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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法 

中華民國 42 年 6 月 15 日總統令制定公布全
文 20條 

中華民國 75 年 7 月 2 日總統（75）華總
（一）義字第 3454 號令修正公布第 15 條
條文 

中華民國 86 年 4 月 23 日總統（86）華總
（一）義字第 8600095560 號令修正公布第

15條條文 
中華民國 91 年 5 月 15 日總統（91）華總一
義字第 09100095580 號令修正公布第 3、

4、15、16條條文；並刪除第 7條條文 
中華民國 91 年 6 月 1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100116950號令修正公布第 18條條文 
 

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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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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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實務】 

△至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7 條第 2 項第 6 款，雖然規定警員應
維護兒童安全，又警察法第 2條亦規
定警察應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

害，促進人民福利，仍非謂警察應長

期替代、承擔對於棄童的扶養義務。

何況行為人原可依法向相關社會福利

機關（構）請求提供協助，適時、適

切、適法使無自救力人獲得生存所必

要的安置、保護措施，倘竟捨此不

為，卻任令逃免刑責，無異鼓勵不

法，豈是事理之平，又如何能夠符合

國民的法律感情、維持社會秩序、實

現正義。（最高 104台上 2837決） 
△要旨：被告機關所屬內湖分局因宏揚

營造公司負責人向該分局報案稱，其

承攬之內湖區第二期自辦市地重劃區

公共設施工程工地工棚屢遭破壞，該

工程舉行開工典禮，有人欲糾眾騷擾

破壞，請求警方保護，該分局乃派員

警於當日前往現場蒐證，維持秩序，

係屬職權上行為，並無逾越權限或有

違法情事。 
 裁判內容：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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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警察法第

二條所明定。又，「警察依法行使左

列職權……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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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第九條第

七款亦有規定。（行政 82 判 2903
決） 

第三條 (中央與地方警察權限) 

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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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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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理由】 

△一、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

調整，第一項刪除交由省執行之

規定，並審酌現況，增列交由直

轄市執行之規定。 

警
察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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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又配合省政府警政廳已改併內

政部警政署，其掌理事項並已

改由內政部警政署辦理，爰刪

除第二項所列省警政實施事

項。並審酌直轄市掌理警政、

警衛之現況，增列直轄市警衛

之立法及執行事項；並酌作文

字修正。（91 年） 
【原條文】 

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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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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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年） 
第四條 (內政部之警察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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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理由】 

△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

整，省政府警政廳已改併內政部警政

署，其掌理事項並已改由內政部警政

署辦理，爰刪除省警政之實施部分，

並審酌直轄市掌理警政、警衛之實施

現況及配合原條文第七條之刪除，增

列直轄市警衛、縣（市）警衛亦由內

政部指導監督。（91 年） 
【原條文】 

內政部掌理全國警察行政，並指

導監督各省（直轄市）警政之實

施。（42年） 

第五條 (警政署之警察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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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鹽等事業設

施之各種專業警察業務。 
第六條 (其他機關之指揮監督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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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刪除) 

【刪除理由】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

織調整，省政府警政廳已改併

內政部警政署，其掌理事項及

警
察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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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監督各縣（市）警衛實

施之權責，並已調整改由內政

部警政署辦理，爰刪除本條。

（91 年） 
【原條文】 

省政府設警政廳（處科），掌理全

省警察行政及業務，並指揮、監

督各縣（市）警衛之實施。（42
年） 

第八條 (警察局設立及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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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警察之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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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實務】 

△釋字第 570號解釋。 
 人民自由及權利之限制，依憲法第二
十三條規定，應以法律定之。其得由

法律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者，則授

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

始得據以發布命令。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經濟
部及內政部會銜修正發布之玩具槍管

理規則（已廢止），其第八條之一規

定：「玩具槍類似真槍而有危害治安

之虞者，由內政部公告禁止之」。內

政部乃於八十二年一月十五日發布台

（八二）內警字第八二七○○二○號

公告（已停止適用）：「一、為維護

公共秩序，確保社會安寧，保障人民

生命財產安全，自公告日起，未經許

可不得製造、運輸、販賣、攜帶或公

然陳列類似真槍之玩具槍枝，如有違

反者，依社會秩序維護法有關條文處

罰」，均係主管機關基於職權所發布

之命令，固有其實際需要，惟禁止製

造、運輸、販賣、攜帶或公然陳列類

似真槍之玩具槍枝，並對違反者予以

處罰，涉及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應

由法律或經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規

定。上開職權命令未經法律授權，限

制人民之自由權利，其影響又非屬輕

微，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法律保

留原則不符，均應不予適用。 
△依警察法第 9 條第 3、4 款規定，警
察負有協助偵查犯罪、執行搜索、扣

押、拘提及逮捕等職權。再按警察執

行勤務，依警察勤務條例第 11 條規
定，其方式包括勤區查察、巡邏、臨

檢、守望、值班與備勤，其不論積極

採取甚或消極不採取任一勤務執行方

式，均攸關警察任務目的之能否圓滿

達成，故警察為使他人得以規避查

緝，趁隙進行犯罪，而告知警察勤務

作為，或指導如何因應，既已為告知

之積極行為，足以影響查緝效果，助

長犯罪，即屬包庇，要不因其所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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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究係警方積極作為或消極不

作為，有所不同。（最高 107 台上
4191決） 

△將交通事項列為警察職權即明，為此

處罰條例除明文規定警察機關為交通

違規處罰機關之一，亦明文賦予交通

勤務警察執行交通指揮（處罰條例第

4 條參照）、交通稽查及違規紀錄
（處罰條例第 7條參照）、舉發交通
違規（處罰條例第 7 條之 1、第 7 條
之 2參照）等權限，俾使警察機關得
以達成防止交通危害之交通管理任

務。（最高行 104判 708決） 
△依警察法第 9條第 8款、警察法施行
細則第 10 條等相關規定，警察固應
負責協尋及移送行方不明外勞至移民

署作後續遣返之處理，惟除行方不明

外勞於行方不明期間有涉犯刑事犯罪

應予偵查外，其本身縱有違反入出國

及移民法等相關規定，然究非刑事涉

案之偵查對象，則警察於執行協尋及

前揭移送業務時，即非協助檢察官、

受其指揮或受其及司法警官命令偵查

犯罪之司法警察（官），自亦非貪污

治罪條例第 7條所稱之有調查職務之
人員。（最高 108台上 3561決） 

第十條 (行政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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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官職分立及官等) 

警察官職採分立制，其官等為警

監、警正、警佐。 
第十二條 (基層警員制) 

警察基層人員得採警員制，其施行

程序，由內政部定之。 

第十三條 (警察行政人員之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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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 (檢察官提請懲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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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 (警察教育機關之設置) 

中央設警察大學、警察專科學校，

辦理警察教育。 
【修正理由】 

△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

整，並審酌警察教育執行現況及未來

需要，刪除第一項由各省（市）設置

及第二項由省（市）聯合設置警察專

科學校或警察學校之規定，並將此二

項規定予以修正合併。（91 年） 
【原條文】 

Ⅰ中央設警察大學，各省（市）設

警察專科學校或警察學校。 
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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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年） 
第十六條 (地方警察預算標準之規劃

與補助) 

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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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前項警察機關經費，如確屬不足

時，得陳請中央補助。 
【修正理由】 

△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

整，刪除第二項有關省由中央補助及

縣（市）由省補助之規定，並修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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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逕向中央陳請補助。（91 年） 
【原條文】 

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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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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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年） 
【司法實務】 

△釋字第 307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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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條 (警察機關之設備標準訂定) 

各級警察機關之設備標準，由中央

定之。 
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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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理由】 

△為使「警察機關武器彈藥調配保管辦

法」有法源依據，爰修正本條文。

（91 年） 
【原條文】 

各級警察機關之武器彈藥，由中

央統籌調配之。（42年） 
第十九條 (施行細則) 

本法施行細則，由內政部定之。 
第二十條 (施行日)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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