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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機關法制作業理論與實務之研究 

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為例 

警察局 

蔡俊章、楊健生、陳順和／乙等獎 

壹、研究緣起與目的 

警察機關法制作業旨在依法行政（包括：法律保留原則、法律優位原則），其目的

乃在實踐保障人權價值，以及提昇警察廉潔效能之形象。是以，本研究藉由高雄縣市

合併升格法制整併之契機，以解決現行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法制作業之實體與程序實務

上所遭遇之問題 。 

針對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本部承辦業務員警實施問卷調查歸納出警察機關法制作

業實務上遭遇之問題，再輔以向法學與法制作業實務專家等訪談，以及蒐集國內外立

法學理論等加以歸納、演繹出對策，俾供警察機關法制作業參考。 

貳、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研究架構與流程 

執行高雄縣市合併改制法規整併工作中，發現地方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

局在法制作業上一些理論與實務之問題為立基，蒐集相關法制作業理論與文

獻，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為例，針對局本部警務正以上業務承辦人，實施抽樣

問卷調查量化研究，藉以了解地方警察機關法制作業之認知與實務上遇到問題

等現況，綜合歸納出地方警察機關現行法制作業問題癥結，再將中央法規標準

法、行政執行法等相關法規，無法詳盡臚列規範之問題，向實務界與法學界專

家訪談等質性研究，藉以互補質性研究與量化統計優缺點，最後用法學方法論

觀點，加以資料處理，形成研究結論與建議，俾供警察實務機關參考。而整個

研究架構與流程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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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警察機關法制作業理論與實務研究架構與流程表 （陳順和  繪製） 

二、研究對象 

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各科、室、中心、隊及大隊等承辦業務之警務正（科員、

督察員）及股長（組長）為對象，計有警務正（科員、督察員）169 位，股長

（組長）42 位（其中 1位借調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六總隊）。採隨機抽樣

發放 115 份，回收 104 份，有效樣本 103 份，回收比率 90.43％。 

問卷設計包括三個部分：「警察人員對於法制作業基本認知」、「警察機關法制作

業實務上遇到問題」及「受測者個人基本資料」。並運用 IBM SPSS Statistics 

19 版軟體來進行描述性統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等統計方法處理量化資料。 

 

 

確立研究目的 

蒐集理論與文獻 

研究方法 

問卷調查－了解警察機

關法制作業現況 

針對於警察機關現行法制作業問題蒐集國內外文獻 

資料處理與分析 

（法學方法論之演繹與歸納）

研究結果與分析 

結論與建議 

專題研究

主持人與

共同研究

員討論 

專題研究

主持人與

共同研究

員確認 

文獻探討－行政立法與

警察機關法制作業 

綜合歸納出，警察機關現行

法制作業問題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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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論 

(一) 警察機關對於法制作業認知之現況 

1.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本部各科、室、中心、隊及大隊內勤業務承辦人及主

管對於法制作業知能之認知依序為：1.法規命令與行政規則區別。2.中央

與地方立法權限區別。3.地方制度法中有關地方自治法規。4.直轄市政府

警察局各種業務擬定之計畫法規屬性認知。5.基於業務承辦人須經常接觸

之行政規則定義與分類認知。研究顯示，對於警察機關法制作業應具備知

能，呈現常態分配，也就是在於普通層次。 

2.在受試者背景資料因子與警察機關法制作業認知關係分析 

(1)學歷越高，法制作業知能越高 

(2)擔任內勤時間越長，不一定對於法制作業知能越高。 

(3)服務年資越長，不一定對於法制作業知能越高。 

(4)受試者年齡越大，不一定對於法制作業知能越高。 

(二) 警察機關法制作業實務上問題－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為例 

1.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本部各科、室、中心、隊及大隊內勤業務承辦人及主

管對於法制作業實務上遭遇問題假設，也就是認為是有困境現況為：「警察

機關法制作業實務上遭遇作業程序問題」大於「警察機關法制作業實務上

遭遇法規命令種類問題」。但是，值得重視為兩子項的平均數 M值幾乎接近，

且都同意有兩大項法制作業實務上遭遇問題假設。也就是，關於地方警察

機關由於警察法及其施行細則之規定，在有些警察職權上，除了承受內政

部警政署之指揮督導外，仍需要受直轄市市長、縣（市）長等之命令，但

是警政署各組、室、中心等經常會有訂定許多命令與行政規則（以計畫年

度居多），如果警政署已經完成法制作業程序之行政規則，在高雄市政府警

察局是否仍需依據高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辦理法制作業程序準則，第

五章行政規則第 22 條第 1 項：「行政規則草案，應提送各該局（處、會）

務會議審議。」，可能會影響整個警察局行政效率。而對於行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行政規則分成：組織性行政規則及作用性（解釋性規定及裁量基

準）等對內與間接對外效力，以及整個法制作業流程感到困惑。 

2.在受試者背景資料因子與警察機關法制作業實務上遭遇問題關係分析 

(1)教育程度與法制作業實務上遭遇問題關係為：學歷越高，實務上遭遇問

題越多。 

(2)擔任內勤時間越長，遭遇問題越多。 

(3)服務年資時間越長，遭遇問題越多。 

(4)受試者年齡越大，遭遇問題越多。 

(三) 行政規則分成兩大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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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組織性行政規則」，關於機關內部之組織、事務之分配、業務處理方式、

人事管理等四大分項。 

2.「作用性行政規則」，又可以分成解釋性規定及裁量基準等兩大分項。由於，

前者單純機關內部規範，後者「間接」影響、限制或拘束人民權力義務，

而訂定程序在同法第 160 條規定有所差異，行政規則之訂定程序區分成一

般程序與特別程序。 

有關警察機關所訂定行政規則，依行政程序法僅就法規命令規定於同法第

158 條，惟其易僅就「實體」上規定，也就是只有在牴觸憲法、法律或上級

機關之命令者；無法律之授權而剝奪或限制人民之自由、權利者；其訂定

依法應經其他機關核准，而未經核准者等三種情形之一，始有「無效」規

定。對於未能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160 條規定下達或簽署並發布等「程序」

瑕疵之行政規則，尚無具體規定。而較有爭議之點為有關行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2 款，可能間接對外發生效力之解釋性規定即裁量基準等「作

用性行政規則」，國內學界與實務界見解紛歧，目前有三種學說：(1)無效

說。(2)有效說。(3)不生外部效力說。 

(四) 高雄市政府所制（訂）定之「高雄市法規標準自治條例」及「高雄市政府所

屬各機關學校辦理法制作業程序準則」中，第五章行政規則第 22 條第 1項：

「行政規則草案，應提送各該局（處、會）務會議審議。」有關行政規則訂

定程序，自有補充行政程序法第 160 條之不足。而其所屬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等各局（處、會）本應遵循，而為制（訂）定高雄市政府之自治法規準據。

關於行政規則之效力，在實體內容不得牴觸法規命令（行政程序法第 158

條）、不能主張外部效力及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利義務

（地方制度法第 28 條第 1項第 2款）。而在法制作業程序上，尚需遵循行政

程序法第159及160條及高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辦理法制作業程序準則

第 21 至 27 條等擬訂、審議及下達或簽署發布之程序。如果高雄市政府警察

局所屬單位，未能依據前開規定，踐行行政規則法制作業程序，其瑕疵問題

應可分成：對內效力（Innenwirkung）及對外效力（Aussenwirkung）之二

分法，並以法規命令係發生對外效力，行政規則僅具對內效力。有關行政程

序法第 159 條第 2項第 1款組織性行政規則而言，只要函頒下達，有對內效

力，其拘束對象之公務員，若有違背行政規則之情事，構成懲戒原因，並不

發生違法之問題。至於，同法第 159 條第 2項第 2款有關作用性行政規則（解

釋性規定或裁量基準），可能影響對外行為之效力，其據以作成之行政處分

便有違法或不當之原因，此種情形若仍堅持行政規則僅有對內效力，自與客

觀事實不符，故學者以間接效力或附屬效力稱之。而該可能間接對外產生效

力之行政規則，如果在踐行法制作業程序形式上不完備，可能產生無效、不

生外部效力之結果。進而衍生行政爭訟救濟或國家賠償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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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依據本研究之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警察機關由於業務繁雜，基於警察法規制

度，有時必須受命於內政部警政署之命令，而訂定各種計畫等行政規則，如

果都要按照高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辦理法制作業程序準則，第五章行政

規則第 22 條第 1項：「行政規則草案，應提送各該局（處、會）務會議審議。」

法制作業程序，加上繁重的警察治安、交通、行政、保安等 28 個勤、業務

單位職掌工作，恐怕會影響行政效能。如果要兼顧警察法制作業程序，以及

行政效能，一定要有折衷方案。第一，為減少以計畫為名稱行政規則，而以

函轉頒內政部警政署行政規則，將各項專案評比要項、獎懲規定等於函文之

說明項中詳加說明。其次，為依據高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辦理法制作業

程序準則，訂定「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辦理法制作業準則」，將數量最多之非

常態性（警政署函頒警察各種專案勤務之計畫）計畫免提至警察局局務會議

審議為排除規定，應可兼顧法制作業程序與行政效能。 

二、研究建議 

(一) 建議針對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本部對於警察機關法制作業知能，加強法制作

業實體（地方自治法規及行政規則種類區別及法制作業法律一般原則等知

識）及程序（草擬法規格式與體例、公告程序、審議、下達或簽署發布．．

等）教育。本研究顯示，學歷越高，法制作業知能越高。但是，擔任內勤時

間越長，不一定對於法制作業知能越高；服務年資越長，不一定對於法制作

業知能越高；受試者年齡越大，不一定對於法制作業知能越高。易言之，加

強教育對象要排除傳統刻板印象（認為擔任內勤時間越久、服務年資越長或

年齡越大就一定會懂得警察機關法制作業程序），全面定期測驗、講習，以

提升警察機關法制作業能力，進而達到依法行政、廉潔效能及保障人權之目

標。 

(二) 針對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本部各科、室、中心、隊及大隊內勤業務承辦人及

主管對於法制作業實務上遭遇困境現況為：1.警察機關法制作業實務上遭遇

作業程序問題。2.警察機關法制作業實務上遭遇法規命令種類問題等二大議

題，邀集法制專長人員及請教學者、高雄市政府法制局專家，制定「高雄市

政府警察局法制作業標準作業流程」，分發給所屬各內、外勤單位參考。 

(三) 依據高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辦理法制作業程序準則，訂定「高雄市政府

警察局辦理法制作業準則」。而將每年高達 300 種以上之非常態性（各種專

案性）計畫排除適用前開準則第 22 條第 1項：「行政規則草案，應提送各該

局（處、會）務會議審議。」法制作業程序之外，以符合警察機關實務上現

況。而其作業流程建議如下表。 

(四) 建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依據「行政院及所屬中央各機關法制業務人力配置及

運用原則」，以及「高雄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法制業務人力配置及運用原

則」，將中央警察大學法律系畢業學生或警察特考法律組考試及格員警，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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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派補該局法制室，並落實比照其他法制人員給予「法制加給」，符合專才

專用，奠定警察機關法制能力。 

(五) 有關行政規則之名稱在行政程序法第四章並無明訂，但是在高雄市政府所屬

各機關學校辦理法制作業程序準則第五章行政規則第 21 條：「行政規則應依

其性質以要點、事項、須知、方案、措施、計畫、基準、原則、規定、表等

名稱定之。」據此，為使本市之法制作業程序準則能符合實際，建議前揭條

文內容修訂為：「行政規則應依其性質以要點、事項、須知、方案、措施、

計畫、基準、原則、規定、表或其他（非法規命令、市法規以外）等名稱定

之。」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行政規則擬訂（訂定、修正或廢止）程序 

 

屬於臨時性或非常態性之一般行政規

則（如：春安執行計畫） 

奉  局長或其授權人奉批核可，不必

提局務會議（週報） 

擬訂草案 

其
他
行
政
規
則 

解釋性規定，裁量基準規定、收費標

準、津貼、補助、機關任務編組、涉及

各機關共同關係事項、機關員工待遇以

外支給或其他重要事項或前述以外以

府名義訂定之行政規則。 

簽會法制局審查 

法制局審查完畢 

簽陳市長同意後提市政會議 

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未經行政院通

案核定或授權

之機關員工待

遇以外之支給

業經行政院通案核

定或授權之機關員

工待遇以外之支給

及其他行政規則之

部分 

市府名義訂定

之行政規則 

報行政院

核定 

以市府發布及函

頒下達 

以
局
函
頒
下
達

市
府
函
頒
下
達 

簽會本局法制室 

（協助審核體例與格式） 

再修正必要 

，退回重新擬訂

屬於常態性行政規則（例如：「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辦

理野生動物保育工作督導考核執行計畫」） 

奉  局長簽核後，提局務會議（週報） 

以
局
函
頒
下
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