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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法治國/憲法原則對一般偵查

措施的控制 

 
一般偵查措施既有干預基本權之可能，而對基本權利之保護乃憲法法治國原

則最重要之內涵/任務284，因而「採取、運用」一般偵查措施自須通過法治國/憲

法原則的檢驗。以下本文即提出法律保留、法明確性原則（法安定性原則的靜態

面向）及比例原則，探討其（應）如何對一般偵查措施進行合憲控制。 

 

 

第一節  法律保留原則 

法律保留（Vorbehalt des Gesetzes）作為依法行政原則積極面向之下位概念，

其初始目的在「以立法節制行政」，由憲法直接「要求」行政機關，某些行政行

為、公權力措施必須透過國會立法授權始得為之，這是權力分立原則的展現；不

過，若從基本權限制論的角度出發，「必須保留給法律規定」的，便是一切對人

民基本權利造成干預的公權力舉措，而不限於行政法意義下的行政行為。因此，

刑事案件之追訴－包含分別由檢察官及法官主導的偵查、審判程序－在五權分立

的憲法架構下，雖隸屬司法權，惟在其運作過程中，若對基本權造成干預，自亦

應受法律保留此合憲性要素之拘束，這是憲法層次的要求285，與行政程序法中「排

除司法機關、刑事案件犯罪偵查程序適用」的規範意旨286並不相同，應予區辨。

                                                       
284 吳庚，註 162 書，頁 51；法治斌、董保城合著，註 109 書，頁 35-36；李惠宗，註 118 書，

頁 63；許育典，註 115 書，頁 59；釋字 525、574、589、629 號等解釋參照。 
285 憲法第 23 條參照；另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 條第 2 款則可謂其「法律」層級的法源。 
286 行政程序法第 3 條第 2 項：「下列機關之行政行為，不適用本法之程序規定：二、司法機關」，

立法理由謂「乃因其性質特殊之故」；第 3 條第 3 項：「下列事項，不適用本法之程序規定：三、

刑事案件犯罪偵查程序」，立法理由中則稱：「犯罪偵查程序雖亦為實質之行政程序，但其與司

法作用緊密聯結，亦難適用本法之規定。」由此可知，犯罪偵查程序係因有「特別法」－刑事訴

訟法規範，始不適用定位為「普通法」的行政程序法；也因此，學者會以「檢察官具行政機關特

質，但其作用乃依刑事訴訟法」、「警察之措施究為行政或司法作用，常有判斷困難」作為對「行

政法與刑事法雖規範目的不同，卻有諸多相重疊處」之說明。李建良、陳愛娥、陳春生、林三欽、

林合民、黃啟禎合著，《行政法入門》，2006 年 1 月 3 版，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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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事偵查程序扮演蒐證利器的強制處分，其性質定位從單純訴訟行為轉為「刑

事訴訟上之基本權干預」，相關要件皆需「保留」給刑事訴訟法明文加以規範（而

不容許司法機關逕行為之），正是說明此差異的最佳適例。 

 

現今法律保留原則的發展，早已跨越「承認與否」的時期，而進化至「因應

公權力的不同干預程度以建構/規劃不同保留密度」的精緻化階段，就刑事追訴

程序而言，即需探討：立法對於各種「漸次產生」的新形態一般偵查措施，應規

範到何等之詳盡程度，以供追訴機關作為發動措施的依據？以下本文首先將說明

層級化保留體系於我國的發展，並試圖找尋刑事追訴上各種類偵查措施的運用所

應「劃歸」的最適層級，同時介紹德國學說上的「門檻理論」，分析其與法律保

留原則的關連及於刑事訴訟法上所應有之定位。 

 

 

第一項  層級化保留體系的運用 

一、層級的建構 

自大法官於釋字 443 號解釋理由書中明確宣示「憲法所定人民之自由及權利

範圍甚廣，凡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保障。惟並非一切自由及權利均

無分軒輊受憲法毫無差別之保障。...至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

予以規定，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

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以降，層級化的保留體系（abgestufte Vorbehalte）在

我國有了正式的開展，其亦可視為以往判斷法律保留原則適用範圍之通說：「重

要性理論」於釋憲實務的具體實踐287。本號解釋所建構的層級如下： 

 

                                                       
287「重要性理論（Wesentlichkeitstheorie）」乃自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發展而來，係指：若屬「對

基本權之實現具本質重要性」之事項，即須由國會自行立法規範，不得授權行政機關以訂定命令

之方式為之。其雖為通說，惟因「重要」與否的判斷標準過於模糊而時遭批評，而層級化保留體

系的貢獻，便在於其進一步提出更具體的標準，即綜合人民的法律地位、所涉及的生活範疇及受

規律對象的性質加以衡量，並透過個案取向的解釋方式，逐步確立不同干預所應劃歸的不同層

級。吳庚，註 162 書，頁 159-161；法治斌、董保城合著，註 109 書，頁 44-45；許育典，註 115

書，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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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憲法保留 

目前僅對人身自由之限制，因有憲法第八條明確之程序規定，而被劃歸於此

層次，其「既屬憲法保留之事項，縱令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加以限制288」； 

 

（二）絕對法律保留 

其與相對法律保留之區別是：劃歸於此層級之公權力措施，限制基本權需以

「國會所制定之法律或經法律『具體明確289』授權行政機關發布的命令」為基礎，

而區別標準則是解釋理由書中提及的「（事物的）規範密度」。屬此層級的公權

力措施包括「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刑罰290」、「限制人民財產權

之租稅291」、「限制人民訴訟權之時效制度292」等； 

 

（三）相對法律保留 

包括「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及「涉及重大公共利益之給付行政」，

均屬此層級之範疇。而「相對」之意，乃在容許主管機關以「（不拘泥特定文字

                                                       
288 釋字 384、392、443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289 此處應係指需通過較嚴格的「授權明確性」標準之檢驗而言，通常會連結「可預見性」加以

判斷，如釋字 522 號解釋謂「…科處刑罰，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其刑罰之構成要件，應由法律

定之；若法律就其構成要件，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者，其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

而自授權之法律規定中得預見其行為之可罰，方符刑罰明確性原則」；另，自釋字 510 號亦可推

知，若涉裁罰性之處分，其授權具體明確的程度亦需高於該號解釋所提及對其他自由權利造成限

制的處分（釋字 619、638 號解釋同旨）。相同觀察，廖元豪，走自己的路－大法官「法律保留

本土化」之路－，台灣本土法學，58 期，2004 年 5 月，頁 32。 
290 釋字 443、 522 號解釋參照；釋字 567 號解釋理由書則強調：「關於限制人身自由之處罰，

應以法律規定，並經審判程序，始得為之。…人民身體自由享有充分保障，乃行使其憲法上所保

障其他權利之前提，為重要之基本人權，縱於非常時期，對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罰仍須合於憲法第

八條及第二十三條之規定」。 
291 即所謂的「租稅法定主義」，因而「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

惠時，應就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稅基、稅率、納稅方法、納稅期間等租稅構成要件及租稅稽徵

程序，以法律定之。有關稅捐稽徵之程序，除有法律明確授權外，不得以命令為不同規定，或逾

越法律，增加人民之租稅程序上負擔」（釋字 640 號解釋；釋字 367、565 解釋同旨）。 
292 釋字 474 號解釋理由書：「時效制度不僅與人民權利義務有重大關係，且其目的在於尊重既

存之事實狀態，及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與公益有關，須逕由法律明定，自不得授權行政機關衡

情以命令訂定或由行政機關依職權以命令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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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法律整體所表現之關聯意義判斷，可窺知其在目的、內容、範圍上均有明

確授權293之意」之法律（母法）及行政命令（子法），作為限制基本權之基礎； 

 

（四）非屬法律保留範疇 

「干預行政下，執行法律的細節性、技術性事項」與「非關重大公益之給付

行政」，屬此範疇294。 

 

簡言之，重要性理論將法律保留原則的適用範圍，從干預行政（→侵害保留）

擴張到給付行政的領域，再藉由釋憲實務依事務性質，選擇並給予不同層級之保

留密度。就本文所欲探討的一般偵查措施此公權力行為的運用而言，由於其既非

「憲法保留」事項，原則上亦不應納入「非屬法律保留範疇」此層級（因本質上

與給付行政毫無相涉，且誠如上一章之討論，其干預人民基本權之程度可能與強

制處分不相上下，故絕非僅止於「執行法律的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因

而需討論者，僅其究應劃歸為「絕對法律保留：以法律直接定之或需通過嚴格授

權明確基準」或「相對法律保留：可容許一定程度之（垂直面向）概括授權」而

已。 

                                                       
293 釋字 394（解釋理由書）、426（解釋理由書）、538（解釋理由書）、612（解釋文）、643

（解釋理由書）等參照，此即較為寬鬆之「授權明確性」檢驗基準，因其容許一定程度的概括授

權。釋字 402 號解釋理由書中所謂「如涉及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時，其授權之目的、範圍及內容

須符合具體明確之要件；若法律僅為概括之授權者，固應就該項法律整體所表現之關連意義為判

斷，而非拘泥於特定法條之文字，惟依此種概括授權所訂定之命令，祇能就母法有關之細節性及

技術性事項加以規定，尚不得超越法律授權之外，逕要訂定裁罰性之行政處分條款」及釋字 522

號解釋理由書中所稱「至於授權條款之明確程度，則應與所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對人民權利之影

響相稱」，正是說明關於授權明確與否，確（必須）存有寬嚴不同審查基準的適例。 
294 釋字 360、389、443、559、561、566 等解釋參照。司法行政上亦有此類事項，就與本文相關

之刑事追訴程序而言，釋字 530 號解釋理由書中即指出，包括「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

事項」、「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被告具保責付要點」、「法院辦理刑事訴訟簡易程序案件應行

注意事項」等，均為「司法院本於司法行政監督權之行使，就有關職務上之事項」所發布之命令，

目的在「促其注意，俾業務之執行臻於適法、妥當及具有效率，避免法官因個人之認知有誤，發

生偏頗之結果」，惟應「於未違背法律之規定，對於人民權利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範圍內，與

憲法方無牴觸」；至於檢察官偵查刑事案件之檢察事務，由於受檢察一體原則之拘束，故檢察官

依刑事訴訟法行使偵查權相關之職務…在上開規定範圍內，係受檢察總長或其所屬檢察長之指揮

監督，與法官之審判獨立尚屬有間，以至「檢察行政之監督，法務部部長就行政監督事項發布注

意命令，以貫徹刑事政策及迅速有效執行檢察事務，亦非法所不許」，因而肯認法務部所發布「各

級法院檢察署處理刑事案件證人鑑定人日費旅費及鑑定費支給要點」之合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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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採取一般偵查措施應劃入哪一層級 

承前所述，大法官在衡量規範密度、進而決定保留程度時所必須參酌的要素

有二：即「規範的對象、內容（事物性質）」與「所干預的基本權（為何）及受

干預程度」。就前者而言，似可與公法學說上所謂「功能最適論/功能法上正確

性」作一定程度之連結295，亦即，當事物之性質或所牽涉的領域較具專業性時，

則優先考慮將其納入相對法律保留的層級，並對「授權明確與否」採取較為寬鬆

的「自法律整體關連意義探究」之審查基準，實則，在釋字 394、538、612、629

等解釋中均可窺見這樣的思考脈絡296；相對來說，在大法官選擇予以「絕對」法

律保留的案例，則往往著重於對後者的討論－如強調受干預基本權的重要性、干

預的嚴重性等－而帶有較為濃厚之「基本權限制論」色彩。 

回到本文的討論，在刑事案件追訴過程中採取各種類的（不論是否為強制處

分）偵查措施，固然，其所涉及者乃「具一定程度專業性、靈活性」之事物領域

－因為「於何階段、對誰、採取何種偵查措施」正必須委由偵查機關依其經驗、

                                                       
295 此理論之出發點係在對權力分立爭議提出審查基準，其源於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以下見解，

即：若欲使國家之決定達到儘可能正確的地步，即必須綜合考量機關的組織、編制、功能與程序

方式後選擇由各方面條件最優良之機關作出該決定。德國學者 Ossenübhl 將此運用到法律保留的

基礎建構面，即以「符合功能之機關結構（funktionsgerechte Organstruktur）」標準，具體化空洞

的「重要性理論」，並為其提供另一角度之說理基礎。詳細介紹，許宗力，論法律保留原則，載：

氏著《法與國家權力》，1992 年，頁 179-183；林錫堯，法律保留原則之理論與實踐，法學叢刊，

200 期，2004 年 5 月，頁 6-8；法治斌、董保城合著，註 109 書，頁 44-45。 
296 釋字 394 號解釋理由書（釋字 538 號解釋同）：「建築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營造業之

管理規則，由內政部定之』，概括授權內政部訂定營造業管理規則。此項授權條款並未就授權之

內容與範圍為明確之規定，惟依法律整體解釋，應可推知立法者有意授權主管機關，就營造業登

記之要件、營造業及其從業人員之行為準則、主管機關之考核管理等事項，依其行政專業之考量，

訂定法規命令，以資規範。」；釋字 612 號解釋理由書：「舊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前

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輔導辦法及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此一授權條款雖未就專業技術人員資格之授權內容與範圍為明確之規定，惟廢棄物清理法所以設

置專業技術人員之目的，係因應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經營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理

業務時之科技及專業需求，故依法律整體解釋，上開授權條款賦予主管機關之權限，除專業技術

人員資格之認定外，尚包括主管機關對於專業技術人員如何適當執行其職務之監督等事項，以達

成有效管理輔導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之授權目的。」；釋字 629 號解釋理由書：「行

政訴訟既以當事人起訴所得受之利益是否逾一定之金額或價額，作為劃分通常訴訟程序與簡易訴

訟程序之標準，則此一劃分標準是否有效而可發揮避免虛耗國家有限之司法資源，促使公法上爭

議早日確定之功能，應視社會情勢而定。衡諸法律之修正費時，是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第

二項規定，該條第一項所定數額，授權司法院得因情勢需要，以命令減為新臺幣（下同）二萬元

或增至二十萬元，以資因應。其授權之目的洵屬正當，且其範圍及內容具體明確，自無違於法律

保留原則與授權明確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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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而為最適切之判斷，這也是偵查程序採取自由形成原則的意義所在；不過另

一方面，其也的確無法逸脫「可能會對基本權造成干預」的本質，因此問題在於，

如何權衡二者，以定其規範密度/法律保留程度？ 

就現行法中的強制處分（搜索、扣押、羈押、逮捕、拘提、通訊監察）而言，

顯然已因「嚴重干預基本權」而被劃歸於「絕對法律保留」之層級，因而立法者

才會在刑事訴訟法或其他特別法，直接明定其發動要件（因而亦無須討論授權明

確性問題）；至於其他的一般偵查措施，本文認為不能一概而論，申言之，衛星

追蹤、紅外線偵查所干預的基本權態樣與搜索（此強制處分）大致相同，且其以

隱匿而「使受干預人無從察覺」的方式為之，無形中提高干預程度，因而亦應納

入絕對法律保留之範疇；而（亦多以隱匿方式進行的）長期跟監、過濾監視錄影

帶、間接取得個人資料等偵查措施所牽涉者，雖屬新興的基本權－資訊自決權、

一般行為自由等－而無從以現存而干預相同基本權之強制處分作為比較基準，然

並不能因此否認其對上開基本權造成的干預，不過，如本文第二章所提及，由於

其往往運用於偵查的前置、摸索階段－就此等規範對象、事物領域而言，偵查的

靈活性與彈性、偵查者的經驗與專業將更被側重與強調，據此，其可劃入相對法

律保留之範疇；至於臥底線民的設置與運用、誘捕偵查方式的實施等，雖然就所

干預的基本權態樣（資訊自決權、一般行為自由）、方式（隱匿性）或實施階段

（偵查前置、摸索性階段）等層面而言，與長期跟監、間接取得個人資料等之偵

查方式頗為相近，惟一方面由於其往往需長期佈線而會增加干預程度，另方面則

因其尚與已具體化於刑事訴訟上的重要憲法原則－不自證己罪、正當法律程序原

則等有所連結，因而，將渠等納入絕對法律保留之範疇，較為妥適。 

 

三、所謂的「偵查保留」？  

同樣以大法官所建立的層級化保留體系為基礎，傅美惠試圖依照各種偵查措

施（按：其用語乃「偵查作為」）於「性質」及「干預人民基本權利強度」上的

差異，建構一個同心圓結構的「偵查作為層級化保留體系」，由內向外的層級分

別是：憲法保留→法律保留（強制性取證）→法律保留（任意性取證）→偵查獨

立/偵查保留297。本文認為，雖然其欲以此說明「不僅是強制處分，只要是會對

                                                       
297 詳細說明，傅美惠，註 29 文，頁 7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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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權造成干預之偵查措施均應受到法律保留原則之合憲控制」的初衷與本文並

無不同，然卻存有以下問題：首先，就其所建構之第二層與第三層法律保留而言，

觀察所舉之例，似乎僅是將現行刑訴法已規範（即：均已通過「絕對法律保留」

檢驗）之強制處分或證據方法「直接套至大法官所建構的層級概念中以為說明」，

實無法分辨出有何規範密度上的差異298；另外，以「強制/任意性取證」區隔各

種偵查作為的性質、干預程度，並以之作為歸入不同法律保留層級的標準，似乎

僅具形式意義299；最後，與本文最為相關的是：其自偵查自由形成原則所導出的

「偵查保留」層級，在「係屬浮動而無法說明其範圍」的前提下，是否具有實質

的概念意義？為予釐清，試說明如下： 

 

（一）法理基礎的探尋：行政保留？ 

關於「偵查保留」，傅文中僅提及其「用語上的靈感」係源於另一文獻中所

探討的「警察保留」300，並未對此「屬權利保護低密度領域」之概念在法理基礎

                                                       
298 申言之，其強調「若涉及生命、身體以外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不論是傳統（如搜索、扣押、

拘提或逮捕）或新型態的強制處分（如鑑定留置、監聽、控制下交付），均屬絕對法律保留（即

第二層次）範疇，應以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結論固值贊同，但論述過程誠有疑問，因為絕對法律

保留領域並不（可能）排除「對生命、身體、人身自由的限制」（尚且以此部分為最大宗的規範

對象），至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欲納入此一層級，則須特別論證該基本權之重要性；又，其於第

三層次法律保留僅舉「勘驗」為例，結論式地說明其「係屬侵害人民權利較輕微、但涉及公共利

益（犯罪追訴）的重大事項，故以刑事訴訟法為規定，符合『偵查法定原則』」亦令人費解，一

來其並未論證「勘驗」此偵查措施干預了何等基本權、為何干預程度較輕微；二來，在釋字 443

號解釋所建構的第三－「相對法律保留」－層級中，被納入者乃「對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或「給

付行政措施，但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換言之，若屬公權力的「干預」，僅需論證其對基

本權造成限制，無需再論證其是否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故通說始謂：重要性理論將法律保留的範

圍帶到給付行政領域），而勘驗、或其他「任意性取證」方式，無論如何均不可能有「給付」行

政之性質，因而論者的上開論述若非誤解大法官之意，即屬「增加大法官解釋所無之限制」（且

如此一來，所謂的層級化保留體系亦將空洞化，因具體的判準似已回歸「重要性理論」）；三是，

既然此一層級亦需以「法律：刑事訴訟法」加以規定，則其與第二層級之差異究存於何處，未見

說明；最後，「偵查法定原則」強調的是「偵查發動（時間點）上」的法定（即，檢察官在「足

認犯嫌時」，即需開始偵查），而非「有關偵查事項、措施、方式應如何進行」的法定，否則豈

非自打（傅氏亦不斷強調之）偵查程序自由形成原則的嘴巴？因而將規範偵查措施的法律保留原

則，論述為「偵查法定原則之具體展現」，著實令本文有摸不著頭緒之感。 
299 亦即，雖一方面強調「任意性取證」係在不使用強制力之情況下取得證物，然另一方面又將

「形式上看來頗為任意而不（無從）具強制力」之監聽、控制下交付、犯罪現場的處置與封鎖、

甚至偵訊等偵查措施列入所謂「強制取證的法律保留層次」，其間標準究竟為何，未見說明。 
300 傅美惠，註 29 文，註 21，頁 94。惟本文認為，被借用的「警察保留」在該文獻中（林昱梅，

警察任務民營化理論初探，月旦法學，102 期，2003 年 11 月，頁 56）係指性質上屬「公任務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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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進一步的說明。本文認為，揆諸傅氏對此概念的描述/定義，即「偵查機關

擁有『獨立自主』的偵查權限，非屬法律保留範圍，毋須受『法律保留原則』的

嚴格拘束301」，實際上十分貼近公法領域在討論法律保留原則時往往會連帶討論

的「行政保留（Verwaltungsvorbehalt）」概念，故若將偵查保留視為行政保留在

偵查領域的具體延伸，亦非無跡可循。 

 

然而，所謂的「行政保留」，係指縱受依法行政原則之拘束，行政權仍保有

一塊「具憲法效力而可避免國會（立法）干預」的自己形成領域302而言，之所以

強調「憲法位階的效力」，乃因其必須與層級化法律保留體系最外圍「無法律，

亦得行政」之概念有所區隔，要之，劃歸於「毋庸法律保留」領域者，並非即屬

「行政保留」之事項，原因在於：就前者而言，行政的自主空間實係來自立法者

的「（消極）放任」；而「行政保留」的重點就在於其「可積極對抗立法侵害」，

亦即，於憲法規定之範圍內，行政權擁有獨佔之決定權。從權力分立原則的角度

來看，這實際上就是一個行政權可否/如何與立法權「分權制衡」的問題，因而

誠如學者之觀察，不同的憲政體制、背景（→對行政與立法權間的此消彼長容有

不同的分配與設計）將直接影響其對「行政保留」採取開放或保守之態度303。就

我國而言，即因對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相關內容解釋上的差異，導致此概念在學

                                                                                                                                                           
心領域」（而不得民營化）的警察事務，出發點乃欲藉此說明行政（公權力）委託有其「垂直面

向」上的界限；然而，法律保留原則/層級化保留體系所欲探討的則是立法與行政兩個國家權力

間「水平面向」上如何制衡/制衡密度為何的問題，則為何可以上開概念作類比之基礎，即生疑

問。 
301 傅美惠，註 29 文，頁 79。 
302 廖元豪，論我國憲法上之「行政保留」，東吳大學法律學報，12 卷 1 期，1999 年 10 月，頁

4-6；陳敏，《行政法總論》，2004 年 11 月 3 版，頁 176；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2006

年 8 月增訂 9 版，頁 133-134。 
303 析言之，強調行政需「有能力」與立法分庭抗禮之美國，即較能接受行政保留的概念，認為

在任命權、法律執行權（立法否決權的拒斥）等事務之層面上，行政權應享有受憲法保障之自主

決定空間，不過，這也並不意謂關於此類事項均「一面倒」地向行政權傾斜，例如對「獨立檢察

官」（專門偵辦政府高級官員的犯罪行為，而此係屬廣義的行政行為）的任免，雖政府倫理法（Ethics 

in Government Act of 1978）對此的規定（任命由司法部長向法院聲請，由法院選任；免職設有

法定事由）有別於其他行政官員的任免，但聯邦最高法院即認此「並不致造成國會犧牲行政部門

而增加自己之權力」而否認該事務的行政保留性；相較於此，德國既已於基本法 20 條第 3 項中

直接規定「立法者受合憲秩序之拘束；行政與司法受法律與法之拘束」，則行政本質上已被定位

成一個偏向執行層面的權力，因而會產生「行政權之功能固應予以保障，但並不存在立法機關不

得介入之行政保留領域」之通說，亦屬自然。廖元豪，同前註，頁 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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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上的肯否併陳304，對此，本文傾向採取保留見解，理由在於：雖然在這些具爭

議性的「行政保留領域」－包括自治行政保留、行政的組織人事權、補充權及緊

急處置權等－中，行政權確保有一「非絕對→立法僅得對之為『準則性、框架性』

規範」的自主形成空間；然而既憲法上已有其他概念可對之提供理論基礎305，則

                                                       
304 以行政的組織 /人事權而言，以往多因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 條第 3 款之硬性規定而難以解為

有「行政保留」之空間；97 修憲後，對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第 3 項：「國家機關之職權、設立

程序及總員額，得以法律為準則性之規定」的解釋，吳庚即認「將其視為已為行政保留提供憲法

依據，亦不為過」（吳庚，註 302 書，頁 140）；陳敏則關注於「得以法律為準則性規定」之用

語而認「對國家機關之組織，仍無行政保留可言」（陳敏，註 302 書，頁 176）。廖元豪則採取

較為中性之看法，認為自行政、立法相互分立制衡的角度出發，在不應僅存有「立法監督、控制

行政」單向關係的前提認知下，上開規定應解釋為行政權被（增修條文）賦予一個（就國家機關

組織權而言）足以拒斥立法干預的自主形成空間，惟「承認其屬行政保留之領域，並不代表立法

者完全不得加以規範，而只是排除『過度規範』或『不當干預』。」（廖元豪，註 302 文，頁

30，35-36）；許宗力亦強調：「行政機關的人事權（包括任、免）本就屬行政權（無論是總統

或行政院長）掌有，立法院基於對行政人事任命權的制衡，儘可以表現在經由立法，規定人事的

一般資格與條件，至於具體的人事任、免，則屬行政人事權的核心領域，除非憲法明定，否則立

法權原則上並無介入之餘地。」（釋字 585 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 
305 就德國通說亦普遍承認的「自治行政保留」而言，其本屬（原始意義/狹義的）制度性保障事

項，即「公私生活上既存建制的擔保」（吳庚，註 162 書，頁 120-123；許育典，註 115 書，頁

115-116；釋字 467、550 號解釋參照）；就行政的補充權或緊急處置權而言，則屬已通過重要性

理論/層級化保留體系檢驗而劃歸「非法律保留領域（僅有關執行法律之技術性、細節性）事項」，

嚴格而論係屬「國會干涉之剩餘權」（而非憲法位階的行政保留事項）；另需注意者係，近年來

大法官所承認之「屬行政權本質所具有之行政特權（executive privilege）」（釋字 585、627 號

解釋參照），固然係指：包含行政在組織人事、資訊公開與否等事項之決定權，立法原則上應予

尊重，惟同時亦肯認框架立法存在之可能（對此之說明：釋字 585 號解釋理由書：「…立法院行

使調查權如涉及此類事項，即應予以適當之尊重，而不宜逕自強制行政部門必須公開此類資訊或

提供相關文書。如於具體案件，就所調查事項是否屬於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或行政特權之範

疇…有爭執時，立法院與其他國家機關宜循合理之途徑協商解決，或以法律明定相關要件與程

序，由司法機關審理解決之」；釋字 613 號解釋理由書：「立法權對行政權所擁有關於獨立機關

之人事決定權之制衡，一般表現在對用人資格之限制，暨表現在任期保障與法定去職原因等條件

之設定上，以維護獨立機關之獨立性…立法者雖有一定之自由形成空間，惟仍以不侵犯行政權之

核心領域，或對行政院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為限」；釋字 627 號解釋理由書：「總統於憲法

及憲法增修條文所賦予之行政權範圍內，為最高行政首長，…其對職權範圍內有關國家安全、國

防及外交資訊之公開，認為有妨礙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之虞者，應負保守秘密之義務，亦有決定

不予公開之權力，此為總統之國家機密特權。立法者並賦予總統單獨核定國家機密且永久保密之

權限，此觀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二條第一項自明。…惟源自於行政權固有

權能之『國家機密特權』，其行使仍應符合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憲法基本原則，而非憲法上之絕對

權力」）。因而本文淺見，與其自抽象（定義）性的角度去爭執行政保留概念應否存在，將其視

為一交由修憲或釋憲實務在具體個案中，從權力分立、制衡的角度，去決定如何分配、調和行政

與立法之權限，或許較為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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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無再以內涵效力尚非精確，於我國發展上亦尚未成熟的新興概念－行政保留－

理解之必要。 

 

（二）本文看法 

據上分析，本文認為，以本身尚具爭議性的「行政保留」概念作為偵查保留

的法理基礎，並不妥適；所謂的偵查保留，其實正是偵查自由形成原則的換句話

說，而傅文欲對各種偵查作為套用層級化體系之出發點，實質上就是一個將各類

偵查措施依「其性質、干預基本權程度」劃歸於不同層級之過程。既然現行的憲

法、刑訴法體系中已有相對應的概念足以支持，則毋庸再創設一「不確定之法律

概念」加以理解；另，傅文所定義的偵查保留，亦非絕對而有其界限－即「需於

合義務之裁量範圍」內行之－較諸此「難以明確界定之模糊地帶」306，本文於【第

二章 第三節】自憲法、刑訴法的角度一般性地列舉出偵查程序自由形成原則應

有之界限，應屬較為具體之討論。 

 

 

第二項  法律保留與門檻理論 

相較於層級化體系從垂直面向對法律保留程度予以區隔，德國學說上所發展

的「門檻理論（Schwellentheorie）」，則係屬「在同一水平/層級中，可否/如何

再區分法律保留密度」的討論。申言之，其基本主張：「將德國刑訴法 161 條第

1 項、163 條第 1 項之規定，視為偵查機關在發動『干預程度在一定門檻之下』

的偵查措施時，於法律上的一般授權依據（Generalermächtigung）307」，實質上

係以「具干預性的偵查措施，（縱使程度輕微），在法律上需有其依據」為前提

/出發點，而此正是法律保留原則對立法者的基本要求。惟需注意者係，自受規

範者的角度而言，承認一般/概括授權條款，尚有法明確性原則層次的問題，對

此，本文擬於下一節說明。 

                                                       
306 傅美惠，註 29 文，頁 79-80。 
307 Rebmann, Der Einsatz verdeckt ermittelnder Polizeibeamter im Bereich der Strafverfolgung, NJW 

1985, S. 3; Beulke, Strafprozeßrecht, Rn. 104; Meyer-Goßner, § 161 R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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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對此理論源自各種不同角度的批評的確存在，惟本文認為，若細察其

箇中理由，並同時參酌支持者所採取的緩和態度，則「折衷解決之道」的出線，

即非無可能。析述如下： 

 

一、任務分配說的指摘不具實質意義 

如前所述，由於門檻理論係附生於基本權干預體系及法律保留原則308，故主

張德國刑訴法 161 條第 1 項、163 條第 1 項僅具「任務分配（Aufgabenzuweisung）

功能」、而非干預權限(Eingriffsbefugnis）賦予之論者，可謂係從「本質/根本上」

去反對該理論（→既然條文本身並無授權之意，則何來「一般性授權」之存在可

能）。然而，一方面由於 1999 年立法者對上開條文在文字上的修正309，已使「單

純的任務分配說」欠缺形式上的說理基礎；另外，若自（偵查）法定原則此實質

意義的角度觀察，亦會得出「追訴機關在被課予義務（分配任務）的同時，也將

擁有（被賦予）履行該義務的相應權限」之結論310，故 Rogall 始謂：「澄清嫌

疑與調查事實的義務，原則上也會包含與之相應的權限；對刑事追訴機關的任務

分配規定同時含有權限規範之意，在規範邏輯與規範理論上均不需懷疑」311，據

此，將上開規定解為同時兼具任務分配及權限授予之性質，並不衝突且較為妥適。 

 

二、一般授權條款於偵查事務領域確有存在必要 

若跳脫單純的語意分析，從基本權干預理論及法律保留原則的角度來看德國

刑訴法的上開規定，則不論是被定位為「一般授權條款」的本文，或與之相應、

規範於但書而必須連結其他（刑訴法或特別法中）具體規定加以觀察的「特別授

權條款」，都將因此被賦予實質意義，此正係門檻理論植基之處；然而，倘欠缺

一個「事前、積極性」的判斷標準，據此決定「何等措施需特別授權/何等則否」，

則此二概念恐將淪為僅具「對現行立法予以分類－即，將未被特別立法規範的干

                                                       
308 林鈺雄，註 28 文，頁 215。 
309 對此請參本文註 42 之說明。 
310 „Die Anknüpfung des § 161 S. 1 an § 160 kann so nur den Sinn haben, der Stattsanwaltschaft die 

Mittel an die Hand zu geben, die sie benötigt, um ihre in § 160 genannte Aufgabe erfüllen zu können.” 

Perschke, Die Zulässigkeit nicht spezialgesetzlich geregelter Ermittlungsmethoden im Strafverfahren, 

1997, S. 123. 
311 Rogall, Informationseingriff und Gesetzesvorbehalt im Strafprozeßrecht, S. 73. 相同見解：

Perschke, a.a.O., S. 93-94; LR-Rieß, §161 Rn. 31; Pfeiffer, StPO Kommentar, §161 Rn. 1. 



 89

預措施，均劃歸於該一般授權條款之涵攝範圍」之消極功能，因而該理論支持者

念茲在茲的，就在於試圖建構一「可供操作的具體門檻」，並認：凡是處於該門

檻之下而具干預本質的偵查措施，毋庸於刑訴法中有具體明確規定，因為透過該

實質層面上寓有一般、概括性授權之意的上開條款，該措施的運用已與法律保留

原則的誡命俾相適應；換個角度來說，該一般/概括授權條款所指涉、涵括者，

亦僅(得)限於干預程度在一定門檻之下的偵查措施－對支持者而言，這樣的詮

釋，已足使關於「承認門檻理論將使所有刑訴法上的特別授權形同具文」的指控，

不攻自破。 

 

針對上開（門檻理論在建構上的）前提，即：在偵查事務領域，應承認刑訴

法有存在「一般授權條款」之必要，縱屬該理論之反對者，基本上亦表支持，僅

在「適用範圍」的界定上，認為應予合憲性地限縮－如 Rogall 即認「一般 / 概

括授權原則不可放棄，因為必要的偵查措施(為何)並非預先可得特定且不會改

變…門檻理論的想法完全是合理的，文獻對現行法或立法論（立法建議）上的研

究均指出那是個『適合以概括條款規範（generalklauseladäquat）』的領域…透過

對 法 律 保 留 採 功 能 取 向 的 解 釋 模 式 （ bei funktionaler Deutung des 

Gesetzvorbehalts），會使這樣的規定有合憲空間312」－追溯其論述之核心，其實

正是本文於第二章所介紹之「偵查程序適用自由形成原則，但仍有其界限」此上

位概念的延伸，誠如 Beulke 所言：「由於犯罪型態的不斷轉變、偵查手段也因

此必須有相對應地更新，要尋求一以列舉方式詳盡規範且足以涵括所有在個案中

可想像得到偵查手段的法條，幾乎是不可能的，因而始有此等所謂偵查概括條款

                                                       
312 Rogall, Informationseingriff und Gesetzesvorbehalt im Strafprozeßrecht, S. 73-74. 揆諸其之後的

說明可知，該合憲空間係以偵查措施係屬「單純/狹義的資訊干預（reine Informationseingriffe）」

為前提，且將屬「特別的資訊干預」者排除在外。析言之，Rogall 認為，廣義的資訊干預概念包

含「與資訊（取得）有關的強制處分（informationelle Zwangsmaßnahmen）」（如監聽、搜索扣

押等），這可能涉及各種基本權領域（如居住自由、隱私、財產權等），當然不得以一般授權條

款為發動依據；而狹義的資訊干預則僅屬對一般人格權（資訊自決權）的侵害，雖「有可能」以

一般授權條款為其依據，惟若屬「特別的資訊干預（besondere Informationseingriffe）」領域者－

如儲存於電腦中偵查資訊的利用及線民、臥底的設置，進一步來說也包括刑訴程序上科技設備

的使用，如通訊監察，即不與焉－原因在於：這些措施具有特別的干預強度（besonders 

eingriffsintensiv），通常需要一個特別在範圍上已有界定的（speziellen, bereichsspezifischen）、

包 含 足 夠 保 護 的 預 防 措 施 （ Schutzvorkehrungen ） 及 程 序 保 障 的 法 律 基 礎 。 Rogall, 
Informationseingriff und Gesetzesvorbehalt im Strafprozeßrecht, S. 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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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產生，即由刑訴法 161 第 1 項、163 條第 1 項明確授權檢察官及其偵查人員可

採取必要、對人民基本權干預較輕微之偵查措施313」；析言之，由於偵查流動性、

靈活性的事務本質，發展出偵查程序自由形成原則，而在此原則所形成的框架之

下，容有一般授權條款的存在空間。 

 

三、「門檻值/基準」的設定確有困難 

反對者雖不否認「偵查概括條款（Ermittlungsgeneralklausel）」的定位本身

與存在必要，然其所強烈質疑者，毋寧係該理論的重心，即「門檻值/基準

（Schwellenwert）」本身的過於空洞314，因而欲以之作為將各種偵查措施劃歸入

一般或特別授權領域時的憑藉，一方面可能陷於論證上的循環，另外也將導致操

作上的恣意。申言之，所謂「干預程度在一定門檻之下（→即劃入一般授權條款

之範疇）」，在古典干預概念的脈絡下，偵查措施「具物理上強制力與否」或許

是一個判斷上的具體指標；惟，在干預概念擴張後，伴隨著－德國刑訴法或其他

相關法規（尤其在涉及資訊自決權的領域，為呼應 1983 年【人口普查案判決】

的要求）對愈來愈多隱密性偵查措施，均已因其「干預基本權程度並不輕微」的

性質而採「特別授權」－的現狀，前述指標勢將失其用武之地。 

一個門檻理論顯然難以解釋的例子是：其對（具警察身分的）臥底設置與（不

具警察身分的）線民使用在法律保留層次所採取的態度。析言之，兩者均屬不具

物理強制力、隱密性的偵查措施，所涉及基本權的種類（資訊自決權、一般人格

權）也大致相同，然在干預程度的比較上，該理論支持者即僅結論式地陳稱後者

較為輕微，並逕得出「在探求其設置的法律基礎時，不得類推臥底之相關規範，

而應劃歸入 StPO 第 163 條第 1 項一般授權條款的指渉範圍」之結論315，至於從

何（基準）得知/比較出後者的干預程度乃較輕微，實際上並未說明。 

                                                       
313 Beulke, Strafprozeßrecht, Rn. 104. 
314 Perschke, Die Zulässigkeit nicht spezialgesetzlich geregelter Ermittlungsmethoden im 

Strafverfahren, S. 104; Rogall, Informationseingriff und Gesetzesvorbehalt im Strafprozeßrecht, S. 74. 
315 Beulke, Strafprozeßrecht, Rn. 424; 此見解亦為德國聯邦最高法院所採，然其同時強調應以比例

原則作為適用上的限制－這反映在其對「設置要件」（如需為對抗及澄清特別危險的犯罪、以其

他手段難以調查（輔助性條款）及狹義比例性：需兼顧犯罪追訴利益及人民基本權利）的說明上。

林鈺雄，註 28 文，註 55，頁 214；同作者，註 13 文，頁 311。對此，本文的疑惑是：既上開要

件與德國刑訴法§ 110a 中所規定、有關臥底設置的發動前提，完全相同；就長期、針對性的設置

而言，兩種偵查措施在運用上又有其類似性（隱性、詐欺本質），則為何「形式上有礙觀瞻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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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折衷模式：定位為「消極性/輔助性授權條款」的可能 

據上分析可知，肯否兩派的見解，實際上呈現出一種「論點上的零合」狀態，

亦即，對理論提出者所跨出第一步－在偵查事務領域上應承認一般授權條款－的

正確性，反對說雖無從置喙；惟對反對者的攻擊重心－門檻本身的不夠精確，肯

定說似亦難於招架。 

本文認為，可能的折衷途徑是，將德國刑訴法 161 條第 1 項、163 條第 1 項

定位為「補遺功能的授權條款」，亦即，其授權功能/面向所指涉之對象僅及於

「尚未因干預基本權達一定程度而已被特別授權」之偵查措施，而此「無從正面

表述、僅得消極確認」其範圍（→因此該範圍實具流動性、不確定性）的特性，

應是偵查自由形成原則、擴張後的現代干預概念與概括基本權的興起等元素交互

作用下的不得不然；換言之，為因應基本權（干預）理論本身愈發細緻化的發展，

德國刑訴法及其他特別法既已提高特別授權的密度，則其他本於偵查（者）經驗

技巧、隨偵查階段、個案差異在運用上將有所不同之偵查措施，似應寬認其得一

般性地以上開條文為授權依據，藉以通過法律保留原則此合憲控制面向之要求。 

 

實際上，學說上對規範結構十分類似的德國警察法中（以危害防止為其目的

之）一般授權條款316的詮釋，業已反映上開論點。Kugelmann 即認317，警察法中

之所以容許一般授權－在此基礎下警察及秩序維持機關有一廣泛的行為空間，被

授權可採取一切必要而在種類、方式或內容上均無所限制的措施－，最重要的原

因乃在：不可能事先針對所有公共安全的危害，（其預防措施）予以窮盡立法。

因此，對但書中的特別授權條款而言，一般授權條款僅具輔助性（subsidiär）功

                                                                                                                                                           
由（←若直接對「可能來自四面八方、三教九流的」線民運用予以規定）」即足以成為立法者有

意排除（→不存在立法漏洞而不可）類推適用的論述基礎（→林鈺雄，註 13 文，頁 307）？又，

為何就同樣的偵查手法而言，「類推適用臥底設置之規定」會較諸「直接適用『以修正門檻理論

為詮釋的』一般授權條款」，更不符合法律保留原則的要求，甚至「架空其根本內涵」（→林鈺

雄，註 13 文，頁 308）？ 
316 以 § 8 Abs. 1 PolG NW（北威斯特法倫邦警察法第 8 條第 1 項）為例，其規定如下：„Die 

Polizei kann die notwendigen Maßnahmen treffen, um eine im Einzelfall bestehende, konkrete Gefahr 

für die öffentliche Sicherheit abzuwehren, soweit nicht die §§ 9 bis 46 die Befugnisse der Polizei 

besonderes regeln.”（→略譯：只要 9-46 條中對警察權限無特別規定，為了防止存在於個案中對

公共安全的具體危險，警察得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317 Kugelmann, Polizei- und Ordnungsrecht, 2006, S. 25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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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又因大部分早期認為係典型而有（立法）保護必要的案例，在今日的立法體

系中，均已特別授權，故只有在其他法律對該等措施之使用未予列舉規定時，始

得回溯適用該一般授權條款，從而該條款應僅具補遺（Lückenerfüllung）功能318。 

 

回到刑訴法上對門檻理論的討論，若細究肯否二說的論述也會發現，一方面

支持者的態度本有所保留－即，其並非「欲以承認門檻理論作為對基本權干預的

偵查措施需特別授權的一種替代」319；而否定說的說理過程－「在對偵查概括(授

權)條款有新理解前，目前僅能透過個案審查的方式，審查某種偵查措施在刑訴

程序上以一般授權條款為基礎上是否合法」320－亦屬溫和而非激進。一言以蔽

之，劃定門檻－即一般授權與特別授權分野－的任務，其實透過立法者「挑選需

予特別授權者」的過程亦可達成，此時，欲再自積極層面界定「需一般授權者」

為何，似顯不必要且如前所述，將有違偵查具靈活性、彈性的事物本質。 

綜上所述，由於詮釋角度的不同，德國刑訴法之上開規定，得以呈現出「並

不衝突而相輔相成」的多元樣貌。一方面而言，它可以從（偵查）法定原則的角

度加以理解，在此脈絡下，追訴機關負有採取一切「有助發現真實、遂行其法定

任務」偵查措施－包含強制處分及一般偵查措施－的義務，而與此相連結的，正

是該規定的任務分配功能；另從法律保留原則的憲法層面加以觀察，又有將其解

讀為同具權限授予功能－包含本文的一般授權及但書的特別授權－之必要；若再

上溯一般授權條款的承認背景，則同自該規定所導出的偵查自由形成原則，所扮

演的角色，舉足輕重。 

 

 

第二節  法明確性原則 

法安定性的追求乃法治國的重要使命，而其靜態面向便是法明確性原則，簡

單來說，其係以「關於公權力措施會如何限制基本權利（構成要件）/ 限制到何

種程度（法律效果）的立法，應明確到使受規範者得以清楚預見而可措其手足」

                                                       
318 例如，就個人資料的調查而言，由於涉及一個有特別的法律/授權基礎的領域，此時即不容

其掩身於一般授權條款之後。Kugelmann, a.a.O., S. 254. 
319 Beulke, Strafprozeßrecht, Rn. 104. 
320 Rogall, Informationseingriff und Gesetzesvorbehalt im Strafprozeßrecht, S.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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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為核心內涵。在確立一般偵查措施可能干預基本權，且於刑訴法上亦有「授權

依據/基礎」後，於此層次所需討論者，即此「授權可為干預」之條款－就德國

刑訴法而言，即 161 條第 1 項「得採取各種類的偵查措施」；就我國而言，則是

刑訴法 228 條第 1 項的「應即開始偵查」－是否「已臻明確」；換言之，雖有法

律保留，惟若因規範本身的不夠明確，致受規範人無法確實了解規範意旨時，將

使法律保留的功能大打折扣、甚至無從發揮，故有謂：法明確性原則乃實質意義

的法律保留322，意即在此。 

 

 

第一項  核心審查基準：「受規範人」的理解與預見可能 

誠如論者所言，既法律明確性原則乃在保障人民對其行為是否受法律規範有

預見之可能性，則審查法律規定明確與否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基準即在於：受

規範之一般人民是否能理解系爭法律規定之意義，並因而對其行為受法律規範與

否有預見可能323；觀察我國釋憲實務，自釋字 432 號解釋以降，其確已成為多則

與法明確性相關之解釋的共同審查基準324。然，重點在於，對此審查基準是否存

在「客觀判斷標準」？或者換個角度來說，受規範人所應理解、預見的「程度」

究為何？ 

 

以下簡析大法官所提出的各種判斷法，並說明其是否具備實質意義。 

 

 

                                                       
321 陳愛娥，如何明確適用「法律明確性原則」？－評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四五號解釋，月旦

法學，88 期，2002 年 9 月，頁 253；法治斌、董保城合著，註 109 書，頁 54；李惠宗，立法之

界限－法律明確性原則，月旦法學教室，70 期，2008 年 8 月，頁 20。 
322 因為「法律必須具合於明確性的要求，才能真正實現法治國原則對法律保留原則的堅持」，

許玉秀，釋字 654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323 許宗力、林子儀，釋字 636 號解釋部分協同意見書。 
324 作為濫觴之釋字 432 號解釋：「...苟其意義非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

司法審查加以確認，即不得謂與前揭原則相違」；其後的釋字 521（理由書）、602（解釋文）、

617（解釋文）、623（理由書）、636（解釋文）等解釋之用語均與此完全或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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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必須具備「足以探求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的背景知識與

能力？ 

此「額外」之判斷標準，可見於釋字 594、617、623、636 等號解釋325，簡

言之，大法官於此認為，欲判斷法規範是否為一般人所得理解，不僅是一個憑藉

社會通念、一般人/平均人的知識背景，對系爭條文文義予以「說文解字」的過

程，「應（會）運用目的及體系解釋以探求法條真意」，亦及之。 

對此，反對者認為326，所謂的受規範者可以理解、預見，當然係（僅）指：

針對系爭法律規定的文本（判斷客體），以「常人常理－即當時社會一般人民之

文字語言習慣或日常生活經驗」327（判斷基準）加以判斷而言，若認受規範之一

般人民尚需具備與習法者或執法者有相同的能力－即，應從立法目的或法規範體

系之整體關聯，理解法律規定之意義－則實已未將之視為一般人民，並非合理之

要求；唯一的例外存在於：當法條的立法目的或立法理由，已因反覆之解釋適用

而形成明確內容，並經依法公布或其它公示方法，為受規範之一般人民所習知時

－亦即，此時認定一般人有目的解釋之能力，始非唐突。 

 

本文贊同上開反對見解，析言之，運用目的與體系解釋的前提，在於必須知

悉「立法目的」、「整體法架構中與系爭法條有關之規範」、或「相關指示參照

（Verweisung）規範328」的存在，然而，若非這些「背景知識」已藉適當之「公

                                                       
325 釋字 594 號解釋理由書：「如法律規定之意義，自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非難以

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

加以認定及判斷者，即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釋字 623 號解釋理由書：「其意義依其文義及

該法之立法目的解釋，並非一般人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

認。」（釋字 636 號解釋同此） 
326 許宗力、林子儀，釋字 636 號解釋部分協同意見書。 
327 即釋字 594 號解釋理由書中所謂「從合理謹慎受規範行為人立場，施以通常注意力即可預見」。 
328 指示參照係指：法規範就其構成要件指示參照其他規範以決，乃立法技術上避免繁瑣重複之

手段，Kral Larenz 著，陳愛娥譯，《法學方法論》，1996 年，頁 158-159。對此，有一般性認定

在受規範者得以認識被指示參照規範的前提下，該指示參照性之規定即無違法明確性原則者（M. 

Lehner）；亦有更細緻區分為，若屬靜態的指示參照（statische Verweisung），因被指示參照者

係法律規定參照時的固定內容，此時較不致影響法律明確性；惟若係將其他規範的各該現行內容

隨時納入而構成機動的指示參照（dynamische Verweisung），則僅在指示參照性的規定就指示參

照的內容、範圍均已劃定起碼的界限時，始符合法律明確性之誡命，M. Lehner, Zur Bestimmtheit 

von Rechtsnormen- am Beispiel einer Entscheidung des Österreichischen VerfGH, NJW 1991,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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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宣示、形式化」之方式融入所謂的「社會通念」，逕要求受規範者應據此「內

功」而可在面對法律規範時予以「望文生義」，實屬強人所難329。 

 

二、是否得受司法審查應非重點 

在大法官歷來解釋中作為審查法律明確與否的第三標準：可經由司法審查加

以確認，其真意為何，「饒堪研求」。申言之，觀察解釋文之前後脈絡，似意在

強調：法律的明確程度－即受規範人是否有理解、預見可能－必須可經由司法審

查加以確認，據此作為人民權利得獲司法有效救濟之前提；對此本文認為，事後

司法救濟途徑的提供固有其重要性，然其並不足以替/取代法律明確性原則、甚

至作為法律明確與否的判斷標準，因為法律明確性原則的核心內涵，正係在保障

受規範人民得於「尋求（司法的）事後救濟」前即了解法律的正確意涵，進而得

知其係「受如何之規範」，故，其與應提供事後救濟途徑的要求，定位上應屬並

行不悖且有階段上的差異，不容混淆。 

退步言之，縱認大法官採此第三標準之意，係在與前二審查基準的可受司法

審查性切割，即僅為單獨強調法律規範本身需具備「必須足夠明確，俾提供司法

據以審查行政行為的依據」330之性質，然揆諸其「涵攝過程」，又會與此推論大

相逕庭。陳愛娥即指出331，以釋字 545 號解釋為例，若採上開解釋，則大法官必

須說明系爭法律（醫師法 25 條）已提供司法機關何等明確的審查依據，據此而

得認定其與法律明確性原則並無不合，惟對此，大法官顯然選擇保持緘默，仍僅

以「其涵義於個案中並非不能經由適當組成之機構…加以認定及判斷，最後亦可

由司法審查予以確認，則與法律明確性原則並無不合」為宣示性的說明，結論就

                                                                                                                                                           
892-893; K.-P. Sommermann, in: v. Mangoldt/Klein/Stack, GG II, 2000, Art. 20, Rn. 277-278，以上轉

引自陳愛娥，註 321 文，頁 256。 
329 以指示參照規範為例，由於實質以觀，其亦屬體系解釋之範疇，因而若要求受規範者需運用

體系解釋來理解規範，則其必須透過指示參照規範知悉被指示參照規範的存在並了解其內容，對

受規範者而言，並非易事。陳愛娥即以此指出，在釋字 521 及 545 號解釋中，大法官對系爭以指

示參照作為法規範技術的法條（釋字 521 號解釋→海關緝私條例第 37 條第 1 項第 4 款「其他違

法行為」；釋字 545 號解釋→醫師法第 25 條「業務上之違法行為」），作出並未違反法明確性

要求之結論，乃屬率斷，詳細說明請參陳愛娥，註 321 文，頁 256-257。 
330 M. Sachs,in: M. Sachs(Hg.), Grundgesetz, 2. Aufl., 1999, Art. 20, Rn. 126. 轉引自陳愛娥，註 321

文，頁 251. 
331 陳愛娥，註 321 文，頁 25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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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標準下的司法救濟不可能實質有效，因為尋求權利救濟之人起訴前對審

查基準根本無從確知332。 

 

三、小結 

一言以蔽之，既法律明確性原則的出發點，乃在使受規範人得因此措其手

足，則審查法律明確與否的標準，即應自受規範人/群體之角度出發，以其「（依

一般經驗被認定）可得而知」的背景知識作為其文義解釋任務的底限，至於運用

目的或體系解釋的要求，應不與焉；另外，判斷標準的可受司法審查性，與（決

定）判斷標準本身係屬二事，將得受司法審查與否納入法規範明確與否的判斷過

程，似屬畫蛇添足。 

 

 

第二項  容有「不確定法律概念」、「概括條款」之存在空

間 

在強調法明確性原則重要性的同時，釋字 432 號解釋復認：「立法者於立法

定制時，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從立法

上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而為相應之規定」，換言之，考量到行政

的自由/靈活性、立法本身的有時而窮，乃至於個案正義（Einzelfallgerechtigkeit）

的追求333，雖在法規範的技術層面上使用抽象而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概括條款，

惟若「透過法律解釋的方法，能使這些用語明確或可得明確」334時，即無悖於法

律明確性原則。 

                                                       
332 相同見解，林子儀，釋字 617 號解釋部份不同意見書：「所謂『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

之意，基本上係指除最終仍須以司法提供人民有效的權利救濟途徑之外，就向來大法官相關解釋

之文義前後脈絡以觀，尚須包含系爭法律規定本身必須足夠明確，以作為司法審查依據之意。蓋

因人民在尋求權利救濟之前，若無從得知司法審查之基準為何，則即便客觀上救濟途徑確實存

在，亦無法被肯認為有效的救濟途徑。」 
333 透過裁量規定，使行政機關、公權力在處理個案時，得以考慮法律之目的及個案之具體狀況

為適當合理之解決，個案正義即據此實現。陳敏，註 302 書，頁 182。 
334 許育典，註 115 書，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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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行政法領域中不確定法律概念與裁量應否、以及如何區別的問題，本文

不擬多論335，因為就此而言，本文所欲討論之客體：偵查的概括條款/一般授權

條款，已屬特定且明確－即，應屬兼具決定/選擇裁量性質336之概括條款－重點

在於：此概括條款是否「可得明確→有其存在必要而無違法明確性原則」。 

 

 

第三項 偵查概括條款的「明確性」要求 

                                                       
335 簡言之，依德國通說（質的區別說），不確定法律概念係出現於法律規範的構成要件層面，

裁量則發生於法律效果；對前者，為求法適用上的正確性，司法機關以審查為原則，僅在事物具

高度專業性、複雜性（如環保或經濟法規上的危險預估、價值判斷）或屬人性時，為免強予審查

將牴觸司法的功能界限，例外承認機關有一定程度的判斷餘地（Beurteilungsspielraum）；至於

後者，則以不審查為原則（除非發生裁量逾越或濫用之「違法」情事），以尊重由立法所賦予的

行政自由性，避免造成以法院裁判取代行政機關裁量之效果。詳細介紹，陳敏，註 302 書，頁

184-211；吳庚則認，兩者雖非毫無差別，但本質上並非截然不同，尤難在概念上作理想類型式

之區分，故主張應採「量的區別說」，吳庚，註 302 書，頁 121-125。 
336 法律對兩者有不同之授權內容，在決定裁量（Entschließungsermessen），行政機關所「裁量」

者乃是否採取措施；選擇裁量（Auswahlermessen）則係指，行政機關得在數個皆為法律所許可

之措施中，自行決定採取其一。若法律不僅許可行政機關在法律之構成要件實現時，決定是否採

取措施，在其決定採取措施時，並許可其在多項措施中為選擇，即同時為決定裁量及選擇裁量之

授權，本文所討論的偵查概括條款即屬之，亦即，其授權追訴機關，在「構成要件－知有犯罪嫌

疑」實現時，可「決定」採取「何種」偵查措施。（條文雖謂「應即」發動偵查，惟此僅係「啟

動偵查時間點」上的限制，就偵查措施的「是否」發動及欲採取措施之「種類」為何，仍取決於

追訴機關之裁量）。陳敏，註 302 書，頁 178。另，縱將此偵查概括條款定位為混合不確定法律

概念（「知有犯罪嫌疑」）與裁量（「開始偵查」）之結合規範（Koppelungsvorschriften），則

因此時並不屬裁量消失（Ermessensschwund）或裁量吸收不確定法律概念之情形，分別處理的結

果，就是應尊重偵查機關對「犯罪嫌疑存否」有基於「專業技術經驗法則」之判斷餘地，在此前

提下，追訴機關得自行決定的空間實質上並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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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明確性原則對概括條款「容忍度」的探討上，學說337與實務338均認所規

範的事務領域（為何）在此具有指標性的判斷意義，亦即，依個案權衡基本權干

預程度 v.s 規範事物性質的「規範密度理論」此時將繼續（如同其作為層級化法

律保留判斷基準時所扮演之角色）發揮作用339。就本文所欲探討的偵查事務領域

而言，Perschke 即指出，由於科技進步及生活型態的變更，不論是犯罪型態或追

訴犯罪的方法都已有所改變，對此，刑事訴訟相關的法律規範體系應有個別的彈

性反應，開放性概念（offene Begriffen）的使用因而有其必要340，若此時仍認立

法者必須負責對所有新型、具體的偵查措施創置明確的授權基礎，「縱使可能，

也會造成過度的『法律化』，大幅阻礙國家追訴犯罪的基本任務341」；換言之，

偵查任務的特殊屬性，已提供偵查概括條款存在於刑訴法上初步的正當理由。 

 

                                                       
337 陳愛娥，註 321 文，頁 254-256；Perschke, Die Zulässigkeit nicht spezialgesetzlich geregelter 

Ermittlungsmethoden im Strafverfahren, S. 99-100；Rogall, Informationseingriff und 

Gesetzesvorbehalt im Strafprozeßrecht, S. 67. 
338 釋字 432 號解釋理由書：「…縱其內容及範圍具有某程度之不確定性或概括性，惟個案事實

是否屬該規定所欲規範之對象，仍可經由司法程序依照社會上客觀價值、職業倫理等，按具體情

況加以認定及判斷，要無礙於法安定性之要求」；釋字 545 號解釋理由書：「所謂『業務上之違

法行為』，係指醫師於醫療業務，依專業知識，客觀上得理解不為法令許可之行為…並非泛指醫

師之一切違法行為，其範圍應屬可得確定；所謂『業務上之不正當行為』則指醫療業務行為雖未

達違法之程度，但有悖於醫學學理及醫學倫理上之要求而不具正當性應予避免之行為，尤以涉及

醫德者為然。法律就前揭違法或不正當行為無從鉅細靡遺悉加規定，因以不確定法律概念予以規

範，惟其涵義於個案中並非不能經由適當組成之機構依其專業知識及社會通念加以認定及判

斷…(後略)」。 
339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持續的見解即認，形式法律的明確性應與基本權干預的強度相稱，只有那

些具基本權重要性的國家行為/公權力措施（grundrechtsrelevantes staatliches Handeln）對受保護

自由權的影響程度係屬較輕微時，始可以概括條款立法。Perschke, Die Zulässigkeit nicht 

spezialgesetzlich geregelter Ermittlungsmethoden im Strafverfahren, S. 106；另，林錫堯亦指出：「於

法規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時，是否符合明確性原則，必須考慮…對基本權侵害之程度及解釋可能

性等因素。…換言之，法規之規定，必須從『所規律之生活事實之特徵與規範目的』可得了解其

規範內容，從而，可能因『所規律之生活事實之特徵』而降低明確性要求，尤其，如果所規律之

生活事實具有迅速或完全無從預見之變化特徵，應容許有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規定」，林錫堯，《行

政法要義》，2006 年 9 月 3 版，頁 52。 
340 Perschke, Die Zulässigkeit nicht spezialgesetzlich geregelter Ermittlungsmethoden im 

Strafverfahren, S. 101. 
341 林鈺雄，註 28 文，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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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要判斷的重點是：此偵查概括條款的「射程範圍（Reichweite）」，

對受規範之人民（潛在的基本權干預對象）而言，是否依其日常生活及語言經驗，

即可得明確。對此，Perschke 試圖從兩方面加以論證： 

1. 就構成要件而 言 ， 相 較 於 警 察 法 規 範 中 「 公 共 安 全 （ öffentlich 

Sicherheit）」或「公共秩序（öffentlich Ordnung）」的用語，StPO §§ 161 

I、163 I 中需存有犯罪（初始）嫌疑的要求毋寧已較具體明確，因為警

察在適用前兩者時，尚須連結許多更具價值判斷色彩的官方定義342

（amtlich Begründung），始得決定其是否可對法定或非法定的規範違反

（Normwidrigkeit）行為採取干預行動；相較於此，發動偵查措施的前提

－犯罪嫌疑，由於僅需參照刑法，此要件（所指涉之範圍）顯然已較特

定； 

2. 就法律效果而言，其認為警察法中的一般授權條款，係容許警察依裁量

而採取必要、必需的調查措施；而前開偵查概括條款是要求追訴機關若

發現犯罪嫌疑，應即開始偵/調查而不容許任何推遲（Aufschub），亦即，

其在刑訴法上對相對人具有源於法定原則的行為義務，並不存在決定(是

否開始偵/調查)裁量的空間。 

 

然本文認為，以上分析對問題的解決並無太大實益，原因很簡單：觀察角度

的錯置。析言之，前開比較係以受規範人是警察、追訴機關為出發點，而非一般

人民，會採取這樣的觀點，顯係（僅）連結該規範所亦具備的任務分配功能；然

需予辨明者乃：固然，追訴機關係以此為依據（即，某種程度上可謂受其規範而）

發動偵查，但也正因如此，作為干預發動者/主體的追訴機關，不可能是法明確

性原則所欲保障的「規範對象」。畢竟，作為首要任務乃基本權保障之法治國原

則的下位概念，法明確性原則的保障對象，當然應係指基本權因該明確與否具可

疑性之規範，有受干預可能之人－就此處所討論的偵查概括條款而言，即為可能

                                                       
342 如根據 § 14 PrPVG (普魯士警察行政法)，「公共安全」應理解為：客觀法秩序的不可侵性、

個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權的不可傷害性，及國家與其設立基礎的存續及功能（確保）；

而「公共秩序」也必須連結以下－即，遵行之，某種程度上依社會共通經驗會被認為是維持人類

共同生活所必要－規範加以理解。Perschke, Die Zulässigkeit nicht spezialgesetzlich geregelter 

Ermittlungsmethoden im Strafverfahren, S. 101-102；李震山，《警察行政法論》，2007 年 9 月，

頁 2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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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偵查概括條款的不明確（→無從預見何種具基本權重要性之干預性偵查措施會

被採取）致基本權有受侵害之虞的一般人民。 

那麼，對一般人民而言，刑訴法上的偵查概括條款究否「已臻明確」，本文

認為，這必須連結規範密度理論所映射的規範（體系）現狀加以考量。就德國法

而言，由於其已對各種類新型態偵查措施廣為特別授權，刑訴法 161 I、163 I 之

規定遂有藉折衷的門檻理論被定位為消極性一般授權條款的空間，既其僅具「補

遺功能」，在法明確性層次的要求上即可（也必須）與「被特別授權者」有所區

隔，換言之，若要求此等一般性的概括授權條款，其具體程度需如同強制處分般

鉅細靡遺，則非但與當初的定位背道而馳，同時可能造成癱瘓偵查之風險。在此

前提下，上開條文的交集部分－「為達 160 條第 1 至 3 項所規定的目的，若法律

未對此另有特別規定，檢察官或警察得採取任何種類的偵查措施」－對受規範之

一般人而言，意義應屬可以理解，且對「追訴機關可能採取/運用特別授權以外

（但仍具干預性）的偵查措施」此情事得以預見，故可認其與法明確性原則無違；

惟，我國刑訴法對偵查措施運用之規範現狀顯然無法與此相提並論，析言之，縱

然可透過修正的門檻理論將刑訴法 228 條第 1 項、230 條第 2 項中「檢察官/警察

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調查」之規定認定為一般授權條款，惟因對新

型態偵查措施特別授權的不足（目前仍停留在僅對傳統的強制處分有特別授

權），在解釋適用上若稍有不慎，其消極性的補遺功能即可能質變為偵查機關規

避干預授權的避風港，此時即有藉助法明確性原則從旁予以嚴格把關之必要。對

此，本文將於【第五章、第二節】作進一步的說明。 

 

 

第三節  比例原則 

若一般偵查措施已通過法律保留及法明確性原則的雙重檢驗，在合憲控制上

扮演最後把關者角色的，當屬比例原則；作為一種「行為規範」，就本文所探討

的主題－（偵查機關對）一般偵查措施的運用－而言，此原則之任務乃在審查立

法者的以下決定，即：對「干預措施發動條件」（如「重罪原則」、「必要（最

後手段）性原則」等）的特別設計與對「執行程度的逾越禁止」一般性（或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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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宣示，是否「適當且已完美考量所有相關之利益343」；另，其具體化之內涵

－適合性、必要性及狹義比例性－在操作上則有其順序/階段性，亦即：需先說

明干預手段「有助於」目的之達成，次論證現實上「無其他較小侵害手段」可資

運用，最後則需衡量並確認干預「目的」（即立法者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與

干預「手段」間，確實存在合於比例之關係344。 

 

近年來，各國違憲審查理論的發展重心，正是進一步精緻化比例原則的操作

（過程），「針對不同自由權種類、干預之案型、態樣，應採取寬嚴不一審查基

準」之論調實已蔚為主流，故以下本文將以此為討論出發點，試圖說明並分析在

「一般偵查措施的運用」此事物領域，應選擇何種「密度」之比例原則審查基準，

方屬妥適。 

 

 

第一項  寬/嚴審查基準的彈性適用 

一、異中有同的德/美模式 

應是由於留學國背景之不同，近來我國憲法學者對「如何更細膩化地操作憲

法 23 條之比例原則」此趨勢性議題，雖有為數甚豐的討論與辯證，惟儼然已形

成「各擁其主」的美式與德派之爭345，對此，本文不擬涉入理論正確性層面的比

                                                       
343 Schlaich / 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7. Aufl., 2007, Rn. 518. 轉引自陳愛娥，基本

權限制之審查基準，載：《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違憲審查基準與社會國原則

論文集》，註 56，2008 年 9 月，頁 16。 
344 此三階段之「操作模式」，謂之通說應無疑問，以大法官於釋字 554 號解釋理由書中的詮釋

（→摘錄於下）為例，與學說上之介紹（僅參：法治斌、董保城合著，註 109 書，頁 45-47；吳

庚，註 162 書，頁 162-164；許宗力，比例原則與法規違憲審查，載：《戰鬥的法律人－林山田

教授退修祝賀論文集》，2004 年 1 月，頁 214-215），可謂完全如出一轍。 

釋字 554 號解釋理由書：「... 如選擇以刑罰加以處罰，倘立法目的具有正當性，刑罰手段有助

於立法目的達成，又無其他侵害較小亦能達成相同目的之手段可資運用，而刑罰對基本權利之限

制與立法者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及行為對法益危害之程度，亦處於合乎比例之關係者，即難謂

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有所不符。」 
345 主張美國模式者，如林子儀（→詳參氏著，言論自由導論，載：李鴻禧等合著，《台灣憲法

之縱剖橫切》，2002 年 12 月，頁 165 以下）、黃昭元（→詳參氏著，憲法權利限制的司法審查

標準：美國類型化多元標準模式的比較分析，台灣大學法學論叢，33 卷 3 期，2004 年 5 月，頁

45 以下）、廖元豪（→詳參氏著，高深莫測，抑或亂中有序－論現任大法官在基本權利案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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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分析，而欲將討論的焦點置於：觀察二論點的核心主張，試圖找尋二者間「異

中有同」之處，並以此說明若回歸「理論發展的目的」－藉比例原則操作上的具

體化，強化對基本權的保障－此功能性觀點，則兩者應屬殊途同歸。 

 

（一） 強調「三重審查標準，應先（視基本權）予區分」的美國 

析言之，美國法認為，對基本權的干預是否正當、合憲，必須同時從「干預

所追求之公益目的」及「干預手段－目的間之關連性」兩層面，結合各基本權之

權利內涵而為實體價值判斷346，因此，有必要針對不同之基本權建構不同之審查

基準，以下所介紹的三重審查基準347，即為其發展迄今、基本348的「類型化結果」： 

                                                                                                                                                           
的「審查基準」，中研院法學期刊，2 期，2008 年 3 月，頁 211 以下）等是；力倡德國模式者，

則有許宗力（→詳參氏著，註 344 文，頁 213 以下）、李建良（→詳參氏著，註 108 文，頁 93

以下）、陳愛娥（→詳參氏著，註 343 文，頁 1 以下）等。 
346 黃昭元，同前註，頁 82、97-99；廖元豪，同前註，頁 250。因兩人進一步的舉例說明有助理

解，略述如下：如黃文論及，就言論自由而言，若涉及對「政治性等高價值言論」的管制，所謂

「重大迫切之政府利益」實已具體化為「為避免『明顯而立即』」之危險」；廖文則以涉及平等

權之「（種族）積極平權/優惠性措施（affirmative action）」為例，指出縱同樣必須採取嚴格審

查標準，針對「政府契約、公共僱用」的案型，「重大迫切的政府利益」必須是「為彌補機關過

去種族歧視所造成之後果」、「手段－目的間具密切關連」則係以「已儘量考慮使用『種族中立』

手段」（→按：應等同於「必要性、最小手段性」之考量）為前提；然若屬與「入學政策」有關

之案型，「重大迫切的政府利益」就不能是「為彌補過去所造成的損害」，而必須是「（學生群

體的）多元化、多樣性（diversity）」，且若使用「配額、統一（以特定比例）加分」等忽略個

人差異性的機械性措施，則「手段－目的間即不具密切關連」。 
347 主要參照林子儀，註 345 文，頁 166-168；黃昭元，註 345 文，頁 83-90。 
348 亦即，其僅係美國法院在具體個案中決定審查基準時，最主要的一般性參考座標，在此三重

審查基準外，針對特別的基本權案型，仍有其他個別獨立之審查基準，如言論自由中的「象徵性

言論」，O’Brien test 即係在「類似中度審查基準」的三個要求之外，復以「個案利益衡量」為

審查（→“if the incidental restriction on alleged First Amendment freedom is no greater than is 

essential to the furtherance of the interest”），又，以管制對象屬「言論內容」與否（即，是否屬「內

容中立（content-neutral）」的管制）區別審查標準的「雙軌理論」，亦有獨立的論述模式，而

與三重審查基準不盡相同；另，在宗教自由的領域審查某立法是否違反「政教分離/禁止國教條

款」時，亦係以無法納入三重審查基準任一，而著重對目的、效果「質的層面」描述之 Lemon test

（→強調立法必須基於世俗目的、效果上不能是為促進或鎮壓某宗教、不可造成國家與宗教間

的過度糾葛）作為審查基準。詳細介紹，林子儀，註 345 文，頁 165-168；黃昭元，註 345 文，

頁 77-82；法治斌，政教分離、出版自由與公共論壇，載：氏著《法治國家與表意自由》，2003

年 5 月，頁 324-329；廖元豪，註 345 文，頁 25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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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理審查標準（rational relationship test）：政府的干預僅須具備「正當

利益」，干預之手段與目的間亦僅需存在「合理之關連」；經由「表面

上合理，實際上無審查」的操作過程，適用結果往往是「推定合憲」； 

2. 嚴格審查標準（strict scrutiny test）：政府的干預必須具備「重大、迫切

（compelling）之利益」，且干預手段與目的間必須具有「必要且嚴格限

縮其適用範圍」之密切關連；其「理論上嚴格，實際上致命」的適用過

程，則往往導致「推定違憲」之結果； 

3. 中度審查標準（intermediate scrutiny test）：政府的干預需為維護「實質、

重要的利益」，干預手段與目的間則需具有「實質關連」，其「剛好緩

和了前述雙重標準的僵硬與簡化，並提供了一個近似個案利益衡量的審

查基準349」；由於政府負有證明手段與目的間「緊密契合」之舉證責任，

適用結果亦常「傾向違憲」。 

 

（二） 側重「以一貫之，但（對立法事實的）審查基準有別」的德國 

德國法認為，作為一種（對各種基本權干預案型而言）共通的審查基準，比

例原則的操作過程，實際上就是針對「立法者為何要授權干預」此立法的（前提）

事實、背景，在適合性、必要性與狹義比例性三層面上進行審查，亦即，既然「任

何法律規整都以事實認定（tatsächliche Annahmen）為前提，而立法者的決斷往

往植基於對將來發展的預測（Prognose）」，則此（結合事實認定與情況預測的）

立法上之「評估特權（Einschätzungsprärogative）」，顯然才是比例原則「實質

的審查客體/對象」350；然而，考慮到所涉事物領域之性質、被影響法益之重要

性及立法者作成確實可靠判斷之可能性等因素351，當司法欲透過比例原則去「確

立（形成心證）」此評估特權的範疇、界限時，為免流於判斷上的恣意，自有必

要針對「不同態樣、程度之立法事實」，發展/採取「寬嚴不同」的審查基準，

析述如下352： 

                                                       
349 黃昭元，註 345 文，頁 87-88。 
350 陳愛娥，註 343 文，頁 17-18；詳細說明，許宗力，違憲審查程序之事實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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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349。 
351 陳愛娥，註 343 文，頁 17；Starck 著，許宗力譯，註 116 文，頁 318；詳細說明，許宗力，

同前註，頁 358-362。 
352 主要參照許宗力，註 344 文，頁 215-216、226；陳愛娥，註 343 文，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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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顯性審查（Evidenzkontrolle）：除非立法者對事實的判斷或預測，在

一般理智、謹慎的市民眼中有「公然、明顯、無疑義的錯誤」，否則即

予尊重； 

2. 強烈內容審查（intensive Inhaltskontrolle）：司法者對立法者判斷須作具

體詳盡的深入分析，倘無法確信立法者的判斷是正確的，舉證的不利益

將由立法者負擔，若其無法說服法院其判斷係屬正確無誤，將無法脫免

違憲之指摘； 

3. 可支持性審查（Vertretbarkeitskontrolle）：司法必須判斷立法者以可獲得

的事實材料為基礎之決定，是否「合乎事理、說得過去、使憲法審判機

關得以理解進而可以支持」。 

 

（三） 兩者的交集－從初衷到內涵的觀察 

本文認為，當留美學者從「對司法積極主義進行反思－簡單而言，有關人權

的保障，是否司法確較政治部門適合？」的觀點出發353，力倡多元審查基準的必

要性時，其實正好與德派學者的以下說明：「寬嚴不同之事實認定標準的提出，

不僅足以因應基本權之差異性，也含有尊重立法與司法權限分配秩序之考量，並

可以提升判決的可預測性與公信力354」，不謀而合，這是二理論在初衷/目的上

的交集；就內涵而言，德派所強調的審查重心，即對「植基於事實調查及預測的

立法評估特權」藉寬嚴不同的事實認定基準形成（評估特權是否合適正當）心證，

其實正是美國法上按三重審查基準去判斷「在系爭個案中，『目的』本身與『手

段－目的間之關連性』是否已達各該審查基準所要求程度」的過程；而從另一個

角度來看，美國法的三重基準並非一蹴即成，在類型化的過程中，所謂必須「結

合各該基本權利內涵而為實體價值判斷」，實際上可謂與德國法上區分審查基準

的考量因子：「所涉事物領域之性質、被影響法益之重要性及立法者作成確實可

靠判斷之可能性」相互呼應。 

                                                       
353 廖元豪，註 345 文，頁 246-250；另參林子儀大法官於釋字 571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之以下說

明：「按司法審查標準寬嚴之決定，係司法釋憲者基於權力分立制衡之理論上及實際上需求、民

主制度之反省（包括司法釋憲者對自身在民主制度中的角色及其民主正當性基礎之認知）、自身

專業能力、與特定議題之社會共識等考量，而在審查不同類型之案件時，對於政治部門已作之決

定要介入到多少程度之判斷。」 
354 許宗力，註 344 文，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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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二理論有如此的交集，因而在審查過後，會得到大致相同的結論－即與

社會、經濟性立法有關者，往往適用較寬鬆審查基準；若立法干預係涉及傳統的

基本權領域，則傾向連結較嚴格（包含最嚴格/中度）之審查基準－也就無可厚

非；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擁美派」或「親德派」，所謂的較嚴格基準，

會反映在其對立法者「舉證（符合『重大迫切目的』、『手段與目的間的密切關

連』等基準本身的要求）/ 說明（其立法的背景事實、亦即其評估特權的運用係

『可支持』、『可通過內容審查之檢驗』）義務」的課予上。 

 

二、我國大法官的態度 

觀察近十年來的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可以發現，身為比例原則的「操作者」，

我國大法官面對「應就不同案型彈性適用寬嚴有別之審查基準」此趨勢/潮流，

已從「僅針對如言論自由、平等權等特殊案型『亦步亦趨』於外國法」，進化到

「正視此乃對所有受保障自由權操作比例原則的一般性問題，並嘗試將寬嚴不同

的審查基準，實際運用於各該系爭案件（審查過程）中」之階段，簡單說明如下： 

 

（一）於「言論自由」、「平等權」領域的個別適用 

1. 對「商業性」、「與性自主有關言論」之立法，不採嚴格審查 

釋字 414 號解釋文開宗明義的宣示：「藥物廣告...具商業意見表達之性質，

惟因與國民與健康有重大關係，基於公共利益之維護，應受較嚴格之限制」，可

謂係大法官以「言論類型」區隔保障/審查密度之濫觴，背後的理論基礎或可認

為乃美國法上的「雙階理論355」；其後，於釋字 577 號（對菸品業者課予說明義

務，限制其「不表意之（商業性）言論自由」）、617（以刑罰為手段限制「性

言論」之傳布）、623（以刑罰為手段限制「特定－即，任何與（促使）兒童少

年為性交易有關－之性言論」）等號解釋中皆可明顯察覺大法官以「言論類型的

                                                       
355 簡言之，其將言論依類型區分為高階（價值）/ 低階（價值）言論，並認高階言論應受較大

程度之保障，故對限制該等言論之立法所採取之審查基準應較嚴格，反之，針對較低階之言論，

如商業性、猥褻性、仇恨性、攻擊性等言論，則應放寬對立法的審查，即僅給予較低密度之保障。

對此之介紹可參法治斌，跳脫衣舞也受表意自由的保護嗎？－試論 Barnes, Prosecuting Attorney of 

St. Joseph County, Indiana v. Glen Theatre, Inc. 載：氏著《法治國家與表意自由》，2003 年 5 月，

頁 272-274；林子儀，註 345 文，頁 154-156；吳庚，釋字 407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吳庚、蘇俊

雄、城仲模，釋字 414 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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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作為（操作比例原則時）從寬審查之論述依據356。對審查之過程、結果，

學說上或許不乏爭議357，惟不應執此否認大法官在言論自由領域，對於「寬嚴互

見」審查基準的運用，在論述上「從抽象到具體、從空泛到完整」358的持續努力。 

 

2. 「合理差別對待」論述上的精緻化 

以往大法官在有關平等原則之解釋中，均僅宣示性地強調應保障乃「實質，

而非機械式」的平等，「故法律或相關機關自可依個案事實之差異、立法目的為

合理之差別對待」，然往往隨即作成合憲與否的結論359，並未進一步將此（即，

如何始謂「合理」）反映至審查基準的分類及運用上；自釋字 571 號解釋（有關

財產平等→僅對設籍、實際居住而房屋全倒或半倒者發放 921 慰助金）以降，始

                                                       
356 在強調「憲法對言論及出版自由之保障並非絕對，應依其性質而有不同之保護範疇及限制之

準則」（→釋字 617、623 號解釋文參照）之前提下，大法官「恰好」都作出系爭立法「限制係

屬合理，並未違反憲法 23 條比例原則」之合憲解釋。 
357 如，在涉及所謂（猥褻或與兒童少年性交易有關的）性言論自由之領域，多數意見「以最嚴

厲而需受最後手段性原則拘束之公權力措施－刑罰－限制該言論，符合比例原則」之決定及其論

述過程，即「內外夾攻」地遭到批評，如林子儀大法官於釋字 617 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中表示，

對性言論、性資訊之流通並非不可立法管制，惟司法對此應採嚴格之審查基準－立法限制之目的

必須係「保護兒童及少年之身心健全發展」或「保障他人免於性言論干擾之自由」，方符重大迫

切之要求，另，在所欲限制的性言論類型及所欲保護的對象與法益（即手段－目的）間，需具備

「適合、必要且侵害最小」之關連；許玉秀大法官亦於釋字 623 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中指出，

針對傳布（兒童青少年）性交易相關訊息的「危險犯」，容忍高於「實害犯」（與兒童青少年為

性交易）之法定刑，已造成罪刑明顯不相當，不應有通過比例原則檢驗之空間。文獻上對此之討

論可參，林志潔，散布猥褻物品罪與性道德的刑事規制－簡評大法官釋字第六一七號解釋，台灣

本土法學，89 期，2006 年 12 月，頁 74-78；高榮志，活跳跳的色情世界，死板板的釋字六一七，

全國律師，11 卷 5 期，2007 年 5 月，頁 38-54；林志潔，無菌空間的想像與堅持？－評釋字六

二三號解釋及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九條，台灣本土法學，92 期，2007 年 3 月，頁 227-239。 
358 如同樣是針對商業性言論，釋字 577 號解釋理由書的以下論述，顯較 414 號解釋完整而具體：

「惟此項標示義務，有助於消費者對菸品正確了解。且告知菸品中特定成分含量之多寡，亦能使

消費者意識並警覺吸菸行為可能造成之危害，促其審慎判斷，作為是否購買之參考，明顯有助於

維護國民健康目的之達成；相較課予菸品業者標示義務，責由各機關學校辦理菸害防制教育，固

屬較小侵害手段，但於目的之達成，尚非屬相同有效手段，故課予標示義務並未違反必要原則；

又衡諸提供消費者必要商品資訊與維護國民健康之重大公共利益，課予菸品業者標示義務，並非

強制菸品業者提供個人資料或表達支持特定思想之主張，亦非要求其提供營業秘密，而僅係要求

其提供能輕易獲得之商品成分客觀資訊，尚非過當... 雖對菸品業者之不表意自由有所限制，然

其目的係為維護國民健康及提供消費者必要商業資訊等重大之公共利益，其手段與目的間之實質

關聯，符合法治國家比例原則之要求，並未逾越維護公共利益所必要之程度。」 
359 釋字 211、412、455、485 等號解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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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括釋字 584（有關工作平等→限制有特殊前科紀錄者不得駕駛計程車）、593

（有關財產平等→僅對汽車所有人以特定方式徵收汽車燃料使用費）、596（有

關財產平等→勞基法為如同公保法限制對退休金請求權之扣押、讓與及供擔保）

等號解釋中，可發現大法官分自「立法所欲追求目的」、「手段－目的間關連性」

兩層面，逐漸將寬（釋字 571、593、596）嚴（釋字 584）有別審查基準確實運

用於具體個案之軌跡360；惟其間仍存在「只說結論，不陳過程」之解釋361，頗為

可惜。 

                                                       
360 釋字 584 號解釋理由書：「為維護乘客生命、身體及財產之安全，確保社會治安，建立計程

車安全營運之優質環境，增進營業小客車之職業信賴... 對於曾犯上述之罪者，規定終身不准其

申請營業小客車之執業登記，就其選擇從事營業小客車為業之主觀條件加以限制，乃為實現上述

目的而設，其立法目的自屬正當，亦屬達成目的之有效手段。,,,又為實現上揭目的，究須採取何

種措施方屬侵害人民職業自由之最小手段，乃應由相關機關依目前之社會狀況，衡酌乘客人身安

全確保之重要性、目的達成之有效性、刑事累再犯之可能性及有無累再犯之虞之區分可能性，及

各種管制措施之社會成本，與是否會根本改變受刑人出獄後依從來技能謀生之途徑或阻礙其再社

會化等情事綜合予以考量，為專業之判斷...相關機關選擇上述永久禁止之手段，以維護乘客人

身、財產安全，於現階段尚屬合理及符合限制人民職業自由較小手段之要求.」； 

釋字 593 號解釋理由書：「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原則之要求，其判斷應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

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之間，是否存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

以及該關聯性應及於何種程度而定。...以汽車所有人為課徵對象，並非恣意選擇，符合國家基於

達成公路養護等之立法目的，對特定人民課予繳納租稅以外金錢義務之意旨，與憲法第七條之平

等原則尚無牴觸。又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第三條，雖未對使用汽油之汽車所有人，依

其使用九二無鉛汽油、九五無鉛汽油或九八無鉛汽油之不同，規定不同之計算費率，惟主管機關

係基於稽徵成本、行政效率及其他公共政策之考量，尚難認係恣意或不合理；且對所有使用汽油

之汽車所有人採取相同之計算費率，與目的之達成亦有合理之關聯性，故與平等原則亦尚無牴

觸」； 

釋字 596 號解釋理由書：「勞動基準法未如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勞工請領退休金之權利不得扣

押、讓與或供擔保，係立法者考量公務人員與勞工之工作性質、權利義務關係不同，並衡酌限制

公務人員請領退休金之權利成為扣押、讓與或供擔保之標的，對於公務人員及其債權人財產上權

利之限制，與限制勞工請領退休金之權利成為扣押、讓與或供擔保之標的，對於勞工、雇主或其

他債權人等財產權行使之限制，二者在制度設計上，所應加以權衡利益衝突未盡相同，並考量客

觀社會經濟情勢，本諸立法機關對於公務人員與勞工等退休制度之形成自由，而為不同之選擇與

設計」。 
361 如釋字 626（有關受教育權之平等→以招生條例限制色盲者報考警大研究所等）號解釋中雖

先宣示「系爭招生簡章之規定是否違反平等權之保障，應視其所欲達成之目的是否屬重要公共利

益，且所採取分類標準及差別待遇之手段與目的之達成是否具有實質關聯而定」，卻隨即跳躍式

的得出「為求上開設校宗旨之達成及教育資源之有效運用，乃以無色盲為入學條件之一，預先排

除不適合擔任警察之人。是項目的之達成，有助於警政素質之提升，並使社會治安、人權保障、

警察形象及執法威信得以維持或改善，進而促進法治國家之發展，自屬重要公共利益。因警察工

作之範圍廣泛、內容繁雜，職務常須輪調，隨時可能發生判斷顏色之需要，色盲者因此確有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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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漸趨承認寬嚴有別審查基準在操作比例原則上具「一般性」地位 

最明顯的例子應屬「按指紋，否則不換發身份證？」的釋字 603 號解釋，其

雖未涉及平等權或言論自由，所干預者又屬新興、概括之基本權－隱私權、資訊

自決權，惟多數大法官仍認此時有採取嚴格審查基準之必要362，而作出如下結

論：「由於指紋觸碰留痕之特質，經由建檔指紋之比對，將使指紋居於開啟完整

個人檔案鎖鑰之地位...故國家藉由身分確認而蒐集個人指紋並建檔管理者，足使

指紋形成得以監控個人之敏感性資訊。國家如以強制之方法大規模蒐集國民之指

紋資料，則其資訊蒐集應屬與重大公益之目的之達成，具備密切關聯之侵害較小

手段，以符合憲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之意旨。」 

又，除將寬嚴不同審查基準帶往其他基本權領域外，針對「寬嚴有別審查基

準應如何選擇？是否有其理論依據？」等問題，則可透過數位大法官一直以來持

續在多號解釋協同/不同意見書中之「各自表述363」，窺其端倪。 
                                                                                                                                                           
合擔任警察之正當理由。是系爭招生簡章規定排除色盲者之入學資格，集中有限教育資源於培育

適合擔任警察之學生，自難謂與其所欲達成之目的間欠缺實質關聯」之結論。 
362 此非謂所有隱私權案件均應適用嚴格審查基準，大法官於解釋理由書中即明白指出，應視國

家干預隱私權之不同情狀，適用寬嚴有別之審查基準：「 憲法對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護亦非絕

對，國家基於公益之必要，自得於不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之範圍內，以法律明確規定強制取得所

必要之個人資訊。至該法律是否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則應就國家蒐集、利用、揭露個人

資訊所能獲得之公益與對資訊隱私之主體所構成之侵害，通盤衡酌考量。並就所蒐集個人資訊之

性質是否涉及私密敏感事項、或雖非私密敏感但易與其他資料結合為詳細之個人檔案，於具體個

案中，採取不同密度之審查。」 
363 如蘇俊雄大法官先後於釋字 517、532 號解釋之不同意見、協同意見中提及其選用「可支持性

審查」、「明顯性審查」之「標準」（→釋 517：「此等附屬刑法的規範形成決定，涉及『事件

特性、侵害法益之輕重程度以及欲達到之管制效果』等諸多因素的預測與衡量，本席固贊同適用

『可支持性審查』此種中度的審查標準，而對立法者的規範形成決定予以適度之尊重」；釋 532：

「土地資源的計畫管制... 是一種具有一定之專業導向的政策性決定，所以在功能法取向的權限

分派秩序上，應該容許立法者對行政機關的規範續造，可以做比較廣泛的授權，司法機關原則上

亦應予以尊重而僅做比較寬鬆的審查（本席建議原則上可採取「可支持性審查」之標準，於有「區

域建設推行委員會」參與作成決定之場合則例外採取「明顯性審查」之標準）。換言之，只要管

制規則之實體內容或者個別的計畫決定，符合平等原則的基本規範要求，並且與區域計畫法所定

之各項指導原則間存在有適當合理的關連而無權限之濫用，其適法性即應受司法機關之肯認」）；

許宗力大法官則在釋字 578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中「引進」德國對立法事實的之三重審查基準後，

於之後多號解釋中一再強調何時從嚴、何時從寬，應考慮如下因素，即：（針對所有基本權）「系

爭法律所涉事務領域，根據功能最適觀點，由司法者或政治部門作決定，較能達到儘可能『正確』

之境地，系爭法律所涉基本權之種類、對基本權干預之強度，還有憲法本身揭示的價值秩序」（→

釋 584）與（針對平等權）「差別待遇是否為憲法所命令、授權或禁止；差別待遇所涉事務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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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分析可知，或許正是因為在理論的移植與建構層面，大法官間尚存歧

異，故迄今並未見其於某號解釋文（多數意見）中，就「針對某種基本權干預之

立法，應從寬或從嚴審查」此問題，有一般性、類型化後的說明；然，瑕不掩瑜，

前述態度上之轉變與在實際個案中的致力嘗試，實值肯定。 

 

 

第二項  針對「一般偵查措施的運用」，從寬或從嚴？ 

誠如上述，在比例原則的操作上針對不同基本權干預案型適用密度不同之審

查基準，不但是各國違憲審查理論發展上的趨勢，其身影亦已於我國大法官諸多

解釋之中，「清晰可見」；然而，對本文所欲探討的、與一般偵查措施運用相關

之立法而言，究應採用何種密度之審查基準，方屬妥適？以下本文擬針對幾個相

關應考慮之「參數」說明之。 

 

一、偵查程序自由形成原則所扮演之角色 

規範一般偵查措施（發動要件）的法規，其「目的」毫無疑問的會是偵查成

效、追訴公益，問題點－也是司法審查的重點－毋寧在於：立法者所採取之干預

手段與前開目的間在適合性、必要性及狹義比例性層面上是否均具備一定程度之

                                                                                                                                                           
能最適觀點由司法或政治部門決定最適合；差別待遇所涉基本權種類、屬有利或不利之差別待

遇；當事人對差別待遇標準是否可以影響等」；林子儀大法官則於釋字 571、584、617、623 等

號解釋之協同或不同意見書中多次「親自示範」較嚴格或較寬鬆審查基準在「目的」、「手段－

目的間關連性」層面如何具體操作，如於釋 571 協同意見（→合理審查基準）中所謂「發放慰助

金之目的，係為給與因九二一地震而一時失去住屋庇護之人民緊急安頓之費用，不僅正當而且極

為迫切與必需...而其所採取之手段是以是否有實際居住於受災房屋之事實作為慰助金發放與否

之區別標準，此項差別待遇對象之選擇...乃『斟酌生存緊急照護之迫切差異性』所為之差別待遇，

並非恣意。而且，該項差別待遇與上開震災急難慰助目的達成，亦具有合理的關連性」，另於釋

584 不同意見（→中度審查基準）中說明「在審查政府對職業選擇自由的限制之合憲性時，所以

不能採取寬鬆的審查標準，而必須採取較嚴格的審查標準的理由，主要原因在於職業選擇自由對

個人發展自我與實現自我，具有重要的意義...而採取較嚴格審查標準如欲有其合憲性控制上的意

義...手段不能僅是可以達成目的，而必須是可靠、具備實效，與目的之達成具有實質關聯性之手

段；同時，該手段固然不必是侵害最小的手段，但最起碼必須是經過斟酌選擇對人民權利侵害較

小的手段。尤有甚者，相關政府機關的選擇不再享有合憲推定，其因此須對於上述目的之重要性、

手段之實質有效性與其侵害程度係可接受等，負舉證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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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對此本文認為，自「偵查」此事物領域的特殊性質所發展出的偵查程序自

由形成原則，將連結「功能最適」之觀點，在審查基準的選擇上，扮演重要角色。 

析言之，當立法者在「尊重偵查有其一定之自由形成空間」之前提下，去決

定對各該偵查措施之立法方式（如採取個別授權方式或應用偵查概括條款）及發

動上的具體要件時，由於對此等（牽涉到某專業、特殊事物領域）「立法事實、

背景」的調查，立法機關（較諸司法機關）作出正確判斷之可能性較高，因而基

於功能最適觀點，司法對相關立法在比例原則層面的審查基準，可以放寬364。惟，

必須特別注意，此一方面非在取代法律保留原則、法明確性原則的審查，另一方

面，放寬的前提在於「必須了解立法者所欲選用的手段為何」－換言之，縱係運

用偵查概括條款，也必需大致了解其「干預程度」－否則，在手段不明的情況下，

去談要用何種密度之審查基準，審查「手段－目的」間之關連，並無意義365。 

 

二、干預方式的隱匿、不為人知 

承前所述，不論基於德式、美派、甚或我國大法官的觀點，「基本權利係如

何受到干預」顯然會在判斷應採取何等審查基準時扮演關鍵角色，因而在針對一

般偵查措施的相關立法選擇審查基準時，自有必要考量一般偵查措施所呈現的

「干預特性」為何。 

一般而言，一般偵查措施多以資料蒐集為目的而運用於偵查的前置階段，一

方面係因尚處「摸索性地尋找犯罪跡證、拼湊犯罪嫌疑」的階段，二方面則為免

「打草驚蛇」，如長期跟監、臥底線民設置、機關間的資料傳遞或現有資料庫的

交叉比對、利用監視錄影器蒐證等一般偵查措施，往往係以隱匿、不具（物理）

強制力的方式為之，然，本文認為，這樣的干預特性與「基本權的干預程度」間

不必然呈現正/負相關，也因此其對審查基準的「作用力方向」，可能因具體個

案之差異而分往從嚴/從寬兩邊傾斜。舉例言之，機關間的資料傳遞、現有資料

                                                       
364 並非「絕對、必須」適用最寬鬆審查基準。因為如前所述，在選擇審查基準時，應予考量的

因素本來就不只「所涉事物領域的特性（→連結功能最適觀點）」此面向。 
365 因而就我國刑訴法的規定而言，由於對一般偵查措施的個別授權密度過低，縱存在「偵查概

括條款」，在無法通過法明確性要求（→可採取何等措施、干預程度為何均不明確）的前提下，

不可能在比例原則層次，再藉由「因偵查程序自由形成原則之故，應對該立法採取寬鬆審查」之

推論，使相關立法「起死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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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中資訊的比對，確實往往係在當事人不知情狀況下為之，然其干預資訊自決權

之程度較低，因而對此等立法，在比例原則層次應許從寬審查；至於長期跟監、

設置臥底線民等措施，因與犯嫌/特定人頻繁接觸之故，所蒐集到的往往係具「高

度敏感性、屬人性」之個人資訊，就後者而言，復因其含某種程度的「詐欺本質」，

在資訊自決權之外，尚有可能已構成對植基於人性尊嚴的「意思自主、一般行為

自由」之干預，準此以言，對此二類偵查措施的立法，在比例原則的審查上，即

應選擇較嚴格之檢驗基準。 

 

另，需予區辨者係，隱匿、不為人知的干預形式，並非即與一般偵查措施劃

上等號，其亦有可能具備「與傳統強制處分所干預之基本權程度相同、甚至有過

之而無不及」的特質，如對住宅內部進行監聽、空照、紅外線熱影顯示偵查、以

「線上搜索（Online-Durchsuchung）：國家駭客」的方式藉由網路入侵住宅內部

的個人電腦並獲取硬碟內相關資訊等，若立法對此有明文規範366，則自應適用嚴

格審查基準，審查其手段－目的間之適合、必要及狹義比例性。Kutsha 即指出，

若參照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近來針對以隱匿形式造成基本權干預的相關立法，均以

嚴格審查基準操作比例原則之態度367，「授權容許線上搜索」應無法通過比例原

則的檢驗，原因即在：「並非侵害最小（手段）」。其具體操作過程如下：由於

此等偵查措施具有「涉及對特定人非公開於眾、且屬基本權特別(終極)保護領域

中的行止調查368」之干預特性，故「必須考量到基本權干預必要性、合適性的問

題，（而）根據實務的觀點，重大犯罪或恐怖主義的控制固然係屬『不容拒絕的

需求（unabweisbares Bedürfnis）』，然比較緩和（侵害較小）的方式可能是：先

                                                       
366 2008 年底德國於聯邦刑事警察局法（Bundeskriminalamtgesetz，簡稱 BKAG）增訂§ 20k，授

權刑事警察，為了防免國際恐怖主義之危害，其可聲請法院核發令狀，針對相關人等「在資訊科

技系統中進行隱匿干預（Verdeckter Eingriff in informationstechnische Systeme）」，此條文並已

於 2009.01.01 正式生效，條文全文及逐項翻譯請參附錄二。 
367 Kutsha 對此的觀察是：「基本權的觀點會在立法者權衡公益與私益時，扮演這樣的角色，亦

即，『哪些/多少基本權利人會在怎樣的要件下，受到什麼程度的侵害；同時，干預措施門檻的

形成（die Gestaltung der Einschreitschwellen）、相對人的數量及干預本身的強度也是需予衡量的

因素』。」Kutsha, Verdeckte „Online-Durchsuchug” und Unverletzlichkeit der Wohnung, S. 1171. 
368 „...geht es um die Ausforschung des Agierens bestimmter Personen, das sich nicht in der 

Öffentlichkeit abspielt, sondern in einem grundrechtlich besonders geschützten (Rückzugs-)Raum.” 

Kutsha, a.a.O., S. 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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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分的犯罪嫌疑存在為由，依刑訴法 102 條聲請合法搜索，後再將電腦扣押並

檢視其中資訊；且亦須考慮到，聰明一點的犯罪行為人會想到其電腦有被隱密偵

查的可能，進而會採取以下措施，如將「爆炸性（brisanten）」的資訊以密碼取

代，或更簡單地將它轉存在其他磁碟(而非電腦中)，針對這種儲存方式，也只有

透過傳統的對住宅內搜索才有可能取得或扣押369。」 

 

三、往往涉及新興基本權 

以（與犯罪相關之）資料蒐集為目的，運用於偵查前置階段的一般偵查措施，

所干預的往往是隱私權、資訊自決權、一般行為自由等新興基本權，渠等雖具有

「尚在發展中而有待個案逐步累積以確認/補充其內涵」的特質，惟連結「基本

權危害理論」，並考慮到其所觸及者乃「與內在決定自由、人性尊嚴更接近的『私

人不可碰觸的核心領域』」，對此類偵查措施相關立法的比例原則審查基準，即

未必較干預列舉基本權者寬鬆。 

另需注意者係，一般偵查措施的運用仍可能干預傳統、列舉的基本權，例如

臥底線民「在當事人（對臥底情事）不知情、受欺瞞而為同意」的情況下進入住

宅，仍可能有干預居住自由的問題；前所介紹之「線上搜索」，則同時造成居住

自由及資訊自決權的干預；以衛星定位追蹤設備追蹤通話雙方（除通訊內容外）

的外在通訊情事，亦有干預秘密通訊自由之虞。若立法授權容許此類措施，司法

對之應採取嚴格審查基準，檢驗其是否藉由如「令狀/法官保留原則」、「補充

性原則」、「僅適用於重大犯罪之偵查」、「相關資料僅得用於系爭個案」等之

「同步」規範，反映渠等措施與偵查目的彼此之間在適合性、必要性及狹義比例

性上的密切關連。 

 

 

第四節 如何監督 

以上討論均植基於，在法治國原則的要求下，一般偵查措施的運用應「如何」

始得通過法律保留原則、法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等法治國/憲法原則之檢驗，

                                                       
369 Kutsha, a.a.O., S. 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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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欲執此「撼動」－包括直接宣告違憲失效，或教示應對其採取如何的合憲

性（限縮）解釋－與一般偵查措施運用有關之靜態法規之現狀，僅得寄望於司法

院大法官的釋憲結果。本文以下關心的則是，在刑事訴訟程序動態的進行過程

中，若偵查機關「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法明確性原則而採取了現行法所未規定（如

空拍私人宅邸）或超出現行法規定範圍（如對「具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之生活

情形進行跟監）之偵查措施」，或「在執行相關措施時違反比例原則（如對所蒐

集相關資料持續保存不予銷毀）」而對基本權造成逾越現行法界限的干預370時，

是否有相關監督機制得以及時的制止、有效的控制？ 

 

 

第一項 行政層面 

一、對警察的監督 

理論上而言，由於警察在刑事偵查程序係扮演輔助性角色，對各種偵查措施

並無「發動權」而僅具「執行權」，因此，自行政層面上命下從的觀點出發，應

為偵查措施執行過程的合法性、合比例性把關者，當屬個案中下指揮命令的檢察

官，我國【調度司法警察條例】及【檢察官與司法警察機關執行職務聯繫辦法】

中，對此確有相關規定371。 

                                                       
370 需予說明者係，就「執行主體」而言，第一線的司法警察採取、執行偵查措施時需考量比例

原則，應屬警職法第 3 條第 1 項「警察行使職權，不得逾越所欲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且應

以對人民權益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為之。」的指涉範圍，又因其於犯罪追訴程序，係扮演偵查輔

助者之角色，故其所採取之措施是否違反比例原則、甚而違法，應受檢察官之監督；又，對「偵

查主：檢察官」本身，刑訴法內雖無類似之一般/宣示性規範，惟在法治國原則的要求下，其在

決定、發動各種偵查措施時，亦/更有恪遵植基於憲法的比例原則之必要。因此，以下的行政監

督層面，將分別討論對「司法警察執行措施之過程」及「檢察官發動措施之決定」的監督機制。 
371 茲將相關條文列舉如下： 

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第 1 條：「檢察官因辦理偵查執行事件，有指揮司法警察官、命令司法警察之

權，推事於辦理刑事案件時亦同」；第 9 條：「受檢察官、推事之指揮命令者，應即照辦，不得

藉詞延擱。」；第 10 條：「檢察官與司法警察機關於職務之執行，應密切聯繫；其辦法由行政

院定之。」；第 11 條「本條例第三條及第四條規定之司法警察官及司法警察，辦理本條例規定

事項，著有成績或有廢弛職務之情形者，該管首席檢察官或法院院長得逕予嘉獎、記功、記大功

或申誡、記過、記大過，其廢弛職務情節重大者，並得函請該管長官予以撤職或其他處分」； 

檢察官與司法警察機關執行職務聯繫辦法第 17 條：「司法警察機關為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應

配合檢察官辦理專責案件之需要，設立專責小組，辦理指定之案件，並接受檢察官之指揮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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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就偵查實務而言，由於我國警察職權行使法將許多運用於偵查前置階段

之一般偵查措施定位為「預防性的犯罪控制/資料蒐集措施」並賦予警察之長官、

甚至個別警察有發動該等措施之權限，卻未於該法中設計任何使身為偵查主體之

檢察官得以「在事前或事後介入、監督」的管道，此勢必將造成偵查過程中檢察

官對警察一般性行政監督的重大缺口，實有檢討之必要。 

 

二、對檢察官的監督：檢察一體原則 

在刑事追訴程序上被賦予「國家權力雙重控制」任務－即一方面藉控訴原則

制衡法官，與之共同追求客觀正確之裁判結果；另方面指揮監督司法警察的偵查

活動，以確保追訴過程係屬合法－的檢察官，一般認其乃兼具行政及司法雙重特

性（Doppelcharakter）之「司法官署（Justizbehörde）」、「自主的刑事司法機

                                                                                                                                                           
第 25 條：「依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第十一條，對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逕予獎懲時，應依下列規

定核實辦理： 

一、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視其情節嘉獎或記功一次： 

 (一) 維持勘驗秩序因而消弭事端者。 

 (二) 營救被害人得力者。 

 (三) 協助偵破重大案件勤勞卓著者。 

 (四) 排除困難完成重要任務者。 

 (五) 查獲在逃要犯者。 

二、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記大功一次： 

 (一) 查獲妨害國家重大法益之在逃要犯者。 

 (二) 冒險犯難協助偵查刑事重大案件著有績效者。 

三、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視其情節申誡或記過一次： 

 (一) 玩忽命令或措置不當致貽誤要公者。 

 (二) 拘提人犯或其他飭辦事項工作不力屢戒不悛者。 

 (三) 不協調配合致影響工作者。 

 (四) 無故延擱公文致貽誤要公者。 

四、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記大過一次： 

 (一) 違抗命令不聽指揮者。 

 (二) 廢弛職務情節重大者。 

 (三) 故意不遵守法令或秩序情節重大者。 

 (四) 處理案件故為出入者。」 

第 27 條第 1 項：「本辦法之逕予獎懲，由該管檢察長列敘具體獎懲事實，通知受獎懲人之主管

長官後，函報法務部，記一大功或大過者，並送銓敘部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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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ein selbstäandiges Orgen der Strafrechtspflege）」372，而「檢察一體」此概念，

即係自其行政角色的層面發展而來，組織法內「上命下從式的指令權（包含指揮

監督權、職務的移轉與收取權）」規範，適足證之373。 

檢察官在個案中指揮司法警察發動、實施一般偵查措施的過程，「在何種程

度上」應受其上級長官之指揮監督？換言之，在此過程中檢察一體原則如何適

用？對此，本文將以該原則之目的及其所應受之限制為討論之出發點。 

 

（一）目的 

「對檢察權行使所可能伴隨的人權侵害進行內部監控」與「統一偵查方針、

便宜主義案件的裁量基準」應屬我國檢察一體原則的兩大目的374。就前者而言，

雖有學者提出「與行政層峰更為接近之上級本身的濫權，誰來監督？」之質疑375，

然此應為另一層次－即，外部的制衡機制應如何更詳盡完備地被設計運用－之問

題，不能據此作為否定檢察官在獨立行使職權之際，基於人權保障（→偵查任務

多涉及人權干預），在內部有受一定程度監督必要的理由；析言之，內、外部監

控機制固然應予整體觀察，期能藉由兩者之「相互合作」，抑制（不分上下）檢

                                                       
372 林鈺雄，談檢察官之雙重定位－行政官？（司）法官？載：氏著，《檢察官論》，1999 年 4

月，頁 95-97；吳巡龍亦明確指出「我國檢察官非純粹之行政官或被害人代理人，而應定位為與

法官不同質之司法機關」。吳巡龍，檢察獨立與檢察一體－兼評檢察官未經檢察長核定逕行起訴

事件，月旦法學，124 期，2005 年 9 月，頁 33。 
373 釋字 392 號解釋理由書：「...其主要任務在既犯罪之偵查及公訴權之行使，雖其在『訴訟上』

仍可單獨遂行職務；但關於其職務之執行則有服從上級長官（檢察首長）命令之義務」；釋字

530 號解釋：「檢察官偵查刑事案件之檢察事務，依檢察一體之原則，檢察總長及檢察長有法院

組織法第六三及六四條（→按：摘錄於下）所定檢察事務指令權，是檢察官依刑訴法執行職務，

係受檢察總長或其所屬檢察長之指揮監督，與法官之審判獨立尚屬有間。」世界各國中，最「淋

漓盡致」發揮此原則者，當屬日本，以公訴權之內部監控為例，個案檢察官對是否起訴、上訴，

並無最終決定權，均受上級之檢驗並留待其為最後定奪。僅參，川出敏裕著，劉芳玲譯，日本檢

察官之監控機制，月旦法學，162 期，2008 年 11 月，頁 105-106。 

法院組織法第 63 條：「檢察總長依本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指揮監督該署檢察官及高等法院以

下各級法院及分院檢察署檢察官（第一項）；檢察長依本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指揮監督該署檢

察官及其所屬檢察署檢察官（第二項）；檢察官應服從前二項指揮監督長官之命令（第三項）。」 

法院組織法第 64 條：「檢察總長、檢察長得親自處理所指揮監督之檢察官之事務，並得將該事

務移轉於其所指揮監督之其他檢察官處理之。」 
374 雖理論上尚有「打擊犯罪說」（側重司法權層面）、「國會責任說」（偏重行政權面向），

然迭遭批評，此處即不深論，相關介紹可參，林鈺雄，談檢察官之監督與制衡－兼論檢察一體之

目的，載：氏著，《檢察官論》，1999 年 4 月，頁 116-121、130-137。 
375 林鈺雄，同前註，頁 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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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權的濫用376，然而，源於檢察一體原則的內部監督機制，其積極、主動介入與

可為即時處分之特性，顯非消極、被動之外部監督機制（因其往往有賴關係人聲

請始得發動）可以取代。 

至於「統一偵查及追訴方針」之目的，乃係基於法安定性、平等原則之考量，

希冀藉由檢察一體緩和「法定原則逐漸鬆動後，檢察官在個案中被賦予越來越多

裁量權」所造成之風險，近年來其已反映在相關內部行政規則377的訂定上，惟因

「獨任辦案的傳統」、「客觀化基準之訂立本有現實困難」等因素，其實際效用

為何，仍有待觀察378。 

 

（二）界限 

簡單來說，「法定原則、刑訴法的規定本身」即為檢察一體原則、上命下從

模式的根本界限，不論是針對檢察官發動強制處分/一般偵查措施的權限，或其

裁量不予起訴之決定，上級均不可能/不應該超越法律規範，作出違法指示，換

言之，實定法上的合法性或法定原則，係指令權行使所「不容逾越的外圍防線

379」，職是之故，「刑事訴訟法的司法屬性與法院組織法行政屬性調和的結果，

乃前者成為後者之界限，亦即，後者（上命下從）並無架空前者（真實正義目標、

合法客觀準則）的效力380」。 

 

（三）具體適用：以「指揮監督權」為措施的執行過程把關 

對檢察官在個案中發動偵查措施的技術、策略、執行層面，予以合法性、合

目的性地監督，固屬上級檢察官依法院組織法 63 條所得為之指揮監督權的「打

                                                       
376 「如果關於強制處分的實施能落實令狀原則、不起訴之制衡能強化再議及聲請交付審判的功

能、對公訴之提起有起訴審查機制的壓力等，則應可期待大幅抑制檢察權力濫用的危險，就此部

分而言，檢察一體的作用即相對減輕」。陳運財，檢察獨立與檢察一體之分際，月旦法學，124

期，2005 年 9 月，頁 17。 
377 如【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快速終結案件實施要點】、【檢察官辦理偵查案件發交或發回司

法警察或檢察事務官補足證據應行注意要點】等是。 
378 陳運財，註 376 文，頁 17。 
379 陳運財，註 376 文，頁 17。 
380 林鈺雄，註 372 文，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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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範圍381，然，其行使本身除亦不得違背合法性、真實性義務外，「尤應著重

檢察官行使職權之內容（性質），來界限指令權的界限」，亦即：若屬事實處分

性質之職權－如決定發動某種偵查措施，除非有違法偵查侵害人民自由權利的情

形，否則上級首長應尊重個案檢察官的決定；相對而言，若檢察官所行使者乃具

法律行為性質之職權，因具有統一法律見解之必要性，對指令權介入程度之審查

密度即可放寬。另，「偵查程序已進行到何等階段、其與審判程序的鄰接程度為

何」，亦將影響指令權所「被容許行使」之範圍382。 

又，為免「內部監督」之美意淪為「控制、介入辦案」的藉口，對「指令權

行使之方式」（如應以書面附理由為之、職務之移轉或收取權僅於特定要件時始

得「動用」）、「其界限為何」、「下級/個案檢察官不服時有何救濟管道」等

實體及程序面事項均亦應予法制化、透明化，方屬妥適。對此，雖然不論在司法

院主導的「法官法草案383」內，或於檢改會所提出的「司法官法草案」中，均已

有所規範－或許在實質內容的精緻度上尚有討論空間，但至少已經有了「雛形」

－且規範內容大致相同384；惟，因法官/檢察官角色、任務上的本質差異所導致

                                                       
381 例如，何時執行強制處分在偵查技術及人手調度上最為合宜的問題，檢察首長亦得以指令介

入，但實質上必須出於合目的性之考量，程序上則應以書面附理由為之，以供事後檢驗。林鈺雄，

檢察首長之指令權及其界限，載：氏著，《檢察官論》，1999 年 4 月，頁 223。 
382 陳運財，註 376 文，頁 17-18。 
383 此係指「風雨飄搖十年過」之協商（司法院、司改會間）版本，於 97 年 2 月 29 日由立委謝

國樑等重新提案於本屆第一會期，另在立法院中尚有由民進黨立委黃淑英等於 97 年 5 月 2 日提

案之另一版本「法官法草案」（→就本文探討範圍內之相關條文內容而言，兩版本幾乎完全相同，

僅於立法說明中或有些許差異，下一註釋中所舉條文乃「謝國樑版」，合先敘明）；此二者與立

委孫大千於 97 年 4 月 8 日所提出（由檢察官改革協會推動、法務部亦贊成）之「司法官法草案」，

現則處於「一讀通過，三案合併於委員會審查」之階段。 
384 以下分兩部分簡要說明之：一、有關「指揮監督權」，兩版本均規範若該命令「涉及個案強

制處分權之行使、犯罪事實之認定或法律之適用」，應以書面附理由為之（法官法草案第 88 條

第 2 項/司法官法草案第 40 條第 2 項）；若個案檢察官有不同意見，「得向檢察總長、檢察長陳

述，檢察總長、檢察長不同意其陳述時，應以書面載明其指示事項及理由」（司法官法草案第

40 條第 3 項）；若檢察官仍不同意該書面指示，得「以書面敘明理由，請求檢察總長或檢察長

行使法院組織法第六十四條之（指揮監督）權限」（法官法草案第 88 條第 2 項/司法官法草案第

40 條第 4 項）。二、有關「職務之收取、移轉權」，兩版本均限制需符合一定之條件－即包括：

「為求法律適用之妥適或統一起訴標準，認有必要」、「有事實足認檢察官執行職務違背法令、

顯有不當或有偏頗之虞」、「基於案件之複雜、重大或專業性，認有移轉於其他檢察官處理之必

要」、「個案檢察官對上級附書面行使之指揮監督權不同意」等－始得發動，且需以書面附理由

形式為之（法官法草案第 89 條第 1、2 項/司法官法草案第 41 條第 1、2 項），個案檢察官得對

此以書面陳述不同意見，但上級對此若仍不同意，「應再以書面載明不同意見之理由，命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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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併/分別立法之爭，可謂已在各方勢力均有所堅持下，達「白熱化」之程度385，

故，前述有關限制檢察一體原則/內部行政監督之立法，何時可「守得雲開見月

明」，尚屬未知。 

 

 

第二項 司法層面－以「犯罪挑唆」、「隱密探話」為例 

                                                                                                                                                           
（司法官法草案第 41 條第 3 項），個案檢察官對此即有服從之義務（法官法草案第 89 條第 3

項/司法官法草案第 41 條第 4 項）。兩種版本的條文全文及立法理由，請個別參照

http://lis.ly.gov.tw/lgcgi/lgmeetimage?cfc8cfcecfcdc8cdc5cecfccd2ceccc7（法官法草案）及

/http://lis.ly.gov.tw/lgcgi/lgmeetimage?cfc8cfcecfc9c8cdc5ccccd2c7cd（司法官法草案）。 
385 為此，立院曾於 97 年 6 月 5 日舉辦公聽會，其間審、檢、辯、學四方討論熱烈，均各有所本

（如司法院質疑，若不分開立法，將「使檢察官誤以為其行使職權可如法官般不受干涉，檢察一

體原則之功能將逐漸弱化甚而蕩然無存」，且易造成人民法治觀念的混淆；法務部則主張，檢察

官依法院組織法第 62 條本可獨立行使職權，合併但各自成章的立法並不會影響檢察體系內部監

控機制－檢察一體原則的運作），但也因此共識難求，以致主席（謝國樑）最後表態相關草案將

「留待院檢雙方繼續溝通、暫不再排入議程」。據筆者觀察，關於「檢察官的監督與法官應有如

何之不同」顯然是本次公聽會辯論與反省的重心，其間諸多意見甚值重視，如「檢察官有主動出

擊的權力，和法官消極被動的角色完全不同。所以監督檢察官的關鍵不在於事後的評鑑，因為事

後已經來不及了，更重要的是，在他主動出擊行使職權時如何適時給予監督」（→法官協會黃麟

倫之發言）；「...社會上一方面希望檢察官不要濫訴，一方面又害怕檢察官沒有肩膀，會被關說、

干預。其實要避免檢察官濫訴，就是要避免檢察官在心態上獨大...一般我們收到的都是地方檢察

署的起訴書，而不是哪個檢察官的起訴書，邏輯上就是這是整個公部門所發動的偵查作為，因此

要避免檢察官濫訴，反而是應該讓他清楚的意識到他和法官是具有不同的地位，能不能起訴、要

不要緩起訴或不起訴，要受到更多的制約...」（→律師黃旭田之發言）；「...雖然檢察系統執行

職務時具有中立性，但實際上在檢察系統中，必須受到檢察一體規則的限制，所以個別檢察官在

檢察系統當中並沒有辦案獨立性可言，這點和法官是不一樣的。...檢察官的主要職責在偵查犯

罪，他們必須動用一些人力物力，然後才能查到某些犯罪行為，也就是說，重點在於他們如何取

得或蒐集證據，他們必須將案子完整的呈現出來...這樣的過程是很困難的，而其司法效能的重點

就在這裡。就因為職務和適用範圍不相同，所以兩者的職業倫理也有所不同...不應以一個含混的

司法官名詞，再將兩者兜在一起。法治觀念和法治建設已經走到今天這樣的程度，老百姓可能比

較可以接受能讓兩者分開處理，如此才有辦法可針對兩者的特性和缺失，以立法方式加以規範」

（→高院法官呂淑玲之發言）；「檢察官為何不敢積極推動『檢察官法』？最主要的理由在檢察

官站在司法前線，社會要求我們摘奸發伏，以致我們常常衝撞高官，我們怕制訂檢察官法後，哪

天衝撞後被要求修法，就容易在法律上被修理...現今的政治實況，讓檢察官不放心獨立制定檢察

官法，硬是要求與『法官』放在一起，因為這會增加修法難度，若是如此，採『司法官法』較為

妥適，畢竟司法官下分為法官和檢察官，兩者較不易搞混」（→檢察官吳巡龍之發言）等。公聽

會之完整會議記錄：http://lis.ly.gov.tw/ttscgi/lgimg?@974000;0053;0095.（立法院公報，97 卷 4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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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節中，本文將（僅）以兩個一般偵查措施的「邊界案例」－國家機關

挑唆犯罪及臥底線民的隱密探話－為例，討論刑事法體系應在訴訟程序上賦予扮

演事中/後監督386角色的司法（官）什麼樣的「武器」，藉此一方面在當下的個

案中得以保障基本權受侵害之人，避免持續加深對其所造成的損害；另方面，就

長遠的角度觀之，亦期能收一般性地遏止違法偵查之效。 

 

一、國家機關挑唆犯罪 

（一）各說紛陳的外國實務 

根據學者之觀察，美國的作法可謂向「實體無罪說」傾斜387，亦即，不論依

主觀（犯意誘發，或僅機會提供）或客觀（政府之行為是否在客觀上已幾近蠻橫

而有違正當法律程序）理論388為判斷，當「誘陷抗辯（enttrapment defense）」得

據以成立時，被告應屬無罪，且「在對被告具有先前犯罪意向一事仍存有合理懷

疑時，就猶如對被告犯罪事實存有合理懷疑時一般，應以無罪結案389」。 

德國的發展則可以 1998 年－這個歐洲人權法院對 Teixeria de Castro v. 

Portugal 案作成判決的時間點－為分野，在這之前聯邦最高法院不斷勉力鞏固

的，乃植基於實體法觀點（即，認此時行為的不法與罪責內涵已明顯低於其他犯

罪）且強調應依個案情況彈性調整量刑的「減刑說」，雖然，最高法院對此說的

「堅持」，在該判決（對葡萄牙政府）作成「先以挑唆無嫌疑者的方式介入犯罪，

                                                       
386 當然，針對刑訴上的重大基本權干預，在比例原則的誡命下，應由立法設計、明訂「事前/

後的司法監督機制：法官保留原則（Grundsatz des Richtervorbehalts）」，如我國刑訴法 128 條

第 3 項規範搜索原則上應由法官簽發搜索票始得為之、131 條第 3 項則針對追訴機關於急迫情形

無票搜索的例外，賦予法官事後撤銷權，尤其，「鑑於法律保留原則，刑事訴訟法未予規範之新

型態強制處分，亦應先創設法律基礎，詳列其法定要式，（藉此）踏出防範濫權的第一步」（→

林鈺雄，註 374 文，頁 151）。惟，此等「是否符合發動偵查措施的要件，保留給法官決定」之

靜態層面立法，並非個案法官所能左右（如在我國，許多一般偵查措施均未如德國特別授權，根

本不可能有讓法官據此「審核」之機會）；故，此處僅針對「偵查機關已發動、採取措施而取得

證據」後，法官在系爭案件的審判過程中，「實際上」得如何評價偵查機關之行為，加以討論。 
387 黃朝義，誘捕偵查與誘陷抗辯理論，警大法學論集創刊號，1996 年 3 月，頁 387；林鈺雄，

國家機關挑唆犯罪之法律效果，台大法學論叢，35 卷 1 期，2006 年 1 月，頁 17；林漢強，美國

實務上誘陷抗辯理論之探討，法令月刊，56 卷 4 期，2005 年 4 月，頁 51-57。 
388 關於主觀與客觀理論之介紹及評析，可參黃朝義，註 22 文，頁 91-93；林漢強，同前註，頁

58-62；傅美惠，論美國「誘陷抗辯理論」的精緻化發展－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相關判決為中心，

刑事法雜誌，50 卷 5 期，2006 年 10 月，頁 51-63。 
389 林鈺雄，註 387 文，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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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又使用因挑唆所得之證據作為判刑依據，就『程序之整體』而言，這樣的方式

打從一開始就終局剝奪了被告受公平審判的要求」之決定後，仍未改變390；惟，

該判決毋寧仍為一直以來存在於德國學界的其他見解－「訴訟障礙事由說391」、

「證據使用禁止說392」、「個人刑罰排除事由說393」等－提供了一劑強心針，同

時也造成之後更前仆後繼的討論394。 

至於在日本，簡單來說，實務的「多元」判決反映了學說分歧而未趨一致的

見解395，換言之，統一的論點尚未出現。 

 

（二）我國的學說與實務 

學說方面，甚早即針對此問題為文之黃朝義與楊雲驊，所採見解即迥不相

同。前者認為，「證據使用禁止說」雖有其不足之處，但相較於其他各說，應最

能有效達到「建立社會普遍的公平正義、遏止警察人員將來違法偵查」之目的396；

後者則採德國學界通說－「減刑說：以量刑規定解決」之見解，最重要的原因是

考量到該說在我國刑事法體系「至少找得到」明確的法源依據加以支持397，不若

                                                       
390 BGHSt 45, 321 ff.= NJW 2000, 1123ff.  
391 此說的理論基礎在於「禁止國家自身矛盾原則（Verbot des venire contra factum proprium）」，

認為若國家去「追訴自己所創設的犯罪」，顯然違反法治國原則且與當初欲藉刑事訴訟程序強化

人民的法意識、重建法和平秩序之目的，有所牴觸，因而應將之視為一「消極的訴訟條件」，使

法院根本無從對之下實體判決。楊雲驊，註 23 文，頁 152-154；林鈺雄，註 387 文，頁 12-13。 
392 此說認為由於國家使用犯罪挑唆方式的取證過程係屬違法，故應於審判時完全排除以該違法

方式所取得證據之證據能力，法條適用上可連結/類推適用（德國）刑訴法 136 條 a 的不正訊問

禁止，或直接認定其已侵犯憲法所保障之「人性尊嚴核心領域」－即被挑唆人已成為國家機關操

弄的客體，結論均是絕對的證據禁用。楊雲驊，註 23 文，頁 154-155；林鈺雄，註 387 文，頁

15-16。 
393 此說認為，刑法上「個人刑罰排除事由」概念的典型特徵：「對一具備構成要件該當、不法

且有責之行為因欠缺刑罰之必要性而不受刑罰處罰」，正好合致於因國家違法挑唆而導致犯罪之

情形，亦即，當被追訴的犯罪之所以發生，正是國家違法挑唆、製造的作品，由於其已侵犯到受

挑唆人之人格權核心領域，國家將因而喪失處罰受挑唆人之正當性基礎。楊雲驊，註 23 文，頁

155；林鈺雄，註 387 文，頁 12-13。 
394 林鈺雄，註 387 文，頁 20。 
395 詳細介紹，黃朝義，註 22 文，頁 93-94；另據日本學者之觀察，最高法院的判例上，雖有基

於違法偵查起訴的效例成為爭點的案子，但就結論而言，均未以偵查手段違法為由而認起訴無

效，川出敏裕著，劉芳玲譯，註 373 文，頁 112。 
396 黃朝義，註 22 文，頁 94。 
397 刑法 57 條之量刑事由參照。析言之，既然刑罰之裁量乃刑事法官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其並有

依法（當然包括憲法）審判之義務，則當犯罪事實及該當之法律條款均無疑義時，國家刑罰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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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障礙說」、「個人刑罰排除事由說」等尚需在個案中依賴法官對現行法「超

出文義指涉範圍」地予以特別解釋，始有可能「創造出」其適用正當性－遑論這

過程中還有違反體系解釋、權力分立原則之疑義存在398。 

林鈺雄則自瑕疵係存在實體刑罰權發生的事由本身及發生當時、最後手段性

/比例原則、一般與特別預防等面向，說明「個人刑罰排除事由說」應屬較可支

持。氏認為，減刑說雖亦係以「實體刑罰權已喪失發動正當性」為說理基礎，惟，

「交由法官於個案中彈性量刑」的另一面，正是不可避免而令人擔憂的法官恣

意；再者，若對於國家挑唆此等嚴重違反法治國原則之行為，「僅得在下有罪判

決之前提下予以減刑」，不啻違反手段（→減刑）與目的（→對受挑唆人的「補

償」）間必須相當的比例原則，因為當受挑唆人的犯罪自始即為國家所製造、引

起時，國家再對受挑唆人發動刑罰，已不可能具備最後手段性；最後，從刑罰的

一般與特別預防目的觀之，「毫無妥協餘地（即：明確否定被挑唆者的實體犯罪）

的裁判才是最佳的預防和嚇阻理論」，畢竟，「如果潛在的犯人因為畏懼犯罪追

訴而不敢犯罪，那正是國家刑罰權及其行使（已）發揮一般預防功能，何能容許

國家再以挑唆手法自行消滅這項一般預防功能？更何況國家此時對行為人施加

的不是矯正，而是扭曲其人格的措施，縱使加以處罰也無特別預防功能」399。 

 

就實務而言，雖我國警職法第 3 條第 3 項已明文「宣示」：「警察行使職權，

不得以引誘、教唆人民犯罪或其他違法之手段為之」，然因並未接續規範違反的

法律效果，可想而知我國實務會連結刑訴法 158 條之 4 的權衡法則，而採取被多

                                                                                                                                                           
行使是否符合正義理念及其他諸多憲法要求及價值，即有賴法官於個案中透過公正而妥當之量刑

決定加以展現。楊雲驊，註 23 文，頁 156。 
398 就「訴訟障礙說」而言，在我國，無論是刑訴法 302 條之免訴事由或 303 條之不受理事由均

係「以特定事實－且必須在犯罪發生後、終局判決前所發生－的存否」為依據，而「犯罪係由國

家違法、違反正當法律程序要求『挑唆』所致」此等顯屬「犯罪發生當時的價值判斷結果」，並

不與焉（→無從歸類到前開條文的任何一款，亦無類推適用的空間），若強為適用將造成體系之

紊亂；另針對「個人刑罰排除事由說」，楊氏則認為，若刑法中已有其他規定可資適用，則使法

官在個案中創設「應由立法者予以一般性明定之個人刑罰排除事由」即屬不妥，因為，這個基於

權力分立原則所創設的界限，「不容因行政權發動誘使及司法機關審判時為有利被告之認定而遭

破壞」。楊雲驊，註 23 文，頁 153-155。 
399 林鈺雄，註 387 文，頁 27-28、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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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者質疑會有「與理論之內涵不符400」、（在適用上）「難以界定『應予禁止』

範圍（→全面、無限上綱式的排除又有癱瘓追訴之虞）401」疑慮的「證據使用禁

止說」；進一步觀其判決內容則會發現，多數法官在宣示、闡明其「陷害教唆…

縱其目的在查緝犯罪，但其手段顯然違反憲法對於基本權之保障，且已逾越偵查

犯罪之必要程度…其因此等違反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應不具有證據能

力」之心證基準後，往往同時選擇對違法陷害教唆（構成與否）「從嚴認定」402，

造成的結果就是：一方面對「被廣泛容許」的合法誘捕偵查即不再審查其執行上

是否符合比例原則403；另方面，受（違法）挑唆者亦鮮有因「犯罪乃偵查機關違

法誘發」而在實體上獲有利之認定404，甚而尚需承擔法官「以被挑唆犯罪所蒐得

證據認定過去犯行405」之重大風險。本文認為，這顯然已不僅是「視野有待擴充

                                                       
400 因此瑕疵非僅止於「個別取證行為的違法」，而係「來自於刑罰權本身的實體事由，且存在

整個訴訟本身」，然，前者方為（依附性）證據使用禁止之理論依據。林鈺雄，註 387 文，頁

30-31。 
401 楊雲驊，註 23 文，頁 154-155；林鈺雄，註 387 文，頁 31。 
402 以實務上最常見的警方以現行所逮捕之吸/販毒者為餌，「釣出」前與其交易之販賣、運輸毒

品之人的案件為例，99 ﹪的判決會依憑相對人「之前數次的確定犯行犯意」或「接到電話後立

刻著手準備相關犯行的行為」，作出此乃「對於原已犯罪或具有犯罪故意者，以設計引誘之方式，

使其暴露犯罪事證，而加以逮捕或偵辦」之認定，至於「本次犯行乃肇始於警方之主動介入」的

事實，則往往被「刻意忽略」。相關判決不勝枚舉，此處僅參最高法院 97 年台上字第 5714、6298、

2881、2735、642 號判決、98 年台上字第 725 號判決等。 
403 反對見解：「誘捕的手段必須具有正當性，亦即必須在一般偵查手段無法查緝該項犯罪，或

以一般偵查手段查緝該項犯罪有重大困難之條件下；再衡酌採用誘捕手段對於犯罪嫌疑人之人權

侵犯，與政府嚇阻犯罪之利益，以最小侵害手段來達成。…檢察官在面對被告提出誘陷抗辯之際，

必須舉證證明誘陷手段並不過當，一般人不會因此陷於犯罪；且是因為被告於受誘惑前已有犯罪

傾向，所以當臥底警探為誘陷時，被告即自主的為犯罪行為。」林漢強，註 388 文，頁 63。 
404 僅自極少數之判決中可「隱約推論」出法官有「將違法陷害教唆連結實體法途徑加以處理」

的想法，如最高法院 92 年台上字第 7006 號判決：「果爾，警方豈非以『陷害教唆』方式之陷阱

入人於罪？原判決憑以論處罪科刑，豈非認為警方之陷害教唆亦可入人於罪？此與刑罰之目的在

於矯正犯罪行為人反社會惡性以及憲法保障人權之宗旨是否相符，值得商確」；最高法院 97 年

台上字第 44、3664 號判決：「陷害教唆…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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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犯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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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其手段顯然違反刑事訴訟對於偵查手段應合法、純潔、正當之要求，基於

保障人權之考量，自得阻斷犯罪之成立。」 
405 最高法院 92 年台上字第 3052 號判決參照（→其認定上訴人早具販賣毒品犯意，但苦無證據，

警方利用賴○○向上訴人佯示欲購毒品後，進而於交易時查獲相關毒品，非屬陷害教唆，可作為

認定上訴人之前販賣毒品行為之證據）；對此，蔡墩銘即批評：1.未考量上訴人之本次犯行確因

警察挑唆所致，亦即，不應忽略「此項教唆對於被教唆者所導致之不利影響、兩者間顯具某種關

連性」之事實而容忍這種「不正當」之辦案方式；2.過去之犯罪應以過去之事證為斷，「為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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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的問題，更重要者乃係，如此的實務作法顯然已與其欲藉證據禁用效果打擊

違法偵查之初衷背道而馳。 

值得注意者係，最高法院 97 年台上字第 19 號判決似已走出多數見解的框

架，甚而明確表態採取實體法途徑：「本件應係司法警察以引誘或教唆犯罪之不

正當手段，使被告因而萌生犯意而實施犯罪，核與上開『陷害教唆』之要件相符。

因而撤銷第一審論處被告共同製造第二級毒品罪刑之不當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

罪」，頗值重視。 

 

二、臥底線民隱密探話 

（一）德國實務見解的演變 

1. 大相逕庭的【羈押牢友案】與【監聽陷阱案】 

關於臥底、線民透過隱密探話所得之犯嫌/被告陳述，聯邦最高法院是

否/如何連結證據禁用作為追訴程序上的法律效果？1987 年聯邦最高法院

第 5 庭於【羈押牢友案407】中的見解與 1996 年聯邦最高法院大刑庭於【監

聽陷阱案408】所建立的標準顯然迥不相同，對此，國內已有學者為文詳細

介紹並評析409，本文即不贅述。簡單來說，前者將羈押中被告對線民為陳

述時所身處的「（空間上）強制」狀態連結德國刑訴法 136a 條之「不正」

方式，應而得到證據絕對禁止使用之結論（德國刑訴法 136a 條第 3 項）；

而後者則認此時既非不正訊問，亦無違反不自證己罪原則的問題；惟其在

判決主旨中所提及的判斷標準：「接受偵查機關委託的私人在未揭露其偵

查身分的前提下，基於其所獲對調查對象的指示，與犯罪嫌疑人進行談話，

若此時係涉及情節重大犯罪的澄清且對其案情之調查以其他偵查方式可預

期成效顯然較低或有重大困難，則該談話內容有證據能力」，事實上是不

                                                                                                                                                           
過去實施過同一類之犯罪，唆使其為犯罪之實施，以此為證據以追究其過去亦犯有同一類犯罪」

之作法，實不足取。蔡墩銘，陷害教唆與由此取得證據，台灣本土法學，56 期，2004 年 3 月，

頁 167-168。 
406 林鈺雄，註 25 文，頁 232。氏指出欲達「補償」受挑唆人、遏止違法偵查之效，在學說理論

上確有更適切的其他選項可供選擇，如實體法途徑的減刑說、個人排除刑罰事由說，及程序法途

徑的訴訟障礙事由說等，惟我國實務均未予考慮。 
407 BGHSt. 34, 362＝NJW 1987, 2525. 
408 BGHSt. 42, 139;＝StV 1996, 465. 
409 王士帆，註 15 文，頁 17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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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一般性的個案權衡法則。 

 

2. 連結不正訊問（效果）的【虛偽朋友案】 

依循【羈押牢友案】的見解，傾向將個案中透過臥底的隱密探話認定

係屬「不正方式」者，尚有聯邦最高法院第五庭 1998 年的【虛偽朋友案410】。

該案的判決理由指出：若國家追訴機關與「（因具他案受刑人身分而）被

允諾可獲利益」之私人長期合作並藉之向犯嫌/被告套話，應屬 136a 禁止的

「不正訊問」，所得之陳述無證據能力。理由在於，該條的規範保護目的

本在禁止追訴機關以任何可被歸咎的方式－這裡必須考慮不論是國家或私

人的行為態樣及私人獲取陳述時的客觀情況－去取得被告陳述，本案中證

人 S「隱密探話」的行為方式因而就必需特別加以考慮411。對受監禁者（羈

押中被告）而言，雖然基於刑事追訴的利益，其必須忍受（羈押所造成）

對其身體及精神自由的限制，不過相對的，國家同時也負有避免受監禁者

之身體完整性、自主行為自由在監禁狀態下可能遭受更強大干預的義務，

在隱密探話的情形，國家可能已違反這樣的義務而可以歸責：因為或許追

訴機關可能認為，受監禁人絕不會因為證人 S 的恫嚇產生不自主性，故此

等偵查措施的強制力（Zwangswirkung）並不嚴重而尚可接受；惟事實上這

種強迫其接受（證人 S 安排）、或甚至是其他帶有強迫施加意味的半威脅

（erzwungenen Verabreichung von Rauschmitteln）方式，都已對受探聽者造

成「非不重大」的影響，以此等偵查方式所獲取對犯罪情節的認識，應適

用 136a 條第 3 項，證據禁用412。 

 

                                                       
410 BGHSt 44, 129; JR 1999, 346. 其案例事實略為：在柏林女子監獄的他案受刑人 S 長期（截至

本案，已七年）自願與檢、警合作，使其成為羈押被告的牢友，藉其非官方的談話，在自然而然

的狀況下（durch ihre „übersinnlichen Kräfte“ ），告知（若自白）可能可獲緩刑或無罪判決，此

設置的成功與否仍取決於：談話對象（即羈押被告）是否向其坦承不諱並使之得以記錄犯行，之

後，S 再以人證身分出現在該羈押被告的刑事程序中。本案中，S 成為被告 C 的牢友，根據 S 的

說法（C 亦未否認），其與 C 間曾「舉行過 8-10 次的（非正式）會議」，S 費盡心思使 C 以口

頭或書面向其描述犯罪經過。 州法院在判決中隻字未提 C 辨護人所主張 S 實際上乃被刻意安排

的「警方誘餌（Polizeispitzel）」此情事，認為 C 之陳述並非 S 藉恐嚇或其他不正方式取得，同

時認為縱使採取辨護人的看法，根據 BGH 在【監聽陷阱案】的見解，也不會導致（該陳述）證

據禁用。 
411 BGH, JR 1999, 347. 
412 BGH, JR 1999,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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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GH 在【獄外探話案】的最近見解 

2007 年，聯邦最高法院在【獄外探話案413】的判決主旨414中更直接闡

明：「臥底偵查員可能利用其所創造出與犯嫌間持續的信賴關係，使本可主

張緘默權的犯嫌雖未『被迫作出陳述』，但亦是使其處在一個類似訊問的環

境，誘使其說出犯罪相關的陳述。這樣的取證過程違反了不自我入罪原則而

通常會導出證據禁用的效果。」本案的特別之處在於，被告曾依辯護人建議

明確主張過緘默權，且時間點係在臥底被合法設置前，對此，判決理由指出，

「被告既已表明在調查自己的偵查程序，將對偵查人員保持緘默，此時不自

證己罪給予被告的一般性保護應予強化，如此才能使追訴機關尊重其決定。...

無論如何皆與不自證己罪原則相悖的是，當被告已主張緘默權，未表明追訴

企圖的偵查機關仍主動鎖定、對被告進行類似訊問－例如透過臥底偵查員的

設置－藉以引誘其自白415」，因而「被告主張緘默權的聲明既非在被告知其

有緘默權的形式訊問之後發出，考慮到不自證己罪原則的意義與目的，該主

張並無法律上評價的意義416」；而且「縱使這個為了揭發犯行的訊問是發生

                                                       
413 BGH, Urt. v. 26. 7. 2007 - 3 StR, NJW 2007, 3138＝NStZ 2008, 110. 本案案例事實略為：被告被

控殺人，2003 年 1 月檢察官開始主導偵查，被告否認犯行並聽從辯護人的建議保持緘默，表示

在廣泛閱卷後始欲陳述。儘管警方全面偵查，仍無法證實被告的犯罪嫌疑且亦不存在其他預期有

相同效果的偵查措施，2003 年 10 月 28 日法院便對檢察官設置臥底之聲請予以許可，且此許可

被多次延長，基此自 2003 年 12 月 16 日至 2005 年 1 月 7 日間，對被告設置臥底。臥底警察先是

在刻意安排的運囚場合與被告有第一次的對話接觸，至 2005 年 1 月初，臥底曾到押所拜訪被告

13 次，隨後，在追訴機關所允許的兩次外出及兩次的一日拘禁假期間，臥底也陪在被告身邊，

藉由這些過程，被告建立起其對臥底的信任，其曾向臥底陳述其正面臨的偵查程序及對其不利的

間接證據、讓臥底概覽相關偵查文件的影本，藉此否認犯行。在 2005 年 1 月 6 日－即被告一次

為期一週的拘禁假期間，被告向臥底提到一些犯罪過程，臥底於是藉由彼此間的信賴關係去推波

助瀾，使被告作出更多基於信賴（才脫口而出）的激動陳述，最終被告便是基於自己對臥底的信

賴、考慮到之後將與臥底共同創業等情事而承認了犯行，僅管仍有所掩飾，然藉由其對臥底提問

的回答，已說明犯罪的詳情，並特別仔細描述了其對屍體及犯罪現場的清除過程，此對話被法院

同意監聽並記錄。在這之後，於 2004 年（按：此似屬最高法院筆誤，依上下文推論應為 2005

年）1 月 7 日被暫時逮捕的被告被通知臥底設置及其對話被記錄之情，在被告知其身為被告（所

享有）的權利後，面對（偵查機關的）形/正式訊問，其作出了與對臥底相同的陳述。審判程序

中辯護人主張被告對臥底的陳述及偵查機關對被告的訊問均不得使用，邦法院則駁回了辯護人的

異議。 
414 此判決的全文翻譯，王士帆，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判－不自證己罪在臥底偵查的適用界限

（上）、（下），軍法專刊，54 卷 4、5 期，2008 年 8、10 月，頁 76-85、127-134。 
415 BGH, NJW 2007, Rn. 27. 
416 BGH, NJW 2007, Rn.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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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監獄之外、係在被告拘禁假日期間，其仍對被告的決定自由造成重大限

制，這已接近於對受羈押人在押所設置警察誘餌時所處的『特別強制狀

況』。…就這點而言被告是否在臥底與之接觸的一開始曾短暫考慮到其可能

是警方臥底，對合法判決的形成而言並不重要；因為其在隨後已與臥底建立

完全信賴的私人關係417」；同時並認為該違反法治國原則的蒐證方式，證據

禁用的效力會繼續作用（fortwirken）至後來被告針對追訴機關「盡告知義

務後訊問」所為的陳述，「否則在此情況下被告必然會認為，其對臥底的陳

述反正都會被使用，因而(縱被告知)也不會意識到其對犯罪事實還是有選擇

說出或保持緘默的自由決定空間418」。 

 

至此可以確認的是，不論推論過程為何，若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個案中藉臥

底、線民隱密探話的方式「太超過419」，大致上會連結證據禁用的「法律效果」。 

 

（二）我國 

誠如本文於【第三章 第三節 第二項 七、運用臥底、線民】中之討論，我

國的犯罪偵查實務對臥底、線民的運用可謂係「走在刑訴法規定之前」，然，自

相關判決觀之，其在手段的運用上大多係連結「（合法）誘捕、釣魚偵查/（違

法）陷害教唆」；至於利用臥底、線民向（因一定期間之接觸，已對其產生信賴

感之）特定犯嫌進行探/套話，進而取得自白的偵查手法，雖在實務上不難想像

（且可「合理懷疑」其早已運用多時），惟判決420對「該等探話過程（縱屬合法

的誘捕）是否屬於國家訊問→可能連結刑訴法 156 條不正訊問禁止效果或違反

                                                       
417 BGH, NJW 2007, Rn. 35.此完全信賴的私人關係（eine vertrauensvollen Beziehung auf privater 

Ebene）係「如何被建立」，顯然是 BGH 考慮的重點，因其連結了被告自由決定空間被影響的

程度，正因如此，判決中詳細描述本案追訴機關是如何「運用」臥底偵查員去促使一個已主張過

緘默權的被告最終仍「被迫」做出不利己的陳述－包括在被告外出或假日期間的全程陪伴、允諾

之後共同開業，甚至在被告已對其建立一定程度之信賴時，暗示被告若不說明犯情就將切斷其與

被告間這「世上唯一的人際關係」。 
418 BGH, NJW 2007, Rn. 37. 
419 當然，此處的界限並不清晰，Nack 就認為，「若人們未把緘默權的實際意義減縮至零，那麼

不論是被告在陳述前很明確的表明其無意對案情作陳述（按：如【獄外探話案】中之情形），抑

或是當 VE 設置的目的就是想要透過隱密探聽獲得陳述，這兩種情況皆應得出證據禁用的效果。」

KK-Nack, § 110c Rn. 21. 
420 如最高法院 92 台上 6116、92 台上 6130、93 台上 2949 等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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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緘默權等之）告知義務」等問題，不論是「有意的視而不見」或「無心的未意

識之421」，結論就是並未處理，亟待改善422。 

 

三、小結 

據上分析可知，對於我國實務上運用最頻繁、最常在判決中窺見其身影的兩

種一般偵查措施「實施過程」在司法層面的監督，個案法官往往選擇採取極為寬

鬆的審查密度，亦即，不但甚少因此發動其（被賦予）在認事用法過程中「宣告

證據因取證違法而應禁用」的權衡武器，對學說上所發展之其他可能抑止該違法

偵查的實體或程序法上途徑，亦似充耳不聞，令人遺憾。 

                                                       
421 王士帆，註 15 文，頁 222。 
422 何賴傑，二○○三年刑事訴訟法判決回顧，台灣本土法學，66 期，2005 年 1 月，頁 140-141；

對此李錫棟已有所警覺：「若將線民所蒐集之資料運用於刑事程序當作證據使用，必須面臨運用

線民蒐集資料本身所蘊含之隱瞞問題，蓋運用線民蒐集資料無可避免地需利用人際間之信賴關係

來進行資料蒐集，其間顯然夾雜著作為或不作為的『欺瞞行為』，此種可能含有詐欺因素之行為

對於基本權之高度干預，乃是將線民蒐集之資料運用於刑事程序當作證據時所必須考慮的要素。」

李錫棟，註 95 文，頁 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