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搜索扣押介紹 

 案例  

在室內栽植大麻，必須以高熱能的燈照射。警察懷疑甲在住

宅內栽植大麻，為進行偵查，使用 Agema Thermovision 210熱顯

像儀，掃瞄甲之住宅，顯示臥室內有不正常的高溫，與一般在室

內栽植大麻的高溫程度完全相同。警察提出儀器掃瞄的結果，經

檢察官許可，向法院聲請搜索票。法院是否可核發搜索票？
1 

 

上述案例法院應否發給搜索票，取決於警察以儀器掃瞄的行為是

否合法？依「毒樹果實原則」，若認定警察之儀器掃瞄行為非法，法

院即不應發給搜索票；反之，若合法，且法院認已具備相當理由，應

發給搜索票。 

如何判斷上述案例警察行為之合法性？從強制力的角度分析，依

一般對強制處分的定義，因為警察從未侵入甲宅，也未對甲施以直接

或間接之強制力，應不構成刑訴法的強制處分。既不構成強制處分，

就不需要探討是否具備實質要件（如相當理由）或形式要件（搜索

票），上述案例警察行為合法。惟自權利侵害的角度觀察，警察利用

尖端科技「穿牆入室」，秘密窺視人民住宅內生活細節，與直接破門

而入比較，更令人毛骨悚然，對人民隱私權的侵犯等同或更甚於搜索

之強制處分。若搜索應有相當理由與搜索票，上述案例行為亦應有相

當理由與搜索票，否則即屬違法。 

適用刑訴法時，可能產生以下疑義：若認為以上偵查行為構成搜

索，與搜索文義及傳統見解不符；若認為不屬於搜索，似又表示政府

                                                      
1 Kyllo v. United States, 533 U.S. 27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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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得利用尖端科技為所欲為，對人民權利保護不周。如何理解搜

索，關鍵重要。 

壹 搜索之定義 

一、傳統定義 

搜索，傳統學說認為其係「搜查檢索」，
2 或「搜尋探索」，3 二者

意義大致相同。因此，當政府機關進入人民住宅「搜尋」或「搜查」

證物或嫌疑犯，構成搜索行為。有疑問者，政府機關未為「搜查檢

索」或「搜尋探索」，是否構成搜索行為？例如警察打開人民未上鎖

之住宅在門外對內張望，但隨即閉門離去，是否構成搜索，原則上應

事先獲有法院所核發的搜索票？ 

更有爭議者，如政府機關以高科技方法，未進入住宅，即取得住

宅內的資訊時，此時是否為搜查檢索或搜尋探索的搜索行為？在科技

不發達的時代，警察非進入住宅，不可能隔空取物取得住宅內的物

品，不可能透視高牆知悉住宅內的情形。警察要取得屋內之物，非得

進入住宅；要聽到人民密室的低語，必須潛入竊聽。因此，在過去，

法律只要保護「身體、物件、住宅或處所」不受政府機關的物理侵

入，即能對人民提供適切的保護，例如執法人員躲在屋外，偷聽屋內

談話或偷看屋內情形，因為無物理侵入行為，不構成搜索。人民要防

止窺視或竊聽，只要放低音量或拉下窗簾即可得到法律適切的保障，

所以，以物理侵入為判斷搜索的標準，不會有令人難以接受的結果。 

然而，因為科技突飛猛進，政府機關得在住宅外，利用儀器聽到

人民密室內的低語（如竊聽）或掌握屋內的情狀（如熱顯像儀窺視住

                                                      
2 陳樸生，刑事訴訟法實務，自版，11 版，1988 年，頁 191：「對於身體、物件或住

宅或其他處所，施以搜查檢索。」 
3 蔡墩銘，刑事訴訟法論，五南，3 版，1999 年，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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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內人的移動）。人民即令放低音量或拉下窗簾，甚至用盡一切方

法，也未必能防堵政府機關以高科技刺探人民生活私密。依傳統的法

律或法理，因為政府機關無物理侵入行為，不構成搜索，似表示偵查

機關實施此種高科技偵查行為，無須法院事先或事後的審查，甚至不

受法律的監督與規範。隨著科技的革新，以物理侵入為判斷搜索的傳

統標準，是否能適切保護人民權益，令人憂慮。 

二、保護法益 

當政府機關扣押人民財產時，已侵犯人民之財產權，毋庸贅言。

但政府機關「搜索」人民「物件、住宅或處所」時，人民何種權利受

侵害？搜索時，人民不得妨礙搜索（公務執行），等於人民暫時喪失

對於財產之獨立控制權，亦等於侵犯人民之財產權，但人民更在意

的，更覺得受侵犯的，應該不是財產權，而是隱私權，例如私人信件

或私密物品遭他人（警察）翻閱，人民比較在意的不是信紙或物品的

財產價值，而是私密內容為他人知悉的羞辱與困窘。也就是說，搜索

（不包括扣押）對人民財產權的侵犯是短暫的，是輕微的；對人民隱

私權的侵犯，則是長久的（政府機關已知悉人民的私密，幾乎不可能

抹滅），是嚴重的。法律保護「物件、住宅或處所」之目的何在？若

自扣押之角度思考，法律在保護人民的財產權不受不正的侵犯；自搜

索之角度思考，法律在保護人民的隱私權不受不正的侵犯。所以，法

律保護「物件、住宅或處所」，目的不在保護其有形體，而在保護隱

藏在內無形的隱私權，其核心為隱私期待，而不是財產權。新的法律

也漸漸地改為這個概念，例如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3 規定：「本法所稱

通訊如下：……（II）前項所稱之通訊，以有事實足認受監察人對其

通訊內容有隱私或秘密之合理期待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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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思維、新定義4 

對於搜索的概念，應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而調整。法律保護人民

不受政府機關不正的搜索，目的不在保護財產的形體，而在保護無形

的隱私權。當政府機關以「搜尋或搜查」的方式，翻動人民住宅或物

件，因為已侵犯人民隱私，當然構成搜索行為。惟政府機關利用尖端

科技，雖未翻動人民財產，如已侵犯人民隱私權，也應認為構成搜索

行為。在此概念下，判斷搜索的標準應該是： 

第一，政府機關物理侵入法律所保護之區域，構成搜索行為。依

§122，法律所保護之區域為「身體、物件、電磁紀錄及住宅或其他處

所」。如檢警進入人民住宅，即令無任何搜查檢索行為，亦構成搜索

行為，蓋住宅為人民隱私之核心，政府機關未經許可進入住宅，人民

之隱私即已受侵犯，無待檢警機關動手搜查，例如警察將針孔攝影機

自門縫中穿入，得知被告空屋內有毒品（因為不是通訊，不受通訊保

障及監察法之保護），若以是否構成「搜查檢索」或「搜尋探索」為

判斷標準，將造成極為分歧或爭議的結果。反之，以物理侵入方式為

判斷標準，得極輕易、極一致認定為構成搜索行為。再者，對法律所

保護之區域，即令為「概略的檢視」，亦構成搜索行為，例如有子彈

自甲家中射出傷及鄰人，警察因此有相當理由可以進入甲家，搜索

「開槍之人、被害人及武器」，但是警察不能僅因甲屋內擺設頗為貧

寒，但卻有極為昂貴音響，就懷疑其為贓物，而予以翻動、查看並記

下產品編號。
5 這是因為，警察翻看音響已經構成了搜索，即使是粗

略、概略的檢視，只要物理性地侵入了法律所保護之區域或空間，就

屬於搜索。 

                                                      
4 欲了解搜索理論之演變，請詳王兆鵬，重新定義高科技時代下的搜索，月旦法學

雜誌，93 期，2003 年 2 月，頁 166-82。 
5 Arizona v. Hicks, 480 U.S. 321 (1987). 



 
 
 
 
 
 
 
 
 
 

 

第三篇 第一章 搜索扣押介紹 

第二，因為科技發達，即令無物理侵入行為，只要侵犯人民合理

隱私期待，亦構成搜索行為，例如在室內栽植大麻，必須以高熱能的

燈照射。警察懷疑甲在住宅內栽植大麻，但苦無證據，因此未向法院

聲請搜索票。警政署為偵查毒品，向國外進口 Agema Thermovision 

210 科學儀器，該儀器得偵測物體所散發出之熱能（溫度）。以該儀器

掃瞄物品，如儀器上顯示白色，表示為高溫，如顯示黑色，表示低

溫，不同的灰色程度，顯示不同的溫度。警察以此儀器掃瞄甲之住

宅，顯示臥室內有不正常的高溫，與一般在室內栽植大麻的高溫程度

完全相同。
6 警察行為是否構成搜索？因為人民合理隱私期待已受侵

犯，雖無物理侵入行為，仍構成搜索行為。 

「合理隱私期待」的內涵，包括主觀及客觀兩個層次。第一，主

觀上，人民對某特定有體物（如信件）或無體物（如會話）必須有隱

私期待之意思，如某人在公開場合高談闊論，或在路旁將自己之皮箱

敞開，得認為其對自己的會話內容或皮箱內物品，主觀上無隱私之期

待。第二，即令人民展示主觀隱私期待之意思，但在客觀上，必須亦

是社會一般人認為其隱私期待係合理的，例如甲講公共電話時，警察

正巧站立在旁，清晰聽到會話內容，雖然甲在主觀上對會話內容有隱

私期待，但其使用公共電話與他人通話，又未注意「隔牆有耳」，因

此一般人不認為其隱私期待為合理的。上述二要件必須同時具備，否

則即不受保護。如與上述之定義不符，即不構成搜索行為。例如執法

機關為偵查組織犯罪，在嫌疑犯住宅外，對出入之人以照相機照相存

檔，因為未物理侵入住宅，且未侵犯嫌疑犯之合理之隱私期待，不構

成搜索。
7 

最高法院已經逐漸接受搜索亦屬於隱私侵害的概念，99 年度台上

字第 4117 號判決便指出：「警員吳○麟卻要求上訴人打開包包供其檢

                                                      
6 Kyllo v. United States, 533 U.S. 27 (2001). 
7 人民對於其外貌，就搜索而言，無隱私期待可言，若警察得合法在近處對人民照

相，亦得在遠處對人民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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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在上訴人對其所攜帶之包包有合理隱私期待之情況下，警員吳○

麟所為是否已該當於刑事訴訟法所定『搜索』之行為，除非符合前開

搜索發動之要件，否則不能任意為之。」很清楚就是以合理隱私期待

理論判斷執法人員的行為已經構成搜索。較為早年的判決也認為，搜

索是對於人民隱私的侵害。
8 

四、區別實益 

如構成搜索行為，原則上必須具備相當理由，且取得法院核發之

搜索票後，始得為之；如不構成搜索行為，即不須事先向法院聲請搜

索票，且無相當理由亦得為之。舉例來說，由於一般人對所拋棄之垃

圾無合理隱私期待，所以警察檢視垃圾的行為不構成搜索，即令無相

當理由，亦得為之。
9 

五、現行法檢討 

§204 I 規定：「鑑定人因鑑定之必要，得經審判長、受命法官或

檢察官之許可，檢查身體、解剖屍體、毀壞物體或進入有人住居或看

守之住宅或其他處所。」§204-1 I、III 復規定，前條第 1 項之許可，

應用許可書。許可書，於偵查中由檢察官簽名，審判中由審判長或受

命法官簽名。檢查身體、進入住宅，為物理之侵入行為或侵犯合理之

隱私期待，與搜索行為無異，非具相當理由，並取得法官事先核發之

令狀，不得為之。如無急迫情況，即令由檢察官親自檢查他人之身體

或進入人民住宅，亦應事先取得法院核發之搜索票，§§128 III、131

定有明文。§§204、204-1 卻規定檢察官亦得授權鑑定人進行「檢查身

體」、「進入有人住居或看守之住宅或其他處所」等實質的搜索行為，

                                                      
8 如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536 號判決及 94 年度台上字第 1361 號判決。 
9 California v. Greenwood, 486 U.S. 35 (1988). 但該案 Brennan 大法官則另提出反對意

見，容後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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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為嚴重錯誤之立法。 

因為§§204、204-1 之條文與§§128、131 互相衝突，本書認為，

上上之策，應該是修正§§204、204-1 等規定，使其回歸令狀原則。在

修正之前，對「惡法」應作如下解釋：鑑定，乃對已取得之證據，檢

察官或法官不能了解，必須透過專業人士解釋。搜索，乃對未取得之

證據予以蒐集、取得。如檢察官之目的在取得證據，應認為係搜索而

非鑑定，且應適用§§128、131 規定，例如檢察官命令鑑識人員進入甲

宅採取指紋、血液、鞋印，應認為係搜索行為而非鑑定行為，如無搜

索票或急迫情況，即令有檢察官依 §204-1 簽發之許可書，亦為違法

之搜索。如檢察官之目的不在取得證據，而是希望鑑定人就其特別知

識經驗解釋待鑑定事項，則得依 §204-1 簽發許可書（雖違背理論，

甚至可能違憲，但此為現行法條文字之解釋），例如被告辯解係槍枝

走火而非故意殺被害人，檢察官已合法取得手槍及子彈，乃命鑑定人

進入屋內比對手槍射發之角度、彈著點等等，以供其確認被告所述是

否屬實，因為目的不在蒐集採證，得適用 §204-1 發許可書。惟得適

用 §204-1 之前提要件為，檢察官必須已依§198合法選任鑑定人。 

§§230 III、231 III 規定，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為調查犯罪而有

必要時，得封鎖犯罪現場，並為即時之勘察。如前所述，物理侵入法

律所保護之區域，或侵犯合理隱私期待，即應認為係「搜索」行為，

原則上必須有相當理由及搜索票。所以§§230 III、231 III之「勘察」，

應專指未物理侵入法律所保護區域，或未侵犯合理隱私期待的行為，

例如司法警察在住宅四周拍照或搜尋彈殼。如有進入住宅的行為，應

認為係搜索行為，除非經同意或有急迫情況，否則應取得搜索票。 

貳 合理隱私期待之判斷 

如何判斷是否有物理侵入行為，較為簡易。比較有困難者，應該

是如何判斷是否侵犯合理隱私期待。由於偵查手段極繁（以狗聞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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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照相可能產生不同的結果），被偵查之客體有異（住家、庭院或

物品可能不同），應就具體個案綜合判斷，不可一概而論，以下提出

美國相關判決及理論，供我國實務將來之參考。 

一、開放地域與庭院 

在 Oliver v. United States案，10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人民對開放地

域（open field）無合理隱私期待，進入行為不構成搜索行為。本案被

告在土地上標誌「不准侵入（No Trespassing）」，警察罔顧此警語，未

持搜索票進入後看到大麻植物。最高法院表示即令警察違法侵入土

地，才可能看到開放地域上之活動，亦未侵害人民的隱私，因為憲法

雖然保護人民私密活動，但這些私密活動必須發生在如同住家或類似

的條件下始可，而開放地域不具備這些條件。但人民對「庭院

（curtilage）」原則上有隱私期待，庭院指的是，圍繞住宅並與住宅緊

密連結的土地，普通法認為係住家神聖及生活隱私等私密活動延伸之

地域。至於庭院與開放領域界限為何？在 United States v. Dunn

案，
11 聯邦最高法院提出四項綜合判斷之因素：第一，土地與家的距

離；第二，土地是否在房子的圍籬範圍內；第三，土地使用的性質；

第四，居住者所採取的防範他人觀看措施。 

二、空中監視 

人民對「庭院」具合理隱私期待，警察原則上不得無搜索票進

入，已如前述。若執法人員搭乘飛機或直升機自空中鳥瞰庭院取得資

訊，是否與進入庭院的行為相同？ 

在 California v. Ciraolo案，12 有匿名信向警察檢舉被告於後院種

                                                      
10 Oliver v. United States, 446 U.S. 170 (1984). 
11 United States v. Dunn, 480 U.S. 294 (1987). 
12 California v. Ciraolo, 476 U.S. 207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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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大麻，但因被告後院築有 10 呎高的藩籬，警察於是搭乘飛機飛至

後院上方約 1,000 呎高空（聯邦航空局規範此高度為可航行之合法高

度）觀察，看到被告後院確實種有大麻。法院判決警察空中觀察不構

成搜索行為：第一，主觀分析─雖然被告在庭院邊上高築藩籬，但

不能阻擋一般人或警察自卡車上或雙層巴士上居高俯窺，所以不清楚

被告主觀上只在防止他人自「地面」上窺視，還是在防止「所有」

（含空中）的窺視。第二，客觀分析─本案警察在合法的高度飛

航，在飛過被告庭院時，無義務要閉眼不瞧。一般私人或商務飛機在

空中飛航為普遍之事，也極可能看到庭院中之活動。所以被告期待無

人能自空中看到庭院的隱私活動，並不合理。 

在 Florida v. Riley案，13 法院判決警察駕駛直升機在 400呎的高

度，觀察被告在庭院的溫室（greenhouse）栽植大麻，不構成搜索行

為。一般雙翼機飛航在 400 呎的高度為非法，但直升機在此高度則合

法。法院認為只要在法令許可的範圍內飛航，警察行為即不構成搜

索。又警察雖然在合法的高度飛行，如果有干擾人民庭院或溫室的私

密活動的情形，可能就會有不同的判決結果。就本案言，警察未觀察

到人民在住家或庭院裡的私密行為，也未製造不當噪音、灰塵或危

害，所以合法。換言之，法院暗示警察若觀察到私密行為，必須離

去，否則即構成搜索行為。再者，法院仍維持物理侵入的概念，如果

警察飛航行為造成噪音、灰塵或傷害，也構成搜索。 

綜上，警察進入住家或庭院，原則上必須取得搜索票。自空中監

視或觀察人民之住家或庭院，只有在合乎以下的條件，始無須搜索

票：第一，在法令許可之飛航高度中飛行；第二，未造成物理侵入

（即不得有噪音或灰塵之侵入）；第三，不得觀察一般在住家或庭院

的私密活動。若不符合上述任何一種條件，警察的空中行為，即構成

搜索行為，必須有搜索票或符合無搜索票的例外情形。 

                                                      
13 Florida v. Riley, 488 U.S. 445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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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為人民隱私的核心所在，警察未得人民同意進入住宅，構成

搜索行為。惟人民若邀請警察進入家中，不構成搜索行為，即令警察

隱瞞其身分，亦同，
14 例如在 Lewis v. United States 案，15 便衣警察

佯裝買毒，被告邀其進入家中為毒品交易。聯邦最高法院表示警察雖

隱瞞身分，但係在被告的邀請下進入被告家中，所以警察進入被告家

中的行為合法，如判決本案警察行為非法，等於宣告所有的秘密偵查

或臥底偵查行為違憲。 

警察雖然受邀進入住宅，不代表警察得任意翻動屋內物品，在

Gouled v. United States案，16 被告邀請便衣警察至其辦公室，警察趁

被告不在時翻動被告辦公桌，發現對被告不利的文件。聯邦最高法院

判決表示，警察僅獲同意進入，但未獲同意得翻動文件或物品，警察

趁被告不在時的秘密搜索或扣押行為，皆為憲法所禁。 

以上二判決，解決有關有體物的搜索扣押問題，即警察隱瞞身分

進入民宅，除非得明示或默示之同意，不得擅動文件或物品。然警察

若未翻動有體物，而係秘密取得人民之會話內容，是否合法？此種取

得方法有二：第一，政府機關未使用任何儀器，警察以證人身分在審

判中敘述被告當時所述內容（如犯罪動機或細節）；第二，政府機關

使用儀器錄音，在審判中播放錄音內容，證明被告當時所述內容。 

聯邦最高法院以虛偽朋友理論（false friend doctrine），解決上述

警察以第一種方式取得會話的問題。在 Hoffa v. United States案，17 警

察安插線民至被告所住旅館中聊天，線民事後於審判中作證陳述被告

                                                      
14 有關政府機關「隱藏身分」而引起的種種偵查問題，請詳謝宜雯，隱藏身分偵查

與人權保障─以美國法為借鏡，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15 Lewis v. United States, 385 U.S. 206 (1966). 
16 Gouled v. United States, 255 U.S. 298 (1921). 
17 Hoffa v. United States, 385 U.S. 293 (19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