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通過前的通訊監察 

相較於傳統的搜索扣押等強制處分，通訊監察是較為新興的偵查

方式，也涉及到較多科技設備及技術的使用。但是，通訊監察其實有

著相當長的歷史。在十八世紀的美國獨立戰爭，以及二次大戰，以通

訊監察的方式截聽敵方的通訊（包括電話及電報），獲取情報，一直

都是重要的軍事措置
1
。相對而言，通訊監察運用在執法上的法制

化，就非常地晚了。 

現行的通保法的基本架構，肇始於 1999 年通訊監察正式法制化

時。之後，歷經了 2006 年、2007 年、2014 年及 2016 年數次的修

正。不過，如果就此認為在此之前，我國不以監聽或通訊監察的方式

蒐集與案件有關的證據，會是極大的誤解。在 1999 年立法之前，實

務上就已經使用了通訊監察作為蒐集證據的偵查方式，且行之有年。 

首先，在通保法制定實施前，偵查機關依據了行政機關所頒布的

職權命令監察特定人的電信通訊。該職權命令主要是 1994 年法務部

頒布的「檢察機關實施通訊監察應行注意要點」（法（83）檢字第

024506號函）。該要點就通訊監察規定了： 

（1）通訊監察僅得用於列舉的重大犯罪，為蒐集輕微犯罪的證

據，不得監察特定人間的通訊內容（重罪原則）
2
； 

（2）監察對象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為主3
； 

                                                      
1 Samuel Dash et al., THE EAVESDROPPERS 30 (1959). 
2 1994 檢通注§2 參照。 
3 1994 檢通注§3：「通訊監察之對象以左列者為限：（一）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二）

發送、傳達或收受前款之人之通訊者。（三）第一款之人所使用通訊器材或處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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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必須在不能或難以他法蒐集證據時，方得使用通訊監察（最

後手段性）
4
； 

（4）通訊監察期間不得逾 30日，但在有必要時，得延長之5
； 

（5）通訊的監察以截收、監聽、監錄或其他必要方式為之（監察

方法）
6
； 

（6）聲請權人為司法警察官7
； 

（7）聲請書上應記載事項8
； 

（8）核發機關（檢察長或其授權的主任檢察官或檢察官）9
；以及 

（9）通訊監察書的應記載事項10
。 

1994 年的要點型塑了現行通保法的雛型，不過其中最為嚴重的缺

失在於未採行令狀原則，而是授權偵查機關可以自行決定是否進行通

訊監察。姑且不論釋字第 631 號解釋判定了通訊監察應由法官審查授

權，否則便與憲法第 12 條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及正當法律程序有

違，僅憑法務部的函示便進行通訊監察的作法，也嚴重地牴觸了法律

保留原則
11
。這是因為，通訊監察屬於對於人民秘密通訊自由及通訊

隱私的重大侵害，也因此在發動前，應有法律明確授權，始可為之。

                                                                                                                                  
所有人或占有人。」 

4 1994 檢通注§4：「實施通訊監察，以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調查證據發見真實者為

限。」 
5 1994 檢通注§5：「通訊監察之期間，每次不得逾三十日；其有繼續監察之必要者，

得於期間屆滿前，依原程序延長之。期間屆滿前，已無監察之必要者，應即停止

監察。」 
6 1994 檢通注§6：「監察通訊以截收、監聽、監錄或其他必要之方法為之。」 
7 1994 檢通注§7：「向檢察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之司法警察官，以刑事訴訟法第二

百二十九條第一項之司法警察官（含同級之法務部調查局人員）為限。」 
8 1994 檢通注§8 參照。 
9 1994 檢通注§9：「監察通訊應用通訊監察書，由檢察長或其授權之主任檢察官、檢

察官核發……。」 
10 1994 檢通注§9 參照。 
11 關於通保法實施前，偵查機關實施通訊監察的評釋，參照楊雲驊，「通訊保障及監

察法」實施前電話監聽合法性及證據評價的探討─評最高法院九○年台上字第八

四八號、九一年台上字第二九○五號及八七年台上字第四○二五號判決，台灣本

土法學雜誌，第 57 期，2004 年 4 月，頁 3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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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所頒布的函示，性質上只是職權命令，憑之便進行通訊監察，

限制（侵害）人民的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自是與法律保留原則有

違。令人遺憾的是，1999 年通訊監察法制化時，立法者並沒有修正此

一錯誤，仍然維持 1994 年要點的規範架構，容許偵查機關自行決定

是否進行通訊監察。直到 2007 年大法官宣告當時通保法的相關規定

違憲，立法者於同年修法，才補正了這一個違憲的狀態。 



  

 

秘密通訊自由及通訊監察的憲法誡命 

我國憲法幾乎沒有針對刑事被告設置任何條文，其依憲法所得享

有的權利自然也就寥寥可數
1
。勉強可以稱之為屬於刑事被告的憲法

權利規定者，約莫只有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及第 16 條（訴訟

權）。在已經作成的大法官解釋，與刑事被告有關者，多半都是援用

這兩個條文，如釋字第 392 號及 654 號解釋，處理相關刑事訴訟中的

憲法爭議。不過，刑事被告仍屬於憲法所保護的「人民」，是故憲法

賦予人民的各樣權利，刑事被告亦得享有及主張之。也因此，刑事被

告可以主張秘密通訊之自由，抵抗來自於政府機關的恣意侵害及不當

侵擾。 

一、秘密通訊自由 

憲法第 12 條規定：「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何以憲法在一般

隱私權外，特意獨立規範及保護人民的通訊隱私？其中的原因之一，

當是秘密通訊自由涉及到兩個以上的通訊參與人，透過介質或媒體，

傳遞了想要在通訊參與人間保持秘密狀態，不欲為以外之人所知悉的

訊息
2
。相對地，一般隱私權不當然涉及到權利主體以外的他人或是

數個權利主體間共同創造及保有的一個私密狀態。這樣的特性，使得

                                                      
1 王兆鵬等，刑事訴訟法（上），自版，3 版，2015 年 9 月，頁 15。 
2 許育典，憲法，元照，6 版，2013 年 2 月，頁 257-58（以信件為例說明，秘密通

訊自由所保護的範圍是從信件運送到郵件寄送者，再從郵件寄送者至收件人的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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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通訊自由或通訊隱私有別於一般隱私權。釋字第 631 號解釋理由

書就此說明道，秘密通訊自由（通訊隱私）是憲法所保障的隱私權的

具體態樣之一。據此，一般隱私權涵蓋有通訊隱私在內，屬於通訊隱

私者，當然為隱私權所包括在內，但得主張隱私權者，不當然能主張

通訊隱私。 

也因此，憲法第 12 條所保護者，必須要是「通訊」，而不是所有

個人的私密事物（項）。無論是透過何種方式（面對面，透過機器設

備或第三方的服務，數位或有形體的物品，即時或非即時），必須要

是人與人之間的意思交換，才屬於憲法第 12 條所稱的通訊。也因

此，一個人的行蹤動向，在屋內的活動，身體的私密部位，或是喃喃

自語，可能屬於個人的非公開活動，可以主張享有隱私權，但是其皆

非個人與他人間的意思交流，所以都不是通訊，也因此不屬於秘密通

訊自由或通訊隱私所保護的對象。 

二、釋字第 631號解釋 

在大法官作成釋字第 631 號解釋後，人民依憲法第 12 條所得享

有的權利，國家機關所應遵循的程序規範及限制為何，更為清楚具

體  

3
。這一號釋字的背景是，被告於任職臺南市警察局期間，知悉了

國防以外之秘密，並將之洩漏與第三人。檢察官依舊通保法（1999

年）授權進行通訊監察後，因而得知被告洩密的情事。通訊監察所得

的資料成為了認定被告犯刑法第 132 條第 1 項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的

證據之一。該判決確定後，被告不服，認為 1999 年的通保法未採令

狀原則，原案件中的通訊監察非經法官審查授權，違憲，故向司法院

                                                      
3 關於釋字第 631 號解釋的分析，參照李震山，挪動通訊保障與通訊監察天平上的

法碼─釋字第六三一號解釋評析，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98 期，2007 年 9 月，

頁 281-91；李榮耕，I Am Listening to You─釋字第六三一號解釋、令狀原則及修

正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上），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104 期，2008 年 3 月，頁

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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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釋憲。司法院受理該聲請，作成了釋字第 631號解釋。 

釋字第 631 號解釋以憲法第 12 條及正當法律程序為主要的說理

依據，宣告了 1999 年通保法中，檢察官得授權進行通訊監察的條文

違憲
4
。除此之外，這一號釋字還詳盡地檢視及說明了通訊監察法制

應具備的要件及程序規範，也因此從解釋文及理由書中可以窺知憲法

對於此種強制處分的要求及限制。 

三、秘密通訊自由是憲法保障隱私權的 
具體態樣之一 

在作成本號釋字之前，於釋字第 585 號解釋，大法官便肯認了隱

私權受有憲法保障，不只是法律上的權利。此外，在釋字第 603 號解

釋，大法官更進一步指出，隱私權屬於憲法第 22 條的概括憲法權

利。依這兩號釋字，憲法對於隱私權的保護並非絕對，但是國家要予

以限制時，必須要有法律規定或有法律的明確授權，相關條文必須要

合於憲法第 23 條所定的比例原則。大法官在釋字第 631 號則宣示，

憲法第 12 條所規定的秘密通訊自由是憲法保障隱私權的具體態樣之

一，也因此，國家機關在限制人民的秘密通訊自由時，也應該要遵守

同等的規範。 

四、秘密通訊自由涵蓋的範圍 

依釋字第 631 號解釋，人民依憲法第 12 條所得享有的秘密通訊

自由，不只是涵蓋了通訊的內容，還包括了通訊的有無、對象、時間

及方式。亦即，憲法第 12 條除了保護了一個人與他人所交換的訊息

                                                      
4 事實上，許多學者在釋字第 631 號前，便表示舊通保法中，檢察官得核發通訊監

察書的規定違憲，如陳運財，通訊之監察，刑事訴訟法實例研習，學林，1 版，

2000 年 6 月，頁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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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外，也保護其是否與他人進行通訊，與何人進行通訊，在何時

與他人通訊，以何種方式與他人通訊等非內容性通訊資料(non-content 

communication data, or communication attributes)。就此，非內容性通訊

資料指的是，非屬通訊的內容，但是伴隨通訊所產生的各樣資料。以

行動電話通訊為例，通訊者間的交談話語（聲音或甚至是影像）是通

訊的內容，因為行動電話通訊所產生的通信紀錄，便是典型的非內容

性通訊資料
5
。通常來說，行動電話的通信紀錄會包含有電話是否接

通、對話方的電話號碼、通話時間、通話長度、國際行動通訊設備碼

(International Mobile Equipment Identity, IMEI)、國際行動通訊使用者

識別碼(International Mobile Subscriber Identity, IMSI)，以及通話時所

使用的基地臺等資訊。 

由於釋字第 631 號解釋所涉及的是通訊內容的監察，不是非內容

性通訊資料，所以，這一號釋字所揭櫫的各樣要件及程序規範不當然

適用於國家就這一類資料的調取。但是，也正因為大法官明言憲法第

12 條不只保護通訊的內容，也保障非內容性的通訊資料，所以，政府

機關要取得這一類資料時，仍必須要遵循憲法所定的各樣原則、程序

及要求  

6
。 

五、法律明確授權 

依釋字第 631 號解釋，國家並非不得限制人民的秘密通訊自由，

但是必須要有法律依據，且其要件必須具體及明確。換言之，國家機

關要進行通訊監察，得知人民間通訊的內容，必須要有法律規定，且

該法律所規定的要件應具體詳盡，使一般人得以瞭解
7
。根據此一基

                                                      
5 關於非內容性通訊資料的說明，可以參照李榮耕，論偵查機關對通信紀錄的調

取，政大法學評論，第 115 期，2010 年 6 月，頁 122-23。 
6 關於通信紀錄及使用者資料的調取，參照本書拾肆、部分的說明及討論。 
7 釋字第 432 號解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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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大法官判定通保法所規定，於「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

下列各款罪嫌之一，並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情節重大，而有相當

理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本案有關，且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查

證據者，得發通訊監察書。」(§5I)合於此一要求。 

六、比例原則 

釋字第 631 號解釋也判定通訊監察必須要遵循比例原則，這從解

釋文「（對於秘密通訊自由）若採取限制手段，……，不得逾越必要

之範圍，……」可以推知。秘密通訊自由作為憲法所保護的隱私權的

具體態樣之一，國家在限制時，本來就應該要遵守比例原則，自不待

言。 

七、正當程序：令狀原則 

大法官在釋字第 631 號解釋中強調，通訊監察對於人民的侵害程

度強烈，範圍廣泛，國家為了達成目的，相對人事前防禦，得以避免

相關憲法權利被不當侵害的權利常遭剝奪。事實上，通訊監察要能夠

成功達成其證據蒐集的目的，完全仰賴於被監察人的不知情。為了制

衡偵查機關的強制處分權限，防免不必要的侵害，保護人民的秘密通

訊自由，併兼顧強制處分目的的達成，偵查機關在進行通訊監察前，

原則上必須遵循令狀原則，向法院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才符合憲法

上正當程序的要求。1999 年的通保法並未設有這樣的機制，容許檢察

官逕自核發通訊監察書，其§5II因而被宣告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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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最小侵害原則 

最小侵害原則指的是，在諸多可以達成目的的手段中，必須要選

擇以對於相對人權益侵害最小的方式為之。如果侵害較小的方式就可

以達到目的，更強的手段就只是過度且不合理的侵害而已，沒有任何

的正當性可言。據此，在通訊監察中，應將權利影響或限制的範圍控

制在監察對象有參與，且與本案相關的通訊內，盡可能地避免取得無

關聯的通訊內容
8
。由於「通訊監察對於人民之秘密通訊自由影響甚

鉅」，所以其必須要遵守此一原則，以避免或減少對於相對人，甚至

是無辜第三人造成的權利侵害。 

九、特定明確原則 

由於通訊監察對於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侵害強烈的緣故，釋字第

631 號解釋也明文通訊監察必須遵守特定明確原則。亦即，法院在核

發通訊監察書時，於其上應「明確指示得為通訊監察之期間、對象、

方式等事項」。之所以要求特定明確原則的原因在於，確保強制處分

的發動具有相當理由
9
，以及避免不必要及錯誤的權利侵害

10
。總結地

來說，這一個原則可以確保偵查機關的證據蒐集權限受有必要的控

制  

11
。 

                                                      
8 李榮耕，通訊監察中的最小侵害原則，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82 期，2012 年 6

月，頁 214。 
9 United States v. Hinton, 219 F.2d 324, 326 (7th Cir. 1955). 
10 Dawkins v. Graham, 50 F.3d 532 (8th Cir. 1995). 
11 Groh v. Ramirez, 540 U.S. 551 (2004). 國內文獻，可以參考許宗力，論法律明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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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事中監督 

大法官同時提到，通訊監察的執行情形，應隨時受有監督。亦

即，在獲有法院授權進行通訊監察後，監察執行的本身也應該受有外

部的監督。釋字第 631 號解釋強調此點的原因應該在於，通訊監察不

同於傳統類型的強制處分（如搜索或扣押），絕大多數的相對人或是

無辜的第三人都不知情，因而無從行使各樣刑事訴訟上的防禦權，更

無從聲明不服。正因為通訊監察具有不公開及秘密進行的本質，通訊

監察執行的外部監督，確保偵查權限不至於恣意濫用，便極為重要，

也是通訊監察法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十一、其他應遵循的要件 

釋字第 631 號解釋理由書中也說明道，法院在決定是否核發通訊

監察書時，應嚴格審查通保法§5 I 所定的各個要件。由此可以推知，

除了上述的各樣要求外，案件還必須要具備：（一）重罪原則：國家

機關只能針對法定重罪的偵查，使用通訊監察，蒐集證據，此一原則

也是比例原則的具體化規範；（二）相當理由：必須要有相當理由可

信犯罪嫌疑人的通訊內容與本案有關，才能夠對其進行通訊監察；以

及（三）最後手段：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取得該案件的證據等要件，

才能夠進行通訊監察，這也是比例原則要求下的當然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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