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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法暫時留置與查證身分 
職權之探討 

蔡庭榕 

摘要 

我國「移民法」之規範方式具有刑事與行政法規範同在，處

罰與職權規範兼備，行為規範要件與罰則併列，甚且授權驅逐出

國之強制執行規定，甚至不配合執法要求，尚有罰鍰作為後盾。

有關移民執法人員之干預性職權規定，進行行政調查蒐集違規資

料，以作為處分或處置之基礎。再者，移民執法係為達其法定任

務，規劃各項業務，而由勤務執法人員依法執行，常需施予相關

職權措施來達成，職權措施多藉由勤務執行之「物理力作為」來

加以完成，多起自「查證身分」，必要時亦將「暫時留置」相對

人來完成蒐集執法所需之資料。又移民執法人員在執法係經由

「判斷」與「裁量」，且需有「違法要件」與「職權要件」之合

致，始得加以進行取締調查，若第一線執法人員進行違法嫌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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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締調查」，而認有違法要件之合致時，則再進一步移送由裁

處機關或單位進行「裁處調查」。按法治國家之移民執法採行干

預人民自由或權利之措施，應符合「法律保留」、「明確性」及

「比例原則」。本文乃先對我國與日、美二國移民執法之「查

察」職權加以引介概述，並進一步針對我國移民執法行使「暫時

留置」與「查證身分」職權之法理與問題加以研析及檢討，並提

出相關建議與結論，以供未來法制規範與實務改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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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Discussion on the Enforcement Power of 
Temporary Detention and Identity Checking 

under Taiwan Immigration Law 

Ting Jung Tsai 

Abstract 

The “Immigration Act” has both crimi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regulation. Both punishment and power are regulated inside, and both 

the conduct requirement and penalty are juxtaposed; even the 

enforcement regulations such as deportation are authorized. Furthermore, 

there are fines when there is no cooperation with law enforcement 

requirements. As a basis for punishment or disposition, immigration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conduct administrative investigations as 

interventional power to collect information on violations. Furthermore, 

in order to attain its statutory tasks, immigration law enforcement power 

plans various tasks, and hand them over to immigration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It often requires relevant power measures to 

achieve its purpose, and power measures are mostly accomplished 

through “physical force”, which is mostly by “identity checking”. When 

it is necessary, the counterpart will be "temporarily detained" to 

complete the information collection to meet the needs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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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forcement. In addition, immigration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conduct 

investigations based on “judgement” and "measurement", while “illegal 

conditions” and “power condition” are consistent. If the first-line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conduct “illegal suspect investigation” and deem 

that there are illegal conditions, then the officer will further send the 

case to tribunals or units to conduct “tribunal investigation”. When the 

immigration law enforcement of a nation under the rule of law adopts 

measures that interfere with the freedom or human rights, it should 

comply with “statutory reservation”, “intelligible principle” and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This article first introduces and summarizes the "inspection" 

powers of immigration law enforcement in my country,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further studies and reviews the legal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of my country's immigration law enforcement in 

exercising the powers of “temporary detention” and “identity 

checking”;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and conclusions, 

for references to future legal norms and practice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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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政府行政機關依據法律均明定有其任務，常依各該機關之法

定任務而藉由其組織法之職掌而分配其業務機關或單位，並規劃

各項業務之執行，而經由勤務執法人員依法執行時，常需施予相

關職權措施來達成任務，此些職權措施多藉由勤務執行之中「物

理力作為」來加以完成，且常源起於「查證身分」，甚至有必要

「暫時留置」來完成蒐集執法所需之資料。因此，本文議題之移

民執法（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1「查證身分」與「暫時留

置」係依據我國入出國及移民法（以下簡稱「移民法」）之規

定，其有明定授權屬於上述之公權力職權措施。按移民執法人員

在執法係經由「判斷」與「裁量」，且需有「違法要件」與「職

權要件」之合致，始得加以進行取締調查，若第一線執法人員認

有違法嫌疑，再進一步移送由裁處機關或單位進行「裁處調

                                                       
1 本文所稱「移民執法」（ Immigration Enforcement）係指政府依法編制人

員執行移民法規定之任務而言。例如，參照「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

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設置管理條例」第 1 條規定：「為保障警察、消

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就醫就養權利及激勵士氣，並建

立管理及運作機制，特制定本條例，……。」以及同條例第 3 條第 1 項

規定：「四、依內政部移民署組織法規執行入出國（境）管理、移民事務

及防制人口販運任務之人員。」由此條例名稱及內涵顯示「移民」與

「警察」、「消防」及「海巡」同被歸為政府執法體系執法類型之一種。

再者，參考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The 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亦於其官網（https://www.dhs.gov/topic/immigration-
enforcement-overview 中 強 調 移 民 執 法 任 務 ， 例 如 :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is the largest single area of responsibility for ICE. While certain 
responsibilities and close cooperation with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and others require 
significant ICE assets near the border, the majority of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work for ICE takes place in the country’s interior.” 因此，本文

乃以「移民執法」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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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其中對於確認相對人之身分應是執法的基礎作為之一。 

一般行政執法採「職權調查主義」舉凡與行政行為之決定有

關，而有調查之必要與可能者，均應調查之 2，行政機關負有

「概括的調查義務」。現行法中並未對「行政調查」加以定義，

亦無專法，有稱之為「行政檢查」或「行政蒐集資料」。在移民

執法調查上優先適用移民法之規定，亦可依法準用警察職權行使

法（以下簡稱「警職法」）第 2 章之規定，若仍有不足可再依序

適用屬普通法性質之行政罰法及行政程序法3。按移民行政違規

之取締與裁處必須考慮其「構成要件該當」、「有責性」及「違

法性」，其取締違規首需透過調查進行相關資料蒐集，特別是執

法相對人之身分查證加上違規資料之蒐證，才能有行政制裁處分

之作成。按移民法於 1999 年 5 月 21 日初次立法公布施行，當時

移民法有 10 章凡 70 條文，並不含有屬於移民執法「職權」規

定。然在 2007 年 12 月 26 日大幅修正公布移民法，從而增加至

12 章 97 條文，並於 2008 年 8 月 1 日正式施行，其中增加了現

行法第 10 章「面談與查察」之職權行使專章，而亦規定對無戶

籍國民與外國人之移民執法得準用警職法第 2 章之規定。因此，

有關移民執法暫時留置與查證身分之職權，乃有了法定授予之規

定，亦符合了法律保留原則。而且依據移民署之組織架構與業務

                                                       
2 按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明定：「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

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參考：李震山

（2019），《行政法導論》，修訂第十一版，頁 473-475，台北：三民；林

明鏘（2019），《行政法講義》，修訂五版，頁 405，台北：新學林。  
3 李震山（2007），〈論行政罰法「具裁罰性之不利處分」及「特別法優先

適用原則」〉，《法學叢刊》，207 期，頁 1；另可參考：洪文玲（2006），
〈行政罰裁處程序之研究─以警察法領域為例〉，《「義薄雲天誠貫金石─

論權利保護之理論與實踐」：曾華松大法官古稀祝壽論文集》，頁 69，台

北：元照。  

220



移民法暫時留置與查證身分職權之探討 9 

 

職掌分配可知4，暫時留置職權乃適用於國境事務大隊之入出國

境之查驗時，而查證身分職權則主要是由北、中、南區事務大隊

適用於進入國境後之違反移民法第 67 條所定各款情形之一者之

情形為多，因其規定係得「進入相關之營業處所、交通工具或公

共場所」為適用之場域範圍可證。 

按針對移民執法之暫時留置與查證身分職權進行特別聚焦之

研究文獻，經查相關專書或碩博士或期刊論文均尚無此類似論著。

惟經查相關移民行政調查相關職權與人權保障之論著文獻可供參考

則如：一、許義寶氏所著「入出國法制與人權保障」一書5，重點

在析述入出國（含大陸或港澳地區人民來台）之政策、法制與人

權保障，共區分 15 章，多偏重於一般制度性介析與個別人權探

討。二、另有李震山氏所著專書之「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6一

書中之第 8 章「論外國人之憲法權利」及第 5 章之「非刑事案件

關係人之人身自由保障─以行政管束為例」等，雖非直接與本文

主題論述之暫時留置與查證身分職權相關，但其法理與人權保障

論析內涵，均值得本文之參考。三、亦有數篇研究生之相關於移

民執法調查之碩士論文，如：（一）楊國隆撰之「行政違序調查

法制之研究-兼論查處非法居停留外國人之相關程序」7，主要介

析行政違序調查之相關職權爭議，並以查處非法停留居留之外國

人之適法性及相關問題，值得參考。（二）林日春撰之「論國境

                                                       
4 內政部移民署組織架構與業務職掌，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

網，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2/5385/5388/7166/(最後瀏覽日：

12/02/2020)。  
5 許義寶（2019），《入出國法制與人權保障》，修訂三版，台北：五南。  
6 李震山（2020），《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增訂五版，台北：元照。  
7 楊國隆（2014），《行政違序調查法制之研究─兼論查處非法居停留外國

人之相關程序》，中央警察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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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之行政調查-以移民署之證照查驗為核心」8，旨在介紹國境

線上之行政調查與身分資料蒐集等法制與實務問題檢討。該論文

主要探討範圍設定於「國境線上」，與本文論述係及於境內停、

居留之移民專勤大隊執法人員之身分查證措施不同。（三）劉保

民撰之「外來配偶面談及查察法制之研究──以國人之越南、泰

國、印尼籍與大陸配偶面談及查察為核心」9，本論文雖有面談

與查察職權之運用，然其係以婚姻或收養之法制與事實調查為

主，與本文涉及移民法之移民秩序規範尚屬有間，然亦值得參

考。 

綜上，再按移民法之罰則規定中，違反第 75 條至第 87 條係

處以行政秩序罰，而違反第 73 條至第 74 條之處罰屬行政刑罰之

性質，依據移民法第 89 條授予之有條件司法警察權10，除了前

述多數行政秩序罰而由入出國及移民署依法處分外，移民署取締

違反移民法第 74 條之刑事罰案件亦近乎 2 千件之多11，故可知

                                                       
8 林日春（2014），〈論國境線上之行政調查-以移民署之證照查驗為核心〉，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9 劉保民（2010），《外來配偶面談及查察法制之研究─以國人之越南、泰

國、印尼籍與大陸配偶面談及查察為核心》，中央警察大學法律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10 按移民法第 89 條規定：「入出國及移民署所屬辦理入出國及移民業務之薦任職

或相當薦任職以上人員，於執行非法入出國及移民犯罪調查職務時，分別視同

刑事訴訟法第 229 條、第 230 條之司法警察官。其委任職或相當委任職人員，

視同刑事訴訟法第 231 條之司法警察。」由上規定可知，移民署之移民執法人

員並非具有一般司法警察權，而是依法限於「於執行非法入出國及移民犯罪調

查職務時」之條件下，始具有司法警察權，應予辨明。 
11 於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鍵入「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74 條」，顯示查詢結果迄

至 2021 年 3 月底即有 1983 件之多。例如，民國 110 年 03 月 17 日臺灣新北地

方法院 110 年簡字第 1003 號刑事判決 DO VAN DUY（越南籍）未經許可入

國，處有期徒刑貳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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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執法人員兼有移民行政違規調查與刑事司法警察的角色12。

再者，基於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之借鏡功能，本文除主要探討我

國之移民執法查察所需之「暫時留置」及「查證身分」職權外，

亦引介日本與美國移民執法查察職權法制規範，乃先針對上述我

國與日、美等三國之移民執法職權法制概說並介紹查察職權規

範，進而對查證身分與暫時留置之二執法職權措施加以探討，亦對

此二種實施物理力執法作為之相關法理及其法律問題加以論析，最

後提出本文之結論與建議，以提供學術研究與執法實務參考。 

貳、我國移民執法查察職權規範 

一、移民執法查察之判斷要件 

移民執法常需考量「違法要件」與「職權要件」，前者乃違

法之判準，常為法定之「分則」，但徒法不足以自行，仍須由專

業執法者進行涵攝，而從查證身分到進一步違法查證，尚須有

「職權要件」作為「物理力作為」之查證措施。因此，在執法實

務上，通常先適用個別法之分則或罰則之規定，以其違反法律義

務之構成要件判斷，其違反法律規定之義務內涵，常以不做該做

的事（即作為義務）與做了不該做的事（即不作為義務）與法律

效果裁量（裁罰範圍），亦即行政制裁處罰法之範疇。再者，屬

大陸法系下的臺灣公權力執法，在行政違規調查與裁處多由行政

                                                       
12 移民法性質上，除了其罰則專章之第 73 條及第 74 條屬於「行政刑罰」之外，

其他罰則條款均為「行政秩序罰」，加上其行為規範內涵及相關面談與查察之

職權及強制執行等規定，可知其具有「作用法」之性質。又基於移民執法人員

雙重任務之宿命，不論是犯行追緝之刑事司法作用，或違規取締之行政作為，

均有賴完備移民執法體系之建立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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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自行為之13，但在取締調查與裁處程序上可能由同一機關不

同單位辦理，例如取締調查多由負責第一線之外勤執法人員負

責，而多數違規案件之裁處則隨個別行政法規定而由另一機關14

或單位之內勤裁決人員負責辦理。在移民行政法上有組織、作用

中之程序、職權、制裁、執行、及救濟規定。移民法體系上執法

之運用考量順序，常以移民機關之任務─業務─勤務─職權─處

分（或制裁）─救濟─執行15。再者，行政機關為達到正確的行

政行為，常需有充分的事實與證據，特別是行政違規案件之處

理，在發現事實與蒐集證據之調查進程與裁處程序中，應遵守正

當程序及合理明確之權限分配，始可圓滿達成維護公益與保障人

權之任務。 

按「移民法」之規範方式具有刑事與行政法規範同在16，處

罰與職權規範兼備17，行為規範要件與罰則併列，甚且授權驅逐

出國之強制執行規定18，甚至不配合執法要求，尚有罰鍰作為後

                                                       
13 在海洋法系國家之美國，基本上，裁罰與救濟職權屬於司法，而外勤第一線執

法人員僅負責調查、取締及偵查作為，尚不成問題，然大陸法系國家行政機關

具有行政違規裁處權，若無明確法規範，將使實務執行產生一定困難，不可不

慎。 
14「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 條規定：「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由下列機關處罰

之：1.第 12 條至第 68 條由公路主管機關處罰。2.第 69 條至第 84 條由警察機

關處罰。」 
15 蔡庭榕（2006），〈論行政罰法在警察法制之地位與執法之影響〉，《中央警察大

學法學論集》，11 期，頁 59。 
16 違反移民法處罰專章中第 73 條及第 74 條係處以行政刑罰，而第 75 條至第 87

條則處以行政秩序罰。 
17 移民法第 10 章是「面談及查察」為章名之職權規範，而第 11 章則是「罰則」

規定。 
18 移民法第 1 章至第 9 章多為入出國及移民行為應遵守之規範要件，而有違反該

等要件者，於本法第 11 章則有相關「罰則」之規定。例如，本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入出國者，應經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查驗；未經查驗者，不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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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有關移民執法人員之干預性職權規定，進行行政調查蒐集違

規資料，以作為處分或處置之基礎19。現行移民法除在第 17 條

及第 28 條分別明定對於無戶籍人民及外國人之查察20時準用警

職法第 2 章21外，更為明確的是以第 10 章「面談與查察」為章

名，該章以第 63 條至第 72 條明定面談與查察職權措施規範，做

為移民執法人員進行違反移民法行為取締的職權依據，並隨後有

移民法第 85 條拒絕配合查察之罰則規定22。此項授權係以行政

秩序罰性質之罰鍰，促使受執行查察之人遵守依法執行之公權力

措施，為有關警察法規所欠缺的授權23，故應對移民執法之遂行

具有一定之正面效用。再者移民法施行細則僅在第 6 章附則中有

4 條訂定相關移民執法人員之相關調查職權24。更有進者，移民

                                                       

出國。」又於同法第 84 條明定：「違反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入出國未經查驗

者，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甚至進一步加上「強制執行」性

質之規定，如本法第 36 條規定：外國人違反第 4 條第 1 項規定，未經查驗入

國，入出國及移民署應強制驅逐出國。 
19 洪家殷（2020），〈行政調查行為之救濟〉，《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68 期，

頁 57，氏指出：「行政機關為求作成最終正確之決定，必須蒐集各種資料，以

釐清事實俾形成心證。」。 
20 我國國民入出境除特殊身分外，原則上已經不需申請許可，仍應持相關證件接

受境管檢查。 
21 「入出國及移民署或其他依法令賦予權責之公務員，得於執行公務時，要求出

示前項證件。其相關要件與程序，準用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 章之規定。」 
22 移民法第 85 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2 千元以上 1 萬元以下罰

鍰：一、經合法檢查，拒絕出示護照、臺灣地區居留證、外僑居留證、外僑永

久居留證、入國許可證件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五、違反第 66 條第 2 項規

定，拒絕到場接受詢問。六、違反第 67 條第 3 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查

證。七、違反第 71 條第 2 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查察登記。」 
23 例如，警察職權行使法及其他相關警察法規多無此以罰鍰方式，以致於無法有

效發揮如移民法促進受執法者遵守依法行政之相關義務。 
24 其內容有：「移民署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以通知書通知關係人陳述

意見。（第 34 條）」、「移民署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要求當事人或第 3
人提供必要之文書、資料或物品。（第 35 條）」、「移民署得選定適當之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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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其他條文中亦有相關「法規命令」之授權規定25，亦均對外具

有規範效力。 

移民行政執法勤務之進行，執法活動常需「物理力作為」配

合，在裁量是否採行具體措施之初，特別是執法干預性活動，涉

及人民自由或權利之干預或剝奪，應先有正當性、合理性之基

礎，最常見者為法律規定之內涵要件。因此，警察執法係以事件

發生或現場事實狀況為判斷，例如，人之行為、物之狀況，或現

場之其他事實現象等，均可以作為形成是否造成危害之心證基

準，將抽象或不確定之法律概念，甚且，概括之法律規定，透過

解釋將之涵攝之。因此，執法首應判斷其是否具有法律規範要件

義務之違反，其係為執法一種判斷過程。若在判斷過程中，對於

事件之事實或其事實關係之心證確信程度已經符合法律規定，都

可裁量決定採取進一步之職權作為。例如警職法第 6 條規定之要

件，則可進而決定是否採行同法第 7 條之查證身分之職權措施。

此決定是否採行，或依法有多種職權作為可供採行，而選擇如何

作為，則屬於裁量程序。 

二、移民執法查察需遵守一般法律原則與相關規定 

移民執法人員採行干預人民自由權利之措施，應符合「法律保

留」原則及「明確性」原則，而且須合比例的授權基礎。只要執法

人員的行為，會妨礙到人民自由與權利的行使，或是予以限制或剝

                                                       

關或機構為鑑定。（第 36 條）」及「移民署為瞭解事實真相，得實施勘驗。（第

37 條）」 
25 例如，移民法第 64 條第 3 項規定訂定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實施暫時留

置辦法」、移民法第 71 條第 3 項規定訂定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實施查察

及查察登記辦法」及移民法第 72 條第 5 項規定訂定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

署戒具武器之種類規格及使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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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時，不論是事實上或法律上行為，且不論是否具有強制性，均係

屬於自由或相關權利的干預，應有憲法第 23 條之適用26。移民執

法人員對人、對物、對處所、及對其他之干預性職權措施之執法

授權，必須符合「明確性」之法制原則，配合執法之面談與查

察，應對各項執法人員職權措施之一般要件或特別要件予以詳細

明確規定之，以避免違反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意旨所指明須有執

法查察之干預性措施所需之職權要件、程序、與救濟的法律明確

授權27。 

移民執法之職權規範係為達成移民行政規範任務之重要基

礎，屬於行政調查之性質28。另有「警職法」第 6 條至第 18 條

亦規定有「查證身分及蒐集資料」之規範，亦為移民法第 17 條

及第 28 條所規定為移民執法時得以準用。再者，移民法第 10 章

之「面談與查察」亦有移民官執法之職權規定。再者，基於移民

執法之取締調查與裁處程序，首先適用移民法自行規定之查察職

權，再進一步適用其他普通行政法規補充之。按移民法係移民行

政違規取締調查職權授予之特別法規定，作為移民執法人員進行

干預行政調查之主要法律依據。按移民法第 63 條規定移民執法

                                                       
26 憲法第 23 條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

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因此，本條揭櫫了政府公權力要介入干預人民之自由或權利，立法者應在符合

「四大公益原則」及「比例原則」前提下，制定明確性之法律規定，以符合

「法律保留」原則，乃民主與法治社會，憲法保障人權之衡平機制。 
27 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解釋文首段：「臨檢實施之手段：檢查、路檢、取締或盤

查等不問其名稱為何，均屬對人或物之查驗、干預，影響人民行動自由、財產

權及隱私權等甚鉅，應恪遵法治國家警察執勤之原則。實施臨檢之要件、程序

及對違法臨檢行為之救濟，均應有法律之明確規範，方符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

利之意旨。 
28 許義寶（2017），〈移民行政調查職權之研究〉，《涉外執法與政策學報》，7 期，

頁 8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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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得依據移民法之面談與查察專章進行面談與查察，以及其對

象除外國人、無戶籍國民、有戶籍國民、無國籍人外，並兼及大

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並且，移民署執行職務人員得行

使該專章所定之職權辦理入出國查驗，調查受理之申請案件，並

查察非法入出國、逾期停留、居留，從事與許可原因不符之活動

或工作及強制驅逐出國案件。本條立法理由乃為利於各項業務、

勤務之執行，爰訂定該職權專章所定之相關職權。 

另一方面，因大陸地區人民及港澳居民進入臺灣地區等事

宜，係兩岸關係條例、香港澳門關係條例及相關許可辦法，而移

民法適用上尚不及於大陸地區人民及港澳居民；惟有關為辦理入

出國查驗，調查受理之申請案件，並查察非法入出國、逾期停

留、居留，從事與許可原因不符之活動或工作及強制驅逐出國等

職權行使事項，於大陸地區人民及港澳居民亦有為相同管制措施

之必要性，爰增訂職權行使之對象範圍，包含大陸地區人民、香

港或澳門居民29。因此，移民法對於執法取締調查權力之依據主

要係依據移民法第 10 章「面談與查察」各條文內涵要件之職權

授予，其中主要職權可類分二部分，主要與「查察」職權相關，

含括第 63～64 條及第 66 條～72 條，而「面談」職權係基於國

家任務在於維護國家安全與利益，對於非本國人之入出國境管理

                                                       
29 本條規定在司法實務上有如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0 年訴字第 761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2011 年 5 月 13 日），判決書指明其對於大陸地區人民來台之適

用。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10 條之 1 明定，大陸地區人民申

請進入臺灣地區團聚、居留或定居者，應接受面談、按捺指紋並建檔管理之；

未接受面談、按捺指紋者，不予許可其團聚、居留或定居之申請。又按本條之

上述規定，是移民署專勤隊之職責係國境內面談之執行、外來人口訪查與查察

之執行、國境內違法之調查、國境監護、臨時收容、移送、強制出境、驅逐出

國，為依法令關於特定事項，得行司法警察之職權者，依刑事訴訟法第 231 條

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為司法警察人員，其所製作之筆錄為警詢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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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移民執法常有面談之必要30，以蒐集資料來做成正確處分。移

民法在此面談與查察專章中，有關面談之授權僅在第 65 條規定
31，其他本章各條次內容均屬於查察職權之規定。按移民法第 10

章（第 63 條至第 72 條）除第 65 條之「面談」規定外，其他條

文均為「查察」職權之授予，含括職權類型有：暫時留置（第

64 條）、通知詢問（第 66 條）、進入營業或公共處所之授權與

查證身分之要件（第 67 條）與措施（第 68 條）、帶往勤務處所

（第 69 條）、住（居）所查察（第 70 條）、查察登記（第 71

條）、配帶戒具或武器（第 72 條）及入出國之查驗及紀錄（第

4 條及第 91 條）等各項移民執法所需之法定職權。本文旨在將

上述法定「查察」職權中之「暫時留置」（第 64 條）與「查證

身分」（第 67-69 條）之規定，進行相關法規範與實務問題之探

討。 

再者，我國移民執法準用警職法之第二章規定，「警職法」

第 6 條至第 18 條規定，以「查證身分」及「蒐集治安資料」為

重心。其主要適用於執法人員外勤調查之職權授予。其主要內容

有：1.查證身分之措施、要件與程序：「警職法」第 6 條至第 8

條規定有關「查證身分」措施。可區分為「治安攔檢」及「交通

攔檢」。有關對人之查證身分，依據該法第 6 條規定「查證身分

                                                       
30 蔡庭榕（2018），〈第十二章 移民面談制度〉，陳明傳、王智盛主編，《移民理

論與移民行政》，頁 423-452，台北：五南。 
31 本條明定移民署受理外國人申請在臺灣地區申請停留、居留或永久居留案件

時，得於受理申請當時或擇期與申請人面談。必要時，得委由有關機關（構）

辦理。另一方面，亦授權對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

居民申請在臺灣地區停留、居留或定居時，亦同。以上接受面談之申請人未滿

十四歲者，應與其法定代理人同時面談。至於移民執法人員進行上述所定面談

之實施方式、作業程序、應備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訂定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實施面談辦法」，以資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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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要件」合致後，始得以進行第 7 條「查證身分之措施」。若有

特別要件要求，仍須該當其條件，始得進行其職權作為。至於對

於交通工具之攔查則需依據警職法第 8 條之規定為之。2.蒐集資

料之措施、要件與程序：「警職法」第 9 條至第 15 條規定有關

治安「蒐集資料」措施，其可列分為：（1）蒐集集會遊行資料

（第 9 條）；（2）設置監視器蒐集治安資料（第 10 條）；

（3）跟監蒐集資料（第 11 條）；（4）遴選第三人協助蒐集資

料（第 12 條至第 13 條） ;（5）通知到場蒐集資料（第 14

條）；（6）治安顧慮人口查訪（第 15 條）；3.資料之傳遞、利

用與處理（第 16 條至第 18 條）。警職法第 6 至 18 條則多係以

執法人員外勤之查證身分或蒐集資料所需之職權規範為內容。而

移民法之面談與查察，即屬於移民官在依法調查及蒐集資料之外

勤取締適用為主。 

三、移民執法之調查與裁處程序 

由於許多有關行政調查或裁處程序之規定，並未明確釐清在

行政違規案件中之「取締調查」與「裁處調查」之進程，甚至在

調查與裁處權責上亦未明確規定，以致實務適用上，亦可能發生

適用問題32。例如，移民執法人員依據相關法令規定，於執法現

場基於自行調查、民眾舉報、行為人自首或其他方式而知有違反

移民法規之行為者，得開啟調查程序。論者指出：「有關行政機

關從事調查事實或證據之程序及階段，行政程序法並未有明確之

規定，仍係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之職權調查主義，由其裁量

定之。在從事證據調查時，行政機關並不需要作成特別的「證據

                                                       
32 劉嘉發，〈論警察行政罰法對交通執法之影響〉，行政罰法對警察工作之影響學

術研討會，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系主辦，2005 年 12 月 9 日，頁 10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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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亦可向其他機關請求提供職務上之協助，此時可適用行政

程序法第 19 條規定。因此，行政機關得藉由職務協助，取得其他

機關之確認、調查結果或證據方法，以有利於事實之澄清33。」因

此，移民執法人員依據與入出國及移民等相關規範之違規調查

時，常是由移民執法人員擔任違法調查，而移由主管機關（勞動

主管機關）裁處，以致衍生出先「違法取締調查」後，再移由負

責之主管機關辦理「違法處分」決定之執法作為。例如，雲林縣

政府以某甲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4 條（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

人從事工作）規定，依同法第 63 條第 1 項規定對原告裁處

150,000 元罰鍰34。本案係某甲（店家）非法容留越南籍學生 HO 

THI GIAO（下稱：H 君，護照號碼：M0000000），至其所經營

位於雲林縣○○鎮○○路 000 號之水果攤內，從事整理水果及紙

箱等工作，經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雲林縣專勤隊（下稱雲

林專勤隊）於民國 108 年 9 月 12 日查獲，嗣經被告即原處分機

關雲林縣政府審查屬實。因此，由上述取締及裁處過程可知，取

締調查係由移民署雲林專勤隊進行，而處分則係由雲林縣政府做

成，曾有對之不服，而提起 109 年 4 月 7 日勞動法訴二字第

1080026985 號訴願決定，維持原處分，而再提起行政訴訟，而

由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以 109 年簡字第 14 號判決35略以：「原告

                                                       
33 洪家殷（2011），〈論行政調查之證據及調查方法─以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為中

心〉，《東海大學法學研究》，35 期，頁 17。 
34 違反移民法第 44 條或第 57 條第 1 款、第 2 款規定者，處新臺幣 15 萬元以上

75 萬元以下罰鍰。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

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第 44 條或第 57 條第 1 款、第 2 款規定者，除依前項規

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處前項之罰鍰或罰金。 
35 裁判日期：2020 年 10 月 22 日。本案尚且經由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判決

109 年度簡字第 14 號 109 年 10 月 8 日辯論終結，以蒐集足夠之資訊，以期作

成正確之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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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訴駁回。」因此，取締調查機關（移民署雲林專勤隊）蒐集備

齊相關資料，移送處分決定機關（雲林縣政府）依法作成「處分

書」，後來受處分人對此處分不服，亦提起訴願救濟，經訴願駁

回後，再提經此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109 年簡字第 14 號判決，判

決前為有效蒐集事實資料，乃由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裁定

109 年度簡字第 14 號裁定：「本件應再開言詞辯論」（以達確

證資料及查明事實之目的）。因此，有關移民執法人員辦理違反

移民法規之案件的調查與裁處，若屬不同單位或機關做最後處分

時，則應注意其取締調查與裁處調查之區分與配合為之。 

四、小結 

綜上，移民法所規定之查察職權，在移民執法實務上常有適

用之機會，而且執行一件未經許可入國違反移民法第 74 條前段

之案件之查察，即可能適用上述多項職權措施。例如，2020 年 9

月 14 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9 年簡字第 3500 號刑事判決書附件

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109 年度偵緝字第 1303 號聲請

簡易判決處刑書」敘明內容略以：「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證照查

驗之法令依據為入出國查驗及資料蒐集利用辦法，該辦法係由移

民法第 4 條第 3 項規定授權而訂定。且入出國及移民署執行職務

人員於入出國查驗時，有事實足認當事人所持護照或其他入出國

證件顯係無效、偽造或變造等情形，得暫時將其留置於勤務處所

進行調查；有相當理由認係非法入出國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執行

職務人員於執行查察職務時，尚得進入相關之營業處所、交通工

具或公共場所，並得查證其身分；若外國人持用偽造之護照者，

入出國及移民署得禁止其入國，移民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1 款、

第 67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18 條第 1 項第 2 款分別定有明文。再

依入出國查驗及資料蒐集利用辦法第 10 條第 1 款規定，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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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國，應備有效護照或旅行證件，申請免簽證入國者，其護照所

餘效期須為 6 個月以上，經入出國及移民署查驗相符，且無本法

第 18 條第 1 項、第 2 項禁止入國情形者，於其護照或旅行證件

內加蓋入國查驗章戳後，始可許可入國。…準此，可見移民署查

驗人員對於外國人入出境時之證照查驗，有權審查外國人所持用

之護照真偽、查證其身分以查察有無冒名情事，並得拒絕其入境

（包括暫時留置處理或逮捕送辦等），因此移民署查驗人員對於

外國人持用護照入出境之證照查驗具有實質審查權限，且審查事

項，除所持用之護照是否真偽外，尚包含查證身分之有無冒名情

事。再者，相當職等之查驗人員，並視同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

具有犯罪調查職務，自得為相當方式之調查，並非僅只於一經外

國人提出護照要求入出境而從形式上觀察無誤即須准許入出境並

鍵入電腦檔案之形式上審查而已（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上訴字

第 342 號、101 年度上訴字第 2157 號判決同此見解）。」因

此，本案涉及上述相關查察職權之適用，如入出國時之證照查

驗、進入相關之營業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查證身分、暫

時留置及資料紀錄等相關職權措施。因此，移民執法人員於取締

調查與裁處相關職權規定，除了從移民法所規定之各項職權外，

尚可運用警職法、行政程序法、行政罰法或其他關涉到之個別法

規所授予之職權程序規定。 

我國對於國境與移民調查管理職權於「移民法」明定專章，

並得準用「警察職權行使法」，得以作為「暫時留置」與「查證

身分」等職權之依據，若有不足，尚可適用「行政程序法」與

「行政罰法」之行政調查或處分程序等相關規定。而日本對可疑

非法外國人之查察，主要依據為依「出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法」

第 5 章之違規調查與驅逐程序之規定。例如，外國人有違反該法

之嫌疑而可能依該法第 24 條驅逐出國，則得依該法第 27、2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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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進行調查程序。再者，美國國境與移民管理之執法查察則主

要依據「移民與國籍法」（INA）第 287 條規定移民官及其職員

的執法職權。另有依據 1996 年「非法移民改革與移民責任」

（IIRIRA，1996）作為政府執法之職權依據。例如，非法外國人

入境後之查察，包括可能雇用外國人之工廠或相關場所，除依法

進行移民身分查證外，ICE 對於非法者之處罰與遣返，亦積極結

合州及地方警察或相關執法人員依法執行各項查察措施，以取締

非法移民，而依據 IIRIRA 亦包括處罰雇用非法移民之雇主。 

參、移民執法暫時留置與查證身分之規範與法理 

本文所探討之移民執法暫時留置與查證身分主要涉及相對人

之基本人權保障與執法公益需求，故除需遵守法律保留原則，其

相關規範亦需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在執行上更應考量比例原則

之運用。因此，本文乃將此兩項職權分別論述其法律規範內涵及

其相關法理如下： 

一、移民執法「暫時留置」之規範與法理 

（一）移民法關於暫時留置之規定 

移民法第 64 條規定「暫時留置」之職權，其主要內涵可分

析如下： 

第一、暫時留置之意義：於取締現場無法於辦案過程中查明

之情形，而有繼續查證之必要者，依法得得暫時將其留置於勤務

處所，進行調查之限制其自由之執法行為。 

第二、暫時留置之目的：暫時留置係因移民署執行職務人員

於入出國查驗時，無法立即於入出國境之現場查明之事項者，而

有移民法第 64 條第 1 項所列情形之一者，加以進一步暫時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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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置於勤務處所進行調查，以釐清事實。 

第三、暫時留置之要件：第 1 項規定：「入出國及移民署執

行職務人員於入出國查驗時，有事實足認當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暫時將其留置於勤務處所，進行調查：一、所持護照或其

他入出國證件顯係無效、偽造或變造。二、拒絕接受查驗或嚴重

妨礙查驗秩序。三、有第 73 條或第 74 條所定行為之虞。四、符

合移民法所定得禁止入出國之情形。五、因案經司法或軍法機關

通知留置。六、其他依法得暫時留置。」 

第四、暫時留置之時地：依前項規定對當事人實施之暫時留

置，應於目的達成或已無必要時，立即停止。實施暫時留置時

間，對國民不得逾 2 小時，對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

門居民不得逾 6 小時。而留置地點：本法明定得暫時將其留置於

勤務處所。 

第五、其他事項：（1）執法主體：出國及移民署執行職務

人員。（2）執法客體之範圍：僅限於於入出國查驗時，有事實

足認當事人有移民法第 64 條所規定情形之一者。（3）留置處

所：得暫時將其留置於勤務處所。（4）授權訂定「法規命

令」：基於上述移民法第 63 條第 3 項規定授權乃由內政部訂頒

「暫時留置之實施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因此，「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實施暫時留置辦法」（以

下簡稱「留置辦法」）據以執行之。（5）符合比例原則：依規

定對當事人實施之暫時留置，應於目的達成或已無必要時，立即

停止。 

再者，依據本條第 3 項授權訂定之「留置辦法」規定，有關

上述移民執法人員實施留置時，應注意事項如下： 

第一、告知事由與法律依據：留置辦法第 3 條規定，入出國

及移民署實施暫時留置時，除有不宜告知者外，應先告知被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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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置人實施暫時留置之事由及法令依據。 

第二、留存記錄以備查考與證明：留置辦法第 4 條規定，移

民署實施暫時留置之勤務處所，應備置暫時留置工作紀錄簿，並

應告知被暫時留置人前項紀錄內容，並請其簽名。被暫時留置人

拒絕簽名時，應載明原因，以備後續查考及證明。被暫時留置人

得請求發給第 1 項紀錄內容影本；移民署除有正當理由外，不得

拒絕。 

第三、應注意被暫時留置人之情狀與其身體及名譽，以及其

傷病醫護處理等，依留置辦法第 5 至 6 條處理。 

第四、對於刑事嫌疑人為被暫時留置人時，得使用戒具或武

器加以強制：依留置辦法第 7 條規定，對移民法第 72 條第 2 項

或第 3 項各款情形之一者，移民署執行職務人員得依法使用戒具

或武器。 

第五、留置係為辦案需求：依據留置辦法第 8 條規定，移民

署對被暫時留置人，應儘速詢問及進行調查後，依第 9 條至第

13 條規定辦理。無暫時留置之必要者，應即放行。又同辦法第 9

條規定，移民署調查後，應將其移送司法機關，或為其他必要之

處置。以及同辦法第 10 條之規定有：「當事人依本法第六十四

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被暫時留置者，經移民署調查後，除發現違

反其他法令，依其他法令規定處理外，應依本法第四條第一項規

定禁止入出國，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當事人嚴重妨礙查驗秩序

之行為經制止後，已無妨礙查驗秩序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應停止

暫時留置，並將妨礙查驗秩序之情形紀錄於暫時留置工作紀錄

簿。」以及依據同辦法第 11 條至第 13 條之規定，移民署調查

後，應即通知相關機關或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因此，可知依本

法所為之留置目的，乃係辦案所需，性質上屬於「辦案時間」的

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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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民法有關暫時留置之法理 

對於依據移民法第 64 條之規定，而由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

之查驗人員因對於入境之外國人基於有進一步查驗之需要，而由

法定授權加以暫時留置，以進一步釐清身分來決定是否許可入國

之處分，則此暫時留置措施係屬於管制性作為，且該當事人尚非

刑事被告或嫌疑人，亦不屬於移民行政違規當事人，故此並非裁

罰性之處分，亦即並不屬於處罰之性質，應無憲法第 8 條之適

用。又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3 條之事項除外規定，該條第 2 項第 2

款明定：「外國人出、入境、難民認定及國籍變更之行為」不適

用本法之程序規定。 

按移民法第 64 條於 2007 年初次明定時之立法理由有：「1.

按國境線上之查驗工作，係以國家安全為主要考量；惟現行實務

上並未賦予第一線執行查驗工作人員，於發現可疑之情事時，具

有「暫時留置」之權限，恐影響查驗品質及損害國家主權。爰定

明辦理查驗工作之人員，於修正條文第 1 項各款所定之特定要件

下，得暫時留置當事人，以進行調查。2.為保障人身自由，避免

不當侵害人權，另於修正條文第 2 項規定所實施之暫時留置，應

於目的達成或已無必要時，立即停止；另依實務運作而言，若需

留置國民進行調查，因其相關資料之取得及查證較外國人、大陸

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容易，故對國民實施暫時留置之時

間，亦應較對外國人等實施留置之時間為短，爰參照警察職權行

使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對國民實施留置不得逾 2 小時，對外國

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實施暫時留置不得逾 6 小

時，以兼顧實務運作及人權保障。」因此可知當時修法增訂本條

係授權國境線上第 1 線移民執法人員在正常執法或查驗辦案時，

認有更加可疑與複雜情事而有必要進一步調查時，授予執法者得

「暫時留置」相對人於「勤務處所」之權限，並明定其得以「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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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留置」之時限，於規範法理上應有其必要性，亦符合法律保留

與明確性原則。 

依據留置辦法第 2 條規定，移民執法人員於「入出國查驗」

時，有事實足認當事人有移民法第 64 條第 1 項 6 款情形之 1

者，得將其暫時留置於勤務處所，進行調查，可知「暫時留置」

之適用時機係在國境線上之入出國查驗時，而非入境後一般停留

或居留而依法實施查驗時適用。而且，暫時留置應於「勤務處

所」為之，並非執法現場，亦即並非入出境線上，一方面避免影

響國境線上之例行工作，亦可進一步適用相關設備輔助，並因明

定規範機制，得使共知共識，以確保人權。再者，此機制係為續

行調查之目的而設之機制，是有其必要性。按我國憲法第 8 條之

意旨與精神，對人身自由限制仍應合乎該條之「正當法律程

序」，其重點含括：1.理由告知之通知義務；2.時間限制；3.法

官介入。然我國現行法令對非刑事被告者，大都欠缺「法官介

入」之正當程序。例如，移民法第 69 條及警職法第 7 條之規定

依法「將受查證人帶往勤務處所時，非遇抗拒不得使用強制力，

且其時間自攔停起，不得逾 3 小時，並應即通知其指定之親友或

律師36。」查留置辦法第 3 條即明定：「入出國及移民署實施暫

時留置時，除有不宜告知者外，應先告知被暫時留置人實施暫時

留置之事由及法令依據。」此適用與準用之二法之留置或帶往勤

務處所之規定，均尚有踐履告知與通知義務，並責向特定上級機

關報告，惟並未引進法官介入之作法。 

                                                       
36 李震山（2003），〈檢肅流氓條例與留置處分─「不具刑事被告身分者」之人身

自由保障〉，《台灣本土法學》，52 期，頁 185-187；李震山（2020），《警察行政

法論─自由與秩序之折衝》，修訂五版，頁 268，台北：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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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民執法「查證身分」之規範與法理 

（一）移民法關於查證身分之規定 

外國人有隨身攜帶其身分證明文件及出示之義務。按移民法

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14 歲以上之外國人，入國停留、居留或

永久居留，應隨身攜帶護照、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又同條第 2 項規定：「入出國及移民署或其他依法令賦予權責之

公務員，得於執行公務時，要求出示前項證件。其相關要件與程

序，準用警職法第二章之規定。」因此，移民執法人員依法進行

「查證身分」之要件與措施進一步分別規定於第 67 條及第 68

條。其構成要件，可析論如下： 

第一、查證身分之意義：移民執法係依據法定要件進行相關

查察勤務時，首重身分之確認，避免打擊錯誤，而致違法執法。

按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查證身分得「詢問姓

名、出生年月日、出生地、國籍、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等」

內容資料，以正確達到依法執行之目的所進行之職權作為。 

第二、查證身分之要件：依據移民法第 67 條規定可剖析移

民執法人員得執法現場進行查證身分之相關要件及其他重要內涵

有：（1）須於依法執行查察職務時；（2）得「進入」相關之營

業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此明示授權進入營業場所，顯然

比較「警職法」第 6 條之「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

得對於下列各款之人查證其身分」之「合法進入之場所」要來得

寬鬆，主要理由可能是下述得查察均以「相當理由」始得「進

入」。又進入之處所不含括「住宅」或與其相同性質者 37；

                                                       
37 大法官釋字第 535 號解釋文指出：「臨檢之規定，並無授權警察人員得不顧時

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之立法本意。除法律另有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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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得進行查證身分之相對人的要件，共明定授權有 5 種情

形：（1）法定逾期或得強制情形：有事實足認其係逾期停留、

居留或得強制出國。（2）屬於刑事犯罪之虞：有相當理由足認

有第 73 條或第 74 條所定行為，或有該行為之虞。（3）期確認

是否與簽證許可目的相符合：有事實足認從事與許可原因不符之

活動或工作。（4）確認是否偷渡：有相當理由足認係非法入出

國。（5）有相當理由足認使他人非法入出國。再者，（6）依前

述規定「進入營業處所」實施查證，應於其營業時間內為之，營

業處所屬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必須在營業時間內始得進入查證，

避免任意干擾。（7）營業處所之負責人或管理人有配合查證之

義務：前述之營業處所之負責人或管理人，對於依前述規定實施

之查證，無正當理由，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8）第 1 項所

定營業處所之範圍，由主管機關定之，並刊登政府公報。 

第三、查證身分之措施：此仿警職法第 6 條及第 7 條之查證

身分要件與措施配合規定，而有依移民法第 67 條的要件，而於

同法第 68 條授權得進行查證身分之必要措施如下：（1）攔停

人、車、船或其他交通工具。（2）詢問姓名、出生年月日、國

籍、入出國資料、住（居）所、在臺灣地區停留或居留期限及相

關身分證件編號。（3）令出示身分證明文件。（4）有事實足認

受查證人攜帶足以傷害執行職務人員或受查證人生命、身體之物

者，得檢查其身體及攜帶之物；必要時，並得將所攜帶之物扣留

之。以上 4 種執法措施係於執法「現場」所得以執行者，而需注

意者是「詢問」範圍僅止於身分查證所需，尚不含括可疑犯行之

                                                       

定外，警察人員執行場所之臨檢勤務，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

易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之，其中處所為私人居住之空間者，

並應受住宅相同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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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另外得「檢查」身體或所攜之物，此係僅得為衣服外部之

拍觸（Frisk），係屬於安全保護性檢查，而非違法之取證型檢

查，應予辨明。再者，依據同法第 69 條之規定，以上之查證身

分應於執法現場若仍進行為原則，但有該條所定情形之 1 者，即

授權得將其帶往勤務處所查證。 

第四、得將受查證身分之人帶往勤務處所之情形：（1）經

受查證人同意；（2）於現場為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將其帶

往勤務處所：A.無從確定身分。B.對受查證人將有不利影響。C.

妨礙交通、安寧。D.所持護照或其他入出國證件顯係無效、偽造

或變造。E.拒絕接受查驗。F.有第 73 條或第 74 條所定之行為。

G.符合本法所定得禁止入出國之情形。H.因案經司法或軍法機關

通知留置。再者，依前述規定將受查證人帶往勤務處所時，非遇

抗拒不得使用強制力，且其時間自攔停起，不得逾 3 小時，並應

即通知其指定之親友或律師。此處之「帶往勤務處所」之時間授

權為 3 小時，與同法第 64 條之「暫時留置」顯不相同，前者係

於境內之查驗，時限為 3 小時；而後者係在國境線上，其時限則

區分對非本國人得暫時留置 6 小時，而對本國人則為 2 小時，得

進一步實施查驗。 

（二）移民法有關查證身分之法理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35 號解釋文略以：「有關臨檢之規

定，並無授權警察人員得不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取締

或隨機檢查、盤查之立法本意。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警察人員執

行場所之臨檢勤務，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

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之，其中處所為私人居住之

空間者，並應受住宅相同之保障；對人實施之臨檢則須以有相當

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且均應遵守比例

原則，不得逾越必要程度。」而且，於上述該號解釋文亦明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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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執法之「臨檢」措施「臨檢實施之手段：檢查、路檢、取締或

盤查等不問其名稱為何，均屬對人或物之查驗、干預，影響人民

行動自由、財產權及隱私權等甚鉅，應恪遵法治國家警察執勤之

原則。實施臨檢之要件、程序及對違法臨檢行為之救濟，均應有

法律之明確規範，方符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意旨。」因此，

縱然是對非本國人實施查證身分之措施，亦應符合上述意旨，而

需遵守「實質」與「程序」的「正當法律程序」，亦即前者是法

律保留與明確性原則之遵行；而後者係應符合比例原則、出示證

件表明身分與告知事由等程序原則，甚至受查驗之外國人語言不

通的話，亦應有通譯之設，以遵行程序上之正當法律程序。論者

指出「從主權出發所為之差別待遇，僅是反映人權保障之現實而

已，尚屬正當或合憲法」，並進一步引德國基本法區分「每個人

的基本權利及德國人之基本權利」二種，並進一步歸納出憲法人

權保障之規範三層次：（一）作為人即應享有之權利，如生命、

身體與自由權；（二）有強烈國家主權亦是關聯性者，應屬於本

國人之基本權利，如入境、參政或政治活動權利是；（三）中間

型態之權利，多屬於受益權，如我國憲法第 15 條保障之工作、

財產及生存權之享有，需視各國開發程度而定38。因此，移民法

於 2007 年修法時即新增第 10 章，除第 64 條授權暫時留置外，

並於該章之第 67 條至第 69 條明定查證身分之措施與要件及相關

程序，然此 2 項職權均與自由之限制或剝奪有所關連，於法理上

有其以法律明確授權之必要性，亦符合法律保留與明確性原則，

並遵循正當法律程序。 

然而，從「合理懷疑」到「相當理由」係形成不等之心證程

                                                       
38 同前註 6，頁 41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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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39，此區分要件判斷程度，在美國警察執法與司法界已形成相

當共識。「合理懷疑（Reasonable Suspicion）」與「相當理由

（Probable Cause）」在隱私權侵犯程度、搜索（或檢查）方式

與強制力之行使、犯罪（或危害）嚴重性、事實證據之確定性、

急迫性等有不同程度的考量。執法人員對於事實情況產生「合理

懷疑」，常基於自己之觀察、民眾舉報、其他單位之提供訊息、

或行為人自首等情形，而得以為初步之偵查或調查，常因合理懷

疑有危害情事，而加以攔停、詢問、拍搜（參考 Terry v. Ohio 

（1968）一案），而發現有更具體之違法犯罪之情事，乃轉而具

有「相當理由」得以逮捕、搜索、扣押之。「合理懷疑」與「相

當理由」只是程度之差異，在本質上並無不同。然而，從移民法

有關查證身分係以「相當理由」為職權要件，亦與警職法之「合

理懷疑」有差異，其要求幾乎與刑事犯行追緝之無令狀逮捕與搜

索相同之心證程度，是否合宜，實有探討空間。 

在司法實務上，常藉由移民法及其授權訂定之相關法規命令

或行政規則，做為移民執法之基礎。例如，國境事務大隊證照查

驗之法令依據為「入出國查驗及資料蒐集利用辦法」，其係依據

移民法第 4 條第 3 項規定授權而訂定。且移民署執法人員於入出

國查驗時，有事實足認當事人所持護照或其他入出國證件顯係無

效、偽造或變造等情形，即得依法暫時將其留置於勤務處所進行

調查；若進一步有「相當理由」認其係非法入出國者，則移民署

                                                       
39 Rolando V. del Carmen,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ND PRACTICEW, 90-

91 (7th ed. 2007). “A level of proof is the degree of certainty required by the law for 
an act to be legal. as a level of proof, reasonable suspicion ranks below probable 
cause but above suspicion in its degree of certainty.”亦參考：蔡庭榕（2003），
〈論警察臨檢之發動門檻－「合理懷疑」與「相當理由」〉，《警察法學》，1
期，頁 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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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職務人員於執行查察職務時，尚得「進入」相關之營業處

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並得「查證其身分」；若外國人持用

偽造之護照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禁止其入國，移民法第 64 條

第 1 項第 1 款、第 67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18 條第 1 項第 2 款分

別定有明文。再依「入出國查驗及資料蒐集利用辦法」第 10 條

第 1 款規定，外國人入國，應備有效護照或旅行證件，申請免簽

證入國者，其護照所餘效期須為 6 個月以上，經入出國及移民署

查驗相符，且無本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2 項禁止入國情形者，

於其護照或旅行證件內加蓋入國查驗章戳後，始可許可入國。復

依移民法第 89 條規定，入出國及移民署所屬辦理入出國及移民

業務之薦任職或相當薦任職以上人員，於執行非法入出國及移民

犯罪調查職務時，分別視同刑事訴訟法第 229 條、第 230 條之司

法警察官。其委任職或相當委任職人員，視同刑事訴訟法第 231

條之司法警察。準此，可見移民署查驗人員對於外國人入出境時

之證照查驗，有權審查外國人所持用之護照真偽、查證其身分以

查察有無冒名情事，並得拒絕其入境（包括暫時留置處理或逮捕

送辦等）。因此，移民署查驗人員對於外國人持用護照入出境之

證照查驗具有實質審查權限，且審查事項，除所持用之護照是否

真偽外，尚包含查證身分之有無冒名情事。再者，相當職等之查

驗人員，並視同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具有犯罪調查職務，自得

為相當方式之調查，並非僅只於一經外國人提出護照要求入出境

而從形式上觀察無誤即須准許入出境並鍵入電腦檔案之形式上審

查而已40。 

                                                       
4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9 年簡字第 3500 號刑事判決。經查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

度上訴字第 342 號、101 年度上訴字第 2157 號判決同此見解。 

244



移民法暫時留置與查證身分職權之探討 33 

 

三、小結─維護公益與保障私權之衡平 

移民行政執法係「判斷」與「裁量」的連結過程。經由移民

執法人員之五官六覺的判斷事實是否違反法律規定之義務（構成

要件該當否），再據以進行「決定裁量」（ob 或 if；即是否採

取執法作為）與「選擇裁量」（wie 或 how；即採取何種執法措

施）。從「判斷」事實上是否已發生危害或犯罪、即將發生危害

或犯罪，到「決定」是否採取執法作為及採取何種執法措施（含

採取正當措施及適當處分），乃是一連串之判斷與裁量過程。而

移民執法任務常兼有行政危害防止及移民相關之刑事犯罪偵查之

雙重特性41；移民執法人員之任務在於達到保障人權與維護入出

國與移民秩序行政之雙重目的，而維護移民行政安全與秩序任務

又可分為犯行追緝之刑事作為及危害防止之行政措施。再者，移

民執法任務之達成除須賴移民行政業務之縝密規劃，更重要的是

有效的移民執法勤務作為，亦常難以避免有使用干預性職權作為

之需要。然而，移民執法規範之構成要件（執法判準）常有「不

確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加上違規與犯罪事實亦常非客

觀確定之情況。是以，移民行政執法過程中，常須將抽象法律條

文內容涵攝於個案事實上，遵守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不論是事

實判斷上之正當合理性（Justification）考量，以使強制力得合宜

地適用於執法客體，抑或經證據（Evidence）蒐集後之法律效果

裁量，均無不植基於「比例原則」之適用。然而，「比例原則並

                                                       
41 參考移民法第 89 條之規定：「入出國及移民署所屬辦理入出國及移民業務之薦

任職或相當薦任職以上人員，於執行非法入出國及移民犯罪調查職務時，分別

視同刑事訴訟法第 229 條、第 230 條之司法警察官。其委任職或相當委任職人

員，視同刑事訴訟法第 231 條之司法警察。」可知移民法之執法人員係具有相

關於對移民刑事犯罪偵查之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身分與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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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一範圍廣泛之『裁量權』，而是執法者『法益衡量』應遵循之

『義務』，而行政裁量權之行使又必須『合義務性』，比例原則

因而產生拘束，如行政裁量權中之選擇裁量，若違反比例原則，

則屬裁量濫權，其裁量行為自屬違法。42」因此，移民執法仍應

遵守行政程序法第 4 條：「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

拘束。」以在維護公益與保障私權有效衡平。 

肆、美、日移民執法查察職權之立法例 

按基於國家安全與利益，世界各相關國家均有其入出國管制

及移民規定，屬於大陸法系的我國與日本均有明確的入出國及移

民相關制定法可資依循，而屬於海洋法系之美國，則以判例法為

主，茲分別舉美、日二國之立法例，將其移民執法之查察職權析

論如下： 

一、美國移民執法查察職權規範 

美國在 911 事件之後，聯邦與各州和地方政府更加重視非法

移民問題，且將此問題提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在組織法上，對

移民執法組織進行了大規模改組，使得原來移民歸化局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INS）的原有功能獲得

強化。美國政府增置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DHS），2003 年 3 月 1 日將移民歸化局（INS）正式

編入新成立的國土安全部，其原有的業務與功能分別交由三個部

門 執 行 ， 即 美 國 公 民 權 暨 移 民 局 （ 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USCIS）、美國移民暨海關執法局（U.S. 

                                                       
42 李震山，同前註 2，頁 291-294，台北：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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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和美國海關暨邊境保

護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CBP）43分別掌理。 

另一方面，在作用法上，延續美國 1952 年頒布了「移民和

國籍法」（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簡稱 INA），該

法包括整合許多移民相關規定，並重組了移民法的結構。多年

來，美國政府對 INA 進行了多次修訂，其中包含許多重要的移

民法規定44。INA 係包含於美國法典（USC）中，是美國法典蒐

羅各類型之法規共有 50 篇，而 INA 係在該法典之第 8 篇（Title 

8），含括外國人和國籍（Alien and Nationality）。在 INA 第

287 條規定移民官及其職員的執法職權（Powers of immigration 

officers and employees），該授權規定亦收錄於美國聯邦法典第 8

篇第 1357 條45。該款授權聯邦政府可以與州和地方政府在移民

執法過程中展開合作，並且負責培訓州和地方執法人員，以配合

聯邦移民執法人員的執法活動，從而使得地方執法部門擔負起部

分移民執法的功能46。這些職能主要包括審查地方和州監獄案犯

的移民身分、逮捕和拘禁移民違法者、調查移民案件，以及同移

民暨海關執法局（ICE）組成特別行動組，處理與移民有關的刑

                                                       
43 Richard M. Stana, Homeland Security and Justice Issue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Addressing Management Challenges That Face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Agencies,” GAO-05-664T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gao.gov/new.items/ 
d05664t.pdf. (last visited 12/20/2020). 

44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at https://www.uscis.gov/laws-and-policy/ 
legislation/immigration-and-nationality-act (last visited 12/20/2020). 

45 8 U.S. Code § 1357- Powers of immigration officers and employees. 
46 Harlan York (2014), Immigration Law Enforcement: Collaboration and Authority. In: 

Jesse Lloyd et al. eds., NEW DEVELOPMENTS IN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AND COMPLIANCE: LEADING LAWYERS ON 
NAVIGATING TRENDS IN IMMIGRATION LAW, 81-100 (U.S.A: Thomson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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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案件等等。由 ICE47給予上述州或地方執法官員授權以確認及

處理，並於必要時得留置（或收容）他們在日常例行執法活動中

遇到的移民違法犯罪者48。另一方面，美國海關暨邊境保護局

（CBP）於機場、港口之國境線上進行執法查驗，現行於海關以

全部指紋掃描取代原有之兩指指紋掃描。而且 CBP 官員有權拒

絕外國人入境，並可能留置、拘禁外國人，亦可能取消外國人所

持美簽；此外，CBP 官員如無法立即判斷是否允許該名旅客入

境，可將當事人移往他處進行進一步審查49。再者，由於移民與

國境管理屬於聯邦事務，因美國聯邦政府逐漸意識到州和地方政

府不僅可以在保衛國土安全方面發揮重要作用，而且也能夠在移

民執法上提供必要的協助與支援。另一方面，為強化聯邦政府在

移民執法方面的功能，1996 年制定「非法移民改革與移民責任

法 」 （ The Illegal Immigration Reform and Immigrant 

Responsibility Act of 1996，IIRIRA or IIRAIRA）作為政府執法之

職權依據。 

美國在 911 事件之後，一方面由 CBP 強化國土邊境執法防

堵非法入境外國人，另非法外國人入境後之查察，包括可能雇用

外國人之工廠或相關場所，除依法進行移民身分查證外，ICE 對

於非法者之處罰與遣返，亦積極結合州及地方警察或相關執法人

                                                       
47 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ICE）是

美國國土安全部下屬的一個執法部門，2003 年因應反恐而成立。主要負責是鑑

別、調查和處置非法移民、海關有關之違法犯罪活動，例如處理和遣返非法移

民、走私、販賣等案件，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 
48  8 U.S. Code § 1357 - Powers of immigration officers and employees, at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8/1357#g ( last visited 12/28/2020). 
49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https://www.boca.gov.tw/sp-foof-countrycp-03-102-4dd30-02-

1.html（最後瀏覽日：12/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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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依法執行各項查察措施，以取締非法移民50，而依據 IIRIRA

亦包括處罰雇用非法移民之雇主51。例如，美國聯邦政府從 1997

年開始推行「雇傭資格查核計畫」，並在 2007 年將其更名為

「雇工身份查核計畫」，即 E-Verify，以便雇主利用此計畫審核

新雇員工的身份及工作資格。移民執法機關會對工作場所實施突

擊檢查，發現違法雇主將予以罰款等經濟處罰，對屢犯不改者施

以拘禁。 

另一方面，美國「移民及國籍法」52關於留置職權之規定於

第 1222 條。留置外國人以進行身體和精神檢查53。例如，INA 第

1222（a）條規定，授權移民執法人員對到達美國國境線上之外國

人，檢查其是否屬於本章所述的任何疾病或者可疑為依法不許可入

國者，以確認其是否得以合法入境。再者，同法第 1225 條54規

定，移民執法人員得依法進行必要之檢查以取締非法外國人，並得

迅速驅逐不允許入境的非法外國人，其中包括對於外國偷渡或走私

者。例如，偷渡到達國境之非法外國人顯無資格申請入境，除申請

庇護應依相關法律處理外55，其他則由移民官員調查後依法予以驅

逐出境。例如，對於申請入境的外國人之查察而言，如果審查移民

執法人員無法明確入國者之合法身分時或有可疑其違法時，則該外

                                                       
50 Lisa Marquardt, Immigration Law –This Land is My Land, or is It?: Statutes of 

Limitati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40 W. NEW 
ENG. L. REV 29-41 (2018). 

51 Illegal Immigration Reform and Immigrant Responsibility Act of 1996, Title IV—
Enforcement of Restrictions Against Employment, Subtitle B—Other Provisions 
Relating to Employer Sanctions, Sec. 411-416. 

52  8 U.S. Code Chapter 12, Subchapter II, Part IV: Inspection, Apprehension, 
Examination, Exclusion, and Removal. 

53 8 U.S. Code §1222: Detention of aliens for physical and mental examination. 
54 8 U.S. Code §1225. Inspection by immigration officers; expedited removal of 

inadmissible arriving aliens; referral for hearing. 
55 8 U.S. Code § 1158 -Asylum.  

249



38 高大法學論叢 第 17 卷．第 1 期 

 

國人應依法被留置進行進一步之相關調查56，其得依總檢察長之命

令為之，而無需移民法官進一步調查或聽取。再者，依據 INA

第 1225a 條57之規定，亦依法得由移民官在國外機場進行預先檢

查。再者，INA 第 1226 條58規定，得依法逮捕和拘留或釋放外

國人。該法更進一步於 INA 第 1226a 條59規定得強制拘留嫌疑恐

怖分子，以及其關於人身保護令及司法審查程序60。 

因此，美國國境執法係由國土安全部（DHS）之海關暨邊境

保護局（CBP）特別頒行移民執法措施相關規定61，並與其他相

關移民執法機關之（ICE）及（CIS）共同簽訂一個查察非法移

民執法之逮捕、留置（收容）及遣返措施之備忘錄62，以求取各

相關機關適用相關法律之共識性執法認識與作為。再者，CBP

亦以行政指導說明其「機場執法」程序及受檢者之權利。例如，

                                                       
56 8 U.S. Code §1225 & §1229a - Inspection by immigration officers; expedited 

removal of inadmissible arriving aliens; referral for hearing. 
57 8 U.S. Code §1225a. Preinspection at foreign airports. 
58 8 U.S. Code §1226: Apprehension and detention of aliens；also see: The Supreme 

Court,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Mandatory Detention—Chevron Deference-
-NIELSEN v. PREAP, 133 Harv. L. Rev. 392-398 (2019). 

59 8 U.S. Code §1226a: Mandatory detention of suspected terrorists; habeas corpus; 
judicial review. 

60  Katherine F. Riordan, Immigration Law– Enforcing Administrative Exhaustion 
Requirements For Pattern –And –Practice Claims Concerning Due Process 
Violations During Immigration Raids –Aguilar V. United State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510 F.3d 1 (1st Cir. 2007) (No Pet. For Cert.) , 42 SUFFOLK 
U. L. REV. 377-387 (2009). 

61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at https://www.cbp.gov/border-security/ 
immigration-action (last visited 12/20/2020). 

62 Secretary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Policies for the Apprehension, 
Detention and Removal of Undocumented Immigrants,Policies for the Apprehension, 
Detention and Removal of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2014, at 
https://www.dhs.gov/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14_1120_memo_prosecutorial_ 
discretion.pdf?utm_source=(direct)&utm_medium=(none)&utm_term=undefined&ut
m_content=undefined&utm_campaign=(not%20set)&gclid=undefined&dclid=undefi
ned&GAID=1007271639.1610151941 (last visited 12/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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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境線上，入境外國人很可能會遇到海關暨邊境保護局

（CBP）的人員，也可能遇到國土安全調查局（HSI）的人員，

國土安全調查局隸屬美國移民暨海關執法局（ICE）。其指引內

容指出：一般而言，國境執法人員可以在邊境攔停入境者以決定

是否容許其入境，也可以搜查入境人士所帶物品是否有違禁品。

外國人入境原則上應按捺指紋，且國境執法人員依法有權攔查及

詢問你相關入境的各項問題。政府認為這種非因對個別人士有懷

疑而進行的搜查應該涵蓋電子用品，比如手提電腦和手機，不過

這是一個極具爭議性的法律問題。但執法人員不能因為你的宗

教、種族、原國籍、性別、族群或政治信念而對你作個別的搜查

或第二次調查。再者，國境執法人員有權問你的移民身份以決定

你是否有權入境。若你拒絕回答你入境的性質和目的可能會造成

時間拖延和/或對你進一步的調查，若你持有的是非公民簽證或

是遊客，拒絕回答問題可能會造成你被拒入境。一般而言，原則

上，執法人員不能因為你的宗教、種族、原國籍、性別、族群或

政治信念而選擇查問你，但必要時，亦有例外加以詢問，仍須配

合答覆，或要求與其上級人員說明，然拒絕回答可能會造成時間

拖延和 /或對你進一步的調查，甚至被拒入境。如果你被拒入

境，但害怕回到出發地國家會遭受迫害或酷刑，你應該告訴海關

人員你的恐懼，要求庇護。另一方面，CBP 官員在首次及第二

次調查時你無權要求律師，但你最好有律師或法律事務所的聯絡

電話，在覺得自己的權利被侵犯或被拘留超過正常時間的時候，

提出要求聯絡律師。對於所有嘗試進入美國的人士，如果海關或

邊境執法人員告訴你已經被拘捕，或者情況表明他們懷疑你犯了

罪，你應該在回答任何問題前要求先跟律師交談 — 並且如果你

想行使保持緘默的權利，你要大聲宣告。執法人員可要求手提電

腦密碼和將手機解鎖，以依法進行相關入境查證，若執法人員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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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你的手提電腦或手機，你應該要他們提供收條。若在有「合理

懷疑」的情況下和在隱密之場所始可依法進行裸搜。  

原則上，國境檢查之法律正當性授權遠比境內檢查寬鬆，乃

係基於國家安全與利益考量 63。例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Jennings v. Rodriguez（2018）64一案中，裁定被拘留的移民沒有

法定權利進行保釋聽證會。再者，美國聯邦高等法院在 Se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v. Chertoff, 463 F. Supp. 2d 400, 405 

（S.D.N.Y. 2006）65案例中，係因基於反恐之政治考量或意識型

態而排除外國人入境，而由美國高等第二巡迴法院判決其與美國

憲法第 2 修正案之關係。又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1925 年 Carroll 

v. United States 267 U.S. 132, （1925）之判例中，聯邦最高法院

認國境執法人員得基於國家自我防衛（National Self-Protection）

權，對入出國境者進行攔阻及身分查證66措施。該案被逮捕控訴

之 Carroll 控告國境執法人員違反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指出執

法者違法對其進行無法院所核發令狀之國境搜索。此案最後上訴

至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其搜索行為，並未違反美國憲法第四修正

案。認為政府可以基於國家自我防衛權之理由，在合理之情境

下，對於入出美國國境之旅客進行攔阻，同時，並對其身分進行

                                                       
63  Jared Hatch, Requiring a Nexus to National Security: Immigration, “Terrorist 

Activities,” and Statutory Reform, 2014 B.Y.U. L. Rev. 697, 697-732 (2014). 
64 Jennings v. Rodriguez, 138 S. Ct. 830 (2018)；亦參考：Allison M. Cunneen, 

Demanding Due Process Time to Amend 8 U.S.C §1226(c) and Limit Indefinite 
Detention of Criminal Immigrants, 83 BROOK. L. REV. 1497 (2018); also see: Jorge 
A. Solis, Detained Without Relief, 10 ALA. C.R. & C.L.L. REV. 357 (2019). 

65 Se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v. Chertoff, 463 F. Supp. 2d 400, 405 (S.D.N.Y. 
2006). 

66 蔡庭榕（2001），〈論國境搜索〉，跨境犯罪偵查與刑事司法互助學術研討會，

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主辦，2001 年 6 月 6 日，頁 107-108。另請參閱：

蔡庭榕（2003），〈論國境檢查〉，《警察法學》，2 期，頁 189-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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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以確認其被賦予入國之許可（Reasonably Requiring One 

Entering the Country to Identify Himself as Entitled to Come in）合

法。再者，論者亦有主張國境線上之隱私權比境內之隱私權受到

較低程度之保障（Privacy Expectation is Less at the Border than it 

is in the Interior）。從憲法位階之人權保障機制而言，國境安全

檢查之攔停、暫留、詢問、出示證件、檢查物件、搜身等干預性

的檢查措施，與國家安全維護之平衡考量，於入出國時之例行性

檢查，所涉及隱私權較少67，尚不會造成個人之侮辱與尷尬68。

例如，在 2004 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U.S v. Flores-Montano69判例

中，美國聯邦第九巡迴區上訴法院亦認國境線上執法時，針對攜

帶型電腦，或其他電子設備進行檢查或搜索之前，得為一般例行

性檢查，並無須具備合理懷疑始得為之。有關此些有別於一般檢

查或搜索之國境執法措施之授權規定，顯有別於境內之檢查或搜

索之法律保留密度要求，旨在防止恐怖份子入侵及保障國土安

全。此顯示人民於國境線上之隱私權之保障程度，事實上，是不

同於美國境內，人民於國境線上之隱私權保障，係合理且必要地

使隱私權受到較低之保障。 

美國法院根據憲法第 4 修正案之標準，於審查及檢視 CBP

執法人員於國境線上所發動之搜索行為的「合理性」時，有些法

                                                       
67  C. Allie Segrest, Immigration Law-The Current Split on an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Consitutional Right to be Informed of Discretionary Relief –United 
States v. Estrada, 876 F.3D 885 (6th cir. 2017), 41 AM. J. TRIAL ADVOC. 673-685 
(2018). 

68 Wayne R. Lafave, SEARCH AND SEIZURE – A TREATISE ON THE FOURTH 
AMENDMENT, 535-537 (3rd ed. 1996). 轉引自：蔡庭榕（2001），〈論國境搜

索〉，跨境犯罪偵查與刑事司法互助學術研討會，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

主辦，2001 年 6 月 6 日，頁 107-108。另請參閱：蔡庭榕（2003），同前註

66，頁 189-229。 
69 541 U.S. 149, 124 S. Ct. 1582, 158 L. Ed. 2d 311, 2004 U.S. LEXIS 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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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之審查標準係區別上開之國境搜索行為係「例行性」或「非例

行性」而有差異。一般而論，CBP 國境執法人員於執行「例行

性」搜索時，不需任何程度之懷疑；但在執行「非例行性」搜索

時，則需要合理懷疑之基礎。因此，CBP 國境執法人員對於旅

客之財產，包括：行李、手提包、皮夾及其他器皿之搜索或檢查

行為，係屬於「例行性」搜索。然對於旅客之身體搜索，此包

括：脫衣檢查、私密體穴及非自志願性之 X 光檢查，均被認為

是「非例行性」檢查。因此，美國聯邦 CBP 執法人員對於入出

國旅客人身之搜索或檢查行為，其法律性質，則不同於對於旅客

財產或物件之搜索或檢查行為，則 CBP 國境執法人員必須有合

理之懷疑，相信執行上開檢查之結果，將可查獲違禁物品70。由

於對於入出國旅客進行脫衣檢查、人體私密體穴檢查及進行非志

願性之 X 光照射檢查等行為，均屬為干預性的檢查行為，故需

要 CBP 國境執法人員「合理懷疑」作為發動國境行政搜索權的

基礎。則國境執法人員基於其所受之訓練及執法經驗，根據當時

整體之情境判斷來形成「合理懷疑」。 

因此，基於國家自我防衛權、國境線上隱私權比境內之隱私

權受到較低程度之保障理論及國境安全保護之目的，乃形成有別

於一般搜索之「國境搜索」的例外原則（Border Search Exception 

Doctrine）71。亦即在符合法定要件下，國境執法人員於國境線

上之執法查察並無須搜索令狀。例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U.S v. 

Flores-Montano72之判決認國境執法人員於國境線上之搜索，無須

                                                       
70 Border Search Exception, at http://en.wikipedia.org/wiki/Border_search_exception 

(last visited 12/28/2020). 
71 柯雨瑞（2009），〈論國境執法面臨之問題及未來可行之發展方向以國際機場執

法為中心〉，《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報》，12 期，頁 228。 
72 541 U.S. 149, 124 S. Ct. 1582, 158 L. Ed. 2d 311, 2004 U.S. LEXIS 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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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懷疑，即可對於汽車的油箱，進行拆解，主要之法理基石在於

國境線上隱私權比境內之隱私權受到較低程度之保障理論。 

二、日本移民執法查察職權規範 

日本對於入出國及移民管理主要係依據「出入國管理及難民

認定法」（以下簡稱「入管法」）之規定。該法有關要求違法外

國人接受調查之職權的主要規定有：1.調查違法之職權（第 27

條）：入國警備官，認為外國人有該當於第 24 條各款之一時，

對於該當外國人，得調查其違法情形。2.有關調查違法必要的檢

查及要求報告（第 28 條）：入國警備官為達到調查違法的目

的，得為檢查。但是，有關實施強制處分，未依本章及第 8 章的

特別規定，不得為之。（第 1 項）入國警備官有關調查違法，得

請求公務機關或公私團體照會，或為告知必要的事項。（第 2

項）3.要求嫌疑人到場及調查（第 29 條）：入國警備官，為實

施調查違法的必要時，得要求嫌疑人到場，對該當嫌疑人施予調

查。（第 1 項）前項的情形，入國警備官必須記錄嫌疑人的供述

筆錄。（第 2 項）作成前項的調查書證時，入國警備官須交由嫌

疑人閱覽或朗讀，並使其簽名，且本身必須署名。（第 3 項）前

項情形，嫌疑人不能簽名或拒絕簽名時，入國警備官必須將該意

思，附記在調查筆錄上。（第 4 項）4.要求證人到場（第 30

條）：入國警備官為調查違法於有必要時，得要求證人到場，並

對該證人加以調查。（第 1 項）前項情形，入國警備官對有關證

人的供述，必須記載於筆錄。（第 2 項）前條第三項及第四項的

規定，準用前項的情形。於此情形，前條第 3 項及第 4 項之中的

「嫌疑人」，在本項視為「證人」。（第 3 項） 

另一方面，有關臨檢及搜索措施，入國警備官為執行搜索，須

請求法院發給令狀以執行之，其申請應向該管官署所在地之管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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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裁判所，或簡易裁判所裁判官提出。但有緊急及必要情形，得向

搜索所在地之管轄地方裁判所或簡易裁判所裁判官提出73。「入管

法」第 31 條為規定臨檢、搜索及扣押程序，條文內容為：「入

國警備官為進行調查違法嫌疑，得經其官署所在地之地方法院或

簡易法院法官許可，進行臨檢、搜索或扣押。前項如屬緊急情

形，入國警備官得於受到臨檢、搜索或扣押處所所在地之地方法

院或簡易庭法院或法官許可，得進行該措施。」亦即不論是否緊

急搜索，均需符合法院令狀主義，所不同者在於請求令狀之管轄

法院有所不同而已。 

按日本入國警備官對可疑為非法外國人之查察，主要係依入

管法第 27 條規定之程序為之74。亦即執法人員認為可疑為違法

外國人有符合移民法第 24 條驅逐出國規定各款情形之一時，得

對該外國人進行可疑之違法調查。並且得依同法第 28 條為規

定，對可疑違法之外國人進行必要之詢問及相關配合之要求等程

序。亦即入國警備官為達到調查之目的，得對該外國人進行必要

                                                       
73 児玉晃一、関聡介、難波満（2012），《コンメンタール 出入国管理及び難民

認定法》，頁 281-307，東京：現代人文社；多賀谷一照、高宅茂（2015），《入

管法大全》，頁 430-438，東京：日本加除。 
74 日文相關文獻，請參考覚正豊和、村木保久（2020），〈出入国管理及び難民認

定法改正と千葉県における外国人犯罪〉，《敬愛大学総合地域研究：敬愛大学

総合地域研究所紀要》，10 號，頁 113-129；中西恭祐（2019），〈「出入国管理

及び難民認定法及び法務省設置法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の概要〉，《捜査研

究》，68 卷 10 號，頁 92-102；和泉徹彦（2019），〈日本における外国人労働者

に関する研究の動向と展開〉，《嘉悦大学研究論集》，62 卷 1 號，頁 23-37；菅

原靖晃（2008），〈東京入国管理局にみる出国命令制度の手続--東京入国管理

局調査第 3 部門菅原統括入国警備官に聞く〉，《The Immigration news 
magazine》，21 卷 6 號，頁 7-10；鈴木秀治（2005），〈不法滞在者半減に取り

組む--東京入国管理局調査一部門統括入国警備官〉，《The Immigration news 
magazine》，18 卷 6 號，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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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訊問。但除本章及第 8 章有特別規定外，不得為強制處分75。 

然而，若入國警備官之執行調查違法嫌疑，必要時，依法所

實施之強制措施，如臨檢、搜索、扣押等，依其憲法第 35 條法

理，則須經裁判官許可76。執行後，嫌疑人如符合法定事由之

一，即符合「入管法」第 24 條各款事由，有足夠理由，認為該

外國人之違法已構成，依入出國管理局主任審查官核發之收容

書，入國警備官對該人，得採行收容措施77。依上述規定，入國

警備官執行調查、搜索非法外國人時，除法律有明文規定，尚不

得以強制力實施之。如此，外國人之自由等人權，受憲法之保

障。對外國人住所之搜索、扣押物品，須經法官許可。但對非法

外國人之收容，規定依法之收容，除應符合法定之條件外，並須

報由入國審查官審查，並發給收容書後執行。在法理上對外國人

搜索、扣押物品之前，須受法院之許可，採嚴格之刑事程序，及

                                                       
75 児玉晃一、関聡介、難波満，同前註 73，頁 281-307。相關文獻，請參考多賀

谷一照、高宅茂，同前註 73，頁 430-438；望月万里杏（2019），〈日本におけ

る退去強制処分をめぐる国際法上の問題〉，《法律学研究》，62 號，頁 391-
422；近藤敦（2015），〈自国に入国する権利と在留権：比例原則に反して退

去強制されない権利〉，《名城法学》，64 卷 4 號，頁 1-34；秋山瑞季

（2021），〈退去強制手続における外国人の収容〉，《調査と情報》，1140 号，

頁 1-14；川崎まな（2012），〈退去強制事例における家族と子どもヨーロッパ

人権裁判所の判例を素材として〉，《北大法政ジャーナル》，18 号，頁 91-
145。 

76 居住自由、物品不任意受扣押權利，在法定搜索、扣押部份之程序，外國人似

同於本國人，受到同等之法律上保障。 
77 相關文獻，請參考児玉晃一、関聡介、難波満，同前註 73，頁 281-307；山本

健人（2017），〈危険人物認証制度（Security Certificate）の「司法的」統制

――対テロ移民法制における手続的公正〉，大沢秀介等編，《変容するテロリ

ズムと－法各国における<自由と安全>法制の動向》，頁 218-238，東京：弘文

堂；大西楠・テア（2014），〈グローバル化時代の移民法制と家族の保護 ―
家族呼び寄せ指令とドイツの新移民法制―〉，《駒澤大学法学部法律学科》，

65 卷 2 期，頁 157-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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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定程序之令狀主義，保護外國人不任意受到搜索、扣押。但

是在入國警備官搜索後，如認定該外國人有違法嫌疑，後由入出

國管理局之審查官，核發收容書，得對該外國人予以收容。此為

拘束其人身自由之處分，此點在保障人身自由上，無法院之介入

似有問題78。 

再者，執行程序上並不告知當事人有請求辯護人到場權利。

有關此要求令狀主義與辯護人到場權利，為被告在刑事訴訟上，

保護其權利之重要程序規定。日本憲法第 34 條亦規定，任何人

受到人身自由被拘束之調查，有請求辯護人到場權利，以防止其

人身自由，受到任意侵害或拘禁。此人身自由保障規定之權利要

求，是否可適用於入出境管理處分之程序，學說上認為：行政手

續之持續拘禁人身自由，如不能準用本條規定，應無理由。因人

身自由，持續受到拘束，對其個人權利之損害，以及自由、利益

之被侵害等，應可以預見。因此，任何之行政手續措施，對此不

能不加考慮。以此措施不同於刑事逮捕之意見，其目的在於確保

行政之迅速、效率，以遣返該非法外國人。日本法院判決認為，

此屬依入管法所為之收容處分，尚不能解釋為應比照刑事程序有

請求辯護人到場權利。 

然而，此種涉有侵害人權之措施，卻不適用憲法保障人身自

由規定，亦被日本學者批評其認定依據，只侷限於形式之判斷，

並一昧認定屬行政措施範疇，如此可避開憲法對人身自由保障之

規定。茲就此問題分二點加以析論：1.外國人不能要求準用，如

同本國人之地位。即外國人有關入出境程序，不能要求比照本國

                                                       
78 許義寶（2017），〈日本難民保護之法制〉，許義寶主編，《移民法制與人權保

障》，頁 277-312，台北：五南；許義寶（2000），〈論日本對非法外國人之收容

與遣返〉，《警學叢刊》，30 卷 5 期，頁 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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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受憲法人身自由之程序保障。2.以行政措施之名，可不必適

用嚴格之刑事上，正當法律程序規定。以行政之名79，而不採實

質認定說。因強調國家主權色彩，以致於有規避憲法之保障人身

自由程序規定，認為收容遣返是國家主權之表示，並非國家之刑

事措施。此時如有將非法外國人案件，依刑事程序辦理者，應認

為其尚違反其他法律之規定者，而必須實施刑罰追訴權80。 

三、小結 

美國國境與移民管理之執法查察主要依據「移民與國籍法」

（INA）第 287 條規定移民官及其職員的執法職權。另有依據 1996

年「非法移民改革與移民責任」（IIRIRA，1996）作為政府執法之

職權依據。例如，非法外國人入境後之查察，包括可能雇用外國人

之工廠或相關場所，除依法進行移民身分查證外，ICE 對於非法者

之處罰與遣返，亦積極結合州及地方警察或相關執法人員依法執行

各項查察措施，以取締非法移民，而依據 IIRIRA 亦包括處罰雇用

非法移民之雇主。另一方面，鄰近我國之日本對可疑非法外國人之

查察，主要依據為依「出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法」第 5 章之違規調

查與驅逐程序之規定。例如，外國人有違反該法之嫌疑而可能依該

法第 24 條驅逐出國，則得依該法第 27、28 條規定進行調查程序。

而我國對於國境與移民調查管理職權亦有移民法明定「面談與查

察」專章，並於同法第 17 條及第 28 條規定得準用「警察職權行使

法」第 2 章「查證身分與蒐集資料」之授權，並得以作為「暫時留

置」與「查證身分」等職權之依據，若有不足，尚可適用「行政程

                                                       
79 以行政程序或刑事程序之拘束人身自由，程序上是否同受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之

規定限制，對此，我國大法官釋字第 392 號有詳細之說明。 
80 許義寶，同前註 78，頁 277-312；許義寶，同前註 78，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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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法」與「行政罰法」之行政調查或處分程序等相關規定。 

伍、移民執法暫時留置與查證身分問題之檢討 

一、移民執法暫時留置職權之相關問題檢討 

按現行我國法律規定，有依法對人或物留置81之規定，有於

民法82、刑事法83或行政法84規範之者，得對人予以「暫時留置」

者，其法律性質亦有多種85，且時間長短不一；有無法官保留需

要，亦不一而足。執法措施稱之為「留置」者，例如，過去檢肅

流氓條例（已廢止）之「留置」86得一個月，延長一次，另行政

執行法之留置僅有 24 小時，卻仍應有法官保留。社會秩序維護

                                                       
81 例如，319 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例第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本會調

查人員必要時得臨時封存有關證件資料，或攜去、留置其全部或一部。」公務

人員保障法第 56 條第 1 項規定：「保訓會必要時，得依職權或依復審人之申

請，命文書或其他物件之持有人提出該物件，並得留置之。」 
82 例如，民法第 109 條規定：「代理權消滅或撤回時，代理人須將授權書交還於

授權者，不得留置。」土地法第 118 條規定：「出租人對於承租人耕作上必需

之農具牲畜肥料及農產物，不得行使民法第 445 條規定之留置權。」 
83 刑事訴訟法第 203 之 3 條規定：「鑑定留置之預定期間，法院得於審判中依職

權或偵查中依檢察官之聲請裁定縮短或延長之。但延長之期間不得逾 2 月。」

按鑑定留置期間，法院得於審判中依職權或偵查中依檢察官之聲請裁定縮短或

延長之，但延長之期間不得逾 2 月。鑑定留置之決定，必須要有鑑定留置票，

鑑定留置票須由法官簽名，立法上採取法官保留原則的設計，鑑定留置期間視

為羈押之日數，並得依照刑法第 46 條折抵刑期。 
84 例如，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6 項規定：「義務人經通知或自行到場，經行政執

行官訊問後，認有前項各款情形之 1，而有聲請管收必要者，行政執行處得將

義務人暫予留置；其訊問及暫予留置時間合計不得逾 24 小時。」 
85 例如，刑事訴訟法第 203-1 及 203-2 條有關「鑑定留置」之規定。亦參考：林

鈺雄（2004），〈論鑑定留置制度〉，《月旦法學雜誌》，113 期，頁 51-65。 
86 李震山，同前註 36，頁 179-187；黃朝義（2001），〈留置裁定要件之相關問題

－評大法官會議解釋第 523 號解釋等〉，《月旦法學雜誌》，78 期，頁 184-194。 

260



移民法暫時留置與查證身分職權之探討 49 

 

法之留置則因可能違反二公約而予以廢止。另一方面，移民法第

64 條規定之暫時留置則以本國人與非本國人區分得留置 2 小時或 6

小時，從法規範與執行實務上，仍有值得研析之處，茲列述如下： 

（一）暫時留置規範與執法適用上宜實質平等：按移民法第

64 條暫時留置措施係以「入出國查驗」時，有其明定的 6 種情

形之一，其中先列舉 5 種具體情形，最後則以「其他依法得暫時留

置」的概括規定，有此 6 種情形之一者，始得將其暫時留置於勤務

處所，目的在於繼續進行調查。則此處之暫時留置措施，與同法第

17 條及第 28 條分別規範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或外國人之規定不

同，應予辨明。前者係於「入國查驗」時適用，而暫時留置時限分

別因本國與非本國人而分別為 2 與 6 小時；而後者係指「入國停

留、居留或永久居留」，應隨身攜帶護照、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

居留證等身分證件外，移民人員執行公務時，得準用警職法第二章

之規定，要求出示前述證件，必要時，亦得準用警職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將之「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時限不得逾 3 小時。再

者，為何須區分外國人留置 6 小時，而本國人留置 2 小時？二者之

性質均屬有繼續調查必要之舉措，是否有區分不同規定之必要，實

有進一步斟酌之必要。又且，此與一般之辦案時間之差異何在及如

何區分？仍非明確，仍有探討空間。雖立法理由僅簡單地以「若需

留置國民進行調查，因其相關資料之取得及查證較外國人、大陸地

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容易」而作為區分不同時限之事由。雖

然，國際法上對待外國人有採平等互惠原則，並要求外國人入出國

境依法查驗並錄存捺印指紋及照相等資料蒐集，乃是基於國家主權

國家而有立法許可，以及非我國籍而無法與本國人受相同之待遇87

上而有差別對待，以配合管理需求。再者，科技進步運用以執法的

                                                       
87 同前註 5，頁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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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對非本國人入出境所取得的個人生物特徵又比國人更寬鬆授

權規定，故是否有區分時限必要，乃值得斟酌。 

另一方面，在美國相關執法之時限上，較常禁止「非必要之

遲延」（Unnecessary Delay）作為執法之留置時限。然而，依據

我國移民法第 64 條第 2 項之規定：「依前項規定對當事人實施

之暫時留置，應於目的達成或已無必要時，立即停止。實施暫時

留置時間，對國民不得逾 2 小時，對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

港或澳門居民不得逾 6 小時。」本條係於前段規定：「暫時留

置，應於目的達成或已無必要時，立即停止」，再進一步明定暫行

留置本國人或非本國人之調查時限分別為 2 小時及 6 小時，係明定

不得逾越之界限，此在原則與例外上已有人權保障明確規範，然是

否在實務上合宜適用，則有待實務運作上之分析確定。至於暫時留

置是否需踐行憲法第 8 條第 2 項所定程序包括告知義務、留置時限

及提審等作為加以考量？首先，針對告知義務，移民法第 64 條及

其授權訂定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實施暫時留置辦法」均未明

定應告知其指定之親友，僅有對於本人之告知，似有不足。 

（二）得將行政與刑事之調查職權方法、要件與程序統一規

定與適用：按移民法第 64 條之暫時留置之要件有 6 款規定，其

中第 1 款之「所持護照或其他入出國證件顯係無效、偽造或變

造。」與第 3 款之「有第 73 條或第 74 條所定行為之虞。」以及

第 5 款「因案經司法或軍法機關通知留置。」均屬於刑事犯罪追

緝性質，以「暫時留置」之行政拘束措施作為授權基礎，是否合

宜，亦有疑義。再者，第 5 款如何配合司法或軍法通知進一步作

為，亦未明確規定，亦待斟酌。 

（三）有需要「法官保留」及「提審」之適用：此暫時留置

拘束人身自由之規定，雖僅有 2 小時或 6 小時，但仍屬於人身自

由之限制，是否應有「法官保留」及「提審」之適用，或如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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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9 條或警職法第 7 條之程序規定，值得研議。然參考德國基

本法第 104 條第 2 項規定：「自由之剝奪許可性及其繼續僅得由

法官裁判之。任何非基於法官之命令之自由之剝奪應立即由法官

裁判之。警察不得基於其自己之權力完整拘禁任何人超過逮捕之

次日結束之時。」因此，外國人局或警察依法逮捕外國人後，若

無法官之決定，僅得將該外國人暫時留置至干預之次日結束，否

則應將被逮捕者釋放。最後，是否在規定時限下有適用提審之必

要，若能藉由現今之科技發展配合資訊傳輸精確快速之環境下，

藉由中立、公正第三者之法官介入，使關係人能獲得合法之聽

審 ，以確保其權益，應值得肯定。 

（四）屬於留置性質之規範內涵、用語、要件與相關程序均

有統一規範之必要：例如，僅此「留置」一詞，即有對人與對

物、有行政與刑事之用法。有關移民法第 64 條之「留置」與第

69 條之帶往勤務處所的規定，均屬於執法調查之勤務措施，性

質上屬於「物理力作為」，影響當事人之自由與權利甚鉅，例

如，執行留置需遵守相關法律規定與一般法律原則（如比例原

則），並兼顧受留置人之人性尊嚴及人身安全。若能有一部「行

政調查法」作為調查之規範依據，尤其在屬於大陸法系的我國，

對相關執法人員在規範與實務之涵攝上應有其重要性與必要性。 

（五）有需要設置「留置室」及明確規範相關授權留置後之

措施：因移民法第 64 條僅有規定「得暫時將其留置於勤務處

所，進行調查。」雖據了解現行實務上係有「留置室」之設置，

然並無相關規範，則其是何所指及如何執行，並無法規命令或行

政規則加以進一步說明其作業性或細節性內涵為何。 

二、移民執法查證身分職權之相關問題檢討 

按現行移民法關於查證身分之規定，除在該法第 17 條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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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條明定執法時得準用警職法第 2 章有關「查證身分與蒐集資

料」之規定外，更進一步在移民法第 67 條至第 69 條明定移民執

法查證身分之職權措施、要件及程序的規定。其規定方式係仿效

警職法第 6 條至第 7 條規定，先於第 67 條明定得查證身分之職

權要件，次則於第 68 條規定得據以查證身分之措施，唯一與警

職法規定不同的是本法將「帶往勤務處所」之措施與要件另以 1

條文明確規定於第 69 條。移民法對於查證身分之授權可謂比較

警察職權行使規範來得寬鬆但明確88，然仍有相關問題值得進一

步研議，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移民執法得依規定進入營業場所：依移民法第 67 條

第 1 項規定：「入出國及移民署執行職務人員於執行查察職務

時，得進入相關之營業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並得對下列

各款之人查證其身分」之內涵，可知法定授權有「進入」相關之

營業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及對該項所定各款之人為「查證

身分」等 2 項重要職權措施。尤其前項之「進入營業處所」係警職

法所未獲得授權者，警職法第 6 條僅規定需「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

法進入之場所，得對於下列各款之人查證其身分」，所稱「合法進

入之場所」需另有其他法律授權進入」。然此進入營業場所係屬於

概括授權，並無得進入之「要件」與「程序」之規定，是否符合司

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35 號規定之意旨，仍值得商榷。 

（二）移民調查上應區分「辦案時間」、「暫時留置」或

「帶往勤務處所」之時機、要件、程序及相關注意事項：移民法

第 69 條之帶往勤務處所 3 小時是否亦屬於「暫時留置」之性

                                                       
88 此之「寬鬆但明確」係指「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67 條至第 69 條規定之查證身

分要件與措施比較「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6 條至第 7 條來得寬鬆但明確。例

如，此之移民法授權得依其各款明定之要件（相較警職法明確）進入相關營業

場所（警職法並未有此授權）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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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二者似均屬於一般辦案時間之延續。因此，如何於移民調查

上區分「辦案時間」、「暫時留置」或「帶往勤務處所」之時

機、要件、程序及相關注意事項，似均有研究明確規定之必要，或

是如前述制定「行政調查法」作為行政執法調查之統合性準據。 

（三）移民執法人員應瞭解查證身分之職權授予含括行政違

規調查與刑事犯罪調查要件：移民法第 67 條至第 69 條有關「查

證身分」之規定，似已經含括行政違規或犯罪調查，因從相關規

定內涵要件可知，相關規定已經不只是查證身分之目的而已，已

經進而有行政違規與刑事調查目的之執法作為，是否合宜，應有

探討必要。例如，對於移民法第 6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有相

當理由足認有第 73 條或第 74 條所定行為，或有該行為之虞」，

以及同條項第 4 款及第 5 款均屬於刑事犯罪之情形，於此授權查

證身分，就屬於「行政調查」或「刑事調查」之執法行為，恐難

以區分，是否得宜，亦值得深究。因本條規定，除查證身分之授

權外（雖逾期停留或居留從查證身分即可得知，因外國人有攜帶

護照之義務），並未授權得進一步據以查察有違規或犯罪嫌疑或

犯罪之虞者。因移民法第 68 條規定得為之查證身分之詢問措施

規定：「詢問姓名、出生年月日、國籍、入出國資料、住（居）

所、在臺灣地區停留或居留期限及相關身分證件編號」，猶如警

職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並無授權進一步查證相關違規

或犯罪嫌疑或之虞的情形，值得移民執法人員注意。 

（四）移民法有關查證身分宜採「合理懷疑」之職權要件：

移民法有關查證身分係以「相當理由」為職權要件，其心證程度

顯然高於警職法之「合理懷疑」是否合宜？而該法或司法官釋字

第 535 號解釋意旨可知，相關執法心證程度之要求，尚無須達到

刑事訴訟法之無令狀搜索、扣押、拘提或逮捕之「相當理由」的

心證程度，而是執法人原對違法要件有「合理懷疑」或「有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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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認」有犯罪危害嫌疑或犯罪或危害之虞為要件即可。因此，移

民執法人員之查證身分要件，須達「相當理由」之程度，顯與警

職法之規定有差異，其要求幾乎與刑事犯行追緝之無令狀逮捕與

搜索相同之心證程度，是否合宜，實有探討空間。 

（五）移民法宜如警職法明定有對不服查證身分措施而得提

起相關救濟之規定：警職法第 28 條明定有對上述職權行使措施

不服時，得依法提起異議，若仍繼續執行，則可依法要求開給臨

檢記錄書，若因該職權行使而致權利受有損害，尚可依法提起訴

願及行政訴訟。由此可知，上述調查之法律性質應為「行政處

分」，故明定對之不服者，尚可依法提起訴願。然而，移民法並

未有如上列警職法所定之救濟規定，雖是對非本國人之執法調

查，在此救濟權利上應予相當之保障才是。 

（六）對外國人身分查證亦應注意其隱私權保障：對所蒐集

之指紋、照相及其他因查證身分而取得或使用之個人資料，應依

法給予適當保護。 

（七）對外國人依法查證身分應無緘默權之適用：緘默權主

要用以保障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禁止其被強迫爲不利益自己之供

述，又稱不自證己罪之權利，乃是被告訴訟防禦權之一種89。英

美法上所謂緘默權（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任何人

均不應被強迫控告自己之法諺。不自證己罪在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第 2 款90、第 156 條第 4 項91、第 158 條之 2 第 2 項92等均有

                                                       
89 邱珮菁（2015），《警察盤查權限之比較研究》，頁 71，中央警察大學警察政策

研究所碩士論文。 
90 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訊問被告應先告知下列事項：一、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

名。罪名經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二、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

之意思而為陳述。三、得選任辯護人。如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或其

他依法令得請求法律扶助者，得請求之。四、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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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然在行政法上基於公益目的而規定人民有協力義務來提供

資料及配合調查，故在行政程序法或其他相關行政法規，均未如

刑事訴訟法明定得依法保持緘默或不自證己罪93。又論者認行政

調查因對人民自由權益影響相對較小，且為公益目的，原則上應

無緘默權之保障94。再者，我國屬於大陸法系而不似海洋法系國

家僅有普通法院體系，而許多案件係由行政機關調查與裁處，與

屬於刑事犯罪案件似應有所區別。再者，依我國警職法之規定，

亦無在攔檢盤查時必須告知緘默權之規定，只有行政調查轉換至

刑事犯罪調查時，而將執法調查之相對人視爲犯罪嫌疑人時，始

負有緘默權的告知義務95。因此，移民法第 67 條至第 69 條明定

查證身分之措施、要件與程序，若拒絕配合執法時，尚有同法第

85 條之罰鍰規定，由此可認為此執法調查應無緘默權之適用。

然而，因上述授權得查證身分之要件有數款係屬於刑事犯罪調查

之情形96，如何區隔行政與刑事執法之界限，應有釐清必要。 

（八）在移民執法實務上對於非本國人之「查證身分」，應

可建置及使用類似警察現行使用之 M-POLICING 之科技辨識身

                                                       
91 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第 4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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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刑事訴訟法第 158 條之 2 第 2 項：「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

受拘提、逮捕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違反第 95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款或

第 2 項之規定者，準用前項規定。」 
93 廖秀雄（2014），《論行政調查－以營造業之重大職業災害調查為中心》，頁 77-

78，世新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94 洪家殷（2013），〈行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之界限〉，《東吳法律學報》，25 卷 1

期，頁 41。 
95 同前註 89，頁 80。 
96 例如，移民法第 67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同法第 69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有相當理

由足認有第 73 條或第 74 條所定行為者」，查同法第 73-74 條係規範行政刑罰條

款，其調查程序應適用刑訴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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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載具：結合現有之攜帶型之查驗外國人指紋之隨身機具，作為

立即查驗身分時用來比對身分，因非本國人入出我國國境依移民

法及相關規定，可於查驗時依據「入出國查驗及資料蒐集利用辦

法」或「個人生物特徵識別資料蒐集管理及運用辦法」辦理錄

存，以供日後執法時查驗比對之。 

（九）從移民法授予移民執法職權尚可配合其他相關法令執

行調查97：除移民法所明定之面談與查察職權外，尚可準用警職

法第 2 章之查證身分與蒐集資料之規定，若有不足尚有普通行政

法之行政程序法與行政罰法及行政執行法等可資適用，若係刑事

犯罪調查則可轉而適用刑事訴訟法。而且移民法明定外國人有依

法攜帶證件與接受查察之義務與責任，而本國人則無。又移民法

有第 4 條明定入境查驗及受登記資料之規定，而入境時即加以蒐

集人臉照片及指紋資料，故對於外國人之身分查證應較我國人民

來得容易查證。外國人入境即已經有按捺指紋及人臉辨識照片等

蒐集與儲存，以供日後外國人身分查證之必要。特別是在非常時

期所需快速查驗與辨識功能時，即可發揮應有之查證身分的比對

辨識功效。例如，新冠狀病毒檢疫之查察時，即可有效利用人臉

照相功能辨識或以指紋機具來查察身分。另一方面，又如就業服

務法第 62 條規定：「主管機關、入出國管理機關、警察機關、

海岸巡防機關或其他司法警察機關得指派人員攜帶證明文件，至

                                                       
97 例如，就業服務法第 62 條規定：「主管機關、入出國管理機關、警察機關、海

岸巡防機關或其他司法警察機關得指派人員攜帶證明文件，至外國人工作之場

所或可疑有外國人違法工作之場所，實施檢查。（第 1 項）對前項之檢查，雇

主、雇主代理人、外國人及其他有關人員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第 2 項）」

甚至同法第 67 條更明定違反前述第 2 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

以下罰鍰。此項授權甚至比起移民法之授權更加寬鬆，在實務上仍應遵守一般

法律原則與正當程序規定。 

268



移民法暫時留置與查證身分職權之探討 57 

 

外國人工作之場所或可疑有外國人違法工作之場所，實施檢查。

（第 1 項）對前項之檢查，雇主、雇主代理人、外國人及其他有

關人員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第 2 項）」甚至同法第 67 條

更明定違反前述第 2 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

下罰鍰。此項授權甚至比起移民法之授權更加寬鬆，在實務上仍

應遵守一般法律原則與正當程序規定。 

三、小結 

移民執法暫時留置與查證身分職權相關問題經上述檢討論

析，二者均有許多值得進一步研析之處，不論是在法規範層面，

抑或是移民執法或司法實務層面，均仍有許多值得探討之問題存

在。透過本文之研析檢討可知，移民法對於移民執法所需之相關

查察職權措施之法律規範許多參採警職法之規定而來，其另以移

民法第 10 章特別明定「面談與查察」之相關職權，顯比警察執

法措施來得明確且授權較廣，並有罰則做後盾，以資強化相對人

遵守之義務與責任。然移民法既然規定針對無戶籍國民及外國人

得分別準用警職法第 17 條及第 28 條，卻又自行於移民法以專章

明定「查證身分」之措施、要件與程序，而且授權寬嚴程度與範

圍又不完全一致，是否有此必要，實有待斟酌。再者，有關「辦

案時間」、「暫時留置」及為查證身分而將相對人「帶往勤務處

所」三者之關係與其異同及如何適用，均有再探討空間。至於其

他相關於「查證身分」與「暫時留置」所衍生之相關問題，已分

別析論如前述，均尚有研議改善之必要。 

陸、結語 

基於國家安全與利益考量，不論係基於國家主權或是行政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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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防止或刑事犯罪追緝任務之所需，對於入出國境之人民，均有

加以進行調查之必要，故基於依法行政原則，特別是干預性執法

作為之查證身分與暫予留置更需有明確法律保留規定，以資執法

適用之。又如自 2020 年初之新冠狀病毒檢疫之查察時，各國無

不運用各種辨識或調查方法來查察身分。因此，世界各國對於入

出國及移民執法均有專法規定，例如前述美、日二國各有其特

色，可資參考，茲綜合前述引介日本與美國移民執法查察職權，

將之特色歸納如下： 

一、日本特色有：（一）對外國人臨檢、搜索和扣押一般應

向所在地之管轄法院或簡易法院申請核發令狀，緊急及必要情形

時，則得向執法所在地法院申請核發令狀。（二）收容由入管局

之主任審查官核發收容書，無須法官保留。（三）一般移民行政

執法，無需告知當事人有請律師到場之權利，僅為刑事被告始有

令狀主義及請求律師到場之權利。雖學者對此有所批判，但法院

判決仍以國家主權，且非刑事措施，而有不同於本國人之人身自

由的程序規定。 

二、美國特色有：（一）移民事務原屬於聯邦事務與權限，

但 911 事件之後，美國聯邦移民部門與州和地方政府執法單位簽

訂契約以密切合作。（二）依據上述 INA 及 IIRIRA 二法對非法

移民及其雇主均加以處罰鍰，嚴重違反之情形，亦得處以拘禁。

（三）INA 第 1222 條授權得對國境線上查察時，無法立即確認

當事人之身分者，得對之加以暫時留置，以進一步調查。 

除以上日本與美國移民執法查察規範，可提供我國法制之參

考外，按我國移民執法含括行政違規與刑事犯罪調查，如移民法

第 73 條至第 74 條係刑事犯罪規範，而同法第 75 條至第 87 條則

為行政秩序罰之性質。故移民署執法人員除移民行政調查外，依

據移民法第 89 條規定移民執法人員於執行移民有關之犯罪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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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亦具有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身分，而得以行使相關職權。

另一方面，移民行政執法應據予規劃業務與執行勤務，來完成移

民執法之相關任務，必然有經常需使用「物理力作為」之職權作

為，例如移民法所規定之「暫時留置」與「查證身分」措施屬

之，其執行應遵守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按現行移民法已經將上

述二種職權措施分別於移民法第 64 條及第 67 條至第 69 條明

定。再者，如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35 號解釋文意旨，不可任

意或隨機執法，應遵守比例原則，不得逾越必要程度。因此，本

文乃探討上述 2 項職權措施之規範要件與程序及法理，並進而分

析相關移民執法實務運作上之問題如前述，以提供移民執法規範

與實務上之改進參考。 

移民執法之職權行使應基於「事出有因、師出有名」之法定

正當合理之「因」與「名」，並以整體考量法則進行判斷，以形

諸判斷與事實涵攝，並進一步裁量是否採取攔停與檢查等查證身

分措施。按符合移民法第 67 條之查證身分之職權要件，得實施

第 68 條所定之移民執法措施及第 69 條規定於必要時尚得將之帶

往勤務處所 3 小時以進一步查證，然必須遵守法定各相關規定。

另一方面，當移民執法人員對於移民法之相關法律規範均有深入

瞭解後，仍應持續在教育與訓練上強化其正確執法之能力，特別

是其取締與裁處調查或必要之刑事調查程序的瞭解與能力的培

養。再者，若能制定一部「行政調查法」，則一般共通性執法的

職權措施之要件與程序，將可比較有明確之依據，而於必要時再

進一步以移民法之專法來規定達成任務之相關職權需求，特別是

釐清移民法所規定之「暫時留置」與「查證身分」如何在行政違

規或刑事犯罪調查上界分與有效適用，以達成相關人權保障與職

權行使之有效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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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契約典型化之因素 -------------------------------------------- 游進發 199 

第 13 卷第 2 期 107 年 3 月  

工程採購履約爭議於新仲裁機制之探討 ----------------------- 陳月端 1 

以 HFMEA檢視我國醫療資訊保護法制 ----------------------- 紀振清  

 ------------------------------------------------- 陳永鴻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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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文本主義解釋方法為我國審判實務繼受之可能性及方法— 

以 Justice Antonin Scalia見解為例示 ------------------------- 郭玉林 135 

刑事審判的審前準備問題與解析— 

以人民參與審判為中心 ----------------------------------------- 王正嘉 207 

台南啟聰學校性侵案的法律分析— 

以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基本權為核心 -------------------------- 許育典 

 ----------------------------------------------- 黃宗菁 273 

日本における終末期医療と延命措置の中止について -- 山中敬一  341 

有關日本臨終醫療與延命措置之中止 ---- 山中敬一 著 周慶東 譯 379 

第 14 卷第 1 期 107 年 9 月  

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病患自主— 

來自德國的經驗 ---------------------------------------- Gunnar Duttge 著∕ 

  陳俊榕 譯 1 

Patientenautonomie zwischen Ideal und Realität— 

Erfahrungen aus Deutschland ------------------- Gunnar Duttge 43 

從可矜可憫到酌減─ 

民初大理院判決中的原情定罪 -------------------------------- 黃源盛 79 

醫療機構組織責任之探究 ----------------------------------------- 邱慧洳 129 

以合理權利金計算專利侵害損害賠償之研究 ----------------- 周伯翰 177 

共同正犯為實行犯罪而取得財產之沒收─ 

以運輸毒品罪為中心 ------------------------------------------- 黃士軒 265 

暴露與觸摸性騷擾刑事責任之探究─ 

以德國刑法的性騷擾規範為借鑑----------------------------- 林信銘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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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卷第 2 期 108 年 3 月  

原住民族文化成果保護之立法與法理 -------------------------- 黃致穎 1 

醫療上之知情拒絕權 ----------------------------------------------- 陳俊榕 69 

日本行政立法之司法審查─ 

以高齡加成給付訴訟為例 ------------------------------------- 林美鳳 111 

方法專利侵權當事人適格性與管轄權爭議之研究 ----------- 程法彰  

 ------------------------------------------------- 陳威廷 163 

從刑法釋義界定重症新生兒的治療界限 ----------------------- 韓政道 203 

論風險變更(Risikomodifikation)案例在刑法歸責體系的定位─ 

以德國學說為評析中心 ----------------------------------------- 黃奕文 255 

第 15 卷第 1 期 108 年 9 月  

自動駕駛與刑法— 

以「阿沙芬堡案」為例 ------------------------------ Eric Hilgendorf 著∕ 

 林信銘 譯 1 

Automatisiertes Fahren und Strafrecht— 

Der ,,Aschaffenburger Fall“ -------------------- Eric Hilgendorf 17 

動物園資訊公開管制規範之探討─ 

高行政法院 101年度判字第 171號判決評釋 ----------- 蔡達智 31 

警察蒐集與利用個人資料職權之研究─ 

以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十七條為中心 -------------------------- 許義寶 71 

消費者線上紛爭解決（ODR）機制─ 

以歐盟與德國之 ODR法制為啟示 --------------------------- 李淑如 115 

一事不再理之探討 -------------------------------------------------- 李春福 155 

「知法」與「明理」─ 

基於「法官知法」之思辨 ----------------------------------------- 施 奕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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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卷第 1 期 109 年 9 月  

法律繼受之漂移與超越─ 

民法第 184條權利之解釋視野 -------------------------------- 簡資修 1 

論 AI專利申請之程序性與允許性要件 ------------------------ 許忠信 43 

美國與台灣有關專利進步性判斷標準之研究 ----------------- 周伯翰 97 

去中心化金融之法律規範研究─ 

以 Defi借貸為核心 ---------------------------------------------- 徐珮菱  

 ------------------------------------------------- 高培勛 185 

兩岸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之比較 ----------------------------- 朱金藝 233 

第 16 卷第 2 期 110 年 3 月  

鹿特丹規則關於海上運送單證記載事項之效力 -------------- 羅俊瑋 1 

以「離婚後家庭」探討家事紛爭解決非訟法理之適用與界限 

 -------------------------------------------------------------------------- 郭書琴 49 

台灣與日本建築定期安檢法制之比較研究 -------------------- 蔡玉娟 89 

刑案現場勘察報告證據性質之探討 ----------------------------- 蔡孟容  

 ------------------------------------------------- 金孟華 135 

日本刑事證據法則修法對我國之啟示 -------------------------- 李春福 177 

自主型人工智慧事故的刑法評價 -------------------------------- 王紀軒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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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法學論叢》格式範本 

（2017 年 12 月 29 日高大法學論叢編輯委員會議決議內容修訂） 

一、標題順序：各章節使用符號，依壹、一、  （一）  1.（1） 

A. a. 等層次附加標題。  

二、請用新式標點：專書、期刊、長篇樂曲、戲劇作品、美術

作  品等之中文標題一律採雙尖號《》，論文、短篇作品、

短曲、章節等之中文標題一律採單尖號〈〉，書名與篇聯用

時可省略篇名符號，如《莊子‧天下篇》。 

三、分段及引文： 

（一）正文每段第一行第一字前空兩格。 

（二）直引原文時，短文可逕入本文，外加引號。 

（三）較長之獨立引文，每行第一字均空三格，不外加引號。 

四、本刊為編排體例一致，請採同頁註解（footnote）格式。註

解中引用文獻格式如下：  

（一）中、日文引註格式其排列次序：作者、譯者、出版年、 篇

名、編者、書名、版次（若已附出版年則不強制要求註明

版次）、引用頁碼、出版地：出版社。其間以逗號相隔。 

1. 篇名標示〈主標題：副標題〉，書名標示《主標題：副標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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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卷、期、頁數以阿拉伯數字呈現，如：37 卷 2 期，頁 55-57。  

3. 引用同一著作時，如緊接上一註解引用，則使用「同前註」，

若頁數不同，並標明頁數。如其間隔有其他註解，則註明

作者及「同前註 XX」，若頁數不同，並標明頁數。 

4. 大法官解釋、法律條文及行政函示無需註明日期及出處。  

5. 其他格式範例如下：  

（1）書籍：謝在全（2004），《民法物權論（上）》，修訂三

版，頁  26-32，台北：作者自版。 

※ 說明：初版毋須註明版次。註解中頁碼為引用頁碼（以

下同）。 

（2）譯著：Eberhard Schmidt-Aßmann 著，林明鏘譯（2002），

〈憲法理念對行政訴訟之影響〉， 翁岳生教授祝壽論

文集編輯委員會編，《翁岳生教授七秩誕辰祝壽論文集：

當代公法新論（下）》，頁  376-378，台北：元照。 

（3）期刊論文：黃榮堅（1999），〈交通事故責任與信賴原

則〉，《月旦法學雜誌》，50 期，頁 179。 

（4）專書論文：陳猷龍（2008），〈台灣法學教育改革之方

式〉，台灣法學會主編，《台灣法學新課題（六）：紀念

林山田教授》，頁 11，台北：元照。  

（5）學位論文：王皇玉（1995），《醫療行為於刑法上之評

價—以患者知自我決定權為中心》，頁  30，國立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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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論文出處單位請用

全稱（包括校及院系名稱）。 

（6）研討會論文：張永明，〈歐洲媒體法回覆權之研究〉，

國際財經法學新趨勢學術研討會，高雄大學財經法律

學系等主辦，2010 年 4 月 29 日，頁 44。  

（7）大法官解釋：大法官釋字第 499 號。 

（8）法律條文：刑法第 321 條第 1 項第 2 款。 

（9）行政函示：內政部（99）台內地字 168457 號函。 

（10）法院裁判：台灣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5 號。  

（ 11）法院決議： 高法院 85 年度第 12 刑事庭決議

（07/02/1996）。 

（12）政府公報：立法院公報處（2006），〈立法院第 6 屆第

3 會期衛生環境及社會福利、司法兩委員會第 2 次聯席

會議紀錄〉，《立法院公報》，95 卷 29 期，頁 5-42。 

（13）報紙：聯合報（12/01/2007），酒女命案高校生求重

刑，C2 版。  

（14）網頁：行政院衛生署，http://www.doh.gov.tw（ 後

瀏覽日：11/06/2006）。 

（二）註解中引用外文文獻：  引用外文文獻，請註明作者、

論文或專書題目、出處（如期刊名稱及卷期數）、出版資訊、

頁數及年代等，引用格式依各該國習慣。範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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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文部分  

（1）書籍：作者名姓，書名，引註頁碼（出版年）。 

※ 書名請以大寫表示。  

例：Ralph L. Holsinger& Jon Dilts, MEDIA LAW, 150 (3rd ed. 

1994). 

（2）期刊論文：作者名姓，論文名，出處之期刊，引註頁

碼（出刊年）。 

※ 論文名以斜體字表示。 

例：Bruce Ackerman, Robert Bork Grand Inquisition, 99 

YALE L. J. 1410, 1422- 1425 (1990). 

（3）網頁資料：作者所引用之網路資料，如同時有印刷版

與網路版存在時，請以下述格式引註。 

例：Richard B. Alley et. al., A 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10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ipcc.ch/pdf/assessment-report/ar4/wg1/ar4-w

g1-spm.pdf. (last visited 11/23/2011). 

如作者所引用之資料僅存在於網路者，請以下述格式引註。 

例：Office of Attorney General-Public Nuisance Litigation, at 

http://oag.ca.gov/ environment/ (last visited 12/16/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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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前註之引用：緊鄰出現者：Id. at 引註頁數。例：Id. at 

235. 非緊鄰出現者：作者名姓，supra note 同註  X，  

at 引註頁數。  

例：Daniel A. Farber, supra note 115, at 175. 

 2. 德文部分  

（1）專書：作者名姓，書名，版次，出版年，引註頁碼（若

為段碼請註明 Rn.51）。 

例：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8. Aufl., 1973, S. 

51. 

（2）期刊論文：作者名姓，論文名，期刊名出刊年，引註

頁碼。 

例：Klaus Bernsmann, Das Grundrecht auf Strafverteidigung 

und die Geldwäsche, StV 2000, S. 40. 

（3）專書論文：作者名姓，論文名， in: 編者姓（或作者

姓），書名，版次，出版年，引註頁碼（若為段碼請註

明 Rn. 57 ff.）。 

例  ：  Medicus Dieter, Der historische Normzweck bei den 

römischen Klassikern, in Medicus/ Seiler (Hrsg.), 

Studien in römischen Recht, 1973, S. 57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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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Peter Badura, Das Verwaltungsverfahren, in: Erichsen 

(Hrsg.),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2. Aufl., 2002, 

§ 33 Rn.5. 

（4）注釋書：作者名姓，in: 編者姓（或作者姓），書名，

版次，出版年，引註段碼。 

例：Paul Stelkens, in: Stelkens/Bonk/Sachs, 

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 Kommentar, 7. Aufl., 2008, 

§ 10 Rn.14. 

（5）網頁資料：作者所引用之網路資料，如同時有印刷版

與網路版存在時，請以下述格式引註。 

 例：KODA Annual Report 2000 (Copenhagen 2001); auch 

abrufbar unter http://www.koda.dk (Letzter Abruf: 

05/20/2003). 

如作者所引用之資料僅存在於網路者，請以下述格式引

註。 

例  ： Markus Mayer, Modellprojekt Elektronische Fußfessel, 

Wissenschaftliche Befunde zur Modellphase des 

hessischen Projekts, abrufbar unter http://www.markus- 

mayer-info.de/Forschungaktuell23.pdf (Let zter Abruf: 

07/ 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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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前註之引用：緊鄰出現者：Ebd., 引註頁數。例：Ebd., 

S. 235. 非緊鄰出現者：作者名姓，a.a.O.（註 XX.），

引註頁數（或段碼）。 

例：Paul Stelkens, a.a.O. (Fn. xx.), S. 858. 

3.法文部分 

（1）書籍：作者名姓，書名（冊數與副標），版次，  出版

資訊，出版年，引註頁碼（或段碼）。 

例：J. CABONNIER, Droit civil, Tome 4, Les obligations, 

22èmeéd., P.U.F., Coll. Thémis Droit privé, 2000, p. 223. 

（2）期刊論文：作者名姓，論文名，期刊名，出刊年，引

註頁碼。 

例： R. DEMOGUE, Des modifications aux contrats par 

volonté unilatérale, R.T.D. civ., 1907, pp. 245-250. 

 （3）專書論文：作者名姓，論文名，in: 書名，編者名姓

（或作者名姓），出版資訊，出版年，引註頁碼（或段

碼）。 

例：P. PAUCHARD, Droit de protection sociale, in: Droit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J.-J. DUPEYROUX, Dalloz, 2006, p.23 

(ou n°13). 

（4）網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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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ASSELIN, (M.), 《ll Les blogues: de puissants outils pour 

faire apprendre》 . Vie pédagogique, no 140 (sept.-oct. 

2006), pp.19-21, disponible sur. http://www4. 

banq.qc.ca/pgq/2005/3034575/140.pdf (consultée le 10 

novembre 2006) 

例：Asselin, Mario.《Les blogues: depuissants outils pour faire 

apprendre》. Vie pédagogique [En ligne]. no 140 

(sept.-oct. 2006), pp. 19-21. http://www4. banq.qc.ca/ 

pgq/2005/3034575/140.pdf(Page consultée le 10 

novembre 2006) 

（5）前註之引用：緊鄰出現者：Id. at 引註頁數。例：Id. at 

235-264. 非緊鄰出現者：作者名姓，部份文章題目 , op. 

cit., 引註段碼，頁碼。 

例：M.-A. FRISON-ROCHE, le modèle du marché, op. cit., 

n°47, p.306. 

五、參考文獻： 

為利於讀者進一步查詢，除法令裁判、新聞報導等資料性

文獻得不列入外，請作者於全篇論文後詳列引用文獻（限於正

文與註釋中援引過之書籍與期刊）排列不加編號，中文在前，

外文在後（外文部分請依日文、英文、德文、法文等次序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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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中、日文依作者姓名筆劃排列先後順序，外文依作者（編

著）姓氏之字母順序排列。同一作者有多項參考文獻時，請依

年代先後順序排列。「參考文獻」之中文文獻格式原則上與註解

同，以下是參考文獻之引用文獻格式舉例如下：  

（一）中、日文部份 

1. 書籍：謝在全（2004）。《民法物權論（上）》，修訂三版。

台北：作者自版。※作者與書名，以及書名與出版地之間，

均以句號相隔。 

2. 期刊論文：黃榮堅（1999）。〈交通事故責任與信賴原則〉，

《月旦法學雜誌》，50 期，頁 178-189。  

3. 專書論文：陳猷龍（2008）。〈台灣法學教育改革之方式〉，

台灣法學會主編，《台灣法學新課題（六）：紀念林山田教

授》，頁 1-43。台北：元照。※頁碼為起訖頁碼。 

4. 網頁文章：高添富（2010）。《恪守醫學倫理可以防止醫療

糾紛》，載於台灣法律網 http:// www.lawtw.com/article.php? 

template=article_content&area=free_browse&parent_path=,

1,2188,&job_id=84921&article_category_id=1127&article_i

d=38263（ 後瀏覽日：05/26/2010）。 

（二）英文部分 

1. 書籍：作者姓名（姓氏在前）（版次出版年）。書名。出版

地：出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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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請以大寫表示。例： 

Glannon, Joseph W. (6th ed. 2008). CIVIL PROCEDURE: 

EXAMPLE AND EXPLAN-ATIONS. New York: Aspen 

Publisher. 

2. 期刊論文：作者姓名（姓氏在前）（出刊年）。論文名。期

刊全名，期數，起迄頁碼。 

※論文名請以斜體表示。例： 

Stern, Nat (2000). Private Concerns Private Plaintiffs: 

Revisiting a Problematic Defamation Category. 

Missouri Law Review, 65, 597-654. 

3. 專書論文：作者姓名（姓氏在前）（版次出刊年）。論文名。

收錄於：編者姓名，書名（出版地：出版者）。  

※ 書名請以大寫表示。例： 

Charny, David (1994). Competition among Jurisdictions in 

Corporate Law Rules: an American Perspective on the 

Race to the Bottom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 S. 

Wheeler eds., A READER ON THE LAW OF THE 

BUSINESS ENTERPRISE (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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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網頁資料： 

（1）作者所引用之網路資料，如同時有印刷版與網路版存

在時，請以下述格式引註。例： 

Alley, Richard B. et. al., A 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10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ipcc.ch/pdf/Assessment report/ ar4/wg1/ 

ar4-wg1-spm.pdf. (last visited 11/23/2011). 

（2）如作者所引用之資料僅存在於網路者，請以下述格式

引註。例： 

Office of Attorney General-Public Nuisance Litigation, at 

http://oag.ca.gov/environment/ (last visited 12/16/2011). 

（三）德文部分 

1. 書籍：作者姓名（姓氏在前）（出版年）。書名，版次，出

版地。例： 

Fechner, Frank (2009). Medienrecht, 10. Aufl., Tübingen. 

2. 期刊論文：作者姓名（姓氏在前）（出刊年）。論文名，出

處之期刊，起迄頁碼。例： 

Breuer, Rüdiger (1987). Rechtsprobleme der Altlasten, NVwZ, 

S. 751-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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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書論文：作者姓名（姓氏在前）（出刊年）。論文名，收

錄於：編者姓，書名，出版者，出版地。例： 

Knemeyer, Franz-Ludwig (1989). Rechtliches Gehör im 

Gerichtsverfahren, in: HdBStR, Bd. VI., § 155, Heidelberg. 

4. 注釋書：編者姓名（或作者姓名）（姓氏在前）（出版年）。

書名，版次。例： 

Stelkens, Paul/ Bonk, Heinz Joachim/ Sachs, Michael(2008). 

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 Kommentar,8. Aufl.. 

5. 網頁資料： 

（1）作者所引用之網路資料，如同時有印刷版與網  路版

存在時，請以下述格式引註。例： 

KODA Annual Report 2000 (Copenhagen 2001); auch abrufbar 

unter http://www.koda.dk (Letzter Abruf: 05/20/2003). 

（2）如作者所引用之資料僅存在於網路者，請以下述格式

引註。例： 

Mayer, Markus, Modellprojekt Elektronische Fußfessel, 

Wissenschaftliche Befunde zur Modellphase des 

hessischen Projekts, abrufbar unter http://www. 

markus-mayer-info.de/Forschungaktuell23.pdf (Letzter 

Abruf: 07/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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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文部份 

1. 專書：作者姓（名），書名（冊數與副標），版次，出版資

訊、出版年。例： 

CABONNIER (J.), Droit civil, Tome4,Les obligations, 22èmeéd., 

P.U.F., Coll. Thémis Droit privé, 2000. 

2. 期刊論文：作者姓(名)，論文名，期刊名，出刊年，起迄

頁碼。例： 

DEMOGUE (R.), Des modifications aux contrats par volonté 

unilatérale, R.T.D. civ., 1907, pp. 245-311. 

3. 專書論文：作者姓（名），論文名，in:書名，編者姓（或

作者姓），出版資訊，出版年。例：   

PAUCHARD (P.), Droit de protection sociale, in: Droit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J.-J. DUPEYROUX, Dalloz, 2006. 

4. 網頁資料：例： 

ASSELIN, (M.),《ll Les blogues: de puissants outils pour faire 

apprendre》. Vie pédagogique, no 140 (sept.-oct. 2006), 

pp.19-21, disponible sur http://www4.banq.qc.ca/ pgq/ 

2005/3034575/140.pdf (consultée le 10 novembre 2006). 

例： 

Asselin, Mario.《 Les blogues: depuissants outils pour faire 

apprendre》. Vie pédagogique [En ligne]. no 140 (sept.-oct. 

301



2006), pp. 19-21. http://www4.banq.qc.ca/ pgq/ 

2005/ 3034575/140.pdf (Page consultée le 10 novembr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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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Law Journal 
Guidelines for Manuscript Format 

Last amend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of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Law Journal according to the decision content on 29 Dec. 

2017. 

Article 1 

Order for titles: 

For manuscripts in Chinese, order for titles of chapters and section must 

be arranged as: “壹、一、（一）1.（1）A. a.” and other layers of titles. 

Article 2 

Use of modern punctuation: 

For manuscripts in Chinese, the titles of books, periodicals, long form 

music, dramatic works, artworks,etc. shall be quoted by double caret《》; 

the titles of papers, essays, short form music, chapters, etc. should 

quoted by single tip〈〉. Joint using books and articles, punctuating 

article titles can be omitted, such as:《莊子‧天下篇》 

Article 3 

Paragraphs and citations: 

1. From the start of each paragraph in the text, there shall be blank of 

two spaces prior to the first word of the first line. 

2. Direct quoting the original, the essay text can betracked into the 

article, but extra quotation marks are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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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or longer and independent citations, three shall be blank of three 

spaces before the first word of each line; no extra quotation mark 

is required. 

Article 4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style, notes shall be on the same page with 

the text (footnote).Note citation format is as follows: 

1. For notes in Chinese or Japanese, the format must be arranged    

by the following order: author’s name, translator’ name, publishing 

year, title of article, editor, title of book, edition number (In case of 

having presented the publishing year, the  edition number not 

have to state.), page number cited, publishing place and publisher. 

Use commas to separate each items. 

(1)The title of the article shall be quoted as〈MainTitle: Subtitle〉，

while the title of book shall be quoted as 《Main Title: Subtitle》. 

(2) When citing to books, terms, and page numbers, please number 

them in Arabic numerals, such as: 37卷 2期，頁 55-57. 

(3) When citing to the immediately preceding note, use “Id. at 

○(page)”. When citing to a not immediately proceeding note, 

type the author’s name and use “supra note ○, at ○, at (page)”. 

(4) The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by grand justices, legal 

provisions, administrative orders etc. are free of giving dates or 

reference. 

(5) Other format examples are as follows: 

(a) Books: 謝在全（2004），《民法物權論（上）》，修訂三版，

頁 26-32，台北：作者自版。※Explanation: it not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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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esent the edition number for the first edition; the page 

number stated on the note refers to the citation page (hereafter 

the same) 

(b) Translated articles: Eberhard Schmidt-Aßmann著，林明鏘譯

（2002），〈憲法理念對行政訴訟之影響〉，翁岳生教授祝壽

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翁岳生教 授七秩誕辰祝壽論文集：

當代公法新論（下）》，頁 376-378，台北：元照。 

(c) Periodical papers:黃榮堅（1999），〈交通事故責任與信賴原

則〉，《月旦法學雜誌》，50期，頁 179。 

(d) Essay: 陳猷龍（2008），〈台灣法學教育改革之方式〉，台灣

法學會主編，《台灣法學新課題（六）：紀念林山田教授》，

頁 11，台北：元照。 

(e) Academic thesis:王皇玉（1995），《醫療行為於刑法上之評

價—以患者知自我決定權為中心》，頁 30，國立臺灣大學法

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The full name of the unit which the thesis sourced from shall 

be addressed (including the name of the school and the 

faculty). 

(f) Papers from academic conference: 張永明，〈歐洲媒體法回覆

權之研究〉，國際財經法學新趨勢學術研討會，高雄大學財

經法律學系等主辦，2010年 4月 29日，頁 44。 

(g) The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by grand justices: 大法官釋

字第 499號。 

(h) Legal provision: 刑法第 321條第 1項第 2款。 

(i) Administrative interpretation: 內政部（99）台內地字 16845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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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Court decision: 台灣高等行政法院 96年度判字第 5號。 

(k) Resolution of court conference: 高法院 85年度第 12刑事

庭決議（07/02/1996）。 

(l) Government gazette: 立法院公報處（2006），〈立法院第 6

屆第 3 會期衛生環境及社會福利、司法兩委員會第 2 次聯

席會議紀錄〉，《立法院公報》，95卷 29期，頁 5-42。 

(m) Newspapers: 聯合報（12/01/2007），酒女命案高校生求重

刑，C2版。 

(n) Websites: 行政院衛生署，http://www.doh.gov.tw（ 後瀏覽

日：11/06/2006） 

2. When citing to foreign literature in notes:Please clearly state the 

author’s name, the title of the book or article, the source (such as 

the name of the journal and the issue number), the publishing 

detail, page, year, etc. For other formats, please follow the 

customs of that foreign country. Examples are as follows: 

(1) English: 

(a) Books: Author’s name (first and middle names first), Title of 

book, Page number cited (Publishing year). 

※ The book’s title shall be capitalized. 

Example: Ralph L. Holsinger & Jon Dilts, MEDIA LAW, 150 

(3rd ed. 1994). 

(b) Periodical papers: Author’s name (first and middle   names 

first), Paper’s title, Full name of periodical, Page number cited 

(Publishing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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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present the paper’s title in italics. Example: Bruce 

Ackerman, Robert Bork Grand Inquisition, 99 YALE L. J. 

1410, 1422-1425 (1990). 

(c) Websites: 

If the internet source has both the printed and website versions, 

the note format should be as follows: 

Example: Richard B. Alley et. al., A 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10 (2006) , available at 

http://www.ipcc.ch/pdf/ 

assess_ment-report/ar4/wg1/ar4-wg1-spm.pdf. (last visited 11/ 

23/2011). 

If the internet source is only available on website, the note 

format should be as follows: Example:  Office of Attorney 

General-Public Nuisance Litigation, at http://oag.ca.gov/ 

environment/ (last visited 12/16/2011). 

(d) Citing a previous note: 

When citing to the immediately preceding note, use “Id. at 

○(page)”. 

Example: Id. at 235. 

When citing to a not immediately proceeding note, type the 

author’s name and use “supra note ○, at ○, at (page)”. 

Example: Daniel A. Farber, supra note 115, at 175. 

(2) G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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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ooks: Author’s name (first and middle names first), Title of 

book, Edition number, Publishing year, Page number cited (If 

paragraph number is cited, please note Rn. 51). 

Example: 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8. Aufl., 1973, 

S. 51. 

(b) Periodical papers: Author’s name (first and middle    names 

first), Paper’s title, Full name of periodical and Publishing year, 

Page number cited. 

Example: Klaus Bernsmann, Das Grundrecht auf 

Strafverteidigung und die Geldwäsche, StV 2000, S. 40. 

(c) Essay collection books: Author’s name (first and middle names 

first), Essay’s name, in: Editor’s surname (or Author’s 

surname), Book’s title, Edition number, Publishing year, Page 

number cited (If paragraph number is cited, please note Rn .57 

ff.). 

Example: Medicus Dieter, Der historische Normzweck bei den 

römischen Klassikern, in: Medicus/ Seiler (Hrsg.), Studien in 

römischen Recht, 1973, S. 57 ff. 

Example: Peter Badura, Das Verwaltungsverfahren, in: 

Erichsen (Hrsg.),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2. Aufl., 2002, 

§ 33 Rn. 5. 

(d) Commentaries: Author’s name (first and middle names first), in: 

Editor’s surname (or Author’s surname), Book’s title, Edition 

number, Publishing year, paragraph number cited. Example: Paul 

Stelkens, in: Stelkens/Bonk/Sachs, 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 

Kommentar, 7. Aufl., 2008, § 10 R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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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Websites: 

If the internet source has both the printed and website versions, 

the note format should be as follows: 

Example: KODA Annual Report 2000 (Copenhagen 2001); 

auch abrufbar unter http://www.koda.dk (Letzter Abruf: 

05/20/2003). 

If the internet source is only available on website, the note 

format should be as follows:  

Example: Markus Mayer, Modellprojekt Elektronische 

Fußfesse l, Wissenschaftliche Befunde zur Modellphase des 

hessischen Projekts, abrufbar unter http://www.markus- 

mayer-info.de/  Forschungaktuell23. Pdf (Letzter Abruf: 

07/20/ 2011). 

(f) Citing a previous note: 

When citing to the immediately preceding note, use “Ebd., at 

○(page)”. 

Example: Ebd., S. 235. 

When citing to a not immediately proceeding note, type the 

author’s name (first and middle names first), “a.a.O.” note ○, at 

○, at page (or paragraph) 

Example: Paul Stelkens, a.a.O. (Fn. ○○), S. 858. 

(3) French: 

(a) Books: Author’s name (first and middle names first), Title of 

book (volume number and subtitle), Edition number, 

Publishing detail, Publishing year, Page number cited ( or 

Paragraph number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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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J. CABONNIER, Droit civil, Tome 4, Les obligations, 

22èmeéd., P.U.F., Coll. Thémis Droit privé, 2000, p. 223. 

(b) Periodical papers: Author’s name (first and middle names first), 

Paper’s title, Full name of periodical, Publishing year, Page 

number cited. Example: R. DEMOGUE, Des modifications 

aux contrats par volonté unilatérale, R.T.D. civ., 1907, pp. 

245-250.. 

(c) Essay collection books: Author’s name (first and middle names 

first), Essay’s name, in: Book’s title, Editor’s name (first and 

middle names first) or Author’s name (first and middle names 

first), Publishing detail, Publishing year, Page number cited 

( or Paragraph number cited). 

(d) Websites: 

Example: ASSELIN, (M.),《ll Les blogues: de puissants outils 

pour faire apprendre 》. Vie pédagogique, no 140 (sept.-oct. 

2006), pp. 19-21, disponible sur http://www4.banq. 

qc.ca/pgq/2005/ 3034575/140.pdf (consultee le 10 novembre 

2006) 

Example: Asselin, Mario.《Les blogues: de puissants  outils 

pour faire apprendre》. Vie pédagogique [En ligne]. no 140 

(sept.-oct. 2006), pp. 19-21. http:// www4.banq.qc.ca/pgq/ 

2005/ 3034575/140.pdf (Page consultée le 10 novembre 2006). 

(e) Citing a previous note: 

When citing to the immediately preceding note, use Id. at page 

cited. Example: Id. pp. 235-264. When citing to a not 

immediately proceeding note, type the author’s name (fir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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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names first), partial article’ title, op. cit., and paragraph 

or page number cited. 

Example: M.-A. FRISON-ROCHE, le modèle du marché, op. 

cit., n°47, p.306. 

Article 5 

Referred materials: 

For the convenience of readers, contributors are required to present all 

materials (i.e. the books and periodical papers which have been quoted 

in the text and notes) on the final page of manuscripts, except for laws, 

court decisions, news reports, and other public data. No series number is 

required. Chinese materials shall be at the top, then foreign materials 

follow (Foreign materials shall be arranged by order of Japanese, 

English, German, French separately.). Chinese and Japanese materials 

shall be arranged by stroke count of author’s name, while other foreign 

materials shall be arranged alphabetically by author or editor’s surname. 

Several materials by a single author shall be arranged by years. The 

format of arranging Chinese materials shall be the same with that of 

arranging notes. Format examples of referred materials are as follows: 

1. Chinese and Japanese: 

(1) Books: 謝在全（2004）。《民法物權論（上）》，修訂三版。台

北：作者自版。※ Author’s name, book title and publishing 

place are separated by full points. 

(2) Periodical papers: 黃榮堅（1999）。〈交通事故責任與信賴原

則〉，《月旦法學雜誌》，50期，頁 17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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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ssay collection books: 陳猷龍（2008）。〈台灣法學教育改革

之方式〉，台灣法學會主編，《台灣法學新課題（六）：紀念

林山田教授》，頁 1-43。台北：元照。 

※ Page numbers refer to the start and the end pages. 

(4) Websites: 高添富（2010），《恪守醫學倫理可以防止醫療糾

紛》，載於台灣法律網 http:// www.lawtw.com/article.php? 

template=article_content&area=free_browse&parent_path=,1,

2188,&job_id=84921&article_category_id=1127&article_id=3

8263 （ 後瀏覽日：05/26/2010）。  

2. English 

(1) Books: Author’s name (surname first) (edition number    and 

publishing year). Title of Book. Publishing Place: Publisher. 

※ The book’s title shall be capitalized. 

Example: 

Glannon, Joseph W. (6th ed. 2008). CIVIL PROCEDURE:  

EXAMPLE AND EXPLANATIONS. New York: Aspen 

Publisher. 

(2) Periodical papers: Author’s name (surname first) (publishing 

year). Paper’s title. Full name of the periodical, Issue number, 

Starting and ending page numbers. 

※ Please present the name of the periodical in italics. Example: 

Stern, Nat (2000). Private Concerns Private Plaintiffs: 

Revisiting a Problematic Defamation  Category. Missouri 

Law Review, 65, 597-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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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ssay collection books: Author’s name (surname first) (edition 

number and publishing year). Essay’s name. Collected in: 

Editor’s name, Book’s title (Publishing Place: publisher). 

※ The book’s title shall be capitalized. 

 

 

Example: 

Charny, David (1994). Competition among Jurisdictions in 

Corporate Law Rules: an American Perspective on the 

Race to the Bottom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 S. 

Wheeler eds., A READER ON THE LAW OF THE 

BUSINESS ENTERPRISE (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Websites: 

If the internet source has both the printed and website versions, 

the note format should be as follows: 

Example:  

Alley, Richard B. et. al., A 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10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 

ipcc.ch/pdf/assessment- 

report/ar4/wg1/ar4-wg1-spm.pdf.(last visited 

11/23/2011). 

If the internet source is only available on website, the note 

format should be as follows: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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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of Attorney General-Public Nuisance Litigation, at 

http://oag.ca.gov/ environment/ (last visited 12/16/ 

2011). 

3. German: 

(1) Books: Author’s name (surname first) (publishing year). Title of 

Book, Edition number, Publishing Place. 

Example:  

Fechner, Frank (2009). Medienrecht, 10. Aufl., Tübingen. 

(2) Periodical papers: Author’s name (surname first) (publishing  

year). Paper’s title, Full  name of the periodical, Starting and 

ending page numbers. 

Example:  

Breuer, Rüdiger (1987). Rechtsprobleme der Altlasten, NVwZ, 

S.751-761. 

(3) Essay collection books: Author’s name (surname first) (edition 

number and publishing year). Essay’s name, Collected in: 

Editor’s name, Book’s  title,  Publisher,  Publishing place. 

Example:  

Knemeyer, Franz-Ludwig (1989). 

Rechtliches Gehör im Gerichtsverfahren, in: HdBStR, Bd. VI., 

§ 155, Heidelberg. 

(4) Commentaries: Editor or Author’s name (surname first) 

(Publishing year). Book’s title, Edition number. 

Example:  

Stelkens, Paul/ Bonk, Heinz Joachim/ Sachs, Michael(2008). 

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  Kommentar,8. Au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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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ebsites: 

(a) If the internet source has both the printed and website versions, 

the note format should be as follows: 

Example:  

KODA Annual Report 2000 (Copenhagen 2001); auch 

abrufbar unter http://www.koda.dk (Letzter Abruf: 

20/05/2003). 

(b) If the internet source is only available on website,the note 

format should be as follows: Example:  

Mayer,  Markus,  Modellprojekt Elektronische Fußfessel, 

Wissenschaftliche Befunde zur Modellphase des  

hessischen Projekts, abrufbar unter 

http://www.markus-mayer-info.de/Forschungaktuell23.

pdf (Letzter Abruf: 20/07/2011). 

 4. French: 

(1) Books: Author’s name (surname first), Title of book (volume 

number and subtitle), Edition number, Publishing detail, 

Publishing year. Example: CABONNIER (J.), Droit civil, Tome 

4, Les obligations, 22èmeéd., P.U.F., Coll. Thémis Droit privé, 

2000. 

(2) Periodical papers: Author’s name (surname first), Paper’s title, 

Full name of periodical, Publishing year, Page number cited. 

Example: DEMOGUE (R.), Des modifications aux contrats par 

volonté unilatérale,  R.T.D. civ., 1907, pp. 24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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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ssay collection books: Author’s name (surname first), Essay’s 

name, in: Book’s title, Editor or Author’s  surname, Publishing 

detail, Publishing year. 

Example:  

PAUCHARD (P.), Droit de protection sociale, in: Droit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J.-J. DUPEYROUX, Dalloz, 2006. 

(4) Websites: 

Example:  

ASSELIN, (M.),《ll Les blogues: de puissants outils pour faire 

apprendre》. Vie pédagogique, no 140 (sept.-oct.2006), 

pp. 19-21, disponible sur http://www4.banq.qc.ca/pgq/ 

2005/3034575/140.pdf (consultée le 10 novembre 2006) 

Example: 

Asselin, Mario.《Les blogues: de puissants outils pour faire 

apprendre》 . Vie pédagogique [En ligne]. no 140 

(sept.-oct. 2006), pp. 19-21. 

http://www4.banq.qc.ca/pgq/2005/ 

3034575/140.pdf (Page consultée le 10 novembr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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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法學論叢》徵稿簡則 

（2012 年 11 月 15 日高大法學論叢編輯委員會議決議內容修訂） 

一、本刊為定期刊物，自第六卷起，一年二期，於每年三月、

九月出版。 

二、凡有關法學、政治理論與法學、財經法學論著、判例研究、

書評等學術論文，均歡迎投稿。來稿如不符格式、一稿數

投、全部或主要部分已在其它刊物或將在其它刊物發表、

依第 8 條規定未通過者，恕未便刊登。投稿人如以同一或

類似文章再次投稿者，由本刊編輯委員會決定是否接受稿

件。 

三、本刊歡迎中外文稿件，請附中英文五百字以內摘要及五個

左右關鍵字。如係譯稿，請附原文或註明來源及相關之授

權證明。 

四、來稿請依本刊之格式範本規定撰寫，請以打字稿一式三份

(供審查使用，故請自行刪除文中提及作者部份)，並附上

電子檔光碟（書寫軟體為 word 2003 以上版本），或 e-mail

至  lawyuan@nuk.edu.tw，作者基本資料與聯絡方式另附，

並應包括作者中、英文姓名，所屬學校(機構)名稱、本身

職務、地址與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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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配合本刊數位化所需，請惠予簽署高大法學論叢著作權同

意書，並隨同投稿文件寄送，未檢附著作權同意書者，恕

無法進行外審。 

六、來稿為合著者請於稿件中註明作者順位，並檢附所有作者

同意投稿之書面證明。 

七、來稿內容請依以下順序排列：中英文題目、中英文作者姓

名、 中英文作者現職與 高學歷、目次、中英文摘要、中

英文關鍵詞、本文（含註腳）、附錄、參考文獻之順序排列。  

八、本刊對於投稿文件進行雙向匿名審查程序，審查意見與結

果適時以書面告知投稿作者，經審查通過後刊登之。來稿

經本刊開始審查程序後撤回者，以退稿處理。 

九、稿件在本刊正式刊登前，另投其他期刊或收於專書（或論

文集）中出版者，本刊將逕自退稿。但收於會議論文集且

經本刊同意者，不在此限。 

十、來稿內容請注意遵守著作權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一經

刊登，文責自負。本刊不致稿酬，但敬送抽印本二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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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來稿紙本請寄：81148 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路 700 號，

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轉「高大法學論叢編輯委員會」。以電

子郵件投遞至  lawyuan@nuk.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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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Law Journal 
Guidelines for Submitting Manuscripts 

Last amend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of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Law Journal according to the decision content on 15 

November 2012. 

Article 1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Law Journal (hereinafter, NUK 

Law Journal), starting from its 6th volume, publishes 2 issues per year, 

in March and September respectively. 

Article 2 

Manuscripts of academic articles on law,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economic and financial law, case analysis, book reviews etc. are all 

invited. Manuscripts without correct format, submitted elsewhere 

simultaneously, published elsewhere in whole or in major portions or 

refused by the Review according to Article 8 will be rejected for 

publication. 

The editorial of the Review reserves the right whether to accept the 

manuscript or not if the contributor submits the same or similar 

manuscript again. 

Article 3 

Manuscripts in Chinese and other languages are acceptable. Please 

include 5 keywords, and an abstract of maximum 500 word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For translated articles, contributors must include a 

copy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and the author’s written autho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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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4 

Please refer to the citation format for more details. Manuscripts must be 

typewritten, in Microsoft Office (word 2003 or above). 3 hard copies 

should be sent to the editorial board (please delete those parts which 

imply the author(s) for reviewing use) The electrical format edition 

please email to lawyuan@nuk.edu.tw Manuscripts should include the 

author’s name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institution served, current 

occupation, address and telephone number. 

Article 5 

For digital achieves, authors should submit copyright license 

agreements with manuscripts. If authors fail to do so, manuscripts 

submitted will not enter into the process of external review. 

Article 6 

If a manuscript is written by more than one author, please state the order 

of authorship and attach a written consent of all authors to submit the 

manuscript. 

Article 7 

The composition of a manuscript should be the following and arranged 

in order: the title of the manuscript, author’s name, current job title and 

highest education, contents, abstracts, keywords, main text including 

footnotes, appendices and referenc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respectively (as appli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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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8 

Manuscripts submitted should be reviewed anonymously and 

bi-directionally; contributors will be notified of the opinions and results 

timely by written forms. Having been accepted, the manuscript will be 

published. Once a manuscript is withdrawn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review process, NUK Law Journal will regard it as a decision of refusal. 

Article 9 

Manuscripts submitted elsewhere simultaneously, or published 

elsewhere will be rejected for publication, unless being presented in 

conference and agreed by NUK Law Journal. 

Article 10 

The author(s) should comply with copyright law and other related 

regulations. Once a manuscript is publish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aper 

rests upon its author(s). In principle, NUK Law Journal provides no 

payment for contributions; however, 20 off-prints will be supplied to the 

author(s) free of charge. 

Article 11 

Manuscripts should be sent to “The editorial board of NUK Law 

Journal”, College of Law,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No. 700, 

Kaohsiung University Rd., Nanzih District, Kaohsiung City 81148, 

Taiwan, R.O.C. Furthermore, please also email to lawyuan@nuk.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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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法學論叢》審稿規則 
2010 年 05 月 19 日高大法學論叢編輯委員會議決議內容修訂 

2020 年 06 月 30 日高大法學論叢編輯委員會議決議內容修訂 

一、為維持「高大法學論叢」之學術品質，全部來稿應依本規則審

查。 

二、審查由總編輯及編輯委員商請編輯委員會與投稿同領域委員，

請其提供適合審稿之專家學者行之，採雙向匿名審查。 

三、審查人應就送審稿件為建議刊登、不建議刊登、參考學術審查

人之建議，修改後建議刊登、修改後由本人或他人覆審等之建

議。編輯委員會應就審查人所提建議為同意刊登或不同意刊登

之決定，詳情參閱《高大法學論叢審查流程圖》及《高大法學

論叢審查流程說明》。 

四、稿件數量如超過篇幅容量，編輯委員會議得依領域平衡及論文

時效性等原則，決定刊登之稿件。經本刊決定採用之稿件，基

於編輯需求，本刊得對文字及格式為必要之修正。 

五、來稿作者如有要求開具刊登證明，總編輯應俟審查程序完畢後，

始得依實際進度開具刊登證明或同意刊登證明。 

六、本規則經高大法學論叢編輯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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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Law Journal 
Regulations for Examining and Approving 

Manuscripts 

Last amend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of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Law Journal according to the decision content on 30 June 

2020. 

Article 1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quality of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Law Journal (hereinafter, NUK Law Journal), all manuscripts 

submitted should be review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regulations. 

Article 2 

The review should be conducted by the editor-in-chief and the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member in the same 

field as the submission of the manuscript to provide suitable 

specialists and scholars with appropriate expertise for reviewing the 

manuscript. Anonymous bi-directionally review is adopted.  

Article 3 

Reviews should categorize a manuscript as “suitable for publication”, 

“not suitable for publication” and “suitable for publication only after 

revision” or “re-reviewed by the same or other reviewer after 

revision”. The editorial board should decide whether to approve or 

disapprov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manuscript in terms of reviewers’ 

comments.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Review Process Char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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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K Law Journal and Review Process Description of NUK Law 

Journal. 

Article 4 

If manuscripts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exceed the page limit of an 

issue, the editor-in chief shall, upon his/her discretion, make selections 

based on balance of fields and/or urgency. 

Article 5 

Proof of publication or acceptance for publication, if requested, can be 

issued by the editor-in-chief accordingly, but only upon the 

satisfactory completion of the review process. 

Article 6 

The regulations herein and any amendment thereto take effect upon 

the ratification by the editorial board of NUK Law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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