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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9年5月20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4784 號

案由：本院委員張宏陸、蔡易餘、賴惠員等 20 人，鑒於警察人員為
行使職權而使用警械時，容易發生是否使用過當之非議，影
響警察人員士氣；為使警械使用原則能夠明確及持續精進，
爰擬具「警械使用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除對於具致命
性強制力之警槍明定限制使用規範外，並成立「警械使用審
查委員會」，除針對警械使用爭議事件進行個案調查及責任
釐清之工作外，並另定期檢討與分析警械使用案件報告，提
出警械使用改進建議，以持續建立訓練教案及精進勤務標準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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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械使用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我國自民國九十一年修正「警械使用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迄今已將逾十七年未曾修
正，惟社會環境變化快速，治安情勢日趨複雜，人權意識高漲，警察人員卻因現行規定文字定義過
於模糊，多所顧忌而致影響執法，甚至危及警察人員人身安全；再者，每生警械使用爭議時，因缺
乏公正獨立之審查單位，針對個案所處當時情境及人員身心狀況進行專業審查，難以建立民眾對爭
議案件調查之公信，且每進入司法審查程序，易讓民眾及警察人員對於冗長之司法審查過程感到不
耐，且若欠缺專業之警械使用審查機關提供審查意見者，屢屢陷入民眾、警察人員與司法機關相互
間的猜疑與指摘，嚴重影響政府公信，實宜有所改正。
本次修法重點如下：
一、警用槍械屬於具高度致命性之警械，所造成之殺傷能力高於其他警械，對於警槍擬使用對象的
生命剝奪或致傷僅在一瞬間，影響人民生命權甚為重大，故參考聯合國預防犯罪和罪犯大會
通過之「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槍械基本原則」〈Basic Principles on the Use of Force and
Firearms by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內容進行增修。警察人員於使用槍械之前，除因有造
成警察人員或他人生命危害，非即時使用槍械不足以保障生命或重大公共安全之情況之外，
應事先對使用對象發出使用槍械之明確警告，使其知曉不從指揮或制止後，所將面臨之危害
。
另就現行條文所稱「合理使用槍械」及「不得逾越必要程度」之法律概念，僅屬概念性
訓示文字，使警察人員在面臨複雜多變的執法現場，多所顧忌與制肘，反生危險；且查警政
署現雖訂有「警察人員使用槍械規範」，惟此規範並無法律授權，僅屬於內部管理之命令性
質，亦無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七條規定送立法院使依職權審查，顯對警察人員及相關民眾權
益保障不足；是以針對使用槍械應注意事項、用槍時機及使用槍械後之應辦理事項等事宜，
在兼顧人權保障及有效應對治安情勢變化，故以法律授權方式，由內政部訂定使用槍械規定
，並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增修第六條條文〉
二、為避免警察人員使用警械傷及他人，積極減少傷亡風險，明訂現場受有警察令其離去或躲避之
人員，有遵守其警察人員命令之義務，故增修本條文。〈增修第八條條文〉
三、使用警械致生傷亡者，警察人員除有向該管主管報告之義務外，並負有醫療保護及通知其親友
之義務。參照聯合國預防犯罪和罪犯大會通過之「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槍械基本原則」〈
Basic Principles on the Use of Force and Firearms by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內容，人民因警
察人員使用警械而遭有傷亡者，警察人員應即時對傷亡者提供醫療協助，並通知其家屬或指
定之友人，以維人權；故增修本條文。〈增修第十條〉
四、警械使用審查委員會之設置及其任務。針對使用警械所造成人員傷亡或財產損失事件，應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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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械使用審查委員會進行獨立公正之調查，以釐清事實及責任歸屬；除此之外，就警察人員
所作之警械使用報告，定期進行通案性審查與分析，而所作之結論與建議，提供做為警察教
育訓練及勤務改進之參考。〈增訂第十條之一〉
五、明訂警械使用審查委員會之委員組成、委員人數、外部審查委員之專業資格與人數保障及委員
任期。〈增訂第十條之二〉
六、警械使用審查委員會得視個案需要，邀請有關機關或團體人員及專家學者參與會議，以提高外
部審查之參與程度，以有助於事實之調查；且於審查結果正式公布之前，委員會委員及參與
審查會議人員應對會議內容及案件資訊嚴守秘密。〈增訂第十條之三〉
七、賦予警械使用審查委員會得向有關機關要求協助調查證據之權力，被要求之機關若依其他法律
規定未能配合辦理者，需以書面方式說明原因，俾能明確該機關拒絕協助之理由及責任。〈
增訂第十條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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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械使用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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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前項規定使用槍械前
，警察人員應對使用對象表
明身分及警告將對其使用槍
械。但有造成警察人員或他
人之生命危害，非即時使用

現

行

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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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一、本條參考第八屆聯合國預
防犯罪和罪犯大會通過之「
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槍械基
本原則」〈Basic Principles
on the Use of Force and
Firearms
by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第十
條內容增修本條第二項條文

槍械不足以保障生命或重大
公共安全者，或勤務上之特
殊需求者除外。
使用槍械時所應注意之
安全事項、使用時機及使用
後所應辦理事項等規定，由
內政部擬訂後，報請行政院
核定之。

。
二、增列第二項，使用槍械前
之警告義務。槍械屬具高度
致命強制力之器械，警察人
員於使用槍械時，除依第一
條規定表明身分之外，並應
事前清楚向使用對象警告其
若不從命令或制止後所生之
危害。
三、但若因發出警告而將造成
警察人員、他人或重大公共
危害，抑或當時勤務需求或
環境情況有所不適當時，可
排除此警告程序。
四、增列第三項，法律授權由
內政部擬訂警察人員使用槍
械應注意及應辦理之安全規
範，並報請行政院核定；俾
使警察人員使用槍械上能有
具體之遵循標準，亦能保障
相關人員之法益。

第八條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時
，應注意勿傷及其他之人。
前項受有警察人員令其
離去或躲避命令之人員，應
遵其命令離去或躲避。

第八條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時
，應注意勿傷及其他之人。

一、本條新增修第二項。
二、若受有警察人員命其離去
或躲避之人員，於接獲此一
命令後，負有服從警察人員
命令，依其指揮離開一定區
域之義務。

第十條

第十條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後

一、本條新增第二項。係參考

，應將經過情形，即時報告
該管長官。但使用警棍指揮

第八屆聯合國預防犯罪和罪
犯大會通過之「執法人員使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後

，應將經過情形，即時報告
該管長官。但使用警棍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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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在此限。

者，不在此限。

用武力和槍械基本原則」〈

警察人員因使用警械而
致人傷亡者，應迅速通報醫
療機構提供緊急醫療救護或
送醫，並通知傷亡者之家屬

Basic Principles on the Use of
Force and Firearms by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第五
條之第〈c〉及〈d〉款規範

或其指定親友。

增修本條第二項條文，明訂
警察人員因使用警械致人傷
亡者，應即時通報或提供醫
療協助，並通知其指定親友
。
二、查警政署所訂之「警察人
員使用槍械規範」中，雖亦
明訂有此通報或提供醫療協
助及通知其親友之規範；惟
此僅訂於職權命令之中，就
法位階及對於人民權利的保
障性皆為不足，故增列於本
條文中。

第十條之一

內政部應設警械

一、本條新增。

使用審查委員會，辦理下列
事項：
一、定期審查警察人員依第
十條所作之使用警械報告
中，涉及人員傷亡及財產
損失達一定標準者，提出
審查結論與建議報告，並
就警械使用時機、程序與
標準，訂定統一規範或指
導，以供作為培訓及執勤
參考。
二、警察人員因使用警械而
致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
失者，應調查其事實與警
械使用之適法性，並應提
供司法機關參考。
三、辦理其他主管機關囑託
鑑定使用強制力器械之爭
議案件。
第一款所稱涉及人員傷
亡及財產損失達一定標準者
，其標準由警械使用審查委
員會另定之。

二、增列警械使用審查委員會
之設置依據，明定隸屬機關
，以及說明警械使用審查委
員會之任務。
三、警械使用審查委員會除針
對涉及致人傷亡或財產損失
之爭議個案進行審查與責任
鑑定之外，並應定期針對涉
及因使用警械造成人員傷亡
或財產損失達一定標準之案
件報告，進行通案性檢討與
分析，並得做成培訓教案或
做為改進勤務之指導。
四、授權內政部擬定警械使用
審查委員會之組織規程及相
關作業規定，經報請行政院
核定後發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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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械使用審查委員會之
組織規程及相關作業規定，
由內政部擬訂，報請行政院
核定後發布之。
第十條之二 警械使用審查委
員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五人，
設主任委員一人。
委員會委員由下列代表
組成之：
一、內政部、法務部及衛生
福利部各指派一人或三人
。
二、聘請具有法律、犯罪預
防、心理或精神醫學及鑑
識科學等相關專業領域之
專家學者擔任；專家學者
之人數，不得少於全體委
員之三分之一。
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
續派、聘兼之。

一、本條新增。
二、明訂警械使用審查委員會
之組成人數、產生方式、相
關專業領域之專家學者與人
數及委員任期等規定。

第十條之三 審查委員會於召
開審查會議時，可視個案需
要，得邀請有關機關或團體
人員及專家學者列席。
審查結果未經公布之前
，本會委員及參與本會事務
有關人員就職務上所知悉或
持有之各項文書、影像、圖
畫、消息、物品及其他資訊
，應保守秘密，不得洩漏於
第三人。

一、本條新增。
二、為擴大外部審查之參與，
警械使用審查委員會得視審
查個案案情之需要，另邀請
有關機關、團體或專家學者
列席參加會議。
三、參與會議之人員，於審查
結論未經公布之前，應嚴守
會議內容之秘密，不得對外
透露。

第十條之四 審查委員會得請
求有關機關協助調查證據。
前項受有請求之機關，
除因其他法律規定得拒絕外
，應配合其協助調查證據之
請求。拒絕之機關應以書面
方式說明拒絕之理由。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警械使用審查委員會
順利進行事實之調查，俾能
確實釐清責任，故賦予警械
使用審查委員會得請求有關
機關協助調查之權力。
三、受有警械使用審查委員會
請求協助調查之機關，應配
合其請求內容辦理；若有其
他法律規定得拒絕者，則依
其法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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