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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法修正草案 

110.11.11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建立民主法治與

公正執法之專業警察，提

升警政管理效能，特制定

本法。 

 

第一條  本法依憲法第一百

零八條第一項第十七款制

定之。 

（立法目的） 

一、本法定位為基本法。 

二、本法除規範警察制度外，尚有規範

警察任務、警察組織、教育機構及預

算編列等事項，爰不引用憲法第一

百零八條第一項第十七款作為立法

依據，並參考教育基本法第一條、科

學技術基本法第一條及日本警察法

第一條之立法例，規範本法之立法

目的。 

※（立法例及參考資料） 

日本警察法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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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訂定有效率地執行其任

務之警察組織為目的。 

教育基本法第一條  為保障人民學習

及受教育之權利，確立教育基本方

針，健全教育體制，特制定本法。 

科學技術基本法第一條  為確立政府

推動科學技術發展之基本方針與原

則，以提升科學技術水準，持續經濟

發展，加強生態保護，增進生活福祉

，增強國家競爭力，促進人類社會

之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  警察任務為保護人

民生命、身體及財產，維

持公共安全及秩序，預防

、偵查及制止犯罪，及執

行其他法令賦予之職務。 

      前項警察執行其他法

令賦予之職務，除為維護

重大公共利益並有急迫

情形外，以其他行政機關

遇有危害或障礙，非警察

協助不足以排除，或因障

礙而有妨害公安秩序時

為限。 

      第一項任務之具體事

項，應於警察組織或主管

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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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任務） 

一、國家廣設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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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參考日本警察法第二條及德

國聯邦與各邦統一警察法模範草案

第一條第一項之立法例，於第一項

明定。 

二、為使各行政機關及立法者體認警

察任務之本質，在於保障人權與維

護治安，工作亦應以能達成該目的

為範圍，不得因圖行政效率一時之

便，逾越該範圍，逕以立法手段迂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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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法令規定之。 

 

授予警察新任務，混淆警察角色，影

響警察執行其原有任務之能力。實

務上有部分行政機關未與警政署協

商，逕行制定其行政法令，迄今我國

警察協辦業務多達二百二十六項，

其中僅商品檢驗法第五十條第四項

及勞動檢查法第十四條第二項等二

種法規將「遇有障礙，非警察協助不

足以排除時，得請求警察協助」之精

神納入規範，其餘法規均未見相關

規定。為減輕第一線員警負擔，是以

，限縮警察協辦業務範疇，將警察

依法律或基於法律明確授權之法規

命令協助行政機關，除為維護重大

公共利益外，以該機關遇有障礙，非

警察協助不足以排除，或因障礙而

有危害人身安全與公安秩序者為限

，並援引舊警察法施行細則第二條

第二項「警察協助行政機關推行行

政，以該機關遇有障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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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爰明定第二

項。 

三、本條所稱法令，係指法律或基於法

律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有關警察

任務之具體事項，應遵循依「法律保

留」原則，以符「組織法定」及「管

轄恆定」等法治國原則，爰明定第三

項。 

※（立法例及參考資料） 

日本警察法第二條第一項  警察之任

務為保護個人之生命、身體及財產，

預防、鎮壓及偵查犯罪，逮捕嫌疑犯

，取締交通暨維持其他公共安全與

秩序。 

德國聯邦與各邦統一警察法模範草案

第一條第一項  警察之任務為防除

對公共安全或秩序所造成之危險。

於此任務範圍內，警察應實施犯罪

追訴之事前顧慮、犯罪預防（犯罪之

預防地抑止）及得防除將來危險之

準備工作。 

第三條 警察執行任務時，

應本公平正義，不偏不倚

之原則，依法保持行政中

 （警察之價值目標） 

一、本條新增。 

二、警察不同於其他行政機關，為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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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強制力及強大執行力之公務員，應

強調保持行政中立，並參考日本警

察法第二條第二項之立法例，爰明

定本條。 

※（立法例及參考資料） 

日本警察法第二條第二項  警察之活

動，應嚴限於前項任務之範圍。於遂

行其任務時，應本不偏不黨且公平

中正之旨，不得有涉及干預日本國

憲法所保障之個人權利及自由等濫

用其權限之情形。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警察法修正草案第

三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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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  警察基於保障人民

權益，就現行危害行使職

權或採取措施，以其他機

關就該危害無法或不能即

時制止或排除者為限。  

 （警察與其他行政機關之管轄競合，補充

性原則） 

一、本條新增。 

二、國家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有其任

務與職掌，各行政機關主管業務，有

其專業性，警察不宜介入他機關之

權責。 

三、隨著脫警察化趨勢，政府將處理危

險或障害之第一次的權限，歸屬於

具有專門知識的其他行政機關，警

察權不得立即、直接介入該等危險

或障害。警察權介入，以第一次的處

理機關無法適時適切地處理該危險

或障害，此即所謂的「警察補充性原

則」。 

四、實務上，一般民眾遇有危害，多求

助警察，而各該處理機關，非如警察

接近民眾且二十四小時服勤，且有

些危害之制止或排除，間不容髮，各

該處理機關勢難克竟全功。為維持

行政一體之體現，並填補人民權益

保障之闕漏，由警察適時補充介入，

有其必要。爰參考德國聯邦及各邦

統一警察法模範草案第一ａ條之規

定予以明定。 

※（立法例及參考資料） 

德國聯邦及各邦統一警察法模範草案  

第一ａ條  就警察機關對其他行政機

關之補充性，設有「除前條第一項第

二句之情形外，警察僅於其他機關



4 

 

無法防除危險或無法適時地防除危

險之場合，始得實施活動。警察於認

定其他機關知悉某些事項，對該機

關任務之遂行，具有重要性時，應該

立即將該等事項之全部，通知該機

關。第十c條第二項之適用，不受影

響。」之規定。 

第五條  警察人員人事、教

育、服制、勤務制度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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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警察行政事務之實施事

項，其立法及執行，應分

屬於直轄市、縣（市）。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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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央與地方立法執行之警察事項） 

一、條次遞移至第五條，並作部分文字

修正。 

二、原條文規範之「官制」，依「警察

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一款規定係

指「中央與地方各級警察機關之組

織、編制等事項」，按地方制度法第

六十二條第一、二項規定略以，直轄

市政府及各縣（市）政府所屬機關之

組織規程，由各該直轄市、縣（市）

政府定之。是以，有關地方警察機關

之組織編制，係由地方政府依上開

規定辦理，並循例先由警政署審查

後，再依程序辦理，執行並無窒礙。

又警政署及各級警察機關之設立，

分別於第七條及第八條中規範，故

無另為規範之必要，爰刪除「官制」

之文字。 

三、原條文規範之「官規」，依「警察

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二款規定係

指「中央與地方各級警察人員之官

等、俸給、職務等階、及官職之任免

、遷調、服務、請假、獎懲、考績、

退休、撫卹等事項」，爰參酌警察人

員人事條例章名用語及第二條規定

，修正為「人員人事」等文字，以符

實際。 

四、有關警政及警衛之內涵相近，區分

不易，爰將第二項「直轄市警政、警

衛及縣（市）警衛」等文字修正為「

直轄市、縣（市）警察行政事務」，

以資明確。 

第六條  內政部掌理全國警

察行政事務，並指導監督

各直轄市、縣（市）警察

行政事務之實施。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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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監督機關） 

一、條次遞移至第六條，並作部分文字

修正。 

二、參據「內政部組織法」第五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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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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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執行警察任務；其組織以法律

定之。」又為確立內政部及警政署之

隸屬關係，仍維持原條文前段規範，

並增加「事務」二字，同條後段並修

正為「各直轄市、縣（市）警察行政

事務之實施」，以符現況。 

第七條  內政部設警政署，

執行全國警察行政事務，

統一指揮、監督全國警察

機關，並掌理下列全國性

警察業務：  

  一、關於預防、調查、偵

查犯罪等刑事警察業務

。 

  二、關於警衛安全、聚眾

防處等保安警察業務。 

 三、關於防護機場、國道

公路、鐵路、港區、森

林等之各種專業警察業

務。 

第五條  內政部設警政署（

司），執行全國性警察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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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之警衛領海之水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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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政署之設置及掌理業務） 

一、條次遞移至第七條，並作部分文字

修正。 

二、參考現行內政部組織法第五條規

定，序文刪除「（司）」，並修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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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明確內政部

與警政署之權責，確立課責機制。 

三、現行警政署所屬機關包含刑事警

察局、航空警察局、國道公路警察局

、鐵路警察局、各保安警察總隊及

各港務警察總隊等，就各該機關所

掌業務事項，修正為第一至三款。原

第三款及第五款所列「關於管理出

入國境及警備邊疆之國境警察業務

」及「關於防護連跨數省河湖之警衛

領海之水上警察業務。」已分別於九

十六年及八十九年移撥內政部移民

署及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等機關管轄

，爰配合刪除；又因直轄市及各縣

市政府警察局，均已設置「外事科」

， 配合刪除原第二款；原第四款刑

事警察業務，刪除「內亂外患重大犯

罪」並酌作文字修正，以符實際；原

第六款各種專業警察業務，亦配合

實況予以修正。 

 第七條（刪除）  

第八條  直轄市、縣（市

）政府設警察局，掌理

各該轄區警察業務，並

執行警察行政事務。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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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局之設置及任務） 

一、條次不變，並作文字修正。 

二、為呼應本草案第六條及第七條之規

範及組織現況，刪除「科」等文字，

並將「掌理各該管區之警察行政及

業務」修正為「掌理各該轄區警察業

務，並執行警察行政事務。」，以符

現況。 

第九條  各警察機關負有相

互協力之義務，並得向警  

政署或其他警察機關請求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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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機關相互協力義務） 

一、條次遞移至第九條，並作部分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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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 

前項協助之程序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由警政署

定之。 

各警察機關人員派往

請求之警察機關執行職務

時，兼受該警察機關首長

之指揮、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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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考量警察法施行細則第七條依據

本法第六條規定之保安警察派駐地

方執行職務時與當地警察機關之聯

繫事項，有規範之必要。而地方警察

局為防處大型陳抗活動，亦循業務

管道向警政署申請警力支援。另警

政署（保安組）一百零四年一月三十

日函頒「內政部警政署機動保安警

力支援運用作業規定」，已明訂各地

方政府警察局之建制機動保安警力

、保安警察第一、四、五總隊所屬之

機動保安警力，及中央警察大學在

校學（員）生具警職身分者等，應互

相支援，以有效防處重大聚眾活動，

強化中央及地方互相密切聯繫與協

調配合，爰明定第一項。 

三、參考日本警察法第五十九條、第六

十條規範都道府縣和地方警察負有

相互協力意義，地方警察亦可請求

其他都道府縣警察協助，惟須事先

要向警察廳報備之立法例，爰明定

第二項。 

四、警察人員派往請求之警察機關執

行職務時，兼受該警察機關首長之

指揮、監督，爰明定第三項。 

五、有關刑事警察部分，應適用刑事訴

訟法之規範。爰刪除「第四款刑事警

察兼受當地法院檢察官之指揮、監

督」等文字。 

六、為避免一般行政機關推行業務遇

有障礙動輒要求成立各種警察，以

致於過度依賴警察，未能勇於執法，

弱化該行政機關自有能力，進而無

法達到政府設官分職追求效率的目

標，爰刪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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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字。 

※（立法例及參考資料） 

日本警察法 

第五十九條 都道府縣警察負有相互

協力之義務。 

第六十條 都道府縣警察公安委員會

，得向警察廳或其他都道府縣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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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援助要求。 

   都道府縣警察公安委員會依前

項規定，向其他都道府縣警察為援

助要求時，應事先（不得已時，為事

後）與警察廳聯絡必要事項。 

    因依第一項規定之援助要求而

派遣之警察廳或都道府縣警察之警

察官，得在為援助要求之都道府縣

警察公安委員會管理之都道府縣警

察管轄區域內，於該當都道府縣警

察公安委員會管理下，行使職權。 

 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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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條刪除。 

二、參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百七

十號解釋理由書之意旨認為警察法

第九條第一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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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

。原列舉之警察職權，現行已分別

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復以內政部

警政署組織法第二條所定之全國性

警察業務已規範完備，故警政署之

所掌事務不再贅述，各款刪除理由

如下： 

 （一）原第一款「發佈警察命令」、

第二款「違警處分」及第五款

「行政執行」，於行政程序法

、行政執行法等現行法規已有

相關規範，且與其他行政機關

一體適用，非警察專屬之行政

行為，本法無需另行或重複規

定之必要，爰予刪除。 

（二）原第三款「協助偵查犯罪」及

第四款「執行搜索、扣押、拘

提及逮捕」已於刑事訴訟法訂

有要件及程序，包括聲請、執

行、救濟及違反之法律效果，

本法無需另行或重複規定之必

要，爰配合刪除。 

（三）原第六款「使用警械」，警械

使用條例已訂有使用程序及要

件，本法無需另行或重複規定

之必要，爰配合刪除。 

（四）原第七款列舉警察業務，其中

保安、正俗、交通、戶口查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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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處理等事項於內政部警

政署組織法第二條已有明定，

另有關衛生、消防、救災、營

業建築及市容整理等事項，因

應民國七十二年有關建築事項

（違章建築查報及拆除之執行

）已回歸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負責，民國

八十四年警消分隸，消防及救

災業務移撥內政部消防署，衛

生事項（傳染病防制及環境衛

生）回歸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衛生福利部及環保署），營業

事項（營利事業登記及管理）

及市容整理事項回歸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經濟部、各地方政

府），爰配合刪除。 

（五）原第八款「其他應執行法令事

項」已於修正草案第二條第一

項後段明定，爰配合刪除。 

※（立法例及參考資料） 

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法第二條 本署掌理

全國性警察業務，並辦理下列事項

： 

 一、警察官制、官規、教育、服制、

勤務、後勤制度、警察職權行使及

其他警察法制之規劃、執行。 

 二、警衛安全、拱衛中樞、準備應變

及重大、緊急案件處理之規劃、執

行。 

 三、協助偵查犯罪、涉外治安處理、

國際警察合作及跨國犯罪案件協

助查緝之規劃、執行。 

 四、入出國與飛行境內民用航空器及

其載運人員、物品安全檢查之規劃

、執行。 

 五、警備治安、保障集會遊行、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自衛槍枝管理及民

防之規劃、督導。 

 六、預防犯罪、檢肅組織犯罪、保障

婦幼安全、失蹤人口查尋及維護社

會秩序事件之規劃、督導。 

 七、當舖業及保全業管理之規劃、督

導。 

 八、交通安全維護、交通秩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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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處理及協助交通安全宣

導之規劃、督導。 

 九、警察資訊作業、資（通）訊安全

及鑑識科技、通訊監察之規劃、督

導。 

 十、社會保防與社會治安調查之協調

、規劃及督導。 

 十一、警民聯繫、警察公共關係、警

政宣導及警民合作組織之規劃、督

導。 

 十二、警察勤（業）務督導及警察風

紀督察考核。 

 十三、配合辦理災害整備、應變與民

防有關之事項。 

 十四、所屬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察

通訊、民防防情指揮管制、警察機

械修理及警察廣播電臺機構之督

導、協調及推動。 

 十五、其他警政事項。 

   前條指揮、監督之命令，應以書

面行之；必要時，得以言詞行之。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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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刪除。 

二、我國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

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第二十四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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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於憲法，我國現行法制中

，針對行政法領域，已有「訴願」、

「行政訴訟」及「國家賠償」等制度

，行政救濟制度已臻完備，尚無另行

或重複規定之必要。 

第十條  管轄區域鄰接或接

近之各警察機關，得相互

協助處理其周邊之警察事

務，並行使其權限。 

      前項有關協助、聯繫

配合事項，由警政署定之

。 

 （管轄區域及權限行使） 

一、本條新增。 

二、按現行中央警察機關與地方警察

機關因轄區相鄰，警政署已訂有「權

責劃分及工作聯繫要點」。 

三、各警察機關常需越轄進行調查犯

罪或追緝犯嫌；抑或轄區管理如水

庫、科學園區等雖位置隸屬於某行

政區，但其園區出口卻為另一個行

政區，為能及時處置治安事件，仍應

由相關警察機關互相協議執勤原則

，始能遂行警察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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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考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針對台六

十四線、台六十五線快速道路橫跨

新北多個分局轄區，一旦發生車禍，

常因跨區協調，造成處理車禍時間

太長，每次車禍總是嚴重回堵。新北

市交通局及警察局為此成立「交通

敏感地區緊急應變計畫」與訂定「交

通敏感路段跨區支援協調機制」，自

一百零八年四月一日起，讓員警可

以跨區支援。因此事故發生至員警

到場處理時間由三月平均十八分鐘

減少至十分鐘；跨區案件平均事故

車移置時間由二十二分鐘縮短至十

八分鐘，大幅減少路段壅塞程度。藉

由本案例進而思考警察勤務之執行

應可建立類似機制，加速處理時效，

俾利勤務遂行。 

五、參考日本警察法第六十條之二之

立法例及我國實務現況，明定交界

或鄰近之各地方政府警察局可互相

協議執勤原則，以明確事權劃分，共

同維護公共安全與秩序。 

※（立法例及參考資料） 

日本警察法第六十條之二 管轄區域

所鄰接或接近之都道府縣警察，依

相互協議規定，為處理其境界周邊

發生之事案，得在該當有關係之都

道府縣警察管轄區域行使其權限。 

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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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警察官職採分立

制，其官等為警監、警正

、警佐。 

（官職分立及官等） 

條次不變，另警察人員人事條例已有

完整規定，爰參照該條例章名用語，增

列第二項。 

※（立法例及參考資料）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警察法修正草案第

十二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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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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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行之各警察機關編制表已

無警長及警士等編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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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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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刪除。 

二、我國警察機關行政人員均依公務

人員任用法制辦理，已無另行訂定

任用資格或程序必要，說明如下： 

（一） 警察行政人員之範圍：三十六

年五月一日內政部呈行政院之

警察法案草第七條，警察人員

區分為行政人員、技術人員、

及事務人員。第八條警察官職

採分立制。第九條警察官別如

左：一、警監。二、警正。三

、警佐。第十條警察行政人員

之任用資格及任用程序另定之

。足知是時警察行政人員係為

警察機關內非警察官之人員。 

（二） 警察組織已變更：三十四年六

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警察官任

用條例施行細則第三條規定，

本條例所稱專辦警察行政事務

之簡薦委任官，指內政部之警

政司人員及省、市、縣政府主

辦警察行政之科長、科員、辦

事員等。警察機關迭經變革，

警察行政業務均劃歸本署及各

縣（市）政府警察局，目前內

政部或省、市、縣政府已無辦

理警察行政事務單位及人員。 

第十二條 中央設警察大學

、警察專科學校，辦理警

察教育、訓練。 

前項警察教育分為養

成教育、進修教育。 

第一項警察訓練分為

基礎訓練、陞職訓練及專

業訓練。 

警察人員之考選、任

用與陞遷，應結合警察教

育、訓練為之。 

 

第十五條   中央設警察大學

、警察專科學校，辦理警察

教育。 

（警察教育、訓練機關及內容） 

一、原條次遞移至第十二條，配合修正

文字，並增列第二至四項。 

二、參照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十一條第

二項有關警察人員之任用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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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將第

一項後段增列「訓練」等文字，以資

明確。 

三、依據人事管理理論區別「教育」與

「訓練」在學理上有不同的意涵，教

育著重長時間之灌輸基本知識，訓練

則著重在短時間施訓專門知識與工

作技能，前者如二年以上之警察養成

教育，後者如警佐班之陞職訓練。另

參照「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用語，

於第二項中律定警察教育的內容分

為「養成教育」及「進修教育」二類



12 

 

，不採警察教育條例第二條「深造教

育」之用語，以作為未來修正警察教

育條例第二條之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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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由於警察教育條例第六條對進修教

育與深造教育之內容分類與社會通

念迥異，教育與訓練混為一談，爰增

列第三項，將警察訓練分為基礎訓練

、陞職訓練及專業訓練等三類。以作

為未來修正警察教育條例之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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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陞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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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等之陞職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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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增列第四項，明定警察人員之考選

、任用與陞遷，應結合警察教育、訓

練為之，以利警察人員之考選、任用

與陞遷，能與警察之教育與訓練相結

合。 

※（立法例及參考資料）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警察法修正草案版

本第十四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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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人員之考選、任用與升遷，

應結合警察教育、訓練為之。 

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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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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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警察機關預算務實規劃及補助

） 

一、原條次遞移至第十三條，並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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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情形分別規劃；各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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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警察機關經費，

如確屬不足時，得陳請中

央補助。 

修正，以符實際。 

二、依據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十九

條、第七十條及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三十七條規定，直轄市、縣市警政及

警衛之實施，即為修正草案第六條

所定之「警察行政事務」，屬其自治

事項，所需經費應由其自有財源優

先編列預算支應。故現行我國警察

預算之編列，係依警察機關組織隸

屬區分，由中央及地方政府分別編

列。 

三、因警察有別於一般公務機關，具有

勤務時間二十四小時不間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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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立法例，宣

示各級政府（包含中央與地方）應務

實編列警察預算，保持足夠治安需

要之經費，以維社會安全。 

四、為期各地方政府配合警政署重大

施政或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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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涉及全國一致性

如各級警察機關之武器、彈藥及防

彈裝備，依「各級警察機關學校武器

彈藥統籌調配辦法」規定，由警政署

編列預算並統一採購配發。 

※實例：依據警察服制條例等相關法

規，並以員警執勤時必要穿著計算

每人每年服裝費約新臺幣（以下同）

六千九百八十元（夏長袖警便服一

套一千四百八十元、夏短袖警便服

一套一千四百八十元、冬警便【常】

服一套二千九百七十元、皮鞋一千

零五十元），另地方政府警察機關編

列員警服裝經費係依行政院主計總

處核列地方政府基本財政支出之原

則，以地方政府警察局人數（不含行

政人員），每人每年六千七百元計列

。惟現行因政府近年逐年緊縮基本

維持經費，一百十年度依一百零九

年度法定預算緊縮百分之十匡列基

本維持經費額度，故實際員警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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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每人僅約二千一百元至四千九百

五十二元不等，遠低於地方警察機

關服裝預算，致警政署辦理新式警

察制服換裝案時，面臨制服籌補不

足之窘境。 

第十四條  為增進警政效能

、提升科技運用，各警察

機關共通及特殊設備之

基準，由內政部定之。 

 

 

第十七條  各級警察機關之

設備標準，由中央定之。 

 

 

 

（警察機關設備基準之訂定） 

一、原條次遞移至第十四條，並作文

字修正。 

二、考量各警察機關使用之設備分為

公務機關共通設備及警察特殊設備

，其中公務機關共通設備如物品、

車輛等，行政院已訂頒事務管理各

手冊，可據以援引；另考量科技日

新月異，各項應勤裝備須不斷更新

、精進，以強化執勤能力，提升警

政效能，爰警察機關共通及特殊設

備之基準，明定由內政部定之，以

符實需。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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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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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器彈藥之調配） 

條次配合遞移至第十五條。 

第十六條  警察機關為達成

警察任務，得與相關主管

機關、團體建構合作機制

。 

前項工作，警察得運

用民力協助執行之；有關

民力之執勤措施及規範，

由警政署定之。 

 （機關、團體合作與民力運用） 

一、本條新增。 

二、治安問題並非警察機關可獨立解

決，應從公共治理之運用其他行政

部門之力量來共同防制，故新增第

一項規定，相關實務運作說明如下： 

 （一）行政院為強化維護社會治安，

研議抗制犯罪對策，並加強督

導及管考，於九十六年特設行

政院強化治安會報，其任務計

有一.社會治安政策與重大措

施之協調、聯繫及規劃事項。二

.社會治安工作執行情形之督

導事項。三.其他有關社會治安

工作之協調及推動事項。該會

報由行政院院長為召集人，編

制成員計有內政部、財政部、教

育部、法務部、經濟部、交通部

、勞動部及衛生福利部部長、

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環境保

護署署長、國家發展委員會、大

陸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海洋委員會及國家通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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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委員會主任委員、各直轄市

市長等，而警政署署長應列席，

並得視實際需要，邀請中央政

府及縣（市）政府等相關機關首

長或專家、學者列席。該會報即

屬跨部會平台，共同研議犯罪

對策。 

（二）警政署自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

十一日函頒「警察機關運用『第

三方警政』策略強化維護治安

專案計畫」，要求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警察局除對刑事不

法予以檢肅偵辦外，針對轄內

幫派組合圍事或投資經營之營

業場所、易滋生毒品犯罪之營

業場所或其他有治安顧慮之營

業場所，發現涉有其他行政機

關行政不法權責事項者，即時

運用第三方警政概念，協調、結

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各依權

責針對營業場所行政不法行為

裁罰之運作機制，並確實納入

地方政府治安會報管制或相關

會報追蹤，並請地方首長出席

主持，以彰顯改善治安的決心。

對於特定營業場所，除積極運

用勤務作為，防處其過度囂張、

滋擾安寧秩序外，有關其行政

不法部分，為求速效，應主動報

請地方政府聯合稽查小組，結

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聯

合稽查，立即開罰，在行政不法

事項未改善前，由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依職權處以命令停業，

壓制業者囂張氣燄。 

三、警察機關運用民力（民防人員、義

警、山地義警、義交及守望相助巡守

隊員等）協助維持地方治安及整理

交通秩序之工作已行之有年，績效

非凡，惟未於警察相關法規就「警力

有限，民力無窮」概念作規範，故於

本條第二項增列之。至於該等民力

之任務、服勤內容等，現行依據「民

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

事勤務辦法」相關規定辦理，惟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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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及使用之應勤裝具尚未作明確

規範，仍需由各業管單位訂定相關

作業規定，俾利該等民力遵循。 

第十七條  警察與檢察官之

關係，依刑事訴訟法之規

定辦理。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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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警關係） 

一、條次遞移至第十七條，並作文字修

正。 

二、內政部與法務部非為相互隸屬之

機關，檢察官如介入警察機關之獎

懲，將與機關首長之領導權產生杆

格。另各行政機關間均具有組織自

主權及人事自主權，警察人員之獎

懲已有公務人員考績法、警察人員

人事條例及警察人員獎懲標準等法

令規定，為尊重各警察機關首長權

限，爰刪除原條文內容，並參考日本

警察法第七十六條之立法例，相關

檢警關係及運作，回歸適用我國「刑

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規定司

法警察官有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之

職權、第二百三十條之司法警察官

應受指揮偵查犯罪、第二百三十一

條規定司法警察受命令偵查犯罪等

規定。 

※（立法例及參考資料） 

日本警察法第七十六條（與檢察官之

關係） 都道府縣公安委員會及其

警察官，與檢察官之關係，依刑事訴

訟法之規定。國家公安委員會及警

察廳長官應經常與檢察總長保持緊

密聯繫。 

第十八條  為防制跨國、跨

境犯罪，得與相關國家、

區域之組織或執法機構，

建立警政合作機制。 

 （國際及跨境警政合作） 

一、本條新增。 

二、犯罪無國界，為與世界接軌，讓防

制犯罪無遠弗屆， 

三、查目前我國與相關國家、地區訂有

訂定與國外執法機關締結警政合作

關係之條約或協定事宜等機制，例

如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

國在台協會間之刑事司法互助協定

、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

助協議、駐菲律賓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與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間刑

事司法互助協定、駐南非共和國臺

北聯絡代表處與南非聯絡辦事處刑

事司法互助協議等，爰參考國防法

https://law.moj.gov.tw/Hot/AddHotLaw.ashx?pcode=Y0030091&cur=Cn&kw=%e9%a7%90%e8%8f%b2%e5%be%8b%e8%b3%93%e8%87%ba%e5%8c%97%e7%b6%93%e6%bf%9f%e6%96%87%e5%8c%96%e8%be%a6%e4%ba%8b%e8%99%95%e8%88%87%e9%a6%ac%e5%b0%bc%e6%8b%89%e7%b6%93%e6%bf%9f%e6%96%87%e5%8c%96%e8%be%a6%e4%ba%8b%e8%99%95%e9%96%93%e5%88%91%e4%ba%8b%e5%8f%b8%e6%b3%95%e4%ba%92%e5%8a%a9%e5%8d%94%e5%ae%9a
https://law.moj.gov.tw/Hot/AddHotLaw.ashx?pcode=Y0030091&cur=Cn&kw=%e9%a7%90%e8%8f%b2%e5%be%8b%e8%b3%93%e8%87%ba%e5%8c%97%e7%b6%93%e6%bf%9f%e6%96%87%e5%8c%96%e8%be%a6%e4%ba%8b%e8%99%95%e8%88%87%e9%a6%ac%e5%b0%bc%e6%8b%89%e7%b6%93%e6%bf%9f%e6%96%87%e5%8c%96%e8%be%a6%e4%ba%8b%e8%99%95%e9%96%93%e5%88%91%e4%ba%8b%e5%8f%b8%e6%b3%95%e4%ba%92%e5%8a%a9%e5%8d%94%e5%ae%9a
https://law.moj.gov.tw/Hot/AddHotLaw.ashx?pcode=Y0030091&cur=Cn&kw=%e9%a7%90%e8%8f%b2%e5%be%8b%e8%b3%93%e8%87%ba%e5%8c%97%e7%b6%93%e6%bf%9f%e6%96%87%e5%8c%96%e8%be%a6%e4%ba%8b%e8%99%95%e8%88%87%e9%a6%ac%e5%b0%bc%e6%8b%89%e7%b6%93%e6%bf%9f%e6%96%87%e5%8c%96%e8%be%a6%e4%ba%8b%e8%99%95%e9%96%93%e5%88%91%e4%ba%8b%e5%8f%b8%e6%b3%95%e4%ba%92%e5%8a%a9%e5%8d%94%e5%ae%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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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條立法例訂定本條，以符

實際。 

四、相關國家、區域之組織或執法機構

，分述如下： 

 （一）國際或區域警察組織，如名冠

以警察、刑警之國際及區域組

織，如國際警察首長協會、國際

刑警組織、歐洲刑警組織。 

 （二）外國或地區執法機構，如外國

與中國大陸、港澳地區執法機

構，如美國聯邦調查局（FBI）

、新加坡警隊、香港警務處等。 

 （三）其他犯罪防制組織或學術機構

，如艾格蒙洗錢防制組織、聯

合國毒品及犯罪問題辦公室、

南密西西比大學全國大型運動

中心、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約翰

杰刑事司法學院及紐海芬大學

李昌鈺刑事司法及鑑識科學學

院。 

※（立法例及參考資料） 

國防法第三十三條 與友好國家締結

軍事合作關係之條約或協定：中華

民國本獨立自主、相互尊重之原則，

與友好國家締結軍事合作關係之條

約或協定，共同維護世界和平。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警察法修正草案版

本第十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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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條  本法施行細則，

由內政部定之。 

第十九條  本法施行細則，

由內政部定之。 

（施行細則） 

未修正。 

第二十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

行。 

第二十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

行。 

（施行日期） 

未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