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apter

04
強制處分
強制處分係傳統考點，而最近新修法的限制出境與出海處分可能

使本章的重要性提升，另外新興偵查手法也是研究所熱愛的爭點，
例如 GPS 定位追蹤。筆者建議學習強制處分爭點時，一定要注意強
制處分所干預的基本權為何，寫題時作為開頭非常好用，再引個憲
法或釋字效果更好。

Section	1.	 拘提、逮捕、通緝及羈押

Section	2.	 搜索與扣押

Section	3.	 特別偵查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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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1
拘提、逮捕、通緝及羈押拘提、逮捕、通緝及羈押

爭點1  101臺大

拘票不得替代搜索票
 

一、 爭點分析

 讀者一定要區分清楚不同種類拘提的意義，進而判斷題目所指種類為何。

㈠ 一般拘提（刑訴§75）
 拘提之意義，乃指一定時期內，拘束受拘提人的自由，強制其到達一定
處所接受訊問，並保全被告或保全蒐集證據之強制處分。實施時，應用實施時，應用

拘票拘票。

 法定原因乃被告經合法傳喚或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拘提之 1。

拘提之決定機關，與多數強制處分相同，採用二分模式，偵查中由檢察拘提之決定機關，與多數強制處分相同，採用二分模式，偵查中由檢察

官簽發，審判中則為審判長或受命法官權責官簽發，審判中則為審判長或受命法官權責。

㈡ 逕行拘提（刑訴§76）
 逕行拘提對象僅限於被告，當被告犯罪嫌疑重大且具羈押事由時，為了當被告犯罪嫌疑重大且具羈押事由時，為了

避免遲延危險避免遲延危險，無庸先經傳喚無庸先經傳喚即得拘提之。

㈢ 緊急拘捕（刑訴§88-1）
 拘提通常是指必須具備令狀（拘票）的拘捕；逮捕則指性質上無須令狀
的拘捕。

 至於本法之緊急拘捕，性質上介於兩者之間緊急拘捕，性質上介於兩者之間，拘捕時，因為急迫而無庸

取得拘票，此時宜稱為緊急逮捕緊急逮捕；然事後須報請補發拘票又與逮捕有

1 對象除被告外，另外包含證人（刑訴§178），然鑑定人因具可替代性，因此不得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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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故又稱為緊急拘提緊急拘提。

 緊急拘提的意義在於，因偵查犯罪，具備法定之急迫原因而來不及報請
簽發拘票，若等待核發拘票將有遲延危險，暫時先予拘捕被告之強制處若等待核發拘票將有遲延危險，暫時先予拘捕被告之強制處

分分。

二、 實務見解

 實務見解認為，檢察官不得「假拘提之名，行搜索、扣押之實」檢察官不得「假拘提之名，行搜索、扣押之實」，藉此規避

法院對搜索扣押之合法性審查，若因此偵查而得之證據，其證據能力依刑

事訴訟法第 158條之 4權衡之。

 最高法院 99年度台上字第 1398號判決

 檢察官偵查中，如須實施搜索、扣押，依法必先取得法官核發之搜索檢察官偵查中，如須實施搜索、扣押，依法必先取得法官核發之搜索

票票，否則，須有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緊急或急迫情況，其搜索、

扣押始告適法。故如容許司法警察（官）執檢察官簽發之拘票（對人的

強制處分）以實施搜索、扣押（對物的強制處分），無異鼓勵「假拘提之無異鼓勵「假拘提之

名而行搜索、扣押之實」，以規避法院就搜索、扣押之合法性審查。名而行搜索、扣押之實」，以規避法院就搜索、扣押之合法性審查。

爭點2  

現行犯之逮捕要件
 

一、 爭點分析

 現行犯逮捕之意義係指以逮捕之直接強制力而限制現行犯之人身自由，性

質上屬於無令狀之拘捕。雖強制處分乃國家機關行為，能動用直接強制力

者以國家機關為限，然而，為了能夠及時阻止正在發生但是國家力量來不為了能夠及時阻止正在發生但是國家力量來不

及介入的犯罪行為及介入的犯罪行為，承認任何人皆得對現行犯為逮捕。

 現行犯主要爭點在於其「認定」，以下分述之：

㈠ 狹義現行犯（刑訴§88Ⅱ）
 犯罪在實施中或實施後即時即時發覺者，為現行犯。無論任何人皆可逕行逮
捕，釋字第 90號解釋釋字第 90號解釋認為不以有偵查權人未曾發覺之犯罪為限，且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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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亦認為與是否為告訴乃論無關 2。

㈡ 準現行犯（刑訴§88Ⅲ）
 被追呼為犯罪人者，或因持有兇器、贓物或其他物件，或於身體、衣服
等處露有犯罪痕跡，顯可疑為犯罪人者，應視為現行犯。準現行犯相對準現行犯相對

於狹義現行犯，即在於欠缺「即時」之要件。於狹義現行犯，即在於欠缺「即時」之要件。

二、 實務見解

 以下涉及現行犯逮捕相關實務認定要件：

㈠ 準現行犯之逮捕，在時間上須與犯罪行為有密接性
 實務見解認為，準現行犯雖欠缺「即時」之要件，然於時間上仍須與犯於時間上仍須與犯

罪行為終了有相當程度之密接性罪行為終了有相當程度之密接性，始得擔保犯人與其犯罪之明確性，否

則將有任意逮捕之問題。

 最高法院 102年度台上字第 447號判決 3

 準現行犯之逮捕，在時間上須與犯罪行為終了有相當之密接性在時間上須與犯罪行為終了有相當之密接性，始足

以擔保犯人與犯罪之明確性，而與現行犯同視，以契合憲法所保障之

正當法律程序。

㈡ 現行犯與準現行犯逮捕，須有相當理由
 按刑事訴訟法規定，目前並無明文提及逮捕現行犯或準現行犯須有相當
理由，然實務見解認為，執法者仍須有相當理由，即客觀上合理相信該

被逮捕人為現行犯或準現行犯，避免執法者不當逮捕而限制他人人身自

由。

 臺灣高等法院 108年度上訴字第 1369號判決 4

 又按現行犯或準現行犯之逮捕，只要有相當理由相信被逮捕人為現行
犯或準現行犯，即得合法逮捕，相當理由不要求百分之百確信相當理由不要求百分之百確信，執法

者依當時事實及情況，客觀形成相當的相信客觀形成相當的相信，認為被逮捕人為現行犯

或準現行犯，應認為即成立相當理由。

2 司法院院字第2505號解釋。
3 相同意旨：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上訴字第787號判決。
4 相同意旨：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上訴字第2116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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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準現行犯「顯可疑為犯罪行為人」，須依客觀經驗判斷
 實務見解認為，逮捕準現行犯時須其為「顯可疑為犯罪行為人」，該客
觀情狀條件須滿足始得逮捕，並參以執法者經驗法則判斷，避免執法者

濫用逮捕規定。

 臺灣高等法院 107年度上訴字第 2720號判決 5

 所謂「顯可疑為犯罪行為人」，係指依當時之客觀情狀及經驗法則綜合依當時之客觀情狀及經驗法則綜合

判斷判斷，一望即知顯然具有犯罪行為人之可能性而言。

三、 學說見解

 學說 6認為準現行犯立法鬆散，容易招致濫用，侵害人權。如持有贓物可能

已過數日、數月乃至於數年，早已欠缺容許逮捕現行犯所具備時間緊迫因

素；且未將逮捕限定於無法即時確定行為人身分，亦未加上來不及報警逮

捕之因素，可能過度擴張不經司法警察之逮捕。

 另外，學說見解同實務見解，認為準現行犯解釋上應有時間之限制，唯有唯有

犯罪行為發生於不久不超過數小時）之前，始得認定為準現行犯並逕予逮犯罪行為發生於不久不超過數小時）之前，始得認定為準現行犯並逕予逮

捕捕。

爭點3  101律師

羈押之要件：拘捕前置原則？

一、 爭點分析

㈠ 實質要件
 實質要件包含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被告犯罪嫌疑重大、法定羈押之原因法定羈押之原因 77以及羈押之必要性羈押之必要性。

其中，羈押之必要性係指「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

而言。

5 相同意旨：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上訴字第789號判決。
6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2015年9月，頁352-353。
7 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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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形式要件
 形式要件包含被告須經法官訊問被告須經法官訊問、羈押應用押票羈押應用押票以及偵查階段拘捕前置拘捕前置

原則原則。

 其中，拘捕前置原則，係指必先經過合法的拘提逮捕程序，始得聲請羈必先經過合法的拘提逮捕程序，始得聲請羈

押押，否則該羈押之聲請不合法。該原則限於偵查階段適用該原則限於偵查階段適用 88。其係源自憲

法第 8條而來之誡命，因人民涉嫌犯罪，須先經拘捕程序，始有移送法法
院審查其拘捕是否合法院審查其拘捕是否合法及有無羈押之必要。觀刑事訴訟法第 93條刑事訴訟法第 93條及第第
228條第 4項228條第 4項可知拘捕前置原則之存在，進一步可推衍出「拘捕與羈押拘捕與羈押

所憑之犯罪事實應相同所憑之犯罪事實應相同」，避免檢察官刻意規避拘捕前置原則而佯以他

罪拘捕被告。

二、 實務見解

 實務見解有關羈押要件認同其包含拘捕前置原則包含拘捕前置原則。表明若要羈押，前提為

須有合法之拘捕前置程序，否則該羈押聲請不合法。

 臺灣高等法院 106年度抗字第 35號刑事裁定 9

 現行刑事訴訟法採所謂的拘捕前置原則主義，主張必經合法之拘提逮拘捕前置原則主義，主張必經合法之拘提逮

捕程序，始得聲請羈押捕程序，始得聲請羈押，否則羈押之聲請即不合法，此一原則乃由憲

法第 8條規定而來，因人民涉嫌犯罪，須先經拘捕程序，始有移送法
院審查其拘捕是否合法及有無羈押之必要。

三、 學說見解

 學說 10認為，刑事訴訟法第 228條第 4項但書規定創設的逮捕事由等於是刑事訴訟法第 228條第 4項但書規定創設的逮捕事由等於是

否定了拘捕前置原則否定了拘捕前置原則。此規定暴露了自相矛盾之處，非經拘捕不得聲請羈

押，但純為了聲請羈押目的又可予以拘捕，如此循環豈非庸人自擾？另

外，所謂「拘捕前置原則乃直接基於憲法第 8條而來」的說法根本漏洞百

出，該條憲法誡命之主軸是拘束人身自由之法官保留原則，從文義上可知

「羈押應由法院經法定程序始能為之」，但根本導不出「法定程序就是先經

8 畢竟審判中，法院得不待聲請逕予羈押被告。

9 相同意旨：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6589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聲字第364號裁
定等。

10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2015年9月，頁378-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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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捕，始得羈押」的結論。否則刑事訴訟法第 228條第 4項但書豈不是立

法規避憲法誡命？

Z 考題實戰 101 年律師第 3 題第 3 小題

甲在某連鎖飯店集團乙所分設的 A公司飯店與友人餐敘，因酒後亂

性，毆打飯店員工丙，並砸毀飯店內酒櫃及名酒後，駕車逃離現場，丙經

送醫救治，因腦部受撞擊而陷入昏迷。甲駕車逃離飯店途中因緊張且受酒

精影響，無法專注駕駛，撞及前方丁所騎乘之機車，致丁摔地，遭後方急

駛而來之車輛輾斃。甲肇事後駕車逃逸，躲藏於友人戊所投宿之某汽車旅

館。翌日凌晨，警察持搜索票前往該旅館查緝旅客吸食毒品，查獲甲與戊

涉嫌施用安非他命，當場扣得甲所持有之安非他命及吸食器，乃將 2人逮

捕，押回警局調查，查悉甲同時涉及前開犯行，遂將甲與戊解送地檢署，

經檢察官訊問後，以甲酒後肇事逃逸，有逃亡之虞向法院聲請羈押。試

問：

㈢ 甲之辯護人 E於法院審理羈押時抗辯稱：甲因涉嫌施用毒品而被逮捕，
檢察官卻以酒後肇事逃逸罪嫌聲請羈押，此部分罪嫌並未經合法逮捕。

其抗辯是否有理由？

Q 破解HERE
本題爭點在於拘捕前置原則，拘捕前置原則之目的在於法院審查被告

受拘提或逮捕之合法性，有認為若被告之身體已經受合法之拘束，即不再

行拘捕程序；然另有認為應以「案件」判斷，防止檢察官刻意以 A罪拘提

行偵辦 B罪之實而以 B罪聲押，考生也可提及學說見解增加討論角度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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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4  102東吳

羈押聲請權之歸屬

一、 爭點分析

 檢察官乃偵查程序之主導者。偵查中，檢察官訊問被告後，依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

第 93條第 2項第 93條第 2項規定，若認有羈押之必要者，應自拘提或逮捕之時起 24小

時內，敘明羈押之理由，聲請該管法院准予羈押。由此可知，偵查中聲請偵查中聲請

羈押權歸屬於檢察官羈押權歸屬於檢察官。

 爭點在於審判中審判中檢察官得否聲請羈押被告，實務見解與學說見解不同，分

述如下。

二、 實務見解

 實務見解認為，檢察官於審判中無聲請羈押被告權檢察官於審判中無聲請羈押被告權。理由在於進入審判程

序後，羈押有無之判斷已歸法院所管，且刑事訴訟法並無明文規定檢察官

於審判中有聲請羈押權利，故檢察官即使聲請亦不合法。

 最高法院 96年度台抗字第 593號裁定

 至於案件經起訴後，已移由法院審理，有無羈押被告之必要，應由法院

依職權決定，刑事訴訟法並無檢察官得於審判中聲請羈押被告之明文，刑事訴訟法並無檢察官得於審判中聲請羈押被告之明文，

縱為聲請，亦僅在於促使法院依職權發動而已。縱為聲請，亦僅在於促使法院依職權發動而已。檢察官於審判中既無聲

請羈押被告之權，倘提出聲請，除法院亦認有羈押之必要，無庸再為無無庸再為無

益之駁回者外，應認其聲請為不合法益之駁回者外，應認其聲請為不合法。

 且依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54項規定：「檢察官僅於偵查

中始得聲請羈押、延長羈押、撤銷羈押或停止羈押。在審判中，並無為上

揭各項處分之聲請權，其提出聲請者，應以聲請為不合法，予以駁回。」亦

同實務見解。



4-9強制處分

三、 學說見解

 學說 11認為，審判中檢察官亦應有聲請羈押權審判中檢察官亦應有聲請羈押權。從文義解釋上，偵查中檢

察官有聲請權，根本導不出審判中檢察官無聲請權的結論。首先所謂審判

中法院得得不待聲請逕予羈押被告，僅表示案經起訴後法院有依職權主動羈

押被告之權限，非謂檢察官不得聲請。

 其次從目的言，審判中亦由檢察官來聲請，不但能使羈押相關程序更為符

合控訴原則的分立精神，也能避免法官自己成為發動者與決定者之雙重角

色。

爭點5  106東吳、105政大、104臺大、100政大

重罪羈押「相當理由」之解釋

一、 爭點分析

 依刑事訴訟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若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

或最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構成羈押原因，即所謂重罪羈押。

 舊法時期，若僅就條文文義，似乎只要被告所犯為上述之重罪，即可單獨

成為羈押原因，而被告是否逃亡、湮滅變造證據或串供串證等並非所問。

 現行法因應釋字第 665號解釋釋字第 665號解釋而修正，大法官認為，單以犯重罪作為羈押

之要件，可能背離羈押作為保全程序的性質，違反無罪推定原則與比例原違反無罪推定原則與比例原

則則，故針對重罪羈押為合憲性解釋，將其限縮於「有相當理由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

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非予羈押，顯難進行

追訴、審判或執行者」。

二、 實務見解

 基本上實務同釋字第 665號解釋意旨實務同釋字第 665號解釋意旨，認為單以重罪為羈押原因強度不

足，並提出「相當理由」之認定標準為「一般人合理判斷標準」（即客觀社

會通念），不以確信或充分可信為必要。

11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2015年9月，頁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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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抗字第 1113號裁定 12

 另重罪常伴隨有逃亡、滅證之高度可能，係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

受罰之基本人性，倘一般正常之人，依其合理判斷，可認為該犯重罪，

嫌疑重大之人具有逃亡或滅證之相當或然率存在，即已該當「相當理「相當理

由」之認定標準，不以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要由」之認定標準，不以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要。

 倘若以量化為觀點，實務見解提出若有超過百分之五十之逃亡可能性，即

可認為有相當理由。而前二款則至少須有百分之八十之可能性。

 最高法院 99年度台抗字第 608號裁定 13

 以量化為喻，若依客觀、正常之社會通念，認為其人已有超過百分之認為其人已有超過百分之

五十之逃亡、滅證可能性者，當可認具有相當理由認為其有逃亡、滅證五十之逃亡、滅證可能性者，當可認具有相當理由認為其有逃亡、滅證

之虞之虞。此與前二款至少須有百分之八十前二款至少須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始足認有該情之虞者，自

有程度之差別⋯⋯。

爭點6  104北大、100政大

延長羈押計算與速審法

一、 爭點分析

㈠ 羈押期間之計算
 依刑事訴訟法第 108條第 4項規定，羈押期間，自簽發押票之日起算自簽發押票之日起算。

這邊特別注意，是當日即起算，與民法規定始日不算入不同。

 而關於期間之限制期間之限制，依同條第 1項前段規定，偵查中不得逾二月，審判偵查中不得逾二月，審判

中不得逾三月中不得逾三月。另外，偵查中與審判中的區別時點區別時點在於「卷證送交時卷證送交時

點點」（刑訴§108Ⅲ），亦即，審判中之羈押期間，自卷宗與證物送交法
院之日起算，起訴後送交前之羈押期間，算入偵查中之羈押期間。

12 相同意旨：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1049號裁定、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431號裁定
等。

13 相同意旨：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285號裁定、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01號裁定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