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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處分，是國家機關追訴犯罪時，為保全被告或蒐集、保全證據之

必要，而對受處分人施加的強制措施。其實，「強制處分」之用語，乃傳

統學說著眼於強制處分本身帶有「強制力」的解釋，過去僅將強制處分定

義成「單純的訴訟行為」，並認為這種訴訟行為應與本案裁判一併接受審

查，不須個別審查適法性。直到20世紀中期，雙重性質（功能）的訴訟行為
（Doppelfunktionelle Prozesshandlung）觀念在德國被提出，強制處分可能兼
具程序與實體的性質，逐漸被接受。如，羈押固為程序上訴訟行為，然羈押

同時拘束相對人的人身自由，就實體權利而言，羈押干預人民的基本權利、

搜索住宅干預相對人的財產權及隱私權等、通訊監察干預相對人的通訊自由

權及隱私權等等，均顯示強制處分的性質非單純訴訟行為。

基於這種特性，學說上進一步主張：刑事訴訟法應該根本放棄「強制處

分」（Zwangsmaßnahme）的傳統用語，改以「刑事訴訟上之基本權干預」
（Strafprozessuale Grundrechtseingriffe）替代，如此才能精確描述這種公法
行為的特性。強制處分之實施，必將限制或剝奪基本權，如搜索涉及隱私權

的侵犯，扣押涉及財產權的剝奪，傳喚、逮捕、拘提、羈押涉及人身自由的

限制。

關於本章節涉及的基本權干預措施，除目前有明文之干預外，倘若在題

目中遇到你從未耳聞的基本權干預措施！在當今考題，尤其可能出現高科技

方式的干預，大家可以去看看法務部提出的科技偵查法草案1，其中新增的

干預措施，如設備端通訊監察、M化車、無人機等等咪哪桑應該都不知道的
東西，都可能出現在考卷上！不過，基本上只要謹守基本權干預的核心思

想，用以下的「基本權干預審查表」解題，這樣就算是沒看過的干預措施，

答案也可以寫得很有體系！

1 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公告周知預告制定「科技偵查法」草案，https://join.gov.tw/
policies/detail/d1fb429e-a4a9-40f9-8a26-a592f7e73e9f（最後瀏覽日：2021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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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權干預審查表2 

前提：國家vs個人

系爭是否屬於國家與個人的公法關係

基本權保護領域

系爭公法行為是否涉及受憲法保障之

基本權

基本權之干預

系爭公法行為是否構成基本權干預

干預之正當性

系爭基本權干預有無正當化（合法化）

事由？

形式要件：法律保留

實質要件：比例原則

合法

之基本權干預或強制處分

+

+

+

+

因為非關基本權及

其干預問題，故無

涉基本權干預之合

法或違法問題

違法之基本權干預或

強制處分

違法之法律效果：

提起抗告／準抗告？

證據使用禁止？

2 參林鈺雄，刑事訴訟法實例解析，2021年9月，頁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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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

第
一
節

※雲端增補：搜索票之特定明確原則（見摺封口）

題型3-1-1　 搜索票之特定明確原則、附帶搜索、同意搜索

【101東吳第2題】

司法警察A以甫出獄的B涉嫌再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為由，取
得對B住宅的搜索票，應扣押之物欄並記載「有關犯罪贓證物及犯罪所得之
物」。當A前往執行搜索時，B正欲駕車外出拜訪友人，A即上前壓制，命B趴
下，經A表明身分、徵得B同意並當場簽署自願搜索同意書後，即對B之汽車
進行搜索。除於後車廂扣得槍枝與子彈外，並於進一步搜索B宅廚房時，於上
層櫥櫃內發現海洛因30公克。請問：A所為搜索是否合法？所取得的槍枝、子
彈與海洛因，能否作為證據？

題 型 分 析

在有令狀搜索，比較有可考性的大概就是本題涉及的「概括搜索票禁止原則

（搜索票特定明確原則）」，這已經是老爭點了！在遇到這種題目時，一定要好好

把握分數，較詳細的分析可參雲端增補的「搜索票之特定明確原則」。此外，本題

尚涉及附帶搜索之前提要件、同意搜索之自願性判斷，均為搜索章節必須、絕對、

一定要掌握的考點！是基本題中的基本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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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本題字數約1474字  

分數
書寫

題號
 答案請從本頁第1行開始書寫，並請劃記及書寫題號，依序作答

1 A所為之搜索不合法

	 本案，A搜索B之後車廂、住宅，以下依可能

之授權依據，審查本案之搜索是否合法：

1.	搜索票違反特定明確原則

⑴	概括搜索票禁止原則

	 刑事訴訟法（下同）第128條第2項明文

列舉搜索票法定必要之應記載事項，

據以規範搜索票之應記載事項者，即學

理上所謂「概括搜索票禁止原則」。其

第2款「應扣押之物」，必須事先加以

合理的具體特定與明示，方符明確界定

搜索之對象與範圍之要求，以避免搜索

扣押被濫用，而違反一般性（或稱釣魚

式）搜索之禁止原則。

⑵	本案情形

	 查本案A取得對B宅之搜索票，關於應

搜索之物僅記載「有關犯罪贓證物及

犯罪所得之物」，其用語失之空泛，

僅為概括性之記載，違反合理明確性

之要求，故該搜索票之核發違法，應

視同無搜索票之核發，A據該票而搜索

B之住宅屬違法搜索。

2.	附帶搜索非基於合法拘提、逮捕

⑴	附帶搜索以合法拘提、逮捕為適用前提

①	依第130條規定，司法警察官或司法

警察逮捕或執行拘提時，雖無搜索

本題使用最高法院

判決、林鈺雄老師

之用語，其與王兆

鵬老師書上的用語

「搜索票特定明確

原則」，是在講同

一件事情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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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詳細論述，參李榮耕，附帶搜索及其要件，月旦法學雜誌第243期，2015年8月，頁127。

票，得逕行搜索相對人身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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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護執法人員之

安全，同時防止證據被湮滅3。

②	又本規定之適用前提，以合法拘

提、逮捕為要件，否則該附帶搜索

違法。

⑵	本案情形

①	本案無合法逮捕、拘提

	 查本案，因搜索票記載違法而屬無令

狀搜索，惟仍不得援引第130條規定

為授權依據。雖B宅、B車乃於對B為

壓制之逮捕後為之，然B係於欲出門

拜訪友人時遭逮捕，非屬第88條規定

之現行犯，亦無準現行犯之外觀，並

無逮捕之依據；同時A對B亦無拘票，

個案亦無緊急情形，無對其為（緊

急）拘提之依據。故本案對B之拘

提、逮捕係屬違法，隨後之搜索不得

適用第130條之規定。

②	逾越附帶搜索之授權搜索範圍

	 退步言之，縱認本案之拘捕合法，

亦不適用第130條規定，因附帶搜索

授權之搜索範圍，既係為保全搜索

者之安全與證據保全，自應以被拘

捕人可能立即取得凶器、證據之範

關於附帶搜索你不可

不知的重點：附帶

搜索的兩大立法目

的！在碰到附帶搜索

時，均可以此二目的

為基礎，審查個案之

附帶搜索有無逾越此

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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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參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580號判決。
5 參蔡榮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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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3。

6 此處主要參考薛智仁，2016年刑事程序法回顧：沒收程序法、羈押閱卷與證據法則，臺大
法學論叢第46卷特刊，2017年11月，頁1051-1052。此外，許多學者即使沒有明確表許同意
搜索應比照獨立扣押，但仍主張應預先告知得拒絕，可參林鈺雄，搜索扣押註釋書，2001
年9月，頁176；張麗卿，刑事訴訟法理論與運用，2018年9月，頁285；李春福，刑事訴訟
法論，2017年9月，頁262-263；蕭宏宜，同意搜索的自願性判斷標準—評最高法院100年
度台上字第376號刑事判決，法令月刊第63卷第8期，2012年8月，頁4-5；謝志鴻，同意搜
索，月旦法學雜誌第165期，2009年2月，頁232-234、243；陳運財，無令狀之搜索－評最
高法院96年台上5184號判決，法令月刊第60卷第12期，2009年12月，頁67。另外，少數反
對應告知得拒絕者，主要是認為，同意搜索取得之證據為物證，較無虛偽可能性，容許作
為證據不會導致誤判或冤獄，而且同意搜索的場所是在被告熟悉的環境或勢力範圍，所以

圍為限。而本案搜索之B宅、B車，均非其受壓制時可立

即觸及之處，故仍無第130條規定之適用，併此敘明。

3.	同意搜索非基於甲自願性同意

⑴	同意搜索須得相對人自願性同意

	 依第131條之1規定，雖無搜索票，然若得相對人「自願性

同意」，得逕行執行搜索。被搜索人之同意是否出於自

願，我國實務見解4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見解，均採「綜合

全盤情狀5」之彈性標準審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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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能單憑多數警察在場或被告受拘禁或執行人員出示用以搜

索其他處所之搜索票，即否定其自願性。

⑵	告知得拒絕之立法建議6

	 附帶一提，第131條之1之規定，並無賦予執行搜索人員告

知相對人「得拒絕搜索」之義務。然參照第133條之1第2

項同意扣押之立法模式，有賦予執行人員此等義務。本文

以為第131條之1應比照該立法模式，賦予執行人員一定義

務，以衡平國家與人民於訴訟上的實力差距，且同意搜索

的情境和同意扣押相似，無差別待遇之合理理由，立法者

應在同意搜索增訂檢警之告知義務，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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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題 參 考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580號判決

（同意搜索自願性之判斷）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一條之一規定之受搜索人自願性同意搜索，係以執行

人員於執行搜索前應出示證件，查明受搜索人有無同意之權限，並應將其同意之

意旨記載於筆錄，由受搜索人簽名或出具書面表明同意之旨為程序規範，並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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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用特別告知其得拒絕，可參王兆鵬、張明偉、李榮耕，刑事訴訟法（上），2020年3
月，頁306-307。

7 透過違法搜索取得之證據，其證據能力與第158條之4的涵攝，可參王士帆，約定取槍—
違法搜索扣押之證據禁止，月旦法學教室第220期，2021年2月，頁18-21。（王老師實質上
是用三階段審查基準的標準在涵攝，非常值得參考！）

⑶	本案情形

	 查本案，本文以為B之同意非出於自願

性所為。雖依照前述綜合判斷基準，

不得單憑被告受拘禁而認其同意非出

於自願性，然本案之B乃「突遭」壓

制，對於突然遭受人身自由限制之一

般無法律知識之人民，本文以為其自

願性應有受偵查人員之強暴、脅迫手

段所影響。故本案B之同意非出於自願

性，不得適用第131條之1之規定，其搜

索B車、B宅均屬違法。

2 違法搜索取得之物均不得作為證據使用

	 依前所述，既A對B車、B宅所執行的搜索均屬

違法，則其因此取得之槍枝、子彈、海洛英，

均應依第158條之4規定，考量人權保障與公共利

益之維護，由法院綜合權衡其證據能力7。

在這種題目，前面光論

述三種搜索就要花掉

你所有精力，當然沒有

時間再去涵攝你認為個

案中的證據有無證據能

力，所以就簡單附上法

條，裝死帶過吧！這部

分通常都不會是考點！

（除非是在考台大法研

所時，你有這題在考

「三階段審查基準」的

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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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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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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單憑多數警察在場或被告受拘禁或執行人員出示用以搜索

其他處所之搜索票，即否定其自願性。

針對上述實務見解，薛智仁老師8於其近期文章表示，法條明訂「同意之意旨

應記載於筆錄」之書面要式要求，排除了受搜索人口頭明示或默示表達同意的可

能性。其規範意旨，除為證明同意存在而預防訴訟上爭執同意要件之有無，也是

要藉此儀式使受搜索人更慎重地作成同意決定9。所以，薛老師也認為，書面筆錄

要是應為同意的「生效要件10」（同本實務見解），而非單純證明文書，受搜索人

必須在執行搜索前簽署之，不得於執行後方予以補正。若未於執行前簽署同意

書，搜索將缺乏有效同意而違法。

本題，因為題目有明確描述是先經相對人同意並簽署同意書後，才開始搜

索，所以是符合本判決與薛老師的想法的！所以在擬答中就沒有特別寫了∼但讀

者們在考試時，要是看到這種「未簽署同意書」、「搜索後始補正」等情況，一

定要想到這個實務見解與薛老師的想法喔！

題型3-1-2　 附帶搜索之範圍

【102北大第4題】

警察發現甲駕駛機車，但搖搖晃晃，便予以攔停，並對其實施呼氣測

試。結果甲呼氣超標，便予以逮捕，在逮捕後，警察進行搜索，並在甲的褲

子口袋裡發現槍枝一把，在機車置物箱內發現一包白色粉末（後經鑑定確認

為毒品）。此外，警察也從甲的上衣口袋發現一皮夾，檢視後發現其中有數

8 參薛智仁，同意搜索之基本問題2，法務通訊第3003期，2020年5月，頁5-6。
9 大家可以想一想，正常的被搜索情況，通常是「突然」面臨警方徵求同意，而受搜索人通
常也沒有什麼跟警方打交道的經驗，在急迫、輕率、無經驗的狀況下，難免對於同意的利
害關係欠缺周全考量，要是受搜索人是犯嫌或被告，那就很有可能會讓自己陷入被追訴的
危險！

10 所以薛老師把受搜索人「同意之書面表示」算入同意搜索的要件，因為有實務見解承認，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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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偽造的支票。在審判中，槍枝、毒品及偽造支票分別成為檢察官起訴所用

之證據，但甲的辯護人主張，警察的搜索違法。試問，上述證據是否應予排

除？（25分）

題 型 分 析

本題涉及附帶搜索的要件探討！特別琢磨在附帶搜索的「範圍」上，咪哪桑在

準備考試時，尤其要練習涵攝「立即可觸及之處」與「交通工具」解釋的寫作方式，

這個考點真的是廣泛且頻繁的出現在各級考試中。

擬答  本題字數約854字  

分數
書寫

題號
 答案請從本頁第1行開始書寫，並請劃記及書寫題號，依序作答

關於本案所涉之證據，以下分別討論其應

否排除：

1 槍枝有證據能力

1.	附帶搜索

	 依刑事訴訟法（下同）第130條附帶搜索之

規定，賦予偵查人員為保全證據與保護其

自身安全，得於合法逮捕犯罪嫌疑人時，

逕行搜索犯嫌之身體、隨身攜帶之物件、

所使用之交通工具等相對人可立即觸及之

處，而不需法官核發之搜索票。

2.	本案情形

	 本案警察搜索甲時，並無搜索票，是否符

合上述規定，以下審查之：

⑴	合法前行為

①	查本案甲駕駛機車時搖搖晃晃，參

照釋字第535號解釋、警察職權行使

法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警察可依

甲駕駛機車時之外觀，客觀合理判

要是寫到交通工具

之攔停一定要寫到

這些東西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