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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檢察官們除了窩在地檢署辦公室、

關在地檢署偵查庭裡處理一般大大小小

輪分之偵查案件外，尚須輪值 24 小時

之內勤，接收四面八方送來的的通緝

犯、現行犯；並須踏出地檢署，輪值 24

小時之外勤，至屍體所在地進行相驗；

以及與司法警察單位合作進行超過 24

小時的專案執行，搜索嫌犯或犯罪證據

可能存在之現場。今有幸透過在臺北地

檢署偵查組的實習，一探檢察官們的日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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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內勤值勤

臺北地方檢察署內勤值班時間是從

上午 8 時 30 分至翌日上午 8 時 30 分，

處理事項包含①言詞申告、告發、自首

案件②拘提或通緝到案之案件③現行犯

經司法警察機關逮捕將人犯隨案移送案

件④其他即時處理事項（夜間、假日審

核拘票、搜索票、聲請監聽票、聲請證

據保全等業務），內勤值班檢察官如何

在短時間內了解案情，對申告人或被告

進行訊問，並做出妥適的處置及強制處

分等，考驗內勤檢察官之應變能力，並

有賴經驗的累積。茲就學習期間所見習

內勤值班就上開事項之處理方式，分述

如下：

一、申告處理：

若遇申告案件，內勤訊問處理原則

在於先排除顯不構成犯罪之申告，其後

確認其申告基本之人、時、地、事、物

即可（以便初步確認告訴期間、管轄權

等程序要件），毋庸就細節訊問。另如

為重大敏感或矚目、性侵害、家庭暴

力、特殊案件（死者家屬申告）等，宜

報告值週主任後妥適處理。又其中性侵

害案件，應於受理申告後之 24小時內，

1　 刑事訴訟法第 72條：「對於到場之被告，經面告以下次應到之日、時、處所及如不到場得命
拘提，並記明筆錄者，與已送達傳票有同一之效力；被告經以書狀陳明屆期到場者，亦同。」

通報性侵害防治中心（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第 8條參照）。

二、拘提、通緝處理

㈠偵查拘提、通緝

1.  關於偵查拘提或通緝到案的被告，倘

於下班或假日時間緝獲，則可先聯繫

承辦檢察官確認其欲訊問的問題或希

望的下次開庭時間，內勤開庭時可向

被告面告下次開庭時間並記明筆錄，

以達到與送達傳票的同一效力（刑事

訴訟法第 72條規定參照 1），亦可讓

承辦檢察官於日後被告又未到庭時，

毋庸再走一次傳票送達的流程，節省

時間及費用成本。又偵查通緝到案之

被告，經訊問後應批示撤緝，發給歸

案證明，以免發生被告前腳踏出地檢

署，後腳又因通緝不及辦理撤銷遭逮

捕移送之烏龍狀況。

2. 通緝犯視訊開庭之運用及處置：

 個案係自海外返台之偵查通緝被

告，為因應新冠肺炎防疫之隔離措

施，返台後需隔離 14 天，故以移

民署、臺北地檢署間視訊開庭的方

式取代，開庭完畢後傳真筆錄予被

告簽名回傳。另一個案為橋頭地檢

署緝獲偵查通緝之被告，其案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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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占（賣車卻未依約交車），基於

被告所涉犯之罪並非重罪，且為

避免高雄與臺北往返戒護之距離遙

遠，徒增勞力、時間、費用之浪費，

或戒護途中有發生其他事故之可

能，故以橋頭及臺北地檢署間視訊

開庭的方式處理。

㈡執行通緝

執行通緝案件，若係罰金或得易科

罰金者，可使被告繳清罰金後釋放，若

當天無法繳清或非得易科罰金者，應簽

發乙種指揮書暫押候執行。注意不可使

被告具保，因具保為羈押替代之強制處

分。

三、現行犯處理

㈠ 內勤值班之現行犯處理程序，係先由

法警室收人犯，於整理卷宗、前科

表、點名單後交內勤檢察官訊問。又

訊問時首先須進行人別確認，實務上

許多現行犯未攜帶身分證件，為防範

冒名應訊，應註明於訊問筆錄上，並

謹慎確認其人別，除向其確認年籍資

料外，亦可以其家庭成員、前科紀

錄等作為確認，若有必要，並可請

被告拍照並按捺指紋附卷，以確定追

訴對象，且此種未帶身分證件之情形

不宜辦理速偵（即不宜依「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快速終結案件實施要點」處

理），宜將案件送輪分，讓後續承辦

檢察官再次複核被告人別。

㈡�再者，為確保現行犯逮捕程序合法，

訊問時需就程序部分訊問清楚，諸如

搜索扣押、逮捕程序有無意見？有無

受警方不正詢問？等。而內勤現行犯

既係經司法警察逮捕解送至檢察署之

人犯，故訊問程序相較一般經傳喚到

庭之被告，會多一道關於提審法的權

利告知，也就是要告知被告如認為遭

違法逮捕，可向法院聲請提審。雖現

行拘票、警察逮捕通知書以及檢察官

以刑事訴訟法第 228 條第 4 項但書

規定，當庭予以逮捕所發給逮捕通知

書，均會印有「提審告知」，惟於內

勤訊問時仍建議再口頭告知一次，以

避免日後被告以此程序事項進行抗

辯。若被告要求提審，為確保被告權

益，即依被告意思聲請；若被告要求

提審離開後，復又表示不欲聲請，則

必須向其確認改變心意原因、有無遭

任何人不正對待，並記明於筆錄，以

確保接下來被告供述之證據能力。

㈢ 依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第 5 項之規

定，有關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應

通知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之情形，

僅限於精神障礙、心智缺陷致無法為

完全之陳述者，及原住民二者，故就

被告是否為原住民或無法為完全陳述

者，應特別訊問並判斷，若是，應告

以其上開權利，除有同條項但書即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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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請求立即訊問之情形外，應通知法

扶指派律師到場。又有使用通譯必要

之案件（例如犯嫌為外國人），程序

上應先訊問通譯之人別，並命其具結

（刑事訴訟法第 211 條準用鑑定之規

定）。

㈣�內勤就現行犯訊問完畢，需決定是否

對嫌犯採取強制處分，若是，應審慎

判斷何種強制處分（具保、責付、限

制住居、限制出境（海）或羈押），

較為妥適。其中，就限制出境（海）

部分，檢察官訊問被告後，如認有羈

押原因，但無羈押之必要時，得限制

其出境（海），而檢察官當庭諭令被

告限制其出境（海）後，應立即傳真

「禁止出國（限制出境、出海） 暫

時留置管制表」至移民署、海巡署，

待各該單位回傳確認，付與被告書

面後，再讓被告離開，否則未待移民

署、海巡署確認，即讓被告在筆錄上

簽名後先行離去，即有立即潛逃出境

（海）之可能。

㈤�另外，內勤可注意現行犯案件有無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快速終結案件實

施要點」的適用，即得依刑事訴訟法

第 253 條為職權不起訴處分、依第

253 條之 1 為緩起訴處分、依第 449

條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此時

可審酌被告有無認罪、有無前科、調

查是否已完備、事證是否已明確，以

及案件有無告訴人等，考量是否以速

偵方式處理。又如有告訴人，但未表

示意見者，則屬不宜逕給予緩起訴或

職權不起訴的案件。

㈥�最後，觀察內勤所遇到的現行犯案件

要屬酒駕、竊盜、施用毒品、傷害（或

家暴傷害）為大宗，茲就上開案件內

勤訊問時應特別注意之事項，分述如

下：

1. 酒駕之公共危險案件

酒駕案件，訊問時應向被告確認酒

測單是否為其親自簽名，以及飲酒結束

的時間、駕車時間等。如此類型案件被

告認罪，於審酌其前科相關條件後，可

進行速偵程序，以緩起訴或聲請簡易判

決處理之。如諭知以緩起訴處分處理，

可參考臺北地檢署之「緩起訴處分金參

考表」定其處分金數額，並應一併諭知

行政罰法第 26 條之規定，以令被告瞭

解酒駕之刑事及行政責任相關權益。又

應注意如有被告未帶證件，或係有被害

人之案件，未得被害人同意，又或被告

前次酒駕已遭判刑逾 6 月等情事，則屬

不宜以緩起訴處分之情形。

2. 毒品案件：

(1)  內勤常見之毒品案件多為施用毒品

案件，司法警察機關移送前會對其

採集尿液，訊問被告時，應向其確

認為親自封緘。又毒品案件訊問時，

一般亦會向被告確認下列事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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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次何時何地施用、以何方式

施用？②有無施用其他毒品？③來

源為何？④所查扣之吸食器是否為

施用毒品所使用之器具？ ⑤扣案物

品（如吸食器、毒品等）是否為其

所有？ ⑥扣案物品是否拋棄？等。

(2)  其中，上開訊問問題③，涉及毒品

案件有無溯源必要，倘被告訊問中

有供出來源，訊後應填載「毒品案

件初步查證報告表」，俾促使後續

偵辦之檢察官注意繼續追查毒品上

源；倘無溯源必要，則扣案手機可

考慮當場發還。而上開訊問問題⑤、

⑥則涉及後續之沒收及執行問題，

故建議訊問時一併確認。

(3)  又有關上開訊問問題④「所查扣之

吸食器是否為施用毒品所使用之器

具？」，因施用毒品與持有毒品及

器具為吸收關係，僅論施用，分「毒

偵」字案，惟若所查扣有毒品殘渣

之吸食器並非被告施用毒品之器

具，則就此部分可能屬單純持有毒

品（殘渣），而涉犯毒品條例第 11

條持有毒品罪，分「偵」字案。另

此部分亦涉及查扣到施用毒品器具

2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31條第 1項：「家庭暴力罪或違反保護令罪之被告經檢察官或法院訊問後，
認無羈押之必要，而命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或釋放者，對被害人、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

年或其特定家庭成員得附下列一款或數款條件命被告遵守：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二、禁止

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三、遷出住居所。四、命相對人

遠離其住居所、學校、工作場所或其他經常出入之特定場所特定距離。五、其他保護安全之事

項。」

聲請沒收的程序，如為吸收關係被

告論以施用，被告經觀察勒戒、強

制戒治後，於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

時，須待不起訴處分確定後另單獨

聲請宣告沒收；若屬單純持有毒品，

則於案件起訴後，一併聲請沒收。

可見，一個訊問的小細節，卻涉及

案件的法律適用、分案及沒收處理，

不可輕忽。

(4)  另外，處理「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

件」，應注意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第 54條之 1規定，應訊問

被告家中是否有需被告實際照顧之

「（12歲以下）兒童」，若有，需

注意踐行查訪及通報程序。

3. 家暴案件

(1)  內勤遇家暴事件，若係違反保護令

案件，先提示保護令與被告，問其

是否有收到，以作為確認其主觀犯

意。

(2) 內勤檢察官訊問家庭暴力案件之被

告後，無論被告是否先前已有法院

核發之保護令，如認為無羈押必要，

而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31條第 1項

規定 2，命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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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之情形，宜附條件命令被告遵

守，發給命令書，俾利日後又發生

家暴情事，更有理由適用同法第 30

條之 1規定 3，以有事實足認有反覆

實施家庭暴力犯罪之虞為由，向法

院聲請予以羈押；復應於被告釋放

前即時以言詞、電信傳真或其他科

技設備傳送之方式，通知被害人及

被告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

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及家庭暴力

防治中心，並請警察機關填妥檢察

機關所附之回傳資料，回傳檢察機

關（家庭暴力防治法 34 條之 1 參

照）。

四、�其他即時處理事項 ( 核票、證

據保全 ) 處理：

內勤檢察官就司法警察機關聲請之

拘票、搜索票、監聽票及證據保全聲請

等事宜，除形式上確實核對執行對象年

籍、執行處所、時間、範圍、卷證是否

備齊，另實質上尚須審查聲請有無理

由。例如，常有司法警察聲請「強制採

驗尿液許可書」，如該被告係經拘提、

3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30條之 1：「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違反保護令者、家庭成員間故意
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之罪，其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行前開犯罪之虞，而有羈

押之必要者，得羈押之。」
4　 刑事訴訟法第 218條：「Ⅰ遇有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者，該管檢察官應速相驗。Ⅱ前項相驗，
檢察官得命檢察事務官會同法醫師、醫師或檢驗員行之。但檢察官認顯無犯罪嫌疑者，得調度

司法警察官會同法醫師、醫師或檢驗員行之。Ⅲ依前項規定相驗完畢後，應即將相關之卷證陳

報檢察官。檢察官如發現有犯罪嫌疑時，應繼續為必要之勘驗及調查。」

逮捕者，如有相當理由認尿液得為證

據，則依刑事訴訟法第 205 條之 2 規

定，司法警察自得違反被告意思逕行採

集，無庸得到被告同意，此種情形內勤

檢察官應否准其聲請；又如警察於掃黃

期間，請票案由為妨害風化罪章有關容

留媒介性交的案件，因店家往往推託稱

性交是小姐的個人行為，小姐也往往抗

辯是其個人行為，以致案件最終僅有社

會秩序維護法問題，而無涉刑法，故聲

搜卷內最好除有嫖客單一指證外，尚需

有其他錄音錄影的蒐證或大致能確定店

內的運作模式等間接證據，又或有同一

地點已被查獲多次、店家負責人有妨害

風化前科等情況證據，藉以釋明讓法院

准許核發搜索票。又臺北地檢署於平日

上班時間另設有內勤二處理上開核票及

聲請證據保全事宜。

參、外勤值勤—相驗

臺北地方檢察署外勤值班時間是從

前一日下午 5 時 30 分至翌日下午 5 時

30 分，處理事項為相驗屍體 4及器官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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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等事項，此時，因檢察官相驗地點往

往在殯儀館、醫院，如未移置，甚至可

能在案發現場，而檢察官親赴現場，除

了確認死者死因、調查有無他殺嫌疑

外，有時還需要安撫死者親友之情緒，

在在考驗著外勤檢察官之臨場應變能

力。茲就相驗前、相驗時及相驗後之程

序及注意事項，分述如後：

一、相驗前之程序及注意事項：

司法警察機關遇有非病死或可疑非

病死之死亡案件，承辦員警會先傳真

「處理相驗案件初步調查報告暨報驗

書」（報驗單）至地檢署法警室，法

警再交外勤檢察官批示，外勤檢察官應

批示「①親自相驗②命檢察事務官相

驗或③調度司法警察相驗（限於顯無犯

罪嫌疑），以及何時前往相驗」，若有

親赴現場相驗必要時，法警室會通知法

醫師或檢驗員一同與外勤檢察官至現場

相驗。另案件遇有須請示檢察官意見之

情況，員警通常會致電外勤檢察官報告

該死亡案件概況及警方處理的進度及情

形，外勤檢察官須依案情進展指示警方

在現場做必要之蒐證，及與承辦員警交

換聯絡方式，請承辦員警隨時報告狀

況。

二、相驗時之程序及注意事項：

外勤檢察官到現場後，承辦員警會

將相關資料備妥正本給檢察官，影本給

法醫，並向檢察官說明案情。外勤檢察

官應先請家屬確認死者身分（如遇女性

死者應通知娘家親屬到場指認並陳述意

見），復由外勤檢察官及法醫師相驗屍

體。相驗過程中由殯葬業者協助剪開死

者衣物以及進行翻身，檢察官、法醫檢

視屍體外觀狀況，倘有外傷，該外傷使

否足以致死，有任何疑問隨時與法醫進

行討論，刑警則協助拍照，遠、近皆須

拍照。如相驗地點非於殯儀館等有相關

隔間設施處所，應注意保持一定程度之

隔離，相驗完畢後並請殯葬業者拉上屍

袋或覆蓋白布，一方面以示尊重，二方

面不會造成他人或家屬驚嚇與悲傷。

三、相驗後之程序及注意事項：

㈠�勘驗屍體完畢，回到詢問室對發現

人、家屬製作訊問筆錄（相驗筆錄），

筆錄內容主要是詳細詢問並記載最先

發現人之發現經過，並詢問家屬死者

過去病史、生前的作息、急救過程、

死者有無保險、有無與他人結怨或覺

得有人會加害於死者等事項，如經判

定為病死（自然死），家屬亦對於病

死（自然死）之結果無意見，則發給

死因勾選為病死（自然死）的相驗屍

體證明書。

㈡�就訊問死者家屬之部分，應確認死者

所有法定繼承人是否皆在場，此舉係



96  Judicial Aspirations  第 137 期 

避免將來相驗屍體證明書開出後，另

有其他繼承人跳出來提出反對意見；

若有繼承人未到場，可請到場者立即

與之確認有無意見並且記明筆錄。又

可挑其中與死者連繫因素較重一人製

作筆錄，並允其他家屬在場旁聽。惟

案件有犯罪嫌疑，而有轉分偵案續行

偵查之可能時，相關程序宜依刑事訴

訟法進行，若係訊問被告（犯罪嫌疑

人）應踐行權利告知，欲為強制處分

則填具「外勤委託單」交警方偕同被

告回檢察署予內勤檢察官處理；此時

家屬筆錄則應以證人程序為之；若

無犯罪嫌疑案件則以家屬名義訊問即

可。

㈢�如認死因有疑義，尚須調閱死者相關

病歷資料或需解剖以進一步釐清者，

則於相驗屍體證明書上死因勾選「不

詳」註明「暫冰存」，嗣於釐清確認

死因後，再於偵查庭發給家屬正式之

相驗屍體證明書。例如見習個案中，

長年失智由女兒照顧的老奶奶，據發

現者女兒陳述，老奶奶疑似因噎到而

死亡，惟從屍體勘驗、急診開立之診

斷證明書看不出有噎到的情形及診

斷，亦未有其他資料顯示有自老奶奶

咽喉取出食物之記載，故此部分暫無

法判定死因，遂先發給家屬死因勾選

為「不詳」、註明「暫冰存」的相驗

屍體證明書，並於相驗筆錄記載命警

員調閱 119 消防急救及死者於醫院急

診病歷資料，日後待資料調閱回來再

與法醫進行研判，屆時再請家屬至地

檢署開庭領取詳為判斷死因後之相驗

屍體證明書。

㈣�死者為獨居老人的處理，見習個案為

獨居老人在自家床上過世，因社會局

針對獨居老人有列管，並協助安裝相

關科技儀器確認其活動，故於發現 24

小時未移動，即前往查看。此案經初

步查證死者現存親屬皆 3 親等以外，

且平時互不往來，當時前往查看的發

現人為該里里長，平時至少見面會打

招呼寒喧幾句，故即由里長進行人別

確認後相驗， 後續並命員警查明確

無親屬可領遺體，屬有名無主遺體，

則比照無名屍體處理流程辦理。

㈤�死者為外籍印尼人士的處理，見習個

案為印尼籍勞工前一晚與友人即發現

人在發現人住處有性行為，並以毒品

助興，翌日發現人離開後再返回該

處，即發現死者已死亡，現場並扣得

安非他命毒品及吸食器，故認死者疑

似服用過多毒品致死，而懷疑發現人

涉有轉讓禁藥致死的可能。首先，因

為本件死者為外籍勞工，故除通知其

亦在台工作之親友外，並通知其雇主

到場，進行相驗前的人別確認、相驗

後的即時訊問，而前述在台工作之親

友為死者之堂兄弟姊妹，惟並無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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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文件可證明渠等身分，為慎重起

見，遂請雇主協助該在台親友取得死

者在印尼父母經外交管道認證之委託

書，將來才可讓死者在台親友領回遺

體為死者處理後事，亦可避免有冒領

屍體之情事。再者，因本件疑有犯罪

嫌疑，且死者年輕又無外傷及明確

病史，藉由相驗無法得知確切死亡方

式，非解剖無法查明死因，故本件先

核發死亡方式勾選為「不詳」的相驗

屍體證明書 5，並決定本件擇期解剖

鑑定。而透過這個案件，可發現相驗

最重要的是「現場證據保全」，故除

了當天立即詳細地訊問發現人，並於

第一時間經發現人同意勘驗發現人的

手機外，復請員警務必調閱附近監視

器畫面、死者及發現人通聯紀錄，以

確認死者及發現人之行跡。

㈥�外勤相驗後，應制作相驗報告書（含

是否分案偵查），依案件情形簽結，

如有犯罪嫌疑時，即應簽分偵字案繼

續偵查。

四、解剖程序及應注意事項：

㈠ 檢察官如認有解剖之必要，應定期解

剖。解剖期日進行解剖前，務必再請

5　 臺灣高等檢察署所屬各地方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相驗案件處理要點第 6點第 1項：相驗結果，
無法即時認定死因，而待鑑定者，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先核發死亡方式勾選為「不詳」之相驗

屍體證明書，以利處理遺體，俟鑑定後，檢察官再核發載明死亡原因及死亡方式之相驗屍體證

明書，並依照前點規定分別處理。

家屬確認身分，解剖後訊問家屬對於

解剖有無意見、所採取之檢體是否同

意鑑定後逕予銷毀等事項，並發給相

驗屍體證明書，載明「解剖鑑定中」，

使家屬可先處理死者火化等後事。待

解剖報告書回來後再請家屬到庭訊問

其意見，可將報告書提示或口頭告以

要旨。

㈡ 見習個案疑為吸毒過量致死，解剖過

程除檢視臟器外觀有無病變傷勢外，

亦須取內臟組織切片進行化驗，見法

醫按部就班將死者所有臟器、腦組織

取出，量測並記錄尺寸、重量後，進

行切片採取組織，完成各項工作後，

再將臟器、腦組織等歸位並進行縫

合，本件解剖過程並無發現較明顯的

死因，故最終法醫採集死者血液、尿

液及切片回去檢驗相關毒品反應，以

判斷死因。

㈢ 見習個案為 1 歲大幼童在保姆家中突

然死亡，雖無明顯外傷，但因面部有

屍斑及壓痕，初步判斷死亡時面部朝

下，故解剖過程除檢查窒息之可能性

外，另著重在取內臟組織進行化驗鑑

定，欲釐清是否係受到病毒或細菌之

感染。又死者為 6 歲以下兒童，相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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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解剖程序亦應注意須填具「6 歲以

下兒童死亡原因檢核表」進行通報。

㈣ 見習個案為獨居死者，跪在浴缸旁、

頭部泡在浴缸內，多日後被鄰居發現

時已全身發黑，經警調閱死者病歷及

訊問家屬，得知其生前有心臟病、高

血壓及平時有酗酒習慣。解剖過程

中，法醫以吸管插入死者鼻腔蝶竇，

採得水分，可初步判斷死者係生前即

倒臥在浴缸內水（如死後才倒臥在水

中，蝶竇內應不會有水分），法醫另

將死者器官組織切片做進一步的送驗

（含酒精鑑定），而最後死因仍待法

醫解剖報告出爐後，再由檢察官綜合

各項事證判斷死因。

肆、	專案執行

專案執行搜索地點的確定、搜索時

間的選定、搜索人員的分配，以及現場

狀況的掌握都非常重要，也有賴於事前

做足功課，了解被搜索地點的進出方

式、狀況、營業時間，以及被搜索人的

作息等等，才能避免不得其門而入或打

草驚蛇的情形，以下就專案執行的流程

及規劃說明如下：

一、�搜索前之規劃、勤前會議及檢

察官會議：

搜索前，需先詳加確認搜索之對

象、所涉犯罪事實、搜索時間、地點及

欲搜扣物品，及釋明搜索之必要性，向

法院聲請搜索票。於搜索票取得後，需

就搜索標的、對象、時間、地點、範圍

等進行複核，以避免屆時搜索人員到場

時，發現搜索票登載有誤或不完全，而

無法進行有效的搜索，例如搜索票上預

計搜索地點的門牌號碼登載有誤；或僅

記載某號某樓之建物，而未記載「與其

內部相通樓層、地下室及附屬圍繞相連

之建物」等。又針對搜索票登載之搜索

標的、對象、時間、地點、範圍等，需

進行詳細之搜索規劃，並於正式發動搜

索前，召集相關參與及支援搜索之單位

進行勤前會議，以便相關單位初步了解

案件背景事實、所犯法條、待證事項、

應搜扣之標的及應注意事項等，俾利搜

索之進行，而考量偵查浮動性、隱密性

及避免消息走漏，勤前會議召開時間一

般訂在實際發動搜索之前一日或搜索當

日出發搜索前。另外，為使後續移送

地檢署複訊能順利進行，一般亦會在搜

索前一日或當日，邀集支援專案之檢察

官召開專案會議，以便支援專案之檢察

官得於了解案件背景事實、所犯法條、

待證事項及應注意事項後，進行複訊。

例如，證券交易法案件之執行，已從監

聽掌握犯罪事證，如認執行後仍有繼續

監聽以掌握更有利及其他相關事證之必

要，即不宜令到案說明之被告及證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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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已遭監聽乙事，又或相關證據資料之

取得，係透過如艾格蒙等國際組織取得

而有保密義務及必要者，亦可藉由勤前

會議及檢察官專案會議，告知司法警察

機關負責詢問之人員及支援之檢察官。

最後，茲就搜索前之搜索行動規劃，分

為物、人、時、地等面向分述如下：

㈠對物方面：

搜索需扣押之物證，以違反證券交

易法案件為例，金融及證券帳戶存摺、

帳冊、對帳單、交易明細、交易傳票、

記事本、桌曆、行事曆、行程表、內部

簽呈，以及存有應扣押物之行動電話

（SIM卡）、電腦設備、平板、隨身碟、

硬碟、電子郵件、雲端資料庫等電磁紀

錄，均可能屬得為證據而應扣押之物。

因此，在勤前會議中，應就本案物證外

觀、內容、其上可能記載之關鍵字、如

何辨識，以及可能存放之位置等事項，

向參與搜索人員進行布達，以期精確扣

得本案證明犯罪所需物證。

㈡對人方面：

專案需到案說明之對象有哪些人

員，係以被告或證人身分到案等，均須

預先規劃。又除了以說服被告或證人自

願同意隨行前往司法警察機關（調查

6　 刑事訴訟法第 146條：「有人住居或看守之住宅或其他處所，不得於夜間入內搜索或扣押。但
經住居人、看守人或可為其代表之人承諾或有急迫之情形者，不在此限。於夜間搜索或扣押者，

應記明其事由於筆錄。日間已開始搜索或扣押者，得繼續至夜間。第 100條之 3第 3項之規定，
於夜間搜索或扣押準用之。」

局、廉政署、警局等）進行詢問外，亦

須事先考量，如拒絕到案說明，針對

案件較核心而有必要到案並進行檢察官

複訊之人員，是否有以被告身分令其到

案，並於符合拘提要件之情形下即時開

立拘票之必要亦為搜索前即須規劃之事

項。

㈢對時方面：

搜索原則上於日間進行 6，而搜索

行動之時間選定，依搜索地點作息而

定，例如住家之搜索，可在早上 6、7

點以前發動（應注意每日日出時間），

以免因被搜索人離開住處而撲空；公司

行號之搜索，則可訂於員工上班以後之

時間發動，屆時亦可使被搜索公司之

員工協助告知應扣押物之存放位置。又

如，對於上市櫃公司之搜索，必須注意

到偵查程序之順利進行（偵查不公開）

及與投資大眾權益保障之間的調和，故

須考慮執行之時間因素，盡可能擇對股

市影響最小的方式為之，諸如開盤前或

收盤後，並且通知駐金管會之檢察官，

作為與主管機關間之聯繫橋樑。另外，

倘有多處應搜索地點，原則需規劃同步

搜索，以避免搜索消息走漏、被告逃

匿，或證據遭湮滅；倘無法同步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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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應注意搜索現場之在場人員通訊設備

之控制，杜絕通風報信的可能。

㈣對地方面：

針對搜索地點可請專案承辦之司法

警察，盡可能地先進行場勘，以了解該

搜索地點範圍大小、有無門房、駐衛警

等事項，俾利進行搜索人員的分配。例

如見習所參與的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

中，針對某一公司之搜索，到現場才發

現搜索地點為一大棟大樓，惟當時搜索

人員僅 5 人，幸經事後公司之員工到場

引導上樓，才知道整棟樓皆為公司出租

他人使用，真正被搜索公司的辦公室僅

頂樓加蓋的部分，範圍不大。

二、�搜索時之搜索現場及注意事

項：

㈠控制搜索現場：

1.  如搜索地點有門禁、門房、駐衛警

等，先要突破門禁、控制住門房、駐

衛警，讓渠等盡量配合執行人員，且

杜絕渠等通風報信的可能。

2.   進入搜索地點後，應盡速先控制住現

場，了解在場人員為何人，並禁止在

場人員離去 7，以及注意渠等有無對

外聯繫通風報信之情形。以違反證券

7　 刑事訴訟法第 144條：「因搜索及扣押得開啟鎖扃、封緘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執行扣押或搜
索時，得封鎖現場，禁止在場人員離去，或禁止前條所定之被告、犯罪嫌疑人或第三人以外之

人進入該處所。對於違反前項禁止命令者，得命其離開或交由適當之人看守至執行終了。」

交易法案件為例，搜索地點為公司，

可先取得現場座位表、配置圖，並派

員伴隨於案件關鍵人物如公司負責

人、會計、財務或負責人之秘書、特

助等人員身旁，避免渠等對外聯繫而

洩漏偵查行動。

3.  依其經驗促請參與執行的人員注意，

倘執行對象是女性，則務必有女性執

行人員全程在場陪同，可避免該被執

行人藉故以換衣服、上廁所等理由，

遂行撥打電話或刪除手機內訊息等串

證、滅證行為。

㈡執行現場之橫向聯繫：

搜索行動應保持各執行現場之橫向

聯繫，倘有搜索地點需支援增派人力，

提早結束之他地搜索人員即可前往支

援。目前常見保持橫向聯繫的方式，

係透過通訊軟體 LINE 建立專案執行群

組，在群組中隨時回報執行狀況，以便

互相支援，並利於未在場之承辦檢察官

了解執行進度，以協助給予指示並排除

突發狀況。例如，搜索公司負責人住家

之人員，結束住家搜索後，經由橫向聯

繫知悉負責公司搜索之人員已控制住公

司現場，遂偕同負責人一起前往公司，

協助公司之搜索行動；又如遇有在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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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表示需有律師在場，才願意讓搜索人

員搜索時，或被告不願意配合到案說明

時，均可透過橫向聯繫，讓不在該執行

現場的檢察官了解現場狀況，並給予妥

適的指示及處理。

㈢�被告最新的實際居住地址係透過情資
蒐集方式臨時取得，可能不宜或不及

以此作為聲請搜索票的依據，致搜索

票記載之地址並非被告現住地的情況

下，若搜索行動當天認有必要帶回該

被告，且認該被告新的實際居住地有

存放相關重要證據資料的可能而有搜

索之必要，則應將此部分納入事前的

搜索行動規劃考量中，再視現場情況

而定處理方式，可能的作法有：

1. 同意搜索 8：

依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之 1 規定，

8　 刑事訴訟法第 131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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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刑事訴訟法第 131條規定：「Ⅰ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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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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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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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明顯事實足信為有人在內犯罪而情形急迫者。 Ⅱ .檢察
官於偵查中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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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 .前 2項搜索，由檢察官為之者，應於實施後 3日內陳報該管法院；由檢察事務官、司
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為之者，應於執行後 3日內報告該管檢察署檢察官及法院。法院認為不應
准許者，應於 5日內撤銷之。 Ⅳ .第 1項、第 2項之搜索執行後未陳報該管法院或經法院撤銷
者，審判時法院得宣告所扣得之物，不得作為證據。」

10　 刑事訴訟法第 76條第 2、3款規定：「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必要時，
得不經傳喚逕行拘提：⋯二、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三、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

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

到現場後，執行人員應出示證件，並取

得被告同意後搜索。

2. 逕行搜索 9：

依同法第 131 條第 1 項規定，因執

行拘提，而有事實足認被告在該處所

內，則可逕行搜索該處所，另此部分得

搭配依刑事訴訟法第 76 條第 2、3 款規

定 10，以被告有逃亡、滅證或串證之虞

為由，對被告開立拘票，以確保被告於

搜索行動當日到案。惟應注意本項逕行

搜索係針對「找人」。如欲進行搜索扣

押相關證據資料之「找物」行動，則應

依同條第 2 項規定，以情況急迫、證據

有遭滅失之虞為由，逕行搜索。又為前

述「找人」及「找物」之逕行搜索後，

應注意於實施搜索後 3日內陳報法院。

㈣�偵查中搜索，法無明文律師有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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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惟基於被告受辯護權，應可在無

妨礙搜索、扣押執行之情形下，容許

被告之辯護人在場：

依刑事訴訟法第 150 條第 1 項規

定：「當事人及審判中之辯護人得於

搜索或扣押時在場。但被告受拘禁，

或認其在場於搜索或扣押有妨害者，

不在此限。」及檢察機關實施搜索扣

押應行注意事項第 30 點第 2 項規定：

「實施或執行搜索、扣押，遇有辯護人

請求在場，應斟酌有無妨礙搜索、扣押

之執行，以決定是否准許；於准許後，

認有妨害搜索、扣押之執行者，得排除

其在場」。準此，基於偵查不公開，並

恐律師在場即可瞭解搜索重點，並掌握

未來偵查方向及作為，律師依法並無在

場權，惟在不妨礙搜索、扣押執行的情

況下，一般考量被告之受辯護權，似不

會特別禁止律師在場，但不得任在場律

師表示意見或任其要求當場清點扣押物

而擾亂搜索扣押程序之進行，故倘被告

堅持律師在場，始同意進行搜索，得於

告以上開規定後，依搜索票進行搜索行

動。至證人本無請求律師在場或為其辯

護之必要及權利，則不生律師是否在場

始得搜索之問題，自不待言。

三、搜索後之詢問、訊問：

㈠�如欲將搜索在場之被告或證人帶回司

法警察機關詢問，並由地檢署檢察官

複訊，可於搜索後，說服被告或證人

自願同意隨行前往司法警察機關（調

查局、廉政署、警局等）進行詢問，

並自願同意前往地檢署進行複訊的方

式為之，針對案件較核心而有必要到

案並進行檢察官複訊之人員，如拒絕

到案說明，則應由司法警察立即請示

專案指揮承辦檢察官，尤其審酌是否

符合拘提要件，以被告身分拘提到

案，此時應特別注意 24 小時拘捕時

間起算時點。

㈡�檢察官複訊前，可請司法警察先將詢

問筆錄傳送至地檢署，俾利承辦及支

援檢察官進行後續複訊，並評估及預

想對被告可能的強制處分。

㈢�又訊問時應注意對於受訊問人之證人

拒絕證言權及共同被告與證人間角色

轉換之告知，以避免取得之供述存有

瑕疵；並就受訊問人受訊時之身體、

精神狀況應加以確認，尤其在毒品案

件（藥腳咬藥頭）或知悉受訊問人有

慢性疾病在服藥中之情形，以避免日

後渠等以之前受訊問時身體、精神狀

況不佳作為翻供之理由。

伍、心得感想代結語

見習內勤、外勤及專案執行感觸很

多，且在在感到擔任檢察官體力的重

要，像是內勤從上午到翌日凌晨的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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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腦袋都要保持清醒，以清楚釐清案

發經過，才能給予妥適的強制處分，畢

竟每個案件的強制處分都攸關被告權益

甚鉅，每個案件背後也都有屬於它的小

故事；而外勤最困難之處並不在於屍體

的腐敗程度，而係在於檢察官臨場所面

對到的各種狀況，必須立刻做出最妥適

的決定，除了要釐清有無犯罪嫌疑，並

須隨時留意死者家屬的情緒感受，故檢

察官除了具備各種專業知識、常識的基

本功外，更重要的仍然要靠經驗的累

積，時時告訴自己多聽多看多學多感

受。又回顧內勤所遇到的竊盜案件，大

多只是偷超商的食物，價格不高，可能

是沒錢了、餓了所以被迫偷食物來吃，

面對這種情形檢察官能做的實在有限，

偵查庭結束，當他們離開地檢署，恐還

是一樣會面臨相同的困境，此時能做的

似乎就只有聯繫相關的社會救助介入，

才有機會能根本解決這些沒工作沒錢吃

飯被告們的困境；至於見習外勤相驗，

感受到許多生離死別的悲傷，甚至也有

身故後卻無人關心的唏噓，路倒案件死

者的遺物中，有一頂吊牌仍在、新買的

帽子以及一罐未開封的香水，也許上一

刻他可能剛開心地購物完，下一刻忽然

就接到了死神的召喚，若說第一次參與

外勤相驗有什麼心得，最震撼的並不是

看屍體，而是感受到生命的無常與及時

行樂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