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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警政研究學會 

警政與警察法相關圓桌論壇（三十二） 

【警察勤務法制暨實務之回顧與前瞻】會議紀錄 

日期：2020年 11月 3日 

地點：中央警察大學研究大樓 322B 教室 

 
 

主持人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 林德華理事長： 

各位與會的來賓午安，今天是中華警政研究學會第 32 場次的圓桌論壇，題目是【警察

勤務法制暨實務之回顧與前瞻】，這個議題無論對警察學理或是警察實務而言，都是很重要

的課題。 

前陣子發生台南長榮大學馬來西亞籍女學生被殺害案件，這起案件對社會治安造成衝

擊，也引起高層重視，歸仁分局長也因此被調整職務，長榮大學的學務長也引咎辭職，我們

學會的理監事們非常關心此事，也在學會的群組裡討論此案。稍後如有時間，大家也可對此

案件發表意見。謝謝。 

 

 

引言人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 劉嘉發主任 

一、 前言 

    警察人員為維護治安、指揮交通、解除危難，其勤務編排須全日不中斷，工作全年不打

烊。而警察工時長、勤務雜、風險高、壓力大，是職業常態。警察勤務制度設計之良窳，悠

關警察業務執行之成效，更將影響警察任務之達成與否。因此如何使警察勤務更人性化、合

理化、效率化、科學化，便是警察行政管理者所應孜孜不息加以研究的課題。  

    釋字 785 號之後如何策進與改善警察勤務？重新調整勤務編排方式與原則？有關警察勤

務對警察人員健康之影響，研究有限，宜再多加關注。 

    以中央警察大學警佐班第 40期 4類等受訓學員為例: 

警佐班第 40期 4 類第 4梯次各班期學員健康概況一覽表 (109年 10月 12日) 

 警佐班 

第 40 期 4 類 

消佐班 

第 24 期 4 類 

海佐班 

第 6 期 4 類 

合計 

報到受訓人數 384 75 46 505 

平均年齡(歲) 48 46.4 47.8 47.4 

有疾病史
＊

 146 25 20 191 

有病史比率 38.02% 33.33% 43.47% 37.82% 

(＊高血壓、糖尿病、脊椎側彎退化、心、肝、 肺部等各式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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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人員的身心健康故障率、不良率偏高？ 

警察人員健康問題，相信較其他公務人員更為嚴重! 

 

二、 警察勤務條例之法制史 

1.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制定公布全文 31條，六大項勤務迄今無太大變動(只

有動勤區查察)，從以下兩個條文的時間即可看出幾乎沒什麼改變。 

第十八條 

每日勤務時間為二十四小時，自零時至翌日零時；其起訖時間，由警察局規定之。 

服勤人員每日勤務以八小時為基準，每週以四十八小時為度。但必要時得視實際情

形酌量延長；每一服勤人員每週輪休全日一次，外宿一次；如遇有臨時事故，得停

止之 

前項延長服勤或停止輪休時間，酌予補假。 

第十九條 

服勤時間之分配，以勤四息八為原則，或採其他適合實際需要之時間分配。 

聯合服勤時間各種勤務方式互換，應視警力及工作量之差異，每次二至四小時；遇

有特殊情形，得延伸至八小時。但勤區查察時間，得斟酌勞逸情形，每日二至四小

時。 

服勤人員每日應有連續八小時之睡眠時間，深夜勤務以不超過四小時為度，但遇有

特殊任務，均得變更之。 

 

三、 警察勤務條例之規範內涵及其法律性質 

壹、從警察勤務條例的大綱架構可看出規範內涵: 

第 一 章 總則 § 1 

第 二 章 勤務機構 § 4 

第 三 章 勤務方式 § 11 

第 四 章 勤務時間 § 15 

第 五 章 勤務規劃 § 17 

第 六 章 勤前教育 § 24 

第 七 章 勤務督導 § 26 

第 八 章 附則 § 27 

貳、警察勤務條例之法律性質？ 

大法官釋字第 535 號：（理由書） 

警察法第二條規定警察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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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關於警察之勤務制度定為中央立法事項。警察勤務條例

第三條至第十條乃就警察執行勤務之編組、責任劃分、指揮系統加以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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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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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勤務條例有組織法之性質並兼具行為法之功能嗎？其條文規範所及係對內或對

外？警察勤務條例如何直接對外發生效果？或執行勤務後方間接對外發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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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是否手下留情？口中留言？ 

 

四、 釋字第 785 號解釋意旨分析 

108/11/29【公務人員訴訟權保障及外勤消防人員勤休方式與超勤補償案】 

公務員服務法第 11 條第 2項規定：「公務員每週應有 2日之休息，作為例假。業務性

質特殊之機關，得以輪休或其他彈性方式行之。」及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第 4條第

1 項規定：「交通運輸、警察、消防、海岸巡防、醫療、關務等機關（構），為全年無休服

務民眾，應實施輪班、輪休制度。」並未就業務性質特殊機關實施輪班、輪休制度，設

定任何關於其所屬公務人員服勤時數之合理上限、服勤與休假之頻率、服勤日中連續休

息最低時數等攸關公務人員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保護要求之框架性規範，不符憲法服公職

權及健康權之保護要求。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民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之意旨有違。 

 

相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3年內，依本解釋意旨檢討修正，就上開規範不足部

分，訂定符合憲法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保護要求之框架性規範。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88 年 7 月 20 日高市消防指字第 7765 號函訂定發布之高雄市政府

消防局勤務細部實施要點第 7 點第 3 款規定：「勤務實施時間如下：……（三）依本市消

防人力及轄區特性需要，本局外勤單位勤休更替方式為服勤 1日後輪休 1日，勤務交替時

間為每日上午 8時。」與憲法法律保留原則、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保障意旨尚無違背。 

 

惟相關機關於前開框架性規範訂定前，仍應基於憲法健康權最低限度保護之要求，

就外勤消防人員服勤時間及休假安排有關事項，諸如勤務規劃及每日勤務分配是否於服

勤日中給予符合健康權保障之連續休息最低時數等節，隨時檢討改進。 

 

五、 警察勤務與警察人員健康權之探討及策進 

    每一個警察勤務都可能跟基本權相關。譬如健康權，警察勤務不固定，生活作息不

正常、吃飯不正常……難道對健康沒有影響嗎?家庭生活的部分，警察同仁很難跟家人一

起好好過生活，還有婚姻、用餐、休憩權等。 

 

第 15 條 

每日勤務時間為二十四小時，其起迄時間自零時起至二十四時止。零時至六時為深夜

勤，十八時至二十四時為夜勤，餘為日勤。勤務交接時間，由警察局定之。 

服勤人員每日勤務以八小時為原則；必要時，得視實際情形酌量延長之。 

服勤人員每週輪休全日二次，遇有臨時事故得停止之；並得視治安狀況需要，在勤務

機構待命服勤。 

前項延長服勤、停止輪休或待命服勤之時間，酌予補假。 

 

第 16 條 

服勤時間之分配，以勤四、息八為原則，或採其他適合實際需要之時間分配。 

聯合服勤時間各種勤務方式互換，應視警力及工作量之差異，每次二至四小時，遇有

特殊情形，得縮短或延伸之。但勤區查察時間，得斟酌勞逸情形每日二至四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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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勤人員每日應有連續八小時之睡眠時間，深夜勤務以不超過四小時為度。但有特殊

任務，得變更之。 

 

勤務時間之檢討: 

 勤四、息八? 

壹、 在實務上，勤四息八是原則還是例外呢?不同的警察機關，不同勤、業務，是否要

有不同的做法?有沒有授權各個警察機關?現在已經授權各縣市警察局訂定勤務實施細

則，但這個細則可以跟勤務條例不一樣嗎?是否有給予一些彈性使其因地制宜地發揮?

中央各專業單位，甚至同一個警察局的各單位能否做出不一樣的安排?做出人性化、

科學化、精緻化的勤務安排。 

 每日應有連續八小時之睡眠時間？ 

 每日採切割式勤務，如何休息？ 

 三班制勤務制度？(試辦失敗？）二班制勤務？ 

 改採定期式、固定式班表服勤制： 

1.一週一勤務班表(新北市高雄市曾試辦？) 

2.二週、三週、一個月為週期？ 

貳、 不要人工排班，用科技排班(交通系老師曾經提過)是否可行? 

 

由於警察業務是廿四小時不能休止的，警察事故又是不可預先測知的；因此，如何使警

察機關有限的警察人力去應付無窮無盡變化莫測的警察業務，便是一個極為嚴重的課

題。 

而要使警力（有涯）足以安安穩穩地掌握無盡止的警察業務（無涯），其答案就是科學

化的勤務制度 

 

護理人員上班制度對警察勤務之啟示 

一、排班方式 

除傳統人工排班外，運用「電腦」輔助編派勤務作業，俾利勤務編配管制；同時考慮

採「參與式排班」，鼓勵基層佐警參與討論排班，由主管先徵詢各員警的意見，作為勤

務規劃參考，如此不僅一來可減少主管慮事不夠周延，二來可激勵員警的參與感，使

其執行時能多盡一份心力。 

二、固定班次輪替 

為使員警生理時鐘較穩定，便於安排休閒(息)、調適身心，應有一段時間(至少一星期

以上)固定班次，避免基層員警生理時鐘錯亂，影響身心健康及服勤效率。 

三、加強主管人員排班之訓練 

勤務編排既然如此重要，故對實際排班者之訓練便不容忽視。因此有必要在主管人員

的教育過程中(如警察勤務課程)，訓練其排班能力，模擬各種排班狀況處理(如同仁臨

時請假或遇重大事故如何調配警力等)，並於實習期間，給予實際參與排班的機會。 

四、服勤時間合理化 

重新考量三班制、二班制之價值，配合服勤時間，兼顧員警體力負荷與地區特性合理

編配。 

五、建立警力支援系統、減少待命服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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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護士人力不足時，有所謂「流動護士」或「支援性人力庫」的作法；警察勤務若遇

有重大或緊急事故，似可建立一套「警力支援調派系統」，派遣直屬隊或機動保安警力

加以支援，或考量運用義勇警察人力。在平時，則可減少員警待命服勤之必要，使同

仁得以安心休息及休假。 

六、勤務分配科學化 

落實警察事故統計，按不同治安重點時段合理分配警力。如護理人員上班之人力配

置，係按工作之負荷量輕重，分別為白班(50%)、小夜班(30%)、大夜班(20%)之比率配

置；警察勤務人力之配置，卻常未能詳文統計警察事故，分析治安重點時段，而僅平

均分配警力服勤，故常有形式及無效勤務或警力不足等現象產生。其實在國外對於警

力分配問題，早已採取不同的警力配置比率，且夜勤常較晝勤為多，彼等作法實有可

供借鏡之處。凡此均為警察勤務分配科學化重要的一環，國內學者亦早有人提出呼

籲。 

七、調整薪給方式 

護理人員輪值小夜班、大夜班另有「夜勤津貼」之給付，假日輪值亦有「假日津貼」，

且津貼費用不低。主要係夜班、假日班為「壞班」，一般較少人願意上這種班，因該時

段工作頗為疲憊，體力負荷重，且作息時間常無法與家人配合，影響生活，因此給予

額外的津貼以資補償；警察則除超勤核實發給加班費外(係按單位預算狀況酌予發

給)，對於服夜勤及假日勤務者並無額外給予任何津貼，因此揆諸彼等制度，在經費預

算許可下，似可考慮調整薪給方式，就服夜勤及假日勤務者，另發給夜勤及假日津

貼。 

 

警察人員之購餐、用餐權 

各警察機關警察人員著制服購餐相關從寬原則 

《105.2.1警署督字第 1050053801號函》 

署長一向重視員警生活、飲食等生理需求，為讓員警能依個人飲食習慣攝取所需之食

物、飲品，茲重新從寬律定員警著制服購餐相關原則如下： 

(一)無論勤中、勤餘，員警著制服購買餐點及飲品，在不影響勤務運作下（如固定崗

哨勤務），其方式、目的在合理範圍內，各級主官（管）及督察人員應從寬審認，嚴禁

發生任意懲處情事。 

(二)員警購買餐點及飲品期間，應保持警覺心，注意械彈、裝備及自身之安全。 

 

警察勤務與警察人員健康權之檢討及策進 

一 、修訂警察勤務條例相關法制： 

建立框架性勤務規範，保障警察人員之健康權 

授權訂定警察勤務條例施行細則 

授權各地方因地制宜，訂定警察勤務實施細則 

二、修訂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 

第 三 節 執行職務之安全衛生設施及防護  

第 四 節 健康防護  

特別強化對警察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衛生設施及防護，以及健康之特別保護 

其標準、保護密度須高於一般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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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強化執勤裝備機具之保障 

交通執法器材：防撞設備、警示交通錐 

交通事故處理：單警、雙警、多警？警戒人員 

警械、防彈衣、頭盔 

執勤攜帶適宜的裝備 

警察制服之舒適性？ 

統一換季？或得由個別員警視其健康狀況自行決定？ 

只要是警察制服，民眾會混淆嗎？ 

與其在意民眾觀感，吾寧以維護警察人員健康為重。 

四 、提供良好的駐地環境與休憩場所 

隔音設備(窗、牆、門） 

運動休閒設施 

寢室(大通舖、小套房） 

餐廳(開伙、外送、自行處理) 

結合各地國民運動中心、學校、民間運動場館，提供同仁優待的價格。 

五 、建立警察人員定期實施健康檢查制度 

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得實施一般健康檢查；對於經常暴露於有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環

境，致影響其身心健康之虞之公務人員，得定期實施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但其他法

律有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 (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 19條) 

健檢期間較一般公務人員密度高 

增加健檢特定項目（針對警察人員） 

健康檢查採強制性或任意性？ 

提報健康檢查結果資料？（強制或任意） 

六 、重新關照警察幹部之勤務與健康問題 

警察勤務制度所衍生的警察人員健康問題，不只在基層，更在領導幹部層級。 

基層人員多可常態輪班，但主管(管)是責任制，有誰可以輪班、換班？ 

警察主管(管)有上下班時間？ 

雖有職務代理人制度，但那一個主管(管)敢有事不處理、遇狀況不返勤務機構坐鎮指

揮？ 

 

六、 結語 

 健康是個人生理與心理健康之結合(身心健康） 

 健康權是憲法保障的基本權， 

1.是生存權 15*、 

2.是概括人權*22、  

3.是國民健康權*157(多重保障) 

 國家對外不僅要善盡保護其國民健康之義務 

 國家對內作為公務人員的雇主，尤其更應盡保護其員工健康之義務 

 肯認國家有保障並維護公務人員健康權之義務 

 國家應建構保障公務人員健康權相關之法制與採取必要之保護措施 

 國家針對警察、消防、海巡、醫療、關務、交通運輸等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暨其人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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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權，尤其應予以特別保障與維護。 

 警察勤務之改革與警察人員健康權之促進，千頭萬緒、百事待與。有待吾輩戮力共

商、共行之。 

 還我警察人員健康權、家庭權、婚姻權、用餐權、休憩權。 

 

 

 

與談人 

內政部警政署行政组 陳添新科長 

壹、關於警察法修法問題: 

警察四大任務中，包含防止一切危害與促進人民福利，尤其以促進人民福利幾乎已至

憲法層級，目前本署正訮議規劃修改中。 

貳、現有警察勤務條例所提勤四息八原則不僅不是原則，而是根本沒在用，本署因應彈

性，多以其後所授權的「或其他適當方式」來做調整，比較適合社會演進。而釋字 785

號解釋將是很大變革，以後勢必會做修正與處理。 

參、梅可望教授提到的人性化與合理化，是修法的方向。但效率與科學化的部分，目前還

尚未成熟，尚有待研議規劃。 

肆、關於用餐權: 

本署督察室 105 年函頒規定只提到可以穿制服用餐，卻沒提到什麼時間可以用餐。本

署曾請當時請駐外單位蒐集各國相關的勤務規劃與用餐規定，大致可分成兩種:有些把

吃飯列入勤務時間，但這些大部分都是連續巡邏 10 小時以上；有些不納入勤務時間，

譬如日本，可能中間安排一小時，讓他們吃飯，而這一小時吃飯不納入勤務時間。本

署目前做法，係在勤務交替時間，於勤務機構內用餐，譬如 10到 12點巡邏，接下一班

值班，在值班等靜態勤務時可以在勤務機構內用餐；若是 8 到 10 點巡邏，10 到 12 點

守望，同仁兩班之間會有默契，就是晚一點上班或是早一點下班，然後找個時間用

餐，但會造成時間都沒律定，員警無法適從，而督察人員會刁難。 

    若要強制律定，譬如強制報備 30 分鐘用餐，若有影響勤務再暫停用餐。我們前幾

天跟人事行政總處、銓敘部開會，他們都拿勞基法跟我們比較，而勞基法的中間休息

並沒有算勤務時數。目前六都中，台北與新北都是採一段式，譬如早上 6 點上到下午 2

點，如果中間扣掉用餐時間，可能要上到下午 3點才能下班。 

    有一些國家是允許將用餐時間納入勤務時數，而我們也朝這個方向努力，讓員警

既可用餐，又可算勤務時數。有一個固定的時間吃飯，對健康比較有保障。 

    新的勤務制度，只要勤務機構溝通好即可，具有很高彈性，讓大部分員警都很滿

意。他們可以提早 20 分鐘吃飯後再出勤，與前面一班協議好即可。警察勤務包山包

海，各種勤務是不一樣的，我們必須要有很彈性的授權以利執行。 

    除了靜態勤務，我們也希望動態勤務在交替時也可以用餐，而且我們會函文要求

編排勤務者，一個動態勤務兩小時，用餐時間的前後不要都排動態勤務，需要動靜交

替。這也是繼釋字 785 號解釋後，我們與人事行政總處、銓敘部討論的，不要拿勞基

法與我們的制度比，因為我們有動態也有靜態，我們也不像外國整整 10 小時都在巡

邏。我們的動態與靜態都是可以調整、可以休息的，而勞工可能需要一直工作，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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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至少連續八小時的休息時間。 

伍、關於勤務裝備，重視的是功能的完備與重量的輕巧。邱顯智委員曾要我們研議防砍

衣，但因現有裝備已有防彈衣，台灣天氣悶熱，是否還要加穿防砍衣?經本署召開多場

基層員警座談會後，基層同仁多持保留態度，而辣椒水與拋射式電擊器都在研議範

圍。  

陸、釋字 785號之後: 

    關於時數的上限。剛剛章教授提到，不要等銓敘部定框架。是否可以讓員警休息

滿 12小時，朝向一段式編排?或是把深夜勤不能超過 4小時的規定拿掉，甚至區分日勤

夜勤，讓夜勤(比照勞工夜勤 1.33)、深夜勤時薪比較高?(這也牽扯到超勤問題)我們也

跟人事行政總處要求，一定要給我們一些例外，讓我們在執行一些特別勤務，譬如聚

眾、專案(專案的認定由警察機關認定的話，會不會有太多專案?)。 

    關於授權，由於我們的勤務狀況非常的多，各式專業單位也特別多，所以我們要

授權讓他們靈活運用、編排。 

 

 

開南大學 鄭善印教授 

長榮大學女生命案之後，有立委以為「地方政府、警政系統、學校教育系統」都要檢

討。這是將問題集中在基層，且不論對錯，我們來看最近這三個系統的因應策略究竟如何？ 

地方政府當然要馬上修繕路燈以及依照預算盡量裝設路燈;警政系統則說要與學校聯合

維護治安;教育系統已有長榮職員引咎辭職，中部某大學也有如下的因應措施：某大學位在

北斗鎮、埤頭鄉、溪州鄉的交界處，四周是稻田、樹林，北邊文化路、東邊新生路都有路

燈，校區南側的舊眉大排源頭護岸道路，沒裝設任何照明設施。校方表示，本國學生夜間留

校都會結伴而行，外籍生有國際學院設置「經理人」制度，每一國外籍生都有輔導老師，安

排男學生陪伴同行或輔導老師自行駕駛護送，校內也有校警經常騎車巡邏，保護學生安全。 

我是在新興私校當任教職的人，依我所知，私校基於財務、人力，要想照顧到所有學生

的安全，實在是無能為力，頂多就是呼籲及關心罷了。 

至於警政系統說要和學校連防，說說可以，暫時可以，兩個月勉強可以，要持續半年一

年，我看不天翻地覆才怪。原因多重，最簡單的就是沒有人力沒有資源。 

我倒是認為，犯罪的發生不外乎犯罪人、被害人、環境三者，其中環境部分重點在監督

系統，警察的巡邏固然是監督系統的一部分，但遍灑警力，不但效果有限，也會累壞執行人

員，不可行的。警察是否可以走回以前的老路，就是過濾轄區人口？也就是重回五十年前的

預防策略？ 

我粗淺以為，近 10年監獄新收容人有近 7成是前科人口，一般有前科人，如幫派份子、

槍毒人口、偽造文書貨幣人口、詐欺人口、精神病患等，出獄或治療後是否仍然靠先前關係

及技術，或者不院按時吃藥，而繼續犯罪或成為未爆彈，應該是可以查得出來的，對於這些

人口的監控不知是否可以加強？加強後不知是否可以減少潛在犯罪？ 

倘若可能，那警察的績效及人力配置，就須若干調整了。類似現在，把派出所當成偵查

隊，實在令人氣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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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朱金池教授 

壹、 美國 2015年警政改革報告書對員警健康與安全之作法 

 美國 2015 年警政改革報告書六大改革方案中，第 6 個方案是:如何增進員警的健康與

安全(wellness and safety)。在該計畫的一開始提到，員警的健康與安全，不僅對員警本

身很重要，同時也對他的同事、機構、整個公共安全而言都很重要。我們的大法官釋字第

785 號解釋，亦關注到警消人員的健康權問題。因此，今天討論警察勤務法制，有關員警的

健康與安全這個課題應該被重視。以下是美國 2015 年警政改革報告書，關於員警的健康與

安全的作法: 

一、 改革小組建議司法部推動多面向的員警安全與健康計畫，包括創傷事件後怎麼輔

導，甚至是退休金、因公撫卹金等多面向的作法，讓警察在執勤時有一個安全的環境。因

此，警政署可以試圖從國會的立法加以推動。 

二、執法的機構，應當在警察組織的每一個層級保障警察的安全，無論是基層還是主

管，不同的業務都應有其保障。 

三、司法部應該鼓勵、幫助警察機關，去執行具有科學依據的輪班時間長度(shift 

lengths)，甚至要求司法部與衛服部聯繫，看看一個人的體力，還有在高風險的狀況下，最

長可以服多少時數的勤務，這樣輪班才有科學依據、研究。我們警察有過勞死的情況，就是

因為突破人類的極限，所以我們應該要有系統的研究警察值勤的科學根據。 

四、每一個執法的員警，都應該提供其急救的設備與防彈背心。 

五、美國司法部應該蒐集、分析員警的死亡、受傷、驚恐(差一點發生事情)案件的原

因，進一步將其風險降低。 

六、執法的機構應該採取一些政策準則和教育訓練，嚴格要求員警執勤要帶安全帽、綁

安全帶、穿防彈背心等，並加強員警執勤的安全認知。 

七、國會應該推動立法，建立員警同儕審查執勤缺失的制度。因為警察是一個專業的團

體，對同儕執勤的缺失及改進作法具有深入的瞭解，若能建立健全且非懲罰性的同儕執勤缺

失審查制度，將可減少員警執勤中的傷亡事件。 

八、司法部應該會同交通部，研發一些智慧型的安全車輛(smart car)，一旦警車不小心

碰撞時，可以透過防撞系統而降低員警的死傷機率。 

 

貳、 英國 2017年實施員警健康服務計畫之作法 

英國在 2017 年花了 750 萬英鎊(相當於台幣 3 億元)，實施提升員警健康的計畫，這三

年來他們的推動重點有下列八項: 

1. Leadership for Wellbeing 

領導管理階層都要想辦法推動員警的健康。 

2. Individual Resilience 

強化員警個人的心理韌性。心理韌性(Resilience)與創傷(Trauma)不同，心理韌

性是心理的素質，係面對風險時沉著冷靜的能力，也就是反彈力，壓力來了之後能不

能快速復原過來。而創傷，則是指已經發生一個事件後的創傷症候群。心理韌性好的

員警，比較能勝任繁劇，並能避免心理的創傷。 

3. Peer Support for Wellbeing 

同儕互相支持彼此的身心建康。 



10 
 

4. Psychological Risk Management 

心理風險的管理，使員警在現場第一時間的反應，能及時判斷現場環境有哪些風

險，並進而過濾風險，儘量不要暴露在風險之中。 

5. Trauma Management 

員警處理創傷案件後的輔導管理，以避免員警得到創傷症候群而影響身心健康。 

6. Wellbeing at Work  

工作場合、環境的設計，要能確保員警的身心健康。 

7. Mobile Wellbeing Outreach Service 

讓員警可接觸到增進健康的設備和工作環境。 

8. Physical Wellbeing 

提升員警身體的健康作法。 

 

參、 我國未來對員警健康與安全的策進建議 

綜上，美國與英國推動員警健康與執勤安全的作法，茲提出我國未來對員警健康與安全

的策進建議如下： 

一、界定員警健康(wellness)的四個意涵：根據英國及一些文獻，健康的意涵包括四個

部分:生理的健康、心理的健康、社會性的健康，以及財務上的健康。譬如員警與他人相處

的和諧，以及員警財務狀況是否良好，因為若財務出現問題，會直接影響到員警的身心健

康。 

二、改善警察勤務輪班制度，增進員警健康與安全：為提升員警的健康和工作生活品

質，我們可以引進美國的勤務編排作法，以平均每週工作時數(average work week，簡稱

AWW)作為輪班制度設計的基礎。亦即實務推行上，警政署或警察局可推廣此輪班方式，輔導

各個派出所依據其警力及轄區治安狀況，律定各自派出所的勤務基準表，將可使得我國警察

勤務的輪班制度，更具彈性化與人性化。 

三、改善治安責任制及績效評量指標，減少各級員警的工作壓力：我國警察機關上自內

政部警政署、警察局，下至分局、派出所及警勤區，對所轄之治安或犯罪狀況，大皆扛著成

敗的重責大任，並據以獎優懲劣，因而造成各級員警莫大的工作壓力。因此，建議未來的警

察勤務績效指標宜兼顧過程與結果，不要單以治安成效或指標性犯罪案件的發生結果，作為

員警績效的最重要指標，宜輔以員警平時防處治安事件的過程績效，作衡平的績效評量。因

為，犯罪是任何社會常有的現象，其發生原因錯綜複雜，警察根本無法單方面負起社會治安

的成敗責任。 

 

 

中央警察大學 蔡庭榕副教授 

    本次論壇引言之前言立即點出「警察勤務特性」是「警察工時長、勤務雜、風險高、壓

力大，是職業常態」，並以中央警察大學警佐班第 40 期 4 類某班期受訓學員健康概況一覽表

為例，指出：「警察人員的身心健康故障率、不良率偏高？」或「警察人員健康問題，相信

較其他公務人員更為嚴重」等問題，值得重視。更且，本中華警政研究學會「警政與警察法

相關圓桌論壇（二十三）」早已關心並化為行動，而適時於 2019 年 12 月 27 日以「【從釋字

785 論 特 殊 公 務 員 之 層 級 化 權 利 保 障 】 由 本 人 引 言 （ 內 容 請 參 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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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cpr.org.tw/PDF/Panel_20191227_Interpretation%20No.785.pdf 會議記錄，

亦如下附錄二），其中拙文中尚指出：「有關此議題以本釋字 785 號回答了釋字 782 號之關乎

警消「差異性權益保障」之半個（在職之服公職權與健康權保障）問題，卻仍忽略了其「健

康權」所影響的嚴重縮短警消人員生命的「生存權」（含生命權保障與補償）保障，導致在

釋字第 782 號解釋中未能將警、消與海巡等「特殊」公務人員之退撫保障於年改中予以有別

於「一般」公務人員之差異性權益保障」，殊屬遺憾！然此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出爐後（解

釋文重點如下附錄一），重新燃起一絲希望政府有關機關（特別是行政、考試及立法機關）

能在大法官此號解釋意旨引領下，積極重視特殊公務員之健康權與生存權（含退撫權益）而

給予應有之層級化之差異性權利保障。」（其實拙文係在訾議同一批大法官為何不將釋字第

782 號與第 785 號一併考量，而給予警察（廣義的含有警、消、海及移民執法人員）從任用

至退撫制度因其任務與勤務的特殊性而給予全套性的關照，而是以釋字第 785 號意旨回答了

釋字 782號意涵，卻僅做了半套空泛方向的指引。按本次論壇議題範圍可知二大主軸： 

一、警察勤務條例之演進、內涵及性質； 

二、由釋字第 785號引伸至警察勤務與健康權之問題。 

此二大議題應是在現今警察非常關心之重點，值得肯定。雖引言之前言亦指出：「有關警察

勤務對警察人員健康之影響，研究有限，宜再多加關注。」其實，本人針對去年

（2019/07/19）公務人員年改之憲法法庭辯論時，為回應 2019-6-25 憲法法庭 107 年度憲一

字第 3 號(公務員年改)聲請釋憲案，（後來作成司法院釋字第 782 號）言詞辯論羅大法官昌

發詢問紀錄（見 http://cons.judicial.gov.tw/jcc/zh-tw/videoInformation，1：53：20

起）的一段內容如下：「差異性保障，警消退休人員工作危險性高，平均餘命比較少，像這

一類特殊的情況，假設沒有特殊給他們考慮的話，會不會造成對這些人比較不利的結果，請

表示，謝謝！」然而，不論關係機關、鑑定人或申請人方均非警消專業或背景，以致無人或

無法回應此問題，本人乃基於「憲法訴訟」之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予提供事實證據或

意見，或是新修正之「憲法訴訟法第 20 條新定「法庭之友」制度，乃擴大專業意見或資料

之徵集，撰文發表於媒體，期供憲法法庭審理案件參考，俾使判決更為周全。該文即是從警

察勤務與其時間之特性引論警察之勤務特性與其健康權或家庭權之關係，而籲請主政者注意

改進，並期其在警察年改上能給予「差異性保障」，為文意旨與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意

旨不謀而合。本人之拙文: 

參閱：蘋果 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20190719/YVYAEKVPEVBMKO77DSRWMEVTZE/）

係：從「警察可能帶便當嗎」論起，此亦可回應本次論壇引言人前言點出之問題。故茲提與

談二重點意見逐一說明如下： 

一、現行警察任務與勤務之問題； 

二、再進一步論及健康權及差異性保障之必要性。 

 

一、 警察任務與勤務之問題 

（一） 「警察不可能帶便當」是警察勤務（含時間）所產生的問題：上述蘋果電子報刊登

之拙文首段：「警察可能帶便當嗎？答案是：不可能！一般公務人員可能每日回家

吃晚餐，享受天倫或家庭歡樂，剩菜尚可留做隔日上班的便當，且經常被稱為「愛

心便當」，既健康又可口，然警察工作者卻做不到。請別小看「警察不可能帶便

當」這小事，其可能帶來的副作用可大的呢！其實是警察勤務工作或任務特性的問

題，若係因警察任務特性及勤務制度必要性使然，則政府應思考與本質上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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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再者，勤務時間導致不可能帶便當所可能產生的警察健康權與家庭全之問

題，正如本人於該文第二段所述之問題：「警察勤務時間與地點不固定，使得員警

不可能帶便當，而半數以上的派出所員警每日午、晚餐常是買便當，而不是從家裡

帶便當或勤務機構搭伙。買便當既油又鹹不利健康，加上危勞壓力大工作與睡眠時

間不固定，即是其健康的嚴重殺手！穿著警察制服買早餐或便當亦可受到異樣眼光

看待！再者，不可能帶便當顯示出警察與其家庭生活的聯繫有所不足，軟性督察的

特性顯然不存在，家人多不知道自己當警察的另一半或尊卑親屬現在從事什麼工

作、如何用餐或身在何地！但若勤務時間能固定如一般公務人員的朝九晚五或醫護

人員的三八制，則家人的確知與關懷才有可能。」 

 

（二） 警察任務太廣泛且繁雜，勤務時間不固定且過長之問題：警察法定四大任務太廣太

雜，加上補充性原則之適用，幾乎無所不包，主辦雨鞋辦業務不勝枚舉，以致產生

無定量勤務，更且警察任務不明確亦導致其業、勤務之不明確特性（與一般行政相

比較），衍生出警察工作具危勞性及緊急性，常處於高風險的執法情境，且需 24 小

時輪執勤務，服勤時間不固定（吃飯與睡覺時間更是不定），嚴重影響生活作息及

身體健康，致罹患疾病（員警三高慢性病比例高，急性心肌梗塞或中風亦時有所

聞！）及發生意外（如鐵路警局李姓警員殉職案）明顯較一般公務人員為高，因此

訂有危勞職務人員降低之自願、屆齡退休及月退休金起支年齡標準。 

 

二、 警察健康權與差異性保障 

（一） 警察健康權：警察人員之 DNA本質比較差嗎？為何警察平均餘命是 62.49歲或 69.76

歲二數字？然證之 107 年第 38 週內政統計通報(106 年國人平均壽命達 80.4 歲，男

性 77.3歲，女性 83.7歲，均創新高) 

（請參閱：https://www.moi.gov.tw/stat/news_detail.aspx?sn=14818）。而一般民

眾的平均餘命，經內政部統計處於 2020-06-29 發布：「國人平均壽命達 80.7 歲，再

締新高」 

（ 請 參 閱 ： https://www.moi.gov.tw/chi/chi_site/stat/node.aspx?cate_sn=-

1&belong_sn=8231&sn=8949）。然而，此難道是警察人員身體健康本質原就較差

嗎？！抑或是警察任務與勤務造成的，實在值得深究之。 

 

（二） 警察亦有「平等權」，而政府應以「平等原則」待之：如前述 2019-6-25 憲法法庭羅

昌發大法官詢問紀錄 1：53：20 起的這一段話：「警消退休人員工作危險性高，平均

餘命比較少，像這一類特殊的情況，假設沒有特殊給他們考慮的話，會部會造成對

這些人比較不利的結果，請表示。」正如上述蘋果電子報刊登之拙文第三段：「制度

不殺警察，警察卻因制度死！現今台灣人民依據內政部統計，平均壽命已經超過 80

歲，而為何警察入行之平均壽命僅有 62.49 歲或是警政署經過修改母數為退休後平

均壽命亦僅增高到 69.76 歲，為何警察短命早死？就是上面各項制度因素殺了警

察。警察是帶槍的文官，是街頭的公務員，警察工作是以街頭帶槍執行勤務為主，

故基於「平等原則」之合理差別待遇的真諦，若警察因任務特殊，顯有別於一般公

務人員，則應予以合理差別之權利保障。」借用流行的一首歌名「家後」（警察之於

國家與人民正如「家後」之角色，任勞任怨，無瞑無日，拼死拼活），因此以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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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歌詞「阮把青春賣給恁家，請妳就要給我攬緊緊」，來期許政府應正視警察勤務與

健康權之問題。更希望國家與人民均能以「此亦人子也，應善待之」心態來維護警

察健康與家庭權，而非重蹈過去流傳的一段話：「期之如聖賢、棄之如敝屣、防之如

盜賊、驅之如牛馬」，共勉之。 

 

    綜上，本次論壇議題及引言內容亦正如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回應了上述拙文（亦是釋字

第 782 號年改辯論案由羅昌發大法官所問涉及影響警消勤務與健康權問題）呼籲之重點，政

府應重視警察（廣義）之勤務與健康權（甚至家庭權）之問題，而予以合理導正，不要再讓

警察因為警察勤務而一輩子的三餐均買便當吃，然若因特殊勤務時間而不得已導致勤務狀況

（應盡量減少，而非常態），則應在相關權益上訂定「差異性保障」制度。 

 

附錄一、茲摘錄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文涉及本論題之重點內容如下： 

1. 公務員服務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公務員每週應有 2 日之休息，作為例假。業務性質

特殊之機關，得以輪休或其他彈性方式行之。」及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交通運輸、警察、消防、海岸巡防、醫療、關務等機關（構），為全年無休

服務民眾，應實施輪班、輪休制度。」並未就業務性質特殊機關實施輪班、輪休制度，

設定任何關於其所屬公務人員服勤時數之合理上限、服勤與休假之頻率、服勤日中連續

休息最低時數等攸關公務人員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保護要求之框架性規範，不符憲法服公

職權及健康權之保護要求。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民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之意旨有

違。相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3 年內，依本解釋意旨檢討修正，就上開規範不足

部分，訂定符合憲法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保護要求之框架性規範。 

2. 相關機關於前開框架性規範訂定前，仍應基於憲法健康權最低限度保護之要求，就外勤

消防人員服勤時間及休假安排有關事項，諸如勤務規劃及每日勤務分配是否於服勤日中

給予符合健康權保障之連續休息最低時數等節，隨時檢討改進。 

3.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23 條規定：「公務人員經指派於上班時間以外執行職務者，服務機關

應給予加班費、補休假、獎勵或其他相當之補償。」及其他相關法律，並未就業務性質

特殊機關所屬公務人員（如外勤消防人員）之服勤時數及超時服勤補償事項，另設必要

合理之特別規定，致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所屬公務人員（如外勤消防人員）之超時服勤，

有未獲適當評價與補償之虞，影響其服公職權，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 18 條保障人民

服公職權之意旨有違。相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3 年內，依本解釋意旨檢討修

正，就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所屬公務人員之服勤時數及超時服勤補償事項，如勤務時間 24

小時之服勤時段與勤務內容，待命服勤中依其性質及勤務提供之強度及密度為適當之評

價與補償等，訂定必要合理之框架性規範。 

 

附錄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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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政與警察法相關圓桌論壇（二十三） 

http://www.acpr.org.tw/PDF/Panel_20191227_Interpretation%20No.785.pdf  

日期：2019年 12月 27日 地點：中央警察大學研究大樓 322B 教室 

主持人：中華警政研究學會林德華理事長：各位與會的專家、各位教授，大家好，感謝各位

今天共同來參與本次論壇。今天談論的主題是從大法官釋字 785 號解釋文，討論特殊公務員

之警消人員的層級化權利保障問題。該號解釋文針對「公務人員訴訟權保障及外勤消防人員

http://www.acpr.org.tw/PDF/Panel_20191227_Interpretation%20No.785.pdf


14 
 

勤休方式與超勤補償案」做成了訴訟權保障及符合法律保留原則的合憲性解釋與消防勤休與

超勤補償之違憲性解釋。雖然警察勤務與消防勤務的形式狀況有所不同，但是超時與超負荷

的實質內容是一致的，即然大法官釋字 785 號解釋文對於消防勤休與超勤補償做了違憲性的

解釋，警察的部分亦應等同視之。就警察勤務而言，非僅係勤休與超勤補償的問題，勤務的

調整尚牽涉到警力如何有效配置與精準運用的問題，以及警察待遇同工不同酬的問題，這些

議題對警察組織而言甚為重要，也是我們今日所要探討的問題，期望透過今日與會學者的參

與討論，藉由論辯的過程，以激盪更為妥適的解決方案，發揮本學會對於警察學術及政策的

影響力，供有司參採。 

 

【引言人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蔡庭榕副教授】 

壹、前言 

司法院 2019年 11月 29 日院台大二字第 1080032005 號大法官釋字第 785 號（以下稱「本

號解釋」）針對「公務人員訴訟權保障及外勤消防人員勤休方式與超勤補償案」做成了二合

憲（訴訟權保障及符合法律保留原則）與二違憲（消防勤休與超勤補償）之解釋。前者之合

憲部分並非本文論析範圍，而從後者之違憲意旨來探討特殊公務員之層級化權益保障，乃本

文動機及重要意義。因此，本文擬以本號解釋有關外勤消防人員之勤休方式與超勤補償來進

一步探討之警察、消防與海巡等特殊公務員（適用「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的服公職權（憲

法第 18 條）、健康權（憲法第 22 條）及尚非本號解釋論及之「生存權」（憲法第 15 條）等

基本權利保障應有之層級化權益保障。本文之「特殊公務員」係定義在本號解釋文內所指：

公務員服務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公務員每週應有 2 日之休息，作為例假。業務性質特殊

之機關，得以輪休或其他彈性方式行之。」及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第 4 條第 1 項規

定：「交通運輸、警察、消防、海岸巡防、醫療、關務等機關（構），為全年無休服務民眾，

應實施輪班、輪休制度。」特別是其中的「警察、消防、海岸巡防」人員，因此些人員多適

用「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之特別人事制度者。再者，本文所稱之「層級化權益保障」係指本

號解釋文內指出之「相關機關應於本解公布之日起 3 年內，依本解釋意旨檢討修正，就業務

性質特殊機關所屬公務人員之服勤時數及超時服勤補償事項，如勤務時間 24 小時之服勤時

段與勤務內容，待命服勤中依其性質及勤務提供之強度及密度為適當之評價與補償等，訂定

必要合理之框架性規範。」另一方面，本文尚論及非本號解釋所提之憲法第 15 條保障之

「生存權」（或生命權），係旨在探討司法院釋字第 782 號解釋前，司法院大法官於 2019-6-

25憲法法庭 107年度憲一字第 3號(公務員年改)聲請釋憲案，言詞辯論中羅大法官昌發詢問

紀錄（見 http://cons.judicial.gov.tw/jcc/zh-tw/videoInformation 1：53：20 起）的

一段內容如下：「差異性保障，警消退休人員工作危險性高，平均餘命比較少，像這一類特

殊的情況，假設沒有特殊給他們考慮的話，會不會造成對這些人比較不利的結果，請表示，

謝謝！」卻遺憾的是不論關係機關、鑑定人或申請人方均非警消專業或背景，以致無人或無

法回應此問題。惟本人適時在年改辯論後隨即撰寫二篇拙文（如附錄一、二），以期大法官

釋憲時能予重視警消因工作特性導致平均餘命過短的「生存權」而給予退休年改之差異性權

益保障。然而，在數個月後，屬被動消極回應之司法院大法官卻積極主動地自問自答（而行

政主管機關既不回應，亦無主動或積極著墨，怪！），以本釋字 785 號回答了釋字 782 號之

關乎警消「差異性權益保障」之半個（在職之服公職權與健康權保障）問題，卻仍忽略了其

「健康權」所影響的嚴重縮短警消人員生命的「生存權」（含生命權保障與補償）保障，導

致在釋字第 782 號解釋中未能將警、消與海巡等「特殊」公務人員之退撫保障於年改中予以

http://cons.judicial.gov.tw/jcc/zh-tw/video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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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一般」公務人員之差異性權益保障」，殊屬遺憾！然此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出爐

後，重新燃起一絲希望政府有關機關（特別是行政、考試及立法機關）能在大法官此號解釋

意旨引領下，積極重視特殊公務員之健康權與生存權（含退撫權益）而給予應有之層級化之

差異性權利保障。因此，本引言乃就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內容重點摘述，進而研析探討本問

題之重點，最後提相關建議以代結語。 

貳、司法院釋字第 785號摘述 

一、事實背景： 

(一) 聲請人徐 OO、張 OO 分別為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外勤消防隊隊員，認其勤務時間每日 24 

小時，再休息 24 小時（下稱勤一休一）超時服勤（下稱超勤）不合理，於 101 年 10 月 24

日向所屬機關申請調整勤務時間為每日 8 小時（下稱請求一）、作成職務陞任為組員或科員

之行政處分（下稱請求二）及給付加班費或准許補休假（下稱請求三），均遭否准，聲請人

不服，提起復審、行政訴訟，並追加訴之聲明（給付訴訟），將聲請人列入組員或科員之陞

任甄選名冊中（下稱請求四），均遭駁回。 

(二) 聲請人經用盡審級救濟途徑後，認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之 92 年 5 月 28 日修正公布之

公務人員保障法（下稱保障法）第 77 條第 1 項、第 78 條及第 84 條規定、高雄市政府消防

局勤務細部實施要點第 7 點第 3 款規定，以及認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保障法第 23 條、內

政部消防機關外勤消防人員超勤加班費核發要點第 4 點、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外勤消防人員超

勤加班費核發要點第 5點及第 7點規定，有違憲疑義，於 104年 8月向司法院聲請解釋。 

(三) 另公務員服務法（下稱服務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與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雖未經聲請人聲請釋憲，然與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勤務

細部實施要點第 7點第 3 款規定具有重要關聯性，爰一併納入審查。 

二、問題爭點 

(一) 根據公務人員保障法，公務人員就影響其權益之不當公權力措施，於申訴、再申訴

後，不得續向法院請求救濟，是否違憲？否 

(二)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有關外勤消防人員「勤一休一」勤休方式及超時服勤補償之相關規

定，是否違憲？是 

三、解釋文重點 

(一) 現行保障法制方式不違憲：本於憲法第 16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人民因其公務人

員身分，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或有主張

權利之必要，自得按相關措施與爭議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並不因其公務人員

身分而異其公法上爭議之訴訟救濟途徑之保障。中華民國 92 年 5 月 28 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

員保障法第 77 條 1 項、第 78 條及第 84 條規定，並不排除公務人員認其權利受違法侵害或

有主張其權利之必要時，原即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請求救濟，

與憲法第 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均尚無違背。 

(二) 未訂定訂定符合憲法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保護要求之框架性規範，違憲：公務員服務法

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公務員每週應有 2 日之休息，作為例假。業務性質特殊之機關，得以

輪休或其他彈性方式行之。」及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第 4條第 1項規定：「交通運輸、

警察、消防、海岸巡防、醫療、關務等機 關（構），為全年無休服務民眾，應實施輪班、輪

休制度。」並未就業務性質特殊機關實施輪班、輪休制度，設定任何關於其所屬公務人員服

勤時數之合理上限、服勤與休假之頻率、服勤日中連續休息最低時數等攸關公務人員服公職

權及健康權保護要求之框架性規範，不符憲法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之保護要求。於此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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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憲法保障人民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之意旨有違。相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3 年內，依

本解釋意旨檢討修正，就上開規範不足部分，訂定符合憲法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保護要求之框

架性規範。 

(三) 教示 3 年修法期限內之過渡性因應規定：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88 年 7 月 20 日高市消防

指字第 7765 號函訂定發布之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勤務細部實施要點第 7 點第 3 款規定：「勤務

實施時間如下：……（三）依本市消防人力及轄區特性需要，本局外勤單位勤休更替方式為

服勤 1 日後輪休 1 日，勤務交替時間為每日上午 8 時。」與憲法法律保留原則、服公職權及

健康權保障意旨尚無違背。惟相關機關於前開框架性規範訂定前，仍應基於憲法健康權最低

限度保護之要求，就外勤消防人員服勤時間及休假安排有關事項，諸如勤務規劃及每日勤務

分配是否於服勤日中給予符合健康權保障之連續休息最低時數等節，隨時檢討改進。 

(四) 未能就外勤消防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所屬公務人員之服勤時數及超時服勤補償事項，另

設必要合理之特別規定，致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所屬公務人員之超時服勤，有未獲適當評價與

補償，違憲：按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23 條規定：「公務人員經指派於上班時間 以外執行職務

者，服務機關應給予加班費、補休假、獎勵或其他相當之補償。」及其他相關法律，並未就

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所屬公務人員（如外勤消防人員）之服勤時數及超時服勤補償事項，另設

必要合理之特別規定，致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所屬公務人員（如外勤消防人員）之超時服勤，

有未獲適當評價與補償之虞，影響其服公職權，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 18 條保障人民服公

職權之意旨有違。相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3 年內，依本解釋意旨檢討修正，就業務

性質特殊機關所屬公務人員之服勤時數及超時服勤補償事項，如勤務時間 24 小時之服勤時

段與勤務內容，待命服勤中依其性質及勤務提供之強度及密度為適當之評價與補償等，訂定

必要合理之框架性規範。 

(五) 教示相關外勤消防之超勤加班費之行政規則應於框架性規範訂定後檢討修正：內政部 

96年 7月 25日內授消字第 0960822033號函修正發布之消防機關外勤消防人員超勤加班費核

發要點第 4 點、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99 年 12 月 27 日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外勤消防人員超勤加

班費核發要點第 5 點及第 7 點規定，對外勤消防人員超時服勤之評價或補償是否適當，相關

機關應於前開超時服勤補償事項框架性規範訂定後檢討之。 

四、解釋理由 

(一) 系爭規定一與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意旨尚無違背憲法第 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係指人民

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人民權利

遭受侵害時，必須給予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及時有效救濟

之機會，不得僅因身分之不同，即予剝奪（司法院釋字第 784 號解釋參照）。民國 92 年保障

法第 77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

不當，致影響其權益者，得依本法提起申訴、再申訴。」第 78 條規定：「（第 1 項）提起申

訴，應向服務機關為之。不服服務機關函復者，得於復函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保訓會

提起再申訴。（第 2 項）前項之服務機關，以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之權責處理機

關為準。」……及第 84條規定：「申訴、再申 訴除本章另有規定外，準用第 3章第 26條至

第 42條、第 43條第 3項、第 44條第 4項、第 46 條至第 59條、第 61條至第 68條、第 69

條第 1 項、第 70 條、第 71 條第 2 項、第 73 條至第 76 條之復審程序規定。」（下併稱系爭

規定一）係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 認為不當，致影

響其權益者，得提起申訴、再申訴以為救濟之規定。……應提起復審之事件，公務人員誤向

保訓會逕提再申訴者，保訓會應函請原處分機關依復審程序處理，並通知該公務人員。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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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77 條第 1 項所稱認為不當之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不包括得依復審程序救

濟之事項，且不具行政處分性質之措施或處置是否不當，不涉及違法性判斷，自無於申訴、

再申訴決定後，續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之問題。況上開規定並不排除公務人員認其權利受違

法侵害或有主張其權利之必要時，原即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請

求救濟。是系爭規定一，與憲法第 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尚無違背。 

(二) 系爭規定二及三，未就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所屬公務人員勤休方式等，設定符合憲法服

公職權及健康權保護要求之框架性規範部分，違憲。憲法第 18 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

利，旨在保障人民有依法令從事於公務，貢獻能力服務公眾之權利（司法院釋字第 546 號解

釋參照）。國家應建立相關制度，用以規範執行公權力及履行國家職責之行為，亦應兼顧對

於公務人員權益之保護（司法院釋字第 491 號解釋參照）。人民擔任公職後，服勤務為其與

國家間公法上職務關係之核心內容，包括公務人員服勤時間及休假制度等攸關公務人員權益

之事項，自應受憲法第 18 條服公職權之保障。再者，人民之健康權，為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

之基本權利（司法院釋字第 753 號及第 767 號解釋參照）。憲法所保障之健康權，旨在保障

人民生理及心理機能之完整性，不受任意侵害，且國家對人民身心健康亦負一定照顧義務。

國家於涉及健康權 5 之法律制度形成上，負有最低限度之保護義務，於形成相關法律制度

時，應符合對相關人民健康權最低限度之保護要求。凡屬涉及健康權之事項，其相關法制設

計不符健康權最低限度之保護要求者，即為憲法所不許。本號解釋是列述相關理由及教示修

法要求如下：1.公務人員服勤時間及休假制度，攸關公務人員得否藉由適當休息，以維護其

健康，應屬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健康權之範疇。上開制度設計除滿足行政組織運作目的與效

能外，亦應致力於維護公務人員之身心健康，不得使公務人員勤休失衡致危害健康。業務性

質特殊機關之公務人員，如外勤消防人員，基於其任務特殊性，固得有不同於一般公務人員

之服勤時間及休假制度，惟亦須符合對該等公務人員健康權最低限度之保護要求。2.公務員

服務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公務員每週應有 2 日之休息，作為例假。業務性質特殊之機

關，得以輪休或其他彈性方式行之。」（下稱系爭規定二）明文規定業務性質特殊之機關，

得令所屬公務員以輪休或其他彈性方式實施休息例假制度。同條第 3 項規定，授權行政院會

同考試院訂定實施辦法。行政院與考試院於 89 年 10 月 3 日……會同訂定發布公務人員週休

二日實施辦法（下稱週休二日實施辦法），其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交通運輸、警察、消防、

海岸巡防、醫療、關務等機關（構），為全年無休服務民眾，應實施輪班、輪休制度。」（下

稱系爭規定三）系爭規定二及三明文排除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所屬公務人員享有一般公務人員

常態休息之權利，然並未就該等機關應實施之輪班、輪休制度，設定任何關於 其所屬公務

人員服勤時數之合理上限、服勤與休假之頻率、服勤日中連續休息最低時數等攸關公務人員

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保護要求之框架性規範。就此類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所屬公務人員之保障而

言，相較於一般公務人員，不符合憲法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之保護要求，於此範圍內，與憲法

保障人民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之意旨有違。考量業務性質特殊之公務員種類繁多，工作內容不

一、複雜性高，相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3 年內，依本解釋意旨檢討修正，就上開規

範不足部分，訂定符合憲法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保護要求之框架性規範。 (三) 系爭規定四與

憲法法律保留原則、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保障意旨尚無違背。依機關組織管理運作之本質，行

政機關就內部事務之分配、業務處理方式及人事管理，在不違反法律規定之前提下，本得以

行政規則定之（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1 款參照）。惟與服公職權及健康權有關之重

要事項，如服勤時間及休假之框架制度，仍須以法律規定，或有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規定。

又是否逾越法律之授權，不應拘泥於授權法條所用之文字，而應就該法律本身之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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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整體規定之關聯意義為綜合判斷，迭經司法院解釋闡明在案。公務員服務法第 11條第 1項

規定：「公務員辦公，應依法定時間，不得遲到早退，其有特別職務經長官許可，不在此

限。」係有關公務員辦公時間之原則與例外規定，其所稱「法定時間」，自應包括法律、法

規命令及行政規則所規定之時間。系爭規定二明定：「公務員每週應有 2 日之休息，作為例

假。業務性質特殊之機關，得以輪休或其他彈性方式行之。」則為有關公務員週休 2 日之原

則與例外規定。週休二日實施辦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人員每日上班時數為 8 小時，

每週工作總時數為 40 小時。」是有關公務人員辦公與例假實施事宜，業有法律及法律授權

之法規命令明文規範。……外勤消防人員業務性質尤為特殊，非一般公務人員所可比擬，其

服勤與休息時間之安排，自須有基於其特殊業務屬性之權宜與彈性。是系爭規定二後段規

定：「業務性質特殊之機關，得以輪休或其他彈性方式行之。」所稱彈性方式，自包括服勤

及休息時間之彈性安排。系爭規定三乃明定：「交通 運輸、警察、消防、海岸巡防、醫療、

關務等機關（構），為全年無休服務民眾，應實施輪班、輪休制度。」基此，內政部消防署

於 88 年 6 月 15 日以內政部（88）台內消字第 8875626 號函修正發布之消防勤務實施要點

（原名稱：消防勤務暫行實施要點）第 12點第 2款規定：「勤務實施時間如下：…… （二）

服勤人員每日勤務 8小時，每週合計 44小時，必要時得酌情延長。」（103 年 12月 17日修

正發布為每週 40 小時）……第 20 點規定，直轄市、縣（市）消防局應擬訂消防勤務細部實

施要點，陳報內政部消防署備查。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於 88 年 7 月 20 日以高市消防指字第

7765號函訂定發布之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勤務細部實施要點（下稱勤務細部實施要點）第 7點

第 3 款規定：「勤務實施時間如下：……（三）依本市消防人力及轄區特性需要，本局外勤

單位勤休更替方式為服勤 1 日後輪休 1 日，勤務交替時間為每日上午 8 時。」……（下稱系

爭規定四）即勤休更替採「勤一休一」方式，其內容未逾越前揭規定之規範意旨，與憲法第

23條法律保留原則尚無違背。系爭規定四明定服勤一日後輪休一日（即採「勤一休一」之更

替方式），係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於外勤消防人力不足下，衡酌其轄區環境特性、勤務種類之

主次要及人力多寡等因素，為達消防勤務不中斷之目的，因地制宜而為之規定。……在服勤

一日之消防勤務中，業已注意並維護外勤消防人員之身心健康。是系爭規定四採「勤一休

一」之勤休更替方式，尚難謂與憲法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保障意旨有違。惟相關機關於前開框

架性規範訂定前，仍應基於憲法健康權最低限度保護之要求，就外勤消防人員服勤時間及休

假安排有關事項，諸如勤務規劃及每日勤務分配是否於服勤日中給予符合健康權保障之連續

休息最低時數等節，隨時檢討改進。(四)系爭規定五未就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所屬公務人員之

超勤補償等，設定必要合理之框架性規範部分，違憲。國家對公務人員有給予俸給等維持其

生活之義務（司法院釋字第 575 號解釋、第 605 號解釋及第 658 號解釋參照）。國家對公務

人員於法定上班時間所付出之勞務、心力與時間等，依法應給予俸給；公務人員於法定上班

時間以外應長官要求執行職務之超勤，如其服勤內容與法定上班時間之服勤相同，國家對超

勤自應依法給予加班費、補休假等相當之補償。此種屬於給付性措施之法定補償，並非恩

給，乃公務人員依法享有之俸給或休假等權益之延伸，應受憲法第 18 條服公職權之保障。

保障法第 23 條規定：「公務人員經指派於上班時間以外執行職務者，服務機關應給予加班

費、補休假、獎勵或其他相當之補償。」（下稱系爭規定五）屬公務人員超勤補償之原則性

規定，其規範意旨偏重於有明確法定上班時間之常態機關一般公務人員。惟業務性質特殊機

關所屬公務人員之服勤，其勤務形態究與一般公務人員通常上下班之運作情形有異。……系

爭規定五及其他相關法律，並未就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所屬公務人員（如外勤消防人員）服勤

時數及超勤補償事項，另設必要合理之特別規定，致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所屬公務人員（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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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消防人員）之超勤，有未獲適當評價與補償之虞，影響其服公職權，於此範圍內，與憲法

第 18 條保障人民服公職權之意旨有違。相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3 年內，依本解釋

意旨檢討修正，就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所屬公務人員之服勤時數及超勤補償事項，如勤務時間

24小時之服勤時段與勤務內容，待命服勤中依其性質及勞務提供之 7強度及密度為適當之評

價與補償等，訂定必要合理之框架性規範。(五)就系爭規定六，相關機關應於超勤補償事項

框架性規範 訂定後檢討之。於系爭規定五及其他相關法律，未就業務性質特殊機關之外勤

消防人員超勤補償事項予以規範之情形下，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99 年 12 月 27 日，依據行政

院發布之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及內政部 96 年 7 月 25 日內授消字第 0960822033 號函發布

之消防機關外勤消防人員超勤加班費核發要點第 4 點，發布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外勤消防人員

超勤加班費核發要點第 5 點及第 7 點規定（上述第 4 點、第 5 點及第 7 點規定併稱系爭規定

六），分別規定每月超勤時數計算及加班費支領上限，以及因公無法補休或未支領超勤加班

費之其他敘獎，目的固係在於對其超勤予以補償，惟上開加班費支給要點及系爭規定六對外

勤消防人員超勤之評價或補償是否適當，相關機關應於前開超勤補償事項框架性規範訂定後

檢討之。參、議題重點析論 一、本號解釋（釋字第 785 號）解釋文第 2 段指出：「『、、、

警察、消防、海岸巡防、、、、等機關（構），為全年無休服務民眾，應實施輪班、輪休制

度。』未就業務性質特殊機關實施輪班、輪休制度，設定任何關於其所屬公務人員服勤時數

之合理上限、服勤與休假之頻率、服勤日中連續休息最低時數等攸關公務人員服公職權及健

康權保護要求之框架性規範，不符憲法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之保護要求。尤其是於此範圍內，

與憲法保障人民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之意旨有違。」此解釋文已經明白揭示下列意義：(一)本

號解釋（釋字第 785 號）初步回答了釋字第 782 號憲法法庭辯論中的問題，應予警消差異性

權利保障：2019-6-25憲法法庭 107年度憲一字第 3號(公務員年改)聲請釋憲案(後來做成釋

字第 782 號解釋，然未給予警消年改差異性保障)，言詞辯論羅大法官昌發詢問(見 

http://cons.judicial.gov.tw/jcc/zh-tw/videoInformation 1：53：20 起）的一段內容

紀錄如下：「差異性保障，警消退休人員工作危險性高，平均餘命比較少，像這一類特殊的

情況，假設沒有特殊給他們考慮的話，會不會造成對這些人比較不利的結果，請表示，謝

謝！」然而，不論關係機關、鑑定人或申請人方均非警消專業或背景，以致無人或無法回應

此問題。由上述解釋文可推知此號解釋意旨應對特別公務員給予在職時之勤休方式與補償之

差異性的權利保障，雖未直接含括退撫年改之差異性保障，應已寓有類似意涵，可資努力爭

取及之。(二)本號解釋強調了「不等，則不等」的「平等原則」之適用：大法官肯認一般與

特殊公務員在勤務工作或任務特性上的區別，甚至一般工商業之員工尚有「勞動基準法」之

框架性權利保障規範，對於特殊勤務時間或工作內容之勞工上有特別之差異性權利保障。相

對地，公務員僅有「公務員服務法」之義務與責任規範，雖於民國 100 年考試與行政兩院會

銜將「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送立法院審議，迄今仍未能立法適用，本號解釋乃強調應對特

殊公務員之勤休與補償於 3 年內完成框架性立法，對特殊公務員給予差異性之權益保障。

(三)人民之健康權為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司法院釋字第 753 號及第 767 號解釋

參照）：此號立法理由書特別指出，憲法所保障之健康權，旨在保障人民生理及心理機能之

完整性，不受任意侵害，且國家對人民身心健康亦負一定照顧義務。國家於涉及健康權之法

律制度形成上，負有最低限度之保護義務，於形成相關法律制度時，應符合對相關人民健康

權最低限度之保護要求。凡屬涉及健康權之事項，其相關法制設計不符健康權最低限度之保

護要求者，即為憲法所不許。再者，公務人員服勤時間及休假制度，攸關公務人員得否藉由

適當休息，以維護其健康，應屬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健康權之範疇。上開制度設計除滿足行



20 
 

政組織運作目的與效能外，亦應致力於維護公務人員之身心健康，不得使公務人員勤休失衡

致危害健康。業務性質特殊機關之公務人員，如外勤消防人員，基於其任務特殊性，固得有

不同於一般公務人員之服勤時間及休假制度，惟亦須符合對該等公務人員健康權最低限度之

保護要求。二、本號解釋強調在權利保障之範圍上應給特殊公務員「服公職權」與「健康

權」，實應進一步延伸至「生存權」或「生命權」的基本權保障：「應基於憲法健康權最低限

度保護之要求，就外勤消防人員服勤時間及休假安排有關事項，諸如勤務規劃及每日勤務分

配是否於服勤日中給予符合健康權保障之連續休息最低時數等節」之權利保障。雖然本號解

釋係對有關機關未能給予特殊公務員（例如外勤消防人員等）之勤休方式及超時服勤補償之

相關框架性法律規定，予以違反憲法保障性特殊公務員「服公職權」與「健康權」之解釋，

然在適用範圍之射程上並未明確指出是否及於此類公務員之退休年改相關 之並指出未能給

予「生存權」或「生命權」，則應有進一步研析討論予以法律明定其層級化的差異性保障之

必要。例如，對於屬於特殊公務人員之警察、消防及海巡執法人員應就其勤務性質、強度及

密度不同而為不同之勤休方式與補償保障。例如，依現行之警察、消防及海巡人員勤休方式

更是特殊公務員中之特別者，除了「服勤」時間外，其經常有「備勤」或「待命」是否屬於

工作時間？均有明定適用及保障之必要，又可進一步以該等公務人員之平均餘命及身體疾病

類型加以大數據分析，是否因勤務制度、工作特性及生活作息嚴重影響導致該等群體之壽命

顯較一般公務人員或國民平均壽命為低，可參考本人附錄之兩篇論述可知。另一方面，從本

號解釋之「差異性保障」意旨觀察，應可推論解釋文所指之「健康權」予以涵攝到退撫年改

亦應給予差異性保障，亦可將警、消、海巡執法勤休差異特性，除與一般公務人員相比較

外，亦可進一步與軍人勤休制度進行比較，而在法制規範上給予合比例性之勤休制度與退休

年改等合理性之差異性或平等性之權利補償制度，才能符合上述「平等原則」之真諦，亦保

障特殊公務員之憲法平等權。 三、「層級化」的差異性權益保障為本號解釋的要求：本號解

釋文第 4 段內容：「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23 條規定：「公務人員經指派於上班時間以外執行職

務者，服務機關應給予加班費、補休假、獎勵或其他相當之補償。」及其他相關法律，並未

就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所屬公務人員（如外勤消防人員）之服勤時數及超時服勤補償事項，另

設必要合理之特別規定，致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所屬公務人員（如外勤消防人員）之超時服

勤，有未獲適當評價與補償之虞，影響其服公職權，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 18 條保障人民

服公職權之意旨有違。相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3 年內，依本解釋意旨檢討修正，就

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所屬公務人員之服勤時數及超時服勤補償事項，如勤務時間 24 小時之服 

勤時段與勤務內容，待命服勤中依其性質及勤務提供之強度及密度為適當之評價與補償等，

訂定必要合理之框架性規範。」由以上解釋文之最後幾句可知，大法官提示應「就業務性質

特殊機關所屬公務人員之服勤時數及超時服勤補償事項，如勤務時間 24小時 之服勤時段與

勤務內容，待命服勤中依其性質及勤務提供之強度及密度為適當之評價與補償等，訂定必要

合理之框架性規範。」由此可知，框架性規範之訂定尚應符合層級化的差異性權利保障，始

符合本號解釋意旨。四、「警察人員人事條例」應定位與定性為「特別法」，而非一般公務人

員人事法規（任用法、退休資遣撫卹法）之「補充法」：警察任務與工作勤休與軍人訓練相

類似，尤其在非戰爭時期警察工作大多屬外勤之犯罪偵查與違規調查為主，據急迫、危險與

高壓力且不固定勤休的特性，對個人健康、安全與家庭權甚至比軍人還不如，然軍人在此次

年改 卻能以特別法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 26條定其退休或退伍金的特別優待

的差異性權利保障；相對地，若檢視「警察人員管理條例」第 6 章「退休與撫卹」專章（第

35 條、35 條之 1、第 36 條及第 36 條之 1）可知警察人員退休與撫卹之待遇，遠不如軍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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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保障規定，特別是該條例第 35 條規定，「（第一項）警察人員之退休， 除依左列規定

外，適用公務人員退休法之規定：一、警正以下擔任具有危險及勞力等特殊性質職務者，其

退休年齡，得依照公務人員退休法之規定酌予降低。（僅規定第 1 款）二、在執行勤務中遭

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身心障礙，不堪勝任職務並依公務人員退休法命令退休者，其退休金

除依規定按因公傷病標準給與外，另加發五至十五個基數。基數內涵均依所任職務最高等階

年功俸最高俸級計算。（第 2 款）」從本條項可知除第 2 款已因值勤至身心障礙而有加發退休

金基數外，對於第 1 款應依法降低退休年齡外，並無任何補償規定。再者，如本文前述警察

平均壽命僅不到 70 歲，則羅昌發大法官之垂詢是否應予該等族群「差異性權利保障」，答案

顯然是正面的，更應將此次司法 院釋字第 785 號「勤休與與補償」之服公職權與健康權保

障及釋字第 782 號涉及之生存權（或生命權）；或是直接以此號解釋之「服公職權」及「健

康權」保障之意旨，作廣義地解釋（亦即不同於一般公務人員的勤休嚴重影響其平均壽命之

應有補償與退撫保障）修正警察、消防及海巡人員所適用之「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的相關規

範，以保障渠等特殊公務人員如上述之基本權利（亦含平等權），使符合「不等，則不等

之」的平等原則適用。 五、「相關機關」及「框架性規範」係本解釋出爐後應先予確認：此

號解釋文針對「勤休方式與補償」特別提示「相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3 年內，依本

解釋意旨檢討修正，就上開規範不足部分，訂定符合憲法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保護要求之框架

性規範。」因此，所稱之「相關機關」究何所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或考試院銓敘部，抑

或是主管機關之各相關部會或其署局，均有待協調確定。再者，「框架性規範」之訂定，應

符合大法官在本號解釋文之提示「就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所屬公務人員之服勤時數及超時服勤

補償事項，如勤務時間 24 小時之服勤時段與勤務內容，待命服勤中依其性質及勤務提供之

強度及密度為適當之評價與補償等，訂定必要合理之框架性規範。」因此，此框架性規範，

恐更應區分一般性與特別性之區分，對於各種不同勤休方式與健康（或生命）程度影響之特

別公務員更須考量因其性質及勤務提供之強度及密度而做不同之差異性規範與權利保障。 

肆、建議-代結語 如本文前言述及在年改之憲法法庭辯論中羅大法官所詢問之「警消之平均

壽命短應給否給予差異性退撫權利保障」之問題，衍生出本人的二篇分析論文（如附錄一、

二）以論，本次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重點順勢解答了釋字第 782 號解釋前憲法法庭辯論

庭中警消有「差異性」之肯認，但未觸及其是否對其退撫權利予以差異性保障之問題。因

此，本文乃檢視本號解釋意旨及參考大法官其他相關解釋，謹以此「引言」期望相關機關儘

速修法保障警察、消防及海巡等特殊公務員之合理的勤休與相關權利，使之有良好的公務員

制度與權利保障，俾能健全政府施政效力與優質服務，特提出相關建議如下：一、政府應積

極立法以保障特殊公務員之服公職權、健康權與生存權：憲法之服公職權、健康權或生存權

規定，一方面賦予國民請求立法機關立法的權利，一方面課國家以立法的義務。惟只有透過

立法才能具體落實，在未有立法前，只不過是一種指導規定，立法者應自憲法中獲得一個立

法的委託，承擔予以落實憲法的義務。如此號解釋理由所指：「憲法所保障之健康權，旨在

保障人民生理及心理機能之完整性，不受任意侵害，且國家對人民身心健康亦負一定照顧義

務。國家於涉及健康權之法律制度形成上，負有最低限度之保護義務，於形成相關法律制度

時，應符合對相關人民健康權最低限度之保護要求。凡屬涉及健康權之事項，其相關法制設

計不符健康權最低限度之保護要求者，即為憲法所不許。」再者，國家為保障勞工權益，尚

且制定「勞動基準法」規定勞工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而民國 100 年送進立法院之「公務人

員基準法草案」應可藉由此號解釋之推波助瀾加速立法通過以作為「框架性規範」，惟該法

內容應妥適保障特殊公務員之勤休與補償等予以差異性權利保障。 二、應對警察、消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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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等特殊公務員之「服公職權」與「健康權」保障，擴及「生存 權」（或「生命權」）保

障。抑或將「服公職權」與「健康權」採廣義解釋，擴及警察、消防及海巡得特殊公務員之

退休與撫卹的差異性權利保障。 三、須研修「警察人員人事條例」，新增「勤休方式及權益

補償專章」，明定「框架性規範」，並授權訂定相關法規命令，以資因應及作為實施依據。希

望能有效改進警察、消防或海巡人員之勤休方式，使之更正常合理而能減輕因勤務制度造成

的不當壓力，而使此些特殊公務員之平均壽命能與一般公務人員或一般人民相近。再者，若

仍因渠等之特殊勤休制度造成提早退休或平均壽命的顯著差異時，則允宜在「前述人事條例

之「退休與撫卹」專章中增定其「差異性權利保障」，以能平等保障任勞任怨及犧牲奉獻的

上述特殊公務員的權益。 四、新增「層級化」的差異性權益保障：警消海巡屬於勤休、工

作壓力及平均餘命最嚴峻的組群，則其權利補償應給予特別的合比例性考量，而非特別一般

化，才能保障其平等權，並符合平等原則之適用。 

 

◎附錄一 警消危勞命短值得差異性退撫保障 2019-6-25憲法法庭 107年度憲一字第 3號(公

務 員 年 改 ) 聲 請 釋 憲 案 ， 言 詞 辯 論 羅 大 法 官 昌 發 詢 問 紀 錄 （ 見 

http://cons.judicial.gov.tw/jcc/zh-tw/videoInformation 1： 53：20 起）的一段內容

如下：「差異性保障，警消退休人員工作危險性高，平均餘命比較少，像這一類特殊的情

況，假設沒有特殊給他們考慮的話，會不會造成對這些人比較不利的結果，請表示，謝

謝！」然而，不論關係機關、鑑定人或申請人方均非警消專業或背景，以致無人或無法回應

此問題，茲基於「憲法訴訟」之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予提供事實證據或意見，或是新

修正之「憲法訴訟法第 20 條新定「法庭之友」制度，乃擴大專業意見或資料之徵集，供憲

法法庭審理案件參考，俾使判決更為周全。茲提合理差別事由或證據如下：一、事實：警察

工作具危勞性及緊急性，常處於高風險的執法情境，且需 24小時輪執勤 務，服勤時間不固

定（吃飯與睡覺時間更是不定），嚴重影響生活作息及身體健康，致罹患疾病（員警三高慢

性病比例高，急性心肌梗塞或中風亦時有所聞！）及發生意外（如鐵路警局李姓警員殉職

案）明顯較一般公務人員為高，因此訂有危勞職務人員降低之自願、屆齡退休及月退休金起

支年齡標準。警政署提供年金改革委員會資料為辦理退休、撫卹業務，依「人事管理資訊系

統」統計危勞職務基層巡佐、警員等警察人員 50歲以上自願及屆齡退休後，100年至 104年

間平均死亡年齡為 69.76 歲。另外，警政署督察室金姓副主任曾於 2017 年 1 月 22 日在年金

改革委員會國是會議全國大會表示，警基層巡佐、警員平均死亡年齡為 62.49 歲部分，是指

危勞職務基層警察人員於 100 年至 104 年間、在職死亡及退休（資遣）後死亡者之「平均死

亡年齡」。」然應重視的是上述二個平均死亡統計年齡數字均是事實，只是計算母數不同而

已，不論是從退休後才計算之平均死亡年齡為 69.76 歲，抑或在職死亡及退休（資遣）後死

亡者之「平均死亡年齡」的 62.49 歲，則警消工作危勞早死或早退並無對之予以退休年金補

償乃是目前的退休制度，此對於警消人員均是慘忍的事實。證之 107 年第 38 週內政統計通

報(106 年國人平均壽命達 80.4 歲，男性 77.3 歲，女性 83.7 歲，均創新高)（請參閱： 

https://www.moi.gov.tw/stat/news_detail.aspx?sn=14818）。以上事實資料乃在回應並提

供 2019-6-25憲法法庭 107 年度憲一字第 3號(公務員年改)聲請釋憲案之言詞辯論 羅大法

官昌發垂詢問題的答案，並提供所有公正中立有良知的大法官作為事實證據參 考。 二、建

議：憲法法庭對於公務員年改之憲法訴訟應蒐集（或請直接行文警消主管機關）警消工作危

勞壽命短之特殊性，則退休年金自然比一般公務人員中領得少，對警消本人及其家庭照護，

必然有所不足，亦非公平。另一方面，建議由退警總會或退消總會等立即補充相關事實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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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證據給司法院大法官（憲法法庭），在憲法訴訟判決前（亦即大法官做成解釋之前）確切

證明警消人員工作危險性高及平均餘命比較少，領取月退休俸及其總額必然比較不足。因

此，警消工作危勞活得短領得少，現行退休年金制度卻沒有任何合理實質平等退休年金待遇

或給予補償，此顯然有違反「實質平等原則」之情形。故建請由司法院大法官在釋憲文（或

憲法法庭判決）中明白釋明退休年改之主管機關應對警消退休年金給予合理差別待遇（與一

般公務人員有別，例如軍人年改之特別方式處理）。亦即，「警消年改應予差異性保障」，以

符合憲法實質平等權保障。 

 

◎附錄二 警察可能帶便當嗎？ 參見： 

https://tw.news.appledaily.com/forum/realtime/20190719/1602790/ 答案是：不可能！

一般公務人員可能每日回家吃晚餐，享受天倫或家庭歡樂，剩菜尚可留做隔日上班的便當，

且經常被稱為「愛心便當」，既健康又可口，然警察工作者卻做不到。請別小看「警察不可

能帶便當」這小事，其可能帶來的副作用可大的呢！其實是警察勤務工作或任務特性的問

題，若係因警察任務特性及勤務制度必要性使然，則政府應思考與本質上的差異性保障。 

警察勤務時間與地點不固定，使得員警不可能帶便當，而半數以上的派出所員警每日午、晚

餐常是買便當，而不是從家裡帶便當或勤務機構搭伙。買便當既油又鹹不利健康，加上危勞

壓力大工作與睡眠時間不固定，即是其健康的嚴重殺手！穿著警察制服買早餐或便當亦可受

到異樣眼光看待！（美國亞利桑那州坦佩市一間星巴克的店員甚至以警察在店內「讓其他顧

客不安」而被要求離開！）再者，不可能帶便當顯示出警察與其家庭生活的聯繫有所不足，

軟性督察的特性顯然不存在，家人多不知道自己當警察的另一半或尊卑親屬現在從事什麼工

作、如何用餐或身在何地！但若勤務時間能固定如一般公務人員的朝九晚五或醫護人員的三

八制，則家人的確知與關懷才有可能。制度不殺警察，警察卻因制度死！現今台灣人民依據

內政部統計，平均壽命已經超過 80 歲，而為何警察入行之平均壽命僅有 62.49 歲或是警政

署經過修改母數為退休後平均壽命亦僅增高到 69.76 歲，為何警察短命早死？就是上面各項

制度因素殺了警察。警察是帶槍的文官，是街頭的公務員，警察工作是以街頭帶槍執行勤務

為主，故基於「平等原則」之合理差別待遇的真諦，若警察因任務特殊，顯有別於一般公務

人員，則應予以合理差別之權利保障。 

 

 

中央警察大學 洪文玲教授 

    公務員與國家關係，過去受到特別權力關係理論影響，依令行政超越依法行政。尤其警

察養成教育，培養出服膺領導、服從長官的警察組織文化，反映在警察面對各種工作挑戰時

的應對態度。例如處理群眾暴力抗爭事件，上級指示顧全大局、打不還手，警察委曲求全，

完成寧靜革命民主改革的過程。警察維護了治安，保障抗爭者的人權，但警察的人權又有誰

維護?處理太陽花學運的過程，動用警力眾多，除了北市警察，也動員鄰近縣市、中央保警

支援警力。停止輪休、超時服勤，沒有正常的作息，連吃幾天便當，睡在鋪地上的紙板上，

數日無法盥洗……因此損及健康甚至過勞而猝死，警察的健康權、職業尊嚴在警察的順服謙

讓緘默文化中被政治犧牲了。 

    再如面對年金改革的衝擊，由於警察的緘默，所以被納入文官體系做相同規範。因為八

百壯士的激烈抗爭，國防部的極力爭取，較文官優厚的軍人年改法案終於在立法院通過。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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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司法院後來做出軍公教年改法律合憲的釋字第 781.782.783 號解釋，但大法官也都附帶要

求「相關機關至遲應於按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92 條為第 1 次定期檢討時，依本解釋

意旨，就同法附表三中提前達成現階段改革效益之範圍內，在不改變該附表所設各年度退休

所得替代率架構之前提下，採行適當調整措施，俾使調降手段與現階段改革效益目的達成間

之關聯性更為緊密。同法第 67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公務人員退休後所領月退休金，或遺族

所領之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得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衡酌國家整體財政狀況、人口與經濟

成長率、平均餘命、退撫基金準備率與其財務投資績效及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之」，與同法

第 36 條至第 39 條設定現階段合理退休所得替代率之改革目的不盡一致，相關機關應依本解

釋意旨儘速修正，於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累積達一定百分比時，適時調整月退休金、月撫卹

金或遺屬年金，俾符憲法上體系正義之要求。」未來內政部仍可針對警察健康、平均餘命與

警察工作的關聯性，委請醫衛專家專案研究分析，進而提出對策，規劃合理特別的年改方

案，在警察人事條例的特殊退休撫卹規定中，取得特別法依據。 

    在 21 世紀的今日，隨著民主法治觀念、人權意識的變革，服從已經不是公務員唯一推

崇的價值。新時代的公務員，應該要有創造力。要創新、要追求效能，所以要鼓勵部屬用心

思考，積極主動參與，提出能提升工作效能的建言，例如引進科技，取代傳統人工費時低效

的勤務編排、勤務方式與監督。例如引進監視錄影、GPS 衛星定位、汽車人臉步態辨識資訊

系統等科技，取代密集人力巡邏與擾民盤查。在勤務改革聲中，欣見警政署行政組能廣納各

方面的聲音(尤其是基層)，也十分尊重學者專家的意見，無論在勤務的編排、加班費上，都

能向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主計總處等積極爭取。警察工作有何殊異性，需要特別於一般文

官，仍須有堅實的實證研究發現作為爭取地位提升與立法定制的基礎，警察學界要成為警政

署的後盾。 

    就勤務條例的法制內容而言，共通性、原則性、全國一致性事項，應於法律中明定，例

如正常工作時間規定，每天不得超過 8 小時，每週不得超過 40 小時。遇天災、事變或突發

事件的情況得延長工作時間，但每天不得超過 4小時，每月延長工作時間總時數不得超過 46

小時。加班費計算方式不得低於勞基法之倍數。至於勤務編排，應該授權各地區、各專業警

察以命令定之，兼顧其彈性；並要求每周勤務表報請上級機關備查，由上級監督考核，以確

保適法性及維護同仁權益。 

    最後，要呼籲職務代理制度的落實。行政法上的法定代理與授權代理制度，長期以來未

能真正在警察機關落實。警察責任的無限上綱，導致休假形同虛設。局長、分局長、派出所

所長等重要警察職務一年休不到 7 天是常態，局長明明知道分局長休假回家，還打手機問分

局長你在哪裡?你怎麼沒在現場?放假成了不盡職的理由，連最基層的警員輪休，也常被主管

叫回去上班、處理案件，是一般文官難以想像。這種實務次文化是很不人性的，需要犧牲其

家庭、配偶、子女、自身健康，來成就警察對社會的奉獻。如果做為偵查主體的檢察官、戍

守軍事要塞的軍人、政務官、民選首長都能貫徹法定代理與授權代理制度，警察機關為何做

不到？這種欠缺代理觀念的陋習文化，是不是可以在勤務條例中明訂代理制度，以法律的形

式，才有辦法改進。 

 

 

中央警察大學 黃翠紋教授 

有關我國警察勤務制度現存問題以及與警察健康權的關聯性，分為以下三點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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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一條，台灣警察勤務方式包括：勤區查察、巡邏、臨檢、守

望、值班與備勤六大項勤務，是相較於其他國家警察勤務方式，我國相當多元，也導致

長期以來勤務變革不易的原因之一。其次，就員警健康權而言，最適合的勤務編排是採

行不分段值勤，然而實施上卻遭受很多阻礙，主要的影響因素包括：小型派出所太多，

整併不易；臨時專案勤務太多；以及，刑案績效制度等因素，致各派出所的作法不一

致。縱然近年來，警政署行政組積極改革，仍難看到明顯效益。 

二、在六大勤務中，應以勤區查察此項勤務若能落實實施，最具積極效果。依照「警察勤務

條例」第十一條第一款：所謂「勤區查察」係指：「於警勤區內，由警勤區員警執行

之，以家戶訪查方式，擔任犯罪預防、為民服務及社會治安調查等任務；其家戶訪查辦

法，由內政部定之。」另依據「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第三條警勤區訪查工作項目

包括：犯罪預防、為民服務、社會治安調查，以及執行其他法定事項。然而也因為勤務

時間過長以及受到其他勤務的影響，反倒是讓本項勤務方式很難落實實施。 

三、就近日發生的長榮大學僑生遇害事件而言，這是一件令人相當難過的重大社會治安事

件。這件事件引起民眾廣泛的討論與關注，而且在一片檢討聲浪中，許多矛頭指向警

察，讓所有警察都承受大壓力。根據刑事警察局袃卓天發布的新聞資料中，陳署長為落

實各警察機關協助各級學校強化安全維護工作，要求各警察局要以最嚴謹的態度、最迅

速期限內提出 5 項策進作為：(一)杜絕匿報、違者嚴懲；(二)統合警力、機先妥處；

(三)全面檢視、安全設備；(四)結合民力、加強巡查；(五) 強化聯繫、落實宣導。誠

然，在目前一片檢討聲浪中，為安定民心，為了對受害女學生的家長有所交代，屬這座

出這樣的要求本無可厚非。但治安不能單靠警察維護，在本次事件中，看不到教育部等

相關部會，以及台南市政府其他更具關鍵網絡單位的挺身而出共同研商對策，不只見到

社安網的重大漏洞，亦看到一件非常令人痛心的現象：臺灣已經解嚴超過三十年，我們

不是警察國家，但只要治安出問題，就要警察負起責任。如此長期惡性循環，警察士氣

與健康權的維護恐遙遙無期，令人難過! 

 

 

中央警察大學 許福生教授 

   針對警察勤務與警察人員健康權，上次學會的論壇便提出，應明定超勤時數的最高上限，甚

應該規定得請領加班費的時數上限，超過此一時數上限就應該強制補休假，而非給予嘉獎或記

功等行政獎勵，除非當事人因功過相抵而意願，如此可達到以價制量，減少出勤狀況。況且休

息時段之工作時間與相關之加班費計算，應與一般工作時段有所區別，另深夜服勤應提高加班

費。另外從警察勤務法制作為來看此次長榮大學女學生被姦殺案，可以日常活動理論來說明。

在日常活動理論中有三要素:有犯罪動機的犯罪者、合適的標的及缺乏監控者。而警政署昨

天提出五個主要的策進策為，包括杜絕匿報、統合警力、檢視是否符合日常生活理論的要

素、結合民力以及強化演習。 

    關於跨域治理，新竹之前有結合學區社區管區，而章老師提到:平台最重要，大家都知

道問題之所在，但都認為不是自己所管的領域。新北市推出了三層級的社區治安，或許可供

參考。 

    現行的性侵害防治法所規定的性侵害是源自刑法的概念，裸露的部分是觸犯公然猥褻，

而戀物癖是屬於竊盜犯，這些都不是性侵害防治法所規範的性侵害。其實性侵害的定義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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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修:對他人實施與性有關，違反其意願之行為而成立法律規定之犯罪。從整個治療輔導的

角度而言，性侵害的定義過於狹隘，或許可以比照家暴法的概念。 

    依照警職法第 15 條的治安顧慮人口查訪，我們的勤務條例第 11 條已經把家戶訪查改成

警勤區訪查，對於治安顧慮人口就回到相關法令。竊取女用內褲，可以構成竊盜，而竊盜犯

也算是治安顧慮人口。但若從研究性侵害的角度觀察，從偷女用內衣褲，到偷窺，到想去摸

人家，最後對被害人性侵，而性侵不成再用繩子勒斃對方，這些都是相連的複雜的行為，尤

其是侵入住宅竊盜，那是最恐怖的，他會把女生物化，所以我們將來訪查時，不要只認為他

是竊盜犯，僅管尚不構成性侵害。如果是偷女用內衣內褲的情形，是屬於竊盜犯，但在治安

顧慮人口的註記中有沒有寫到偷女用內衣內褲?將來在查訪時，要特別注意。在既有的法制

之下，治安顧慮人口的查訪，有沒有按照規定查訪? 

    最後，在維護校園及婦幼安全上，推動科學化警察活動，強化熱時熱點分析以妥適規劃

勤務、強化潛在威脅婦幼安全名單分析以掌握行蹤、強化被害預防與安全教育宣導以防衛被

害人、強化情境犯罪預防策略運用以有效管理場所，乃是現行警政工作重點所在。  

    

 

與談總結 

中央警察大學 章光明教授 

一、勤務涉及的警察基本人權：健康權、家庭權、婚姻權、用餐權、休憩權 

二、勤務安全作為：框架性規範、裝備的安全、安全衛生辦法、駐地環境的改善、健康檢查 

 

三、釋字第 785號解釋有司法擴權之嫌（鄭） 

關於釋字第 785 號解釋，尤其是訴訟權的部分，其實使用了一個概念「具有行政處分性

質的管理措施」，把行政與司法的分際變模糊，有司法擴權之嫌。 

 

四、關於這方面問題可以向美國與英國借鏡: 

美國 2105 obama 21世紀警政 

英國 2017 national police wellbeing service  

(這兩個部分可以參考朱院長的介紹) 

 

五、關於健康權的概念 

黃翠紋老師早上有提到，所謂的健康，包括身體的健康、心理健康、社會健康、道德健

康，而朱老師提到財務管理的部分。 

 

六、蔡庭榕老師認為，把釋字第 782號與第 785號都放進來，才符合全套警察人權的概念。 

而其概念，以框架為基本原則，就要回到警察法、警察人事條例、警察勤務條例去做框

架性規範，然後再更細部規範警察人事法令和警察勤務法令。這些都是我們勤務改革要

做的事情。 

 

七、洪文玲老師提到，警察因為組織文化所帶來的問題，包括，我們是否鼓勵同仁要冒險犯

難?或是我們的幹部代理制度有名無實……其實這些都是我們警察文化中需要改革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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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這些如果不改的話，我們勤務制度的改善，只會是表面的變動，恐怕效果有限。這

樣的說法與李震山大法官提到的概念是有關係的:有尊嚴、有安全的警察才能保護人民

權利，而這也是釋字 785號所帶給我們的省思。 

 

八、勤務條例的修正增加更多授權，並做一些原則性的規定，讓地方能因地制宜地去做規範 

 

九、黃翠紋老師提到，在實際的問題上，即便訂出一套框架性規範，最後也只是擺在那邊，

到時候臨時勤務、績效制度...的安排，會扭曲勤務運作。基本上，釜底抽薪的法制觀

念要建立起來。 

 

十、結論 

警察的健康與壽命的確受工作影響而較差，因此，必須要用更多數據來說明這個現狀。 

    警察勤務條例如果非改不可的話，勤務時間和勤務規劃是很大的重點： 

1. 勤務時間 

勤務時間中，包含健康權的概念，一段式服勤、深夜服勤優惠處理、用餐權等等，這

些要從勤務時間的章節中做根本的改革。 

2. 勤務規劃 

所謂勤務規劃，與勤務策略有關。從社區警政、情資導向警政、大數據分析，怎麼讓

勤務策略思維模式轉化成規劃程序? 我們可能只提出勤務策略的思維，但如何與我們

的勤務相連結? 亦即勤務策略的操作，並使其入法，讓警察在做勤務規劃時能遵循這

些程序。譬如怎麼做分析、怎麼轉化成勤務表的設計。這些部分可以從勤務條例中，

關於勤務規劃的部份，做一些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