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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軍法警察體系 

屬「軍法警察體系」的國家，其憲兵部隊為國家軍事安全的守護者，

少數國家如比利時與我國相同具有獨立組織之憲兵單位；多數則附屬於

三軍之指揮體系下，為無獨立組織體系之軍中警察，其具軍法警察之身

分，負責軍人司法事務。世界各國中，屬於此體系之國家包括德國、瑞

士、澳洲、挪威、巴西、新加坡、比利時、以色列、印尼、南韓、南非

及肯亞等 12國，以下將各別介紹之。 

 

第一節：歐洲國家 

德國憲兵（戰場獵兵部隊，Feldjägertruppe） 

德國，北瀕北海，東北偏北鄰波羅的海，同丹麥相連，東面與波蘭

和捷克接壤，東南臨奧地利，西南偏南為瑞士，西北臨荷蘭，西同法

國、盧森堡和比利時相界。由 16邦組成，首都與最大城市為柏林，國

土面積 357,021平方公里，人口為 8,180萬。 

歷史沿革 

 德國陸軍中的憲兵部隊，該單位歷

史可追溯至 1740年由普魯士國王腓特

烈大帝所創立的「戰場獵兵部隊」

（Reitendes Feldjägerkorps），沿革

至今歷經 3 個階段時期的發展演變，

以下將分別說明之： 

 

第一階段-18世紀至歐戰爆發 

圖 3-2德國憲兵 1763年軍服 
資料來源：德國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 年 10月 4日 

圖 3-1德國憲兵 
資料來源：德國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10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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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0 年普魯士王國的腓特烈

大 帝 （ Friedrich II von 

Preußen, der Große）創立戰場獵

兵 部 隊  （ Reitendes 

Feldjägerkorps），195這支部隊的

首要任務是「交通管制、傳遞重要

訊息並保護王室家庭重要成員的

安全」。1741 年，部隊更銜為

「Feldjägerkorps zu Fuss」，並

在接下來 19世紀初的拿破崙戰爭

與 19世紀中至末葉的「普法戰爭」

期間於普魯士陸軍中服務。1914年

歐戰開始，德國陸軍有 33 個憲兵

連，每個連由 60 個士兵與士官組

成。至歐戰結束時，德國憲兵已擴

張至 115個連，伴隨著戰爭結束而

最終全部解散。196然而在 1919年歐

戰結束至 1939年共 20年期間，德

軍備受「凡爾賽條約」限制，故當

時並無憲兵部隊的存在，造成要塞

與國防地點巡邏的憲兵勤務改由

陸軍正規部隊士兵來執行。 

 

第二階段-德軍軍備重整至二戰結

束 

隨著二戰爆發，缺乏憲兵部隊

使得德國陸軍出現部分失序現象，

因此很快地出現憲兵形式的部隊。

部分的民間警察單位以及黨衛軍

部隊被改編來執行憲兵任務。直到

                                                      
195
 蔡義雄，1989。《德意志統一之研究（1850-1871）》。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

論文。 
196
 德國憲兵歷史，取自 

<http://www.forces70.freeserve.co.uk/feldgendamerie/Feldgendamerie%20Organisation.htm>

(檢索日期：2016年 10月 4日) 

圖 3-3德國憲兵 
資料來源：德國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10月 4日 

圖 3-4德國憲兵二戰後 
資料來源：德國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10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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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德國敗亡，總共出現過 4 種憲兵組織：陸軍戰場武裝部隊

（Feldgendarmerie）、黨衛軍戰場武裝部隊（SS- Feldgendarmerie）、

空降獵兵戰場武裝部隊（Fallschirmjäger Feldgendarmerie）、戰場獵

兵部隊（Feldjägertruppe），以下分別介紹之。 

 

 陸軍戰場武裝部隊 

在第三帝國德國國防軍陸軍中，戰場武裝部隊是一個接受過完整步

兵訓練並擁有警察權力的軍事組織，配屬於納粹德國陸軍師級及以上單

位，穿著與陸軍一樣的制服，並配戴「戰場武裝部隊」字樣的臂章與「警

察之鷹」的袖管。197戰場武裝部隊在軍隊中是一個扮演多種角色的附屬

單位，與戰場秘密警察、戰區指揮官與民間鄉鎮首長保持著密切的合作。 

陸軍戰場武裝部隊自二戰爆發始執勤，並在納粹德國佔領捷克與波

蘭之後在當地設立憲兵訓練學校。其在每個戰線如正規軍一般被投入第

一線戰鬥任務，然而因為被視為黨衛軍，因此在戰爭末期，蘇聯軍隊一

旦捕獲陸軍戰場武裝部隊皆是當場予以射殺，因此有部分部隊會在戰鬥

開始之前發給官兵偽造的身分證明，預期打勝利再換回真本，以免戰敗

時慘遭蘇軍屠殺的厄運。 

該部隊戰時最高指揮官為少將，並接受參謀本部參謀總長指揮部隊

相關之人事、部署、交通、警察業務等。另指派參謀協助配賦於德軍各

軍團中的營級單位。例如：協助軍團指揮官維持秩序與紀律、大規模軍

事調動時的交通管制，以及道路維護等任務。 

 

                                                      
197
 陸軍戰場武裝部隊服制，<http://home.mweb.co.za/re/redcap/germany.htm>(檢索日期：2016年

10月 4日) 

圖 3-5德國憲兵使用車種 
資料來源：德國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10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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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衛軍戰場武裝部隊 

黨衛軍為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武裝保衛組織，與國防軍同屬正式軍

事組織，是一支擁有步兵、裝甲、憲兵的複合性作戰部隊。黨衛軍戰場

武裝部隊多由具有經驗的民間警察人員組成，並擁有一個兇惡的暱稱「獵

頭部隊」（Kopf Jäger），起因乃帽徽以骷顱頭為誌，深層意含則是為戰

場佔領區中與蓋世太保（Gestapo）合作，扮演嚴格高效率表現與嚴厲的

軍事執法角色。黨衛軍戰場武裝部隊依連級建制編配於各黨衛軍師級部

隊中，人員較陸軍戰場武裝部隊為少，每個連僅有 1 名軍官、4 名士官

與 36名士兵，執行之任務與陸軍戰場武裝部隊一樣，其穿著原先與陸軍

戰場武裝部隊相同，但無「警察之鷹」的袖管，在 1943年 8月之後則改

穿黨衛軍戰場武裝部隊特別制服。另黨衛軍還建立過兩個警察師，分別

是第 4 黨衛軍警察師與第 35 黨衛軍警察師，雖然該人員全部由前警察

人員組成，但並非用以執行憲兵勤務，而是當作一般正規部隊執行戰鬥

任務。 

 

 空降獵兵戰場武裝部隊 

納粹德國的空軍由空軍元帥赫曼‧戈林所一手掌控，除了飛航部隊之

外，戈林還創建一種歸屬於空軍建制的地面戰鬥部隊，即為「空降獵兵

師部隊」，納粹德國空軍共建立起 6個空降獵兵師以及 1個空軍裝甲師。

其中，每個空降獵兵師中都設有「空軍獵兵師屬戰場武裝部隊」，皆配有

約 600 人組成之機車群，執行的任務與其他憲兵單位相似，亦參與過數

次對蘇聯戰役。 

 

圖 3-6德國憲兵執勤 
資料來源：德國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10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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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場獵兵部隊（Feldjägertruppe） 

1933年 6月 30日，希特

勒的納粹黨創立「衝鋒隊」 

（SA-Sturmabtrilungen）以

進行全國奪權行動，在隊中

設有「戰場獵兵部隊」執行

圖 3-7德國憲兵 
資料來源：德國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10月 4日 

圖 3-8德國憲兵 
資料來源：德國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10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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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兵勤務。1981936年時由於衝鋒隊橫行霸道，希特勒無法操控該隊 

，故透由德國國防軍一舉剷除衝鋒隊，該役為納粹史上有名的「長刀之

夜」，可謂「兔死狗烹」之最佳寫照。衝鋒隊中的戰場獵兵部隊人員隨即

被改編入一般警察隊伍，暫時自德國歷史上消失。二戰末期，德蘇東線

戰場出現大逆轉，蘇聯紅軍開始取得戰略優勢，在德軍的抵抗日趨崩潰

時，德國最高統帥部認為必須採取嚴厲的行動以扭轉戰局，因此在 1944

年 1月 9日成立 5個「戰場獵兵團」，而每個團又有 5個特遣隊。 

戰場獵兵部隊僅對德國最高統帥部（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

負責，主要任務在「逮捕散兵、逃兵、搶奪者與裝病者，並在後方地帶

搜索任何可以送上前線服役的正常人」。另該部在服飾上配有「戰場獵兵

團」領飾與紅色臂章；人員組成則由戰場經驗豐富的軍、士官與士兵組

成；職權上，其有權利逮捕任何未在前線服役且無法舉證之人，而在德

國最高統帥部支持下，他們以「恐懼壓力」來嚇阻前線德軍官兵任何消

極行為，並要求官兵奮戰至死方休。甚至戰場獵兵部隊指揮官有權力召

開臨時軍事法庭，並當場宣判有罪者處決命令，充分說明這支部隊的權

力來自於槍管。 

 

第三階段 - 戰後時期迄今 

1948 年，戰後英美法合併三國的德國佔領區，組織德國新政府，並

在 1949 年 5 月 23 日《德國基本法》通過之後正式成立了德意志聯邦共

和國（西德），並隨即加入北約，從 1955 年起開始進行軍事重建工作。

首先建立「百威團（Budeswehr）」進行各類軍事訓練，之後逐步擴增核

心成員，後來即以「百威團」為德國國防軍的代稱。199在百威團中即有一

個連接受憲兵（Militärpolizei）的訓練，然而「Militärpolizei」是

一個從英文引進德國陸軍的新字，被認為是英美佔領軍強加給德國的用

語，故引來很大的爭議。因此在 1956 年初，「Militärpolizei」被「戰

場獵兵部隊」（Feldjägertruppe）一詞所取代，200因此現代聯邦德國憲兵

部隊的名稱即為「戰場獵兵部隊」，充分顯示對德國悠久的軍事傳統給予

尊重。201 

 

                                                      
198
 【其德文原名為 Feldjagerkorps 係 1740年普魯士創立陸軍憲兵之古名。】 

199
 陳新民，2000。《軍事憲法論》，臺北：揚智文化，頁 5。 

200
 德國憲兵官方網站，< http://www.militarypolice.de/nuke55>(檢索日期：2016年 10 月 4日) 

201
 德國國防部官網，<https://www.bundeswehr.de>(檢索日期：2016年 10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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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德國憲法在約束軍事力上有其嚴格性，僅於外部防禦安全之領域內

承認軍方，即聯邦防衛隊（Bundeswehr）職權；於內在安全，公共安全

及公共秩序方面，德國憲法迄今僅將相關職權賦予內部安全機構，例如

警察、災難防護隊（Katastrophenschuts）、消防隊等。以下說明德國憲

法賦予軍隊之權限與約束： 

 憲法 35 條202規定，為維護或恢復公共秩序、救助天然災害且一邦之

                                                      
202
 其原文係：”(1)All federal and Land authorities shall render legal and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to one another.(2)In order to maintain or restore public security or order, 

a Land in particularly serious cases may call upon personnel and facilities of the 

Federal Border Police to assist its police when without such assistance the police could 

not fulfil their responsibilities, or could do so only with great difficulty. In order 

to respond to a grave accident or a natural disaster, a Land may call for the assistance 

of police forces of other Länder or of personnel and facilities of other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of the Armed Forces, or of the Federal Border Police.(3)If the natural 

disaster or accident endangers the territory of more than one L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sofar as is necessary to combat the danger, may instruct the Land governments to place 

police forces at the disposal of other Länder, and may deploy units of the Federal Border 

Police or the Armed Forces to support the police. Measures taken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pursuant to the first sentence of this paragraph shall be rescinded at any time at the 

圖 3-9德國憲兵執勤 
資料來源：德國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10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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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無協助即不能或甚難完成其任務時，得請求或基於聯邦政府之指示

運用他邦警力、其他行政機關、聯邦邊境防衛隊、軍隊人員或設備之協

助。惟應依聯邦參議院之要求，且於危險排除後迅即取消。說明國家軍

隊僅於特定情況始能涉入國家社會內務。又憲法第 87 之 1 條203、第 91

條204則規定，聯邦防衛隊主要負責國防之任務，並僅於已宣布防衛或緊

急狀況時，或在防衛任務所必要之範圍內，得行使民間單位之保護或交

通指揮職權；在內亂時可協助警察及聯邦邊防（Bundesgrenzschuts）保

護民間單位，使後者不致遭遇非軍事性攻擊或叛亂團體之攻擊。 

為何德國的外部安全以憲法如此明確規定，有兩個理由。第一個是在

於德國的聯邦體制，人民均認為設立警察制度是各邦政府理所當然的職

責，因此聯邦亦不想干涉；故內部安全皆由警察負責，外部安全則由聯

邦防衛隊負責。第二個理由是，聯邦德國立憲或重新組建防衛隊，當時

納粹垮台僅 10年，許多人仍對軍隊凌駕、操控、綁架國家主權，促使國

家社會隨其腳步前進的歷史噩夢揮之不去。所以人民極力想避免軍隊變

得過於強勢，即社會不能軍事化。在此思維下，就認為國內事務，應盡

                                                      
demand of the Bundesrat, and in any event as soon as the danger is removed.” 
203
 其原文係：”(1)The Federation shall establish Armed Forces for purposes of defence. 

Their numerical strength and general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 must be shown in the 

budget.(2)Apart from defence, the Armed Forces may be employed only to the extent 

expressly permitted by this Basic Law.(3)During a state of defence or a state of tension 

the Armed Forces shall have the power to protect civilian property and to perform traffic 

control functions to the extent necessary to accomplish their defence mission. Moreover, 

during a state of defence or a state of tension, the Armed Forces may also be authorised 

to support police measur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 property; in this event the 

Armed Forces shall cooperate with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4)In order to avert an 

imminent danger to the existence or free democratic basic order of the Federation or of 

a L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f the condition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2) of Article 

91 obtain and the police forces and the Federal Border Police prove inadequate, may 

employ the Armed Forces to support the police and the Federal Border Police in protecting 

civilian property and in combating organised armed insurgents. Any such employment of 

the Armed Forces shall be discontinued if the Bundestag or the Bundesrat so demands.” 
204
 其原文係：”(1)In order to avert an imminent danger to the existence or free democratic 

basic order of the Federation or of a Land, a Land may call upon police forces of other 

Länder, or upon personnel and facilities of other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and of the 

Federal Border Police.(2)If the Land where such danger is imminent is not itself willing 

or able to combat the dange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ay place the police in that Land 

and the police forces of other Länder under its own orders and deploy units of the 

Federal Border Police. Any such order shall be rescinded once the danger is removed, or 

at any time on the demand of the Bundesrat. If the danger extends beyond the territory 

of a single L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sofar as is necessary to combat such danger, 

may issue instructions to the Land governments; the first and second sentences of this 

paragraph shall not be affected by this pro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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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避免讓軍隊介入。205 

依據德國軍人法（Gesetz über die Rechtsstellung der Soldaten）

其主要任務為軍法與軍紀維護、軍事交通管制以及國家安全任務。而軍

事紀律法則規定其具體之軍法警察職權，如該法第 20條206規定憲兵之搜

索扣押權、第 21條207規定逮捕權等，表示憲兵具有針對軍法案件之偵查

                                                      
205
 Rupert Schoiz（2002），《德國軍事法專題講座輯錄》。 

206
 其原文係：” (1) Zur Aufklärung eines Dienstvergehens darf der Disziplinarvorgesetzte 

Durchsuchungen und Beschlagnahmen nur außerhalb von Wohnungen und nur auf Anordnung des 

Richters des zuständigen, notfalls des nächst erreichbaren Truppendienstgerichts 

vornehmen. Durchsucht werden darf nur ein Soldat, gegen den sich der Verdacht eines 

Dienstvergehens richtet. Die Durchsuchung erstreckt sich auf die Person und die Sachen 

des Soldaten. Der Beschlagnahme unterliegen alle Gegenstände, die für die Aufklärung 

eines Dienstvergehens von Bedeutung sein können. Sie darf gegenüber jedem Soldaten 

angeordnet werden.(2) Bei Gefahr im Verzug darf der Disziplinarvorgesetzte Maßnahmen 

nach Absatz 1 auch ohne richterliche Anordnung treffen. Die richterliche Genehmigung ist 

unverzüglich zu beantragen. Der Antrag auf richterliche Zustimmung oder Genehmigung ist 

zu begründen. Die entstandenen Akten sind beizufügen. Die Entscheidung, mit welcher der 

Richter seine Zustimmung oder Bestätigung ganz oder teilweise versagt, ist zu begründen. 

Der Disziplinarvorgesetzte kann dagegen innerhalb von drei Tagen das Truppendienstgericht 

anrufen. Hierfür gelten die Sätze 3 und 4 entsprechend. Das Truppendienstgericht 

entscheidet endgültig durch Beschluss. Der Soldat ist vor allen Entscheidungen, welche 

die Bestätigung von Maßnahmen nach Absatz 1 zum Gegenstand haben, zu hören. Die 

Entscheidungen sind ihm zuzustellen.(3) Für die Durchführung von Maßnahmen nach Absatz 

1 gilt § 32 Abs. 2 entsprechend. Die Durchsuchung eines Soldaten darf nur von Personen 

gleichen Geschlechts oder von einem Arzt, der nicht der Truppenarzt des Soldaten sein 

soll, vorgenommen werden; dies gilt nicht, wenn die sofortige Durchsuchung zum Schutz 

vor einer Gefahr für Leib oder Leben erforderlich ist. Die Durchsicht privater Papiere 

des Soldaten steht nur dem Disziplinarvorgesetzten zu.(4) Dem Soldaten, gegen den sich 

eine Maßnahme nach Absatz 1 richtet, sind die Gründe für die Maßnahme mündlich zu 

eröffnen, soweit der Ermittlungszweck nicht gefährdet wird. Ihm ist die Anwesenheit bei 

ihrer Durchführung zu gestatten. Ist der Soldat nicht unverzüglich erreichbar, ist ein 

Zeuge beizuziehen. Über die Durchsuchung und ihr wesentliches Ergebnis sowie über die 

Beschlagnahme ist unverzüglich eine Niederschrift anzufertigen, aus der sich, falls keine 

richterliche Anordnung ergangen ist, auch die Tatsachen ergeben müssen, die zur Annahme 

einer Gefahr im Verzug geführt haben. Dem Soldaten ist auf Verlangen eine Abschrift 

auszuhändigen.(5) Im Übrigen gelten § 94 Abs. 1 und 2, § 95 Abs. 1, §§ 97, 109 und 111k 

der Strafprozessordnung entsprechend.” 
207
 其原文係：”(1)Jeder Disziplinarvorgesetzte kann Soldaten, die seiner Disziplinarb- 

efugnis unterstehen, wegen eines Dienstvergehens vorläufig festnehmen, wenn es die 

Aufrechterhaltung der Disziplin gebietet. (2) Die gleiche Befugnis hat 1.jeder Angehörige 

des militärischen Ordnungsdienstes einschließlich der militärischen Wachen gegenüber 

jedem Soldaten, dessen Disziplinarvorgesetzte nicht auf der Stelle erreichbar sind; 

2.a)jeder Vorgesetzte gegenüber jedem Soldaten, dem er Befehle erteilen kann, b)jeder 

Offizier und Unteroffizier gegenüber jedem Soldaten, der im Dienstgrad unter ihm steht, 

wenn der an sich zuständige Disziplinarvorgesetzte oder ein Angehöriger des militärischen 

Ordnungsdienstes einschließlich der militärischen Wachen nicht auf der Stelle erreichbar 

ist. In den Fällen des Buchstaben b wird der festnehmende Offizier oder Unteroffizier 

durch die Erklärung der Festnahme Vorgesetzter des Festgenommenen. (3) Angehörige einer 

militärischen Wache dürfen nur von ihren Wachvorgesetzten festgenommen werden. (4)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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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另依警衛規範（Verordnung über das Bewachungsgewerbe）規定，

憲兵亦負責軍機構之衛戍任務。由上述內容可知，德國憲兵管轄之範圍

僅限於軍事，絲毫不涉及司法警察角色。 

  

                                                      
Festgenommene ist auf freien Fuß zu setzen, sobald die Aufrechterhaltung der Disziplin 

die Festhaltung nicht mehr erforderlich macht, spätestens jedoch am Ende des Tages nach 

der vorläufigen Festnahme, wenn nicht zuvor wegen Verdachts einer Straftat ein Haftbefehl 

des Richters ergeht. An Bord von Schiffen außerhalb der Hoheitsgewässer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arf der Festgenommene nach seiner Anhörung durch den 

Kommandanten und auf dessen Anordnung auch ohne richterlichen Haftbefehl über die in 

Satz 1 bezeichnete Frist hinaus festgehalten werden, wenn und solange er eine 

unmittelbare Gefahr für Menschen oder Schiff darstellt, die auf andere Weise nicht 

abgewendet werden kann. Bei der Anhörung ist der Festgenommene auf die Umstände 

hinzuweisen, welche die Annahme eines Dienstvergehens und einer Gefahr für Menschen oder 

Schiff rechtfertigen. Die Anhörung soll ihm Gelegenheit geben, die Verdachtsgründe zu 

beseitigen und die Tatsachen geltend zu machen, die zu seinen Gunsten sprechen. (5) Der 

Grund der Festnahme und ihr genauer Zeitpunkt sowie der Zeitpunkt der Freilassung sind 

schriftlich zu vermerken. In den Fällen der Absätze 2 und 3 ist die vorläufige Festnahme 

unverzüglich der Dienststelle des Festgenommenen zu melden.” 

圖 3-10賦予德國憲兵軍法警察身分之法律 
來源：編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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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編制 

憲兵部隊於非戰時擁有 9個憲兵營，其

中 1 個營由德國國防部直接指揮，另 8 個

營受上級陸軍師與軍區指揮與控制。在進

入戰爭時期後，每個陸軍師與軍區皆可再

動員 1 個後備憲兵營，因此德國憲兵總共

可動員出 17個憲兵營。 

承平時期，憲兵勤務乃由德國全境的 34

個憲兵站執行，每站的平均管轄範圍約 120

平方公里，人員總數 81名官士兵。現今的

德國憲兵站的運作就如同警察局或我國的

地區憲兵隊，執行各項交通、維安、軍法及

秩序維護等勤務。 

圖 3-12德國憲兵組織圖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圖 3-11德國憲兵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en.academic.ru/dic.nsf/en 

wiki/167875#Germany 

到訪日期：2016年 10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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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職能 

德國憲兵屬軍法警察體系，其司法管轄權僅限於軍人及軍事設施。在

任務與功能方面，可分為「軍法與秩序」、「軍事交通」及「安全警衛」

等 3大類，各類任務詳細內容如下: 

 

 軍法與秩序 

 軍人重大事故記錄與調查 

 軍人犯罪調查與偵辦 

 逃兵追緝任務 

 一般道路巡邏任務 

 特定目標護送、引導任務 

 軍事法庭警衛任務 

 戰時負責戰俘收容任務 

 

 軍事交通 

 維護道路安全，防止武裝勢力威脅 

 監視軍事控制之道路 

 協助聯邦軍隊之部隊移動 

 執行軍事交通管理 

 

 安全警衛 

 維護聯邦軍隊部隊安全 

 聯邦軍隊重要人物之人身保護 

 聯邦軍隊重要物品之安全維護 

 確保國家重要財務之運送安全 

 確保軍事物資與重要國防物資之運送安全 

 確保聯邦軍隊典禮與演習事務之安全 

 協助處理重大災難與意外 

  

圖 3-13德國憲兵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discoverelitepolice.com/category/military-police/ 

到訪日期：2016年 10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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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德國憲兵 
資料來源：德國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10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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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憲兵（軍事警察，Militärische Polizei） 

瑞士為西歐內陸山地國家，地理上分為阿爾卑斯山、瑞士高原及侏

羅山脈三部分，其中阿爾卑斯山占國土大部分，國土面積 41,284平方公

里，總人口約 820 萬，其中 800 萬人口大部分集中於瑞士高原。北鄰德

國，西鄰法國，南鄰義大利，東鄰奧地利為聯邦制國家，劃分 26個州，

各州擁有自治權，伯恩（Bernese）為聯邦政府所在地。 

歷史沿革 

1515年發生「梅萊尼亞諾戰役」，結果法國-

威尼斯聯軍大勝米蘭-瑞士聯軍，至此瑞士結束

領土擴張後，即鮮少參與軍事、政治或直接經濟

行動的結盟，加上 1648 年歐洲各國簽訂威斯特

伐利亞合約，承認瑞士為一獨立國並確認其為中

立國，即便 1798 年法國劫掠瑞士聯邦 2,000 萬

法郎戰爭稅，並創立新憲法及赫爾維蒂政府，試

圖將瑞士納入附庸國。但隨著拿破崙王朝覆滅，

1815年後的中立政策受各國接受，使其並無太多

的戰事問題，許多國際組織（例如聯合國歐洲總

部、世界衛生組織、國際勞工組織等）亦因此將

辦事處設於此。 

二戰時許多國家即便宣布中立，但仍舊被納

圖 3-17瑞士憲兵 
資料來源：瑞士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10月 13日 

圖 3-15瑞士憲兵網路首頁 
資料來源：瑞士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10月 13日 

圖 3-16瑞士憲兵行軍 
資料來源：瑞士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10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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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德國占領，如挪威、丹麥及荷蘭，這樣的事件也讓地處西歐中樞的瑞

士深知擁有軍隊提升自我防衛能力的重要性，間接促使永久中立國瑞士

強化國防領域。該國目前擁有空軍 90,000兵力，陸軍 130,000兵力，並

實行「全民皆兵」的普遍義務民兵制，年滿 20歲之男性公民皆須服兵役，

服役的瑞士公民可將軍隊裝備帶回家中保管，以便於最短時間完成戰前

準備遂行作戰。後備兵力約 42,500員，戰時 48小時內則可動員 35.1萬

後備兵力。 

法源依據 

瑞士憲兵僅有軍法警察與軍事警察之職能，除非為軍法規範所包含，

否則對一般人民並不具有司法警察權。而瑞士憲兵之軍法警察權限主要

規定於軍事審判法（Militärstrafprozess）中，該法規定軍法案件之偵

查、訴訟程序與憲兵之相關職能。 

軍事審判法第 18條208規定，軍事法院和普通法院應彼此協助，而憲

兵與司法警察亦得在處理軍法案件時彼此協助。由此條規定中可以明確

發現憲兵與司法警察乃截然二分之概念。 

而對於憲兵為進行犯罪調查而行使強制處分之要件，如軍事審判法

第 54a 條209規定憲兵對犯罪嫌疑人或現正實施犯罪之人，得實施暫時管

                                                      
208
 其原文係：”1. Die Militärgerichte sind zur gegenseitigen Rechtshilfe verpflichtet. 

2. Ebenso haben die Militärgerichte und die zivilen Gerichts- und Verwaltungsbehörden 

von Bundes und Kantonen sich gegenseitig Rechtshilfe zu leisten. 3. Die Organe der 

militärischen und der zivilen Polizei sind gegen ü ber der Militärjustiz und den 

Truppenkommandanten, soweit diesen Befugnisse nach den Artikeln 100ff. zustehen, zur 

Rechtshilfe verpflichtet. Sie leisten diese in dringenden Fällen auch unaufgefordert. 4. 

In Rechtshilfesachen verkehren die Behörden direkt miteinander.” 
209
 其原文係：”1. Zivile und militärische Polizeiorgane können bei Verdacht einer 

strafbaren Handlung eine Person anhalten, ihre Identität feststellen und abklären, ob 

nach ihr, nach Fahrzeugen oder nach andern Sachen, die sich in ihrem Gewahrsam befinden, 

gefahndet wird. 2. Zivile und militärische Polizeiorgane haben jede Person anzuhalten, 

die in ihrer Gegenwart eine strafbare Handlung verübt oder unmittelbar danach angetroffen 

wird. Bei Fluchtgefahr können sie ferner Personen anhalten, welche auf Grund eigener 

Wahrnehmung, ausgeschriebener Fahndungen oder glaubwürdiger Mitteilung Dritter einer 

圖 3-18瑞士憲兵行軍訓練 
資料來源：瑞士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10月 13日 



  

  232   
 

束以進行身分確認，並附帶搜索其交通工具及隨身物品，而受管束之人

亦應配合其調查。同法 55條210規定，軍法警察在對犯罪嫌疑人實施管束

後，得基於犯罪調查之必要為暫時拘留，惟同法 55a 條211規定此拘留不

得逾 24 小時，如欲延長期間，則應依第 56 條212向法院申請核准羈押。

同法第 66條213規定憲兵得實施對房屋與人身之搜索，而搜索後發現得作

                                                      
strafbaren Handlung verdächtig sind. 3. Die angehaltene Person muss auf Verlangen ihre 

Personalien angeben, Ausweispapiere vorlegen, Sachen in ihrem Gewahrsam vorzeigen und 

zu diesem Zweck Fahrzeuge und Behältnisse öffnen. 4. Zivile und militärische 

Polizeiorgane können Angehörige der Armee zur Mitwirkung bei der Anhaltung einer auf 

frischer Tat ertappten Person auffordern.” 
210
 其原文係：”1.Vorgesetzte aller Stufen sowie zivile und militärische Polizeiorgane 

können eine Person vorläufig festnehmen, wenn sich auf Grund der Ermittlungen und nach 

der Befragung ergibt, dass die Voraussetzungen der Untersuchungshaft nach Artikel 56 

vorliegen.2.Über jede Festnahme ist unverzüglich ein Protokoll aufzunehmen. Das Protokoll 

enthält mindestens die Personalien der festgenommenen Person und allfälliger 

Auskunftspersonen sowie Grund, Ort und Zeit der Festnahme.3.Die festgenommene Person ist 

berechtigt, umgehend ihre Angehörigen zu benachrichtigen oder benachrichtigen zu lassen 

und einen Rechtsbeistand ü ber die vorläufige Festnahme und deren Gr ü nde zu 

orientieren.4.Für die Entschädigung für unzulässige vorläufige Festnahme gilt Artikel 

117 Absatz 3 sinngemäss.” 
211
 其原文係：”1. Die vorläufige Festnahme darf vom Zeitpunkt der Anhaltung an gerechnet 

24 Stunden nicht überschreiten.2. Ergibt sich während der Dauer der vorläufigen Festnahme, 

dass deren Voraussetzungen nicht mehr erfüllt sind, so ist die betroffene Person zu 

entlassen. Andernfalls ist sie vor Ablauf dieser Frist vom zuständigen militärischen 

Untersuchungsrichter persönlich einzuvernehmen. Dieser hat darüber zu befinden, ob die 

vorläufige Festnahme aufgehoben oder die Person in Untersuchungshaft gesetzt werden 

soll.” 
212
 其原文係：”1. Gegen den Beschuldigten, gegen welchen die Voruntersuchung angeordnet 

wurde, darf ein Haftbefehl nur erlassen werden, wenn er eines Verbrechens oder Vergehens 

dringend verdächtigt ist und Grund zur Annahme besteht: a.dass er sich der 

Strafverfolgung durch Flucht entziehen würde oder b.dass er Spuren der Tat vernichten, 

Beweismittel beiseite schaffen oder verändern oder Zeugen, Mitbeschuldigte oder 

Auskunftspersonen zu falschen Aussagen verleiten oder sonst den Zweck der Untersuchung 

gefährden würde oder c.dass er, in Freiheit belassen, seine strafbare Tätigkeit 

fortsetzen w ü rde. 2. Das Opfer wird ü ber die Anordnung und die Aufhebung der 

Untersuchungs- oder der Sicherheitshaft sowie über eine Flucht des Beschuldigten 

orientiert, es sei denn, es habe ausdrücklich darauf verzichtet. Die Orientierung über 

die Aufhebung der Haft kann unterbleiben, wenn der Beschuldigte dadurch einer ernsthaften 

Gefahr ausgesetzt würde.” 
213
 其原文係：”1. Die Durchsuchung einer Wohnung, anderer Räume oder unmittelbar zu einem 

Haus gehörender umfriedeter Liegenschaften kann jederzeit angeordnet werden, wenn zu 

vermuten ist, dass sich der Beschuldigte oder Verdächtige darin verborgen hält oder dass 

sich Beweisgegenstände oder Spuren der strafbaren Handlung darin befinden.2. Der 

Beschuldigte oder Verdächtige darf ebenfalls durchsucht werden.3. Zur Nachtzeit darf die 

Durchsuchung nur bei unmittelbarer Gefahr vorgenommen werden.4. Der Inhaber der Räume 

oder Gegenstände wird zur Durchsuchung beigezogen. Ist er abwesend, so ist bei 

Angehörigen der Armee ein Dienstkamerad, bei Zivilpersonen ein erwachsener Angehöriger 

oder Hausgenosse beizuziehen.5. Findet die Durchsuchung bei einer Zivilperson statt, so 

ist wenn möglich eine Amtsperson der Gemeinde oder des Kantons beizuzie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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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犯罪證據之物，則可依同法第 63 條214規定實施扣押。綜合以上敘述，

瑞士軍事審判法中明確以憲兵作為主體描述各項犯罪偵查之要件，可知

憲兵乃具備完整之軍法警察身分。 

至於軍事警察方面，瑞士軍隊執勤準則（Dienstreglement der 

Schweizerischen Armee）第 74 條215規定，軍中警衛任務由憲兵擔任，

部隊應服從其基於警察權限所為之指揮，可知瑞士憲兵所具備傳統上軍

紀維護之職能。 

組織編制 

由於瑞士國內民族分佈的狀況，以及

26 個邦擁有高度的自治權，以至於各邦在

警察與憲兵制度上有不同的做法。以法語為

主要語言的日內瓦邦（Geneva）、巴賽爾邦 

（Basel）與洛桑（Lausanne）等地區，擁

有法式的憲兵部隊，在其他地區則是維持英

式憲兵的制度。憲兵在全國有 4個軍區，分

別是： 

 憲兵第一軍區【日內瓦邦（Geneva）、費利堡邦（Fribourg）、朱拉

邦（Jura）、諾查帖邦（Neuchatel）、佛德邦（Vaud）】 

                                                      
214
 其原文係：”1. Gegenstände und Vermögenswerte, die als Beweismittel f ü r die 

Untersuchung von Bedeutung sind oder der Einziehung unterliegen, sind zu beschlagnahmen 

und zu verwahren oder in anderer Weise sicherzustellen.2. Gegenstände und Unterlagen aus 

dem Verkehr einer Person mit ihrem Anwalt dürfen nicht beschlagnahmt werden, sofern 

dieser nach dem Anwaltsgesetz vom 23. Juni 2000 zur Vertretung vor schweizerischen 

Gerichten berechtigt ist und im gleichen Sachzusammenhang nicht selber beschuldigt ist.” 
215
 其原文係：”1. Die Wache ist ein militärisches Polizeiorgan. Es stehen ihr die 

Polizeibefugnisse der Truppe zu. Ihren Anordnungen hat jedermann Folge zu leisten. 2. 

Die Wache ist dem Kommandanten, der den Einsatzbefehl für den Wachtdienst erlassen hat, 

direkt unterstellt. Der Wachtkommandant nimmt ohne andere Anordnung nur von diesem 

Kommandanten, die Wachtmannschaft nur vom Wachtkommandanten Befehle entgegen. 3. Der 

Wachtdienst wird in der Regel mit der Schusswaffe und Kampfmunition geleistet. Das VBS 

regelt die Einzelheiten.” 

圖 3-20賦予瑞士憲兵軍法警察身分之法律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圖 3-19瑞士憲兵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vtg.admin.ch/internet/vtg

/de/home/schweizerarmee/organisation

/fsta/milit.html 

到訪日期：2016 年 10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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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兵第二軍區【巴賽爾市（Basel City）、巴賽爾邦（Basel State）、

阿谷邦（Aargau）、所羅森邦（Solothurn）、伯恩邦（Berne）216】 

 憲兵第三軍區【盧森邦（Lucerne）、斯瓦茲邦（Schwyz）、奧伯瓦

登邦（ Obwalden）、尼德瓦登邦（ Nidwalden）、格羅邦登邦

（Graubunden）、烏里邦（Uri）、瓦磊邦（Valais）、提希諾邦（Ticino）】 

 憲兵第四軍區【格拉魯斯邦（Glarus）、外荷登邦（Appenzell 

Ausserrhoden）、內荷登邦（Appenzell Innerrhoden）、夏荷森邦

（Schaffhausen）、聖嘉倫邦（St. Gallen）、索果邦（Thurgau）、

蘇黎世邦（Zurich）、陸格邦（Zug）】 

 

任務職能 

瑞士憲兵擁有軍法警察身分，職司軍紀維護職能，其詳細任務內容整

理如下： 

 確保軍隊的紀律與秩序 

 軍事相關的犯罪案件刑事偵查 

                                                      
216
 瑞士憲兵官方網站，<http://www.vtg.admin.ch/de/organisation/fsta/mp.html>(檢索日期：

2016年 10月 4日) 

圖 3-21瑞士憲兵組織圖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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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指揮官與調查機構（包括現場清理、證據保存及事件調查） 

 與其他軍法警察或民警單位合作 

 維護軍事設施及國防部長及重要人士之安全 

 維護駐外使館及瑞士公民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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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用物資及機關之安全警衛 

圖 3-22瑞士憲兵 
資料來源：瑞士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10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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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憲兵（軍事警察，Militære Politi） 

挪威位於北歐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西部，東鄰瑞典，東北與芬蘭芬

蘭、俄羅斯接壤，西接挪威海，南與丹麥隔海相望。其境內斯堪的那維

亞山脈縱貫全境，高原山地、冰川湖泊、沼澤廣布佔全境 2/3 以上，領

土亦包括斯瓦爾巴群島和揚馬延島，領土面積 385,054 平方公里，總人

口數 517萬。 

歷史沿革 

挪威本土於二戰遭逢納粹德國佔領，迫使政府流亡

英國，並於 1940 年 9 月 10 日在英國鄧弗里斯

（Dumfries）的駐英軍隊中設立現代化憲兵部隊。成立

初期，僅由陸、海、空軍之「憲兵排」及位於加拿大的

挪威空軍官校「憲兵加強排」編成。1945 年 5 月至 8

月，由美國、英國、挪威憲兵與挪威警察組成聯合指揮

部，在納粹中解放的挪威擔負重要的警察任務，並於隔

年在全國各地的軍事基地與要塞中設立憲兵部隊。1947

年挪威憲兵面臨被解散的危機，但由於同年 9月，憲兵

471 連協同陸軍聯兵旅分遣隊參與衛戍德國占領區的

任務，挪威憲兵始得以存續。直至 1952 年憲兵部隊才

完全自德國撤出，駐紮於北挪威。 

1995年憲兵部隊由憲兵排轉換為「憲兵營」，並運作至今。雖然今日

圖 3-24挪威憲兵 
資料來源：挪威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10月 26日 

圖 3-23挪威憲兵偵察 
資料來源：挪威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10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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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憲兵部隊規模較小，但是仍能在陸海空軍有效率執行任務，儘管近

年挪威部隊的裁減確實影響到憲兵部隊，亦間接迫使軍方不得不針對其

承平與戰時支援進行改革，然而透過強化職權部分，亦避免因功能受損

造成國防罅隙肇生。 

圖 3-25挪威憲兵職能 
資料來源：挪威憲兵官，到訪日期：2016年 10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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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挪威憲兵僅具備軍事警察與軍法警察之身分，其職能主要規定與該

國之軍事警察權法（Lov om Politimyndighet i det Militære Forsvar）

與刑事訴訟法（Lov om Rettergangsmåten i Atraffesaker）中。 

在軍事警察身分方面，軍事警察權法第 1條217規定，憲兵對於軍事區

域中之任何人皆具有警察權，同法第 2 條218規定憲兵亦得對軍事區域外

受軍法規範之人實施警察權。而在其權限方面，同法第 3 條219規定警察

權包括得採取干預手段以維持和平、秩序與軍事紀律，在必要情況下並

得為暫時逮捕；同法第 5 條220並規定憲兵應主動調查違反軍紀與軍法之

案件。 

在軍法警察身分方面，統一規範一般刑事訴訟與軍事審判程序的挪

威刑事訴訟法中，並無軍法警察之明文，然而刑事訴訟法第 478 條221規

定，在軍法案件之調查與強制處分上，憲兵具備與司法警察相同之權力，

即可知憲兵具有軍法警察之內涵。而其強制處分權限則規定於同法第

170條至 222d條。同法第 171條至第 191條規定逮捕、拘禁權，憲兵得

                                                      
217
 其原文係：”Militært befal med sersjants grad eller tilsvarende eller høyere, 

militærpoliti og militære vakter har politimyndighet overfor alle som er på militært 

område eller i umiddelbar nærhet av det. Militært område omfatter også militært fartøy 

eller transportmiddel. Politimyndighet kan også utøves overfor den som opptrer i strid 

med forbud gitt i medhold av § 18 a i lov 20. mars 1998 nr. 10 om forebyggende 

sikkerhetstjeneste.” 
218
 其原文係：” Befal som nevnt i § 1 har også utenfor militært område politimyndighet 

overfor enhver undergitt som omfattes av kapittel I i lov om den militære 

disiplinærmyndighet. Militærpolitiet kan utøve politimyndighet overfor enhver som 

omfattes av kapittel I i samme lov utenfor militært område. Når ikke foresatt eller 

militærpoliti er til stede kan enhver overordnet utøve slik politimyndighet.” 
219
 其原文係：” Politimyndighet etter loven omfatter rett til å gripe inn for å 

opprettholde den alminnelige ro og orden, anholde og innbringe personer etter 

politilovens § 8. Den som har politimyndighet etter loven har også rett til å bruke 

foreløpig arrest overfor enhver som omfattes av kapittel I i lov om den militære 

disiplinærmyndighet som:1.forstyrrer den alminnelige ro og orden.2.har gjort seg 

skyldig i alvorlig pliktstridig forhold og det av tjenestlige grunner finnes nødvendig 

at vedkommende straks blir pågrepet.3.eller har gjort seg skyldig i refsbart forhold 

og det er særlig grunn til å frykte for at vedkommende vil øve vold eller skadeverk, 

eller fortsatt gjør seg skyldig i grovt disiplinærbrudd.” 
220
 其原文係：” Militærpolitiet eller militært befal som nevnt i § 1 kan etterforske 

brudd på den militære straffelov eller disiplinærlov.De kan også innlede 

etterforskning av andre straffbare forhold som omfattes av politimyndigheten etter § 

1.” 
221
 其原文係：” Ved etterforsking og bruk av tvangsmidler likestilles militærpoliti og 

militære befalingsmenn med polititjenesteme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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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嫌犯有逃亡、滅證之虞時，對其實施暫時逮捕；同法第 192 至第 216

條規定搜索、扣押權，在有相當理由認為犯罪嫌疑人或證據位於特定房

屋、處所時，得進入搜索以實施逮捕或扣押得為證據之物；同法 216a條

至 216k 條則規定監聽權，對於犯下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的嫌疑犯，

得在法院核准後實施監聽。 

綜合上述說明，挪威憲兵之任務單純，限於維護軍事紀律以及軍法之

貫徹。 

圖 3-26賦予挪威憲兵軍法警察身分之法律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圖 3-27挪威憲兵訓練 
資料來源：挪威憲兵官，到訪日期：2016年 10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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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編制 

挪威憲兵屬小型部隊，挪威憲兵部轄 4 個獨立

單位：陸軍憲兵、海軍憲兵、空軍憲兵及國家侍衛

隊憲兵。承平時期，全國陸海空軍基地皆有駐地憲

兵，其兵力部屬約 1至 2個排，僅擔任營區警衛、

安檢勤務。戰時，全國陸軍憲兵可動員 3個憲兵營、

6個獨立憲兵連與 3個獨立憲兵排，共計 2,500員，

再加上空軍憲兵 240員、海軍憲兵 120員及國家侍

衛隊憲兵 850員，戰時動員憲兵總兵力合計約 3,710

員。222 

挪威三軍憲兵原由陸、海、空軍三所憲兵學校負

責訓練，於 2002年三校整併，由陸軍憲兵位於思摩

爾（Sessvollmoen）的憲兵學校統一訓練，並於結訓後分發至巴德福斯

區（Bardufoss）、特羅姆斯區（Troms）的憲兵營，目前第 1營負責皇家

侍衛勤務，由梅傑葛維克（Maj m Langvik）中校擔任指揮官，第 2營則

由亨利楊農牟（Jan Henry Norvalls）中校擔任指揮官。 

國家侍衛隊憲兵則來自於 1946 年 12 月 6 日成立，擁有陸海空防衛

力量之國家侍衛隊。該部隊承平時期兵力僅有 1,200 名，但在備戰準備

時，有 3,500 員快速反應部隊。戍守位置共分 4 區，11 個點：第 1 區

（Rygge、Lutvann、Heistadmoen、Terningmoen）；第 2區（Vatneleiren、

Bergenhus）；第 3 區（Setnesmoen、Værnes、Drevjamoen）；第 4 區

（Elvegårdsmoen、Porsangermoen）。 

                                                      
222
 挪威憲兵現況簡介，<http://home.mweb.co.za/re/redcap/norway.html>(檢索日期：2016年 10

月 26 日) 

圖 3-28挪威憲兵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s://pbs.twimg.com/profile_

images/2683665870/83904e81533f

7069bd34c72f87db1bec.jpeg 

到訪日期：2016年 10月 26日 

圖 3-29挪威憲兵訓練 
資料來源：挪威憲兵官，到訪日期：2016年 10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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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職能 

 無論是陸軍憲兵、海軍憲兵、空軍憲兵或是

國家侍衛隊憲兵，皆於部隊中擔負軍法警察的角

色，職司軍紀維護。以下詳述其任務內容： 

 確保軍隊的紀律與秩序 

 軍事犯罪偵查 

 執行軍事人犯拘留 

 重要設施及人物之安全警衛 

 執行聯合國國際維和任務 

 確保武裝部隊及車輛移動時之安全 

 機動支援任務 

圖 3-30挪威憲兵組織圖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圖 3-31挪威憲兵執勤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s://geardoshit.wordpress.com/category

/rifles-and-blasters/ 

到訪日期：2016年 10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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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挪威憲兵訓練 
資料來源：挪威憲兵官，到訪日期：2016年 10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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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軍事警察，Le Military Police Group） 

比利時地處西歐，國土面積 30,528平方公里，總人口 1,120萬，223

其首都布魯塞爾（Brussel）為諸多國際組織總部的所在地，包括歐盟和

北約組織。北面荷蘭，東臨德國，東南方為盧森堡，南面為法國，夾於

諸多傳統強國間的地理位置使得比利時在歷史上曾被奧地利、法國、荷

蘭…等國統治，且兩次大戰中均遭受德國占領。1830年，比利時興起獨

立運動，從當時荷蘭聯合王國的統治下獨立。現境內分為北部與荷蘭接

壤的荷語區和南方靠近法國的法語區，亦有部分的荷法雙語區以及極少

數與德國接壤的德語區。224 

歷史沿革 

1797 年，拿破崙擊退反法聯盟，與

奧地利簽訂條約取得比利時省後，即在

其 境 內 成 立 國 家 武 裝 部 隊 （ La 

Gendarmerie），在比利時全境建立起管

轄網路，兼理軍方與民間事務。而 1815

年滑鐵盧之役後，維也納會議將比利時

劃入荷蘭聯合王國，由國王威廉一世統

治。這時荷蘭將憲兵部隊重新命名為皇

家 騎 警 隊 （ Koninklijke 

Marechaussee）。1830年比利時獨立，成

立自己的憲兵部隊，稱之為國家武裝部

                                                      
223
 Statistic Belgium,<http://statbel.fgov.be/en/statistics/figures/>(檢索日期：2016年

11月 16日)。 
224
 劉華宗，2004。《族群衝突與政治整合：比利時與臺灣之比較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

系學位論文，頁 35-37。 

圖 3-34比利時憲兵 
資料來源：比利時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11月 16日 

圖 3-33比利時憲兵 
資料來源：比利時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1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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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Rijkswacht/Gendarmerie Nationale）。 

到了二次大戰，比利時遭德國占領，憲兵的角色被限縮至一般行政警

察，主要負責道路交通管理。大部分憲兵人員拒絕與德國占領者合作，

且據傳部分人員甚至與比利時反抗力量合作。這樣的行為並不為德國所

容忍，於是自 1942年始，憲兵被剝奪了其大部分職權。 

戰後，比利時憲兵重新回歸。1957 年年末，新的憲兵基本法通過，

確立憲兵為三軍之外的獨立軍種，並被授權建立自己的訓練機構。但到

了 80年代，比利時憲兵面臨了諸多問題，例如陳舊的裝備、財政上的困

難等，且被指責缺乏有效管理與合宜的調查技巧。於是在 1991年比利時

憲兵實施組織調整計畫，並於隔年 1月 1 日正式失去其軍人身分，成為

一般警察，與市警察（police communale）、司法警察（police judiciaire）

共同負責國內的警察任務，並由國防部轉移給內政部及司法部共同管轄。

2001年，比利時政府鑑於 3支警務部隊間的合作效率低落，決定將其解

散。 

在這支古老的軍紀維護部隊轉為一般警察並遭解散後，比利時陸軍

重新成立了軍事警察群（Le Military Police Group），負責軍隊中的憲

兵任務。 

法源依據 

2001 年比利時憲兵與聯邦警察整併改組，重組後的憲兵不再具備司

法警察與行政警察之職能。又在 2003 年，比利時公佈 4301 號法案，廢

除平時軍事法院制度，將軍法案件之調查、程序之適用回歸於刑事訴訟

程序，該法案第 81 條並明定由聯邦警察以司法警察之身分處理軍人犯

罪之案件225。 

 故目前比利時憲兵僅依據軍事紀律法（Wet Houdende het 

Tuchtreglement van de Krijgmacht）擔負軍事警察之身分，執行軍紀

維護職能。僅有在戰時，則因軍事審判法（Wetboek van Militair 

Strafvordering）之適用，憲兵始得依據軍事審判法第 41條226具備軍

                                                      
225
其原文係：”De bevoegdheden van de procureur des Konings worden in oorlogstijd 

uitgeoefend door de militaire auditeur, die van de onderzoeksrechter door de 

onderzoeksrechter bij de militaire rechtbanken en die van de procureur-generaal door 

de auditeur-generaal bij het Militair Gerechtshof, overeenkomstig de wet van 10 april 

tot regeling van de rechtspleging voor de militaire rechtscolleges en tot aanpassing 

van verscheidene wettelijke bepalingen naar aanleiding van de afschaffing van de 

militaire rechtscolleges in vredestijd.” 
226
其原文係：”1. Wanneer een militair of n of meer zware tuchtvergrijpen heeft bega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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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警察之身分，得對軍人犯罪實施犯罪調查。其相關調查職能如同法第

10條227至 10-2條規定之搜索、扣押權限；第 22條228至 28條規定其逮

捕、拘禁權限等。 

組織編制 

比利時憲兵共編制 188人，代表比利時陸、

海、空三軍和醫療群執行警察性任務。其參謀

團位於埃韋勒（Evere），境內尚有 4 個分部位

在尼韋爾（Nivelles）、法梅恩地區馬爾什

（Marche-en-Famenne）、利奧波德斯布爾格

（ Leopoldsburg ）、 以 及 隆 巴 斯 約 德

（Lombardsijde）等地。229 

 

                                                      
kan hij in zijn eenheid onder toezicht worden geplaatst, indien deze maatregel vereist 

is in het belang van het onderzoek of van de handhaving van de orde.   Deze maatregel 

wordt genomen door de korpscommandant of door zijn gemachtigde die het commando 

waarneemt.  2. Een militair die ervan verdacht wordt een misdrijf te hebben gepleegd, 

kan, met het oog op zijn terbeschikkingstelling van de gerechtelijke overheid, onder 

dezelfde voorwaarden onder toezicht worden geplaatst.  3. Het onder toezicht plaatsen 

mag vierentwintig uur niet te boven gaan.” 
227
其原文係：”De wegens gezondheidsredenen afwezige militairen mogen zich niet 

onttrekken aan het medisch toezicht bevolen en georganiseerd door de (militaire 

overheid) volgend de modaliteiten die de Koning vastlegt.Zij mogen ondermeer, tussen 5 

uur en 21 uur, het bezoek aan huis van een daartoe aangewezen geneesheer niet 

weigeren, noch weigeren zich door deze laatste te laten onderzoeken.”
 

228
其原文係：” et zwaar arrest kan tot ten hoogste 8 dagen worden uitgebreid :1 indien 

het krijgstuchtelijk vergrijp bedreven werd tijdens een gewapende operatie of een 

daarmede gelijkgestelde operatie;2 bij recidive.Een militair bevindt zich in een 

toestand van recidive wanneer hij zich binnen een termijn van zes maanden schuldig 

maakt aan een krijgstuchtelijk vergrijp dat van dezelfde aard is als de feiten 

waarvoor hij werd veroordeeld of tuchtrechtelijk gestraft.Deze termijn neemt een 

aanvang op de dag waarop de militair definitief van de eerste straf in kennis wordt 

gesteld.”
 

229
 比利時國防部官網 m.mil.be/fr/unites/military-police-group 

圖 3-36賦予比利時憲兵軍法警察身分之法律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圖 3-35比利時憲兵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s://cdn.globalauctionp

latform.com/819a5131-b3eb-

4f56-bbc8-

a56f00d8e3bb/287cfde0-

e7d3-4694-db21-

950fe81f84c7/540x360.jpg 

到訪日期：2016年 11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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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職能 

比利時憲兵擁有軍法警察身分，職司軍紀維護，其詳細任務內容如

下： 

 維護軍紀，確保命令遂行 

 交通管控 

 警衛任務和護送 
 

 

  

圖 3-37比利時憲兵組織圖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圖 3-38比利時憲兵車巡 
資料來源：http://worldmilitaryintel.blogspot.tw/2013/05/blog-post_5662.html 

到訪日期：2016年 1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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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9比利時憲兵執勤 
資料來源：比利時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1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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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亞洲國家 

以色列憲兵（軍事警察，צבאי שוטר） 

以色列位在中東地區，是一個由猶太人建立的國家，東部緊臨巴勒

斯坦和約旦，西南面埃及，北靠黎巴嫩與敘利亞，國土面積約 22,072平

方公里，人口數約 814萬，首都為耶路撒冷(Jerusalem)。由於其地理位

置接壤諸多阿拉伯國家，在領土邊境上面臨許多傳統威脅，自建國以來

已歷經 5 次以阿衝突，而在非傳統威脅上也面臨恐怖行動威脅。因此，

以色列國土雖不大，但軍事實力卻不容小覷，在第 3 次以阿戰爭時更以

一己之力戰勝了由埃及、敘利亞和約旦等國組成的聯軍。 

歷史沿革 

1948年，英國終止對巴勒斯坦地區的託管 

，以色列宣布獨立，隨即引發第 1次以阿戰爭。

在停火期間，以託管時期的軍事組織 Haganah 

（希伯來文「防禦」之意）為核心的以色列國

防軍正式成軍，同時成立軍事警察（Military 

Police Service）作為憲兵部隊，起初僅約 160

人，成員皆由指揮官親自挑選。在戰時的主要

任務為標示道路供行軍之用，230並協助首都耶

路撒冷的防禦；除戰時任務外，也負責警察勤

務，以及阿拉伯城鎮的軍事管制，而以平民為

對象的勤務通常會與以色列警方共同執行。 

                                                      
230
 Asher, Danny.“Red and Blue- A Corps’ Story 1948-2008”. 

圖 3-41以色列憲兵過去服飾 
資料來源：以色列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11月 23日 

圖 3-40以色列憲兵 
資料來源：以色列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11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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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與其阿拉伯鄰國紛爭接

踵不斷，在接下來的蘇黎世危機（第

2次以阿戰爭）中，憲兵被分為專責

設立標示、引導軍隊，以及處理戰俘

問題…等不同功能的小組，赴前線

執行任務。以色列憲兵也成立軍事

監獄監管約 5,500 名的埃及戰俘。

戰爭結束後，在聯合國調停下也負

責和埃及的戰俘交換工作。而到了

第 3 次以阿戰爭時，憲兵更加受到

依賴，在各主要幹道交會處均有其

執勤的蹤影，也有部分人員被編入

戰鬥部隊。其他則被派駐於甫佔領

的加薩走廊維持秩序，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軍團的憲兵也負責搜

尋並關押戰俘。而戰爭結束後以色列政府對西岸地區（West Bank）實施

的軍事管制主要也由憲兵負責維繫。而到了齋戒日戰爭（第 4 次以阿戰

爭）時，除了原先對戰俘的處置外，憲兵也開始負責相關的調查。 

圖 3-43以色列憲兵職能 
資料來源：以色列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11月 23日 

 

圖 3-42以色列憲兵執勤 
資料來源：以色列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11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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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以色列憲兵僅有軍法警察與軍事警察之職能，除非為軍法規範所包

含，否則對一般人民並不具有犯罪調查權限。而以色列憲兵之軍法警察

權限主要規定於軍事審判法（תשט ,הצבאי השיפוט ק）中，該法規定軍法案

件之偵查、訴訟程序與憲兵之相關職能。 

在以色列軍事審判法中並無軍法警察之用語定義，然而在該法所訂

各項強制處分的條文中直接載名憲兵之權利與執行處分之要件，故可知

其實質上具備軍法警察身分。軍事審判法第 227 條231概括規定了憲兵在

本法之職權，憲兵依軍令得對任何軍人、處於軍隊管轄地區或干擾軍事

行動之人行使其依法具備之權限，並得在有令狀或無令狀之情形逮捕前

述之人。而該條文中所指的各項權限則如軍事審判法第 237a 條至 237c

條規定憲兵得拘留嫌犯至多 48小時之權力，245條至 250條則規定憲兵

之搜索權；較特別的是本段內容多援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如第 245 條
232規定軍事法院具備刑事訴訟法第 23、24 條之逮捕與搜索權；第 245a

條233規定在符合刑事訴訟法關於搜索之要件下，始得對人身為搜索；第

247 條234規定憲兵對脫免逮捕或逃離拘禁之人亦具備刑事訴訟法第 25 條
                                                      
231
 其原文係：”עם בהתחשב ,רשאי (צבאי שוטר – להלן) צבאי שוטר להיות הצבא פקודות לפי שנתמנה ל 

 לפעולה המפריע או הצבא שבהחזקת במקום הנמצא אחר אדם כל ולגבי ,חייל כל לגבי להשתמש(1)– הצבא פקודות

 כהגדרתו חייל כל מעצר פקודת ללא לעצור(2);אדם כל לגבי לשוטר הדין פי על הנתונות בסמכויות ,הצבא של

 לפי מעצר פקודת עליו לו שיש 1 בסעיף כהגדרתו חייל כל לעצור(3);לזהותו המספיקות ידיעות נותן שאינו 1 בסעיף

 ”.זה חוק לפי שניתנה מעצר פקודת עליו לו שיש אחר אדם וכל ,דין כל
232
 其原文係：”(א)הנתונות הסמכויות צבאי מקום לגבי יהיו בכיר שיפוט ולקצין חוקר-לשופט ,צבאי דין לבית 

 אלא ,1969-ט"התשכ ,[חדש נוסח] (וחיפוש מעצר) הפלילי הדין סדר לפקודת 24-ו 23 סעיפים לפי שלום לשופט

 בסעיף האמורות הסמכויות יהיו זוטר שיפוט לקצין(ב) .צבאיים שוטרים אל ערוכה תהיה זה סעיף לפי חיפוש שפקודת

 ששר המדינה של מפעל או מתקן(1)– לרבות – "צבאי מקום" ,זה סעיף לענין(ג).שבפיקודו מקום לגבי (א) קטן

 1 בסעיף כהגדרתו חייל של דירתו(2);זה סעיף לענין צבאי כמקום ,למתאים שמצא פרסום דרך בכל ,קבעו הבטחון

 לפי הסמכות(ד) .זוגו-ובת החייל של או ,חייל של בהחזקתו שהיא או ,הצבא שבהחזקת במקום היא הדירה אם –

 על שבפיקודו במקום או מפקודיו חייל אצל לחפש ,מפקד הוא באשר ,מפקד של סמכותו על להוסיף באה זה סעיף

 ”.חוקית פקודה קיום להבטיח מנת
233
 其原文係：”חיפוש – אכיפה סמכויות) הפלילי הדין סדר חוק לפי אלא ,חייל של בגופו חיפוש עורכים אין(א 

 חוק|1א245 סעיף]] להוראות בכפוף ,(החיפוש חוק|חיצוני:ח}} – זה בחוק) 1996-ו"התשנ ,(זיהוי אמצעי ונטילת

 ,החיפוש חוק שהוענקו הסמכויות יהיו חייל של בגופו חיפוש לענין(ב) ..{{1א245 סעיף]] להוראות בכפוף ,(החיפוש

 ,משפט לבית שהוענקו הסמכויות יהיו מיוחד צבאי דין ולבית מחוזי צבאי דין לבית(1):להלן כאמור לגורמים נתונות

 שהוענקו הסמכויות ,סרן רב תקן והנושא לפחות סרן שדרגתו צבאית משטרה לקצין יהיו פנימי בחיפוש(2);הענין לפי

 משטרה לקצין או צבאית משטרה בסיס מפקד שהינו צבאית משטרה לקצין יהיו חיצוני בחיפוש(3);משטרה לקצין

 שדרגתו צבאית משטרה קצין יפעיל לא ;משטרה לקצין שהוענקו הסמכויות ,לפחות סרן היא תקן לפי שדרגתו צבאית

 סרן רב שדרגתו צבאית משטרה בקצין שנועץ לאחר אלא ,זה סעיף לפי סמכותו את ,סרן רב מדרגת למטה

 לענין האמור מן לגרוע כדי (א) קטן בסעיף באמור אין(ג).לשוטר שהוענקו הסמכויות יהיו צבאי לשוטר(4);לפחות

 ”.ב250-ו א250 סעיפים
234
 其原文係：”ט"התשכ ,[חדש נוסח] (וחיפוש מעצר) הפלילי הדין סדר לפקודת 25 סעיף לפי שוטר של סמכות-

 מעשה לגבי וכן ,זה חוק לפי חוקית ממשמורת או ממאסר המתחמק אדם לגבי צבאי לשוטר גם נתונה תהיה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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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限，得逕為搜索。 

綜上所述，以色列之憲兵依據軍事審判法行使軍法警察之犯罪調查

與強制處分權限。 

  

                                                      
 ”.227 בסעיף לאמור נוסף וזה ,צבאי דין בית לפני לדין עליו להביא שאפשר

圖 3-44賦予以色列憲兵軍法警察身分之法律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圖 3-45以色列憲兵 
資料來源：以色列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11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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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編制 

以色列憲兵隸屬於以色列軍隊的人力

資源局，235由憲兵總司令指揮，此職位自

1974年起改由准將擔任。部署上在境內分

為北、中、南 3 大地區指揮部，以及一些

由中校領導，直接向憲兵總司令彙報的特

別單位，包括： 

 第 4、6號軍監 

 安全檢查部的 Erez和 Taoz營 

 13號訓練基地 

 中央交通管理單位-Yamlat 

 特別調查組-Yamlam 

  

                                                      
235
 以色列國防軍簡介，< www.idf.il/english/>(檢索日期：2016年 11月 23日)。 

圖 3-47以色列憲兵組織圖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圖 3-46以色列憲兵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home.mweb.co.za/re/redcap/israel.htm 

到訪日期：2016年 11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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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職能 

以色列作為一個飽受邊境問題紛擾的軍事強國，其憲兵除了負責軍

紀維護外，在戰時也為軍隊規劃路線、設立標示協助行軍，並負責處理

敵散兵問題及後備支援；而承平期間亦肩負許多不同任務，以下茲就任

務性質簡要分述如下：236 

 警察勤務 

以色列憲兵的警察勤務包含了許多面向，除了佈署於各大部隊中負

責軍紀維護外，還負責意外的防範與現場處理、追緝逃兵及拒絕徵召者、

協助演習和特別事件時的秩序維持與管控、建立哨點，以及執行護航任

務…等。同時，憲兵也負責執行交通法規，藉此減少軍人在營外的交通

事故。且以色列軍方鑒於防止軍人受挾持綁架，明令禁止軍人隨意搭乘

便車，相關違規情事也由憲兵負責查緝。此外，關於交通管制的部分，

以色列憲兵於 1980 年成立了專責軍人違規的中央交通管理單位

「Himmel」，執行包括監視軍車動向、確令軍車駕駛遵守交通規範，以及

負責運送囚犯至關押機構及法院。 

 

 矯正機構 

 以色列軍監系統主要由憲兵負責管理，除了作為懲戒手段外，最主要

還是希望還押的人員能夠重回軍隊服役。因此也提供了各類的評估與輔

導課程。以下分就兩者的專責人員簡介之： 

 晤談評估人員 

晤談人員須受過行為與社會科學相關的訓練，透過與受刑軍人

的面談來了解其背景，並評估收容期間適切的對待方式，以及未來

繼續重返軍旅的可行性。 

 監獄教員 

擔任受刑人的指導者，負責其人身安全及視情況滿足其需求，

並規範受刑人遵循一般生活作息，盡可能的幫助他服刑期滿後能重

返部隊服役。 

 

 刑事調查 

 此單位主要的業務為針對毒品交易、詐欺、性侵害、暴力事件、殺人
                                                      
236
 以色列憲兵官方網站，<www.chamatz.aka.idf.il/894-he/Hamaz.aspx>(檢索日期：2016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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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交通意外等案件的調查，原先係由未經良好訓練之士兵組成。然而，

以色列軍方逐漸發現刑事調查組之重要性，決定將其刑事調查組之探員

學歷要求提高至高中或大學以上，並延請專業的以色列警方來加以訓練。

憲兵刑事調查組在軍方的領導方針之下，成為以色列軍方最專業的部門

之一。其佈署上分為北、中、南 3 個分區，並另外設有 2 個特別單位：

特別調查組「Yamlam（Yehida Merkazit LeHakirot Meyuhadot，lit. 

Special Investigation Unit）」及反詐騙小組。 

特別調查組成立於 1984年，負責軍中較複雜敏感的重大刑案調查，

例如毒品、軍火的交易與使用。而反詐騙小組的業務範圍主要在打擊經

濟相關犯罪，涵蓋了詐欺、貪腐及收受賄絡等。 

 

 安全檢查 

以色列憲兵也

負責保護以巴邊境

的 接 縫 區 （ Seam 

Zone）免於遭受入侵

和攻擊，且為因應紛

擾的邊境問題以及

恐怖攻擊，遂於 2004

年建立安全檢查部

門，負責邊境區域的

哨站執勤，防止恐怖

分子進入、偷渡武

器、攻擊、滲透…等

一切助長恐怖組織的行動。安全檢查部門亦執行中等風險的戰鬥支援任

務，相當受到軍方的重視。自 2012年始，部分應募人員須完成較嚴格的

步槍兵 3 等級的訓練（多數人員在專長訓之前僅需通過步槍兵 2 級的基

礎訓練），而長期目標則是此部門的所有人員均完成此訓練。安全檢查部

門轄下有 Taoz、Erez兩個營，Erez營於 1995年為實現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而成立，原負責在加薩走廊的哨點負責檢查進入以色列工作的

巴勒斯坦人，而後併入安全檢查部門並負責耶路撒冷周邊的哨站。而其

餘由憲兵建立的查哨點則歸 Taoz營負責。除了上述兩個營之外，其他安

全檢查部門的憲兵也在鄰近黎巴嫩、敘利亞的邊境及加薩走廊執行勤務。 

 情資與監控 

圖 3-48以色列憲兵執勤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1080.plus/Israeli_Military_Police_Corps_MEM_TZADIK_%D7%97%D7%99%D7%9

C_%D7%94%D7%9E%D7%A9%D7%98%D7%A8%D7%94_%D7%94%D7%A6%D7%91%D7%90%D7%99%D7%AA

/4Dc2mT-s9zw.video 

到訪日期：2016年 11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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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資部門主要負責情蒐、偵查、研究評估犯罪資訊，並規劃整合各

部隊的情資。此單位與軍中內部和外部的秘密組織合作，大部分的行動

都屬於機密的。依據任務的形態和內容可以分類為 3種人員： 

 探員 

根據情資搜索並逮捕罪犯，並負責情蒐人員執勤時的人身安全，

同時和以色列警察的相關單位保持合作關係。因為探員的工作常需

要維持保密，故多數人員穿著便衣執勤。 

 偵查與評估組 

主力由士官組成，分為偵查與評估兩個單位。此類人員的專長訓

練為期 5 週，在結訓的前一週決定所屬的編組。偵查組負責追緝逃

兵及拒絕徵召者，評估組則負責蒐集情報並致力於維持軍中刑法的

遂行。 

 情資蒐整人員 

情蒐人員需具備高度的專業和責任感，展現守口如瓶的保密性，

並通過背景調查，由於任務需求的保密條件，故也被允許著便衣執

勤。情蒐人員負責查察與防治軍人犯罪，並協助對以色列軍隊侵擾事

件之調查；另情蒐人員蒐集犯罪情資，並透過提問與偵訊的過程建立

完整的情報網絡以作不同用途，包括犯罪調查、羈押及交通意外等。

此類人員的訓練期相對較長，在完成基礎訓練後，還需參與為期 9週

的專長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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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憲兵 (軍事警察， Military Police) 

新加坡為一位在中南半島南端的島嶼型國家，總人口 560.7 萬。領

土除本島外還包含周圍數個島嶼，總面積 719.1 平方公里，北鄰馬來西

亞，南邊隔海與印尼相望。曾受英國殖民統治，並在二次大戰時間短暫

為日本占領；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聯邦獨立建國，現為大英國協

中的國家之一，並加入聯合國、東協等國際組織。 

歷史沿革 

新加坡於 1966 年成立「軍紀警衛連」 

(Provost Company)，負責軍紀維護，同時設

立軍紀警衛學校 （School of Provost）以

及第 1 所軍監。隨著隔年徵兵制度的實施，

國防人力資源大增，上述 3個單位遂於 1970

年合併為新加坡國家憲兵部（Singapore 

Armed Forces Provost Unit）。1990年，憲

兵學校重新改組，依專長分為憲兵訓練連以

及軍犬訓育連。到了 2006年，國家憲兵部轉

型成「軍事警察指揮部」（Military Police 

Command），全面改以「軍事警察」一詞稱呼

憲兵。  

  

圖 3-50新加坡憲兵執勤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

ommons/thumb/d/de/SAFPU_NDP'00_01.jpg/2

50px-SAFPU_NDP'00_01.jpg 

到訪日期：2016年 11月 8日 

圖 3-49新加坡憲兵網路首頁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mindef.gov.sg>safmpc，到訪日期：2016年 1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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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新加坡憲兵僅具備軍法警察之身分，其身分與

職權主要規定於該國之武裝部隊法（Singapore 

Armed Forces Act）中。 

新加坡武裝部隊法為實體法與程序法合一之

體例，除定有軍事刑法之外，亦包含軍事審判程序

等內容。在該法第 2條237中定義憲兵之身分，但該

並無軍法警察之用語，而是在同法第 177條238、178

條第 3項239中規定憲兵為調查官，得對任何有相當

理由被認為涉入軍法案件之人實施犯罪調查，由

本條規定可認為憲兵乃具備實質之軍法警察身

分。 

在權限方面，武裝部隊法第 166條240規定，憲兵享有無令狀逮捕軍人

之權限，甚至對於無法證明自己身分之人，亦得逕為逮捕，逮捕後並得

實施拘禁以利犯罪調查。另外，同法第 163 條241則規定憲兵隊建築物之

搜索權，並扣押有理由足認係犯罪工具、犯罪所得或得作為證據之物。
                                                      
237
 其原文係:”in this Act, unless the context otherwise requires-“military 

policeman”means a serviceman appointed to be a military policeman.” 
238
 其原文係:”the following persons may, subject to section 178, serve as investigating 

officers: (a) any officer, warrant officer or military expert of or above the rank of 

ME3 appointed in writing by a senior disciplinary officer or a superior commander to 

investigate a military offence; and (b) any military policeman.” 
239
 其原文係:”(3) A military policeman may only conduct an investigation where there i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any offence involving persons subject to military law has been 

committed.” 
240
 其原文係:”(1) A military policeman may, without a warrant of arrest, subject to 

regulations made under this Act, arrest any person subject to military law.(2) Without 

prejudice to his powers of arrest under subsection(1), a military policeman may, 

without a warrant of arrest, subject to regulations made under this Act, arrest any 

person subject to military law who does not give sufficient information to identify 

himself.(3) Amilitary policeman shall have (a)the same powers of arrest as a police 

officer over a person not subject to military law who is in a place in the possession, 

control or occupancy of Singapore Armed Forces; and (b) power to arrest a person not 

subject to military law who wilfully obstructs any military operation, training or 

function.” 
241
 其原文係:”(1)if any person acting with a warrant of arrest issued under section 169 

or acting without a warrant of arrest under sections 164,165 and 166 ha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any person to be arrested has entered into or is within any place, 

theperson residing in or in charge of such place shall, on demand of such person so 

acting, allow him free entry thereto and afford all reasonable facilities for search 

therein of the person to be arrested.” 

圖 3-51新加坡憲兵徽 
資料來源: 轉引自

http://www.mindef.gov.sg .arm
y_news 

到訪日期：2016年 1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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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新加坡憲兵對軍法案件之偵查權限甚大，占有重要之地位。 

 

組織編制 

新加坡憲兵在編制上屬於陸軍，242在 2011年與第 1步兵旅合併，並

劃入第二人民防衛總部(HQ 2 People’s Defense Force)轄下，以強化

對部隊的訓練與管理。 

指揮機制上則由憲兵指揮部（Military Police Command）負責統籌

調配，指揮部由上校指揮官負責領導，下轄單位主要為下列 4個： 

 憲兵執勤組 (Military Police Enforcement Unit，MPEU) 

 特別調查分部 (Special Investigation Branch，SIB) 

 憲兵訓練學校 (Military Police Training School，MPTS) 

 國家軍事懲戒營 (SAF Detention Barrack)  

                                                      
242
 新加坡國防部，<http://www.mindef.gov.sg/arc/our-formation-military-police.html>(檢索

日期：2016年 11月 8日)。 

圖 3-53新加坡憲兵組織圖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圖 3-52賦予新加坡憲兵軍法警察身分之法律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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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職能 

新加坡憲兵的宗旨為：「維護武裝部隊中之軍事法律、秩序與紀律，

不論在戰時或承平時期；同時為國家及三軍提供維安及典禮勤務支援」。

就任務性質而言，可區分為以下 6大面向：243 

 法律執行： 

新加坡三軍的法紀仰賴憲兵執勤組（MPEU）負責維護，其對象涵

蓋所有軍種。依任務範籌可分為以下 4大類： 

 執法 

憲兵執勤組負責執行維護法紀相關的行動，例如逮捕逃兵和犯罪

軍人，營區、基地、和港口處的安檢，以及禁菸活動的抽檢。作為警

務推廣暨教育單位，憲兵執勤組也在各軍單位開設犯罪防治課程，課

程內容包括軍中犯罪案件與近期趨勢的更新匯報，以及指揮官對於強

化軍紀與犯罪預防方面的指導…等。 

 交通管制 

交通警衛隊（Traffic Outrider）負責一切軍車及駕駛相關的法

規與控管，以及在全島軍車頻繁行經的路段巡邏，並利用測速器管制

訓練區域的限速。同時也在重型軍車、以及像是豹式坦克、高機動多

管火箭系統（HIMARS）等大型武器系統出勤時負責護送。 

 押解與訊問中心 (Escort and Processing Office) 

                                                      
243
 SAF Military Police-armynews special supplement #13，<http://www.mindef.gov.sg 

>army_news>(檢索日期：2016年 11月 8 日)。 

圖 3-54新加坡憲兵職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midef.gov.sg/army/195-1.pdf，到訪日期：2016 年 1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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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將犯罪軍人從外部單位護送接回，以及後續之羈押流程。中

心負責訊問被告，並在轉送至軍監前暫時將其羈押於看守所。 

 特勤維安隊 

由經嚴格訓練的菁英所組成，負責國防部與軍中要員的貼身護衛

任務。 

 典禮勤務： 

憲兵負責的典禮勤務相當多元，例如：榮譽衛隊（Guard of Honour 

contingent）在軍人節以及外賓來訪時負責慶典的參演和接待；總統

衛隊（Presidential Guard）則是部署在總統府，每個月的第一個星

期日都會進行換哨典禮，而新加坡憲兵引以為傲的寧準操演（Silent 

Precision Drill)，是一套完全沒有任何指令，動作複雜且精準的高

難度操演，大多在重要的國家慶典，以及像是國際軍隊展演…等場合

時演出。 

 安全警衛： 

新加坡憲兵也肩負營區和軍事設施的安全警衛任務。其中，經軍

犬訓育隊（Military Working Dog Unit，MWDU）訓練完備的軍犬也參

與支援諸多此類型的勤務，如：安檢哨、警衛任務、武器與爆裂物搜

索、以及緝毒等。軍犬依其訓練時的專長負責不同類型的警衛勤務，

例如：護衛犬協助看守海、空軍基地、以及彈藥庫等重要軍事設施；

爆裂物偵蒐犬則在一些高規格的活動中執勤，像是：國防部慶典、一

級方程式賽車大賽等；而緝毒犬則負責查察隱匿的毒品。 

 訓練： 

憲兵訓練學校前身為 1966 年時成立的軍紀警衛學校，負責憲兵

執勤技能相關的基礎訓練，包括戰時的敵俘處置、交通管制、與衛戍

任務；以及承平時期身為軍法警察的法治訓練、和近身戰鬥技巧。 

 犯罪調查： 

特別調查分部（Special Investigation Branch，SIB）專責國防

部和新加坡軍隊中的犯罪調查，由調查群（Investigation Group）與

刑事鑑定群（Forensic Services Group）所組成，為一獨立的調查機

構。作為軍法系統的一部分，其致力於追求公平正義、還原真相並解

決犯罪問題。特別調查分部與刑事調查部（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中央迷幻藥暨毒品局（Central Narcotics Bureau)、

貪污調查局(Corrupt Pra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商業調查部

（Commercial Affairs Department）…等外部單位密切合作進行聯合



  

  262   
 

調查。在刑事鑑定群成立後，特別調查分部即具備了調查各樣刑事案

件的能力，包括經濟和網路犯罪；且在高科技儀器的幫助下，可以提

供更完整的證據以利犯罪訴追之效果。 

 軍監系統： 

1987年，新加坡國家軍事懲戒營成立，旨在「犯罪防處與提供復

職計畫，以整合犯罪軍人重返部隊服役」。他們負責管理所有在押的軍

人，並提供軍監管理相關之專業技能。 

2001年，為了採取更新的復職計畫以降低累犯率，復職紀律組成

立。犯罪心理學相關的研究亦顯示，單採取防處作為對於遏止累犯而

言是不夠的。也因此，復職紀律組多年以來執行了多項全面性的復職

圖 3-56新加坡憲兵訓練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midef.gov.sg/army/195-1.pdf，到訪日期：2016 年 11月 8日 

圖 3-55新加坡憲兵執勤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midef.gov.sg/army/Pride,Discipline,Honour.pdf，到訪日期：2016年 1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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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計畫，包括國民教育、升學的管道與機會、諮詢服務、以及宗教

課程等。 

而在軍監系統工作的憲兵人員也須廣泛地接受各項訓練以提升其

執勤效率。除了體能戰技外，他們也被教授像是人際管理技巧…等方

面的軟實力，像是其中的專業、尊重、確實（Profession, Respectful 

and Firm；PRF）訓練課程，即教導憲兵人員如何妥善地處置和管理在

押人員。此外，軍監系統也透過科技的輔助，例如引進在押人員轉移、

及資料管理兩大系統，以強化在押人員和獄所設備的安全。 

  

圖 3-57新加坡憲兵職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midef.gov.sg/army/Pride,Discipline,Honour.pdf，到訪日期：2016年 1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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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憲兵（憲兵，헌병） 

南韓西南瀕臨黃海，東南緊接朝鮮海峽，東邊為日本海，北面隔 30

度線朝韓非軍事區與北韓相臨。國土面積 99,600平方公里，總人口 5千

萬，首都為首爾(Seoul)。 

歷史沿革 

南韓隨著 1945年二戰結束、日本殖民終止而

進入美國軍政時期，美軍政廳也著手組織南韓自

身的武裝部隊「南朝鮮國防警備隊」。1947年 3月

15 日，南朝鮮警備隊內成立了軍監隊，後又於

1948 年 3 月 11 日創立軍紀司令部，即憲兵部隊

之前身機構，而 3月 11日也因而被定為南韓的憲

兵日。 

1948 年 8 月 15 日南韓獨立、建軍，在 12 月

5 日正式採用憲兵為兵科名稱，陸軍本部及海軍

本部均依據 12月 7日發布的《總統令第 37號·國

防部編制》於軍種本部內設憲兵監室（헌병감실 

，主官稱憲兵監）分管軍事警務、紀律及風紀相

關事項，除此之外，還自 1949 年 1 月 16 日起正

式在首都漢城（今首爾市）龍山區開辦憲兵學校，

截至韓戰時期，南韓空軍及海軍陸戰隊亦已分別

擁有憲兵隊。 

在李承晚擔任南韓總統任內，憲兵的活動範圍擴張到軍隊之外，甚至

涉入政務、反制異議人士。1953 年 3 月 24 日，統合陸海空三軍的憲兵

總司令部經李氏指示而正式編成，名義上隸屬國防部，實際上直接由李

承晚本人指揮、命令。該機構存在的 7 年間均由其親信陸軍中將元容德

擔任總司令，與陸軍特務部隊並列為韓軍兩支主要的政治干預力量。1953

年 6 月 18 日，作為韓戰戰俘營警衛任務執行單位的憲兵總司令部經李

承晚授意而大舉釋放了釜山、光州、論山及牙山等地囚禁的數萬名反共

戰俘，藉此向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與朝、中兩軍間的停戰和談表達韓方

反對立場，因而引發美國等國指責。憲兵總司令部在事後由陸軍參謀總

長白善燁上將納入陸軍管理範圍，並藉由對美協商，使憲兵能獲得美方

圖 3-58南韓憲兵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leungyauchopsuey.bl

ogspot.tw/2014/07/blog-

post_15.html 

到訪日期：2016年 12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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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支援。244 

1960 年 10 月 10 日，憲兵總司令部遭到解編，但陸海空各軍的憲兵

部隊依然得以保留。朴正熙就任總統後，憲兵的政治角色逐漸淡化，相

關職責移交到陸軍特務部隊的後繼機關「保安司令部」之下。245此後的憲

兵組織又經歷了數次變革，空軍本部於 1979年始設憲兵監乙職，246後則

與海軍各自建立軍種本部直轄的海軍憲兵團（해군헌병단）及空軍憲兵

團（공군헌병단）。陸軍本部憲兵監室則在 2006 年 4 月 1 日更名為陸軍

搜查團，以提升調查工作的科學性，團內由監察室、犯罪情報分析室及

中央、地方搜查隊組成，同日陸軍人事司令部亦增設憲兵營運處

（헌병운영처），代為接收憲兵監室原本的行政職能。2013年 1月 1日，

陸軍搜查團遭到解編，由陸軍本部新設的憲兵室（헌병실，主官稱憲兵

室長）取代。 

                                                      
244
 白善燁著，金勇譯，2013。《最寒冷的冬天 II：一位韓國上將經歷的朝鮮戰爭》，重慶出版社。 

245
 保安司令部後於 1991 年改編為陸海空三軍聯合的國軍機務司令部。與憲兵相比，該機構的業務

偏向於調查叛亂、通敵、洩密等特定類型之軍事犯罪，以及軍事情報方面的保安工作。 
246
 공군준장 김창동 (金漲東). 국립대전현충원. 

圖 3-59南韓憲兵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leungyauchopsuey.blogspot.tw/2014/07/blog-post_15.html 

到訪日期：2016年 12月 6日 



  

  266   
 

法源依據 

南韓憲兵僅具備軍事警察與軍法警察之身

分，其任務與職能主要規定於軍事審判法

（군사법원법）中。 

南韓刑事訴訟法（형사소송법）第 197條247

將司法警察區分為一般與特殊兩類，而軍法警

察即為特殊司法警察之一，另由其他法律規定

其權限。而該賦予軍法警察犯罪調查權限之法

律，即為軍事審判法。該法第 43條248即明定憲

兵軍、士官為司法警察官，具備犯罪調查之權

限，而同法第 46條249則規定憲兵為軍法警察，應在軍事檢察官與軍法警

察官之指揮下協助偵查犯罪。而在其犯罪調查之相關權限方面，在軍法

警察官知悉有犯罪發生時，即應依軍事審判法第 228 條250著手調查，並

得依同法第 232 條251傳喚、逮捕嫌疑犯。逮捕後，則得依同法第 149 條
                                                      
247
 其原文係：”삼림, 해사, 전매, 세무, 군수사기관 기타 특별한 사항에 관하여 

사법경찰관리의 직무를 행할 자와 그 직무의 범위는 법률로써 정한다.” 

248
 其原文係：”다음 각 호의 어느 하나에 해당하는 사람은 군사법경찰관으로서 범죄를 

수사한다.1.헌병과(헌병과)의 장교, 준사관 및 부사관과 법령에 따라 범죄수사업무를 

관장하는 부대에 소속된 군무원으로서 범죄수사업무에 종사하는 사람 2.법령에 따른 

기무부대에 소속된 장교, 준사관 및 부사관과 군무원으로서 보안업무에 종사하는 

사람 3.국가정보원 직원으로서 국가정보원장이 군사법경찰관으로 지명하는 

사람 4.검찰수사관” 

249
 其原文係：” ①구속영장은 검찰관의 지휘에 따라 군사법경찰관리가 집행한다. 다만, 

긴급한 경우에는 재판장, 군판사, 수탁군판사 또는 수탁판사가 집행을 지휘할 수 

있다.②제 1항 단서의 경우 재판장, 군판사 또는 수탁군판사는 군사법원의 서기에게, 

수탁판사는 법원사무관등에게 집행을 명령할 수 있다. 이 경우 군사법원의 서기나 

법원사무관등은 그 집행을 위하여 필요하면 군사법경찰관리 또는 사법경찰관리에게 보조를 

요구할 수 있으며 관할구역 밖에서도 집행할 수 있다.③교도소에 있는 피고인에 대하여 

발부된 구속영장은 검찰관의 지휘에 따라 교도관리가 집행한다.④구속영장은 필요하면 

사법경찰관리로 하여금 집행하게 할 수 있다.” 
250
 其原文係：” ①검찰관과 군사법경찰관은 범죄 혐의가 있다고 생각될 때에는 범인, 

범죄사실 및 증거를 수사하여야 한다.②군사법경찰관이 수사를 시작하여 입건하였거나 

입건된 사건을 이첩받은 경우에는 관할 검찰부에 통보하여야 한다.” 
251
 其原文係：” 검찰관이나 군사법경찰관은 수사에 필요할 때에는 피의자의 출석을 요구하여 

진술을 들을 수 있다.” 

圖 3-60南韓憲兵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ilbe.com/files/attach/
new/20131116/377678/577758933/237
4947747/09b2b273914def334f80bda52

d90f3ce.jpg 
到訪日期：2016年 12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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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對嫌疑犯之人身、住所、文件、通訊器材等進行搜索，並扣押得為證據

之物。綜合上述，南韓憲兵基於軍法警察官之身分得實施諸多犯罪調查

職能，幾乎等同於軍事檢察官，顯見其在軍事案件偵查之重要性。 

 

 

                                                      
252
 其原文係：” ①군사법원은 필요할 때에는 피고인의 신체, 물건 또는 주거나 그 밖의 

장소를 수색할 수 있다.②피고인 아닌 사람의 신체, 물건 또는 주거나 그 밖의 장소에 

관하여는 압수할 물건이 있음을 인정할 수 있는 경우에만 수색할 수 있다.” 

圖 3-61賦予南韓憲兵軍法警察身分之法律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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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編制 

1960 年憲兵司令部解編後，憲兵單位分別存在於三軍各軍種中，由

各軍本部直接指揮。陸軍本部轄下設有陸軍憲兵室及憲兵營運處；海軍

本部轄下設有海軍憲兵團及海軍陸戰隊憲兵團；空軍本部轄下設有空軍

憲兵團。 

任務職能 

南韓憲兵擁有軍法警察身分，職司軍紀維護，其依法有權執行之任務

內容如下： 

圖 3-62南韓憲兵組織圖 
來源：編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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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紀維護 

 逃兵追緝 

 軍事案件偵辦調查 

 軍事犯罪預防 

 軍事囚犯逮捕與管理 

 軍事交通管制 

 軍事設施與政府財產之保護 

 執行其他相關軍事任務 

 發展憲兵教育訓練計畫、勤務相關法規制度 

 提供作戰支援及情報支援 
 

南韓憲兵的業務除上述任務外，亦曾在越戰派

兵、波斯灣戰爭、伊拉克戰爭253及東帝汶254、黎巴嫩
255等地的海外行動中調遣兵力前往當地執勤。  

                                                      
253
 헌병 연혁 2001~현재. 대한민국육군헌병 

254
 헌병 연혁 1961~1980. 대한민국육군헌병. 

255
 헌병 연혁 1981~2000. 대한민국육군헌병. 

圖 3-63南韓憲兵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leungyauchopsuey.blogspo

t.tw/2014/07/blog-post_15.html 

到訪日期：2016年 12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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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美洲國家 

巴西憲兵 

（三軍警察，Polícia do 

Exército,Marinha,Aeronáutica） 

巴西為拉丁美洲最大國家，境內多為遼闊的農田和雨林，國土位於

南美洲東部，鄰大西洋，與烏拉圭、阿根廷、巴拉圭、哥倫比亞、祕魯

等國接壤。其人口約 2 億餘，國土面積 8,511,965 平方公里，人口及國

土面積均位居世界第 5，首都為巴西利亞(Brasilia)。 

歷史沿革 

在巴西被葡萄牙殖民時期，葡萄牙於 1801 年效法法國憲兵在里斯

本編成里斯本皇家侍衛隊(Royal Police Guard of Lisbon)。之後，1807

年拿破侖率領法軍入侵葡萄牙，導致女王瑪莉亞一世一度遷到南美殖民

地巴西，同時建立了里約熱內盧皇家侍衛隊(Military Devision of the 

Royal Guard of Rio de Janeiro)，直到 1812年戰爭結束始返國。在此

期間為了爭取巴西人民的支持，宣布葡萄牙與巴西的地位平等，故改國

號為葡萄牙-巴西-阿爾加維聯合王國。1831年隨著巴西攝政王佩德羅一

世退位，皇家侍衛隊解編。 

在 1864 至 1870 年三國同盟戰爭(巴拉圭戰爭)時期，巴西軍隊中出

現一職司軍紀維護的營，以方便管理部隊。1939 至 1945 年第二次世界

大戰間，遠征軍部隊中需要軍紀維護的力量，能更有效執行作戰及管理

部隊，因此當時的指揮官雷諾比歐在部隊所在地區建立一個執行警察性

任務的營，此為巴西陸軍警察(Polícia do Exército，PE)的前身。1962

年 12月，巴西陸軍警察正式成立；在此之後，在海軍及空軍部隊中，亦

陸續建立了海軍警察(Polícia da Marinha，PM)及空軍警察(Polícia da 

Aeronáutic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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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巴西憲兵僅具備軍法警察之身分，其身分與職能主要規範於該國之

軍事審判法（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Militar）中。 

軍事審判法第 8條256定有軍法警察之明文，僅限於部隊之主官具有軍

法警察身分；然而同法第 9 條257規定，憲兵具有調查犯罪之職權，並得

實施強制處分，以達到蒐集犯罪證據、追訴犯罪之目的，故可認為具備

軍法警察之實質內涵。在職權部分，同法第 17條258規定憲兵得為調查之

必要實施逮捕，並拘禁嫌犯 3 日，同法第 170 條259規定得對人與建物執

                                                      
256
 其原文係:” Compete à Polícia judiciária militar:a) apurar os crimes militares, bem 

como os que, por lei especial, estão sujeitos à jurisdição militar, e sua autoria;b) 

prestar aos órgãos e juízes da Justiça Militar e aos membros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as 

informações necessárias à instrução e julgamento dos processos, bem como realizar as 

diligências que por êles lhe forem requisitadas;c) cumprir os mandados de prisão 

expedidos pela Justiça Militar; d) representar a autoridades judiciárias militares 

acêrca da prisão preventiva e da insanidade mental do indiciado;e) cumprir as 

determinações da Justiça Militar relativas aos presos sob sua guarda e 

responsabilidade, bem como as demais prescrições dêste Código, nesse sentido; f) 

solicitar das autoridades civis as informações e medidas que julgar úteis à elucidação 

das infrações penais, que esteja a seu cargo;g) requisitar da polícia civil e das 

repartições técnicas civis as pesquisas e exames necessários ao complemento e subsídio 

de inquérito policial militar;h) atender, com observância dos regulamentos militares, 

a pedido de apresentação de militar ou funcionário de repartição militar à autoridade 

civil competente, desde que legal e fundamentado o pedido.” 
257
 其原文係:” O inquérito policial militar é a apuração sumária de fato, que, nos 

têrmos legais, configure crime militar, e de sua autoria. Tem o caráter de instrução 

provisória, cuja finalidade precípua é a de ministrar elementos necessários à 

propositura da ação penal. Parágrafo único. São, porém, efetivamente instrutórios da 

ação penal os exames, perícias e avaliações realizados regularmente no curso do 

inquérito, por peritos idôneos e com obediência às formalidades previstas neste 

Código.” 
258
 其原文係:” Independentemente de flagrante delito, o indiciado poderá ficar detido, 

durante as investigações policiais, até trinta dias, comunicando-se a detenção à 

autoridade judiciária competente. Êsse prazo poderá ser prorrogado, por mais vinte 

dias, pelo comandante da Região, Distrito Naval ou Zona Aérea, mediante solicitação 

fundamentada do encarregado do inquérito e por via hierárquica.” 
259
 其原文係:” A busca poderá ser domiciliar ou pessoal.” 

圖 3-64賦予巴西憲兵軍法警察身分之法律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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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搜索，同法第 185 條260並規定得扣押武器彈藥、用於犯罪之物、犯罪

所得或得作為證據之物等，上述皆為達到犯罪調查之

目的所為之強制處分，更可證明巴西憲兵為直接實施

偵查軍事犯罪之實質軍法警察。 

組織編制 

巴西三軍部隊內皆有各軍種之憲兵，包括陸軍警

察(Polícia do Exército，PE)、海軍警察(Polícia 

da Marinha ， PM) 及 空 軍 警 察 (Polícia da 

Aeronáutica，PA)。各軍種憲兵部隊轄下亦有憲兵營、

憲兵連、憲兵排等單位。 

 

                                                      
260
 其原文係:” Se o executor da busca encontrar as pessoas ou coisas a que se referem 

os artigos 172 e 181, deverá apreendê-las. Fá-lo-á, igualmente, de armas ou objetos 

pertencentes às Fôrças Armadas ou de uso exclusivo de militares, quando estejam em 

posse indevida, ou seja incerta a sua propriedade.” 

圖 3-69巴西憲兵組織圖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圖 3-65巴西憲兵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legiaodainfant

aria.eb.mil.br/img/bpeb_d

ist.JPG 

到訪日期：2016年 11月 1日 

圖 3-68巴西陸軍憲兵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kravmaga.com.br/

images/default/post/quem-

faz/atz-mbcp.jpg 

圖 3-66巴西海軍憲兵
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s://www.google.com.

tw/url?sa=i&rct=j&q=&es

rc=s&source=images&cd=&

cad=rja&uact=8&ved=&url

圖 3-67巴西空軍憲兵
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seeklogo.com/image

s/P/policia-da-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url=http%3A%2F%2Fseeklogo.com%2Ftag.html%3Fq%3DMilitar&psig=AFQjCNGhOn9i-zOjQVA_DcO314K2s2CnKQ&ust=1474424797069618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url=http%3A%2F%2Fseeklogo.com%2Ftag.html%3Fq%3DMilitar&psig=AFQjCNGhOn9i-zOjQVA_DcO314K2s2CnKQ&ust=1474424797069618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url=http%3A%2F%2Fseeklogo.com%2Ftag.html%3Fq%3DMilitar&psig=AFQjCNGhOn9i-zOjQVA_DcO314K2s2CnKQ&ust=1474424797069618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url=http%3A%2F%2Fseeklogo.com%2Ftag.html%3Fq%3DMilitar&psig=AFQjCNGhOn9i-zOjQVA_DcO314K2s2CnKQ&ust=1474424797069618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url=http%3A%2F%2Fseeklogo.com%2Ftag.html%3Fq%3DMilitar&psig=AFQjCNGhOn9i-zOjQVA_DcO314K2s2CnKQ&ust=1474424797069618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url=http%3A%2F%2Fseeklogo.com%2Ftag.html%3Fq%3DMilitar&psig=AFQjCNGhOn9i-zOjQVA_DcO314K2s2CnKQ&ust=1474424797069618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url=http%3A%2F%2Fseeklogo.com%2Ftag.html%3Fq%3DMilitar&psig=AFQjCNGhOn9i-zOjQVA_DcO314K2s2CnKQ&ust=1474424797069618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url=http%3A%2F%2Fseeklogo.com%2Ftag.html%3Fq%3DMilitar&psig=AFQjCNGhOn9i-zOjQVA_DcO314K2s2CnKQ&ust=1474424797069618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url=http%3A%2F%2Fseeklogo.com%2Ftag.html%3Fq%3DMilitar&psig=AFQjCNGhOn9i-zOjQVA_DcO314K2s2CnKQ&ust=1474424797069618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url=http%3A%2F%2Fseeklogo.com%2Ftag.html%3Fq%3DMilitar&psig=AFQjCNGhOn9i-zOjQVA_DcO314K2s2CnKQ&ust=1474424797069618
http://seeklogo.com/images/P/policia-da-aeronautica-logo-91CE357C6F-seeklogo.com.jpg
http://seeklogo.com/images/P/policia-da-aeronautica-logo-91CE357C6F-seeklogo.com.jpg
http://seeklogo.com/images/P/policia-da-aeronautica-logo-91CE357C6F-seeklogo.com.jpg
http://seeklogo.com/images/P/policia-da-aeronautica-logo-91CE357C6F-seeklogo.com.jpg
http://seeklogo.com/images/P/policia-da-aeronautica-logo-91CE357C6F-seeklogo.com.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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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職能 

巴西憲兵擁有軍法警察身分，職司軍紀維護職能，平時協助維持社會

治安工作，發生國家緊急狀況或戰爭時，則受國防部指揮執行軍事性任

務。其詳細任務內容整理如下： 

 執行刑事案件調查 

 負責軍事領域之交通管制 

 執行軍事及官方重要設施之衛戍工作 

 執行重要軍事及政府首長之人身保護 

 預防犯罪 

 逮捕逃兵及逃犯 

 戰俘管理與控制 

 重大災難救援  

圖 3-70巴西憲兵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s://www.stive.com.br/img/2016/05/policia-

aeronautica.jpg 

到訪日期：2016年 11月 1日 

圖 3-72巴西憲兵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s://www.stive.com.br/img/2016/05/policia-aeronautica.jpg 

到訪日期：2016年 11月 1日 

圖 3-73巴西憲兵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s://i.ytimg.com/vi/6m885kiJoWs/hqdefault.jpg 

到訪日期：2016年 11月 1日 

圖 3-71巴西憲兵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ps://c2.staticflickr.com/6/5715/20575742181_b66c46b32f_b.jpg

到訪日期：2016年 11月 1日 



  

  274   
 

第四節：非洲國家 

南非憲兵(軍事警察，Corps of Military Police) 

南非共和國(簡稱南非)位於非洲高原南部，南、東、西三面之邊緣地

區為沿海低地，北面則有重山環抱與喀拉哈里沙漠，有「彩虹之國」之

譽。其領土占地約 1,221,037 平方公里，人口 5,495.7 萬，首都普勒托

利亞(Pretoria，行政首度)、布隆泉(Bloemfontein，司法首都)、開普

敦(Cape Town，立法首都)。 

歷史沿革 

南 非 憲 兵 (SA Corps of 

Military Police，簡稱 SACMP)共經

歷初期南非山地步槍團成立 (SA 

Mounted Rifles，1911-1922)、南非

野 戰 砲 兵 裁 編 (SA Field 

Artillery，1922-1938)、南非憲兵團

(SA Military Police Corps，1938-

1946)編成、南非軍團憲兵裁撤(SA 

Corps of Military Police，1946-

1988)、南非軍團憲兵護衛撤退、任

務移交 (SA Corps of Military 

Police，1989-1999)、南非國防部憲

兵署成立(SANDF Military Police 

Agency，1999-至今)等 6 次重大變

革，其目的在於強化職能及考量該部

隊有維繫戰果的重要性，因此從法律

制定、稱號、人員裝備配屬均採適時、

適地性考量、調整，分述如次： 

 南非山地步槍團 (1911-1922) 

自 1911年南非共和國創立初期開始醞釀於各峽灣成立警力部隊，於

1913 年 4 月 1 日成立南非山地步槍團(SAMR)、南非警察(SAP)；其中南

非山地步槍團(附屬 1 個砲兵旅)為軍事警察部隊，平時從事占領區警察

圖 3-74南非憲兵 
資料來源：轉引自 Strategic Business Plan 2009.pdf 

到訪日期：2016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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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戰時亦投入戰鬥序列支援軍

事作戰。1916年該國通過立法成立

獨立憲兵單位，並於 1916-1922年

將憲兵分遣隊設於南非山地步槍

團，從事拘留營管理。 

 南非野戰砲兵裁編(SA Field 

Artillery，1922-1938) 

後續為因應山地步槍團逐年

裁撤，該附屬之野戰砲兵旅便自

1922-1938年裁編。 

 南非憲兵團(1938-1946) 

1938年 12月 30日南非政府宣

告成立南非憲兵團，與此同時由

J.M.Klerck 中校完成軍徽及軍旗

設計，隔年適逢二戰爆發，為確保

戰 時 軍 紀 維 護 一 致 性 ， R.O. 

Pilkington-Jordan E.D.中校特

訂軍紀糾舉守則，261要求憲兵學校

的兵源採全募兵制，並將執勤人員

訓練視為首要，訓練達「上等兵」

(Lance Corporal)標準結訓後始

予分發，至此更確定該訓練標準為

                                                      
261
其原文係：” The essential duty of the Military Police was to maintain 

discipline by: 

  Establishment of examining piquet's at vital centres such as Defence 

Headquarters.  

 Institution of day and night patrols, and visits to places frequented by the 

military.  

 Control of spectators and traffic at military functions  

 Supervision of traffic along roads in collaboration with civilian police  

 Investigation of complaints against military personnel when unit enquiries were 

unsuccessful  

 Apprehension of absentees from the UDF  

 Policing of trains, supervision of entrainment and detrainment of troops and 

other disciplinary tasks ” 

圖 3-75南非憲兵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home.mweb.co.za/re/redcap/new-

open.htm 

到訪日期：2016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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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憲兵的唯一標準。 

 南非軍團憲兵裁撤、轉型(1946-1988) 

二戰結束，南非憲兵團快速裁編成小部隊，導致許多常被人員被迫退

伍或降階，也迫使其進行全面檢討，並於 1942年提出招募女性憲兵輔助

人員(Womens Auxiliary Military Police)以彌補過去不足之處，該年

9月 16日女性輔助人員憲兵團成立，並於憲兵學校接受訓練後分發單位，

直至 1948年義務役的加入方才促使該部維持運作，並產生新職能角色，

例如：交通管制及護衛車隊。 

 南非軍團憲兵護衛撤退、任務移交(1989-1999)  

1989年間，南非軍團憲兵護衛南非部隊自西南

非及納比亞撤退，透過該部隊沿途設崗以確保護送

部隊部受襲擾，即便鐵路運輸亦是如此，1991年為

配合執行邊境人員查察、槍毒取締，特別於憲兵學

校培養 500名邊境執法人員，雖卓有成效仍於 1992

年移交警方持續執行，1994年國防部將 7支種族隔

離部隊整合為南非軍團憲兵，間接促使該部隊迅速

擴編，亦促使憲訓中心訓額突增，後續訓練員額不

充不足的影響，至今仍舊發生。1997年南非陸軍進

行組織再造，將其轄下 3個旅移轉至南非軍團憲兵，

隨後軍團憲兵將其整合為 7支憲兵部隊。 

 南非國防部憲兵署成立(1999-至今) 

1999年 5月 1日南非憲兵署於國防部成立，空

軍憲兵及海軍憲兵同時移轉至國防部憲兵署轄下。 

                                                      
 

圖 3-76南非憲兵 
資料來源： 

轉引自 Strategic Business Plan 

2009.pdf 

到訪日期：2016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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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南非憲兵僅具備軍法警察之身分，其職能由國防法與刑事訴訟法規

範。南非刑事訴訟法第 1 條262規定和平警察職司犯罪調查，即相當於我

國之司法警察；又國防法第 31條第 7項263規定，憲兵在執行國防法所訂

職權時，為刑事訴訟法中之和平警察，準用相關規定；再依同條第 1 項
264規定，憲兵之執行勤務限於現役軍人、國防部之雇員、國防部所管轄之

土地與建物。綜合以上條文，可知憲兵限於在處理軍隊中之刑事調查時，

始具備和平警察之身分，即相當於我國之軍法警察，其管轄權並不及於

一般民眾，此亦可由國防法第 31條第 6項265規定若憲兵逮捕平民時，應

立即移送予民間警察機關。 

而在職權方面，國防法第 31條第 1項概括規定，憲兵之職能為預防

並打擊軍中犯罪、查察軍人違紀、維持法律與秩序，而在執行此類任務

時，同條第 2 項266規定其具備與警察機關相同之權力與職責。此外，由

於上述國防法規定憲兵執行軍重犯罪調查時，屬於刑事訴訟法上之和平

警察，故其具體的調查犯罪職能，乃準用該國之刑事訴訟法。該法第 20

                                                      
262
 其原文係：”“peace officer” includes any magistrate, justice, police official, 

correctional official as defined in section 1 of the Correctional Services Act, 1959, 

and, in relation to any area, offence, class of offence or power referred to in a 

notice issued under section 334(1), any person who is a peace officer under that 

section;” 
263
 其原文係：” 7) A military police official who exercises any power referred to in 

this Chapter must be regarded as being a peace officer as defined in section 1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Act, 1977” 
264
 其原文係：” 1) For purposes of enforcing this Act or any other law, including the 

common law in so far as it applies to the Department, any member, employee or property 

of the Department, or to any person, area, land, premises or property under the 

protection or control of the Department, a military police official may at any time 

and in any place perform any police function, which includes- (a) the prevention and 

combating of crime; (b) the investigation of any offence or alleged offence; and (c) 

the maintenance of law and order.” 
265
 其原文係：” 6)(a) Any civilian arrested by a military police official must be 

handed over to the South African Police Service without delay. (b) Any person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de and the Military Discipline Supplementary Measures Act, 

1999 (Act 16 of 1999), must be dealt with in accordance with those provisions.” 
266
 其原文係：” 2)A military police official, when performing any function contemplated 

in subsection (1)- (a) has the same powers and duties as may be conferred on or are 

imposed by law upon a member of the South African Police Service;(b) is liable in 

respect of acts done or omitted to the same extent as he or she would have been, had 

he or she been a member of the South African Police Service; and(c) has the benefit of 

all indemnities to which a member of the South African Police Service would in like 

circumstances be entit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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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至 26條規定附帶搜索、入室搜索、扣押等權限；第 39條至 51條則規

定其逮捕權。 

 

組織編制 

南非憲兵隸屬於國防部(SANDF)，該署轄下單位亦

涵蓋空軍憲兵及海軍憲兵，值得關注的是，這兩個單

位於 1999 年同時移轉至國防部憲兵署，其下轄單位

如次： 

 憲兵學校。 

 北區憲兵【包括撒巴特斯溫(Thaba Tswane)、AFB 

瓦特克魯(AFB Waterkloof)、迪夸(Dequar)、坦克

(Tek)、AFB 和德斯魯(AFB Hoedspruit)、AFB路易

斯特切特(AFB Louis Trichardt)、皮特斯伯格

(Pietersburg)、米德柏格(Middelburg)、萬得本

(Wonderboom)憲兵基地】。 

 中區憲兵【包括布方德因(Bloemfontein)、克努斯特(Kroonstad)、得

本(Durban)、博伊本斯利(Port Elizabeth)、盎塔塔(Umtata)憲兵基

地】。 

 南區憲兵【包括憲兵基地(Youngsfield )、海軍基地西門鎮(Naval 

Base Simonstown)、CFS藍博威格(CFS Langebaanweg)憲兵基地】。 

 西區憲兵【包括波切斯敦(Potchefstroom)、金伯利(Kimberley)、羅

亥特拉 (Lohatla)憲兵基地】。 

圖 3-77賦予南非憲兵軍法警察身分之法律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圖 3-78南非憲兵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home.mweb.co.za/re/red

cap/new-open.htm / sacmp99 
到訪日期：2016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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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騎警團【包括 13、17、18、19騎警連(13、17、18、19 Provost 

Company) 】。 

任務職能 

南非憲兵提供不間斷的法律、機關、武力保障，

其目的在維持南非境內公民生命財產安全，因此

透過 24小時「預防犯罪遊行、機關核心管控及犯

罪調查服務」，配合「軍紀維護、強化法紀教育、

機關犯罪防制」予以強化。267 

陸軍憲兵常常與警方合作抑制非法犯罪活動，

其負責主要任務包括： 

 軍紀維護 

 預防犯罪 

                                                      
267
其原文係：” The SACMP provide uninterrupted community based law enforcement, 

community assistance, and force protection support in order to protect life and 

property, and to serve the needs of all members of SANDF military communities. To 

accomplish this the Military Police Agency maintains 24 hour military police support 

that includes crime prevention patrols, client service centre operations, and criminal 

investigation services.  

The Military Police maintain discipline, enforce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support community crime prevention. ” 

圖 3-80南非陸軍憲兵徽 
資料來源：

http://home.mweb.co.za/re/red

cap/new-open.htm / sacmp99 
到訪日期：2016年 12月 14日 

圖 3-79南非憲兵組織圖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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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調查 

 交通管制 

 護衛車隊 

 慶典旗兵 

海軍憲兵負責其主要任務包括： 

 軍紀維護 

 預防犯罪 

 犯罪調查 

 交通管制 

 管理海軍拘留營 

空軍憲兵負責其主要任務包括：268  

 維持法律、命令和紀律 

 預防犯罪 

 犯罪調查 

  

                                                      
268
其原文係：” The functions of the SA Air Force Police are: 

 Maintenance of law, order and discipline 

 Prevention of of crime. 

 Investigation of crime. ” 

 

圖 3-83南非憲兵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home.mweb.co.za/re/redcap/new-open.htm 

到訪日期：2016年 12月 14日 

圖 3-81南非空軍憲兵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home.mweb.co.za/re/redcap/

new-open.htm /saaf-pol.gif 

到訪日期：2016年 12月 14日 

圖 3-82南非海軍憲兵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home.mweb.co.za/re/redcap

/new-open.htm / navpol04.gif 
到訪日期：2016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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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亞（軍事警察，Le Military Police Group） 

肯亞共和國(簡稱肯亞)位於非洲東部，赤道橫貫中部，東南瀕印度

洋，東鄰索馬利亞，北與衣索比亞交界，西北與南蘇丹，西連烏干達，

南接坦尚尼亞等 5 國接壤，該國地形豐富，大部為高原山地，其土地面

積約 58.3 萬平方公里。人口約 4,679 萬，一共有 42 個民族，首都為奈

洛比(Nairobi)。 

 

歷史沿革 

肯亞的憲兵部隊是 19 世紀末期英國

殖民建立的東非步槍隊，當時成立目的在

於維護殖民者利益，避免他國入侵，以及

維持當地秩序為首要而組建，1895 年，

英國政府宣布肯亞為其「東非保護地」。

1920 年，肯亞成為英國殖民地。在英國

殖民政府時期，肯亞於 1956年至 1960年

間，基庫尤人發動茅茅起義，反對殖民統

治，步槍隊則立即給予鎮壓。1963年 5月

舉行大選，肯亞非洲民族聯盟（簡稱肯盟）

獲勝。同年 6 月 1 日成立自治政府，12

月 12 日宣告獨立，國家議會通過成立肯

亞國防軍隊(Kenya Defence Force) 至

此肯亞才出現單獨指揮主權的軍事力量，

從而結束了英國長達 70 年的殖民統治，

弔詭的是 1963 年後英國仍藉訓練該國憲

兵為由，派遣 1 支憲兵旅支援肯亞

(British Army Training Unit Kenya，

簡稱 BATUK)，後續為延攬退役憲兵強化

社會治安，於 1969 年議會通過法案成立

國 防 警 察 (Defence Force 

Constabulary) 

，將憲兵轉化為國防警察持續服務社會，

圖 3-84肯亞憲兵 
資料來源：肯亞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1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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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值得一提的是，該國刻正透過國防部憲兵訓練中心對外招收警察及消

防員人員，朝向民主國家體制之完整化發展。269 

 

法源依據 

肯亞憲兵僅具備軍法警察之身分，

其對軍法案件之調查權限規範於該國

之國防法（Kenya Defence Forces Act）

中。 

肯亞國防法第 2條第 1項270定義，

該法中所稱之憲兵，乃由指揮官指派以

執行軍法規範之軍、士官兵。又同法第

4 條271規定憲兵之執法範圍限於現役軍

人、後備軍人、軍校學生，可確知憲兵

之警察權僅限於軍隊，不涉及民間事務 

，為單純之軍法警察。 

                                                      
269
 肯亞憲兵官方網站，<http://www.mod.go.ke/>(檢索日期：2016年 12月 22 日)。 

270
 其原文係：”(1)In this Act, unless the context otherwise requires-“military 

police”means an officer or service member who is appointed as military police by 

Service Commanders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Defenve Council pursuant to regulations 

made under this Act.” 
271
 其原文係：” This Act applies to the following persons—a)every member of the 

regular forces;b) an officer or service member of the reserve force, whether of the 

regular or volunteer reserve who is called out for service or is in training;c)

 auxiliary reserve force;d)any person who, though not otherwise subject to this 

Act, is serving with the Defence Forces under an engagement, and has agreed to be 

subject to this Act;e)cadets;f)an alleged spy of the enemy;g)a person who, though not 

otherwise subject to this Act, is in civil custody or in service custody in respect of 

any service offence committed or suspected to have been committed by the person;h)a 

person who, pursuant to a treaty or agreement between Kenya and the State in whose 

armed forces the person is serving, is attached or seconded as an officer or non-

commissioned member to the Defence Forces, subject to such exceptions, adaptations and 

modifications as may be prescribed by regulations;i)a person, not otherwise a member 

of the Defence Forces, who accompanies any unit or other element of the Defence Forces 

that is on active service in any place; orj)a person attending a Defence Forces 

institution of the Defence Forces established under this Act or any other written law, 

subject to such exceptions, adaptations and modifications as may be prescribed by 

regulations. ” 

圖 3-85肯亞憲兵募兵 
資料來源：肯亞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1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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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憲兵之軍法案件調查權限方面，國防法第 48條272規定，在執行刑

事調查時，為執行搜索、扣押、逮捕嫌疑人等強制處分時，得限制人民

之權利。而在具體規定方面，同法第 137條至 146條規定憲兵之逮捕權，

得逮捕任何違反國防法之人，並得進入房屋搜索以實現逮捕之目的。在

搜索、扣押之權限方面，則由同法第 237 條至 308 條規定，在由法院核

發搜索票之情況下，得實施入室搜索。 

組織編制 

1998年 5月，肯亞政府改組軍隊指揮系統，成立西部軍區、東部軍

區和中央行政與後勤指揮中心。該國透過實行全募兵制度將人力需求有

效補充，目前憲兵(含國防警察)部隊約 5,000 人，由總統兼任武裝部隊

總司令，國防委員會則是最高軍事決策機構，總參謀部會是最高軍事指

揮機構。 

任務職能 

肯亞憲兵軍隊的主要任務是抵禦外來侵略民族，其次

是協助維持社會秩序。此外亦配合國家的外交政策，積極

參與國際維和行動支持。因此該部隊擁有軍法警察身分，

職司軍紀維護，其詳細任務內容如下： 

 維護軍紀，確保命令遂行 

 交通管控 

 警衛任務和護送 

                                                      
272
其原文係：” 1)Despite the right to privacy set out in Article 31 of the 

Constitution, that right in respect of a person to whom this Act applies shall be 

limited where—a)that person's home or property within the barracks or any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s to be searched;b)that person's possessions are to be 

seized;c)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at person's family or private affairs is required 

to be revealed; ord) the privacy of a person's communications is to be investigated 

or otherwise interfered with.2)In order for the limitation under subsection (1)(c) to 

apply, the person shall have committed a crime or be suspected to have committed a 

crime.” 

圖 3-87肯亞憲兵徽 
資料來源：肯亞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12月 22日 

圖 3-86賦予肯亞憲兵軍法警察身分之法律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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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目前肯亞亦將災害防救任務納入該部隊主要核心任務，因

應不同類型的災難，諸如洪水、山體滑坡、恐怖主義、旱災、疾病防堵

和陸地(空中、海上)事故，提供各類協助如次： 

 進行搜救。 

 提供救濟。 

 提供安全保障。 

 提供飲水。 

 建設水壩。 

 提供醫療服務。 

 通過開展建築工程開放式通訊線路。 

 提供臨時住所。 

 提供安全保障。 

 

 

 

  

圖 3-89肯亞憲兵 
資料來源：肯亞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12月 22日 

圖 3-88賦予肯亞憲兵組織圖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285   
 

第五節：大洋洲國家 

澳洲憲兵（皇家軍事警察，Royal Military Police） 

澳洲為英國在澳洲大陸的 6 個獨立殖民於 1901 年統合成立，至今

仍為大英國協的會員國之一。地處大洋洲，西北方為印尼，北方面接巴

布亞紐幾內亞，東南隔海與紐西蘭相望，首都為坎培拉(Canberra)，位

於兩大城市雪梨、墨爾本之間，國土面積 7,692,024 平方公里，現今澳

洲總人口數 2,400萬人，其中大多數祖先為歐洲移民，尤以英國籍最多，

原住民占總人口數比例不到 1%。 

歷史沿革 

澳洲在 1916 年英法聯軍對土耳其帝國的加里波利之戰後，於埃及

成立澳紐憲兵團（Anzac Provost Corps），於 2年後更名為澳洲陸軍憲

兵團，並於 1920 年解散。到了二次大戰時重新復編，並在 1948 年時被

加冕「皇家」封號。1973年，澳洲政府針對軍事體制作了一個大規模檢

視，做出了許多變革，其中包括將部隊名稱由皇家澳洲陸軍憲兵團改為

澳洲皇家軍事警察部隊（Royal Australian Corps of Military Police， 

RACMP），全面以軍事警察（Military Police，MP）一詞稱呼憲兵。273 

                                                      
273
 澳洲憲兵官方網頁, ”Military Police celebrate rich history with Royal appointment”, 

“Parade celebrates 100 years of policing in Australian military forces”，

<https://www.army.gov.au/our-people/corps/royal-australian-corps-of-military-

police>(檢索日期：2016 年 10 月 19日) 

圖 3-90澳洲憲兵押解日本戰犯 
資料來源：澳洲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10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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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澳洲憲兵僅具備軍法警察之職能，如同我國軍事審判法般，在澳洲之

軍事紀律法中，定有憲兵之軍事警察身分及其相關職能。 

按照軍事紀律法第 3條規定274，該法中所稱之警察，包含陸、海、空

軍中執行警察性勤務之部隊。這些警察性部隊即指澳洲皇家憲兵。同條

第 2 項亦規定憲兵軍官為本法之警察官。本條文雖無軍法警察之用語，

惟已明確指出憲兵在軍法案件中具備的身分，實質上即屬於軍法警察。 

此外軍事紀律法亦包含憲兵在軍法案件中進行犯罪偵查、行使強制

處分之規定，如軍事紀律法第 89條275、90條規定憲兵執行無令狀逮捕與

                                                      
274
 其原文係：”police member means:(a)a service police officer; or(b) a sailor, soldier 

or airman who is a member of a police corps or service.service police officer means an 

officer who is a member of a police corps or service, and includes a provost marshal 

and a deputy provost marshal.” 
275
 其原文係：” (1) A member of the Defence Force may, without warrant, arrest a person 

over whom the member has a power of arrest if, and only if, the member believes on 

reasonable grounds:(d)that the person has committed, or is committing, a service 

offence;(e)that the arrest of the person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achieve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purposes:(i)the purpose of ensuring the appearance of the person 

before a service tribunal in respect of the service offence;(ii)the purpose of 

preventing a continuation of or repetition of the service offence or the commission of 

a further service offence;(iii)the purpose of preventing the concealment, loss or 

destruction of evidence of, or relating to, the service offence;(iv)the purpose of 

preserving the safety or welfare of the person; and(f)that proceedings under section 

87 against the person in respect of the offence would not effectively achieve that 

purpose or those purposes.(2)For the purposes of subsection (1):(a)an officer has a 

power of arrest over:(i)sailor, soldier or airman;(ii)an officer in respect of whom he 

or she is a superior officer; or(iii)a defence civilian;(b)a warrant officer or a 

non-commissioned officer has a power of arrest over a sailor, soldier or airman in 

respect of whom he or she is a superior officer;(c)a member of:(i)the regulating 

staff;(ii)the staff of the officer of the watch; or(iii)the staff of the officer of 

the day;of a ship or establishment of the Australian Navy has a power of arrest over 

any sailor;(d)a police member or a person lawfully exercising authority under or on 

behalf of a service police officer has, subject to the regulations, a power of arrest 

over any person; and(e)where the service offence concerned is mutiny or a service 

offence involving disorderly or violent behaviour:(i)an officer has a power of arrest 

over any other officer; and(ii)a warrant officer or a non-commissioned officer has a 

power of arrest over any other sailor, soldier or airman.(3)A power of arrest under 

subsection (1) may be exercised:(a)personally;(b)by ordering the person concerned into 

arrest; or(c)by giving an order for the arrest of the person concerned.(4)Nothing in 

subsection (1) authorizes the arrest, without warrant, of a person who is not a 

defence member or a defence civilian.(5)A constable may, without warrant, arrest a 

person who the constable believes, on reasonable grounds, is escaping from custody or 

has escaped from custody to which the person is still li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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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令狀逮捕之要件；同法第 91條276規定憲兵得進入房屋、建築執行逮捕；

第 92條277復規定其為達到逮捕嫌犯之目的，得行使之必要之強制力甚至

是致命性武力，並在執行逮捕後，得為犯罪調查之需要，搜索嫌犯之人

身、隨身衣物並得依第 94 條278將嫌犯拘留最多 7 日，以進行後續調查。

同法第 101v條至 101za條則規定有令狀與無令狀搜索住宅、船舶、飛機

或車輛之要件，並扣押一切與犯罪有關之物。 

  

                                                      
276
 其原文係：” (1)Subject to subsection (3), where a constable has, under a warrant 

issued under this Act, power to arrest a person, the constable may enter any premises, 

by force if necessary, at any time of the day or night for the purpose of arresting 

the person, and may search the premises for the person, if the constable believes on 

reasonable grounds that the person is on the premises.(2)Subject to subsection (3), 

where, by virtue of subsection 89(5), a constable may, without warrant, arrest a 

person, the constable may enter any premises, by force if necessary, at any time of 

the day or night for the purpose of arresting the person, and may search the premises 

for the person, if the constable believes on reasonable grounds that the person is on 

the premises.(3)Subsections (1) and (2) do not authorize a constable to enter premises 

at any time during the period commencing at 9 o’clock in an evening and ending at 6 

o’clock in the next following morning for the purpose of arresting a person if the 

constable believes, on reasonable grounds, that it will be practicable to arrest the 

person, either on the premises or elsewhere, at any other time. ” 
277
 其原文係：” (1)A person shall not, in the course of arresting another person under 

this Act, use more force, or subject the other person to greater indignity, than is 

necessary to make the arrest or to prevent the escape of the other person after the 

other person has been arrested.(2)A person:(a)shall not, in the course of arresting 

another person under this Act, do an act likely to cause the death of, or grievous 

bodily harm to, the other person unless the person making the arrest believes on 

reasonable grounds that the doing of that act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life or to 

prevent serious injury to any other person (including the person making the arrest); 

and(b)without limiting the application of paragraph (a), shall not, in the course of 

so arresting another person who is attempting to escape arrest by fleeing, do such an 

act unless the other person has, if practicable, been called upon to surrender and the 

person making the arrest believes on reasonable grounds that the other person cannot 

be apprehended in any other manner. ” 
278
其原文係：”(1) A constable may detain a person arrested (whether by himself or 

herself or by another constable) under this Act at a civil detention facility for such 

time as is reasonably necessary to enable the arrested person to be delivered into the 

custody of a police member or an authorized officer.(2)Where:(a)a person has been 

arrested under this Act and is in the custody of a member of the Defence Force; 

and(b)a commanding officer or the senior member of the escort of the arrested person 

certifies, in writing,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arrested person to be detained in 

a place of detention and that no suitable place of detention controlled by the Defence 

Force is reasonably available for the purpose;a constable may detain the arrested 

person in a civil detention facility for a period not exceeding 7 days.” 

圖 3-91賦予澳洲憲兵軍法警察身分之法律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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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編制 

澳洲國防軍在陸、海、空三軍中皆設有憲

兵單位，由各自的憲兵司令領導之。2006年 5

月，澳洲國防部長指派第一任的憲兵總司令

(Provost Marshal 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掌管各軍種憲兵司令，並作為部長的警務顧

問，直接向其匯報。279 

而澳洲憲兵在執勤時，其權責劃分為澳洲

境內和處於軍事行動中兩個範疇，分別由不同

的單位負責。在國內係由總部位於坎培拉的國內警察單位（Domestic 

Policing Unit，DPU）負責陸軍基地中的衛戍勤務，以及輕微犯罪的調

查；而在軍事行動中，則由第 1 憲兵營負責為陸軍提供一可供調配的軍

事警察角色。第 1憲兵營隸屬於陸軍第 17戰鬥支援旅，由營本部、2個

一般勤務連、1 個後備陸軍憲兵連、及 1 個專業憲兵連共同組成。憲兵

營營長原身兼陸軍憲兵司令一職，但隨著組織的發展，業務漸趨繁重，

故在 2004年 4月根據陸軍參謀長的命令，將兩個職務分開指派，使兩人

均能專心於自身本務。澳洲憲兵在國內主要分布於布里斯本、雪梨、坎

培拉、達爾文（Darwin）以及湯斯維爾（Townsville）。另外，澳洲國防

軍尚設有 2個聯合憲兵機構： 

 國防警務學校（Denfence Force School of Policing，DFSP） 

 澳洲國防軍調查組（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Investigative 

Services，ADFIS） 

  

                                                      
279
 澳洲國防部官方網站，< www.defence.gov.au/mjs/organisations.asp>(檢索日期：2016年 10

月 19 日) 

圖 3-92澳洲憲兵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

oyal_Australian_Corps_of_Milita

ry_Police 

到訪日期：2016年 10月 19日 

圖 3-93澳洲憲兵 
資料來源：澳洲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10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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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職能 

澳洲憲兵主要在各軍種中扮演軍事

警察的角色，維持軍隊整體效率和名聲 

。在承平時期，憲兵則透過執行法規、

運輸與行動支援、護衛、以及軍事監獄

系統協助各級指揮官領導統御、確保軍

事單位及其財產的安全。280到了戰時，憲

兵人員的任務範疇更加廣泛，包含： 

 運輸與行動支援 

 路線探勘與標示 

 交通管制監控 

 執行交通法規 

 散兵與平民動向控管 

 後勤支援 

 提供貼身護衛 

 關押戰俘 

 海外維和任務 

另外，國防軍的 2個聯合憲兵機構則具備下列職能： 

                                                      
280
 澳洲憲兵官方網站，

<http://m.defencejobs.gov.au/army/jobs/MilitaryPoliceOfficer/?entryTypeld=15>(檢索日

期：2016年 10月 19 日) 

圖 3-95澳洲憲兵組織圖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圖 3-94澳洲憲兵 
資料來源：澳洲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10月 19日 

http://m.defencejobs.gov.au/army/jobs/MilitaryPoliceOfficer/?entryTypeld=15


  

  290   
 

 國防警務學校 

憲兵人員在此接受警察勤務相關訓練，包括為期 38天的初始

訓練，內容圍繞著憲兵執勤必備的技能，如：服勤紀律、蒐證過程、

巡邏、羈押人員處置程序，以及戰時任務的訓練等。另外，學校也

提供成為憲兵調查員所需之訓練課程。 

 澳洲國防軍調查組 

國防軍調查組由陸、海、空三軍受訓合格的調查員組成，架構

上與美國刑事調查部門（CID）相當類似，職能上則負責調查針對

軍人的犯罪，或由軍人犯下的嚴重罪行，並蒐集證據以協助起訴過

程。此外，調查組也負責一些非刑事案件，例如：洩漏機密、行為

不檢，或是由各軍種或國防部直接指派之調查任務。 

  

圖 3-96澳洲憲兵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defencejobs.gov.au/army/jobs/MilitaryPoliceOfficer/?entryTypeId=3 

到訪日期：2016年 10月 19日 

圖 3-97澳洲憲兵 
資料來源：澳洲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10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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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憲兵（軍事警察，Polisi Militer） 

印尼，位於東南亞，地處赤道周邊屬熱帶型氣候，由 18,508個島嶼

組成，其中 6,000 個島嶼有人民居住，疆域橫跨亞洲及大洋洲，為世界

最大的群島國家。國土面積 1,919,440平方公里，總人口 2.58億，首都

為位於爪哇島上的雅加達(Jakarta)，亦為印尼最大城市。 

歷史沿革 

 1945 年 5 月印尼人民安全部隊（Tentara 

Keamanan Rakjat，TKR）成立，成員來自許多

不同的背景及族群，導致部隊內派系林立，指

揮調度不易，違紀狀況也層出不窮，再加上當

時印尼當局為追求獨立而與殖民母國荷蘭發

生武裝衝突，種種內憂外患迫使當局在該年 12

月於陸軍及海軍部隊中建立軍事警察（此時期

空軍編制於陸軍部隊中，尚未獨自成軍），並賦

予其依法執行相關案件調查、逃兵追緝、軍紀

維護之權力。1948年國防部統合所有軍事警察

單位為「軍事警察部隊」（ Corps Polisi 

Militer，CPM），並派駐 3個單位於爪哇島，另

有兩個單位於蘇門答臘島執行任務。 

1984年印尼人民安全部隊組織進行調整，

空軍由陸軍部隊脫離並獨立成軍，同時亦新成

立「警察隊」（Bina Tunggal），確實將軍人與

警察之職責明確地化分。2004年 3月再次進行

組織調整，將原「軍事警察部隊」依軍種切割

為 3 個獨立單位：陸軍軍事警察（Polisi 

Militer Angkatan Darat，POMAD）、海軍軍事

警察（Polisi Militer Angkatan Laut，POMAL）

及空軍軍事警察（Polisi Militer Angkatan 

Udara，POMAU），聽從人民安全部隊最高指揮官

命令。 

圖 3-98印尼憲兵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iacmc.forumotion.com/t7266-

complete-sets-of-indonesian-military-

and-police-camouflage-patterns-update 

到訪日期：2016年 1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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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印尼憲兵僅具備軍法警察之身分，其職能主要規範於該國軍事審判

法中（Perdilan Militer），該法中並無軍法警察之明文，而是統稱為調

查員。依據軍事審判法第 69條281規定，對嫌犯具有懲戒權之主官、憲兵

與檢察官為該法中之調查員，職司軍法犯罪之調查，由本條規定亦可得

知，憲兵在軍法案件中為獨立的犯罪偵查主體，而非協助性角色。同法

第 75 條282至 81 條規定逮捕拘禁權限，為達成犯罪調查之目的，調查員

得在有逮捕令之前提下實施逮捕；同法第 82 條283至 95 條規定搜索、扣

押權限，調查員得對房屋、衣物與人身進行搜索，且對房屋之搜索，限

於憲兵與檢察官始得為之，同法第 88條284則規定調查員得扣押之物包含

犯罪所得之物與用於實施犯罪之物等。 

 綜合上述說明，印尼憲兵具有軍法警察之身分，與具有懲罰權之主

官、檢察官統稱為調查員，職司軍法犯罪調查，另在逮捕、搜索、扣押

等部分偵查職能與檢察官同俱。 

  

                                                      
281
其原文係：”(1)Penyidik adalah:a.Atasan yang Berhak Menghukum;b.Polisi Militer; dan 

c.Oditur.(2)Penyidik Pembantu adalah:a.Provos Tentara Nasional Indonesia Angkatan 

Darat;b.Provos Tentara Nasional Indonesia Angkatan Laut;c.Provos Tentara Nasional 

Indonesia Angkatan Udara; dan d.Provos Kepolisian Negara Republik Indonesia.” 
282
其原文係：” (1)Untuk kepentingan penyidikan, Penyidik berwenang melakukan 

penangkapan.(2)Penangkapan terhadap Tersangka di luar tempat kedudukan Atasan yang 

Berhak Menghukum yang langsung membawahkannya dapat dilakukan oleh penyidik setempat 

di tempat Tersangka ditemukan, berdasarkan permintaan dari Penyidik yang menangani 

perkaranya.(3)Pelaksanaan penangkapan sebagaimana dimaksud pada ayat (1) dan ayat (2) 

dilakukan dengan surat perintah” 
283
其原文係：”Untuk kepentingan penyidikan, Penyidik dapat melakukan penggeledahan 

rumah, penggeledahan pakaian, atau penggeledahan badan.” 
284
其原文係：” (1)Yang dapat dikenakan penyitaan adalah: a.benda atau tagihan Tersangka 

seluruh atau sebagian yang diduga diperoleh dari tindak pidana atau sebagai hasil 

tindak pidana; b.benda yang sudah dipergunakan secara langsung untuk melakukan tindak 

pidana atau untuk mempersiapkannya; c.benda yang dipergunakan untuk menghalang-halangi 

penyidikan tindak pidana;d.benda yang khusus dibuat atau dipergunakan untuk melakukan 

tindak pidana; atau e.benda lain yang mempunyai hubungan langsung dengan tindak pidana 

yang dilakukan.(2)Benda yang berada dalam sitaan karena perkara perdata atau karena 

pailit dapat juga disita untuk kepentingan penyidikan, penuntutan, dan mengadili 

perkara pidana sepanjang memenuhi ketentuan sebagaimana dimaksud pada ayat (1).” 

圖 3-99賦予印尼憲兵軍法警察身分之法律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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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編制 

1984年以前，印尼為軍警合一體系國家，當局僅有

一支武裝力量-人民安全部隊，陸海空兼備，在職能方面

除作戰外，亦具有軍法、司法與行政警察合一的警察性。

然而 1984 年組織變革後，軍人與警察已清楚區別為兩

個截然不同之體系，目前人民安全部隊中有 3個憲兵單

位，分別存在於三軍各軍種中。 

任務職能 

印尼憲兵屬軍法警察體系，其司法管轄權僅限於軍人及軍事設施。其

依法有權執行之任務內容如下： 

 軍紀維護 

 逃兵追緝 

 軍事囚犯管理 

 軍事交通管制 

 刑事案件偵辦調查 

圖 3-101 印尼憲兵組織圖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圖 3-100 印尼憲兵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iacmc.forumotion.co

m/t7266-complete-sets-of-

indonesian-military-and-

police-camouf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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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其他相關軍事任務 

  

圖 3-102 印尼憲兵執勤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iacmc.forumotion.com/t7266-complete-sets-of-indonesian-military-and-

police-camouflage-patterns-update，到訪日期：2016年 11月 29日 

圖 3-103 印尼憲兵執勤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iacmc.forumotion.com/t7266-complete-sets-of-indonesian-military-and-police-camouflage-

patterns-update 

到訪日期：2016年 1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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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4 印尼憲兵執勤暨訓練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iacmc.forumotion.com/t7266-complete-sets-of-indonesian-military-and-police-camouflage-

patterns-update 

到訪日期：2016年 11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