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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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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諺：「警察不是萬能、但沒有警察萬萬不能。」一語道出「警察」在

社會治安維護、交通整理及各項法令推動上的重要性；惟警察執行職

務、維護社會治安，相對的，另一方面卻會限制、侵犯人民的權利，尤

其在取締不法、執行搜索、扣押時，其所干預的包含人民自由、財產、

甚至生命之法益，警察維護社會治安辛勞的程度，遠超過一般行政職務



人員，不容諱言，雖法令均有相關之規範，惟在執行過程中，或些許程

序瑕疵，或因難以突破令狀要求之困境而違反程序正義，究應如何規範

警察實務運作上之搜索、扣押與人權保障，此為本文研究動機所在，本

文並對警察執法上應如何精進提出若干建議以供參考。 本文第一章為緒

論，說明筆者的研究動機、研究範圍、架構與方法，以期讀者對本文有

初步印象。第二章主要是就警察人員執行搜索、扣押之現狀，包含現行

刑事訴訟法對於搜索、扣押程序之相關規定、基本性質、警察人員在令

狀搜索實務運作中隱藏之瑕疵、各類無令狀偵查運作狀況之瑕疵、及實

務運作瑕疵爭議之案例。 第三章探討警察無令狀瑕疵偵查作為所可能引

發之自身犯罪類型、執法人員可能擔負之刑事、民事及行政責任；帶班

之司法警察官與同行之司法警察間之互動關係，有否該當於依所屬上級

公務員職務命令之行為而阻卻違法。第四章乃就刑事訴訟法無令狀偵查

規範之探討，美國法制在無令狀偵查作為相關規定與實務趨向，究為發

現真實、保全證據或人權絕對保障、程序正義，孰輕孰重。 第五章就現

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下，警察如何精進執法方式以落實法律的規定，能

兼顧上級績效之要求、治安之維護及人權之保障。 第六章為結論，綜合

現行警察績效評比模式所導致偏差的執法方式應如何修正、訴訟法上有

關警察無令狀偵查作為更明確之規定及司法機關為更嚴密的司法審查，

以期對未來警察偵查犯罪、司法實務及立法方向有所助益。  

摘要

(英) 

There is a saying, “The police are not capable for everything, but there is nothing 

you can do without the police.” It exp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police on 

maintenance of public order, traffic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However, when 

the police are carrying out duties to maintain the social order, on the other hand 

they can possibly restrict and violate the human’s rights. Especially when the 

police clamp down on illegal activities, search and seize the contraband or the 

objects produced in court as evidence, a citizen’s freedom, property and even his 

live can be intervened and offended. The police’s job is far harder than those of 

any other administrative employees in public sector. However,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even there are regulations and laws, sometimes the police might have to 

violate the procedural justice because of some procedural flaws or the limitation of 

a valid search/seizure/arrest warrant during the law enforcement. The motive of 

this thesis is to find out a proper way to regulate the police in their practical 

operation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human rights during police search and seizure in 

crime investigation. This thesis also provides several suggestions in law 

enforcement for police to improve their job. Chapter one is an introduction of the 

research motive, scope, framework, and method, which provides the readers the 

first impression of this thesis. Chapter two is the statement and explanations of 

how a police carries out the search and seizure, including the regulations about 

search and seizure procedures in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he essential of search 

and seizure, the hidden procedural flaws of police search and seizure with a valid 

search/seizure/arrest warrant, the possible procedural flaws of police search and 

seizure without a valid search/seizure/arrest warrant, and case studies of 

controversial operations. Chapter three is arguments for the situations that a 

criminal offense caused by procedural flaws of police search and seizure without a 



valid search/seizure/arrest warrant, which can possibly force the law enforcement 

personnel to bear the unexpected criminal, civil, and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ies 

caused by their controversial behavior during law enforcement. Also, the 

legitimacy of the justifiable cause based on obeying orders of a public official’s 

superior, which involves with the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leading 

jurisdictional officers and the executive jurisdictional officers is discussed. Chapter 

four is to discuss about the regulations in criminal procedure law regarding the part 

of crime investigation without a valid search/seizure/arrest warrant, and the 

regulations and the tendency of how US law enforcement handles with a crime 

investigation without a valid search/seizure/arrest warrant, in order to take all the 

aspects into consideration, including finding the truth, evidence preservation, 

protection of human’s rights, and procedural due process then define the priority. 

Chapter five is methods of how the police can improve in law enforcement under 

the regulation of the current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n order to give consideration 

to the requirement of supervisors, maintenance of public order and the protection 

of human’s rights at the same time. Chapter six is conclusion. It provides the 

suggestions for the police to correct the ways of law enforcement in crime 

investigation while nowadays the police have developed some deviated approaches 

in crime investigation under the pressures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he 

regulations about crime investigation for police without a valid 

search/seizure/arrest warrant in criminal procedure law should be amended more 

precisely and be re-examined more strictly by law enforcement organs in order to 

help the police on crime investigation, jurisdictional practices and the future legal 

ten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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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情漫畫 銬回女工讀生」，中國時報，2009 年 2 月 20 日 4.記者劉文

淵、蔡爾康報導，「警自慰留精栽贓－違法搜茶坊 抽菸喝酒作筆錄」，

蘋果日報，2007 年 6 月 15 日 5.記者李詩慧、丁國鈞、吳明儀撰稿，「王

力宏師妹鄧雅尹－大毒梟包養月拿 20 萬」壹週刊，第 546 期，2011 年 11

月 10 日 6.記者姚岳宏、劉慶侯、黃敦硯報導，「警署拚大選？ 美化治安 

訂 79%破案率」，「大玩數字遊戲 降低案發數」，自由時報，2011 年 10

月 12 日  

論文

頁數 
151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0000009  

資料

建置

時間 

2012/3/1 

轉檔

日期 
2012/03/05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8665074 2012.3.1 13:53 163.29.160.136 new 01 498665074 2012.3.1 13:54 

163.29.160.136 new 02 498665074 2012.3.1 13:54 163.29.160.136 new 03 

498665074 2012.3.1 13:54 163.29.160.136 new 04 498665074 2012.3.1 13:55 

163.29.160.136 new 05 498665074 2012.3.1 13:55 163.29.160.136 new 06 

498665074 2012.3.1 13:55 163.29.160.136 new 07 

異動

記錄 

C 498665074 Y2012.M3.D1 13:27 163.29.160.136 M 498665074 Y2012.M3.D1 

13:28 163.29.160.136 M 498665074 Y2012.M3.D1 13:58 163.29.160.136 M 

498665074 Y2012.M3.D1 14:00 163.29.160.136 M law2636 Y2012.M3.D1 14:04 

163.29.160.136 M law2636 Y2012.M3.D2 13:16 140.136.133.184 M law2636 

Y2012.M3.D2 13:16 140.136.133.184 M 030540 Y2012.M3.D2 15:42 

140.136.208.63 M 030540 Y2012.M3.D2 15:42 140.136.208.63 M 030540 

Y2012.M3.D2 15:42 140.136.208.63 M 030540 Y2012.M3.D5 8:05 

140.136.208.63 M 030540 Y2012.M3.D5 10:02 140.136.208.244 M 030540 

Y2012.M3.D5 10:09 140.136.208.244 I 030540 Y2012.M3.D5 10:10 

140.136.208.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