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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運用 GPS科技定位監控實務之發展－ 
以高雄地方法院 105年度易字第 110號判決為例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ce by Police using GPS 
technology to locate things and monitor people.－Take 
Kaohsiung District Court’s 105 annual judgment of case 

Yizi No.110 as an example. 

蕭明欽 

Ming-Chin Hsiao 

摘要 

目前法院對於利用衛星追蹤器所得之資料作為證據，已不陌生，所得資料亦多

為法院接受成為待證事實的證據，證據證明力也相當高，但其中不乏具有排除證據

適用以及欠缺證明力效果的法院裁判，其主因係當此科技器材運用於犯罪預防及偵

查時，確有侵犯個人憲法所保障的隱私權之虞。最近最高法院首度針對公權力運用

GPS 定位追蹤偵察方法提出明確之法律見解，認為該種偵察方式乃是強制處分，警

察應取得令狀方可實施，對我國偵察機關使用 GPS 追蹤器蒐證之偵查方法，劃下一

條紅線。此一判決見解，恐將面臨學界與實務界質疑與挑戰。 

關鍵字：GPS 追蹤器、跟監、合理隱私期待、馬賽克理論 

Abstract 

The court has accepted the evidence by using the GPS technology. Law enforcement 

using GPS Positioning tracking system is nothing new and the evidence is also accepted 

by some judges. But some judges excluded some technology evidence for violating 

humans’ rights and privacy. Recently, according to Supreme Court ruling, the police 

should have judge’s warrants before using GPS technology to locate and monitor 

suspects. There should be the limitation for the future judgments. Reconnaissance agency 

might face the challenges between the academic and practical fields.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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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GPS 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 System, GPS）或稱衛星追蹤器，為一種藉

由接收太空中的衛星訊號，用來計算使用者所在方位的全球性定位系統。早期為

美國作為軍事用途之用，自從 2000 年開放民間使用後，目前已經廣泛使用於工程

施工、地理測繪、車隊監控、交通導航、防盜等定位功能上。隨著衛星追蹤器在

犯罪偵查之廣泛運用，司法警察使用衛星追蹤器對罪嫌施以行動蒐證，可適時掌

握罪嫌習性及活動狀況，減少因近距離蒐證所造成之曝光可能性。 

有關隱私權之發展及定性，國內外都有不同的論點，可以確定的是，釋字 689

號解釋肯認個人在公共場所亦享有隱私權與資訊自主決定權，並首次引用美國法

上的「合理隱私期待（Reasonable privacy expectations）」概念，作為隱私權保障範

圍的標準1，據此，GPS 定位蒐集他人在公共場所的位置資訊也構成對隱私權的侵

害。目前法院對於利用衛星追蹤器所得之資料作為證據，已不陌生，所得資料亦

多為法院接受成為待證事實的證據，證據證明力也相當高，但其中不乏具有排除

證據適用以及欠缺證明力效果的法院裁判，其主因係當此科技器材運用於犯罪預

防及偵查時，確有侵犯個人憲法所保障的隱私權之虞2。 

司法審判實務上私人安裝 GPS 追蹤器被判有罪的刑事判決並不少，但關於司

法警察人員安裝 GPS 追蹤器蒐證而偵破案件之情形反而較少見3，究其原因，乃是

目前警方利用安裝 GPS 追蹤器，大多為重大犯罪之槍擊案、擄人勒贖案，為取得

一時的定位資訊情形，作為傳統人力跟監輔助手段，安裝 GPS 追蹤器，只是犯罪

偵查的手段之一，並非為證明被告犯罪構成要件之證據，法院判決書自然不會有

詳細的記載4，因此最高法院並未有對司法警察人員安裝 GPS 追蹤器蒐證偵察方法

                                                       
1「在公共場域中個人所得主張不受此等侵擾之自由，以得合理期待於他人者為限，亦即不僅其不

受侵擾之期待已表現於外，且該期待須依社會通念認為合理者。」參見司法院釋字第 689 號解釋

理由。 
2 廖韋傑，以 GPS 追蹤裝置偵查犯罪之法律問題研究，海洋大學法研所碩士論文，2013 年 6 月，

頁 2-3。 
3 李明勳，合理隱私期待之研究－已定位科技之為例，政治學法律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 7

月，頁 163。 
4 前述之擄人勒贖案即為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94 年度重訴字第 20 號案件，判決書內未述及任何有關

GPS 追蹤器之內容。轉引林禎瑩，日本 GPS 搜查之實務發展，檢察新論，第 12 期，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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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屬性及是否需以令狀為之表示意見5。然而，本案有關高雄地方法院 105 年度易

字第 110 號判決，對於二位海巡署具有司法警察身分人員，為偵辦走私案件，執

行職務時於嫌犯所使用之車輛安裝 GPS 追蹤器蒐證之行為，以刑法 315-1 妨害秘

密罪判決拘役 40 日，妨礙秘密罪本為二審判決即定讞罪名，本案因公務員執行職

務犯罪加重處罰，檢方得以再為被告利益上訴最高院。最高院指二審判決主要基

於保護隱私權，但沒說明行車軌跡等定位資訊為何屬於非公開活動，惟認為被告

身為司法警察人員應加重其刑，改判為拘役 50 日，上訴最高等法院駁回定讞，對

我國偵察機關使用 GPS 追蹤器蒐證之偵查方法，劃下一條紅線。本案是最高法院

首度針對公權力運用 GPS 定位追蹤偵察方法提出明確之法律見解，但我國「通訊

監察及保障法」尚未規範司法機關如何運用 GPS 追蹤器辦案6，偵查實務機關亦未

有明確規範7，在修法前無從聲請法院准駁，最高院此一判決見解，恐將面臨學界

與實務界質疑與挑戰。日後警察機關對於此類科技偵察手段應如何遵循，立法機

關該如何制定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法律，以維護基本權保障並兼顧偵查犯罪之必

要，都是本文探討的重點。本文將從上述法院判決理由分析比較，並從比較法上

介紹國外最新實務判決，來探討警察運用 GPS 追蹤器蒐證之合法性、行動蒐證跟

監與隱私權保護等爭點，觀察法院審判實務對於警察人員實施調查與採證相關之

立場，並分析相關之文獻、理論與實務見解，歸納形成結論，提供執法及立法機

關參考應用。 

貳、GPS 科技定位監控法制與隱私權保障 

一、資訊隱私權之發展 

基於人類生活共通需要與文明發展差距逐漸齊平的原因，隱私的重要性逐漸

為各個社會普遍性地接納並尊重，並願意或必須給予其法律上之保護，因而在這

樣的情形下，不論通訊秘密、資訊之自我保留控制、私事未經允許公開之禁止、

                                                       
5 李榮耕，科技定位監控與犯罪偵查：兼論美國近年 GPS 追蹤法制及實務之發展，台大法學論叢，

2015 年 9 月，44 卷 3 期，頁 939。 
6 法務部在 2000 年 3 月 16 日曾經對 GPS 科技跟監是否列入通訊監察項目，邀集國內相關學者招

開會議進行討論。討論結果為「目前衛星追蹤器暫時無需列入規範，至於未來隨著科技發展，各

辦案機關如認為有需納入規範的必要時，將會再邀請相關的專家、學者及實務界代表開會研討有

無修法必要」。司法周刊，「臺灣高院舉辦 105 年法律座談會法界菁英齊聚成果豐碩」，

http://www.judicial.gov.tw/jw9706/pdf/20161125-1826-1.pdf。 
7 有關可否在私人汽車外部裝設追蹤器，藉以掌握個人行車於公共道路的資訊，法務部於 2002 年

7 月 2 日（91）法檢字 0910023954 號函釋中認為：「我國現行法令雖無規範，但尚非欠缺，而應

留待司法實務在個別具體個案中形成見解，方屬允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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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他人有形之住居、身體與人格的自治與自我決定表現，不同型態的隱私利益

都在或多或少之情況下、在不同國家中獲得不同的實踐與保護。 

如眾所知，「隱私」之用語係承繼美國法上之 The Right to Privacy 而來8。雖然

美國憲法沒有直接出現隱私權這個名詞，但是，一般而言，修正條文第 4 條及最

高法院判例均已肯認對隱私權的保護，被視為保護個人自主權的一種方式，不受

政府無理的侵犯9。隱私權最初目的意旨在排除來自其他私人的侵害，不過此隱私

權不是絕對的，必須受到公共利益以及本人同意的限制10。在 1948 年聯合國總會

通過的人權宣言的第 12 條中論及，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所以及各項通訊都

有不容干涉與侵害的權利，亦被視為有關隱私權相關之條文。不過該條對於隱私

權的概念並非十分明確，各家說法紛紜。此外，而且隱私權也是一個尚在發展中

的權利群組，因為資訊科技的發展，以及國家和企業等巨大組織體所為資訊蒐集

活動的活潑化，隱私權的概念已經超越以空間為界限的住居權或居家範圍，進而

包含了關於個人非公開言論影像、病例資料、心理狀態、基因資訊、指紋資訊等

重要個人資料不受侵犯之自我防衛權，甚至包含積極面向的資訊公開之自主權11。

在我國，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保護之權利。但是在憲法實務上，釋字 585、603 及

631 號解釋均認為，個人私密領域，免於他人權利，亦即隱私權利，乃維護個人人

性尊嚴與人格完整發展所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應屬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權利。

釋字 689 號解釋更進一步判定，即使位處公共場所，人民並不當然就完全失去了

隱私的保障，相反地，在一定情況中，人民還是能夠主張隱私權益12。據此，隱私

權的概念，在我國憲法體系中已經有相當的地位。 

二、GPS科技定位監控與隱私權保障 

由於新科技的進步與發展，警察機關得以運用各樣新興的科技輔助偵查犯罪，

                                                       
8 侵權法層次之隱私權，依據William L.Prosser於其著名之經典論文"Privacy"一文中的四分類觀點，

應係由四種不同的行為類型所規範並保護。此四種侵權之態樣分別是：1.對個人之獨居、獨自性

或個人性事務之入侵（Intrusion upon the plaintiff''s seclusion or solitude ,or into his private affairs）。

2.對使個人難堪的私人事務之公開揭露（Public disclosure of embarrassing facts about the plaintiff）。

3.將被害人置於錯誤之公眾理解下（Publicity which places the plaintiff in a false light in the public 
eye）。4.為被告利益而未經同意使用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特徵（Appropriation, for the defendant''s 
advantage, of the plaintiff''s name or likeness）。 

9 Daniel E. Newman,European Union and States Personal Information Privacy, and Human Rights 
Philosophy-Is There A Match, 22Temp.Int’l & Comp. L.J.303,313 (2008)  

10王靜音，生物辨識技術之隱私權問題探討，資通安全專論，2008 年 3 月 13 日，頁 2-3。 
11王皇玉，汽車內活動是「非公開」活動嗎？，月旦法學教室，第 67 期，頁 14。 
12除了隱私權之外，司法院釋字 689 號解釋還判定，即使是在公共場域，人民還是享有不受侵擾的

自由、個人資料自主及身體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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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運用 GPS 追蹤器掌握犯罪者的行蹤，此種偵查手段不但可

以節省人力，而且比傳統方式更有效的掌握調查犯罪者的位置資訊，並確保執法

人員的安全，因此，廣為世界各國執法機關所使用。但是，同時的也引起是否侵

害被跟蹤者隱私權問題之疑義。運用 GPS 追蹤器掌握犯罪者的行蹤是否等同於搜

索扣押逮捕等強制處分？我國司法警察機關之證據偵查及取得方式，可區分為強

制處分與任意偵查兩類。強制處分因有侵害憲法所保障人民之基本權，按法律保

留原則，應以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任意偵查，因未行使強制力，且對人民權

益侵犯較輕微，縱使無法律明文，司法警察機關為發現事實，而利用科技器材進

行蒐證，其究屬強制處分或任意偵查之範疇，是否涉及侵害憲法賦於人民之基本

權？是否具備證據能力？國內不論理論與實務都有不同的見解，實有探究之必

要。 

雖然，上開科技定監控偵查手段欠缺適當之法律規範，侵犯基本權似乎輕微，

國內已有數篇論文關注，但相較於其他議題，仍屬少數13。我國除本文探討之案例

外，以往高等法院也尚未就利用 GPS 追蹤器偵察方法之屬性是否須以令狀為之，

表示意見14。在比較法上，2012 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次對於此類偵查行為做出判

決，該判決具有學理及實務上重大意義，法院認為警察機關以 GPS 追蹤器或是相

類似技術進行行動蒐證跟監等行為時，構成憲法增修條文第 4 下的搜索，是對私

人隱私權益的侵害，必須經過正當合理的法律授權，方得為之15。此判決作出之後，

對美國偵查實務造成很大衝擊，因為該判並未詳細說明，對於警察機關使用上述

偵查手段應該遵循得程序規範為何，以及如何應用傳統令狀原則的例外都未置一

語，留下法制及學理上一片空白。之後，美國聯邦調查局下令所屬幹員停止約 3000

部 GPS 追蹤器的使用，以杜絕案件後續的爭議16。 

另外，最近日本實務見解也對相類似的案件做出正反兩面不同意見的判決17，

其中平成 27 年 6 月 5 日判決，法院認為警方使用 GPS 追蹤器取得之證據及相關派

生證據無證據能力，但就起訴之犯罪事實全部認定有罪，本案於平成 28 年（2016

年）3 月 2 日經二審最高裁判所駁回上訴，並維持原審對被告處有期徒刑 5 年 6 月

                                                       
13李榮耕，同註 5，頁 875。註 6 文。 
14李榮耕，同註 5，頁 939。李明勳，合理隱私期待之研究－以定位科技為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 7 月，頁 164。轉引林禎瑩，日本 GPS 搜查之實務發展，檢察新論，

第 20 期，頁 256。 
15李榮耕，同註 5，頁 897。 
16Vogue, supra note 128. 
17大阪地方裁判所平成 27 年 1 月 27 日刑事部決定、大阪地方裁判所平成 27 年 6 月 5 日刑事部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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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刑度，有關本案無令狀 GPS 搜查所取得證據及相關派生證據，因「難認已達重

大違法程度」認定具有證據能力18。平成 29 年（2017 年）3 月 15 日三審法院最高

裁判所，裁定上訴駁回維持原審判決19，最高裁判所指出警方使用 GPS 搜查，是

一種侵入私人領域的調查方法，雖然被追蹤人車輛行駛於道路上屬於公共場域，

但仍應有合理的隱私期待，未經相對人同意，在車輛底盤安裝 GPS 追蹤器搜集定

位資訊，已經構成日本憲法第 35 條「不得對任何人的住所、文件以及持有物上進

行入侵、搜查和扣押」而嚴重侵犯個人隱私，上述 GPS 搜查等同於「檢證」之概

念20，應屬強制搜查的範圍，不能沒有令狀即進行調查，相關之證據無證據能力。

結論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2012 年「United States v. Johns 案」的判決相同。同樣的，

該判決也對於日本警方目前經常使用的 GPS 搜查手法說不，為警界及社會帶來相

當之震撼21。而本文我國案例中三審最高法院 2017 年 11 月 30 日的判決也與日本

之判決相似22，日後勢必對警察機關偵查犯罪實務造成影響。即便是歐洲的德國，

也於刑訴法立法規範 GPS 科技定位跟監之偵查作為23，由此可見，依法治國的原

則，立法規範 GPS 科技定位跟監似乎已經是世界的潮流。 

參、比較法上 GPS 跟監法制之沿革與發展 

GPS 衛星定位系統是由在於 20200km 高空 6 個軌道上共 24 顆衛星所組成，在

地面有一個主控站，六個監控站所組成。透地面的衛星接收儀，運用空間後方交

會法（resection method）計算出點位間的方位角及距離。經歷過去二十多年的發展

過程，目前在各項理論及應用之技術上已趨成熟，並已成為當前最重要之一項空

間大地測量（Space Geodesy）定位技術。近年來更擴展至定位追蹤之蒐證用途。

藉由 GPS 定位可以精準取得目標物的位置資訊，而以往借由人力或車輛追蹤嫌犯

的目視方式，不但需要許多人力，而不容易掌握嫌犯的行蹤，但是自從 GPS 定位

系統發明後，警察人不需在目視範圍內跟蹤相對人，只要在機關內即可遠距掌握

相對人的行蹤，整個跟監行動不但節省金錢及人力，更能有效掌握對象的行蹤，

也因而成為警察辦案的利器，私人徵信業者更是以此作為私人取證手法。不過，

                                                       
18大阪高等裁判所平成 28 年 3 月 2 日判決，LEX/DB 文獻編號 2554299。 
19最大判平成 29 年 3 月 15 日判決，LEX/DB 文獻編號 2554299。 
20日本刑事訴訟法之檢證是指憑藉五官對物的狀態進行辨認，相當於我國的勘驗。日本法認為檢證

之手法會破壞人的住所安寧，並對物品的穩定狀態進行強制處分，因此認為與扣押搜索一樣，需

要依法院令狀進行。林禎瑩，同註 13，頁 250。 
21林禎瑩，同註 14，頁 253。 
22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 3778 號刑事判決。 
23連孟琦編著，德國刑事訴訟法，法務部編印，2016 年 1 月，頁 6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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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警察使用科技器材蒐證是否對人民造成基本權之侵害，一直是爭議之重點。 

使用 GPS 追蹤器掌握他人行蹤，比較爭議的問題，大致為未經他人同意時進

行之安裝，並且有伴隨著追蹤器進入私人處所仍可以發送信號，此時之狀態已經

進入私人空間是否已經扣成搜索？取得之資料是否會被證據法則排除？被跟蹤者

的車輛行駛於公共道路上，是否有個人隱私的期待？不獨我國有這些相關的爭議，

在美國與日本實務判決與學者對於 GPS 追蹤器得使用也都引起很大的討論，而且

已經有多起案件的訴訟產生，從這些案例的發展，對於本文的討論極具參考價值。

其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2011 年 United States v. Jones 案（以下稱「Jones 案」）中

首次對偵察機關普遍使用 GPS 追蹤器的跟蹤之合憲性做出判決。此判決不但深遠

地影響美國搜索扣押的法制，也影響日本及我國實務判決，並引起學者廣泛的討

論，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從比較法上之外國立法例先行探討，再與國內學說及判

決實務對照，對於 GPS 定位追蹤等高科技下的強制處分重新審思。 

一、從財產權到隱私權之轉變－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下的搜索 

GPS 既然是由美國軍方所發展來的定位系統，美國聯邦調查局當然是最早運

用於 GPS 追蹤嫌犯座車之位置，聯邦法院的相關判決，也是吾人研究 GPS 追蹤器

偵查犯罪合法性問題時必須探討的案例。向來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於搜索之界定，

與美國聯邦法院早年的判決極為相仿，都是將之理解為對於有形空間物理上的侵

入。例如，我國刑訴法上搜索的客體包括了「電磁紀錄」，但仍以「身體」、「物件」

或「處所」為主24，與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相似：「人人享有確保其身體、住

所、文件及財產安全，且不受不合理的搜索及扣押的權利」25，搜索是刑事偵查中

相當傳統的強制處分之一，但是性質如何，一直有不同的解釋及認定，中外皆然。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過去認為，搜索是一種對人民財產的侵害，但是，晚近多認

為搜索會破壞他人的隱私。於 2012 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Jones 案」的判決，似

乎又回到以財產權侵害決定是否有侵害為準，不過，近來有轉向以隱私權理解搜

索的趨勢26。 

1928 年在 Olmstead v. United States 案27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是以財產

權的保護作為解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的核心，作為判斷警察的行為是否構

                                                       
24刑事訴訟法第 122 條參照。 
25U.S Const. amend. IV：”to be secure in their persons, house, paper, and effects, against unreasonable 

searches and seizures.” 
26李榮耕，同註 5，頁 880。 
27Olmstead v. United States 277 U.S. 438(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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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搜索，以及是否必須遵循聯邦憲法規命定的程序規範。1967 年在 Katz v. United 

States 案28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採取了不同的立場，改從隱私權的角度理解聯邦

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認為其保護的對象是「人（people）」而不是「處所（places）」。

也就是說，警察機關的行為侵害了相對人的隱私時，便構成了搜索，若無，則否。

在 Katz 案中聯邦法院 Harlan 大法官提出一個判斷標準，也就是後來廣為人知的「合

理期待（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理論，或是「隱私權基準」29。另外聯

邦法院又延續此一基準，發展出許多相關判決及理論，其中「自願揭露原則」也

是重要的原則30，此一法則的概念並不複雜，但是在跟監的個案中判演著相當重要

的角色。換言之，在 Katz 案判決出現之後深遠影響美國法院的學理與實務，從 1967

年到 2012 年，美國法院幾乎都是以此標準來判斷員警的行為是否構成搜索。 

90 年代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有兩個對於傳統無線電追蹤器有關的判決，成為實

務上警方辦案跟監時重要的規範。第一個案例是 1983年United States v. Knotts案，

被告主張警方使用追蹤器侵害其個人隱私權，本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後判決認

為，警方使用追蹤器之偵查手法，並未侵害被告之隱私權，因為被告開車行駛於

公共道路上，是自願將其行車動線位置揭露他人，所以不能對其行蹤主張享有合

理隱私期待。31第二個案例是 1984 年 United States v. Karo 案，本案同樣是警方使

用追蹤器掌握被告行蹤，不過該案的追蹤器隨著車輛進入私人住宅及場所，在判

決中法院重申，以追蹤器追蹤特定人於公共道路上的行止，不構成搜索，也未違

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不過，如過追蹤器隨著車輛進入私人住宅及場所，就會

侵害相對人合理隱私期待，因此必須遵守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得程序。以上兩個

案例雖然是以「室內/室外」作為「公」與「私」之區分搜索之界線，但最高法院

也表示，如果警方以天羅地網式（dragnet）的跟監，就應該有不同的憲法原則的

適用，以解釋及適用增修條文第 4 條的意涵及保障範圍32。 

2011 年 United States v. Jones 案則是另外一個重要判例，聯邦最高法院首次對

                                                       
28Katz v. United States, 389 U.S.347(1967) 
29Harlan 大法官隨後強調，合理隱私權期待理論是一種價值判斷，用以決定國家機關的行為應該受

到何種規制。轉引李榮耕，同註 5，頁 885。 
30自願揭露原則的基本概念是，若個人自願地向公眾或第三人揭露其私密資訊，就會因為欠缺主觀

上的隱私期待，而不得主張享有合理的隱私期待。警察機關蒐集此一類的資訊，即不會構成搜索，

而不需申請搜索票。在 United States v. White 案中，在不知情的情形下，被告與線民在被告的屋

內進行數次的談話，在屋外的警察藉由顯民申上的無線電設備，得知了所有談話內容。聯邦最高

法院判決，被告自願選擇相信線民，與之進行談話，沒有合理的隱私期待可言。United States v. 
White, 401 U.S. 745(1971) 

31United States v. Knotts, 460 U.S. 276(1983). 
32Kotts, 460 U.S. at 2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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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察機關普遍使用 GPS 追蹤器之合憲性做出判決，本判決一改過去延續近 50 年來

Katz 案以合理隱私期待作為判決基準，對於相對人所駕駛車輛底盤下安裝 GPS 追

蹤器在公共道路上所取得的位置資訊之行為，以財產權的角度出發認為是一種「物

理上的入侵」（physical trespass），已經構成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下的搜索33。但是

本案並未對實務偵察機關對於運用 GPS 追蹤器偵查察犯罪應該遵守的程序規範提

供明確的說明。對於美國偵察實務造成很大衝擊34。國內亦有論者認為本案因為其

未言明不涉及財產侵入的行動監控是否構成搜索，警察機關為避免日後爭議及證

據被排除的風險，可能放棄此種偵察手段，或是改用傳統的人力跟監。如此一來

不但會錯失了許多取得證據的先機，也嚴重增加偵察成本及資源35。 

二、GPS搜查是否為強制處分－日本最新實務見解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自從做出「Jones 案」判決後，認定警方在相對人車輛安裝

GPS 追蹤，已經構成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下的搜索，換言之，若依照法規範

須經法院核發授權令狀，才能執行搜索。而日本在平成 29（2017）年最高裁判所

對於警方在相對人車輛安裝 GPS 追蹤最新的判決36，亦與美國法院「Jones 案」相

當類似。本件原審法院37原本判定警方無令狀 GPS 搜查取得之證據及派生證據，

無證據能力。第二審法院作出與原審相反之判斷38，認定本案無令狀 GPS 搜查取

得之證據及派生證據，有證據能力，不過最高裁判所駁回上訴，維持原審判決。

本案對於 GPS 搜查之判準，實值得探討研究。 

（一）平成 29 年判決案例事實 

本案被告及共犯等人，自平成 24 年 2 月起至 25 年 9 月止，犯下數起

竊盜案及侵入住宅竊盜案，警方為調查本案，確認被告的行蹤，自平成 25

年 5 月 23 日起至 25 年 12 月 4 日止，在未經被告同意，取得法院核發令狀

下，在被告、另 3 名被告及被告交往之女友等人所使用之自小客車、機車

共計 19 台，安裝 GPS 追蹤器，長達 6 個月半，陸續取得相關定位資訊下，

同時進行尾隨跟監之調查。 

                                                       
33劉靜怡，政府長期追蹤與隱私保障，月旦法學教室，116 期，頁 9-11。該文中對於本案有精要的

判決評介。 
34Aruane de Vogue, Supreme Court Ruling Prompts FBI to Turn Off 3,00 Tracking Device, Yahoo News 

Jun 17, 2013.. 
35李榮耕，同註 10，頁 919。 
36最高裁大法廷平成 29 年 3 月 15 日判決（LEX/DB25448527） 
37大阪地方裁判所平成 27 年 6 月 5 日判決。（LEX/DB25540408） 
38大阪高等裁判所平成 28 年 3 月 2 日判決。（LEX/DB2554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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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爭點 

GPS 搜查是否為強制處分？抑或是任意處分？ 

（三）各審級法院裁判理由 

原審法院認為本件以 GPS 搜查行為，取得精確度相當高的位置資訊，

是侵犯相對人的合理期待隱私權，而且在安裝 GPS 追蹤器的過程必定伴隨

著進入私有地之行為，最後法院指出，GPS 追蹤器是透過手機螢幕讀取定

位資訊，此種員警以五官之感官知覺所為之勘查辨認具有「檢證」性質，

屬於成強制處分，應以令狀為之。因而認定本案所取得的證據，無證據能

力。 

二審法院卻認為，警方使用 GPS 搜查有其必要性，而且 GPS 搜查是否

為強制處分在司法審判上尚未形成定論，本件使用 GPS 搜查「難謂已達重

大違法程度」，相關證據有證據能力。最高裁判所首先強調，日本憲法 35

條保護的客體是「『住所、文件及持有物品』且在私人的領域有不被侵入的

權利」，因而個人開車行駛於公共道路上的位置資訊隱私，也在受保護的範

圍內。公權力利用 GPS 搜查的偵查手段，可以把握目標車輛及其使用者的

位置和移動情况。以這種全面掌握取得被跟監者位置資訊的偵查手法，有

可能侵害個人的隱私。再者「秘密的侵入私的領域安裝拆卸 GPS 亦有可能

侵害個人的隱私，與在公共道路上運用傳統人力跟監並持錄影機全程錄影

的偵查手段並不相同」。因此，本案以 GPS 定位跟監是「侵入私人領域的偵

查手段，是違反個人意願侵害憲法保障法益的調查方法」被判定是屬於強

制處分。另外，本案對於 GPS 搜查法院認為是屬於現行法強制處分下的「檢

證」，應該依據「令狀」才可以實施，「透過讀取手機畫面的位置資訊，來

掌握相對人行蹤，性質與刑訴法上的檢證非常相似39」，不過法院也指出約

制公權力以 GPS 搜查相對人行蹤過度的搜集資料，遵守正當法程序、申請

令狀有其必要性。 

（四）本判決之評析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197 條第 1 款規定：「於偵查中，為達成其目的得為

必要之調查。但強制處分除本法有特別的規定外，不得為之。」根據該法

條的規定，偵查之際實施的處分分為「強制的處分」和「非強制的處分」（任

                                                       
39所謂的「檢證」是指憑藉五官之感官知覺所為之勘查辨認，相當我國刑訴法上的「勘驗」性質。

請參閱，林禎瑩，同註 14，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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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處分），但是何謂強制的處分並沒有詳細的定義，因此，理論與實務界也

尚未有定論。在學界大約有四種主要學說：第一說，認為偵查之手段有伴

隨著直接物理性質之實力或強制力之行使（直接強制）或使負有預含制裁

效果之義務行為（間接強制）之處分者，為強制處分。簡稱為「形式強制

力說」40。第二說，主張在「強制」與「任意」之間存有尚未達強制程度之

實力行使的階段，於此一中間階段內，社會通念上適當之實力的行使或因

勸服對象所為之實力的行使，得認為是可容許之任意偵查。簡稱為「中間

領域說」41。第三說，不論有無強制力或實力之行使，凡未經對象之同意而

侵害其個人權利、法益者，即為強制處分；偵查活動縱然未伴隨強制力或

具有義務之賦課，仍可構成強制處分。簡稱為「形式權利侵害說」42。第四

說，係以有無違反對象明示或默示之意思而侵害其重要之權益，做為區別

任意處分與強制處分之判斷基準。稱為「重要權利侵害說」。第一說及第二

說則為較傳統之見解，主要是強制力或實力為區別標準，但隨著科技的發

達，偵察機關科技執法的手段，已經超過當時著重「物理上」的範圍，並

無適當之法規範，因此，第三說及第四說之「重要權利侵害說」相繼出現，

並逐漸獲得學界有力的支持43。目前各學說各自有其合理之根據，不過晚近

有學說主張應以個人之權益實質上有無侵害或危險發生，作為區別標準較

為妥當44。 

在實務判決上，最高法院首次對於強制處分明確提出見解的代表案例

則是，昭和 51（1976）年 3 月 16 日第 3 小法庭之裁判。本判例提出四點作

為強制處分一般之定義：1、壓制個人的意思。2、限制人身、住居、財產

等權利。3、強制地實現偵查目的之行為。4、若無法律明文授權顯為不當

之行為。同時，進一步指出，縱使於外觀上具有直接之有形力，但這並不

表當然立即構成所謂之強制處分，而仍有視為任意處分與以容許之餘地，

且於該任意處分中，仍應就處分所導致之法益侵害的性質、程度與處分之

必要性、緊急性兩相權衡，認為具有相當性，始為適法45。換言之，任意處

分的要件則是：1.未侵害權益之偵查手段。2.但仍須符合，比例原則等要求。

                                                       
40團藤重光，條解刑事訴訟法（上卷），1950 年，頁 361。 
41出射義夫，「任意・實力・強制」ヅュリスト第 65 號，1945 年，頁 41。 
42引自由宮裕編著，刑事訴訟法 I，1975 年，頁 129。 
43井上正人，「任意搜查と強制搜查の區別」刑事訴訟法の爭點，1991 年，頁 42。 
44井上正人，同前註 43，頁 96。 
45井上正人，同註 43，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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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例之見解，影響偵察實務甚廣46。 

如上所述，日本的強制的處分需要在刑訴法中有明文規定作為根據，

因此，刑事訴訟法接受強制處分法定主義的思想，規定了若干的強制處分。

首先，對物的強制處分。例如，搜索是指針對人的身體、物品或者住所及

其他場所，以發現物品或者人為目的進行的探索行為47。沒收是指針對搜索

等發現的證據物或者應沒收的物品，從所有者處強制取得佔有的處分48。還

有，徵得對方的同意轉移佔有進行保管的情況，保管遺留物的處分稱為「扣

留」49。綜合沒收與扣留取得佔有的處分稱為「扣押」50。此外，通過自己

的五官的作用強制認識場所、物品或者身體的性狀，取得證據資料的處分

的是「檢證」51。除了扣留以外，在偵查階段為了執行這些處分，就需要法

官簽發的令狀52。另外，請求檢證令狀之要件，要有具體的犯罪嫌疑事實，

有必要性為要件53。 

故從上述強制處分的觀點，即可來觀察本判決對於 GPS 搜查是否構成

強制處分認定的標準。首先，法院認為對於秘密安裝 GPS 搜查跟監，已經

侵害個人的隱私，與運用傳統人力跟監偵查手段侵害性較小並不相同。再

者，GPS 搜查可以全天候不間斷搜集相對人的定位資訊，因而可全面掌握

相對人的行蹤。最後，取得定位資訊時也包含在合理隱私期待甚高的空間。

因而運用 GPS 搜查必定伴隨著侵入隱私權保護甚高之私人場域，這種由藉

由五官對物的觀察之「檢證」已經構成強制處分，應該依據令狀授權後才

可以實施54。換言之，本判決的結論是以「檢證」作為 GPS 搜查之規範，

                                                       
46日後多數的裁判例均沿襲本判例所示之基準作為任意處分與強制處分之區別依據。 
47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218 條、第 102 條。 
48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218 條、第 99 條。 
49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221 條、第 101 條。 
50日本憲法第 35 條也使用了「扣押」的詞語，從文本中能夠發現這是指需要令狀的處分，與刑事

訴訟法上的「扣押」不同，被解釋為不包含扣留。日本憲法第 35 條條文參照。 
51日本偵查階段實施的搜索、沒收、勘驗檢查這些強制處分規定於《刑事訴訟法》第 218 條以下。

但是，第 218 條和第 219 條僅規定了搜索、沒收、檢證時需要令狀，以及令狀的方式。詳細的搜

索、沒收、勘驗檢查的執行方法規定於第 222 條中。高柳賢三等編著，日本国憲法の制定過程－

国連司令部の記録，刑事訴訟法の制定プロセス 1，有斐閣，1972 年。 
52如果是審判階段由法院簽發。 
53日文原文，検証（けんしょう），日本の刑訴法における検証とは、場所・物・人の身体につき、

五官の作用により、その存在・内容・形状・性質等を認識する強制處分である。日本刑訴法 222
条 1 項の準用する同法 129 条参照。 

54日本之令狀主義，是指強制處分之行使原則上應以法官事前簽發令狀為必要，使可能侵害人民基

本權之強制處分之實施與否，須由中立之第三者立場之法官審查。其目的旨在透過公正第三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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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日本學者對於本判決以檢證作為 GPS 搜查之規範，有不同意見。論者

認為55，雖然本判決以 GPS 搜查是透過搜查員警以五官之感官知覺而取得

之定位資訊，自應該當「檢證」，而應依據「檢證令狀」來實行。此論點與

監聽法制制定前之議論爭辯相似，也就是認為監聽不該當憲法第 35 條規定

之搜索、扣押，而應是檢證之類似行為。若是如此，應該以「監聽令狀」

為之，然而，GPS 搜查畢竟與電話及通信之監聽稍有不同56。另有論者認為
57，該判決重視隱私權必要保護性之空間及能入私有地等取得定位資訊之情

形，強調著眼於物理入侵之見解。但就 GPS 追蹤器端末設備本體之安裝，

有何權利或利益之限制，並未明示判斷。且依據本判決，只在公共道路上

安裝 GPS 追蹤器端末設備情況之處理，是不明確的。最後，該判決對於要

求搜查機關重視令狀主義檢討，法院之態度值得肯定，但仍留下對 GPS 搜

查應該如何制約才是最合理的疑問。 

另一方面，若是從 2011 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針對 GPS 追蹤器之偵查方

法表示意見之著名案例 John 案而言，該案認為公共場合還是享有隱私權保

障，當個人的資料，由片段、瑣碎資料逐漸像「馬賽克」被拼湊成全面景

像時，就已經構成搜索而侵害個人隱私。但是本判決日本最高裁判所並未

採美國聯邦法院的馬賽克理論，而是採準物理侵入說58。並不著眼於 GPS

偵查所取得的資訊總量，而是重視安裝 GPS 追蹤器及定位的過程中是否伴

隨有侵入合理隱私權期待空間高之私領域，而為物理上之判斷。本文認為

就其原因乃是，日本現行法將檢證視為強制處分之一種，傳統上刑訴法搜

                                                                                                                                                               
制衡，以防止偵查機關的權力濫用，擔保憲法所保障的重要自由權益不受不合理的干涉，並避免

球員兼裁判，以維護程序的正當。 
55村井敏郎（一橋大學名譽教授），「GPS 搜查に関する 2 判例」，轉引林禎瑩，同註 14，頁 252。 
56安裝 GPS 追蹤器之目的在取得被追蹤者的定位資訊，而非對被追蹤者之電信設備通話內容進行監

聽，自非屬於通訊保障監察法之範疇。吳爾文，警察跟監制度之研究－兼論我國通信保障及監察

法，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6 月，頁 118。 
57綠大輔（一橋大學教授），GPS 端末による動靜搜查によって得られた證據を排除した事例，新・

判例解說 Watch，刑事訴訟法 No.100，2015 年 9 月 18 日，轉引林禎瑩，同註 14，頁 251。 
58在美國法院的多數意見中，已肯定在車輛裝設 GPS 追蹤定位，即便大部分情形僅定位到對象車輛

在公共場域的位置，惟長期的追蹤定位仍具有權利侵害性，只不過於判斷權利侵害性的著重點上

存有差異。基本上，有二種見解：第一，資訊總量說，即學理上所謂「馬賽克理論（Mosaic Theory）」

或所謂鑲嵌理論，認為著眼於取得資訊的總量，判斷 GPS 追蹤器監控相對人行動是否已違反了

其合理的隱私期待。第二，準物理侵入說，是比較接近於上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Jones 案法庭意

見的財產權侵害說、以及日本大阪地院平成 27（2015）年 6 月 5 日判決的想法，並不著眼於 GPS
偵查所取得的資訊總量，而是重視安裝 GPS 追蹤器及定位的過程中是否伴隨有入侵性的狀況。

請參閱陳運財，GPS 監控位資訊得法定程序，台灣法學雜誌，第 293 期，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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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的概念仍是以強制力及物理上之入侵為主，並以人身、住居、財產等權

利為保護客體，而受法律保留原則及令狀原則之限制，檢證既然是以五官

對物的觀察所為之處分，雖不同於現行法上搜索、扣押之方式，但是對於

這種新興科技跟監以無形的侵入的偵查方式，目前並無其他適當之法規範

制約 GPS 搜查，法院為了保障日本憲法下的隱私權，當然就會將 GPS 搜查

（特別是侵入私領域）歸類為強制處分。 

三、我國 GPS科技跟監法制理論與實務之發展 

（一）使用衛星定位跟監是否為強制處分之爭議 

如前所述，日本法上對於強制處之定義學說與實務尚未有定論，反觀

國內亦然，關於任意偵察與強制偵察之區別判斷標準，學理及實務上仍有

爭議。因此，對於使用衛星定位跟監是否為強制處分，學說大致可分為下

列四說，第一說「個案決定說」，學者蔡達智氏對於美國司法警察使用電子

追蹤器偵查刑案之案例研究甚為深入，故蔡氏認為應依個案認定司法警察

裝設電子追蹤器是否需要法院之令狀。蔡氏舉出，車體外觀雖不具備合理

隱私期待，但在車體底盤裝設蹤器如不構成隱私權侵犯，則任何人、甚至

衣服裝置追蹤器，因為都是處於重人可共見共聞之狀態59。學者王兆鵬氏認

為使用追蹤器是否構成搜索，不應定義成「檢查搜索」或「搜尋探索」之

行為，而應採下列標準判斷；一、政府物理侵入法律所保護之區域，構成

搜索行為。二、政府雖無物理侵入，如侵犯人民隱私權，亦構成搜索行為。

例如，以熱顯像儀器探知人民在屋內之活動，雖無物裡侵入，但是顯示者

為人民之私密細節，故構成搜索60。第二說「非強制處分說」，學者李錫棟

氏認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實施跟監是否可以認為必要且相

當，及有相當之空間。惟李氏亦認為跟監及可能對隱私權造成某種程度之

                                                       
59蔡達智，由美國判例法論電子偵察與與私權的關係－以衛星偵察方法為例，政大法學評論，第 78

期，頁 61。 
60美國聯邦法院在 US.v.karo 案中認為被安裝追蹤器的毒品容器進入私人住宅，使執法機關得知哪

些地方藏有該毒品原料，認為雖然外部追蹤器尚未侵害合理隱私期待，但進入私人住宅後的續行

追蹤而令執法單位得知之住宅處所，則屬公眾無從窺視的隱私活動，成立隱私期待侵害。相關討

論參見王兆鵬，美國刑事訴訟法，元照出版，二版，2007 年，頁 117-119。不過上述的定性是否

適用於現代 GPS 的追蹤定位，聯邦法院並未有明確的表態，下級法院始終運用 80 年代發表的

knotts 案及 karo 案基準，只保護私宅內的行蹤，倘若 GPS 只追蹤公開場所的活動，即欠缺主觀隱

私期待而不構成因私侵害。直到 2012 年的 Jones 案聯邦法院才提出明確的見解。參見許恆達，

GPS 抓姦與行動因私的保戶界限－評台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上易字 2407 號刑事判決，裁判時報

24 期，2013 年 12 月，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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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尤其是附隨照像、錄影的跟監，對人民的權利更是嚴重侵害61。第三

說「基本權利干預說」，學者林鈺雄氏對於強制處分理論之變革認為，當代

憲法基本權體系之變遷，特別是在一般行動自由、一般人格權及資訊自我

決定或因私權之發展，已擴展了傳統的基本權保護領域及概念，而偵察活

動的本質，本來即具有像未來開展的可能性，故有效的偵察須賦予偵查人

員對偵查手段的選擇餘地與空間，否則將難以應付詭譎多變的犯罪型態。

因之，遂產生法治國的兩難，一方面，刑事訴訟不能成為憲法基本權保護

的化外之地，另一方面，過度要求的法律授權，將致偵查活動寸步難行。

從而，法律保留之規範密度，亦係爭議之一62，遂有基本權干預說之起。第

四說「強制處分說」，學者陳運財氏認為，就程序的角度來講，GPS 的追蹤

定位不管採何說，都有干預擾到憲法上所保障的權利，所以對國家機關來

講，應該定位為強制處分63。 

另外，依據釋字 689 號解釋，GPS 定位追蹤的對象即使是他人公開場

所的行蹤，仍然會有干預他人隱私權或資訊自主決定權的性質，隨著定位

的時間越久，所取得的資訊量越足以解析出他人的生活型態與社交關係，

干預程度就會越強。但是，如果定位時間較短，其對於他人資訊自主權的

干預程度，可能會輕微到接近於短暫的目視跟監，其所取得的個人資訊其

實與一般人在正常生活裡偶而得知他人所在位置一樣，此時可能就欠缺基

本權干預的性質。換言之，GPS 定位追蹤有無干預基本權的性質，是否侵

害隱私權在實務及學說上亦尚未有定論。 

（二）GPS 追蹤他人定位資訊是否屬刑法第 315 條之 1 所謂之「非公開之活動」 

至於 GPS 所追蹤他人座車位置，是否因其行駛於道路上可為多數人共

見共聞而非屬刑法第 315 條之 1 所謂之「非公開之活動」？實務及學說尚

未有定論，實務與部分學說認為，既然駕駛人在公共場所駕駛也享有隱私

之合理期待，其駕駛時也利用汽車隱蔽自己的行蹤，故其駕駛活動屬於「非

公開活動」，GPS定位跟監構成刑法§ 315-1的無故竊錄罪。但是有論者認為，

駕駛活動並非屬於「非公開活動」64，而且 GPS 追蹤器的功能僅是知悉並

記錄該汽車的位置及行駛路線，故汽車位置資訊並非是刑法§ 315-1 所要保

                                                       
61李錫棟，跟監對基本權利之干預，警察大學法學論叢，第 9 期，頁 53。 
62林鈺雄，干預保留與門檻理論─司法警察（官）一般調查權限理論之理論檢討，政大法學評論，

第 96 期，頁 194。 
63陳運財，同註 58，頁 91。 
64王皇玉，「汽車內活動是『非公開』活動嗎？」，月旦法學教室，第 76 期，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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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的「活動」？65有論者論為，行為人如果透過 GPS 追蹤器同時錄下或聽

取車內的對話應屬非公開的談話66。會引發爭議的是行為人所裝置的器材僅

能傳送位置資訊，而沒有錄音或錄影的情形，本文所探討的 105 年度易字

第 110 號判決案例即屬此類。因此，相對人的汽車行駛在公共道路上，而

法院將車輛移動的行蹤視為「活動」，似乎難以定性為「非公開之活動」67。

關於非公開的判斷，實務判決通常以，主觀上當事人有合理隱私期待，客

觀上為社會通念所接受的雙面標準，來審查被害人的舉止是否屬於刑法第

315-1 條中的「非公開活動」68。 

再者，實務判決有認為：「隱私權所保障者是「人」而不是「地方」，

為維護個人主體性與人格自由發展，個人於公共場域中仍應有一定程度之

不受侵擾之自由。個人駕駛汽車於道路上行使，均藉由車廂與外界隔離以

保有其私密性，並未採特別方式引起他人注視，其亦非公眾人物或基於公

益之事由其行蹤有為眾人週知之必要，應可認其期待隱沒於道路上各種交

通工具間，不欲公開其個人行蹤，在客觀上得有合理之隱私期待69」。但亦

有判決認為：「相對人自願將自己行蹤曝露於他人目光之下，不屬於非公開

活動，追蹤器只取得相對人在公共道路上的資訊，與目視跟監無異70」。不

過多數法院目前採肯定說，也就是認為個人行蹤是「非公開活動」，不得任

意侵害。 
由前述美國 GPS 追蹤法制的發展觀察之得知，原本以產財權的角度發

展成以隱私權角度作為搜索扣押的標準，不只美國法制改變以隱私權角度

作為搜索扣押的標準，連我國法律也逐漸改變以隱私或私密的侵害作為規

範檢警機關強制處分的標準71。晚近我國最高法院已經意識到搜索影響所及

                                                       
65薛智仁，衛星定位追蹤之刑責－評台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上易字第 2407 號判決，科技法學評論，

11 卷 1 期，頁 119。 
66薛智仁，基於取證目的之私人竊聽，台灣法學雜誌，183 期，頁 166。這也是多屬案例的情形，

如最高法院 102 年台上字 4750 號判決事實。 
67蔡聖偉，私裝 GPS 跟監與刑法 315 條之 1－評台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上易字 2407 號判決，月旦

裁判時報，第 32 期，2015 年 2 月，頁 33。 
68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4780 號判決參照。 
69參見高等法院 100 年度上易字第 2407 號及 2915 號等刑事判決，可資參照。 
70如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102 上訴 75 號及新竹地方法院 100 易 145 號刑事判決。 
71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通保法。依據通保法規定，原則上警察機關必須有法院所核定的通訊監察

書，方得監察特定對象的通訊，不過，只有「有事實足認受監察人對其通訊內容有隱私或秘密之

合理期待者」，才有通保法的適用。（第 3 條第 2 項），另外一個例子是警職法。依照該法第 11 條

第 1 項，為防止犯罪，於有必要時，警察的以目視或科技工具，進行觀察或動態掌握，不過，只

以相對人無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的行為或生活為限。據此，當相對人對於其行為或舉止具備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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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相對人的財產權益，也包含了其隱私權，所以在數起判決的說理中

也都強調搜索對於人民隱私的侵害72。目前實務刑事判決中，就私人安裝

GPS 追蹤器而涉嫌刑法 315-1 條妨礙秘密罪之案件甚為常見，且大多為搜集

配偶外遇之證據，委請徵信業者安裝 GPS 追蹤器，其後因被發覺而背追訴

刑法 315-1 條罪嫌之案例。目前法院就「私人安裝」GPS 追蹤器之案件是否

構成刑法 315-1 條罪嫌之看法雖然不一，然採公共道路上之位置資訊亦有合

理隱私期待的判決為數甚多73。但過去高院對於公權力安裝 GPS 追蹤器而

涉嫌刑法 315-1 條妨礙秘密罪之案件較少有明確的見解，本案討論案例高雄

地方法院 105 年易 110 號判決及最高法院 106 年台上 3788 判決，則是國內

對於公權力運用該類科技跟監首次表示意見的實務見解，對於我國爾後實

務上運用 GPS 追蹤器之偵查手法，勢必造成深刻的影響。 

肆、法院判決意旨分析 

一、案例事實 

（一）被告甲為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南部地區巡防局五二岸巡大隊士官長，具有司

法警察身分之公務員。為偵辦走私案，將 GPS 追蹤器裝設於告訴人丙使用、

登記於丁交通公司名下之營業用小貨車底盤下，竊錄貨車之所在位置經、

緯度及地址、停留時間與行蹤等資訊，嗣後（7 日後）甲與不知情之乙（被

訴妨害秘密罪部分無罪）騎機車前往拆卸 GPS 追蹤器時，被告訴人丙發現，

報警處理而以涉犯妨害秘密罪提告。 

（二）案經台灣高雄檢察署檢察官偵查，以 103 年度偵字第 17185 號為不起訴處

分後，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檢察署檢察長以

104 年度上聲議字第 716 號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再議聲請確定。告訴人聲請

交付審判（104 年度聲判字第 81 號裁定），高雄地方法院裁定准予交付審

判。 

二、系爭焦點 

                                                                                                                                                               
理的隱私期待時，警察便不得對之為觀察或監控。 

72如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3127 號判決、最高法院 94 台上字第 536 號判決。 
73採個人在公共道路上的行蹤欠缺合理期待隱私判決，有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102 年度上訴字第

75 號判決；採公共道路上之位置資訊亦有合理期待隱私的判決，有台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上易字

第 352 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上易字第 2915 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上易字第

2740 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2 年度上訴字第 351 號判決。轉引林禎瑩，同註 14，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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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 GPS 追蹤器所取得目標車輛之動態行止及狀態等位置資訊等，是否為刑

法第 315-1 條所稱之「竊錄」行為，且為該條款規範之「非公開活動」？裝

設 GPS 追蹤是否侵害個人隱私權？ 

（二） GPS 定位追蹤而與傳統「人力跟監」是否相同，為「任意偵查」不侵犯個

人隱私？ 

（三）司法警察人員為偵查犯罪而實施上述行為，可否依刑訴法或警職法作為法

律依據主張阻卻違法？而非無理由？ 

三、各方觀點分析 

（一）被告主張： 

伊服役於海巡署，為取締私煙而鎖定丁公司，裝設時並不知道上開貨

車為告訴人所使用，無妨害秘密之故意，所取得回傳資訊亦未侵害其隱私，

且所屬岸巡大隊因人力有限，方以 GPS 衛星定位器代替人力跟監，用意在

偵查犯罪，並非「無故」而有正當理。 

（二）被告原審辯護人稱： 

貨車在公共道路上之行經軌跡，並不該當刑法第 315 條之 1 所稱之「非

公開活動」，且丙駕駛上開貨車係營業行為，而與私人生活領域無涉，非屬

刑法第 315 條之 1 所欲保障之隱私權範疇，再被告所屬岸巡大隊本有查緝

走私之任務，本得就上開貨車採取人力跟監，GPS 衛星定位器之定位功能

與在公開場合自後跟監之情形相類似，而屬被告執行公務範圍，亦有公益

目的，並非「無故」而有正當理由。 

（三）檢察官提起上訴理由稱： 

以 GPS 衛星定位器追蹤他人所在位置、動靜行止等，並非刑法第 315

條之 1 第 2 款規定之「竊錄」行為，更非該條款規範之「非公開活動」，原

判決認定成立該罪，已逸脫文義範圍及立法者立法時之規範真意，明顯違

反罪刑法定原則等語。 

（四）各審級法院判決理由摘要： 

1.一審法院74 

(1)法院認為上述法條所稱「非公開之活動」，在主、客觀的雙重標準為:「個

人主觀上有「合理隱私期待」欲隱密進行其活動而不欲公開，且在客觀

上所選擇之場所或所使用之設備亦足以確保活動之隱密性而言。」接著

                                                       
74台灣高雄地方法院 105 年度易字第 110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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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指出本案之重點:「車輛使用人行駛於道路上雖為他人共見共聞之狀

態，但仍得保有「獨處之權利」。且本法條未以「場所」作成構成要件，

發生在公共場所之隱私侵擾行為亦為可作為處罰對象。駕車行駛於道路

上，除明示放棄隱私期待之情形，應可認其主觀上不欲公開其個人行蹤，

為「合理隱私期待」，經由衛星追蹤器即時紀錄車輛之動態行止及狀態，

可掌握相對人行蹤，屬於個人即時之隱私活動，為刑法第 315 條之 1 所

保護對象。」 

(2)再者，GPS 衛星追蹤器可經由「拖網式監控」大量地蒐集、比對定位資

料，便可掌握他人行蹤。並引用美國法院之「馬賽克理論（mosaic theory ）」

（或譯為「鑲嵌理論」）說明雖然 GPS 衛星追蹤器起初取得之定位資訊是

零碎的資料，即如馬賽克拼圖一般，乍看之下微不足道、瑣碎的圖案，

但拼聚在一起後就會呈現一個寬廣、全面的圖像。個人對於零碎的資訊

或許主觀上並沒有隱私權遭受侵害之感受，但大量的資訊累積仍會對個

人隱私權產生嚴重危害。所以車輛使用人對於車輛行跡不被長時間且密

集延續的蒐集、紀錄，應認仍具有合理之隱私期待。而認定為「非公開

之活動」包含公共場域之隱私活動，裝設 GPS 衛星定位器行為，業已構

成以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侵害他人隱私權。 

(3)另外，法院認為所謂「無故」，判斷之標準，須視行為者有無合理化其行

為之事由而定。雖然被告基於偵查走私私煙犯行之目的，而侵害告訴人

之隱私，但若國家機關涉及限制人民之基本權等重大事項，原則上仍應

有法律或法律明確之授權為依據，不能僅由偵查機關憑一己之判斷或臆

測，藉口犯罪偵查為由，即自行發動竊錄蒐證，而仍應審究是否具有法

律上正當理由。 

(4)接著法院又指出，GPS 衛星定位雖然與人力跟監同樣可以取得他人的位

置資訊等相關訊息，但是在追蹤定位功能、侵害隱私強度、取得資訊總

量、不受空間限制等面向，均比人力跟監更嚴重干預人民基本權。以 GPS

衛星定位器作為偵查手段，應屬於強制偵查，基於法治國原則，須有明

文規定方得為之，而刑訴法第 230 條第 2 項、第 231 條規定，至多僅能

認為屬於「任意偵查」或任務分配上之規定，不能作為裝設 GPS 衛星定

位器偵查手段之法源依據。最後，法院認為警職法第 11 條亦非使用 GPS

衛星定位蒐證之法律依據，因本條第 1 項之要件必須出於「防止犯罪」

才能進行蒐證活動，而本案被告裝設 GPS 行為，係因偵辦走私案，與規

定不符。而且亦未踐行法定程序，取得書面同意後而立案調查，不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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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具法律上正當理由。應成應構成刑法第 315 條之 1 第 2 款之「無故」。 

2.二審法院75 

高等法院仍認為，被告在他人車上安裝GPS衛星定位器搜集定位資訊，

已經嚴重侵害他人隱私，具有干預基本權的性質，並非任意偵察，自不能

僅憑刑訴法第 230 條第 2 項、第 231 條規定，遽認偵察機關得以上開規定

具以實施裝設 GPS 衛星定位器蒐集定位資訊之偵查作為之法律授權，應維

持原判決，惟本案被告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司法警察，原審疏漏應加重其

刑，應撤銷改判，改處拘役 50 日（原判決拘役 40 日）。 

3.三審法院76 

最高法院指出，二審基於隱私權保護角度，認定被告行為不法，但未

說明何為「非公開活動」，並說明車輛行駛於道路上，外觀雖為公開活動，

但是車輛須由駕駛人操作使能移動，掌握車輛移動訊息，等於掌握駕駛所

在位置與活動等訊息，故就「車內之人物及言行舉止」而言，因車輛使用

人經由車體之隔絕，得以確保不欲人知之隱私，即屬於「非公開活動」。

但車輛行駛軌跡等定位資訊，能連結到駕駛人個人行動訊息，應也符合「非

公開之活動」的定義。接著指出二審法院以公共場所也有隱私權，進而用

「隱私受侵害」取代「非公開」構成要件要素，雖有瑕疵，但不影響判決，

本案上訴駁回。 

（五）本文觀點 

車輛動靜、行止狀態等位置資訊並非為刑法第 315 條之 1 妨害秘密罪

所稱之「非公開活動」，所謂「非公開活動」，參照通訊保障監察法第 3 條

第 2 項規定，應有「隱私或秘密之合理期待」，而所謂的隱私的合理期待，

是指活動者主觀上具有隱密性之期待，且在客觀上已利用相當環境或採取

適當設備，足資確保其活動之隱密性，使一般人均能藉以確認活動者主觀

上具有隱密性期待，而無誤認之虞者77。相對人自願將自己行蹤暴露於他人

目光之下，不屬於非公開之活動，追蹤器只能取得相對人在公共道路上的

位置資訊，使用人力跟監全程錄影同樣可以取得相同之資訊，即便是對基

本權之干預尚屬輕微，跟監目前既然屬於「任意偵查」手段，使用 GPS 科

技跟監做為偵查手段，性質上應與人力跟監相同。而車輛之行蹤為公眾可

                                                       
75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5 年度上易字第 604 號刑事判決。 
76最高等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788 號刑事判決。 
77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4780 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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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見，使用 GPS 追蹤器只是輔助現實跟監追蹤之不足，駕駛對其在公共場

所之行蹤縱主觀上具有隱密性之期待，但客觀上並無利用相當環境或採取

適當設備，足資確保其活動之隱密性，其隱私期待即非合理，自不得判定

為「非公開活動」。 

原審法院將「非公開活動」概念擴張解釋，牴觸類推適用原則，有違

罪刑法定主義原則。蓋基於刑法之核心價值──謙抑思想，刑事立法上乃循

此建立罪刑法定主義為其基本準則，即對任何不法行為施以刑罰制裁，均

須以法律明文規定為前提，何種行為構成犯罪，復應科予如何之刑罰，皆

以法律明確規範之。其中類推適用禁止原則，對於某行為於刑法規範上並

無適當條文可資適用，即不得援引其他相類條文予以論罪科刑，以避免刑

罰之創設或加重。除非若類推適用之結果係限縮刑法之適用範圍而有利於

行為人者，即應容許之。況且使用 GPS 追蹤器僅能得知車輛行駛之定位資

訊，不具竊錄功能，與而妨害秘密罪要件所述，窺視、竊聽、竊錄他人非

公開活動之功能有別，自不該當妨害秘密罪之構成要件。 

另外，「無故」之認定，法院認為，無故之判斷必須「綜合考量行為人

之目的，行為當時之人、時、地、物等相關情況，及對方受干擾之程度。」

綜合判斷。其行為所構成之侵擾，是否逾越社會通念所能容忍之界線。本

案被告身為執法人員，發動偵查係經過合理懷疑綜合判定始發動偵查勤務78，

且始發動調查即被發覺，既然無調查結果，當然無法依警職法規定取得長

官書面同意立案調查，若有侵害法益也難達重大違法之程度，故應屬於刑

訴法第 230 條第 2 項、第 231 條規定，為偵查犯罪蒐集資料具有公益目的

之「依法令行為」，並非為私人取證之「無故」，被告之行為尚難構成刑法

第 315 條之 1 妨害秘密罪。 

  

                                                       
78原告所屬之交通公司，曾經被海巡署查獲有走私私菸紀錄，原告本人亦有多次走私之犯罪紀錄，

被告發動偵查勤務，係經過合理懷疑而為依職權調查犯罪之正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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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對於安裝 GPS定位是否構成刑法 315-1不同見解比較表 

私人安裝 GPS 追蹤

器 是 否 構 成 刑 法

315-1 罪嫌判決 
否定說（有正當理由） 肯定說（無故） 

個人在公共道路上

的行蹤是否欠缺合

理期待、或裝設置針

孔攝影機竊聽、竊錄

行為屬構成要件之

『無故』妨害他人秘

密之行為 

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102 上

訴 75、新竹地方法院 100
易 145、最高法院 97 台上

4546、高等法院 93 上訴

3167、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89 上易 213、高等法院臺中

分院 97 上易 681、高等法

院臺中分院 100 上易 968、
高等法院 100 上易 815、新

竹地方法院100易145號刑

事判決、臺北地方法院 93
婚字第 993 民事判決、高雄

地方法院 99 訴 577 號民事

判決 

高等法院 100 上易 2407、
2915、高等法院 104 上易

352 、最高法院 102 台上

2300、2302、4705、103 台上

3893、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2
上易 351、626、高等法院高

雄分院 101 上訴 863 刑事判

決、 

公權力安裝 GPS 追

蹤器是否構成刑法

315-1 罪嫌判決 

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偵字 17185、104 上聲議字

716 

高等法院 101 上易 2814、高

等法院高雄分院 105 上易

604、最高法院 106 台上 3788 

伍、結論 

有關公權力得否運用 GPS 定位做為偵查手段，以本案探討之 105 易字第 110

號判決為例，本文認為，即使依美國法院近年來針對此類案件所採用的「馬賽克

理論」來看，也必須將所得到的瑣碎的資訊，像馬賽克拼圖一樣拼湊起來，才能

呈現一個全面而且廣的圖像，換言之，大量的資訊累積，才會對當事人的隱私權

造成嚴重的侵害，長時間且密集延續的記錄、搜集，才能主張有合理隱私的期待，

若 GPS 定位的範圍僅限於被偵查對象於進出公共場所，且定位時間較短，尚不足

以解析出被偵察者生活者所具有的行止，不欲人知的合理隱私期待保護性不高，

故基於調查之必要，於合理比例範圍內可界定為認意處分79，無須申請令狀。本案

所討論的案例海巡署具有司法警察身分人員，為偵辦走私案件，執行職務時於嫌

                                                       
79參見陳運財，GPS 監控位置資訊的法定程序，台灣法學雜誌第 293 期，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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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所使用之車輛安裝 GPS 追蹤器蒐證之行為，應該就非「無故」，且侵害法益程度

尚屬輕微，不應以刑法 315-1 妨害秘密罪相繩。況且本文認為，為兼顧現代科技及

偵察活動之形成性多樣性之特性，應該承認司法警察人員之一般調查權限作為無

強制力且質量輕為之資訊干預基礎。但並非排除法律保留原則，換言之，上開僅

涉及一般人格權或資訊自主權的非強制干預措施，原則上可以援引一般調查權限

作為基礎，僅生比例原則80。 

GPS 追蹤器的使用，是否為強制偵查，國內學說與實務上仍未有一致看法，

我國實務上偵察機關對於犯罪偵查以 GPS 系統科技偵查可以彌補傳統跟監之不足、

獲得目標軌跡、監控對象的活動範圍，部分重大案件仍有使用 GPS 追蹤器之必要81，

若需全面由法官核發令狀，應仍有探討之空間。即便是前述比較法上美國部分法

院判例，將使用 GPS 追蹤器視為搜索行為，但是仍未將相關規範應如何遵循，以

及如何應用傳統令狀原則的例外進一步說明，也造成對於有實務需求的偵察機關

造成相當之困擾，畢竟犯罪偵查時為要掌握犯罪時機，通常必須先能掌握嫌疑犯

之行蹤等相關情資，但此時證據情資尚未蒐集完整之前，尚難以向法院申請核發

搜索令狀。此外，以前述日本大阪地裁平成 27 年 1 月 27 日判例為例，日本警方

對於該案之嫌犯開始係以人力跟監辦案，但是嫌犯利用贓車作案，並且不斷更換

車牌、且闖紅燈衝高速公路高速收費站逃逸，使傳統尾隨跟監手法窒礙難行，因

此使用 GPS 追蹤器取得嫌犯位置資訊，仍具有相當之必要性82。再者，有關公權

力運用 GPS 追蹤器蒐證合憲性的爭議，從國外立法例來看，大規模及長時間運用

GPS 追蹤器鎖定特定對象之偵查方法，已被認定有侵害合理期待隱私之虞，在我

國 GPS 追蹤法制尚無適當法規範之際，最好的方案應該是由立法者制定法案83來

管制相關技術或設備的使用，同時使執法人員有所遵從，以提升執法之品質。 

實體判決通常會程序法上的規範產生直接的影響，為避免因法院實體判決直

接或間接影響偵查機關之犯罪偵防機能，以前述美國聯邦相關判決作出之後，美

國聯邦調查局下令所屬幹員停止約 3000 部 GPS 追蹤器的使用，以杜絕案件後續的

爭議，對美國偵查實務造成重大衝擊。故在立法機關制定法規範之前，建議可由

檢察機關先訂定使用 GPS 追蹤器科技偵查之相關規範，由檢察機關管控，使警察

                                                       
80參見林鈺雄，干預保留與門檻理論－司法警察（官）一般調查權限之理論探討，政大法學評論，

第 96 期，頁 225。 
81如毒品槍械跨境走私案件、人口販運、擄人勒贖綁架案等無法以人力跟監方式之重大案件。 
82日本警視廳曾於 2006 年 6 月就 GPS 搜查，曾向全國警察通知之內規內容包含：1 有緊急性、必

要性；2 安裝之際不涉及犯罪；3 事前取得督導案件之長官批准。可做為我國借鏡之處。 
83例如修正刑事訴訟法或警察職權行使法中明確規範 GPS 監控位資訊的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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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偵查犯罪時有所遵循，兼顧人權保障與犯罪偵查之實務上需求。同時，實務

審判機關亦不應全面否定偵察機關運用 GPS 追蹤器跟監之偵查手法，仍應審視整

體案件對當事人法益侵害的程度，依比例原則兩相權衡，以因應人民隱私保障及

犯罪偵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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