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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一般偵查措施與基本權干預 

 
承前所述，就強制處分而言，「需以刑訴法為特別規定」某種程度上即構成

偵查程序自由形成原則的界限，這是由於強制處分具有干預人民受憲法保障基本

權之本質，因而有受法律保留原則、法明確性原則、比例原則等憲法/法治國原

則控制的必要107；相較之下，一般偵查措施的運用是否即與基本權干預完全無

涉？因而在偵查程序自由形成原則的「保護傘」下，即可隨偵查機關心之所欲、

運用自如？本章將探討此一問題，擬自現代的干預概念談起，討論其與基本權利

保護領域（Schutzbereich）擴張的連動關係，並在此基礎下說明一般偵查措施可

能干預之基本權。 

 

 

第一節  現代的干預概念 

相較於須透過四項標準－目的性(Finalität)、直接性(Unmittelbarkeit)、法效

性(rechtlich)與強制性(Imperativität)－界定干預存否的古典干預概念108，現代(廣

義)的干預概念強調的重點只有一個：即國家行為是否導致人民基本權無法完善

行使(unmöglich gemacht)，因而事實上對人民基本權產生全部或部分的限制109。

雖然古典干預概念已經式微，惟干預概念擴張可能產生「國家動輒得咎（使立法

者對各式各樣的干預皆負有「法律保留」的義務；另方面亦使司法機關須面對更

多主張防禦性基本權的相關訴訟）」的問題110，卻是現代干預概念「不可承受之

重」，這在為追訴犯罪而需不斷透過國家偵查措施向人民「出擊」的刑事偵查過

程，尤其明顯，畢竟偵查之目的即為蒐集犯罪相關事證，因而國家所採取的偵查

措施，縱非強制處分，亦或多或少會對人民之基本權--特別是一般人格權--行使

                                                       
107 關於此三項合憲控制基準的提出及操作，本文將於下一章詳細討論。 
108 詳細介紹，李建良，基本權利理論體系之構成及其思考層次，載：《憲法理論與實踐（一）》，

1999 年 7 月，頁 85；林三欽，論基本權利之侵害，載：《憲法解釋之理論與實務（第二輯）》，

2000 年 8 月，頁 442-443；林鈺雄，註 28 文，頁 198-199。 
109 李建良，同前註，頁 85-86；法治斌、董保城合著，《憲法新論》，2003 年 9 月 2 版，頁 133；

林鈺雄，註 28 文，頁 199。 
110 Duttge, Strafprozessualer Einsatz von V-Personen und Vorbehalt des Gesetzes, JZ 1996, 556,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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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影響（如公開呼籲特定嫌疑犯到案可能影響其名譽權、於被告或犯嫌不知情

之狀況下進行個人資訊比對可能影響資訊自決權、臥底/線民偵查可能影響其隱

私權），為免率皆認定其為干預可能造成癱瘓偵查的後果，有學者遂認為古典干

預概念中的直接性與目的性，在干預概念擴張後仍具輔助判斷的「剩餘價值111」，

亦即，僅偵查機關有意運用對基本權利造成直接限制的偵查措施時，始屬干預；

惟另有學者觀察到，在德國實務的運用上，直接性「並不具備清晰的意涵，甚至

只是一個標籤，可由執法者置入任何的判斷標準」；同時，具目的性的干預與不

具目的性之「附帶後果」間的模糊地帶過大，導致幾乎相同的案例事實卻有完全

相反的認定結果112，故主張應以「期待可能性(Zumutbarkeit)」作為判斷「基本

權是否受違憲干預113」的基準，亦即在具體個案中判斷：「此一國家措施所引起

之基本權利事實上影響，是否可期待當事人予以忍受？」，並將比例原則、法益

衡量原則於此時即納入考量114。 

 

回到一般偵查措施的運用，本文認為，以上的兩個學說確有相輔相成之效。

析言之，在拼接犯罪事實的過程中，許多性質上屬事實行為的前階段、摸索性蒐

證措施，如監視錄影機的設置、公開呼籲到案、長期設置線民、跟監並附隨照相、

資料比對、甚至誘捕偵查等，偵查機關是否在行為時即有意對人民基本權利行使

產生直接限制，正好可透過以比例原則、法益衡量原則為內涵之偵查機關「主觀

上是否有預見可能」來判斷，若偵查機關於採取措施時已對「該偵查措施可能逾

                                                       
111 林鈺雄，註 28 文，頁 202-203。 
112 舉例而言，對於「公佈不符標準之廠商名單」此事實行為是否干預企業之營業自由，德國聯

邦行政法院在「藥品透明化案」判決中係以目的性作為確認干預存否的標準，進而推論出該公佈

行為非屬干預；然而在「抗凍劑案」卻指出，當國家機關對以下情狀有所預見：即，運用其權威

所採取之措施將重大影響人民基本權之行使，縱其是不具目的性的附帶後果，該措施之運用亦已

干預了基本權。詳細介紹，林三欽，註 108 文，頁 450-452。 
113 林三欽認為，在干預概念自古自古典定義中解放出來的同時，亦失去了清楚的輪廓而不再有

體系上明確的位置，其內涵僅得於個案中分別認定而無統一標準，此時已無單獨加以界定的必

要，故在判斷「基本權利是否受事實上影響」的案例時，應將「干預與否」與「干預是否具合憲

事由」兩個思考層次合併觀察，因為在這些案例中，重要的已非公權力的「限制行為」本身，而

是其所帶來的、對人民基本權利之實質影響後果。林三欽，註 108 文，頁 448-453。 
114 林三欽，註 108 文，頁 45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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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上開法治國原則所樹立之界限而造成人民基本權無法完善行使」有所認知，則

該偵查措施即屬違法的偵查、違憲的干預115。 

據上可知，若能謹慎操作，就得以避免許多性質上屬事實行為的一般偵查措

施被現代干預概念拖著走而造成動輒得咎的不利後果。然而不可忽略的是，上開

討論的前提基礎在於：一般偵查措施的運用「確實干預到人民受憲法保障的基本

權利」，而這正是本文在下一節要回過頭來探討的問題。 

 

 

第二節  基本權的保護領域 

固然，公法學上「基本權利理論體系」的三階層思考模式116是：先判斷系爭

個案的具體國家行為是否就人、事、物的要素而言皆已落入基本權利的保護領域

117→再判斷該被觸及的基本權利是否受到干預→最後判斷該干預是否具合憲事

由，惟本章未先探討基本權保護領域的理由有二：一來是公法學通說118對此階段

                                                       
115 類似見解：「…也不管公權力的行使是否具直接性或目的性，只要造成基本權損害的結果，

而且這個損害是公權力可以預見的，即可（按：屬對基本權的干預）。」許育典，《憲法》，2006

年 10 月，頁 146；相呼應的實務觀點，最高法院 92 年台上字第 4558 號判決，其中所謂「陷害

教唆係司法警察以引誘或教唆犯罪之不正當手段，使原無犯罪故意之人因而萌生犯意而實施犯

罪，再進而蒐集其犯罪之證據或予以逮捕偵辦；縱其目的係在於查緝犯罪，但其手段顯然違反

憲法對於基本人權之保障，且已逾越偵查犯罪之必要程度，對於公共利益之維護並無意義…」

正好點出了這裡討論的兩個重點：1.一般偵查措施的運用可能干預基本權；2.是否屬違憲的干預

應以比例原則（已逾必要程度…對公共利益維護並無意義）判斷，而偵查機關的「主觀認知」正

是比例原則判準之一。 
116 李建良，註 108 文，頁 75-76；Starck 著，許宗力譯，基本權利的解釋與影響作用，載：《法

學、憲法法院審判權與基本權利》，2006 年 7 月，頁 314-315；法治斌、董保城合著，註 109 書，

頁 137。 
117 即確認何種「行為」、「法益」、「特性」或「狀態」被憲法所保障，故亦有稱此階段乃「基

本權利構成要件」之審查。李建良，註 108 文，頁 77-79；法治斌、董保城合著，註 109 書，頁

136。 
118 法治斌、董保城合著，註 109 書，頁 137；釋字 414 號解釋吳庚、蘇俊雄、城仲模大法官部

分不同意見書：「對於如何確定各個基本權之保障範圍，在基本權理論上素有廣義說及狹義說之

分。廣義說主張就憲法基本權條款所宣示之原則，依概念分析之結果，其所涵蓋之構成事項，

皆屬於各該基本權之保障範圍，至於發生具體之基本權事件是否與受保障之構成事實相當，換

言之，法律對此等基本權事件所為之限制合憲與否，應從相關法益均衡保障之觀點，予以判

斷，亦即運用比例原則審查其合憲性。狹義說則謂憲法基本權條款之保障範圍，應先將憲法上

與之相對立之原則或依照一般法律原則所保障之客體排除後，所留存之構成事項，始屬各該基

本權實際之保障範圍。舉例言之，維護公共利益與保障個人言論自由乃憲法上相對立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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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審查係採取從寬認定的「廣義說」，即原則上均先認定具體的國家行為已碰觸

到人民受憲法保障基本權的保護領域，其目的在於避免第三階段各種合憲判斷基

準「提前發威」，造成對自由的過當限制119；二來，掙脫古典四基準束縛的現代

干預概念，其「對基本權行使造成事實上影響」的核心本質，伴隨著現代「受憲

法保障基本權利」清單的逐步擴張，勢必對基本權保護領域的擴大有加乘作用，

故有謂「侵害（干預）概念本身具有界定基本權利保護範圍之作用120」，意即在

此。本節以下即分別自「列舉基本權」的深度及「概括基本權」的廣度這兩個面

向，探討基本權保護領域內涵的形成過程。 

 

第一項  「列舉基本權」的深度 

                                                                                                                                                           

而國防機密之保護為公共利益之一環，若依狹義說，洩漏國防機密即不在言論自由之保障範

圍。…關於基本權之保障範圍，德國優勢之學說係採廣義說。我國…有違憲疑義而須由本院大

法官審查者，皆屬間接限制之法律有無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或其他條文之案件。本院受理此類

案件，一向以限制人民權利之法規是否違背憲法保障人民權利之意旨，尤其是否符合憲法第二

十三條之法律保留原則及比例原則為衡量標準，並未以聲請案件所述之事項不在憲法第二章某

一條規定之列，將其摒除於相關權利保障範圍之外，從而認為法規自得任意予以限制，此種釋

憲方法，顯屬前述之廣義說。…本件多數通過之解釋遵循本院一貫之立場，不採所謂商業廣告

或藥物廣告非屬言論自由保障範圍之主張，自應予以支持。蓋此種詮釋方法不僅符合我國憲法

之理論體系，抑且解除戒嚴為時未久，人民基本權利之保障猶待加強，若採狹義說以除外方

式，將若干行為排除在該當權利的保障範圍之外，此例一開，後果不堪設想。」惟我國學者亦

有採狹義說者，其認為憲法二十二條「不妨害社會秩序公共利益者」之規定，既屬基本權受保障

之前提，即為基本權構成要件上之本質限制。李惠宗，《憲法要義》，2004 年 9 月 2 版，頁

96-97、317-319。另陳慈陽則提醒，縱採廣義說，仍「不應因此即忽略基本權內涵之確定所具有

之重要性，亦即，不同基本權皆有其各自之基本權本質與核心內涵，而基本權侵害合憲性之審

查，不僅須顧及形式與實質之憲法正當化要件之要求，同時亦必須對個別基本權之本質與核心

內涵予以考量。」陳慈陽，論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對於基本權保障之理論發展，載：氏著《憲政體

制與法治國家》，2007 年 3 月，頁 21。 
119 依狹義說，若係「法律禁止事項」或「社會有害事項」，則非屬基本權之保護領域(如職業殺

手不得主張其有「選擇殺人為職業」的工作權)，惟就此二標準而言，前者「易使基本權利之保

障受到立法者之支配，而使憲法對法律之規範效力有所減損」，後者則可能過度淪為個別用法者

主觀之價值判斷(例如，是否可對紅頂藝人、檳榔西施預作「非價判斷」而使其自始喪失憲法之

保障)，導致保護領域的飄忽不定，而這兩種標準正是第三層次中比例原則的展現。因而採廣義

說的另一優點即在於，等同強制公權力在對基本權作限制時負有論證合憲、正當事由之義務。

李建良，註 108 文，頁 81-83；Starck 著，許宗力譯，註 116 文，頁 314-315。 
120 林三欽，註 108 文，頁 442；法治斌、董保城合著，註 109 書，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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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七條至第十八條所列舉之人民基本權利，其保護領域的範疇，除須探

求規範之目的，更有賴解釋加以確定121，亦即，必須藉由釋憲實務在具體個案的

適用過程，為各該抽象的基本權，勾勒出具體明確的指涉範圍。試舉二例說明之：

以憲法十一條保障人民之言論自由為例，既然就此「國家應給予最大限度之維護

122」，則消極不表意之自由，亦屬言論自由之保護領域(釋字 577 號解釋)；不過，

釋憲實務同時亦將商業性言論(釋字 414、577、623 號解釋)、虛偽不實言論(釋字

509 號解釋)、猥褻/性言論(釋字 407、617 號解釋)等與一般政治性、社會性言論

予以區別，而依各言論不同之性質發展出個別的保護範疇與限制準則(即學說上

所謂之「雙階理論」)；另外，有關憲法第十五條對工作權之保障，在釋字 404、

510、584 號等解釋中則明確指出了其範圍僅及於「之後得限制其範圍」的職業

選擇自由123(即工作權之保護領域止於防禦權)，至於以社會國原則為出發點、「向

國家請求給付工作的權利」，則不與焉124。 

刑事訴訟中偵查措施的運用，尤其是強制處分，往往會涉及人民列舉之基本

權，例如逮捕、羈押干預人身自由(憲法第八條)，搜索住家干預居住自由(憲法第

十條)等。近年來「強制處分化」的通訊監察，正是探討列舉基本權保護領域深

度化的最佳範例，對此，本文擬於【第三節 第一項 三、秘密通訊自由】中再

為說明。 

 

第二項  「概括基本權」的廣度 

近年來，有關何等基本權係屬憲法第二十二條「概括基本權」保障範圍之討

論可謂方興未艾125，而實際上概括基本權的「具體化、個別化」正是觀察基本權

                                                       
121 Starck 著，許宗力譯，註 116 文，頁 315。 
122 釋字 509 號解釋文第一段參照。 
123 因內容相同，以下僅節錄釋字 404 號解釋文：「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

故人民得自由選擇工作及職業，以維持生計。惟人民之工作與公共福祉有密切關係，為增進公

共利益之必要，對於人民從事工作之方法及應具備之資格或其他要件，得以法律為適當之限

制，此觀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自明。」 
124 故一般認為憲法 152 條「人民具有工作能力者，國家應予適當之工作機會」之規定僅具方針

條款之性質，國家並不因而負有立法之義務。法治斌、董保城合著，註 109 書，頁 196；李惠

宗，註 118 書，頁 214-215。 
125 對此之詳細介紹可參李震山，《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以憲法未列舉權之保障為中心》，

2005 年 10 月，頁 3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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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領域擴張不可或缺的另一面向。學說上多將本條之功能與德國基本法第二條

之「一般行為自由(Freiheit der Person)」或「人格發展自由(freie Entfaltung der 

Persönlichkeit)」加以連結126，因而植基於此的，包括姓名權（釋字 399 號解釋）、

家庭權（釋字 242 號解釋）、性自主權（釋字 554 號解釋）、名譽權（釋字 509

號解釋）、知悉血統身分之權（釋字 587 號解釋）、締約自由（釋字 576、580、

591 號解釋）、隱私權（釋字 293、509、535、585、603 號解釋）與資訊自決權

(釋字 603 號解釋)等，遂藉由大法官之解釋納入概括基本權之範疇，甚而在各該

法領域透過立法明確保障127。 

 

 

第三節  一般偵查措施可能干預之基本權 

從以上討論可知，在現代干預概念及由其所帶動之基本權保護領域的雙重擴

張下，一般偵查措施有別於強制處分者，已非其對基本權干預之有無，而係其干

預基本權之程度；此外，不論是列舉或概括之基本權，均可能成為一般偵查措施

的干預客體，本節以下將分別討論運用「非強制處分」的一般偵查措施所可能干

預之基本權「權利類型」及其「干預態樣」。 

 

第一項  權利類型 

一、隱私權 

                                                       
126 李惠宗，註 118 書，頁 319；林建中，隱私權概念之再思考，台灣大學法研所碩士論文，

1999 年 1 月，頁 106。惟並非所有可與此二者連結之權利「皆可或必須」提升至憲法保障層次，

仍需自該權利主體與保障之普遍性、不可侵害的程度、法益保護重要性、是否已有列舉基本權

之保障範圍可涵蓋等面向加以衡酌，決定其是否「值得以憲法保障

（verfassungsschutzwürdige）」，李震山，論憲法未列舉之自由權利之保障－司法院大法官相關

解釋之評析，載：劉孔中、陳新民主編《憲法解釋之理論與實務（三）》，上冊，2002 年，頁

355-394。 
127 如民法 19 條明文保障「姓名權」受侵害時得請求除去侵害，並依 18 條第 2 項（屬「法律特

別保障之人格權」）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金；民法 195 條亦將「名譽」、「隱私」、「貞操」等

列為明示保障、若侵害之情節重大時得請求精神慰撫金之人格權；同時，名譽、隱私及性自主

權亦均已成為刑法所欲保護的法益（刑法 309、310 條之公然侮辱、誹謗罪；刑法 315 條以下之

妨害秘密罪；刑法 221 條以下之強制性交罪），保障位階更為提升；就資訊自決權而言，則有

「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為一般性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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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展脈絡 

1948 年聯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 12 條：「任何人對自己的私事、家庭、住居

或通訊有不受他人隨意干涉，對其名譽、信用有不受他人隨意攻擊之權利，任何

人對此等干涉或攻擊，均享有依法加以保護之權利。」可謂是隱私權內涵明文化

的初試啼聲128，各國憲法對此如何呼應？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中「人民有保護其

身體、住所、文件及財產免於不合理之拘捕、搜索與扣押之權129」，雖不能視為

隱私權受保障之「一般條款」，惟當屬隱私權受憲法保障的間接論證基礎130之一；

德國則由基本法第二條第一項之一般人格權導出，並連結基本法第一條第一項人

性尊嚴131，認為一般人格權既係保障個人得以自主形塑生活、發展自我，則與此

密切相關之個人身體、住所、書面或電子通訊等，自應享有免受干涉－即隱私－

之權利；我國憲法實務亦以人性尊嚴作為隱私權內涵之論述基礎，於釋字 603

號解釋中明白闡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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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在國際法上，包括 1950 年的歐洲人權公約第 8 條及 1966 年國際公民和政治權利公約第 17

條隨後均有類似之規定。 
129 其原文為：”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be secure in their persons, houses, papers, and effects, 

against unreasonable searches and seizures, shall not be violated.”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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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法研所博士論

文，2005 年 7 月，頁 24。只能作為間接論述基礎的理由在於，隱私權某種程度上直接與一些憲

法列舉之自由權產生交集：如秘密通訊自由（釋字 631 號解釋）、居住自由（釋字 443 號解釋理

由書：『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之自由，係指人民有選擇其居住處所，營私人生活不受干

預之自由』）等；然而另一方面如資訊自決權、一般行動自由等隱私權內涵，即無憲法列舉之自

由權利清單可相對應，故就我國而言，隱私權會納入憲法 22 條概括基本權的種類之一（此亦為

概括基本權為免權利保護漏洞之「補遺」功能），換言之，以憲法 22 條為「直接論述基礎」的

隱私權與其他憲法列舉之自由權並不必然互斥。類似見解，陳愛娥，註 7 文，頁 13-14；黃清

德，論警察利用科技方法蒐集個人資料與基本人權之保障，警專學報，4 卷 3 期，2008 年 4 月，

頁 273。 
131 事實上，美國學者在討論隱私權背後的價值基礎時，亦有從「人的尊嚴（human dignity）」

出發，強調個人在精神上的獨立自主與不受支配者，與德國法之觀點可謂不謀而合。相關介

紹，詹文凱，隱私權之研究，台灣大學法研所博士論文，1998.年 7 月，頁 183-185；林建中，註

126 論文，頁 52-53；蔡達智，同前註，頁 20-21；陳起行，資訊隱私權法理探討－以美國法為

中心，政大法學評論，64 期，2000 年 12 月，頁 306-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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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理的隱私期待 

在隱私權的概念形成上，若要討論近半世紀以來最重要的發展，則非「以『合

理的隱私期待』作為隱私權內涵的『內部界限』132」莫屬，這尤其對「在開放空

間隱私權應如何受保障」之討論具重大意義。作為先驅的美國 Katz v. United 

States 一案中帶出了隱私權的保障依據是「隨人，而非隨場所133」之概念，正因

為「隨人」，所以可與「合理的隱私期待」相連結，對此，John Harland 大法官

並進一步於協同意見書中說明此期待「必須是實際上已由當事人表現出來且社會

上已準備認為合理134」，因此，Katz 在公共電話亭內與他人通訊，雖屬在開放

空間中所為，依照上開標準，其對該通訊之內容應已具合理之隱私期待，國家機

關在電話亭中設置竊聽器之行為，已構成對其通訊內容隱私權之干預。至於「社

會上認為合理否」的認定，美國判決發展出以下四原則135加以「反面排除」：即

一般目視（plain view）原則136、輔助或提昇感官工具原則、已為一般大眾使用

工具原則、與個人明知揭露原則，於下文各種具體干預態樣的討論中，本文將一

併介紹並處理這些原則應如何正確適用的問題137。 

 

二、資訊自決權 

（一）與隱私權的連動關係 

                                                       
132 反對以「合理隱私期待」作為判斷隱私與否之標準，認為應自客觀角度判斷：某事務屬個人

領域或公共領域，唯有前者始受隱私權保障。詹文凱，同前註，頁 160-168、178。 
133 Katz v. United States, 389 U.S. 350-51 (1967). 
134 “ …that a person have exhibited an actual (subjectiv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and that the 

expectation be one that society is prepared to recognize as reasonable.” Id. at 351. 簡言之，就是

這個主觀的隱私期待需透過客觀標準檢驗其是否存在。 
135 詳細介紹其發展與適用的限制，蔡達智，開放空間中的隱私權保障，月旦法學，145 期，

2007 年 6 月，頁 135-146。 
136 亦有譯為「清楚觀看原則」，詹文凱，註 131 論文，頁 177。另需注意，此原則與附帶/另案

扣押之法理基礎：一目了然原則（plain view doctrine），雖英文用語相同，惟指涉內容、適用時

機大異其趣，兩者應予區辨。簡言之，此原則係在判斷「開放空間」是否存有合理隱私期待，而

一目了然原則的適用前提則正好相反地係在「原則上需令狀始得進入之封閉空間/私人領域」。 
137 結論上而言，本文認為前三項原則係著眼於個人資訊「客觀上」已暴露於開放空間（不管是

藉由目視、輔助感官的工具或一般大眾使用工具的媒介），惟「明知揭露原則」正好從主觀角度

設下限制，再次說明「合理隱私期待」是一個由主、客觀標準共同形成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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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權立基於人性尊嚴，而某種程度上資訊自決權則可視為隱私權的分支/

下位概念138，申言之，國家所採取之偵查措施，不論具強制性與否，在當下若已

干預人民受保護之隱私權，同時也將造成人民對涉己之相關隱私資訊139有決定是

否公開、甚至為國家機關後續偵辦所用之權－即資訊自決權－的干預，不過前者

（隱私權）的核心在於資訊的「秘匿性」，而後者則側重對「可自主性」的保護，

故仍有分別論述之必要140。因而例如在搜索、扣押此等以干預人民隱私權為內容

之強制處分，其合憲的法律保留會包含兩層次：即對隱私權進行干預的發動要件

141及可限制人民資訊自決權至何程度之證據利用要件142。 

 

（二）發展脈絡 

資訊自決權之用語，係自 1983 年德國聯邦憲法法院對「人口普查法案

(Volkszählungsgesetz)」（相關規定是否違憲）的判決開展而來，其認為：基於

基本法第 2 條第 1 項連結第 1 條第 1 項的保障，個人對其個人資訊有免於被蒐

集、貯存、利用及傳遞之基本權，基此，個人原則上對於個人資訊的（是否）放

棄（Preisgabe）與（如何）使用（Verwendung）有決定權，其得決定何時、於何

種範圍內使其個人資訊公開/揭露於眾143 144；對此資訊自我決定權的限制僅得於

                                                       
138 資訊自決權乃德國法上用語，相同之概念美國法上係以「資訊隱私權」稱之，陳起行，註 131

文，頁 297 以下；陳信郎，資訊隱私權保障與網路犯罪通訊監察法制，政治大學法研所碩士論文，

2004 年 8 月，頁 16 以下；李震山，個人資料保護與監視錄影器設置之法律問題研究－以警察職

權行使法第十條為中心，警察法學，4 期，2005 年 12 月，頁 34。 
139 我國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第 3 條第 1 款所定義的「個人資料」：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

年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健康、病歷、財務情況、

社會活動及其他足資識別該個人之資料。 
140「最廣義的隱私權固可以包含個人資訊自決權，但某種法律地位已獨立成為基本權時，即不必

再以衍生的方式，認為其由另一基本權所包括。…隱私權與個人資訊自決權固有競合之處，但

不必然互相包含，從而應分別論述。」 李惠宗，裁判書上網公開與個人資訊自決權的衝突，月

旦法學，154 期，2008 年 3 月，頁 24-25；相同見解，李震山，基因資訊利用與資訊隱私之保

障，載：《法治與現代行政法學－法治斌教授紀念論文集》，2004 年 5 月，頁 100。。 
141 如刑訴法第 122 條第 1 項「搜索之必要」、131 條第 2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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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如刑訴法第 131 條第 4 項即規定未循法定程序所為之搜索，所得證據資料將被法定剝奪其證

據能力；另如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1 條第3 項規定警察跟監所獲之相關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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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係避免對已干預之資訊自決權，繼續

造成擴大的損害。 
143 BVerfGE 65, 1, 4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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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優越的公益（überwiegenden Allgemeininteresse）存在時始得為之，該限制必須

有憲法所要求的法律基礎、須符合法明確性原則，且立法者尚需進一步考慮比例

原則，若立法者要訂定組織或程序上的規範，亦不能與此人格權有所牴觸145。 

 

就我國而言，在釋字 603 號解釋作成前，雖釋憲實務亦有提及「對個人資訊

應予保護」者146，惟均僅輕描淡寫地帶過，而尚未建構出完整的資訊自決權權利

                                                                                                                                                           
144 再次強調，此與美國法上「資訊隱私權」的內涵完全相同。析言之，美國法上雖未將「自決」

之用語表見於外，乃因資訊隱私權係屬「隱私權的面向之一」，而在隱私權本身的發展脈絡中，

本就包含「自主決定/決定隱私(decisional privacy)」這個層面，故美國實務學說所理解的資訊隱

私權即為一種「控制個人資訊（如何）流動的權利 (a right to control the flow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其內涵會包括從「個人對資訊初次揭露(initial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到「個

人對（已公開）資訊後續利用」這兩階段之決定權，Whalen v. Roe, 429 U.S. 589, 598-600 (1977)；

黃昭元，無指紋則無身分證？換發國民身分證與強制全民捺指紋的憲法爭議分析，載：《民主、

人權、正義－蘇俊雄教授七秩華誕祝壽論文集》，2005 年 9 月，頁 471-472；謝祥揚，論資訊隱

私權，東吳法研論集，3 卷，2007 年 4 月，頁 135-138；林子儀大法官於釋字 603 號解釋協同意

見書中的詳盡說明：「…且基於重視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之觀點，縱係個人自願公開資訊下，

也不意謂第一次的授權之後，個人對其自願公開之資訊即因此完全喪失控制，而不能對違反其

授權目的或範圍的侵害行為有所主張。…將資訊隱私權所欲保護之對象限於個人私密之資

訊，毋寧過分限縮，而不能因應現今資訊科技發展所可能對個人造成之侵害。…隱私權保障的

範圍也應該隨之擴張到非私密或非敏感性質的個人資料保護。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亦係有

鑑於此，而將個人資訊之自主控制權納入隱私權保障範圍內，不限於個人秘密不受揭露的自

由。」。故雖有學者（李震山，來者猶可追，正視個人資料保護問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六○

三號解釋評析－，台灣本土法學，76 期，2005 年 11 月，頁 228）提出「個人資料涉及資訊自主

權，並不代表所有個人資料均牽涉到隱私→若以『資訊隱私權』理解之，在（憑藉秘密合理期待

之標準）判斷某種個人資訊是否可劃入『隱私』範圍時會產生因人而異的模糊空間」之疑慮，進

而認以資訊自決權理解較為輕處妥適，揆諸上開說明，此等見解似有誤會。結論上本文贊同黃

昭元（黃昭元，前揭文，頁 469-470）之觀察，認兩者僅係法系不同所發展出之不同用語，所保

障之範圍實際上「完全重疊」，本文以「資訊自決權」論述之原因，一來係因法系(與德國)相同，

二來係既然資訊隱私為隱私權類型之一，兩者間實有「具體－概括」之關係，縱然兩者在我國均

非列舉保障之基本權，然「各項基本權利引據或適用順序，先具體後概括，人性尊嚴置於最後，

乃事理之當然（李震山，前揭文，頁 229）」。 
145 BVerfGE 65, 1, 44. 
146 如釋字 293 號解釋理由書：「銀行法第四十八條…旨在保障銀行之一般客戶財產上之秘密及

防止客戶與銀行往來資料之任意公開，以維護人民之隱私權。此項保密規定，依中央主管機關財

政部歷來函釋，不適用於監察、司法、警察及稅務等機關之必要查證。」；釋字 585 號解釋理由

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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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 586 號解釋文：「該要點第三條第二款…則逾越母法關

於『共同取得』之文義可能範圍，增加母法所未規範之申報義務，涉及憲法所保障之資訊自主權

與財產權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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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147，故釋字 603 號解釋出爐後，可謂開啟我國對資訊自決權保障之新頁，大

法官於解釋文中明確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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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憲法對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並非絕對，國家得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

條規定意旨之範圍內，以法律明確規定對之予以適當之限制。」大體上與德國聯

邦憲法法院於「人口普查法案」判決中所勾勒之權利內涵、限制要件並無二致。 

 

（三）客觀面的限制：對資訊相關措施不採全面保留 

據上討論可知，當對各種屬人性資訊的處理、使用將損及個人之人格領域

時，即屬資訊自決權之指涉範圍，亦即，其保護領域也及於「不具人格權重要性

的」資訊148，這是側重於主觀層面「資訊自主性」的結果；惟，僅在其與具人格

權關連的隱私領域－特別是聯邦憲法法院及通說所強調「私人生活形成領域中的

最 後 堡 壘 / 不 可 觸 及 之 處 （ ein letzer unantastbarer Bereich privater 

Lebensgestaltung）」－有所結合時，才會具備需以法律規範的「（對資訊自決權

之）干預/等同干預的危害（eingriffsgleichen Gefährdung）重大性」149。就刑事追

訴程序而言，是否所採取的蒐證手段或後續利用方式會牽涉到這樣的隱私領域，

則必須就以下因素－即：資訊本身的敏感程度、被使用的方式、國家處理資訊時

所扮演的角色、儲存的目的、人民就其權利是否仍有防禦與保護可能－予以整體

考量，一般認為，對合法獲取之資訊作單純內部性的保存或利用－例如對沒收物

品作犯罪科技上的研究、用於醫學/生物之途、利用儲存於電腦中之資訊等，均

不再另外構成資訊自決權的干預；又，若涉及公文傳遞、檔案及資料庫的管理，

                                                       
147 相較之下，學說上對此的討論則極為頻繁，如：陳起行，註 131 文，頁 297 以下；陳志忠，

個人資訊自決權之研究，東海大學法研所碩士論文，2000 年 1 月；李震山，論資訊自決權，

載：氏著，《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2002 年 2 月，頁 275 以下；王郁琦，資訊時代隱私權理

論基礎初探，世新法學，創刊號，2004 年 5 月，頁 283 以下；詹鎮榮，請領國民身分證，先捺

指紋？月旦法學教室，33 期，2005 年 7 月，頁 8；李建良，「戶籍法第八條捺指紋規定」釋憲

案鑑定意見書，台灣本土法學，73 期，2005 年 8 月，頁 42；謝祥揚，註 144 文，頁 123 以下。 
148 「除非是那種不依附於人格的所有權、財產相關資訊或所涉及的人格領域乃社會生活形成下

必然會被影響、而仍應容許之『風險』，如日常生活相關資訊及公開的資訊，才會被排除在外。」

Rogall, Informationseingriff und Gesetzesvorbehalt im Strafprozeßrecht, 1992, S. 61. 
149 Rogall, a.a.O., S.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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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需獨立於一般的公文規則而連結 StPO §§160,161,163 等規定，亦不影響其透過

科技設備為內部處理之本質150；至於資訊儲存是否構成基本權危害，取決於儲存

系統的隔絕程度、是否需由誰同意、儲存的目的及保存期限，而資訊的傳遞則往

往因使用關連性上的改變或目的上的脫/疏離，會被認定具有干預特質151。 

 

三、秘密通訊自由 

秘密通訊自由乃憲法第 12 條列舉保障之基本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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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亦有學者寬認其保障範疇及於「通訊狀況(Kommunikationsnstände)153」、甚至「一

切與通訊有關之情事（如當事人間通訊密度、通訊進行地點等）154」。 

為達刑事追訴目的，刑事訴訟法第 105 條 2、3 項（限制、甚至剝奪羈押被

告之接見通信權）及第 135 條（對可疑為犯罪相關郵件、電報之扣押）訂有得對

秘密通訊自由予以限制之明文，廣義來看，其固屬檢察官為達蒐證目的而「運用

偵查措施」之一環（→因此對秘密通訊自由之干預有刑事訴訟法為授權依據，符

合法律保留原則155），然其所側重者乃檢察官「被動的（在被告已/即將創造出

                                                       
150 Rogall, a.a.O., S. 94-95; 98-101. 
151 Rogall, a.a.O., S. 65. 
152 釋字 631 號解釋參照；相同見解，法治斌、董保城合著，註 109 書，頁 176-177；陳運財，

通訊之監察，載：何賴傑、林鈺雄、陳運財、黃朝義合著，《刑事訴訟法實例研習》，2000 年 6

月，頁 65-66。 
153 包括通訊位址及通訊情況之記錄等。李震山，註 9 文，頁 284-285。 
154 陳愛娥，註 7 文，頁 14；舉例言之，實務上運用「行動電話基地台分析」或「行動電話手

機序號（IMEI）清查」技術所為的行動電話定位，即可追蹤到通訊的大致地理位置（前者）及

通訊者身分（後者）等秘密通訊情事，相關介紹，詹明華、邱紹洲，基地台通聯記錄與手機序號

通聯在犯罪偵查上之應用，刑事科學，54 期，2002 年 9 月，頁 87-95。 
155 惟可能仍有不符比例原則、法明確性原則等問題。以刑訴法 135 條為例，在第 1 款「有相當

理由（←要件過於空泛，且欠缺執行時間、次數限制規定）可信其與本案有關係者」未限制得予

扣押之犯罪型態（限於重罪），可能對第三人（非被告）秘密通訊權干預過大；而 105 條第 3

項「得禁止」羈押被告的接見、通信權，則可能已構成對其秘密通訊自由的「剝奪（而非僅限制）」

而有違反憲法 23 條之疑慮，陳愛娥，註 7 文，頁 16-17、19；另，大法官於今年 1 月 23 日甫作

成之釋字 654 號解釋中亦已明確指摘：羈押法 23 條第 3 項之規定－即，押所對受羈押被告與律

師間之一切交流舉措，得採取廣義地全面監視（非僅止於看守所人員在場監看，尚包括監聽、記

錄、錄音等行為）－，「不問是否為達成羈押目的或維持押所秩序之必要…對受羈押被告與辯護

人充分自由溝通權利予以限制，致妨礙其防禦權之行使，已逾越必要程度，違反憲法第二十三

條比例原則」；換言之，大法官係結合憲法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防禦權的觀點而認為，受羈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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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秘密通訊場域－欲接見通信或已通信－後始決定為監視、禁止或攔截）保全

證據」面向；至於同樣是為了蒐證目的而由檢察官「主動出擊、一般性」地藉由

各種通訊監察措施直接干預特定人秘密通訊自由，雖於實務上行之有年，刑事訴

訟法對此卻無任何要件規定156，輕重失衡至為明顯157，遂成為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的立法背景。 

 

雖然，對秘密通訊自由造成直接干預的各種通訊監察措施158已透過「通訊保

障及監察法」中的重罪原則、侵害（追訴公益）重大原則、必要性原則、絕對法

官保留原則等而被正式定性為刑事訴訟法上的強制處分159，然此並非意謂其他刑

訴上的一般偵查措施即無干預秘密通訊自由之可能。舉例言之，透過跟監或追蹤

監視錄影內容時「偶然、順便」聽聞被跟監人/被攝錄人與他人間之秘密通訊並

進而作為偵查依據，雖此時不具「直接性」、「目的性」，然而的確造成人民之

秘密通訊自由無法完善行使160；另外，設置臥底警察/線民在我國亦屬一般偵查

                                                                                                                                                           

被告與接見律師間的秘密通訊自由會具體化為刑事訴訟程序律師與被告間的「充分自由溝通權」

（→多位大法官均指出：尤其對受羈押被告而言，其人身自由既受拘束，在與外界隔離的狀態

下，蒐集資料不易，唯有更依賴與辯護人間不受第三人與聞的充分自由溝通，方能確保防禦權

的有效行使，此時，受羈押被告與辯護人間不受干預之自由溝通，更顯不可或缺），而羈押法之

上開規定並未按「發動條件」、「實施期間」等對限制該基本權之程度予以區隔/差別化處理（→

許宗力大法官協同意見書參照），亦未慮及尚可能存有其它侵害更小手段（→如許玉秀大法官協

同意見書中所提及、實際運作於德國刑訴法（StPO §138a）上的「辯護人排除機制」），即對該

重要基本權採取廣泛且全面的限制，已違反比例原則而違憲。 
156 以往實務係以無法律授權之「檢察機關實施通訊監察應行注意要點」為其法源依據。 
157 要之，刑訴法對限制羈押被告接見通信、扣押被告及與本案相關之郵件有所規定乃因其以物

理、有形強制力干預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本質，自然而然會納入傳統強制處分的規範領域，然

而對被干預之特定人而言，此等被動、嗣後的干預「較可預見（干預客體、程度）」；相較於此，

偵查機關對不特定人，在其（對干預客體及程度）毫不知情的情況下「主動佈線進行通訊監察」，

自其實施之不確定性、不透明性與長期反覆性來看，對「秘密」通訊自由之干預程度均屬較為 

嚴重。陳運財，註 152 文，頁 67。 
158 包括截收、監聽、錄音、錄影、攝影、開拆、檢查、影印或其他類似之必要方法（通訊保障

及監察法第 13 條第 1 項本文），惟不含於私人住宅裝置竊聽器、錄影設備或其他監察器材（通

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3 條第 1 項但書）。 
159 釋字 631 號解釋理由書：「國家基於犯罪偵查之目的，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進行通訊監察，

乃是以監控與過濾受監察人通訊內容之方式，蒐集對其有關之紀錄，並將該紀錄予以查扣，為

犯罪與否認定之證據，屬於刑事訴訟上強制處分之一種。」 
160 當然，這部分可能與「隱私權」、「資訊自決權」之保障呈現競合/包含關係，但這並不影響

秘密通訊自由權也同受侵害的事實/結果。析言之，站在被跟監/監視錄影之人的角度，於某段時

間與某人的秘密通訊當然是隱私權的一部分，是否要公開也是端看當事人就「此秘密通訊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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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當其「深入核心」地聽/見聞犯罪嫌疑人與他人間所進行之犯罪相關通訊

時，「客觀上」可能亦已干預犯罪嫌疑人之秘密通訊自由，因為犯罪嫌疑人「主

觀上顯然是基於錯誤」所為之同意，可否視為其對秘密通訊自由此基本權之「拋

棄」，誠有疑義；最後，若認秘密通訊自由的保障範圍及於「一切與通訊有關之

情事」，則偵查機關向電信相關單位調閱通聯記錄－包括通訊對象、號碼、通話

長度、頻率、行動電話基地台位置等資訊－藉以交叉分析解讀、掌握特定人行蹤

161，亦將同時涉及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之干預。 

 

四、居住自由 

居住自由受我國憲法第 10 條列舉保障，不同於遷徙自由係保障人民動態、

積極的行動自由，其乃側重對人民「靜態生活空間」的保障，即在自己設定之住

居所內擁有一寧靜之空間上條件，不受國家公權力之不法騷擾與入侵162。既然是

對「自己設定住居所此靜態空間」的保障，當屬個人私生活領域而具秘匿性本質，

此時將同時涉及隱私權的保護領域，因而有謂：「居住自由所欲保障者，乃個人

在空間上的隱私－縱使該空間沒有發生任何隱私事件163。」 

                                                                                                                                                           

自決權如何行使（要注意的是，通訊縱然在公開場合為之，並不等同於當事人已「拋棄『秘密』

通訊自由」，這部分必須與「合理的隱私期待」連結而為判斷），然而這應僅意謂：「一個公權

力行為同時涉及複數基本權保護領域」的具體個案，在法律保留的層次，毋庸重複授權。（例如，

監聽同時涉及秘密通訊自由及資訊自決權，現行法已由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就發動要件及後續利

用條件加以規範，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即無須再對後者特別規範）。 
161 實際運用的狀況與效益介紹，李西河，警察蒐集刑事證據過程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警察研

究所碩士論文，2006 年 6 月，頁 70-72。按其說明，偵查機關可調閱的通信資料，尚包括「行動

電話基地台位置資訊」，惟此並非電信法、電信事業處理有關機關查詢電信通信記錄實施辦法之

授權範圍。 

電信法第 7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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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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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電信事業處理有關機關查詢電信通信記錄實施辦法第 2 條第 1 項：「本辦法所稱通信紀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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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時間等紀錄，並以電信系統設備性能可予提供者為原則。」 
162 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2004 年 6 月 3 版，頁 203；李惠宗（其稱為消極行動自由），

註 118 書，頁 145。 
163 G. Gornig, in: v. Mangoldt/Klein/Stack, GG, Bd. 1, 4. Aufl., 1999, Art. 13 R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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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犯罪偵查過程中，公權力「進入私人住所164」進行搜索、扣押，顯而易見

地會同時干預了人民的居住自由及隱私權，故刑事訴訟法對此即有要件上的特別

規定，以符合憲法第 23 條的要求；相較之下，若偵查機關利用高科技設備，如

空照、紅外線熱影像顯示偵查等，由於其無聲無息、不知何時開始何時結束的特

性，致住居人往往無從察覺其住居所是否/何時遭入侵，對居住自由及隱私權之

干預程度，實際上更甚傳統有形侵入之搜索扣押165，故若欲運用此類偵查措施，

即需有特別之法律授權，而不應逕解為搜索、扣押態樣之一166，更不宜劃入一般

偵查措施之指涉範圍。 

 

五、一般行為自由 

植基於人性尊嚴的一般行為自由167，乃德國基本法第 2 條第 1 項人格自由發

展權的核心內涵168，或可理解為「一般人格權」，其行使以「不侵害他人權利、

不違犯憲政秩序或習慣（道德）法169」為前提，功能上可認是為「正在發展中而

尚未具體化」之基本權提供憲法後盾。規範脈絡相似的我國憲法 22 條亦應作如

                                                       
164 相較於此，若國家僅是在住居所外圍周邊作靜態式觀察與資料蒐集，而未侵入住居所－如司

法警察在對街記錄住居人與訪客進入情形，由於未觸及到空間上之保障範圍，故雖可能涉及關

係人之隱私權，惟即非屬對居住自由之侵害。詹鎮榮，居住自由，法學講座，30 期，2004 年 11

月，頁 21。 
165 德國聯邦憲法法院及德國聯邦最高法院均已指出，這種隱密的搜索（heimliche 

Durchsuchung），因為伴隨此新的、獨立的「特質」，有著更甚於傳統公開搜索的干預程度。原

因在於：公開的搜索使相對人有機會透過整個過程去了解措施執行的期間、強度，進一步來

說，可以藉此自行（或藉由律師協助）判斷過程中有無程序瑕疵－特別是去監督，搜索是否確係

在被（搜索票所）指定的範圍內執行。BGH, NJW 2007, 931; BVerfGE NJW 2006, 981; Kutsha, 

Verdeckte „Online-Durchsuchug” und Unverletzlichkeit der Wohnung, NJW 2007, 1171. 
166 詹鎮榮，註 164 文，頁 25-27。 
167 惟其與人性尊嚴亦可能產生衝突，此時應以人性尊嚴（人的主體性價值）為最後判準。舉例

而言，若個人在被充分告知且同意之自我決定精神下，從事無性生殖、胚胎、幹細胞之產製、

研究或利用，雖合乎人格自我發展的精神，但個案中可能已有將人物化之疑慮。李震山，註

144 文，頁 227。 
168 此在美國法上已內涵於隱私權之保障範圍，即「決定隱私（decisional privacy）」，故美國法

上並無一般人格權/一般行為自由之用語。 
169 § 2 GG【Freie Entfaltung der Persönlichkeit, Recht auf Leben, körperliche Unversehrtheit, 

Freiheit der Person】 

 (1) Jeder hat das Recht auf die freie Entfaltung seiner Persönlichkeit, soweit er nicht die Rechte 

anderer verletzt und nicht gegen die verfassungsmäßige Ordnung oder das Sittengesetz verstöß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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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解，即：其固為已（透過憲法實務－大法官會議解釋）具體化人格權之憲法基

礎，同時本身亦負有「確保人權體系完整並兼顧其實際發展」的任務170。 

 

運用刑事偵查措施－不論是強制處分或一般偵查措施－而干預基本權的同

時往往也干預了一般行為自由，固然，憲法基本權的適用必須遵循「先具體而後

概括」的原則，然本文仍認一般行為自由有必要獨立列為「受干預權利類型」之

一的原因在於，其所連結的－個人在社會上各方面自由形塑生活的權利－保障

「客體」毋寧應認係「自主決定的本身」，而非「自主決定所搭載的其他基本權」，

對自主決定本身的干預，將造成個人的心理制約171，進而導致在思想、言語、行

動各層面上的「精神上寒蟬效應」，換言之，壓縮的是「人民依照自己心理所想

而為行為」的空間，並可能同時影響民主社會重要的價值秩序：思辨民主的形成

172，這些在討論其他基本權的保護領域時並不會觸及173。 

 

 

第二項  干預態樣 

以下所介紹之干預態樣，於我國刑事訴訟法內均未予以特別規範，故屬本文

所討論「一般偵查措施」之類型，其中如衛星定位追蹤、紅外線偵查等需輔以科

技設備之偵查措施，雖於我國介紹者寡，惟按科技發展的日新月異，其運用於刑

事追訴指日可待，故本文一併討論之。 

 

一、短期（目視）跟監/附帶攝(錄)影 

因為同時具備預防犯罪、蒐集證據、保全被告等多元功能，跟監乃刑訴實務

上常用之偵查措施174，至於長/短期跟監的分野，本文認為得自「是否需持續一

                                                       
170 黃昭元，註 144 文，註 15，頁 470-471；李震山，註 138 文，頁 44-45。 
171 李震山，註 138 文，頁 47；李錫棟，註 16 文，頁 57；蔡達智，註 135 文，頁 145。 
172 謝祥揚，註 144 文，頁 143-144；蕭文生，註 18 文，頁 242。 
173 李震山，註 138 文，頁 45。 
174 警察偵查犯罪規範 06004 條：「跟蹤乃偵查人員為達成偵查犯罪任務，對特定之人或物等偵

查對象所作的一種秘密而持續的觀察活動，屬『流動觀察』或『動態觀察』，目的在發現犯罪嫌

疑人之不法行為，並掌握可能犯罪之證據及共犯等（第一項）。監視亦為偵查人員為達成偵查犯

罪任務，對特定之人、事、地、物等對象實施秘密而持續的觀察，屬『固定觀察』或『靜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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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間始能達其目的」此觀點加以考量，且必須是事前、預測性的觀察175。跟監

性質上係屬事實行為，其對人民隱私權的干預，雖不若搜索、扣押係如此「堂而

皇之的直接」，然而干預行為的確存在176。理由在於，固然「人們將自己曝露在

公開、他人得共聞共見之環境中」在現代社會屬應自行承擔之風險177，然而此風

險的範圍應不包含「自己在公開環境中的所作所為被有目的的監視－何況該目的

係與對己不利之刑事追訴相連結時」，亦即，縱使在開放空間，人們對與自身密

切相關之事物仍保有一定程度之「合理隱私期待」，通常是隱匿行之的跟監行為

雖未直接與人民接觸，然而若人們嗣後得知遭跟監之情事，往往會產生一種說不

上來、不舒服的感覺，此時，前述之合理隱私期待可能已遭破壞。因此，雖個人

在開放空間中的行為可能暴露於他人「一般目視」之下，惟仍有「非明知揭露」

的部分存在之可能178，此部分仍係隱私權保障之範圍。 

 

                                                                                                                                                           

察』，目的在瞭解對象之活動情形，並防止其逃亡及湮滅證據（第二項）。前二項，必要時得配

合實施之（第三項）。」將跟蹤與監視以「流動/固定、動/靜態」為區別標準分別定義，惟在實

務運用上，此二者往往相互搭配、同時進行。 
175 此處係強調偵查措施的監督者（通常為法官）事後審查跟監之合法/合憲性時，應站在偵查措

施採取當時的情境加以考量，預測是否僅需短期跟監即可，畢竟實施長期跟監干預人民隱私權

程度較高，其前提要件必然較為嚴格（如應僅得為犯罪偵查目的、且應受重罪限制），甚而在立

法例上可能直接採取法官保留（如德國刑訴法已將長期跟監「強制處分化（§ 163 f StPO）」，

短期跟監則可逕以偵查一般授權條款為發動依據）。 
176 李錫棟，註 16 文，頁 50-51；李震山，註 138 文，頁 37；蔡達智，註 135 文，頁 128-129。 
177 此即為美國法上以「一般目視原則（客觀角度）」及「明知揭露原則（主觀角度）」排除「合

理隱私期待」的論述基礎。 
178 舉例言之，個人知道自己在與公眾交往的過程中，某種程度上會持續暴露自己的影像、聲

音、生活型態，其願意承擔如此風險的理由毋寧是：其也了解，對不相干的他人而言，自己的

資訊暴露只不過是一種社會生活的偶然，且這種偶然具有相互性（自己也無意間看見他人的生

活），正因如此，這些必然的資訊暴露對他人而言會是過目即忘、隔天即自動從記憶中刪除的；

換言之，一般來說，個人不會「期待」因他人有目的且持續的監視，導致從這些資訊延伸之其他

個人相關資訊（如姓名、地址、交友情形等）也被逐步拼湊出來而被他人知悉。故有謂「不能因

為人們進入開放空間即推論人們有同意他人擷取個人相關資訊的默示意思表示，緊迫盯人或毫

無止境的拍照攝影不得以開放空間原則作為不當、違法侵害隱私權的正當化理由。」蔡達智，註

135 文，頁 142-143；相同見解，李震山，註 138 文，頁 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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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跟監還附加攝/錄影，自然會加深對人民隱私權的干預程度179。因為從

跟監係為蒐集不利受跟監者之刑事證據此目的角度來看，由於「人的記憶會模

糊，而會說話的照片卻能永久保存/複製/傳播」－此即會與資訊自決權有所連結，

因此，附帶攝/錄影的跟監較諸單純的目視跟監，在行為的瞬間，或許干預程度

並無二致，然而前者的「後座力」顯然較強，畢竟其尚涉及「個人對該影像是否

公佈、甚而傳播」此資訊自決權之干預180。 

 

二、長期跟監、監視 

若於一段期間持續對特定人採取跟監措施，個人私密的生活型態與資訊將隨

著跟監時間的拉長而逐步被拼湊出來，國家近乎全面掌控特定人生活的結果固然

有助偵查效率，惟其反面刃便是對隱私權與一般行動自由繼續且擴大的干預181，

因而美國實務認為「個人有不在公共場所持續被他人監視之權利182」，此時非但

不得以「一般目視 / 明知揭露原則」作為排除合理隱私期待之依據183，甚有認

為這種如影隨形的全面性跟監，已達「幾近瘋狂(overzealous)」的程度而屬對隱

私權的過度侵害184。至於德國法與我國法對此之相關規定，分別介紹如下： 

 

                                                       
179 「即使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在違反本人明示同意或可推定其為拒絕之意思之情

形下，擅自加以拍照攝影，仍應認為構成隱私權之侵害。」陳運財，註 20 文，頁 89；相同見

解，李錫棟，註 16 文，頁 55-56。 
180 陳運財，註 20 文，頁 89、96-97。故其認為，若未得本人明示同意，縱在公開場合，作為犯

罪偵查手段的監視附帶攝影，應定性為干預基本權之強制處分，並需以刑事訴訟法明文規範。 
181 Colb, Sherry F. What Is A Search? Two Conceptual Flaws in Forth Amendment Doctrine and 

Some Hints of A Remedy, 55 STAN. L. REV. 134-36 (2002)；我國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1 條立法說

明：「警察為防止犯罪，於必要時，需以目視或運用科技工具蒐集個人資料。由於此類措施涉及

憲法保障之一般人格權，在實施時必須遵循嚴格要件，並符合比例原則…」立法院公報，92 卷

34 期，院會記錄，頁 340。 
182 自 1970 年 Ralph Nader v. General Motors Corporation 一案發展而來，相關介紹，蔡達智，註

135 文，頁 145-146。 
183 聯邦最高法院在 Knotts 案，針對被告（律師）所提出假設：欠缺法院監督而對任何人進行 24

小時不間斷的監控，即回應「可能必須適用其他憲法原則」。United States v. Knotts, 460 U.S. 

283-284 (1983).  
184 達此程度者，如警方使用追蹤器對他人監視時間將近半年(Karo 案)、利用全球定位系統對他

人跟監超過十天(Jackson 案)等。United States v. Karo, 468 U.S. 715 (1984) ; State v. Jackson, 76 

P.3d 217, 223 (Wash.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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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國刑訴法的規定 

1. § 163f StPO【Längerfristige Observation】：長期監視 

 

第 1 項：「當有充分事實上依據顯示犯罪情節重大（eine Straftat von 

erheblicher Bedeutung begangen wurde），得對犯罪嫌疑人進行按計畫的監

視，其可 1.持續 24 小時以上 2.進行 2 天以上。此措施僅在以其他方式調查

案情或犯嫌所在地可預期效果顯然較低或有重大困難時始可被採取；惟若

依特定事實顯示，其與犯罪行為人有所關連，或對其運用此措施有助於案

情或嫌疑人所在地之調查，在以其他方式調查案情或犯嫌所在地可預期效

果顯然較低或有重大困難之前提下，（此措施）得對其他第三人為之」； 

第 2 項：「縱第三人不可避免地被其涉及，此措施仍得繼續進行」； 

第 3 項：「此措施僅得由法官（核發令狀）為之；情況急迫（而有延宕偵

查之危險：bei Gefahr im Verzug）時得由檢察官及其他偵查人員（法院組織

法 152 條）核發；由檢察官或其他偵查人員核發時，若在三個工作天內未

獲法院追認，該命令失其效力。 100 條 b 第 1 項第 4、5 句及第 2 項第 1 句

之規定，準用之。」 

 

監視、甚至輔以科技設備的長期監視，是德國刑事追訴實務行之有年的偵查

措施，基於 1983 年聯邦憲法法院在人口普查案判決的要求：干預基本權的措施

必須有其特別的授權依據，尤其「藉由長期監視的運用會組織起一個緊密的資料

網、因而可掌握嫌疑人的人格發展、生活動態，因而對此需要一個程序法上的特

別授權基礎185」，德國刑訴法在 2000 年的修正中遂將長期監視藉本條規定「強

制處分化186」。關於本條在德國法上的解釋適用現狀，析述如下： 

 

 

                                                       
185 BGHSt 44, 13 f = BGH NStZ 1998, 629. 
186 LR-Rieß, StPO, 25. Aufl., 2004, § 163f Rn. 1；對此，Rogall 似有先見之明，其認為像監視這種

偵查措施，目的乃為取得犯罪相關資訊，係屬一種廣義的「資訊干預（Informationseingriff）」，

不論其是否具強制性（imperative→此處非關物理力的強制，乃係針對「相對人是否可被要求或

負有義務」此一面向，如對證人的訊問即屬一種強制性的取證措施），皆屬強制處分。Rogall, 

Informationseingriff und Gesetzesvorbehalt im Strafprozeßrecht, S.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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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係規範「按計畫的（planmäßig angelegte）」長期監視 

本條立法的功能之一，便是將長期監視自得以偵查概括條款為授權依

據的「偶發、短暫監視187」中區隔出來，換言之，追訴機關對依本條所為

監視之方式、期間與範圍，在一開始就已經/必須特定。惟本條並未包含有

關監視應如何進行（Durchführung）的說明，在沒有進一步要件的情況下，

犯嫌會被警方以各種暗中採取的監視形式進行視覺上的監視，據此，一般

常見得以增強視覺的方式，如望遠鏡的使用，亦屬可行188。 

所謂的「按計畫」，某種程度上會包括是否對監視輔以相關科技設備

監控的決定，由於犯罪類型的現代化，長期監視必然有全部或部分會透過

科技設備為之，隨著近來如§100c-f 之規定189，傳統的監視方式相較之下幾

乎不被使用。於此（輔以科技設備的長期監視）情形除 163f 之要件外，亦

需符合各該措施發動的法定要件190。 

在採取監視措施的內容限制部分，依第 3 項第 3 句準用 100 條 b 第 1

項第 4、5 句及第 2 項第 1 句的結果是：此監視措施最長實施期限為 3 個月、

當以現獲得的偵查成果為考量，採取措施的法定要件仍繼續存在時，一次

至多 3 個月的延長是合法的、准予措施的令狀須是書面等；又，雖本條並

未直接規範關於措施結束後的通知義務，不過 101 條第 1 項以下對此有ㄧ

                                                       
187  係 指 監 視 期 間 較 ( 本 條 規 定 為 ) 短 的 監 視 ， 如基於偶發事件的突發性監視（ spontane 

Beobachtungen）、單純以肉眼進行觀察或監視係針對缺乏基本權相關的活動、舉措時。 

KK-Schoreit, StPO, 6. Aufl., 2008, § 163f Rn. 12; Meyer-Goßner, § 163f Rn. 1. 
188 LR-Rieß, § 163f Rn. 4, 6. 
189 § 100c 規範干預程度較大的「住所內監聽（Akustische Wohnraumüberwachung）」；§ 100f

第 2 項 則 是 干 預 程 度 較 輕 微 的 「住所外監聽（ Akustische Überwachung außerhalb von 

Wohnungen）」。前者僅限於「列舉/個案中特別嚴重之罪有被違犯之虞或基於事實上根據發現，

透過監聽可掌握嫌疑人對案情的調查或共同嫌疑人所在地之調查具重要性的陳述且以其他方式

為上述對案情之調查或共同嫌疑人所在地調查，是不成比例的困難或無效」時，得對犯罪嫌疑人

「於住所內部的非公開言談」，在當事人不知情的情況下以科技設備進行監聽，惟不包含對觸及

當事人「私人人格形成的核心領域（dem Kernbereich privater Lebensgestaltung zuzurechnen sind）」

言談之監聽（§ 100c Abs. 4）；在發動要件上，後者與前者大致相同，差別在於所針對的客體，

係「住所外部的非公開言談」。 
190 LR-Rieß, § 163f Rn. 7; Beulke, Strafprozeßrecht, Rn. 233a; BGH StV 2001, 216, 219 = NStZ 2001, 

386,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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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性規定191。 

 

(2) 「犯罪情節重大」的解釋 

Schoreit 認為其係指對社會重大且特別有害的犯罪而言，這可能包含所

有種類的刑事犯罪（從財產犯罪到性自主犯罪，都可能被歸入「重大」的

指涉範圍），且個案中犯罪是否已完成並非判斷的決定性因素，縱使是未

遂犯罪也可以是「重大」犯罪的涵括範圍192；在連續犯及幫派犯罪的情形，

雖然就犯罪行為本身來看可能是較輕微的犯罪，不過仍符合「情節重大」

的犯罪類型；同時，組織犯罪亦屬之193。 

Rieß 則有以下觀察：即，「情節重大」與否本身是一個不確定法律概

念，作為立法上的限制要素（Abgrenzungsmerkmal）的一種，其給予適用

法律者判斷餘地(Beurteilungspielraum)，且對此的事後法律監督僅限於裁量

專斷、恣意；判斷的重點則在核發命令當時（追訴機關）的認知情形。 

  

(3) 比例原則的具體化 

第一項第二句的「輔助性條款」（Subsidiaritätsklausel）不但要求此措

施必須有助於（並不要求到「確能」的程度）案情的調查或犯嫌、其他參

                                                       
191 德國刑訴法 101 第 1 項：「依照§§ 98a, 99, 100a, 100c -100i, 110a, 163d,163f 所採取之措施，

若無特別規定，適用以下規範」；第 4 項：「依第 1項所採取的措施必須通知予各款所列之人→

第 12 款：163f 所針對之人（Zielperson）及被嚴重涉及之人（die erheblich mitbetroffenen 

Personen）。對此第 7項有規範事後法律保護的可能性（機制）及（通知）期限。若有優越的公

益（überwiegende schutzwürdige Belange）存在，對當事人的通知義務不發生。（第 4、5 句略）」；

第 5 項：「若其未對偵查目的、其他人的生命、身體完整性、自由及重大價值之財產造成危害，

且在 110a 的情形進一步運用臥底偵查具可能性時，就會導出通知義務。欲依照前句保留

（zurückgestellt：而不予）通知，其理由必須詳加說明。」；第 6 項：「若在措施結束後十二個

月內沒有依照前項保留通知，再一次的保留需由法院同意。法院得特定再次保留的期限。若可

確認通知的要件在未來出現的機率仍屬有限，法院得同意終局性地放棄通知。若短時間內有多

樣措施同時進行，第一句中（「措施結束後十二個月內」）的期間自最後一個措施結束後起算。

（第 5 句略）」第 7 項：「依第 6 項的法院裁定由核發命令的法院作成，其通常也是檢察官起訴

的那個法院。依第4項第1句被通知之人得向上一句的管轄法院，在措施結束後到被通知的兩周

內聲請檢視對措施的合法性及實施的型態、方式。對其決定並允許立即的抗告。若在起訴後被

告始被通知，關於該聲請的決定就由繫屬的事實審法院管轄。」 
192 LR-Rieß, § 163e Rn. 11-14; SK-Wolter, § 163f Rn. 6. 
193 KK-Schoreit, § 163f R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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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的逮捕；進一步可自其得出的結論是：若有其他干預較輕微的措施，

必須優先適用，亦即強調本措施僅具補充性地位，只有在依其他偵查方法

不能達到相同偵查效果、而僅此措施的適用(對偵查成效)最具希望時，始得

適用194。簡言之，這樣的條款至少195已同時涵括將憲法比例原則中「適合

性」及「必要性/最小手段性」兩層面的意義。 

然而，在實際適用（此條款）的層次，由於其取決於對偵查成效的預

測－而這在案情尚未明朗、嫌疑人尚未逮捕之前都必然是不確定的，故

Schoreit 認為採取這樣的法律（條文上的）分級、界線必然會降低該條文的

價值；同時，運作此措施所必須花費的相關人事成本也是在實務判斷具「輔

助性」與否時，事實上必須考量到的196。 

 

(4) 對犯嫌以外之人為監視 

第一項第三句中針對「與犯嫌有關之人」的監視，與第二項中「不可

避免會涉及之第三人」應予區隔。前者係指在監視犯嫌的過程中發現與犯

嫌有所接觸而亦具備一定犯罪嫌疑之人，追訴機關在確認其有助偵查目的

及符合輔助性要件後，將之納入原本監視計畫的範圍；至於後者所指之第

三人，係指自始至終皆不在監視計畫範圍內之人，對其之監視可謂係對犯

嫌監視的「必然附隨效果」－例如在街道上或其他所有公開地點之第三人

難免會被附隨監視到的情形，由於其具時空上的暫時性、偶然性，因而毋

庸/也不可能要求此時需符合輔助性條款197。 

 

(5) 2007 年修法後改採相對法官保留原則 

修法前，長期監視的令狀原則上係由檢察官核發；修法後改採相對法

官保留原則，檢察官及其輔助機關之偵查人員僅於情況急迫時，有緊急授

權之權限。惟，法官在措施進行期間是否要審查法定要件的繼續存在、新

嫌疑要素是否係延長監視的必備條件，以及監視措施是否限於某空間內、

                                                       
194 LR-Rieß, § 163f Rn. 8; § 163e Rn. 16, 19. 
195 實則本文認為，比例原則第三層次：「狹義比例性」的身影，透過「需具備重大犯罪的初始

嫌疑」及「對同一偵查目的的達成，本措施應最具成效」的發動要件，亦已呼之欲出。 
196 KK-Schoreit, § 163f Rn. 17. 
197 KK-Schoreit, § 163f Rn. 20-21; LR-Rieß, § 163f R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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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某方式進行、監視目的有無精確地被確定等，這些問題都欠缺一般性的

審查基準，必須個案判斷。雖然可能昧於現實，不過基於法安定性的考量，

法官仍應盡可能的在作成決定的時點對命令的細節詳加說明198。 

 

2. § 163e StPO【Ausschreibung zur polizeilichen Beobachtung】：對監視

進行紀錄 

 

第 1 項：「當有充分事實上依據顯示犯罪情節重大，為調查相關人等，警方

得於監視之際進行記錄。此措施僅得針對犯罪嫌疑人，且必須在以其他方式

調查案情或犯嫌所在地可預期效果顯然較低或有重大困難時始可被採取；惟

若依特定事實顯示，其與犯罪行為人有所關連，或對其運用此措施有助於案

情或嫌疑人所在地之調查，在以其他方式調查案情或犯嫌所在地可預期效果

顯然較低或有重大困難之前提下，（此措施）得對其他第三人為之」； 

第 2 項：「若第一項被紀錄之人進入或利用某交通工具，或交通工具被已知

其名但未知（其貌）而犯罪嫌疑重大（einer Straftat mit erheblicher Bedeutung 

verdächtig ist）的人所利用，得對該交通工具的車牌標誌等進行紀錄」； 

第 3 項：「若發現被紀錄之人同伴的個人資料或被紀錄汽車的動態也可呈

報」； 

第 4 項：「對監視進行紀錄的措施僅得由法院核發命令為之；情況急迫時得

由檢察官核發，但需立即獲得法院追認；（於此情形）準用 100 條 b 第 1

項第 3 句之規定；命令的期限最長一年，若核發命令的要件持續存在，（至

多）一次不超過三個月的延長是合法的。」 

 

本條的運用以警方依各種身分檢驗的偵查措施已有所獲為前提，換言之，它

是一個非獨立存在的授權條款，實務上使用此措施的主要情況為：1.涉及持續性

的犯罪，而其可能仍由已具初始嫌疑之人所為；2.（此情況並不常見）藉由偶然

對犯罪運作情形的調查（Bewegungsbildes）正好有助獲得進一步與犯罪相關的認

                                                       
198 KK-Schoreit, § 163f Rn.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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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若是涉及犯嫌所在地的調查，會考慮適用本條的前提在於：（直接）逮捕的

要件不存在或使用本條有助逮捕共犯199。 

觀察條文文義可知，警方藉本條授權所得採取的干預態樣，並非「監視（本

身）」，而是「對監視進行紀錄」。這應是出於「後者較前者（所干預的隱私權、

一般行為自由等）多干預了資訊自決權」的考量，或可認為，對受監視人而言，

監視「當下」所造成（對隱私權、一般行為自由）的干預亦將因警方對監視情況

作進一步紀錄及後續使用而持續進行、甚且加深，因而對後者需再有獨立的特別

授權。以下進一步說明本條解釋適用上的相關問題：  

 

(1) 個別條款的解釋 

A、 與§ 163f 大致相同的發動要件 

包括至少需具備犯罪的初始嫌疑（Anfangsverdacht）及具體化比例

原則的「輔助性要件」等，因前（對 163f 之介紹）已論及，此處不另說

明。 

B、 針對的客體 

第 1 項第 3 句所稱「與犯嫌有關連之第三人」，需於具體個案中判

斷，由於很明顯地這涉及非嫌疑人，因而在特定事實－即其與犯罪嫌疑

人的關聯性、對其運用此措施確有助於案情或嫌疑人所在地之調查－是

否存在的判斷上更需謹慎為之。需予注意，若涉及可主張拒絕證言權之

人，（為免體系上的矛盾）對其亦不得依此規定核發紀錄命令200。 

依照第 3 項，本措施可對「犯嫌之同伴」為之且要件上並無任何限

制，迭遭文獻批評其有違憲疑慮，進而認應對此規定為合憲性的限縮解

釋201，即第 1 項中反映比例原則的相關要件限制在本項亦應適用。 

同理，若針對的客體為第 2 項所指「交通工具的車牌標誌等」，雖

無明文規定，但一般認為本項的適用亦以「合目的性（Erfolgseignung→

即有助案情調查或犯嫌所在地的偵查）」及「輔助性要件」均存在為前

提202；同時須注意的是，依照第 2 項後半句可知，對交通工具相關特徵

                                                       
199 LR-Rieß, § 163e Rn. 2-3. 
200 LR-Rieß, § 163e Rn. 22-23.  
201 LR-Rieß, § 163e, Rn. 5, 27-28. 
202 LR-Rieß, § 163e, Rn.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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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側寫，縱使在偵查程序係針對「尚未特定之人（Unbekannt）」的摸

索階段，仍得為之203。 

 

C、 包含的行為態樣 

警方基於本條可以「做什麼」，自本條的文義看不出絲毫暗示，因

為立法者係以在立法之初就發展純熟的實務經驗及警察職務法規中相

應的個別規定為基礎，因此討論這個問題必須回溯到這個幾近具體、且

警察的監視措施均有警察法上依據的現行實務運作狀況加以觀察，換言

之，本措施僅在法律允許由警方調查犯罪相關人等的情形始合法204。 

刑事追訴機關依本條可為的行為態樣包括紀錄、傳遞與報告－當然

包含措施進行中，時間與地點上的轉換。作為報告出發點的通常是相關

人等的身分資料，其取得和傳遞有要件限制－例如對第二項對交通工具

標誌的側寫，若其為警方犯罪控制任務所包含，則必須報告駕駛人身

分；就第三項而言，僅允許傳遞犯嫌同伴的身分資料，但（此傳遞）亦

非絕對必要。總之，如果紀錄命令本身並未包含（要報告、傳遞的資料

是什麼的）細節，在個案中應將與紀錄發動原因明顯無關的資料傳遞排

除在外。藉由本措施警方所取得的資料必須傳遞給發動對監視進行側寫

的刑事追訴機關，可個別傳送，不過若（進行）資料處理的各機關基於

這些資料可採取特別行動時，亦可將資料逕行傳送(儲存)至警方或檢方

現存的資料庫。這些資料－不論其儲存在那個資料庫－必須使各個追訴

機關，特別是主導偵查的檢察官能夠因此採取相關行動205。 

 

(2) 與§ 163d StPO 的關係206 

此二條文均允許縱未具備特別的資料取得需求，對依其他方式所獲資

料進行移轉、以犯罪調查或犯嫌逮捕為目的之儲存及利用。本條較諸 163d

寬鬆的是，其並不受列舉犯罪清單的限制，僅需存有重大犯罪的初始嫌疑

                                                       
203 KK-Schoreit, § 163e Rn. 18. 
204 LR-Rieß, § 163e Rn. 29-30. 
205 LR-Rieß, § 163e Rn. 31-35. 
206 關於本條規定的介紹請參下文【六、個人資料的（間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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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能為之；適用上較狹隘的部分則在於，其僅允許針對特定身分的犯罪

嫌疑人或較具體的（與犯嫌有關連）第三人；同時，情況急迫時檢察官的

輔助機關並無核發命令的緊急權。換言之，若涉及具體犯罪嫌疑人的調查，

兩條規定在適用範圍上即有所重疊，然而這是否可得出，刑事追訴機關得

依其裁量自由選擇採取那條規定的措施，則仍有疑義207。 

此外，不同於 163d，本條欠缺關於（核准此措施之）命令形式、內容

之規定，是否及何種程度上可準用 163d 有待釐清。Rieß 認為，對此命令進

一步的具體化並非法律上所必要，亦非在所有情況都恰當，若欠缺之，即

在命令沒有被清楚表達的情形，則命令適用於其上所指之人及所有警方的

犯罪檢驗措施。不過，一個限制其適用範圍的具體化仍是有可能的，其可

依照比例原則為之，藉以拘束相關機關，這樣的空間可能存在於－例如限

制警方犯罪控制僅能以特定方式為之或限制紀錄的時間208。 

 

(3) 獨立存在的必要？ 

前曾論及，單純的監視與對監視進行記錄、傳遞與報告或許在文義上

是有不同，不過若從干預基本權的角度來看，也可以認為後者僅是「相同

干預情狀的繼續」，因而並無再度授權的必要。講得白話一點，我們要求

立法者對「監視」要特別授權，不但是因為監視的當下可能造成隱私權、

一般行為自由的侵害，也正是因為我們對「公權力不知道會怎麼利用這些

監視情報」有所恐懼，因此，若對「監視」已有包括發動要件、所獲資料

後續應如何處理（包括利用、銷毀等）之相關規定，再另行授權「對監視

的紀錄」似無實益。故 Rieß 認為：當我們在談警察的監視（Beobochtung），

也 就 是 對 行 為 作 視 覺 上 的 監 看 之 時 ， 雖 然 其 並 非 完 全 等 同 163f 的

Observation，但其也是有關資料（隱密）取得、儲存及後續處理的規範209；

Schoreit 也認為，163f 係以達到憲法對特別刑事偵查措施的（特別授權）要

求為目的，其同時允許對個人資料的使用及對儲存於刑事程序相關機關各

                                                       
207 LR-Rieß, § 163e Rn. 8. 
208 LR-Rieß, § 163e Rn. 43. 
209 LR-Rieß, § 163e Rn.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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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資料庫的處理210。在這樣的觀點下本條是否有獨立再予立法的必要，即

有疑義，這也是本條規定在德國實務運用甚少的原因之一。 

 

（二）我國警職法的規定 

我國刑事訴訟法內並未針對跟監作任何規範，雖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1 條：

「於一定期間內，得以目視或科技工具進行觀察及動態掌握等資料蒐集活動」，

原則上係參酌德國警察法標準草案第 8 條及聯邦國境保護法第 28 條而訂定，惟

其同時納入美國法上合理隱私期待的概念，將跟監的前提設定為針對「無隱私或

秘密合理期待之行為或生活情形」，此與該條同時被定位為刑事偵查蒐證依據211

之功能顯有扞格－畢竟「有隱私或秘密合理期待之行為或生活情形」往往更有調

查必要及蒐證實益，立法於此的輕重失衡，實值檢討212。 

 

三、監視錄影器的設置與利用 

相較於長期跟監係針對特定人為之，監視錄影器的設置係以「機械性的連動」

方式對不特定多數人為長期且持續的錄影，其設置之初雖然並未「鎖定對象」（因

而不像長期跟監一旦實施即已構成干預特定人隱私權之「實害」）－然而這正是

其可能全面性、一般性干預人民基本權之「原罪」所在：因為藉由無所不在的監

視錄影器日夜無間地錄影→儲存213→有「公益」需要時即將檔案調出，對之進行

                                                       
210 KK-Schoreit, § 163f Rn. 1. 
211 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1-15 條有關資料蒐集之規定，除維護治安之行政目的外，同時考量了犯

罪防止之需求，故其亦屬刑事偵查措施，而警職法即為其「唯一」授權依據，以第 11 條而言，

「在立法考量上，較著重於公益，而給予警察相當大的權限，實質法上之發動要件，是以防止犯

刑法上之罪，而非警察法上的預防危害為準。」然如此一來將同時產生「假行政之名行司法之實、

警察權是否過度擴充」等疑慮。蔡震榮，《警察職權行使法概論》，2004 年 12 月，頁 21-22、

167。 
212 故有認為此實屬立法誤植，否則將造成法律保留原則思想內涵的顛覆（對人民基本權造成干

預，始需法律授權→既無隱私合理期待，則並未干預人民隱私權，何必以警察職權行使法授

權？），蔡庭榕、簡建章、李錫棟、許義寶合著，《警察職權行使法逐條釋論》，2005 年 2 月，

頁 276-277。對此之詳細檢討請參本文【第五章 第三節 第三項 一、長期跟監】。 
213 單純的透過監視錄影器為影像觀看是否干預隱私權固有爭議（對此，多數說採肯定見解，理

由在於：單純設置本身即足以造成「干預隱私權、資訊自決權的具體危險」，程明修，註 17 文，

頁 68；蕭文生，註 18 文，頁 250-251；蔡震榮，註 211 書，頁 161-162）不過無論如何，若已達

「加以錄影儲存」此階段，通說均認此時確已造成干預。Schwarz, Die Staatliche Videoüberwachung 

der Öffentlichkeit, ZG 2001, 253；ECHR, Peck v. the United Kingdom, RJD 2003-I, §§ 58-59；廖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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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追蹤、比對，這整個「不知不覺、無聲無息」的過程，牽動著的卻是大量

而無遠弗屆的個人生活資訊，對人民隱私權、資訊自決權及一般行為自由214實質

上已造成「逼近干預的具體危險215」，故其與基本權間所呈現的緊張關係，較諸

鎖定特定對象的跟監，可謂有過之而無不及216。因而一個立法規範上的不小心，

就可能造成全面監控的結果，公權力於是乎將成為「全民公敵/（小說）一九八

四中的『老大哥』」，「楚門的世界」亦將在真實生活中實際上演。 

                                                                                                                                                           

民，以個資法作為公設街頭監視系統的法律規範基礎－一個比較法上的觀點－，台灣本土法

學，87 期，2006 年 10 月，頁 132；范姜真媺，註 19 文，頁 33。 
214 本文僅討論國家為犯罪預防、治安維安目的將監視錄影器設置作為「一般偵查措施」的情形；

至若國家在特定地點、針對特定人或事設置監視錄影器尚有其他目的（如為市容觀瞻、道路交通

管理而於地下道、車站、停車場設置；特定場所常成為集會遊行地為蒐證而設置；而有點「變本

加厲」且令人「不可思議」的則是，僅為「查察機車是否按期定檢」此行政目的，我國立法諸公

最近竟開始熱烈討論，於各加油站設置「車牌辨識及公開警告系統」（→相關新聞：「機車未定

檢 加油時廣播揪出 加油站將裝車牌辨識器 環署挨轟『侵犯隱私』」，蘋果日報，2009/03/23，

A2 版）之可行性），當然有可能同時干預人民之（居住）遷徙自由、表見自由、與集會遊行自

由（因人民可能會因監視器設置而影響其為各該行為意願，自主決定之空間遭壓縮亦是對自由權

行使事實上的妨礙），惟此非本文討論範圍，於此即不另論。相關介紹可參程明修，註 17 文，

頁 63-64；蕭文生，註 18 文，頁 240-241；李震山，註 138 文，頁 46-48；范姜真媺，註 19 文，

頁 34-35。 
215 近藤昭三，監視カメラを監視せよ，札幌法学 7 卷 2 号，頁 24，轉引自范姜真媺，註 19 文，

頁 33；德國法則以「基本權危害（Grundrechtsgefährdung）」理解之，其考量受危害基本權重要

性、干預的強度與影響等因素，判斷是否危害的出現已經變得顯然可能，若是，則對該基本權的

危害亦將成為基本權防禦功能中不作為請求權針對的對象，BVerfGE 65, 1, 42；Rogall 對此的說

明：「並非所有與資訊相關的措施都可被解為對隱私的侵害，只要隱私干預尚未達一定程度，對

其的基本權保護就只能以『危害保護』（Gefährdungsschutzes）的觀點加以理解。...若存在顯著

的風險提高（Gefahrerhöhung）情事，即國家讓人民承擔不再屬於一般生活風險的危險時，對基

本權的危害應與對基本權的侵害同受重視，亦即，當人民面對這種危險時，也應提供保護」，

Rogall, Informationseingriff und Gesetzesvorbehalt im Strafprozeßrecht, S. 61-62。中文文獻對此的

「完整涵攝」：「雖其並非直接、強制的侵害行為，但由於該措施違背基本權主體的意思，全面

性的監視已使人民受到莫名的強大壓力，況且設置機關是否及何時對影像加以錄影或利用，根本

無從知悉，在不受監督下，侵害行為出現之機率顯著提高，因此以基本權危害理論來看，設置監

視錄影器無疑地應認是一項必須接受基本權利檢驗的侵害行為」，蕭文生，註 18 文，頁 248；

相同見解，廖緯民，註 213 文，頁 123-126。 
216 林建中，註 126 論文，頁 121；陳運財，註 20 文，頁 89-90；李震山，註 138 文，頁 34-39；

范姜真媺，註 19 文，頁 31-36；李震山，註 21 文，頁 116-119；林子儀大法官於釋字 603 號解

釋協同意見書中亦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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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今即能快速地彼此串連、比對歸檔與系統化。當大量關乎個人但看似中性無害

的資訊累積在一起時，個人長期的行動軌跡便呼之欲出。誰掌握了這些技術與資訊，便掌握了

監看他人的權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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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監視錄影器的設置應恪遵法律保留原則，亦即包括：公益目的為

何、以比例原則為內涵之要件設計、運用攝影內容資訊的告知、用畢原則即銷毀

的規定等，均需以法律明文規範。以德國為例，「聯邦個人資料保護法第 6 條 b」

對此之一般性規範，即包括217： 

 

（一）比例原則要求：將「必要性」與「無事由足認當事人值得保護之利

益應為優先」之要件定為「設置（監視錄影器）前提」及「後續利

用、處理（所攝錄內容資訊）要件」； 

（二）公益目的限制： 

1. 公務機關為履行其法定公任務218； 

2. 為家宅權（Hausrecht）之行使：其係針對「非公眾得出入場所之

相鄰地域」，所憑藉者可能是私法（如百貨公司所有人）或公法

（如議會議長）賦予之權力； 

3. 為具體確定之目的而保護合法利益：係規範「非公務機關」針對

「私有而公眾得出入場所」設置之情形，惟該利益需「客觀上（而

非主觀）有理由」219； 

（三）透明化（Transparenz）要件：被認為是該條文的「核心要素（zentrale 

Element）」，包括事前應以適當方式將監視錄影設地之地點、監視

情況及負責單位等，使一般人知悉；事後若特定人之資料被當作比

對對象時，應予以通知220。 

 

以刑事追訴、犯罪預防連結上開公益目的往往被視為理所當然，不過重點

是：上開一般性規範（基本法）所揭示之重要原則，各邦警察法在對此個別領域

個別法化（專精化）時，仍必須被遵守221。 

                                                       
217 詳細介紹，李震山，註 138 文，頁 52-57。 
218 如交通機關為達成維護交通安全之目的、建管機關為達成維護工程安全之目的、警察機關為

達成刑事追訴、預防目的。 
219 如：銀行業者於「陳設數台自動提款機之空間」中設置監視器，其所謂確保之利益固然有主

觀性（防止其財產權被侵害），惟即同時兼具「客觀上具體確定的合法利益」（為保障提款人安

全之犯罪預防目的）。 
220 要件規定於聯邦個人資料保護法第 19 條 a，詳細介紹，李震山，註 138 文，頁 55-56。 
221 李震山，註 138 文，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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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國現況的討論，各地方政府砸重金高密度設置監視錄影器，目的當然

係與行政任務之履行相連結，其中又以治安維護、犯罪偵查等「能見度」最高222，

或者說，最具（對一般民眾的）說服力。然而，設置監視器的行為本身既然已干

預人民隱私權，那麼相關法規範為何？與此呈現「高度相關」的電腦處理個人資

料保護法223並未對此建立一般性規範224；不僅如此，既然設置監視錄影器最常被

                                                       
222 如轟動一時的「千面人毒蠻牛案」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may/27/today-file1.htm，自由電子報，

2005/05/27）、「汐止殺警奪槍案」（→聯合報，2005/04/26，C4 版）、「白米炸彈客案」（→

聯合報，2004/11/26，A3 版）等均係在警方比對周遭上萬卷監視錄影帶畫面後，獲得關鍵性線索

而宣布破案；因而從中央到地方，相關單位無不致力尋找預算以繼續「強化」其設置密度，同時

並將調閱監視錄影器視為偵查工作的基礎配備、開路先鋒（→相關新聞可參：「裝監視器 北縣

三年砸近六億」（http://epochtimes.com/b5/5/1/9/n774350.htm，中央社，2005/01/09）、「蠻牛案

監視器再度建功 補助各縣市 1600 組」（法源法律新聞，2005/05/30）、「調閱監視資料 員警

不會要罰」（聯合報，2006/09/12，C2 版）、「北縣架設新式遠端監視器 有助維護治安」

（http://epochtimes.com/b5/8/2/18/n2014998.htm，中央社，2008/02/18）、「為查緝暴力竊盜刑

案，高市府編 1200 萬裝監視器」（http://epochtimes.com/b5/8/4/28/n2097602.htm，中央社，

2008/04/28）「e 化監視器 北市 16 億築電子城牆」（中國時報，2009/94/09，C3 版）、「智慧

型錄影 可搜尋影像 將花 16 億 選定 1 萬 1500 個點 裝設 1.3 萬個 落實『治安零容忍』」（聯

合報，2009/04/09，C1 版）、「監視器 破案的關鍵」（聯合報，2008/11/30，C2 版）、「靠路

口監視器 去年偵破 763 件刑案」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mar/1/today-center6.htm，自由電子報，2009/03/01）。

惟堪稱欣慰的是，近來已有愈來愈多「不同意見」浮出檯面，從個人隱私權保障應予強化及審視

設置實效的角度，反省並批判我國不論是行政調查或司法偵查實務，「過度依賴」監視器的現狀，

如：「監控無所不在… 預防『飢寒起盜心』 政府廣設監視器 擴大公共建設 打算砸下 20 億 『提

供無恐懼感的生活空間』 綠委：台灣豈不是變成警察國家？」（聯合報，2009/02/09，A6 版）、

「監視器侵犯了什麼權利」（邱伊翎、劉靜怡，中國時報時論廣場，2009/04/15，A16 版）、「凱

道 320 萬元監視器 『沒用』 府前爆自轟案 維安破功 『形同虛設』」（蘋果日報，2009/03/05，

A7 版）、「太依賴器材 偵辦慢半拍 刑事布線查案 不能只用看的」（中國時報，2009/04/13，

A9 版）。 
223 該法係在民國 84 年我國為加入 WTO 之壓力下通過立法，雖可謂對我國個人資料之保護奠定

一定程度之法制基礎，惟其中仍有許多不合時宜、急待檢討之處，如：排除「人工資料」為受保

障之客體、適用機關有限定/指定、欠缺透明化（事前/事後告知）要件、不確定法律概念過多、

欠缺專責（監督）機關等，該法雖已在民國 92 年完成修法草案，惟迄今尚未通過。詳細介紹，

劉佐國，我國個人資料隱私權益之保護－論「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之立法與修法過程，律

師雜誌，307 期，2005 年 4 月，頁 44-46。 
224 雖單就文義解釋而言，該法第 7 條第 1 款：「公務機關對個人資料之蒐集或電腦處理，非有

特定目的，並符合左列情形之一者，不得為之：一、於法令規定職掌必要範圍內者」有可能成為

監視錄影器設置之「授權依據」（即，將公務機關履行公任務、行使家宅權均視為「於法令規定

職掌之必要範圍內」，而將監視錄影器的設置則屬公務機關「蒐集」個人資料的方式之一），不

過若如此解釋，那麼偵查機關為履行其追訴任務，所為之搜索、扣押等強制處分、甚至利用臥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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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結的公益目的是刑事犯罪的追訴利益，作為刑事追訴程序最高指導準則的刑事

訴訟法中亦無相關規定，僅於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0 條規定：「警察對於經常發

生或經合理判斷可能發生犯罪案件之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為維護治安

之必要時，得協調相關機關 (構) 裝設監視器，或以現有之攝影或其他科技工具

蒐集資料（第一項）。依前項規定蒐集之資料，除因調查犯罪嫌疑或其他違法行

為，有保存之必要者外，至遲應於資料製作完成時起一年內銷毀之（第二項）。」

惟其既已將功能定位在「維護治安」，則是否得以此條文作為「為偵查犯罪而設

置監視錄影器」的法律基礎，即有疑義；退萬步言，縱勉強承認其得為授權依據，

規範的文字本身就比例原則、透明化要求之層面而言，亦屬過於粗略簡陋而尚待

進一步的精緻化225；至於現行各地方政府對此雖有如「台北市錄影監視系統管理

暫行辦法」、「高雄市錄影監視系統設置管理要點」之相關規範226，惟一來其性

質上僅屬地方自治條例或自治規則，在無中央法規對此為一般性規範之前提下，

是否得依此限制人民基本權利已有爭議；二來此類規範在目的上亦劃地自限於

「維護治安」、「管理交通或其他行政目的」，能否作為司法偵查機關「利用監

視錄影器蒐證」之法源依據亦屬可疑。 

 

四、衛星定位追蹤 

對現代人而言，「享受」各類人造衛星運用所帶來的便利生活已經不是新鮮

事227，不過這似乎建立在「自己是使用者，而非被追蹤者」的前提之上，如果有

                                                                                                                                                           

線民窺探資料亦均得以本條為法源，顯有不妥；且依同法第 3 條第 4 款之立法定義，「蒐集」係

指為建立個人資料檔案而取得個人資料，然而，不論是監視器設置或搜索扣押，此等偵查措施（或

強制處分）的運用皆難以連結至「建立個人資料檔案」此目的。因而本條之作用應僅係：在蒐集

個人資料已干預人民隱私權、資訊自決權之前提下，去規範公務機關「於何種要件下」始得進行

個人資料之蒐集，並非在為所有「蒐集方式」背書，個別之蒐集方式若已跨越單純之行政目的而

干預人民基本權時，自需由相關法律或該法其他條文明確授權，方符法治國原則。相同見解，黃

齡慧，從警察蒐集資料活動兼論線民之運用－兼論資料之使用，台灣大學法研所碩士論文，2005

年 6 月，頁 60-61（其認，該條所參酌立法例：德國聯邦個人資料保護法第 13 條在 1983 人口普

查判決後，乃係作為各領域（當然包含警察機關）在資料蒐集層面為「專門/專精化規範」之上

位（聯邦/憲法階層）規範，本身並無授權功能）；相反見解，廖緯民，註 213 文，頁 139。 
225 相關問題本文將於【第五章、一般偵查措施的合憲控制於我國的困境與反思】進一步討論。 
226 此二規範之全文請參附錄一。 
227 這反映在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氣象衛星給我們衛星雲圖；SNG 車給我們即時現場；導航衛

星發展出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全球定位系統，讓我們可以全世界走透透，同時成為私

人與公權力的破案利器，相關新聞：「GPS 逮車震，老公反咬她竊聽」（聯合報，2008/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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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發現自己的隨身包包、汽車，像「全民公敵」的威爾史密斯一樣被偷偷放入

追蹤器228（beeper），藉由通信衛星、導航衛星的追蹤定位，讓自己每日的生活

動態被陌生第三人逐一拼湊出來229；甚至公權力毋須藉助追蹤器，直接要求行動

電話通信業者提供基地台位置資訊，藉以確認特定人的移動行蹤，則殊難想像人

們此時仍會「樂在其中」－尤其是這些資訊往後可能被偵查機關用以證明對己不

利之犯罪事實時。 

衛星定位追蹤作為一種犯罪偵查措施，與「通訊監察」相同之處在於運用時

的隱密性；不同之處則係，後者乃係針對「通訊內容」，所干預者為人民之秘密

通訊自由；前者則著重在「非通訊內容的外部狀況」，可能干預者則為人民的隱

私權及一般行動自由，既然涉及隱私權干預，自有認定「合理隱私期待」具備與

否的問題，對此，美國與德國實務的解釋適用現狀如下： 

 

（一）美國 

1982 年的 United States v. Knotts 案，偵查機關在化學公司欲賣給被告的三氯

甲烷（可用以製造安非他命）桶中裝設追蹤器，被告把該化學藥劑裝上車後載走，

警方藉以追蹤到被告存放及製造毒品之貨櫃地點（之後合法取得搜索票對之搜

索）。聯邦最高法院認為警方裝設追蹤器之行為並未侵害被告隱私權，理由在於：

被告的車輛行駛於公共道路，屬於「開放空間」，從外頭開車回家的這一段路程

被告明知自己係處「暴露於眾」的一般目視狀態230，該追蹤器的使用僅係協助警

方肉眼觀察的工具231，依照「提昇感官工具原則」，被告對此並無合理之隱私期

待。 

                                                                                                                                                           

C2 版）、「疑妻外遇用衛星追蹤，判離」（聯合報，2007/01/30，C1 版）、「衛星定位追蹤，

屏東警方尋回被竊小貨車」（http://www.epochtimes.com/b5/7/12/14/n1942473.htm，中央社，

2007/12/14）。 
228 Knotts 案中對其之定義：A beeper is a radio transmitter, usually battery operated, which emits 

periodic signals that can be picked up by a radio receiver. United States v. Knotts, 460 U.S. 277 (1982). 
229 畢竟，可接收到的定位資料會及於被追蹤對象之目前位置、移動方向、移動速度及之前行

蹤，即使其進入地下室，亦可由定位訊號消失點，得知其目前所在建築物之位置，此種安裝於

被追蹤對象之發射器，若結合攝影、監聽設備，尚具有接收影音之功能。黃清德，註 130 文，

頁 271-272。 
230 Id, at 281-82. 
231 Id. at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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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上開見解顯然過度依賴「共見共聞」的客觀狀態，忽略合理隱私「期待」

所同具的主觀要求，縱然身處開放空間，個人對其「行蹤、生活動態」仍具合理

之隱私期待，因而不論是以人為方式亦步亦趨的長期跟監，或以科技設備神不知

鬼不覺的秘密監控，同樣都會造成干預隱私權的結果。聯邦相關法規範似乎意識

到了這個問題，1986 年的電子通訊隱私法案(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Privacy 

Act：ECPA)中即規定，針對電話號碼、發/受話地、通訊始終期間等「非通訊內

容」之資訊之蒐集，需經檢察長或執法機關首長確認有進一步偵查犯罪之必要，

始得聲請法院許可裝設電話記錄器或追蹤電話設備232（trap and trace devices）；

1994 年的美國通訊協助法律執行法中亦規定，除有法律授權外，禁止電信業者

提供有關個人通訊位置（physical location）的資訊－除非該資訊已藉電話號碼透

露233，因而執法機關如有需要進行個人通訊定位與追蹤，若未知悉通訊人身處的

地理區位，仍需申請搜索票始得為之234。 

 

 

                                                       
232 18 U.S.C. § 3122(b) (2), 3123(1994). § 3122【Application for an order for a pen register or a trap 

and trace device】：(b) Contents of application.--An application under subsection (a) of this section 

shall include--(1) the identity of the attorney for the Government or the State law enforcement or 

investigative officer making the application and the identity of the law enforcement agency conducting 

the investigation; and(2) a certification by the applicant that the information likely to be obtained 

is relevant to an ongoing criminal investigation being conducted by that agency. / § 3123:“... Upon 

an application made under section 3122(a)(1), the court shall enter an ex parte order authorizing 

the installation and use of a pen register or trap and trace device anywhere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if the court finds that the attorney for the Government has certified to the court that the 

information likely to be obtained by such installation and use is relevant to an ongoing criminal 

investigation.” 
233 47 U.S.C. § 1002(a)(2)(B). § 1002【Assistance capability requirements】：(a) Capability 

requirements Except as provided in subsections (b), (c), and (d) of this section and sections 1007(a) and 

1008(b) and (d) of this title, a telecommunications carrier shall ensure that its equipment, facilities, or 

services that provide a customer or subscriber with the ability to originate, terminate, or direct 

communications are capable of--(B) in a manner that allows it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 communication 

to which it pertai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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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蔡達智，由美國判例法論電子偵查與隱私權之關係－以衛星偵查方法為例，政大法學評論，

78 期，2004 年 4 月，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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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國 

德國聯邦最高法院在 2001 年的一則判決中指出，使用衛星定位追蹤器藉以

追蹤特定犯嫌之活動路徑、停滯位置與停滯期間，可以刑訴法 100 條 f 第 1 項第

2 句：「當偵查對象為情節重大的刑事犯罪時，若可預期以其他方式調查成效較

低或有重大困難，為達特定的監視目的，允許在當事人不知情的狀況下，從住所

外利用其他特別的科技方式調查其犯罪事實或犯嫌所在地」之規定為其授權依

據，亦即，其係屬「為達特定的監視目的235，其他特別的科技方式」之一，判決

並認為，立法者會以此概括方式立法，係「要為科技的進步預留空間，藉此可讓

在立法當時尚未被採用於刑事訴追系統的科技使用成為可能236」。 

在發動要件上，與其他措施並無太大差異，即需「有充分事實顯示犯罪情節

重大」、「以其他方式調查案情或犯嫌所在地可預期效果顯然較低或有重大困

難」，並須符合法官保留的令狀要求，另外，若欲將此措施結合長期跟監，則尚

須符合 163 條 f 之要件規範；同時，聯邦最高法院認為，包含 GPS 位置資訊的

刪除、儲存、轉錄、輸入地圖更換等，均屬 GPS 技術的使用範圍，因其實行對

GPS 系 統 的 有 效 運 作 來 說 ， 係 屬 「 必 要 的 附 帶 措 施 （ notwendige 

Begleitmaßnahme）」，而「在比例原則的考量下藉由『附帶權限（Annexkompetenz）』

的途徑允許在刑事訴追過程中為之237」。 

換言之，在比例原則的操作/檢驗上，該判決認為符合相關要件始發動的 GPS

運用「不會觸及由基本法第 1 條第 1 項、第 2 條第 1 項所保障之『個人私領域』

及『資訊自決權』不可侵犯之核心範疇」，但仍承認會對之造成干預，惟在權衡

國家的追訴利益與個人的基本權保障後，認定此等措施有基本法上的正當性基

礎，因為其乃「著眼於重要的、在憲法上被認同的違法行為訴追及澄清利益，（在

                                                       
235 因而，若將之運用於警察單純為預防目的而為之跟蹤，在本條的使用前提設定下即不被允許，

吳俊毅，由一則德國聯邦法院判決談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的使用在刑事訴訟程序上的正當

性，法令月刊，53 卷 6 期，2002 年 6 月，頁 27。 
236 NStZ, 2001, S. 387 轉引自吳俊毅，同前註，頁 27。 
237 判決並進一步指出，隨著科技的進步，GPS 接受器將來的運作及對 GPS 紀錄資訊的轉錄，將

來應可期待毋需干預到標的物的權利完整性，在此技術上處於「過渡階段」之際，將其使用之相

關行為視為附帶權限的看法應屬可被接受/支持的。NStZ, 2001, S. 387 轉引自吳俊毅，註 235 文，

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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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上）是涉及到一個由法律保留所涵蓋且已考慮到比例原則的基本權限制」238。 

 

（三）我國 

回到我國法的討論，學者認為，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1 條所謂得以「科技設

備」輔助跟監，僅限於「和目視能力加強有直接關連性」的科技工具，至於若科

技工具之使用「已能超越肉眼之物理障礙、進而可追蹤被監視人之位置，甚至可

毫無遺漏回溯掌握其活動路徑、停滯位置及停滯時間」－如此處之衛星定位追蹤

及以下所介紹之空照、紅外線偵查－，則已非本條立法者有意授權之範圍239，因

此，若爲達犯罪偵查之目的而欲採取此等「強制處分」240，則勢必應於刑訴法中

對其要件明確規範。 

  

五、空照、紅外線(熱感應)偵查 

空照（aerial observation）與紅外線偵查（thermal-imaging device），是針對

「私人住宅」（非公眾得出入空間），輔以相關科技設備進行的「實質上直接/

間接搜索241」，於美國刑事偵查實務的運用屢見不鮮242－尤其針對毒品犯罪的查

緝，惟聯邦最高法院對兩者是否屬「違法搜索」（因其已干預人民隱私權而未以

法律授權方式－取得搜索票－為之）卻看法迥異，簡單來說，其係以該科技設備

「是否已（得）為一般大眾所使用（general public use）」為判斷標準，進而得

出後者具合理隱私期待、前者則否的結論。 

                                                       
238 吳俊毅，註 235 文，頁 25-26。 
239 蔡庭榕、簡建章、李錫棟、許義寶合著，註 212 書，頁 279。惟仍有以 1983 年 Knotts 案為依

據，認追蹤器之使用屬「任意偵查之範圍」，因而「雖無法律明文，檢察官或司法警察亦得為之，

並且無須事先聲請令狀」，吳巡龍，任意偵查的方式，月旦法學教室，65 期，2008 年 3 月，頁

16-17。 
240 李震山，註 9 文，頁 286； 
241 藉由空照可「直接」看出住宅的外部狀況，以在花園種植大麻為例，其效果與取得搜索票後

進入花園搜索並無二致；而紅外線偵查則是藉機器對「不尋常高熱」之感應，「間接」推論住宅

內行為人可能從事違法行為，進而合法取得搜索票進入搜索。惟因其實施時「不為人知」的特性，

侵害隱私權、居住自由的程度恐更甚傳統搜索、扣押，參本章【第三節 第一項 四、居住自由】

之說明。 
242 如 California v. Ciraolo, 476 U.S. 209 (1986) ; Dow Chemical Co. v. Unoted States, 476 U.S. 227 

(1986) ; Florida v. Riley, 488 U.S. 445 (1989)；Kyllo v. United States, 533 U.S. 27 (2001). 詳細介紹

請參蔡達智，註 234 文，頁 63-68；陳信郎，註 138 論文，頁 16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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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看法已遭挑戰，原因在於，某種工具「已為一般大眾所使用」的客觀情

事，與人們得以預見「該工具會被（不論是公權力機關或其他第三人）常態性地

用以窺探隱私」間顯然還有一段相當大的落差，因此不宜逕行連結此時即不具備

「合理之隱私期待」243；同時，聯邦最高法院自己也指出，運用熱感應儀或其他

科技設備，將實質上構成對隱私權的干預的原因在於：一旦持續使用，便得以「推

測」行為人在屋內的行為，進而可逐步拼湊出行為人私密的生活細節與活動244－

這顯然與該設備是否已為大眾普遍使用並無關連。 

 

雖然因為地狹人稠的環境因素，我國甚少以空照作為偵查措施，縱然加以運

用，由於私人飛機在我國並不普遍，上述「已為一般大眾所使用工具原則」亦無

從成為否定此時仍具合理隱私期待的正當理由，不過前開討論值得我國借鏡之處

在於：不論是傳統的人為搜索，或其他憑藉科技設備「穿透」私人領域加以窺伺

的偵查措施，都可能會有干預隱私權的問題，雖然科技設備的發展（如手機的照

相、錄影功能；衛星定位追蹤器被徵信業普遍使用）可能會使特定人（如公眾人

物）對「隱私權將因此受到有限程度的犧牲」有自知之明，不過這應僅限於當其

處於得共聞共見的公眾開放空間時；回到「家」這個個人最私密的空間，不論「動

（個人於其間「如何」生活）、靜（有什麼物品擺放、陳設其間）」層面理所當

然都是「合理隱私期待」、「居住安寧」的涵括範圍。因此，在刑事追訴實務上

藉科技設備對私人住宅進行實際上的直接搜索或判斷是否具備搜索的相當理

由，固然可能有其必要，不過由於其干預隱私權、居住自由程度更甚傳統之搜索

扣押，在合憲性－包含法律保留、比例原則、法明確性原則等－要求上自不應較

之為低。 

 

                                                       
243「假如堅持聯邦最高法院的一般公眾使用工具原則，事實的認定就會成為超級市場販賣工具原

則，…這樣過於著重工具性質的結果，似乎有些偏離隱私權的保障目的。…隱私權的保障與否

並不在於是否為一般大眾得以使用之工具，而在取得的資訊對於個人隱私權的影響，即便是一

般大眾得以使用的工具，也不可用該項工具作為侵害他人隱私權的行為。…因此，對於公權力

機關利用衛星科技是否會侵害個人隱私權，應專注於衛星會搜集到人們什麼樣的資訊，或衛星

如何變更社會期待的隱私權，是不是具有公共利益，以及是否濫用衛星科技取得個人私密資

訊，而不是只專注在是不是已經被大眾利用的技術。」蔡達智，註 130 論文，頁 67-68、77。 
244 533 U.S. 35-36,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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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個人資料的（間接）取得 

存在於刑事追訴系統內（如前科資料、犯罪記錄、監聽記錄）與刑事追訴系

統外其他行政機關（如個人戶籍/地政資料、入出境紀錄、國稅局財產清單與報

稅記錄、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之記錄等）、甚至由民營事業業者持有的

各式各樣個人資訊（如申辦各類服務時均需填寫之個人基本資料245、金融機構持

有個人資金流向的相關記錄），均屬偵查機關在確認犯罪嫌疑人及拼湊犯罪事實

過程上的重要利器，然而，其透過被動的（接受）傳遞→取得這些與個人高度相

關之資訊並加以利用的行為，仍可能造成對資訊自決權之干預，且程度並不亞於

偵查機關主動蒐證取得個人相關資訊的情形，因而對此亦應有得適度反映法律保

留原則、比例原則之規範、授權基礎，始得為之。 

 

（一）德國刑訴法的規定 

1. 刑事追訴機關內部間的資料比對（Datenabgleich）： 

 

§ 98c StPO：「為調查犯罪事實或因刑事追訴目的受偵查者之住所，刑訴（偵

查）程序中所獲之個人資料可與其他為刑事追訴、刑之執行、危險預防等目

的所貯存的資料藉由機械儀器作比對。對此無須依據特別聯邦或邦法的使用

規範。」 

 

2. 刑事追訴機關要求其他行政機關傳遞資料以進行比對： 

 

§ 98a StPO【要件】： 

                                                       
245 舉例而言，電信事業處理有關機關（構）查詢電信使用者資料實施辦法第 3 條第 1 款與第 4

條第 1 項，即為偵查機關欲取得電信業所持有之相關個人資訊（含：身分證字號、地址、電信號

碼等）時之依據。 

電信事業處理有關機關（構）查詢電信使用者資料實施辦法第 3 條第 1 款：「下列情形得依法向

電信事業查詢使用者資料：一、司法機關、監察機關或治安機關因偵查犯罪或調查證據所需

者。」 

電信事業處理有關機關（構）查詢電信使用者資料實施辦法第 4 條第 1 項：「本辦法所稱使用者

資料，指電信使用者姓名或名稱、身分證統一編號、地址、電信號碼等資料，並以用戶申請各

項電信業務所填列之資料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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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若有充分的事實根據顯示，1 至 6 款重罪之一(含組織犯罪、侵害

國家安全、人民生命身體性自主或其他人身自由法益之犯罪等，此略)的犯

罪情節重大，為了排除非嫌疑人或確定其（是否為）與偵查中重要的其他檢

驗特徵相符合之人，得將『與犯罪行為人特定的檢驗特徵（die bestimmte 

Prüfungsmerkmale）可能相符』的相關（第三）人資料藉由機械儀器進行比

對。此措施僅能在當案情或嫌疑人所在地的調查用其他方法成效極少或有重

大困難時始可被規定」； 

第 2 項：「為達第一項的目的，資訊儲存機構(die speichernde Stelle)必須從

資料庫中挑選為了比對所需之資料並傳遞予刑事追訴機關」； 

第 3 項：「若要傳遞的資訊與其他資訊需藉不成比例的花費始能分開，應規

定其他資訊亦須同時傳遞，否則對其之利用即不合法」； 

第 4 項：「資訊輸入機構必須依檢察官要求對進行比對的機關予以協助。」 

 

§ 98b StPO【相對法官保留】： 

第 1 項：「資訊比對與傳遞之令狀僅得由法官核發，情況急迫時得由檢察官

核發。若由檢察官核發，需立即（不可遲延地）得到法官追認，3 日內未獲

追認，該令狀失其效力。令狀需由書面作成，其必須闡明傳遞義務並限制（所

傳遞之）資料與檢驗特徵僅得被用於個案；（因而）對所傳遞資料的使用，

即毋庸再如同聯邦或各邦一樣，訂定特別的使用規範」； 

第 2 項：「（若相關機構拒絕提出資料），僅法官得採取 95 條第 2 項的罰

鍰與相關強制措施，情況急迫時得由檢察官決定；不過強制拘提的命令仍僅

可由法官核發」； 

第 3 項：「由資訊持有機關傳遞之資料，在比對結束後應立即返還；一旦刑

事程序不再需要該資料，應立即銷毀；透過比對所獲之個人資料僅在以下情

況－即運用之對 98 條 a 第一項各款犯罪的調查有需要時－得於其他刑事程

序作為證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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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a 這個措施在德國被稱作「Rasterfahndung（Rf）：柵網追緝246」，其為

一直以來僅以 161、163 條 1 項之一般（概括授權條款）規定為依據之偵查措施

提供了更精確的法律基礎。簡單來說，Rf 是一種藉助個案中特別的刑事（犯罪

類型）檢驗標準，對儲存於非刑事追訴機關資料庫－其獲取非為刑訴目的－中之

個人資料進行自動化、機械式地比對247；資料自動比對的目的－相較之下，依

161、163 條以人工處理資料是較單純的偵查過程－在於，藉由特定檢驗特徵的

不符或（若係）犯罪嫌疑人所需具備特徵的未顯露去篩選出大多數與犯罪無關之

人（消極 Rf）；另一方面藉由「有行為人典型特質的檢驗特徵」去限縮犯嫌的

數量（積極 Rf）248，實務上並認此措施之運用僅在「層級較高之法益受到具體

危險時」始為合法249。 

 

3. 刑事追訴機關對藉邊境檢驗與 111 條之個人檢查所獲「個人身分辨識/

對犯罪偵查、犯嫌逮捕有意義資料」的儲存及利用 

 

§ 163d StPO【Schleppnetzfahndung：設置緝捕網路追緝250】  

第 1 項：「有特定事實顯示存有 111 條或 100 條 a 第 1 項 6 至 9、11 款等罪

之犯罪嫌疑，且事實顯示資訊的使用確有助犯罪的調查或行為人的逮捕並未

逾越事物本質之比例時，得將依邊境檢查與依照 111 條的個人檢查所獲之有

關個人身分辨識及對犯罪調查或嫌犯逮捕有意義情事的資料貯存於資料

庫；此在護照或個人證件被自動(掃描)閱讀時亦有適用；資料的移轉僅在移

轉給刑事追訴機關時是合法的」； 

第 2 項：「前項措施僅得由法官核發命令，在情況急迫時得由檢察官及其偵

查人員核發；若係由檢察官及其偵查人員核發，嗣後需立即得到法官的追

認；100 條 b 第 1 項第 3 句之規定，準用之」； 

                                                       
246 Claus Roxin 著，吳麗琪譯，《德國刑事訴訟法》，1998 年，頁 82；亦有譯為「特徵追緝」

者，林東茂，徘徊於有效性與法治國之間的犯罪控制，載：氏著《一個知識論上的刑法學思考》，

2001 年 7 月 2 版，頁 450。 
247 Pfeiffer, StPO Kommentar, 5 Aufl. 2007, § 98a Rn. 1; Beulke, Strafprozeßrecht, Rn. 262. 
248 Pfeiffer, a.a.O, § 98a Rn. 4. 
249 如為避免生命、國家安全當下的危險，或為保護個人生命、身體、自由所必要時，BVerfG 

NJW 2006, 1939. 
250 林東茂譯為「拖網追緝」。林東茂，註 246 文，頁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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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項：「命令需是書面，其必須依照特定要素或特質精確指出相對人及要

被貯存的資料，若命令核發時對其或犯罪嫌疑即有可能認識時； (貯存的)

方式與期間要確定；命令有空間上的限制且期間最長三個月，惟若第 1 項的

要件持續存在，一次不超過三個月的延長是合法的」； 

第 4 項：「若核發命令的要件不再存在或依命令所採取的措施已達其目的，

這些措施應立即結束；當其不再係為刑訴程序而存在或為其所需時，依該措

施所獲之個人資料應立即銷毀；措施期間若超過三個月，其貯存不合法；關

於銷毀檢察官應予通知（相關人）。」 

 

本條之立法係對聯邦憲法法院於人口普查案判決中由多數意見所確認之「資

訊自決權」在刑事程序法上的回應251，因為依據本條所取得、儲存、傳送及比對

的資料特別會涉及在身分證件上才有的個人身分特徵(如名字、生日、住所

等)252，而資料本身（所指涉之對象）不必存有嫌疑，僅需在與偵查機關所設定

的檢驗特徵比對後，有助於過濾非嫌疑人（→進一步找出嫌疑人）即可253，故本

條規定的性質，不僅是程序規範，其亦同時授權偵查機關在「必須是其對犯罪（案

情）偵查或犯嫌、共犯之逮捕有重大意義」的要件下可藉由儲存、傳送及比對的

方式干預人民資訊自決權254。 

條文的第 1 項宣示了廣義的比例原則（適合性、必要性及狹義比例性）；第

2 項係相對法官保留原則；第 3 項則賦予核發令狀的法官「具體化義務

（Konkretisierungspflicht）255」－包括實施此措施所欲針對的人/物、時間/空間上

的限制等，均須依個案情形予以衡酌；第 4 項則規範（措施之）終止、（資料之）

銷毀及檢察官對於銷毀的通知義務256。 

                                                       
251 LR-Rieß, § 163d Rn. 1. 
252 Pfeiffer, StPO Kommentar, § 163d Rn. 1. 
253 Beulke, Strafprozeßrecht, Rn. 261. 
254 LR-Rieß ,§ 163d Rn. 7. 
255 LR-Rieß, § 163d Rn. 52. 
256 對此德國學說稱之為「透明化條款：Transparenzvorschrift」。至於在資料的儲存及利用階段

並無通知義務的原因在於：該階段係涉及潛在之不特定多數人，大部分的人在比對過後將與所

欲偵查之犯罪脫離關係（既非嫌疑人，亦非證人），若要求檢察官在該階段作通知，不論從效果

面（將「其個人資料被利用後銷毀」情事通知相關人，目的在於保障其於刑訴程序－此為檢察官

蒐證程序－中之聽審權，而大部分人的個人資料雖亦被儲存、利用，但既然比對結果是「排除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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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警職法的規定 

為犯罪調查所需而進行個人資料的比對、傳遞，我國警察職權行使法雖有規

定，然過於概括空泛，整體而言，欠缺前述德國刑事訴訟法考慮傳遞目的、用途

（僅為藉比對已有資料尋找犯嫌，或先設定一與犯嫌相關之特定檢驗特徵，比對

第三人個人資料後篩選出與特定犯嫌相關之人並進而確認犯嫌或其所在地，或單

純為偵查機關取得、儲存及利用個人資料庫之資料提供授權基礎）而予以區別規

定、個別授權之精緻度。析言之，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6 條短短的「三言兩語」

－警察於其行使職權之目的範圍內有必要時，得主動傳遞 / 請求其他機關傳遞

其保存之與個人有關資料（第 1 項），資料傳遞機關應對資料之正確性負責（第

2 項）－實為其所參考制訂之德國警察法選擇草案 38-40 條的「不完整濃縮257」；

至於對所蒐集資料之利用，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7 條雖有闡明「目的拘束原則」，

惟並無進一步的具體化，恐將使「是否屬法令執掌必要範圍且與蒐集之特定目的

相符」之判斷均落入執行警察之行政裁量範圍，而這在該措施係以刑事偵查措施

之姿出現時，就會產生其是否/如何受檢察官指揮監督的問題。 

 

七、運用臥底、線民 

本文於【第二章 第三節 第三項 二、不自證己罪原則】曾論及，從功能訊

問的角度來看，臥底、線民與犯罪嫌疑人進行直接交談之所以會與不自證己罪原

則呈現緊張關係的原因，即在追訴機關藉由其刻意塑造的環境，壓縮到犯嫌「判

斷是否自願配合的意思決定空間」－而這樣的意志自由正是一般人格權的保障重

心；另一方面，單是其運用－使臥底、線民進入犯嫌的生活領域進而掌握可能與

犯罪相關的所有資訊－的本身亦可能隨時造成對犯罪嫌疑人其他基本權（如隱私

權、秘密通訊自由、居住及遷徙自由）的間接干預，因為，前述對意志自由的侵

                                                                                                                                                           

疑、未進入刑訴程序」，則應無聽審權保障之需求）或因此必須耗費的成本面觀察，都顯得不必

要且無實益。LR-Rieß,§ 163d Rn. 78; Pfeiffer, StPO Kommentar, § 163d Rn. 7. 
257 如該法 38 條尚有「警察機關間得相互傳遞與個人有關資料」之規定；40 條第 2 項復有「該

與個人有關之資料中有職業獲特別職務秘密，且獲得該資料之傳遞機關，在義務人行使職業或職

務義務時，有保密之責，若警察機關所欲完成之目的與傳遞機關獲得該資料之目的相同時，該資

料傳遞與警察方為合法」之限制，蔡震榮，註 211 書，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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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必然會同時使「犯罪嫌疑人在與其所信賴之人的日常交往過程中，係『自願放

棄』上開相關基本權保障」這樣的說理基礎變得搖搖欲墜。 

既然設置臥底、線民以協助偵查將造成「目標對象（Zielperson）」的基本

權干預，在追訴公益與目標對象的基本權保障間，立法層次又是如何折衝？ 

 

（一）德國刑訴法的規定 

1. §§ 110a-110c258：關於「臥底偵查員（Verdeckte Ermittler）」設置的相

關規範 

 

§ 110a StPO： 

第 1 項：「若存有充分事實上依據顯示犯以下之罪259的情節重大，為犯罪

之澄清得設置臥底偵查員；若特定事實顯示有再犯重罪之虞時亦得設置

之。臥底偵查員的使用僅於以其他方法不能澄清犯罪或有重大困難時，始

容許之；此外，當此犯罪之特別意義要求使用臥底偵查員，且以他法無法

澄清時，亦得為澄清該重罪而使用」； 

第 2 項：「臥底偵查員是警員，其以所被分派的長期、變更的身分（虛構

身分/化名）進行偵查；他們係以虛構的身分參與法律交往」； 

第 3 項：「為建立或維持虛構身分之必要，得製作、變造、行使相關之文

書。」 

 

依本條規定可知，臥底偵查員的設置，以涉及第 1 項第 1 句各款「犯罪目錄

（Katalogtaten）」之罪且情節重大或有再犯之虞的重罪為前提；同時需符合第 1

                                                       
258 § 110a StPO 以下條文的增列，乃 1992 年 7 月所通過【對抗組織犯罪法案】（Gesetz zur 

Bekämfung des illegalen Rauschgifthandels und anderer Erscheinungsformen der Organisierten 

Kriminalität）包裹立法的成果；最近的一次修正乃則係以【通訊監察及臥底偵查新修正法案】（des 

Gesetzes zur Neuregelung der Telekommunikationsüberwachung und anderer verdeckter 

Ermittlungsmaßnahmen）以及【歐盟準則】（zur Umsetzung der Richtlinie）2006/24/EG 為基礎；

於 2007 年 12 月 21 日通過，2008 年 1 月 1 日生效。 
259 包括非法的麻醉藥品、武器的交易、偽造貨幣或有價證券（第 1 款）、涉及國家保護之罪（第

2 款）、職業犯或習慣犯（第 3 款）、集團犯罪或其他型態之組織犯罪（第 4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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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 3、4 句「輔助性條款」之要求－其中所謂的澄清犯罪即係指案情及嫌疑人

所在地之調查而言260。 

 

§ 110b StPO： 

第 1 項：「臥底偵查員之設置須經檢察官同意；有延宕偵查之虞且檢察官

之裁定不能及時取得時，得立即實施之；惟若檢察官未於三個工作日內同

意，必須結束此措施。同意應以書面為之並訂期限；若設置之前提要件持

續存在，並得延長之」； 

第 2 項：「於 1.針對已特定之被告實施，或 2.偵查時臥底偵查員會進入非

一般公開的住居所之情形，臥底偵查員的設置須得法院同意；情況急迫時

得經檢察官同意後設置之，若檢察官（同意）的裁定不能及時取得，亦得

立即實施之；惟若三個工作日內未獲法院同意，此措施必須結束。第 1 項 3、

4 句之規定，準用之」； 

第 3 項：「臥底偵查員之身分，於其設置結束後仍得予以保密；對設置臥

底有決定權之法院及檢察官，得要求向其公開（臥底之）身分；其他情形，

依第 96 條之要件得容許於刑事訴訟中保密身分，特別是存有以下疑慮的情

形：即，公開可能對臥底偵查員或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造成危害或危

及進一步使用臥底偵查員之可能性時。」 

 

第 1 項說明警方在偵查有延宕之虞（bei Gefahr im Verzug）時，有自行決定

是否設置臥底的緊急權（Eilkompetenz），這正是其角色由犯罪預防過渡到犯罪

追訴的證明。至於警察是否合法的使用其緊急權，由法院於嗣後的程序進行監督

－只有當此措施的決定在結果上有客觀上的專斷（Willkür）或重大裁量瑕疵

（grober Fehlbeurteilung）時，這個決定才會被認為違法而不具正當性，此時藉

此措施所獲之認識、情資得考慮證據禁用261。 

第 2 項法官保留的運用前提，係指欲利用臥底接近已具被告地位之人或認其

有進入一般非公開住居所之可能性、機會，若已可辨識被告身分，此時一個需法

官同意的臥底設置就不必要－因為針對「特定身分的被告」已可對之採取偵查措

                                                       
260 KK-Nack, § 110a Rn. 22. 
261 KK-Nack, § 110b 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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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而毋庸再使用臥底）；同理，若追訴機關欲進入一個已具體特定的住宅，應

依搜索之相關規定，而與本項第二款無關262。 

第 3 項突顯出國家的保密利益（Geheimhaltungsinteressen des Staates），除

了身分之外，對臥底偵查員於臥底期間所獲情資於其他刑訴程序可否/如何使

用，則需依刑訴法 477 第 2 項第 2 句之規定263－如同 BGH 在監聽情資（可否作

為其他程序使用）所發展出的標準，其係以「假設性的替代干預（hypothetischen 

Ersatzeingriffs）」作為思考的基礎（亦即，對其他刑訴程序所涉之犯罪而言，亦

符合設置臥底偵查員的條件；本案的臥底設置，對其他程序的犯罪而言，即可視

為一種「假設性的干預」）。對設置臥底本欲澄清的犯罪而言，該情資的使用原

則上並無限制264；另外，若其有助於開啟偵查，設置期間對其他程序犯罪行為的

意外發現（Zufallserkenntnisse）亦得被無限制的使用，不過若意外發現的是有關

其他程序犯罪－特別是（其與原所偵查的犯罪）不具本質關連性時－的個人相關

資料，僅在其對 110a 第 1 項犯罪目錄之罪之澄清是有需要時，始可以證據目的

而為使用265。 

 

§ 110c StPO：「藉由授權者的同意，臥底偵查員得利用其虛構身分進入住

所。該同意不會發生於使用虛構身分已成功偽裝並藉此取得進入權限的情

形。除此之外臥底偵查員的權限依本法及其他法律之規定。」 

 

                                                       
262 KK-Nack, § 110b Rn. 5-6. 
263 § 477 Abs. 2 S. 2 StPO: „Ist eine Maßnahme nach diesem Gesetz nur bei Verdacht bestimmter 

Straftaten zulässig, so dürfen die auf Grund einer solchen Maßnahme erlangten personenbezogenen 

Daten ohne Einwilligung der von der Maßnahme betroffenen Personen zu Beweiszwecken in anderen 

Strafverfahren nur zur Aufklärung solcher Straftaten verwendet werden, zu deren Aufklärung eine 

solche Maßnahme nach diesem Gesetz hätte angeordnet werden dürfen.“ (→譯：若依本法，措施發

動的合法要件係特定犯罪嫌疑存在，那麼由該等措施所獲之未得當事人同意之個人資料在其他

刑訴程序僅在對這類犯罪的澄清－即，以該措施澄清犯罪在本法已有規定時，得作為證據使

用。) 
264 即，只要情資是牽涉到與設置之初所欲澄清犯罪具「本質關連性（Sachzusammenhang）」之

犯罪，基本上可使用。是否具此關連性，實務所發展出的公式是連結訴訟法上的行為概念，一

行為觸犯數罪名（而其中有一為犯罪目錄之罪）、評價上的一行為均屬此處所謂的「有本質關

連」，行為複數的情況則不屬之。KK-Nack, § 110a Rn. 22; § 100a Rn. 62. 
265 KK-Nack, § 110a Rn.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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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句之規定首先會指向刑訴法第 163 條第 1 項第 2 句－亦即臥底偵查員原

則上可採取任何種類的偵查措施，只要其他法律規範未對其權限有特別規定266。

臥底偵查員不得為犯罪行為267，其基礎除了法定原則這個上位指導原則外，也在

避免臥底偵查員被賄賂、串通；同時也不得為「逾越法治國界限268的犯罪挑唆行

為」－若國家的誘使行為到達挑唆的程度，臥底設置僅在以下情形還有合法空間

（而不會逾越法治國界線），即：其所針對之人的犯罪嫌疑已達與 152 條第 2

項、 160 條（按：足認犯嫌）相當之程度且有足夠事實上根據顯示其對已發生或

未來的犯罪本有所計畫；至於是否為挑唆，則必須檢驗該行為可否歸責於國家

（dem Staat zuzurechnen）269。 

 

2. 其他類型的偵查助手 

包括單純提供消息者（Informanten）、非屬刑事追訴機關但與之有長期合作

關係的線民（V-Männer＝Vertrauenspersonen）與不公開（其身分，僅為執行偵

查任務而短暫與犯嫌接觸）的偵查警（Nichtöffentlich ermittelnde Polizeibeamte），

雖非 110a 之指涉對象，惟均屬追訴實務上常用的偵查助手，「立法者對之未加

以特別規定不等於宣告了其使用的不合法性270」。對此德國通說認為，雖其亦可

能造成對人民基本權（最常見的即資訊自決權）的干預，惟以一般偵查概括條款

作為授權依據即屬已足271。 

不過，偵查概括條款所容許的顯然是「設置偵查助手」的行為，而非「偵查

助手權限」的概括賦予。因此，以與設置臥底偵查員同屬「長期佈陣」的線民為

例，縱然因性質上不具類似性而不得類推適用 110a 以下的規定，惟為免「追訴

機關藉設置線民規避設置臥底偵查員於刑訴法上相關規範272」，故自判決實務所

發展出的對線民設置的相關要件（如：線民的長期設置僅在為了控制及澄清特別

危險、難以調查的犯罪時－如毒品交易、集團犯罪，始允許之）及其權限範圍（如：

                                                       
266 BGH, NStZ 2008, 111. 
267 雖然在立法的協商過程，有關應容許 VE「視情況、環境所不得不為之犯罪（„milieubedingte 

Straftaten“）」的要求曾多次提出，惟最後並未通過。  
268 聯邦最高法院對此的判斷標準，請參註 80。 
269 KK-Nack, § 110c Rn. 8-10. 
270 KK-Nack, § 110a Rn. 9; BVerfG NJW 2004, 141; StV 2004, 432. 
271 Beulke, Strafprozeßrecht, Rn. 423-424; BGHSt 41, 42 = NJW 1995, 2236 = NStZ 1995, 513. 
272 KK-Nack, § 110a R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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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住所亦需經授權者同意），在法治國原則的相同標準下，與前開規定並無太

大差異273。 

最後，不論是具警察身分的臥底，或可視為偵查機關手足延伸的線民，其與

犯罪嫌疑人間的一般交談或隱密探話，是否屬國家追訴機關的「詢/訊問」？對

犯罪嫌疑人而言，向此等偵查人員所為陳述是否受不自證己罪原則保障？對此，

本文於【第二章 第三節 第三項 二、不自證己罪原則】曾論及，於【第四章 第

四節 第二項】中並將有進一步討論。 

 

（二）我國法的規範與實務 

1. 相關法規範 

我國刑訴法並未對臥底、線民等偵查措施的運用予以規範；警察職權行使法

中則－與前述德國刑訴法的規範正好相反－僅對「利用不具警察身分的第三人蒐

集犯罪相關資料」 有 所 規 範 ， 且 依 條 文 文 義 觀 之 ， 係 侷 限 於 危 害 防 止

（Gefahrvorsage）的前偵查階段，至於所延伸的刑事偵查階段是否亦以此為授權

依據，仍待討論；而關於具警察身分者以臥底方式潛入犯罪集團進行犯罪預防或

偵查的規範，現行並無任何相關法令得為其依據。有關設置線民的形式、實體要

件及對所蒐集資料後續利用，相關規範如下： 

 

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2 條： 

第 1 項：「警察為防止危害或犯罪，認對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個人生命、

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將有危害行為，或有觸犯刑事法律之虞者，得遴

選第三人秘密蒐集其相關資料」； 

第 2 項：「前項資料之蒐集，必要時，得及於與蒐集對象接觸及隨行之人」； 

第 3 項：「第一項所稱第三人，係指非警察人員而經警察遴選，志願與警察

合作之人。經遴選為第三人者，除得支給實際需要工作費用外，不給予任何

                                                       
273 Beulke, Strafprozeßrecht, Rn.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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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義及證明文件，亦不具本法或其他法規賦予警察之職權274。其從事秘密蒐

集資料，不得有違反法規之行為」； 

第 4 項：「第三人之遴選、聯繫運用、訓練考核、資料評鑑及其他應遵行事

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3 條： 

第 1 項：「警察依前條規定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特定人相關蒐集資料，應敘

明原因事實，經該管警察局長或警察分局長核准後實施」； 

第 2 項：「蒐集工作結束後275，警察應與第三人終止合作關係。但新發生前

條第一項原因事實，而有繼續進行蒐集必要且經核准者，得繼續合作關係」； 

第 3 項：「依前條第一項所蒐集關於涉案對象及待查事實之資料，如於相關

法律程序中作為證據使用時，應依相關訴訟法之規定」； 

第 4 項：「該第三人為證人者，適用關於證人保護法之規定。」 

 

第 1 項係有關「指令權」之規範，所謂「應敘明原因事實」，依【警察遴選

第三人蒐集資料辦法】第 2 條，係指應以書面記載遴選第三人蒐集資料的原因事

實、蒐集對象的基本資料、蒐集資料的項目、第三人個人資料及適任理由、指定

專責聯繫運用之人員及其理由等；第 3 項主要係指刑事訴訟法或其他法規（如性

侵害犯罪防治法）內有關證據使用禁止的相關規定，在以線民蒐集資料的情況亦

有適用276。 

 

警察遴選第三人之資料及該第三人所蒐集之資料，依【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

資料辦法】第 11 條，應列為極機密文件，專案建檔，並指定專人依機密檔案管

                                                       
274 所遴選之第三人，其私人身分並未改變，亦非實際從事犯罪偵查活動；從行政法的角度來看，

應將之定位為公權力（追訴）機關的「工具」，而非行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 項所稱「受委託行

使公權力之個人」，其本身並不得以自己名義執行所託之任務。蔡震榮，註 211 書，頁 179。 
275 【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料辦法】第 7 條另規定其他應報請終止合作關係的情形，即包括：

（遴選線民蒐集資料的）原因事實消滅、蒐集目的已達、有事實足認線民不適任。  
276 蔡庭榕、簡建章、李錫棟、許義寶合著，註 212 書，頁 300-302；對此學者有以基本權的客

觀放射效加以理解者，即認線民的私人蒐證行為，亦應受以保障人民訴訟權、程序基本權為出

發點之證據使用禁止原則的規範，楊雲驊，賠了夫人又折兵？私人違法取得證據在刑事訴訟的

證據能力處理，台灣本土法學 41 期，2002 年 12 月，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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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辦法管理；依該條第 2 項的反面解釋，相關之檔案文件，偵查、審判機關原則

上得要求提供。至於所蒐集資料之可信性評估及證據價值檢驗，則規範於同辦法

第 10 條277。 

 

2. 實務適用現狀 

若以「臥底」、「線民」為關鍵字搜尋最高法院近十年來之刑事判決，會發

現前者的搜尋結果屈指可數、後者則為數眾多，不過判決中均鮮少提及其設置依

據、合法性等問題，惟至少由此可證其在偵查實務上的「確有其事」；又，在用

語上，並未如德國精確地二分為：「具警察身分者→臥底；不具警察身分的資訊

提供者→線民」，因而判決中所稱「臥底」、「線民」究何所指，必須觀諸全文

始得「定性」。以下舉數例說明之： 

 

(1) 與警方合作的線民 

最高法院在判決中提及「線民」的情況大致可歸納為：（受警調所託）

單純提供犯罪情資、由警方被動接受再循線偵查者278及警方為偵查某案，主

動要求他案被告、犯嫌、已服刑完畢之人成為「線民」而結合「誘捕」之偵

查方式者279，兩者之共通點即在於其不具警察身分而自願與警方合作蒐集他

人犯罪證據的「工作模式」，自此以觀，其他如 89 年台上字第 2998 號判決

中所稱「警方之臥底人員」、92 年台上字第 4791 號判決中的「臥底線民」、

                                                       
277 【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料辦法】第 10 條：「警察對第三人所蒐集之資料，應客觀判斷其取

得過程及方法，參酌經驗及結果事實情況，評鑑其可信性（第一項）。前項資料經研判認為可

信，且具證據價值者，應依下列方式處理：一、資料欠詳盡者，應告知繼續蒐集；必要時，應

予適當之指導；二、資料足資證明特定人有危害或犯罪行為者，應依法處理（第二項）。第一項

資料經研判認為不可信者，依前條規定處理（第三項→按：該辦法第 9 條係規範關警方可隨時評

估並『加強』對第三人蒐集資料成效）。」 
278 如最高法院 96 年台上字第 5843 號、7240 號；97 年台上字第 3163、5409 號、5968 號等判

決，其任務在「提供線索，應係警方辦案之蒐證技巧及辦案方向」，故「警方由線民提供線索之

行為，倘不涉強制處分及不法手段，自可蒐集各方相同或不同之資料，其綜合研判之依據本難

要求及限制需符合刑事訴訟法上之嚴格證明程度。」（以上摘自最高法院 95 年台上字第 1227

號判決） 
279 如最高法院 95 年台上字第 5114 號判決、97 年台上字第 19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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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96 年台上字第 4212 號判決中所提及之「臥底」，揆判決之本意280，均應

作相同（即定位為線民）理解。 

不過，令人憂心的是，觀察相關判決可同時發現，近年來偵查實務對線

民的運用，似乎完全無視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2 條第 3 項後段「其從事秘密

蒐集資料，不得有違反法規之行為」之存在，屢屢發生檢、警、調與線民「不

僅是挑唆，甚而製造並涉入犯罪」之荒謬案情281。此時已不僅是偵查方式超

越合法誘捕程度之問題，而尚需釐清追訴機關本身的刑責與行政責任。本文

認為，某種程度上這正是「誘捕係合法、挑唆犯罪是非法」粗糙二分法的後

遺症，因判斷標準：「行為人是否主觀上原具犯罪意圖」的模糊而難證，造

成縱使承認「若係違法挑唆的偵查→可能對追訴機關有程序上的不利後果

（不論是作為程序障礙事由或證據禁用）」，遏制偵查機關違法偵查的目的

仍極為有限，因而才會產生抱持投機心態、決定鋌而走險以提升破案績效、

                                                       
280 92 年台上字第 4791 號判決：「…查上訴人於原審雖具狀請求傳訊廖樁堅檢察官、許明哲警

官及向刑事警察局函查上訴人協助警方破案、申請破案獎金之相關資料，以查明上訴人為檢、警

線民身分」；96 年台上字第 4212 號判決：「…且上訴人係應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站人員及

檢察官之要求，前往王建中犯罪集團臥底，始涉入本案，果否如此，亦有究明之必要（後略）。」 
281 如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第 44 號判決（其指摘原審「…渠二人與上訴人間之接觸及提供上開

器材等所為，是否出於檢調人員之指示或在檢調人員知悉監控之情形下進行？…原審並未傳喚

莊松哲、韋元峰到庭就上開各節予以調查釐清，遽行判決，自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

予調查之違法」）、97 年台上字第 184 號判決（事實略為：某內政部警政署水上警察局代理隊

長及其下屬共五人，自長期合作的線民魏○○處得知，在大陸地區的另一綽號「小江」之線民遭

受懷疑，亟需取得大陸第區人蛇偷渡及販毒集團之信任，遂在形式上成立（查緝偷渡客之）專案

小組，惟實際上竟於 11 名由「小江」引進之偷渡客上岸時，先放行而不予逮捕、甚至協助藏匿

以免他偵查機關發覺，復再於特定地點逮捕其中數名作為「專案績效」）、97 年台上字第 418、

1857 號判決（兩者為同一犯罪事實，惟前者被告係線民（下稱乙）、後者則係「被誘捕者」（下

稱甲）。其事實略為：甲輾轉得知有走私槍械前科之乙熟悉自菲律賓走私槍械門路，欲拜託其代

為接洽，因乙其時尚在假釋中，故予拒絕，惟「後經監控此案之警調人員告以利害關係後，同意

配合專案小組偵辦此案（此時其身分即為線民）」，遂親赴菲律賓代甲洽談、付款以遂行其走私

槍械之意，甚至為使明知此事之檢察官、調查員丁、戊及乙「全身而退」，過程中乙竟另覓得有

施用毒品惡習之丙，以三十萬元之報酬說服其共赴菲律賓洽談為甲購槍事宜，製造其出境紀

錄，準備飼後若檢調查獲甲走私一事時，將全部犯行「算在甲、丙頭上」，乙、丁、戊復可因而

領取破獲走私槍械之檢舉獎金）等。同時在此類案型，甚有法院認為涉入犯罪的線民有刑法 59

條特別減刑事由之適用而遭最高法院以「但對於被告等擔任情治單位之線民，配合協助查緝兩岸

槍、毒之重大刑案，與本件犯罪究竟有何論理上之關聯，而得認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其先後

二次接載大陸地區人民非法進入台灣地區，藉此牟利，在客觀上如何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則

未具體審酌論敘，本院尚無從為判斷其適用法律正當與否之依據。」為指摘者（最高法院 94 年

台上字第 7016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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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取破案獎金的檢警調人員。 

 

(2) 具警察身分的臥底 

在最高法院 92 年台上字第 788 號及 94 年台上字第 6030 號判決（兩判

決實係同一案件）中所稱之「臥底」，則係指「臥底警察（即前述德國法

上的臥底偵查員）」而言，判決理由中則約略提及其設置「依往例僅須口

頭報備而無庸書面」282；另外，93 年台上字第 2296 號判決所提及「奉命全

程參與之臥底警員曾○○」，性質上則較類似前述德國實務因應臨/暫時隱密

偵查需求的「不公開身分偵查警」283。 

 

 

第四節  小結 

從擴張後的現代干預概念出發，並輔以對（尤其是概括）基本權保護領域的

理解，本章介紹了強制處分之外，於我國偵查、追訴實務可能使用的各類一般偵

查措施，同時從比較法的角度，探討其適用現況、有無現行法依據並說明其係如

何對基本權造成干預。就結論上而言，既一般偵查措施有干預基本權之可能，且

其程度並非絕對亞於強制處分，接下來必須討論的是，如何（以何種工具）對之

進行合憲性控制以符合法治國原則？大體上而言將包括事前的法律保留、事中的

正當程序及事後的適當監督機制的設計；同時，從另一個憲法角度觀察，對此公

                                                       
282 最高法院 94 年台上字第 6030 號判決：「…證人即台北縣警察局保安隊小隊長劉運發於台北

縣調查站供稱：保安隊查緝刑案確有臥底之前例，但必須經報備才能進行，依往例多以口頭向

長官報備，書面情形幾乎沒有，如到職業賭場臥底，原則上不宜下場賭博，但有時為免賭場人

員起疑，不下場略賭，難以掩人耳目，伊曾為取締色情理容院，臥底查證付費按摩等情，堪認

台北縣警察局保安隊為查緝刑事案件，確有『臥底偵查』之情形。」 
283 本案中臥底員警曾○○，為調查選舉收賄事件（檢方起訴的事實係認：彰化縣議員候選人某

乙，為求當選，於該選區內宗教團體「○○路上代天府」前往台南縣北門鄉進香時，贊助香客遮

陽帽 700 頂，共計 14000 元，該遮陽帽右側印有「縣議員候選人乙○○」之字樣；又乙○○之家屬，

即另兩名共同被告，曾持內裝兩萬元現金、外印有「乙○○恭賀」字樣之紅包袋交付路上代天府

之會計並說請多支持等情，認定乙○○涉嫌賄選），「全程參與」某宗教團體之進香過程，目的

在於觀察特定犯嫌（本案中即為乙○○及其他共同被告）與香客之互動情況，以調查是否符合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行

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不正利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不行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行使

者」之構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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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力 / 行政（或司法）措施，若能透過立法（法律保留）、司法層次（救濟途

徑）予以制衡，也正是權力分立原則的展現。因此，下一章本文即將處理這些問

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