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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警政研究學會簡介

「警政理論與實務結合」長久以來一直是警政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的

理想。為加強警察學術研究，促進警務交流，提升警政服務品質，於2002
年在一群研究警察學術的學者與實務界人士努力推動之下，成立「中華警研

究學會」。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目的事業主管幾關為內政部警政署，內部

作業悉依人民團體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會宗旨：

　一、加強警政學術法制研究。

　二、促進警政管理政策發展。

　三、推動警政法學交流合作。

　四、提升警政服務品質。

本會任務：

　一、推動警政法學與警政法制之研究發展。

　二、推動警政管理政策之研究發展。

　三、推動公共安全與社會治安之研究發展。

　四、介述外國警政法學、警政法制及管理政策。

　五、提供警政教育訓練改進建議。

　六、推動警政法學交流合作。

　七、發行編印警政研究書刊。

　八、參加警政研究會議。

　九、提供會員警政法律諮詢服務。

　十、其他與本會宗旨有關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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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

 我國警察法係國民政府於大陸時期所研擬，行政院草案在民國37年9月
交付立法院審議，經數次審查修正整理完成立法程序，於民國42年6月15日
公布施行，迄今將屆六十八載。其間僅做4次微幅修正，主要是因應精省改
制、配合中央機關改制業務調整及部分法律條文文字修正，然此期間，時代

社會環境與警政理論實務工作均已產生劇烈變化。

20世紀末，臺灣在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政治上先後從建立政黨
政治、解除戒嚴、終止動員戡亂、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政黨輪替及其

他憲政改革工程。警察體系在此環境下則經歷警政署成立、省警務處（警政

廳）裁撤、戶警分立、消防、海巡、境管業務獨立。復以中央政府機關改

造，地方行政區域重新整併，六都成立；中央與地方警察組織與權限面臨

挑戰，職掌管轄相應調整。警察作用法須益加注重人權保障與執法正當程

序，職權行使要件更為嚴謹，警察救濟法亦應完整周全，多次大法官釋憲結

果，不斷開啟警察法制、警察政策與執法的新頁。凡此變革，均說明作為根

本大法的警察法，亟須與時俱進，配合修正。

本會監事洪文玲教授在修法會議倡言：「回顧1953年前先賢倡議立法
之初衷，今日審視警察法之與現況脫節，吾輩之懈怠，難辭其咎⋯⋯。」

主張儘速修警察法；就長期紛擾之制度性議題，如何重新界定警察任務範

圍，釐清警察與其他機關防止危害任務之界線及職務協助關係，檢警偵查犯

罪主從關係與經費分擔，明確中央與地方事權分配，確立具備武力的特殊文

官之人事制度，凡此均有賴警察法之層次位階，方足以作根本性的處理，並

據以作為組織、人事、職權法規之基礎，從而建構21世紀自由民主人權法
治新時代，政治中立，公正執法與治安專業之警察法規體系。2017年5月本
會前理事長章光明教授以司改會委員身分在司改國是會議率先提案研修警察

法，並結合警大校友林裕順、李俊億、楊永年等委員在總結會議共同提案

獲得支持，正式列為司法改革會議決議。爾後業管機關內政部警政署亦於

2018年成立專案小組，啟動警察法研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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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係2002年由一群警政學者菁英所創立，其宗旨在「加強警察學術
法制研究，促進警政管理政策發展，提升警政服務品質」。成立以來在歷

任理事長及領導團隊努力下，奠定良好工作基礎，對警政發展做出重大貢

獻。個人有幸於2017年12月接任第八屆理事長，審時度勢，基於責任使命
與專業態度，接任伊始，即將警察法研修案列為本學會年度重點工作，著手

邀請國內著名警察法與警政學者專家共同參與研討修法事宜。

修法研討過程中，本會在2018年5月首度舉辦「警察法之定位與研修方
向」圓桌論壇，由洪文玲教授引言，邀請政治大學法律系劉宗德教授蒞會指

導，及多位專家學者與談，形成修法共識與願景目標後，同年8月由副理事
長章光明教授召集專案分工會議，明定修法草案結構章節與專責分工，並請

各負責研修教授老師於2018年底完成負責專章條文之研擬。其間同年8月16
日舉辦「警察職權與任務」、10月16日舉辦「我國警察教育訓練制度與策
進」2次圓桌論壇，企圖就各章節法案條文儘速聚焦達成共識。

2019年上半年本學會緊鑼密鼓地辦理6次內部討論會，就各老師所研擬
之條文，逐條逐句逐字反復討論仔細推敲。同年9月6日及11月15日假台大校
友會舘舉辦兩次警察法修正草案討論會，邀請國內法學鴻儒及前任警政署長

蒞會指導。其間同年3月28日舉辦「警察人力資源管理」圓桌論壇，9月26
日於學會內部舉辦「警察法修正草案」專案會議，從研議修法開始迄今本學

會共召開17場次的警察法研修會議。
2020年全球受到新冠狀病毒疫情影響，但本會研議修法的工作不敢稍

懈，大家咸認應該將上述修法過程與立論說明彙編成一本修法專書；因此決

定再請負責各章的各位教授老師，就所研擬之條文審慎整理，撰寫各章節各

條文的立論說明，由副理事長章光明教授在專書第一章撰寫導論，監事洪文

玲教授在第二章撰寫修法總說明及綜整修法草案全部條文。其次理事蔡庭榕

教授在第三章撰寫總則說明，常務理事蔡震榮教授與秘書長許福生教授在第

四章合撰警察職權說明，理事鄭善印教授在第五章撰寫警察組織說明，理事

黃翠紋教授在第六章撰寫警察人事制度說明，理事朱金池教授在第七章撰寫

警察教育訓練說明，劉嘉發教授在第八章撰寫警察經費與設備說明，監事洪

文玲教授在第九章撰寫監督與課責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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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得以完成，要感謝的人真多，若沒有企業顧問的經費支援，本會

會務工作無法正常運作，更遑論要出版警察法修法專書。因此我們首先要

感謝國富文教基金會葉國一董事長、旺旺集團蔡衍明總裁、台新金控吳東

亮董事長、薇閣文教基金會李傳洪董事長、智邦科技黃安捷榮譽董事長及

TudorABC楊正大前董事長等多年來的愛護支持與捐款，使會務與修法工作
得以順遂開展。其次修法期間，邀請國內法學鴻儒政治大學劉宗德教授、台

灣大學林明鏘教授、林明昕教授、前大法官李震山及前警政署長王進旺、張

四良、謝銀黨、王卓鈞等均給予我們很多指導，他們在幾次研討會議的寶貴

建議，使修法思維視野更加周延前瞻，大幅提升本書學術與實用價值，在此

要特別感謝他們。本學會參與研修工作的幾位教授老師，長期利用課餘潛心

研擬條文，大家再經多次會議研討集智共商，完成草案各章節條文及最後撰

寫立論說明，本人要藉此序文感謝他們對於警察學術與警政發展的奉獻。當

然也要感謝許秘書長暨秘書處同仁負責本書彙編出刊工作的辛勞，以及學會

全體同仁的大力支持。

本書的完成，不應是終點，期待是「警政法學研究」或「警察法修

法」另一個起點，但願能如前大法官李震山教授在會議中的勉勵：「不

論修法結果如何，凡走過所留下的痕跡，包括努力的過程與所獲得的成

果，發之為專書後，有可能被型塑為警察史長河中的一塊能改變流向的巨

石⋯⋯！」本書獻給我們辛勞的警察同仁、相關業務主管及長年關心警政

發展的社會賢達有心人士，也期許有志研究或改革警政的學子，在本書基

礎上，不斷鑽研，再創警政法學新頁，是為吾等一生奉獻警政工作者所至

盼。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理事長

 　2021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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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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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問題背景

我國警察法自1953年公布施行以來，經微幅修正4次（1986、1997、
2002年5月、2002年6月），整部法律之基本框架仍停留在二戰後的思
維，而七十年來，國際思潮丕變，具體表現在公法學、行政學、社會學、

犯罪學、警察學等學科領域。此期間，國內警察學術在前述學科引導下，

也積累相當研究成果，值政府再度改革司法制度之計，我國警察法亦應重

新評估修正，融入全球思想與警學相關理論。

更重要的是，我國警察實務也隨國內政經社文環境而有了大幅改

變。從時間序列來看，臺灣社會在1960年代之前，戒嚴與戡亂的軍管色彩
濃厚；此後開始展現快速發展的變化；到了1980年代，社會變遷的速度和
廣度，更大幅改變了社會的結構關係；1990年以後，變革之猛之快，更是
史所未見

1
；2000年以後則經由總統民選輪政，進入民主鞏固階段。

臺灣的政治改革經過政治文化的觸媒，將社經條件轉換成政治上的表

現
2
。「政府型態」相當程度地代表國家政治文化，1986年以前國民黨一

黨優勢以及1987年解嚴以前的威權體制，與其後的政體屬性，顯然有別。
由於政府型態的轉變，一連串的政改方案陸續實施，表現在警察功能上，

則為警察領導人的專業取向。在戒嚴時期，警政署長一職皆由軍中將領出

任，但隨著動員戡亂時期的終止，署長則改由警察專業人士中拔擢。此一

現象顯示政治文化經由對警察領導人的遴選，影響整體警察行為
3
。

警政受到政府內的行政、立法與司法各部門消長互動的影響，政

黨、利益團體、媒體與選舉各種機制則將民意輸入政府，再經過政府改革

與其內各部門的運作，形成警察政策。當然，從系統理論看，政策結果對

1 朱浤源，社會犯罪與治安維護（第十三章），收錄於中華民國史社會志（初稿）下冊，國史
館編印，1999年，頁754。

2 Pye, Luciam W. 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6, p. 10.
3 Wilson, James Q. Variety of Police Behavior-The Management of Law and Order in Eight 

Communit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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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也具有回饋功能
4
。

就政黨而言，1986年以前，臺灣維持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政治體制，
被稱為「威權一黨制」，當時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權力基礎有5個要素：高
度一致性的統治聯盟、嚴密的社會控制、意識形態的灌輸、對本土菁英的

攏絡與分化、高度滲透的特務組織
5
。其中，特務組織與軍警關係密切。

當時威權體制的基礎來自於歷史文化中對於威權支持的政治文化，及經濟

上的成就等兩方面條件
6
。1989年通過「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正

式准許人民組成政黨與團體，不過在此之前，民進黨已於1986年組黨，而
後其他政黨先後成立，政黨的分化持續不斷進行。但是，2000年民進黨透
過選舉取得八年的政權，2016年再度執政，證明臺灣已經擺脫國民黨一黨
獨大的政治體制。在臺灣，政黨競爭（competition）已成常態。伴隨政黨
競爭而來的利益團體、媒體自由、總統民選、憲政改革等，均可看出臺灣

政治發展的程度。

就利益團體言，國民黨一黨獨大體制下的團體係統合主義下由國家支

配各團體的行為。但隨著民間自主力量迸發，國家支配力量鬆動，臺灣社

會團體的多元化與獨立性日增。這些團體與社會運動除政治性外，不乏公

益性與爭取公平對待的性質。降低政黨勢力介入，展現民間自發力量，是

臺灣社會團體未來的努力方向。研究發現，非營利組織對治安政策的影響

偏重在婦女及兒童安全議題方面
7
。

媒體，是言論自由的象徵。臺灣從1950年開始進入所謂「報禁」時
代，但自由中國、文星雜誌、美麗島政團等政論雜誌在不同年代促進了臺

灣民主化與合法反對黨的成立
8
。解嚴次年，「報禁」解除了。動員戡亂

4 Corbett, M.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rends, Processes and Patterns. Longman Publishing Group, 
1991.

5 朱雲漢，寡占經濟與威權政治體制，收錄於臺灣研究基金會編，壟斷與剝削，1989年，頁
141-148。

6 彭懷恩，臺灣政治發展（1949-2009），風雲論壇，2009年，頁195-198。
7 章光明、陳世煌，非營利組織參與治安政策之研究，第三部門學刊，第4期，2005年，頁53-

88。
8 彭懷恩，政治傳播與溝通，風雲論壇，2002年，頁329-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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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結束後，有線電視法通過，黨國廣電媒介隨之解構（1993年）。2014
年太陽花學運更說明社群媒體（social media）時代的來臨。對警察而言，
媒體代表民眾的監督，對於警察政策的形成與執行，扮演重要的角色。當

然，警察組織內公關部門的專業性因媒體的自由化而受到極大的重視。

選舉制度與政府體制屬於憲政改革議題，修憲與釋憲，是其中2個手
段。政府來臺後，雖然在地方層次（從省、市議員，縣、市長，到村里

長）的選舉未曾間斷過，但中央政府層次的選舉則顯不足。1990年，大法
官會議第261號解釋限定資深中央民代必須於1991年底前退職，才使臺灣
的中央民意機關步入常態

9
。又根據1994年通過的憲法增修條文，總統自

1996年起由人民直選產生，臺灣的民主發展進入另一個里程碑。
透過修憲、釋憲與選舉制度的改變，也改變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

之間的互動關係。戒嚴時期，行政權獨大，軍警及情治機關，是國民黨維

持政權的重要手段，當時的國家安全體系透過對於軍人警政首長的任用，

控制警察組織，立法與司法功能自然不彰，未能產生制衡作用。伴隨解

嚴，廢除「臨時條款」及全面改選後的立法院，始具實質民意基礎。2000
年，大法官會議第499號解釋致政府再度修憲，使國民大會虛級化，立法
院成了單一國會，而成為政策形成的主要場域。解嚴之後，大法官的司法

審查功能亦不斷增強，其現象包括：釋憲機關獨立審查的空間變大、解釋

所涉法律越來越多、人權範圍越來越廣、聲請釋憲者的範圍越來越擴大、

釋憲機關功能擴張、大法官的組成與結構越趨專業、大法官會議的運作更

加合理等
10
。以上過程顯示行政相對於立法與司法的此消彼長關係，處於

行政部門的警察，其功能相應演進，從秩序，轉向執法，益加重視服務。

此外，1997年的精省決策、1999年通過的地方制度法、2010年五都改制
及2014年桃園市改制，也使得行政權限從中央向地方移動。

在以上社會與政治環境變遷過程中，每個階段都表現在警政的相應

9 謝復生，穩定中求民主的臺灣經驗，收錄於華力進、雷飛龍主編，海峽兩岸四十年，革命實
踐研究院，1994年，頁5-7。

10 章光明，我國警察組織司法環境變遷之研究：從一六六到五三五，警政論叢，第2期，2003
年，頁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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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1971年，中華民國政府退出聯合國，外交處境艱危；蔣經國先生於
次年出任行政院長，全力發展國家，建設臺灣；警察配合國家發展於1972
年成立警政署，同時期，基於外交、經濟與內政的共同需要，配合美化環

境政策，警察強力取締衛生違警，違警件數攀上高峰；但此後，民主化成

為經國先生的治國方向，臺灣開始出現黨外的群眾活動，「打不還手、罵

不還口」是警察處理集會遊行的政策原則；內部管理制度方面，則於1976
年通過「警察人員管理條例」（後改為「警察人員人事條例」）；此外，

1970年代中期以後，孔令晟署長的警政現代化與大法官首度針對「違警罰
法」所做違憲解釋；以上皆為1970年代的重要警察歷史。

1980年代，民主浪潮持續，終致政黨政治成型，政府宣布解除戒
嚴，包括「集會遊行法」在內的若干警政立法因應解嚴而通過或修正；此

時期也成為警察功能變遷的轉捩點；在教育方面，警校改制成警專，中央

警官學校配合時代需求成立鑑識科學學系與資訊管理學系，因而帶動了警

察科技的發展；此外，大法官在解嚴後再度宣告違警罰法違憲。

1991年動員戡亂時期的終止帶動往後十年的政治發展，在此時期：
警政署長不再由軍人出任；戶政、消防、海巡先後脫離警察組織；警察教

育方面，中央警官學校改制為中央警察大學，並開始成立博士班；臺灣省

警務處也在地方自治法制化後脫離警政署，成立警政廳，其後卻在精省的

環境變化下被裁撤。

2000年政黨輪替後，實施ISO、制定標準作業流程、進行治安民調與
被害調查、參加國家服務品質競賽等，均說明警察服務時代的來臨；隨著

人權的日益重視，戶口查察業務正式走入歷史，家戶訪查取而代之；三度

受到大法官解釋違憲的「檢肅流氓條例」也被廢止，「警察職權行使法」

則在大法官的催生下成為警察執勤的重要法律依據；入出境管理及移民業

務在全球化趨勢下脫離警政；跨境電話詐欺成為普遍社會現象，警察採取

相應策略，其中包括簽訂「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

進入2010年以來，中國大陸在國際社會中迅速崛起，美國則在面對
恐怖主義之後重返亞洲，中美對峙，影響全球，臺灣介乎二強之中，持續

朝向政治民主化與社會多元化的方向發展。這段時間，各種國際人權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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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續國內法化，其中，包括警政署作為主辦單位的「聯合國禁止酷刑公

約」；被害保護與婦幼安全逐漸成為刑事司法領域內的重要政策；大數據

時代來臨，致科技偵查成為重要議題；2019年大法官會議第785號解釋提
出警消海巡人員的健康權後，警察權益保障將開啟警察政策新頁。

在前述國家發展與警政變遷背景下，出現諸多長期紛擾之警察制度

性議題：確立警察之政治中立、公正執法與專業地位、重新界定警察任務

範圍、釐清警察與其他機關防止危害任務之界線與職務協助關係、檢警偵

查犯罪主從關係與經費分擔、明確化中央與地方事權分配、確立具備武力

的特殊文官（警察有別於一般文官之任免考核退撫人事制度），凡此，均

有賴警察法之層次位階，方足以做根本性處理，並以此作為組織法規、人

事法規、職權法規之基礎，繼而建構21世紀政治中立、公正執法與治安專
業之警察法規體系

11
。2017年的司改國是會議乃在章光明、林裕順、李俊

億、楊永年等委員提案下，使研修警察法成為司法改革會議正式決議。

第二節　理論介紹

警察研究可分別從公法學、行政學及社會學等角度切入，窺其發展趨

勢，以下分別介紹。

壹、公法學：憲法、行政法與刑事法

近代大陸法系行政法的演進可分為警察國時代、法治國時代與福利

國時代。警察國時代，國家權力具有絕對權威，個人自由未受重視，行政

官僚追求效率，不受司法干涉；法治國時代，以自由主義為原則，國家盡

量不干涉經濟活動，行政權力受到制衡，法治（rule of law）內涵包括：
憲政主義、權力分立（行政受立法、司法約束）、依法行政（法律優位、

11 洪文玲，警察法之定位與研究方向，警政與警察法相關問題圓桌論壇（五），2018年5月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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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保留、明確性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信賴保護、正當程序；

福利國時代，因社會、經濟問題叢生，社會要求國家積極介入，行政權擴

大。21世紀的今天，行政權擴大造成委任立法、行政司法、自由裁量等觀
念發達

12
。以上行政法之發展趨勢，對於國內外的警察法與警察政策，有

著實質的影響。

二戰以後，德國制定基本法，將人格尊嚴保護奉為憲法最高價值，此

一價值亦受我國公法學界與實務所共同肯認
13
。人民與國家之法律關係，

不再僅限國家依法要求人民之特定作為或不作為的法治國原則，而逐漸加

入社會國思想。法治國與社會國交互作用之下，國家不只是秩序維護者，

也應兼顧社會共同資源之正義分配，以實現與保障人民之社會基本權利，

並建構與改善社會安全法制
14
。我國憲法精神亦同時揭示民主國、法治國

與福利國三大原則，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明文規定：「國家應維護婦女之
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福利服務、

國民就業、社會保險及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工作⋯⋯。」這些基本原則指

導下位行政法規與公共政策的制定，影響及於警察政策，犯罪被害保護、

性別平權、婦幼安全、少年問題等議題，在進入21世紀以後成為我國警政
中的重點工作。

另一方面，源自19世紀德國法學的特別權力關係概念，設定國家與
公務員之間不存在一般法律關係。然該理論幾經修正，公務員與國家的

關係已由「特別權力關係」演進為「特別法律關係」，再轉變成「公法

上職務關係」
15
。在我國，自大陸民國時期即奉行不渝的特別權力關係理

論
16
，亦滲透我國行政與司法實務長達半世紀。隨著大陸法系特別權力關

係理論的演進，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數度作出解釋，公務員權益乃獲得

12 張麗娟，從各國公務人員保障制度看台灣行政法思潮的演進，中華管理評論國際學報，第10
卷第3期，2007年8月。

13 李震山，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元照，2007年。
14 謝榮堂，社會福利行政法規導讀，元照，2008年。
15 張麗娟，從各國公務人員保障制度看台灣行政法思潮的演進，中華管理評論國際學報，第10
卷第3期，2007年8月。

16 許宗力，法與國家權力（一），元照，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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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保障
17
。建立合理且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救濟途徑，是公務人員保障

制度之核心，大法官在第653、684、755、784號等解釋基礎上，於2019
年11月作出第785號解釋，認定公務員就影響其權益之不當管理措施，於
申訴、再申訴後，仍有提起行政訴訟之可能。至此，我國公務員特別權力

關係的適用範圍隨著人權觀念發展，可謂已漸趨近於零
18
。另一方面，該

號大法官解釋針對警消等業務性質特殊實施輪班制度之公務人員，揭示公

職權及健康權保護概念，要求相關機關制定框架性規範保護之，更積極地

保障警察權益。我國警察法與相關之警察人員人事條例及警察勤務條例，

均應隨司法與實務所影響的特別權力關係理論與公務員保障觀念之調整，

而相應規範。

廣義的公法尚包括刑事法，刑事實體法規定犯罪類型與法律效果，涉

及刑事政策的犯罪化與除罪化及其制裁。刑事訴訟則落實刑事實體法之規

定，使犯罪行為人受到法律制裁
19
。一個國家的刑事訴訟制度對司法警察

工作具有相當意義，司法警察的偵查作為開啟了刑事訴訟程序，警察的上

游偵查工作甚且影響著整個刑事訴訟的品質。刑事訴訟法蘊含了特殊的憲

法關聯，憲法優位性固支配所有法律，刑事訴訟上的國家行為對於憲法基

本權的干預卻最為嚴厲而澈底。刑事訴訟法總是在人權保障與治安維護之

間、在不斷拉扯中，尋求平衡點。刑事訴訟法之立法與實務如何實踐憲法

的抽象規範，才真正是檢驗一國憲法施行情形的關鍵指標
20
。

我國於1935年制定「中華民國刑事訴訟法」，1967年全文修正，並
更名為刑事訴訟法。較大幅度的改革則伴隨國家從威權到民主的社會轉型

過程，解嚴以來，人民權利意識提升，政府分別於1999年和2017年召開
二次司法國是會議，刑事訴訟法更經歷超過30次以上修正。以1999年司改
為基礎的2002年修法，確定我國改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並強化證據法則，

17 呂炳寬、張毓真，我國特別權力關係之演變：歷史制度主義的觀點，文官制度季刊，第7卷
第3期，2015年7月，頁1-28。

18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從釋字785論特殊公務員之層級化權利保障會議紀錄，中華警政研究學
會2019年會刊，2019年12月27日。

19 黃朝義，概說警察刑事訴訟法（講義）。
20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新學林總經銷，2020年，頁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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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司改促成國民法官制度的建立，均屬影響重大的修法與立法。近
年來之修法除繼續提升並強化被告基本人權之保障外，被害人刑事訴訟程

序中的定位與功能，漸受重視。此外，為有效因應源自新興科技帶來的犯

罪問題，科技偵查乃成新興議題
21
。

貳、行政學：公共管理、公共政策與治理

自1887年Woodrow Wi l son發表《行政研究》（The  s tudy  o f 
Administration）一書，傳統行政學歷經政治與行政二分、官僚型模、管
理原則、泰勒主義、行為理論、系統理論等發展階段。

進入20世紀以後，August Vollmer將行政學和警察工作連結而成「警
察行政」（police administration）專業，在當時的大學開設「警察行政」
課程，Vollmer的學生O. W. Wilson更撰寫《警察行政》一書。Vollmer和
O. W. Wilson藉由行政學與科技的引進，開啟了專業化警政與警察學術研
究的大門。美國在專業化警政時期，一方面遵循韋伯式層級官僚制度的影

響，層層節制地要求警察人員對組織負責，另一方面，同時要求警察執法

須遵守法定程序
22
。

1960年代以降迄今，新公共行政（1968年）、新公共管理（1980年
代）、新公共服務（2000年）等學派加入公共行政的研究。新公共行政有
別於以國家為中心追求管理效率的傳統公共行政，而以社會公平作為核心

價值；新公共管理以經濟規則為前提，注入政府掌舵、顧客導向、市場機

制、鬆綁管制、授權、分權決策、競爭原理等思想；新公共服務則提出公

民權利、公共利益、政府服務等核心概念。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與新

公共服務三者皆基於對其前者的批判與反思，而前階段又為後階段理論建

構提供基礎，其結果，為建構更好的社會和更強的經濟，政府、企業和市

民三者之間形成夥伴關係的治理概念應運而生
23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時

21 王兆鵬、張明偉、李榮耕，刑事訴訟法（上），新學林，2020年，頁i-iii、13、23。
22 Robert and Kuykendall, Police and Society.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pp. 24, 61-70.
23 孫本初，新公共管理，一品，2011年，頁171、179-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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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裡，結合在國家之上的超國家層次（國際社會），國家之下的次國家層

次（社區），更帶出全球治理的概念
24
。

結合政府、市場與第三部門團體之公共治理及冷戰後全球化帶來

的全球治理，影響及於民主警政與國際執法合作。自1970年代以來，社
區警政補充專業化警政的結果，形成民主警政要求警察同時回應組織、

法律與社區民眾的整合模式
25
。當代民主警政要求警察必須具有正當性

（legitimacy）、課責機制（accountability）、創新效能（effectiveness）
與公開透明（open and transparent）等作為26

。同時，因應跨境犯罪帶來的

全球化問題，國際執法合作也成為我國警政的重要面向。

超過一個世紀以來，美國行政理論與實務的發展，同時影響我國行政

革新的實際與美國警政改革；我國警政理論與實務則經「我國行政革新」

與「美國警政改革」兩條路徑，受到行政學發展的影響。

參、社會學（犯罪學與刑事司法）

根植於行為科學的犯罪學，先成為社會學的一部分，而後獨樹一

幟
27
，犯罪學中古典犯罪學派導出的刑事司法模式（法律懲罰）和情境預

防模式（物理環境），及實證犯罪學派導出的發展性預防模式（個別矯

治）和社區預防模式（肅清病源）
28
，先後影響警政觀念。

20世紀以後犯罪社會學成為犯罪學研究主流，尤其自1960年代以
後，社會學進入警察研究，其進入是由當時的社會發展和警察部門的共同

需求決定的典範更新
29
。警政研究迅速擴展，使得刑事司法與犯罪學成為

24 吳定、張潤書、陳德禹、賴維堯、許立一，行政學（下），台北空大，2007年，頁323；
孫本初，新公共管理，一品，2011年，頁197；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S. Nye, Jr. 
Globalization: What’s New? What’s Not? (And So What?). Foreign Policy, No. 118. Spring, 2000. 
pp. 104-119.

25 Robert and Kuykendall, Police and Society.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pp. 24, 61-70.
26 Walker, S. and C. M. Katz. The Police in America: An Introduction. McGraw-Hill, 2018, pp. 2-27; 

President’s Task Force on 21st Century Policing, Final Report.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15.
27 曹立群，法學和犯罪學在美國的不了情，青少年犯罪問題，2012年，頁22-30。
28 許福生，犯罪學與犯罪預防，2018年，頁241。
29 儲卉娟，社會學如何研究警察—美國警察与社會研究述評，社會學研究，第1期，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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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學，更建立起警政各個面向的知識領域，這些面向包括：警察勤務、裁

量行使、槍械使用、犯罪偵查、警察態度等，這些研究對警察政策影響頗

深，為往後警政策略的提出奠下基礎。

警察與社會研究至今已發展出極度豐富的面相，其研究成果與前述

公共治理理念一致：「治理目標」從犯罪轉型到社區，也就是將治安的源

頭從「打擊犯罪者」轉移到「重建安全社區」；「治理結構」從被動轉型

到主動，也就是改變既有警政模式中的被動打擊犯罪方式，轉而承擔更廣

泛的秩序維持和服務提供工作，警察勤務則更加注重社區需要，同時鼓

勵居民開展自助活動；「治理主體」從國家治理轉型到多元主體參與。

社會學家將公民參與（citizen involvement）概念應用於警政改革，社區被
重新理解為治理的主體而非對象，警政相應地成為社區建設（community 
building）或者社會資本重構（social capital formation）的重要組成部
分

30
，在制度上則完成了從國家到多元主體參與治理的模式建構。儘管

「社區警政」理念之下所施行的具體策略各不相同，但核心要素是一致

的，即：服務導向、公眾參與和去中心化。社區警政是繼20世紀初專業化
改革之後的警政巨大變革，標誌著警政在典範上由傳統向民主發生轉變，

嚴密的韋伯式官僚型模受到衝擊，新的警政哲學因應而生
31
。

警政的研究與創新至今仍持續著，對警政創新與警察制度轉型起了

很大的作用。自1967年由「總統執法及司法行政委員會」（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提出
劃時代的美國警政策略以降，警察制度的轉型乃經由外而內（outside-
inside）及由上而下（top-down）途徑完成，五十年來美國重要警察勤

年，中國人民大學社會与人口學院。
30 Scott, Jason D. Asse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ce-Community Coproduction and 

Neighborhood-Level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riminal Justice. First Published May 
1, 2002.

31 儲卉娟，社會學如何研究警察—美國警察与社會研究述評，社會學研究，第1期，2019
年，中國人民大學社會与人口學院；Maguire, Edward R. Structural change in large municipal 
police organizations during the community policing era. Justice Quarterly, Volume 14, 1997-Issue 3; 
Clark, M. The importance of a new philosophy to the postmodern policing environment, Volume 28, 
2005-Issu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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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策略包括：社區導向警政（Community-oriented policing, COP）、
問題導向警政（Problem-oriented policing, POP）、破窗理論（Broken 
windows）、零容忍警政（Zero tolerance policing）、熱點警政（Hot-spot 
policing）、強制逮捕家暴者（Mandatory arrest for spouse-assault）、強
化外部監督（External oversight）、電腦統計警政（COMPSTAT）32

，再

到第三方警政（Third-Party policing）33
、情資導向警政（Intelligence-led 

policing）、智慧警政（Smart policing）。根據這些制度安排，警察瞭解
犯罪控制不是警察單方給予民眾的一種服務，而是一種需要民眾共同參與

的活動，社區民眾對治安的需求是警察回應的主要標的，此外也強調預警

式巡邏，以有限警力回應犯罪熱點的策略來控制犯罪。

我國警察政策取向，在學者引介下，也受到上述趨勢影響，其實

際，除相關法令內容的修訂，也具體展現在警察因回應社區所獲致的高民

調滿意度上。

20世紀初的制度轉型，只是將行政學與警察結合在一起，形成警察
行政的概念。1970年代以後，其他社會學科率都加入對警政的研究，警察
開始思考，過去五十、六十年，警察為了阻絕政治干預，發展出從政府管

理的角度追求效率，這套專業化警察制度卻已經不敷使用，警察不能僅從

政府的角度決定其勤務內容，而應瞭解民眾需要，並加以回應。

總的來說，公法學在法治國的基礎上加入福利國與社會國的思維，

行政學結合政府、社會與市場的公共治理概念，及社會學整合犯罪學與刑

事司法提出的社區中心哲學。這些理念運用在警政研究上，致當代警政展

現如下特色：1.隨高科技演進，推動情資導向與偵查科技的警察勤務現代
化；2.隨著人權普及，越加重視警察執勤的正當法律程序；3.要求警察同
時回應組織、法律與社區民眾的民主警政整合模式；4.因應全球化帶來的
跨境犯罪，不斷強化國際執法合作；5.以社區為中心並鼓勵民眾參與的警

32 Bayley, D. Police reform: Who done it? Policing and Society, Volume 18, 2008-Issue 1.
33 所謂第三方警政，係警察透過合作、說服或強制組織、個人或非加害者（non-offending），
共同承擔防止犯罪或減少犯罪問題的責任。第三方警政的核心，在於透過法律的規範，課以

第三方參與犯罪預防或控制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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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略；6.越加重視犯罪被害保護、性別平權、婦幼議題等福利國思想的
警察工作；7.更積極地保障警察權益；8.為完成以上工作，警察的教育訓
練越發重要。

第三節　比較與分類

修正警察法，首要確認我國警察法之法律屬性為何？其與諸多警察組

織法與作用法之關係為何？其內容是否足以因應21世紀新時代治安任務需
求？

前節所述社會科學與公法學理論趨勢導引下的當代警政理念，應如何

呈現在我國警察法的修正中，此涉及本法的法律性質與規範內容。一部警

察法所規範的內容，即決定其法律性質與定位
34
。本節介紹各國警察法，

並比較分析各國與我國警察法的法律性質與規範內容之異同，據以作為下

節修正我國警察法內涵的討論基礎。

首先，在集中專法與分散立法方面，英美國家屬於海洋法系，以判

例法為主，且警察在英美屬於各州或地方權限，因此沒有一部稱為「警察

法」的法典，警察法規散在諸多相關法律與判例，譬如美國憲法中的人權

條款（Bill of Rights）及英國的「1984年警察暨刑事證據法」（The 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 1984）。相對地，德國、日本、中國大陸與我
國屬大陸法系，這些國家皆立法制定了一部警察法。

另外，我國現行警察法屬組織法性質，僅作為組織內部職權事項之劃

定，不能直接對人民發生效果（司法院釋字第570號解釋）；行為法（作
用法）方可據以對人民發生效果，如我國的警察職權行使法、集會遊行

法、社會秩序維護法。日本的警察立法權限在中央，統一警察任務規範，

地方則負責執行，日本警察法亦屬組織法性質，與職權法分別立法規範。

34 劉嘉發，大陸「人民警察法」（修訂草案稿）評析，展望與探索，第16卷第3期，2018年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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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警察立法與執行權限屬於各邦，然聯邦仍研議制定「德國統一警察法

模範草案」，增強聯邦與各邦之合作，並作為各邦參考，該法除第一條任

務條款具有組織法性質，其餘多屬職權規定，具有強烈行為法（作用法）

性質。中國大陸於1995年頒行的「人民警察法」兼顧了警察職權法、警
察組織法、警察行為法、警察責任法等各方面，即採綜合性的立法定位，

2016年12月復對外公告該法「修訂草案」，大幅度從原來的52條增加至
109條35

。

復次，論者有謂，我警察法或可朝基本法方向設計。基本法可分為

兩大類，第一類屬於國家根本大法，其實際作用與憲法相同，如德國基本

法、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另一類則是針對特殊領域事項制定基本原

則、準繩與方針，譬如，我國的「文化基本法」、「教育基本法」、「環

境基本法」，在特殊領域內制定基本法，已成為我國立法實務之趨勢。若

將我國警察法定位成基本法，係屬後者，其乃規範警察政策基本方向，亦

即僅做警政之原則性或理念性規範
36
，以銜接下位法律。

在立法例方面，基本法的立法文句為：「關於本法適用範圍，依本法

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譬如，環境基本法第1條
後段即如此規定。國防法雖在名稱上未有基本法之名，然該法第1條第2項
卻有同樣立法例，可見國防法具有基本法性質。文化基本法第1條第2項：
「文化事務，除其他基本法有特別規定者外，適用本法之規定。」第29
條：「本法施行後，各級政府依本法之規定，制（訂）定、修正或廢止文

化相關法規。」此亦為基本法之立法用語。其有別於普通法之立法例，因

普通法對應於特別法，而有「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的原則，普通法的立法

文句為：「關於本法適用範圍，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普

通法與基本法之立法文句顯然有別。

35 洪文玲，警察任務之比較法觀察，法學論叢，第33集，中央警察大學法律系，2017年，頁51-
116；蔡庭榕，「警察職權與任務」圓桌論壇，中華警政研究學會107年度會刊，2018年，頁
111-130；劉嘉發，大陸「人民警察法」（修訂草案稿）評析，展望與探索，第16卷第3期，
2018年3月。

36 蔡明砡，制定社會福利基本法必要性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第100期，2002年12月；劉新
圓，我國是否該訂文化基本法？國政研究報告，國政基金會，2011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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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立法史料，台灣的警察法係為確立我國警察制度
37
，根據憲法第

108條第1項第17款所制定，是我國警察法規體系的基本法。其內容規定警
察任務、中央與地方警察事權分配、中央與地方警察組織、警察與其他機

關關係，警察職權與救濟、警察人事、經費、預算、設備標準、武器彈藥

調配等基本原則，頗具作為警察組織法與作用法之「母法」或「基本法」

的性質
38
。

李震山前大法官在本會2019年11月15日的警察法修正草案討論會中亦
針對洪文玲教授提出本法「作為警察組織法與作用法之基本法」的見解，

表示贊同，認為：「以基本法作為某專業領域原則法之立法方式在我國並

不陌生，包括勞動、教育、環境、通訊傳播、原住民、科學技術、文化等

基本法。本草案若能以基本法名之，除不突兀外，尚可與法學界通稱之

『警察法』（泛指與警察有關法令）的稱謂有較明確的區隔
39
。」

據此，警察法乃補充憲法有關「警察制度」之概念，可為警察憲

法，宣示警察政策原則，作為警察政策的指導與基礎，也可稱為警察基本

法。該法是其他警察法律的上位，其他警察法律與命令不得違反警察（基

本）法精神，警察基本法施行後，應依本法之規定，修正、廢止或制定

（訂）相關警察法令。

此外，我國警察法所規定之警察任務、警察職權等，均為警察權之本

體及其性質與範圍，並未規範程序，故屬實體法。該法也屬狹義警察法性

質，又稱「形式意義」之警察法，即實定法上之警察法
40
。復次，法律對

其他法律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定者，優先適用，是為特別法優

於普通法的概念，譬如：我國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2條指出，警察

37 第一屆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四號（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四月三日）之附件：警察法草案
對照表，其中行政院草案第1條：「警察制度依本法規定之。」

38 洪文玲，警察法之定位與研究方向，警政與警察法相關問題圓桌論壇（五），2018年5月29
日。

39 李震山，警察法修正草案第二場討論會發言稿，中華警政研究學會，台北台大校友會館，
2019年11月15日。

40 劉嘉發，警察法與案例研究，收錄於許福生主編，警察法學與案例研究，五南，2020年，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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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組織得有特別規定；警察官規（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中有關警察官之

任用條件規定，亦可視為公務人員任用法之特別規定。這些都是警察法之

中央立法的警察制度，由此可見，警察法具有特別法性質。

綜上，我國警察法採集中立法，具有基本法、組織法、實體法、狹義

警察法與特別法之性質。

第四節　分析與討論

在介紹了警政思潮與本法的性質之後，如何將以上討論轉換為警察

法的架構與內涵，乃是本節重心。首先要思考的是本法的大綱，大綱涉及

內涵範圍與章節順序。某些學者建議參考行政法學已體系化的成例，依總

則（立法依據、任務）、組織（機關／構、設備、經費預算）、人員（教

育、訓練、人事）、作用（職權）及救濟之順序鋪排，使前後貫串、井然

有序
41
。本法現行規定之順序雖不完全一致，卻頗類似，即：先有法據與

警察任務，接著規範中央與地方警察事權分配、中央與地方警察組織、警

察與其他機關關係，再是警察職權與救濟、警察人事、經費、預算、設備

等。亦有些學者認為，職權與任務具有手段與目的的關係，是社會學與警

察學中「功能」的概念，組織與人員是「結構」的概念，因此建議職權緊

接著任務，然後再規範組織與人員。

壹、總則、任務與職權

總則部分應規範的條文有：本法依據、本法性質、警察任務與核心

價值。有關本法依據，警察制度之建立，為憲法第108條第1項第17款規定
之中央立法事項，現行警察法第1條即援引該條款作為法源依據，制定警
察法以建立警察制度。至於何謂警察制度？如何將之與基本法精神兼容並

41 李震山，警察法修正草案第二場討論會發言稿，中華警政研究學會，台北台大校友會館，
2019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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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則須藉以次條文內容設計之。另外，誠如文前所論，本法之法律位階

次序，本即定位為基本法，亦須開宗明義予以明定。

我國現行警察任務條款過於廣泛，幾乎等同國家任務，而有「警察

國家」之疑慮
42
，乃成為本次修法重點。本法原條文規定「保護社會安

全」之任務，其中「社會安全」與憲法基本國策章中社會安全（social 
security）之概念不同，易生外界誤解，本法所欲表達的應該是「公共安
全」的概念。「社會安全」在學術上或政策上屬於保障的概念，現行警察

法中社會安全的用語不應援用。衛生福利部推動「社會安全網」計畫，其

所謂之「社會安全」，旨在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符合憲法社會安全概

念，而本法原條文「促進人民福利」任務之規定，與社會安全概念有重複

之處，社會安全與人民福利二者與警察防止危害之干預本質不符，縱使警

察在社會安全網中有其位置，亦僅就其具體業務事項有協助義務，警察並

非社會安全與福利之主管機關。再就「防止一切危害」任務言，更涉及國

家整體責任，警察僅能就其主管之公共安全與秩序有關之危害而為防止，

就此亦應一併討論修正。

美國雖然沒有統一的警察法，但從聯邦調查局（FBI）與代表性大都
會警察局的任務條款，仍可得知其警察任務範圍；英美的中央政府警察

任務以執法（犯罪偵查）為主，地方警察任務則為治安（犯罪預防與偵

查）及交通，亦有將我國傳統警察學視為手段的「服務」目的化為警察任

務者：當警察回應市民有關安全的服務請求越來越多，越將人民視為顧客

（而非對手），越重視個別團體的需求與權利時，服務（police service）
越將成為警察的任務

43
。德國因納粹歷史而在戰後有秩序機關脫警察化的

設計，德國統一警察法模範草案採用任務與職權整合立法方式，將危害

防止任務限定在「公共安全與秩序」部分（而非如我國現行之「一切危

害」），在此概念下得為追緝與預防犯罪。日本警察採中央立法統一任

42 劉嘉發，警察法與案例研究，收錄於許福生主編，警察法學與案例研究，五南，2020年，頁
16。

43 Casey, J. Policing the World: The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Policing.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2010,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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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其任務包括列舉之：個人生命、身體及財產之保護，犯罪之預防、鎮

壓及偵查，嫌疑犯之逮捕，交通之取締，另有概括規定：其他公共安全與

秩序之維持。中國大陸則因特殊政治體制，而將「維護國家安全」納為警

察任務，擴大警察的任務範圍。各國警察任務或因表述方式，或因範圍寬

窄，而有不同，卻均以公共安全及秩序之保護為核心，是為我國修法之參

考。

至於警察機關與其他機關防止公共秩序及安全危害之任務，應如何

分配，則宜交由立法機關依法治國家原則，行使立法裁量權，於個別警察

主管業務法律為具體規定，適當分配警察機關任務與一般行政任務，以符

「組織法定」、「管轄恆定」之原則。

任務之外，本法立法目的亦為總則章之重點。立法目的涉及警察核

心價值（core values），民主國家警察兼顧人權保障與執法效能，乃警察
之核心價值。此外，美國聯邦調查局特別強調「公正」（fairness）的重
要性，紐約市警察局及芝加哥市警察局均標示「中立執法」（impartially 
enforce thelaw）為其核心價值；日本警察法第2條第2項也規定：「⋯⋯於
遂行其任務時，應本不偏不黨且公平中正之旨⋯⋯。」所以如此，乃因警

察不同於一般行政機關，警察處於刑事司法體系之內，具有準司法之獨立

性質，其中立之要求尤高於其他行政部門，此可作為訂定我國警察核心價

值之參考。

任務與「職權」密切相關，職權是authority（或德文之Befugnis），
乃指由法律賦予之得採取某種手段或措施以達成任務的職責（資格）與權

力
44
，足見職權與任務間具有手段與目的之關係，在性質上屬於行政作用

法之範疇
45
。職權可以是靜態的描述，具有組織法的意義，我國警察法現

行條文第9條屬之（司法院釋字第570號解釋意旨），亦有論者以為，此與

44 洪文玲，警察權（第四章），收錄於陳明傳、李湧清、朱金池、章光明、洪文玲合著，警察
學，2017年，頁114；劉嘉發，警察法與案例研究，收錄於許福生主編，警察法學與案例研
究，五南，2020年，頁22。

45 洪文玲主編，實用警察法典，新學林，2020年，頁B-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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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轄權概念接近，有「權限」的意義
46
。本法現行條文第9條第7款規定：

「有關警察『業務』之⋯⋯，」可見職權與業務是有關連性的，其間蘊含

「權（職權）、責（業務）相符」原則，然本款所列「衛生、消防、救

災、營業建築」等早已非我國警察業務，「戶口查察」已幾經嬗變為「勤

區訪查」，這些都須修正。當然，職權更具有警察勤務的意義，而有作用

法性質，我國警察職權行使法屬之。也有學者主張，我國警察法屬組織

法，不應規範具有作用性質的職權條文，而有刪除之議
47
。

警察法中的職權條款若仍予保留，尚有現行第2款違警處分之「違
警」概念已因違警罰法之廢除而消失，應予修正。除此之外，警察預防犯

罪所運用之資料蒐集手段、為防止未來危害之調查措施、在偵查主體之檢

察官介入案件前的警察偵查作為，及警察透過調查與偵查所蒐集資料之管

理等，皆為職權之概念，修法時應一併注意。

此外，與任務及職權相關之概念尚有：私權保護、職務協助、補充性

原則及其他依法令應執行之事項，此類概念應否納入本法？及應為任務或

職權規範？均值得討論
48
。

私權保護，是警察維護公共安全與秩序之公共性原則的例外，規範於

「德國統一警察法模範草案」，學者呼籲我國修法時應導入之，即民眾私

權爭議本應向法院提起，維護其私權，僅在法院無法提供人民立即保護，

且若無警察協助，系爭權利將喪失時，或因該私權爭執將導致公共秩序破

壞時，警察方例外地介入。

職務協助指警察協助其他機關執行任務，也是德國警察任務條款之

一，就此，我國已在行政程序法第19條規範之，然學者有謂，基於警察行

46 洪文玲，警察權（第四章），收錄於陳明傳、李湧清、朱金池、章光明、洪文玲合著，警察
學，2017年；林錫堯，行政法要義，1999年。

47 何達仁，從行政組織法原理論警察法之修正，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
年，頁190-191。

48 李震山，警察任務法論，登文書局，1998年；梁添盛，警察法總論講義（警察法學叢書
5），初版7刷，2017年2月；洪文玲，警察任務之比較法觀察，法學論叢，第33集，頁51-
116，中央警察大學法律系，2017年10月；蔡庭榕，「警察職權與任務」圓桌論壇，中華警
政研究學會107年度會刊，2018年，頁111-130；何達仁，從行政組織法原理論警察法之修
正，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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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之消極性與補充性，又為簡化警察協辦業務、有效使用警力，應於修法

時恢復已遭刪除之警察法施行細則「以遇有障礙非警察協助不足以排除或

因障礙而有妨礙安寧秩序時為限」及應以「經內政部同意之他種行政命令

有規定者為限」的規定
49
，並將之規範於警察法之中，作為行政程序法第

19條的特別規定。
任務補充性原則也是德國法觀念，我國規範在作用法性質的警察職權

行使法中（第28條），論者或有主張補充性原則應屬於組織法上的任務規
範，以從根本處調整警察與其他機關之關係

50
。

貳、組織、教育人事及預算裝備

警察的任務與職權需要有效的組織及其人員之運作方得完成。談到組

織，警察法的研究中有「權限」的概念，一般來說，權限是jurisdiction，
是組織法上管轄事務之範圍，就此：縱向面上，憲法中央地方權限劃分寓

意中央警察機關與地方警察機關在立法權與執行權之管轄界線；橫向面

上，權限係指依據組織法規定，分配由形式的警察機關掌管事務的範圍，

也就是在警察組織與其他政府組織之間由相關法令訂出彼此管轄權力界

限。因權限純為組織意義，在體例上安排在本法中有關組織的部分。

根據我國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2條，警察機關組織得有特別規
定。我國警察組織首應處理中央與地方警察權限劃分，即中央警察組織

（含內政部、警政署）及地方政府警察局之權限，也就是中央警察制度、

省警政及縣警衛的界線與範圍，其中又分為立法權與執行權。地方制度

法也規定：直轄市警政、警衛之實施，屬直轄市自治事項（第18條第11項
第1款），而縣（市）警衛之實施，屬縣（市）自治事項（第19條第11項
第1款）。現行法規範的中央制度包括組織（官制）、人事（官規）、教

49 梁添盛，警察法總論講義（警察法學叢書5），初版7刷，2017年2月；何達仁，從行政組織
法原理論警察法之修正，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頁197。

50 梁添盛，警察法總論講義（警察法學叢書5），初版7刷，2017年2月；何達仁，從行政組織
法原理論警察法之修正，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頁52、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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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服制、勤務及其他全國性警察法制，這裡所謂其他全國性警察法制似

也包括警械使用條例、警察職權行使法等，則職權法制便也是警察制度的

概念。而中央與地方權限出現爭議時，調解機制須加設計，處理衝突，

就此，憲法第110條及地方制度法第77條「⋯⋯權限遇有爭議時，由立法
院解決」之規定，可資參考。此外，若本法作為基本法，應否標舉警察組

織、人事、教育、服制、勤務等之基本原則，以向下銜接各個法律，亦應

考量。

在中央警察組織的執行權部分，內政部與警政署的權責應明確規

範，以確立課責機制。擔任過警政署長的王卓鈞先生在本會修法會議中表

示，警察法應確立警政署的權威，明確規定警政署指揮全國警察機關的權

力，從而，地方警察局須接受警政署指揮，調派人員支援其他地區或專業

單位，以處理治安狀況。此外，因若干部門脫離警察組織，如水警、境

管，而有重新確認的必要：現行保安警察、專業警察組織的種類與整併、

交通警察次級系統應否仿刑事警察成立全國性的交通警察局（整併公路警

察、航空警察與鐵路警察）、後勤支援系統的重整（整併警察通訊所、

民防指揮所、機械修理廠與後勤部門）等，均應在修法時一併討論
51
。當

然，警察組織設計也要規範各級警察機關間之互助關係，及專業警察與事

業主管機關之指揮監督關係。

警察權的水平分配，是我國警察制度的一大問題。現行無所不包的

警察任務規定使國家透過警察達到社會管制的作用，帶有「警察國家」色

彩，戒嚴時期警察所管制的業務包含衛生、建設、稅捐、民政、社政、教

育、農林、新聞、警備、電信、建築、工商、消防、戶政事務等，這些業

務幾經簡化，現行警察法第9條須加配合修正。即使如此，警察實際擔負
的工作項目仍然非常繁重。所以如此，乃因一般行政機關向來欠缺強制執

行能力，致一般行政主管法規過多警察職務協助規定，或可考慮在相關法

規中賦予一般行政機關司法警察權，或至少參考德國做法，建立一般行政

51 林明鏘，警察法學研究，新學林，2版1刷，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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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秩序機關，強化其稽查、取締行政不法行為的能力
52
。若從我國行政

法制切入，則警察機關在行政程序法第19條及行政執行法第6條的基礎上
制定法規命令，以落實警察的職務協助，應有必要。

警察組織設計應銜接前述本法立法目的之民主、效能與中立之精

神。我國警政署之組織型態受到內政部的指揮監督，政治任命之首長得以

介入治安政策與警察人事，致扭曲警察之專業與中立屬性，乃有效仿日本

公安委員會之議
53
，如此，則應朝我國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3條第2

款之獨立機關方向設計，也就是「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自主運作，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之合議制機關」。然考諸我國現

行獨立機關之運作，亦難免於政治力之介入，則彼邦運作良好制度，在我

是否仍能維持中立精神，亦所當慮。

復次，警察法宜引進當代公共治理相關概念。在講求議題網絡時

代，警察與其他政府部門之間的合作關係更甚於以往，而有合作的必要；

網絡關係尚須連結至政府外部，包括社會與市場的資源：社會資源方面，

在傳統民力協勤之外，運用志工團體的觀念，是我警政管理一大課題；市

場資源方面，相關業務與機關（譬如，警廣及警光會館等機構）的委外和

民營，均應評估，以符合當代公共治理的理念精神。

全球化帶來跨境犯罪問題，有賴國際警察合作機制加以處理，修法時

應予列入。與此同時，回應在地治安問題的社區警政更是修法不可忽略之

處，警察一方面要提升專業，另一方面更要協助社區，使社區成為具有復

原力（resilience）與永續性（sustainability）的治理主體，方能重建安全
社區。

有關警察組織的檢警關係部分，論者以為，現行法第6條有關「刑事
警察兼受當地法院檢察官之指揮、監督」、第14條有關「刑事警察受檢察
官之命執行職務時，如有發現廢弛職務情事，其主管長官應接受檢察官之

52 章光明等，行政機關強制力行使之研究：行政機關與警察機關合作模式，國家發展委員會委
託台大政治系研究報告，2014年。

53 何達仁，從行政組織法原理論警察法之修正，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
年，頁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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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依法予以懲處」等規定，或有貶低警察地位之嫌
54
，或因刑事訴訟

法已有相關規定，應予刪除，是修法時所要考慮之處。

警察法中尤應明示警察與檢察官之間的協力關係，而非上下服從關

係。配合此次修法，明定警察之「預防、調查與偵查犯罪」職權，並區分

警察主導犯罪調查屬警察組織內部職權，而警察在犯罪偵查面上屬與檢察

官的外部協力關係。此外，就目前專業警察支援特定機關執法部分，如支

援通訊傳播委員會、經濟部、衛福部、環保署、農委會等機關而成立的電

信警察、保智警察、環保警察、森林警察等，因屬非常態任務編組及其衍

伸之人員管理、權責問題，似可討論在該等機關主管的電信法、著作權

法、森林法中賦予主管機關人員執行職權時之司法警察權
55
。

警察行使職權，完成任務，均賴警察人員。人，是組織最寶貴的資

源。人力資源的核心要素為選才、育才、用才、留才。公務員相關法制，

均已將之詳加規範，警察作為具有司法與強制性質的特殊公務員，得另訂

專屬人力制度。在安排警察人事教育制度時，又須考量既有基礎作為，與

之融合，譬如，自1936年即為統一中央警官教育而成立的中央警察大學，
及現存之警察專科學校，在我國警察招募人員、養成教育、升遷訓練上均

已運作良久，累積相當警察專業知識，兩校定位及其效用之發揮，乃我警

察人力制度之建構所不得不考量者
56
。

在選材、育才部分，我國五權憲政體制設有考試院專門辦理公務人

員考試與訓練，警大、警專與考試院之間的配合，以公平選拔人才，招訓

符合警察需要的人力，乃是重點，故結合人力資源管理理論與公務人員訓

練進修法制，設計本法條文，以銜接下位的警察教育條例，建構警察教育

制度，誠有必要。在用才與留才部分，警察官任用資格乃銜接育才之後的

重要工作，此外，結合能力、訓練與升遷的專業人力制度建構，以實際發

掘人才，激勵士氣，防止不當政治力之介入，此須在警察法中有原則性規

54 梁添盛，警察法總論講義（警察法學叢書5），初版7刷，2017年2月，頁298。
55 何達仁，從行政組織法原理論警察法之修正，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
年，頁98。

56 林明鏘，警察法學研究，新學林，2019年，頁9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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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以銜接下位的警察人員人事條例，建立警察「官規」制度；復以，鑒

於警察工作性質與工作時間之特殊性，政府應參考特別權力關係之趨勢與

大法官相關解釋精神，以法律框架保障警察權益。

人力資源之外，預算、設備、武器等皆為警察組織目標之達成（任

務）所不可或缺的資源。依據憲法中央與地方均權之法理，以及憲法保障

地方自治之精神，中央與地方警察機關之經費，本應各自分別編列。地方

警察經費如有不足時，亦得依法請求中央補助。以往曾因地方警察機關反

映「地方議會假監督警政預算之名，行干預警察事務之實」的現象，乃有

中央統一編列地方警察預算之議，以免地方議會濫行干預地方警政，然司

法院釋字第307號解釋卻指，中央僅針對部分涉及全國一致性、專業性等
事項，於必要時，方由中央統一編列經費支應，警察預算制度所涉其他相

關法律尚有地方制度法第71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37條等條文規定。我
國警政預算已包括由中央全額負擔、中央補助地方及直轄市縣市全額負擔

者，地方政府藉由經費預算對地方警政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力量。6個
都會成立後，對警政的影響程度又已加重。而設備標準與武器彈藥調配原

則，本即明定在警察法現行條文之中。

另一方面，對警察的監督是民主警政重要議題，有必要建立警察機關

內部與外部課責機制（accountability），銜接前述中立規範，要求警察人
員依據法令及倫理準則執行職務，忠實推行政府政策，服務人民，以提升

警察的正當性（legitimacy）。本法亦應規定，當各種警察不當或違法行
為造成人民權益受損時，相關法律均應設計行政救濟途徑。

第五節　結論與建議

在我國，「警察法」作為現行各種警察組織法與作用法之母法，並向

上銜接憲法「警察制度」，顯有存在必要，然現行條文與實際警察工作脫

節，且係威權時代所制定，其內涵已不符我國當代社會所需，亟須修正。在

法律性質方面，其地位有基本法屬性，此種立法方式，在國內已不乏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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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法基本法的性質，指導理念和指導原則在每一個條項上都要能

提綱挈領地透過文字表達出來，比方說：在談到職權時，其正當程序的規

定；在談到職務協助時，撙節不濫用警力的原則，並搭配行政機關成立秩

序機關的概念；在談到民力運用的時候，民營化與善用志工團體的概念；

在談到國際和兩岸時，平等互惠與保護國民的概念；在補充性原則方面，

警察的備位性質；在中央和地方權限發生衝突時，調節機制的建立；在地

區與專業之間，分工與合作的關係；在預算方面，既能符合均權精神，尊

重地方自治，又能防止警察遭地方政治不當控制的精神與設計。

警察法之修正應參酌：公法學融合法治國、社會國與福利國的思

潮；行政學結合政府、市場與公民社會的公共治理精神；社會學發展在犯

罪學與社區警政所衍生的勤務策略思維。以此作為基石，導引其他警察法

令，連結警察實務。

本法未來在內容結構上，應有如下要點：總則，含立法依據、警察任

務及警察制度之價值目標；職權，含警察職權項目、範圍及職務協助之界

限；組織，含中央與地方警察權限劃分、中央警察組織（含內政部、警政

署）及地方政府警察局之權限、各級警察機關間之互助關係、警察與非警

察機關間之合作關係、民力協勤之法律關係，以及跨境犯罪之警政合作關

係；人事，含警察官職分立制度及警察官之任用資格；教育訓練，含警察

教育訓練制度之主辦機關與項目；經費，含警察預算標準規劃與編列、警

察設備標準與武器彈藥之統籌調配；倫理監督與課責機制，含警察倫理規

範、督導考核與投訴處理、對警察不法行為之法律救濟。從社會學符號互

動的劇場理論看，這樣的安排大致可分為2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警察在
社會秩序上的角色功能，也就是劇場的前台；第二個部分則是為警察社會

功能之發揮而提供各種支援的後台工作，包括組織及其內部人員、教育、

預算、裝備等措施。

據此討論，導引出本書第二章之修正條文，此外，本書將透過以下

各章深入探討：總則章說明（第三章）；警察職權（第四章）；警察組織

（第五章）；警察人事制度（第六章）；警察教育訓練（第七章）；警察

經費與設備（第八章）；監督與課責（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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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法，乃為確立我國全國一致性之警察制度，根據憲法第108條第
1項第17款所制定。其內容規定警察任務、中央與地方警察事權分配、中
央與地方警察組織、警察與其他機關關係、警察職權與救濟、警察人事制

度、警察經費與預算編列、設備標準與武器彈藥調配等制度事項，作為依

序展開之各種警察組織法與作用法之基本法。

警察法自民國42年6月15日公布施行以來，其間曾於75年、86年、91
年5月及6月進行4次修正，主要係針對警察教育機關中央化、配合精省而
廢除省級警察機關，以及因應其他法律制定而配合文字增修。六十多年

來，臺灣政經情勢及社會環境已發生明顯變化，舉凡如：行政組織大幅改

造，戶政、消防、海巡及移民等機關陸續脫離警察機關而設立；地方行政

區域重新整併，六都成立，中央與地方警察組織法配合因應而不斷修正，

調整職掌管轄，警察任務、業務與職權範圍質量俱變；警察機關與其他機

關甚至民間組織，相互支援合作更加緊密；跨國跨境犯罪遽增，國際警務

合作益顯重要；犯罪科技化、複雜化，執法教育訓練質量亟需提升；解嚴

後回歸憲政，警察制度應以民主法治與執法效能為基礎，貫徹行政中立，

警察執行職務行使職權須強化組織內部與外部監督及課責機制，完善法律

救濟，以確保公正執法，保障人權。是以，106年8月12日總統府司法改革
國是會議總結會議決議「為能合理化警察績效制度，提升執法效能，以維

護社會安全，應儘速研修『警察法』等相關任務條款、業務法規，以因應

時代之變遷。」

基此，爰擬具警察法修正草案，分為七章，共計22條。其要點如
下：

一、 第1條至第3條為總則，含法源與本法性質、警察任務及警察之價值目
標。

二、 第4條至第5條為職權，含警察執行職務之範圍與限制、警察職權項
目。

三、 第6條至第11條為組織，含中央與地方警察權限劃分、中央警察組織
及地方政府警察局之權限、支援他機關之指揮監督關係（含警察機關

間之支援指揮監督關係、專業警察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間之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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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關係）、警察與他機關合作、運用民力協勤之法律關係，以及國

際及跨境警政合作關係。

四、 第12條至第14條為人事與教育訓練，含警察人事制度及警察人員之任
用資格、警察教育訓練機關與內容。

五、 第15條至第17條為經費與設備，含警察經費預算之編列與補助、警察
機關之設備標準與武器彈藥之調配。

六、 第18條至第20條為監督與課責，含警察執法倫理、內部監督考核與外
部監督、對警察職權行為之課責與法律救濟。

七、第21條至第22條為附則，含施行細則與公布日。

表2-1　學會版警察法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新增章名。

第1條
（法源與本法性質）
本法依憲法第一百零
八條第一項第十七款
制定之。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
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1條
本法依憲法第一百零
八條第一項第十七款
制定之。

一、 條次不變，增列第2
項。

二、 警察制度之建立，為
憲法第108條第1項第
17款規定之中央立法
事項，制定警察法以
建立警察制度，爰引
該條款作為法源依
據，以資明確。

三、 本法旨在提升執法效
能，以達成警察任
務，保障人民權益，
其法律位階次序，本
即定位為具有基本法
地位，爰增列本條第
2項予以明定。

第2條
（警察任務）
警察任務為依法防止
公共秩序及安全之

第2條
警察任務為依法維持
公共秩序，保護社會
安全，防止一切危

一、 條次不變，增列第2
項。

二、 依民主法治國家「法
律保留」原則，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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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危害，預防與偵查犯
罪，並為保障人民生
命、身體與財產安全
而服務。
前項任務之具體事
項，應於警察組織或
主管業務法律規定
之。

害，促進人民福利。 　　 機關如果欠缺法律的
授權基礎，即不得為
干預性行政行為，其
性質是一種對行政權
的禁止規範。基此，
警察任務之範疇，亦
應有法律之授權基
礎，爰於本條第1項
明定其法源依據為
「依法」，並依法定
要件及程序為之。

三、 公共秩序及安全之維
護，為國家之本質性
任務。惟公共秩序及
安全維護之事項、內
容與範圍，態樣繁
雜，如何界定警察任
務範疇，實屬不易。
考量本法為基本法之
特性，並避免難以具
體列舉之困境，爰參
考日本警察法第2條
及德國聯邦與各邦統
一警察法標準草案之
立法體例，於本條第
1項明定警察任務為
依法防止（預防、制
止或排除）公共秩序
及安全之危害，以資
限制。

四、 原條文規定「保護社
會安全」之任務，依
歷史解釋，本屬防止
公共安全危害之一
環，修正條文「防止
公共安全危害」已足

表2-1　學會版警察法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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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資涵蓋，自無須重複
規範。再者，各縣市
社政機關之工作職責
在扶持社會個體，使
能保有其生存所需之
基本能力，以抵抗並
面對各種問題。其性
質旨在社會救助與福
利服務，顯然與警察
防止危害之干預本質
不符，為避免誤認誤
用，應予以刪除。原
條文「促進人民福
利」任務之規定，與
警察防止危害之干預
本質亦有不符，亦一
併予以刪除。

五、 防止公共秩序及安全
之危害，乃國家之任
務，全體政府機關之
職責，自非專屬警察
機關管轄，惟何者應
劃歸警察機關掌理，
宜交由立法機關依其
立法形成權或立法裁
量權，於個別法律具
體規定，以符「組織
法定」、「管轄恆
定」之原則，亦是
對於司法院釋字第
575號解釋理由書所
提「遵守法治國家
原則，適當分配警察
機關任務與一般行政
任務，以回復憲政體
制此一重大公益之重

表2-1　學會版警察法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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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要性與必要性」之回
應，應屬可行。至於
警察機關與其他機關
防止公共秩序及安全
危害之任務，如何適
切分配，標準難尋，
立法時應可參考學術
研究成果，考量警察
機關與其他機關之設
置目的、危害防止之
急迫性及有無經常使
用強制力之必要性，
依功能最適原則，合
理分配之，併予敘
明。

六、 犯罪之預防與偵查，
一般社會之共同認
知，即屬警察之重要
任務之一，刑事訴訟
法第230條第2項及第
231條第2項亦規定，
警察知有犯罪嫌疑
者，應即開始調查。
此一調查義務，本質
上即為偵查程序之一
環，是以，偵查之開
始，自不能侷限於檢
察官開啟偵查程序，
而且，刑事案件發生
後，警察事實上亦擔
負第一線之偵查責
任。爰參考日本警察
法第2條之立法例，
於本條第1項明定預
防與偵查犯罪為警察
任務之一，以期名實
相符。

表2-1　學會版警察法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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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七、 國家廣設機關，設官
分職，目的即在保障
人民生命、身體與財
產安全，此應為民主
法治國家之共識。警
察機關既為國家行政
機關之一，保障人民
生命、身體與財產安
全，自亦有義務應予
履行，爰於本條第1
項予以明定。

八、 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的
警察除公權力干預之
秩序行政以外，更有
依法在治安秩序之範
圍內為民服務，乃將
之納為任務條款內
容。

第3條
（警察之價值目標）
警察應以民主法治與
執法效能為基礎，並
依法保持行政中立。

一、 本條新增。
二、 標舉民主法治與執法

效能之價值，俾確立
警察執法兼顧人權與
秩序的目標。

三、 警察係擁有武力且具
有刑事司法職權之特
殊公務員，其公正執
法之行政中立價值，
應予特別標示。

第二章　職權 新增章名。

第4條
（執行職務之範圍與
限制）
警察執行職務，行使
職權，應以法律規定
之任務事項為限。

一、 本條新增。
二、 危害防止乃是任何國

家事務之內在功能，
惟防止公共性危害之
任務與職權，並非警
察所獨占，其他機關

表2-1　學會版警察法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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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非法定任務事項之公
共秩序及安全之危
害，以無其他機關管
轄或其他機關無法或
不能即時制止或排除
者為限。
警察職務協助事項，
依行政程序法及行政
執行法之規定為之。

　　 亦有相關之任務與職
權，為避免警察任意
介入其他機關權限，
爰於本條第1項前段
明定警察執行職務，
行使職權，應以法律
規定之任務事項為
限，以符「組織法
定」、「管轄恆定」
等組織法原則。

三、 危害防止任務若無其
他機關管轄或其他機
關無法或不能即時制
止或排除者，警察方
得例外主動介入。

四、 國家各機關各有職掌
或管轄，旨在分別負
責，以共同達成國家
目的。惟基於行政一
體及國民主權原則，
各機關必要時仍須相
互配合，彼此協助。
是以，為避免危害防
止任務產生疏漏，影
響人民權益，其他機
關在執行上確有困難
者，警察即有依職務
協助原則及輔助原則
介入之必要。關於職
務協助部分，立法者
已於行政程序法第19條
及行政執行法第6條，
建立行政協助之法
制，警察機關即得依
其他機關之請求，予
以協助。爰於本條予
以明定，俾資適用。

表2-1　學會版警察法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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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5條
（警察職權項目）
警察依法行使下列職
權：
一、 發布警察命令。
二、 作成警察處分及
警察罰。

三、 防制與調查危
害。

四、 預防、調查與偵
查犯罪。

五、 執行搜索、扣
押、拘提及逮
捕。

六、 執行警察強制。
七、 使用警械及裝
備。

八、 蒐集與處理治安
資料。

九、 為防止危害與偵
防犯罪得行使其
他必要之職權。

十、 其他應執行法令
事項。

第9條
警察依法行使左列職
權：
一、 發布警察命令。
二、 違警處分。
三、 協助偵查犯罪。
四、 執行搜索、扣
押、拘提及逮
捕。

五、 行政執行。
六、 使用警械。
七、 有關警察業務之
保安、正俗、交
通、衛生、消
防、救災、營
業、建築、市容
整理、戶口查
察、外事處理等
事項。

八、 其他應執行法令
事項。

一、 條次變更。
二、 現行條文規定，警察

依法行使發布警察命
令等職權，其所稱之
「職權」，參照司法
院釋字第570號解釋
意旨，僅具組織法之
劃定管轄事務之性
質，非指執行職務之
權力或採取基本權干
預措施之授權。

三、 法律授權得採取基本
權干預措施，其性質
即屬作用法或行為
法。現行警察職權之
立法，已有警察職權
行使法及個別法律中
之特別職權規定，本
法所稱之職權，屬於
組織法性質的基本法
規定。

四、 配合警察法定任務需
求，警察具體職權擴
充至犯罪預防與資料
蒐集上，本條原有職
權應予以增列。依法
得發布抽象警察命
令，以符合授權法規
之適用，警察命令包
括行政警察與司法警
察命令，名稱不宜侷
限警察行政命令上；
依法並作成警察處分
及警察罰，明定應遵
守之規範要件與法律
效果，以作為警察行

表2-1　學會版警察法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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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政處分與處罰之依
據。為順利達成警察
任務，警察除依法行
使警察處罰權外，並
依相關警察職權法律
實施執法措施，然對
於依法有行為義務或
不行為義務而不履行
時，得實施間接或直
接強制；另遇有急迫
狀態時，依法得施以
即時強制。

五、 警察防制危害之發
生，應有事前危害調
查之職權。

六、 警察為偵查犯罪，依
刑事訴訟法規定，執
行搜索、扣押、拘提
及逮捕等警察職權，
屬於警察刑事司法作
用之職權。在偵查犯
罪前階段預防犯罪，
警察應有犯罪調查
權，包括以科技設備
進行調查等作為，並
藉此蒐集犯罪相關資
料。

七、 警察採取上述處罰、
強制措施以及刑事司
法手段，必要時得使
用警械及相關設備，
爰於第7款明列為職
權之一。

八、 警察依法行使職權取
得資料，包括行政調
查與刑事調查取得之

表2-1　學會版警察法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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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資料，建立資料庫，
依法行使資料蒐集、
儲存、傳遞與銷毀。

九、 除第1款至第8款外，
恐有遺漏，而增列第
9款以警察雙重任務
為基準的概括規定。

十、 除上述職權外，其他
法規所規定警察應執
行事項，爰於第10款
為概括職權之規定。

第三章　組織 新增章名。

第6條
（中央與地方權限劃
分）
警察官制、官規、教
育、服制、勤務制
度及其他全國性警察
法制，由中央立法
並執行之，或交由直
轄市、縣（市）執行
之。
有關直轄市警政、警
衛及縣（市）警衛之
實施事項，其立法及
執行，應分屬於直轄
市、縣（市）。

第3條
警察官制、官規、教
育、服制、勤務制度
及其他全國性警察法
制，由中央立法並執
行之，或交由直轄
市、縣（市）執行
之。
有關直轄市警政、警
衛及縣（市）警衛之
實施事項，其立法及
執行，應分屬於直轄
市、縣（市）。

一、 條次變更。
二、 本條文經檢討後，原

條文不修正。爰以本
條主旨在於區分中央
與地方警察之權限，
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
性質者，劃歸中央，
如警察官制、官規、
教育、服制、勤務制
度及其他全國性警察
法制，如配槍及裝備
等，由中央立法並執
行之，若交由直轄
市、縣（市）執行，
則有經費補助問題。

三、 有關直轄市警政、警
衛及縣（市）警衛之
實施事項，其立法及
執行，應分屬於直轄
市、縣（市）。

四、 至於中央與地方事務
之具體劃分標準，在

表2-1　學會版警察法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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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單一國家難有定論，
通常會依時代與社會
需求而緩慢變遷。

第7條
（中央警察組織及其
權限）
內政部設警政署，掌
理全國警察行政事
務，統一指揮、監督
全國警察機關，執行
警察任務，並掌理下
列全國性警察業務：
一、 關於拱衛中樞、
準備應變及協助
地方治安之保安
警察業務。

二、 關於預防、調查
及偵查重大犯
罪之刑事警察業
務。

三、 關於防護國營鐵
路、公路、航
空、港口、能
源、森林等國家
關鍵設施之各種
專業警察業務。

第4條
內政部掌理全國警察
行政，並指導監督各
直轄市警政、警衛及
縣（市）警衛之實
施。
第5條
內 政 部 設 警 政 署
（司），執行全國警
察行政事務並掌理左
列全國性警察業務：
一、 關於拱衛中樞、
準備應變及協助
地方治安之保安
警察業務。

二、 關於保護外僑及
處理涉外案件之
外事警察業務。

三、 關於管理出入國
境及警備邊疆之
國境警察業務。

四、 關於預防犯罪及
協助偵查內亂外
患重大犯罪之刑
事警察業務。

五、 關於防護連跨數
省河湖及警衛領
海之水上警察業
務。

六、 關於防護國營鐵
路、航空、工
礦、森林、漁鹽

一、 條次變更，原第4條
與第5條合併並予修
正文字，改定為第7
條。

二、 本條第1項條文依現
行內政部組織法第5
條規定，改為「內政
部設警政署，掌理全
國警察行政事務，統
一指揮、監督全國警
察機關，執行警察任
務」，以明確部與署
之權責，確立課責機
制。

三、 原第 5條條文去除
（司），以符組織現
況，並與第4條條文
合併。同時將第5條
已改歸屬其他機關職
掌之第 3、 5兩款刪
除；又因直轄市及各
縣市政府警察局，均
已設置「外事科」，
故第2款亦併刪除；
此外，修正第4款刑
事警察業務，刪除內
亂外患文字，以符實
際；並為配合反恐政
策，防護國家重要關
鍵設施，防止破壞，
增加第6款之「國有
公路、港口（含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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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等事業設施之各
種專業警察業
務。

　　 內外）、能源（含核
能、水、電）」等專
業警察業務，並刪除
工礦、漁鹽文字，以
符現況。上述各款修
正後，改定於第7條
第1項共3個款次。

第8條
（地方警察組織及其
權限）
直 轄 市 政 府 、 縣
（市）政府設警察
局，掌理各該轄區之
警察行政及業務。

第8條
直轄市政府設市警察
局，縣（市）政府
設縣（市）警察局
（科），掌理各該管
區之警察行政及業
務。

條次不變，內容整併，刪
除（科），管區改為轄
區，以符現況。

第9條
（支援他機關之指揮
監督）
各警察機關遇有必要
派往請求之警察機關
轄區執行職務時，兼
受當地警察機關首長
之指揮、監督。
各種專業警察，得由
各該事業主管機關視
業務需要、商准內政
部依法設置，並由各
該事業主管機關就其
主管業務指揮、監督
之。

第6條
前條第一款保安警
察，遇有必要派往地
方執行職務時，應受
當地行政首長之指
揮、監督；第四款刑
事警察兼受當地法院
檢察官之指揮、監
督；第六款各種專業
警察，得由各該事業
主管機關視業務需
要、商准內政部依法
設置，並由各該事業
主管機關就其主管業
務指揮、監督之。

一、 條次變更。
二、 第1項規定由原第6條

前段改列。爰以現行
做法，赴援人員應受
求援機關警察首長之
指揮、監督，且不以
全國性保安警察為
限，故予修正，以符
現況。

三、 第2項規定爰以各種
專業警察若有成立需
要，亦可由各該事業
主管機關商准內政部
依法設置，故將原第
6條後段移列本條第2
項。

四、 原第6條有關「刑事
警察與法院檢察官之
指揮、監督關係」已
於刑事訴訟法另有詳
細規定，故刪除之。

表2-1　學會版警察法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續）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警察法修正草案建議書40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10條
（機關合作與民力運
用）
警察機關為維護公共
安全及交通秩序，達
成警察法定任務，得
與相關事業主管機關
建構合作機制。
警察為執行法定任
務，得運用民力協助
之。協助警察之個人
及團體，其法律地
位、報酬或損失補
償、損害賠償等權利
義務關係，應以法令
定之。

無 一、 本條新增。
二、 第1項以彰顯警察須
與其他機關合作，共
維治安。

三、 第2項明定警察運用
民力之權限，並明定
使用民力法制應有法
源依據，以符合法律
保留原則、授權明確
性原則。

第11條
（國際及跨境警政合
作）
為防制跨國、跨境犯
罪，得與相關國家或
組織締結警政合作協
定。

無 一、 本條新增。
二、 俾利於全球化下執行

跨國、跨境警務合
作，以提升跨國、跨
境犯罪之防制成效。

第四章　人事與教育
訓練

新增章名。

第12條
（警察人事制度）
警察人員採官、職分
立制，其官等為警
監、警正、警佐。
警察人員之任官、任
職、俸給、考績、退
休與撫卹，另以法律
定之。

第11條
警察官職採分立制，
其官等為警監、警
正、警佐。

一、 條次變更，增列第2
項。

二、 參照警察人員人事條
例相關規定用語。

表2-1　學會版警察法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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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12條
警察基層人員得採警
員制，其施行程序，
由內政部定之。

一、 本條刪除。
二、 過往我國警察機關之

人員編制有警長及警
士等職稱，而現行各
警察機關編制表已無
此等編制，警察基層
人員均已全面改置警
員職稱，且無警員制
施行程序規定，本條
已不符實務現況。

第13條
（警察人員之任用資
格）
警察人員之任用，以
曾受警察教育訓練且
經中央考銓合格者為
限。

第13條
警察行政人員之任
用，以曾受警察教育
或經中央考銓合格者
為限。其任用程序另
定之。

一、 條次不變，用語修
改。

二、 警察屬文官之一環，
依照公務人員任用法
及警察人員人事條例
等規定，警察人員之
任用需兼具「接受警
察教育訓練」及「經
中央考銓合格」之
雙重條件，爰修正
「⋯⋯或經中央考銓
合格⋯⋯」之用語為
「⋯⋯且經中央考銓
合格⋯⋯」，以符現
況。

三、 刪除後段「其任用程
序另定之」等文字，
避免與第12條規定重
複。

第14條
刑事警察受檢察官之
命執行職務時，如有
廢弛職務情事，其主
管長官應接受檢察官
之提請依法予以懲
處。

一、 本條刪除。
二、 警察與檢察官各有不

同專業職責，在偵辦
刑案過程應是合作關
係，而非上下隸屬關
係，有關檢警關係應
回歸刑事訴訟法相關

表2-1　學會版警察法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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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規定，於警察法規範
並不妥適。

第14條
（警察教育訓練機關
及內容）
中央設警察大學、警
察專科學校，辦理警
察教育、訓練。有關
警察大學之組織，另
以法律定之。
前項警察教育分為養
成教育及進修教育。
第一項警察訓練分為
基礎訓練、升職訓
練及專業訓練。其實
施，依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警察人員之考選、任
用與升遷，應結合警
察教育、訓練為之。

第15條
中央設警察大學、警
察專科學校，辦理警
察教育。

一、 條次變更，修正文
字，並增列第2、3、
4項。

二、 參照警察人員人事條
例第11條第2項有關
警察人員之任用資格
之一應經警察大學、
警官學校、警察專科
學校或警察學校畢業
或訓練合格，爰修正
原第15條之「教育」
二字為本條第1項之
「教育、訓練」文
字。

三、 參照警察教育條例第
2條第2項有關「學校
之組織，另以法律定
之」的規定，復依中
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
法第4條規定，三級
機關（如中央警察大
學）之組織以法律定
之，餘如四級機關
（如臺灣警察專科學
校）之組織以命令定
之，毋需法律定之。
爰修正原第15條條文
為本條第1項，增列
「有關警察大學之組
織，另以法律定之」
之文字。

四、 參照「公務人員訓練
進修法」之用語，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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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本條文第2項中律定
警察教育的內容分為
「養成教育」及「進
修教育」二類，不採
警察教育條例第2條
「深造教育」之用
語，以作為未來修正
警察教育條例第2條
之依據。原則上，養
成教育係指專科警員
班、警大大學部四年
制及二年制技術系，
以及未曾接受警大教
育與訓練之一般生及
基層員警就讀警大研
究所需補修警察幹部
通識教育學分者；進
修教育係指警大研究
所碩士班與博士班，
以及至國內外大學入
學進修、選修學分及
專題研究者等。

五、 由於警察教育條例第
6條對進修教育與深
造教育之內容分類與
社會通念迥異，難予
理解。例如將有升職
訓練性質之警佐班與
警正班分別劃歸為進
修教育與深造教育，
難予理解。復依據人
事管理理論區別教育
與訓練在學理上之不
同意涵（按：教育著
重長時間之灌輸基本
知識，如二年以上的
警察養成教育；訓練

表2-1　學會版警察法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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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則著重在短時間施訓
專門知識與工作技
能，如警佐班的升職
訓練），爰增列本條
文第3項將警察訓練
分為基礎訓練、升職
訓練及專業訓練等三
類。以作為未來修正
警察教育條例相關條
文之依據，並凸顯警
察法為基本法之定
位。未來可透過警察
教育條例之修正，重
新定義基礎訓練為：
一般警察三、四等特
種考試錄取人員之基
礎訓練；定義升職訓
練為：巡佐班、警佐
班第一、二、三、四
類、警正班、分局長
班及警監班等之升職
訓練；以及定義專業
訓練為：人事幹部講
習班、督察幹部講習
班、刑事幹部講習班
等專業性質之短期講
習班。上開各種訓練
之實施，應依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至於依
警察教育條例第12條
規定：「各級警察機
關應實施警察常年訓
練」，則指於警察機
關定期自行實施之實
務保持訓練言，因係
非由中央設警察大學

表2-1　學會版警察法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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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或警察專科學校辦理
之訓練範疇，故不列
入本條文第3項之訓
練方式。

六、 增設本條文第4項，
宣示性地規定警察人
員之考選、任用與升
遷，應結合警察教
育、訓練為之，以利
警察人員之考選、任
用與升遷，能與警察
之教育與訓練相結
合。

第五章　經費與設備 新增章名。

第15條
（警察預算之編列與
補助）
警察機關經費預算由
中央與地方分別編
列。但地方警察機關
經費項目，涉及全國
一致性、專業性等事
項者，必要時，得由
中央統一編列預算。
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
準，由中央按各該地
區情形分別規劃之。
地方警察機關經費預
算，如確屬不足時，
得陳請中央補助。

第16條
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
準，由中央按各該地
區情形分別規劃之。
前項警察機關經費，
如確屬不足時，得陳
請中央補助。

一、 條次變更。
二、 新增第1項條文，理
由如下：

（一） 現行警察法制中與
警察經費預算及設
備有關之條文，主
要規定在警察法第
16條至18條，警察
法施行細則第 1 3
條、第14條，各級
警察機關學校武器
彈藥統籌調配辦法
第2條等條文，合
先敘明。

（二） 依據憲法中央與地
方均權之法理，以
及憲法保障地方自
治之精神，中央與
地方警察機關之經
費，本應各自分別
編列。地方警察經

表2-1　學會版警察法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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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費如有不足時，亦
得依法請求中央補
助。

（三） 惟以往曾因地方警
察機關反映地方議
會常假監督警政預
算之名，行干預警
察事務之實，乃屢
屢建請中央統一編
列地方警察機關之
預算，以免地方議
會濫行干預地方警
政。故於民國79至
80年間即曾由中央
統一編列地方警察
機關預算。此舉也
造成臺北市及基隆
市議會聲請釋憲，
並由大法官作成釋
字第307號解釋在
案。嗣後，因該案
爭議頗大，中央乃
自81年起不再替地
方政府統一編列警
政預算，僅針對部
分涉及全國一致
性、專業性、敏感
性等事項者，於必
要時，方由中央統
一編列經費支應。

（四） 又如地方警察機關
「警察局長、副局
長、分局長工作活
動費」等預算標
準，行政院主計總

表2-1　學會版警察法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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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處每年均函詢警政
署提供修正意見。

（五） 目前由中央編列年
度預算支應地方警
察機關相關警政經
費者，計有：

 1. 單位預算：
 (1) 安檢演習經費。
 (2)  保安工作經費（加強

重要節日安全維護、
擴大臨檢及維護社會
秩序勤務等經費）。

 (3)  辦理推動社區治安工
作所需研習觀摩經
費，補助社區事務及
績優治安社區獎勵等
經費。

 (4)  山地義警常訓及治安
維護組訓等經費。

 (5)  常年教育訓練經費及
常訓器材設備費。

 (6)  刑事辦案經費。
 (7)  通訊器材設備費。
 (8)  安全防護衣盔及盾牌

設備費。
 (9)  武器彈藥防彈衣盔設

備費。
 (10)  警察人員危勞降齡

命令退休特別給付
經費。

 (11)  因公傷殘殉職員警
退撫差額、子女教
養、醫療照護及安
置就養經費。

表2-1　學會版警察法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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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12)  因公殉職、死亡員
警遺族及失能員警
特別慰問金。

 (13)  警察人員因公傷殘
死亡殉職慰問金。

 (14)  基層員警工作績優
獎勵金。

 (15)  執行大型活動重要
勤務人員獎勵金。

 2.  附屬單位預算（警察
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
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
金）：

 (1)  執行勤務死亡遺族生
活照顧之安全金。

 (2)  執行勤務受傷人員醫
療之安全金。

（六） 基於上開理由，爰
建議新增本條第1
項條文為：「警察
機關經費預算由中
央與地方分別編
列。但地方警察機
關經費項目，涉及
全國一致性、專業
性等事項者，必要
時，得由中央統一
編列預算。」期與
目前警察經費預算
編列之現況相符，
亦使中央為地方統
一編列部分警察經
費項目取得法源依
據，有利於全國警
政事務之運作與推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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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 第2項規定，係由原
第16條第1項條文移
列之。

四、 第3項規定，係由原
第16條第2項條文移
列之，並修正部分文
字為：「地方警察機
關經費預算，如確屬
不足時，得陳請中央
補助。」 

第16條
（警察機關之設備標
準）
各級警察機關之設備
標準，由內政部定
之。

第17條
各級警察機關之設備
標準，由中央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 本條規定係由原第17

條條文移列之，並修
正部分文字，將「中
央」用語修正為「內
政部」。

第17條
（武器彈藥之調配）
各級警察機關、警察
大學、警察專科學校
之武器彈藥，其統籌
調配辦法，由內政部
定之。

第18條
各級警察機關、警察
大學、警察專科學校
之武器彈藥，其統籌
調配辦法，由內政部
定之。

條次變更。

第六章　監督與課責 新增章名。

第18條
（警察執法倫理）
警察人員執行職務，
應遵守警察專業倫理
規範。其規範由內政
部定之。

一、 本條新增。
二、 警察人員亦屬文官體

系，應遵守公務員服
務法、公務人員行政
中立法等法律，及
行政院 2 0 0 8年頒訂
（2010修正）公務員
廉政倫理規範、考試
院2009年頒布文官核
心價值為「廉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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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誠、專業、效能、
關懷」、 2 0 1 0年訂
頒「公務人員服務
守則」外，針對警
察執勤的特殊性與
專業性，國際警察
首長協會 I A C P於
1 9 5 7年提出「警察
倫理規範」（ T h e 
L a w  E n f o r c e m e n t 
Code of Ethics）；
聯合國 1 9 7 9年「執
法人員行為守則」
（Code of  Conduct 
for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強調對人性
尊嚴與人權維護，皆
屬警察人員之核心倫
理要求。警察人員執
行職務，應遵守此等
專業倫理規範。而我
國警察具體之倫理規
範內容，責由內政部
另以命令定之，以供
警察人員確實遵循。

第19條
（內部與外部監督）
警察機關應建立內部
督導考核制度，明定
督導考核層級與人員
責任。
警察機關應建立外部
監督回應機制，並妥
適處理人民之投訴。

一、 本條新增。
二、 明定警察機關建立內

部督導考核制度與外
部監督處理人民投訴
之機制。

三、 警察機關應接受上級
機關、民意機關、社
會大眾、媒體等各面
向監督，運用各種積
極與消極、顯性與隱

表2-1　學會版警察法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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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性方法，建立內部督
導考核與外部監督機
制，以確保警察機關
與人員執行職務、行
使職權之妥適合宜。

第20條
（法律責任與救濟）
警察執行職務、行使
職權，如有違法或不
當，應負法律責任。
權利受不法侵害之人
民得依法提起行政救
濟。
人民權利因警察合法
行使職權而遭受特別
損失，得依法請求補
償。

第10條
警察所為之命令或處
分，如有違法或不當
時，人民得依法訴請
行政救濟。

一、 條次變更。
二、 本條明定對警察職權

行為之課責與法律救
濟。

三、 警察執行職務、行使
各種職權行為，如有
違法或不當，應依法
擔負行政、刑事或民
事等法律責任，憲法
第24條明定斯旨。

四、 權利受不法侵害之人
民，本得依法提起行
政救濟以排除侵害、
填補損害。此乃憲法
第16條、第24條保障
人民之受益權。由於
警察職權行為類型多
樣，包括抽象命令、
具體處分、事實行為
等，故對應之救濟方
式也各不相同，包括
陳情、請願、異議、
聲明異議、訴願、及
各種類型訴訟，人民
得依各相關法律規定
之要件與程序，提起
相應之救濟。原條文
（原警察法第10條）
侷限於命令處分，及
以訴訟方式救濟，過

表2-1　學會版警察法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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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於狹隘，不符現況，
允宜放寬，以符法理
與實際。

五、 再者，警察經常依法
實施即時強制，若波
及無辜者或造成相對
人逾越其社會責任範
圍之特別損失，行政
法理與實定法，均肯
認國家應負補償責
任。遭受特別損失之
人就其特別犧牲，得
依法請求執行機關補
償之。原條文未予明
定，基於對人權之周
全保護，爰修正增訂
之。現行警械使用條
例第11條第1項、警
察職權行使法第 3 1
條、行政執行法第41
條等立法例足資參
照。

第七章　附則 新增章名。

第21條
（施行細則）
本法施行細則，由內
政部定之。

第19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內
政部定之。

條次變更。

第22條
（施行日）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第20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條次變更。

表2-1　學會版警察法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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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現行條文立法背景及沿革

我國警察法（以下簡稱「本法」）類似於「總則」之現行條文，應是

第1條之法源：「本法依憲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第十七款制定之。」以
及第2條：「警察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
害，促進人民福利。」至於本次學會版修法草案區分章節，於第一章「總

則」共計3條文，除修正前2條之外，增加第3條之「警察之價值目標」條
文。按現行警察法第1條法源及第2條警察任務之立法背景係1953年6月15
日首次制定生效之條文

1
，已經適用近七十年，該版本應是在大陸時期即

已草擬
2
，而政府從大陸撤退後在臺立法完成並施行。鑑於在本法立法時

之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屬混亂艱困時局，應是基於政府有賴具高執行力

之警察來穩定政局及安定社會之需求，故立法初時於本法中將「警察任

務」律定成既廣泛又概括的條文內容。又本法前2條跨越了1987年的解嚴
與1991年之停止動員戡亂時期，均未有任何修正。故在立法沿革上，以上
除第3條屬新增外，其餘前2條規範內容均自立法以來未曾修正過。因此，
過去已有許多批評現行警察任務之法定內容實在太過廣泛

3
或不合時宜，

應有配合時空環境或政府組織分工之變遷而加以修法之必要。又參考外國

之警察任務大多聚焦治安與秩序維護及人權保障之規定，而常有修法之呼

聲
4
。另有關於本修正草案新增之第3條係針對警察之價值目標而定，其旨

在考量過去戒嚴兼動員戡亂時期，在一黨獨大的領導下，警察行政只有屈

從於威權政治，而無民主政治可言，更奢言行政中立。如今在政治民主與

1 立法院公報，第11會期第9期，頁66-74。
2 同前註。按1948年即已擬定行政院版之警察法草案。
3 洪文玲，警察法之定位與研修方向，警政與警察法相關圓桌論壇（五），2018年5月29
日。氏指出：「第2條任務規定如同國家任務般寬泛，更授予其他機關推諉危害防止職責
之絕佳藉口，造成警察協辦業務凌駕主要業務，警察成為行政機關甚至司法機關之執行人

力。」http://www.acpr.org.tw/PDF/Panel_20180529_PoliceLaw_Position.pdf，最後瀏覽日期：
2021/02/01。

4 陳正根，我國警察任務規範之探討（第一章）、從德國聯邦與各邦警察法探討我國警察法之
修正（第二章），收錄於警察與秩序法研究（三）任務與作用法制發展之新趨勢，五南，初

版1刷，2018年8月，頁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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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化下，具有法定高強制武力的警察更應保持中立，乃於本法總則明定

警察之價值目標。

警察法研究先驅李震山前大法官曾指出：「觀察近五十年來，警察行

使職權採取干預措施之依據，歷經以下幾個階段：1.以『警察法』第2條
之四大任務，即『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

民福利』，作為彌補法律對職權漏未明確授權時，警察職權行使之主要依

據與理由。在該階段中，警察絲毫沒有任務概括規範不得作為具體職權行

使依據之基本問題意識，甚至還陶陶然於『以天下為己任』。殊不知，該

階段的諸多作為，正違反法治國依法行政中最基礎的理念
5
。」再者，警

察法立法至今已數十年，在時代背景更替下，與現今社會已有很大落差，

亟需重新研究修訂。臺灣從威權體制轉變成民主體制，警察已成為相對弱

勢團體，在執法上常常產生衝擊與矛盾，故重新檢視研修警察法是我們的

使命。警察法研修應跟得上現代化腳步，放眼未來，讓修正後的警察法至

少能實施三十年，此乃本學會理事長之宏願
6
。

第二節　基本理論與概念介紹

法律通常會在第一章規定「總則」，是該法律全體共通之原則，或規

制關係該法律全體基本事項，如立法目的、依據、適用、理念、定義、解

釋、主管機關、略稱等規定，置於總則
7
。並進一步希望此次修法將本法

制定屬於「基本法」之性質
8
。因此，本修正草案第一章就先確立本法之

5 李震山，警察職權行使法逐條釋論，五南，3版，2020年9月，頁4。
6 林德華理事長致詞稿，警察職權與任務，警政與警察法相關圓桌論壇（八），2018年8月16
日，http://www.acpr.org.tw/KnowledgeBase.php?page=2。

7 李天河，釋國內法律體例—法律之外部形式與內部結構，http://www.twce.org.tw/info/%E6
%8A%80%E5%B8%AB%E5%A0%B1/350-3-1.htm，最後瀏覽日期：2020/11/01。

8 蔡明砡，制定「社會福利基本法必要性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第100期，2002年12月，
頁368，轉引註自：羅傳賢，立法程序與技術，五南，初版2刷，1997年，頁322。所謂「基
本法」之性質係屬有關重要事務之原則性、綱領性、方針性規範，其位階雖與一般法律相

同，但可作為補充憲法有關重要事務條款之不足，並確定重要事務法制之根本目的與原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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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與位階性質、任務及價值目標。警察法係為確立我國全國一致性之警

察制度，乃根據憲法第108條第1項第17款之「警察制度」授權由中央立法
並執行之或交由地方執行之規定制定「警察法」。按第一章為「總則」僅

列3條9
，本章即係以警察法修正草案新定之「總則」

10
內容為探討範圍。

茲分別介析其法理如下：

壹、本法法源與基本法之位階性質

一、本法第1條明定憲法為法源之意義
一般法律規範之第1條通常多會明定法源。本修正草案仍援舊有條

文，明定本法源自於憲法第108條第1項第17款之「警察制度」。有鑑於軍
警乃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之二大基石，為成立國家所不可或缺，亦明示其

在國家機制中的重要地位，即如國防法第1條亦規定以憲法授權為立法依
據

11
。因本法基於憲法授權制定，並於憲法之條款中明示「警察制度」與

警察法制授權之體系與權限。警察制度分別由後述條款明定為警察官制、

官規、教育、服制、勤務制度及其他全國性警察法制
12
，並在體系權限上

將立法權由中央為之，而執行權依法得由中央或交由地方執行之。

二、本法之基本法位階性質

警察制度之建立，為憲法第108條第1項第17款規定之中央立法事
項，制定警察法以建立警察制度，援引以之作為法源依據，固無不當。由

於本法之立法目的既在建立警察制度，提升執法效能，以達成警察任務，

並保障人民權益，是其法律位階次序，自應定位具有「基本法」之地位，

法律，其功能可達成指引並導正整個重要事務法制及活動之規範功能。
9 2018年5月29日召開警政與警察法相關圓桌論壇時草案初稿之總則條文有4條，惟其中第3條
有關「警察制度」之規定，基於第1條把立法目的拿掉了，所以原草案第3條對於警察制度做
定義的這一條拿掉了。因此，學會版的總則草案條文僅有3條，係將「警察之價值目標」列
為第3條。

10 按「總則」係指規章條件的最前面的概括性的條文。
11 國防法第1條第1項規定：「本法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三十七條制定之。」
12 劉嘉發，警察法與案例研究（第一章），收錄於許福生主編，警察法學與案例研究，五南，
初版1刷，2020年2月，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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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於本條第2項予以明定。
按基本法之性質具有政策宣示之作用，其多未賦予相關具體權力或法

律上利益，不能單純以之作為實體法的依據。故總體而言，其性質上應屬

政策之宣示，或類似憲法方針條款
13
。有鑑於憲法所授權制定本法之實質

內容係明定「警察制度」之立法權限
14
，除可以證立本法立法之正當性，

並有助於整體立法架構及其規範內涵之釐清及其解釋適用。爰依立法慣

例，於本條第1項明定其本法法律位階性質。論者亦有指出15
：「警察法

實具有警察法制基準（本）法之地位
16
，而為各種警察法規之『母法』、

『主法』
17
，亦為警察行政法中具有代表性的上位實定法

18
，故如謂『狹

義之警察法』乃警察法規之『憲法』亦不為過
19
。」

貳、警察任務之法理與規範內涵

一、警察任務之法理

按「任務」衍生「業務」，而又「勤務」藉由「職權」予以完成，

此乃警察實務經常之作為方式，亦可區分其意義與功能。設官分職，各有

所司，係行政體系之組織編制，而任務是組織目標與特性，為達此目標乃

13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法規會，環境基本法為綱領性、原則性或政策性之規定，2015年7
月14日，https://enews.epa.gov.tw/Page/3B3C62C78849F32F/6474f05c-75a2-494d-aef5-
5b283fa4763b，最後瀏覽日期：2020/11/03。

14 由中央立法並執行，或交由地方執行之。
15 劉嘉發，警察法與案例研究（第一章），收錄於許福生主編，警察法學與案例研究，五南，
初版1刷，2020年2月，頁2-3。

16 李震山，警察行政法論－自由與秩序之折衝，元照，初版1刷，2007年9月，頁10。轉引註自
劉嘉發，警察法與案例研究（第一章），收錄於許福生主編，警察法學與案例研究，五南，

初版1刷，2020年2月，頁2。
17 劉嘉發，警察法，收錄於李震山主編，警察人員法律須知（二），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4版，2002年1月，頁190-191。轉引註自劉嘉發，警察法與案例研究（第一章），收錄於
許福生主編，警察法學與案例研究，五南，初版1刷，2020年2月，頁2。

18 李震山，警察法論—警察任務編，正典，初版，2002年10月，頁28。轉引註自劉嘉發，警
察法與案例研究（第一章），收錄於許福生主編，警察法學與案例研究，五南，初版1刷，
2020年2月，頁3。

19 洪文玲等著，警察法規，國立空中大學，初版3刷，2008年8月，頁64-65。轉引註自劉嘉發，
警察法與案例研究（第一章），收錄於許福生主編，警察法學與案例研究，五南，初版1
刷，2020年2月，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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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組織之業務職掌，多交由編制人員執行勤務來落實。因此，依機關組織

任務之規定，應既「周延」且「互斥」，前者應包括該機關之法定工作分

配之所司內容的目標與特性之摘要，後者應將之與其他機關之任務有所區

分，此乃機關組織任務規定之法理，亦為各機關業務職掌分配之準據方

向，亦應是機關間管轄權之界限。睽諸我國現行警察任務之規定，幾乎承

攬了國家任務，既難以界分其他行政機關之任務，更難以彰顯警察工作目

標方向與專業特性，故有修法改進之必要。

我國警察法於1953年公布施行時係在國家處於動亂之非常時期，然
從解除戒嚴與停止動員戡亂以來，已逐漸回歸正常的民主、法治社會，警

察任務與組織職掌亦陸續在「脫警察化」之趨勢下，將消防、海巡及移民

等業務陸續由警政署移出，而成立新機關承擔，故我國的政經情勢及社會

環境已發生明顯變化，現行警察法規定內容與現實狀況已有不符，亟待檢

討修正。遂有應儘速研修「警察法」等相關任務條款、業務法規，以因應

時代變遷之呼聲。又揆諸現行之警察法，除因警察任務範圍過於廣泛，與

國家任務及整體行政機能相當，而機關之「任務範圍」將影響管轄權之界

限，亦為業務規劃與勤務執行範圍之基礎，若因太過於概括其任務範圍，

易造成相關機關間管轄之「積極競合」或「消極競合」問題；且今日各級

政府機關已步入民主、法治之承平常軌，各項行政法規也燦然漸備，有必

須重新釐定警察任務，使警察依法行政，並在執法之任務上更聚焦於專業

與效率。

現行我國之警察法第2條之任務規定將引領警察業務與勤務執行，進
而作為警察組織編制與人事管理及預算後勤之基礎，故應予特別重視，並

妥適地以法律明定，以明確其專業領域及執法之界限。雖然長年以來因警

察工作的時空與堅強的執行力，而有所謂「補充性原則」之適用，然警察

任務亦不可無限上綱，否則將導致設官分職各有所司失去意義，亦恐造成

「警察國家」之譏！

二、警察任務之規範內涵

學會版修法草案對於警察任務修正內容有2項：「警察任務為依法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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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公共秩序及安全之危害，預防與偵查犯罪，並為保障人民生命、身體與

財產安全而服務。（第1項）前項任務之具體事項，應於警察組織或主管
業務法律規定之。（第2項）」第1項先確立警察任務主要內涵，首先指出
應「依法」執法。繼而明定警察任務區分三部分，條文內容多屬不確定法

律概念，寓有概括條款之規定方式，然已經比較現行本法之四大任務明確

清晰許多。再者，第2項則指引警察任務範圍之界限基準，明定達成任務
之具體事項，則仍需經由配合各警察機關組織權限，而於機關或單位之業

務職掌中予以明定。因此，從上述修法草案內容，可歸納出下列幾項：

（一）防止公共秩序及安全之危害

公共秩序及安全之維護，為國家之本質核心任務。惟公共秩序與安

全維護之事項、內容與範圍之態樣繁雜，如何界定警察任務範疇，實屬不

易。考量本法為基本法之特性，並避免難以具體列舉之困境，爰參考日

本警察法第2條及德國聯邦與各邦統一警察法標準草案之立法體例，於本
條第1項明定警察任務為依法防止（預防、制止或排除）公共秩序及安全
之危害，以資限界。論者引德國相關規定指出有關「公共秩序」、「公

共安全」與「危害」之意義如下
20
：1.「公共秩序」：論者引德國Sachsen-

Anhalt邦之公共安全秩序法第3條第2款對公共秩序的定義如下：「公共秩
序者，係在合憲秩序範圍內，有關個人在公眾生活中之行為不成文的規

範，依一般共同認知，對該規範之尊重，係守秩序的公民共同生活所不可

或缺之要件。」2.「公共安全」：「德國Bremen邦警察法之警察法將公共
安全之定義規定於其警察法第2條第1項第2款：『公共安全係指法規、個
人之權利與法益、國家或其他公權利主體設施與活動之存續，不可侵害

性之謂。』其包含個人及集體法益，在實務上則側重於法規之維護。」

3.「危害」之意義，該論者亦指出：「普魯士高等行政法院針對危害所曾
下之定義，至今仍被引用：『危害，是指若不加以阻止，則可能造成損害

的一種狀況；亦即經外力之影響，將減損事實存在正常的生活利益之狀

況。』」又另有學者舉列德國警察法學配合科技發展與反恐任務需求等演

20 李震山，警察行政法論—自由與秩序之折衝，元照，修訂5版，2020年9月，頁218-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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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更強調警察任務與授權已應從「危害防止」提前至「危險預防」階

段
21
，以因應社會時局與治安實務變化。

（二）預防與偵查犯罪

依刑事訴訟法第230條第2項及第231條第2項規定，警察知有犯罪嫌
疑者，應即開始調查。此一調查義務，本質上即為偵查程序之一環。是

以，偵查之開始，自不能僅侷限於檢察官開啟偵查程序，而且，刑事案件

發生後，警察事實上亦擔負第一線之偵查責任。然而，當本法修正草案於

警察任務之內容範圍增加「偵查犯罪」，亦即將現行之「協助偵查犯罪」

修正為「偵查犯罪」，而使成為「偵查主體」，則將使本法從以治安秩序

之行政危害防止任務為主的「狹義警察法」轉變為含括主動偵查刑事犯罪

任務之「廣義警察法」
22
。然而，依據現行刑事訴訟法與警察法之規定，

檢察官係犯罪偵查主體，警察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尚必須接受檢察官之

指揮。但有鑑於實際上隸屬於不同系統之檢警實務分工又與法律規定多不

相符，多數偵查犯罪案件係由警察獨立偵辦，檢察官僅負責監督執法與提

起公訴，徒具偵查主體之名，而無實質指揮偵查之實。因此，本法草案企

能使警察偵查犯罪主體之名實相符，故希冀能將「偵查犯罪」亦納入修法

內容。若能通過修法，則未來再一併將「刑事訴訟法」與「調度司法警察

條例」配合修正之。

再者，警察實務上視「預防犯罪」為重要任務之一，除了警政署新設

有「防治組」之外，於刑事警察局亦設有「預防科」以承辦規劃有關預防

犯罪相關業務，並運用預防犯罪相關理論來達成任務。按預防犯罪理論可

以分為對民眾之「一般預防」和對個別犯罪人之「特別預防」理論。前者

21 林明鏘，由防止危害到危險預防：由德國警察任務與權限之嬗變檢討我國之警察法制，國
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39卷第4期，2010年12月，頁167-212，此文亦已收錄於警察法學研
究，新學林，2版，2019年1月，頁18。亦參考：李震山，警察行政法論—自由與秩序之折

衝，元照，修訂5版，2020年9月，頁38-39。
22 李震山，警察行政法論—自由與秩序之折衝，元照，修訂5版，2020年9月，頁10。氏指
出：「實定法上警察法，將警察於防止公共秩序、社會安全有關危害之任務與職權，同時

表現在刑事與行政危害防止上，其規範內容係廣義警察法，排除刑事法後，即為狹義警察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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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透過社會民眾的瞭解信服或心理恐懼來減低犯罪，其又分積極與消極

的一般預防，積極的一般預防係可透過積極宣導，使民眾對刑法規範的認

同而主動依規範行事，以減少犯罪；消極的一般預防即是「威嚇理論」，

旨在藉由刑罰之嚴厲與迅速，使民眾因怕嚴刑竣罰而不敢犯罪。另一方

面，特別預防理論係針對「個別犯罪人」，亦即嫌犯或已定罪的犯人，藉

由對特定犯罪人的刑罰或改善，來降低其再犯。

（三）為保障人民生命、身體與財產安全而服務

國家廣設機關且設官分職，各有所司，然整體目的即在保障人民生

命、身體與財產安全，此更應是警察任務之範疇，並應有法律之授權基

礎，依法執法，爰於本條第1項予以明定。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的警察除公
權力干預之秩序行政以外，更有依法「為民服務」之勤、業務，乃將之納

為警察任務範圍之一。然而，警察為民服務不能無限上綱，否則將使國家

「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之制度性組織與編制，形同具文，更可能因而造

成「警察國家」之譏。更且，行政院組織法明定有14部8會3個獨立機關，
又警察尚屬於內政部下之中央第3級行政機關，而各行政機關亦依其法定
任務與業務職掌範圍執行任務之外，亦寓有在其範圍內各有其服務需求在

內，並非僅有警察有「為民服務」之必要。又純屬於人民日常生活中得藉

由商業交易或互助得以完成之事務或作為，則為使警察聚焦心力於上述法

定之治安任務，實不應再任意藉由「為民服務」
23
而要求警察必須運用警

力加以完成。故「為保障人民生命、身體與財產安全而服務」係指在急迫

且無其他方式得以完成，而有危害可能時，始得申請警察協助，而警察應

有合理之裁量權，以決定是否予以協助。如此，將可避免「本末倒置」與

「喧賓奪主」之警察勤務運行。

另一方面，如前析論之本法定性為基本法，屬原則性或方向性規

23 三立新聞，「什麼事才能報警？因沒帶鑰匙被反鎖　找員警幫忙掀熱議」，2021/04/04新聞
台，參考：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920659，最後瀏覽日期：2021/04/06。沒
帶鑰匙被反鎖即報警幫忙，有人認為深夜時段可以體諒，但也有人覺得太浪費警方資源，這

種小事都要報警。因此，警察為民服務不能無限上綱，而應在明定之原則規範下為之，以避

免浪費警力，亦恐不符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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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並未逐一授權具體職掌管轄權限，亦未有干預性職權的授予，故於本

條第2項明定：「前項任務之具體事項，應於警察組織或主管業務法律規
定之。」以資明確。

參、警察之價值目標條款

學會版之修法草案第3條係規定警察之價值目標條款，其內容為：
「警察應以民主法治與執法效能為基礎，並依法保持行政中立。」此標舉

民主與效率的價值，俾確立警察兼顧人權與秩序的執法目標，並以遵守公

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確保公務人員依法行政、執行公正與政治中立，又警

察在刑事司法體系內，乃具有司法屬性之特殊公務人員，其兼顧民主法治

與效能，公正執法之中立價值，應特別標示。

民主法治本即是警察執法之基石與價值，而效率與任務達成乃是警察

執法之目標，而在遵守依法行政原則下，更應在手段方法與態度上保持行

政中立，不受黨派或其他不當因素影響，此乃警察之重要價值目標，本法

修正草案乃於總則中予以明定，以提示警察於各項執法中注意遵守，另除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規定外，亦有相關個別警察法規
24
予以明定，以期

執法時加以貫徹落實。否則，警察實務上，恐因執法效率與達成任務之嚴

峻壓力下，而施以不當或違法之執法手段
25
，而失卻以民主法治為基礎，

24 例如，警察職權行使法第3條第3款之「誠信原則」規定，亦即「警察行使職權，不得以引
誘、教唆人民犯罪或其他違法之手段為之」。另集會遊行法第26條明定：「集會遊行之不予
許可、限制或命令解散，應公平合理考量人民集會、遊行權利與其他法益間之均衡維護，以

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又特種勤務條例第12條第2項亦明
文規定「安全維護區查驗及管制時間、距離範圍、項目之劃定，應公平合理考量人民表現自

由、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與維安目的間之均衡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維護維安

對象人身安全必要限度。」
25 參考：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9年訴字第687號刑事判決，裁判日期：民國110年3月31日。參
考：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CHDM,109%2C%E8%A8%B4%2
C687%2C20210331%2C1，最後瀏覽日期：2021/04/06。本案法官於此判決書略以：分局長與
分駐所所長指示員警執法遭遇推擠時直接順勢跌倒，再以現行犯逮捕陳抗民眾。然我國既為

法治國家，執法者除了應廉潔自持外，執法手段更必須合法正當，不得逾越應恪守之界線，

此即本院一再強調的「執法之前，先要守法」基本觀念。最後更明示：「本院懇切呼籲警界

長官們，切勿對基層員警做出不當的指示或要求，也再次提醒每位堅守崗位、認真付出的員

警們，你們應恪遵的對象，唯有『國家的憲法與法令』！」



 第三章．總則章說明 63

恐將造成違法侵犯人權而不自知。

第三節　比較分析

德國與日本警察法總則條款各具特性，茲乃將該二國與我國之警察法

總則條款內容表述，並簡要比較分析如下：

壹、德國聯邦與各邦統一警察法標準草案之總則規定

德國聯邦與各邦統一警察法標準草案
26
（以下簡稱「德國警察法標準

草案」）第一章係規定「任務及一般規定」，凡7條，其內容如下表。

表3-1　德國聯邦與各邦統一警察法標準草案「第一章條文內容」表

第一章　任務及一般規定

條次與重點 條文內容

第1條　警察之
任務

I.  警察之任務在於防止公共安全或秩序之危害。警察在該任務
範圍內，亦得對犯行追緝為準備並對犯行為預防（犯行之預
防性抗制），並得為防止未來危害，採取準備措施。

II.  唯有在無法即時獲得司法保護，且非得警察之協助，無法遂
行其權利或權利之施行將更為困難時，警察方有依本法維護
私法上權利之責。

III.  警察依本法第25條至27條之規定，協助其他機關執行任
務。

IV.  警察另應完成其他法規所付予之任務。

第1條a與其他
機關之關係

I.  除第1條第1項第2句情形外，警察僅得於其他機關不能或不
可能為適時防止危害時，防止該危害。警察應將該事件中對
其他機關任務履行有關重要訊息，立即通知該其他機關，第
10條c第2句規定不受影響。

26 1977年11月25日內政部長會議議決通過；1986年3月12日增修。轉引註自李震山，警察行政
法論—自由與秩序之折衝，元照，5版1刷，2020年9月，頁459-460。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警察法修正草案建議書64

條次與重點 條文內容

第2條　比例原
則

I.  警察應就無數可行及適當處分中，選擇對個人或公眾傷害最
小者為之。

II.  處分不得肇致與結果顯然不成比例之不利。
III.  目的達成後，或發覺目的無法達成時，處分應即停止。

第3條　裁量，
方法選擇

I.  警察依合義務性裁量後，採取其措施。
II.  有多種防止危害之方法，選定其一已足。若關係人請求使用
另一有效方法，而其施行並不嚴重傷害公眾時，應允許之。

第4條　對人之
行為負責

I.  處分應及於肇致危害之人。
II.  肇致危害之人如未滿14歲，或受禁治產宣告，或交付臨時監
護者，處分得及於對其有監督義務之人。

III.  肇致危害之人如係為他人執行事務者，而該危害係因執行
事務而生，則處分得及於使用他人執行事務之人。

第5條　對物之
狀況負責

I.  危害係因物所引起，處分及於對該物有事實管領力之人。
II.  處分亦得及於物之所有權人或其他有權利之人。但對物有事
實管領力者，未經物之所有權人或有權利人同意而行使該物
者，不在此限。

III.  危害係無主物所引起者，處分得及於拋棄該物所有權之
人。

第5條a直接行
使處分

I.  處分之目的，經向第4條、第5條所指之責任人要求，卻無法
或無法即時達成時，警察得自己或委託他人直接行使處分。
處分所及之人應即被告知。

II.  警察因直接處分所花之費用，依第4條第5條有責任之人，應
負償還之義務。上述費用可依行政強制程序追繳之。

第6條　對無責
任人之要求

I.  有下列情形之一時，警察之處分得及於第4條或第5條所指有
責任人以外之人：

 i.  為防止目前重大危害；
 ii.  處分不能或不可能適時及於第4條或第5條所指有責任之

人，或處分雖及於有責任之人亦無效果；
 iii. 警察無法或無法適時獨自或委託他人防止危害；及
 iv.  處分須對非義務人無重大危害且不傷其重要義務。
II.  前項之處分，惟有在無其他方法得以防止危害時，方得行
使。

第7條　基本權
利之限制

I.  生命與身體不可侵犯（基本法第2條第2項第1句）、人身自
由（基本法第2條第2項第2句）、住所不可侵犯（基本法第
13條）等基本權利，得依本法限制之。

資料來源： 李震山等合著，警察職權行使法逐條釋論，五南，3版，2020年9月，
頁655-656。

表3-1　德國聯邦與各邦統一警察法標準草案「第一章條文內容」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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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警察法標準草案第1條是「警察之任務」，第1條a是「與其他機
關之關係」；第2條是「比例原則」；第3條是「裁量，方法選擇」；第
4條是「對人之行為負責」；第5條是「對物之狀況負責」，以及第5條a
「直接行使處分」；第6條是「對無責任人之要求」；第7條是「基本權
利之限制」，其第2章即規定「警察職權」條款。雖然德國警察法第一章
章名並非稱之為「總則」，但觀之其共有7條之內容，並以「任務及一般
規定」名之，其實已有「總則」的特性，且其涵蓋面廣，具原則與方向功

能，值得參考。

另一方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德國於該法第1條首先規定「警察之任
務」，內容如上述表列。該法第1條並未如我國之規定「法源」或「法律
性質」，亦非明定「立法目的」等，直接就規定有關「警察任務」之種類

與範圍。又德國警察體制雖以各邦為主，然仍不脫聯邦政府深切指導之精

神，可由其「德國警察法草案」可知，由聯邦律定標準供做各邦遵循。再

者，德國警察任務與職權採整合性立法方式，明定於同一法規中。警察任

務範圍則由上述標準草案第1條及第1條a予以明定，其中以第1條第1項之
「防止公共安全或秩序之危害。警察在該任務範圍內，亦得對犯行追緝為

準備並對犯行為預防（犯行之預防性抗制），並得為防止未來危害，採取

準備措施」為任務之基礎範圍。

本學會理事蔡震榮教授指出德國警察任務及其一般規範有其新發

展
27
，其引述德國警察任務規定予以說明：1.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係指法

律規範與未規範到的人民價值觀），保護公共安全，防止危害與犯行之追

緝
28
。所謂公共安全（社會安全）是指，個人的主觀權利和合法利益，以

及國家或主權其他高權主體的機構和設施等之法律秩序的不可侵犯性。以

公共安全來代替社會安全之理由在於警察所保護之法益，包括國家法益在

內，原來社會安全之概念，無法概括。危害是指在可預見的將來公共安全

有可能被損壞的情況。聯邦行政法院則稱，事物狀況與行為之發展，警察

27 蔡震榮，【警察職權與任務】座談會紀錄摘要，中華警政研究學會圓桌論壇會議紀錄，2018
年8月16日，http://www.acpr.org.tw/KnowledgeBase.php?page=2，最後瀏覽日期：2020/11/02。

28 蔡震榮、黃清德，警察職權行使法概論，五南，4版1刷，2019年11月，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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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保護之法益在可預見之將來受到損害。防止危害包括未來危害的「預防

危害」與「預防犯罪」（後兩者為後來新增，包括反恐、監視設備，表現

在我國即為警察職權行使法）；2.保護私人權利，只有在當不能及時獲得
司法保護下，如果沒有警察的幫助下，無法或極困難主張其權利時，警察

才得為之（非「促進」人民福利，而是「保護」）；3.警方提供其他機關
「執行協助」（主要是強制執行，因其他機關缺乏強制力，德國排除代履

行、怠金，限直接強制）以及「職務協助」（比強制執行複雜，警察機關

得說明理由拒絕），德國法復規範後續應報請內政部提案相關措施，亦可

追加規範內政部得要求其他機關協調，內政部應介入處理；4.警方履行其
他法規所賦予他們的任務（有許多法規、附帶決議課責警察，如就業服務

法）。

另有論者比較各國警察任務之異同指出其：「『相同點』：1.維持公
共安全與秩序，摒除對之所造成之危險；2.偵查犯罪；3.協助其他機關執
行職務；4.其他依法令應執行之事項。『相異點』：私權保護。」29

同此

論者引自德國學者就「私權保護」之規定，有如下之說明：「對於私法上

其他權利主體所為危險行為、侵害行為或妨害行為，致個人權利受害之國

家保護，普通法院及其所屬強制執行機關負有第一次的義務。於法院及執

行機關之權限，警察及秩序行政機關之危險防除任務，則居於補充的地

位。然而，並非在包含私法上請求權之私權保護領域，警察均被排除在

外。於此領域，警察負有補充的權利保護任務
30
。」因此，從上述任務規

範相異點分析結果，則考量我國警察法是否須仿效德國而將「私權保護」

納入規範，亦有研議之必要。雖然警察執法有「不介入民事」作為原則，

但仍應保護人民生命、身體、財產等法益上，在類似於德國警察法之標準

草案第1條第3項有關私權保護之規定，亦即在任務條款上加入在相關條件
下，急迫且非警察介入無法及時得到保護的情況下，介入私權暫時保護，

以獲得有效保全，應有予以列入警察任務範疇之必要。例如，社會秩序維

29 梁添盛，警察法專題研究（二），自印，2版，2006年8月，頁161-162。
30 梁添盛，警察法專題研究（二），自印，2版，2006年8月，頁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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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法之妨害他人身體財產專章之規範內容，又如家庭暴力防治法亦明定由

警察介入之情形等是。

貳、日本警察法之總則條款

日本是將警察任務與職權分別規定於「警察法」與「警察官職務執行

法」，並非如德國警察法將二者均規定於警察法。日本警察法第一章是規

定「總則」凡3條，其內容如下表：

表3-2　日本警察法總則條文內容表

第一章　總則

第1條　
本法的目的

I.  本法係為保護個人權利與自由，維持公共安全秩序，
以保障民主理念為基礎之警察管理與營運，並訂定有
效率執行其任務警察組織為目的。

第2條　
警察的職責（任務）

I.  警察以擔任保護個人的生命、身體以及財產，擔當犯
罪的預防、鎮壓及偵查、涉嫌者的逮捕、交通的取
締、其他公共安全和秩序的維持作為其職責。

II.  警察的活動，應嚴格限制於前項職責範圍，當執行其
職務時，以不偏不黨且公平公正為宗旨，若涉及日本
國憲法所保障之個人權利及自由之干涉等，不得有濫
用其權限之行為。

第3條　
服務宣誓的內容

I.  依本法行使警察職務之全體職員，以擁護日本國憲法
及法律，作為進行不偏不黨且公平公正執行其職務為
宗旨之服務宣誓。

資料來源： 日本昭和29年法律第162號警察法31
。

首先，日本警察法第1條規定「立法目的」，其內容為：「本法係為
保護個人權利與自由，維持公共安全秩序，以保障民主理念為基礎之警察

管理與營運，並訂定有效率執行其任務警察組織為目的。」再者，第2條
規定「警察的職責」（即「警察任務」）為：「警察以擔任保護個人的生

31 參考：日本政府之「法令檢索」網頁：https://elaws.e-gov.go.jp/document?law_unique_id=329A
C0000000162_20200401_429AC0000000029，最後瀏覽日期：2021/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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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身體以及財產，擔當犯罪的預防、鎮壓及偵查、涉嫌者的逮捕、交通

的取締、其他公共安全和秩序的維持作為其職責。」以及具有警察價值目

標之：「警察的活動，應嚴格限制於前項職責範圍，當執行其職務時，以

不偏不黨且公平公正為宗旨，若涉及日本國憲法所保障之個人權利及自由

之干涉等，不得有濫用其權限之行為。」再者亦有屬於警察價值目標性質

之第3條規定，亦即服務宣誓的內容有：「依本法行使警察職務之全體職
員，以擁護日本國憲法及法律，作為進行不偏不黨且公平公正執行其職務

為宗旨之服務宣誓。」

參、我國警察法類似總則條款之規定與比較分析

我國現行警察法第1條及第2條之內容列述如下表：

表3-3　我國警察法法源與任務條文內容表
第1條　立法依據 本法依憲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第十七款制定之。

第2條　警察任務 警察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
害，促進人民福利。

資料來源： 全國法規資料庫（法務部）。

我國現行警察法第1條規定法源，而非立法目的或性質。第2條規定
警察四大任務，並由該法細則第2條規定：「本法第二條規定之警察任
務，區分如左：一、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為

警察之主要任務。二、依法促進人民福利為警察之輔助任務。」然而，我

國警察法並未有如德國與日本警察法尚有警察制度或一般應遵守之執法原

則或價值目標之規定。再者，我國警察法及其細則對於警察任務之規定，

經初步檢討，其任務範圍過廣及規定太概括。若將上述警察任務內涵與我

國憲法總綱中之國家任務相比，除了鞏固國權之外，其他已經超乎國家任

務，甚至論者指出「世界各國警察任務規定範圍廣、狹不同，以我國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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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
32
」。因任務範圍規定過於概括，以致嚴重影響警察業務與勤務範圍

與運行，以及與一般行政任務範圍界限之不明確性。再者，所規定之四大

任務太過概括，幾至無所不包，特別是「防止一切危害」與「促進人民福

利」之任務規定，實難以在行政任務分配上與其他行政機關釐清。因此，

我國警察法規定之任務範圍，與上述德、日二國比較，明顯太過於廣泛概

括而不具體明確，應有修正必要。再者，參酌上述二國之總則規定，此次

學會版之修法草案之總則章內容較近似於日本警察法之總則規定，特別是

任務與價值條款，值得參考。至於德國警察法標準草案因其係將「任務」

與「職權」合併規定於同法中，故其第一章除第1條之任務規定外，許多
關於執法原則之規定，我國則於相關個別法中規定之，例如，警察職權行

使法的總則。

第四節　討論與建議

壹、本法總則修正草案之內容討論

由上述有關總則之修正草案及修法理由說明，並參考各國立法例，有

關本法總則修正草案3條文均經由學會多次縝密討論後所擬定，首先就多
位曾任警政署長與相關學者、專家之討論看法加以精要列述，再就學會版

綜合意見析述彙整如下：

一、歷次研討相關學者專家之意見

有關學會版警察法「總則」之修正草案（原第3條為「警察制度」，
後經討論後刪除），再召開座談會，邀請多位曾任警政署長及精研警察

法之一般大學學者與專家參加，前後歷經三次研討後，依據各次會議記

錄
33
，摘要以下修正意見：

32 蔡庭榕，警察任務，收錄於蔡震榮主編，警察法總論，一品，4版，2020年5月，頁54。
33 按中華警政研究學會除首次於2018年5月29日召開警政與警察法相關圓桌論壇（五）【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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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進旺前署長：1.警察法年代久遠須修正；2.第1條定位需釐
清；3.第2條對比第5條顯現偵查主體的問題。又第2條警察的任務：為民
服務要不要列進去？任務簡單講，就是治安、交通、為民服務。交通是否

要列在條文裡？有無存在必要？4.第3條警察之價值目標可訂可不訂，何
謂效能。維持行政中立，是不是可以加在倫理那邊？加了，好像也很突

兀。本來，警察維持行政中立就是必要的、一定的，不寫，好像也沒關

係；5.本法名稱為警察法或警察基本法？個人主張用警察法，但亦不反對
用警察基本法。

（二）謝銀黨前署長：1.第1條基本法性質與其他職權、人事、組織
等法令的配合，尤其教育訓練的相結合，警大教育有待改進；2.第2條任
務、第5條職權與第8條權限應互相對應；3.第3條「警察之價值目標」可
併為第1條，或改為第2條。

（三）王卓鈞前署長：第3條，「執法效能」的用語好像有點空洞。
（四）李震山前大法官：1.或可藉修正「警察法」機會，將該法名稱

調整為「警察基本法」，除名副其實外，並可與學術意義上的「警察法」

相區隔；2.草案第2條規定，於解釋與適用上可能會遇到困難。舉人民的
資訊自主或隱私權為例，其未必可由條文列舉之生命、身體、財產權所含

括，但對其保障肯定不能自外於警察任務範圍。又例如「為民服務」任務

的消極面向，幾可與「防止一切危害」任務同義，至於積極面向則不易界

定，故法明確性不足且難周全執行。質言之，該條各要件除互為表裡外，

尚且交互重疊，似可考慮朝以下方向調整之：「警察任務為依法防止公共

安全及秩序之危害、預防與偵查犯罪，並為確保人民相關自由與權利而服

務。」3.草案第3條規定：「依法維持行政中立。」建議將語感上有律他
之意的「維持」，改為自律之意的「保持」；4.人工智慧結合資訊科技的
快速創新，已影響並衝擊警察任務與職權，例如科技偵查的工具、方法及

程序，恐會干預人民自由與權利，確需彼此調和。本草案若能擬一通則性

法之定位與研修方向】之外，再於2019年9月6日與2019年11月15日在台大校友會館3樓B會議
室分別開會研討；進一步分別於2020年12月18日及2021年1月22日又在中央警察大學研究大
322B教室開會討論警察法研修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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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應規定，並預留未來得補充的空間，用以昭示起草者的問題意識，縱

然是概括條款，表示本草案的新瓶不只是裝舊酒，當可據此更提升本草案

的新穎性與前瞻性。行百里者半九十，建議再集思廣益。

（五）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林明鏘教授：1.整體法規勿分章節；2.第1
條定位是基本法還是操作法性質，基本法性質就像憲法；操作法性質就像

警職法、社維法與道交條例，可以特別法地位；3.第2條警察任務與職權
可以結合。

（六）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林明昕教授：1.第1條認同基本法定位，但
應刪除依據憲法等文字，因為憲法第108條指的是中央與地方分權；2.第2
條何為促進人民福利，人民安全與秩序的偵查任務如何與檢方劃分；3.第
3條宣示行政中立原則可教育警察。

（七）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劉宗德教授：1.第1條法定位為何不明，是
基本法或特別法地位。憲法第108條僅提及制度；2.第2條第1項警察任務
現行是行政與司法部分，將來司法部分作為應提升，警察已非早年消極作

為，注重積極功能；3.第3條行政中立的原則已有特別規範，不須另外宣
示。民主與效能原則是否對立衝突；4.目的規範無法作為授權的依據。授
權規範分為一般的授權規範和特別具體的授權規範。想要把台灣的警察法

變成基本法，但是要注意到這個基本法是綱領性的規定，不能拿來作為個

別的警察活動依據，尤其警察活動是公權力的行使，不是非公權力的行

使。

（八）銘傳大學紀俊臣教授：1.警察法定位為基本法，但不一定要把
「基本法」3個字寫出來；2.基本法是原則性的、綱要式的，是否要分章
節？如要分章節，總則應該規範：法源、立法目的。大部分是法源或立

法目的擇其一來寫；3.總則先定位（基本法／特別法／普通法）再名詞界
定。基本法的架構：法源、定位、權利義務關係、如何解決爭議問題；

4.第2條可以改為：警察應忠於憲法，並依法以維護公共秩序、保障社會
安寧和其他認為基本權利之享有及職權行使原則。

（九）中華警政研究學會林德華理事長：警察法修改的問題是要聚焦

在警察法本身這個基本法還是牽涉到警察法制面的問題，事實上警察法是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警察法修正草案建議書72

警察的根本大法，如果要修，就要沿著我們的基本法修。

（十）開南大學法律學系鄭善印教授：我認為現有的警察法，只要把

舊的、過時的去掉，把它當成基本法即可。基本法在日本、臺灣都有它的

用途，就像小憲法一樣，把理念和基本的政策都訂在基本法裡面，然後把

基本法和個別法合起來，有基本法、有理念、有政策了，任何一個黨來執

政也不能夠偏倚，要根據理念與政策來做。例如現有警察法假如是基本法

的話，警察的個別法則有內政部的組織法、各級保安總隊的組織通則、警

職法、警械使用條例等等，但提綱挈領的警察法，我們要把它當成是基本

法。如此，不管哪一黨執政都不能夠動這些基本。

（十一）真理大學法律學系蔡震榮教授：在德國是因為有中央跟地

方警察的設計，中央有中央的權限，地方有地方的權限，所以德國的基本

法由中央統籌。在臺灣，基本上沒有很明顯的區別中央跟地方，只有部分

如保安警察、刑事警察及鐵路警察是中央警察，其他大部分是屬於地方警

察，所以基本法的性質是不是要明確劃分中央跟地方的權限，有沒有像聯

邦國家這麼迫切的需要，這是可以討論。我建議警察法可以做基本法，那

是組織性的基本法，定義任務和職權的範圍。

（十二）中央警察大學洪文玲教授：1.第2條任務規定如同國家任務
般寬泛，更授予其他機關推諉危害防止職責之絕佳藉口，造成警察協辦業

務凌駕主要業務，警察成為行政機關甚至司法機關之執行人力；2.修正警
察法，首要之務為確認我國警察法之法律屬性為何？其與諸多警察組織法

與作用法之關係為何？其內容是否足以呼應21世紀新時代治安任務需求？
臺灣的警察法，根據立法史料，乃為確立我國警察制度，根據憲法第108
條第1項第17款所制定，是我國警察法規體系的基本法。作為警察組織法
與作用法之「母法」或「基本法」之性質。修正建議：(1)修正第1條，增
列立法目的，確立警察政治中立、公正執法與治安專業之組織地位；(2)
重新界定警察任務範圍，警察為社會治安之基石，公共安全與社會秩序穩

定之力量，以保護個人之生命、身體及財產為任務，並以擔任犯罪之預

防、鎮壓、搜查、逮捕嫌疑犯、交通違規取締、事故處理及其他公共安全

及秩序維持為職責。警察在人民無法即時獲得司法保護，且非得警察之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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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無法遂行其權利或權利之施行將更為困難時，方有依法維護其私法上

權利之責。

（十三）中央警察大學章光明教授彙整與談內容並做總結意見略

以：1.談到名稱，到底是「警察法」還是「警察基本法」，這個部分看起
來是有共識的，即本法是基本法的性質。但是名稱要不要改變？或是沿用

警察法？或是將基本法概念放進名稱，仍可討論；2.我們討論之後，決議
刪除立法目的，因為上次尤其是劉宗德老師很清楚地告訴我們，現在的法

源是憲法第108條，這個條文談到警察制度，如果我們立法目的超越了這
個，恐怕就和法源之間產生了衝突。經過討論之後，非常感謝劉老師的意

見，已經將立法目的做刪除，這是第1條第1項的部分。第1條第2項，有關
於基本法的屬性是確定的，他的立法技術，文字裡就變成：本法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我們修法過程當中，我覺得收穫最大的是大家

把基本法的性質做了確認和認識。基本法性質就是包括所有組織、作用和

任務的基本原則的設立。然後，這也不是普通法，而是，下位的法律不能

違反他的規定，然後補充他的規定，他和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係是不一樣

的。另外，為民服務是不是我們警察的任務？警察任務等於警察目的，所

以目的和手段是分開的，服務是手段，不是目的，因此不是任務，這是現

在我們教科書的前提。聽起來學會比較多數的意見，認為要把為民服務放

進去，但是，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聲音，認為手段和目的之間，還是要切

開來。這個部分，我們暫時放進去，但是可能我們還要多聽聽看老師們給

我們的指導。這一點，第2條部分特別說明；3.特別向各位做說明。還有
一個共識就是，對於本法追求的目標價值，在我們上次開會討論的時候，

有老師們有不同意見，也就是針對所謂的民主法治、執法效能和行政中

立，這3個價值之間並列，是不是適合？在上次我們內部討論之後，大家
認為這個基本上蠻重要的。第一章前面，定海神針先定位好以後，後面才

能夠理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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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會版綜合意見分析

（一）本法之法源與位階性質

按此次學會修法過程中，針對草案「總則」部分之討論甚多，特別是

警察法之位階性質與警察任務條款如何規範為主。又警察法是警察相關法

制的泛稱，若是以「警察基本法」名之，或可讓外界知道這個領域的重要

性，亦是警察各相關法制規範之基本的原理原則。本法第1條特別明定依
據憲法制定之基本法意涵，乃係因為警察任務與執法作為與政治關係亦相

當密切，深恐警察權力作為變成政治工具，故寓有從憲法層次之權力分立

與制衡的人權保障觀點。而且警察法定位為基本法性質，亦可以把警察刑

事法令納進本法體系之中，而與警察行政與刑事法規範與任務之性質相符

合，將更顯示其妥適與必要性。

因此，本法第1條定位是基本法，而非操作法之性質，基本法之性質
上屬於原則性規定，而操作法之性質係警察實務執法上據以施行之法律規

範，即如警察職權行使法、社會秩序維護法或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

另一方面，因為憲法第108條第1項第17款係規定「警察制度」之「官制、
官規、教育、服制、勤務制度及其他全國性警察法制」之基本性與原則性

規定，亦為警察法第3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條所明定，除仍應有援引憲法作
為本法法源依據之必要，更是凸顯出本法後列各章內涵及其原則性規定之

必要性。另一方面，經論壇多次討論後決議仍以不列立法目的為宜，係因

法源是憲法108條明定以「警察制度」為界限，若立法目的逾越此範疇，
恐與法源間產生衝突。綜上，第1條之立法依據仍予維持原規定，亦即
「本法依憲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第十七款制定之」內容予以保留。再進

一步於第2項規定本法之位階性質，明定為「基本法」之方式。

（二）警察任務內涵之問題分析

警察維護治安目的之達成乃有危害防止及犯罪偵查兩大重要任務，而

任務之明確定位即牽動著警察實務上之業務與勤務之範圍，亦即各機關間

之工作分配與管轄範圍。警察任務將決定其業務範圍與勤務作為，因而影

響法定之制裁處罰要件內容，亦牽動警察職權與程序。由於機關「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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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將影響管轄權之界限，亦為業務規劃與勤務執行範圍之基礎，若因

太過於概括其任務範圍，易造成相關機關間管轄之「積極競合」或「消極

競合」問題。特別是警察有較強執行力，加上我國法定警察任務太概括，

以致一般行政機關動輒將原屬其可自行完成之工作，要求警察協辦，最後

甚至成為警察主辦任務。因此，配合現行我國政府機關組織改造之時機，

允宜考量我國特性，參酌各國對警察任務之相關具體規定，進一步劃分與

各相關機關就任務分配，予以明確律定「警察任務」之具體內容與範圍。

有鑑於過去「夜警」
34
或「警察國家」

35
之譏評，現今我國已邁入民

主法治國家，警察行政已從消極干預逐漸轉變成積極服務的治理型態。因

此，乃將「為民服務」列入任務條款規定。然而，因有員警擔心「為民服

務」太過廣泛，以致警力恐因「服務」而遭到濫用，而影響治安警力於急

迫危害之運用，而有加以限制在治安與秩序維護範圍必要。因此，草案條

文乃將其範圍規定在社會治安與交通秩序及人民自由、財產安全之目的與

基礎下之為民服務為主。

再者，依我國現行警察法第2條之任務，與上述外國相關警察法制比
較，實在太概括，未如上述各國之警察任務法規範之聚焦與明確；而且任

務範圍，甚至幾乎大過國家任務（除鞏固國權屬國防部外）。因此，依據

任務分配之法理性質，我國警察任務宜參酌各國法規定，配合我國特性，

以具體明確為原則，予以深入研究規範之。

34 Definition of night watchman: a person whose job is to watch and guard property at night. https://
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night%20watchman, last visited: 2021/2/28.夜警國家：「最
少統治即最好政府」，因此國家任務被認為應如同夜間警察一般，僅在維持治安而已。

35 Definition of police state: a political unit characterized by repressive governmental control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life usually by an arbitrary exercise of power by police and especially 
secret police in place of regular ope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organs of the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publicly known legal procedures, See: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
police%20state, last visited: 2021/2/28.國家其政府對人民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實行嚴密和
鎮壓性的控制。一個警察國家常典型的表露出集權主義和社會控制的要素，通常很少或沒有

區分法律和行政部門對政治權力的履行，亦即警察治安執法常成為政治控制以維穩政權之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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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警察價值

對於警察執法之治安任務與人權保障二者應與衡平，不可僅倚重於

追求治安績效，而輕忽了基本人權。因此，學會版修正草案乃參考日、美

等國增定警察之價值目標條款，乃思以定海神針先予定位，隨後始能夠理

順。因此，經學會研議共識在本法草案之總則中增定第3條「警察之價值
目標」條款，將「警察應以民主法治與執法效能為基礎，並依法保持行政

中立」明定為警察執法之重要原則與價值目標，以引領警察認知與修為，

並使警察工作有其中心價值與目標方向。

貳、學會版建議總則之修正草案條文及其修法理由

茲就學會版之警察法修正條文草案之「總則」內容及相關修法理由說

明，依序將現行與修正條文及修法理由列述如下列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表3-4　學會版總則章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新增章名。

第1條
（法源與本法
性質）
本法依憲法第
一百零八條第
一項第十七款
制定之。
本法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
法律之規定。

第1條
本法依憲法
第一百零八
條第一項第
十七款制定
之。

一、條次不變，增列第2項。
二、 警察制度之建立，為憲法第108條第1項第17
款規定之中央立法事項，制定警察法以建立
警察制度，爰引該條款作為法源依據，以資
明確。

三、 本法旨在提升執法效能，以達成警察任務，
保障人民權益，其法律位階次序，本即定位
為具有基本法地位，爰於本條第2項予以明
定。

第2條
（警察任務）
警察任務為依
法防止公共秩
序及安全之危
害，預防與偵
查犯罪，並為

第2條
警察任務為
依法維持公
共秩序，保
護 社 會 安
全，防止一
切危害，促

一、條次不變，增列第2項。
二、 依民主法治國家「法律保留」原則，行政機

關如果欠缺法律的授權基礎，即不得為干預
性行政行為，其性質是一種對行政權的禁止
規範。基此，警察任務之範疇，亦應有法律
之授權基礎，爰於本條第1項明定其法源依據
為「依法」，並依法定要件及程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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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保障人民生
命、身體與財
產安全而服
務。
前項任務之具
體事項，應於
警察組織或主
管業務法律規
定之。

進 人 民 福
利。

三、 公共秩序及安全之維護，為國家之本質性任
務。惟公共秩序及安全維護之事項、內容與
範圍，態樣繁雜，如何界定警察任務範疇，
實屬不易。考量本法為基本法之特性，並避
免難以具體列舉之困境，爰參考日本警察法
第2條及德國聯邦與各邦統一警察法標準草案
之立法體例，於本條第1項明定警察任務為依
法防止（預防、制止或排除）公共秩序及安
全之危害，以資限制。

四、 原條文規定「保護社會安全」之任務，依歷
史解釋，本屬防止公共安全危害之一環，修
正條文「防止公共安全危害」已足資涵蓋，
自無須重複規範。再者，各縣市社政機關之
工作職責在扶持社會個體，使能保有其生存
所需之基本能力，以抵抗並面對各種問題。
其性質旨在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顯然與警
察防止危害之干預本質不符，為避免誤認誤
用，應予以刪除。原條文「促進人民福利」
任務之規定，與警察防止危害之干預本質亦
有不符，亦一併予以刪除。

五、 防止公共秩序及安全之危害，乃國家之任
務，全體政府機關之職責，自非專屬警察機
關管轄，惟何者應劃歸警察機關掌理，宜交
由立法機關依其立法形成權或立法裁量權，
於個別法律具體規定，以符「組織法定」、
「管轄恆定」之原則，亦是對於司法院釋
字第575號解釋理由書所提「遵守法治國家
原則，適當分配警察機關任務與一般行政任
務，以回復憲政體制此一重大公益之重要性
與必要性」之回應，應屬可行。至於警察機
關與其他機關防止公共秩序及安全危害之任
務，如何適切分配，標準難尋，立法時應可
參考學術研究成果，考量警察機關與其他機
關之設置目的、危害防止之急迫性及有無經
常使用強制力之必要性，依功能最適原則，
合理分配之，併予敘明。

六、 犯罪之預防與偵查，一般社會之共同認知，
即屬警察之重要任務之一，刑事訴訟法第230
條第2項及第231條第2項亦規定，警察知有犯

表3-4　學會版總則章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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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此一調查義務，
本質上即為偵查程序之一環，是以，偵查之
開始，自不能侷限於檢察官開啟偵查程序，
而且，刑事案件發生後，警察事實上亦擔負
第一線之偵查責任。爰參考日本警察法第2條
之立法例，於本條第1項明定預防與偵查犯罪
為警察任務之一，以期名實相符。

七、 國家廣設機關，設官分職，目的即在保障人
民生命、身體與財產安全，此應為民主法治
國家之共識。警察機關既為國家行政機關之
一，保障人民生命、身體與財產安全，自亦
有義務應予履行，爰於本條第1項予以明定。

八、 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的警察除公權力干預之秩
序行政以外，更有依法在治安秩序之範圍內
為民服務，乃將之納為任務條款內容。

第3條
（警察之價值
目標）
警察應以民主
法治與執法效
能為基礎，並
依法保持行政
中立。

一、本條新增。
二、 標舉民主法治與執法效能之價值，俾確立警

察執法兼顧人權與秩序的目標。
三、 警察係擁有武力且具有刑事司法職權之特殊
公務員，其公正執法之行政中立價值，應予
特別標示。

資料來源：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警察法修法草案。

第五節　結論

本文就第三章總則說明之3條文加以闡釋論析，茲提簡要結論如下：
一、 第1條第1項揭示本法之法源，第2項明定本法之位階性質。本法立法
目的旨在建立警察制度，提升執法效能，以達成警察任務，保障人民

權益；警察制度之建立，為憲法第108條第1項第17款規定之中央立

表3-4　學會版總則章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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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事項，制定警察法以建立警察制度，援引該條款作為法源依據，以

資明確。至於第2項規定本法之法律位階次序，主要將本法定為具有
「基本法」之性質。

二、 現行警察法第2條任務規定太過於概括，又如同國家任務般寬泛，造
成警察事務管轄界限不明，難以發揮治安專業功能。因此，特參考德

國與日本警察法之立法例的具體規定警察任務之方式，乃將第2條之
警察任務聚焦於警察維護治安之重點項目，乃修正為：「警察任務

為依法防止公共秩序及安全之危害，預防與偵查犯罪，並為保障人

民生命、身體與財產安全而服務。（第1項）前項任務之具體事項，
應於警察組織或主管業務法律規定之。（第2項）」另特別將現行法
之「協助犯罪偵查」中之「協助」刪除，主要係參考刑事訴訟法第

230條第2項及第231條第2項規定，警察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
調查，且治安實務上亦多由警察擔負第一線之偵查工作。另一方面，

亦參考日本警察法第2條之立法例，於其第1項明定預防與偵查犯罪為
警察任務之一，以期名實相符。另一方面，有鑑於對抗恐怖分子與其

活動所增加之急迫且複雜之反恐任務，以及配合現代科技發展在執法

上之需求，外國多有修正警察法制以將警察任務從犯罪預防或危害防

止，更往前慮及「危險預防」之任務，我國警察法修法時，允宜配合

國際局勢考量及之。

三、 新增第3條有關「警察之價值目標」：「警察制度之建立，應以民主
法治與執法效能為基礎，並維持行政中立。」此乃屬於原則性與教示

性規定，旨在使警察人員於執法概念上均能時時以民主法治為念，重

視執法效能，並進一步嚴格遵守公務人員之行政中立，以圓滿達成警

察任務。

綜上，鑑於警察任務內容過於廣泛及不明確，以致近年來相關行政機

關認為警察機關具有強而有力之執行力，而利用各種方式強制將其自身應

執行業務，以職務協助方式推給警察，而加重警察勤（業）務工作負擔，

且造成主從不分、權責不明。因此，有參考外國立法例與學者、專家意見

及實務運作經驗，研究將警察任務如何使之聚焦之必要性。又本法第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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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源之規定外，亦有將本法之性質予以明定為「基本法」之必要，爰於

同條第2項規定之。另一方面，有鑑於警察之價值目標著重於民主法治與
執法效率及保持行政中立之必要，亦於本法第3條明定之。



第四章

警察職權
蔡震榮、許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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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現行條文立法背景及沿革

我國警察法第9條規定：「警察依法行使左列職權：一、發佈警察命
令。二、違警處分。三、協助偵查犯罪。四、執行搜索、扣押、拘提及逮

捕。五、行政執行。六、使用警械。七、有關警察業務之保安、正俗、交

通、衛生、消防、救災、營業建築、市容整理、戶口查察、外事處理等事

項。八、其他應執行法令事項。」另依警察法施行細則第10條經過三次修
正現規定：「本法第九條所稱依法行使職權之警察，為警察機關與警察人

員之總稱，其職權行使如左：一、發布警察命令，中央由內政部、直轄市

由直轄市政府、縣（市）由縣（市）政府為之。二、違警處分權之行使，

依警察法令規定之程序為之。三、協助偵查犯罪與執行搜索、扣押、拘提

及逮捕，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之規定行之。四、行政執行依

行政執行法之規定行之。五、使用警械依警械使用條例之規定行之。六、

有關警察業務之保安、正俗、交通、衛生、救災、營業、建築、市容整

理、戶口查察、外事處理等事項，以警察組織法令規定之職掌為主。七、

其他應執行法令事項，指其他有關警察業務。前項第三款協助偵查犯罪及

第六款有關警察業務事項，警察執行機關應編列警察事業費預算。」

由於，警察法自民國42年公布施行以來，警察之職權條文六十年多
來未曾調整，特別是第9條警察之職權規定混雜行為形式與業務項目，欠
缺明確授權，無法作為對人民行使干預職權之直接依據，而遭受批評

1
。

現若談論警察職權是應與任務有關，警察法所稱的職權是任務進一步

具體措施；警察任務均以「概括條款」及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方式表

現出來，職權則是以任務為基準，具體描述採取之方式與手段。我國警察

法第2條為任務規定，第9條則是職權規定。
任務之意義從組織法觀點以論，係指各機關在組織法所分配得處理事

務之權利與義務。簡言之，係指機關所應擔任事務範圍及所欲達成目的，

1 洪文玲，警察法之定位與研修方向，中華警政研究學會107年度會刊，2019年5月，頁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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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任務導出具體執行職權，警察法第2條規定：「警察任務為依法維持
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上述概念範

圍大，且其四大概念，有無隱含形式的犯行追緝，並不明確；且以此四大

任務概念，是否可以導出第9條警察之職權是有質疑之處，其中有關第3款
協助偵查犯罪以及第4款所執行搜索、扣押、拘提及逮捕，均屬刑事的犯
罪偵查範圍，是否可為第2條任務所涵蓋，則有存疑；目前警察之職權，
除為達到抑制犯罪之發生外，警察在犯罪偵查前階段，已開始著手犯罪預

防之職權，屬警察近年來新增的第三大任務，就此，原本警察法所規定的

警察任務確有重新釐定之必要。

換言之，警察法規範圍，是否僅得以行政法範圍或可以包含刑事法範

圍，如第9條所採取刑事訴訟之手段，則應先論述；此外，由於「職權」
這一概念出現在不同法規，而有不同適用範圍，如第9條有關「警察職
權」，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3項所稱：「國家機關之職權、設立程序及總
員額，得以法律為準則性之規定。」以及與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條所稱的
「警察職權」概念是否一致，均值討論。

警察工作除干預行政外，對於他機關執行職務，基於行政一體，應給

予適當之協助；惟防止公共性危害之任務與職權，並非警察所獨占，其他

機關亦有相關之任務與職權，為避免警察任意介入其他機關權限，其執行

職務之範圍與限制，亦值探討。

綜上，中華警政研究學會於2018年8月16日召開「警察職權與任務」
圓桌論壇

2
，並陸續再邀請多位曾擔任警政署長及相關學者、專家召開座

談會著手於警察法研修，其中第二章為「職權」章，並列2條修正條文。
因此，本章即係以警察法修正草案新定之「職權」章第4條「執行職務之
範圍與限制」及第5條「警察職權項目」為探討主題。

2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警察職權與任務，警政與警察法相關圓桌論壇（八），2018年8月16
日，http://www.acpr.org.tw/PDF/Panel_20180816_PolicePow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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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基本理論與概念介紹

壹、警察法之法律性質

警察法有關任務與職權規定，主要理論基礎在於法規之性質如何？在

歐陸法系區分所謂的組織法與作用法之分，組織法為內部組織權能劃分屬

內部法，作用法則是用規範人民權利義務法規屬外部法。

又有人提出所謂基本法概念，亦即警察法是組織與職權基本準則性之

規定，職權規定無須太具體，僅需簡要列舉項目，將職權從任務衍生出，

分為防制危害、維持秩序、預防犯罪所採取的警察職權，如使用警械、警

察處分等，犯罪追緝所採取的司法警察職權手段，如逮捕拘禁等。從上述

分析，可知基本法與組織法、作用法之論述，其實是源自不同國度概念，

兩者內涵仍有些不同，但可以合而說明之。

一、日本警察法之法律性質

基本法概念源自於日本，日本的警察法即屬於基本法概念，日本警

察法全文共計七章81條，於總則中明定該法之目的、任務與宣誓內容等3
條文，繼以詳列國家公安委員會之組織、權限及委員之任免等規定，再則

規範警察廳之設置、權限及其內部部局、附屬機關、地方機關與職員等事

項，復就都道府縣警察之設置、經費、權限及相互關係等予以敘明，另於

警察職員一章中，列述警察官之階級、職權行使、服制等有關事宜，而在

第六章中賦予內閣總理大臣於發生緊急事態時之處理權限，最後則就警察

職員之恩給及國有財產之使用等妥為規定。

因此，該法雖稱基本法性質，但其實也是組織法性質，規定警察內部

組織與人員，與我國警察法性質相同，其中第2條第1項規定，警察任務為
保護個人生命、身體及財產、預防犯罪、鎮壓及搜查、逮捕嫌犯、交通取

締，負責維持其他公共安全及秩序。至於有關對外實施之職權規定，則不

在警察法中，而規定在警察官職務執行法，其屬於作用法，因此，日本警

察法規，任務與職權是分別不同法規加以規定的。此外，日本警察官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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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法也被稱為基本法，但它是作用法上之基本法。

日本法所稱基本法概念，是說該法規為準則性之概括規定，因此，有

可能出現在組織法，也可能出現在作用法，基本法之概念在於強調法規屬

準則性之規定，如同我國增修條文第3條第3項：「國家機關之職權、設立
程序及總員額，得以法律為準則性之規定。」

二、德國警察法之法律性質

德國警察法則與日本與我國不同，目前國內學者多以德國聯邦及各

邦統一標準草案為依據，但該草案只是一個建議案並未立法，仍只是建議

式的草案，德國制定警察法，屬於各邦權限，聯邦並無統一制定基本法之

權限，要探討警察法仍應以各邦警察法作為討論目標，才屬正確。而各邦

警察法則屬於作用法，德國並無我國或日本有組織法之規定。而警察法即

屬警察行政作用法，因此，警察法中有關警察任務（Aufgabe）之規定，
在立法技術上，就會產生是否將刑事訴訟之犯行追緝，也列在警察法的任

務中，觀察各邦有關警察任務之規定，並非一致，其中有將其列入，但有

的僅列入犯罪預防，不包括犯行追緝
3
。主要原因在於警察法屬於行政作

用法，如將犯行追緝列入警察行政法範圍，恐會產生立法體例不一致的情

形，因而才會產生此種各邦不一致的情形。總之，在德國因無組織法或基

本法的存在，僅有警察行政作用法，是否將刑事作用列入產生法規立法之

困境。但從目前各邦立法來看，已有增加將其列入之趨勢。

三、我國警察法之法律性質

我國警察法第2條有關警察任務的分析，是與第9條警察職權息息相
關，首先要先定義任務，確定任務後，再衍生職權概念範圍之確定，我國

警察法依目前通說，係屬組織法之性質。組織法乃指組織內權限與職掌之

規定，與所謂作用法，係直接干涉人民權利的作用法規有所區別。民國42
年制定警察法時，當時的警察仍屬傳統警察概念，擁有廣泛的警察權，當

時的警察法對於概念之確定，並非精確，近年來警察法制狀況不斷改變，

3 B-W邦以及Bayern邦僅包括犯罪預防，而北德N-W、Sachsen邦即有列入，規定並非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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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所制定適用範圍，可能會因而改變，故探討本議題職權，有必要就警

察任務一併分析。

我國警察法應屬組織法規，亦即組織法是組織內部權限與職掌之規

定，不得以組織法實施對人民權利之干涉。依據釋字第570號解釋理由書
稱：「⋯⋯警察法第二條規定，警察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

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同法第九條第一款規定，警察有依

法發布警察命令之職權，僅具組織法之劃定職權與管轄事務之性質，欠缺

行為法之功能，不足以作為發布限制人民自由及權利之警察命令之授權依

據
4
。」因此，警察法是被界定為組織法，而與作用法得以限制或干涉人

民之權利與自由有別。如警察進一步行使這些職權，仍必須依據相關法律

之授權，始得干涉人民權利，亦即仍必須依法有具體授權，符合法律保留

原則才得以行使職權。釋字第570號解釋認定警察法為組織法，在解釋上
仍不同於釋字第535號稱警察勤務條例兼具組織法與作用法性質5

。

從上述大法官解釋得知，警察法不具作用法性質，不得以其規定

作為干涉人民權利之依據。因而警察法第9條所稱職權，僅具組織法之
劃定職權與管轄事務之性質，欠缺行為法之功能，故與一般所稱職權

（Befugnis）仍然有別6
。

再者，警察法屬警察行政法，可否在警察任務或職權，規定警察有

關刑事部分之任務，如偵查犯罪的部分，由於警察法當初立法之際就任務

部分，有可能是漏未規定犯行追緝
7
，因而警察法並非屬干涉人民權利之

作用法，故未來只要在任務部分重新釐清，縱使是刑事部分，仍可增列於

4 除警察法屬組織法外，釋字第535號解釋理由書更進一步稱：「⋯⋯查行政機關行使職權，
固不應僅以組織法有無相關職掌規定為準，更應以行為法（作用法）之授權為依據，始符

合依法行政之原則，警察勤務條例既有行為法之功能，尚非不得作為警察執行勤務之行為規

範⋯⋯。」
5 釋字第535號解釋理由書稱：「⋯⋯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一條則對執行勤務得採取之方式予以
列舉，除有組織法之性質外，實兼具行為法之功能。⋯⋯執行各種臨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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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Befugnis是德國法所稱具作用法性質的職權，我國若干學者直接將兩者並列等同視之。
7 如同德國各邦警察法，部分邦仍未將犯行追緝列入，可能也是考慮警察法為警察行政法，不
包括刑事部分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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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規定中，並加以敘明，如此就不會產生任務與職權規定不一致之情

形
8
。亦即警察法雖屬行政組織之法規，但在任務與職權部分可將刑事部

分列入，不影響其組織法規之性質。日本警察法與警察官職務執行法屬行

政法規，但也將犯罪偵查列入，值得參考。

貳、我國警察法有關警察任務規定

一、任務範圍與界定

警察法第2條將警察分成為四大任務，此四大任務範圍究竟應如何界
定，是各自分開各屬不同範圍加以解釋，還是將危害界定在與維持公共秩

序，保護社會安全作有關的防止公共性之危害，不包括私人之危害
9
，值

得討論。

若從當時制定所稱的警察法四大任務，該四大任務應是各自分開，

各有不同規範範圍來解釋，其中所稱之「保護社會安全」，內容較不易確

定，可能會與社會安全防護，如社會保險制度混淆，這些所謂的社會安

全，經由保險制度與社會救助發展，如衛生福利部所推動「社會安全網」

計畫，其所謂「社會安全」，目的在扶持社會個體，使能保有其生存所需

之基本能力，以抵抗並面對各種問題。其性質旨在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

顯然與警察防止危害之干預本質不符，已非警察任務範圍。

另外，「防止一切危害」，雖屬傳統警察任務，但現今危害防止應

不僅是警察，也包括一般行政機關任務，如環保、食安、醫療等，因而警

察的防止危害範圍，應僅是針對具有對公共安全與秩序之危害
10
，此種見

解正如德國法之見解，警察法所稱之危害，是指可預見損害之發生，亦即

危險發生之可能性，損害乃指警察所保護之公共安全與秩序遭受威脅，損

8 如現行條文任務並無相關刑事任務規定，但卻出現在職權部分，而產生規範不一致之情形。
9 劉嘉發，警察法與案例研究，收錄於許福生主編，警察法學與案例研究，五南，2020年2
月，頁14以下。

10 在我國法制，已將早期違警罰法所管轄諸多防制危害任務移由一般行政機關管轄，而實施所
謂的脫警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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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可能性的逼近，防止危害是防止損害之發生
11
。依德國法之見解，危害

這一概念早期係指所謂具體危害，係指物的狀況與人的行為，如不加以阻

止，極可能對公共安全與秩序產生損害
12
。但危害之概念，自從警察任務

增加到第三任務預防危害與犯罪時，危害也從具體危害發展至危害或犯罪

尚未發生的抽象危害
13
。因此，定義警察危害之概念，應擴充之。

又警察法第2條警察任務的立法目的，在於限縮警察機關不得從事任
務以外的行為。然而，觀察我國法制上的警察任務，可謂是包山包海，此

種立法方式屬傳統式警察概念，乃是將警察任務與國家任務畫上等號，如

此將會造成我國警察在實際遂行警察任務之困難，實然面也難以達成。此

外，此種立法方式也造成不論是公共事務或是私法事務皆是警察的任務，

將會使得警察原則上對私法事件不介入原則被架空
14
，並會與其他國家機

關之職權競合產生衝突。

所以應將警察之任務限縮在與公共安全與秩序危害的防止，與犯罪預

防以及偵查犯罪有關為主。至於與其他機關執掌重疊上則以警察補充性原

則為之，將警察權視為備位，在其他機關得以自行現實之法定職權時，警

察機關不要介入，僅在其他機關不能獲無法實現時，且經請求方由警察機

關介入輔助之
15
。

二、依法促進人民福利應以為民服務替代之

警察法第2條最後一項任務促進人民福利，論者討論是否仍將其納
入，或以其他概念取代之，是有進一步探討空間。

比較德日兩國任務之規定，日本警察法第2條第1項所稱，以保護個
人之生命、身體及財產為任務，德國法稱確保人民實施憲法所保障之人權

（德國巴登福堡警察法第1條），在各邦警察任務都有規定，這些未出現

11 陳英琮，從危害概念論警察法中的資訊式職權（informationelleBefugnisse）－以監視錄影為
例探討之，軍法專刊，第65卷第5期，2019年10月，頁4-5；陳英琮，探討警察法之危害概
念，政大法學評論，第140期，2015年3月，頁165以下。

12 Drews/Wache/Vogel/Martens, Gefahrenabwehr, 9.Aufi.1986, S.221。
13 陳英琮，探討警察法之危害概念，政大法學評論，第140期，2015年3月，頁179以下。
14 例外情形是，人民在緊急情況無法及時請求司法救濟時，警察得介入採輔助性之任務。
15 梁添盛，警察法專題研究，自版，2004年9月，頁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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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之警察任務中。

警察對其他機關職務協助，與警察緊急處分權（我國警察職權行使

法第28條第2項）以及協助私人之緊急處分權，在德國法是規定在任務之
中。如果我國警察法將依法促進人民福利之任務刪除，則上述所稱的警察

職務協助以及協助私人緊急保護任務，應尋求另一概念替代之。

如就上述所論，警察法依目前之發展除警察三大任務外，尚可包括警

察協助一般行政機關，輔助他機關完成其任務之職務協助，其限度應以遇

有障礙非警察協助不足以排除，或因障礙而有妨害安寧秩序時為限。上述

警察任務，是否要包括德日兩國所稱保護人民權利之行使，應擔保民眾得

以享有憲法保障之權利（如平等權、聲明、身體、財產、選舉權等）；本

文認為，此等任務之實現，符合為民服務之精神；上述這些任務，如在我

國應可簡化為「為民服務」之概念，此外，警察幫助他機關完成任務，亦

可將其歸類在為民服務之中。因此，促進人民福利，應可由為民服務替代

之。

三、警察任務應包括犯行追緝

雖然在刑事訴訟法上，警察是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但在實務運作

上警察與檢察官幾乎是獨立辦案的，亦即，在警察受理調查階段時，是獨

立行使職權的，因此，在此部分一般學者也稱犯行追緝為警察兩大任務之

一。

警察法第2條警察任務，卻未將犯行追緝列入，但在警察法第9條第3
款則出現協助偵查犯罪與第4款執行搜索、扣押、拘提及逮捕等刑事訴訟
範圍，列入警察職權範圍

16
。由於近幾十年警察法之研究論著中，仍將犯

行追緝列入警察任務之範圍，就此，增列犯行追緝為警察任務有其必要。

四、警察任務範圍擴充至危害與犯罪預防

原本在德國區分警察任務為二，一為「防止危害」，另一為「犯行追

緝」，前者受警察法所規範，屬警察預防性之作為（präventiv），可依法

16 陳英琮，探討警察法之危害概念，政大法學評論，第140期，2015年3月，頁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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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處理之範圍；後者受刑事訴訟法之規範，屬警察事後犯行追訴之作為

（repressiv），係警察立於檢察官助手的地位，而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
前述兩者，對警察行使職權而言，經常難與分割，且由於犯罪類型以及手

段不斷推陳出新，且為應付組織性犯罪以及恐怖活動之盛行，僅以目前警

察法以及刑事訴訟法上之方法與手段，已不足於應付組織性犯罪，因此，

德國乃擴充警察在警察法上的權限，警察權之發動原因，不再僅侷限在防

止危害上，且及於新增的「犯行的預先抗制」（VorbeugendeBekämpfung 
von Straftaten），其又包括兩種情形，其一為危害預防，屬具體危害前
之前置階段，為阻止犯行發生所造成之損害的預防措施（防止危害的

前階段）。另一為追緝將來犯行的預備（Vorsorge）（刑罰追緝的前階
段）

17
。

此種危害與犯罪預防之概念最早出現在1986年3月12日發布的聯邦與
各邦統一警察法範例草案，成為警察法定任務之一

18
；之後德國各邦警察

也將其增列其中。我國警察職權行使法制定時也增列了資料蒐集一章（第

9條至第18條）包括採取蒐集資料之手段、鑑識措施等，即屬於危害與犯
罪預防範圍。

此種危害與犯罪預防任務，在德國立法上是將以往截然分離危害防

止與犯罪偵查兩大任務做銜接，亦即無縫接軌在警察法與刑事訴訟法同

時採取犯罪預防之手段
19
，有關我國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1條對特定人士之

跟監，在德國警察法與刑事訴訟法雙法都有住宅內外裝設監視錄影器材之

規定，只在於發動要件有別而已，以及最近討論的科技偵查法草案，在德

國法制立法程序上是同時也規定在警察職權行使法上，雙立法雙保險之概

念。因此，我國重新整理警察法第2條時，應將此新增任務增列其中。

17 蔡震榮、黃清德，警察職權行使法概論，五南，4版，2019年10月，頁5以下。
18 林明鏘，警察法學研究，新學林，2019年1月，頁27-28。
19 林明鏘，警察法學研究，新學林，2019年1月，頁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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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警察職權之規定

警察職權係以達成警察任務為目的，賦予警察採取必要的手段。警

察法的職權規定可接續於任務規定之後，是警察任務進一步採取之具體手

段。但警察職權這一概念，是否屬於警察得行使公權力採取之手段，職權

行使涉及對外之活動有釐清必要
20
。除此之外，警察法第9條之職權，明

顯包括了警察業務，而與警察組織之業務混淆。警察業務是內部組織職掌

之事項，例如警政署內部各組織職掌，如維持交通秩序、保安正俗等之管

理。現行法第9條將職權與業務混同規定，值得商榷。

一、職權定義

「職權」亦有譯為「權能」，依《辭源》之解釋，職權係指執行職務

之權力。由主權者或其機關給與之權之大小，視委任範圍之廣狹
21
。有謂

其係指機關之職掌與權限。梁添盛氏認為，Befugnis應翻譯為「權限」較
為妥適

22
。

上述學界解釋有一缺點，係將職權即等於Befugnis合併觀察，但職
權是中文，Befugnis是德文，概念怎會一致，是有學者翻譯時，直接把
它連在一起等同看待。然而兩概念內涵之確定，宜就出現在法規性質先

做判斷，不宜斷章取義。首先，先就德國Befugnis做分析，此概念是出
現在作用法上之概念，亦即，出現在德國之警察法（作用法）上，而與

Kompetenz屬於組織法做區別，Kompetenz概念翻譯為管轄權，或可翻譯
為權限，屬於組織法之概念，但如果翻譯成職權，也未嘗不可，只要在職

權之後把德文Kompetenz連在一起就可以。至於有關組織法規中針對執行
任務之權力，在日本法則是稱為權限，亦即，所掌理事務之權限

23
。

20 警察法第9條與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條，出現「職權」的概念，但兩者概念內涵顯有區別，前
者為組織法，後者為作用法。

21 商務印書館編審部，辭源，商務印書館，1957年5月台一版，頁1211。
22 梁添盛，警察法專題研究（一），中央警官學校出版社，1992年4月，頁14。
23 佐藤功，行政組織法，法律學全集，2005年，頁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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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法有關職權之規定

我國除警察法第9條有關職權用語外，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條第2項亦
有：「本法所稱警察職權，係指警察為達成其法定任務，於執行職務時，

依法採取查證身分、鑑識身分、蒐集資料、通知、管束、驅離、直接強

制、物之扣留、保管、變賣、拍賣、銷毀、使用、處置、限制使用、進入

住宅、建築物、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場所或其他必要之公權力之具體措

施。」本條之規定，符合德國法所稱職權Befugnis，亦即，屬於作用法上
之意義，與警察法第9條所稱之職權，是指組織法意義職掌事務之權限，
不得依此對外行使職權，而有所區別。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憲法增修條第3條第3項所稱：「國家機關之職
權、設立程序及總員額，得以法律為準則性之規定。」所稱之職權卻又屬

組織法之規定，與警察法所稱之職權概念相符。因此，應從法規所規定內

涵，以確定職權，應是可行措施。沒加上德文Befugnis時，是組織法或作
用法之意義仍應就法規內函做區分，如果「職權」是出現在組織法，就可

以認定屬組織意義的職權。

從上述我國法之分析，仍難以確定我國職權這一概念，即是德文所稱

的Befugnis，我國警察法若延用職權這一概念時，建議於立法說明此種職
權屬組織法意義的職權，與警察職權行使法所稱作用法上之職權做區別；

本文建議警察法修正時，有關職權仍可以沿用，不必修正。

三、警察法第9條職權內容不合時宜應修正
警察業務是內部組織職掌之事項，卻規定在第9條第7款「有關警察

業務之保安、正俗、交通、衛生、消防、救災、營業建築、市容整理、戶

口查察、外事處理等事項」職權條款，然上述所列舉項目，是屬於警察業

務之範圍。業務是指組織內部之分工，如警政署行政組掌正俗，交通組掌

交通業務等。業務與職權仍有區別，職權屬較大概念，是任務進一步具體

化，業務則是組織內部分工之職掌，兩者有別，警察職權不應在細分業務

之職掌。故本條項其中有關「衛生、消防、救災、營業建築、市容整理、

戶口查察等事項」不再屬於警察業務，長年來卻未修正，仍列於警察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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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此未來修法不應將業務列入警察職權中，應刪除之。

第三節　比較分析

就警察任務與職權各國比較，在此將以比較德日兩國作為基準，主要

理由是，德國是大陸法系重要國家，我國警察職權行使法部分是參考德國

法制定的，尤其有關預防犯罪相關條文。日本法制上，諸多也是參考德國

法，日本原本制定的警察法，我國當時制定警察法時也有參考，且日本有

警察法（組織法）、警察官職務執行法（作用法）之區別，也正符合我國

之區分，故做比較較有意義。

壹、日本警察法之比較分析

一、日本警察法

日本警察法於1947年制定通過，警察法第2條屬警察任務綱領性的規
定，不能拿來作為個別的警察活動依據，尤其是公權力的行使。日本警察

法是所謂的基本法性質，它就像小憲法一樣，把理念和基本的政策都訂在

其中。警察法第2條第1項規定：「警察任務為保護個人生命、身體及財
產、預防犯罪、鎮壓及搜查、逮捕嫌犯、交通取締，負責維持其他公共安

全及秩序。」本條項規定把日本警察任務做一概括規定，包括預防與偵查

犯罪刑事警察任務，以及維持其他公共安全及秩序的行政警察任務。比較

特別的是在日本警察法把交通列為任務，我國警察法則歸類為職權，而有

所差異。

二、日本警察官職務執行法

日本警察官職務執行法第1條規定：「警察保護個人生命、身體及財
產，預防犯罪、維持公安暨其他法令之執行等職權職務。」第8條規定：
「除本法規定外，警察官應遂行刑事訴訟及其他相關法令暨警察規則所規

定之職權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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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本法之規範，可知警察法屬於組織法之規定，從警察法第2條第
1項任務只列出「搜查、逮捕疑犯」，而警察官職務執行法則進一步將警
察法第2條具體化之條文，則涉及犯罪預防、危害防止以及犯罪偵查等，
依法採取手段之作用規定。比較特別的是，警察官職務執行法第8條將警
察職權包括刑事訴訟法、其他相關法令及在警察職權命令下執行行政警察

職務；此種規定為我國警察職權行使法所無。

從此立法可以看出，日本不管在組織法與作用法上，皆有列出警察任

務之範圍，但執行任務仍必須法律有授權，亦即仍有依法授權才得以行使

其職權。換言之，日本「警察法」與「警察官職務執行法」具有目的與手

段之關係。警察官職務執行法屬於規範「警察職權」行使的法律，其與組

織法不同，亦與刑事訴訟法不同，而屬於行政警察執行職務之法律。本法

重點在危害防止，所以其規定內涵有一部分屬強制行為，如緊急救護、避

難措施、有犯罪疑慮行為之制止等，有一部分則屬任意行為，如盤問、同

行等。又為避免警察濫權，故僅規定必要之職權，其餘警察於職務上所需

之執法作為，則委諸「警察法」之概括條款及司法逐案解決
24
。

因此，如參考日本經驗，我國可以在警察法第2條中，似可將警察三
大任務犯罪預防、危害防止以及犯罪偵查明列，另於第9條將可能採取之
具體手段（職權）列舉出來，但在警察法所列舉的職權，應仍屬組織法之

規定。

貳、德國警察法之比較分析

警察法屬各邦頒布職權，德國並無組織法，在此，所稱之警察法屬

作用法。有關任務規定，各邦並不一致，但目前趨勢是將警察三大任務，

危害防止、犯行追緝與預防犯罪明列的邦較為多數，另外，警察任務中還

包括職務協助以及對私權保護（緊急情況來不及保護），有兩種立法模

式，其一是規定任務條款中，如柏林、Bayern邦；另一種是分別規定，亦

24 參照蔡庭榕教授之引言，警察職權與任務，警政與警察法相關圓桌論壇（八），2018年8月
16日，http://www.acpr.org.tw/PDF/Panel_20180816_PolicePow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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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任務與協助私人與他機關分別規定於不同法條，如Sachsen邦以及Baen-
wuerttenburg邦等。

德國警察執行職務，所行使之具體職權，皆規定在各邦警察與秩序法

之中，其仍係以前述「德國各邦統一警察法標準草案」規定為範本，該法

於第二章第8條至第24條規定概括與具體之警察職權，於第四章第28條至
第44條規定警察強制，亦屬廣義警察職權範圍。警察為達成法令所賦予之
任務，除在組織法上揭示其權限或管轄外，多藉職權法授予具體職權，但

具體規定難免在執行上產生疏漏，尚須一般性職權條款彌補之，此通稱為

警察職權概括條款。基此，德國警察與秩序法中，除警察任務之一般概括

條款外，亦有職權之一般概括條款，例如「標準草案」第8條第1項規定：
「為防止公共安全與秩序所生之具體危害，警察除依第九條至第二十四條

特別規定之警察職權外，仍得採取必要之措施。」據此規定而制定之聯邦

與各邦警察與秩序法亦均有類此規定
25
。

因此，就德國部分，警察任務除主要任務外，也包括對他機關職務

協助以及緊急協助私人等輔助任務兩種。我國警察法職務協助在目前仍屬

警察無法推卻之輔導任務，本文認為應可以規定在警察法另立一條輔助任

務。

參、小結

如從德國法預防犯罪所採取之手段，其中最大一部分即是所謂的資料

蒐集以及警察資料庫之建立，此部分之職權應增列在我國警察職權中。在

我國警察職權另要強調的是，警察基於任務所為之行政與刑事調查手段，

無論防止危害或偵查犯罪警察為了釐清事實，必須採取調查之手段，此部

分宜在職權增列之。至於日本法警察官職務執行法第8條所稱依刑事訴訟
法採取之手段，我國可進一步具體化執行搜索、扣押、拘提及逮捕等手

段，更具明確。

25 參照蔡庭榕教授之引言，警察職權與任務，警政與警察法相關圓桌論壇（八），2018年8月
16日，http://www.acpr.org.tw/PDF/Panel_20180816_PolicePow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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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配合警察法定任務需求，警察具體職權擴充至事前危害調查、犯罪

預防與治安資料蒐集處理，且依法得發布抽象警察命令並作成警察處分及

警察罰，另得實施間接或直接強制及即時強制，以及預防、調查與偵查犯

罪及依刑事訴訟法執行搜索、扣押、拘提及逮捕等警察職權，必要時得使

用警械及相關設備及其他法規所規定警察應執行事項。

又為避免警察任意介入其他機關權限，應明定警察執行職務，行使職

權，應以法律規定之任務事項為限。再者，危害防止任務若無其他機關管

轄或其他機關無法或不能即時制止或排除者，警察方得例外主動介入，即

時制止或排除之。此外，為避免危害防止任務產生疏漏，影響人民權益，

其他機關在執行上確有困難者，警察即有依職務協助原則及輔助原則介入

之必要。

第四節　討論與建議

壹、歷次研討專家學者之意見

有關學會版警察法「職權」章之修正草案，經召開3次座談會，邀請
多位曾任警政署長及精研警察法之一般大學學者與專家參加，其修正意見

重點如下
26
：

一、 李震山大法官建議，用行政法體系排序條文：1.總則，規定任務、職
權交錯的地帶；2.組織、人員、設備，組織、設備、經費、預算放在
行政組織法的概念之下，教育、訓練、人事放在行政法的公務人員的

概念之下；3.作用，警察職權放在行政作用法的概念之下；4.救濟；
5.附則。另人工智慧結合資訊科技的快速創新，已影響並衝擊警察任

26 按中華警政研究學會除首次於2018年5月29日召開警政與警察法相關圓桌論壇（五）【警察
法之定位與研修方向】之外，再於2019年9月6日與2019年11月15日在台大校友會館3樓B會議
室分別開會研討；進一步分別於2020年12月18日及2021年1月22日又在中央警察大學研究大
322B教室開會討論警察法研修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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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與職權，例如科技偵查的工具、方法及程序，恐會干預人民自由與

權利，確需彼此調和。本草案若能擬一通則性的因應規定，並預留未

來得補充的空間，用以昭示起草者的問題意識，縱然是概括條款，表

示本草案的新瓶不只是裝舊酒，當可據此更提升本草案的新穎性與前

瞻性。又警察職權條文沒有多大作用，行政機關都會有這些職權，可

以考慮是否省略。第3款「防制與調查危害」，第9款「防止危害」，
防止有預防制止的意思，惟「防制」給人民的感覺較強烈，建議語法

再斟酌。第8款「蒐集與處理治安資料」，可模仿德國以科技的方法
來蒐集處理治安資料。

二、 劉宗德教授建議，應為職權或權限要再討論，另第1款非警察去發布
應為機關發布，即警察不是個人去發布警察命令的，因為警察命令基

本上應該就是法規命令，他是屬於機關的權責職掌，然而因為用警察

依法行使下列的職權，沒有說警察機關，所以有關發布抽象的命令，

這個部分應該要做怎麼樣的處理？第3款危害防制可以，但所有行政
機關皆可做調查非警察專屬，須說明是否為行政警察任務；第4款與
第8款的區隔何在？第4款有蒐集證據代表為司法警察蒐證行為，例如
GPS係屬前者犯罪資料蒐集或後者一般治安資料蒐集，確認蒐集證據
文字是否必要，無法被預防調查偵查涵蓋；第8款是概括授權規定會
讓警察擴權，是否能通過合憲性檢驗，治安資料為不確定法律概念。

第9款其他必要的職權，會不會跟第10款其他應執行的法令一樣，都
是概括授權？第9款跟第10款概括的授權一個就可以了。另第4條第1
項法律規定任務事項為限，這個就是管轄恆定原則。法律沒有盤整，

不知道職權的法律有哪幾個，這樣警察任務事項不明確。第2項，基
本上是連著第1項的，所以原則上是法律明文規定，如果非法律明文
規定的話，就用補充性，以沒有其他機關管轄的時候為限。第3項，
職務協助是不是職權的一部分呢？職務協助的常理，不一定要在這裡

明文揭載，因為行政程序法在第19條，行政執行法在第6條。有關私
權的法律關係，是不是一定要在本條再做執行職務的範圍？認為要慎

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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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林明鏘教授建議，職權是否要定？如要定，合法性為何？再者為程序
的正義，皆應在本條闡明。本條須有概括性條款保持警察執法彈性，

有合法權限。另職務協助與權限的劃分，可放入指導原則，強調職

務協助的極限為何，又如森林警察的存在與提議動保警察，如欲擴編

可建議與內政部協商，否則權限被其他機關支配。作用法只有列舉項

目沒有具體內容，可以增加2個概念：警察補充性原則，以及概括條
款。

四、 林明昕教授建議，第5條應為職權或權限，體系有點紊亂，第1到7款
為職權，第8、9、10款為權限，若為職權第8、9、10款應拿掉，第
1到7款的關聯性與規範密度再調整；「依法」2個字應在立法理由中
解明，非依本條第5條各款，而是各相關法律；又到底是管轄權限事
項，還是一種工具、手段？因為不明確所以有重新架構的必要；第9
款跟第10款有重複（傾向留第10款）；各款是否仍要一列排開？第
1、2款；第3、4、5款；第6、7款是否切開，依各類型分項？第3款，
調查與防制危害的「危害」很抽象，會不會無限上綱？警察命令是指

什麼？警察處分是指什麼？兩者要釐清；組織放在前面？或是職權放

在前面？組織法的職權概念，先要區分中央與地方分權，可是這裡卻

寫在第四章了；要如何與其他法律做連結、整合、配合？（例如警察

職權行使法、中央組織基準法）。另第4條補充性原則十分有意義，
於三不管地帶才依最後手段性協助，彰顯備位性原則而非照單全收。

五、 王進旺前署長建議，警察職權第9款及第10款可以合併，第9款刪除；
發布警察命令、作成警察處分、警察罰等用詞抽象，可以稍微做具體

化。像警察職權在警察職權法第2條就有定義。
六、 謝銀黨前署長建議，職務協助僅在需要直接強制時才發動，否則難以

限制範圍。例如非警察協助行使直接強制，不足以達成任務者為限。

七、 王卓鈞前署長指出，防制與調查危害中的「危害」，是指什麼樣的危
害？

八、 蔡庭榕副教授建議，現行法之「協助犯罪偵查」中之「協助」應刪
除，主要係參考刑事訴訟法第230條第2項及第231條第2項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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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此一調查義務，本質上即為偵

查程序之一環，是以，偵查之開始，自不能侷限於檢察官開啟偵查程

序，而且刑事案件發生後，警察事實上亦擔負第一線之偵查責任。另

一方面，亦參考日本警察法第2條之立法例，於本條第1項明定預防與
偵查犯罪為警察任務之一，以期名實相符。

貳、學會版綜合意見分析

一、有關職權章順序之安排

學會經過多次討論，提到職權與職務協助，還是維持安排在任務條

文後，如同章光明副理事長建議：「第一章，一定要把跟憲法第108條第
17款有關中央立法執行的警察制度依據，先帶出來，所以第一章就變成警
察制度和警察任務，就是先設定警察這個組織的目標；第二章很快帶出來

警察的職權，也就是警察的權責，包括我們和其他政府機關之間的權責關

係，若是其他機關的事，就有職務協助的概念；接下來就要有組織建構，

以達成前面的目標，所以在組織部分，警察這個組織中央和地方組織怎麼

劃分權限，包括警察組織和其他機關之間的關係。」

二、有關職權之名稱

有關職權之名稱，在民國92年制定警察職權行使法後，於第2條出現
警察職權之名稱，產生與警察法第9條職權概念之混淆，如果以現在名稱
警察法第9條應屬於所謂警察管轄權（Kompetemz）之名稱，比較像權限
的意義，但沿用至今，不改名稱也無妨。

三、有關任務與職權之劃分

警察法修正草案第2條雖出現預防與偵查犯罪，但此也屬警察具體職
權，應於職權中強調並明列之。主要強調理由在於，警察在偵查犯罪是居

於主體地位原則上單獨偵查，並非僅協助檢察官之地位。防制危害職權，

屬不可或缺，應增列之。另修正前「協助偵查犯罪」為強調警察單獨行使

職權以及新近增加的預防犯罪職權，改成「預防、調查與偵查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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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加若干屬於預防犯罪之職權

預防犯罪屬警察新興職權手段，警察採取手段係運用科技工具，並蒐

集與處理治安資料，以此項職權取代傳統情資蒐集之手段。

五、將警察業務排除

保安、正俗、交通、衛生、消防、救災、營業、建築、市容整理、戶

口查察、外事處理等事項，排除職權之外。且上述業務，基於分工與組織

變革，已有若干部分不再屬於警察之組織。

六、職務協助應於警察法增列之

協助其他機關執行職務，也出現在德國警察法中，屬警察無法推卻之

任務，在我國也屬如此，在我國相關警察法規以及行政法規中都有規定，

因此，於職權之外，另規定職務協助，我國現行法中在行政程序法與行政

執行法有相關規定，在制定本條一併提供參考。

最後，本文針對第二章職權章研析後，共研擬第4條「執行職務之範
圍與限制」及第5條「警察職權項目」條文及立法說明如下表。

表4-1　學會版職權章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章　職權 新增章名。

第4條
（執行職務之範圍與
限制）
警察執行職務，行使
職權，應以法律規定
之任務事項為限。
非法定任務事項之公
共秩序及安全之危
害，以無其他機關管
轄或其他機關無法或
不能即時制止或排除
者為限。
警察職務協助事項，
依行政程序法及行政
執行法之規定為之。

一、 本條新增。
二、 危害防止乃是任何國
家事務之內在功能，
惟防止公共性危害之任
務與職權，並非警察所
獨占，其他機關亦有相
關之任務與職權，為避
免警察任意介入其他機
關權限，爰於本條第1
項前段明定警察執行職
務，行使職權，應以
法律規定之任務事項
為限，以符「組織法
定」、「管轄恆定」等
組織法原則。



 第四章．警察職權 101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 危害防止任務若無其他
機關管轄或其他機關無
法或不能即時制止或排
除者，警察方得例外主
動介入。

四、 國家各機關各有職掌或
管轄，旨在分別負責，
以共同達成國家目的。
惟基於行政一體及國民
主權原則，各機關必要
時仍須相互配合，彼此
協助。是以，為避免危
害防止任務產生疏漏，
影響人民權益，其他
機關在執行上確有困難
者，警察即有依職務協
助原則及輔助原則介入
之必要。關於職務協助
部分，立法者已於行政
程序法第19條及行政執
行法第6條，建立行政協
助之法制，警察機關即
得依其他機關之請求，
予以協助。爰於本條予
以明定，俾資適用。

第5條
（警察職權項目）
警察依法行使下列職
權：
一、 發布警察命令。
二、 作成警察處分及
警察罰。

三、 防制與調查危
害。

四、 預防、調查與偵
查犯罪。

五、 執行搜索、扣
押、拘提及逮
捕。

第9條
警察依法行使左列職權：
一、 發布警察命令。
二、 違警處分。
三、 協助偵查犯罪。
四、 執行搜索、扣押、拘
提及逮捕。

五、 行政執行。
六、 使用警械。
七、 有關警察業務之保

安、正俗、交通、衛
生、消防、救災、營
業、建築、市容整
理、戶口查察、外事

一、條次變更。
二、 現行條文規定，警察依

法行使發佈警察命令等
職權，其所稱之「職
權」，參照司法院釋字
第570號解釋意旨，僅
具組織法之劃定管轄事
務之性質，非指執行職
務之權力或採取基本權
干預措施之授權。

三、 法律授權得採取基本權
干預措施，其性質即屬
作用法或行為法。現行
警察職權之立法，已有

表4-1　學會版職權章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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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六、 執行警察強制。
七、 使用警械及裝

備。
八、 蒐集與處理治安
資料。

九、 為防止危害與偵
防犯罪得行使其
他必要之職權。

十、 其他應執行法令
事項。

　　處理等事項。
八、 其他應執行法令事

項。

　　 警察職權行使法及個別
法律中之特別職權規
定，本法所稱之職權，
屬於組織法性質的基本
法規定。

四、 配合警察法定任務需
求，警察具體職權擴充
至犯罪預防與資料蒐集
上，本條原有職權應予
以增列。依法得發布抽
象警察命令，以符合授
權法規之適用，警察命
令包括行政警察與司法
警察命令，名稱不宜侷
限警察行政命令上；依
法並作成警察處分及警
察罰，明定應遵守之規
範要件與法律效果，以
作為警察行政處分與處
罰之依據。為順利達成
警察任務，警察除依法
行使警察處罰權外，並
依相關警察職權法律實
施執法措施，然對於依
法有行為義務或不行為
義務而不履行時，得實
施間接或直接強制；另
遇有急迫狀態時，依法
得施以即時強制。

五、 警察防制危害之發生，
應有事前危害調查之職
權。

六、 警察為偵查犯罪，依刑
事訴訟法規定，執行搜
索、扣押、拘提及逮捕
等警察職權，屬於警察
刑事司法作用之職權。
在偵查犯罪前階段預防
犯罪，警察應有犯罪調

表4-1　學會版職權章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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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查權，包括以科技設備
進行調查等作為，並藉
此蒐集犯罪相關資料。

七、 警察採取上述處罰、強
制措施以及刑事司法手
段，必要時得使用警械
及相關設備，爰於第7
款明列為職權之一。

八、 警察依法行使職權取得
資料，包括行政調查與
刑事調查取得之資料，
建立資料庫，依法行使
資料蒐集、儲存、傳遞
與銷毀。

九、 除第1款至第8款外，恐
有遺漏，而增列第9款
以警察雙重任務為基準
的概括規定。

十、 除上述職權外，其他法
規所規定警察應執行事
項，爰於第10款為概括
職權之規定。

第五節　結論

我國警察法有關任務之規定，已不合時宜，如要增加，可以就犯罪

預防、犯行追緝以及職務協助增列其中，因其屬警察機關無法推卸之責

任。況且從上述德日兩國之比較，日本法之立法與我國法比較，是較為接

近的，但日本之警察法，卻無我國第9條職權之規定。如果我國警察法為
組織法的基本規定（基本法），第9條有關職權之規定，因名稱關係總會
使人產生誤解，但基於上述解析，其仍非屬具有外部性質的警察公權力行

表4-1　學會版職權章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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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而係組織性質的權限規定，維持原有職權名稱即可，不必修正。另有

關職權應是屬於任務的進一步具體措施，除規範危害防止、維持秩序以及

預防危害與預防犯罪之行政警察職權外，亦應再規定犯罪追緝的司法警察

職權，而具體之修正條文及說明如表4-1所示。



第五章

警察組織
鄭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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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現行條文立法背景及沿革

壹、現行條文立法背景

警察法有關中央與地方警察權限與組織之劃分，於1952年立法前，
根據第一屆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所載內容，其意見約有以下三點：1.依據
憲法均權精神，警察事務之權限歸屬，允宜依事務之性質而劃歸中央、省

或縣市；2.中央警察事權屬內政部，內政部設警政署（司），除執行全國
警察行政事務外，並掌理全國性特種警察行政業務，且保安警察及刑事警

察分赴地方執行職務時，應受當地行政首長及法院檢察官之指揮監督，對

各種專業警察之設置與執行職務之權責，並應予明確規定；3.為配合地方
自治之實施，首都所在地直轄市之警察機關，仍宜設市警察局，無需設置

首都警察廳。亦即，警察事權之劃分，仍本均權原則，依警察事務之性質

而劃歸中央或地方，既非專權於中央亦不分散於地方。

貳、現行條文立法沿革

1953年6月2日立法院制定警察法，同年6月15日公布，全文計20條，
多為簡要規定，類似基本法之性質。綜觀近七十年來，警察法除配合廢省

而做較大改變，及將警察學校升格為警察專科學校外，幾乎無所變化。其

間我國政治、經濟、社會，已歷經解嚴、進入已發展國家、形成工業化社

會等變化，但警察法卻仍如七十年前的法制。

一、現行條文

現行警察法有關警察組織，規定於第4條至第8條，其條文如下：
第4條：「內政部掌理全國警察行政，並指導監督各直轄市警政、警

衛及縣（市）警衛之實施。」

第5條：「內政部設警政署（司），執行全國警察行政事務並掌理左
列全國性警察業務：

一、關於拱衛中樞、準備應變及協助地方治安之保安警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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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保護外僑及處理涉外案件之外事警察業務。

三、關於管理出入國境及警備邊疆之國境警察業務。

四、關於預防犯罪及協助偵查內亂外患重大犯罪之刑事警察業務。

五、關於防護連跨數省河湖及警衛領海之水上警察業務。

六、關於防護國營鐵路、航空、工礦、森林、漁鹽等事業設施之各種

專業警察業務。」

第6條：「前條第一款保安警察，遇有必要派往地方執行職務時，應
受當地行政首長之指揮、監督；第四款刑事警察兼受當地法院檢察官之指

揮、監督；第六款各種專業警察，得由各該事業主管機關視業務需要、

商准內政部依法設置，並由各該事業主管機關就其主管業務指揮、監督

之。」

第7條：刪除（原規定為省政府設警政廳等）。
第8條：「直轄市政府設市警察局，縣（市）政府設縣（市）警察局

（科），掌理各該管區之警察行政及業務。」

二、對於現行條文之疑慮

（一）中央與地方警察權限宜先劃分後，始有中央與地方警察組織設

置之問題，故若欲將警察法分章，且置專章規定警察組織，則宜將原警察

法第3條中央與地方權限之劃分，改列於組織章下。
（二）原警察法第4、5兩條有關內政部與警政署職掌之規定，令人

不知警察事務最後之課責機關究為內政部或警政署？例如，總統遭襲，責

任究在內政部長或警政署長，即混沌不明。此誠為戒嚴時期不符機關權限

與課責之過時規定，實宜回歸民主法治國家正常之課責機制。

（三）原警察法第5條有關全國性警察業務之規定，已有大幅變化，
允宜修正以符現狀。

（四）警察之職務協助，自解嚴以來不斷膨脹，此實有違機關分

立、各有所司、各負其責之組織法原理，實宜在基本法內做一個原則規

定。

（五）原警察法對於民力運用及跨國或跨境之警察互助，並未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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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修正案既將警察法定位為「基本法」，自宜在基本法內將上述二者

妥為規定。

第二節　基本理論與概念介紹

壹、修法環境

我國警察法已歷七十年而未修正，以致於與現狀多所不同。雖然警察

實務仍依往例般運作，但在依法行政原則下，終究是一個諷刺，因為既然

依照與現狀有許多不符的法規亦能行政，則所謂依法行政並無實質意義，

甚至容易被認為毫無誠信。以下即為必須修法的環境因素。

（一）消防、海巡、移民等各署已先後獨立，警政署與這些署的關

係，卻仍然模糊地維持著未獨立前的狀態，實有害各機關之行政效能與課

責機制。例如，移民署對脫離雇主外勞的查緝，為何到現在還要求警察須

查緝總量的三分之二？

（二）警察機關至今為止仍有許多職務協助或執行協助等業務，其

案類可區分為「送達司法文書類」、「將警察當成免費警衛類」、「可由

保全代替類」、「難以抗拒之協助類」、「無法拒絕之協助類」、「行政

刑法類」，其所牽涉的法規多達一百五十種，經常造成基層警察的困擾與

抱怨。即使在2020年11月，仍有由警政署出具之公函，要求各警察局，不
得延遲或拒絕處理環保署（局）移送之環保犯罪案件。環保稽查人員原本

自身應執行之事務，乃經由職務協助大量移轉到警察機關來，絲毫未考慮

到在環保法規中，如水土保持法第27條已有：「主管機關於依本法實施
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地區，執行緊急處理及取締工作時，得行使警察職

權。必要時，並得商請轄區內之軍警協助之。」的規定，或者環境影響評

估法第19條亦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追蹤或主管機關監督環境影響評估
案時，得行使警察職權，必要時，並得商請轄區內之憲警協助之。」的規

定，而在確需相當專業能力始有可能執行取締的法律中，明文規定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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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管機關得自行行使司法警察權。

（三）若未來組改後，行政院二級部會總數控制在29個，三級機關
的局、署不逾70個，則警政署將會以七十分之一的地位，承辦69個署要
求協助的各類工作。例如國家公園署若成立，則破壞公園內自然環境的行

為，難道不會要求警察協助或者主責處理嗎？動保團體也一再周而復始地

要求成立動保警察，從而若無嚴格的界線，警政署仍然會成為國家公園署

及農委會轄下的機關。

（四）警察在處理各類刑事案件時，其地位僅是輔助機關，法令規定

刑事偵查的主導機關，是檢察機關。故警察在處理刑事案件需強制處分時，

必須經由檢察官向法官申請令狀，此雖在保障嫌疑人人權，但若有治安狀

況如街頭鬥毆時，必須負起治安責任的卻是警察，從來都不是檢察機關或

法院。例如2020年7月，高雄市與台南市警察局長即因街頭槍擊與大規模
鬥毆事件，而遭行政院長撤換下台，這實屬各民主法治國家少見的現象。

（五）警政署隸屬於內政部轄下已七十年，其間的內政部長雖不無支

持警察，勇於編列預算改善應勤裝備或津貼福利者，但也不乏不顧警察現

狀草率決定政策，或積極爭奪人事權力者，且歷屆內政部長對於三十年來

警察在刑事偵查地位的提升，或在行政協助各機關的適度排除上，幾乎毫

無作為。警政署若仍然維持行政組織地位上的現況，一再唯內政部長馬首

是瞻，應該無法因應往後越發詭譎多變的治安情勢。例如，電信詐欺案甚

囂塵上時，金融及電信機關均不理會警政署的協助請求，若非行政院長頻

開行政院治安會報，並在會報上強力要求各機關協助，可能今日尚無165
報案專線電話及凍結帳戶的措施，可見警政署若能移至行政院轄下，對於

治安應屬利多。

（六）少子化所帶來的社會變遷，已日漸浮現，例如教育機關已越

來越多整併或停辦，人口數預計應該日趨減少，2020年即已出現人口負成
長現象。警察機關人員，在人口減少下應該無法維持原有的預算人數，同

時，城鄉人口差距越發明顯，警察機關還有理由不隨著人口數的變遷，而

修正其員額及整併所屬機關嗎？警察法修正後，正可循序改變現狀，因應

組織及人員之必要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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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組織理論及組改議題

一、組織改造學理與我國近年的組改

90年代起，因受英國與美國政府改造學說影響，我國也開始興起政
府改造的議題。我國近二十年來的政府改造，有4個基本理念：第一個是
「去任務化」，亦即政府宜盡量解除原有的管制。例如，保全業可能並不

需要先向警察機關申請許可才能開業，原有的許可管制並非不能去掉，這

就是警察機關的去任務化；第二個是「地方化」，亦即中央掌管的業務宜

盡量改由地方辦理。例如，即使保全業仍須申請許可，也不必一定要向中

央申請，地方警察機關應可自為准駁，這就是警察機關的業務地方化；第

三個是「法人化」，亦即公共行政亦可由行政法人而非由政府來執行。例

如，即使檢討結果保全業仍以需經許可為妥，也可以將警察機關掌管這一

業務的人力割出，另行成立一個行政法人去管理，這麼做有鬆綁人事、預

算及提高績效等優點，這就是警察機關業務的法人化；第四個是「委外

化」，亦即民間若有能力辦理，則政府業務宜委由民間辦理。例如，保全

業的各項管理與訓練業務，若民間已有能力辦理，則政府當可不必成立行

政法人，而放手讓保全業同業公會或其他民間團體辦理即可，這就是警察

機關的業務委外化。

這4個理念，大約是近三十年來，英美等國家對於政府改造理念的總
結。而這些理念引進我們國家後，原本所要改造的對象，是所有的政府機

關，包括中央及地方、行政及非行政，但事情總有先後，故第一個改造的

對象，即是中央行政機關。而依這些理念改造後，最終出來的模樣，應該

是一個狹小、彈性、分工清楚、責任明確的中央政府。至於其原有的一些

業務與機關或人員，則已像贅肉般被割除，並轉移到地方政府或自負盈虧

的行政法人或民間業者身上。

在這些理念下，我國中央政府的改造工程，大約在醞釀十年之後，終

於由立法院於2004年6月11日三讀通過「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並
由總統於同年6月23日公布。該法明定行政院轄下的二級機關結構為：13
部4會5獨立機關；三級機關署（例如警政署）、局以50個為限，各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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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單位分為二級，其中一級單位之業務單位（如警政署之各組），以四

至六組為原則，二級單位之內部業務單位（如警政署某組之各科），以三

至六科為原則，各署、局之輔助單位（如警政署秘書室）則不得超過6個
處、室，每處、室以三至六科為原則；四級機關之分署、分局或其他名稱

之機關（如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一總隊），其數目雖未設限，組織亦無須以

法律定之，但內部單位以設立一級為限（如僅能設立保安警察第一總隊第

某大隊，此外並無大隊以下之中隊編制）。此外並規定，行政院應於本法

公布後三個月內，檢討調整行政院組織法及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

行條例，函送立法院審議；其他各機關之組織法律（如內政部組織法、內

政部警政署組織條例）則應於行政院組織法修正公布後「一年內」，函送

立法院審議。

行政院在上法公布後，即於同年9月7日確認行政院組織改造的四
大方向為：「提高院本部決策規劃層級」、「整合增強傳統八部核心職

能」、「新增新興五部因應政務需求」、「統合四會綜合協調個別政

策」；同時院本部、部、委員會間的分工合作原則為：1.加強行政院院本
部的決策時效與品質，亦即行政院將透過二級機關的委員會與院內單位的

處，強化院本部的領導；2.落實部的政策規劃與執行效能，亦即各部將如
同房屋之各個支柱，負責個別政策及業務的規劃與推動，並配置一定規模

的執行能量於所屬機關，以達成規劃與執行的垂直整合；3.強化委員會的
跨部政策統合與協調功能，亦即委員會將有如房屋之橫樑，負責各部間政

策的統合協調與資源整合，不負責執行性業務。至於獨立機關（如中央選

舉委員會），因係依法律獨立行使職權，自主運作之機關，除法律另有規

定外，不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故並未列入行政院分工合作之範圍內。

在上述基本方向與分工合作原則下，行政院以現行業務為核心，就

業務之合併、調整、刪除，調配出13部4會5獨立機關的草案，並送立法院
審議。可惜第五屆立法委員在審議該草案時，意見紛歧，卒至於無法在最

後會期內審議完畢。該草案乃於第六屆立法委員就任後，再由行政院重行

提出，並且依據94年3月11日的聯合報報載，行政院長在與立法院長懇談
該草案的審議時程時，似不反對再增2部2會。亦即，部會由原有的37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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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為22個，署、局、處的數目，則將由226個1
（若僅計算署、局，則為96

個）
2
，縮減為50個，減幅超過四分之三。
上述組改工程直至今日，仍未完成。根據自由時報2020年11月29日記

者李欣芳的報導：「行政院組織法修正案2010年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明定
行政院轄下37個部會整併為29個，並自2012年啟動組織改造。目前仍有5
個部會尚未完成組改，包括農委會升格農業部、環保署升格環境資源部、

內政部下設國家公園署、交通部改制為交通及建設部、經濟部改制經濟及

能源部。⋯⋯行政院正積極推動組織改造，除延續過去減少二級部會的精

簡原則外，這一波組改重點將強化與增加三級機關『署』的建置與功能，

例如內政部將新設國家公園署，提升管理國家公園的位階。行政院的資安

處也將升格，併入新設的數位發展部成立資安署，升格為三級機關，交通

部觀光局也將升格為觀光署。故宮由二級機關調整為三級機關未來二級部

會總數將控制在29個，三級機關的局、署則有上限，不得逾70個。」

第三節　比較分析

壹、與日本警察制度之修正做比較

有關警察制度，我國近五十年來多以美國、德國、日本作為參考對

象，但因前二者基本上為地方警察制度，而與兼容並蓄中央與地方的日本

警察制度不同，並且「警察機關」乃警察制度中的硬體設備，有決定及影

響軟體警察制度的功能，故本文以日本中央警察制度近年來的改造作為參

考對象。

日本自1987年起逐漸出現泡沫經濟破滅的現象，此後十年，在政
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陸續出現二次大戰以來最大的問題。1996年的橋
本內閣，乃不得不開始進行「財政結構改革」、「經濟結構改革」、「社

1 聯合報，2004年9月20日，A12版。
2 聯合報，2004年8月24日，A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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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保障結構改革」、「金融體系改革」、「教育改革」、「行政改革」等

六大改革，其中行政改革可謂各種改革之首，因其牽涉到中央政府體制的

變革。中央政府的體制有所變革後，才有可能繼續進行其他的改革。1996
年11月，行政改革會議首次集會，該會議的任務有三：一為研討21世紀應
有的國家功能；二為中央政府應如何改造；三為研討強化內閣功能的具

體方法。經過一年的審議後，行政改革會議決定將中央政府由1府22個省
廳（亦即總理府與各部會），改為1府12個省廳，各省廳之下的秘書及各
局（亦即三級機關或單位），由128個刪減為90個，其再下的課、室（亦
即四級機關或單位）由1,200個刪減至1,000個。中央政府公務員則由現有
的840,333人，在2010年時刪減其中的25%。同時，中央政府的1府12個省
廳，自2001年1月開始運作。

日本中央政府的改造，將其中的經濟企畫廳、沖繩開發廳、國家公安

委員會（警察廳）、防衛廳，併入內閣府內，大藏省的金融監督廳及金融

再生委員會（該會於2001年1月組織裁併）合併為金融廳，也置於內閣府
內成為中央三級機關；大藏省改稱財務省；總務廳、自治省、郵政省合併

為總務省（郵政省併入總務省內成為三級機關的郵政事業廳）；文部省、

科學技術廳合併為文部科學省；厚生省、勞動省合併為厚生勞動省；農林

水產省名稱不變；通商產業省改稱經濟產業省；運輸省、建設省、北海道

開發廳、國土廳合併為國土交通省；環境廳則擴大為環境省。

其後，因應國際情勢變化，防衛廳再獨立於內閣府外而成立防衛

省，中央行政機關乃成1府12省廳。截至現今，就日本的「國家行政機
關」或「中央省廳」等稱謂而言，均係指「內閣府、總務省、法務省、外

務省、財務省、文部科學省、厚生勞動省、農林水產省、經濟產業省、

國土交通省、環境省、防衛省、國家公安委員會（警察廳）」的1府12省
廳。而日本的國家行政機關，原則上均隸屬於內閣，僅有會計檢查院，是

唯一非隸屬於內閣的國家行政機關。

改造成1府12省廳之後，一般以為中央政府體制具有以下的功能：一
為已強化了內閣首相的權力，各省廳也改由政務官主導行政，故較能適應

往後變動的社會；二為各省廳事務已有相當程度的整合，中央公務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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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將逐年減少，此已適度回應人民的期待；三為中央政府規模縮小，將釋

出地方分權的空間。

雖然如此，但改造作業仍不無下述盲點：一為各省廳的外局、特殊

法人（亦即替各省廳執行業務的獨立法人，其數目約80個）以及特殊法人
之下的幾千個財團及社團法人，並未參與重組；二為改造之後，法務、外

務、農林水產、經濟產業各省，並未有太大變動，反之總務省（總人數約

30萬人）及國土交通省（總人數約6萬8,000人，總預算約10兆日圓）則顯
得過度肥大。

3
內閣府組織圖如下：

3 圖解　新省廳のしくみと仕事がおもしろいほどよくわかる本，監修者しまのぶひこ，發行
者杉本，發行所中經出版，2000年。

圖5-1　日本內閣府組織圖
資料來源： 日本內閣府組織圖2020年12月5日，https://www.cas.go.jp/jp/gaiyou/

jimu/jinjikyoku/files/satei_01_05_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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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府下的國家公安委員會為內閣部會之一，有委員5人，由總理大
臣任命之，另以自治省大臣為其主席。公安委員會有管理警察廳之權責，

並甄選各縣市警察局長，經地方公安委員會同意後，由縣市長任命之。此

一制度自二次戰後頒行迄今，已運行五十餘年，一般評價是，雖可防止警

察受政治左右，但公安委員會卻幾乎成為警察廳的橡皮圖章，故亦不無改

制的議論。尤其，公安委員會轄下的警察廳近數年碰到許多困難，其中最

大的問題就是犯罪率不斷攀高。此外，自1996年開始，各縣市警察局也
陸續出現嚴重違反執法紀律之事。是故，在政府改造旋風中，乃出現是否

廢除公安委員會的議題。雖然如此，但最後結論仍然肯定公安委員會的制

度，僅要求公安委員會必須將每月開會結果公諸於世，以及應加強會內幕

僚人力，以便有效監督警察而已。

國家公安委員會乃在改造委員討論之後，鑑於二級部會數目的限制，

而將之隸屬於內閣府之下，仍為二級機關。除此之外，當初行政改革會議

審議時，曾有是否將運輸省轄下的海上保安廳及厚生省轄下的麻藥取締

局，也一併納入公安委員會管理的議案，但終因該二機關的反對而作罷。

至於國家公安委員會轄下的警察廳，則為三級機關，其內部有單位6
個：秘書處（下有首席監察官、總務課、人事課、會計課、給予厚生課、

國際部）、生活安全局（下有生活安全企畫課、社區課、少年課、生活環

境課、武器對策課、藥物對策課）、刑事局（下有刑事企畫課、偵查第一

課、偵查第二課、鑑識課、暴力團對策部、暴力團對策第一課、暴力團對

策第二課）、交通局（下有交通企畫課、交通指導課、交通規制課、駕駛

執照課）、警備局（下有警備企畫課、公安第一課、公安第二課、警備

課、外事課）、資訊通信局（下有資訊通信企畫課、資訊管理課、通信設

施課、技術對策課）。此外尚有3個附屬機關：警察大學校、科學警察研
究所、皇宮警察本部。

由上述日本中央警察機關之簡介可以看出，其內部單位僅有2個是
「幕僚單位」，另外4個則是「業務單位」，組織精簡、權責統一。2個幕
僚單位負責的是，提供必要支援給業務單位，以便讓其能做好所賦業務；

4個業務單位則各自負責警察的核心業務，而該4個業務單位各自相當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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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警政署內部單位的行政組（另加戶口組及經濟組）、交通組、保安組，

以及附屬機關的刑事警察局。而日本中央警察機關之附屬機關，亦僅有3
個，分別負責高級警察教育、高級鑑識工作，以及皇宮警衛。至於地方的

機場、港口、軌道、公路之安全及秩序，則由地方警察機關負責，即使集

會遊行及拱衛中樞等警備工作，亦由地方警察機關負責。倘若地方無法單

獨負責，則由中央統籌協調幾個地方警察機關共赴事功；至若無騷動顧慮

的各種嘉年華會或節日慶典，則主要由民間保全負責。是故，日本中央警

察機關的組織，基本上是相當符合幾個組織原理的。有關日本警察廳組織

圖如下：

圖5-2　日本中央警察警察廳組織圖
資料來源： 警察廳組織圖2020年12月5日，https://www.npa.go.jp/hakusyo/h25/

honbun/html/p1110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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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實際負責各地方警察事務的1都1道2府43個縣市警察局，其內部
組織亦相對於警察廳業務單位，例如東京都警視廳及各縣市警察局組織圖

如下：

圖5-3　東京都警視廳及各縣市警察局組織圖
資料來源： 警察廳組織圖2020年12月5日，https://www.npa.go.jp/hakusyo/h25/

honbun/html/p1110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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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分析

一、我國2008年以前的組改
日本的政府改造經驗給了我們另一種參考，那就是警察在政府改造

中，也可以跳脫基準法的束縛。因為，警察業務的治安與交通僅屬消極性

行政，其與其他機關的積極性行政，確有性質上的不同，實不必兼冶於一

爐。例如，我國政府改造理念中的四化，其能適用於警察的，無非是「地

方化」而已，其餘三化與警察核心業務並不相合，因為警察業務多為強制

性高權行政，難以去任務化、行政法人化或委外化。甚而言之，即使地方

化這一理念，亦非可以完全適用在警察身上，因為治安及交通因素的全球

化、跨境化、跨區化已呈趨勢，島國實不能不有一個統籌的中央機關，以

整合全國性的警察業務及勤務，否則如何因應解嚴以後的情勢？只不過在

活化地方的理念下，地方警察應比以往更分享中央的權限而已。既然改造

理念並不完全適用於警察，則警察為何需順應基準法所用的尺度？為何

不能像基準法第2條的「國防組織及檢察機關組織」般，排除基準法的適
用？

倘若不排除適用，則中央警察勢必受到原本基準法第25條第2項「四
級機關內部單位以設立一級為限」的拘束。是則，例如保安警察第一總隊

的情形，在大隊以下即不能再設中隊及分隊，亦即大隊長要直接領導700
個隊員，此在實務上實在不可能。但保安警察第一總隊在面臨維護中樞治

安，例如2004年3月20日以後的歷次大型集會遊行活動，不都發揮了地方
警察無法達成的功能嗎？倘若由大隊長直接指揮隊員，則軍隊式的階層體

制會不會解體？大型集會遊行的秩序還能不能控制？總統府前的廣大群眾

還能不能受到約束？由此可知，行政院組織改造議案中的「行政院院本

部、部、委員會間分工合作原則」中的第2項，所謂「配置一定規模的執
行力量給所屬機關」這一點，可能並未充分關照到事實需要，也可能並未

完全瞭解到勤務與業務的不同。因為勤務需要大量有組織的人力，業務則

雖需人力但不見得需要如同軍隊般的組織。簡單地說，主導行政院組織改

造者，可能對警察並無充分的瞭解。是故，警察機關無法完全適用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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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應該是事實，至少無法適用前述基準法第25條第2項。
還好，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於民國97年06月12日修正時，修正

了其中的第2條規定：「本法適用於行政院及其所屬各級機關（以下簡稱
機關）。但國防組織、『警察機關組織』、檢察機關及調查機關組織法律

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修正理由為：「一、警政署幕僚單位二十八

個，附屬警察機關二十二個，另內部單位設組達十三個以上，且有外勤

隊、大、中、小隊，性質特殊。二、依基準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機關內部

分類為業務及輔助單位，惟警政署因其業務特殊需要，尚有設立勤務單

位。三、與警察、檢察及調查之執法機關，其組織亦參照辦理。」亦即，

警政署暫時免於縮編至無法適應治安情勢的地步，否則其後的幾次大型集

會遊行，以及占領立法院及行政院等大案，恐怕已讓今日政府改頭換面

了。
4

二、我國2008年以後之的組改
有關我國中央行政機關組織的改造，簡單地說無非須符合「扁平

化、整合化、地方化、政策領導化」等理念而已，尤其「組織內各單位間

不宜有業務重疊現象」，以及「主官的監督範圍不宜過大」等，更是一般

性常識。但2008年以前的警政署所屬機關及內部單位，是違背這些常識
的。例如，警政署所屬機關尚有22個，一級單位尚有23個。這些機關及單
位若不整併，顯然與整體中央行政機關組織的改造，是背道而馳的。

還好，十餘年來警政署業已改變原狀，進行了若干所屬機關及內部單

位的整併，各地警察局亦出現相對應的業務單位。例如警政署的業務單位

整併為「行政組、保安組、教育組、國際組、交通組、防治組、保防組、

後勤組」等8個單位（但教育組及後勤組似不能稱為業務單位）；（台北
市）警察局亦有相對應的「行政科、保安科、訓練科、外事科、防治科、

犯罪預防科、保防科、後勤科（防治科與犯罪預防科似應整併，訓練科與

後勤組似不能稱為業務單位）」等8個單位；各分局亦有相對應的「行政

4 鄭善印，我國中央警察機關組織改造之可能方向──中日中央政府組織改造之比較，警學叢
刊，第36卷第5期，2006年3月，頁7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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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民防組、偵查隊、防治組、交通組、保防組」等6個單位。亦即，經
十餘年的努力，警政署所屬機關及內部單位，已大致與中央行政機關組織

基準法所要求的相同。

從而，本文認為警察法中所餘有關警察組織待修正的部分，實以

「警政署的組織地位」為最重要，其次即為「職務協助的範圍」，第三個

是「機關合作與民力運用」，再下來才是「國際及兩岸警察互助」問題。

三、待修正之重要議題

警察組織雖牽涉中央與地方權限問題，但原警察法第3條本規定謂：
「警察官制⋯⋯其他全國性警察法制，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直轄

市、縣（市）執行之。」亦即採均權主義。而所謂「官制」，依傳統警察

法施行細則第3條第1款之定義，乃指「中央與地方各級警察機關之組織、
編制等事項」。故，中央與地方各級警察組織之設計，採均權方式已無問

題，有問題的倒是警政署的地位，及中央事權與業務問題。

（一）警政署之組織定位議題

1. 改造為警政總署
原本在民國87年左右，警政署曾自組機關改造研討小組，當時擬將

警政署改組為警政總署，下轄警察、消防、海巡與移民各三級機關，警政

總署署長仍由內政部部長兼任，或者將警政總署移列為行政院轄下的二

級機關。惟送至內政部審核時遇到阻礙，內政部長多採消極立場，不欲變

革。

2. 建立公安委員會
警察在社會變遷的90年代，受人質疑政治不中立，各學者專家亦乃

不乏主張仿日本警察法制，建立公安委員會下轄警政署等機關的制度，以

保持警察的政治中立。但觀諸海洋委員會下轄的海巡署，至今為止尚未能

顯現有如日本公安委員會與警察廳般的角色，即知舶來品不容易在我國生

根。並且，日本的公安委員會也曾被該國人士質疑，功能是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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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升警政署為行政院二級機關
另有以為，應參考日本中央政府改造後的警察法制，將警政署提高

位階到部會層級，由行政院長直接指揮監督者，例如行政院組織法現規定

有14部8會，外加人事行政總處、中央銀行、故宮博物院、中央選舉委員
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等共28個各種部會，為何不能
多加一個維持全國公共秩序的警政署？假如須考慮到調查局，那2個機關
合併，不是一個好的方法嗎？可惜無論哪一個政黨執政，似乎都不願讓警

政署升格。

4. 警察事務地方化
另外，也不無主張警察組織應如同美國警察般，將警察機關及警察首

長改為澈底地方化者。但觀諸消防局組織及首長遴任地方化之後，至今消

防局長有些仍受制於地方行政首長，同時消防人員也仍然被「在隊備勤時

間」所拘束，由此即知，警察機關地方化後，消防局的現況應該是最好的

案例，可能不宜輕易嘗試。從而，以上諸案皆難以成為警察組織改制的標

竿。

5. 維持原狀但負全國警察機關之指揮監督責任
本文因此以為，若欲尋最少更動、最大效益的方式，可能只有將警政

署的頂頭上司內政部長的職權，限於「監督」警政署一途，其餘指揮監督

各縣市警察局及執行中央警察業務，均委諸於警政署長，並課責於警政署

長。否則，歷次重大事故，如總統遭遇槍擊、立法院被占領、行政院被占

領等重大事件，都僅由警政署長負政治責任，內政部長卻安然無恙，這種

課責方式哪裡能夠令人服氣的？而現行內政部組織法第5條即規定：「內
政部設警政署，掌理全國警察行政事務，統一指揮、監督全國警察機關，

執行警察任務；其組織以法律定之。」這種規定可能較易讓各方接受。

（二）職務協助之範圍

近二十年來由於解嚴後社會蓬勃發展，主責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難

以因應各種糾紛，及其造成的脫法現象，乃紛紛要求警察機關應以司法警

察身分處理各種行政刑法事務；甚至僅處罰鍰的行政不法事務，亦要求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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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機關挺身處理，如環保署的取締噪音業務，即分持續性與非持續性的噪

音而異其管轄機關，後者即由警察取締。甚至，行政執行署實施強制執行

時，亦經常要求警察陪同。由於過多的職務協助，以及員警可能不具專

業，乃頻出怨言，但警政署長或內政部長又難以拒絕上級指示，或政治盟

友請託，職務協助範圍乃日漸擴大，最終於2014年卒將中央的職務協助編
組隊伍，合成保七總隊，人數近1,000人。但地方警察的職務協助項目，
比中央警察還多，此一部分則有待依現行法及地方行政逐步解決。

雖有強悍意見以為，應將警政署轄下所有保警總隊除保安類者外，一

律裁撤，且不准再設。但此舉若推到地方行政，恐不易落實。識者從而主

張，各種專業警察，得由各該事業主管機關視業務需要、商准內政部依法

設置，並由各該事業主管機關就其主管業務指揮、監督之。而警察之職務

協助，也應依相關法令之規定。惟本書修正草案第4條已有專項規定職務
協助事宜，故第9條省略該規定。

（三）機關合作與民力運用

在全球化之下，治安事務常跨領域跨國界，例如集團詐欺問題，故處

理這類案件時，常須國內各機關合作，例如165專案警察即須與金融及電
信機關合作。除此之外，我國警察一向排斥與民間有力機構如保全業等合

作，此實宜逐步改變保守之心態。即使警察常與社區合作推動守望相助等

業務，但對其可能產生的問題，如傷亡或糾紛等亦無妥當的法制，故宜在

基本法內給予一定地位，俾能再依個別法訂定相關法律。

（四）國際及跨境警察互助

現行警察法未規定國際及跨境警察互助事務，但在全球化之下，各國

警察實不能不跨國及跨境互相合作，故實有必要在警察法內，規定國際及

兩岸警察互助事宜。

2016年10月5日葉俊榮前部長在立法院第九屆第二會期內政委員會所
做的內政部業務報告曾指出：「在打擊跨境犯罪部分：1.截至本期止，本
部警政署已分別與南非簽署『警政合作備忘錄』，與美國簽署『臺美強化

預防及打擊重大犯罪合作協定』，與越南簽署『臺越合作預防及打擊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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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定』，與泰國簽署『臺泰共同打擊跨國經濟及相關犯罪協議』，與史瓦

濟蘭王國簽署『警政合作協定』，透過情資交換、合作偵辦及協同行動等

方式強化國際合作，全力打擊跨境犯罪。2.持續與世界各國警政當局加強
合作，於日本、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泰國、越南、美國、南非、南

韓及澳門等10個據點，設置駐外警察聯絡官，共同打擊跨國犯罪。」5

第四節　討論與建議

壹、歷次專家學者之意見

有關原警察法「警察組織」規定之修正，經由中華警政研究協會理事

長林德華，率領協會各理事研討後，初步擬具出修正意見，其後再邀請歷

任警政署長及精研警察法之一般大學學者專家審議並表示意見，歷經3次
審議及研討後，共蒐集以下有關警察組織的修正意見。

一、張四良前署長（未出席僅以書面建議）以為

（一）警察法應針對警察行政領域有關警察組織所具有的特殊法

理，加以明定。該法的相關規範，應可排除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地

方制度法、財政收支劃分法等法律的適用。

（二）日本現行警察法，自1954年7月1日施行迄今（2019年8月31
日）六十五年來，為對應犯罪及治安事項的「廣域化」、「質的變化」、

「國際化」、「IT（information technology）化」及「行政組織之效率
化、精簡化」等，總計修正57次。其中「廣域化」指警察活動之對象，具
有廣域的性格，警察經常必須在管轄區域外行使權限。日本警察法就此等

事項，規定極為詳盡，堪供改進我國現行法的參考。

5 立法院第九屆第二會期內政委員會，內政部業務報告，2016年10月5日，https://ws.moi.gov.
tw/001/Upload/OldFile/moi_note_file/tcc_file_657.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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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進旺前署長以為

（一）中央與地方權限之劃分，是否皆應集中於中央？另外，尚有保

安、刑事、外事、國營鐵路等各種專業警察，如高鐵等非國營設施，應可

委外或民營，不應因事件發生即隨意增加人力。

（二）警察之國際與兩岸關係，含跨國際與跨國境，跨國境主要指的

是對中國大陸，到時在立法院可能會有問題。

（三）關於拱衛中樞，中樞指的就是總統府、行政院等中央機關。雖

然少用，但還是有用，建議保留。

（四）關於專業警察，雖仍有必要規定，但專業警察的設置要商准內

政部，會不會沒完沒了，這要看首長的魄力是否能夠拒絕。

三、謝銀黨前署長以為

（一）拱衛中樞還是須要列明。因為中央跟地方的執政者常常有不同

的意見，有法令在，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二）專業警察的部分要如何修改，是個重要的議題。

四、王卓鈞前署長以為

（一）可以徵詢一下近年來實務工作同仁對修法工作的看法，畢竟有

很多實際上的問題。比如保七總隊，這幾年來受到各行政機關的節制，警

政署與各機關間的合作關係如何？

（二）初稿對警政署的權責好像不夠明確。如果修法，希望可以加強

確立警政署的權威。比如說，警政署能不能指揮全國警察機關？照理講可

以，但是如果沒有寫明，很多縣市政府首長就不會這樣想，碰到問題就不

是這樣子的容易溝通。

（三）有關派遣他轄警察協助部分，各該縣市政府首長如果拒絕地方

警察局接受警政署指揮，調派人員支援其他地區或專業單位時，要如何處

置？例如太陽花學運，警力調派即成問題。

五、劉宗德教授以為

（一）專業警察是商准內政部依法設置，但專業警察的設置，對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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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而言，到底是鼓勵還是累贅？會不會減損警察的一般性任務？

（二）跨國際警察合作的協定，例如國際警察，其與其他調查機關之

間，合作跨境犯罪防治的協定性質，應如何區分與定性？基本上應該是行

政協定，也應該是法規命令。

六、林明鏘教授以為

（一）職務協助與權限的劃分規定，可放入指導原則，強調職務協助

的極限為何，又如森林警察的存在與提議動保警察，如欲擴編可建議與內

政部協商，否則權限將被其他機關攫取。

（二）中央與地方權限之劃分，憲法雖規定中央訂定、地方實施，但

憲法對警察事務卻切不清楚，這裡應切清楚。再者，警察事務，包含警政

首長之任命，是否宜地方化？

（三）區域警察與專業警察的間隔非常重要，例如刑事警察越區辦案

與地方警察的衝突，是否有原理原則，中央與地方以及專業與區域警察間

的溝通協調應定清楚。例如，刑事警察局幹員為何可以跨區到地方執法？

（四）有關民力協助部分，可再深入鼓吹民營化，警察組織太膨

脹，例如警察機械修理廠有無必要存在？

（五）在組織法部分（或是在作用法），是否可以增加公私協力、兩

岸互助、國際互助之想法？

（六）專業警察跟事業主管機關之間，權責要如何劃分？是否以權責

相符原則操作即可？

七、林明昕教授以為

（一）拱衛中樞，是否仍符合目前社會的說法？是否有必要改變用

語？拱衛中樞這個用語比較老舊，是否可加以修正？

（二）警察內部權限的劃分問題，如中央與地方以及區域與專業的權

限劃分，其中包含積極衝突與消極衝突，應該如何調整才能有效執法？

（三）有關警察事任務的國際化與民營化，例如如何與他國或他人分

享警察任務？若他法無規定，應可於警察法內多賦予一些執法權力，以及

爭議解決的原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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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馬振華教授以為

（一）本修正案應先確定，目的究竟是在宣示核心價值或是在提示願

景？

（二）在警察組織部分，應考量警察的內外關係、上下關係、左右關

係、警察工會、警民關係與如何維護人權等問題。

九、警政署參與人員以為

（一）有關屬於警察職務協助的專業警察規定，可以直接全部刪

除。但現有的保一、四、五、六等專業警察，則改規定在警政署業管的全

國性警察業務內。

（二）派遣協助他轄之警察，除了需受當地警察首長之指揮監督

外，還宜針對跨轄的部分，訂定資源協定，使不同的警察機關之間能互相

協助。

貳、學會版綜合意見分析

上述有關警察組織之修正意見，由中華警政研究協會理事長林德華領

導學會各理事經4次研討後，擬具修正意見如下。

表5-1　學會版組織章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章　組織 新增章名。

第6條
（中央與地方權限劃
分）
警察官制、官規、教
育、服制、勤務制
度及其他全國性警
察法制，由中央立法
並執行之，或交由直
轄市、縣（市）執行
之。
有關直轄市警政、警

第3條
警察官制、官規、
教育、服制、勤務
制度及其他全國性
警察法制，由中央
立法並執行之，或
交由直轄市、縣
（市）執行之。
有關直轄市警政、
警衛及縣（市）警
衛之實施事項，其

一、 條次變更。
二、 本條文經檢討後，原條文不修
正。爰以本條主旨在於區分中
央與地方警察之權限，凡事務
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
央，如警察官制、官規、教
育、服制、勤務制度及其他全
國性警察法制，如配槍及裝備
等，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若
交由直轄市、縣（市）執行，
則有經費補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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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衛及縣（市）警衛之
實施事項，其立法及
執行，應分屬於直轄
市、縣（市）。

立法及執行，應分
屬於直轄市、縣
（市）。

三、 有關直轄市警政、警衛及縣
（市）警衛之實施事項，其立
法及執行，應分屬於直轄市、
縣（市）。

四、 至於中央與地方事務之具體劃
分標準，在單一國家難有定
論，通常會依時代與社會需求
而緩慢變遷。

第7條
（中央警察組織及其
權限）
內政部設警政署，掌
理全國警察行政事
務，統一指揮、監督
全國警察機關，執行
警察任務，並掌理下
列全國性警察業務：
一、 關於拱衛中樞、
準備應變及協助
地方治安之保安
警察業務。

二、 關於預防、調查
及偵查重大犯罪
之刑事警察業
務。

三、 關於防護國營鐵
路、公路、航
空、港口、能
源、森林等國家
關鍵設施之各種
專業警察業務。

第4條
內政部掌理全國警
察行政，並指導監
督各直轄市警政、
警衛及縣（市）警
衛之實施。
第5條
內政部設警政署
（司），執行全國
警察行政事務並掌
理左列全國性警察
業務：
一、 關於拱衛中

樞、準備應變
及協助地方治
安之保安警察
業務。

二、 關於保護外僑
及處理涉外案
件之外事警察
業務。

三、 關於管理出入
國境及警備邊
疆之國境警察
業務。

四、 關於預防犯罪
及協助偵查內
亂外患重大犯
罪之刑事警察
業務。

一、 條次變更，原第4條與第5條合
併並予修正文字，改定為第7
條。

二、 本條第1項條文依現行內政部組
織法第5條規定，改為「內政部
設警政署，掌理全國警察行政
事務，統一指揮、監督全國警
察機關，執行警察任務」，以
明確部與署之權責，確立課責
機制。

三、 原第5條條文去除（司），以符
組織現況，並與第4條條文合
併。同時將第5條已改歸屬其他
機關職掌之第3、5兩款刪除；
又因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警察
局，均已設置「外事科」，故
第2款亦併刪除；此外，修正第
4款刑事警察業務，刪除內亂外
患文字，以符實際；並為配合
反恐政策，防護國家重要關鍵
設施，防止破壞，增加第6款
之「國有公路、港口（含港區
內外）、能源（含核能、水、
電等）」等專業警察業務，並
刪除工礦、漁鹽文字，以符現
況。上述各款修正後，改定於
第7條第1項共3個款次。

表5-1　學會版組織章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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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五、 關於防護連跨
數省河湖及警
衛領海之水上
警察業務。

六、 關於防護國營
鐵路、航空、
工礦、森林、
漁鹽等事業設
施之各種專業
警察業務。

第8條
（地方警察組織及其
權限）
直 轄 市 政 府 、 縣
（市）政府設警察
局，掌理各該轄區之
警察行政及業務。

第8條
直轄市政府設市警
察局，縣（市）政
府設縣（市）警察
局（科），掌理各
該管區之警察行政
及業務。

條 次 不 變 ， 內 容 整 併 ， 刪 除
（科），管區改為轄區，以符現
況。

第9條
（支援他機關之指揮
監督）
各警察機關遇有必要
派往請求之警察機關
轄區執行職務時，兼
受當地警察機關首長
之指揮、監督。
各種專業警察，得由
各該事業主管機關視
業務需要、商准內政
部依法設置，並由各
該事業主管機關就其
主管業務指揮、監督
之。

第6條
前條第一款保安警
察，遇有必要派往
地方執行職務時，
應受當地行政首長
之指揮、監督；第
四款刑事警察兼受
當地法院檢察官之
指揮、監督；第六
款各種專業警察，
得由各該事業主管
機關視業務需要、
商准內政部依法設
置，並由各該事
業主管機關就其主
管業務指揮、監督
之。

一、條次變更。
二、 第1項規定由原第6條前段改

列。爰以現行做法，赴援人員
應受求援機關警察首長之指
揮、監督，且不以全國性保安
警察為限，故予修正，以符現
況。

三、 第2項規定爰以各種專業警察
若有成立需要，亦可由各該事
業主管機關商准內政部依法設
置，故將原第6條後段移列本條
第2項。

四、 原第6條有關「刑事警察與法院
檢察官之指揮、監督關係」已
於刑事訴訟法另有詳細規定，
故刪除之。

表5-1　學會版組織章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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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10條
（機關合作與民力運
用）
警察機關為維護公共
安全及交通秩序，達
成警察法定任務，得
與相關事業主管機關
建構合作機制。
警察為執行法定任
務，得運用民力協助
之。協助警察之個
人及團體，其法律
地位、報酬或損失補
償、損害賠償等權利
義務關係，應以法令
定之。

無 一、本條新增。
二、 第1項以彰顯警察須與其他機關
合作，共維治安。

三、 第2項明定警察運用民力之權
限，並明定使用民力法制應有
法源依據，以符合法律保留原
則、授權明確性原則。

第11條
（國際及跨境警政合
作）
為防制跨國、跨境犯
罪，得與相關國家或
組織締結警政合作協
定。

無 一、本條新增。
二、 俾利於全球化下執行跨國、跨
境警務合作，以提升跨國、跨
境犯罪之防制成效。

資料來源： 本學會討論定案意見。

第五節　結論

憲法有關中央與地方權限的均權主義，在警察法內也展現在原條文

第3條，修正草案第6條內，這是一個基本方針。雖然如此，但同樣的均權
主義用在中國大陸與用在臺灣，應該會有不同。若考量臺灣警察功能無非

「治安、交通、為民服務」，則在設計如何均權時，毋寧中央權限應比地

表5-1　學會版組織章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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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原因在於治安固宜全國一致，即使交通亦逐漸呈現由中央統籌規劃

及號令，才會出現功效的情形，例如西濱快速道路經過十餘縣市，12條東
西向快速道路也跨過多個縣市，這種跨縣市道路的交通秩序，若由各縣市

自管，其可能產生的弊病，就是車禍不斷。

若中央規劃並執行或交由市縣執行，是臺灣警察事權劃分的基本方

向，則中央宜有一組專業團隊乃屬必要事項。故內政部總攬警察大權的戒

嚴現象，實宜逐步放鬆，否則警察終究難以脫離政治干預、亂象頻仍。

在中央警政署能逐步依其專業規劃警察事權時，中央警政首長與地方

行政首長間的關係、警察與民力運用的關係、臺灣警察與國際及兩岸警察

間的關係，才能正常開展。從而，「內政部設警政署，掌理全國警察行政

事務，統一指揮、監督全國警察機關，執行警察任務，並掌理全國性警察

業務」，乃警察組織最重要的修正核心。



第六章

警察人事制度
黃翠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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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現行條文立法背景及沿革

「人員」是任何職業的核心與靈魂。在各國，犯罪控制和犯罪者的處

遇由刑事司法系統處理，並由4個子系統所組成：警察機關、檢察機關、
法院以及矯正機關，各子系統相互關聯、相互依存。警察在刑事司法系統

中占有特殊地位，是刑事司法系統的「守門人」，主要職責在於保護社會

成員，儘管大多數民眾很少與警察面對面接觸，但警察是刑事司法系統最

有可能影響民眾日常生活的政府人員。由於警察素質與運用，攸關執法效

能，因此警察機關的人事制度至關重要。警察機關應思考如何透過完善的

人才招募與甄選規劃，遴選優秀人員進入警察機關服務，並藉由持續訓練

強化核心能力，配合健全的人事制度，使人員能夠妥為規劃生涯，將個人

目標與組織目標相互結合，從而確保執法品質。

「人事制度」，在西方國家一般稱為文官制度，中國古代稱為官吏

制度，是關於一個組織用人的規程和管理體制
1
。廣義的人事制度包括：

組織成員的選拔與招募、進用、培訓、待遇、福利、績效考核、退休與撫

恤等各項制度，與人力資源管理為同義詞；狹義的人事制度，是指人事部

門透過一系列的法規、制度和措施對組織人員所實施的進用、升遷、獎

懲，以及福利等方面的管理活動，是人力資源管理的核心工作
2
。銓敘部

（2015）將人事制度界定為：「政府機關為推行公務，用以處理公務人員
事務的一套完整體系，包含人員選定、任用至離退、養老及死亡撫卹的全

部過程。」屬狹義的人事制度
3
。警察法尚有獨立的警察教育專屬條文，

而現行有關警察人事制度之條文則規範於第11條至第14條，本章有關人事
制度探討將採狹義的人事制度。再者，依據我國憲法第108條第1項第17

1 彭錦鵬，消防機關組織與人事制度評估及因應策略之研究，內政部消防署委託研究，2016年
9月。

2 人力資源管理可區分為人員招募甄選、訓練發展、績效考核、薪資福利與勞資關係等五大面
向。參閱蕭婉鎔、黃同圳，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理論之驗證—普遍性、構形、及權變觀

點，管理與系統，第16卷第1期，2009年，頁5-6。
3 銓敘部，公務人員任用，2015年，http://www.mocs.gov.tw/pages/detail.aspx?Node=475 & 

Page=1394&Inde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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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及警察法等相關規定，警察人事制度應有全國一致性之法制，至其執

行，就事務性質而言，或為中央專管事項，或屬委辦事項，因為具有「一

條鞭」之特性，而有特殊之人事制度。警察人事制度除於警察法規定外，

有關警察人員之任官、任職、俸給、考核與考績、退休與撫卹，另規範於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以下將併同介紹。

第二節　基本理論與概念介紹

在現今強調民意為上、服務優先的社會，民眾對警察的要求已不同以

往，僅侷限於「秩序維護者」或「執法者」角色；取而代之，更需以「服

務提供者」角色為滿足。另一方面，民眾對警察活動的關注，則從民眾協

助警察勤務執行，更進而至民眾主動參與警察政策，以及強調夥伴關係。

警察角色與功能的改變，顯示警察的素質必須比傳統社會更高外，機關對

於人員選用、培訓以及人事制度等方面亦必須隨之調整。

隨著全球化帶來國際間激烈的情勢變遷及市場競爭，除公私部門致

力於組織變革外，公務人員也因政府職能擴張，除基本的工作績效外，被

託付更高的社會期待，而面臨重大考驗。政府施政效能的良窳繫於公務人

力，如何尋覓、運用與激勵合適的人才，並使其投入於工作，是人力資源

管理的核心任務
4
。人力資源管理與組織績效之間具有高度關聯性，組織

若能以承諾為導向的人力資源管理，可以產生良好的工作效能。因此，近

年來，組織運作採行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
5
已經成為開發員工潛力的重點

領域，亦即：組織策略必須進行全面性的人力資源管理
6
。同時，完善的

4 銓敘部人事管理司，建立以能力為取向之人事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個別選項之研究—能力

評鑑法的運用，銓敘部人事制度改進專案小組研究專題報告，2011年，頁13-14。
5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HRM）係指，對組織之人員
進行全面性與整體性的策略規劃。

6 Batt, R. Managing customer services: Human resource practices, quit rates, and sales growth.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ume 45, No 3, 2002, pp. 589-590; Lepak, D. P. & Snell, S. A. 
The human resource architecture: Toward a theory of human capital alloca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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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制度與員工福利，已被公認是組織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的一項重點政

策，特別是現今社會與工作相關的壓力以及隨之而來的員工身心健康不佳

現象居高不下
7
。員工的幸福感取決於員工的情感、精神和健康，然而幸

福感不是一成不變，工作特性、組織與個人因素均會影響個人面對工作情

況的反應。因此，工作氛圍和員工身心健康之間具有高度關聯性，而建立

愉快與富有同理心的工作氛圍則有助於促進員工的幸福感，若對工作感到

可以控制，將減輕壓力並改善員工的健康狀況。同時，參與式管理風格可

以增強員工對工作的駕馭感，並改善員工的福利。相反地，工作氣氛不佳

導致員工心理問題，並對員工工作效能和組織績效有重大影響，凸顯策略

性人力資源管理相當重要
8
。

Vandenberg等人（1999），建立了一個理論框架，根據該框架，高性
能的工作系統包括：權力、績效目標、獎勵和提供清晰的訊息，這4個面
向會相互影響。高參與度工作流程的目的，是授權員工作出自己的選擇，

增加決策所需的知識並透過獎勵他們來認可自己的努力
9
。而Lepak和Snell

（1999）則根據交易成本經濟學指出，當組織能夠更有效監控員工績效並
確保目標的正確性以及員工技能時，就業內部化是適當的

10
。在圖6-1中，

價值和唯一性這2個因素可以解釋絕大多數組織的人力資源特徵。其次，
組織員工來源究竟是由組織內部自行培訓，或是向外雇用，則是取決於組

織對員工生產率的預期回報；組織應該根據員工所需技能對工作核心能力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ume 24, 1999, pp. 31-32.
7 Showkat, S. , Shajan, K. & Pathak, V. K.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ce: Mediating role of employee well-being in the Indian IT industry. Journal of Critical 
Reviews, 2019, pp. 76-77.

8 Godard, J.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the high performance paradigm.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Volume 42, No 2, 2004, pp. 352-354; Cunha, R.C. & Cooper, C.L. Does privatization 
affect corporate culture and employee well-being? Journal of Managerial Psychology, Volume 17, 
No 1, 2002, pp. 23-24.

9 Showkat, S. , Shajan, K. & Pathak, V. K.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ce: Mediating role of employee well-being in the Indian IT industry. Journal of Critical 
Reviews, Volume 6, No 6, 2019, p. 75.

10 Lepak, D. P. & Snell, S. A. The human resource architecture: Toward a theory of human capital 
allocation and develop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ume 24, 1999, 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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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程度來決定員工來源。完成組織工作目標所需之技能可以區分為核

心技能與外圍技能，而核心技能對於組織的競爭優勢至關重要，並且經常

需要經由組織內部不斷的評估與調整。由於人力資源的來源，深受人力資

源的獨特程度或組織的特殊性所影響，因此會高度影響內部化就業的決

定。外包這類技能可能會侵蝕公司的核心技能，從而損害組織的競爭優

勢。換言之，若是跟組織核心價值與工作獨特性有關的人力，應該由組織

內部來開發並取材；而當對組織核心工作較無關係的人力，則可藉由與外

部合作或是策略聯盟等方式來完成人力部署。

員工高度的組織承諾、敬業度和工作成就感，會帶來良好的工作效

能。例如，工作的自主性、具備工作所需之技能、工作多樣性、溝通的透

明度和良好的工作夥伴關係。個人的幸福被認為是一種全面的情感狀態，

過去的研究也提供證據，表明員工的心理健康狀況和幸福感，與他們的工

圖6-1　人力資源配置各要素之間的關係
資料來源： Lepak, D. P. & Snell, S. A. The human resource architecture: Toward 

a theory of human capital allocation and develop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ume 24, 1999,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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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效能有關。例如，Gallie（2005）研究指出，高要求的工作加上較少的
工作自主性，會產生員工壓力；如果賦予員工工作自主權和控制力，則有

助於減少工作的焦慮感，並導致良好的健康結果；員工的幸福感會導致更

好的組織產出。同樣地，當管理階層將精力集中在與工作相關的幸福感

上，有助於提升員工的工作效能
11
。因此，當組織為員工的福利與促進其

幸福感採取主動行動時，則員工會透過良好的工作表現並協助組織實現其

目標來回報。就警察機關而言尤其重要，因其獨特的工作特性與組織目

標，而有別於一般行政機關或是企業以追求成本效益為最重要的考量，如

何促進警察福利並增進其幸福感，則是人事制度需要著重的面向
12
。

第三節　比較分析

人事制度是國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會因為歷史、文化等傳統，

不同時期可能演發不同的形貌；制度的外型或架構可能變化甚多，但就基

礎的價值與精神而言，卻往往是一脈相承而左右一國制度更迭的方向
13
。

基本上，在不同的理念制度下，所採行的人事制度會有所不同，而從不同

的理念角度去觀察某一個特定的人事制度，所得到的結論也有所差異。但

就組織而言，不論何種制度，人事制度有3個基本目的：1.為政府甄選合
格的人才；2.獎賞並發展公務人力；3.為組織成員提供各種規範，以達成
工作目標

14
。再就各國人事制度的歷史而言，可以區分成：貴族型、寡頭

型、官僚型、恩惠制型、分贓制型、民主型、共產型以及功績制型。另就

11 Gallie, D. Work pressure in Europe 1996-2001: Trends and determinants.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Volume 43, No 3, 2005, pp. 352-253.

12 Taris, T. W. Is there a relationship between burnout and objective performance? A critical review of 
16 studies. Work & Stress, Volume 20, No 4, 2006, pp. 317-318.

13 蔡允棟、宋學文，各國人事制度對我國考試權及相關組織改革之參考，考銓季刊，第41期，
2005年，頁93。

14 蔡正村，我國現行公務人員任用制度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
文，2003年，頁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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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官員選材之用人制度形式而言，則約略可以區分為以下幾個階

段：先秦時期的世襲制、秦漢至魏晉南北朝的察舉制、魏晉南北朝的九品

中正制、隋唐的科舉制，再加上歷朝均有推行的學校選官等制度混和而

成。而在現代化國家人事制度上，公務員的角色歷經3個階段，由傳統君
之臣（官僚）、國之臣（官員）進而成為民之僕（公僕）的階段。現代化

之人事制度並以保障制與功績制，作為評量人事制度現代化的程度，且具

有：永業制與功績制互相結合、行政權責體制與人事幕僚體制兼顧、著重

積極性人事行政職能、文官法令兼具規範性與成長性、強調專才專業體

制、強化行政責任，以及權利保障基礎穩固等特色
15
。

就我國警察人事制度而言，警察機關雖隸屬內政部，為公務體系一

環，然角色與功能，以及業務性質特殊，若採行一般公務人員人事制度，

於執行上有窒礙難行之處。因此，有獨特的人事制度。依據公務人員任用

法第32條亦規定：「司法人員、審計人員、主計人員、關務人員、外交領
事人員及警察人員之任用，均另以法律定之。但有關任用資格之規定，不

得與本法牴觸。」以下先就一般公務員人事制度進行簡略介紹，繼而探討

我國警察人事制度之演變，除瞭解我國人事制度之變革外，藉由說明警察

與一般公務員之人事制度差異性，探求我國警察人事制度之發展方向。

壹、一般公務員人事制度

我國公務員人事制度，先後歷經3次變動。第一次是1912年建立簡薦
委制度；第二次是1967年採行職位分類制度；第三次是1987年實施官職
併立制度的現行制度

16
。茲將三種制度時期之職組職系演變情形及相關內

容，綜整比較如表6-1所示：

15 吳宗憲，職務分類制架構檢討改進之研究，考試院委託研究，2013年，頁9-10；蔡允棟、宋
學文，各國人事制度對我國考試權及相關組織改革之參考，考銓季刊，第41期，2005年，頁
104-106；繆全吉，我國官僚體制發展經驗的剖析，收錄於賴澤涵、黃俊傑主編，光復後台灣
地區發展，中央研究院，1991年，頁310。

16 吳宗憲，職務分類制架構檢討改進之研究，考試院委託研究，2013年，頁12-15；銓敘部法規
司，職組職系研修方向芻議，銓敘部人事制度改進專案小組研究專題報告，2013年，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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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我國三種人事制度比較表

簡薦委制 職位分類制 官職併立制

分類對象 員工。 職位、工作、事。 官員及職務。

等級分類

特任官、簡任官、
薦任官、委任官4
個官等。

14個職等 特任官、簡任官、
薦任官、委任官4
個官等及 1 4個職
等。

職系區分
沒有。 159個職系。 5 3個職系 2 6個職

組。

初任職系資格

依考試及格類科決
定初任職務。

依考試及格職系決
定（考試及格人員
除取得考試及格職
系職等職位之任用
資格外，同時取得
與考試及格職系主
要工作性質及其學
識相近之其他職系
同職等職位之任用
資格）。

依考試及格類科決
定職系（2008年1
月16日任用法修正
施行前，經各等級
考試職系及格者係
取得同職組各職系
之任用資格，該法
修正施行後，各等
級考試職系及格者
僅取得該職系之任
用資格）。

調任職系資格

特種人員依類科考
試，一般行政人員
內部無限制。

第十二職等以上及
第三職等以下人
員，在各職系職位
間得予調任；其餘
各職等人員在工作
性質及所學相近職
系職位間得予調
任。

簡任第十二職等以
上人員在各職系之
職務間得予調任，
其餘各職等人員依
同職組或部分職系
單向相互調任規
定、或依學經歷、
學校系科、訓練之
專長調任。

資料來源： 整理自吳宗憲，職務分類制架構檢討改進之研究，考試院委託研究，
2013年，頁12-21；銓敘部法規司，職組職系研修方向芻議，銓敘部人
事制度改進專案小組研究專題報告，2013年，頁8-9。

自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起，便設有簡任官、薦任官及委任官，作為
文官任免之用，而形成簡薦委（任）制。此時期人事分類制度深具「人」

之意涵，不像西方國家係以科學管理原則設計文官職務。這個時期的人事

制度，屬於學理上所稱「品位分類制」之性質。自1960年代起，因社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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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經濟發展，因應政府行政事務日趨專業化，從1969年10月16日開始，
將美國1911年啟用的「職位分類制」移植來臺17

。職位分類制與品位分類

制剛好相對，最初源於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的工商企業界，其做法係將機

關內的職位依工作性質、繁簡難易、責任輕重及所需資格條件4個標準進
行區劃而形成的人事制度

18
。然而由於「簡薦委制」及「職位分類制」兩

種人事制度精神不同、人事法規寬嚴不一，導致執行上出現諸多問題，後

經考試院、銓敘部，以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等機關多年努力，規劃容納

兩制之長，捨棄兩制之短，研修相關法律並完成立法程序，自1987年1月
16日開始施行「官等職等併立制」，即「職務分類制」（又稱「新人事
制度」）。所謂官等即委任、薦任、簡任三等，職等則分為第一至第十四

職等。此制度之實施，可追溯至1967年4月21日所制定公布的「公務人員
任用法」，將上開二制合而為一，改採官等職等併立之新人事制度形成以

「職務」為中心，新人事制度乃稱之為官職併立制
19
。

自1969年起所實施的職位分類制，原本希望經由科學化、量化方
式，將文官職位進行全盤而有系統的分類，併計設159個職系，然因職系
區分過於精細，不利於人員調任，導致機關用人困難，各界迭有反映職系

區分過於瑣細，影響人員靈活運用，是以要求簡併職系之聲頻仍。而銓敘

部亦深感職系區分過細，就設科取才、職務歸系、工作指派或人員調任

而言，確有窒礙難行之處。在1987年公布施行任用法新制後，將職位分
類制時期原有的159個職系大幅簡併為53個職系（行政類23個、技術類30
個），並增加職組之設計，將53個職系按性質區分為26個職組，其中行政

17 銓敘部法規司，職組職系研修方向芻議，銓敘部人事制度改進專案小組研究專題報告，2013
年，頁4-5。

18 職位分類制的特色是：根據職位的工作性質、責任輕重、難易程度和所需資格條件等進行分
類，劃分為若干種類和等級，以便對從事同類同級的人員用統一的標準，實現人事管理的科

學化，做到「適才適所」，「工作報酬公平合理」。參閱考試院，職務列等調整案之分析，

2012https://ws.exam.gov.tw。
19 蔡敏廣，職組職系簡併規劃—兼述對考試類科的影響，國家菁英，第12卷第4期，2016
年，頁40；吳宗憲，職務分類制架構檢討改進之研究，考試院委託研究，2013年，頁12-15；
徐有守，官職併立制度的理論與結構—現行公務人事制度析論，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
267-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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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有9個職組，技術類有17個職組，均規範於一覽表，且於該表備註欄中
設計單向及相互調任之規定，以建立簡明之職務性質類別系統，並作為公

務人員初任或調任適用職系之主要依據
20
。

爾後，面對全球化、資訊化、知識經濟時代的快速發展，以及政經社

會環境變遷的嚴峻衝擊，各國莫不致力於提升文官制度的運作效能。就我

國而言，1990年代隨著民主政治發展快速，而文官制度作為政治體制的一
環，也遭受相當劇烈的衝擊，此制度也不斷地被質疑與挑戰。其中，比較

大的意見是希望參照日本等國家之例，將中央與地方公務人員區隔，另定

地方公務人員法，地方機關之官制另定之。再者，由於1999年精省的決策
以及1994年地方自治法制化施行，使得縣（市）政府要求提高所屬公務人
員的職務列等，並屢次跳過考試院，直接向立法委員訴求，透過修正地方

制度法的方式，達到提高地方公務人員職務列等的效果。直至2009年，考
試院為回應馬前總統於該年元旦文告之期許，乃經第十一屆第19次會議，
決定組成考試院文官制度與興革規劃小組，提出具體的六項政策方向，其

中「統整文官法制、活化管理體系」政策方向下之遠程工作項目之「職務

分類置架構檢討改進」工作，以及「改善俸給退撫、發揮幾養功能」政策

方向下之中程「完成矩陣式俸表」及遠程「完成複式俸表之研究」、「完

成高階文官俸表」工作等，均係活化政府及文官制度運作的極重要工作

項目，這些項目均涉及前所提及之「文官職務分類制度（即官等職等併立

制）」架構之調整有關
21
。

貳、警察人事制度

警察制度發展深受政治情勢、社會經濟變遷之影響，而綜觀我國警政

之發展，亦同樣地無法置身於環境影響之外。民國成立之初，軍閥割據、

政治環境動盪不安，警政受其影響而無法有健全開端，大多承襲清末的觀

20 銓敘部法規司，職組職系研修方向芻議，銓敘部人事制度改進專案小組研究專題報告，2013
年，頁8-12。

21 考試院，職務列等調整案之分析，2012年，https://ws.exam.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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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使得民國初期的警政發展是非常有限的。北伐成功之後，國民政府力

求政治統一，相對而言，警政有了較嚴謹的組織、職權及職能概念，警政

發展露出一線曙光。國民黨政權遷臺之後，因為實施戒嚴以求政治及社會

的穩定，警政附屬於軍事體制之下，「軍管警察」的思想濃厚，黨國體制

造成警察中央集權化。解嚴後，政黨政治逐漸成型，促使警政制度朝向行

政中立的方向發展，警政不再只是為鞏固政治菁英的利益而存在，至此，

警政發展邁向專業化時期
22
。

就臺灣警察制度發展而言，日本占據臺灣期間，為了維持秩序、防

止臺灣人反抗，建立了中央集權式的警察組織、散在式的警力配置、以日

人當警察的主力、所有事都納入警察的權力範圍、戶警合一、犯罪即決、

指揮保甲等措施，而使得日據時代的警察成為人人懼怕的對象
23
。二次大

戰後，鑒於日本殖民地的警政績效顯著且具規模，政府深知警政接收幹

部訓練之重要性，1944年8月，蔣中正先生核定「臺灣警察幹部訓練班」
（簡稱臺幹班），主要是考量臺灣民眾之祖先絕大多數來自福建，警察工

作需要深入社會與民眾互動，警察的語言、生活習慣必須與民眾相同。因

此，除將訓練班設於福建外，招考臺幹班學生的時候，特別注重語言條

件，以通曉閩南語為主，其他講客家話、潮州話者均優先錄取
24
。人事制

度方面，調整警察組織體系，期望建立統一任免集中管理制度，以「職階

相符」、「人地相宜」為分派原則，警察職稱取消以往巡查、巡查部長等

名稱，巡查改為「警員」，巡查部長改為「警長」。根據我國法令，建立

人事制度，訂定法規，縮小職權，以期建立有別於日人殖民體制，又能革

新內地警政缺失的臺灣新警政。戰後1946年6月開始，警察訓練所以招考
或調訓的方式，讓留用的臺警從「試用員警」轉變為正式編制人員。然而

國民政府遷臺後，警察人事出現重大難題，隨著來臺的警察人數激增，同

22 黃翠紋、孟維德，警察與犯罪預防，五南，增訂2版，2016年，頁2-4。
23 曾榮汾，警察史實（中國部分），收錄於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教授合著，警察學總
論，五南，2001年，頁185-194；蔣基萍，台灣地區警察執法行為之分析，警學叢刊，第27卷
第3期，1996年，頁21-22。

24 胡福相，夢周先生與我，中央警官學校臺幹班互助基金會會訊，第11期，1985年，頁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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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警務處長的職位多為軍人擔任，部分軍人亦隨同進入警察陣營，導致

警察人員升遷管道壅塞。1945至1949年間，臺灣警界主要有留用臺警、臺
幹班與正科畢業分派來臺者等3個區別，留用臺警的人數最多，臺幹班位
居主流地位，正科畢業生人數雖少卻擁正統警官的優越地位

25
。而1950年

之後，特警班、轉業軍官，紛紛投入臺灣警察陣容，使得警察人事制度受

到更為嚴峻的衝擊，警察的來源並沒有嚴格要求，除了軍人擔任警政首長

外，軍人轉警的情況也不少。及至1970年代，隨著經濟的起飛，治安日趨
惡化，為了發揮警察應有效能，內政部警政署於1972年7月成立，1977年
開始持續推動數個階段性的「警政現代化」工作，改進組織制度、精實教

育訓練、改善警察待遇福利、充實應勤裝備，整理警察法規，期能提高警

察執勤能力，以有效遏止犯罪，維護社會治安
26
。

警察人員屬國家公務人員之一環，而所謂「公務人員」係指：國家或

地方自治團體為達成行政目的，透過一定任用程序，依法令選拔、任用，

並產生公法上職務及權利義務關係，以達成國家任務之人員。而公務人員

因任務不同，適用之人事法規亦有所不同
27
。有關警察之人事制度法規，

主要者計有警察法與警察人員人事條例。首先，根據1953年6月15日所制
定公布的「警察法」，相關規定包括：第11條「警察官職採分立制，其官
等為警監、警正、警佐」；第12條「警察基層人員得採警員制，其施行程
序，由內政部定之」；第13條「警察行政人員之任用，以曾受警察教育或
經中央考銓合格者為限。其任用程序另定之」；以及，第14條「刑事警
察受檢察官之命執行職務時，如有廢弛職務情事，其主管長官應接受檢察

官之提請依法予以懲處」。就警察人事制度而言，雖然警察機關為行政機

關之一環，但其性質與一般行政機關不盡相同，在組織體制上不能不講求

層級節制關係，因此長期以來在人事制度上保持「品位制」觀念，並依照

25 陳純瑩，走過大時代的身影：台灣警政史上的「台幹班」（1945-1995），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專題研究計畫，2012年。

26 蔣基萍，台灣地區警察執法行為之分析，警學叢刊，第27卷第3期，1996年，頁30-36。
27 賈松鑫，我國特種勤務警衛法治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2007年，頁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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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法的規定，採行「官職分立」制度。警察人員官等與職等分立，嚴格

規定官等受到保障、職等得調任，非依法不得免職或免官，並視業務需要

考量職責程度於職務列等表中選置適當職稱
28
。品位制係以人為中心，期

能因才器使、為人擇事，其缺點是：在人與事的配合上沒有一定標準，可

能導致機關內部工作指派不當、人員勞逸不均，甚而影響工作績效；但其

優點則是：執簡馭繁、較富彈性。因警察工作特性必須有明確的層級節制

以及統一的指揮體系，故需藉由品位制，保持對緊急危害或重大治安事件

之回應效率。至於官職分立制度，其中「官」係指國家賦予個人，對內有

維繫品位制的作用，對外則是代表國家的表徵，包括警佐、警政、警監等

官等；「職」是政府任命的，代表在機關中所職掌的職務，包括警員、巡

佐、巡官、所長、分局長、局長等職稱
29
。

再者，為使警察之任官、任職、俸給、考核與考績、退休與撫卹等有

統一之人事制度規章，1968年5月，警務處訂頒「臺灣省警察人員管理辦
法」

30
，俾能符合訓考用合一之原則。直到1970年代，依據當時的「公務

人員任用法」第32條規定：警察人員之任用，另以法律定之。因此，1976
年1月17日乃廢除「臺灣省警察人員管理辦法」，另外制定公布施行「警
察人員管理條例」，全文共計42條；同年7月頒行該條例施行細則，正式
實施「官職分立制」，並廢止「警察官任用條例」，警察人事制度至此才

真正有所依循。本條例制定時，係以一般公務人員人事管理法規（公務人

員考試法、任用法、考績法、退休法及撫卹法等）為藍本，並審酌警察工

作特性及參考各國立法例而完成
31
。本條例制定過程，可以追溯至1953年

28 劉戡宇，警察人員人事制度之合理化探討之一，2015年，http://www.majornews.com.tw/d-0/%
E8%AD%A6%E5%AF%9F%E4%BA%BA%E5%93%A1%E4%BA%BA%E4%BA%8B%E5%88
%B6%E5%BA%A6%E4%B9%8B%E5%90%88%E7%90%86%E5%8C%96%E6%8E%A2%E8%
A8%8E%E4%B9%8B%E4%B8%80-811.html。

29 臺灣省警務處人事室，警察機關實施職位分類制度的原則與做法，警光雜誌，第151期，
1971年，頁2-3。

30 本條例於1968年5月3日臺灣省政府57府人乙字第4800號令公布，於1976年1月17日由「警察
人員管理條例」取代，期間歷經5次修法，於2007年7月11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600088021
號令修正公布，由「警察人員人事條例」取代。

31 王寬弘，警察人事制度（第五章），收錄於蔡震榮主編，警察法總論，一品，2015年，頁
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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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法公布施行，依據警察法第3條「警察官制官規應由中央立法」，自
1964年，內政部依據本規定，參考一般公務人員人事法規，開始草擬「警
察人員管理條例草案」，並於1967年完成草案提報行政院。在此期間，一
般行政機關正在推行職位分類制度，行政院人事主管機關認為本條例應容

納該制度之精神併案修正，草案研商期間歷經內政部警政署於1972年7月
成立，改由警政署主責，經研議後認為仍應採官職分立之品位制度為宜，

並經多次與行政院、考試院協商，終於在1976年1月6日進行三讀，同年1
月17日公布施行。自此，警察官規於茲確立32

。本條例有以下幾項重要特

點：1.確立警察官規：貫徹警察法之精神，揭示警察之專業性；2.提高警
察素質：明定任用、入警之條件，期使適才適所；3.改善警察待遇福利制
度：安定警察工作情緒，鼓勵服務及冒險犯難、盡忠職守之精神；4.嚴明
紀律：強化獎懲、考核功能，整飾團體紀律、端正警察風紀

33
。

解嚴後，臺灣社會逐步走向開放、民主、各類族群之人權逐步受到重

視。公務人員考試、任用、考績、俸給暨公務員懲戒法等人事法規陸續修

正施行，反觀警察人員管理條例於1976年至1996年二十年間僅於1983年11
月21日修正公布第22條附表34

。及至2007年7月11日，配合公務人員各項
人事法規、中央警察大學組織條例、警察教育條例所為之修正，亦審酌警

察人事制度之實際需要，增訂警察官職務等階表之法源、訂定程序及優先

適用等規定。尤為重要者，比照司法人員人事條例及關務人員人事條例，

更正法規名稱為「警察人員人事條例」
35
，並修正原條例第2、5、6、

13∼14-1、17、18、20、22、28∼31、33、37、39、40-1條等條文，以及

32 邱華君，警察人員管理條例修正草案評析，警學叢刊，第27卷第6期，2007年，頁5-6；劉志
成，新頒「警察人員管理條例」之評估，警學叢刊，第7卷第1期，1976年，頁13。

33 邱華君，警察人員管理條例修正草案評析，警學叢刊，第27卷第6期，2007年，頁8；林士
賢，警察人員管理條例之立法精神，警學叢刊，第7卷第1期，1976年，頁2；劉志成、新頒
「警察人員管理條例」之評估，警學叢刊，第7卷第1期，1976年，頁14-15。

34 從1997年至2007年警察人員人事條例公布施行前，警察人員管理條例計有4次修正，分別
為：(1)1997年5月21日修正公布第1、11∼14、17、18、22、23、26、27、29∼31、33、36
條條文；並增訂第14-1條條文；(2)2002年7月10日修正公布第9、10、16、21、34條條文；
(3)2002年12月11日修正公布第6、20、31條條文；並增訂第37-1、40-1條條文；(4)2004年9月
1修正公布第35、36條條文；並增訂第35-1、36-1條條文。

35 邱華君，警察人員管理條例修正草案評析，警學叢刊，第27卷第6期，2007年，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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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第10-1、30-1、35-2、39-1條等條文。

第四節　討論與建議

壹、歷次專家學者之意見

綜合歷次研討專家學者所提有關警察人事制度之修正意見，摘要以

下：

一、 李震山前大法官：1.教育、訓練、人事放在行政法的公務人員的概
念之下；2.人事部分，有關地方警察首長任命，是不是要把地方制度
法、人事法規等做統合性的研究，然後把程序簡單的釐清；3.檢警關
係、雙偵查主體的理念與一般法學界看法落差大，法律能不能作為一

個橋梁，需要集思廣益。

二、 林明昕教授：1.第13條「其任用程序另定之」，是用什麼層次去定？
（命令還是法律？）如果是命令的話，誰來定？2.刪掉的舊法第14
條：舊第14條是懲處問題，不是合作問題。如果沒有合作妥當，關於
懲處，在刑事訴訟法有相關規定嗎？拿掉會不會怎樣？說明欄是否要

寫清楚？3.警政署跟地方警察局人事制度可以說是「一條鞭制度」；
4.檢警關係要調整，不是刪掉條文而已。

三、 陳明傳教授：修正條文第13條人事制度應彈性訂之，並納入人事條
例。因有職務等階的問題、比例的問題（如日本警察人事配額有彈性

規範）。

四、 謝銀黨前署長：1.第13條後段（回應林明昕教授發言），其任用程序
另定之，是比較抽象的寫法。任用程序要怎麼進行，是不是可以思考

一個和考試院協商的機制？因為警大、警政署層級不高，要解決任用

問題很難，所以或許有需要；2.第14條第1項規定警察人員之任用，
以曾受警察教育訓練且經中央考銓合格者為限；第2項規定為充實警
察陣容其任用方式分別採教考用與考訓用方式為之；第3項規定前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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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考用任用方式分為第一試與第二試。第一試為參加警察教育資格檢

定考試，第二試為警察任用資格考試，修畢警察學分者始具參加第

二試資格；第4項相關規定由內政部另訂之，警專警大都可參考上述
制度，由考試部與內政部會旋；3.人事任用問題影響重大，要如何解
決，需要集思廣益。任用制度怎麼打破內軌外軌？（回應林明鏘教

授）應盡可能利用這個機會突破。

五、 王進旺前署長：1.有關第13條有以下二項意見：(1)任用和教育是否結
合？考試是考選部的權責，除非回歸三權分立，否則畢業考試等於國

家考試恐怕要經過一番努力；(2)是否應該要設置警監班？2.舊法第14
條的刪除理由可以做調整。

六、 王卓鈞前署長：關於人事制度，如果讓地方縣市長有選擇警察首長
的空間，選剩的人可能會被其他縣市長貼標籤（回應張四良前署長發

言）。

貳、學會版綜合意見分析

綜上，由於警察工作屬性有別於一般公務人員，因此依據「公務人員

任用法」第32條之規定，警察人員之任用另以法律定之。而我國警察之人
事制度法規，計有警察人員人事條例與警察法。前者已經隨著環境變遷，

而做適度之修正，相反地，警察法相關規定則未做調整。檢視相關條文

後，修正意見彙整如表6-2所示。修改內容包括：
一、 原第11條條次變動為第12條，用語略做修改，並建議增加第2項：

「警察人員之任官、任職、俸給、考績、退休與撫卹，另以法律定

之。」藉以凸顯警察獨特之人事制度。

二、 原第12條刪除，過往我國警察機關之人員編制有警長及警士等職稱，
而現行各警察機關編制表已無此等編制，警察基層人員均已全面改置

警員職稱，且無警員制施行程序規定，本條已不符實務現況，爰建議

刪除。

三、 原第13條用語修改，以符現況。再者，建議刪除第2項「其任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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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定之」，避免重複。

四、 原第14條刪除，警察與檢察官各有不同專業職責，在偵辦刑案過程應
是合作關係，而非上下隸屬關係，有關檢警關係應回歸刑事訴訟法相

關規定，於警察法規範並不妥適，爰刪除。

表6-2　學會版人事與教育訓練章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章　人事與教育訓
練

新增章名。

第12條
（警察人事制度）
警察人員採官、職分立
制，其官等為警監、警
正、警佐。
警察人員之任官、任
職、俸給、考績、退休
與撫卹，另以法律定
之。

第11條
警察官職採分立制，其
官等為警監、警正、警
佐。

一、 條次變更，增列第2項。
二、 參照警察人員人事條例
相關規定用語。

第12條
警察基層人員得採警員
制，其施行程序，由內
政部定之。

一、本條刪除。
二、 過往我國警察機關之人員
編制有警長及警士等職
稱，而現行各警察機關編
制表已無此等編制，警察
基層人員均已全面改置警
員職稱，且無警員制施行
程序規定，本條已不符實
務現況。

第13條
（警察人員之任用資
格）
警察人員之任用，以曾
受警察教育訓練且經中
央考銓合格者為限。

第13條
警察行政人員之任用，
以曾受警察教育或經中
央考銓合格者為限。其
任用程序另定之。

一、條次不變，用語修改。
二、 警察屬文官之一環，依照
公務人員任用法及警察人
員人事條例等規定，警察
人員之任用需兼具「接受
警察教育訓練」及「經中
央考銓合格」之雙重條
件，爰修正「⋯⋯或經中
央考銓合格⋯⋯」之用語
為「⋯⋯且經中央考銓合
格⋯⋯」，以符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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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 刪除後段「其任用程序
另定之」等文字，避免
與第12條規定重複。

第14條
刑事警察受檢察官之命
執行職務時，如有廢弛
職務情事，其主管長官
應接受檢察官之提請依
法予以懲處。

一、本條刪除。
二、 警察與檢察官各有不同
專業職責，在偵辦刑案
過程應是合作關係，而
非上下隸屬關係，有關
檢警關係應回歸刑事訴
訟法相關規定，於警察
法規範並不妥適。

第五節　結論

從系統理論而言，警察組織之運作無法獨立於政治之外，政治力量往

往是型塑警察角色的重要因素。使得警察在不同的政治與時代背景下，將

有不同的角色扮演，亦將賦予警察不同的概念與職能；警察所擔負的角色

與任務往往會隨著時代而變遷
36
。人事制度屬人力資源管理之一環，而面

對社會變遷與全球化為安全治理帶來極大挑戰，益顯警察人力素質之重要

性。

綜合目前我國警察人事制度，約可歸納出以下五項特色：1.官職分
立：警察法第11條以及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4、5條規定，警察人員的官階
與職務分別管理，有官階不一定有職務，但派任職務之前則必須先有適任

的官階；2.考訓配合：依據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11條第2項規定，警察之
任用，除必須具備警察官的考銓條件外，還必須具備受有警察教育，有

36 黃翠紋、孟維德，警察與犯罪預防，五南，增訂2版，2016年，頁36。

表6-2　學會版人事制度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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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於一般公務人員，屬教育、考試及任用合一的專屬人事制度；3.管理一
元化：依據警察法第3條第1項以及第9條規定，警察人員之派任屬一條鞭
式的人事管理制度；4.考核嚴密：從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28條第2、3項以
及第31條第1項第11款等規定觀之，由於警察工作與人民之權利和自由息
息相關，為防止警察違法行為侵害到人民的自由權利，警察人員的考核制

度較一般公務人員來得嚴格；5.照護特殊：鑒於警察工作性質與環境具有
高度的危險性和辛勞性，依據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35、35-1、36條以及第
36-1條等規定，警察有一套與一般公務人員不同的特殊照護制度37

。

綜合歷次研討專家學者所提有關警察人事制度之修正意見，茲做以下

之修法建議：1.原第11條條次變動外，並建議增加第2項，以凸顯警察獨
特之人事制度；2.原第12條已不符實務現況，爰建議刪除；3.原第13條除
修改用語外，並建議刪除第2項，避免重複；4.警察與檢察官各有不同專
業職責，在偵辦刑案過程應是合作關係，而非上下隸屬關係，爰刪除原第

14條。

37 陳明傳、李湧清、朱金池、洪文玲、章光明，警察學，2017年，頁298-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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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現行條文立法背景及沿革

現行警察法（民國91年6月12日修正公布）有關警察教育訓練的條文
有第3條及第15條。其中第3條規定：「警察官制、官規、教育、服制、勤
務制度及其他全國性警察法制，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直轄市、縣

（市）執行之。有關直轄市警政、警衛及縣（市）警衛之實施事項，其立

法及執行，應分屬於直轄市、縣（市）。」第15條規定：「中央設警察大
學、警察專科學校，辦理警察教育。」警察法於民國42年6月15日訂定公
布時，即訂有此第3條及第15條。當時民國42年原制定的第3條為：「警察
官制、官規、教育、服制、勤務制度及其他全國性警察法制，由中央立法

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有關省（直轄市）警政，與縣（市）警

衛之實施事項，其立法與執行，應分屬於省（直轄市）、縣（市）。」民

國42年原制定的第15條為：「中央設警官學校，為高級警察教育機關，各
省（直轄市）設警察學校，為初級警察教育機關。」後於民國75年7月2日
第一次修正公布第15條：「中央設警官學校，各省（市）設警察專科學校
或警察學校。前項警察專科學校或警察學校，必要時得由中央設置或由省

（市）聯合設置之。」並刪除高級與初級警察教育訓練之區分。再於民國

86年4月23日修正公布係為配合警官學校更名為警察大學；以及於民國91
年5月15日修正公布的重點為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修正
省（市）政府的相關權責。

警察教育條例係於民國49年11月1日制定，49年11月10日公布。警察
教育條例係依警察法第3條及第15條而制定。後經民國61年、71年、75年
及91年作了4次修正。各次的修正重點分別針對警官學校得設置警政研究
所（碩士班）；增設專科警員班；律定警察養成教育（含本科四年制及研

究所碩士、博士班）、進修教育（含警佐班及專業班等）及深造教育（含

警正班、警監班及研究班等）之內容；以及將警官學校改名為警察大學

等。

綜上，我國警察法始於民國42年訂定，後經4次修正，而最近一次修



 第七章．警察教育訓練 153

正公布是民國91年6月12日，迄今將屆二十年未與時修正。且由於警察法
是警察組織、任務與勤業務運作之基本法典，攸關我國民主法治之健全發

展，應及時做修正，以符實際需求，並契合社會大眾之期待。此外，現行

警察教育條例依警察法第3條及第15條而制定，然其有關警察養成教育、
進修教育及深造教育之內容規定不夠清晰，體系不夠完整。因此，本文乃

就警察教育訓練之現況問題與改進建議，擬議警察法相關條文修正之具體

內容與說明。

第二節　基本理論與概念介紹

壹、教育與訓練之概念區別

教育（education）與訓練（training）二者之區別如下1
：

一、 功能不同：教育功能在發展人才，重心在人，也就是個人能力的發
展；訓練則在配合工作需要，重在工作，也就是能力在工作上的應

用。

二、 目的不同：教育的目的在適應一般需要；訓練則在適應特殊需要。
三、 需求不同：教育的應用價值在未來可能需要；訓練則是立即需要。
四、 內容不同：教育是立身處世各種事理方法之學習，內容為基本知識；

訓練是某種特別事理的傳授，內容為專門知識與技能。

五、 範圍不同：教育範圍較廣；訓練範圍較狹。
六、 時間不同：教育所需時間長；訓練所需時間短。

就警察執法工作的特性而言，警察的教育與訓練分別扮演不同的角

色。警察的訓練方面，可明確指導警察人員如何完成所交付的任務，可使

警察人員執行勤務的程序標準化、執勤技術制式化，甚至處於緊急情境

時，亦能自動地回應處理事件。然而，相對不同地，警察教育方面，可提

1 陳明傳、李湧清、朱金池、洪文玲、章光明等合著，警察學，2017年，頁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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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警察人員獨立地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幫助警察人員更有效能與人溝通

和互動。因此，不同的警察職務，需接受不同程度的警察教育和警察訓

練。而且，每一個警察職務皆需結合警察教育與訓練二者的施教
2
。

此外，就警察之教育與訓練之時間長短而言，警察教育至少需時二

年，如我國警察大學的學士班二年技術系、大學部與研究所，以及臺灣警

察專科學校的專科警員班等養成教育之學制，其功能在培養德、智、體、

群兼備的警察人員，使具有較為紮實的執法知識、執法技能與執法倫理素

養；至於警察訓練則需時較短，如我國警察大學訓期四個月之警佐班第一

類與第三類，訓期十個月之警佐班第二類與警察三等特考（內軌）及格人

員之訓練班，以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在校訓期一年的一般警察四等特考

（外軌）及格人員之訓練班，其功能在訓練學員具有工作上基本的知識與

技能。

貳、警察教育、訓練制度之主要特色

各國警察教育訓練制度可區分為：警察教育取向和警察訓練取向二

種，教育取向指新警必須接受二年以上的養成教育，且大多獲頒有學位，

目的是為塑造優良的核心職能；警察訓練取向則指新警接受未滿二年之職

前訓練，且大多未頒授學位。此外，亦有國家之警察教育訓練則兼採教育

和訓練取向，例如加拿大，有關刑事司法及社會服務的課程由學科教師負

責，有關警察勤務操作的課程由警察教官負責，有關刑事法規的課程則由

律師和法官負責教授。

一、警察教育取向制度之主要特色

採警察教育取向為主的國家有：我國、韓國、中國大陸（上海警察學

院為第一個採取訓練取向，一般大學生受訓後可擔任警察，後續經深思熟

慮地討論後，決定採以本科四年制養成教育為主）及德國（其中德國因有

2 Haberfeld, M.R., 2013, Critical Issues in Police Training, Third Edi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Pretice Hall,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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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授予，筆者將之歸類為教育取向。基層警察教育—銅級，員警需受

訓三年，未有學位；中級警察教育—銀級，是警正階級，需於各邦警察

學院受訓二年半至三年，授予學士學位、警正職務，一般大學畢業受訓未

滿二年則是例外；高級警察教育—金級，需於各邦警察學院受訓一年，

警察大學受訓一年，後者約1至200人，有10位教授、8位教官，授予碩士
學位、警監職務；博士班則更少數）。警察教育取向之主要特色如下：

（一）受訓時間長（二年以上），大多頒授學位

例如我國專科警員班受訓二年，頒授副學士，警大大學部受訓四

年，頒授學士學位；德國基層警察（銅質階級）的培訓，須高中或高職畢

業後，在各地方警察學校接受三年的訓練，中階警察幹部（銀質階級）須

接受各邦警察學院為期二年半的訓練，且獲頒學士學位，高階警察幹部

（金質階級）須在聯邦的警察大學接受二年的訓練，並獲頒碩士學位。

（二）教育的目標與內容

理論重於實務，教育的目標在教導學生能認識、歸類、評估及瞭解各

種現象，能有效地與人互動和溝通，能思考與解決問題、批判性思考，並

能預測各種解決方案的可能結果。教育的內容較屬一般性的概念和理論，

其範圍較廣泛。

（三）升遷制度

警察幹部兼採內升與外補制。

二、警察訓練取向制度之主要特色

採警察訓練取向為主的國家或地區有：英國、美國、日本及香港

（基層警察訓練有27週，操作性內容；中級警察訓練須有大學畢業，訓練
35週，與一般大學合作進行學科訓練，包含社會學、心理學等）。警察訓
練取向之主要特色如下：

（一）受訓時間短（未滿二年），未頒授學位

例如美國Houston警察局訓練中心，2017年訓練新警之總時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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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小時（約為期半年）3
；香港警察學院基礎訓練學校培訓基層警察

需時27週，培訓警察幹部（見習督察）需具大學學歷，再培訓36週4
。

（二）訓練的目標與內容

實務重於理論，訓練的目標在教導學生有關執行特定任務的方法與

程序，或如何回應特定的情境案件，並使學生熟稔執法的技能。其訓練的

內容較為具體和特定，例如筆者曾於2015年參觀過紐澤西、紐約港警的訓
練，其訓練內容有訓練新進員警如何破門攻堅、攔檢車輛等項目。

（三）升遷制度

以內升為主，外補為例外（如日本精英族及美國警察局局長）。

綜合言之，根據美國的警政學者M. R. Haberfeld綜合比較分析各國警
察教育訓練制度後，歸納出六點共同的特性

5
如下：

一、訓練的期間：普遍比美國警察人員訓練的時間要來得長。

二、課程主題：針對所有警察單位的需求，將課程主題內容標準化。

三、傳統的技術（偏重實務）與創新的技術（偏重概念）並重。

四、實務實習課程融入訓練課程中，以整合理論與實務。

五、由中央的警察訓練中心提供進階及專門的訓練。

六、過半數國家招募具有大學學歷者擔任警察。

3 陳明傳、李湧清、朱金池、洪文玲、章光明等合著，警察學，2017年，頁242-243。
4 根據筆者2016年11月9日參訪香港警察學院基礎訓練學校所見。
5 M. R. Haberfeld比較分析了德國、愛爾蘭、土耳其、荷蘭、芬蘭、波蘭、加拿大、英國、日
本、及香港等10個國家、地區的警察教育訓練制度，歸納出一些共同的特性。參閱Haberfeld, 
M.R., 2013, Critical Issues in Police Training, Third Edi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Pretice Hall, p.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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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比較分析

壹、各國警察人員教育訓練與考選制度之比較分析

世界各國警察人員的教育訓練與考選制度，大抵可粗分為「先考後

訓」、「先考後教」，以及「先教後考」等三種模式
6
。

一、先考後訓模式：以美國、英國為例

這種模式是先經過用人機關的甄試，再施予短期的職前訓練後，給予

任用，此模式以美國及英國警察人員之甄補制度為代表。此種模式的特色

為：

（一）職前訓練的期間較短：而且用人機關的規模越小，其訓練期間

越短。例如美國麥迪遜市警察局（Madison, Wisc.）警察的招募訓練時數
為420小時；美國芝加哥市警察局警察的招募訓練時數為1,040小時7

。

（二）結訓後一律從基層幹起：基層及中階幹部採內升制，當逐級升

遷時，再逐級接受訓練。

（三）由各警察機關自行負責訓練：招考、訓練、實習、任用連續一

貫，均由同一警察機關辦理。

（一）美國警察先考後訓之模式

美國警察人員的考選模式係採「先考後訓」的方式，其考選的流程包

括下列幾個步驟
8
：

1. 報名：美國是地方分權制的國家，由各警察機關視需要自行舉辦警
察人員之考選。報名的學歷資格大多限定在高中畢業，只有少數警察局

（如Minnesota警察局）限定報考者的學歷為二年制學院。

6 趙永茂主持，警察人員職能與工作表現之研究—以警察特考分流制度為例，內政部警政署

委託研究報告，2015年11月，頁83-92。
7 Territo, Leonard, C. R. Swanson, Jr., and Neil C. Chamelin, 1977, The Police Personnel Selection 

Proces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Educational Publishing. p. 185.
8 Swanson, Charles R., Leonard Territo and Robert W. Tavlor, 1993, Police Administration: Structures, 

Processes and Behavior.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p.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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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舉行筆試或／且透過評鑑中心法（assessment center）評鑑：依據
美國法律規定，此項考試應公平競爭，不能有種族、性別、宗教和地區的

歧視。

3. 體格檢查：根據1990年的一項調查研究，全美有80.3%的警察局實
施體檢。

4. 測謊：雖然1988年的「聯邦受僱人保護法」（The federal Employee 
Protection Act of 1988）限制私人公司採用測謊程序來甄選員工，但這項
限制不適用於政府機關，不過也有少數州政府禁止警察機關在甄選作業上

使用測謊技術。目前全美大約有56.6%的警察機關使用測謊技術，作為甄
選新進員警之用。

5. 素行調查和口試：以瞭解考生的教育、服役及工作經歷，確保其有
良好的品性。

6. 藥物檢查及心理測驗：以瞭解考生身心之健康狀況。
7. 職前訓練：在各地方警察機關所開辦的警察訓練學校，接受至少

450小時（約12週到半年）的警察執勤技能的訓練。
8. 實習及試用：受訓及格後，分發到警察機關接受實習指導員（field 

training officer, FTO）的指導見習和考核，通過試用期間的考核後，即以
正式警員職務任用，並按績效及升職考試逐級升遷。

美國警察幹部的甄補方式，其基層及中階幹部大多自單位內部人員

升任，但對於高階的警察局局長人選，則不一定採內升制方式甄補。美國

警察幹部的任命，因地方市郡之政治形態不同，於是有市長任命（Mayor 
appointed）、有市經理任命（City Manager appointed）或市議會（City 
Council appointed）任命；州以上由州長或直屬長官任命9

，甚至亦有部分

警察局的局長係由甄選委員會或選舉產生的。例如，對現代警察走向專

業化貢獻最大的美國3位警察泰斗，包括August Vollmer, O. W. Wilson和
John Edgar Hoover等人，渠等擔任重要警察幹部的機會，均係拜外補制所

9 陳明傳等編著，各國警察制度，1996年，頁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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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
10
。美國警察局局長之所以採外補制方式來任命，其主要著眼點在於課

以警察局局長必須向其地方首長及居民負起維護治安的責任，並期待他能

一掃警察組織因太過保守和封閉所造成的貪污腐化的弊端。

（二）英國警察先考後訓之模式

英國因實施地方分權制度，各警察局依內政部所定之招考標準，並衡

量本身警察局之缺額後，自行招生（資格為高中畢業即可）。受訓期滿及

格後，由原招生之警察局以警員任用。

英國英格蘭及威爾斯境內之43個警察局均設有訓練學校（Training 
School），以作為新進人員訓練及在職訓練之場所。另數個（約7個）警
察局聯合成立地區警察訓練中心（District Police Training Centre），作為
新進警察人員聯合訓練及某些專業訓練之場所。現設有6個地區警察訓練
中心，另倫敦大都會警察局（The Metropolitan Police）新進人員之訓練則
於漢登警察訓練中心（Hendon Police Training Centre）辦理。

英國基層警察人員之養成教育（含訓練、實習及試用）期間共需二

年，其間包括基礎訓練（Foundation Phase）31週、基礎訓練後之專業訓
練最少6週，以及訓練完成後的試用等階段。其各階段的訓練地點及內容
如表7-1所示11

。

英國警察幹部之甄補來源，原則上均係自基層做起，但對於助理局

長、副局長及局長等高階人員出缺時，大多由地方警察權力委員會刊登廣

告，招攬人才，合乎資格之其他警察局之高級警察人員均可提出申請，由

地方警察權力委員會甄選，提報內政部同意後任命。此外，英國為鼓勵大

學畢業生從事警察工作，並培養具有發展潛力之年輕警政人才，加速其

升遷至巡佐、偵查員或偵查組長，特別在漢普郡之布雷蒙西耳（Bramshill 
Hampshire）設有警政學院（College of Policing），安排特別的幹部養成
課程及各項升職的訓練課程

12
。

10 Peak, Kenneth J., 1997, Policing America: Methods, Issues, Challenges.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Inc. pp. 22-25, 35; Wilson, O. W. and Roy Clinton McLaren, 1977, Police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Inc.Wilson and McLaren, p. XL-VI.

11 吳學燕編著，英國警察制度，1996年，頁147。
12 吳學燕編著，英國警察制度，1996年，頁11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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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英國基層警員養成教育流程表

基
層
警
員
養
成
教
育
︵
含
試
用
︶
期
間
總
計
為
二
年

基
礎
訓
練
︵
計
31
週
︶

階段
區分

受訓
期間

受訓地點 受訓內容 備考

第一階段 4週 1.  警察局之訓
練學校。

2.  警察局、分
局 或 派 出
所。

1.  警察概念之介紹。
2.  警察訓練課程之介紹。
3.  安排赴警察局、分局、
派出所或其他機關參
觀。

讓學生對
警察的角
色和工作
有初步的
認識

第二階段 10週 地區警察訓練
中心

1.  執勤技術之改進。
2.  案例教育演練。
3.  警察理論。
4.  法律之適用等。

較初級及
一般性之
警察實務
演練與理
論講解

第三階段 5週 分局及派出所 1.  由資深且具豐富經驗之警
員擔任一對一個別指導教
官，指導警察實務。

2.  親自參與較簡單及一般
性之警察實務。

第一階段
的一對一
指導

第四階段 5週 地區警察訓練
中心

1.  執勤技術之改進。
2.  案例教育演練。
3.  警察理論。
4.  法律之適用等。

高級且複
雜之警察
實務演練
與理論講
解

第五階段 1週 放假

第六階段 5週 分局及派出所 1.  由資深且具豐富經驗之警
員擔任一對一個別指導教
官，並與其他單位（例如
刑事組）共同執勤。

2.  親自參與較簡單及一般
性之警察實務。

第二階段
的一對一
指導

第七階段 1週 警察局之訓練
學校

測驗、面談、考核 測驗有無
單獨巡邏
之能力

專
業
訓
練

第32週起
至1 0 4週
間，由警
察局選定

至少 6
週（或
30天）

警察局之訓練
學校或地區警
察訓練中心

就各警察局所特別需要之
專業技術（至少六項）作
專業訓練

資料來源：吳學燕編著，英國警察制度，1996年，頁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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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考後教模式：以日本、德國為例

這種模式是先經過用人機關的甄試後，再施予較為長期的職前教育和

訓練後，給予任用，此模式以日本及德國警察人員之甄補制度為代表。此

種模式的特色為：

（一）通過國家考試或警察專業考試及格後，安排受訓。

（二）受訓期間較長：例如德國參加二階段國家司法考試及格之大學

法律系畢業生，須至警察指揮參謀學院，接受為期二年的理論和實務課程

之教育和訓練
13
。

（三）受訓內容涵蓋學科及實習，兼具教育與訓練的本質。

（四）高級警察人員之招訓對象以優秀大學畢業生為主，受訓完成

後，給予快速升遷的機會。

（一）日本警察先考後教之模式

以日本警察人員考選制度為例，日本警察的教育訓練，主要在三級警

察學校內實施。原則上都道府縣警察學校負責基層警官之教育訓練；管區

警察學校負責中階警官之教育訓練；警察大學校則負責高階警官之教育訓

練，各級警察學校之經費，均由中央負擔。茲分述如下
14
：

1. 都道府縣警察學校
各都道府縣警察機關均設警察學校，規模大小不一。各都道府縣每

年自行招收地方警察官，應考資格分為第一類組（大學畢業）、第二類組

（專科學校畢業）及第三類組（高中畢業）三種。第一類組人員錄取後，

派任為巡查（警員），並進入當地警察學校接受為期六個月之初任教育，

分發基層單位實習七個月後，再回警察學校接受二個月的綜合教育，合計

受訓十五個月。第二、三類組人員初任教育十個月、實習八個月，綜合教

育三個月，合計訓練二十一個月。

2. 管區警察學校
國家公務員II種考試及格人員（準精英組）通過考試後，由警察廳任

13 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警政署考察德國警政工作報告，1998年，頁28-29。
14 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警政署考察德國警政工作報告，1998年，頁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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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為巡查部長（相當我國之巡佐），隨即進入關東管區警察學校接受初任

幹部研修教育三個月、專業課程三個月、行政實務研修一個月、搜查幹部

課程四個月，合計十一個月。

3. 警察大學校
國家公務員I種考試及格人員（精英組）通過考試後，以警部補（相

當我國之巡官）任命，隨即至警察大學校接受三個月初任幹部科教育，後

派警察署見習九個月，便升任警部；再至警察大學校接受一個半月補修課

程，回警察廳服務二年，再回學校受訓一個月，合計約三年半的見習受訓

後，即晉升為警視（相當我國縣市警察局副分局長）。

又日本警察機關為處理日益複雜的犯罪案件，爰進用具有財經、化

學、鑑識、外語及直升機駕駛等特殊專長之人才，且原則上以警視或警部

補之警察官資格任用，俾強化警察執法能力，此類人員又稱為「中途採用

者」
15
。可見日本警察機關內部人員的專業能力，已隨著外在環境的變遷

而走向多樣化。

（二）德國警察先考後教之模式

德國警察養成教育配合升遷分為三級（階段）辦理，由下而上循序

漸進，初級警察教育及中級警察教育皆在各邦中實施，高級警察教育則在

各邦與聯邦聯合以統一方式在北萊茵邦（Nordrhein-Westfalen）明斯特市
（Munster）郊之警察指揮參謀學院施行之16

。

雖然大部分從事警察工作者皆受過初級警察教育，但仍有小部分現職

警察人員是直接接受中級或高級警察教育者，這些所謂「中途採用者」，

大都是警察教育訓練體系中，自己不能或無需大費周章去培養，而警察工

作迫切需要者，所以需從社會中甄募進來，例如法律學、心理學、刑事鑑

識、資訊、通訊等專門之人才。茲就德國警察養成教育的3個階段說明如
下

17
：

15 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警政署考察德國警政工作報告，1998年，頁16。
16 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警政署考察德國警政工作報告，1998年，頁18。
17 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警政署考察德國警政工作報告，1998年，頁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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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級警察人員教育
德國招收相當我國修畢高中一年級程度者，接受初級警察人員教

育，考試包括筆試、口試、體能測驗、智力與心理測驗。其教育時間依報

考學歷之不同，有二年六個月至三年之區別。教育內容原則分為三階段，

第一階段一年期間以理論（課堂）課程為重；第二階段一年期間，理論課

程分量減少，學習警察所需各種技能為主，其中並配合在各基層單位實

習；第三階段半年期間，則以案例演練為主，實務課程為輔，並以準備各

項結業考試為目標。

2. 中級警察人員教育
德國中級警察人員的考選來源有二：其一，是接受過初級警察教

育，且從事警察工作一定年限，成續優良者；其二，是未接受初級警察教

育，但具有報考大專資格者（高中畢業），此係彌補由下而上升職教育的

困境所為直接由中間插隊之設計。德國中級警察人員教育之時間為三年，

分為四階段施教。第一階段：理論課程20週，隨後實習32週；第二階段：
返校再上理論課程20週，又實習32週；第三階段：返校再上理論課程20
週，又實習8週；第四階段：返校連續上理論課程21週。

3. 高級警察人員教育
1972年4月28日由聯邦與當時西德11個邦共同簽訂「統一高級警察人

員教育及警察指揮參謀學院協定」，將高級警察教育統一由警察指揮參謀

學院負責。高級警察人員的考選來源有二：其一，是由中級警察中遴選

者；其二，是由外界直接甄試者，其入學資格為，以參加二階段國家司法

考試及格的大學畢業法律人員，接受高級警察教育。其教育時間為二年，

第一階段在各警察人員所屬相關機構接受教育，並到指定單位實習，為期

一年；第二階段則集中在警察指揮參謀學院內接受以學理為主之課程，為

期亦為一年。

三、先教後考模式：以我國及韓國為例

這種模式是先經過警察養成教育後，再通過國家考試後予以任用，或

養成教育畢業後即予以任用，此模式以我國及韓國的警察人員任用制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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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此種模式的特色為：

（一）提供公費及免服兵役待遇，招收優秀高中畢業生進入警察大

學，接受大學部四年的警察養成教育。

（二）此種養成教育的學生不僅素質整齊，且易培養其對警察組織的

革命情感，富有可塑性及發展潛能。

（三）學生畢業後若需再通過國家考試才准任用，易造成教育資源的

浪費。

（一）我國警察先教後考之模式

我國分別由中央警察大學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兩校，致力培育警察幹

部及基層佐警，茲分述如下：

1. 中央警察大學18

(1) 學士班四年制
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或同等學校畢業，或具有教育法令規

定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之資格，經中央警察大學學士班四年制入學考試

錄取者，修業四年，畢業後授予學士學位。

(2) 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
現任警察人員，曾在中央警察大學（前身為中央警官學校）專修科或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畢業或具有專科同等學力，且在警察機關服

務滿一定年限，經中央警察大學二年制技術系考試錄取者。修業二年，畢

業後授予學士學位。

(3) 博、碩士班研究所
具有下列資格之一，經中央警察大學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錄取

者，得入研究所碩士班就讀：①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院校或符合

教育部採認辦法規定畢業獲有學士學位者；②具有教育法令規定得以同等

學力報考碩士班資格者。完成學制要求後取得碩士學位。

具有下列資格之一，經中央警察大學研究所博士班入學考試錄取

18 中央警察大學學則，2015年，http://www.cpu.edu.tw/ezfiles/0/1000/img/224/law02-0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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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入研究所博士班就讀：①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院校或符合

教育部採認辦法規定畢業獲有碩士學位者；②具有教育法令規定得以同等

學力報考博士班資格者。完成學制要求後取得博士學位。

中央警察大學設有警政管理學院、警察科技學院2個學院，以及通識
教育中心。警政管理學院下設7個學系、6個研究所：公共安全學系（研
究所）、行政警察學系（研究所）、行政管理學系（研究所）、犯罪防治

學系（研究所）、外事警察學系（研究所）、法律學系（研究所）及國境

警察學系；警察科技學院下設6個學系及7個研究所：鑑識科學學系（研
究所）、水上警察學系（研究所）、資訊管理學系（研究所）、刑事警察

學系（研究所）、交通學系（研究所）、消防學系（研究所）及防災研究

所；通識教育中心則以積極落實警大專業知識的通識化，並以通識結合現

代生活基礎技能為課程設計之目標。

2.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19

(1) 養成教育
①專科警員班（正期組）：修業二年，並實施「行政警察科」、

「刑事警察科」、「消防安全科」、「交通管理科」及「海洋巡防科」分

科教育。畢業後授予副學士學位。經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及格者，分發

各警察、消防、海巡機關任職。

②專科警員班（進修班）：修業一年，招考現職員警，補修專科學

分。

(2) 專業教育
依業務需要，調訓現職基層人員，施以短期教育，以提高專業技

能，增進工作效率。

(3) 進修教育
遴選適於升職之佐警，施以短期教育，充實知能，培養領導統御能

力。

19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學員班學則，2011年，www.tpa.edu.tw/mana_php/Download/File/
law/02/02-01(10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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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韓國警察先教後考之模式

韓國警察人員考選之制度如下：

1. 基層巡警之考選
巡警新任入學條件為高中畢業以上的學歷；身高165公分、體重55公

斤以上、身心健康者；年齡30歲以下，具有韓國籍的國民。巡警之養成教
育為：報考者通過入學測驗及格後，至中央警察學校接受24週的警察教
育，考試及格即任命為巡警。任用必須經過任用考試及格，分為筆試、身

體檢查、口試等三項。

2. 警察幹部養成教育
韓國如果要擔任警察幹部，則必須是高中畢業者，年齡未滿20歲為

要件，經過警察大學入學考試及格，進入警察大學接受為期四年的幹部

養成教育，畢業後考試及格，便任命為「警衛」（相當我國之巡官、中

尉），即派至外勤警察單位服務，學習外勤經驗。

韓國警察大學學生在校期間，一切學費全由國庫負擔。畢業後免服兵

役，並分別授予法學士或行政學士學位。畢業後如參加司法及行政考試及

格，且訓練合格者則以警正（相當我國之副分局長）職位任用
20
。

綜上所述，各國家地區警察招募、考選及教育訓練之模式，因其警

察傳統及政治體制而各有不同。例如英國與美國的警察，乃是先「考」後

「訓」再「用」，惟其「考試」乃是各地方政府自行辦理招考、甄試、訓

練、實習及任用，而非屬國家考試性質，此模式著重警察實用技能的培

訓，結訓後一律由基層做起；且為保障弱勢族群的權益而不限定招收大學

畢業生為原則。其次，以日本、德國為例，雖亦採先「考」後「教」再

「用」，其「考試」則具國家考試性質，通過國家考試或警察專業考試及

格後，安排教育及訓練。其特徵為教育訓練之內容涵蓋學科及實習，且教

育訓練的時間較長，兼具教育與訓練的本質。再次，以大陸地區、臺灣地

區及韓國為例，其警察之養成主要係先透過「招生」、「教育」後，再參

20 邱華君，各國警察制度概論，中央警官學校，1988年，頁95-9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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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國家「考試」及格後「任用」，這種模式是先經過警察院校公正、公平

及公開競爭的招生考試及養成教育後，再通過國家考試及格始予任用。此

模式的特徵乃在強調警察專業養成教育的主體性，以及警察計畫性用人的

策略，確保警察人力的素質水平
21
。

此外，值得關注的一個走向是：各國警察教育大皆朝向提升素質及

學歷之方向發展。例如，美國警察大老Vollmer早在1917年即已開辦三年
制的警員養成教育，其課程包括刑事鑑識有關的生物、理化學科、法律學

科及警察行政與勤務方法等課程，並聘請一般大學教授和警察實務專家擔

任講師，以提升警察素質
22
；其次，如德國警察指揮參謀學院希望在2005

年改制為大學
23
；又如法國高級警察學校畢業後，可同時獲得里昂第三大

學的安全政策與管理的碩士學位
24
。此外，對岸的中國大陸公安院校亦積

極發展教育取向的警察養成教育制度，目前中央公安部直屬有中國人民公

安大學、中國人民警察大學
25
、中國刑事警察學院、鐵道警察學院，國家

林業局下有南京森林警察學院等本科（大學部）的公安院校，省級行政區

公安機關下有20個本科（大學部）的警察學院及10個公安職業學院（專科
部）

26
。

因此，我國中央警察大學早設置有大學部的警察養成教育、研究所碩

士班及博士班的警察深造教育，造就高級警察人材，成果豐碩，乃走在時

21 朱金池、洪光平，我國警察人員雙軌分流考選制度構建之研究，國家菁英，第10卷第4期，
2014年，頁123-150。

22 Peak, Kenneth J., 1997. Policing America: Methods, Issues, Challenges.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p. 24.

23 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警政署考察德國警政工作報告，1998年，頁27。
24 劉世林，赴英、法考察警察教育報告，1998年，頁13。
25 原校名為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學院，於2018年9月6日更名為中國人民警察大學，培養新型
警務人才、移民和出入境管理人才、國際執法合作人才和外籍警察、聯合國維和警務人才，

以及消防工程技術和指揮管理類人才。其發展目標為：向著「有特色、高水準、國際化的世

界一流員警大學」目標奮勇前進。檢索自中國人民警察大學網站：https://baike.baidu.com/ite
m/%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8%AD%A6%E5%AF%9F%E5
%A4%A7%E5%AD%A6/22857998?fromtitle=%E5%BB%8A%E5%9D%8A%E6%AD%A6%E8
%AD%A6%E5%AD%A6%E9%99%A2&fromid=10865462，最後瀏覽日期：2021/04/19。

26 檢索自上海公安學院網站：https://other-wiki.zervice.io/wikipedia_zh_all_novid_2018-07/A/%E4
%B8%8A%E6%B5%B7%E5%85%AC%E5%AE%89%E5%AD%A6%E9%99%A2.html，最後瀏
覽日期：2021/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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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前端的創舉，國人應加以珍惜及保持。

貳、我國警察人員教育訓練與考試任用制度之沿革

我國警察官的任用資格與一般公務人員不同，除必須具備警察官的考

銓條件外，尚必須具備警察的教育條件，是一種教育、考試及任用合一的

專屬人事制度。我國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11條第2項規定：「警察官之任
用，除具備前項各款資格之一外，職務等階最高列警正三階以上，應經警

察大學或警官學校畢業或訓練合格；職務等階最高列警正四階以下，應經

警察大學、警官學校、警察專科學校或警察學校畢業或訓練合格。」亦即

巡官以上之職務，應經警察大學或警官學校畢業或訓練合格；巡佐及警員

之職務，應經警察大學、警官學校、警察專科學校或警察學校畢業或訓練

合格，此規定在凸顯警察人事管理的教考用配合之精神。

此外，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19條規定，各級警察機關主管及專門
性職務人員，得經升職教育或專業訓練培育之。

回顧我國警察人員教育、考試、訓練及任用等制度之沿革情形，可分

為「教用合一」、「教考用」、「教考用」與「考訓用」併行，以及「雙

軌分流」等4個時期27
：

（一）「教用合一」時期（1951年至2001年）

我國最早於1951年，舉辦警察人員特種考試三、四等考試，應考資
格僅限警大與警專（前身為臺灣警察學校）二校畢業生始能報考，經錄

取後始予以任用
28
。由於該二警校畢業生參加特考後，需有一段時間等待

放榜及辦理銓敘任審作業，且其有服務年限義務之規定，故在以往只強調

「教用合一」下，在特考未放榜前，即依據「警察機關警佐待遇人員暫行

管理辦法」直接分發畢業生至實務機關先以警佐待遇人員身分任職。若放

27 朱金池、洪光平，我國警察人員「雙軌分流」考選制度構建的研究，國家菁英，第40期，
2014年12月，頁123-150。

28 黃富源，警察特考雙軌進用考選分流制的意義與再精進，國家菁英，第6卷第3期，2011年，
頁1-16。



 第七章．警察教育訓練 169

榜後未獲錄取之警校畢業生，仍繼續以警佐待遇人員身分任職，並具有警

察人員身分。

（二）「教考用」時期（2002年至2003年）

1981年，內政部警政署為回應警察機關約聘僱人員之陳訴，首次放
寬警察特考應考資格，開放不具警察學歷者可以報考；訓練後，以一般

行政職系任用。惟上開人員參加同樣的考試，取得同樣的警察特考及格證

書，任職後要求與正規警察人員領有一致的薪資待遇，遂四處陳訴。後於

1987年起，警政署為解決上開問題，遂將錄取警察特考而不具警察學歷
者編入警專警員班施予訓練，畢業後取得警察官任用資格，此開啟了警察

人員「考訓用」制度之先河，並漸對以警察人員養成教育為基礎的「教考

用」制度造成衝擊，且不斷增多警察黑官人數。監察機關終於1998年12月
21日行文糾正警政署，略以：警政署自1976年起，違法任用未經考試及格
卻支領警佐待遇之警察人員6,693人，並有配槍執行逮捕拘禁之公權力情
事

29
。警政署為回應監察機關糾正案，自2002年及2003年起，不再分發臺

灣警察專科學校及中央警察大學應屆畢業生，俟其錄取警察特考後再申請

分發。自此，有效解決了「警察黑官」問題，但卻衍生了警大與警專畢業

生未能考取警察特考而成為「流浪警察」的問題。

（三）「教考用」與「考訓用」併行時期（2004年至2010年）

臺灣地區以「考訓用」方式考選進用警察人員的模式，真正成形於

2004年。當年實施「警消機關缺額快速補足計畫」，辦理公務人員特種考
試基層警察人員考試（簡稱警察基特考試），以特考取才方式招收一般大

學畢業生補充基層警力。此政策雖定位為非常態性之人力進用，但因供應

量以每年上千名的速度爆增，侵蝕了原本以警專專科學歷養成教育為主的

員警供應管道
30
。此種警察基特考試在2004年至2010年短短七年間供應了

8,884人，約占全體基層警力的五分之一。他們雖具有大專學歷，但因受

29 朱源葆，當前警佐待遇人員所面臨的困境與解決方案芻談，警光，第513期，1999年4月1
日。

30 吳斯茜、蘇志強，論警察人員特種考試制度變遷對警察養成教育的影響，執法新知論衡，第
6卷第1期，2010年，頁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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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僅一年即派用，專業明顯不足，難勝任危險、繁劇之警察任務
31
；又其

離職時無賠償受訓費用的壓力，成為部分找不到工作的流浪老師、高學歷

者的跳板，故不僅離職率高
32
，且敬業態度不佳

33
，最為警界人士詬病。

更有進者，2006年警察特考更將相關科系規定之應考資格，放鬆為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各

所系科畢業得有證書者」均得報考；加上經濟不景氣、高學歷低就業等因

素，一般生報考警察特考之人數大幅成長
34
。結果，警大與警專公費畢業

生未能錄取警察特考者（俗稱「流浪警察」），不僅無法使警察教育與考

試任用結合，尚且浪費公費教育之資源。尤其，2006年、2007年、2008
年及2010年，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應屆畢業生未錄取警察特考人數分別高占
畢業人數之26.77%、27.19%、26.32%及48.26%之多，更加凸顯警察教考
訓用嚴重脫節的問題，造成受過警察專業養成教育的警察院校畢業生「合

用不合格」，而一般大學畢業生透過坊間補習教育考上警察基層特考或年

度特考者「合格不合用」的窘境。

此外，一般大學畢業生及基層警察人員通過四等警察特考或基層警

察特考滿三年者，皆具有報考年度三等警察特考之資格，惟此類人員雖考

取三等警察特考並未被安排到警大受訓，而安排在警專受訓，且依警察人

員人事條例第11條第2項之規定，此類三等特考及格人員因未接受警大受

31 例如2009年發生在台北市大直派出所賴姓警員（2009年基特班結訓）執勤遇刺殉職案，凸顯
一般大專畢業生考取基特僅接受一年的專業訓練，與警專畢業生二年、警大畢業生四年教育

的專業知（技）能水準明顯有落差，難以勝任複雜又危險的警察工作，故政策上於2010年度
之基特班訓練延長為十八個月（蘇志強，中華民國警察人員考選制度，發表並收錄於考選部

編印，2013考選制度國際暨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3年10月，頁368-389）。
32 經統計2004年特考班員警離職率高達7%，而警校畢業的員警離職率不到千分之一（洪光平，
台灣警察人員考訓制度之研究，人事行政季刊，第167期，2009年，頁36-47）。

33 2010年考選部門委託之「警察人員國家考試評量方法與相關問題之研究」，比較警校生與一
般生的核心職能表現差異。調查結果警校生平均得分3.79分，一般生平均得分僅2.89分，且
警校生得分最高的項目是「團隊合作」為4.08分，次高的是「執法倫理」為4.01分，卻是一
般生最弱的項目，一般生「團隊合作」僅得2.50分，是此次調查最低分項目，「執法倫理」
為2.67分是次低分項目，整體反映出警察實務界對於一般生的工作表現不甚滿意（蘇志強，
中華民國警察人員考選制度，發表並收錄於考選部編印，2013考選制度國際暨兩岸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2013年10月，頁368-389）。

34 黃富源，警察特考雙軌進用考選分流制的意義與再精進，國家菁英，第6卷第3期，2011年，
頁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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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故未能取得擔任巡官以上之職務資格。此做法係因警察機關為維持警

察教育之主體性與計畫性用人之策略，以及考量當時基層員警中已考取三

等特考者人數約1萬人左右，實際上並無足夠的巡官職缺可供派任，且若
將三特及格者派補巡官缺，則會讓警大畢業生無巡官缺可用，警大教育體

制將受嚴重衝擊，故警政署堅持不讓三等特考及格之非警大畢業或結業者

擔任巡官以上之職務。結果遭致此類人員之訴願與訴訟，考選機關亦認為

警察機關應尊重考試權之權威，讓通過國家考試三等警察特考之一般大學

生，亦享有與警大畢業生一樣可到警大受訓而取得擔任巡官職務之資格，

以符合憲法之平等原則。

後於2018年1月26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作出了釋字第760號解釋，
即係針對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11條第2項之規定，對三等警察特考及格之
一般生，是否形成職務任用資格之不利差別待遇進行有無違憲之解釋，並

認為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11條第2項未明確規定考試訓練機構，致實務上
內政部警政署得將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三等考試筆試錄取之未

具警察教育體系學歷之人員，一律安排至警察專科學校受考試錄取人員訓

練，以完足該考試程序，使2011年之前前述考試及格之未具警察教育體系
學歷人員無從取得職務等階最高列警正三階以上職務任用資格，致其等應

考試服公職權遭受「系統性之不利差別待遇」，就此範圍內，與憲法第7
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不符。另外，行政院應會同考試院，於該號解釋公布

之日起六個月內，基於解釋意旨採取適當措施，除去聲請人所遭受之不利

差別待遇
35
。而為了解決前述問題，時任內政部長葉俊榮指示採「全盤處

理、循序漸進」的方向，且應於一個月內公布處理計畫。內政部警政署隨

即召開相關會議研擬因應作為，並於2018年2月27日發布新聞稿說明後續
作為，主軸定調在不影響警察大學既有各班期學員生權益，並維護基層警

察人員既有升遷管道與機會下，除釋字第760號解釋聲請人優先調訓外，
另具有考試院2009年訴願決定至警察大學受訓四個月（特別訓練班）之資

35 司法院大法官，2018年。釋字第760號：警察三等特考職務任用資格差別待遇案。大法官解
釋，https://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_1.asp?expno=760，最後瀏覽日期：
2018/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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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人員，列第二階段分梯次調訓，至其餘人員則列第三階段調訓，並依考

試年度規劃在2021年前分梯次完成6,936位人員（含警察人員5,564人及消
防人員1,320人）進修教育36

。其具體因應措施如下：

1. 開辦警佐班第四類：警佐班第四類訓練性質定位為「警察教育條
例」之進修教育，於警察大學警佐班增開班期，受訓四個月，惟為兼顧警

力運用及教育訓練品質，以在警察大學教育訓練二個月及在實務機關實習

二個月之方式辦理，並規劃自2019年起至2021年止三年內分梯次完訓37
。

2. 完訓人員回原機關候缺派補、擇優升任：依據釋字第760號解釋
擇優任用、用人唯才之精神，完訓人員將採「原機關候缺派補、擇優升

任」，警察人員則考量個人意願及因部分機關職缺有限，得於現職機關候

補他機關職缺方式派補，以兼顧其派任的權益及家庭生活的穩定。

3. 爭取修改地方警察機關組織編制：積極推動以適時、適度增加地方
警察機關巡官員額方式，改善基層警察人員升遷體制及職務結構，增加渠

等升遷機會，並持續與相關部會溝通以尋求支持，朝修改地方警察機關組

織編制方向努力。

（四）「雙軌分流」時期（2011年迄今）

我國考試機關及警察機關為解決日益嚴重的警察教考訓用嚴重脫節及

應考人訟源不斷的問題，遂於2008年6月籌組跨機關38
的專案研議小組，

歷經多次會議研商，終於審議通過「警察人員考試制度改進方案」，並決

定於2011年6月實施警察特考雙軌分流考試制度。此「雙軌分流」的警察
考選新制，迄今已實施十年（2011年至2020年），考選部門正對此雙軌新

36 內政部，2018年，保障2010年以前三等警察特考人員權益，葉俊榮：2021年前分梯次訓
練補齊升遷資格，https://www.moi.gov.tw/chi/chi_news/news_detail.aspx?sn=13541&type_
code=02&pages=0&src=news，最後瀏覽日期：2018/09/03；聯合新聞網，2018年，警察殉
職、被打後：內政部連出兩招挺警察，https://udn.com/news/story/6656/3109403，最後瀏覽日
期：2018/09/03。

37 已自2018年7月23日起優先調訓釋字第760號解釋聲請人，以及具有考試院2009年訴願決定至
警察大學受訓四個月（特別訓練班）資格之人員。

38 因警察人員之教考訓用之相關制度，牽涉到行政、考試、司法、監察及立法等職權，故在規
劃警察人員雙軌分流考試新制的過程中，必須針對現存問題，做跨機關之協調與折衝，才能

達成政策方向上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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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實施結果作檢討評估，作為日後改進之依據。

綜上，我國警察人員教、考、訓、用制度之沿革與變遷，始於「教

用合一」時期，係以警察的養成教育作為警察任用的資格要件，縱使未通

過警察特種考試之警校畢業生，仍以「警佐待遇」人員的身分任用之。此

種未通過國家考試而領有警察人員待遇者，被諷稱為「警察黑官」。其

次，「教考用」時期對警大和警專畢業生未考取警察特考者，一律依法不

予分發任用，落實教考用制度，解決警察黑官的問題。而且，此時期為回

應警察機關約聘僱人員之陳訴，而局部開放「考訓用」之做法，結果衍生

出警校生未考取警察特考者成為「流浪警察」的問題。第三，「教考用」

與「考訓用」併行時期，正式開辦「考訓用」制度，以特考取才方式招收

一般大學畢業生補充基層警力。此制之實施目的在提高基層警察人員的素

質、快速補充基層警力，以及澈底解決「流浪警察」問題。然而，該非常

態性之警察人力進用制度，造成了「合格不合用」及「合用不合格」的警

察教考訓用之困境。最後，終於提出「雙軌分流」之警察考選制度，採進

用雙軌及考選分流的做法，希望讓一般生參加外軌考試合格者能合用，同

時也讓警校養成教育之合用者亦能通過國家考試合格，以健全警察教考訓

用結合之制度。

第四節　討論與建議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擬議修正警察法，有關警察教育訓練之修正條文部

分，經從現行條文之立法背景與沿革，及基本理論與概念介紹後，提出初

步修正意見。再經於2019年9月6日、2019年11月15日及2020年12月18日等
3次專家學者之參與討論39

後，由學會提出綜合之修正版。

39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邀請專家學者，舉辦三場警察法修正草案討論會之時間、地點分別如下：
2019年9月6日於台大校友會館3樓B會議室，舉辦【警察法修正草案討論會（第6場）】；
2019年11月15日於台大校友會館3樓B會議室，舉辦【警察法修正草案討論會（第8場）】；
2020年12月18日於中央警察大學研究大樓322B教室，舉辦【警察法修正草案討論會（第9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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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歷次專家學者之意見

歷次專家學者對警察教育訓練之修法意見，略分下列諸項陳述之：

一、 修正條文第14條第1項，有關「中央設警察大學、警察專科
學校，辦理警察教育、訓練。有關警察大學之組織，另以法

律定之」的討論意見

（一）內政部警政署謝銀黨前署長之意見
40
：「第1條基本法性質與

其他職權、人事、組織等法令的配合，尤其教育訓練的相結合。」

（二）國立政治大學劉宗德教授之意見
41
：「第14條第1項，警察大

學、警察專科學校之組織屬於法律保留事項，是沿襲以前到現在的。但最

後一項，這些教育訓練的實施辦法，由內政部定之。法規命令確實是中央

主管機關可以定的，但是，是不是還有那些授權命令需要訂定？這些部分

可以再酌。」

（三）李震山前大法官之意見
42
：「警察專科學校屬於四級機關，依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三級機關以上才用法律規定，如果要以法律定

之，本法會變成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的特別法。」

（四）國立臺灣大學林明鏘教授之意見
43
：「警專跟警大合而為一，

警察大學分為專科部跟大學部，讓警大擴大規模（木柵校區、龜山校

區）。」「此次警察法修正案，可考慮的亮點之一是：警大警專兩校合

一。」

二、 修正條文第14條第2項及第3項，有關警察教育及警察訓練之
內容的討論意見

國立政治大學劉宗德教授之意見
44
：原修正草案第14條最後面：「有

關第二項及第三項警察教育、訓練之實施辦法，由內政部定之。」如果是

40 如2019年9月6日【警察法修正草案討論會（第6場）】座談紀錄。
41 如2019年11月15日【警察法修正草案討論會（第8場）】座談紀錄。
42 如2019年11月15日【警察法修正草案討論會（第8場）】座談紀錄。
43 如2019年11月15日【警察法修正草案討論會（第8場）】座談紀錄。
44 如2020年12月18日【警察法修正草案討論會（第9場）】座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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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事項仍應規定在警察法母法裡。

因此，學會版第14條第2項增訂為：「前項警察教育分為養成教育及
進修教育。」此外，另增訂第3項為：「第一項警察訓練分為基礎訓練、
升職訓練及專業訓練。其實施，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三、 修正條文第14條第4項：「警察人員之考選、任用與升遷，
應結合警察教育、訓練為之」的討論意見

（一）內政部警政署謝銀黨前署長於2019年9月6日之意見45
：「任用

與教育制度需改進，試想警大畢業生若無法警察相關職務可得任用未來該

如何，警察教育強調德智體群，然學生除了學科其他並無顧及，應爭取合

理制度法條如下：第14條第1項規定警察人員之任用，以曾受警察教育訓
練且經中央考銓合格者為限。第2項規定為充實警察陣容其任用方式分別
採教考用與考訓用方式為之。第3項規定前項教考用任用方式分為第一試
與第二試。第一試為參加警察教育資格檢定考試，第二試為警察任用資格

考試，修畢警察學分者始具參加第二試資格。第4項相關規定由內政部另
訂之。警專、警大都可參考上述制度，由考試院與內政部會銜。」

（二）內政部警政署謝銀黨前署長於2019年11月15日之意見46
：「關

於教育與任用之意見如下：

1. 目前教育與任用制度讓警察內部充滿矛盾，使組織功能大打折扣。
建議透過修法集思廣益。

2. 第13條後段，其任用程序另定之，是比較抽象的寫法。任用程序要
怎麼進行，是不是可以思考一個和考試院協商的機制？因為警大、警政署

層級不高，要解決任用問題很難，所以或許有需要。

3. 任用制度怎麼打破內軌外軌？應盡可能利用這個機會突破。」
（三）國立臺灣大學林明鏘教授之意見

47
：「考試部分要不要分那麼

細？可以規定一個原則就好。警察任用制度，得依特殊需要做不同規定。

45 如2019年9月6日【警察法修正草案討論會（第6場）】座談紀錄。
46 如2019年11月15日【警察法修正草案討論會（第8場）】座談紀錄。
47 如2019年11月15日【警察法修正草案討論會（第8場）】座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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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基本法可以和不同制度做一些區隔，如果與國家考試做區隔，把內軌

外軌考試分成不一樣，把畢業考試當成國家考試，就可以了。」「此次警

察法修正案，可考慮的亮點之一是：警校畢業考跟國家考試合一（考用教

合一）。」

（四）內政部警政署王進旺前署長於2020年9月6日之意見48
：「警察

考試內外軌應合併為單軌，警大教材應與時俱進。」「現在警察屬文官公

務體系，若欲跳脫可參照軍官班設計。」

（五）內政部警政署王進旺前署長於2020年11月15日之意見49
：「任

用和教育是否結合？考試是考選部的權責，除非回歸三權分立，否則畢業

考試等於國家考試恐怕要經過一番努力。」「是否應該要設置警監班？」

（六）中央警察大學朱愛群教授之意見
50
：「教育與訓練是結合在一

起的，不要切割，考進之後就是養成教育。」「升職與進修都是屬於再教

育，再教育是屬於培訓。」

四、 修正條文第14條，有關警察教育訓練之基本理論與概念之討
論意見

國立政治大學劉宗德教授之意見
51
如下：

「第七章警察教育訓練的第一節緒論部分，可修正如下：1.可以把警
察制度的沿革（包括教育、訓練）和緣起略做說明。2.說明警察人員的特
性（因與其他人員（消防、國境、海巡）不同）。」

「第七章第三節的教育訓練除了與各國做比較之外，也可多簡述兩岸

的比較。第四節除了提到釋字760之外，也可提釋字781∼783的年改之後
對警察人員將來的教育和訓練會造成什麼影響；釋字785對消防人員一勤
一休會不會有影響。」

48 如2019年9月6日【警察法修正草案討論會（第6場）】座談紀錄。
49 如2019年11月15日【警察法修正草案討論會（第8場）】座談紀錄。
50 如2020年12月18日【警察法修正草案討論會（第9場）】座談紀錄。
51 如2020年12月18日【警察法修正草案討論會（第9場）】座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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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會版綜合意見分析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參酌歷次專家學者之意見，以及檢討我國警察教育

訓練之現況問題，研提改進建議與警察法有關警察教育訓練之綜合版修正

條文如下：

一、我國警察教育訓練之現況問題

我國現行警察教育訓練之法制，主要有警察法第3條：「警察官制、
官規、教育、服制、勤務制度及其他全國性警察法制，由中央立法並執行

之，或交由直轄市、縣（市）執行之。」警察法第15條：「中央設警察大
學、警察專科學校，辦理警察教育。」以及依據警察法第3條和第15條所
制定之警察教育條例。從現行法制規定的內容，以及實際之運作以觀，存

有下列問題有待改善：

（一） 現行警察法及警察教育條例對警察教育訓練之用語不符實際，亟

待修法

例如警察教育條例對具有基層員警升職性質的警佐班，以及具有專業

訓練的專業班（如人事人員講習班）等明定為進修教育；對中階幹部升職

性質的警正班明定為深造教育；而且，深造教育的種類並未包括研究所教

育，與一般之通念不符，極易造成用語之混淆。

（二） 現行基層警察職務之升遷管道較為混亂，未充分結合工作表現與

缺額現況，扭曲警察教育訓練制度

現行基層員警升任巡官之管道計有警大警佐班（第一、二、三、四

類）、二技班，以及三等警察特考（內軌）及格人員訓練班等，其中警佐

班第一、二、三類與二技班之入學考試，兼採計工作經歷表現與筆試成

績，然而三等警察特考班則單靠筆試，不採計工作經歷表現，故年輕員警

為求快速升遷，會熱衷準備三等警察特考，而較輕忽工作表現。另依大法

官釋字第760號解釋而開辦警佐第四類之招訓名額約4、5,000人，結業後
因無足夠的巡官缺可供分發，致造成排擠警大大學部、研究所、二技班及

警佐第一、二、三類之招訓名額，扭曲了警察既有的教育訓練體制。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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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警大大學部因三等警察特考之競爭加劇，而偏向考試取向的教學，亦

影響正常之教育訓練品質。

（三） 多年未開設警監班培訓高階警察幹部，致升遷未能結合訓練

目前警察升職教育之最高階班期僅止於警正班，作為報考一般縣市分

局長之必要訓練條件，至於往更高之職務升遷（如直轄市分局長或警察局

長），則無相應之訓練班期，故無法將升遷與訓練相結合，與國軍之將領

培訓制度有很大不同，致易讓政治勢力介入高階警察人事之任免作業。

（四） 現行警察之考選制度，未能結合警察教育、訓練與任用制度

警察工作是屬專門的一種職業，亦屬須具有國家、正義與榮譽等核

心價值的志業，現行以內軌為主，外軌為輔的雙軌分流制度不失為一個折

衷的制度。然而，目前三等警察特考（內軌）作為基層員警快速升職的管

道，使得三等警察特考從初任警察人員之考試性質，變為基層員警升職考

試的性質；而且，近些年來四等警察特考錄取未遵守「內軌為主，外軌為

輔」的精神，短期大量招收四等外軌名額，造成警專專科警員班須減招，

以及有一定比例的警大畢業生未能考取三等警察特考內軌考試，衝擊正常

的警察教育訓練制度，亦浪費國家警察教育資源。

（五） 警察教育、訓練內容未能結合理論與實務

我國現行採警察教育取向之班期（如警大大學部和警專專科警員

班），較重理論知識的傳授，而較欠缺實務上執法技能之訓練；而採訓練

取向之班期（如警察四特外軌訓練十二個月及三特內軌訓練十個月），因

受訓時間短，較難提升執法知識與執法倫理之訓練品質。

二、我國警察教育訓練之改進建議：研修警察法部分條文

針對上述我國警察教育訓練之現況問題，提出改進建議如下：

（一） 健全我國警察之教育訓練制度及釐清用語

擬議修訂警察法草案第14條第1、2、3項，明定警察教育訓練機關及
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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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警察教育訓練機關及內容）

中央設警察大學、警察專科學校，辦理警察教育、訓練。有關警察大

學之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前項警察教育分為養成教育及進修教育。

第一項警察訓練分為基礎訓練、升職訓練及專業訓練。其實施，依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修正草案重點在律定警察教育之種類，分為養成教育及進修教

育，刪除原警察教育條例第2條及第6條之「深造教育」文字。未來建議於
警察教育訓練之實施辦法中重新定義養成教育係指專科警員班、警大大學

部四年制及二年技術系，以及未曾接受警大教育與訓練之一般生及基層員

警就讀警大研究所者；進修教育係指警大研究所碩士班與博士班，以及國

內外大學入學進修、選修學分及專題研究等類。其次，律定警察訓練之種

類，分為基礎訓練、升職訓練及專業訓練等三種。基礎訓練：指一般警察

三、四等特考及格人員之基礎訓練；升職訓練：指巡佐班、警佐班第一、

二、三、四類、警正班、分局長班等；專業訓練：指人事幹部講習班、督

察幹部講習班、刑事幹部講習班等。至於依警察教育條例第12條規定「各
級警察機關應實施警察常年訓練」，則指於警察機關定期自行實施之實務

保持訓練言，因係非由中央設警察大學或警察專科學校辦理之訓練，故不

在本條第3項所規定之訓練範圍內。

（二） 警察教育、訓練內容應結合理論與實務

未來警察之教育與訓練內容，應結合執法知識之理論與執法技能之實

務，以凸顯警察教育訓練之特殊性與專業性。因此，未來可依據本警察法

草案第14條，在警察教育條例修正時，具體規定警察養成教育與進修教育
之內容。此外，建議增訂警察法草案第14條第3項：「第一項警察訓練分
為基礎訓練、升職訓練及專業訓練。其實施，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以

作為訂定警察基礎訓練、升職訓練及專業訓練等辦法的法源，並期使落實

執行警察各種訓練，精進警察人員實際工作所需之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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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國警察人員之考選、任用與升遷，應結合警察教育、訓練之實

施

我國警察特考制度之性質，類似初任專技人員（如醫師、建築師）

之考試性質，其考試資格宜限於受過警察專業養成教育者，並作為初任人

員之資格考試，勿變相成為基層人員升職之考試。又警察特考制度應落實

「內軌為主、外軌為輔」的原則，以維持健全之警察教育訓練制度。甚至

可進一步研議「教考合一、畢業即入警」的做法，使警察三等特考初試與

中央警察大學入學考試合併舉行，三等特考再試與警大畢業考試合併舉

行。

此外，建議未來應恢復過去在警察大學開設之警監班，培訓高階警察

幹部（如直轄市分局長），使高階人員之升遷能結合訓練。此種警監班可

比照我國軍中培養高階將領之做法，或仿效德國聯邦警察大學培訓高階警

察領導幹部（金質階級警官）的做法，充實高階警官之策略規劃及危機處

理之能力
52
。

因此，擬議修訂警察法草案第14條第4項如下：「警察人員之考選、
任用與升遷，應結合警察教育、訓練為之。」

綜合上述意見，本學會版對警察法修正有關警察教育訓練之修正意見

如表7-2所示。

52 按：國家文官學院現行升簡任或警監官等訓練班，只是使受訓學員取得升任警監官等資格而
已，並非屬升任警監職務之班別，故無法結合訓練與升職。

表7-2　學會版人事與教育訓練章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章　人事與教育
訓練

新增章名。

第14條
（警察教育訓練機關
及內容）
中央設警察大學、警
察專科學校，辦理警
察教育、訓練。有關

第15條
中央設警察大學、警察專
科學校，辦理警察教育。

一、 條次變更，修正文字，
並增列第2、3、4項。

二、 參照警察人員人事條例
第11條第2項有關警察
人員之任用資格之一應
經警察大學、警官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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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　學會版人事與教育訓練章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續）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警察大學之組織，另
以法律定之。
前項警察教育分為養
成教育及進修教育。
第一項警察訓練分為
基礎訓練、升職訓練
及專業訓練。其實
施，依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警察人員之考選、任
用與升遷，應結合警
察教育、訓練為之。

　　 校、警察專科學校或警
察學校畢業或訓練合
格，爰修正原第15條之
「教育」二字為本條第
1項之「教育、訓練」
文字。

三、 參照警察教育條例第2
條第2項有關「學校之
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的規定，復依中央行政
機關組織基準法第4條
規定，三級機關（如中
央警察大學）之組織以
法律定之，餘如四級機
關（如臺灣警察專科學
校）之組織以命令定
之，毋需法律定之。爰
修正原第15條條文為本
條第1項，增列「有關
警察大學之組織，另以
法律定之」之文字。

四、 參照「公務人員訓練進
修法」之用語，於本條
文第2項中律定警察教
育的內容分為「養成教
育」及「進修教育」二
類，不採警察教育條例
第2條「深造教育」之
用語，以作為未來修正
警察教育條例第2條之
依據。原則上，養成教
育係指專科警員班、警
大大學部四年制及二年
制技術系，以及未曾接
受警大教育與訓練之一
般生及基層員警就讀警
大研究所需補修警察幹
部通識教育學分者；進
修教育係指警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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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　學會版人事與教育訓練章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續）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碩士班與博士班，以及
至國內外大學入學進
修、選修學分及專題研
究者等。

五、 由於警察教育條例第6
條對進修教育與深造教
育之內容分類與社會通
念迥異，難予理解。例
如將有升職訓練性質之
警佐班與警正班分別劃
歸為進修教育與深造教
育，難予理解。復依據
人事管理理論區別教育
與訓練在學理上之不同
意涵（按：教育著重長
時間之灌輸基本知識，
如二年以上的警察養成
教育；訓練則著重在短
時間施訓專門知識與工
作技能，如警佐班的升
職訓練），爰增列本條
文第3項將警察訓練分
為基礎訓練、升職訓練
及專業訓練等三類。以
作為未來修正警察教育
條例相關條文之依據，
並凸顯警察法為基本法
之定位。未來可透過警
察教育條例之修正，重
新定義基礎訓練為：一
般警察三、四等特種考
試錄取人員之基礎訓
練；定義升職訓練為：
巡佐班、警佐班第一、
二、三、四類、警正
班、分局長班及警監班
等之升職訓練；以及定
義專業訓練為：人事幹
部講習班、督察幹部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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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結論

本文首從教育與訓練之理論出發，比較各國警察教育訓練的制度，以

及結合警察考選與任用之三種模式，據以進一步檢討我國警察教育訓練的

現況問題，最後提出改進及修訂警察法之具體建議。要言之：

一、 警察的工作特性，需要結合警察的教育與訓練做法，才能使警察人員
具有整全的核心工作職能。因此，警察的教育訓練制度影響警察人力資

源之規劃與執行，攸關警政之成敗。若能透過警察法及警察教育條例等

法令之修正，將有助於警察人力素質之提升，以及警察任務之達成。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習班、刑事幹部講習班
等專業性質之短期講習
班。上開各種訓練之實
施，應依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至於依警察教育
條例第12條規定：「各
級警察機關應實施警察
常年訓練」，則指於警
察機關定期自行實施之
實務保持訓練言，因係
非由中央設警察大學或
警察專科學校辦理之訓
練範疇，故不列入本條
文第3項之訓練方式。

六、 增設本條文第4項，宣
示性地規定警察人員之
考選、任用與升遷，應
結合警察教育、訓練為
之，以利警察人員之考
選、任用與升遷，能與
警察之教育與訓練相結
合。

表7-2　學會版人事與教育訓練章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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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警察教育訓練制度，事涉考選、任用與升遷等環節，警察行政主管機
關應積極協調考選機關修訂相關法規，並建立健全的警察教育訓練與

人事制度，才能使警察之教、考、訓、用等環節緊密結合。

三、 「制度是長成的，非造成的」，我國警察教育訓練制度之未來發展，
宜依據我國國情與優良的歷史傳統，以及世界各國的發展趨勢，兼顧

教育與訓練、結合理論與實務，以及兼採內升與外補之升遷制度，與

時俱進地漸進發展。



第八章

警察經費與設備
劉嘉發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警察法修正草案建議書186

第一節　現行條文立法背景及沿革

壹、現行條文分析

警察法有關警察經費與設備之規範條文，主要係見於第16條至第18
條，同時於警察法施行細則第13條及第14條再加以解釋規定。其中有關警
察經費預算部分，依警察法第16條規定：「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準，由中
央按各該地區情形分別規劃之。前項警察機關經費，如確屬不足時，得陳

請中央補助。」同法施行細則第13條則進一步規定：「本法第十六條地方
警察機關預算標準，由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核定施行，地方警察機關經費不

足時，得陳請補助之程序；直轄市報由內政部轉請行政院核定；縣（市）

報由內政部警政署轉請內政部核定。」

至於在警察設備部分，依警察法第17條規定：「各級警察機關之設
備標準，由中央定之。」同法施行細則第14條則進一步規定：「本法第
十七條各級警察機關之設備，分建築物場地、交通工具、槍械彈藥電訊裝

置、刑事器材、消防防護、衛生用具、教育器材、檔案記錄、圖表、體育

康樂用具、服勤用品等類，其標準由內政部定之。」

另有關警察機關、學校之武器彈藥部分，依警察法第18條規定：
「各級警察機關、警察大學、警察專科學校之武器彈藥，其統籌調配辦

法，由內政部定之。」內政部乃依本條之授權，訂定「各級警察機關學校

武器彈藥統籌調配辦法」規範相關事項。

貳、立法背景及沿革

查我國警察法之立法，最初係由行政院咨送立法院審議，其詳細咨送

時間不可考。惟揆諸其立法史，最早出現是立法院於1948年9月14日第二
會期第二次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咨送之草案

1
。而警察法有關警察經費與

1 參見第一屆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4號；政府提案第1號之1，1953年4月3日印發，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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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等條文之立法背景及沿革，可分別從下列兩個階段來加以探討：1.警
察法公布施行前之立法沿革；2.警察法公布施行後之立法沿革，茲述如
次。

一、警察法公布施行前之立法沿革

按警察法於1953年6月15日制定公布施行前，其立法草案在立法院研
議討論之過程，主要分成四個階段：1.行政院草案；2.審查修正案；3.重
付審查修正案；4.整理小組修正案，茲述如下2

：

（一）行政院草案：係1948年9月14日立法院第二會期第二次院會交
付審查行政院咨送之草案。

（二）審查修正案：係1951年5月24日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報院會之
原修正案（原件及審查報告載立法院第八會期第二次議事日程）。

（三）重付審查修正案：係1952年4月30日內政法制兩委員會提報院
會之修正案。

（四）整理小組修正案：係1953年4月1日整理小組提報院會之修正
案。

查警察法最初由行政院咨送立法院審查之草案，其條文係採分章之

模式，計有第一章總則、第二章組織、第三章人事、第四章職權、第五章

教育、第六章經理、第七章附則等共七章。然至「審查修正案」之後，即

刪除章名不再列之
3
。其中有關警察經費與設備部分，行政院草案係將之

列於第六章經理中，條文自第17條至第21條。嗣後自「審查修正案」起，
不再列章名，其條文內容及條次略有變更。以下僅就：1.警察經費預算；
2.警察機關設備標準；3.武器彈藥之調配等3個面向，分從前開4個草案與
修正案之立法歷程，逐一說明其條文沿革如下：

2 第一屆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4號；政府提案第1號之1，1953年4月3日印發，頁13。
3 第一屆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4號；政府提案第1號之1，1953年4月3日印發，（三）
附件：警察法草案（整理小組修正案）對照表，頁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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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警察經費預算

1. 行政院草案
有關警察經費預算部分，係規定於第六章經理，條文為第17條及第

18條，其具體條文如下。第17條：「各級警察機關預算標準，由中央按各
省情形分別規劃之。」第18條：「各級警察機關經費，得呈請補助之，省
及院轄市由中央補助，縣及省轄市由省補助。」

2. 審查修正案
至「審查修正案」則刪除第六章「經理」之章名，條文改列為第16

條至第17條，其條文修正如下。第16條：「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準，由中
央按各該地區情形分別規劃之。」第17條：「地方警察機關經費，如確屬
不足時，得呈請補助。省及直轄市由中央補助，縣、市由省補助。」

3. 重付審查修正案
其後「重付審查修正案」，則合併「審查修正案」第16條及第17條

條文，將之整併規定於第16條，其條文修正為：「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
準，由中央按各該地區情形分別規劃之。前項警察機關經費，如確屬不足

時，得呈請補助。省及直轄市由中央補助，縣、市由省補助。」

4. 整理小組修正案
最後，至「整理小組修正案」階段，則維持「重付審查修正案」之原

條文內容，並未加以修改，條次乃為第16條。

（二）警察機關設備標準

1. 行政院草案
有關警察機關設備標準部分，係規定於第六章經理，條文為第19條

及第21條，其具體條文如下。第19條：「各級警察機關各種設備標準，由
中央統籌規劃之。」第21條：「警察人員之制服裝備，由中央規定之。」

2. 審查修正案
至「審查修正案」則取消第六章經理之章名，條文改列為第15條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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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條，其條文修正如下。第15條：「警察勤務制度由中央定之。」第18
條：「各級警察機關之設備標準，由中央定之。」

3. 重付審查修正案
其後「重付審查修正案」，則合併「審查修正案」第15條及第18條

條文，將之整併規定於第17條，其條文修正為：「警察服制、警察勤務規
程及各級警察機關之設備標準，均由行政院定之。」

4. 整理小組修正案
最後，至「整理小組修正案」階段，則再次修正「重付審查修正

案」之條文內容，條次仍為第17條。其修正之條文為：「各級警察機關之
設備標準，由中央定之。」即現行警察法第17條之條文。

（三）武器彈藥之調配

有關警察機關武器彈藥之調配部分，於「行政院草案」時，亦規定

於第六章經理，條文為第20條，其條文內容為：「各級警察機關之武器彈
藥，由中央統籌調配之。」嗣後在「審查修正案」、「重付審查修正案」

及「整理小組修正案」階段，均維持「行政院草案」之條文內容，並未修

正，僅為條次之變更。

綜合上述，本章乃將警察法有關警察經費與設備之條文，於其正式制

定公布施行前之立法草案沿革，彙整歸納4個階段之條文內容如下表8-1。

表8-1　警察法有關經費與設備立法草案條文對照表

行政院草案 審查修正案 重付審查修正案 整理小組修正案

第六章經理 （刪除章名）

第17條
各級警察機關預
算標準，由中央
按各省情形分別
規劃之。
第18條
各級警察機關經
費得呈請補助

第16條
地方警察機關預算
標準，由中央按各
該地區情形分別規
劃之。
第17條
地方警察機關經費
如確屬不足時，得

第16條
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
準，由中央按各該地
區情形分別規劃之。
前項警察機關經費，
如確屬不足時，得呈
請補助。省及直轄市
由中央補助，縣、市

第16條
同前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警察法修正草案建議書190

行政院草案 審查修正案 重付審查修正案 整理小組修正案

之，省及院轄市
由中央補助，縣
及省轄市由省補
助。

呈請補助。省及直
轄市由中央補助，
縣、市由省補助。

由省補助。

第19條
各級警察機關各
種設備標準，由
中央統籌規劃之
第21條
警察人員之制服
裝備，由中央規
定之。

第15條
警察勤務制度由中
央定之
第18條
各級警察機關之設
備標準，由中央定
之。

第17條
警察服制、警察勤務
規程及各級警察機關
之設備標準，均由行
政院定之。

第17條
各級警察機關之
設備標準，由中
央定之。

第20條
各級警察機關之
武器彈藥，由中
央統籌調配之。

第19條
同前

第18條
同前

第18條
同前

二、警察法公布施行後之立法沿革

查警察法係於1953年6月2日經立法院審議通過，並於同年6月15日正
式公布施行。其中有關警察經費與設備部分，大致上都依前揭「整理小組

修正案」，即整理小組於1953年4月1日提報立法院院會之修正案條文為
主。如第17條：「各級警察機關之設備標準，由中央定之。」第18條：
「各級警察機關之武器彈藥，由中央統籌調配之。」即完全採「整理小組

修正案」之條文，隻字未改。至於第16條條文第1項並未修正，第2項則
修正部分文字，其條文為：「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準，由中央按各該地區

情形分別規劃之。（第1項）前項警察機關經費，如確實不足時，得呈請
補助。省（直轄市）由中央補助，縣（市）由省補助。（第2項）」詳言
之，僅將第16條第2項後段補助之程序用語，「省及直轄市由中央補助，
縣、市由省補助」修正為：「省（直轄市）由中央補助，縣（市）由省補

助」。

表8-1　警察法有關經費與設備立法草案條文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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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警察法自1953年6月15日公布施行後，迄今已將屆六十八載。其間
共歷經4次修法。第1次修正為1986年7月2日，於第15條增列「警察專科學
校」；第2次修正為1997年4月23日，於第15條配合「中央警官學校」改
制，修正為「中央警察大學」；第3次修正為2002年5月15日，係為配合政
府精省政策，修正第3、4、15、16條及刪除第7條；第4次修正為2002年6
月12日，乃為配合行政程序法第174條之1，修正第18條授權訂定各級警察
機關或警察教育機關之武器彈藥調配辦法，以符合規定

4
。

從上述警察法歷次修法之梗概觀之，其中有關警察經費與設備之條

文，於第1、2次修法時並未談及，僅於第3次及第4次修法時方有所論及，
包括修正第16條警察經費預算及第18條武器彈藥之調配。至於第17條有關
警察機關之設備標準，則從立法之後迄今均未修正，茲分述如下：

（一）警察經費預算

按警察法第16條於1953年制定公布時之條文為：「地方警察機關預
算標準，由中央按各該地區情形分別規劃之。前項警察機關經費，如確實

不足時，得呈請補助。省（直轄市）由中央補助，縣（市）由省補助。」

其後在2002年5月15日警察法第3次修法時，方將本條條文修正為：「地方
警察機關預算標準，由中央按各該地區情形分別規劃之。前項警察機關經

費，如確屬不足時，得陳請中央補助。」其修法主要理由係為配合臺灣省

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刪除第2項有關省由中央補助及縣（市）由省
補助之規定，並修正為得逕向中央陳請補助

5
。

（二）武器彈藥之調配

又警察法第18條於1953年制定公布時之條文為：「各級警察機關之
武器彈藥，由中央統籌調配之。」嗣後在2002年6月12日第4次修法時，方
將本條條文修正為：「各級警察機關、警察大學、警察專科學校之武器彈

藥，其統籌調配辦法，由內政部定之。」其修法主要理由係為配合行政程

4 劉嘉發，兩岸警察法之比較研究—以大陸地區人民警察法修訂草案稿為例，警學叢刊，第
48卷第2期（總第234期），中央警察大學印行，2017年10月，頁51。

5 參見立法院第五屆第一會期第7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447號；政府提案第8466號，
2002年3月30日印發，警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政1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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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法之施行，使現行「警察機關武器彈藥調配保管辦法」具有法律授權之

依據，明定各級警察機關、警察大學、警察專科學校之武器彈藥，其統籌

調配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6
。

綜上說明，本章乃將警察法有關警察經費與設備之條文，於其正式制

定公布施行後之立法沿革，彙整歸納如下表8-2。

表8-2　警察法有關經費與設備歷次修法條文對照表

公布施行條文
（1953年6月15日）

第3次修法條文
（2002年5月15日）

第4次修法條文
（2002年6月20日）

第16條
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準，
由中央按各該地區情形分
別規劃之。
前項警察機關經費，如確
屬不足時，得呈請補助。
省及直轄市由中央補助，
縣、市由省補助。

第16條
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準，
由中央按各該地區情形分
別規劃之。
前項警察機關經費，如確
屬不足時，得陳請中央補
助。

未修正

第17條
各級警察機關之設備標
準，由中央定之。

未修正 未修正

第18條
各級警察機關之武器彈
藥，由中央統籌調配之。

未修正 第18條
各級警察機關、警察大
學、警察專科學校之武
器彈藥，其統籌調配辦
法，由內政部定之。

6 參見立法院第五屆第一會期第7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932號；政府提案第8467號，
2002年3月30日印發，警察法第18條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政47-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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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基礎理論與概念介紹

壹、問題背景

財政（Finanzen）為國家存續之要件7
，亦為各級政府行政活動之物質

基礎
8
。近代國家任務的大量擴張，伴隨而來的問題，乃財政的不足與困

窘
9
，加以各級政府在財政能力上的差異性

10
，對於實施各項任務活動所需

要的經費負擔，時有爭議產生
11
，影響施政營運與民眾福祉，殊值關注。

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均設有警察機關，其所擔當的事務範圍概為維持公共

安全與秩序、排除危害及偵查犯罪等事項
12
，與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息息相

關。然就維持警察事務運作所需之財政支出，中央與地方在警察經費編列

上亦常有所爭論。

事實上，依據憲法中央與地方均權之法理，以及憲法保障地方自治

之精神，中央與地方警察機關之經費，本應各自分別編列，互不侵擾。而

地方警察經費如有不足時，亦得依法請求中央補助。故現行警察法第16條
即規定：「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準，由中央按各該地區情形分別規劃之。

前項警察機關經費，如確屬不足時，得陳請中央補助。」同法施行細則第

13條進一步規定：「本法第十六條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準，由內政部報
請行政院核定施行，地方警察機關經費不足時，得陳請補助之程序；直轄

7 黃俊杰，財政國與課稅收入之立法，月旦法學雜誌，第84期，2002年5月，頁81。
8 葛克昌，地方財政法基本課題，月旦法學雜誌，第1期（創刊號），1995年5月，頁22；蔡茂
寅，地方自治之理論與地方制度法，學林文化，2003年2月，頁277。

9 李建良，論地方自治與財政憲法，收錄於憲法理論與實踐（三），學林文化，1版，2004年7
月，頁351。

10 學者指出，我國地方財政存有：1.垂直之不均，地方稅收與中央稅收不能比擬，其自有財源
發展彈性低於中央政府；2.水平之不均，各地方自治團體自然條件不同、經濟情況互異、
稅課豐吝懸殊等問題。參照葛克昌，地方財政法基本課題，月旦法學雜誌，第1期（創刊
號），1995年5月，頁22；地方自治法2001，臺北市政府法規會編印，2001年10月，頁474。

11 在我國，著名之例為2001年至2002年間，台北市政府與中央政府對全民健保保險費的經費
負擔問題所進行的釋憲案。參照司法院印行，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彙編—釋字第一號至第

五八七號解釋，初版，2005年8月，頁686-689。
12 梁添盛，警察法專題研究（二），著者自印，2004年9月，頁17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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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報由內政部轉請行政院核定；縣（市）報由內政部警政署轉請內政部核

定。」上開規範警察經費預算編列之條文，其立法意旨甚明。主要在彰顯

下列三點：1.中央與地方警察經費本應各自編列；2.地方警察機關「預算
標準」，由中央按各該地區情形「分別規劃」，但並非由中央代為編列；

3.地方警察機關經費，如確屬不足時，得陳請中央補助，直轄市報由內政
部轉請行政院核定；縣（市）報由內政部警政署轉請內政部核定。

況且，吾人若依警察機關之組織隸屬關係來看，屬於中央之警察機

關，其預算編列，自為中央之權責；如屬於地方之直轄市政府、縣（市）

政府所屬之警察機關者，其預算之編列，理當由地方政府自行負責。因

此，有關中央與地方警察經費之編列原則，即中央警察機關之經費，由中

央編列；有關執行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務經費，由中央統一編列，地方警

察機關無需重複編列；而屬於地方警政與警衛之事項經費，由地方依法定

程序編列。如因地方預算經費不足，可呈請中央補助。對此，並有司法院

大法官作出釋字第307號解釋，闡明此預算編列之原則13
。

由於預算經費與人事權，在警察制度上實屬重要，此亦涉及中央與

地方之權限關係。即原則上地方之警察預算，由地方政府編列及負擔；而

有關警察人事權，如警察局長、分局長之派任，依現行做法由中央統一作

業。為此，實務上亦產生一些人事權派任爭議之案件。依地方制度法第55
條及第56條規定14

，有關地方警察一級主管之派任，由地方首長依「專屬

13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07號解釋文：「警察制度，依憲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第十七款規
定，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中央就其交由省縣執行之事項，自得依法定程

序編列預算，省縣無須重複編列。但省警政及縣警衛之實施，依憲法第一百零九條第一項第

十款、第一百一十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則屬省縣之權限，省縣得就其業務所需經費依法定

程序編列預算，如確屬不足時，得依警察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呈請補助，省（直轄市）由

中央補助，縣（市）由省補助。」
14 依地方制度法第55條第2項：「直轄市政府置秘書長一人，由市長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免；
其所屬一級機關首長除主計、人事、警察及政風首長，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外，其餘職

務均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由市長任免之。」又同法第56條第2項：「縣（市）政府置秘書
長一人，由縣（市）長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免；其一級單位主管及所屬一級機關首長，除主

計、人事、警察、稅捐及政風之主管或首長，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其總數二分之一得

列政務職，其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二職等，其餘均由縣（市）長依法任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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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管理法律任免」。此規定再結合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21條規定15
，警

監警察官職務均由中央遴任，而警正、警佐警察官職務之遴任，則由內政

部遴任或交由直轄市政府遴任。故在解釋上，警正、警佐警察官職務之遴

任即有可能產生究竟係由中央主導或直轄市首長主導問題。對此，應考量

憲法精神與警察指揮監督上之特殊性，在警察法中明文規定為宜。

地方警察機關，在組織上雖隸屬於地方政府，但其所執行之任務，亦

包括司法警察權限，即為偵查與逮捕犯罪嫌疑人等事項。有謂因地方之警

察預算，須經過地方議會審議通過，因此，警察可能受地方議員之牽制，

無法有效執法；遂建議將警察預算統一由中央編列之建議。惟有學者指

出，如警察經費改成統一由中央編列
16
，地方警察之實質關係，恐便將改

朝向中央機關。對於有執行強制力、維護地方治安之機關，如果與地方脫

離關係，不受地方民意監督，將會違背憲法之地方制度精神，地方政府依

法自得提起救濟
17
。

貳、預算制度概述

預算乃是政府的年度歲入歲出，先以貨幣表示的計畫書。預算之一般

程序有四：即編製、審議、執行及復核。編製及執行預算乃行政部門的責

任；審議與復核預算乃立法部門之權限，事前之審議及事後之復核，皆為

立法控制行政之方法。事後之復核，乃決算之性質，所謂決算，係執行預

算結果之報告，由行政部門編造，而由審議部門查核。簡言之，一國之預

算，通常均由行政部門編製提出，由立法部門審議通過，再由行政部門負

責執行後，送請審計部門審定，一個會計年度的預算程序方告完成
18
。

15 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21條：「警察職務之遴任權限，劃分如左：一、警監職務，由內政部
遴任或報請行政院遴任。二、警正、警佐職務，由內政部遴任或交由直轄市政府遴任。」

16 何達仁，論警察經費之支出責任，植根雜誌，第21卷第11期，2005年11月，頁1-26。
17 李惠宗，德國地方自治法上機關爭訟制度之研究，收錄於當代公法新論（下），翁岳生教授
七秩誕辰祝壽論文集，元照出版，2002年5月，頁217。

18 吳家聲、張永河合著，財政學，五南，3版1刷，1992年12月，頁329。由於預算之審議及復
核均非行政部門負責，至於執行部分則悉依定案之內容實施，故較有爭議者，乃在於編製階

段，而為本文研究之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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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各機關依其施政計畫初步估計擬編的收支，稱為概算

（案）；未經完成立法程序的預算，稱為預算案。其經立法程序而公布

者，稱法定預算。全部歲出歲入預算，均分經常與資本兩門，歲入除增加

債務、減少資產及收回投資為資本收入，應屬資本門收入外，其餘均為經

常門收入；歲出除減少債務與增置或擴充、改良資產及增加投資為資本支

出，應屬資本門支出外，其餘均為經常門支出
19
。依法定用途和條件得以

支用的金額，稱為經費。政府每一會計年度歲入、歲出的全部數，稱為總

預算
20
。

參、地方財政劃分之理論

一、地方自治財政

財政為庶政之母，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無錢即難以行政。

財政學所研究者，即政府的經濟行為，由政府透過預算過程，利用公共支

出、公共收入及財政調整（如公債管理、地方財政調整）等工具，來處理

一個有限的資源，用以達成財政、經濟、社會及政治的平衡
21
。

政府財政之良寙恆影響其施政之品質，此不論在中央政府或地方政

府皆然。而地方政府之自治財政，在國內由於制度設計不全與實際運作不

當，問題早已非一日之寒。

按國內學者薄慶玖氏的說法，地方自治係指「國家特定區域內的人

民，基於國家授權或依據國家法令，在國家監督之下，自組法人團體，

以地方之人及地方之財，自行處理各該區域內公共事務的一種政治制

19 有關數入（歲入）部分，涉及財政學研究之專業領域，而本文主在討論預算之編製、審議及
執行等問題較側重於歲出（支出）預算部分，合當說明。此外，所謂歲出「經常門」、「資

本門」依中央政府總預算編審辦法（每一年度修正頒訂）中，「各類歲入、歲出預算經常、

資本門劃分標準」及「用途別科目分類定義及計列標準表」規定，屬經常門者，如人事費、

事務費、業務費、維護費、旅運費、材料費、損失及賠償費、特別費、預備金等是；屬資本

門者，如土地及房屋之購置、營建工程、圖書、資訊、交通及運輸設備費、機械設備費、投

資、購置耐用年限二年以上且金額超過1萬元之儀器、設備等支出。
20 李金桐，財政學，五南，3版5刷，1994年9月，頁461-462。另參見預算法相關條文規定。
21 李建良，論地方自治與財政憲法，收錄於憲法理論與實踐（三），學林文化，1版，2004年7
月，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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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22
。可見地方自治財政權，實為地方自治團體四大權能之一

23
，此從

近期制定的省縣自治法及直轄市自治法中均列有「自治財政」專章，亦足

證其重要性。

本來所謂地方自治，就是地方人民透過地方政府、議會運作，對地方

公共事務，包括人事、警政、消防、衛生、環保、交通以及初級教育等，

享有地方自主之權力
24
。

而依早期財政理論的看法，地方政府的功能，乃在秉持因地制宜的原

則，為轄區內民眾謀求最大之幸福。故凡其所辦之教育、警察與交通等建

設，無不以滿足境內居民的需要為目的。因此，這些支出的經費，自然應

由享受利益的境內民眾所分擔。至於支出與分擔的內容如何，則端視地方

透過府會政治的運作結果而定
25
。

二、府際間財政的不平衡

惟事實上，地方自治所需經費，不可能完全由地方自治團體來自行負

擔。蓋在財政學上有所謂「府際間財政不平衡」（imbalance）的現象存
在，其不平衡又可分為「垂直的財政不平衡」（vertical fiscal imbalance）
及「水平的財政不平衡」（horizontal fiscalimbalance）兩種。前者簡言
之，乃指中央與地方政府間，財政收支不一致所產生的不平衡，此種不平

衡應由中央政府以補助金的型態來挹注，俾使地方政府預算趨於平衡，且

應以未指定用途之一般補助較為適當，補助金額應與每一地方財政缺口大

小有關；後者水平的不平衡，係指各地方政府間，由於資源豐嗇不一及人

口特性，經濟發展和都市化程度的不一致，造成各地間財政能力與財政需

要不同，進而導致了各地方政府財政狀況不均等的現象，而為了確保居民

在各地方有相同財政待遇，或基於社會公平觀點，使各地方政府均得以提

22 薄慶玖，地方政府與自治，五南，2版6刷，1994年10月，頁5。
23 荒井允子，圖說憲法，警察時報社，1989年2月1日，頁152-153；另參見劉嘉發，從我國憲
法探討中央與地方警察權限之分配，中央警官學校警政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6月，頁40-
42。

24 林全，中央與地方財政選後抗爭，卓越雜誌，第65期，1990年1月，頁78。
25 林全，讓財政自主帶動地方自治，今日財經，第297期，1986年8月1日，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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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一最小之公共服務水準，中央政府可以運用補助款制度來達成此一公平

目標
26
。

因此，不論是垂直或水平的財政不平衡，最後仍歸由中央負責補助。

三、補助金之類型

通常中央對地方政府的財政提供（補助）主要可分為：

（一）國庫負擔金：中央對地方行政事務基於一定目的而給予者，

亦即對地方政事應由中央當然義務承擔，如義務教育經費等（參見憲法第

163條規定）。
（二）國庫委託金：為中央應該執行之政事，委託地方政府執行，而

由中央負擔經費，如統計調查事項等。

（三）國庫補助金：一般又可分為二種：1.平衡補助金（一般補助金
或非條件補助）。方法是先確定地方行政的基本需要額，並計算其基本收

入額，兩者差額即「地方財政缺口」，由中央平衡補助。此項補助彈性較

大，由中央或上級政府控制。而所謂基本需要，指地方教育、衛生、警

政、交通及救濟等需全國達到一定水準
27
；2.此外，尚有特別補助金，即

為適應地方自治團體之特別需要（基本需要之外）而由國庫支付之補助

金。此種補助金均指明特定用途，以加強某一事業之推進，或稱專案補助

金（條件補助）。

質言之，國庫補助金乃是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財政支援。惟在建制

時，應注意下述兩點：

1. 應避免發生中央集權的變相作用：即不能使國庫補助金的支付，成
為控制地方自治或地方行政的工具，致發生中央集權的變相作用。

2. 應避免養成地方財政的依賴習性：即不能以國庫補助金的支付，作
為地方永久性的重要財源，以致養成地方財政的依賴習性

28
。

26 司法院印行，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彙編—釋字第一號至第五八七號解釋，初版，2005年8
月，頁572-573。

27 司法院印行，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彙編—釋字第一號至第五八七號解釋，初版，2005年8
月，頁577-578。

28 李建良，論地方自治與財政憲法，收錄於憲法理論與實踐（三），學林文化，1版，2004年7
月，頁32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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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央與地方財政劃分的原則

關於中央與地方財政經費的支出究應如何劃分，英國學者巴士特貝爾

（C. F. Bastable）曾提出三項劃分原則：
（一）利益原則：有關全國利益的事項應歸中央；有關地方利益的事

項則歸地方。

（二）技術原則：需要高深智力技能處理的事項應歸中央；需採嚴密

監督的事項則歸地方。

（三）行動原則：需要全國一致的活動者應歸中央；需採因地制宜的

活動者則歸地方
29
。

此三項劃分標準，與「均權制」的精神若合符節，但在實際上如何做

具體的適當劃分，誠屬不易。有待中央法令與地方自治法規做進一步的妥

適規劃。

不過，在地方財政經費上有一問題必須先行解決，此即自治事務費與

委辦事務費的劃分問題。

肆、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

我國地方自治法學上雖將地方自治團體所應辦理的事務區分為自治事

項與委辦事項，但實際上地方承辦業務有相當部分屬委辦事項。在理論上

何者為自治事項，何者為委辦事項，有時很難做確定的區分。惟其區別的

實益，乃在於劃分中央與地方財政的支出，使地方財政有適當的範圍，同

時不致因中央委辦的事務而增加其支出。簡言之，中央委託地方辦理的事

務，其經費必須由中央交付地方作為委辦的條件，以免中央政府轉嫁其財

政負擔於地方，導致雙方權責不明的混亂
30
。

一般學者與實務常採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之「二分法」，但如進一步

29 張則堯，財政學原理，三民書局，增訂版，1988年1月，頁298。
30 有學者認為在實際運作上，委辦事項之目的支出承擔一事在國內並未被施行。參見黃錦堂，
縣（市）財政困窘之根源及其對策，政治科學論叢，第2冊，1991年5月，頁119。惟參照每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編審辦法中，均載明有「委辦費」，其中凡中央委託下級政府代辦事項

之費用屬之。故是否如此，有待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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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分，仍有「三分法」及「四分法」之說
31
。本文擬採三分法加以析論其

內涵及經費歸屬
32
。

一、自治事項：又包含固有事項與委任事項

（一）固有事項：簡言之，即地方自治團體自身應辦之事項，亦即該

團體為維持其存立之目的，所應自行處理之事務。經憲法明文保障之省、

縣固有自治事項，如第109條及第110條之規定，由地方「立法並執行」之
事項即是。以警察事務為例，如地方娼妓之管理、特定營業之管理、遊民

取締、攤販管理等事項，係由地方立法並執行，其經費理應由地方自籌，

是為「地方負擔金」（地方自籌金），包括人員、設備費用之支出等。不

足時，再由中央補助，而為「國庫補助金」。

（二）委任事項：原非地方固有事項，但因與地方人民利害關係密

切，故以國家法律授權，委任地方政府辦理。由於係經法律授權，故一經

委任，即視為地方政府自身的事務，發生權限移轉的結果，而由地方負處

理之全權。此即憲法第108條規定，由「中央立法」透過法律授權，「交
省縣執行」者。如警察制度中集會遊行法、自衛槍枝管理條例、槍砲彈藥

刀械管制條例、社會秩序維護法等由中央立法明文授權地方警察機關為主

管機關，由地方負責執行即為適例
33
。此種經費，可由地方自籌或中央補

助之
34
。

31 參見許志雄等著，地方自治之研究，業強出版社，初版，1992年8月，頁100以下。
32 三分法之說可參見薄慶玖，地方政府與自治，五南，2版6刷，1994年10月，頁130-131；另參
董翔飛，地方自治與政府，五南，3版，1990年11月，頁121以下；羅志淵，地方自治的理論
體系，台灣商務印書館，初版，1970年，頁101；劉嘉發，從我國憲法探討中央與地方警察
權限之分配，中央警官學校警政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6月，頁42-45。

33 如就警察事務來看，前項固有事項，須為地方立法並由地方執行之警政事項方屬之，而查現
行地方警政法規為數不多（地方立法者），警察法相關地方警政事項規定亦未明確。故地方

實際實施警政、警衛事項、其遵行之法令大多為中央之法令，亦即由「中央立法」，明文授

權交地方「執行」者如上舉四法律。但有更大部分法令雖未明文授權交地方執行，地方仍據

以執行者，如警察勤務條例、警察服制條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等。故本文以為凡非

地方法並執行之「固有事項」，亦非中央應執行而交地方執行之「委辦事項」，即屬委任事

項，而不論是否有明文規定交地方執行。因此，如上述分類為真，則地方所實施之警政事

項，率多屬委任事項矣！
34 如財政收支劃分法第37條第1項第4款規定，上級政府立法交由下級政府執行者，其經費之負
擔，應於立法時明文規定之。惟事實上，此種委任事項之經費負擔，立法時鮮有明文規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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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辦事項

委辦事項乃指自治事項以外，原屬於國家或上級政府立法並執行，

但由上級機關辦理不經濟，或不如地方政府辦理來得方便，或基於其他

原因，而「委託」地方自治團體之機關或首長辦理。其僅為「權限之代

行」，不發生職務之移轉，故其經費，亦應由委辦機關（中央或上級政

府）負擔，此即前述「國庫委託金」之性質。如憲法第107條、第108條或
第109條規定，由中央或省立法並執行，而交由下級政府執行者35

。警察

事務中，如全國犯罪統計，流氓檢肅之處理統計、各地集會遊行之統計、

刑案資料統計及其他警察事件之調查統計等，常須地方協助辦理提供相關

資料，故其製作、傳遞、通訊、儲存所需費用，似宜由中央提供經費負擔

為當。

過去，由於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未被明確劃分，中央每轉嫁財政負

擔於地方，加以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欠合理，導致地方財政惡化。警察法

有關警政預算分配標準及補助條件亦欠明確，故地方警政經費預算歸屬問

題，乃起爭端，而於1992年度更有將地方警政預算改由中央統籌編列（人
事費除外）的做法。在當時曾引起極大的爭論，不僅地方政府與地方議會

強烈反彈，一般財政學者亦指陳其不當之處。因此，從1993年度起，地方
警政預算又恢復由地方編列

36
。惟已形成釋字第307號解釋之產生。

第三節　比較分析

針對警察經費預算問題，本章在介紹完有關警察預算相關基礎理論與

概念後，將進一步就過去曾經發生中央與地方警察預算編列爭議而作成之

歸屬問題。
35 論者有謂憲法第107條規定之事項，係中央「專屬執行」事項，惟是否均不得委託地方執
行，學者有否定說與肯定說之不同見解。詳參劉嘉發，從我國憲法探討中央與地方警察權限

之分配，中央警官學校警政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6月，頁100以下，本文係採肯定說之主
張，以為立法論。

36 林美玲，警政支出結構與社會治安之評析，警政學報，第19期，1991年6月，頁13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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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307號解釋，加以評析。另再就目前警察經費編列現況，尤
其是中央對於地方警察機關逕行統一編列之警察預算項目，以及依地方警

察機關之請求，由中央編列預算補助地方之警察預算項目，加以比較分析

如下。

壹、警察預算爭議案—釋字第307號解釋

一、釋憲源起

本件釋憲緣起係因行政院於1991年2月13日以台（八○）忠授一字第
01701號函訂「財政收支劃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附帶措施中有關：
「臺灣省及各縣市之警政支出，除人事費外，其餘業務、旅運、設備等，

均由內政部警政署編列預算予以補助。另臺北市及高雄市政府部分並比照

上項規定辦理。」導致臺北市議會及基隆市議會在審議其81年度地方總預
算時，認為上開函釋做法有違法、違憲之虞。

其中臺北市議會認為依據行政院前函，關於81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
算警政預算資本門及部分經常門由中央直接編列，是否違憲、違法，該議

會於審議81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案時，適用憲法及警察法發生疑義，爰
函請司法院解釋，以杜爭議。另基隆市議會則認為依據行政院前函規定臺

灣省及各縣市警政支出除人事費外均由內政部警政署編列預算予以補助，

是否違背憲法、預算法、財政支出劃分法、中央法規標準法等相關法文規

定，亦呈請司法院解釋。司法院乃於1992年10月30日作成釋字第307號解
釋在案。

二、解釋文

警察制度，依憲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第十七款規定，由中央立法

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中央就其交由省縣執行之事項，自得依法定

程序編列預算，省縣無須重複編列。但省警政及縣警衛之實施，依憲法第

一百零九條第一項第十款、第一百十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則屬省縣之權

限，省縣得就其業務所需經費依法定程序編列預算，如確屬不足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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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警察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呈請補助，省（直轄市）由中央補助，縣

（市）由省補助。

三、解釋理由書

本件係屬憲法第一百零八條至第一百十條列舉事項權限爭議之解

釋，非關違憲審查問題，合先說明。

警察制度，依憲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第十七款規定，由中央立法並

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中央就其交由省縣執行之事項，自得依法定程

序編列預算支付之，省縣無須重複編列。

憲法第一百零九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省警政之實施」，由省立法

並執行之或交由縣執行之；第一百十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縣警衛之實

施」，由縣立法並執行之。省警政及縣警衛之實施事項，既屬省縣之權

限，省縣自得就其業務所需經費，依法定程序編列預算。惟省警政及縣警

衛之實施，其中有須全國一致或涉及中央權限者，因此，中央依憲法第

一百零八條第一項第十七款制定之警察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地方警

察機關預算標準，由中央按各該地區情形分別規劃之。」省警政及縣警衛

之實施，其所需經費之預算，須依上述標準編列，如確屬不足時，得依同

條第二項規定呈請補助，省（直轄市）由中央補助，縣（市）由省補助。

地方對於此項補助，雖不得變更其用途，省（直轄市）縣（市）議會仍得

依法監督其執行。

四、解釋評析

（一）解釋要旨

綜觀本號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大法官針對中央與地方警察預算爭議

問題指出其要點約有下列數項：

1. 本件係屬憲法第108條至第110條列舉事項權限爭議之解釋，非關違
憲審查問題。

2. 警察制度，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中央就其交由
省縣執行之事項，自得依法定程序編列預算支付之，省縣無須重複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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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省警政及縣警衛之實施事項，既屬省縣之權限，省縣自得就其業務
所需經費，依法定程序編列預算。其所需經費之預算，須依中央所訂「地

方警察機關預算標準」編列之。

4. 省警政及縣警衛之實施，其所需經費之預算，如確屬不足時，得依
規定呈請補助，省（直轄市）由中央補助，縣（市）由省補助。

5. 地方對於中央補助之經費，雖不得變更其用途，但省（直轄市）縣
（市）議會仍得依法監督其執行

37
。

（二）「聲請利益」問題

按中央或地方機關聲請解釋憲法，必須於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

疑義，或因行使職權與其他機關之職權，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或適用法

律與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始得為之。易言之，大法官會議依

上述規定解釋憲法，必須有「疑義」或「爭議」之情形存在，始得行使其

釋憲之職權。若並無「疑義」或「爭議」，仍得依聲請解釋憲法，殊非憲

法設大法官釋憲制度之本旨。上述「疑義」或「爭議」之存在，就程序法

之觀點言，乃為「聲請利益」問題，而此項「聲請利益」之存在，依程序

法上之原則，不僅須於聲請時具備，在該聲請事件終結前，如因情事變更

已失其「聲請利益」時，仍應以其「疑義」或「爭議」已不存在，認其不

合首開規定，從程序上不予受理。

從本件聲請釋憲時程上來分析，臺北市與基隆市議會等以行政院

1991年2月13日以台（八○）忠授一字第01701號函訂「財政收支劃分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附帶措施中有關：「臺灣省及各縣市之警政支出，

除人事費外，其餘業務、旅運、設備等，均由內政部警政署編列預算予以

補助。另臺北市及高雄市政府部分並比照上項規定辦理。」是否違憲、

違法請求解釋。惟查上述附帶措施，業經行政院於1992年1月10日以台
（八一）忠授字第00365號另函規定：「八十二年度起，中央對地方警政
預算之編列，以專業性、敏感性及全國一致之經費為原則，地方政府不再

37 劉嘉發，警察法與案例研究，劉嘉發等著，許福生主編，收錄於警察法學與案例研究，五
南，初版1刷，2020年2月，頁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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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編列。至其餘一般經常性經費如辦公用具、公務車及土地購置等經

費，則均由地方政府自行籌應，中央不再補助。」

可見系爭之行政院前函附帶措施之規定，既經後函予以變更，是否

仍有解釋之必要與利益，即生疑義。其後經司法院函請聲請人說明有解釋

必要之理由見復，雖依臺北市議會於1992年9月4日函復仍請惠予解釋，但
並未具體說明當時尚有何疑義或爭議存在，而有解釋之必要與利益。故有

大法官楊建華提出「不同意見書」，認為本案應認其聲請在程序上有所欠

缺，依前開說明，恐不應再予以受理。

（三）未具體解釋聲請人所提問題

本件聲請人等本係以行政院行政院1991年2月13日以台（八○）忠授
一字第01701號函內容為聲請解釋對象，嗣上開函件內容已經變更，縱令
如多數大法官之意見，本件係屬權限之爭議，但其權限之爭議，係因上述

函件而起，自應以上開函示內容或變更後函示之內容為解釋對象。亦即應

當針對行政院上述函件內容加以解釋說明，中央究竟可否為地方政府編列

警察預算？但多數大法官意見通過之解釋，就上開聲請人聲請解釋之行政

院函卻未置一詞，僅就憲法及警察法上條文在形式上做概括說明，亦未見

其憲法解釋之價值，其解釋之實益，亦值商榷
38
。

（四）未再區分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經費如何編列

依地方制度法第14條規定：「⋯⋯地方自治團體，依本法辦理自治
事項，並執行上級政府委辦事項。」亦即地方自治團體所辦理之事項可區

分為：1.自治事項；2.委辦事項。而所謂「自治事項」，係指地方自治團
體依憲法或本法規定，得自為立法並執行，或法律規定應由該團體辦理之

事務，而負其政策規劃及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至於「委辦事項」，則指

地方自治團體依法律、上級法規或規章規定，在上級政府指揮監督下，執

行上級政府交付辦理之非屬該團體事務，而負其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

依本號解釋文暨其理由書中所言：「省警政及縣警衛之實施事項，既

38 參見楊建華大法官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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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省縣之權限，省縣自得就其業務所需經費，依法定程序編列預算。」此

當係指「自治事項」。而「警察制度，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

行之，中央就其交由省縣執行之事項，自得依法定程序編列預算支付之，

省縣無須重複編列」，此則屬「委辦事項」。然大法官卻未再進一步說明

行政院系爭函中央為地方編列警政預算部分，究係屬自治事項或委辦事

項？或者實為中央對地方政府的補助款性質，均未能再加以陳明，實有不

足。

貳、警察經費編列現況分析
39

一、 警政署及所屬機關近五年（103年至107年）編列之警察預算
主要項目及金額

表8-3　內政部警政署及所屬機關近五年警察預算主要項目及金額一覽表
 單位：千元

項目 103年度 104年度 105年度 106年度 107年度

人事費 15,730,441 15,745,746 15,320,785 15,489,404 16,039,628

業務費 2,074,024 1,836,612 1,824,843 1,656,806 1,774,354

獎補助費 1,373,345 1,486,689 1,698,503 1,756,865 2,202,538

設備費 1,177,308 1,006,423 1,335,619 968,304 1,364,784

第一預備金 47,000 47,000 47,000 47,000 47,000

合計 20,402,118 20,122,470 20,226,750 19,918,379 21,428,304

備註： 107年度獎補助費較106年度增列445,673千元，主要係編列補助地方政府辦
理「精實警察制服方案」員警換裝經費377,474千元。

39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有關警察經費編列現況分析，係本章作者於2018年12月27日前往
內政部警政署蒐集資料，並訪談業務單位暨相關業務承辦人所得之資料與訪談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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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警政署及所屬近五年（103年至107年）對地方警察機關逕行
統一編列之警察預算項目

（一） 警政署目前編列年度預算支應地方警察機關相關警政經費

1. 單位預算
(1) 安檢演習經費。
(2)  保安工作經費（加強重要節日安全維護、擴大臨檢及維護社會秩
序勤務等經費）。

(3)  辦理推動社區治安工作所需研習觀摩經費，補助社區事務及績優
治安社區獎勵等經費。

(4) 山地義警常訓及治安維護組訓等經費。
(5) 常年教育訓練經費及常訓器材設備費。
(6) 刑事辦案經費。
(7) 通訊器材設備費。
(8) 安全防護衣盔及盾牌設備費。
(9) 武器彈藥防彈衣盔設備費。
(10)  警察人員危勞降齡命令退休特別給付經費。
(11)  因公傷殘殉職員警退撫差額、子女教養、醫療照護及安置就養經
費。

(12) 因公殉職、死亡員警遺族及失能員警特別慰問金。
(13) 警察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殉職慰問金。
(14) 基層員警工作績優獎勵金。
(15) 執行大型活動重要勤務人員獎勵金。

2. 附屬單位預算（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
(1) 執行勤務死亡遺族生活照顧之安全金。
(2) 執行勤務受傷人員醫療之安全金。

（二）行政院編列一般性補助款挹注地方政府

1. 中央為謀全國之經濟平衡發展，行政院於設算各縣市政府基本財政
支出會將警政支出有關現職警察人員法定待遇、退休撫卹、超勤加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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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辦公費及員警服裝費等均按統一設算標準納入基本財政支出內核算，

並視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政收支狀況，酌予補助基本財政收支差短與

定額設算之教育、社會福利及基本設施等一般性補助款經費，對於縣市政

府支應警政相關經費需求應有相當助益。

2. 配合「地方制度法」制定及「財政收支劃分法」之修正，並為期各
地方政府配合中央重大施政或政策之落實，中央各主管機關得申請就各地

方政府年度所獲分配之一般性補助款匡列一定數額以指定用途方式由各地

方政府編列預算支應，107年度警政署業管之一般性補助款指定辦理施政
項目計有「整建警察辦公廳舍」、「汰換逾使用年限警用車輛」、「重要

路口監視系統及行動載具」等三項，警政署每年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概估次一年度經費需求，於3月底前向行政院主計總處提出，並經該總
處核定後撥付各縣市政府執行，綜上，原「整建地方警察辦公廳舍」等項

目由警政署編列預算部分，已改列由行政院編列一般性補助款挹注地方政

府。

三、 警政署及所屬近五年（103年至107年）依地方警察機關之請
求，由中央編列預算補助地方之警察預算項目

（一）為期各地方政府配合警政署重大施政或政策之落實，爰請各地

方政府落實辦理一般性補助款指定辦理施政項目計有「警察廳舍整建」、

「汰換警用車輛」及「重要路口監視系統及行動載具」等三項。

（二）警政署為辦理精實警察制服方案，考量本方案具全國一致性又

攸關地方政府財政負擔，爰107年度編列補助地方政府員警換裝經費。
（三）為加速提升地方政府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不足問題，爰編列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算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警察廳舍危險建物耐

震評估補強及拆除重建工程等所需經費。

四、 對於現行警察法第16條暨其施行細則第13條規定，有關警察
預算之編列標準、編列項目暨補助程序等之修法建議，暨其

修法理由

（一）行政院主計總處為使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更臻嚴密，每年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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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政署就業管之「警察局長、副局長、分局長工作活動費」、「民防團隊

組訓經費」、「警察人員常年教育訓練費」、「拘留人犯伙食費」及「警

用車輛價款」等項目，提供修正意見，案經警政署相關業管單位檢視並提

供意見後函復該總處。

（二）另涉有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計畫型補助款，警政署依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就補助項目、補助比率

與相關程序等訂定處理原則，並函送行政院備查。直轄市、縣（市）政府

如有經費需求，研提計畫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

（三）綜上，警政署目前執行相關警政預算未有窒礙難行之情事，

爰本室建議予修法幕僚單位行政組有關警察法第16條無需辦理修正，惟經
警政署多次開會討論，因警察有別於一般公務機關，具有勤務時間24小時
不間斷，及勤務同時兼具執法與為民服務性質，並為掌握犯罪危害態樣趨

勢，爰參採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立法例，宣示各地方政府應務實編列警察
預算，以維社會安全，由現行警察法第16條條文：「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
準，由中央按各該地區情形分別規劃之。前項警察機關經費，如確屬不足

時，得陳請中央補助。」修正為：「警察勤務及業務晝夜執行，地方警察

機關預算標準由中央按各該地區情形分別規劃；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應務實編列警察預算。前項警察機關經費不足時，得陳請中央補助。」

（四）另查行政院函頒「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業

已就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對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計畫型補助款之審

查、評定、計畫核定程序及執行管考等予以規範，例如該補助辦法第17條
規定：「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應依照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辦法及相關先期

作業規定，完成規劃及評估作業並經行政院核定後，再行編列計畫型補助

款納入年度預算。」以警政署規劃精實警察制服方案為例，係由警政署研

提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並編列相關補助款預算，支應地方政府員警換裝經

費，換言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凡有警政預算經費需求，經警政署辦

理規劃評估並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編列預算辦理。

（五）考量警察法施行細則第13條規定補助程序：「地方警察機關
經費不足時，得陳請補助之程序；直轄市報由內政部轉請行政院核定；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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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報由內政部警政署轉請內政部核定。」已不符實務現況，且前開補

助辦法業已有明示，又地方警察機關「警察局長、副局長、分局長工作活

動費」等預算標準，行政院主計總處每年函詢警政署提供修正意見在案，

是以建議警察法施行細則第13條之條文內容全部刪除，回歸中央對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相關規定，實無另行或重複規定之必要。

第四節　討論與建議

壹、歷次專家學者之意見

有關學會版警察法「警察經費與設備」章之修正草案，歷經召開3次
座談會，邀請多位曾任警政署長及精研警察法之一般大學教授學者專家與

會提供建言。僅依據各次會議紀錄，將歷次與會之專家學者針對警察法有

關「警察經費與設備」部分條文修正意見彙整其發言建議重點如下
40
：

一、李震山前大法官

警察法修正草案內容順序與結構如用行政法體系排序條文，建議如

下：1.總則，規定任務、職權交錯的地帶；2.組織與人員：包括組織、設
備、經費、預算放在行政組織法的概念之下；教育、訓練、人事放在行

政法的公務人員的概念之下；3.作用，警察職權放在行政作用法的概念之
下；4.救濟；5.附則41

。

二、劉宗德教授

有關第15條設備標準部分，是警察機關內部的設備標準嗎？還是不

40 按中華警政研究學會除首次於2018年5月29日召開警政與警察法相關圓桌論壇（五）【警察  
法之定位與研修方向】之外，再於2019年9月6日與2019年11月15日在臺大校友會館3樓B會議
室分別開會研討；進一步分別於2020年12月18日及2021年1月22日又在中央警察大學研究大
322B教室開會討論警察法研修議題。

41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警政與警察法相關圓桌論壇，【警察法修正草案討論會（第8場）】座
談會紀錄摘要，2019年11月15日，地點：臺大校友會館3樓B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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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也就是說，設備標準是指「警察」的設備標準？還是指「警察機關」

的設備標準？機關的設備標準都要授權命令了，有關警察本身的設備標

準，法條更需要有授權命令。但是這個部分，係內政部定之，雖然用「標

準」是法規命令的用語，但內政部不一定要用到法規命令的層次。它應該

至少要用到法規命令，而且不應該是警察機關的設備標準，應該是整體警

察的設備標準。

三、劉嘉發副教授

（一）第14條修正條文（現行法第16條）：1.警察機關預算由中央、
地方分別編列，但地方警察機關的預算，涉及全國一致性、專業性等事

項，必要時由中央統一編列；2.後面有關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準，由中央
來分別規劃，還有經費不足者，請中央來補助，則維持不予修正。

（二）第15條修正條文：現行法第17條規定：「各級警察機關之設
備標準，由中央定之。」本法施行細則第14條則進一步規定由內政部定
之。既然實際上是由內政部定，那就不要再寫中央定（現行法第17條是中
央定），直接改規定由內政部定之即可。

（三）回應劉宗德老師發言，是不是那個設備標準會成為法規命

令？還是用行政規則會比較好？若是這樣子的話，是不是可以改成用設備

基準，用基準的方式，是不是可以更加有彈性，也不會誤會成中央法規標

準法裡所稱的一定要法規命令。

（四）第16條（現行法第18條）有關警察機關武器彈藥，目前並沒
有做修正。過去係因警察法的施行細則，有關警察機關武器彈藥統籌調配

辦法，是由內政部跟國防部會同訂定之。如果我們警察機關採購武器彈藥

還要受限於國防部，可能會礙於先用國貨的問題，不能買到比較好或較先

進的武器彈藥，符合我們警察機關的需求者。所以後來應該是因為這樣的

原因，就把國防部會同訂定的部分刪掉了，改由內政部直接來定。

四、林明鏘教授

修正條文第15條「必要時，得由中央統一編列」，可列舉出哪些必
要之事項？「地方警察機關預算，如確屬不足時，得陳請中央補助」可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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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可加入：「非有正當理由，不得刪除預算。」又警用武器彈藥部

分，亦可考慮要不要單獨立法規範。

五、陳明傳教授

修正條文第15條：「涉及全國一致性、專業性等事項者，必要時，
得由中央統一編列。」相關執法應如何訂定？是否如林明昕教授所建議的

再加第2項42
。

六、劉嘉發副教授
43

（一）武器彈藥條例之規定可不可以免？

從基本法的角度來看武器彈藥好像是比較細節性的東西，屬於相對法

律保留之範疇。但現行已有一部授權辦法，若日後再另外立專法可能更加

紛擾。

（二）現行第16條（草案第14條）中央地方預算分別編列，而地方
預算涉及全國一致性、專業性事項，必要時由中央統一編列，其相關執

法如何訂定？其實這是屬於執行性的問題，在此我們只能做到原則性的部

分。若要符合未來臺灣警政發展所需，有彈性的保留，使中央有最後的裁

量權，統一編列預算以補地方所需（如科技偵防等器材），或許會比較合

適。

（三）武器彈藥跟預算之規定，放在警察法中「組織」的部分，且先

寫人事後再提預算（鄭善印教授提問）。

（四）順序應為機關（組織）、人事、教育訓練、後勤與裝備提

供，經費預算放在教育訓練之後（朱金池教授提問）。

42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警察法修正草案討論會（第9場）】座談會紀錄摘要，日期：2020年
12月18日，地點：中央警察大學研究大樓322B教室。

43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警政與警察法相關圓桌論壇，【警察法修正草案討論會（十）】座談會
紀錄摘要，日期：2021年1月22日，地點：中央警察大學研究大樓322B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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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會版綜合意見分析

一、警察經費設備章節順序部分

依據李震山前大法官之建議，有關警察經費設備在警察法修正草案中

之章節順序，宜歸類在行政組織法，即組織與人員兩大面向：包括組織、

設備、經費、預算放在行政組織法的概念之下；教育、訓練、人事放在行

政法的公務人員的概念之下。惟學會版於2021年1月討論時，與會專家學
者決議本法修正草案之條文章節順序，依序為總則、警察職權、警察組

織、警察人事制度、警察教育訓練、警察經費與設備、監督與課責。

二、警察經費部分

現行警察法制中與警察經費預算有關之條文，主要規定在警察法第

16條，警察法施行細則第13條條文。依據憲法中央與地方均權之法理，以
及憲法保障地方自治之精神，中央與地方警察機關之經費，本應各自分別

編列。地方警察經費如有不足時，亦得依法請求中央補助。

惟以往曾因地方警察機關反映地方議會常假監督警政預算之名，行干

預警察事務之實，乃屢屢建請中央統一編列地方警察機關之預算，以免地

方議會濫行干預地方警政。故於1990年至1991年間即曾由中央統一編列地
方警察機關預算。此舉也造成台北市及基隆市議會議聲請釋憲，並由大法

官作成釋字第307號解釋在案。嗣後，因該案爭議頗大，中央乃自1992年
起即不再替地方政府統一編列警政預算，僅針對部分涉及全國一致性、專

業性、敏感性等事項者，於必要時，方由中央統一編列經費支應。又如地

方警察機關「警察局長、副局長、分局長工作活動費」等預算標準，行政

院主計總處每年均函詢警政署提供修正意見在案。

目前由中央編列年度預算支應地方警察機關相關警政經費，計有：

（一）單位預算

1. 安檢演習經費。
2. 保安工作經費（加強重要節日安全維護、擴大臨檢及維護社會秩序

勤務等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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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辦理推動社區治安工作所需研習觀摩經費，補助社區事務及績優治
安社區獎勵等經費。

4. 山地義警常訓及治安維護組訓等經費。
5. 常年教育訓練經費及常訓器材設備費。
6. 刑事辦案經費。
7. 通訊器材設備費。
8. 安全防護衣盔及盾牌設備費。
9. 武器彈藥防彈衣盔設備費。
10. 警察人員危勞降齡命令退休特別給付經費。
11. 因公傷殘殉職員警退撫差額、子女教養、醫療照護及安置就養經

費。

12. 因公殉職、死亡員警遺族及失能員警特別慰問金。
13. 警察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殉職慰問金。
14. 基層員警工作績優獎勵金。
15. 執行大型活動重要勤務人員獎勵金。

（二） 附屬單位預算（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

金）

1. 執行勤務死亡遺族生活照顧之安全金。
2. 執行勤務受傷人員醫療之安全金。
因此，基於上開理由，爰建議新增警察法第16條第1項條文為：「警

察機關經費預算由中央與地方分別編列。但地方警察機關經費項目，涉及

全國一致性、專業性等事項者，必要時，得由中央統一編列預算。」期與

目前警察機關經費預算編列之現況相符，亦使中央為地方統一編列部分警

察經費取得法源依據，有利全國警政事務之運作與推展。

三、警察設備部分

有關警察設備部分，現行法第17條規定：「各級警察機關之設備標
準，由中央定之。」施行細則第14條則進一步規定：「本法第十七條各
級警察機關之設備，分建築物場地、交通工具、槍械彈藥電訊裝置、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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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消防防護、衛生用具、教育器材、檔案記錄、圖表、體育康樂用

具、服勤用品等類，其標準由內政部定之。」有鑑於各級警察機關之設備

標準，如無法達到一致的標準或一定之水準，恐將影響中央與地方警察機

關暨警察人員執法之效能，故宜由中央負責律定一定之標準，且目前有關

各級警察機關之設備，分建築物場地、交通工具、槍械彈藥電訊裝置、刑

事器材、消防防護、衛生用具、教育器材、檔案記錄、圖表、體育康樂用

具、服勤用品等類，其標準係由內政部定之。本條設備標準所稱之中央定

之，實際上即為內政部定之，故保留現行警察法第17條條文，僅做部分文
字修正，將「中央」明定為「內政部」，並為條次變更。

四、警察機關武器彈藥統籌調配部分

有關警察機關、學校之武器彈藥部分，依警察法第18條規定：「各
級警察機關、警察大學、警察專科學校之武器彈藥，其統籌調配辦法，由

內政部定之。」內政部乃依本條之授權，訂定「各級警察機關學校武器彈

藥統籌調配辦法」規範相關事項。由於各級警察機關、學校之武器彈藥統

籌調配事項，要屬相對法律保留之範疇，實不必提升至絕對法律保留層

次。且現行法既已授權明定法規命令以為適用之依據，不宜再行制定專

法，以免徒增不必要之紛擾。故乃保留現行警察法第18條條文，並為條次
變更。

最後，本文針對第五章警察經費與設備，在參考歷次專家學者意見及

學會綜合討論研析後，共研擬第15條「警察預算之編列與補助」、第16條
「警察機關之設備標準」及第17條「武器彈藥之調配」等3條文暨其立法
說明如下表8-4學會版經費與設備章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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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4　學會版經費與設備章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章　經費與設備 新增章名

第15條
（警察預算之編列與
補助）
警察機關經費預算由
中央與地方分別編
列。但地方警察機關
經費項目，涉及全國
一致性、專業性等事
項者，必要時，得由
中央統一編列預算。
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
準，由中央按各該地
區情形分別規劃之。
地方警察機關經費預
算，如確屬不足時，
得陳請中央補助。

第16條
地方警察機關
預算標準，由
中央按各該地
區情形分別規
劃之。
前項警察機關
經費，如確屬
不足時，得陳
請中央補助。

一、條次變更。
二、新增第1項條文，理由如下：
（一） 現行警察法制中與警察經費預算

及設備有關之條文，主要規定在
警察法第16條至18條，警察法施
行細則第13條、第14條，各級警
察機關學校武器彈藥統籌調配辦
法第2條等條文，合先敘明。

（二） 依據憲法中央與地方均權之法
理，以及憲法保障地方自治之精
神，中央與地方警察機關之經
費，本應各自分別編列。地方警
察經費如有不足時，亦得依法請
求中央補助。

（三） 惟以往曾因地方警察機關反映地
方議會常假監督警政預算之名，
行干預警察事務之實，乃屢屢建
請中央統一編列地方警察機關之
預算，以免地方議會濫行干預地
方警政。故於民國79至80年間即
曾由中央統一編列地方警察機關
預算。此舉也造成臺北市及基隆
市議會聲請釋憲，並由大法官
作成釋字第307號解釋在案。嗣
後，因該案爭議頗大，中央乃自
81年起不再替地方政府統一編列
警政預算，僅針對部分涉及全國
一致性、專業性、敏感性等事項
者，於必要時，方由中央統一編
列經費支應。

（四） 又如地方警察機關「警察局長、
副局長、分局長工作活動費」等
預算標準，行政院主計總處每年
均函詢警政署提供修正意見。

（五） 目前由中央編列年度預算支應地
方警察機關相關警政經費者，計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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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1. 單位預算：
 (1) 安檢演習經費。
 (2)  保安工作經費（加強重要節日安

全維護、擴大臨檢及維護社會秩
序勤務等經費）。

 (3)  辦理推動社區治安工作所需研習
觀摩經費，補助社區事務及績優
治安社區獎勵等經費。

 (4)  山地義警常訓及治安維護組訓等
經費。

 (5)  常年教育訓練經費及常訓器材設
備費。

 (6)  刑事辦案經費。
 (7)  通訊器材設備費。
 (8)  安全防護衣盔及盾牌設備費。
 (9)  武器彈藥防彈衣盔設備費。
 (10)  警察人員危勞降齡命令退休特別

給付經費。
 (11)  因公傷殘殉職員警退撫差額、子

女教養、醫療照護及安置就養經
費。

 (12)  因公殉職、死亡員警遺族及失能
員警特別慰問金。

 (13)  警察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殉職慰問
金。

 (14)  基層員警工作績優獎勵金。
 (15)  執行大型活動重要勤務人員獎勵

金。
  2.  附屬單位預算（警察消防海巡移

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
金）：

 (1)  執行勤務死亡遺族生活照顧之安
全金。

 (2)  執行勤務受傷人員醫療之安全
金。

（六） 基於上開理由，爰建議新增本條
第1項條文為：「警察機關經費
預算由中央與地方分別編列。但
地方警察機關經費項目，涉及全

表8-4　學會版經費與設備章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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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國一致性、專業性等事項者，
必要時，得由中央統一編列預
算。」期與目前警察經費預算編
列之現況相符，亦使中央為地方
統一編列部分警察經費項目取得
法源依據，有利於全國警政事務
之運作與推展。

三、 第2項規定，係由原第16條第1項條
文移列之。

四、 第3項規定，係由原第16條第2項條
文移列之，並修正部分文字為：
「地方警察機關經費預算，如確屬
不足時，得陳請中央補助。」 

第16條
（警察機關之設備標
準）
各級警察機關之設備
標準，由內政部定
之。

第17條
各級警察機關
之設備標準，
由中央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 本條規定係由原第17條條文移列

之，並修正部分文字，將「中央」
用語修正為「內政部」。

第17條
（武器彈藥之調配）
各級警察機關、警察
大學、警察專科學校
之武器彈藥，其統籌
調配辦法，由內政部
定之。

第18條
各級警察機
關、警察大
學、警察專科
學校之武器彈
藥，其統籌調
配辦法，由內
政部定之。

條次變更。

第五節　結論

綜合本章前開討論暨蒐集資料得知，中央與地方警察經費本應各自編

列，地方經費不足時，得請求中央補助。另中央就部分特殊性之經費，亦

表8-4　學會版經費與設備章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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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行編列補助地方，例如目前由中央編列年度預算支應地方警察機關相關

警政經費，主要有：1.單位預算：如安檢演習經費、保安工作經費（加強
重要節日安全維護、擴大臨檢及維護社會秩序勤務等經費）、辦理推動社

區治安工作所需研習觀摩經費，補助社區事務及績優治安社區獎勵等共計

十五項經費；2.附屬單位預算（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
全基金）：(1)執行勤務死亡遺族生活照顧之安全金；(2)執行勤務受傷人
員醫療之安全金。

至於警察法施行細則第13條規定補助程序：「地方警察機關經費不
足時，得陳請補助之程序；直轄市報由內政部轉請行政院核定；縣（市）

報由內政部警政署轉請內政部核定。」則與實務現況不符，且行政院函頒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業已有相關補助規定。因此，

本章建議警察法施行細則第13條之條文內容可全部加以刪除，回歸中央對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相關規定辦理即可。最後，本章建議現行

警察法第16條條文修正為：「警察機關經費預算由中央與地方分別編列。
但地方警察機關經費項目，涉及全國一致性、專業性等事項者，必要時，

得由中央統一編列預算（第1項）。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準，由中央按各
該地區情形分別規劃之（第2項）。地方警察機關經費預算，如確屬不足
時，得陳請中央補助（第3項）。」並移列至第15條，同時刪除現行警察
法施行細則第13條之條文。另第17條有關警察機關之設備標準，則移列
至第16條，並修正條文內容為：「各級警察機關之設備標準，由內政部定
之。」至於第18條有關武器彈藥之調配，則維持原條文內容，並改列至第
17條規定之。





第九章

監督與課責
洪文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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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現行條文立法背景及沿革

警察，職司國內治安之任務，無論民主法治或專制極權國家，都有警

察編制，有的專屬於國家行政，也有分屬國家與地方行政，各國警察制度

無一完全相同，因受各國歷史發展、立國理念、政治制度、文化風俗、社

會經濟狀況、犯罪型態與質量影響，所以警察任務範圍、職權內涵、組織

設計、勤業務規劃、人力配置、財政編列、人力來源培訓、監督考核，乃

至職權行使之救濟等，各具特色。相較於英美國家的警察，我國警察任務

與職權受二次世界大戰前德日警察影響較大。

1953年公布施行的警察法，根據立法史料1
，乃為確立我國警察制

度，根據憲法第108條第1項第17款所制定，是我國警察法規體系的基本
法

2
。其內容規定警察任務、中央與地方警察事權分配、中央與地方警察

組織、警察與其他機關關係、警察職權、警察救濟、警察人事、經費、預

算、設備標準、武器彈藥調配等基本規定。

該法先於第9條規定警察職權：「警察依法行使左列職權：一、發佈
警察命令。二、違警處分。三、協助偵查犯罪。四、執行搜索、扣押、拘

提及逮捕。五、行政執行。六、使用警械。七、有關警察業務之保安、正

俗、交通、衛生、消防、救災、營業建築、市容整理、戶口查察、外事處

理等事項。八、其他應執行法令事項。」繼之於第10條規定「警察所為
之命令或處分，如有違法或不當時，人民得依法訴請行政救濟。」此二條

文，迄今未曾修正，卻另以修訂警察命令的方式，解決警察協辦業務過

1 「警察法之立法原則（一）依憲法精神配合地方自治需要並配合現行法律以制定現代警察制
度之基本法規⋯⋯」參見：立法院公報第11會期第9期，頁126。

2 類似立法例，如1999年6月23日公布「教育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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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3
，及職權救濟規定不合時宜之問題

4
。

以警察職權項目而言，警察活動範圍依其性質可分為行政警察與司

法警察活動，目前職權行為類型已比當年更加廣泛與多樣，包括：1.意思

3 內政部1997年4月16日台內警字第8670392號函頒「警察機關職務協助執行要點」條文如下：
 一、 為增進整體行政效能，合理規範警察機關依據警察法第二條及其施行細則第二條、第十

條執行職務協助，特訂定本要點。
 二、警察機關職務協助，係指警察機關協助一般行政機關推行一般行政。
 三、 警察機關為職務協助，應依法律規定或經內政部同意之命令辦理。但行政機關為達成任

務有必要行使警察職權或直接強制時，得個案申請有管轄權之警察分局以上機關同意協

助後辦理。
 四、 警察機關職務協助，應以行政機關遇有障礙非警察協助不足以排除或因障礙而有妨害安

寧秩序時為限。
 五、 行政機關申請警察機關職務協助，應以書面向有管轄權之警察分局以上機關為之；其申

請協助任務跨越二個以上警察機關轄區者，向其共同上級警察機關為之。但因情況急

迫，如未立即獲得協助可能有妨害安寧秩序之虞者，得先以電話、傳真或口頭方式申請

同意，並於協助後補送申請職務協助書，以備查考。
 六、 行政機關申請警察機關職務協助，應於七日前以職務協助書申請。但申請協助重大任務

者，應於十四日前為之。
 七、申請協助職務書（格式如附件一）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機關、負責人、連絡人姓名、電話。（二）協助機關。（三）協助任務。

（四）協助目的。（五）協助法令依據。（六）協助地點。（七）協助期間。（八）其

他協助作為。
 八、 警察機關對於行政機關申請職務協助之同意或不同意，應於收受申請書三日內，以書面

（格式如附件二）附具拒絕或不能協助之理由，或要求提供任務全般計畫書、簡報或

說明等配合事項，通知申請機關；其以電話、傳真或口頭方式申請者，得以相同方式回

復。
 九、 行政機關因受申請警察機關通知拒絕或不能協助，得於三日內，向其上級警察機關申請

為適當處理。
 十、 申請職務協助之事由已經消滅或因其他理由必須停止協助時，申請機關應立即通知同意

協助之警察機關停止執行。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另函修正補充之。
4 警察法施行細則1956年11月27日訂定發布之，有3次關於任務職權救濟之重要修正。第一次
修正，於1992年9月2日修正第10、16條條文；並刪除第11、12條條文，把依訴願法、行政訴
訟法救濟文字刪除。第二次修正2000年1月25日係為配合精省，把第5、6、7、10、13條條文
中有省字樣者全刪除；並刪除第4條省立法事項、第8條省警政廳組織。第三次修正是2000年
11月22日修正第2、10條；並刪除第15條條文，係因行政程序法已有職務協助規定，基於法
律優位原則，警察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2項規定：「前項第二款之輔助任務，指協助一般行政
機關，推行一般行政而言，其協助並應以遇有障礙，非警察協助不足以排除，或因障礙而有

妨害安寧秩序時為限。」及第10條規定：「協助其他行政事項，除法律另有規定及第二條第
二項規定外，應以經內政部同意之他種行政命令有規定者為限。」命令與法律牴觸者無效，

爰加以刪除；另武器彈藥統籌調配辦法之授權法源應提升至法律位階，爰刪除第15條以命令
授權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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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之決定，其行為類型包括：警察命令、警察處分、警察契約等；2.各
種公權力措施

5
，如攔停、查證身分、拍觸檢查攜帶物、查訪治安顧慮人

口、調查蒐集治安資料、實施呼氣、捺印指紋、拍照等鑑識措施、受理報

案、通知到場等事實行為、實施管束、扣留、進入、使用警械等強制措施

等；3.司法警察活動：協助檢察官實施各種犯罪偵查活動，包括實施犯罪
調查、保全犯罪證據及緝捕犯罪嫌疑人，執行搜索、扣押、拘提、逮捕等

刑事上強制行為。對比之下，警察法第9條規範立法體例混雜行為形式與
業務種類頗值商榷，行為形式不完整，業務項目不少已移出歸他機關管

轄。而警察法第10條關於警察行政救濟之規定，亦同樣有過於簡略狹隘之
問題，而迭遭批評。

一、救濟的標的範圍

第10條所稱命令，係何所指？抽象的行政命令？抑或具體的下令處
分？前者在現行法制下不能提起訴願、行政訴訟，而只能透過請願、陳

情。故通說加以限縮解釋為專指具體的下令處分。然而如此解釋，該條文

變成「警察所為之下令處分或處分」，前後概念重疊，變相改寫成：「警

察所為處分，有違法或不當者，人民得依法訴請行政救濟。」如此結果仍

與現行救濟制度不符。因為自1998年10月28日行政訴訟法修法，行政訴訟
類型已從撤銷訴訟，擴增了給付訴訟與確認訴訟。故非處分之事實行為、

契約行為，例如使用警械、管束、移除路障等強制行為，如有不法，亦得

提起行政訴訟請求賠償；行政契約違約爭議，亦得提起行政訴訟，而不限

5 關於公權力措施之樣態，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條第2項規定，可分為二類：一為類型化措
施，均屬行政警察活動常用之行為類型。該法以逐條逐樣規範方式，將實務上常使用之警察

行為，從名稱、發動要件、程序、限制等要點明確規定。包括：攔停、盤查、查證身分、通

知到場、鑑識身分、蒐集資料、跟監、布線、對人的管束、驅離、直接強制、對物的扣留、

保管、變賣、拍賣、銷毀、使用、處置、限制使用、進入住宅、建築物、公共場所、公眾得

出入場所等；二為概括條款，指同法第28條第1項規定：「警察為制止或排除現行危害公共
安全、公共秩序或個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行為或事實狀況，得行使本法規定

之職權或採取其他必要之措施。」以補充類型化規定之不足。於發動時機上，有「現行危

害」、「其他機關無法或不能即時制止或排除」，即可「行使本法規定之職權或採取其他必

要之措施」，比較第6條至第27條之各種職權措施分別受各條款目的須「已發生危害或有發
生之虞」或「防止犯罪」之限制，第28條可謂擴充警察職權範圍之概括條款，也是補充其他
機關防衛危害職能不足的警察補充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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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違法的警察處分。

二、行政救濟的方式與依據

依警察法第10條規定，人民要獲得救濟，須「訴請」法院為之，此
與現行法律救濟制度極大落差。蓋現行警察行政救濟法律，從民國87年
訴願法與行政訴訟法大幅修正以來，迄今修正多次，行政救濟方法已不以

撤銷訴訟為限，而係依案件性質之不同，有非正式的請願、陳情、異議，

以及正式的聲明異議、申復、申訴、復審、訴願、行政訴訟及國家賠償訴

訟等各種方式。其程序也因各種案件的特性，立法者在相關警察法律中做

了效能考量之特別設計。例如，集會遊行案件不服警察核駁處分，需先申

復才能訴願、訴訟；民國92年公布施行警察職權行使法，係依據司法院民
國90年12月釋字第535號解釋的意旨，於第29條至第31條分別規定：對警
察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行使職權之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

事，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得於警察行使職權時，當場陳述理由，表示異議

（第29條）、違法執行職務所涉及之國家賠償責任（第30條），乃至於
合法行使職務造成人民損失之國家補償責任（第31條）填補人民的特別犧
牲；不服警察機關依社會秩序維護法所為之裁罰處分，被處分人得於5日
內直接向地方法院簡易庭聲明異議；對法院裁定不服者不得抗告，一審終

結，以收速審速決之效；另不服警察機關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所為之

處罰，依同條例第87條，得於30日內逕向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不服者
上訴高等行政法院，採二審終結，而不須經訴願程序。易言之，現行各警

察業務法律如已就行政救濟方式特別規定，則應從其規定；未有特別規定

時，人民方得依據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進行救濟。

因此，對於警察職權行為的救濟，相關法律包括特別法與普通法，已

從「當場救濟」到「事後救濟」都有相當完整的規範。

易言之，現行行政訴訟法之救濟標的不以處分為限，已朝向概括保

障，任何公法爭議都有相對應的法律救濟，人民之公法上爭議，除法律有

特別規定以其他訴訟程序救濟者外，皆得提起行政訴訟，由行政法院審

理。包括警察人員對於服務機關的獎懲考核、內部管理措施，依據釋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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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號解釋，亦有提起行政訴訟救濟可能。只有少數案類6
，非循行政訴訟

途徑，而係依特別法向普通法院提出救濟。

由於警察法第10條是民國42年的產物，以當時的法制背景，係以行
政處分為核心，非處分無訴願、訴訟救濟，與目前（110年）歷經數度變
革的行政救濟法制差距極大。如前所述，警察職權行為除了發布命令、作

成處分外，還有許多執行、取締、調查、強制等事實行為，該條規定既無

法作為人民請求賠償之依據；也不能完整涵蓋警察所為諸多職權行為之救

濟途徑。人民提起救濟，仍須另依據其他法律規定，刪除警察法第10條並
不影響人民救濟之權利。然警察法第10條仍具有形式上象徵性之規範意
義。故如何讓其文義更加完整，乃修法之重點。

再者，警察職權行為，除以書面方式為之外，也有由警察人員在公共

場所以口頭、手勢或其他方式對特定人民為之者，有一些是服務性措施，

更多的是涉及對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與剝奪。立法者為使警察能因應個案

之實際情況妥適執法，常授予警察裁量權，在法定多種手段中，要求警察

本於法治（rule of law）原則與裁量拘束原則，依法定要件採取適當之職
權行為。

為了防制警察濫用權力，不當或違法侵害人權，除於職權法律中明

定法治國家警察各種執法原則作為執法指引與執法界限外，各國法制普遍

建置有對執法人員各種監督與課責機制，並提供充分的法律救濟途徑給權

利遭受侵害的相對人民。前者是由組織內部管理階層發動，並擴及到外部

的媒體監督、民意監督與其他政府部門，對違法失職的警察人員，追究行

政、刑事與民事責任；而法律救濟是由權利直接受侵害者發動，以國家司

法權作為後盾，對警察機關的不法公權力行為或怠於執行的不作為，進行

撤銷或課予作為義務，或實施損害之國家賠償。

6 目前法律有特別規定以其他訴訟程序救濟者，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訴訟、國家賠償訴訟
（由普通法院民事庭審理）、違反社會秩序處罰事件之聲明異議（由地方法院簡易庭準用刑

事訴訟程序審理）、公務員懲戒處分訴訟（由懲戒法院懲戒法庭一、二審審理）、律師懲戒

覆審（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由最高法院法官3人、最高檢察署檢察官3人、律師7人及學者
或社會公正人士2人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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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檢視我國現行警察法，作為有關警察各種制度之基本法與原則

法，既欠缺警察執法原則與倫理規定，亦無監督考核與課責之明文。

關於警察執法原則與倫理要求、監督考核與課責，或有分散規定在警

察人事法規及其他公務員法規之中。如何在警察法中增列明定原則性或具

根本性之文字，以彰顯政府對該等事項之重視，並使警察法之規範內容更

為完整，值得討論。

本章乃就：1. 法治國家警察執法原則與倫理要求；2. 監督考核與課
責；3. 警察行政救濟，此三部分的相關理論加以說明，並介紹與我國法制
背景較接近之德國、日本、中國大陸等國的相關立法，俾便與我國法制進

行比較，再從中歸納出適宜作為我國警察法未來修法之條文參考。

第二節　基本理論與概念介紹

民主法治國家，政府依法治理國家事務。政府的公權力來自法律之授

與。屬於政府重要部門之一的警察機關，亦應在法律授予之職權範圍內行

使各項公權力。為了防制警察權力濫用，不當或違法侵害人權，各國法制

除於職權法律中明定法治國家警察各種執法原則作為執法指引與執法界限

外，普遍建置有對執法人員各種監督與課責機制，並提供充分的法律救濟

途徑給權利遭受侵害的相對人民。

因此，執法原則、監督、課責與法律救濟，此四者都屬於對警察行為

控制之機制。

壹、執法原則

法治國家警察執法原則，或稱警察倫理守則，是指警察人員在執法工

作中據以判斷是非對錯的價值準則
7
。警政倫理可區分為三大面向

8
，一是

7 朱金池主編，警察倫理，2013年，中央警察大學印行。
8 Kleinig, John, 1996. The Ethics of Polic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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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倫理，二是個人倫理，三是組織倫理。根據國際警察首長協會IACP
所訂定之「執法倫理守則」（Law Enforcement Code of Ethics）即包含個
人及工作倫理，從基本職責、工作生活、執法態度、品德操守、專業能

力等五面向訂定標準
9
。關於警察的執勤原則，亦可參考聯合國人權事務

高級專員人權事務中心出版之警察人權培訓手冊（Human Rights and Law 
Enforcement-A Manual on Human Rights Training for the Police）10

，所彙整

之相關國際人權標準及原則，收錄了：

一、《聯合國憲章》。

二、《世界人權宣言》。

三、條約：人權兩公約和其他有關公約。

四、原則、最低限度規則和宣言。

五、 聯合國人權機制：公約（以條約為基礎的）機制，和公約外（以憲章
為基礎的）機制。

六、 區域一級的淵源、體系和標準：（一）歐洲委員會之下的歐洲體系；
（二）美洲國家組織之下的美洲體系；（三）非洲統一組織之下的非

洲體系。

七、與執法特別相關的文書規定：

（一）《執法人員行為守則》。

（二）《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則》。

（三） 《保護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監禁的人的原則》、《囚犯待

9 朱金池主編，警察倫理，2013年，中央警察大學印行，頁9-11。
10 警察人權培訓手冊「人權與執法」（Human Rights and Law Enforcement-A Manual on Human 

Rights Training for the Police），警察人員專業培訓叢刊第五輯，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人
權事務中心，1997年於日內瓦出版，頁120-569。http://www.humanrights.moj.gov.tw/cp-516-
31716-95543-200.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11/10。警察人員專業培訓叢刊第五輯「人權與
執法」，乃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人權事務中心建議之警察人員培訓教材，全套共三部

分，互為補充，共同構成。該手冊（全套教材的第一部分）詳細介紹執法中的人權的淵源、

制度和標準，並提出實踐方面的指導意見，附件中列出有關國際文書。教師參考材料（全套

教材的第二部分）為教師提供指導和提示、進一步的專門知識，以及投影幻燈圖片等培訓用

品，在警察培訓課程中結合手冊一起使用。袖珍手冊（全套教材的第三部分）扼要列出各種

標準，執法人員可隨身攜帶，隨時查閱，其中共列出數百項標準，按照警察的職責、任務和

議題編排，並在詳細的尾註中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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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囚犯待遇基本原則》。

（四）《為犯罪和濫用權力行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則宣言》。

（五） 《保護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處
罰宣言》。

其中《執法人員行為守則》係1979年12月聯合國大會通過。共有8個
基本條款，規定涉及：執法人員在為社會群體服務方面的具體責任、人權

的保護、武力的使用、對待機密資料的注意事項、禁止酷刑和殘忍、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被拘留者的健康、貪污腐敗問題、對法律和守

則本身的尊重。

《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則》是1990年第8次聯合國預防
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通過。該原則中考慮了執法工作往往具有的危險性，

特別指出，對執法人員生命或安全的威脅，就是對整個社會穩定的威脅。

該原則同時為警察使用武力和火器規定了嚴格的標準，包括使用時機、如

何使用、使用之後應採取的措施，以及濫用武力和火器的責任歸屬。該原

則強調，只有在極為必要的情況才可以使用武力，而且使用的程度必須與

履行法律規定的任務需要互相一致。該原則均衡地兼顧二方面的價值，一

方面是警察維護公共秩序和安全的責任，另一方面是警察保護生命權、自

由和人身安全的責任。

《保護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監禁的人的原則》、《囚犯待遇最低

限度標準規則》、《囚犯待遇基本原則》，這三項文書為保護遭受拘留或

監禁之人的權利提供了整體性制度。

《保護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監禁的人的原則》是聯合國大會於

1988年12月通過。《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是1955年在日內瓦舉行
的第一次聯合國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通過後，由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核

准。《囚犯待遇基本原則》共有11個要點，是聯合國大會於1990年12月通
過。這些文書規定，一切囚犯和被拘留者的人格尊嚴必須得到尊重，涉及

他們的拘留條件、待遇和紀律、與外界的接觸、衛生健康、分類和隔離、

申訴、登記紀錄工作和娛樂，以及宗教和文化。《為犯罪和濫用權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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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則宣言》是聯合國大會於1985年11月通過。要求
締約國應確保受害者取得公理、法律系統應給予同情、可能情況下應給予

賠償、無法賠償時應給予補償，以及讓受害者能夠得到醫療、物質、心理

和社會援助。

貳、監督、課責

警察政治學者Bayley（1985）觀察研究各國控制警察行為的做法，認
為各國都有存在於警察組織內部的課責及外部的課責兩種機制

11
，內在機

制又可分為顯性的控制與隱性的控制兩種，而外部課責機制又可分為專門

控制警察的機制，及同時控制警察與其他人員行為的機制。其分類如下：

一、內在的顯性控制機制（Internal-Explicit）
（一）層級（指揮系統）的監督：來自警察組織內部官僚體系的監

督，包括本機關首長、單位主管、督察或政風系統，基於長官部屬職位與

業務監督關係，對於警察權的行使，進行合法性與妥當性的監督，以及上

級機關透過法規命令、行政規則（訓令）、職務命令（指令），乃至訴願

救濟程序，對於下級機關與所屬人員種職權行使，進行合法性與妥當性的

監督。

（二）組織內的紀律程序。

（三）同儕監督。

（四）社會化。

二、內在的隱性控制機制（Internal-Implicit）
（一）公會與協會。

（二）敬業態度。

（三）獎酬標準。

（四）警民互動。

11 參考自章光明，警察政策，自發行，3版，2020年9月，頁149-150（警察行為的控制）及頁
237-239（警察課責機制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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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部專門控制機制（External-Exclusive）
針對警察特別設置的監督委員會，各國型態不一：

（一）政府的（美國與歐陸）或專案的（日、加、英）。

（二）單一的（英美）或多元的（歐陸）。

（三）政治的（英美、印度）或官僚的（歐陸）。

（四）權威的或諮詢的。

四、外部一般控制機制（External-Inclusive）
適用於所有公務員：

（一）法院

透過司法審判，對違失警察人員進行法律責任（懲戒責任、刑事責

任、民事責任）追究。

關於警察裁量進行法的監督層面，過去認為裁量是在法定的空間內所

為之自由決定，不受法院監督審查
12
。但現在基於法治國原則，行政裁量

權之行使不是行政的特權，並非毫無界限，而須受到法的制約，不能為所

欲為，行政程序法第10條規定行政裁量的義務，警察裁量亦有其適用。不
得違背法令授權之目的或超越授權之範圍，或違背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等

任一法律原則，是謂「合義務之裁量」。

警察行為違反裁量義務，即屬裁量瑕疵，行為構成不法，行政法院得

加以審究撤銷
13
。易言之，由司法機關對警察權進行合法性的監督。

大體上，裁量瑕疵可以分成以下三種情形：

1.  裁量逾越：係指行政機關所選定之法律效果超越法律所授權之裁量
範圍。

2.  裁量怠惰：係指行政機關怠於行使法律所賦予之裁量權。其原因可
能是因過失而不知有裁量權之存在，或因故意而不行使裁量權。其

12 按法律之裁量規定既然賦予行政機關一定自由活動之空間，則行政機關於此範圍內所為之決
定，縱有不當之情形，仍非法之所禁，原則上行政法院不得予以審究（行政法院76判字第
1888號判決）。

13 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2項、第20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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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決定時未運用裁量權妥為考量個別具體情況，即率爾作出決定。

3.  裁量濫用：係指行政機關作成裁量處分，牴觸法律授權之目的，或
漏未審酌之觀點，或參雜與授權意旨不相關之因素或動機（即所謂

「不當聯結之禁止」）。

（二）檢察官

在警察行使偵查強制處分職權過程中，檢察官於程序上進行適法性審

核，與提供諮詢建議。若警察涉嫌違法，則透過犯行追訴課責。

（三）立法院

民意代表接獲選民的申訴或陳情，透過議會質詢或預算審查，對警察

機關治安政策進行廣泛監督，或針對警察人員行使警察權的具體個案提出

質詢。除透過質詢與預算控制警察外，立法院更可積極地制定警察執勤法

律，從一般行政法（適用所有行政機關所有行政行為）到警察法（專門適

用於警察機關特定警察行為），明確規定法治國家警察執法原則，例如行

政程序法明定：法治原則（包括依法行政、法律優位、法律保留原則）、

比例原則（權力行使適度原則）、正當程序原則、明確性原則、誠信原則

等基本行政法原理原則，適用於所有行政行為。警察職權行使法、警械使

用條例，專門適用於警察機關之公權力行為。

此外，立法院可為執法人員、律師和醫務人員等可能與被公權力侵害

之人民接觸的相關人員擬訂行為和道德守則，例如公務員服務法、行政中

立法等，提倡遵守這些守則，並為守則提供經費支持或開發培訓工具。

（四）媒體

亦屬民意監督之一環。媒體透過刊載讀者投書申訴，或揭露不當執法

訊息，報導警察職權實施瑕疵情形，提出質疑批判，以監督警察；並開展

公共教育、傳播信息和提高公眾認識。

（五）監察

獨立的監察機構或民間團體等非政府組織，推動公民社會教育，進行

公共教育活動和宣傳運動，促進全民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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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律救濟

有權利就有救濟，為保障人民有受公正公開的司法審判權，1966年
聯合國通過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規定：「保障人人在法院或
法庭之前的平等受審判權。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權利義務涉訟須予判

定時，有權受獨立無私之法定管轄法庭公正公開審問。」

司法訴訟種類有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別。民事訴訟在於確保私權

實現，刑事訴訟在確保國家刑罰權實現，行政訴訟則在解決公法上爭議。

因政府公權力之行使，導致人民權益受到損害，被害人得經由一定程序最

終向法院（或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由法院對具體行政行為進行適法

性之審查，並作成裁判，以確保依法行政目標之實現。

而各國間行政訴訟制度，因受各國司法制度影響，容有差異，但追求

公正、公開、平等的司法審判與周延完整的救濟理念，相差不大。我國憲

法第16條保障人民有請願、訴願、訴訟權，屬於人民積極的受益權利，無
論遭遇政府或其他人民的侵害，皆能循由請願法、訴願法及民事、刑事、

行政訴訟法，請有權機關排除侵害或填補損害，提供無空隙、周延完整的

救濟。

警察代表國家行使警察權，導致人民權益受到損害，無論警察行為

合法或不合法，法律均訂定有相應的救濟機制，稱為警察行政救濟。惟因

警察行為樣態不同，基於人民權利與治安效率之均衡考量，在具體救濟途

徑、程序、受理機關、救濟方式，得為異於一般行政救濟之特殊設計，司

法院釋字第418號解釋意旨足為資照14
。

14 1996年司法院釋字第418號解釋：「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有依
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至於訴訟救濟，究應循普通訴訟程序抑依行政訴訟

程序為之，則由立法機關依職權衡酌訴訟案件之性質及既有訴訟制度之功能等而為設計。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十七條規定，受處分人因交通違規事件，不服主管機關所為之處

罰，得向管轄地方法院聲明異議；不服地方法院對聲明異議所為之裁定，得為抗告，但不得

再抗告。此項程序，既已給予當事人申辯及提出證據之機會，符合正當法律程序，與憲法第

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尚無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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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比較分析

本節以比較德、日、中國大陸三國作為基準，主要理由是我國警察制

度與法律制度大都繼受德國、日本法制。

德國法制主要以聯邦政府所訂統一警察法標準草案內容為主，因該草

案係聯邦政府鑑於治安惡化，為加強聯邦與邦，邦與邦間共同抗制犯罪的

能力，尤其在強制權、直接強制、射擊武器之運用上，希望各邦警察法制

盡量一致，乃研定統一警察法標準草案，於1977年11月25日聯邦召集各邦
內政部長會議議決通過，提供各邦立法之參考

15
。而多數邦也大量採用該

草案內容制定邦警察法。中國大陸是因其2016年網路公告警察法草案內容
十分豐富，且具學理性，頗具有比較法制之參考價值。

壹、執法原則

一、德國

德國聯邦與各邦統一警察法標準草案中第2條及第3條是有關執法原
則之規定，係以比例原則、合義務性裁量原則為中心。值得注意者，在草

案第37條有對長官命令提出質疑及不服從之規定，乃記取納粹警察奉令殘
害種族之歷史教訓之呈現。

第二條（警察比例原則）

警察應就無數可行及適當處分中，選擇對個人或公眾傷害最小者為

之。

處分不得肇致與結果顯然不成比例之不利。

目的達成後，或發覺目的無法達成時，處分應即停止。

第三條（合義務性裁量原則，方法選擇）

警察依合義務性裁量後，採取其措施。

有多種防止危害之方法，選定其一已足。若關係人請求使用另一有效

15 Heinrich Scholler/Siegfried Broß著，李震山譯，西德警察與秩序法原理，1986年，頁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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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而其施行並不嚴重傷害公眾時，應允許之。

第三十七條（服從命令義務及例外）

警察有義務遵從有指令權者之命令，行使直接強制處分，但當此命令

有損人性尊嚴或非因職務目的所發者，不在此限。

若依命令行事可能犯罪時，得不服從該命令。警察明知或依情況顯然

知悉遵從命令行事將致犯罪而仍執行者，應負罪責。

二、日本

日本警察法關於執法原則之規定，依據平成14年2月8日修正法律第
一號警察法第2條至第3條，係以中立、公平、公正、不濫權為宗旨。

第二條（警察的職責）

（第2項）警察的活動，應嚴格限制於前項職責範圍，當執行其職務
時，以不偏不黨且公平公正為宗旨，若涉及日本國憲法所保障之個人權利

及自由之干涉等，不得有濫用其權限之行為。

第三條（服務宣誓的內容）

依本法行使警察職務之全體職員，以擁護日本國憲法及法律，作為進

行不偏不黨且公平公正執行其職務為宗旨之服務宣誓。

關於公安委員會的中立性，在第7條至第10條：
第七條（委員的任命）

有關委員的任命，其中不能有三人以上屬於同一政黨。

第九條（委員的喪失職位及罷免）

1. 委員在達到第七條第四項各款之一該情形者，喪失其職位。
2.  內閣總理大臣認為委員因身心有障礙不能執行其職務，或認為委員
有違反職務上的義務及其他非法行為不適任委員的情形，在獲得兩

議院的同意，可罷免之。

第十條（委員禁止兼職、政治活動）

委員不得兼任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常勤職員或佔有國家公務員法第

八十一條之五第一項規定的短時間勤務的官職或者地方公務員法（昭和

二十五年法律第二百六十一號）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一項規定的短時間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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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職位。

委員不得為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職員或積極從事政治活動。

三、中國大陸

為提高人民警察的執法水準，加強組織管理，以有效達成任務
16
，

1995年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國家主席令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警察法」（2012年修正2013年1月1日實施）全文八章52條17

。

（一）其中關於警察活動的基本原則為

1. 依靠人民群眾原則
群眾路線是共產黨與中共政府工作的基本路線。毛澤東強調：「一切

工作都要走群眾路線，公安工作也要走群眾路線。」人民群眾是有關犯罪

和治安問題訊息最直接、敏感、廣泛的來源，也是最直接、及時、普遍的

影響力量，故警察活動不能脫離人民群眾，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保持良

好的聯繫。警察法第3條規定：「人民警察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保持同
人民的密切聯繫，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維護人民的

利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即為此理。

2. 以憲法和法律為活動準則
中共憲法第5條明揭憲法與法律的優越位階。警察法第4條再次重

申：「人民警察必須以憲法和法律為活動準則，忠於職守，清正廉潔，紀

律嚴明，服從命令，嚴格執法。」另在第18條中針對國家安全機關、監
獄、勞動教養管理機關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司法警察，

要求應「分別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履行職權」皆強調依法行政

之原則，以避免警察執行職權遭受上級不當干預之規定。第20條為執法倫
理，要求：「人民警察必須做到：（一）秉公執法，辦事公道；（二）模

範遵守社會公德；（三）禮貌待人，文明執勤；（四）尊重人民群眾的風

16 馬志毅、田敏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釋義與講座，中國人民公安大學，1995
年，頁86。

17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2012修正版）全文參照：https://npl.ly.gov.tw/pdf/804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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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習慣。」

此外，為確保執法公正，在警察法第45條另訂有迴避規定：「人民
警察在辦理治安案件過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迴避，當事人或

者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權要求他們迴避：（一）是本案的當事人或者是當事

人的近親屬的；（二）本人或者其近親屬與本案有利害關係的；（三）與

本案當事人有其他關係，可能影響案件公正處理的。前款規定的迴避，由

有關的公安機關決定。人民警察在辦理刑事案件過程中的迴避，適用刑事

訴訟法的規定。」

鑑於公安機關隊伍龐大，機構複雜，又處於公檢法司法體系的最前

檐，與群眾接觸最廣泛，所以，其執法工作容易引發社會矛盾和群眾質

疑，公安工作與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的問題陸續顯現。公安系統存在警力不

足、警力配置結構不合理、警務實戰能力不能適應反恐和法治政府背景下

執法工作需求，以及自身監管力度不夠、非法用警等問題嚴重。這些現象

與問題背後，暴露出的是公安工作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問題：公安法律體系

不完善，管理體制不順暢，保障機制不健全，監督機制需要規範。2014
年中共第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

定」，指出要加強法治工作隊伍建設。為此，各界建議儘快啟動修改1995
年制定的人民警察法。公安部根據中央關於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決策部

署，將修改《人民警察法》作為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重點項目。經深入調

研論證，多次徵求有關部門、專家學者和地方公安機關的意見，2016年
推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修訂草案稿）向社會公開徵求意

見
18
。

關於人民警察應遵守之執法原則，在草案第5條至第8條、第85條至
92條：

第五條（人民警察隊伍建設基本原則）

人民警察必須忠於中國共產黨、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忠於憲法和法

律。

18 （2017修訂草案稿）http://www.66law.cn/tiaoli/156.aspx，2017年0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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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專群結合原則）

公安機關必須堅持專門工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健全社會治安組織動

員機制，實行社會治安群防群治，推動社會治安社會化治理。

人民警察必須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繫，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

人民的監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第七條（法治原則）

人民警察必須以憲法法律為行為準則，尊重和保障人權，嚴禁濫

用、超越權力。

人民警察實施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應當嚴格遵守法律規

定的條件和程式。

第八條（權力行使適度原則）

人民警察行使權力應當與已經或者可能造成的危害的性質、程度和範

圍相適應；有多種措施可供選擇的，盡可能選擇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

織合法權益造成最小侵害的措施。

第八十五條（嚴格依法履職）

人民警察應當嚴格按照法律、法規規定的條件、許可權和程式履行職

責、行使權力，不得超越權力、濫用權力，不得拒絕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職

責，不得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第八十六條（證據收集）

人民警察辦理案件應當重證據，重程式，建立執法全過程記錄、保存

制度，全面收集能夠證實違法犯罪嫌疑人是否違法犯罪、違法犯罪情節輕

重的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收集證據。

第八十七條（尊重和保障人權）

人民警察在執法活動中應當尊重和保護個人的人格尊嚴，尊重民族的

風俗習慣，嚴禁實施侮辱、體罰、虐待等行為。

第八十八條（辦案區域）

人民警察訊問、詢問、繼續盤問、辨認違法犯罪嫌疑人以及對違法犯

罪嫌疑人安全檢查、資訊採集等執法活動，應當在專門的辦案區域進行，

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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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一條（表明身分和告知）

人民警察執法時應當著制式服裝或者出示工作證件表明身分，依法告

知當事人執法的依據和理由，聽取當事人的陳述和申辯，但法律另有規定

的除外。

人民警察執法時未按照規定表明身分的，當事人有權予以拒絕。

第九十二條（迴避）

人民警察遇有可能影響其公正履行職責的情形，應當按照規定迴

避，當事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權提出迴避申請。

四、我國法令

警察法欠缺執法倫理之明文規範，目前警察機關對於執法人員各種執

法原則或工作倫理，除相關法律規定外，大都依據行政院、考試院頒定之

行政規則。

執法原則部分，大都以法律位階規範。包括：行政程序法第4條至第
10條一般法律原則，第32條至第33條公正迴避制度，第36條職權調查原
則，第102條正當程序原則，警察職權行使法第3條比例原則、誠信原則
及第4條正當程序原則，行政罰法第24條至第26條一行為不二罰原則，警
械使用條例第6條急迫、合理與比例原則，集會遊行法第26條：「集會遊
行之不予許可、限制或命令解散，應公平合理考量人民集會、遊行權利與

其他法益間之均衡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

要限度。」揭示公平原則、合理原則與比例原則。乃至公務人員行政中立

法、公務員服務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等義務規定不勝枚舉。

也有以法規命令位階規定執法原則者，例如警察勤務區訪查辦法第4
條：「警勤區員警實施訪查，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尊重當事人權益，並以誠實信用方法為之。

二、 不得逾越訪查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訪查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
聯。

三、嚴守行政中立，依法公正執行職務，並保持政治中立。

四、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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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4條：「處理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人員，凡執行職務時，均應服裝整齊，儀容端正，態度

和藹，言語懇切。」

行政規則部分，與公務倫理相關規範如下：

一、 行政院及各級機關公務人員核心價值對應之公務倫理概念與倫理行為
內涵一覽表。

二、公務人員服務守則。

三、警察人員服務守則。

四、人事人員服務守則。

五、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一）公務人員服務守則

考試院98年3月17日考臺組貳一字第09900019811號函發布：
「為期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秉持廉正、忠誠、專業、效能、關懷五

大原則，以型塑優質組織文化，建立廉能服務團隊，特訂定本守則。

一、 公務人員應廉潔自持，主動利益迴避，妥適處理公務及有效運用公務
資源與公共財產，以建立廉能政府。

二、 公務人員應依法公正執行公務，嚴守行政中立，增進公共利益及兼顧
各方權益，以創造公平良善的發展環境。

三、 公務人員應恪遵憲法及法律，效忠國家及人民，保守公務機密，以增
進國家利益及人民福祉。

四、 公務人員應重視榮譽與誠信，並具道德與責任感，待人真誠與正直，
任事熱心與負貴，以贏得人民的尊敬。

五、 公務人員應與時俱進，積極充實專業職能，本於敬業精神，培養優異
的規劃、執行、溝通及協調能力，以提供專業服務品質。

六、 公務人員應踐行終身學習，時時追求專業新知，激發創意，以強化創
新、應變及前瞻思維能力。

七、 公務人員應運用有效方法，簡化行政程序，主動研修相關法令，迅速
回應人民需求與提供服務，以提高整體工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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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公務人員應發揮團隊合作精神，踐行組織願景，提高行政效率與工作
績效，以完成施政目標及提昇國家競爭力。

九、 公務人員應具備同理心，提供親切、關懷、便民、主動積極的服務、
協助與照護，以獲得人民的信賴及認同。

十、 公務人員應培養人文關懷，尊重多元文化，落實人權保障，並秉持民
主與寬容的態度體察民意，以調和族群及社會和諧。

附則：法官、檢察官、政風、警察、消防、海巡、關務、主計、審

計、人事或其他職務性質特殊人員，得由各該主管機關增訂其應遵守之服

務守則，報請銓敘部備查。」

（二）警察人員服務守則

內政部98年12月31日台內人字第0980242051號函核定：
「一、 為建立警察人員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

害，促進人民福利等四大任務及實踐廉正、忠誠、專業、效能、關

懷等核心價值，特訂定本守則。

二、警察人員應依法行政，重視榮譽、誠信並應具道德感與責任感。

三、 警察人員應提升廉能法治觀念、建立警察優質文化，培養愛民、服務
之人生觀。

四、 警察人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命令，有服從義務，如認為該命
令違法，應負報告之義務。該管長官如認其命令並未違法，而以書面

下達時，屬員即應服從，其因此所產生之責任，由該長官負責，對長

官監督範圍內所發命令違反刑事法律者，無服從義務。

五、 警察人員應保持行政中立，不得介入任何政治選舉、派系紛爭，或私
人事件。

六、 警察人員應絕對保守公務機密，對於機密或偵查案件，無論是否主管
事務均不得洩漏。各警察機關除主官（管）、發言人及經主官（管）

指定之人員外，其他警察人員一律不得對外發布新聞或提供新聞資

料。

七、警察人員執行職務如發現有利益衝突時，應依規定自行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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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警察人員應廉潔自持，不受任何請託、關說、或參加不正當之飲宴應
酬活動。

九、 警察人員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
招待或其他利益。

十、 警察人員應重視榮譽，言行舉止應端莊謹慎，不得酗酒滋事、酒後駕
車或參與非法賭博財物之活動等有損其職位尊嚴或職務信任之行為，

以維警察人員形象。

十一、 警察人員不得涉足不正當之場所或從事其他足以影響職業尊嚴之事
務或活動。

十二、 警察人員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或機會，直接、間接圖自己或他人
之利益或加損害於他人。

十三、 警察人員不與治安顧慮人口，特種工商業、風紀誘因場所或其他非
法行業之業者、代表人、受雇人不當接觸。

十四、 警察人員不得以專業證照違法兼職或租借他人使用，亦不得經營
商業、投機事業及投資與風化、治安有關之行業及參插不法行業暗

股。但投資於非警察機關監督之農、工、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

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公司股本總額

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

十五、 警察人員應積極充實職務所需知識技能，熟悉主管警察法令並實踐
終身學習，保持專業水準，與時俱進。

十六、 警察人員對所辦理之案件及其他職務上應處理之事務，均應迅速處
理，以提高行政效率與工作績效。

十七、 警察人員對人民所需要及所遭遇之困難，應以同理心，並基於法令
規定與職權範圍，即時提供必要之協助與照護，增進人民信賴感。

十八、 警察人員如有違反本守則規定者，按其情節輕重依警察人員獎懲標
準或其他相關規定辦理懲處。其觸犯刑事法令者，並依各該法令移

送司法機關法辦。

十九、本守則於警察機關編制內一般行政及技術人員，均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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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監督與課責

一、德國法

標準草案未明定對警察職權行使之內外部監督規範，而偏向法律責任

之規定，尤其是損害賠償與補償責任。此歸因於標準草案規定之警察職權

多屬強制措施事實行為，故標準草案配合於第45條至第48條詳細規定損害
賠償與補償責任。

第四十五條（損害賠償義務要件）

依第六條合法要求而受有損害之人，應予相當補償。因警察非法處分

而受損害者亦應賠償之。

經警察同意者，自願協助警察執行任務，或將其物提供使用，因而受

損害之人，亦應予補償。

其他補償請求權，尤其國家賠償請求權，不受影響。

第四十六條（損害賠償之內容、方式及範圍）

第四十五條之賠（補）償，原則上僅及於財產損害。關於平常收益或

用益停止損失以外所失利益，以及非與警察處分直接有關之不利，僅於防

止不合理之不公正時，方予補償。

身體或健康之傷害或人身自由之剝奪等非財產損害之傷害，應予適當

賠償。賠償請求權不得轉讓或繼承。但在訴訟繫屬中或經契約承認者，不

在此限。

賠償以金錢給付之。因義務處分造成營業能力的消失或減低、需求增

加、請求贍養權之喪失或傷害等結果，需賠償時，以定期金給付之。民法

第七百六十條適用之。當有特別重要理由時，亦可要求協議以一次金錢給

付代替定期金給付。此並不排除受害者對他人贍養給付之請求權。

依請求權之內容及範圍合於賠償請求權時，受害者有向第三人請求之

權，請求權轉讓後方得賠償之。

衡量賠償時應顧及各種情況；尤其是損害之方式及可預見性、受害者

及其財產是否已受警察措施保護、對損害之產生或惡化之影響、受害者是

否有其責任。賠償之義務及範圍，尤應視損害主要係由受害者或警方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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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而定。

第四十七條（間接受害者之請求權）

有死亡情形時，依第四十六條第五項之範圍，應賠償喪葬費予有義務

負擔喪葬費者。

死者於受害時與第三人間有某種關係，因該關係死者依法對其有贍養

義務、或將對其有贍養義務、或因死亡而剝奪第三人之贍養請求權，第三

人得於第四十六條第五項之範圍內請求;死者在其可能有生之年扶養所需
相當費用之賠償。第四十六條第三項第三至第五句準用之。第三者受傷害

時為胎兒，亦可請求賠償。

第四十八條（賠償請求權之時效）

賠償請求權之時效，為自受傷害之時起算三年；有第四十七條情形

者，自知有傷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算三年。若無法知悉，時效自有傷害事

實起算三十年。

第四十九條（賠償義務人，補償請求權）

執行處分之警察人員所屬機關有賠償義務。

警察係為他機關處理事務者，他機關負有賠償義務。

於前項情形，惟有因措施執行方式之故，賠償義務機關方得向執行處

分之警察人員所屬機關要求返還費用，但賠償義務機關對此執行之方式應

自負其責者，不在此限。

第五十條（向有責人求償）

若賠償義務機關已依第四十五條第一項第一句或第二項賠償，得依第

四十九條向第四條或第五條之有責任人要求費用之補償。

多人同負其責，視為共同債務人。

第五十一條（管轄法院）

損害賠償請求之訴，由普通法院管轄。依第四十九條第三項或第五十

條費用返還或補償，由行政法院管轄。

二、日本

日本警察法關於監督與課責，係由公安委員會對警察職員以懲戒或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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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為之（職員）。

第五十條（警察局長的任免）

警察局長，由國家公安委員會提名獲得道府縣公安委員會同意，任免

之。

道府縣公安委員會得對國家公安委員會，就有關警察局長的懲戒或罷

免作必要之建議。

第五十五條（職員的任免）

在都道府縣警察，置警察官、事務官員、技術官員，其他所需的職

員。

警視總監、警察局長、地區警察局長、市警察部長及警察分局長，以

警察官擔任之。

第一項職員之中，警視總監、警察局長及地區警察局長以外之警視正

以上階級的警察官，由國家公安委員會獲得都道府縣公安委員會之同意，

任免之；其他職員，由警視總監或警察局長各徵求其都道府縣公安委員會

之意見，任免之。

都道府縣公安委員會對國家公安委員會，就警察總監、警察局長及地

區警察局長以外之警視正以上階級之警察官；對警察總監或警察局長，就

其他職員，得各作有關懲戒或罷免的建議。

第五十六條（職員之查調）

都道府縣警察的職員之中，警視正以上的階級之警察官（以下稱

「地方警務官」），作為一般職之國家公務員。

前項的職員以外之都道府縣警察的職員（以下稱「地方警察職員」）

的任用及待遇、勤務時間及其他勤務條件，以及有關服務事項，依地方公

務員法規定，由自治條例或人事委員會規則所定之事項，依第三十四條第

一項規定職員之例作為基準，制定該自治條例或人事委員會規則。

警視總監或警察局長依第四十三條之二第一項的規定做指示的情形

之外，認為都道府縣警察的職員涉有下列的各款之一之虞者，儘速調查事

實，該職員明確有各該款之一的事實時，依都道府縣公安委員會的決定，

對都道府縣公安委員會，必須報告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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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擔任執行其職務，違反法令或自治條例的規定之情形。

二、前款所列之外，違反職務上的義務或怠惰職務之情形。

三、有不適合作為全體的服務者的不良行為之情形。

第七十八條之二（不平的報告等）

有關都道府縣警察的職員之職務執行有不平者，得遵照國家公安委員

會規定的程序，向都道府縣公安委員會以文書提出不平的報告。

都道府縣公安委員會收到前項報告時，基於法令或自治條例的規

定，以誠實的處理，必須將處理的結果以文書通知報告者。但是下列情

形，不在此限。

一、認為報告妨礙都道府縣警察的事務之適當的執行時。

二、報告者的所在有不明時。

三、在認為報告者提出和其他者相同的不平之報告的情形，已通知該

其他者該不平相關處理結果時。

關於地區警察局職員的人事管理與不法行為的監察與檢查，在第43
條之2規定。

第四十三條之二（所掌事務監察的指示等）

都道府縣公安委員會，對於有關都道府縣警察的事務或都道府縣的職

員之非法的監察，認為有必要時，基於第三十八條第三項之規定，得對都

道府縣警察具體或涉及範圍個別的事項予以指示。

都道府縣公安委員會依前項的規定做指示的情形，認為有必要時，其

指定的委員，得對該指示有關事項的執行之狀況實施檢查。

都道府縣公安委員會得以都道府縣警察的職員（包含依第六十條第一

項的規定因援助的要求警察廳所派遣的職員），輔佐依前項的規定所指定

的委員執行同項規定的事項。

三、中國大陸人民警察監督與課責規定

（一）關於執法監督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2012年修正）關於執法監督，規定在
第六章，第43條至第47條。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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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民檢察院和行政監察機關的監督
第42條：「人民警察執行職務，依法接受人民檢察院和行政監察機

關的監督。」

1990年國務院發布「行政監察條例」作為國務院監察部實施行政監
察監督的依據。監察重點在監督檢查國家任命的人民警察貫徹執行法律、

決定、命令的情況。如經調查結果，認有違反政紀，得作成警告、記過、

記大過、降級、撤職等處分。

人民檢察院的監督則側重觸犯刑法的執法活動。

第46條：「公民或者組織對人民警察的違法、違紀行為，有權向人
民警察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行政監察機關檢舉、控告。受理檢舉、控告

的機關應當及時查處，並將查處結果告知檢舉人、控告人。對依法檢舉、

控告的公民或者組織，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

2. 上級監督
第43條：「人民警察的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的執法活動進行監督，

發現其作出的處理或者決定有錯誤的，應當予以撤銷或者變更。」

此種上級監督與我國訴願制度功能相似。但其監督範圍包括行政執法

活動與刑事執法活動，比「行政復議條例」
19
和「行政訴訟法」的救濟範

圍寬泛；且上級糾正的對象包含下級機關的作為與不作為。

此外，公安機關建立督察制度，此屬內部監督。

第47條：「公安機關建立督察制度，對公安機關的人民警察執行法
律、法規、遵守紀律的情況進行監督。」

3. 社會和公民監督
第44條：「人民警察執行職務，必須自覺地接受社會和公民的監

督。人民警察機關作出的與公眾利益有直接有關的規定，應當向公眾公

布。」

19 行政復議與我國的訴願制度功能相同，救濟對象皆限於不法的行政處分，以與其他救濟相區
別；訴願是由人民直接向原處分機關的上級機關提起；但訴願審議委員會的成員包含學者等

非機關成員，對阻絕黑箱作業與官官相護的積弊著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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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之「規定」，應指具有法效力的法規命令。中共無所謂法律保留

原則，故行政機關在不抵觸憲法、法律的前提下，可依職權訂定與公眾利

益直接有關的「規定」。

（二）關於法律責任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2012年修正）關於法律責任，規定在
第七章，第48條至第50條。

第48條是行政責任：「人民警察有本法第二十二條所列行為之一
的，應當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行政處分分

為：警告、記過、記大過、降級、撤職、開除。對受行政處分的人民警

察，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可以降低警銜、取消警銜。對違反紀律的人民警

察，必要時可以對其採取停止執行職務、禁閉的措施。」

第49條是刑事責任：「人民警察違反規定使用武器、警械，構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給予行政處分。」

至於民事責任，則規定在同法第50條：「人民警察在執行職務中，
侵犯公民或者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家賠償法》和其他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給予賠償。」

另同法第13條：「公安機關因偵查犯罪的需要，必要時，按照國家
有關規定，可以優先使用機關、團體、企業事業組織和個人的交通工具、

通信工具、場地和建築物，用後應支付適當費用；造成損失的，應當賠

償。」此條性質亦屬行政上的損害賠償與損失補償。求償程序除了「國家

賠償法」之外，亦可依「行政復議條例」向復議機關提起救濟，復議機關

得責令被告機關依規定賠償，被告機關賠償後，應當責令有故意或重大過

失的行為人承擔部份或全部賠償費用（行政復議條例第44條）。
2016年推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修訂草案稿）關於執法監

督與課責之規定如下：

第八十九條（執法公開）

公安機關應當尊重和依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對公安工作的知

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增強執法透明度和公信力。

公安機關制定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義務的規定，應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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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聽取意見，並將聽取意見的情況予以公佈。

公安機關應當根據規定，主動或者依申請公開有關執法資訊。

第九十條（對報案、控告、舉報的處理）

公安機關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報案、控告、舉報，屬於職責範

圍內的，應當嚴格按照規定辦理；不屬於職責範圍內的，應當按照規定移

送主管機關處理或者告知其向有關機關報案、控告、舉報。

第九十三條（執法責任）

公安機關應當建立執法過錯責任追究制度，實行辦案品質終身負責制

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

公安機關在具有刑事司法屬性的偵查人員中，實行主辦偵查員制

度。

第九十四條（上級監督）

上級公安機關應當對下級機關的執法活動進行監督，發現其作出的

處理措施或者決定有錯誤的，有權撤銷、變更或者責令下級機關撤銷、變

更；發現其不履行法定職責的，有權責令其在一定期限內履行。

第九十五條（外部監督）

人民警察執行職務，依法接受行政監察機關和人民檢察院的監督。

對人民警察的違紀違法行為，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有權依法向

行政監察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檢舉、控告。受理檢舉、控告的機關應當及

時查處，並將查處結果告知檢舉人、控告人。

對依法檢舉、控告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任何機關和個人不得壓

制和打擊報復。

第九十六條（督察制度和投訴委員會）

公安機關建立督察制度，對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履行職責、行使權

力和遵守紀律情況實施監督。

公安機關設立投訴委員會，受理核查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投

訴，依法維護投訴人和人民警察的合法權益。

第六章　法律責任

第九十七條（行政處分與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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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警察有本法第六十二條所列行為之一的，應當給予行政處分；構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九十八條（人事處理）

對受行政處分的人民警察，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可以延期晉升、降低

或者取消警銜；對不適合繼續擔任人民警察的，可以限期調離或者予以辭

退。

第九十九條（停止執行職務和禁閉）

對違反紀律的人民警察，必要時可以依照規定停止執行職務，或者實

施一日以上七日以下禁閉。

第一百條（教育培訓、權益保護和警務保障責任）

未依照本法規定，履行對人民警察教育培訓、權益保護和警務保障責

任，影響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職責、行使權力，損害人民警察合法權益的，

視情對主要負責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給予行政處分。

第一百零一條（越權責任）

公安機關超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職責範圍行使權力的，視情對單

位主要負責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責任人員給予行政處分；構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該草案增列了民眾投訴制度，要求機關應設置投訴委員會
20
；第93條

之執法品質終身負責與錯案倒查問責制，更對負責教育培訓、警察權益保

障之負責人也課予責任，讓人印象深刻。

四、我國

我國憲法第24條明定法律課責：「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
權利者，除依法律受懲戒外，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

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然警察法欠缺監督與課責之明文規

範，對執法人員各種監督與課責機制，係分散規定在各種人事法律與命令

之中。

20 不過未明定外部成員比例，公開透明性不足，可能影響其公信力與監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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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監督機制，主要是內部官僚體系的監督，包括本機關首長、單位

主管、督察或政風系統，基於長官部屬職位與業務監督關係，對於警察權

的行使，進行合法性與妥當性的監督。

其中，督察或政風之監督範圍不同，前者主要針對員警違法犯紀案

件之查處及研訂具體防制措施。政風則偏向員警貪瀆違法案件之調查與防

制。

表9-1　內政部警政署督察室與政風室權責劃分表

督察室 政風室

1.關於員警因公殘疾慰問急難救助之策
劃、執行事項。2.關於改善員警服務態
度之規劃、督導、考核事項。3.關於員
警申訴之規劃、執行、督導、考核。
4.模範警察、績優員警、好人好事之甄
選表揚、考察。5.關於員工座談會之規
劃、執行、督導、考核事項。6.關於
勤務督察之規劃、督導、考核事項。
7.關於專案督導之規劃、執行事項。
8.關於員警違法犯紀案件之查處及研訂
具體防制措施。9.關於駐區督察督導
區劃分協調聯繫事項。10.關於內部管
理業務之規劃、執行、督導、考核事
項。11.關於員警考核之規劃、執行、
督導、考核。12.關於員警教育輔導之
規劃、執行、督導、考核事項。13.駐
區督察派遣事項。14.關於各級督察人
員之甄選（試）升遷調補作業事項。
15.員警升遷、考試、訓練等案件考核
評鑑、查核事項。16.督察幹部培訓講
習。17.關於特種勤務暨首長警衛之聯
繫、策劃、督導事項。

1.擬訂、修正、蒐集及編印各項相關政
風法令。2.訂定端正政風及防制貪污工
作實施計畫。3.訂定政風工作手冊，宣
導並貫徹執行政風法令事項。4.講解廉
政肅貪案例、表揚績優政風事蹟。5.評
估易滋弊端之業務、研訂具體防弊措
施。6.追蹤管制防弊措施執行情形。
7.研析發生之貪瀆案件，訂定具體改進
措施。8.查察作業違常單位及生活違常
有貪瀆不法傾向人員。9.關於員警貪瀆
違法案件之調查事項。10.調查民眾檢
舉及媒體報導有關單位人員涉嫌貪瀆
不法事項。11.設置政風專用信箱及電
話，受理檢舉案件。12.會同督導考核
監標、監驗工作。13.關於辦理政風革
新建議事項。14.辦理政風考核、獎懲
建議事項。15.辦理機關公務機密維護
事項及機關設施安全之維護。16.推動
資訊保密措施及處理洩密案件。

資料來源： www.npa.gov.tw/NPAGip/wSite/ct?xItem=42672&ctNode=12362，2020
年10月16日。

目前據以實施之督察規範均屬行政規則，如警察機關勤務督察實施規

定、強化勤務業務實施要點、端正警察風紀實施規定等，對於同仁與職務

無關之私生活交往對象與涉足場所亦有相當嚴格要求。內部違紀調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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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手段，不乏涉及警察人員個人隱私權益，比例原則、明確性原則及正當

法律程序之踐行，實亦有必要強化。

如經查獲警察人員有違法執行職務、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違法犯紀行

為，除追究其刑事責任外，尚有依據公務員懲戒法之懲戒責任及公務人員

考績法之懲處責任，合稱行政責任。

懲戒責任部分，依公務員懲戒法（民國109年6月10日全文修正）第
2條規定：「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
一、違法執行職務、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二、非執行職務之違

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其程序係由監察院或公務員所屬機關

首長，移送懲戒法院審理。同法第9條規定，公務員之懲戒處分有九種：
1.免除職務；2.撤職；3.剝奪、減少退休（職、伍）金；4.休職；5.降級；
6.減俸；7.罰款；8.記過；9.申誡。（第2項）剝奪、減少退休（職、伍）
金處分，以退休（職、伍）或其他原因離職之公務員為限。（第3項）罰
款得與金錢以外之其他懲戒處分併為處分。

懲處責任部分，則係由警察所屬機關依據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28
條，適用公務人員考績法之規定，實施警察人員平時考核。獎懲事由、獎

度、懲度、考核監督責任相關事項，由內政部另定警察人員獎懲標準辦理

之。此外，人事條例第29條停職規定、第31條免職並免官之規定，其該當
要件情節均比一般公務人員更加寬泛，亦即對警察人員之品德操守要求更

加嚴格。

該獎懲標準（民國108年8月15日修正）對於長官督導業務勤務辛勞
得力，或勤務督察成績優良有嘉獎；勤務督察績效優異有記功等獎勵（標

準3-4）；但相反地，對屬員之工作違失，監督不周，情節輕微者申誡，
嚴重者記過（標準6-7）。而標準第9條是長官考核監督不周責任之主要依
據。

各警察機關、學校主官（管）及相關人員對考核監督對象中有發生違

法或品德操守上之違紀行為，應負考核監督不周責任，其懲處如附表。

前項人員對考核監督對象中有發生違法犯紀案件，未能積極究辦及妥

適處理，或知情不報或蓄意護短，致嚴重影響政府或警察聲譽，情節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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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加重懲處；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減輕或免除懲處：

一、減輕懲處

（一）考核監督四個月以上、未滿六個月。

（二） 事前已盡防範之責，有具體事證，事後能主動或積極協助究
辦，並妥適處理。

（三） 自查或交查案件，依法查處而有具體事證。
（四） 考核監督對象因過失而觸犯刑章或紀律。
（五） 考核監督對象觸犯刑章或紀律，與職務無關。
二、免除懲處

（一） 自檢案件而有具體事證。
（二） 考核監督未滿四個月。
（三） 訓練、進修、請假、停職或留職停薪等期間一個月以上，客觀

事實上無法考核監督。

對自查或交查案件，能確實依法查處，有具體事證者，得免除懲

處。

前二項所稱自檢案件、自查案件及交查案件，定義如下：

一、自檢案件：指本機關員警風紀案件，於有偵查權或行政調查權之

機關未發覺及查處前，主動依法查處，並檢附相關事證者。

二、自查案件：指本機關員警風紀案件，於有偵查權或行政調查權之

機關未開始查處前，為公眾周知而自行查處者。

三、交查案件：指本機關員警風紀案件由上級機關交付查處者。

參、法律救濟部分

一、德國

針對警察行使職權行為之救濟，警察法標準草案中只見賠償與補償

規定，而未見行政爭訟條文，因為警察任務及職權跨越行政與刑事司法二

領域，傳統行政法學上將警察行使職權之行為區分為行政處分與事實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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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類，無法全然適用於警察。故有德國學者
21
將警察職權行為分為五種樣

態：警察處分、事實行為、協助行為、提示與告誡、司法行政行為等。除

前文所提及各種內外部監督方式糾正機關違法或不當外，由權利受害人透

過法院提起之法律救濟，可分為下列三種：

（一）異議程序（Widerspruchsverfahren）

係依據行政法院法第68條，針對行政處分。向作成處分之機關為
之。是撤銷訴訟之前置程序，類似我國之訴願。但若原處分機關是聯邦內

政部或邦內政部，則不必經異議逕向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警察所為之行政

處分，例如公開蒐集資訊查證身分、對人民申請提供資料之拒絕、對人民

申請註銷資料等。

（二）行政訴訟

撤銷訴訟、義務訴訟，係權益遭受損害之人，依據行政法院法第40
條訴訟要件，針對尚未執行之違法行政處分，所為之司法救濟。

如警察所為之行為已執行完畢，例如口頭下達解散命令，並已驅

離。則只能提起確認之訴。有時警察措施因機關自我察覺錯誤而停止，但

已對相對人造成權益損害，則也有提起確認訴訟之實益，例如機關自我發

現監聽對象錯誤而另起監聽程序，受害人得提起確認該措施是違法的訴

訟，俾利另提起損害賠償之訴訟。

（三）針對警察司法行政行為之救濟

警察司法行政行為係指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63條所採取之刑事司法強
制處分行為，如搜索扣押拘提逮捕通緝，其救濟係依據法院組織法施行法

第23、28條規定進行撤銷、課予義務、不作為及確認違法。

二、日本

傳統行政救濟包括行政上苦情處理（相當於我國的申訴與陳情）、國

家賠償與補償，和行政爭訟。行政爭訟又分為向行政機關依據行政不服審

21 Scholler/Schloer著，李震山譯，德國警察與秩序法原理，中譯2版，登文書局，1995年，頁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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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法提起的聲明不服，及向法院依據行政事件訴訟法提起的抗告訴訟及當

事人訴訟。

晚近行政救濟轉向更積極、開放的趨勢，增訂為了確保行政妥善運

作，擴大對於處分以外之「行為」為聲明不服之可能。

對於該行為所作成之裁決與抗告訴訟制度如何接合，成為研究討論

之議題。例如以綜合問題切入之想法，不使用行政爭訟概念，而追求與行

政程序法之關係性，例如使規則訂定階段、作成決定之實施階段及其審查

（裁決）階段間之障礙減少的對應處理方式。不僅以行政不服審查法聲明

不服與行政事件訴訟法間做結合，也廣泛地與監察使制度相結合。

依據現行行政不服審查法（修正版）第1條第2項規定：「行政機關
之處分或其他該當於公權力行使之行為，⋯⋯對於其為聲明不服時，除其

他法律有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依本法之規定。」故行政不服審查法為聲明

不服之一般法。其他領域事項，得以個別法律為特別規定，排除行政不服

審查法之適用，亦即在警察業務事件專法中設置特別聲明不服制度。

例如關於外國人入出境之處分，不適用行政不服審查法（行政不服審

查法第7條第1項第10款），出入國管理法另設有聲明不服制度，對於強制
出國判定通知有不服時，受有該通知者，對於該判定得向法務大臣提出異

議（出入國管理法第49條第1項）。再者，對於刑事收容設施之被收容者
所為之處分，不適用行審法（新行審法第7條第1項第9款）。刑事收容設
施法 另設有聲明不服制度，對於監獄首長之措施有不服者，得向矯正管
區之首長為審查之申請（刑事收容設施法第157條第1項）。又，以「其他
法律有特別規定」而排除行審法之適用者，例如依自衛隊法第49條規定，
另定有特別審查請求制度（自衛隊施行令第65條以下），對於自衛隊員之
懲戒處分有不服之隊員，向防衛大臣提起審查請求，防衛大臣以防衛人事

審議會之議決為依據而裁決之。再如「自主法」所設之「聲明不服制度」

（Administrative Law avant la letter/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學校為達
成教育目的，對於學生所為之處分不適用行審法之規定（行審法第7條第1
項第8款規定）。各國立大學以學則、學程等國立大學「自主法」，來建
置各國立大學獨自之「聲明不服制度」。現在，國立大學法人化，對於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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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懲戒處分已經不是處分（例如退學處分與私立大學相同，為在學契約

之單方解除行為），但「聲明不服制度」仍然繼續維持。此為所謂專門職

業集團相當於「部分社會」中，所生成之「行政法」（Administrative Law 
avant la letter）。22

三、中國大陸

中共人民警察法僅於第50條規定對於警察強制行為之救濟，第50條
規定：「人民警察在執行職務中，侵犯公民或者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

的，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和其他有關法律、法規的規

定給予賠償。」

針對不法處分行為，依其現行法制，可循「中共行政復議法」之救濟

規定，相對人不服人民警察法之處分措施，可以向上一級主管部門申請行

政復議。如不服復議決定，可再依第5條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可
依「國家賠償法」請求國家賠償。此與我國訴願及行政訴訟、第30條損害
賠償及第31條損失補償規定類似。

「中共行政復議法」於第34條以下規定「法律責任」針對行政機關
及行政復議機關於行政復議程序中應負之責任及規定，實值我國訴願法之

參酌。

2016年推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修訂草案稿）行政救濟規
定，除保留原有賠償規定外，另增列了行政復議、行政訴訟之明文：

第一百零二條（行政復議、行政訴訟）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人民警察的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

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

第一百零三條（國家賠償）

人民警察在執行職務中，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

成損害的，應當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和其他有關法律、法

規的規定給予賠償。

22 市橋克哉著，林美鳳譯，行政轉型與訴願制度之最新修正（上）（下），司法周刊，2016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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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中共與台灣警察救濟制度之區別，最明顯的是，未有如我國警察

職權行使法第29條對於行使職權之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
情事得當場提出「異議」之規定。就不法行使職權之事中及時制止以防止

危害擴大，規範尚有不足。

四、我國

有權利就有救濟，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請願、訴願、訴訟權。憲
法保障人民的權利，無論遭遇政府或其他人民的侵害，皆能循由請願法、

訴願法及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法請有權機關排除侵害或填補損害，此稱

為受益權。對警察權之行使，導致人民權益受到損害，無論警察行為合法

或不法，皆有相應的救濟，才可稱為無空隙的救濟或完全的救濟。

一般而言，行政救濟以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為主，但有某些事件，

立法者衡酌權利之具體內涵、訴訟案件之性質及既有訴訟制度之功能等因

素，對於具有專門性、技術性或處罰輕微、數量龐大等特殊性事件的特

性，得基於效率，設計特別救濟程序處理之。在釋字第418號解釋中，大
法官肯認立法有形成之自由，在警察法領域，大多是採特別救濟程序，根

據我國法律規定，有聲明異議、申復等方法。分述如下：

（一）一般的行政救濟

對不法之警察行為的救濟，根據我國法律規定，有訴願、行政訴

訟、聲明異議、損害賠償與損失補償等方法。行政救濟以提起訴願或行政

訴訟為原則，警察公權力之侵害若是以行政處分之形態出現，被害人民須

先依行政爭訟程序，亦即提起訴願、行政訴訟，請求審查該行政處分是否

違法，學者稱之為「第一次權利保護」，被害人民得再就其所受損害向國

家請求賠償，學者稱此為「第二次權利保護」
23
。

1. 訴願
人民因警察機關違法或不當的警察處分，致其權利或利益遭受損害

23 在我國國家賠償係由民事法院審理之（國家賠償法第11、12條參照），但行政法院亦得於行
政事件合併提起賠償訴訟中（行政訴訟法第7條）審理之。行政處分確定者，法院應尊重已
確定之行政處分再行審理損害賠償案件，此為「第一次權利保護優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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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請求原處分機關的上級機關，以行政上的程序審查該項處分，並做一

定的決定，謂之訴願。

2. 行政訴訟
凡人民與警察機關間產生的公法上爭議，皆可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救濟。行政訴訟法規定了各種訴訟類型，依訴訟內容之不同，共定有三

種訴訟類型，分別為：撤銷訴訟、確認訴訟及給付訴訟。

而依訴因之不同，又可分為：撤銷違法行政處分之訴（第4條）、請
求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第5條）、確認行政處
分無效、或公法關係成立與否、或確認已執行完畢之處分違法之訴（第6
條）、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或非財產上給付之訴（第7、8條）。

3. 國家賠償
國家賠償者，乃中央或地方自治團體之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

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或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

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人身自由或財產受損害時，國家應負之損

害賠償責任。

4. 國家補償
行政上之損失補償，乃行政機關基於公益目的合法實施行政權造成人

民損失所為之補償，與國家賠償係對於違法侵害之賠償，二者原因不同，

但都屬於國家責任。

人民對於國家社會原負有相當之社會義務，警察基於公益，合法行使

職權致其生命、身體或財產遭受損失時，如係在社會義務範圍內，負有忍

受之義務者，不予補償；必須超過其應盡之社會義務範圍，始應就其個別

所遭受之特別損失或特別犧牲，酌予公平合理之補償。相關法依據，如警

察職權行使法第31條、行政執行法第41條、警械使用條例第11條。
行政上之損失補償，宜以金錢為之。補償之最高額度以實際所受之特

別損失為限，惟非必均以其實際所受之損失為完全之補償，只需本於公平

正義，謀求公益與私益之調和，衡量國家財力負擔，酌予公平合理之補償

為已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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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該管警察機關所為損失補償之決定（性質屬行政處分）不服

時，得依普通行政救濟之方式，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至若人民有可

歸責之事由，警察機關得援引「與有過失」規定降低警察責任，或人民請

求之補償金額與警察機關無法達成協議（性質屬行政契約）時，人民亦得

提起一般給付訴訟聲請行政法院裁決。

損失補償，性質上為公法上之請求權，其請求期間，應於知有損失

後，二年內為之，但自損失發生後，經過五年者，不得為之。

（二）特別的行政救濟

1. 申復
集會遊行法第16條規定，室外集會、遊行之負責人，於收受主管機

關不予許可、許可限制事項、撤銷、廢止許可、變更許可事項之通知後，

其有不服者，應於收受通知書之日起2日內以書面附具理由提出於原主管
機關向其上級警察機關申復。不服申復決定，依據警政署77年函釋，得提
起訴願、行政訴訟。故申復之性質為訴願之先行程序。

2. 聲明異議，取代訴願及訴訟程序。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救濟屬之
被處罰人不服警察機關之處分者，得於處分書送達之翌日起5日內聲

明異議。聲明異議，應以書狀敘明理由，經原處分之警察機關向地方法院

簡易庭為之。

此簡易庭係為方便民眾，避免舟車勞頓，參考英美國家警察法庭、

日本簡易裁判所，配合警察分局轄區而設置之法院組織，專責處理違序案

件。

3.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的行政訴訟
被處罰人不服主管機關之處分者，得於處分書送達之翌日起30日內

向管轄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訴訟（條例第87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
第1項第9款）。

4. 不服行政執行之聲明異議
依行政執行法第9條規定，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執行命令、執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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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

機關聲明異議。

前揭聲明異議，執行機關認其有理由者，應即停止執行，並撤銷或更

正已為之執行行為；認其無理由者，應於10日內加具意見，送直接上級主
管機關於30日內決定之。

行政執行法聲明異議之性質究為訴願先行程序、取代訴願程序，或是

最終救濟，曾有爭議。歷經最高行政法院97年及107年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
議決議，調整見解，認為屬取代訴願程序。故如該執行行為具有處分性質

者，不服直接上級主管機關之異議決定，應認相當於已經訴願程序，聲明

異議人得直接提起行政訴訟
24
。

5. 警察職權行使法之異議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9條規定的異議，係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警察

依該法行使職權之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警察

行使職權時，當場陳述理由，表示異議。

前項異議，警察認為有理由者，應立即停止或更正執行行為；認為無

理由者，得繼續執行，經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請求時，應將異議之理由製

作紀錄交付之。

因該法同條第3項規定，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因警察行使職權有違法
或不當情事，致損害其權益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與第一項之

異議程序，係限於依警職法行使之職權，二者救濟標的有所不同，且二者

之間法無明文規定前置或先行之關係。

6. 使用警械的補償制度
依警械使用條例第11條第1項之規定，警察人員執行職務違反本條例

使用警械規定，因而致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者，由各該級政府支付醫

療費、慰撫金、補償金或喪葬費。其支付標準，由內政部定之。行為人出

於故意者，各該級政府得向其求償。

24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107年4月份第一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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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人員執行職務違反本條例規定使用警械致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

失者，本質屬國家賠償責任，國家應就相對人之損害負全部之填補責任，

但本條例卻限縮補償範圍，對被害人保障不足，且該條文用語為「補」

償，亦未符法理。由於本條例為國家賠償法之特別法，於對行為人求償要

件、賠償程序及賠償範圍，均有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其與法理不符之

處，有檢討修正之必要。

至於警察人員依法執行職務使用警械而致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

者，須否負賠償責任？就理論上言，警察人員依法執行職務使用警械，為

依法令之行為，即阻卻違法，行為人警察個人無需擔負法律（行政、刑事

及民事）責任。但即使是罪大惡極之槍擊要犯、劫持人質之綁匪，國家亦

應實施逮捕，使其接受法律制裁，況且某些犯罪尚不至達死刑之程度，犯

罪人亦有接受法律審判之程序上權利，警械使用條例卻授權警察用槍射

擊，冒著當場格斃人犯或流彈致無辜路人喪命之危險，此乃立法者為保全

公益，而犧牲少數人接受法律審判之權利或承擔流彈誤射之風險，故無論

是依社會保險、風險分擔理論或公益犧牲理論，國家實應負起補償責任，

相對人有請求國家補償之權利。

惟依本條例第11條第2項之規定，警察人員依法執行職務使用警械因
而致第三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者，應由各該級政府支付醫療費、慰撫

金、補償金或喪葬費。其請求權主體僅限於第三人，而非所有相對人，此

立法與警職法第31條、行政執行法第41條規定之國家補償法制稍有歧異。
相較於日本、中國大陸與臺灣的法制，德國警察法的賠補償規定最為

詳細，值得我國立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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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討論與建議

壹、歷次專家學者之意見

警察法中對於執法監督與法律責任宜做如何規範，前節所列德、

日、中國大陸立法例差異極大，而國內學者間也有不同主張。以下摘錄其

要旨臚列之：

一、羅傳賢氏（2018年12月25日訪談意見）
對警察法修法總體意見：警察法雖無基本法之名，然為實質意義之基

本法。所謂基本法，其性質係屬有關重要事務之原則性、綱領性、方針性

規範，位階雖與一般法律相同，但可作為補充憲法有關重要事務條款之不

足，並確定重要事務法制之根本目的與原則之法律。其規範內容若能獲得

全體國民之支持與認同，建立全體國民對該重要事務目標及原則之共識，

則基本法亦可達成指引並導正整個重要事務法制及活動之規範功能。此乃

逐步確立統一綜合政策措施的法律。

在立法體例上，基本法有以下之特徵：

（一）政策或領域之基本法旨意之揭明。

（二）基本理念、原則與方針。

（三）國家、地方公共團體、關係人、一般國民之責任或角色。

（四） 對特殊目的的任務達成必須借助法制、財政及經費保障之措
施。

（五）程序保障規範。

（六）為有效實行各該政策措施之基本計畫。

（七）為達成政策之目的，設置專門合議制之委員會來推行。

（八） 於行政組織及有關民間團體上同時做有效之整備，具組織政策
之指導意義。

（九）實施法律及相關法規修正之授權。

因此，警察法之修正，應是正確定位警察角色與功能之理念、責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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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之相關規定，氏提出警察執法監督與法律責任之建議條文如下：

第一條

警察人員行使職權，應踐行必要與正當之司法及行政程序，不得濫用

權力或侵犯人權。（明定警察人員應依法行使職權、行使權力，不得濫用

權力，亦不得侵犯公人權之理念與責任。）

第二條

警察人員行使職權，應維護個人人性尊嚴，尊重民族風俗習慣，不得

有侮辱、恐嚇、虐待或其他違反人格尊嚴之行為。（明定警察人員行使職

權，應尊重人性尊嚴及維護人權之理念與責任。）

第三條（執法責任）

警察機關應建立透明、合理及科學之績效考核及警察行為疏失之課

責機制。（明定警察機關應建立透明、合理及科學之績效考核及課責機

制。）

第四條（警察執法之監督）

警察機關應組成投訴委員會，受理人民對警察人員違法違紀之投

訴，並進行公正與獨立之調查及處理。（明定警察機關組成投訴委員會之

依據及其應有公正調查角色。）

二、劉嘉發氏（2018年12月訪談建議）
氏提出警察執法監督與法律責任之建議條文如下：

第一條（違法或不當行政處分之救濟）

警察所為之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如有違法或不當時，人民得

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第二條（國家賠償責任）

警察違法執行職務，有國家賠償法所定國家負賠償責任之情事者，人

民得依法請求損害賠償。

第三條（損失補償責任）

警察依法執行職務，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遭受特別損失時，人民

得請求補償。但因可歸責於該人民之事由者，不在此限（但因可歸責於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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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事由者，得減免其金額）。

前項損失補償，應以金錢為之，並以補償實際所受之特別損失為

限。

對於警察機關所為損失補償之決定不服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

訟。

損失補償，應於知有損失後，二年內向警察機關請求之。但自損失發

生後，經過五年者，不得為之。

修正理由：

一、現行警察法有關警察執法監督責任部分，僅於第10條規定：
「警察所為之命令或處分，如有違法或不當時，人民得依法訴請行政救

濟。」此乃針對人民之行政爭訟權而設，但就違法執行職務所涉及之國家

賠償責任，乃至於合法侵權造成人民損失之國家補償責任，則仍欠缺明文

規定。其適用須另行參酌其他法令規定，如警察職權行使法第30條、第
31條，行政執行法第10條、第41條，警械使用條例第11條等，明顯不夠周
全。

二、又警察法乃係有關警察總體法制之基本法、原則法，允宜在本法

中具體且明確地規範警察執法之法律責任，以及警察執行職務時，不論合

法或違法行為致人民權益遭受損害或損失時，其得提起救濟之管道，俾保

障人民權利，並課予警察人員與警察機關一定之法律責任。

三、因之，修正條文第1條乃參酌現行警察法第10條、警察職權行使
法第29條第3項規定，明定警察所為之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如有
違法或不當時，人民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四、修正條文第2條乃規範警察違法執行職務時之國家賠償責任，參
酌現行警察職權行使法第30條、行政執行法第10條等規定而設之。

五、修正條文第3條乃規範警察合法執行職務時之國家補償責任，參
酌現行警察職權行使法第31條、行政執行法第41條等規定而設之。其中若
損失原因有可歸責於該人民之事由者，在法理上實可不必補償。例如通緝

犯躲藏於自宅拒捕，警察攻堅致其門窗毀損，又如歹徒對駕車衝撞警察，

警察開槍還擊致其受傷或車輛受損等情形。可見現行警察職權行使法第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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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項但書規定，於人民有可歸責之事由時，竟由法院得減免其金額。
顯有可議之處。爰修正該但書規定為：「但因可歸責於該人民之事由者，

不在此限。」惟若認為在特殊情況下，人民如有可歸責事由仍應予以補

償，且得減免其補償金額，此時亦非僅限由法院來決定減免，警察機關亦

得本於職權自行考量決定是否減免之。蓋如到法院實已進行至行政訴訟程

序矣！

三、鄭善印氏

氏認為，警察法乃基本法，僅規定一些原則性之理念，故即使警察執

法之指揮監督與課責十分重要，也僅提原則性之理念即可，其餘由具體的

組織法及作用法去規定即可。

氏提出警察執法監督與法律責任之建議條文內容如下：

警察人員於執行職權時，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除依法律受

懲戒外，應負刑事、行政及民事責任。

被害人民因警察機關或警察人員之違法或不當執法，就其所受損

害，並得依法律向中央或地方警察主管機關請求賠償或補償。

警察人員其他不當言行，得由指揮監督人員依行政法規懲處。

理由：

一、第1項乃與警察職權行使法相配合之規定。
二、第2項乃執法不當之賠償或補償規定，已與警職法及警械使用條

例相配合。

三、第3項定警察人員之其他不當言行，應由有指揮監督權限之人懲處。

四、 官政哲氏（2018年11月10日修正警察法意見初議—立法政

策之思考）

（一） 透明合理與科學之績效考核與課責機制（績效考核與不適任首
長退場機制）。

（二） 警察倫理規範與警察紀律維護（獨立性專業標準與考核課責機
制）。

（三） 公正之民眾投訴制度與違法違紀調查機制（獨立性投訴調查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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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機制）。

五、蔡庭榕氏（2018年11月3日訪談）
氏提出警察執法監督與法律責任之建議條文如下：

第一條

警察應依法行政，嚴守紀律，服從命令，依法受指揮、監督。

理由：明定警察應遵守之行政倫理與紀律，並受主管與相關機關之指

揮或監督。

第二條

警察遇有可能影響其公正履行職責之情形，應依法迴避，當事人或法

定代理人得提出申請迴避。

第三條（執法責任）

警察人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除依法律受懲戒外，應負刑

事、行政及民事責任。

被害人民因警察機關之違法或不當執法，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律

向中央或地方警察主管機關請求賠償或補償。

理由：明定警察機關或人員依法應負擔相關法律責任。

第四條（警察執法之監督）

上級警察機關應依法對下級機關之執法活動進行督導，若因下級機關

或人員之處理措施或決定有誤時，得逕行予以撤銷、變更或責令下級機關

撤銷或變更；發現下級機關或人員逾時未履行法定職務時，得責令其在一

定期限內履行。

理由：明定警察機關之監督關係。

第五條（督察制度和投訴委員會）

警察機關得設勤務與風紀督察單位與專責人員，督導各相勤、業務與

風紀之督察與處理；另得設置投訴委員會，以接受人民、法人和其他相關

組織或人員之投訴與處理。

理由：明定督察制度和投訴委員會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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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林明昕氏（2019年11月15日座談會紀錄）
（一） 章名是監督與課責，不寫救濟，好像也沒問題，畢竟現行救濟

法是完整的。如果要規定，是否挑特殊的部分寫？但是因為救

濟不宜有特殊點，弄到大家都不知道怎麼救濟，所以最好用現

有的法律救濟。

（二） 以前是沒有寫就不能救濟，所以都會點到，但現在因為概括保
障，都可以救濟。所以有寫沒寫都可以救濟的情況，在法制作

業中，可能會被拿掉。

（三） 可以在說明欄中寫，倫理監督是屬於內部，所以特別規定。至
於外部，依各該法律規定。

七、劉宗德氏（2019年11月15日座談會紀錄）
（一） 救濟只有第20條，包括前面有關公私協力的損害賠償損失補

償，才一條半的條文，事實上是不夠的，可能至少要有國家賠

償，要有警察處分的訴願行政訴訟，可以再做一些擴充。

（二） 第18條的倫理守則，包括公務的倫理、紀律的要求，這個能
不能跟前面條文的目標條款的行政中立結合在一起？

（三） 中國大陸的行政復議制度，「尚不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給予
行政處分」係處罰之意。

（四） 在第三節最後，可增加一段正反的評論。這麼多元化的救
濟，有什麼好處？問題點在哪裡？社維法將來如有修正對警察

執法造成什麼衝擊？

（五） 第八章的法條只有3條，似乎稍嫌不夠，可在每條下面增加幾
項。例如可在第18條下面增加幾款，第19條下面增加監督考
核的機制為何？投訴處裡的機制為何？第20條「警察之職權行
為」或「警察執行職務時」？

（六）本人主張大警察法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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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李震山氏（2019年11月15日座談會紀錄）
（一） 警察法是否要改成警察基本法？警察法，在學界是警察相關法

制的泛稱。以警察基本法名之，可以讓外界的人知道，這是這

個領域重要的、基本的原理原則。

（二） 草案內容順序與結構：用行政法體系排序條文：1.總則：規定
任務、職權交錯的地帶；2.組織、人員、設備；3.作用；4.救
濟。

九、林明鏘氏（2019年11月15日座談會紀錄）
（一）贊同李震山大法官的草案結構順序。

（二） 警察救濟特別之處（回應林明昕教授看法）：1.當場異議制
度；2.損失補償、國家賠償：如果開放山、開放海，而危險由
國家負賠償責任，責任就會非常擴大。

（三） 指導理念除了行政中立，還有依法行政。警察不應該變成政治
的工具（引李震山大法官發言），核心價值應該包括警察對生

命的尊重。

貳、學會版綜合意見分析

綜合前揭比較法觀察及學者專家之看法建議，擬具第18條至第20條
立法建議，章名為監督與課責，內容包含警察執法倫理、內部督考與外部

監督、警察職權行為之課責與法律救濟。建議條文及立法說明如表9-2。

表9-2　學會版監督與課責章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章　監督與課責 新增章名。

第18條
（警察執法倫理）
警察人員執行職務，
應遵守警察專業倫理
規範。其規範由內政
部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 警察人員亦屬文官體系，應
遵守公務員服務法、公務人
員行政中立法等法律，及
行政院2008年頒訂（2010
修正）公務員廉政倫理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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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範、考試院2009年頒布文
官核心價值為「廉正、忠
誠、專業、效能、關懷」、
2010年訂頒「公務人員服務
守則」外，針對警察執勤的
特殊性與專業性，國際警察
首長協會IACP於1957年提
出「警察倫理規範」（The 
Law Enforcement Code of 
Eth ics）；聯合國1979年
「執法人員行為守則」
（Code of Conduct for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強調
對人性尊嚴與人權維護，皆
屬警察人員之核心倫理要
求。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應
遵守此等專業倫理規範。而
我國警察具體之倫理規範內
容，責由內政部另以命令定
之，以供警察人員確實遵
循。

第19條
（內部與外部監督）
警察機關應建立內部
督導考核制度，明定
督導考核層級與人員
責任。
警察機關應建立外部
監督回應機制，並妥
適處理人民之投訴。

一、本條新增。
二、 明定警察機關建立內部督導
考核制度與外部監督處理人
民投訴之機制。

三、 警察機關應接受上級機關、
民意機關、社會大眾、媒體
等各面向監督，運用各種積
極與消極、顯性與隱性方
法，建立內部督導考核與外
部監督機制，以確保警察機
關與人員執行職務、行使職
權之妥適合宜。

第20條
（法律責任與救濟）
警察執行職務、行使
職權，如有違法或不
當，應負法律責任。

第10條
警察所為之命令或處
分，如有違法或不當
時，人民得依法訴請
行政救濟。

一、條次變更。
二、 本條明定對警察職權行為之
課責與法律救濟。

三、 警察執行職務、行使各種職
權行為，如有違法或不當，

表9-2　學會版監督與課責章修正條文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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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權利受不法侵害之人
民得依法提起行政救
濟。
人民權利因警察合法
行使職權而遭受特別
損失，得依法請求補
償。

　　 應依法擔負行政、刑事或民
事等法律責任，憲法第24條
明定斯旨。

四、 權利受不法侵害之人民，本
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以排除
侵害、填補損害。此乃憲法
第16條、第24條保障人民之
受益權。由於警察職權行為
類型多樣，包括抽象命令、
具體處分、事實行為等，故
對應之救濟方式也各不相
同，包括陳情、請願、異
議、聲明異議、訴願、及各
種類型訴訟，人民得依各相
關法律規定之要件與程序，
提起相應之救濟。原條文
（原警察法第10條）侷限於
命令處分，及以訴訟方式救
濟，過於狹隘，不符現況，
允宜放寬，以符法理與實
際。

五、 再者，警察經常依法實施即
時強制，若波及無辜者或造
成相對人逾越其社會責任
範圍之特別損失，行政法
理與實定法，均肯認國家應
負補償責任。遭受特別損失
之人就其特別犧牲，得依法
請求執行機關補償之。原條
文未予明定，基於對人權之
周全保護，爰修正增訂之。
現行警械使用條例第11條第
1項、警察職權行使法第31
條、行政執行法第41條等立
法例足資參照。

表9-2　學會版監督與課責章修正條文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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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結論

我國警察法對於確保警察權妥適行使之重要機制，如警察人員執法倫

理要求、內部監督考核、課責機制尚無明文，僅有的人民法律救濟之規定

又過於簡略，爰參考晚近警政管理之學理發展與國外法制，並綜合前揭學

者專家之建議，擬具第18條至第20條立法建議，章名為監督與課責，內容
包含警察執法倫理、內部督考與外部監督、警察職權行為之課責與法律救

濟。具體之修正條文及說明如表9-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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