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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強制處分各論 

第一節 傳喚、通知、拘提、逮捕 

傳喚、通知、拘提以及逮捕，涉及的是短暫的人身自由限制；相對

的，羈押即為長時間人身自由限制。拘提與逮捕合稱「拘捕」。 

壹、傳喚與通知 

一、傳喚之意義  
傳喚，指法官或檢察官以傳票使涉案人士於特定時間自行到達特

定處所。傳喚是否為強制處分曾有討論，有認為被傳喚人既可選

擇是否到場，則縱使到場亦非人身自由之干預，不過一般認為，

因為被傳喚人如果不到場將可能被拘提（§§71 II 、75），此可能

之不利益後果已對被傳喚人形成壓迫，被傳喚人因國家此壓迫而

於指定時間到場，應屬人身自由之干預，為強制處分。因相對於

其他直接為之之強制處分，傳喚是以在後之拘提間接強制人民，

故有稱之為「間接之強制處分」。 

二、傳喚之書面與對象 
書面 

傳喚原則上應以傳票為之（§71 I），但有法定例外時無須使用傳票

（§72）。傳喚在監所或看守所之被告時，第 73 條僅規定應通知監

所、看守所長官，並非免除傳票之送達義務。 

對象 

傳喚的對象可能是被告（§71 以下）、證人（§175 以下）、鑑定人

（§§197、199）、被告代理人（§271）等相關人士，目的通常是訊問。 

罰鍰 

第 178 條第 1 項：「證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得

科以新臺幣三萬元以下之罰鍰，並得拘提之；再傳不到者，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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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此行政罰僅適用於證人，對被告雖得拘提，但不得因此科

以罰鍰。 

三、司法警察之通知 
意義 

傳喚於偵查中由檢察官決定，審判中由審判長或受命法官決定

（§71 IV）。就此觀之，司法警察（官）並無傳喚之權，然而實務

上警察往往是調查犯罪的先鋒，如果不讓警方有傳喚相關人士到

案說明的權力，警方會很難辦案，然而立法者又不願將之與法

官、檢察官並列，於是另外創設了「司法警察之通知」（§71-1），

將實務上原本即存在之警方「約談」、「來警局泡茶一下」等行為

合法化、明文化，實際內涵與傳喚大同小異，不過範圍限於犯罪

嫌疑人與證人（§196-1）。 

書面 

通知應使用通知書，然而依第 71 條之 1 第 2 項，通知書並不準用

第 71 條第 2 項第 4 款，故通知書無須記載「無正當理由不到場

者，得命拘提。」但依第 71 條之 1 第 1 項後段，實際上犯罪嫌疑

人不到場，得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後拘提之，這對人民的程序保

障顯然較傳喚差。將來修法應予修正，通知應準用第 71 條第 2 項

第 4款。 

貳、拘提 

一、拘提之意義 
傳喚與拘提，通常都是為了訊問，不過傳喚是以傳票命被傳喚人

自行到場，而拘提則是派執行人員到被拘提人所在將之帶回，當

被拘提人不乖乖配合時，執行人員會以強制力將之帶回（§§90、

178 IV）。傳喚的傳票有事先告知的作用，但拘提的拘票則無此作

用，因為拘票是執行拘提當時給予被拘提人（§§79、178 IV），被

拘提人看到拘票就馬上被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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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憲法上逮捕 
憲法第 8 條第 2 項前段：「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

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親

友」。此處所說之「逮捕拘禁」，不限於名義上為「逮捕」、「拘

禁」，而是看其內容有無拘束人身自由，以強制力為後盾拘束人身

自由即屬逮捕（釋 392 理由書）。從而，拘提亦屬憲法第 8 條所稱

之逮捕，拘提時自當給予書面，書面內容除表彰國家行為之正當

性基礎並讓被告得以防禦。 

三、一般拘提與逕行拘提 
一般拘提 

拘提，原則上以傳喚不到為前提（§75），但這並不代表傳喚不到

馬上可以拘提，依比例原則，如果此時再傳喚即可達使相對人到

場接受訊問之目的，則不應執行拘提。又譬如傳喚鑑定人於審判

期日到場說明，鑑定人如果不到，因為得以找其他鑑定人取代，故

不得拘提鑑定人（§199）。相對的，傳喚目擊證人到場說明，如果

目擊證人不到場，因他人無法代替此證人，故得拘提之（§178 I）。 

逕行拘提（緊急拘提） 

當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人不見（§76 、）或使案情晦暗之危

險（§76 ），此時考慮到一發給被告傳票被告可能就逃亡了，或

者被告可能就跑去串證或湮滅證據等等，為了避免打草驚蛇，此

時乃容許不經傳喚逕行拘提。之所以需要「被告嫌疑重大」並且有

該條所列事由之一才可以逕行拘提，也是比例原則的要求，有疑問

的是，如果沒有逃亡或使案情晦暗之危險，只因為重罪（§76 ）

就不傳喚而逕行拘提，是否能通過比例原則檢驗，不無疑問。 

四、執行 

拘提，由警察執行（§78），法官、檢察官雖得命拘提，但並未經
授權得執行拘提，實務上也沒有法官、檢察官會自己單獨跑去拘

提被告，比較可能的是「帶隊拘提」，必須注意的是，依憲法第 8
條第 2 項之「書面告知」要求，縱使有權簽發拘票的法官或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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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帶隊拘提，仍須給予拘票。拘提雖容許使用強制力，但以必要

時為限，如被告自願配合，則無須使用強制力（§90 反面解釋），
執行拘提應注意盡量避免傷害被告身體或危害其名譽（§89）。 

五、立法論：相對法官保留？ 
學者有認為

1
，人身自由為重大法益，而羈押與拘捕皆涉及人身自

由，僅時間長短有別而已，特別是由負責偵查之檢察官簽發拘

票、檢察長簽發通緝書，實為球員兼裁判、不夠中立超然，因而

學者建議，長時間人身自由拘束（如羈押）固應採絕對法官保

留，短時間人身自由拘束（如拘捕）則應改採相對法官保留。依

學者建議，拘捕原則上應先取得拘捕之令狀，且拘捕令狀應由法

院核發；若有急迫情形（例如現行犯逮捕），則無庸事先取得令

狀，但必須事後向法院聲請令狀，使法院有事後審查之機會。 

參、通緝、逮捕 

傳統上對於拘提與逮捕的區分是：拘提必須要有拘票，逮捕則不需

要類似拘票之書面，而是得直接為之。逮捕分成通緝犯逮捕、現行犯逮

捕、為羈押目的之逮捕。 
一、通緝 

意義 
通緝，指以通緝書通知附近或各處檢察官、司法警察機關，經通

知或公告後，檢察官、司法警察官得拘提被告或逕行逮捕之，利

害關係人亦得逮捕被告（§§86、87）。通緝本身和逮捕是兩回事，
譬如通緝被告後可能沒有逮捕到被告，再譬如通緝被告後被告自

行到案，又譬如通緝被告後發現通緝有誤而將通緝撤銷，可見有

通緝未必有逮捕。通緝本身對被告名譽權有所干預，故通緝本身

即為一強制處分，一般將之依附於逮捕之下討論其實並沒有給予

足夠重視。 
  

                                                        
1 黃朝義，刑事訴訟法，2014 年，頁 183；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2017 年，頁 314

～317；王兆鵬，刑事訴訟講義，2010 年，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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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原則之考量 

由於通緝之後被告名譽權將產生難以回復之損害，故通緝於偵查

中須由檢察長或首席檢察官決定，於審判中須由法院院長決定，

並且通緝之對象以被告為限（§85）。由於通緝對被告名譽損害過

於重大，故學說認為將來修法應加上「犯罪嫌疑重大」要件
2
，學

者並指出是否允許通緝應考量犯罪之輕重，尤其通緝所干預之法

益（名譽權與人身自由）不應超過被告犯罪所侵害之法益
3
，因為

有違比例原則！ 

二、通緝犯逮捕 
執行人員 

第 87 條第 1 項雖曰：「司法警察官」，而未包括「司法警察」，但

可想而知，如果一般的警察都不能逮捕被通緝之被告，而要司法

警察官執行，顯然是難以操作，所以實務上司法警察也會逮捕通

緝犯。第 87 條第 2 項所稱「利害關係人」，如被害人、告訴人、

自訴人固屬利害關係人，但於侵害國家法益或社會法益之犯罪，

利害關係人範圍多大不無疑問；有認為，關於國家法益或社會法

益的犯罪人人皆為利害關係人，故如被告所涉及之罪為侵害國家

法益或社會法益之犯罪，一旦被通緝幾乎人人得逮捕之
4
。 

通緝效力之消滅 

通緝後被告經逮捕或自行到案，通緝之效力消滅，檢察官或法院

訊問被告後如果將之釋放，會給他一張「到案證明單」，以免其他

警察或利害關係人又將被告逮捕。 

三、現行犯逮捕、準現行犯逮捕 
犯罪在實施中或實施後即時發覺者，為現行犯（§88 II）；準現行

犯，指第 88條第 3項所稱「以現行犯論」之情形。 

  
                                                        
2 黃朝義，刑事訴訟法，2014 年，頁 198；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2017 年，頁

360。 
3 黃朝義，刑事訴訟法，2014 年，頁 198。 
4 林俊益，刑事訴訟法概論（上），2017 年，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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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基礎 

按照社會契約的觀念，人民容許國家對其天賦之權利部分限縮，

交換的代價就是國家必須對其保障，以刑事程序而言，國家知有

犯罪嫌疑應主動偵查犯罪（§228 I），檢察官依偵查所得證據，足

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251 I）。國家既已提供人民

足夠保護，則為避免社會秩序動盪不安，故禁止人民私自使用武

力，所有武力收歸國家所有，此即國家武力壟斷原則，但是國家

為了避免過度干預人民自由，自不能時時刻刻注視人民，因而即

會有保護不足之時刻，此時應允許人民回復其武力，使其得自行

以武力捍衛其自由、權利以及維護社會秩序，包括民法的自助行

為、正當防衛、緊急避難（民§§149～151）5
，刑法的正當防衛、

緊急避難（刑§§23、24），以及刑事訴訟法的現行犯逮捕、準現行

犯逮捕（§88），指的都是國家力所不及、不能及時有效給予人民

保護或維護社會秩序，故允許人民於必要限度內回復其武力，人

民此時於必要限度內施展武力為法所允許，民事上不負損害賠償

責任，刑事上無不法內涵。刑事犯罪之追訴，因公益性質濃厚，

故允許人人皆得為現行犯逮捕、準現行犯逮捕
6
。 

現行犯逮捕 

第 88 條第 2 項：「犯罪在實施中或實施後即時發覺者，為現行

犯。」條文所稱「實施」指已著手於犯罪者，若僅預備犯罪並不

包括在內，所謂「即時」指犯罪實施中或實施後當時（司法院 36

院解 3395）7
，所稱發覺是指被告犯罪極為明顯，可以說是直接看

到犯罪，犯罪嫌疑達幾近百分之百！ 
                                                        
5 王澤鑑，民法總則，2014 年，頁 632 以下。王師曰：「法律的最重要任務在於維持及確

保和平，故權利遭受侵害或不克實現時，當事人應訴諸公權力，由司法機關依法定程序

排除侵害或實現權利。然而在特殊的情況，公權力的救濟可能緩不濟急，法律乃在一定

的要件之下例外的容許權利人的自力救濟，而規定『自衛行為』及『自助行為』。」可

供參考。 
6 林俊益，刑事訴訟法概論（上），2017 年，頁 248。林師曰：「任何人發現後，若不賦予

任何人『逕行逮捕之權』以逕行逮捕，則人犯必逃逸，證據亦沒有，為保障社會安全，

確保犯罪之訴追，自應賦與任何人得逕行逮捕現行犯之權。」可供參考。 
7 林俊益，刑事訴訟法概論（上），2017 年，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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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現行犯逮捕
8 

第 88 條第 3 項「以現行犯論」之規定，一般即稱之為「準現行

犯」。第 1 款所稱「被追呼」，指的是被他人指為犯人，且其情況

可認為犯罪才發生不久；學者並指出，「被追」與「被呼」不需要

並存，關鍵應該在於當時之客觀情形是否足以令人相信逃逸者為

犯罪人。依第 2 款，如有物證（兇器、贓物或其他物件）或痕跡

（於身體、衣服等處露有犯罪痕跡），並且「顯可疑為犯罪人

者」，亦為準現行犯；關於「贓物」，釋字第 90 號認為：「犯瀆職

罪收受之賄賂，應認為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第 3 項第 2 款所稱之贓

物。賄賂如為通貨，依一般觀察可認為因犯罪所得，而其持有並

顯可疑為犯罪人者，亦有上述條款之適用。」不論依第 1 款或第 2

款為準現行犯之逮捕，在時間上須與犯罪行為終了有相當之密接

性，始足以擔保犯人與犯罪之明確性，而與現行犯同視（102 台上

447判決）。 

民眾逮捕之比例原則 

一般人既非「專業司法人員」，逮捕前亦沒有「審查程序」，如果

不嚴格限縮其得逮捕之範圍，則被逮捕者之自由、權利將受不當

干預，此處應採如同比例原則之考量！譬如被告僅偷竊 10 元鉛筆

（侵害財產法益之輕微犯罪），如予以逮捕（干預人身自由）不合

比例，再譬如現行犯公然殺人後自願留於現場等警方來抓他，此

時現行犯既無逃亡之虞，即無允許逮捕必要
9
。 

肆、為羈押目的之逮捕（§228 IV） 

這名義上是逮捕，但事實上被告既已接受訊問，很難想像檢察官會

讓受訊問者自行離去，所以被告人身自由已在被拘束中，於訊問中加以

逮捕僅具形式之意義。 

  
                                                        
8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2017 年，頁 362～363。 

9
 
楊雲驊，現行犯逮捕，月旦法學教室，60 期，2007 年 10 月，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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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緊急拘提 

一、性質：拘提或逮捕？ 
第 88 條之 1，條文中使用「拘提」字眼，但立法者卻將之放在逮

捕（§§87、88）之後，耐人尋味。從法理上而言，若依有無事先

之拘票區分拘提與逮捕，則依第 88 條之 1 第 2 項觀之，有時候也

是要用拘票，所以跟逮捕不完全一樣，但這裡的拘票是事後補

發，且檢察官親自執行得不用拘票，所以跟拘提也不太一樣。如

果說現行犯逮捕是犯罪中或緊接犯罪後，拘提則並非如此，那本

條第 1 項前兩款似乎較接近現行犯逮捕，後兩款似乎較接近拘

提。簡而言之，這是一個奇怪又定位不明的立法。 

二、用語 
可能是基於立法者於條文中使用「拘提」、「拘票」字眼，林俊益

老師、何賴傑老師、王兆鵬老師都將之歸類成拘提，林俊益老師

指出實務稱此條為「緊急拘提」，何賴傑老師認為拘提程序保障較

逮捕為佳，縱使拘票是事後補發，也比逮捕沒有拘票還好，故將

之歸類為拘提
10
。本書依多數說使用「緊急拘提」稱呼本條。 

三、要件 
第 1項本文規定了共通要件，即「偵查犯罪」、「有該項其中一款情

形」、「情況急迫」。以下就該條第 1項各款一一分析。 

第 1款 

實務認為，該款所稱「現行犯」，包括「準現行犯」，所謂「共

犯」包括共同正犯、教唆犯、幫助犯
11
。依此本款所言已遠超過現

行犯逮捕範圍，譬如根本不在犯罪現場的教唆犯或幫助犯，固然

不能依第 88 條將之逮捕，但卻可能依本款將之緊急拘提，故本款

實將許多應用傳喚、一般拘提或逕行拘提之情況轉為適用緊急拘

                                                        
10 林俊益，刑事訴訟法概論（上），2017 年，頁 240；何賴傑，逮捕、搜索與扣押，台灣

本土法學，25 期，2001 年 8 月，頁 123，註 23；王兆鵬，刑事訴訟講義，2010 年，頁

259。 
11 林俊益，刑事訴訟法概論（上），2017 年，頁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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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旨在便利司法警察抓人。 

第 2款 

於執行刑罰、保安處分，或在被羈押狀態中脫逃者，觸犯刑法第

161 條脫逃罪12
，於脫逃實施中或實施後立即發覺者，得以現行犯

逮捕（§88 I、II），若非脫逃實施中或實施後立即發覺者，得發布

通緝（§84），依通緝犯逮捕方式為之（§87）。故本款並非一定需要

存在不可，其實是旨在便利司法警察無須事先之書面即可抓人。 

第 3款 

該條所謂犯罪嫌疑重大必須以「有具體事實」認定，不得空口說

白話或單純臆測，學者有認為「開車未懸掛車牌」尚未有事實足

認犯罪嫌疑重大
13
，但標準究竟何在，似乎極不明確而有待實務操

作將之類型化。就該條所謂之「司法警察盤查」，林鈺雄老師認為

應以從事犯罪偵查權限之司法警察盤查為限，若非從事偵查權限

之警察例行巡邏中之盤查則不合於此要件
14
，然而不論警察內部如

何分工，於刑事訴訟法皆為司法警察（§231），故究其本義並參酌

第 88條之 1第 1項本文，應是指司法警察「正在偵查犯罪中」。 

第 4款 

本款曰「有逃亡之虞」，又必須是該款所列重罪，組合了逕行拘提

兩款要件（§76 、）。 

小結 

由以上各款解釋可知緊急拘提與現行犯逮捕、通緝犯逮捕、一般

拘提及逕行拘提皆有重疊可能，所以第 1項本文中的「情況急迫」

必須嚴格解釋，否則緊急拘提勢將架空其他規定。尤其是若來得

及報請檢察官事先發拘票拘提，應不得適用緊急拘提（§88-1 II），

因為事先發拘票拘提，既有經檢察官審查、復有先行書面告知，

程序保障較佳。如檢察官未嚴格於事後把關，警察恐有濫用緊急

                                                        
12 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2016 年，頁 150。 
13 何賴傑，逮捕、搜索與扣押，台灣本土法學，25 期，2001 年 8 月，頁 124，註 26。 
14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2017 年，頁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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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提之虞。 

四、告知之特別規定 
一般司法警察為權利告知，時間是在開始詢問之時（§100-2 準用

§95 I），惟緊急拘提後應即告知其本人及其家屬，得選任辯護人到

場（§88-1 IV）。 

陸、拘捕後之處置 

一、解送、送交 
拘提或通緝犯逮捕之後 

第 91 條規定：「拘提或因通緝逮捕之被告，應即解送指定之處

所；如 24 小時內不能達到指定之處所者，應分別其命拘提或通緝

者為法院或檢察官，先行解送較近之法院或檢察機關，訊問其人

有無錯誤。」所謂「指定之處所」，應依拘票或通緝書之記載

（§§77 II 、85 II ）。所謂「應即」解送，文義上來說警察自然

不能對被告為本案訊問，頂多只能為人別訊問，但實務上警方常

有訊問之必要且通常會先訊問再解送，學者有建議透過修法緩和

此爭議
15
。 

現行犯逮捕之後 

無偵查犯罪權限之人逮捕現行犯者，應即送交檢察官、司法警察

官或司法警察（§92 I），對於無偵查犯罪權限而逮捕現行犯之人，

偵查機關應詢其姓名、住所或居所及逮捕之事由（§92 III）。檢察

官為偵查主體，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逮捕或接受現行犯者，應

即解送檢察官，由檢察官判斷是否羈押、為羈押之替代處分或逕

行釋放，但所犯最重本刑為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

之罪、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其告訴或請求已經撤回或已逾告訴

期間者，考量到警力之負擔及避免不合比例拘束人身自由過久，

得經檢察官之許可，不予解送（§92 II）。 

  

                                                        
15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2017 年，頁 3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