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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小常識法律小常識法律小常識法律小常識 

違法搜索違法搜索違法搜索違法搜索，，，，惹怒法官惹怒法官惹怒法官惹怒法官    葉雪鵬 

    最近桃園當地一則新聞指出，警方違法搜索，擾民事件頻傳，讓法院的法官

與檢察署的檢察官們都相當憤怒，法官甚至在刑事判決書中直批「肆無忌憚、恣

意妄為」，地檢署的檢察長則指示主任檢察官準備有關搜索的教材資料，至轄區

內各分局為司法警察進行教育訓練，讓他們了解合法搜索的重要性，避免再次出

錯，嚴重侵害人民的權益！ 

    搜索是《刑事訴訟法》中的一種強制處分，目的是在發現被告犯罪的事實與 

證據，凡是可作為證據、可得沒收的物件，都是搜索的範圍標的。 

    可作為證據的物件，是指與該刑案有關的證據，不問這項證據能直接證明犯 

罪，或間接證明犯罪，更不問是否有利或不利於被告，都能夠作為證據的物件； 

可得沒收的物件，指的是刑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所定的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

為人與否，均應沒收，搜索時發現違禁物，應立即予以扣押。同法條第二項所定 

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為沒收。但有

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例如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二項當場賭博的器具，不問

屬於犯人與否，均沒收之，若搜索時發現上述物件，仍應視為搜索標的，予以扣

押。 

    搜索原則上必須使用搜索票，但因情況急迫無法立即取得搜索票時，刑事訴

訟法也有例外的相關規定。首先說明必須持有搜索票才能進行搜索的情形及法律

規範。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項中所訂，刑事案件在檢察官偵查中，對於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的身體、物件、電磁紀錄及住宅或其他處所，認為有必要時得

搜索之。這是刑事訴訟法所定的搜索客體，如果是以第三人的身體、物件、電磁

紀錄及住宅或其他處所作為搜索客體，依同法第二項的規定，必須要有相當程度

的把握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或應扣押之物或電磁紀錄確定存在時，才可以對第三人

進行搜索。 

    搜索，在刑事案件偵查中，原則上是由檢察官發動，檢察官認為所辦理的案

件有搜索的必要，應以書面記載案由、應搜索的被告、犯罪嫌疑人或應扣押之物，

但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不明時，得不予記載，並須載明應加搜索的處所、身體、物

件或電磁紀錄及說明搜索的理由，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搜索票，若法官認為聲請

有理由，即應簽發搜索票。搜索票上除記載檢察官所聲請的事項外，另應載明有

效期間，逾期即不得執行搜索及搜索後應將搜索票交還的意旨，法官也可以在搜

索票上附註執行搜索人員應特別注意的事項，最後由法官在搜索票上簽名，搜索

票才發生效力。上述核發搜索票的程序，皆不能夠公開，以免消息走漏，使搜索

無法順利進行！ 

   司法警察官因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認有搜索的必要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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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依照檢察官聲請法院核發搜索票的方式，報請檢察官許可後，向該管法院聲 

請核發搜索票。檢察官與司法警察官的聲請，若被法院認為無理由而駁回者，不

得聲明不服，也就是別無其他救濟途徑。 

    檢察官接到法院核發的搜索票後，除有特殊因素自行前往搜索外，通常是交

由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行。檢察事務官為執行搜索，認為有必

要時，得請求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輔助之，當執行搜索行為必須觸碰婦女的身

體時，亦須由婦女執行之，但不能由婦女執行時，則不受此限制，搜索應保守秘

密，並注意受搜索人的名譽。 

    政府機關或公務員所持有或保管的文書及其他公物應扣押者，應請求交付， 

但必要時也可以搜索。軍事上應秘密的處所，非得該管長官允許，不得搜索，除 

有妨害國家重大利益者外，該管長官不得拒絕。以上都是搜索所應注意的事項。 

經搜索而未發現應扣押之物件，或有攜回的扣押物品，都要由搜索人員出具證明 

書交與受搜索人。 

    搜索，除了要用搜索票的方式以外，《刑事訴訟法》還規定有不用搜索票的 搜

索，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第一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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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項）檢察官於偵查中確有相當理由認為情況急迫，非迅速搜索，二十四小時內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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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被稱為「逕行搜索」的規定，如由檢察官執行者，應於實施後三日內陳 

報該管法院；由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行者，應於執行後三日內 

報告該管檢察署檢察官及法院，法院認為不應准許者，應於五日內用裁定將搜索 

撤銷。如果搜索後不陳報或經法院撤銷者，依同條第三項後段規定：「審判時法

院得宣告所扣得之物，不得作為證據。」自願性同意搜索，係經受搜索人出於自

願性同意者，依第一百三十一條之一 規定，得不使用搜索票，但執行人員應出

示證件，並將其同意的意旨記載於搜索筆錄。 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

官或司法警察逮捕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執行拘提、羈押時，雖無搜索票，得逕行

搜索其身體、隨身攜帶之物件、所使用之交通工具及立即可觸碰之處所，這就是

第一百三十條所定不必有搜索票的附帶搜索，法律如此規定，主要是在搜索被

告、犯罪嫌疑人有無攜帶危害執行人員身體的危險物品，以防止脫逃事件的發生。 

 備註： 

 一、本文登載日期為 109年 12月 22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

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二、本刊言論為作者之法律見解，僅供參考，不代表本部立場 

【以上內容轉載自法務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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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維護宣導資訊安全維護宣導資訊安全維護宣導資訊安全維護宣導 

如何保護社群網站個資如何保護社群網站個資如何保護社群網站個資如何保護社群網站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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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設計/郭怡君 

【以上內容轉載自教育部全⺠資安素養網站，最後更新日期：2021/1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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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宣導安全維護宣導安全維護宣導安全維護宣導 

親愛的朋友，讓我告訴你「假檢警詐騙手法 3 步驟」 

接到自稱中華電信、健保局來電說你的證件被他人冒用申辦門號，電話費多期

欠繳或是健保卡遭他人盜刷  

接到假冒警察或檢察官來電說你的帳戶涉及洗錢 、涉及偵辦中的刑案，要求

你交付名下所有帳戶監管，待清查後再返還  

要求你至金融機構領取積蓄、解除定存，派出假冒書記官的車手前往指定地點

收取你的存摺、現金、印章等或要求你匯款至指定帳戶  

警察、檢察官「不會」以 line 或傳真公文通知/傳喚。 

警察、院檢機構「不會」監管民眾帳戶。 

警察、檢察官「不會」以電話製作線上筆錄。 

 

【以上內容轉載自內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防騙網 2021-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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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訊息消費者訊息消費者訊息消費者訊息 

寵物玩具應制定國家標準寵物玩具應制定國家標準寵物玩具應制定國家標準寵物玩具應制定國家標準 保障寵物遊嬉安全性保障寵物遊嬉安全性保障寵物遊嬉安全性保障寵物遊嬉安全性 

 

受到少子化、單身化趨勢的影響，台灣飼養貓狗等寵物的群體正快速增

加，而飼主對於寵物情感依附與陪伴需求的提升，其重要性堪比為家庭

成員，其健康利益也成為廣大飼主關切的新議題。 

寵物玩具是飼主與寵物情感交流的重要工具，也為寵物帶來歸屬感，然

而市面上的寵物玩具琳瑯滿目，卻無兒童用「安全玩具」的標示可供參

考指引，因此，消費者挑選時大多以外型、顏色或是特殊功能等取向進

行選購，但玩具的材質的良莠及安全性等商品資訊不足，消費者實在難

以分辨，尤其家庭如果同時有嬰幼兒，與寵物共伴的時間及機會大增，

品質不良的寵物玩具恐怕同時危害兒童與寵物的健康，在去年 8月間，

新竹縣就發生一起兩歲幼童誤吞寵物玩具球而窒息導致昏迷不治身亡

的家庭憾事，因此寵物玩具的安全性攸關嬰幼兒與寵物的健康權益。 

目前玩具類商品的國家標準僅規範於兒童使用的玩具，寵物玩具並無國

家標準可資遵循，導致市售寵物玩具的品質與安全性良莠不齊，如寵物

或有嬰幼兒共伴使用時，恐發生誤吞或窒息的物理性危害以及材質毒性

造成的化學性危害。 

有鑑於此，消基會與台灣玩具暨兒童用品研發中心實驗室共同進行市售

寵物玩具檢測，並擴大檢驗項目，包含玩具安全（物理性）、可遷移元

素（鉛、鎘、汞、鉻、砷、硒、銻、鋇）、塑化劑（DEP、DMP、DEHP、

DBP、BBP、DINP、DIDP、DNOP）、甲醯胺含量、多環芳香烴化合

物（PAHs）等，檢測結果可供消費者做為選購時的參考。 

  

採樣採樣採樣採樣 

本次寵物玩具調查測試樣品於 2020年 12月間，至雙北地區的寵物用

品店，購得 26件寵物玩具樣品。（調查項目與測試方法請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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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對業者之呼籲對業者之呼籲對業者之呼籲對業者之呼籲 

本次 26件寵物玩具在標示調查項目中，有 16件標示不完整，其中有 5

件甚至無任何標示，標示合格僅 38.5％，顯示寵物玩具業者對於標示相

關規定的熟悉度仍有改進的空間。呼籲商品標示不完整的業者，應儘速

補正，以提供給消費者完整的商品資訊。此外，寵物常有啃咬寵物玩具

的行為，因此建議業者應標示玩具清潔方式，或是清潔玩具建議的水溫

等，讓消費者在清潔玩具時能有所依循。 

本次寵物玩具檢測在物理性試驗、塑化劑與多環芳香烴檢測項目中，皆

有樣品不符合參考的 CNS 4797「玩具安全」標準，雖然此為參考標準，

並無強制力，但依照「消費者保護法」規定，業者提供服務或商品有危

害消費者安全和健康之虞，就應該要回收該商品，建議業者可參考 CNS 

4797「玩具安全」中的項目做為品質要求，以提升寵物玩具的品質。 

  

對消費者之呼籲對消費者之呼籲對消費者之呼籲對消費者之呼籲 

市面上的寵物玩具琳瑯滿目，消費者在購買時，應選擇適合自家寵物體

型的類型，例如，大型犬若選擇體積過小的寵物玩具，就會有誤食的可

能性，消費者在選購玩具時須特別注意。有些玩具會標示適合的寵物類

別與體型，建議消費者可以此為依據，選購適合自家寵物的商品，若玩

具上有小裝飾配件，最好先取下，以免寵物誤呑。 

此外，有些貓咪玩具設計有孔洞或軌道，可供貓咪伸爪掏球來滿足好奇

心，消費者選擇這類玩具時應避免孔洞或軌道過小的類型，以免爪腕較

粗的貓咪產生卡住的風險，造成受傷的情形。 

為寵物挑選玩具材質時，可依家中寵物的習性加以選擇，若家中的寵物

喜歡啃咬或撕扯玩具，建議可挑選標榜耐咬的橡膠類玩具，而乳膠類的

玩具因質地較為柔軟，絨毛類玩具通常不耐啃咬，適合給不愛啃咬的寵

物使用。但無論是哪一類的材質，玩具經寵物一段時間的啃咬，都可能

產生裂開或局部破損的情形，消費者與寵物互動時，應留意玩具是否有

破損情況，適時加以更換，以免寵物誤食玩具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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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選擇軟球類的玩具時，建議應選擇有兩個孔洞以上的類型，可防止寵

物啃咬或按壓玩具時，玩具內產生危險的吸力，而玩具上的孔洞設計也

能讓寵物啃咬而不慎卡在喉頭時，讓空氣流通，而不至於造成窒息危險。 

家中同時有嬰幼兒和寵物的家庭，在選擇寵物玩具時要注意體積大小，

體積太小的玩具對嬰幼兒恐有誤吞窒息的可能，消費者在選擇上不可不

慎。 

 

對政府之呼籲對政府之呼籲對政府之呼籲對政府之呼籲 

家中有寵物的家庭越來越多，根據內政部與農委會數據推估，2021年

的台灣寵物總數可能將達史上新高的 300萬隻，比同期的孩童數多出

12萬以上，這樣的現象也反映出寵物玩具的龐大商機。 

消基會曾於 2016年進行寵物玩具檢測，該次標示調查檢測結果為，25

件抽檢樣品中，僅有 3件標示符合規定，合格率為 12％，而本次寵物

玩具檢測報結果顯示，26件抽檢樣品中，僅有 10件標示合於規定，合

格率為 38.5％，兩次標示調查結果皆未達到五成以上合格率，顯示寵物

玩具商品標示亂象持續多年而未獲顯著改善，政府相關單位應對於寵物

玩具標示加強管理，以保障寵物與飼主的消費權益。 

    目前玩具類商品依循國家標準 CNS 4797「玩具安全」進行管理，但

該標準的適用範圍僅限於人類的玩具，寵物玩具並不適用。本次寵物玩

具參考 CNS 4797「玩具安全」與 CNS 15503「兒童用品一般安全要求」，

在物理性試驗中，計有 7件樣品在模擬是否有誤吞窒息的試驗中未能通

過，1件樣品檢出過量塑化劑 DINP， 1件樣品檢出過量萘，不符合參

考標準，建議政府應參考兒童玩具的標準，研議適用於寵物玩具的管理

制度，才能讓飼主安心選購。 

  

※本檢驗報告僅對消基會採樣的樣品負責。 

 (謝誌：本篇檢驗報告由財團法人台灣玩具暨生活用品研發檢測中心協助檢測，

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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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調查項目與測試方法 

調查與測試項目

調查與測試項目調查與測試項目

調查與測試項目 調查與測試方法

調查與測試方法調查與測試方法

調查與測試方法 檢驗標準

檢驗標準檢驗標準

檢驗標準 檢驗單位

檢驗單位檢驗單位

檢驗單位 

標示調查 
依「商品標示法」進

行 
「商品標示法」 消基會 

價格調查 比較商品價格 比較商品價格 消基會 

物理性試驗 
CNS 4797-3「玩具安

全（物理性）」 

CNS 4797-3「玩具安全（物

理性）」：模擬喉嚨段口徑

是否有誤吞窒息危險、小物

件、危害尖端、危害邊緣、

突出物、金屬線、繩索及包

裝塑膠膜之安全性等 

財團法人台灣玩

具暨生活用品研

發檢測中心 

可遷移元素 

 (鉛、鎘、鋇、鉻、

汞、硒、銻、砷) 

CNS 4797-2「玩具安

全（特定元素之遷移)」 

CNS 4797-2「玩具安全（特

定元素之遷移)」 

鉛：小於 90 ppm 

鎘：小於 75 ppm 

鋇：小於 1000 ppm 

鉻：小於 60 ppm 

汞：小於 60 ppm 

硒：小於 500 ppm 

銻：小於 60 ppm 

砷：小於 25 ppm 

財團法人台灣玩

具暨生活用品研

發檢測中心 

塑化劑（DEP、

DMP、DEHP、

DBP、BBP、

DINP、DIDP、

DNOP） 

CNS 15138-1「塑膠製

品中鄰苯二甲酸酯類

塑化劑試驗法－第 1

部：氣相層析質譜法」 

CNS 4797「玩具安全」：

（DEP、DMP、DEHP、

DBP、BBP、DINP、DIDP

及 DNOP）等 8種鄰苯二

甲酸酯類塑化劑及其混合

物含量總和不得超過 0.1％

（質量比） 

財團法人台灣玩

具暨生活用品研

發檢測中心 

多環芳香烴(PAHs) 

CNS 15503「兒童用

品一般安全要求」與

CNS 3478「塑膠鞋」 

CNS 15503「兒童用品一般

安全要求」：苯并(a)芘

(benzo﹝a﹞pyrene)1 

mg/kg以下；16種多環芳

香烴總量 10 mg/kg以下 

財團法人台灣玩

具暨生活用品研

發檢測中心 

 

【以上內容摘自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網站 2021/03/30】 



陽光月刊 111年 2月號 

14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府貪腐足以摧毀政府貪腐足以摧毀政府貪腐足以摧毀政府

的形象的形象的形象的形象，，，，公務員應堅持廉潔公務員應堅持廉潔公務員應堅持廉潔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貪腐拒絕貪腐拒絕貪腐拒絕貪腐，，，，  

廉政檢舉專線廉政檢舉專線廉政檢舉專線廉政檢舉專線 0800-286-586 

 

中區資源回收中區資源回收中區資源回收中區資源回收廠廉政服務專線廠廉政服務專線廠廉政服務專線廠廉政服務專線：：：：07-3909400 轉轉轉轉 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