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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偵查2

犯罪偵查是一種介於警察與犯罪者之間對於線索跡證的爭戰，但偵

查所採用方法與過程，甚至是偵查所得結果，均會對於犯罪者、被害者

個人的身體、名譽、自由、權益有所影響。林東茂氏更為文指出，犯罪

偵查是刑事司法系統運作基礎，如果沒有成功、合法的犯罪偵查，將難

以想像刑法的解釋、裁判和刑罰執行的結果。由此視之，以維護社會治

安為使命的執法人員與機關，對於司法程序深具關鍵地位之刑事偵查理

論與技術，實應加以深入研究，以求能實質提升偵查效能與保障民眾權

益（警察百科全書，第 1 頁）。反之，若是無法在「犯罪偵查」的工作上

力求精進，以偵查「品質」作為破案的基礎，將無法達到摘奸發伏、確

保社會安寧、維護法律尊嚴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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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第一章 犯罪偵查的概念

第一節 犯罪問題分析

一、犯罪的意義

根據警察百科全書（第 1 頁）的分類，犯罪可從實質與形式兩方面定義：

實質的犯罪：

所謂犯罪乃侵害社會共同生活安寧與利益之反社會行為，而此等反

社會行為，具有科以刑罰之必要性與可能性。

形式的犯罪：

認為犯罪係違反刑事法規，而應受刑罰（含保安處分）制裁之行為。

依罪刑法定原則，若非為法律明文所禁止之作為或不作為，則不能

謂之犯罪。

二、犯罪原因

犯罪問題係屬社會問題，亦社會病態之表徵，其反社會行為現象與違

反法律規範狀態，不但包羅萬象，而且複雜，因此對犯罪問題的探討，

應列為研究犯罪偵查的首要課題（鄭厚堃，第 16 頁、警察百科全書，

第 1～2 頁）。

犯罪的外部原因：

倘受外部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的影響而促成之犯罪，係屬犯罪的

「一般」原因：

季節氣候：

例如，竊盜、強盜等案件由秋季開始至冬季為最多；殺人、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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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姦等案件則從春季開始至夏季到達高峰。

人口密度︰

人際間的接觸關係會產生許多的利害衝突，因此，犯罪數量的多

寡與地區人口密度與生存競爭成正比。

社會環境：

奢侈、揮霍無度與浪費導致需要金錢的大量支出；另交通便利使

作奸犯科者易流竄；另都市化後，人際關係漸冷漠、社會控制力

弱等因素，均導致犯罪數量的上升。

犯罪內部因素：

由於犯罪人的家庭、教育及職業等因素影響，而助長犯罪的動機發

生，屬犯罪的「個別」因素。

父母生理或心理不健全所構成的先天負因（不良）。

後天方面的家庭環境不良也是造成個人犯罪的傾向，尤其是少年

犯罪。

學校教育：

若忽略了傳道解惑的精神、疏於培養道德情操，則容易形成一股

不良風氣。

職業環境：

職業決定一個人生活程度與社會地位，且影響其人格的形成，若

更換工作頻繁者，顯示其意志不堅與缺乏適應能力；若無謀生技

能或長久失業的結果更容易淪落犯罪。

三、國內犯罪型態的趨勢

國內因為社會結構的改變、道德觀念的薄弱、民主人權激盪、社會風

氣不良、金錢至上觀念、功利主義抬頭等因素，導致犯罪型態質與量

的變化如下（警察百科全書，第 6 頁）：

累犯（有犯罪前科者）再犯率高達 60％至 80％。

麻醉藥物相關犯罪愈加猖獗。

幫派介入之侵害刑案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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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過程中使用惡意武器之程度加深。

暴力犯罪之數量上升。

第二節 犯罪偵查的內涵

一、犯罪偵查之意義

由於偵查的目的在於尋找罪犯、搜尋與保全證據，以求發現真實，或

指蒐集保全有利與不利於被告證據，以確保被告受審判之權利。因此，

犯罪偵查即是指「偵查機關及其偵查人員，基於告訴、告發、自首或

其他原因，知有犯罪嫌疑時，立即行使偵查職權，逕行調查犯罪嫌疑

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藉以證明犯罪及確定犯人，並依法定程序檢

舉犯罪，以供檢察官提起公訴與法院決定刑罰之依據，期能達到維護

社會治安的最終目的」（警察百科全書，第 3 頁、鄭厚堃，第 21 頁、

黃壬聰，第 18 頁）。

偵查之意義：

檢察官於提起公訴前或司法警察機關在檢舉犯罪前，所為調查犯罪

嫌疑人及蒐集犯罪證據之行為；或稱，發現犯罪事實或犯罪人之過

程與程序。

偵查開端：

黃東熊氏指出，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

疑者，應即開始調查；司法警察人員知有犯罪嫌疑時，除應報告檢

察官或上級司法警察官外，亦得逕行偵查。

偵查方法：

即犯罪偵查三要件，或所謂「3I 法」：

情報（information）：犯罪偵查人員從他人處獲得犯罪資料。

詢問（interrogation）：包括證人詢問及嫌疑犯詢問。

工具（instrumentation）：運用刑事科學上之物理與化學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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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各種跡證與證據證明。

實務上常見之偵查方式：

跟蹤、監視、查訪目擊證人、現場重建、科學鑑定。

偵查基礎：

意義：

係指在發現犯罪後蒐集犯罪事證資料基礎而言，通常以與犯罪有

關之「人」與「物」為重點。

人的方面：必須在受理報案後，迅速展開清查訪問，應以被害

人及其家屬、目擊證人、嫌疑人等為主要對象。

物的方面：必須特別重視現場保全與現場處理，防止現場跡證

消失或被破壞外，並應配合科學技術人員縝密採證。

換言之，也就是必須對犯罪有關的「人」與「物」落實偵查，才

能奠定穩固的偵查基礎。

犯罪偵查的目的、功能：

目的：

蒐集、保全與犯罪有關的人與物的證據，以決定起訴與否的活動。

功能：

發現犯罪情報。

調查犯罪事實。

追查贓、證物。

逮捕犯案嫌犯。

協助起訴嫌犯。

二、證據

內涵（鄭厚堃，第 24 頁）：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故犯罪偵查最主要的目的即在於蒐集證

據。

在犯罪偵查的過程中，發動偵查係基於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

原因發現犯罪後開始偵查，並以蒐集有關犯罪之人物事證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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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換言之，犯罪偵查人員首先從受理報案中瞭解案情，繼而從

調查訪問與現場勘察中蒐集與犯罪有關之人、時、地、事、物等

事證及資料，進而運用科學推理方法與科學鑑識技術，進行推理

論證與鑑定比對及分析研判，以期發掘線索，然後採取適當偵查

行動，俾確定情報資料與物證之價值，尋找正確的答案。

上述情報資料及物證倘能肯定證明犯罪及確定犯人者，即屬「證

據」。

具有證據價值之證據：

人證（供述證據）：

即所謂「以人之供述」所為之的證據，以人之知覺經驗而陳述其

思想內容為證據方法，包括：

共同被告、共犯之供述。

鑑定證人之供述。

被害人、告訴人之供述。

物證（物的證據）：

以物之狀態或存在，或以文書之意義為證據方法，稱為物證、證

物。依性質可分為：

物質：

一般文物，如兇器、贓物。

文書，如毀損文書罪中被毀損之文書、妨害風化罪中之猥褻

圖畫等、或用以誹謗他人之文書。

人體：如身高、體重、疤痕。

事證（情況證據）：

犯罪事實發生時若無目擊證人在場，因無法取得供述證據，乃須

要集合得以推測犯罪事實存在或不存在之事實，此種基於推理作

用而為事實認定之證據，稱為情況證據。

三、犯罪偵查的原理原則

犯罪偵查係維護治安之主要手段，目前面臨社會結構轉型期，由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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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發達與經濟繁榮結果，造成社會不良風氣與道德觀念薄弱，因而

助長犯罪、並使治安狀況每下愈況；同時社會大眾對於「人權」的保

障也愈加重視的情況下，警察人員在犯罪偵查作為上，必須遵守相關

原理、原則（鄭厚堃，第 27～28 頁、警察百科全書，第 4～6 頁）。

基本原理：

堅守法律立場：

符合憲法第 8 條的精神、遵守刑事訴訟法程序及尊重偵查辯護制度。

重視犯罪證據：

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

訟法第 154 條）。

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但不得違背經驗法

則及論理法則。

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刑

事訴訟法第 155 條）。

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

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

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

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

被告陳述其自白係出於不正之方法者，應先於其他事證而為調

查。該自白如係經檢察官提出者，法院應命檢察官就自白之出

於自由意志，指出證明之方法。

被告未經自白，又無證據，不得僅因其拒絕陳述或保持緘默，

而推斷其罪行（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

運用科學方法：

應用心理學、邏輯學、刑事鑑識學等知識達到科學辦案的境界。

發揮組織功能：

透過全國性聯絡督導機構或是國際性的警察組織相互支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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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則：

民主、法治、科學、人權為警察偵查犯罪應遵守之原則（警察偵查

犯罪手冊第 3 點），可歸納下列六項原則：

合法原則：

人民之身體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

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憲法第 8 條第 1 項）。

警察有依法協助偵查犯罪、執行搜索、扣押、拘提及逮捕之職

權（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 2 點）。

警察應依據法令，以公正廉明之精神，崇法務實之態度，執行

法令賦予之任務（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 4 點）。

說明：

「依法定程序」，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不問其是

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須以法律

規定，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並符合憲法第 23 條所定相關之

條件（84.7.28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384 號解釋）。

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兼指實體法及程序法規定之內容，就

實體法而言，例如，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就程序法而言，

例如，犯罪嫌疑人除現行犯外，其逮捕應踐行必要之司法程

序、被告自白須出於自由意志、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同

一行為不得重覆處罰、當事人有與證人對質或詰問證人之權

利、審判與檢察之分離、審判過程以公開為原則及對裁判不

服提供審級救濟等為其要者（84.7.28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

第 384 號解釋理由書）。

偵查、訴追、審判、刑之執行均屬刑事司法之過程……刑事

司法程序，其在偵查階段係由警察與檢察官為之（84.12.22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392 號解釋）。

整體原則：

偵查刑案為警察人員之共同任務，應相互信任與尊重，竭誠合作，

不爭功，不諉過，並應密切聯繫，協調配合，發揮整體偵查功能



第一篇 緒 論10

（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 9 點）。

科學原則：

偵查刑案應以現場為基礎，運用科學器材與方法，細心勘察，

切實調查，深入研析，發掘線索，合法取證，並配合刑事科學

鑑識技術證明犯罪及確定犯罪嫌疑人（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 6

點）。

偵查刑案，每一行動必須保持冷靜，審慎思考，並本於虛心求

證之科學精神，切忌先入為主之主觀判斷，疏忽情報資料之價

值運用（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 7 點）。

秘密原則：

又稱偵查不公開原則或揭露原則，其目的包括「貫徹無罪推定原

則」、「保護被告之名譽」、「避免證據被湮滅或勾串證人之虞」，相

關準則應依「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辦理。

偵查秘密：偵查，不公開之（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第 1 項）。

案情秘密：偵查刑案，應嚴守偵查不公開之規定（警察偵查犯

罪手冊第 5 點），必須嚴守案情秘密，謹言慎行，以免影響偵查

工作。

身分秘密：對於檢舉犯罪或提供破案線索之人，應保守其身分

秘密，不得損害其名譽及信用（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 10 點），

如有不願公開其身分者，絕對保證其身分秘密。並注意「證人

保護法」、「被害人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與程序之適用。

名譽秘密：保全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其他關係人之名譽，慎

重處理新聞，避免發言不當，以兼顧犯罪嫌疑人及相關人士之

隱私與名譽及便利新聞記者之採訪。

迴避原則：

刑事訴訟法第 17 條至第 26 條法院職員迴避事項。

執行偵查任務人員，必須公正無私，如與犯罪嫌疑人、被害人

或關係人具有親屬關係，或與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時，應予

迴避（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 8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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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不公開，新聞處理與發布規定：

四、相關法令

◎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民國 102 年 8 月 1 日修正）

第 1 條

本辦法依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五項規

定訂定之。

第 2 條

基於無罪推定原則，為維護偵查程序之順利進行及真實發現，兼

顧保障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名譽、隱

私、安全，偵查不公開之。

第 3 條

依本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偵查不公開，指檢

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告訴代理

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除依法令或為維護公

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

項，不得公開或揭露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以外之人員。

第 4 條

Ⅰ偵查不公開之範圍，包括偵查程序及內容均不公開。

Ⅱ偵查程序，指偵查機關或偵查輔助機關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

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開始偵查起，於偵查中，對被告、犯罪嫌疑

人、被害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所為之偵查活動及計畫。

Ⅲ偵查內容，指因偵查活動而蒐集、取得之被告、犯罪嫌疑人、被

害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個人資料或相關之證據資料。

第 5 條

Ⅰ應遵循偵查不公開原則之人員，指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

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

行職務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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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前項所稱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指檢察官、檢察

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及告訴代理人以外，依

其法定職務於偵查程序為訴訟行為或從事輔助工作之人員。

Ⅲ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得告知被告、犯罪

嫌疑人、被害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關於偵查不公開之規定，並曉

諭勿公開或揭露偵查中知悉之偵查程序及內容。

第 6 條

本辦法所稱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指前條第一項所定之

人員執行法定職務知悉之偵查程序或偵查內容。

第 7 條

Ⅰ本辦法所稱公開，指一切足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見聞、知悉

之行為。

Ⅱ本辦法所稱揭露，指公開以外，揭示、洩漏予特定人或不特定人

得以見聞、知悉之行為。

第 8 條

Ⅰ下列事項於案件偵查中，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不得公開或揭露

之：

一 被告、少年或犯罪嫌疑人之供述及是否自首或自白。

二 有關逮捕、羈押、搜索、扣押、勘驗、現場模擬、鑑定、限

制出境、資金清查等，尚未實施或應繼續實施等偵查方法或

計畫。

三 實施偵查之具體內容及所得心證。

四 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之虞。

五 被害人被挾持中尚未脫險，安全堪虞者。

六 偵查中之卷宗、筆錄、錄音帶、錄影帶、照片、電磁紀錄或

其他重要文件或物品。

七 犯罪情節攸關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其親屬、配偶之隱私與名譽。

八 有關被害人之隱私、名譽或性侵害案件被害人之照片、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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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

九 有關少年之照片、姓名、居住處所、就讀學校、家長、家屬

姓名及其案件之內容，或其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

十 檢舉人或證人之姓名、身分資料、居住處所、電話及其陳述

之內容或所提出之證據。

十一 蒐證之錄影、錄音。

十二 其他足以影響偵查不公開之事項。

Ⅱ案件在偵查中，不得帶同媒體辦案，或任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少

年供媒體拍攝、直接採訪或藉由監視器畫面拍攝；亦不得發表公

開聲明指稱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對審判結果作出預斷。

第 9 條

Ⅰ案件在偵查中，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經

審酌公共利益之維護或合法權益之保護，認有必要時，得適度公

開或揭露：

一 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或重大經濟、民生犯罪案件，被告

或犯罪嫌疑人已經拘提、逮捕，其犯罪事實查證明確。

二 越獄脫逃之人犯或通緝犯，經緝獲歸案。

三 影響社會大眾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安全，有告知民眾

注意防範之必要。

四 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之案件，依據查證，足認為犯罪嫌

疑人，而有告知民眾注意防範或有籲請民眾協助指認之必要

時，得發布犯罪嫌疑人聲音、面貌之圖畫、相片、影像或其

他類似之訊息資料。

五 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之案件，因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逃

亡、藏匿或不詳，為期早日查獲或防止再犯，籲請社會大眾

協助提供偵查之線索及證物，或懸賞緝捕。

六 對於媒體報導與偵查案件事實不符之澄清。

七 對於現時難以取得或調查之證據，為被告、犯罪嫌疑人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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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禦權之必要，而請求社會大眾協助提供證據或資訊。

Ⅱ依前項適度公開或揭露事項之內容，對於犯罪行為不宜作詳盡深

刻之描述，亦不得加入個人評論。

第 10 條

Ⅰ違反偵查不公開而洩密或妨害名譽者，依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

第三百十六條或第三百十條處斷；其他法令有特別處罰規定者，

依其規定。

Ⅱ違反偵查不公開，應負行政或懲戒責任者，應由各權責機關依法

官法、公務員懲戒法、公務人員考績法、律師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程序調查、處理，並按違反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第 11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警察機關偵辦刑案新聞處理應行注意要點（民國 101 年 7 月 5

日修正）

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合理規範各警察機關刑案新聞之

發布，以確實遵守無罪推定原則及偵查不公開原則，並兼顧治安維

護與民眾知的權利，特訂定本要點。

各機關應設置新聞發布室，由首長或其指定之新聞發言人或其代理人

於新聞發布室發布刑案偵查新聞。新聞發言人除公開（含書面）說明

外，不得私下循媒體要求，透漏或提供任何消息予媒體。

偵查人員應依本要點及警察機關偵辦刑案發布新聞作業程序（附件）

規定發布新聞，不得私下透漏偵查內容予媒體，或任意對辦案無關

之人員透漏與案情相關之訊息，並應以適當之方法妥善保管證物。

各機關應設置記者休息室或適當處所作為媒體採訪地點。

偵查人員不得帶同媒體辦案，不得公布蒐證之錄影、錄音；對於下

列事項應加保密，不得透漏或發布新聞：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是否自首或自白及其內容。

有關傳訊、通訊監察、拘提、羈押、搜索、扣押、勘驗、現場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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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刑事鑑定、限制出境、資金清查等，尚未實施或應繼續實施

之偵查方法。

實施偵查之方向、進度、內容、技巧及所得心證。

足使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逃亡，或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

共犯或證人之虞。

被害人被挾持中尚未脫險，安全堪虞者。

偵查中之卷宗、筆錄、錄音帶、錄影帶、照片、電磁紀錄或其他

重要文件及物品。

犯罪情節攸關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其親屬或配偶之隱私與名譽。

有關被害人之隱私或名譽及性侵害案件被害人之照片、姓名或其

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

有關少年犯之照片、姓名、居住處所、就讀學校、家屬姓名及其

案件之內容。

檢舉人及證人之姓名、身分資料、居住處所、電話及其供述之內

容或所提出之證據。

偵查刑案期間與各機關討論案件之任何訪客資料、會談紀錄等內

容。

刑案現場蒐證錄影帶、採證相片、勘察採證所得知案件內容。

其他足以影響偵查之事項。

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併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於下列

情形，認有必要時，得經警察機關首長或新聞發言人核可後，適度

發布新聞：

現行犯或準現行犯，已經逮捕，其犯罪事實查證明確者。

越獄脫逃之人犯或通緝犯，經緝獲歸案者。

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或重大經濟、民生犯罪之案件，被告於

偵查中之自白，經調查與事實相符，且無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

依據共犯或有關告訴人、被害人、證人之供述及物證，足以認定

行為人涉嫌犯罪，對於偵查已無妨礙者。

影響社會大眾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安全，有告知民眾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