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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警察法 

第一節  申論題 

一、2017 年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維護社會治安的司法分組」（第五

組）就「警察犯罪預防策略」子題，決議：為能合理化警察績效制度，

提升執法效能，以維護社會治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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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法第 9 條第 7 款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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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為警察職權，請問該規定

是否妥適？試論述之。 【107 一般警四】 

可能命題老師：警大梁老師。 

高分答題核心： 本題主要的測驗點在於對警察職權範圍過廣，應如何限縮，

應要涉及警察權的集中與分散論，以及脫警察化（或稱警察

權的分散理論）之說明，再回推題旨檢討本條之妥適性。 

 
析 解 

 

依題所示，本題主要考點為警察法第 9 條第 7 款警察業務之警察職權規範

是否妥適，依據學理以警察權之分散（或稱為脫警察化）說明如下： 

㈠論者以為：警察法第 9 條第 7 款之立法乃採行戰前之傳統的行政警察概

念，係為警察權集中化之思維，而與戰後各先進國家盛行之「脫警察化現

象」及「警察權之分散趨勢」背道而馳之警察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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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警察職權之規定，竟能長期存在，未被

修正，實在不可思議。所謂的脫警察化是指：社會生活帶來有害的影響之

危險或障害，依該危險或障害之性質，法律上、制度上將處理該危險或障

害之第㈠次的權限，歸屬於具有專門知識的其他國家機關之場合，警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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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立即地、直接地介入該等危險或障害。警察權介入此種危險或障害，

以第㈠次的處理機關無法適時適切地處理該危險或障害；為保護被害者，

警察機關之介入係出諸不得已；法律設有警察機關輔助第㈠次的處理機關

處理事務規定之旨的場合為限。此即所謂的警察補充性原則。 

㈡依據上述之原則檢視警察法業務下之職權，其中相關之業務，如：保

安，即保護社會安全之業務，如山地清查、槍砲管制、集會遊行、義勇警

察組訓、保安裝備等。正俗，即端正社會善良風俗之業務，如特種行業

之清查、管理及取締；妨害風化檳榔攤之勸導取締；違規賭博電玩店之查

察取締；非法行乞行為之取締；協助處理遊民妨害秩序之業務等。交通

包括：交通事故之處理，交通違規之取締，交通責任之調查、交通秩序之

維護。外事處理，應限於外來人口所涉及之治安事項等等這些業務仍與

警察之專業職掌有關，應可以保留。 

㈢然與前述原則背道而馳之警察業務則有：戶口業務，依法為戶政機關

所管轄之事項，早期並有戶警合㈠之制度，在民主國家中警察不宜掌管戶

口，警察職務只限於對「治安顧慮人口」為預防性之查察，對㈠般之人民，

不宜全部列為調查之對象。有關「衛生、消防、救災、營業建築、市容

整理等，均明顯不屬於警察所主管之業務，並以行政院衛福部、內政部消

防署、營建署及地方政府之主管局處為主管機關。惟其事項所衍生之危害

治安秩序、人民生命安全行為，仍須警察協助配合執行。 

綜上所述，警察之業務應依據補充性原則予以修正，方為正辦。 

二、攤商甲係不明身分人士，於公共場所任意叫賣物品，造成妨礙交通，

警察人員到場制止，甲不聽禁止，警察人員逕行通知其到場調查時，

甲亦不願配合而欲離去，警察人員伸手抓住其手腕，使其停止離去。

請依強制手段與任意手段之性質，論述該警察人員之行為為強制手段

抑或任意手段。 【105 警特四等】 

可能命題老師：周慶東老師。 

高分答題核心： 學說爭議於強制手段與任意手段的區別，有權利侵害說、實

力說與有形強制力說之爭議，寫出爭議重點分數才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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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解 

 

警察之權限，可類型化為強制手段與任意手段： 

兩者之區別理由，在於警察執行職務之際，除非有特別之法律授權，否

則不得採行強制手段。與此相對者，任意手段則縱無特別之法律規定，

亦得為之。換言之，在現代民主國家所要求之法治原則下，限制人民權

利、自由之活動，必須有特別的法律根據，而強制手段乃限制人民權利、

自由之典型措置，故應有特別的法律根據。 

學說上之觀點： 

警察權限，係指個別的警察官，於實施犯罪（危害）預防活動時，所得

採取之措置。由於警察官之犯罪偵查活動權限與犯罪（危害）預防活動

權限，所應遵守之基本原理（如強制處分（手段）法定主義、強制處分

（手段）及任意處分（手段）均應符合相當性之原則等是），並無㈡致。

以刑事訴訟法之學理區別強制手段與任意手段區別學說，主要有： 

有形力行使說： 

依據此說，是否為直接的、有形的實力行使，乃區別強制手段與任意

手段之重要基準。按照是項基準，任意手段不應行使有形力；而只要

不是行使有形力，皆可以任意手段名義被允許。 

實力說： 

此說認為在強制與任意中間，存有不涉及強制之實力行使之現實的階

段，此可涵蓋在做為任意手段之「說服」概念之中。是種位於純粹的

任意與純粹的強制中間之某種實力行使，只要在社會通念上之妥當性

限度內者，為任意手段之範圍。例如對拒絕職務質問而欲逃走之人，

施加「抓住手腕」、「按住肩膀」等程度之有形力行使，應係警察官職

務執行法上之任意處分。然而，若使用竊聽器、盜聽電話等手段，從

文化規範或人權保障觀點而論，則非適當，不得以任意手段之名義實

施之。 

權利侵害說： 

學者有認為關於任意手段與強制手段之區別基準，與其採取「有形力

行使說」所強調的以「有形力之行使」為決定要素，毋寧改以「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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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測驗題 

壹、警察法原理原則 

 警察法第 2 條規定警察依法防止㈠切危害，下列何種危害非屬警察

法定任務範圍？ 違反交通規則 暴行鬥毆 圍堵政府機

關潑漆抗議 亂丟垃圾污染環境 【107 警特㈢等】 

：應是屬於環保機關的權限。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有多號解釋涉及警察事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釋字第 588 號解釋，認為憲法第 8 條之警察機關是組織法上狹義

的警察概念 釋字第 760 號解釋，認為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11

條使未具警察教育學歷者不得擔任警察之規定違憲 釋字第 718

號解釋，認為集會遊行法第 8 條未排除緊急性及偶發性集會遊行，

違反憲法比例原則 釋字第 666 號解釋，認為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0 條罰娼不罰嫖之規定違反憲法比例原則 【107 警特㈢等】 

：是廣義，訓練亦可以任職，非僅限學歷，是平等原

則。 



 有關警察法規之法律屬性問題，下列敘述何者最為正確？ 警察

人員使用警械致人傷亡之費用支給標準，屬救濟法性質 警察教

育條例兼具組織法與行為法之性質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屬行為

法之性質 警察服制條例兼具組織法與行為法之性質 

 【107 警特㈢等】 

：、、皆是組織法。 



 依據學理上之意義，有關最廣義警察法之內涵，下列何者並不包

括？ 行政法 民法親屬編 刑事法 行政執行法 

 【107 警特四等】 

：大法官會議解釋第 588 號：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稱「非經

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之「警察

機關」，並非僅指組織法上之形式「警察」之意，凡法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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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為目的，賦予其機關

或人員得使用干預、取締之手段者均屬之，是以行政執行

法第十九條第一項關於拘提、管收交由行政執行處派執行

員執行之規定，核與憲法前開規定之意旨尚無違背。 

 憲法第 8 條第 l 項所定：「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

逮捕拘禁」之「警察」概念，依司法院釋字第 588 號解釋，係指下

列何者？ 組織法上的警察 制定法上的警察 實質意義

的警察 狹義的警察 【107 ㈠般警四】 

：凡是基於維護社會安寧秩序或公共利益之目的，對於人民

以命令或強制，並限制其自由之作用，均為警察（範圍較

廣）。換言之，只要是實質上行使上述權限者皆為警察。例

如：行政執行法中有關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人員所

為之拘提管收行為，屬實質上之警察機關（釋字第 588 號

解釋參照）。 



 憲法第 8 條第 1 項中所稱「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

逮捕、拘禁」之「警察機關」，其意義為何？ 僅指組織法上之

形式警察 以維護國家利益為目的之警察機關 不以法律規

定為必要，但能使用干預、取締之手段者 除組織法上之形式警

察外，凡法律規定，以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為目的，賦予

其機關或人員得使用干預、取締之手段者 【105 警特㈢等】 

：大法官釋字第 588 號解釋：「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稱『非經

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之『警察

機關』，並非僅指組織法上之形式『警察』之意，凡法律規

定，以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為目的，賦予其機關

或人員得使用干預、取締之手段者均屬之，是以行政執行

法第十九條第一項關於拘提、管收交由行政執行處派執行

員執行之規定，核與憲法前開規定之意旨尚無違背。」 



 警察法訂定的法源依據為何？ 憲法 警察勤務條例 刑

事訴訟法 警察職權行使法 【105 警特四等】 

：警察法第 1 條：「本法依憲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第十七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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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之。」 

 下列有關「警察」概念之敘述，何者正確？ 依司法院釋字第 588

號解釋，執行拘提、管收之行政執行官暨執行員，係屬「形式」意

義的警察 依行政罰法第 34 條規定，為確認身分而得會同警察

人員強制隨同到指定處所之警察，係指「組織法」上的警察 凡

為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依法律規定得對人民行使干預、

取締之行政機關活動者，皆屬「狹義」的警察 警察職權行使法

上所稱之警察，係指「作用法」上的警察 【103 警特四等】 

：此為廣義的警察。也是廣義警察。是組織法上的警

察。 



 下列何者屬於警察法第 9 條所稱依法行使職權之警察人員？ 暫

支領警佐待遇人員 防護國家重要事業設施之各種專業警察人

員 依行政執行法執行拘提管收之執行員 內政部核准設置

之各機關學校駐衛警察 

：這裡的警察指的是狹義的警察。 



 下列有關警察法規範之敘述，何者有誤？ 內政部為中央警察主

管機關，得依法發布警察命令 「有組織法，即有行為法」，故

依警察官制規定，即可對人民實施強制作為 警察法之整體內容

既係組織法規範，則該法不能作為警察行使權限，採取措置之依據 

不涉及人民權利範疇之警察措置，祇要在警察法第 2 條所定警察

任務範圍內，即可發動 

：組織法與行為法要屬二事，一個內部事項，一個是外部事

項，組織法是不能做為侵害人民權利之基礎。 



 下列何者為警察之輔助任務？ 依法維持公共秩序 依法保

護社會安全 依法防止㈠切危害 依法促進人民福利 

：警察法施行細則第 2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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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法」之立法依據為何？ 憲法第 109 條第 1 項第 10 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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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 憲法第 109 條第 1 項第 17 款制定之 憲法第 108 條第 1

項第 18 款制定之 憲法第 108 條第 1 項第 17 款制定之 

：警察法第 1 條：「本法依憲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第十七款

制定之。」 

 依「警察法」第 3 條之規定，下列何者並非全國性之警察法制？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總隊組織通則 台北市攤販管理規則 

警察人員管理條例 集會遊行法 

：是地方性事務。 



 依「警察法」之規定，警察之主要任務為何？ 維持公共秩序、

保護社會安全，防止㈠切危害 保護私權 協助其他機關執行

職務 促進人民福利 

：警察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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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法第 2 條的任務規定，屬於： 組織法上形式意義之警察機

關所適用 劃定實質意義警察機關之管轄事務範圍 行政警

察任務 行為法 

：任務條款是規範狹義的警察。是組織法的問題。警

察任務不限於行政警察。警察法是組織法。 



 下列有關「警察」意義之敘述，何者正確？ 狹義之「警察」意

義，著重「實質功能」之觀察，係指以維護公益或公序為目的，而

具強制手段特質之國家行政作用或國家行政主體，如警察職權行使

法之「警察」 廣義之「警察」意義，即形式之意義者，則就組

織上予以著眼，而含括警察組織之形式－警察法，故係指法律所明

文規定之警察機關及人員而言 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所稱「非經司

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之「警察機關」，乃

採廣義，具有功能上「警察」之意義，並非僅指組織法上之形式「警

察」之意 行政執行法第 19 條第 1 項關於拘提、管收交由行政

執行處派執行員執行之規定，該執行員即具有狹義（組織上）「警

察」之意義，核與憲法規定之意旨尚無違背 

：、廣義、狹義的意義正好寫反。是廣義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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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般行政機關需要請求警察機關協助時，原則上應依下列何法所規

定之程序為之？ 警察法 警察法施行細則 行政程序法 

行政院組織法 

：行政程序法第 19 條：「Ｉ行政機關為發揮共同一體之行政

機能，應於其權限範圍內互相協助。Ⅱ行政機關執行職務

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無隸屬關係之其他機關請求

協助︰一、因法律上之原因，不能獨自執行職務者。二、

因人員、設備不足等事實上之原因，不能獨自執行職務者。

三、執行職務所必要認定之事實，不能獨自調查者。四、

執行職務所必要之文書或其他資料，為被請求機關所持有

者。五、由被請求機關協助執行，顯較經濟者。六、其他

職務上有正當理由須請求協助者。Ⅲ前項請求，除緊急情

形外，應以書面為之。Ⅳ被請求機關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拒絕之︰一、協助之行為，非其權限範圍或依法不得為

之者。二、如提供協助，將嚴重妨害其自身職務之執行者。

V 被請求機關認有正當理由不能協助者，得拒絕之。Ⅵ被

請求機關認為無提供行政協助之義務或有拒絕之事由時，

應將其理由通知請求協助機關。請求協助機關對此有異議

時，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決定之，無共同上級機關時，由被

請求機關之上級機關決定之。Ⅶ被請求機關得向請求協助

機關要求負擔行政協助所需費用。其負擔金額及支付方

式，由請求協助機關及被請求機關以協議定之；協議不成

時，由其共同上級機關定之。」（此種協助是行政執行法以

外的協助，若是行政執行法的行政協助，則是行政執行法

第 6 條：「Ｉ執行機關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必要時請

求其他機關協助之：一、須在管轄區域外執行者。二、無

適當之執行人員者。三、執行時有遭遇抗拒之虞者。四、

執行目的有難於實現之虞者。五、執行事項涉及其他機關

者。Ⅱ被請求協助機關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其不能

協助者，應附理由即時通知請求機關。Ⅲ被請求協助機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