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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808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11月22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1345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麗蟬等 20 人，鑑於「警械使用條例」於中華民國
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修正實施以來，再無修改。惟，目前
警察人員使用槍械造成之法律糾紛日易增加。是故，為維護
警察人員依「警械使用條例」使用槍械之權益，應將法律條
文與時俱進。爰修改「警械使用條例」部分條文。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提案人：林麗蟬
連署人：徐榛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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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械使用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警械使用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修正實施以來，已逾十
餘年未依實際需求調整。
惟，科技日新月異，警械之使用不再局限於傳統所知之警棍與警槍。尤其，近年來警察人員
使用警械，衍生出相關法律問題，造成社會輿論討論，突顯出本條例一些已不合時宜，以及無法合
理因應實際需求情況發生之處。
是故，乃修正本條例以符實際需求。警械使用條例修正包含了警械使用的前、中、後各階段
相關的環節，從前期的警械使用教育、法治教育、專業訓練。中期的警械使用時機、停止警械使用
時機、現場證據保全教育，後期的警械使用後衍生責任定義、訴訟問題完整修正。
一、修改第一條。
警械種類因時俱進，且每項警械皆經核定，標定個別警械實無其意義且更為繁雜，故修
正刪除個別警械項目。
二、修改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
原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為訂定各種情況下應使用何種警械，但值勤遇到的情況詭譎
多變，並無法完全用條文以一概之，何種情況適用何種警械應在警察教育中落實教育，故無
須在法條中強行定義。故修改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將個別適用警械，統改為警械。
三、修改第六條。
修改警察人員應基於急迫需要，合理使用槍械，不得逾越必要程度。急迫需要是累贅詞
，既然已是合理使用且無逾越必要程度，何需再綁上急迫需要的條件。反而成為警察人員在
合理使用槍械後的陷阱。
四、刪除第九條。
刪除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時，如非情況急迫，應注意勿傷及其人致命之部位。本條所提內容等
同於違反第六條之合理使用槍械，不得逾越必要程度。況致命部位難以清楚界定，除腦，心
臟等重大器官外，動脈是否為致命部位，若因個人體質問題而致命，是否又可認定為致命部
位？警察人員依法執勤，依法使用警械，其主要目的在於壓制歹徒，使其無法反抗。壓制造
成結果則非主要關注點，此乃普世可接受觀點，第六條限定合理使用槍械，不得逾越必要程
度，以概括本條，故予以刪除。
五、修改第十一條。
警察人員在發生致第三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相關事項時，因不清楚保障自身權益相
關條文，為維護警察人員相關之權利。故在本條文中增設各級政府及所屬警察局應主動介入
協助警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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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增第十一條之二。
警械使用最大的缺陷在於教育訓練尚未能針對員警合理判斷能力進行強化，以支撐面臨
當代社會瞬息萬變的狀況下之執法作為。為使警察人員能合理適當使用警械，所需之教育訓
練與警械使用準則，強制力分級觀念與規範，強制力使用技術及快速用槍反應訓練，法制與
訴訟能力由警政署設立專責小組負責，協同警察教育單位，專家學者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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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械使用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現

行

第一條

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

第一條

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

警械種類因時俱進，且每項警

，所用警械為經核定之器械
。

，所用警械為棍、刀、槍及
其他經核定之器械。

械皆經核定，標定個別警械實
無其意義且使法規更為繁雜，

警察人員依本條例使用
警械時，須依規定穿著制服

警察人員依本條例使用
警械時，須依規定穿著制服

故修正刪除個別警械項目。

，或出示足資識別之警徽或
身分證件。但情況急迫時，

，或出示足資識別之警徽或
身分證件。但情況急迫時，

不在此限。
第一項警械之種類及規

不在此限。
第一項警械之種類及規

格，由行政院定之。

格，由行政院定之。

第二條

條

文

說

明

原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為

，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得使用警械指揮：

，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得使用警棍指揮：

訂定各種情況下應使用何種警
械，但值勤遇到的情況詭譎多

一、指揮交通。
二、疏導群眾。

一、指揮交通。
二、疏導群眾。

變，並無法完全用條文以一概
之，何種情況適用何種警械應

三、戒備意外。

三、戒備意外。
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

在警察教育中落實教育，故無
須在法條中強行定義。故修改

，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得使用警械制止：

，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得使用警棍制止：

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將個
別適用警械，統改為適當警械

一、協助偵查犯罪，或搜索
、扣押、拘提、羈押及逮

一、協助偵查犯罪，或搜索
、扣押、拘提、羈押及逮

。

捕等須以強制力執行時。
二、依法令執行職務，遭受

捕等須以強制力執行時。
二、依法令執行職務，遭受

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

脅迫時。

第二條

文

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

第三條

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

條

第三條

脅迫時。
三、發生第四條第一項各款
情形之一，認為以使用警
棍制止為適當時。

第四條 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
，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第四條 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
，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得使用警械：
一、為避免非常變故，維持

，得使用警刀或槍械：
一、為避免非常變故，維持

社會治安時。
二、騷動行為足以擾亂社會

社會治安時。
二、騷動行為足以擾亂社會

治安時。
三、依法應逮捕、拘禁之人

治安時。
三、依法應逮捕、拘禁之人

拒捕、脫逃，或他人助其
拒捕、脫逃時。

拒捕、脫逃，或他人助其
拒捕、脫逃時。

四、警察人員所防衛之土地

四、警察人員所防衛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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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工作物、車、
船、航空器或他人之生命

、建築物、工作物、車、
船、航空器或他人之生命

、身體、自由、財產遭受
危害或脅迫時。

、身體、自由、財產遭受
危害或脅迫時。

五、警察人員之生命、身體
、自由、裝備遭受強暴或

五、警察人員之生命、身體
、自由、裝備遭受強暴或

脅迫，或有事實足認為有
受危害之虞時。

脅迫，或有事實足認為有
受危害之虞時。

六、持有兇器有滋事之虞者
，已受警察人員告誡拋棄

六、持有兇器有滋事之虞者
，已受警察人員告誡拋棄

，仍不聽從時。
前項情形於必要時，得

，仍不聽從時。
七、有前條第一款、第二款

併使用其他經核定之器械。

之情形，非使用警刀、槍
械不足以制止時。
前項情形於必要時，得
併使用其他經核定之器械。

第六條 警察人員應合理使用
警械，且使用警械時，不得
逾越必要程度。

第六條 警察人員應基於急迫
需要，合理使用槍械，不得
逾越必要程度。

修改警察人員應基於急迫需要
，合理使用槍械，不得逾越必
要程度。急迫需要是累贅詞，
既然已是合理使用且無逾越必
要程度，無需再綁上急迫需要
的條件。且急迫需要為不確定
法律概念將成為警察人員在合
理使用槍械時的摯肘，亦為產
生訴訟後，法官判定的干擾。
員警使用警械之主要目的為壓
制對方，故得採用較高一級之
武力有效達成目的。

第九條

（刪除）

第九條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時
，如非情況急迫，應注意勿
傷及其人致命之部位。

一、本條刪除。
二、刪除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時
，如非情況急迫，應注意勿
傷及其人致命之部位。本條
所提內容等同於違反第六條
之合理使用槍械，不得逾越
必要程度。況致命部位難以
清楚界定，除腦，心臟等重
大器官外，動脈是否為致命
部位，若因個人體質問題而
致命，是否又可認定為致命
部位？警察人員依法執勤，
依法使用警械，其主要目的
在於壓制歹徒，使其無法反

委 215

立法院第 9 屆第 4 會期第 10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抗。壓制造成結果則非主要
關注點，此乃普世可接受觀
點，第六條限定合理使用槍
械，不得逾越必要程度，以
概括本條，故予以刪除。
第十一條

警察人員依本條例

第十一條

警察人員依本條例

一、新增第四項。

規定使用警械，因而致第三
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者

規定使用警械，因而致第三
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者

二、為維護警察人員相關之權
利，故在本條文中增設各級

，應由各該級政府支付醫療
費、慰撫金、補償金或喪葬

，應由各該級政府支付醫療
費、慰撫金、補償金或喪葬

政府及所屬警察局應主動介
入協助警察人員。

費。

費。
警察人員執行職務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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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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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由各該級政府支付醫療
費、慰撫金、補償金或喪葬

費；其出於故意之行為，各
該級政府得向其求償。

費；其出於故意之行為，各
該級政府得向其求償。

前二項醫療費、慰撫金
、補償金或喪葬費之標準，

前二項醫療費、慰撫金
、補償金或喪葬費之標準，

由內政部定之。
各級政府及所屬警察局

由內政部定之。

，於發生本條所列事項時，
應主動介入協助處理。
第十一條之二 本條例所需之
教育訓練與警械使用準則，

一、本條新增。
二、警械使用最大的缺陷在於

強制力分級觀念與規範，強
制力使用技術及快速用槍反

教育訓練尚未能針對員警合
理判斷能力進行強化，以支

應訓練，法制與訴訟能力由
警政署設立專責小組負責，

撐面臨當代社會瞬息萬變的
狀況下之執法作為。為使警

協同警察教育單位、專家學
者訂定之。

察人員能合理適當使用警械
，所需之教育訓練與警械使
用準則，強制力分級觀念與
規範，強制力使用技術及快
速用槍反應訓練，法制與訴
訟能力由警政署設立專責小
組負責，協同警察教育單位
，專家學者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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