯時，會用「疑似」、「懷疑」字眼報導，或

將嫌犯樣貌打馬賽克（2 名）。 
6. 不會要求拍攝嫌犯畫面（3 名）。 
7. 若公布精神異常者容貌，會被 NCC 罰款（2 名）。 

警方以偵查

不公開為由

拒公布案情 

1. 會另想辦法取得嫌犯影像及身份（5 名）。 

2. 會持續與警方溝通，找尋折衷模式（6 名）。 

3. 會聯合媒體同業對警方施壓，或是將新聞採負面處理（3
名）。 

4. 會要求警方需對各媒體以同樣態度處理，不可讓其他媒體跑

獨家（2 名）。 

5. 會配合警方（1 名）。 

 

六、案例六：案件保密與記者新聞自由之衝突 

第六個案例是有關軍區的盜賣軍械，嫌犯被捕後於警局製作筆錄，

軍方代表在製作筆錄時繪製營區重要設施位置，此時記者得知此案，欲

從警方製作的筆錄中來獲取案件之前因後果，而衝突點則是涉及國防機

密的洩漏與否。警方對此案發現場衝突的處置與決策參見表 21，記者

面對警方封鎖時的處置與採訪方式參見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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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警方衝突點之詢問 

1. 對於記者要求拍攝分布圖及採訪您與被害人，您會如何處理？為

什麼？ 

表 21：案例 6 之警方對於記者拍攝分佈圖及採訪軍方代表之處置方式 

警方處理與決策 

記者欲拍攝

分佈圖及採

訪被害人 

1. 牽涉 到國 防機 密時 ，因 此不 同意 讓記 者翻 拍分 佈圖 （6
名）。 

2. 不同意讓記者採訪被害人（4 名）。 

3. 自行製作簡圖，並同意對媒體公布說明（2 名）。 

4. 在有條件下同意讓記者採訪被害人（2 名）。 

5. 將資料篩選後適度發佈新聞（3 名）。 

（二）記者衝突點之詢問 

1. 您正好在偵查隊內採訪此則新聞，是否會設法拍攝或瞭解該設施

分布圖？是否會設法採訪或拍攝軍方代表？是否會要求偵查隊長

說明整體案情及偵辦進度？為什麼？ 

2. 若警方以有洩露國防機密之虞婉拒您前述之所有請求，您會如何

回應？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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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案例 6 事涉國防機密之拍攝筆錄與採訪軍方人員之採訪行為 

記者採訪方式與處理考量 

拍攝分佈圖

、採訪軍方

代表與警方

相關案情 

1. 會設法拍攝或瞭解該設施分布圖（8 名）， 

2. 改以簡單的示意圖卡來做報導（2 名）； 

3. 因為該設施分布圖屬機密性質，不會去拍攝或瞭解（1
名）。 

4. 會設法採訪或拍攝軍方代表、全部受訪者均表示會要求偵查

隊長說明相關案情及偵辦進度（11 名）。 

警方以「有

洩露國防機

密之虞」婉

拒記者採訪 

1. 不會因此打消採訪報導該新聞之念頭（12 名）。 

2. 設法另外採訪知道案情的人（4 名）。 

3. 再私下向警方打聽（5 名）。 

4. 會聯合媒體同業向警方施壓（2 名）。 

5. 會因此造成媒體記者與警（軍）方的衝突（2 名）。 

6. 會設法拍攝或瞭解該設施分布圖（8 名）。 

7. 改以簡單的示意圖卡來做報導（2 名）。 

8. 因為該設施分布圖屬機密性質，不會去拍攝或瞭解（1
名）。 

 

七、案例七：證人或關係人間名譽與記者報導間的衝突 

第七個案例是常發生的案例，警方取得大樓監錄器所攝得之畫面，

且有目擊住戶發現可能是竊案的嫌犯，但在一切皆未證實下，記者通常

想搶先發稿，電子媒體則是想要取得監錄器畫面，並試圖訪問目擊住

戶，及要求警方透露偵辦進度。衝突點在於記者試圖扮演刑警偵辦刑案

的角色，不儘可能誤判嫌犯而使他人名譽受損，且會讓警方獲得混亂資

訊而誤導偵查方向。警方對此案發現場衝突的處置與決策參見表 23，

記者面對警方封鎖時的處置與採訪方式參見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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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警方衝突點之詢問 

1. 對於記者要求翻拍監錄影帶、瞭解偵辦進度及採訪目擊證人，您

會如何處理？為什麼？ 

表 23：案例 7 警方對記者要求翻拍及採訪目擊證人之處置方式 

警方處理與決策 

記者要求翻拍

監視錄影帶及

瞭解案情 

1. 在真正嫌犯身份未確認前，不讓記者翻拍監視錄影帶（4
名）。 

2. 若案情陷入膠著，可適度公開監錄畫面，讓民眾指認或協

助提供線索（4 名）。 
3. 指派專人大致說明案件目前狀況（1 名）。 

採訪目擊住戶 
1. 由證人自行決定是否接受採訪（1 名）。 
2. 不同意記者在警察辦公處所採訪證人（6 名）。 

（二）記者衝突點之詢問 

1. 長官指示您至偵查隊瞭解該案偵辦情形，您是否會設法翻拍監錄

畫面？採訪偵辦員警目前偵辦進度？以及設法訪問目擊者案發當

時情況？為什麼？ 

2. 若偵辦單位以「偵查不公開」為由婉拒前述之所有要求，您會如

何回應？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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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案例 7 記者拍攝跟監畫面及訪談證人之採訪動作 

記者採訪方式與處理考量 

任務需要拍攝

監錄畫面、瞭

解偵辦進度及

訪問目擊住戶 

1. 會設法翻拍監錄畫面（10 名）。 
2. 會採訪偵查隊長或偵辦員警目前案件偵辦進度（8 名）。 
3. 要設法訪問目擊者，以還原當時現場狀況（12 名）。 
4. 案情不明朗前不會搶先報導（1 名）。 

警方以「偵查

不公開」為由

拒絕提供案情

進度 

1. 不會去理會警方所謂的「偵查不公開」，因為記者也有工

作及長官的壓力（8 名）。 

2. 會繼續向警方溝通，希望能透露些許訊息（5）名。 

3. 會去案發現場附近去採訪（6 名）。 

4. 會想辦法採訪目擊者（3 名）。 

5. 要求警方對其他媒體要一視同仁，以免造成某媒體搶得獨

家新聞（2 名）。 

 

八、案例八：偵辦進行中的案件與記者搶先報導的衝突 

第八個案例是有關記者試圖報導警方借提嫌犯到犯罪現場模擬殺人

強盜過程，對警方而言，偵辦刑案的過程總是不希望媒體參與與報導

的，其中帶領嫌犯進行現場模擬也是其中一項，本案例的衝突點在於尚

有共犯未落網，如果媒體逕行報導模擬過程，將導致警方所掌握的資訊

曝光，在逃之共犯將會得知警方所掌握之線索多少與偵辦進度，如有其

他犯罪事證，也會遭在逃共犯湮滅。警方對此案發現場衝突的處置與決

策參見表 25，記者面對警方封鎖時的處置與採訪方式參見表 26。 

（一）警方衝突點之詢問 

1. 對於媒體記者欲拍攝報導嫌犯模擬作案過程，報導模擬結果，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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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如何處理?為什麼？ 

2. 若有地方民意代表率家屬前來叫囂，您會如何處理？為什麼？ 

表 25：案例 8 警方對於媒體欲拍攝與報導模擬過程之處置方式 

警方處理與決策 

媒體欲拍攝及 

報導擬過程 

1. 會事先佈置警力封鎖模擬現場，記者需在封鎖線外採訪（

6 名）。 
2. 盡可能最好不要做模擬，或是將模擬時地保密、盡可能避

開記者（1 名）。 
3. 記者知悉後直接取消，改日再進行（1 名）。 
4. 可有條件的讓記者拍攝（1 名）。 
5. 此類報導對警察有正面助益，應讓記者報導（1 名）。 
6. 由檢察官親自坐鎮指揮並由其發言較為妥當（1 名）。 

民意代表率家

屬前來叫囂 

1. 會先行溝通，無效時再依妨礙公務或集會遊行等相關法令

處理（5 名）。 
2. 專人監控家屬動作，以避免場面失控（2 名）。 

（二）記者衝突點之詢問 

1. 若警方以「共犯在逃，恐有相關犯罪事證遭湮滅之虞。」為由拒

絕讓您接近模擬現場拍攝或採訪時，您會如何回應？為什麼？ 

當警方採取強制作為，拒絕記者進入模擬現場採訪時，記者基本上

是無法進入進行現場報導，因此大都表示會遵守不進入，但極少有記者

會就此善罷干休，有的會在現場外使用遠鏡頭拍攝，有的會請請方提供

影音或畫面供記者使用，或在事後從警方口中探聽。不過也因為警方過

於強悍的作為，常常引發記者或記者上級的反感，在報導時採取負面新

聞報導的角度，對警方的行為加以修理（參見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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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案例 8 記者對警方拒絕記者報導之採訪行為 

記者採訪方式與處理考量 

警方以「共

犯在逃，恐

事證遭湮滅

」為由拒絕

採訪 

1. 會請警方主動說明模擬情況，並且要求警方自行提供相片或

模擬畫面（4 名）。 

2. 會在封鎖線外拍攝（4 名）。 

3. 會配合警方要求（5 名）。 

4. 新聞媒體應有道德責任配合（2 名）。 

5. 只要媒體同業都願意配合，他們也會配合警方要求（3
名）。 

6. 警察也會主動洩漏相關案情（2 名）。 

7. 會將新聞做成負面新聞（1 名）。 

8. 警方若以此理由拒絕採訪，記者在長官及交稿壓力下，媒體

記者又會修理警方（1 名）。 

 

九、案例九：警方發布新聞與記者要求提供犯罪畫面的衝突 

第九個案例比較特殊，原本警方破獲大案，希望透過媒體放送而讓

社會知曉警方打擊犯罪的表現，但當不同媒體基於不同媒體屬性而要求

取得不同的報導內容，往往會讓警方為難，例如電子媒體需要的是精

彩、聳動的攻堅、逮捕等衝突場面，好用來提高收視率，而廣播媒體則

需要的是訪問被害人的聲音，至於平面媒體的攝影記者需要的槍械、犯

罪工具等有「料」的場面，因此本案例的衝突點在於，原本偵查過程與

蒐證畫面往往涉及無辜者之名譽，且隨意公布犯罪工具容易引起仿效行

為，因此都不應任意公開，但拒絕媒體要求則會引發眾怒，記者集體報

復與修理恐讓警方有口難言。警方對此案發現場衝突的處置與決策參見

表 27，記者面對警方封鎖時的處置與採訪方式參見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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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警方衝突點之詢問 

1. 對於媒體記者之要求，您會如何處理?為什麼？ 

2. 若記者向您的長官要求公布相關蒐證影帶及犯罪工具，而長官亦

下達指示後，您是否會照辦？為什麼？ 

表 27：案例 9 之警方對記者要求公布蒐證資料與犯罪工具之處置方式 

警方處理與決策 

記者要取得蒐

證、攻堅畫面

與犯罪工具 

1. 同 意 在 經 過 剪 接 、 過 濾 後 公 布 攻 堅 相 關 蒐 證 畫 面 （ 6
名）。 

2. 同意展示查獲之槍械、犯罪工具（6 名）。 

3. 展示被害人所損失之財物供媒體採訪攝影（5 名）。 

4. 有條件下同意展示（1 名）。 

5. 嫌犯不能讓記者訪問或曝光（2 名）。 

長官指示要配

合記者取得各

項資料與畫面 

1. 會遵照長官指示辦理（6 名）。 

2. 一切會依照警察機關發佈新聞之相關規定辦理（1 名）。 

（二）記者衝突點之詢問 

1. 若該偵查隊僅有新聞稿，您是否會要求播放攻堅逮捕過程畫面？

或展示該集團所擁有之槍械、犯案工具以及被害人之損失財物？

或要求訪問被害人？為什麼？ 

2. 若該偵查隊長拒絕您所提出之前述要求，您又與分局長熟識，是

否會轉向分局長提出前述要求？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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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案例 9 記者採訪警方破案之新聞處理 

記者採訪方式與處理考量 

播放攻堅逮

捕畫面，展

示槍械，訪

問被害人 

1. 會要求警方播放攻堅逮捕之蒐證過程畫面（12 名）。 

2. 會要求展示所查扣之槍械、犯案工具以及被害人之損失財物

（10 名）。 

3. 沒有 畫面 的新 聞將 不會 被播 出或 報導 ，甚 至被 放棄 （7
名）。 

4. 會要求訪問被害人（7 名）。 

被拒絕後向

分局長提出

要求 

1. 若偵查隊長拒絕記者所提出之採訪要求，會轉而向該分局長

提出要求（12 名）。 

2. 警方破案必須靠媒體報導，才能讓民眾明瞭警察的辛苦（3
名）。 

 

十、案例十：未成年關係人性侵害案與記者報導間的衝突 

第十個案例是有關未成年者的性侵案事件，此類新聞本就是媒體最

愛，然而衝突點就在於當事人均未成年，且此案件屬於性侵害案件，此

兩要件都使媒體在報導上必須謹慎小心。警方對此案發現場衝突的處置

與決策參見表 29，記者面對警方封鎖時的處置與採訪方式參見表 30。 

（一）警方衝突點之詢問 

1. 面對記者執意採訪報導，您將如何處理？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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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案例 10 記者執意報導未成年性侵害案關係人之警方處置方式 

警方處理與決策 

記者執意報導 
1. 不允許記者採訪（7 名）。 

2. 不會對記者透露任何案情（7 名）。 

（二）記者衝突點之詢問 

1. 面對法律規範不得公佈相關當事人基本資料之前述案情，您將如

何處理？為什麼？ 

表 30：記者面對法律限制報導之刑案處理與考量 

記者採訪方式與處理考量 

法律規定不

得公布被害

人相關基本

資料與案情 

1. 仍會向偵辦單位詢問以瞭解相關案情，但是會遵守詳細細

節均不能曝光之規定（10）。 
2. 即使要報導該新聞，也只能報導有這個消息或以側寫之方

式作報導（8）。 
3. 會遵守法律或以不觸犯法律為優先（7）。 
4. 會非常謹慎過濾該新聞以免遭罰（3）。 
5. 性侵害案件會盡量不做報導（4）。 

 

伍、討論與結論 

本研究試圖解決警察機關之「偵查不公開」原則與媒體記者「新聞

自由」理念間之衝突與矛盾，對於兩者間無止境的拔河，找出實務上的

導引規範，並針對記者與警察在面對偵查不公開與新聞自由之間的失衡

狀態，提出數項實務上的導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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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警方於「偵查不公開」約束下回應新聞自由之方式 

警察因為受到刑事訴訟法 245 條所規範之「偵查不公開」原則之約

束，因此在面對記者試圖取得刑案偵查過程中的資訊時，警察必須在受

偵查不公開的約束下回應新聞自由的要求。本研究受訪之偵查隊長於真

實個案情境中，模擬個人在設身處地時所使用之回應手段，約可分為下

列幾種： 

（一） 禁止：為了排除記者探知偵辦犯罪刑案之過程，警方最常使用的

方式就是「封鎖」，包含在刑案現場設定封鎖線，現場阻絕記者

進入，或拒絕記者參與，或不讓記者得知，或擺脫記者等。如果

記者試圖拍攝重要偵查中之資料，或參閱偵查筆錄，或翻拍監視

帶等，警察也會禁止記者此種行為。 

（二） 過濾：當警方握有許多具新聞性之資料時，有時是攻堅之畫面，

有時則是警方監視之影音資料，折衷的作法是先將資料自行過濾

篩選，然後交由記者報導，或發佈新聞。 

（三） 防範：當重要刑案有證人、受害人、嫌犯時，由於尚在偵查期

間，警方則會使用各種方式防範不向記者公開或曝光，或不讓記

者有採訪機會。對於未成年之當事人，警方也必須加以防範記者

取得資料或畫面。 

（四） 溝通：當記者之採訪需求直接與警方偵查不公開原則直接衝突

時，與媒體記者溝通亦是警方採取的方式之一，試圖透過雙方溝

通尋求出可行的模式。 

（五） 妥協：警方為滿足記者之採訪需求，但又不願意違反偵查不公開

原則，有時會故意創造得以讓記者攝取鏡頭之場合或適當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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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條件的讓記者拍照。 

（六） 代勞：為了滿足記者需求，但又不願意違反「偵查不公開」原

則，於是警方常為代為拍攝重要畫面、或自行剪輯與過濾影音資

料再交給記者、或為記者代為繪製圖卡。 

（七） 公開：雖然檢警偵查過程不能公開，但有時得倚賴大眾傳播媒體

的力量以尋求民眾之協助，儘速破案，此時警方則會主動提供畫

面供媒體使用或派人向媒體說明案情及現場狀況。 

二、記者爭取新聞自由之手段 

記者並非偵查不公開的約束對象，因此記者基於採訪任務，其目標

就是要突破警方偵查不公開的限制，而不使人民知的權利受損。以下是

根據受訪記者於真實案例情境模擬下，其設身處地所做出的決策與處

置，約可分為以下數種： 

（一） 尋求出路：當警方封鎖一切消息時，記者往往會自行掌握現場細

節，會不顧警方意見自行前往採訪，或詢問第三者探聽消息，或

到案發現場附近探聽。同時記者可以跟警方消耗時間，等待適當

時機再捕捉所需畫面或鏡頭。有時記者會尋求警方上級的協助，

施予基層警察壓力。 

（二） 折衷妥協與替代：記者當現場畫面無法取得，或過於血腥而無法

刊登或播出，記者則可以使用繪圖卡或電腦模擬。如 

（三）明哲保身：有時記者也會技巧性的拍攝不會使自己遭到麻煩的嫌

犯相片，或使用馬賽克，畢竟有時嫌犯未能確定而記者搶先報

導，往往會使無辜者名譽受損，此外在報導未成年、性侵害案受

害者、精神異常者等，記者都必須非常小心。至於當警方警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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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漏國防機密之嫌時，記者也都會以保護自己為重，不會任意報

導。 

（四） 適可而止：當記者的採訪行為可能導致警方或人質生命受威脅

時，通常記者都會克制自己，避免情況複雜化。有時記者也會接

受警方之協調或請託，而不會一味以新聞自由為擋箭牌，不理警

方要求，亦即記者有時也會配合警方，或擔負起社會道德之責

任。 

（五） 堅持不棄：記者採訪新聞，不能遇到問題就放棄，因此在很多受

到警方以「偵查不公開」為由而使新聞採訪受阻的場合，記者必

須發揮堅持不放棄的精神，不管警方怎樣封鎖或阻止，記者一定

會完成任務，也一定會要求警方給予配合。 

（六） 修理報復：媒體記者往往會在受到警方拒絕提供協助後，心存報

復心理，以負面新聞來處理警方對刑案的偵查或處理。另一種方

式，則是所有媒體採取聯合陣線，一起向警方施壓，迫使警方在

記者人多勢眾之下妥協。 

三、警方與記者拔河之失衡狀態 

本研究三項研究問題之一「偵查不公開原則與憲法保障的新聞自

由、知的權利，兩者之間的矛盾如何取得平衡？」，原先設定在透過資

料分析後，將得以解開雙方之矛盾，緩解雙方之衝突，取得平衡點之可

能，然而，在實際資料分析後，卻發現警察與記者在「偵查不公開」與

「新聞自由」間拔河的這項議題，雙方武器不平等，所受的約束不成比

例，因此，以下基於「邏輯上的弔詭」、「記者的壓力」及「天平上的

失衡」等三項理由，認為雙方的拔河因為彼此力道差異過大，基本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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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實不可得。 

（一）邏輯上的弔詭 

對於偵辦犯罪案件的警調而言，根據來自不同單位的法令、要點、

辦法，只要是「依法令」或為「維護公共利益」，或「有助於案件之偵

辦、安定人心、澄清視聽、或防止危害繼續擴大」，或「為保護合法權

益，對於治安有重大影響之案件」等情況，警方得以在「不違反偵查不

公開原則」下，「適度」發布新聞。然而，上述法規文字敘述籠統模

糊，分際之拿捏並非一般基層警察可以判斷，尤其「維護公共利益」、

「保護合法權益」必須在「在不違反偵查不公開原則下」為之，既然偵

查不能公開，何來可公開的例外？此邏輯上的弔詭事實上造成各警察機

關面對記者壓力時僅能憑藉自我揣測，在弔詭邏輯下揣摩那條看不見的

界線。 

警察偵辦刑案都有不能違反偵查不公開原則的認知，然而面對記者

採訪需求的後續動作與行為，本身卻已違反偵查不公開的前提。在此邏

輯上的弔詭情況下，警察要如何判斷何者符合「維護公共利益」的例

外，何者為不能公開的資訊，就成為警察機關新聞處理難以解決的盲

點。 

（二）記者的壓力 

記者認為自己負有監督政府體系的天職，且自身並非法律規範偵查

不公開的約束對象，因此當警方對記者以「偵查不公開」之理由拒絕各

項採訪要求時，此項理由實際上對記者根本上就不具意義，再加上記者

身負採訪與報導新聞的任務，因而更不會因為警方祭出「偵查不公開」

原則就打消向警方追索新聞的念頭。 



當「偵查不公開」遇見「新聞自由」：警察機關與媒體記者的衝突拔河研究 

‧131‧ 

因此，記者背負來自媒體內部與新聞同業之間的雙重競爭壓力，假

若警方堅持偵查不公開原則而對案件的偵辦採取消息封鎖，最後往往會

導致各媒體記者彼此聯合對警方施壓，或是將新聞採負面處理。媒體此

種「修理」的力道，往往也導致一些警方偵查人員寧可因違反「偵查不

公開」原則而受行政處分，也不願意為了堅持「偵查不公開」原則而得

罪記者。 

（三）天平上的失衡 

警察偵辦刑案的過程，實際上受到包括刑事訴訟法等各種相關法令

與辦法的制約，甚且在外有民間團體如司改會的監督，在內則有警察督

察系統進行把關，因此警察偵辦案件均受層層檢驗，一旦出現違反「偵

查不公開」原則之行為，除在警察機關內部會遭到督察系統的調查與處

分，另外也會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懲處，對於警察而言，違反「偵

查不公開」原則的代價甚高。 

反觀，社會輿論與多數媒體都自認應以自律代替他律來作為制衡第

四權的力量，其所持理由在於避免因公權力的介入而產生寒蟬效應，進

而損害民主政治的價值。因此目前除國家傳播通訊委員會（NCC）有能

力對媒體祭出罰則外，並無其他有效牽制與約束新聞媒體的力量，而新

聞媒體在彼此惡性競爭與收視率掛帥的商業利益壓力下，自律機制其實

甚為薄弱，媒體採訪新聞的違規行為，少有外力能給予抗衡。 

因此當刑事訴訟法中的「偵查不公開」對記者而言不具任何意義

時，警調偵查人員與新聞媒體記者兩造所受的束縛力便大為不同，在天

平兩端呈現極端失衡的狀態；警察機關所受的約制遠遠大於當前社會對

於新聞媒體的約束與制衡。因此，在面對犯罪案件的偵查與報導時，由

於警察與記者在大環境的制度中先天上立足點已不均等，雙方失衡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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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便難以避免，警察一方如同被用鍊條鎖綁約束在一定範圍內活動，而

媒體記者則有進退攻防的寬闊空間，雙方的衝突或許可以緩解，但實際

上難以達到真正平衡。 

三、實務上之導引與建議 

（一）警方於偵查不公開原則下的導引建議 

1. 教育員警偵查不公開分際與法律行政責任 

警檢偵查人員是「偵查不公開」的限制對象，因此警檢首先必須了

解何種新聞發布之作為可能違反法令，何種新聞處理方式可讓自己脫離

違背相關行政規則或命令的陰影，如此才能使警檢人員避免案件尚未偵

破就先因為新聞處理不當而違背法令。唯有如此，警察人員在偵查刑案

時才不致落入一邊要承受即時破案壓力，一邊又要與記者周旋、顧此失

彼的兩難情境。 

2. 瞭解媒體需求，在合理的範圍內讓媒體記者能交差 

站在第一線偵查犯罪案件的警察，需要真正瞭解媒體生態與新聞處

理程序，如能清楚認知各媒體的實際需求與警察所能供給媒體的界線，

這樣對於雙方都可減少磨和的時間，不僅使媒體記者順利交差，警方也

能透過媒體達到宣導目的。警察機關可在平日講習或訓練中邀請資深記

者座談，讓員警在新聞處理時能從記者需求的角度思考，例如電子媒體

需要影像畫面，否則該新聞就欠缺價值，而平面媒體著重的文字敘述與

照片，案件相關的基本資料、細節、背景資料是報紙記者撰寫新聞稿不

可或缺的題材。只要暸解媒體不同特性與基本需求，就可使警檢人員新

聞處理時，在提供記者素材時有方向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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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化被動之窘態為主動 

當警方偵辦重大刑案時，事實上很難用一句「偵查不公開」便可阻

擋媒體的採訪攻勢，而且記者身負採訪任務，對於社會矚目刑案既使二

十四小時盯梢也甚為常見，因而警方若要求記者體諒「偵查不公開」之

為難，前提則是警方必須知悉記者需求並滿足之。因此，警察機關在處

理刑案新聞時，若能採取正面主動說明之態勢，提供各類媒體所需之資

料，不僅僅能因此掌握到公佈資訊的發球權，也可避免處處受制於媒體

之窘態。 

4. 相關器材與技巧的輔助 

為了滿足咄咄逼人的媒體記者採訪攻勢，警方可運用適當的器材或

技巧，來解決偵查不公開與新聞自由間的兩難。例如，頭套或安全帽的

使用可避免讓嫌犯赤裸裸的曝光在媒體之前。對於案情或犯罪現場的資

料，警方則可使用電腦繪圖、模擬動畫等方式提供給媒體使用，如此可

以兼顧民眾知的權利，也不致讓嫌疑人或關係人樣貌遭到曝光。 

5. 妥協與通融的需要與誤用 

讓記者進入刑案現場有可能破壞或污染犯罪跡證，因此現場封鎖線

的執行必須有效落實，但管制記者出入的同時，警方則可為媒體記者在

封鎖線內安排適合拍攝的角度與現場實地觀察的機會，如此不僅讓記者

得以完成任務，也不致破壞現場，妥協與通融的作法可有效化解警方與

媒體之間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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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記者於新聞自由下之導引與建議 

1. 採訪時避免違反規定 

媒體記者在採訪過程中並無免責免罰之權利，因此記者應該學習在

採訪過程中避免逾越法律界線。記者有為五斗米折腰的不得已苦衷，然

而在搶獨家、搶新聞、搶畫面的同時，往往以追新聞為首要目標，卻對

這些過程與行為會導致何種法律效果一知半解，有時出現違法或妨礙公

務情形而不自知，媒體記者在此方面的認知與學習尚有待改進。記者雖

然不是「偵查不公開」的適用對象，但記者採訪過程的違法行為並不因

其身份或任務而有所豁免，記者應該對於新聞自由與法律規範之間的界

線，能有更深入的瞭解。 

2. 記者尋求自省與自律 

大法官會議第三六四號解釋之理由書提及：「……享有傳播之自由

者，應基於自律觀念善盡其社會責任，不得有濫用自由之情事。」從理

由書當中不難發現大法官們不認同新聞自由可以無限上綱而不受法律約

束，媒體應該發揮自律精神，珍惜其為社會公器之角色與功能，然而現

有新聞傳播的行政管制法規並不具拘束媒體之力量，因而在此媒體享有

無具體外力約束的大環境下，要求媒體自律，其實不如要求記者先行自

律，唯有記者先行自律與自省，媒體自律方有曙光可言，亦即記者應該

修正其「無冕王」的心態。 

3. 追求自律與專業而非獨家 

本研究訪談過程中許多受訪記者頗為強調獨家新聞對記者工作的重

要性，顯見取得獨家新聞對記者而言是其工作上所追求的目標，然而，

來自媒體內部的要求與媒體間激烈的競爭壓力，往往使記者發現獨家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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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獵心喜，匆促之間或未及詳細求證或未考量社會責任便任意報導，結

果因而導致個人或團體名譽或隱私上的傷害與衝擊，雖然一時取得獨家

新聞而受矚目，但對社會並為實質貢獻。媒體為社會公器，捍衛人民

「知的權利」並不因此責任而得恣意妄為而忽視憲法上所賦予民眾不受

侵害的基本權利，「第四權」自許之媒體不應成為侵害民眾的惡勢力，

否則對「新聞自由」無啻是最大諷刺。媒體記者唯有自律與追求專業，

在追求獨家新聞的同時，能夠思索自我的社會責任與自律上的專業要

求，如此方能取得人民的尊重，也得以提升日益惡化的媒體記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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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cy of Investigation” vs. “Freedom of the Press” 
A Study to Explore the Clash in the Tug of War between 

Police and Media Reporters 
 

Hsiang Chen & Lee-Jay Sun* 

ABSTRACT 

The principles of “secrecy of investigation” and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the press” are respectively the foundations of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The former principle guards against most unreviewed sentences of suspects 
by the juridical system. The latter is so called the fourth power, and which 
attempts to strictly monitor governmental behaviors and in the meantime to 
prevent from abusing their authorities. In practice, these two principles are 
conflicting with one another, like the clash of tug of war, requiring a sensitive 
balance to both sides.  

This study explores two questions: “Without violating the principle of 
‘secrecy of investigation’, how do the police respond to the needs requested 
by the freedom of press and protect the right to know?” and “How do the 
media reporters break the limits of secrecy of investigation to safeguard the 
right to know and the freedom of press?” Six simulated situations, adapted 
and complied from real cases, are employed as the data collecting tools to 
elicit both selected journalists and investigation squad chiefs by in-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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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s. Though establishing from conflicting positions, comparisons were 
aimed to find 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maximum agreement between the squad 
chiefs and journalists.  

Four conclusions were reached: (1) the police should learn about which 
action would violate the principle of secrecy of investigation and what legal 
or administrative liability would ensue; (2) the police should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the media and provide journalists with information within 
reasonable scope for media coverage; (3) the police should be assissted by 
new devices and related technologies to meet reporters’ needs; and (4)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operate with the media to modify laws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gulate related issues. 

Keywords: secrecy investigation,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freedom of the 
press, the right to know, the fourth 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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