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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警政研究學會 

警政與警察法相關圓桌論壇（三十） 

【同意搜索之執行與爭議】會議紀錄 

日期：2020 年 10月 22 日 

地點：桃園市桃園區力行路 258號(桃園分局)  

 
 

主持人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 林德華理事長： 

    今天是本學會第 30場次論壇，主題是:【同意搜索之執行與爭議】。之前，我們在新北市

中和分局已經辦了一場相關的論壇【警察攔檢盤查實務爭點分析】，因為警察臨檢勤務在警察

執法過程中，對基層影響深遠，而且最近有幾個判例，認為警方逾越法律規定，如臨檢程序

不完備、同意搜索權執行的爭議(與釋字第 535號解釋，限縮警察臨檢勤務有關)等等。 

    警察執行臨檢或搜索，稍不注意，就有違法之虞，因為法律對於搜索的規範相當嚴謹。

所以繼上次新北市的論壇之後，我們意猶未盡，認為還需要再辦一場關於【同意搜索之執行

與爭議】的論壇。最近桃園有幾個因為搜索手續不完備的案例被判無罪，如果因此導致警察

不敢做臨檢盤查勤務，會影響警察執勤的功能，這不是全民之福。因此今天這場論壇，希望

能從不同觀點共同探討同意搜索之執行與爭議，讓警察執勤程序更完備。 

 

 

引言人 

中央警察大學 許福生教授 

壹、實務上常見案例(桃園保大張仁傑大隊長提供) 

一、員警於執行巡邏勤務時，巡經○○路（發現路旁有口）時，1 人單獨行走，見警即

神色慌張，形跡可疑，員警發現有異，依警職法第 6 條規定攔檢盤查民眾身分，經盤查身分

後得知該民眾有多項毒品刑案紀錄，再以口頭詢問該民眾身分是否攜帶違禁品，並經該民眾

主動交付或詢問是否同意警方搜索後，民眾同意警方搜索，於該民眾身體、包包內發現毒品

等違禁品，即依刑事訴訟法第 88條第 1項、 第 3項第 2 款規定，予以逮捕。 

 

二、員警於執行巡邏勤務時，巡經○○路口時，發現某車輛蛇行、違規停車、駕駛未繫

安全帶、闖紅燈等違規行為，依客觀合理判斷該交通工具易生危害，爰依警職法第 8 條規定

攔停該車輛，並查證駕駛人及乘客之身分，經盤查身分後得知該民眾有多項毒品刑案紀錄，

再以口頭詢問該民眾身分是否攜帶違禁品，並經該民眾主動交付或詢問是否同意警方搜索

後，民眾同意警方搜索，於該民眾身體、包包或交通工具內發現毒品等違禁品，即依刑事訴

訟法第 88條第 1項、第 3項第 2款規定，予以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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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爭點分析(桃園分局林信雄分局長提供) 

【争論點一】 

  警方攔停交通工具或盤查行人，對於汽車內物品或個人包包翻動，應如何檢視?駕駛或行

人同意警方看一下後，警方可否翻動包包內物品?口頭同意接受搜索是否可以先搜索後，再填

寫自願搜索同意書? 

【分析】  

  參照桃園地方法院 109 年度審訴緝字第 5號判決，雖經受檢查或搜索者「同意」情況下，

基於基本權之捨棄，固得合法為之，然得執行者自只侷限於經「同意」之範圍內，不得假「檢

查」之名，而濫行「搜索」之實，又在無「搜索票」之情況下，再加上「這份同意書是在搜

到東西帶回警局時簽名的」，「當時我有問說可以不簽名嗎，警察說不能不簽名，若我不簽名，

我老婆和小孩子不能回去」，是以事後方補簽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不符「同意搜索」要

件，屬「違法搜索」。又因本條但書明訂：「執行人員應出示證件，並將其同意之意旨記載於

筆錄」，屬於同意表示之程序規範，目前實務認為執行搜索之書面祇能在搜索之前或當時完

成，不能於事後補正(參照最高法院 108年台上字第 839號刑事判決)。 

 

【争論點二】 

員警臨檢進入旅館及營業 KTV 等處所： 

一、兩者是否須經當事人同意，未經同意下進入場所後發現毒品，兩者法效性如何?如同意讓

警方進入是否等同可以搜索翻動? 

二、臨檢旅館時，當房客打開房門，警方從門外發現床角有一個明顯的毒品吸食器，房客是

否屬現行犯得直接進入逮捕?(施用毒品犯嫌係行為犯、狀態犯、結果犯?) 

三、承上，房客開門即於桌上看見少許安非他命，警方得否在未經房客同意下，強行進入?

進入究竟是屬證物之逕行搜索扣押或是對於犯罪人之逕行搜索?目視發現安非他命成品

跟僅有吸食器有何差別? 

【分析】  

一、旅館之房間應比照私人處所，非經同意不得入內，未經同意進入後發現的毒品為非法搜

索所得之證物，依刑訴法第 158 條之 4 來權衡是否排除證據。營業 KTV 為公共場所或合

法進入之場所，縱使未經同意若符合警職法之規定可進入臨檢，若基於一目瞭然發現之

毒品可扣押。但同意讓警方進入，不代表等同可以搜索翻動，只侷限於經「同意」之範

圍內，不得假「檢查」之名，而濫行「搜索」之實，且搜索的時間與空間，須視行使同

意權之人同意範圍而定。 

二、依刑事訴訟法第 88條第 2項規定，犯罪在實施中或實施後即時發覺者，為現行犯。施用

毒品罪為行為犯，行為人一旦施用毒品，即屬實現構成要件之行為，若認行為人為剛施

用毒品，即可依現行犯逮捕。且基於一目瞭然若發現之毒品吸食器是持有專供製造或施

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因持有專供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吸食器亦為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第 11條第 7項所定之犯罪行為，可依現行犯直接進入逮捕。 

三、基於一目瞭然若能確認發現之毒品是安非他命，可依持有第二級毒品者現行犯直接進入

逮捕。逮捕後可附帶搜索。目視發現安非他命成品跟僅有吸食器有何其差別，均在於是

否能確認是真的安非他命以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而符合毒

品危害條例第 11 條規定之要件。如犯罪嫌疑人不明，有在房內搜索犯罪嫌疑人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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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始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第 1 項各款對人的逕行搜索，至於第 2 項對物的緊急搜

索發動者僅限於檢察官，單純員警臨檢時尚不得為之，縱使檢察官親自無法到場「指揮」，

司法警察（官）如認有保全證據而緊急搜索之必要，亦得向檢察官報備，經核可後應得

緊急搜索，但亦需符合於偵查中確有相當理由認為情況急迫，非迅速搜索，二十四小時

內證據有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之虞者之情形下始得主張。 

 

【争論點三】 

家門口外逮捕現行犯，對於犯嫌家內，執行附帶搜索是否允當?亦或應採同意搜索?如為現行

犯供述他處，仍有其他人正從事犯罪行為或藏有大量毒品，應採行何種搜索或偵查方式? 

【分析】  

一、家門口外逮捕現行犯，逮捕人犯之目的已經達成，對於犯嫌家內，執行附帶搜索不允當，

因其範圍限於身體、隨身物件、使用之交通工具及立即可觸及之處所，且應受比例原則

限制，不可漫無目的搜索，除非當事人同意搜索，但同意搜索需符合同意搜索要件。 

二、如為現行犯供述他處，仍有其他人正從事犯罪行為或藏有大量毒品，可依刑事法第 88 條

之 1 因現行犯之供述，且有事實足認為共犯嫌疑重大者而情況急迫者，得逕行拘提之。

如有對物有搜索之必要時，仍應先報請檢察官指揮，再依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第 2 項執

行緊急搜索 

 

【爭論點四】 

警方持搜索票，於特定房號內查獲現行犯及犯罪證據後，發現隔壁房號房間不在搜索範圍內，

惟確認重要嫌疑犯及證據在內，警方應如何延伸實施搜索?另如查緝職業賭場，於搜索票所登

載搜索地點內僅發現載客之車伕及把風人員，而依把風人員供述，實際賭場位於同棟大樓之

樓上，並由把風帶同抵達大門，可聽到內部有人聚集說話聲音，此時該如何實施搜索? 

【分析】  

兩者如已有相當理由認有人在房內犯罪，且情勢急迫，可依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第 1 項第 3

款，有明顯事實足信為有人在內犯罪而情形急迫者，得逕行搜索住宅或其他處所，惟此僅能

以發現犯罪嫌疑人為目的之進行搜索，並依刑事訴訟法第 130 條對逮捕之人為附帶搜索；倘

若有對物蒐證或保全證據而有搜索之必要時，仍應先報請檢察官指揮，始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131條第 2項主張對物的緊急搜索。 

 

貳、爭議案例判決—以桃園地方法院 109年度審訴緝字第 5號為例 

  一、案由摘要 

  甲男某日載妻子違停為警盤查，經「同意」自該車副駕駛座置物處及下方垃圾桶內，扣

得其所有之海洛因 1 包及注射針筒 2 枝，復經採集尿液送驗有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被移

送後起訴。然本案在法院審理時，甲男承認吸毒，但主張員警無搜索票，未徵得他「同意」

搜索車子，因他「只有同意看，你們怎麼可以翻」，且事後又逼他簽「自願搜索同意書」，

「不然老婆小孩不能回去」。 

 

二、理由摘要 

本案法院認為「檢查」或「搜索」均屬對穩私權之干預，基於法律保留原則，皆須有法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90%B8%E6%AF%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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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依據方得為之，雖經受檢查或搜索者「同意」情況下，基於基本權之捨棄，固得合法為之，

然得執行者自只侷限於經「同意」之範圍內，不得假「檢查」之名，而濫行「搜索」之實，

又未經被告「同意搜索」情況下，「打開置物箱蓋從裡面取出壹包裝有白色粉末之夾鏈袋」，

顯屬「非法搜索」，從而所扣該包海洛因及 2 支針筒，皆係經違法搜索所得之證物。接著法

院認為因非法所查獲之毒品而逮捕被告甲，屬非法逮捕，是以事後方補簽之「自願受搜索同

意書」，絕非出於被告真摯同意，自不得以此回溯使搜索轉為合法依據，則此份同意書充其

量僅具掩蓋「違法搜索」之「遮羞布」。又因員警非法逮捕被告甲，是以不能依刑事訴訟法

第 205 條之 2 後段所定「對於經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有相當理由認為採取

尿液得作為犯罪之證據時，並得違反其意思採取之」為之，警方又沒向檢察官聲請鑑定許可

書，且亦未經其同意而自願採尿，亦非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5條所定得報請檢察官許可強制

採驗「毒品調驗人口」，自不得違反被告意願而強制採驗尿液，故員警對被告尿液採集同淪

為不法。是以，本案基本上可拆解為「違法搜索」、「違法逮捕」、「違法驗尿」，所扣案

證據及據此而衍生各項證據，法院最後基於「遏阻違法偵查」目的排除該等證據，導致縱使

被告甲坦誠有施用第一級毒品犯行，唯僅此單一自白，尚無其他證據可佐其自白真實性下，

判決被告「無罪」（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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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案法院判決之思維 

案例事實 本案爭點 違法搜索 違法逮捕 違法驗尿 證據排除 判決結果 

甲某日載妻

子違停為警

盤查，經「同

意」自該車副

駕駛座置物

處及下方垃

圾桶內，扣得

其所有之海

洛因1包及注

射針筒2枝，

復經採集尿

液送驗有施

用第一級毒

品海洛因，被

移送後起

訴。然在法院

審理時，甲承

認吸毒，但主

張員警無搜

索票，未徵得

他「同意」搜

索車子，因他

「只有同意

看，你們怎麼

可以翻」，且

事後又逼他

簽「自願搜索

同意書」，「不

然老婆小孩

不能回去」。 

1. 檢查

與搜索之

區別？  

2.符合同

意搜索之

界限？  

3. 符合

強制驗尿

之規範？ 

4.違法搜

索所獲得

證據及引

申證據應

否排除？ 

 

「檢查」或「搜

索」均屬對隱

私權之干預，

雖經受檢查或

搜索者「同意」

情況下，基於

基本權之捨

棄，固得合法

為之，然得執

行者自只侷限

於經「同意」

之範圍內，不

得假「檢查」

之名，而濫行

「搜索」之

實，又未經被

告「同意搜索」

情況下，「打

開置物箱蓋從

裡面取出壹包

裝有白色粉末

之夾鏈袋」，

顯屬「非法搜

索」，從而所

扣該包海洛因

及2支針筒，皆

係經違法搜索

所得之證物。 

因非法所

查獲之毒

品而逮捕

被告甲，

屬非法逮

捕，是以

事後方補

簽之「自

願受搜索

同意

書」，絕

非出於被

告之真摯

同意，自

不得以此

回溯使搜

索轉為合

法之依

據，則此

份同意書

充其量僅

具掩蓋

「違法搜

索」之「遮

羞布」而

已。 

因員警非

法逮捕

甲，故後

續對被告

尿液採集

亦為非

法。亦即

甲既係為

警非法逮

捕，自猶

無刑事訴

訟法第

205條之2

後段所定

「對於經

拘提或逮

捕到案之

犯罪嫌疑

人或被

告，有相

當理由認

為採取尿

液得作為

犯罪之證

據時，並

得違反其

意思採取

之」之適

用，是以

員警對甲

之尿液採

集同淪為

不法。 

本案可拆解

成三大重大

違失—「違

法搜索」、

「違法逮

捕」、「違

法驗尿」，

是以扣案之

海洛因、針

筒及以此為

據而衍生之

各項證據，

率未能通過

刑事訴訟法

第158 條之

4所定「權衡

原則」之檢

驗，或更兼

屬「毒樹之

果實」，為

貫澈「遏阻

違法偵查」

之目的，這

些證據均應

排除而無證

據能力，均

不得援為本

案證據。 

無罪 

縱使被告

甲坦誠有

施用第一

級毒品之

犯行，唯

僅此單一

自白，尚

無其他證

據可佐其

自白真實

性下，故

判決被告

「無

罪」。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90%B8%E6%AF%92


6 
 

參、檢查與搜索之區別 

按「檢查」僅能由當事人身體外部及所攜帶物品的外部觀察，就目視所及範圍加以檢視

，並對其內容進行盤問，或要求當事人任意提示，並對其提示物品的內容進行盤問，即一般

學理上所稱「目視檢查」。警察在一般臨檢盤查時，僅得實施「目視檢查」，但如有警察職權

行使法第 7條（查證身分之措施）第 1項第 4款所定要件，「若有明顯事實足認其有攜帶足以

自殺、自傷或傷害他人生命或身體之物者，得檢查其身體及所攜帶之物」，在此的「檢查」相

當於美國警察實務上所稱「拍搜檢查(Frisk)」，即使未得當事人同意，得以手觸摸其身體衣

服及所攜帶物品外部。然警察職權行使法所定之「檢查」為警察基於行政權之作用，係指為

避免危及安全所為衣服外部或所攜帶物件之拍觸，有別於刑事訴訟法所規範的司法「搜索」

，不得進行深入性搜索。因此，檢查時不得有侵入性行為，如以手觸摸身體衣服內部或未得

當事人同意逕行取出其所攜帶物品，而涉及搜索行為。 

  刑事訴訟法之搜索，除具急迫性、突襲性或同意性之無令狀搜索不用搜索票情形外，原

則上應依法聲請搜索票，才可進行翻查、找尋，甚或變更、移動物之儲存方式及除去、破毀

物之遮避、掩藏、隱匿外觀等「搜索」行為，與「檢查」僅可由外部目視觀察、檢視確實有

所不同。故本案員警「打開置物箱蓋，從裡面取出壹包裝有白色粉末之夾鏈袋」、「取出垃

圾桶內的上層的物品，之後取出壹個塑膠袋，再繼續取出垃圾桶內之物品」等行為，均屬「

搜索」而非「檢查」，故應依刑事訴訟法有關「搜索」之規定來檢視此等行為是否符合「搜

索」之規定。 

 

肆、無令狀搜索之類型 

    搜索，以有無搜索票為基準，可分為「有令狀搜索」與「無令狀搜索」。有「有令狀搜

索」，應用搜索票。惟搜索本質帶有急迫性、突襲性之處分，有時稍縱即逝，若均必待聲請

搜索票之後始得行之，則時過境遷，勢難達其搜索目的，故刑事訴訟法乃承認不用搜索票而

搜索之例外情形，稱為無令狀搜索或無票搜索，依該法之規定，可分為：第 130 條附帶搜索

、第 131條第 1項逕行搜索、第 131條第 2 項緊急搜索及第 131 條之 1同意搜索等共 4 種。

此種搜索，也應遵守法定程式，否則仍屬違法搜索。 

一、附帶搜索 

附帶搜索係指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逮捕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執行拘

提、羈押時，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其身體、隨身攜帶之物件、所使用之交通工具及其立即可

觸及之處所。本條立法目的乃在維護人身安全及避免被告湮滅隨身證據，故其要件須有合法的拘

提或逮捕並限於即時實施，搜索範圍也限於身體、隨身物件、使用之交通工具及立即可觸及之處

所，且應受比例原則限制，不可漫無目的搜索，亦即必須是合理懷疑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可能會隨

身攜帶犯罪證據及其他違禁物或可能傷害他人之物品，為保護執法人員或現場第三人之安全，並

避免被告湮滅證據，才得搜索。 

換言之，附帶搜索之範圍，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身體、隨身攜帶之物件、所使用之交

通工具及其立即可觸及之處所為限。其中所謂「立即可觸及之處所」乙語，自與刑訴法法第

131 條之「住宅」、「其他處所」不同；前者必須是在逮捕、拘提或羈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

所在地附近，而可立即搜索之處所，至於後者，則無此限制。如逾此立即可觸及之範圍而逕

行搜索，即係違法搜索（參照最高法院 107 年台上字第 2850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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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逕行搜索 

逕行搜索指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住

宅或其他處所之情形，與前述附帶搜索不同者在於附帶搜索是以合法的拘提或逮捕為前提，

惟逕行搜索須有下列情形之一始得為之：(1)因逮捕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執行拘提、羈押，有

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確實在內者。(2)因追躡現行犯或逮捕脫逃人，有事實足認現行犯

或脫逃人確實在內者。(3)有明顯事實足信為有人在內犯罪而情形急迫者。此種搜索的範圍僅

限住宅或其他處所，目的是在發現「人」的拘捕搜索，並非係扣押物或違禁物的搜索，故不

得翻箱倒櫃作地毯式搜索。因此種搜索其目的純在迅速拘捕被告、犯罪嫌疑人或發現現行犯

，亦即得以逕行進入人民住宅或其他處所，搜索之對象，在於「人」而非「物」；倘無搜索

票，但卻以所謂緊急搜索方法，逕行在民宅等處所搜索「物」，同屬違法搜索（參照最高法

院 107年台上字第 2850號刑事判決）。 

至於若於屋內逮捕人犯後，除被告身體或立即可及之處所外，住宅可否搜索？我國實務

見解認為：司法警察（官）於逮捕通緝之被告時，若僅係基於發現通緝被告之目的，而對通

緝被告之住所或其他處所逕行搜索之情形，其於發現通緝之被告而將其逮捕後，必須基於執

法機關之安全與被逮捕人湮滅隨身證據之急迫考量，始得逕行搜索被告身體，又因其逮捕通

緝被告逕行搜索之目的已達，除為確認通緝被告之身分以避免逮捕錯誤，而有調查其身分資

料之必要外，不得任意擴大範圍，復對被告所在之住宅及其他處所再為搜索，始符刑事訴訟

法保障人民不受非法及不當搜索之意旨（參照最高法院 91 年度台上字第 5653 號）。但美國

判例承認之，但僅能為「有限度之搜索」，只能於屋內各處走動，以目光搜索有無危害警察

安全之人或物，如在目光所及之處看到應扣押物，亦能扣押，此即所謂保護性掃瞄搜索（

protective sweep）。 

三、緊急搜索 

緊急搜索係指檢察官於偵查中確有相當理由認為情況急迫，非迅速搜索，二十四小時內證據

有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之虞者，得逕行搜索，或指揮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

行搜索，並層報檢察長。其立法目的係為迅速取得證據以便保全，故其要件僅檢察官得為之，且

有相當理由認為情況急迫，非迅速搜索，24 小時內證據有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之虞方可，至

於司法警察（官）應先向檢察官報備，得其核可，基於指揮之性質而為之。 

  本項規定搜索的主體限為檢察官，排除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然檢察官行偵查時，究

有多少機會可能發動緊急搜索？而較有可能發動緊急搜索的警察機關竟然無發動緊急搜索權

？立法顯然有未能兼顧偵查實際情況之虞。倘若司法警察（官）執行職務時，面臨必須蒐集

、保全證據而緊急搜索之急迫情形，此時應如何處理？ 

就法律解釋而言，檢察官除親自實施搜索外，亦得「指揮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

察執行搜索」。因而，無須檢察官親自到場「指揮」，司法警察（官）如認有保全證據而緊急搜

索之必要，即向檢察官報備，經核可後應得緊急搜索。報備之方式，並無一定要式限制，以電話

請求執勤檢察官核准，亦無不可。如同依現行警察機關執行搜索扣押應行注意要點第 13 條規定

：檢察官依本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二項指揮警察人員執行逕行搜索，應請簽發指揮書，如以言詞

為之者，應將其指揮內容詳載於公務電話紀錄簿，執行完竣後應請求補發指揮書。警察人員於偵

查中認有本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二項所定之情事，得主動報請值日檢察官或指揮偵辦該案件之檢

察官，指揮執行逕行搜索。 

四、同意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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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搜索係指：「搜索，經受搜索人出於自願性同意者，得不使用搜索票。但執行人員

應出示證件，並將其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錄」，其合法性界限如下所述。 

 

伍、同意搜索之合法性界限 

  由於本案係因被告甲違規臨停為線上巡邏員警所盤查，並請甲同意其「車子我們瞄一下

就好，我們看一下」，甲回答說「去看、去開」後搜索到車上有海洛因及針筒等物，引發後

續甲遭員警強制逮捕及強制驗尿，因而本案之爭執重點是員警「無令狀搜索」是否符合「同

意搜索」之合法性要件，而屬合法搜索或違法搜索。 

依照刑訴法第 131 條之 1 同意搜索之規定：「搜索，經受搜索人出於自願性同意者，得

不使用搜索票。但執行人員應出示證件，並將其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錄」，屬於「無令狀搜

索」型態之一，其理論依據最主要是「基本權的捨棄」。按搜索原本是國家機關為了干預人

民身體、財產與居住自由等基本權的高權行為，但因被搜索人同意而喪失干預基本權性質，

被搜索人同意取代國家法律成為發動搜索根據。況且同意搜索能夠免除司法警察聲請搜索票

負擔，也讓當事人能提早洗刷自己犯罪嫌疑，然而卻有一定風險，此一風險來自人民與國家

權力的差距，在擁有優勢地位的警察徵求同意搜索時，人民可能擔心拒絕同意反而會讓自己

顯得有犯罪嫌疑，只好同意其原本不會接受的搜索。因此，同意搜索正當性基礎完全建立在

受搜索人有效同意上，所以「同意權限」、「自願性同意」及「同意表示」，成為判斷搜索

合法性的關鍵所在(參照薛智仁，同意搜索之基本問題，法務通訊第 3002 期，2020 年 5 月 1

日)。 

一、同意權限 

同意權限之有無，就「身體」搜索而言，僅該本人始有同意權；就物件、宅第而言，則

以其就該搜索標的有無管領、支配權力為斷（如所有權人、占有或持有人、一般管理人等）

，故非指單純在場之無權人，其若由無同意權人擅自同意接受搜索，難謂合法(參照最高法院

107 年台上字第 2850 號刑事判決)。再者，同意權人應係指偵查或調查人員所欲搜索之對象

，而及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以外之人。又在數人對同一處所均擁有管領權限情形，如果同意

人對於被搜索處所有得以獨立同意之權限，則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在主客觀上，應已承擔該共

同權限人可能會同意搜索之風險，此即學理上所稱之「風險承擔理論」。執法人員基此有共同

權限之第三人同意所為之無令狀搜索，自屬有效搜索(參照最高法院 105 年台上字第 1892 號

刑事判決)。 

二、自願性同意 

自願性同意，即該同意「以一般意識健全具有是非辨別能力之人，因搜索人員之出示證

件表明身分與來意，均得以理解或意識到搜索之意思及效果，而有參與該訴訟程序及表達意

見之機會，可以自我決定選擇同意或拒絕，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或其他公權力之

不當施壓所為之同意為其實質要件。況且自願性同意之搜索，不以有『相當理由』為必要；

被搜索人之同意是否出於自願，應依案件之具體情況包括徵求同意之地點、徵求同意之方式

、同意者主觀意識之強弱、教育程度、智商等內、外在一切情況為綜合判斷其自願性」(參照

最高法院 106年台上字第 258 號刑事判決)。況且，「搜索人員應於詢問受搜索人同意與否前

，先行告知其有權拒絕搜索，且於執行搜索過程中受搜索人可隨時撤回同意而拒絕繼續搜索

，即受搜索人擁有不同選擇的權利，否則其搜索難認合法」(參照最高法院 108 年台上字第

839號刑事判決)。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author.aspx?AID=5928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ntroduction.aspx?PID=PL000002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ntroduction.aspx?PID=PL0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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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自願性同意」，必須出於受搜索人自主性意願，非出自執行人員明示或暗示

之強暴、脅迫、隱匿身分等不正方法，或因受搜索人欠缺搜索之認識所致，且為衡平人民與

警察之間的資訊與權利落差，並課予搜索人員告知受搜索人有權拒絕之義務。 

三、同意表示 

本條但書明訂：「執行人員應出示證件，並將其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錄」，屬於同意表示

之程序規範，目前實務認為執行搜索之書面祇能在搜索之前或當時完成，不能於事後補正(

參照最高法院 108年台上字第 839 號刑事判決)。換言之，執行人員應於執行搜索場所，當場

出示證件，先查明受搜索人有無同意權限，同時將其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錄（書面）後，始

得據以執行搜索，此之筆錄（書面）祇能在搜索之前或當時完成，不能於事後補正。倘若受

搜索人對其簽署自願受搜索之同意書面有所爭執，攸關是否出於自願性同意之判斷及搜索所

取得之證據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法院自應深入調查，非可僅憑負責偵訊或搜索人員已證述

非事後補簽同意書面，即駁回此項調查證據之聲請。該項證據如係檢察官提出者，依刑事訴

訟法 156 條第 3 項之相同法理，法院應命檢察官就該自願性同意搜索之生效要件，指出證明

之方法(參照最高法院 100年台上字第 7112 號刑事判決)。 

是以，本案被告甲只同意員警「去看、去開」之「檢查」而己，不能將其同意範圍任意

擴及「搜索」之意，此復觀諸被告於當場即執「我只有同意看，你們怎麼可以翻」等語明顯

可知。故員警等任意「打開置物箱蓋從裡面取出壹包裝有白色粉末之夾鏈袋」等作為，在無

「搜索票」之情況下，再加上「這份同意書是在搜到東西帶回警局時簽名的」，「當時我有

問說可以不簽名嗎，警察說不能不簽名，若我不簽名，我老婆和小孩子不能回去」，是以事

後方補簽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不符「同意搜索」要件，屬「違法搜索」。 

 

陸、「一目瞭然法則」 

倘若本案若是在被告同意員警「去看、去開」，當員警一打開車門，依「目視」即可發

現白色粉末之夾鏈袋及針筒，如此便符合「一目瞭然法則」(plain view doctrine)，經詢問

而無正當理由時，而「有事實足認其有施打毒品犯罪之虞者」，得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8 條

第 2 項後段進一步「檢查交通工具」，要求其開啟置物箱（含後車箱）接受檢查，且在有相

當理由憑認此白色粉末之夾鏈袋為海洛英一級毒品時，便可以持有一級毒品為由，依現行犯

逮捕之並帶回驗尿。 

「一目瞭然法則」，其最原始之意係指警察在合法搜索時，違禁物和證據落入警察目視

範圍內，警察得無令狀扣押該物，後擴及於警察執行其他合法行為時，依目視所發現應扣押

之物，亦得扣押。美國聯邦最高法院認為無令狀扣押固然會影響人民權益，惟權衡利害得失

，仍認應允准司法警察為相當範圍之扣押行為，亦即僅容許警察以「目視」之方式所發現其

他證據或違禁品時，始得為扣押行為，而不允許警察為另一次搜索之行為。且為免「一目瞭

然法則」被濫用，必須符合下列要件：(1)限於為合法的搜索、拘提或其他合法行為時，發現

應扣押之物；(2)必須有相當理由相信所扣押之物為證據或其他違禁物；(3)僅得以目光檢視

，不得為翻動或搜索之行為。「一目瞭然法則」本來僅適用於「扣押」之行為，惟後來被擴

張適用到「一目瞭然搜索」（有相當理由所為之簡單翻動），並且實務上另以類推適用之方

式，承認適用於所謂「一嗅即知」及「一觸即知」等範圍(參照王兆鵬，刑事訴訟法講義，元

照出版，2005 年 9月第初版，頁 202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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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桃園地方法院 108 年審訴字第 61 號刑事判決即引用「一目瞭然法則」，而認同下列

案件員警之搜索、扣押程序屬合法。即員警某日在某處盤查證人甲，查獲其持有毒品海洛因

1 包，由於證人甲當時甫購得該毒品，故員警在證人甲陪同下前往其購買毒品之某套房查緝

販賣海洛因之人。因而本有相當理由懷疑屋內涉有販賣毒品犯罪，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

第 1 項第 3 款之事由，本得即為「逕行搜索」，並非惡意不為搜索票之聲請。又司法警察在

門外以「目視」方式發現屋內茶几處放置扣案之削尖吸管及電子磅秤，並在獲得被告同意打

開門讓我們進去，又在不用翻找下發現垃圾桶裡面的殘渣袋後，認被告涉犯施用毒品罪嫌，

再將被告逮捕，逮捕後，自得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130 條附帶搜索，並在被告所在之上開套房

內再行扣得被告施用毒品所用之海洛因 1 包、菸頭 1 枚、注射針筒 1 支、殘渣袋 1 只及吸食

器 1 組，且此處之附帶扣押，業已依刑事訴訟法第 137 條第 2 項之規定，準用同法第 131 條

第 3 項，於 3 日內陳報法院，並經法院准許，是以本案員警之搜索、扣押程序自屬合法，扣

案之海洛因等物品，均有證據能力。 

柒、落實程序正義先合法再論方法 

一、認清執法之合法界限 

刑事訴訟禁止「不計代價、不問是非、不擇手段」的真實發現，其發現真實，必須在實

質正當法律程序下進行，始為法所許可。縱使當前犯罪型態，通常隨證據之浮現而逐步演變

，可能原先不知有犯罪，卻因行政檢查，偶然發現刑事犯罪，因而員警依警察職權行使法或

警察勤務條例等法律規定執行攔檢盤查勤務工作時，若發覺受檢人員行為怪異或可疑，有相

當理由認為可能涉及犯罪，得依據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執行搜索。惟依據刑事訴訟法，以

「有令狀搜索」為原則，「無令狀搜索」(或稱「無票搜索」)為例外，即因搜索本質帶有急

迫性、突襲性之處分，有時稍縱即逝，若均必待聲請搜索票之後始得行之，則時過境遷，勢

難達其搜索目的，故刑事訴訟法乃承認不用搜索票而搜索之例外情形，稱為「無令狀搜索」

，惟此種搜索，也應遵守法定程式，否則仍屬違法搜索。目前實務上執行之搜索，除有符合

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現行犯或準現行犯情形，自可執行逮捕及後續之附帶搜索外，一般以「同

意搜索」為主，惟同意搜索正當性基礎完全建立在受搜索人有效同意上，惟如遇當事人不同

意搜索，即無法發現犯罪證據。特別是在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普遍承認「證據排除法則」後，

程序合法與否的爭執與裁定，成為實體真實先決條件，對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的違法取證，

法院必須調查並說明其取捨理由，為了程序正義而可犧牲實體真實，可謂是刑事訴訟上重大

哲學思想改變，從「以發現真實為中心的證明力問題」移轉至「以正當程序為中心的證據能

力問題」。 

面臨現行刑事訴訟重心轉移至「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下，員警依警察職權行使法執行攔

檢盤查以及依刑事訴訟法執行搜索、扣押、逮捕等強制處分，均需在嚴謹的法律授權始得執

行，且在執行過程中，亦須符合比例原則，不得逾越必要程度。倘若在執勤過程中，如因法

治觀念或經驗不足情形，經當事人採取救濟手段，事後檢視發現員警攔檢盤查事由不正當，

或以非法程序取得犯罪證據，當事人之處分可能遭撤銷，且為無罪之判決，甚或員警身陷囹

圄，殊為不值。故警察今後辦案應更落實程序正義，認清強制處分權之合法界限，並加強實

務判決書分析，以作為執法合法性之依據。 

倘若司法警察（官）執行職務時，面臨必須蒐集、保全證據而有緊急搜索之急迫情形時

，應即向檢察官報備，經核可後得緊急搜索。報備之方式，並無一定要式限制，以電話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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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勤檢察官核准，亦無不可，避免以臨檢之名而來行緊急搜索，畢竟臨檢與緊急搜索之目的

、本質、發動要件及程序均不同。 

二、持續改善績效文化 

彰化地方法院 107 年訴字第 329 號刑事判決：「本案承辦員警，以『騙票』(拿過去的蒐

證照片透過檢察官向法院聲請搜索票)之違法手段取得搜索票，固已接受司法審判而付出代價

(犯刑法第 216 條、第 213 條之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然而身為執法人員的警察卻做

出如此嚴重的違法行為，可能與警界長期以來的績效文化脫不了關係。…本院仍希望警界高

層除了以績效管考基層員警之外，也能真心替這些在第一線辛苦值勤的員警們著想，思考如

何為員警提供安全無虞的設備環境、正確完善的法治教育，讓『執法之前，先要守法』的觀

念，內化在每位員警的心中」。又以最近某派出所 4 名官警栽槍換取績效，犯下假藉職務上

之權力故意犯非法搜索、縱放人犯與偽造文書等罪判決確定案，警政署除重申各警察機關應

依法行政並落實程序正義，違者嚴懲並追究連帶責任外，署長更語重心長表示「各級幹部應

勇於承擔轄區治安責任，嚴禁各單位有匿報案件或績效造假情事，違者將嚴懲不貸，同時追

究考監責任，避免影響民眾對警察的支持與信賴」。確實，為改善績效文化及強化警察專業，

警政署自 2015 年 4月起對外「減少協辦業務」達 20餘項，自 2018年起對內「取消專案評比

計畫」計 52 項；警政署強調未來也將持續滾動檢討修正，以減輕警察同仁工作負擔，提高工

作效能，更可專注於「治安」與「交通」工作上。因此，持續改善績效文化、落實程序正義

、「先合法 再論方法」，確實是值得我國警察持續關注的議題。 

三、賦予司法警察機關主管長官對物之緊急搜索權 

  現行緊急搜索規定搜索的主體限為檢察官，排除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然檢察官行偵

查時，究有多少機會可能發動緊急搜索？而較有可能發動緊急搜索的警察機關竟然無發動緊

急搜索權？立法顯然有未能兼顧偵查實際情況之虞。為解決此偵查實務之落差，未來應修正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二項條文，賦予司法警察機關主管長官對物之緊急搜索權。即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僅檢察官有對物的緊急搜索權，惟實際上負責

第一線偵查者為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遭遇緊急狀況較多，須報請檢察官指揮始得為之，

協調聯繫緩不濟急，各項物證可能稍縱即逝，相關證物滅失後，徒留難以回復之憾。又依同

條第一項規定，司法警察人員既得對住宅或其他處所執行緊急搜索，依舉重明輕之法理，對

於物證之緊急搜索，應無須經檢察官指揮始得執行之。乃明定司法警察機關主管長官，對於

證據有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之虞者，亦得發動緊急搜索，以應事實需要。 

 

 

與談人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 林信雄分局長 

壹、【問題】: 

    按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31-1 條規定，搜索，經受搜索人出於自願性同意者，得不使用搜

索票，但執行人員應出示證件，並將其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錄。法院對被告抗辯所謂「同意

搜索」取得之證據，會審查執行人員是否以不正之方法等一切情狀，加以綜合審酌判斷。而

警察機關實務上，多有使用上開規定的情況，然而有相當多案件的爭議點即在於該同意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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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自願性，倘未具備自願性的同意，會衍生所取得之證據有無證據能力的法律上爭議，如

同意之主體、同意之能力、同意搜索中自願性同意之判斷、同意之方式、搜索之客體與範圍、

同意之撤回、出示證件及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錄、同意之時期、書面製作時期、同意搜索之

救濟與事後審查，如當事人不願同意下，如何處理緊急情況下之蒐證保全，實能作為探討之

內容。 

 

貳、爭論點 

【争論點一】 

警方攔停交通工具或盤查行人，對於汽車內物品或個人包包翻動，應如何檢視?駕駛或行人同

意警方看一下後，警方可否翻動包包內物品?口頭同意接受搜索是否可以先搜索後，再填寫自

願搜索同意書? 

 允許看一下，不等同同意搜索。行政警察還是有其效益，一定要明確徵得受搜索人的同

意才可以執行，且不得隱含任何威脅或其他用語。 

 

【争論點二】 

員警臨檢進入旅館及營業 KTV 等處所： 

一、兩者是否須經當事人同意，未經同意下進入場所後發現毒品，兩者法效性如何?如同意讓

警方進入是否等同可以搜索翻動? 

二、臨檢旅館時，當房客打開房門，警方從門外發現床角有一個明顯的毒品吸食器，房客是

否屬現行犯得直接進入逮捕?(施用毒品犯嫌係行為犯、狀態犯、結果犯?) 

三、承上，房客開門即於桌上看見少許安非他命，警方得否在未經房客同意下，強行進入?

進入究竟是屬證物之逕行搜索扣押或是對於犯罪人之逕行搜索?目視發現安非他命成品

跟僅有吸食器有何差別? 

 營業 KTV 屬於公共得出入場所，非屬私人領域，所以我們可以以臨檢方式進入。但是，

在翻動私人包包的部分，仍不被允許。 

 查獲吸食器能否認定為現行犯?以目前而言，仍然不能以現行犯論之。(如果當事人同意

驗尿，可能驗到相關毒品)。 

 另外，在 KTV 的情境，我們可能會將場內所有人帶回去，因為我們是在臨檢的狀況下合

法進入，帶回去後再請他們說明吸食器是誰的。但如果是在旅館，等同於個人隱私處所，

查獲吸食器，甚至毒品殘渣袋，我們可能還是無法進入，除非他們同意搜索，我們才可

能合法進入。 

 如果是直接看到毒品，將等同現行犯直接偵辦。即便當事人爭辯不是他持有，我們也可

以調閱監視器、詢問飯店相關清潔人員，證明前人沒有留下這些毒品，以推論毒品是他

所持有。 

 

【争論點三】 

家門口外逮捕現行犯，對於犯嫌家內，執行附帶搜索是否允當?亦或應採同意搜索?如為現行

犯供述他處，仍有其他人正從事犯罪行為或藏有大量毒品，應採行何種搜索或偵查方式? 

 逮捕現行犯，附帶搜索當然不得延伸至其住家、車輛，除非他同意搜索。如果他供稱其

住所藏有大量毒品，除非現行犯供述其共犯有其他重大犯罪，我們才會逕行拘提，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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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請檢察官到場實施逕行搜索，再不然，須回到一般方式取得搜索票。而實務在運

作上會面臨到許多不同的情況，這才是問題所在。 

 

【爭論點四】 

警方持搜索票，於特定房號內查獲現行犯及犯罪證據後，發現隔壁房號房間不在搜索範圍內，

惟確認重要嫌疑犯及證據在內，警方應如何延伸實施搜索?另如查緝職業賭場，於搜索票所登

載搜索地點內僅發現載客之車伕及把風人員，而依把風人員供述，實際賭場位於同棟大樓之

樓上，並由把風帶同抵達大門，可聽到內部有人聚集說話聲音，此時該如何實施搜索? 

 我們分局有個執行賭場查緝的案例，法院對於逕行搜索的部分，不予認定，我們後來也

有提出抗告，後續法院予以保留，還是同意我們搜索的證據。 

 

為什麼警察機關會發生違法的同意搜索? 

1. 部分同仁對於法律不熟悉，導致執勤上產生偏差。警察肩負維護治安的責任相當沉重，

只有警察在第一線面臨群眾，而犯罪偵查跟正義的實現是警察的職責。過去有人認為，

警察為了追求刑案績效，所以導致許多違法程序，其實不然。我們最重要的目的，還是

追求正義的實現。任何工作都會要求職權的績效，刑案績效並非我們的執法目的。 

2. 我們不能用少許值勤偏差違法的案例，全然否定警察執法的意義，畢竟吃燒餅難免掉芝

麻。警察是一個七萬人的大團隊，在執法上難免會遇到問題。 

3. 民眾對於司法正義及警察角色的期待 

進入汽車旅館檢查，打開門臨檢，瞄到裡面有吸食器，說不定還有毒品，若沒有獲得全

然同意，可能無法同意搜索，涉及違反程序問題。但警察可以眼睛閉著就離開當作沒這

回事嗎? 不會因此被民眾檢舉嗎? 

警察執勤工作十分為難，因為每天都會面對民眾的監督，然而法官不用直接面對人民，不用

承受那麼高的壓力。 

 

參、 建議: 

1、強化教育訓練，厚植法律基礎 

希望在學校階段就能具備很完善的法律基礎。 

2、加強法律教育與實務檢討 

各種執法情境有其差異，所以我們必須透過學科講習來提升同仁對於執法上的應對能力。 

3、精進執法技巧 

在執法部分要落實警職法規定。 

4、落實完備的法律程序 

我們現在有要求同仁在車上放空白的自願搜索同意書，或是身上要攜帶。當有急需時，便

能立刻拿出來使用，不要把人帶回去才填，否則當事人會說他們根本沒有同意，是事後被

帶到派出所被強迫簽的。 

5、做好蒐證工作 

我們要求同仁執行這一塊時，密錄器要打開，當我們在徵詢相關意見時，至少蒐證紀錄都

有，若他有任何推託之詞，我們可以用相關影像證明他當時是同意的，並非警察違法搜索。 

6、遇有重大犯罪，我們請檢方協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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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個連續縱火案件。嫌犯縱火六件(包含最後一案是用假爆裂物恐嚇取財)，我們得

到消防單位通知後，鎖定嫌犯，但因為沒有相關證據。我們準備好相關監視器影像、調閱

相關資料，取得相關證物後，請檢察官先開拘票。在他最後一次犯案想離家時，我們先用

拘票控制其行動，再請檢察官到現場搜索，完成相關法律程序，也在其住家跟車輛扣得相

關證物。 

7、重視程序跟證據補強 

除了剛剛所提之外，如若有缺漏，可以加強調閱監視器、職務報告、證人，以面對法庭上

攻防，提升整體辦案精準度。 

 

 

開南大學 鄭善印教授 

引言人許福生教授用〈桃園地院 109 審訴緝 5〉判決作為案例，我認為非常恰當，引言

人也舉了幾個好爭點。我僅就上述案例的爭點，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敬請指教。 

 

壹、公訴意旨： 

被告陳○基於施用第一級毒品之犯意，於民國 107年 4月 19日下午 4 時 40分為警採尿

回溯 26 小時內某時許，施用海洛因 1 次。嗣 107 年 4 月 19 日下 午 4 時許，因所乘坐之自

用小客車，違規臨停於 7-11 前紅線上為警盤查，經同意自該車副駕駛座置物處及下方垃圾桶

內，扣得其所有之海洛因 1 包（淨重 1.32 公克、驗餘淨重 1.22公克）及注 射針筒 2 枝，

復經採集尿液送驗，因而查悉上情。  

 

貳、被告的自白及抗辯： 

被告於桃園地院準備程序、審理時辯稱：我承認有在本案採尿前一天在車子裡面，用打

針的方式施用海洛因，扣案的針筒是最後一次施用的，查扣的這一包海洛因也是我這次用剩

的毒品，但我爭執警方在無搜索票且未徵得我同意的情況下，就進行違法搜索我共乘的自小

客車，所以違法搜索扣案的針筒、海洛因及後來採集的尿液、尿液檢驗報告、警方製作的搜

索扣押筆錄、自願受搜索同意書，這些都不能作為證據等語。 

 

參、當庭勘驗警製蒐證錄影畫面：  

審理庭時在法庭勘驗的錄影帶顯示：員警請被告自行取出褲子口袋內物品供檢查，檢查

無異樣後，員警吳 0問被告說「車子我們瞄一下就好，我們看一下」，被告就比右手並伸出姆

指，比向他背後的車子回答說「去看、去開」（畫面時間 15：30：33 ） 。後，警開左前車

門、後前車門及右前車門與置物櫃等，翻查後發現一小包白色物品及兩根針筒。 

 

肆、警察最終有下列翻查行為：  

「拿零錢包打開拉鍊翻找零錢包裡面的物品」、「打開中央扶手的蓋子翻找中央扶手下置物

箱內之物品」、「掀起腳踏墊，查看踏墊底下有無藏放東西」、「打開左後座座椅椅墊上盒蓋有

小叮噹圖案之置物盒，翻找置物盒裡的物品」、「打開置物箱蓋，從裡面取出壹包裝有白色粉

末之夾鏈袋」、「取出垃圾桶內的上層的物品，之後取出壹個塑膠袋，再繼續取出垃圾桶內之

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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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爭點： 

員警向被告說「車子我們瞄一下就好，我們看一下」，被告就比右手並伸出姆指，比向他

背後的車子回答說「去看、去開」。  

但事後被告卻辯說「我只有同意看，你們怎麼可以翻」？  

被告前一句話是否自願性同意？範圍及程度到哪裡？ 

 

陸、法官及裁判書觀點： 

一、按「檢查」僅可由外部目視觀察、檢視，非如「搜索」般可翻查、找尋，甚或變更、

移動物之儲存方式及除去、破毀物之遮避、掩藏、隱匿外觀，又不論「檢查」或「搜索」咸

屬對穩私權之干預措施，基於法律保留原則，皆須有法律依據方得為之，雖在經受檢查或搜

索者「同意」之情況下，緣於隱私權係屬可處分之基本權，因之，固得合法為之，然得執行

者自祇侷限於經「同意」之範圍內，殊不得假藉繞道「檢查」之名而曲解其意遂濫行「搜索」

之實。 

二、被告同意並非真摯同意「 （法官問被告：從警方證詞與蒐證畫面看的結果，搜索過

程中你提出質疑，代表你也不同意搜索，但你到警察局卻簽了這一份同意書，按照你剛才的

說法，你並不是有意要事後追認警方蒐證的合法性，是迫於無奈才簽了這一份同意書？）是」

等語為真，是以事後方補簽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絕非出於被告之真摯同意極明。  

三、綜論，警察所為乃違法搜索，所得證物依毒樹果實理論及權衡原則，均不能作為證

據使用，復無其他證據，乃判無罪。 

 

柒、對裁判書的質疑一： 

刑事訴訟法§131-1規定：  

搜索，經受搜索人出於自願性同意者，得不使用搜索票。但執行人員應出示證件，並將其同

意之意旨記載於筆錄。  

何謂「自願性同意」？法文未說明，純靠解釋。若將解釋分成四類，則各類人員可能如下主

張：  

被告          法官             檢察官         警察  

只有肯定      真摯同意         只要同意       沒有反對                   

可翻才能翻    才能翻           就能翻         就能翻  

上述四種價值觀哪一個才對？哪一個才是立法真意？ 

一、被告基於己身利害，不可能同意翻，也不會有真摯的同意會讓警察看。  

二、法官真摯的同意，究竟是指什麼情形？被告內心有鬼時何來真摯同意？ 

三、檢察官的只要同意就能翻，大約是比較注重維持公共秩序這一面向。  

四、警察基於職責，容易認為「沒有反對就能翻」。  

警察查車，是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不是依據刑事訴訟法。警察職權行使法的性質，乃

行政法而非刑事法，其目的在預防犯罪，不是在處理犯罪後的個案。制服警察平常的巡邏、

守望，就是企圖發現不軌予以事先防範，此與法官事後就個別犯罪的處理不同。倘若不是如

此，警察的巡邏、守望不是毫無意義？但事實說明，不這樣是無法維持社會秩序的，試想若

街上完全看不到警察，有事再電叫警察趕赴現場，即使是一個交通稍微忙亂的路口，會呈現



16 
 

怎樣的狀況？ 

警察的課責也與法官有別。例如發生街頭鬥毆時，警察局長要下台，但法院院長卻不必

負責。因為，前者專管治安，後者僅負責審案。  

警察對於「無被害人的犯罪」，如毒品、槍枝、毒博、色情等的查緝，不可能依賴告發或

檢舉，而必須積極查詢，在街頭碰到奇怪事件時，當然就是最容易查緝的始點。在街頭發現

有前科毒品犯或重要幫派份子出事時，是否可以大致懷疑「可能有問題喔」？可能身上或車

上有東西喔？是否可以前往查察，藉故攀談看看問問，尋找蛛絲馬跡？這是否就是警職法的

主要目的？這是否「專以法益衡量事情大小」的刑法規範學有距離？ 

 

捌、對裁判書的質疑二 

警職法第 8條規定：  

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施： 

一、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分。 

二、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識別之特徵。 

三、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警察因前項交通工具之駕駛人或乘客有異常舉動而合理懷疑其將有危害行為時，得強制其離

車；有事實足認其有犯罪之虞者，並得檢查交通工具。  

依前舉案例，被告汽車停於 7-11 紅線上，是否已生危害？警察能否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8 條前往查察？警察依第 8 條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識別之特徵時，可以開車門看

看車內嗎？查車警察在有事實足認其有犯罪之虞時，得檢查交通工具嗎？ 

 

玖、爭議如何解決？ 

既然警察與法官因為「職務、課責、盡責方法、適用法律」有所不同，而出現法律爭議，

則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法官與警察間的爭議如何解決？  

一、警察全面服從？也就是行政服從司法？但兩者功能不同，服從豈非放棄行政功能？ 

二、警察全面對抗？因行政與司法本來就是分權並且制衡的，沒有所謂兩權合作空間，否則

豈非檢察官兼法官？但弱勢警察有此能耐嗎？從署長到基層警員最近 30 年遇到各機關不是

低聲下氣的嗎？何曾有美國警察三個月前控管種族問題時的強勢作為？ 

三、警察依靠檢察官抗衡法官？這當然也是選項，因檢察官有一半的職責與警察相符，理念

容易一致。但在重要關頭上可能是不切實際的，因檢察官還有一半的職責與警察不同。例如，

街頭鬥毆案件，警察局長要下台，地方檢察長卻不必，為什麼？ 

四、既服從又對抗？也就是翻譯美、日、德相關書籍及遍查我國相關判決，並由警政署內高

級人員予以綜整後，法官的意見部分接受部分對抗？這可能是警察較為可行的方式，光是日

本警察如何攔停、詢問、查察、質疑過路行人，我都看過該國有一大本的案例，相信其他國

家如美國、德國警察也都有，三個國家的案例若能綜整，再配合我國現有相關判決意見，應

該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這也是比較正面的態度。 

例如：本案若警察每看一樣東西，每翻一件物品，都問一下在旁的被告，「我可以看嗎？ 」

的話，是否較無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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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大學 蔡震榮教授 

有事實足認其有犯罪之虞者，並得檢查交通工具，不應只架構在危險駕駛之車輛，警察職權

行使法應訂定相關預防犯罪時，警察應採取適當措施。 

 

 警職法第 6、7、8條要改 

    警察在第 6條設管制站檢查，結果用第 8條把他攔下來，而法官認為:他開車很正常啊!

並無第 8 條所稱的危險駕駛；第 6條設管制站跟第 8條危險駕駛無關。法官講求的是依法行

政，但法官的依法行政有時候切的太開(警察敲車窗，駕駛跑到後座睡覺，法官認為他沒有

在開車，而且他在檢查哨的五百公尺前就停下來了，所以他開車很正常，就不能進一步搜索)。 

    第 8 條是一個很危險的條款，必須在易生危害與已生危害之虞，才能進行下一步，所以

法官會在這邊大作文章。而警政署與相關單位要去修法，因為第 6、7、8 條連不起來。 

    我們碰到台灣的法官檢察官，依法行政是沒有生命的，完全沒有考慮法條的背後是怎麼

產生的，所以剛剛的情形會一直發生。因此，建議第 6條應增加一些對於上述所發生具體狀

況作進一步規範，是警察機關應思考的問題。 

  

德國警察法，警察得對人進行搜索，在有預防犯罪之情形下，如某人逗留處所地有犯罪之人

或預備犯罪之情事時，或逗留在重要不該逗留之處所，如國家重要設施，或有事實足認，該

人擁有得為沒入或違禁品等，警察可對其人實施搜索，並不以犯罪發生為前提。 

 

我國在例法上警察法與刑事訴訟法截然分開，沒有緩衝地無縫的銜接，導致警察對於有事實

足認此時警察所面對之人，有事實足認其擁有違禁品，但法規上仍必須取得其同意，否則將

構成違法搜索，這樣的立法有相當不恰當，本次探討之議題，縱然經討論仍無得其解，在於

警察法規規定之不當，此外，法官太講求依法行政之結果。以下我將德文規定超錄如下，供

各位參考 

 

(1) Die Polizei kann eine Person durchsuchen, wenn 

(對人搜索) 

1. 

sie nach diesem Gesetz oder anderen Rechtsvorschriften festgehalten oder in Gewahrsam 

genommen werden darf,(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該人應被留置或管束時，警察並得對其搜索之) 

2. 

Tatsachen ， die Annahme rechtfertigen, daß sie Sachen mit sich führt, die 

sichergestellt oder beschlagnahmt werden dürfen, 

(有事實足認，該人攜帶應保管或沒入之物) 

3. 

sie sich an einem der in § 26 Abs. 1 Nr. 2 genannten Orte aufhält, 

(逗留在第 26 條第 1項第 2 款之處所-隱匿犯罪之人或從事、準備犯罪之處所) 

4. 

sie sich in einem Objekt im Sinne des § 26 Abs. 1 Nr. 3 oder in dessen unmittelbarer 

Nähe aufhält und Tatsachen die Annahme rechtfertigen, daß in oder an Objekten die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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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Straftaten begangen werden sollen oder 

(有事實足認在國家重要設施處或附近從事犯罪之虞者) 

 

 這是德國法警察法的對人搜索 

    第一款，是可以對人作檢查的，類似拍搜，與搜索不同。 

    第二款，在有事實足認他攜帶的物品是屬於應保管、應扣留的物品之情形(譬如剛剛鄭

老師所提的槍械或是毒品)德國法上得警察可以搜索。但我國的法律沒有規定可以搜索，才

會需要使用同意搜索。因為他還沒有犯罪，也不知道他有沒有犯罪，只是有吸食器或是少數

毒品，尚在有事實足認的階段，還沒犯罪。德國的警察是行政警察(與鄭老師所說的不同)，

只要警察實務上想做的就可透過立法增加警察權限，若有違憲，再作違憲審查。 

    我們有必要讓警方與司法機關交流，就像本次之議題，彼此間才會知道執法上有何不

足。而我們有一個缺點，就是法律規定沒有詳細，而法官原本就不懂警察職權行使法，只能

照法條規定來作決定。 

    我國將德國的警察職權行使法引進台灣，而德國的警察職權行使法包含了資訊的搜索、

警察對人身分的確定、對人的搜索、對物的搜索以及搜索的程序等等，這表示，德國的警察

職權行使法中，已經將把有事實足認有犯罪之虞的情況，認定為預防犯罪的範疇，再進而將

此範疇銜接到刑事訴訟法的前端的預防犯罪與偵查犯罪。而我們將兩者強行分開，所以碰到

刑事訴訟就走刑事訴訟法規定，沒有緩衝的地帶。 

    逗留在犯罪之地，或者是有人要犯罪的情況，都還沒有犯罪，依德國警察法只要有事實

足認就可以發動警察職權。這裡的有事實足認大約等於相當理由，不必強求要符合刑事訴訟

法的相關規定。警察在這種情況下要先發動，而之所以要先發動是為了阻止犯罪的發生。如

同鄭老師所言，法官與檢察官的職責並非在阻止犯罪，他們是處理發生犯罪後的狀況。而阻

止犯罪的發生是警方的工作，應該在法條上授予更大的職權。但還是要按照相關程序規定，

不能侵犯人權。 

    另外，警察需要保護國家的公共設施。當警察發現有人要從事破壞行為時，只要發覺到

即可動用警察權。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像賭博的情況，有事實足認有犯罪之虞時，這時就

可以用警察職權行使法，不要回到適用刑事訴訟法。 

警察機關應該要思考一下，法條應如何修正，才得以應用。我們未來在警察法的修正上，除

了防止危害、偵查犯罪，還需要增加預防犯罪的部分。其實我們現在的警察職權行使法只有

少數條文有預防犯罪的概念，但對於程序或是具體的構成要件，還沒有規定的很詳細，所以

每次討論到這個議題的結論，都會歸咎於司法保護不周。因為我們的法條不能用，而且將警

察法歸類為行政法，刑訴法是刑事法，所以私法判決上經常引用，不能假行政之名以行刑事

之實。所以，如何在立法技術上加以銜接，是我們未來努力的方向。 

 

 

聯合報 曾健祐記者 

    在啟動盤查或臨檢的發動之原因上面，我們看到比較多的是，第一線員警可能會從認定

在超商背著包包的民眾為車手時，使用各種技巧進行搜索，最後被檢察官、法官認定為搜索

程序違法，而最後被判無罪，或是申請提審釋放。  

    在偵查階段，沒有經過這些被告同意就進入他們的房間，也沒有告知要搜索，在逮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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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在程序上補簽自願搜索同意書(現在也蠻多檢察官因此直接下不起訴處分)。當然，警察

在第一線的職業敏感度是一定需要的，而大家也認為，職業敏感度是警察在維護治安上面重

要的工具。但最近越來越常看到相關案例，所以才導致大家對於犯罪嫌疑、搜索程序上有更

多的討論。 

 

 

內政部警政署法制室 劉耀明警務正 

【争論點一】 

警方攔停交通工具或盤查行人，對於汽車內物品或個人包包翻動，應如何檢視？駕駛或

行人同意警方看一下後，警方可否翻動包包內物品？口頭同意接受搜索是否可以先搜索後，

再填寫自願搜索同意書？ 

 

一、 如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3416 號刑事判決所言：「巡邏、臨檢等勤務橫跨警察行

政及刑事訴訟 2 領域，其一方面為事前危害預防之勤務，另一方面為事後之犯罪調查。

例如於指定區巡邏或於公共場所臨場檢查，原係預防性工作，但可能因此發現酒後駕車

之事證，因此轉為犯罪調查，此為警察任務之雙重功能。」故警察人員於執勤時，由犯

罪預防之行政措施，轉向犯罪查緝之刑事追訴，可謂是常態。問題在於，若相關措施已

侵害人民權利時，在法律無明文授權之狀況下，即可能產生違反法律保留之疑義。 

 

二、 針對旨揭究應如何檢視之問題，須先行確認檢視之依據為何，就此，最高法院 99 年度

台上字第 4117 號刑事判決指出：「就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二條第二項、第六條、第七條規

定內容觀之，雖授權警察機關得在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施以臨檢，但以『具合理

懷疑』為發動之門檻，且以查明被臨檢人之身分為原則，亦即雖賦予警察機關在公共場

所對人民實施臨檢之權限，但以『查明被臨檢人之身分』為臨檢之目的，只有當有明顯

事實足認被臨檢人有攜帶足以自殺、自傷或傷害他人生命或身體之物者，方得檢查其身

體及所攜帶之物。至警察人員在公共場所臨檢時若發現被臨檢人有犯罪嫌疑時，得否逕

行檢查被臨檢人隨身攜帶之物品？警察職權行使法未有明文規定，應參照前揭解釋意

旨，依其他法定程序處理之。」亦即，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7 條之規定，警察於臨檢或

盤查時，僅於「有明顯事實足認被臨檢人有攜帶足以自殺、自傷或傷害他人生命或身體

之物者，方得檢查其身體及所攜帶之物」，且檢查方式以於物體外部進行拍搜（Frisk）

為限，不得伸入物體內部或任意翻動，而達到搜索之程度。至於判決所言「依其他法定

程序處理」部分，如民用航空法第 47 條之 3 第 1 項本文規定：「航空器載運之乘客、

行李、貨物及郵件，未經航空警察局安全檢查者，不得進入航空器。」及特種勤務條例

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1 項序文規定：「特勤人員或特勤編組人員對於主管機關所劃定之

安全維護區內及欲進入區內之下列各款人員，得為查驗身分並檢查其隨身所攜帶之物品」

等，皆為適例。 

 

三、 另得否以受臨檢者之同意為依據，而進行檢查，鑒於我國最高法院對於同意搜索原則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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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捨棄說之見解1；且縱屬法未明文得同意捨棄之態樣，亦肯認當事人之同意效力2，則

若受臨檢者同意警察進行檢查，應無禁止之理。惟因是否接受檢查乃受臨檢者之權利展

現，故檢查之方式、範圍及強度等事項，當悉依同意者之意思，且同意者於同意後，仍

得隨時撤回同意。 

 

四、 至於在執行檢查措施後，不論是以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7 條或受臨檢者之同意為基礎，若

發現有足以提升嫌疑門檻至發動犯罪偵查之程度，則可轉以刑事訴訟法所定之手段進行

後續作為。且此時若門檻已提升至得逕為拘捕之程度，則可轉以附帶搜索進行深入搜索，

無須再以受臨檢者之同意為依據，亦無須援引同意搜索之規定3。 

  

五、 本爭論點最具爭議之問題，在於得到口頭同意後，若認同意之內涵及於搜索之程度，是

否可先予搜索後，再補簽搜索同意書。此涉及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之 1 要求將同意意

旨記載於筆錄之性質。就此，依學者見解，我國最高法院早期判決認 為要求將同意意旨

記載於筆錄之目的，是為證明同意搜索之合法性
4
，亦即，該筆錄僅是用以判斷受搜索者

是否確已自願同意之證據之一；然我國最高法院近期判決則轉向認為，將同意意旨記載

於筆錄屬同意搜索之生效要件之一，且不得事後補正5。若採前者見解，因筆錄存在之目

                                                     
1 如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5507 號刑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之 1 前段所規定之同意搜索，既

得不使用搜索票，係因受搜索人既已自願放棄其隱私權，而同意任由執行搜索之公務員予以搜索，即毋庸按一

般令狀程序為之。」 
2 參見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2817 號判決：「除前開強制採尿之外，另有法無明文之『自願性同意採尿』，

以類推適用性質上相近之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之 1 受搜索人自願性同意搜索，及第 133 條之 1 受扣押標的

權利人同意扣押之規定，經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出於自願性同意，由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出示證件表明身分，

告知得拒絕，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同意，並於實施採尿前將同意之意旨記載於書面，作為同意採尿之生效

要件。」 
3 參見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1832 號刑事判決：「本案警員於執行巡邏勤務時，見上訴人於夜間行走時，

神色及步履異常，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虞，乃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查證上訴人身分，過程

中見上訴人褲襠處不正常隆起，狀似藏置物品，遂依同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進行拍搜檢查，上訴人就

此除推拖閃躲外，並多次出現以手搓扶褲襠生殖器部位之動作，諉稱生殖器發炎不適，過程中，經警發覺上訴

人褲襠露出槍管之金屬部分，即伸手取出上訴人藏置在褲襠處之槍、彈，並以現行犯逮捕上訴人，此據警員宋

于凡結證在卷，核與第一審勘驗現場光碟之結果相符， 並有現場照片、權利告知書及逮捕通知書等在卷可憑。

觀之前開過程，固於自然時間上出現警員先行伸手取槍之搜索行為，再以現行犯逮捕上訴人之些微差異，然警

員在發現上訴人藏放之物品為具危 險性之槍枝後，旋即予以控制取得並逮捕上訴人，時間密集緊接，且未對上

訴人造成安全及隱私之侵犯，自屬合法之附帶搜索範疇，亦不因上訴人嗣後補行簽署自願受搜索同意書，而排

除附帶搜索之合法性認定等旨，而認扣案之槍、彈自得作為證據。復以依宋于凡之證述及輔以第一審勘驗查獲

經過錄影檔案，警方確已產生上訴人非法持有槍枝及子彈之合理懷疑，已發覺犯罪在前，上訴人縱坦承犯行，

亦不合於自首要件，於判決理由予以說明。原判決所為之事實認定及得心證理由，俱有證據資料在卷可稽。既

係綜合調查所得之證據而為合理推論，且並未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即屬事實審 法院採證認事，判斷證據

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 
4 參考蔡榮耕，Yes, I do！—同意搜索與第三人同意搜索，月旦法學雜誌，第 157 期，2008 年 6 月， 頁 109。 
5 參見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7112 號刑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之一增訂檢察事務官、司法警

察官、司法警察行搜索、扣押時，準用同法第四十二條搜索、扣押筆錄之製作規定，係民國九十二年二月六日

公布，九月一日施行，而第一百三十一條之一規定之自願性同意搜索，則是九十年一月十二日公布，七月一日

施行，該條但書所定「但執行人員應出示證件，並將其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錄」之程序性規範要件，依立法時

程之先後順序，立法者顯然無意將此之筆錄指為第四十二條之搜索、扣押筆錄。因此，現行偵查實務通常將『自

願同意搜索筆錄（或稱為自願受搜索同意書）』與『搜索、扣押筆錄』二者，分別規定，供執行搜索人員使用。

前者係自願性同意搜索之生效要件，故執行人員應於執行搜索場所，當場出示證件，先查明受搜索人有無同意

權限，同時將其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錄（書面）後，始得據以執行搜索，此之筆錄（書面）祇能在搜索之前或

當時完成，不能於事後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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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是為證明同意搜索之合法性，故當有其他同等有效之證據存在，而得用以證明同

意之自願性時，記載同意意旨之筆錄究於搜索前或後為之，應不致影響同意搜索之效力；

反之，若採後者見解，因將同意意旨記載於筆錄屬書面特別要式之要求，故縱受搜索者

已口頭同意，但若未經其於筆錄上簽名，亦將因生效要件未完備，而屬違法之同意搜索。  

 

六、 關於究以採取何種見解為當，可能將涉及如何看待同意搜索之議題。就此，若參酌日本

於二戰後雖有關於同意搜索及緊急搜索之修法建議，但因與令狀原則等正當程序之要求

有違，故最終未完成立法6；加上我國目前同意搜索之規範密度甚低，不論受搜索人同意

之前提要件、程序方法或簽署同意之書面格式，皆付之闕如7；且論者指出，由於在實際

運作上，警察經常居於指揮者之角色（如交通警察所為之交通指揮），致使警察縱未使用

脅迫性之語言，仍易使聽者將其尋求同意之陳述理解成一種命令8，故對大多數人民而言，

在與警察之交流中，皆受到一種主觀性之脅迫，並導致其無從選擇，只能服從9，例如，

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警察投訴委員會（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Police Complaints 

Board）於 2017 年發布的一項報告即指出，當民眾遇到穿著制服之警察詢問是否同意搜

索時，自願與受迫間之界線相當模糊，此因，警察展現權威所產生的權力本質，會形成

一種隱含的假設，亦即，受詢問者只能選擇遵從警察的要求10，故論者指出，當廣泛使用

同意搜索時，將使駕駛人在由例行性攔查轉變為同意搜索的過程中，受到極大侵害11。若

如此，則將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之 1 之筆錄，視為書面特別要式之生效要件，且要求

不得事後補正，以使人民在正式同意搜索前，得再次閱讀同意書面上之文字，並真實理

解同意搜索之意涵及其得行使之權利，似較為妥適。 

 

七、 然而，若參考美國聯邦最高法院之見解，雖其早期與我國最高法院相同，對於同意搜索

皆採權利捨棄理論12，然後期則改採合理搜索之見解，並指出同意搜索僅在客觀合理之範

圍內，方為合憲13，進而，判斷同意搜索是否符合美國聯邦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之要求

而屬合憲14，重點即在同意搜索是否合理。故雖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指出，沒有任何權利比

個人得控制自己更為神聖15，且在正當程序之要求下，國家不得強迫個人放棄其憲法上之

權利16。但其亦認為，在一個以法律為基礎的社會中，同意的概念本身應被賦予相當的重

                                                                                                                                                                              
 
6 林裕順，同意搜索→同意受檢，月旦法學教室，第 163 期，2016 年 5 月，頁 28。 
7 同前註。 
8 Janice Nadler, No Need to Shout: Bus Sweep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oercion, 2002 SUP. CT. REV. 153, 188-89 (2002). 
9
 R James C. McGlinchy, Was That a Yes or a No Reviewing Voluntariness in Consent Searches, 104 VA. L. REV. 301, 314 

(2018). 
10  Gov't of D.C., Office of Police Complaints, PCB Policy Report #17-5: Consent Search Procedur 
es 3-4 (2017), at https://policecomplaints.dc.gov/sites/default/files/dc/sites/office%20of%20police%20co 
mplaints/publication/attachments/Consent%20Search%20Report%20FINAL.pdf, last visited 10/15/2020 
11 Robert H. Whorf, Consent Searches Following Routine Traffic Stops: The Troubled Jurisprudence of a Doomed Drug 
Interdiction Technique, 28 OHIO N.U. L. REV. 1, 6 (2001). 
12  Johnson v. United States, 333 U.S. 10 (1948). 
13 Florida V. Jimeno, 500 U.S. 248, 249 (1991). 
14

 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人人具有保障人身、住所、文件及財物的安全，不受無理之搜索和拘捕的

權利；此項權利，不得侵犯；除非有可成立的理由，加上宣誓或誓願保證，並具體指明必須搜索的地點，必須

拘捕的人，或必須扣押的物品，否則一概不得頒發搜捕狀。」 
15 Union Pac. Ry. Co. v. Botsford, 141 U.S. 250,251 (1891) 
16 Union Pac. Ry. Co. v. Botsford, 141 U.S. 250,251 (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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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當警察徵求人民同意時，完全是依法所為，故若人民向警察表達其意願，進而使

警察得依其意願執法， 即非屬強迫17；甚至更指出，由於同意搜索可避免警察執行逮捕

或依搜索票進行 更廣泛之搜索所帶來的恥辱與尷尬，故對人民可能更為有利18。因此，

雖當警察詢問人民是否同意搜索時，將在執法需求與人民隱私權之維護間形成衝突，故

應於兩者間取得平衡，並確保不存在任何明確或隱含之強迫情事
19
；且一項有效的 同意，

不能只是人民默許警察的勸告
20
；更應由警察承擔證明同意是基於自由且自願而提出之責

任21。但仍無法否認同意搜索有其存在之必要性，且判斷同意搜索是否有效，應將重點置

於是否由受搜索人基於自願性而為同意，與是否將同意意旨記載於筆錄，無絕對之關連

性。若如此，則綜合一切情狀得證明同意出於自願時，應得肯認在獲得受搜索人之口頭

同意後，即得開始執行搜索。甚至受搜索人事後不願於同意搜索之筆錄上簽名，警察亦

得以其他適當方式證明同意之自願性，而不致影響原同意之效力。例如，臺灣橋頭地方

法院 109 年度提字第 17 號裁定、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9 年度提字第 95 號裁定、臺灣新

北地方法院 109年度提字第 51號裁定、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8年度提字第 108 號裁定皆

認為，「現今電子媒體紀錄方式多元，法院早已採用錄音、錄影、數位掃描檔案等方式留

存訴訟程序資料，故欲留存受搜索人同意之意思表示，當不限於書面筆錄，宜解為警員

如能確實舉證受搜索人有事前之明確同意，該事前同意之意思表示，應無庸一律排除書

面以外方式，至該條所規定將其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錄，如受搜索人事後翻悔，拒絕認

可筆錄記載，應屬筆錄不願簽署之範圍，非得全盤推翻其事前同意之意思表示。」實值

參考。 

 

【争論點二】 

員警臨檢進入旅館及營業 KTV 等處所： 

一、 兩者是否須經當事人同意，未經同意下進入場所後發現毒品，兩者法效性如何？如同

意讓警方進入是否等同可以搜索翻動？  

二、 臨檢旅館時，當房客打開房門，警方從門外發現床角有一個明顯的毒品吸食器，房客

是否屬現行犯得直接進入逮捕？（施用毒品犯嫌係行為犯、狀態犯、 結果犯？）  

三、 承上，房客開門即於桌上看見少許安非他命，警方得否在未經房客同意下，強行進入？

進入究竟是屬證物之逕行搜索扣押或是對於犯罪人之逕行搜索？目 視發現安非他命

成品跟僅有吸食器有何差別？ 

 

此部分贊同書面資料「同意搜索之執行與爭議」中之分析。另補充 KTV 之性質如下：  

一、雖有學者指出，由於部分 KTV 包廂之房門不能上鎖，且門上通常有可供店家探視顧客狀

況之固定玻璃窗格；加上服務生通常在敲門後即可直接進入以提供訊息、致送飲料或收

拾餐具、某些店家甚至允許酒促人員敲門進入，主動對顧客促銷，故 KTV 包廂最大的功

能僅在隔音，以降低不同群體顧客於唱歌時之互相干擾，並可於包廂內進行特定活動，

                                                     
17 United States v. Drayton, 536 U.S. 194, 207 (2002). 
18

 Schneckloth v. Bustamonte, 412 U.S. 218, 228 (1973). 
19 Schneckloth v. Bustamonte, 412 U.S. 218, 228 (1973). 
20  See Bumper v. North Carolina, 391 U.S. 543, 548-49 (1968), Amos v. United States, 255 U.S. 313, 317 
(1921). 
21 Schneckloth v. Bustamonte, 412 U.S. 218, 222 (1973) (quoting Bumper v. North Carolina, 391 U.S. 543, 548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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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有限隱私，以增加消費意願，因此，在公開營業的 KTV 中，包廂與大廳之本質並無

不同，仍屬得進行合法臨檢之公共場所22。但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 1434 號刑事

判決則指出：「一般 KTV 包廂因設有房門，而與包廂外之空間，有相當之區隔，其內之

活動影像、聲音，在外之人不易見聞，而有相當之隱密性。依一般社會通念及生活經驗

法則，除使用包廂者外，其他人未經同意，自不得任意進入。而租用 『KTV』包廂消費

之人，在主觀上亦期待該包廂具隱密性，不輕易受外界干擾。從而，在該包廂內之活動，

從主、客觀事實觀之，均難謂無隱私或秘密之合理期待，自應屬非公開活動。至包廂內

之人，對未經其等同意而擅自闖入者， 縱因其停留時間極為短暫，而未能即時命其退出，

亦不影響上開隱密合理期待之存在，更不得因此推認包廂內之人同意該闖入者為錄音或

錄影之行為。」  

二、據上，KTV 包廂是否皆屬得執行臨檢之處所，似存疑義，特別是如上述最高 法院所述，

若有部分 KTV 之包廂設計，得使包廂使用者主張客觀及主觀之合 理隱私期待時，將更

加深執行臨檢之爭議性。 

 

【争論點三】  

家門口外逮捕現行犯，對於犯嫌家內，執行附帶搜索是否允當？亦或應採同意搜 索？如為現

行犯供述他處，仍有其他人正從事犯罪行為或藏有大量毒品，應採行何種 搜索或偵查方式？  

 

此部分贊同書面資料「同意搜索之執行與爭議」中之分析。 

 

【爭論點四】 

警方持搜索票，於特定房號內查獲現行犯及犯罪證據後，發現隔壁房號房間不在搜索範圍內，

惟確認重要嫌疑犯及證據在內，警方應如何延伸實施搜索？另如查緝職業賭場，於搜索票所

登載搜索地點內僅發現載客之車伕及把風人員，而依把風人員供述，實際賭場位於同棟大樓

之樓上，並由把風帶同抵達大門，可聽到內部有人聚集說話聲音，此時該如何實施搜索？ 

 

一、此部分贊同書面資料「同意搜索之執行與爭議」中之分析，另提供明文肯認得執行保護

性掃瞄之高等法院見解供參：「若警察依刑訴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進入住宅，不能趁

機翻箱倒櫃，窺視人民隱私，或蒐集犯罪證據，否則即與同法第一百二十八條規定搜索

應用搜索票、搜索票應詳細記載應搜索扣押物品之立法意旨相違。且此種搜索範圍至多

得擴大至所謂之『保護性掃描搜索』（protective sweep），然亦僅能為『有限度的搜索』，

即只能於逮捕後在屋內各處走動，以目光搜索有無危害警察安全之人或物（不能翻箱倒

櫃），如在目光所及之處看到應扣押之物，亦能扣押，至其他進一步的證據之搜索，則應

聲請搜索票後，始能為之。23」  

二、此外，當把風者等人將警察帶至賭場門口時，是否可在徵得其同意後，逕行進入搜索，

將另涉及同意搜索中之共同權限及風險承擔議題。 

 

 

                                                     
22 詳見李佳玟，青春專案，月旦法學教室，第 144 期，2014 年 10 月，頁 33-35 
23 臺灣高等法院 90 年度抗字第 472 號刑事裁定。 



24 
 

九品法律事務所 林添進律師 

【争論點一】 

警方攔停交通工具或盤查行人，對於汽車內物品或個人包包翻動，應如何檢視?駕駛或行

人同意警方看一下後，警方可否翻動包包內物品?口頭同意接受搜索是否可以先搜索後，再填

寫自願搜索同意書? 

固然「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

下列措施：一、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分。二、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

其他足資識別之特徵。三、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警察因前項交通工具之駕

駛人或乘客有異常舉動而合理懷疑其將有危害行為時，得強制其離車；有事實足認其有犯罪

之虞者，並得檢查交通工具。」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8 條定有明文。是警方攔停交通工具或行

人，若未有上開規定，即不得任意對汽車內物品或個人包包翻動，亦即不得假盤查之名，遂

行「搜索」之實。亦即不得僅以駕駛或行人同意警方看一下，即可視為駕駛或行人之同意已

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131條之 1所稱：「搜索，經受搜索人出於自願性同意者，得不使用搜索票。

但執行人員應出示證件，並將其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錄。」之自願性同意搜索。概由最高法

院 109年台上字第 259號判決意旨：「刑事訴訟法第 131條之 1前段規定：搜索，經受搜索人

出於自願性同意者，得不使用搜索票。是同意搜索之合法性，係立基於受搜索人明知有權拒

絕搜索，卻仍本於自由意志，願意放棄憲法所保障之隱私權、財產權、居住權等基本權，接

受搜索。受搜索人之同意，既為搜索合法之最重要前提，搜索之進行，自須於獲得受搜索人

同意後，始得為之，範圍及期間長短，亦取決於受搜索人之意思。因此，受搜索人得隨時撤

回其同意，固不待言；撤回之方式，明示及舉凡得使搜索人員瞭解、知悉其意思內容之一切

非明示表示，皆無不可；撤回時，搜索應即停止，縱因正發現可疑跡證，而有繼續搜索或即

時扣押之必要，亦僅於有其他合法途徑，例如：緊急搜索、本案附帶扣押或另案扣押等可資

遵循時，始得為之。」及 108 年度台上字第 839 號判決意旨所稱：「既謂『同意搜索』，搜索

人員應於詢問受搜索人同意與否前，先行告知其有權拒絕搜索，且於執行搜索過程中受搜索

人可隨時撤回同意而拒絕繼續搜索，即受搜索人擁有不同選擇的權利。另執行搜索之書面祇

能在搜索之前或當時完成，不能於事後補正，否則其搜索難認合法。」足證先執行搜索後，

再填寫自願搜索同意書顯然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131條之 1要件無疑。 

 

【争論點二】 

員警臨檢進入旅館及營業 KTV 等處所： 

一、 兩者是否須經當事人同意，未經同意下進入場所後發現毒品，兩者法效性如何?如同意

讓警方進入是否等同可以搜索翻動? 

旅館依據最高法院 69年度台上字第 1474號判例所稱：「旅客對於住宿之旅館房間，

各有其監督權，且既係供旅客起居之場所，即不失為住宅性質，是上訴人於夜間侵入旅

館房間行竊，係犯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於夜間侵入住宅竊盜之罪。」是未

經當事人同意，且無令狀或其他得實施搜索情狀下自不得入內實施搜索行為。設若同意

讓警方進入，並非一定有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之 1 所稱同意搜索之效力，此觀上開最高

法院 109 年台上字第 259 號判決意旨即知。 

營業 KTV 應為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如符合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得以行使臨檢等作

為，仍應符合臨檢謹守要件，不得假「臨檢」之名，實施「搜索」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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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若違法搜索所扣得之毒品，是否有證據能力？端賴法院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158

條之 4：「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

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規定認定，附此敘

明。  

二、臨檢旅館時，當房客打開房門，警方從門外發現床角有一個明顯的毒品吸食器，房客是

否屬現行犯得直接進入逮捕?(施用毒品犯嫌係行為犯、狀態犯、結果犯?) 

若現場僅有吸食器，並未有毒品，則房客似非持有毒品及使用現行犯，恐不得以刑

事訴訟法第 88條等現行犯規定主張逮捕併同附帶搜索。 

三、承上，房客開門即於桌上看見少許安非他命，警方得否在未經房客同意下，強行進入?

進入究竟是屬證物之逕行搜索扣押或是對於犯罪人之逕行搜索?目視發現安非他命成品

跟僅有吸食器有何差別? 

若開門之際發現有少許安非他命，至少可依持有二級毒品之現行犯名義主張逮捕，並實

施附帶搜索。又僅發現吸食器固然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 條之 1第 1、2項規定：「第三

級、第四級毒品及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無正當理由，不得擅自持有。無正當理由持有或

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應限期令其接受四小

時以上八小時以下之毒品危害講習。」處理；惟發現吸食器是否專供使用毒品之用已屬可疑；

況，無正當理由擅自持有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之施用器具，僅為行政罰，尚不得因持有上開

器具遽謂其為現行犯而主張逮捕。至於，持有專供施用第一、二級毒品之器具之現行犯，與

發現安非他命成品主張以其持有二級毒品之現行犯而逮捕似較無爭議。 

 

【争論點三】 

家門口外逮捕現行犯，對於犯嫌家內，執行附帶搜索是否允當?亦或應採同意搜索?如為

現行犯供述他處，仍有其他人正從事犯罪行為或藏有大量毒品，應採行何種搜索或偵查方式? 

按刑事訴訟法第 130條：「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逮捕被告、犯罪

嫌疑人或執行拘提、羈押時，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其身體、隨身攜帶之物件、所使用之

交通工具及其立即可觸及之處所。」即學理上對逮捕、拘提、羈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無令狀

之附帶搜索。然亦僅限於「逕行搜索其身體、隨身攜帶之物件、所使用之交通工具及其立即

可觸及之處所。」是即便在犯嫌家門口逮捕現行犯，亦僅限於為了執行逮捕、拘提、羈押被

告或犯罪嫌疑人等人員安全考量下所為之附帶搜索。而將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家內執行附帶搜

索，實已超越該條立法意旨而屬違法搜索。若欲實施搜索，自應另有其他法定搜索要件。 

又「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偵查犯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情況急迫者，得逕行

拘提之：一、因現行犯之供述，且有事實足認為共犯嫌疑重大者。…。」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

之 1 第 1 項第 1 款定有明文。是逕行拘提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後，仍得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主

張附帶搜索。至於若欲進一步實施搜索，仍應符合 131條之 1第 2項至第 4項規定之程序。 

 

【爭論點四】 

警方持搜索票，於特定房號內查獲現行犯及犯罪證據後，發現隔壁房號房間不在搜索範

圍內，惟確認重要嫌疑犯及證據在內，警方應如何延伸實施搜索?另如查緝職業賭場，於搜索

票所登載搜索地點內僅發現載客之車伕及把風人員，而依把風人員供述，實際賭場位於同棟

大樓之樓上，並由把風帶同抵達大門，可聽到內部有人聚集說話聲音，此時該如何實施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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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搜索行為人員仍應限於搜索票所載地點為搜索行為。是若發現搜索票所載搜索地點

外，有實施搜索必要，除另行聲請核發搜索票外，僅能依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第 1 項第 3 款

所稱「有明顯事實足信為人在內犯罪而情形急迫者」規定逕行搜索住宅或其他處所，目的即

在發現犯罪嫌疑人，且似應僅得對該犯嫌實施附帶搜索，而不及其他搜索。 

又搜索票所載搜索地點僅有載客之車伕及把風人員，而依把風人員供述帶同至同棟大樓

之樓上，則如可認有人在內犯罪，亦應僅能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稱「有明顯

事實足信為人在內犯罪而情形急迫者」規定逕行搜索住宅或其他處所，目的即在發現犯罪嫌

疑人，並對其附帶搜索。 

 

 

台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李允煉主任檢察官 

    以前我在查緝毒品案件時，藥腳的部分都是開拘票，但後來最高法院對此有點意見:能不

能用第 76條開拘票?我當時的主張認為，藥腳跟藥頭會有串證之虞，用 76 條其中一款處理沒

有問題。而或許有一些檢察官都是請警方開通知書，事後函送。 

    我認為，肯來請票跟肯讓被告同意搜索的警察，都是認真的同仁。站在後端法律保護的

立場，我們不太願意讓同仁因為違背證據的問題，惹上一些不必要的困擾，甚至吃上官司。 

關於同意搜索，以下舉兩個案例，讓警察同仁瞭解院方跟檢方的思維: 

 

壹、 本署 109 年度毒偵字第 2729號處分書(參附件 p.1~p.10) 

(一)關於本署處分書(參附件 p.1~p.5) 

    法院跟地檢署的邏輯，第一個是使用同意搜索的條文，而第二個是參考最高法院關於同

意搜索的判決。 

    關於可不可以拒絕或隨時撤回同意搜索，以及同意搜索需在搜索當時或之前完成，方才

分局長有提示到一個重點:帶著自願搜索同意書，在可以同意搜索時就讓他簽。如果當時就

簽，理論上我們檢方就可以說明他出於真意，事後簽，就會需要比較多理由。我想這部分，

警政署可以做一個 sop。 

    若沒有同搜，沒有當時簽，後面就算是程序違背法律，還有第 158-4權衡原則可以使用，

違背法律程序的證據能力未必不能採。 

  如果，自願搜索同意書是事後遭拘捕之後，在派出所才自願簽立，與現行自願搜索的規

定不符。現在地檢署的見解，或有些法官的立場，會認為這些違背程序。會被認定為沒有證

據能力。 

 

(二)參考資料部分(參附件 p.5以下) 

1.刑訴第 131-1同意搜索與第 133-1的同意扣押  

最高法院在闡明同意搜索的條文，一定有參考同意扣押的部分。因為同意扣押的立法理由(105

年修正)，有提到當事人的爭議(第二點)。至於同意搜索的條文，是民國 90 年修訂(隔了 15

年)。 

 

第 131-1 條（同意搜索） 

『搜索，經受搜索人出於自願性同意者，得不使用搜索票。但執行人員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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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證件，並將其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錄。』 

 

第 133-1 條(同意扣押) 

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除以得為證據之物而扣押或經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同 

意者外，應經法官裁定。 

前項之同意，執行人員應出示證件，並先告知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得拒絕扣 

押，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同意，並將其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錄。 

 

*實務案例運作 

『問：本案被告所有的手機可為證據之物，依刑事訴訟法第 133條第 1項前段規定得為扣押，

又為調查本案相關案情，認有扣押勘查之必要，是否同意本署暫時扣押該手機進行採證勘驗，

待勘驗採證完畢將盡速歸還，依刑事訴訟法第 133條之 1第 1、2項之規定經受扣押標的權利

人同意得予扣押，並告知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得拒絕扣押，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同意，並

將其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錄，是否同意本署扣押你的手機? 

答：我同意(簽名:           )我也希望能配合，關於手機的資料也同意檢察官採證。 

問：對上述問題，是否確實了解? 

答：我都確實了解，我也同意扣押(簽名:                )。 

檢察官諭知被告填寫同意書，被告當庭填載同意書，並且將手機交予本署扣押並送鑑識採證，

並命法警拍照手機外觀附卷存查。 

檢察官諭知被告退庭填寫同意書。』 

 

2、實務見解 

(1)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8 年台上字第 839 號刑事判決 

   扣到爆裂物，違背法律程序，應該沒有證據能力。但因為是爆裂物，最後是用第 158-4權

衡原則，讓他治癒瑕疵，使他有證據能力。 

(2)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259 號 刑事判決 

    強調同意搜索中的真摯同意。 

(3)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2850 號 刑事判決 

    提及: 就物件、宅第而言，則以其就該搜索標的有無管領、支配之權力為斷（如所有權

人、占有或持有人、一般管理人等），故非指單純在場之無權人；其若由無同意權人擅自同意

接受搜索，難謂合法。 

關於房東可不可以同意房客的搜索?應該是不行的。後面有關大義滅子案，是有關不肖子吸

毒，家人受不了，媽媽來報案，警察可否進入兒子的房間?我個人見解是，房屋所有權，理論

上比較放寬，只要是屋主或媽媽同意即可。 

 

3.檢察官(檢察事務官)的想法 

    現在的毒蟲都在進化，這位檢察官(警察眷屬)也希望警察在拚案子時會保護自己，不要

因為拚案子而惹了一堆事情。這個案件，不是第一件被地檢署處分的。而第一件案子，在提

審時就被否認逮捕合法性(只要最前端的同意搜索出問題，除非後面權衡法則可以救回來，否

則後面都沒有證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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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同意搜索，現在實務上法官的見解，同意搜索如果違背程序而且跟吸毒有關，我想

法官幾乎都不支持。因為吸毒是傷害自己的身體，是自傷自殺行為，且侵犯隱私權，跟基本

權的保護比較有關。 

 

貳、桃院地院 109 年度審訴緝字第 5號無罪判決(參 P.10 以下) 

 

一、本署 107 年度毒偵字第 2707號起訴書(參 P.10~P.13) 

    這是關於一輛違停的車子，經過同意搜索後，在車上搜到毒品的事件。關於這個案件，

我有問檢察官，他認為只要簽了自願同意書都沒問題，起訴後，它跟最高法院的見解有些衝

突。最高法院認為，簽自願同意書限於同意搜索之前或同意搜索當時。這跟同意扣押一樣，

在同意扣押之前，一定要問完是否同意，才做同意扣押。當然，正如剛才警政署學長提到，

現場錄音也許也是一種證據方法，但我認同剛才分局長提到的，隨身攜帶自願搜索同意書，

比較便利， 當下就讓受同意搜索人做簽名確認，也比較沒有爭議。 

     

二、桃園地院 109年度審訴緝字第 5號無罪判決(參 P.13 以下) 

    關於非真摯的同意，其實一直強調，即使事後補簽，也不能回推當初確實是合法的，或

者推定這個同意是真摯的。所以最後仍然適用權衡法則，認定基本權利與毒品、自我傷害的

行為沒有相當。而同意搜索衍伸出來的逮捕、驗尿、扣押物也因此全都認為沒有證據能力。

所以回推到最後，只剩被告的自白，而單一自白不能當作有罪的唯一依據，所以就直接判無

罪了。 

     

 

台灣桃園地方法院 毛松廷法官 

台中地方法院 109年度訴字第 1042號 

台中東勢分局被台中地院判無罪 

【警察闖民宅抓人驗尿，法官痛批侵害人權，判吸毒嫌犯無罪】(新聞標題) 

    本案中，警察勘驗內容，跟密錄器錄製的內容，落差非常大。密錄器中，警察在門口大

罵三字經，嫌犯就讓警察進去了。 

    為什麼要法官需要把關無令狀搜索?就是要避免媒體炒作與極端案例。若各位在司法院法

學資料檢索系統搜尋刑事訴訟法第 158-4 或是權衡法則，可以發現大多數案件中，法院的立

場會採用 158-4，認為雖然違法，但經過公益的權衡，法官還是會認為這些證據可以用來證

明被告犯罪。所以大多數案件，法院並沒有不挺警察。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還會有無

罪的案件?那是因為警察超過那條紅線超過太多了。 

    我們在談這個問題的時候，需要區分兩個思考的層次: 

1. 現行法律如何規定? 

2. 未來如何修法? 

    在法律還沒修改成更完美的模式之前，我們只能按照現有的法律來做。事實上，法律的

條文寫得很清楚，要做國家公權力行為時，所需要的依據、強度都不一樣。譬如臨檢，警職

法規定「合理懷疑」，甚至有些需要到「有事實足認」的程度；而在搜索扣押時，對於犯嫌本

人，法律規定「必要時」，若是對於第三人則需要「相當理由」，而「相當理由」所要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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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基礎，就會比「合理懷疑」或「必要時」還更高。 

    在無令狀搜索的情況，所要求的事實依據會更高，譬如「有事實足認」差不多相當於法

律上逕行拘提的階段。所以，並不是有懷疑就可以發動搜索或其他強制處分的行為。如果我

們相信我們是個法治國家，在現行法律如此規定下，我們執法就要符合法律所要求的每個不

同的心證門檻。 

    關於前述無令狀搜索是例外的情形，而沒有搜索票又要進行搜索，原則上都要有一個大

前提:一定要是合法的拘捕。如果沒有經過合法的拘捕，就沒有附帶搜索或同意搜索的問題。

什麼情況是合法的拘捕呢?剛剛劉老師提到警職法第 6、7、8條的部分，這些屬於行政檢查，

而不是合法拘提的狀況。所以即使今天用警職法將嫌犯帶到警察局查驗身分，仍然不是法律

上規定的拘捕，在這種情況下沒辦法搜索他身上有沒有藏什麼東西。這個部分在我們現行法

律規定須要嚴格遵守。 

    關於同意搜索的問題，法律上沒有規定一定要寫自願搜索同意書，這都是實務上慢慢演

變而來的。我認為法律既然沒有規定要式的同意書，固然是沒有必要強求。但法律既然規定

要把同意寫在筆錄上，就算不寫這張同意書，還是要在執行搜索前，把得到受搜索人的同意

明白寫在搜索扣押筆錄上面。至少，最高法院近年來比較寬鬆的見解，有一大派放寬到採取

「事中同意說」，認為一邊搜一邊簽自願搜索同意書是可以的。 

    其實法律也沒有規定警察的搜索扣押筆錄要有特定的格式，所以還是可以採用一些變通

的方法，就算沒有攜帶到制式印刷的搜索扣押筆錄，最少也應該拿紙出來來，手寫搜索扣押

筆錄，但絕對不要規避法律規定。 

    從憲政史、人權史等發展史來看為什麼要引進西方的刑事訴訟制度，乃至於整套西方的

憲政制度?就是要保障每一個人，就是要保障每一個微小的人免於來自國家公權力可能的侵

害。大家都是好人，但就像漢娜鄂蘭所說的，當一群人集合起來之後，可能就會有集體的邪

惡。而絕對的權力會導致絕對的腐化。在整個訴訟的過程當中，在被告取得辯護人的協助之

前，事實上他是獨自一人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那麼，要怎麼樣來保護他?就像我們常常琅琅

上口的，被告有不自證己罪的權利，被告本來就沒有告訴國家他做出什麼壞事的義務，而同

意搜索所講的「真摯的同意」，事實上也可視為不自證己罪的變型，等於被告藉由同意搜索，

放棄不自證己罪的權利。雖然我們講求公平正義來懲罰不法，但我們也不可能去違逆基本的

人性。所以刑事訴訟制度離不開人性，我們既然連不自證己罪都承認了，在同意搜索這一塊，

當然是要有效的同意啊，如果可以容許無效的同意，那不如法律直接規定警察想要搜就可以

搜就好。因為我們是法治國家，和專制國家不一樣，所以我們才特別堅持這一點。 

    國民法官法在兩年後就要實施了，將來重大案件刑事審判時，法庭上不是只有坐三個法

官，還有四個素人法官以及三個備位素人法官。以後證據能力的調查，會是台上 10個人進行

調查，所以以後警察作證要面對的，不僅三位法官。職業法官或許會還會依 158-4 權衡，但

素人法官怎麼想?是沒有辦法掌握的。素人法官可能會覺得，如果沒做壞事，為什麼不能搜，

這是對警察有利的方向，但是素人法官的想法也可能完全相反啊，覺得警察怎麼可以違法濫

權。如果遇到重大案件，被告一定會聘請很厲害的律師，素人法官會不會因此被律師說服，

而且素人法官的票數比較多，這些都會影響定罪，所以警察在偵查重大案件時，搜索扣押的

程序上需要特別嚴謹的處理。 

    今天準備了一個案例，案號是高院 109 年度上更 1字第 84號。它是曾經被最高法院發回

來的案件。這個判決內容寫得非常詳細，因為被告跟辯護人對於證據能力抗辯非常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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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跟高等法院在歷審判決中，都有剖析警察的作為，時間關係無法詳述，請大家自行參閱

判決。基本上，執行搜索的王警員大部分的作為都是被法官肯定是合法的，包括：①警方臨

檢並進入汽車旅館包廂逮捕被告之程序合法，②警方以現行犯逮捕被告、附帶搜索該包廂內

廁所，以及在廁所內扣押系爭交易明細表之程序均屬合法；只差在一點點，在於被認定不符

合附帶搜索的部分。因為案件發生在兩層樓式的汽車旅館，在樓上搜到罪證後，又帶被告到

樓下搜交通工具，而交通工具已經超過被告可以立即接觸、支配的範圍，因此不符合附帶搜

索的法律規定。但法官認為：「在被告機車車廂內搜索扣得之「系爭現金」，因不符附帶或同

意搜索之要件，固屬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惟經依比例原則及法益權衡原則衡酌後，

應認仍具證據能力」。 

    從這個案例我們可以知道，只要警察同仁的偵查作為本於善意遵守法律，即使偶然發生

於法不符之處，法官還是可以透過 158-4 權衡法則，鞏固各位打擊犯罪的成果。因此在法律

還沒修改前，偵查作為要能先嚴格、確實遵守法律要件，才能確保定罪，讓犯罪人不至於逍

遙法外，這樣警察的辛苦，除了法官檢察官，社會大眾都看得到。希望大家能共同勉勵。 

 

 

中央警察大學 洪文玲教授 

關於我國警察實施同意搜索的合法要件為何?所蒐集的犯罪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為何

認真辦案，辛苦蒐集的證據，竟遭到法院排除?法院為何保護犯罪人？法院判斷的標準是什麼?

常看到各級法院的裁判書中律師進行訴訟答辯時，引用美國法院的見解，主張違法搜索的證

據排除適用。因為警察在實施交通攔停稽查的過程，要求駕駛人開啟車輛行李箱檢查，性質

究竟是行政調查？抑或是犯罪證物的搜索？又譬如進入賓館房間臨檢，卻翻查垃圾桶找針筒

毒品，不啻以臨檢盤查的名義，實質上進行搜索，自從刑訴法於民國 90 年增列 131之 1同意

搜索類型後，不管有無發現犯罪證據，警察大都要被搜索者簽署同意書，然而刑事被告也經

常翻供，否認同意書的自願性。對於警察實施行政調查與司法搜索界線何在？同意搜索的適

法要件為何？頗感疑惑。當時恰好有機會到德州的聖休士頓州立大學擔任訪問學者，在這個

學校，有一位很有名的老師 Carmen, Rolando V. Del，是美國研究刑事犯罪偵查法制與實務具

有傑出貢獻的學者，我在那裏聽他講課，獲得很多啟發: 

 

一、在美國，搜索與扣押並非刑事訴訟上的問題，而是憲法的問題 

    為了保障財產自由權，美國在 1791 年就有人權法案第 4增補條文禁止政府對人民實施不

合理的搜索與扣押。美國的憲法本文旨在規定政府之間的分權，而人權規定都是後來一個法

案一個法案增加進來的。有人將此翻譯為修正案，譬如第一修正案是在談言論自由，第二修

正案在談持有武器自我防衛。而搜索扣押是第四修正案，應該翻譯為增補條文較為適切。 

    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因為是戰勝國，就把美國憲法的人權法案第 4 條禁止不合理搜

索扣押規定，放到西德的基本法，以及日本國憲法當中。而我們中華民國因為是戰勝國，所

以憲法中沒有關於搜索扣押的規定，而是擺在刑事訴訟法的法律位階。直到民國 90 年以後，

才陸續在刑事訴訟法裡，增加一些條文，包括第 131-1同意搜索等規定。    

    美國憲法第 4增補條文，禁止政府不合理的搜索扣押，主要是為了保障人民的居住自由、

財產自由權。因為搜索是對物，而物是人的財產，所以它保護的還是人。而扣押就不同，扣

押是針對物。所以在美國，搜索是一個獨立的規定，扣押又是一個獨立的規定，兩個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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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須個別判斷適法性。 

    為了保障人民的居住自由、財產自由，原則上，搜索與扣押須依據法院令狀實施。令狀

主義是最基本的憲法原則，未經法官的事先同意，在司法程序外實施搜索，就是憲法增補條

文第四條所謂的「不合理」。而有效核發搜索令狀須符合 4 個基本要件:(1)對相當理由之陳

述；(2)宣誓書；(3)對欲搜索處所及欲扣押之物的描述；(4)法官簽章。 

    因此，執法人員要有相當理由懷疑某人某處所的空間內藏有犯罪證據；且需經過宣誓證

明其懷疑是有憑證，而非捏造的，法官才能開立搜索票，具體載明搜索的處所、扣押標的。

之所以將警察的推論交由中立且獨立的法官判斷，而非由經常處於破案績效壓力的警察來判

斷，旨在確保無辜者的人權不受求功心切的執法者無理侵擾。 

 

 二、基於現實狀況的考量，法院建構令狀主義的例外體系 

與美國教授學習的過程中，他給我一個很震撼的知識，顛覆了我過去從美國回來的學者所介

紹關於人權保障、正當程序的文獻知識。老師說，實際上有九成以上的案件是警察用無令狀

搜索取得犯罪證物，申請搜索票的不到一成，而聯邦最高法院基於現實狀況的考量，肯認這

些特殊狀況雖無搜索票，但實施搜索仍是合理的(reasonable)，讓這些證據得以在審判中採

用。老師將例外情形歸類有 7種，在其著作中有體系整理供參考(Carmen, Rolando V. Del,2010,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nd Practice, 8
th
 ,Wadsworth. 美國刑事偵查法制與實務，中譯本於

2006年五南出版，章光明等 16 名警大師生合譯)。7種例外情形包括: 

1. 附帶搜索 

2. 同意搜索 

3. 緊急搜索 

4. 執法以外的特殊需要 

5. 行政搜索與檢查 

6. 攔停與拍搜 

7. 汽車搜索 

但也有學者歸納為 14 類，包括：1.調查性留置 investigatory detentions, 2.現行犯

逮捕 warrantless arrests, 3.附隨逮捕的搜索 searches incident to a valid arrest, 4.

一目了然下的搜索 seizure of items in plain view, 5.緊急情況 exigent circumstances, 

6.經同意的搜索 consent searches, 7.車輛搜索 vehicle searches, 8.貨櫃搜索 container 

searches, 9.清單搜索 inventory searches,10.國境搜索 border searches, 11.海上搜索

searches at sea,12.行政搜索 administrative searches,13.特殊需要 special needs,14.

廢棄物 abandoned property. 這些例外情形，有的是可降低實質要件為「合理懷疑

（reasonable suspicion）」，有的不需令狀（搜索票），即能進入人民隱私空間實施搜索查察。

(參見 Jeffrey Haningan Kuras etc., “Warrantless Searches and Seizures”, The 

Georgetown Law Journal, Vol. 90:1099（May2002）, p.1130.) 

    經由法院裁判實務長期累積建構的無令狀搜索體系，既是屬於例外情形，故須有妥善且

嚴格的定義。警察必須熟知這些法則，一旦實施無令狀搜索與扣押而涉訟時，執法者須負舉

證責任，證明其行為的合理性 reasonable。 

 

  三、同意搜索的適法要件 



32 
 

  在各種無令狀的例外情形中，同意搜索是運用最普遍的一種。根據美國法院長期累積的裁

判見解，其適法要件大致如下: 

1. 同意須出於自願 

    經同意的搜索欲有效，必須該同意係出於自願，而非經由施加暴力、脅迫或強制

力所得。此須觀察整體情況而判定。例如，在警察要求進入之後才表示同意，不能視

為是在自由意志下的自願。「把門打開!」(Open the door)法院大多解釋為讓居住者無

選擇餘地，造成該同意非出於自願。實務上警察最好用「請求」(request)而非「要求」

(demand) 的口吻。用「請問你介意我進來看看嗎?」請求，比用「我要看一看!」命令，

更有可能符合自願性同意。 

    而緘默或未反對搜索不代表同意搜索，該同意必須是清楚表示。例如，聳肩可以

代表無所謂或順從，而不是同意。有一案例，屋主打開門，站在玄關，聽警察表明身

分告知來意，之後沉默地退入屋內，未關上大門，第九巡迴上訴法院表示這是無效的

同意。本案中政府只提出被告把門打開的事實，未能舉出有力證據證明被告同意警察

入內。 

2. 同意進入不代表同意搜索 

    例如，同意警察為了詢問的目的進入處所內，不表示同意搜索。但有效進入後若

在目力所及之處扣押物品仍屬合憲(Plain View)，或許是適當的扣押，因為在目力所

及範圍的物品不受第四增補條文的保護(前述例外之一)。 

3. 同意搜索不需書面 

    同意搜索不需書面，口頭同意便已足夠。不過，許多警察機關建議或要求警察須

取得書面同意，這個政策有助於日後舉證，因為同意的自願性常成為法官或陪審團採

信與否的爭執所在，書面同意使自願性天平偏向警察這一邊，特別是由證人簽署的同

意書。然而，有許多情形實際上不易取得書面同意，但只要警察能證實符合自願性，

所獲得之證據仍會被法院接受。 

4. 不要求人民知悉其有拒絕的權利 

    警察無須告知相對人有拒絕同意的權利。聯邦最高法院認為，同意人不知有此權

利，只是在判斷該同意是否出於自願時，諸多考量因素之一，非必要條件。 

5. 允許搜索的範圍視同意的形式而定(同意的範圍) 

    例如，「你可以到處看看」不代表授權警察開啟衣儲、抽屜、行李箱及箱子。同意

搜索車庫，不代表同意搜索隔壁房子，反之亦然。有一個案子，嫌犯同意警察搜索他

的手提袋，警察找到 4 個標示墨西哥肉汁的罐頭，使用工具打開罐頭，發現內藏有毒

品。聯邦上訴法院第四巡迴法院表示，嫌犯同意搜索不包括同意毀壞容器。法院並表

示，「打開一個密封罐頭，因此造成罐頭無法食用，而失去原來標示的功能，比較像毀

壞一個上鎖的手提袋，而不是像打開一個紙箱還可以復原。」總之，同意搜索不包括

同意打開上鎖的或封閉的容器，除非嫌犯自願將鑰匙交給警察。 

6. 隨時可撤回同意 

在搜索中，同意人或其他有權之人可以撤回同意。在撤回前取得的任何證據仍有證據

能力，法院可接受。 

7. 有權同意搜索之人 

以下擇要說明何人的同意是有效的，或是無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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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妻子或丈夫: 

對家中物品的搜索，妻子或丈夫的同意皆有效力，但若該區域或物品是專屬妻子

或丈夫所有，而她或他具有合理的隱私期待時為例外。例如，妻子所有的珠寶盒，

只有她才有鑰匙開啟，則丈夫的同意無效。 

(2)父母 

法院傾向認為，對於與父母同住的小孩房間實施搜索，父母的同意有效。有一州

法院曾判決，即使小孩反對，父母仍可同意搜索小孩房間(與父母同住者)。另一

較早案例，父親同意搜索其 22 歲兒子的房間，州最高法院認為其同意有效。理由

是:「假如人民的家宅是他的城堡，他在家中的權利是優於國家的，這些權利也應

該優於住在他家裡小孩的權利。不問其成年(獨立不受管教)或未成年(未獨立)，

我們不能同意小孩在家中有與在出租旅館房間內相同的憲法上隱私權利。」但若

小孩係租房，有付膳宿費或寄宿者除外。 

(3)小孩: 

在多數州，小孩不能同意搜索其父母親的家。因為該同意出自於一個思慮似乎不

夠明智、自願的小孩。至於成年子女與父母同住，是否能同意搜索父母的房子?

法院尚無明確的表示。 

(4)前任女友 

聯邦最高法院曾指出，基於「明顯授權」原則(apparent authority principle)，

當警察有理由相信已獲得有權者的同意而進行搜索，即使後來發現該人士實際上

未經授權，該搜索仍有效。有一例，Rodriguez 在公寓中被捕，罪名是擁有非法

毒品，是警察進屋時目力所及(plain view)取得的。而警察之所以能進入

Rodriguez 的公寓，要歸功於 Fischer。她表示該公寓是「我們的」，而屋內也有

她的衣服和家具。她拿出鑰匙開門鎖，並同意警察進入。後來警察才知道，實際

上 Fischer 已經搬出公寓而失去對該公寓的普遍授權。但法院仍然認為 Fischer

的同意是有效的，因為警察從整體情境判斷，有理由相信 Fischer 是有權同意之

人。 

(5)室友: 

室友同意搜索房間是有效的，但是該同意不能擴及到其他室友具有合理隱私期待

的專屬區域。 

(6)房東: 

房子已出租，房東無權同意搜索房客使用區域。 

(7)二房東: 

二房東無權同意搜索已出租給他人的土地。 

(8)公寓管理員: 

只要是屬於房東可自由進出或掌控的區域，都屬於公共區域，例如，門廳、走廊、

會客室部分，其管理員同意搜索均屬有效。 

(9)汽車駕駛人: 

汽車駕駛人同意搜索其車輛，包括行李箱、儀表板上放雜物的凹槽及其他區域，

都是有效的。即使該車非其所有。但車主在車上，代駕者(司機)無此同意權。 

(10) 旅館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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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職員無搜索客人房間的同意權限。 

(11) 大學師長 

多數法院認為學校主管(例如，宿舍管理組長)不能同意警察搜索學生的寢室。聯

邦最高法院曾基於衛生與安全等特殊需要，允許學校主管進入住宿學生的寢室檢

查，但不表示他們可以同意警察基於追訴犯罪的目的進入寢室搜索。 

(12) 高中師長 

多數低審法院認為，在適當的條件下，高中師長可以同意警察搜索學生的置物櫃。

因為高中生是受學校保護的未成年人，師長如同父母代理人，因此有較大的權力，

與大學師長不同。 

(13) 公司老闆 

假如財產是員工專用或由員工所控制，老闆無權同意搜索。例如，百貨公司老闆

不能同意搜索員工專用的辦公桌；同樣的，大學校長或系主任不能同意警察搜索

所屬教職員專用的辦公桌。 

(14) 公司員工: 

除非有特別授權，公司員工不能同意搜索老闆的辦公場所，即使員工可以使用這

些財產，但他或她並非所有人。 

 

 

與談總結 

中央警察大學 章光明教授 

壹、如何進行無令狀搜索? 

    我們在翻閱 Carmen, Rolando V. Del 的書時，從法律的角度來看，無令狀搜索是例外。但如果

我們去看實際的現象，美國的統計應該跟台灣不會差太多，百分之九十五是在無令狀搜索的情況下進

行的，這說明警察實務與法律規範間產生高度差異。如何去論述這個現象的統計結果，讓法官、檢察

官知道其背後的意義，並藉由與警察的合作，進而做出更貼近實務的決定，與社會一般通念連結，是

一大課題。 

關於無令狀搜索(以許福生老師的破題出發):  

(一)經同意的搜索： 

1.因為限制太多是否儘量不用? 

法官在實務上的操作:1.綜合審酌 2.告知得拒絕 3.事前事中簽署。此看似實務上已成

為定見，但經過方才討論，未必會有定見，因為檢察官或法官對於其他層級的法官的

決定也不見得會同意。 

2.同意檢查與同意搜索不同 

行政檢查與刑事搜索的概念不一樣。 

3.真摯的同意標準不合理 

「我們必須獲得當事人真摯的同意」，就這句話，很多人提出不同的意見，我覺得，不

是每個法官都敢寫這句話，這句話並不代表多數法官意見。  

(二)附帶搜索：搜索範圍  

1.附帶搜索會討論到搜索範圍，譬如，我拿著搜索票搜索這家，但我發現隔壁有同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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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時，搜索隔壁之可搜索標準可否降低? 

2.在違規者家門口之攔停，可否搜索現行犯的家裡? 

(三)逕行搜索： 

法條規定的「有事實足認」，或者利用經驗加以判斷(一目、一觸、一嗅)。一般人的經驗

判斷和警察的經驗判斷是不一樣的，不能將一般人的經驗視為警察的經驗，警察有其專

業和獨特經驗。 

               

貳、本題對於警察的意義 

一、搜索要件之隱私期待：KTV與旅館之臨檢標準不同！隱私保障程度不同。 

在法律的部分，不管是搜索，還是臨檢，尤其是搜索可以帶出很核心的概念。剛才有

人提到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它除了牽涉到搜索，更牽涉到隱私的部分。所以在 ktv

和在旅館房間，其隱私期待不一樣。有沒有隱私期待，搜索與強制力行使的程度和範

圍就會不一樣，我想這是警察在行使強制力時需要留意的。 

二、權衡原則 158之 4: 毒樹毒果非絕對沒有證據能力，警察人員的敘事能力很重要。 

當我們的程序不是百分之百完備時，法官和檢察官還是可以審酌所有情況。就這個部

分，我們同仁需要培養敘事能力，才能透過表達讓法官檢察官接受。警專課程有一種

訓練，就是警察的敘事能力的訓練，很值得參考。 

三、警察職權行使法盤查與刑訴法之間的連結（目前乃分離狀態）： 

若用法律的術語，一個屬於合理懷疑，另一個屬於相當理由。這是建構在行政與刑事

可以區分的情形。在談台灣警察法，大約百分之七十都在談警職法，警職法的重要性

比刑事訴訟法重要。美國法沒有行政法、警職法概念，皆為刑事法所以，美國第四修

正案及判例組成，與我國不同！ 

剛剛蔡老師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現在警職法和刑事訴訟法是一刀兩斷，警職法跟刑訴

法中間，例如警察盤查與刑事搜索有時候僅僅一線之間。所以蔡老師建議彌補此立法欠缺。 

 

參、警察政策 

1. 警察要回應的，不是只有法律，還要回應上級長官。而且，警察背負的是民眾社會的

期待。警察需要同時回應：法律、長官（績效）、民眾（社會）。如何先合法，再找方

法？是警察工作的挑戰之處。 

2. 如何強化搜證能力? 法官如何要求警察? 這在司法上是很實務的問題，都須要靠行政

機關內部行政規則(administrative law)方得完成。行政機關怎麼制定規則，使其與

上位法律及實務連結，而不是把刑事訴訟法或警職法或警械使用條例直接丟給基層同

仁，讓他們自行應用。 

3. 關於教育訓練，行政規則可能會因為警察機關內的本位主義而無法產生效果，也就是

教育訓練未得到應有的重視。 

4. 當法官或檢察官作出對我們不利的解釋或決定時，要既服從又爭取。要怎麼讓法官或

檢察官透過警察而使其決定與社會一般通念相聯結，透過檢警互動、警察團體的專業

意或許能讓警察的聲音散播出去。 

5. 不可因績效，不守程序；亦不可因少數案例，不要求績效。警察不是只有法律，還要

面對長官。從警察追求公共秩序的角度來看，從管理的角度來看，的確不能偏廢績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