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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軍、司法警察體系 

屬「軍、司法警察體系」的憲兵組織，在職能方面兼理軍民事務，一

方面可以針對武裝軍隊執行軍紀糾舉任務，查察軍人犯罪，另一方面亦

可憑藉其「警察」身分，從旁協助或完全獨立地執行一般行政警察、司

法警察維護社會治安的功能。其指揮管理多具有獨立的組織編成與指揮

機構，此體系的代表國家為法國。而在研析各國憲兵後發現，「軍、司法

警察體系」已成為世界趨勢，除我國外，法國、葡萄牙、義大利、荷蘭、

西班牙、波蘭、日本、土耳其、阿根廷、英國、美國、加拿大、捷克、

印度、俄羅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及史瓦濟蘭等 18國亦屬於此體系，

以下將各別介紹之。 

 

第一節：歐洲國家 

法國憲兵 

（國家武裝部隊，La Gendarmerie Nationale） 

法國，其國土位於西歐及南美圭亞那、加納比地區的瓜德羅普島和

馬提克島、印度洋地區的留尼旺島和馬約特島等海外省份，由地中海沿

伸至大西洋、英尼倫海峽及北海，並有萊茵河縱貫境內，面積 248,600

平方公里，人口計 6,671萬人。 

圖 2-1法國憲兵演進圖 
資料來源：法國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6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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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沿革 

現今法國憲兵的始祖為 14世紀時，由法蘭克國王查理四世下令成

立「騎警隊」(la Marechausee)。1536年，除了其原本軍事警察的職

務外，更將其管轄權擴大至平民百姓，並在 1791年以「國家武裝部

隊」(La Gendarmerie Nationale)取而代之，其擴編員額超過 10,000

人。憲兵部隊除了在法國國土與占領區內執行治安維護、戰俘管理等任

務外，亦在拿破崙征服歐洲的過程中居功偉厥，法國憲兵制度更隨著法

國領土的擴張迅速遍佈歐洲大陸，可謂憲兵制度的先驅。 

在 1921年，時值兩戰期間的承平時期，為了維護社會治安，憲兵

機動中隊成立，編制於地區憲兵下，在 1926年更名為「機動共和衛

隊」(Republican Guard Mobile)，並於隔年成為獨立軍團，二戰爆發

時已有 16個團成立，並協助抵抗德軍主力裝甲部隊自亞爾丁山區

(Ardennes)的入侵行動。這些機動共

和衛隊便是現今機動憲兵的前身。 

二戰時，西方戰線的法國瞬間遭

受德國與義大利的閃電攻勢，1940

年 6月 14日，巴黎失守，整個法國

被分為北方的德國占領區、東南方的

義大利佔領區、以及南方的維珍法國

政府(Regime de Vichy)。部分法國

憲兵在維珍政權與占領國的控制下協

助抓捕猶太人和逮捕頑抗份子，也有

部分的憲兵部隊選擇捍衛法國的自由

而戰，一直到 1944年盟軍自諾曼第

登陸後才脫離德國實質控制。 

國家憲兵的指揮權自二戰後也經

歷了些許變革，自 1950年始，國家

憲兵由國防部直接管轄，然而卻無指揮官編制，而是改由民間法官或高

級文官擔任。這樣情況延續至 1981年，國家憲兵設置了獨立的指揮官

負責相關事務，直至 2002年，原定由憲兵負責國土安全任務改由內政

部調配，並由國防部與內政部共同職掌國家憲兵犯罪調查以外的一切任

務，另自 2004年起，指揮官改由將級人員擔任。 

近代法國憲兵也因為其任務性質日趨多元，發展出了許多由專業人

圖 2-2法國憲兵刊物 
資料來源：準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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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訪日期：2016年 6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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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組成的特別單位，例如：監控與干預小隊、高

山排、空勤小組；負責道路管制的機車排、高速

公路分隊；以及司法警察功能的犯罪研究暨刑鑑

中心。到了 20世紀 70年代，因應全球恐怖主義

高漲，成立了享譽全球的法國憲兵特勤隊

(GIGN)。近期為因應接連發生的恐怖攻擊，如巴

黎恐攻、尼斯卡車恐攻共造成 213人死亡、552

受傷，法國總統歐蘭德再度下令國家緊急狀態再

延長 6個月至 2017年 1月，並於 2016年 7月 16

日由法國內政部徵召 12,000後備役憲兵，以加

強國土安全，內政部長伯納德‧卡澤納夫

(Bernard Cazeneuve)甚至親身呼籲法國公民加

入後備憲兵行列。 

法源依據 

具備悠久歷史的法國憲兵同時兼具司法警察

及軍法警察身份，並由刑事訴訟法、軍事審判法

明文規定之。除此之外，法國憲兵依照國內安全

法規定，亦深入社會各處，擔負一般警察的諸多

治安、社會秩序維護工作。 

就司法警察身分而言，主要規定在刑事訴訟

法(Code de Procedure Penal)相關條款中，並

區分為司法警察官與司法警察，前者係依據同法

第 16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憲兵軍官、士官以及服役滿 3年以上之憲

兵士兵在「經司法部長、國防部長提名，並由相關委員會審核同意

圖 2-3法國憲兵執勤顯示圖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fiep.org/wp-

content/uploads/ 

到訪日期：2016年 6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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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得為司法警察官30。依據同法 17條規定31，司法警察官主要行使同

法第 14條所規定職權：接受控告和檢舉；32按照同法第 75條至第 78條

規定之條件進行預先偵查、強制處分（包含拘提、逮捕、搜索、扣押

等）以及檢驗處分；按照同法第 53至第 67條規定對重大犯罪發布通

緝。同時，依據同法第 18條33，對重罪或現行輕罪，司法警察官可在與

                                                      
30
其原文係：”Ont la qualité d'officier de police judiciaire : 1° Les maires et leurs 

adjoints ;2° Les officiers et les gradés de la gendarmerie, les gendarmes comptant au 

moins trois ans de service dans la gendarmerie, nominativement désignés par arrêté des 

ministres de la justice et de l'intérieur, après avis conforme d'une commission ;3° Les 

inspecteurs généraux, les sous-directeurs de police active, les contrôleurs généraux, 

les commissaires de police et les officiers de police ;4° Les fonctionnaires du corps 

d'encadrement et d'application de la police nationale comptant au moins trois ans de 

services dans ce corps, nominativement désignés par arrêté des ministres de la justice 

et de l'intérieur, après avis conforme d'une commission. La composition des commissions 

prévues aux 2° et 4° sera déterminée par un décret en Conseil d'Etat pris sur le rapport 

du ministre de la justice et des ministres intéressés. Ont également la qualité d'officier 

de police judiciaire les personnes exerçant des fonctions de directeur ou sous-directeur 

de la police judiciaire relevant du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et de directeur ou sous-

directeur de la gendarmerie au ministère des armées. Les fonctionnaires mentionnés aux 

2° à 4° ci-dessus ne peuvent exercer effectivement les attributions attachées à leur 

qualité d'officier de police judiciaire ni se prévaloir de cette qualité que s'ils sont 

affectés à un emploi comportant cet exercice et en vertu d'une décision du procureur 

général près la cour d'appel les y habilitant personnellement. L'exercice de ces 

attributions est momentanément suspendu pendant le temps où ils participent, en unité 

constituée, à une opération de maintien de l'ordre. Toutefois, les fonctionnaires visés 

au 4° ne peuvent recevoir l'habilitation prévue à l'alinéa précédent que s'ils sont 

affectés soit dans un service ou une catégorie de services déterminés en application de 

l'article 15-1 et figurant sur une liste fixée par arrêté des ministres de la justice 

et de l'intérieur, soit, à titre exclusif, dans une formation d'un service mentionnée 

par le même arrêté. Les conditions d'octroi, de retrait et de suspension pour une durée 

déterminée de l'habilitation prévue par le précédent alinéa sont fixées par décret en 

Conseil d'Etat pris sur le rapport du ministre de la justice et des ministres intéressés.” 
31
其原文係：”Les officiers de police judiciaire exercent les pouvoirs définis à l'article 

14 ; ils reçoivent les plaintes et dénonciations ; ils procèdent à des enquêtes 

préliminaires dans les conditions prévues par les articles 75 à 78. En cas de crimes et 

délits flagrants, ils exercent les pouvoirs qui leur sont conférés par les articles 53 

à 67. Ils ont le droit de requérir directement le concours de la force publique pour 

l'exécution de leur mission.” 
32
其原文係：”Elle est chargée, suivant les distinctions établies au présent titre, de 

constater les infractions à la loi pénale, d'en rassembler les preuves et d'en rechercher 

les auteurs tant qu'une information n'est pas ouverte. Lorsqu'une information est ouverte, 

elle exécute les délégations des juridictions d'instruction et défère à leurs 

réquisitions.” 
33
其原文係：”Les officiers de police judiciaire ont compétence dans les limites 

territoriales où ils exercent leurs fonctions habituelles. Les officiers de police 

judiciaire, mis temporairement à disposition d'un service autre que celui dans lequel 

ils sont affectés, ont la même compétence territoriale que celle des officiers de police 

judiciaire du service d'accueil. Les officiers de police judiciaire peuvent se 

transporter dans le ressort des tribunaux de grande instance limitrophes du tribunal 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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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所屬法院毗鄰之大審法院轄區內進行調查、偵緝、搜查與扣押。 

再者，不具司法警察官身分之憲兵人員，依照同法 20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均為一般司法警察34，有協助司法警察官調查犯罪之義務，

依照同法第 20條第 3項，其得行使之權限包含查明重罪、輕罪以及違

警罪，並製作筆錄；以筆錄製作之方式，紀錄一切有關犯罪嫌疑人行為

之事實、證據等；惟司法警察不具有採取拘留措施之決定權限35，其在

偵查程序中之地位，屬於受檢察官與司法警察官指揮之犯罪偵查輔助機

關（同法第 41條第 1項規定參照36）。 

而就軍法警察身份而言，應先說明者，法國於 1982年廢除了常設

                                                      
des tribunaux auxquels ils sont rattachés, à l'effet d'y poursuivre leurs investigations 

et de procéder à des auditions, perquisitions et saisies. Pour l'application du présent 

alinéa, les ressorts des tribunaux de grande instance situés dans un même département 

sont considérés comme un seul et même ressort. Les ressorts des tribunaux de grande 

instance de Paris, Nanterre, Bobigny et Créteil sont considérés comme un seul et même 

ressort. Les officiers de police judiciaire peuvent, sur commission rogatoire expresse 

du juge d'instruction ou sur réquisitions du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prises au cours 

d'une enquête préliminaire ou d'une enquête de flagrance, procéder aux opérations 

prescrites par ces magistrats sur toute l'étendue du territoire national. Ils sont tenus 

d'être assistés d'un officier de police judiciaire territorialement compétent si le 

magistrat dont ils tiennent la commission ou la réquisition le décide. Le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territorialement compétent en est informé par le magistrat ayant prescrit 

l'opération. Avec l'accord des autorités compétentes de l'Etat concerné, les officiers 

de police judiciaire peuvent, sur commission rogatoire expresse du juge d'instruction 

ou sur réquisitions du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procéder à des auditions sur le 

territoire d'un Etat étranger. Ils peuvent, sur proposition des autorités administratives 

dont ils dépendent et par habilitation du procureur général, recevoir compétence dans 

les mêmes limites de compétence territoriale que celles des officiers de police 

judiciaire qu'ils sont appelés à suppléer en cas de besoin. 

Les officiers ou agents de police judiciaire exerçant habituellement leur mission dans 

les véhicules affectés au transport collectif de voyageurs ou dans les lieux destinés à 

l'accès à ces moyens de transport sont compétents pour opérer sur l'étendue de la zone 

de défense de leur service d'affectation, dans des conditions déterminées par décret en 

Conseil d'Etat. Lorsque les réquisitions prises par le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en 

application de l'article 78-7 le prévoient expressément, ces officiers ou agents de 

police judiciaire sont compétents pour les mettre en œuvre sur l'ensemble du trajet d'un 

véhicule de transport ferroviaire de voyageurs.” 
34
其原文係：”Article20 Sont agents de police judiciaire :1° Les gendarmes n'ayant pas la 

qualité d'officier de police judiciaire ;” 
35
其原文係：”Les agents de police judiciaire ont pour mission :De seconder, dans 

l'exercice de leurs fonctions, les officiers de police judiciaire ; De constater les 

crimes, délits ou contraventions et d'en dresser procès-verbal ; De recevoir par procès-

verbal les déclarations qui leur sont faites par toutes personnes susceptibles de leur 

fournir des indices, preuves et renseignements sur les auteurs et complices de ces 

infractions. Les agents de police judiciaire n'ont pas qualité pour décider des mesures 

de garde à vue.” 
36
其原文係：”Le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procède ou fait procéder à tous les actes 

nécessaires à la recherche et à la poursuite des infractions à la loi pé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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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法庭，並規定和平時期所有軍事性質的犯罪案件全部由普通法院審

理。此後軍事審判便區分為戰時與平時，以國家普通法律為基礎，並以

修改後之「軍事審判法」為重要依據，而憲兵之軍法警察身分，便主要

依據軍事審判法而來。 

憲兵依照軍事審判法第 L212-2條規定，37其主要職權平時為：負責

查明違法行為、蒐集犯罪證據、追蹤犯人並接受預審法庭之指揮執行預

審法庭之委派任務。在戰時，則依照軍事審判法第 L222-1條38規定，接

受戰時有權進行訴訟之有關當局的指揮與管制，進行犯罪事件的訴追並

執行預審法庭之委託。 

就憲兵執行一般警察任務而言，主要規定於國內安全法(Code de 

la Sécurité Intérieure)中，依據該法第 L421-1條39規定，警察工作

                                                      
37
其原文係：”Les autoritès qualifies pour engager les poursuites et, lorsqu’ils en ont 

reçu delegation, les commissaires du Gouvernement procèdent ou font procèder à tous les 

actes nècessaires à la recherché et à la poursuite des infractions relevant de la 

competence des juridictions des forces armèes. A cette fin, ils reçoivent plaints ou 

dénonciations et sont assistés par les officers de police judiciaire des forces armées 

don’t la designation et les attributions sont fixées à l’article L.211-3, et par les 

personnels militaires auvquels les articles L.211-4 et L.211-5 attribuent desfonctions 

de police judiciaire militaire. Ils ont competence dans les limites terrioriales où ils 

exercent leurs fonctions habituelles. Toutefois, ils peuvent, en cas d’urgence, opèrer 

dans tout le resort de la jurisdiction des forces armèes à laquelle ils sont rattachès. 

Exceptionnellement, soit sur instructions du commissaire du Gouvernement au cours d’une 

enquête de flagrance, soit sur commission rogatoire expresse du juge d’instruction, ils 

peuvent procèder aux operations prescrites par ces autoritès en tous lieux qui leur sont 

dèsignès. Les officiers de police judiciaire des forces armèes mentionnès au 2°de 

l’article L.211-3 ont competence dans les limites territoriales où ils exercent les 

missions particulières qui leur sont dèvolues par les lois ou les règlements. Ces 

fonctions sont exercèes sous la direction et contrôle des autoritès qualifièes pour 

engager les poursuites.” 
38
其原文係：”Le commissaire du Gouvernement est chargè de poursuivre les prévenus traduits 

directement ou rencoyés devant la jurisdiction armées. Il notifie au prévenu et à la 

partie civile la decision de renovoi ou de citation directe. Compte tenu de la decision 

prise par le president du tridunal en application de l’article L.222-16 il avise les 

juges composant le tribunal et, s’il y a lieu, les juges supplémentaires. Il informe 

de la reunion du tribunal l’autorité militaire auprés de laquelle la jurisdiction des 

forces armées a été établie.” 
39
其原文係：”La gendarmerie nationale est une force armée instituée pour veiller à 

l'exécution des lois. La police judiciaire constitue l'une de ses missions essentielles.  

La gendarmerie nationale est destinée à assurer la sécurité publique et l'ordre public, 

particulièrement dans les zones rurales et périurbaines, ainsi que sur les voies de 

communication. Elle contribue à la mission de renseignement et d'information des 

autorités publiques, à la lutte contre le terrorisme, ainsi qu'à la protection des 

populations. L'ensemble de ses missions civiles s'exécute sur toute l'étendue du 

territoire national, hors de celui-ci en application des engagements internationaux de 

la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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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憲兵之重要任務，主要負責維持鄉村地區與城市外圍之公共安全與社

會秩序；並為有關當局蒐集情報、資訊以對抗恐怖攻擊。同法第 R434-

2條40規定，憲兵與國家警察受內政部長指揮，共同保護公家機關、國

家資產並維護公眾秩序與安全。 

綜上所述，法國憲兵行使刑事訴訟法上所定司法警察（官）之一切

職權，包含預偵、強制處分以及檢驗處分，並接受檢察官之指揮，協助

偵查犯罪。此外，軍事審判法第 L212-2條至 L212-7條、第 L212-27條

至 L212-32條規定則分別規範憲兵於平、戰時，執行軍、司法警察勤務

時之法令依據，故法國憲兵在軍、司法警察之角色定位十分明確。另依

國內安全法之規定，憲兵履行一般警察之治安任務，可知憲兵對於法國

而言，乃是深入國家與社會、軍事與非軍事之各個領域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武裝力量。 

 

                                                      
40
其原文係：” Placées sous l'autorité du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pour l'accomplissement 

des missions de sécurité intérieure et agissant dans le respect des règles du code de 

procédure pénale en matière judiciaire, la police nationale et la gendarmerie nationale 

ont pour mission d'assurer la défense des institutions et des intérêts nationaux, le 

respect des lois, le maintien de la paix et de l'ordre publics, la protection des 

personnes et des biens. Au service des institutions républicaines et de la population, 

policiers et gendarmes exercent leurs fonctions avec loyauté, sens de l'honneur et 

dévouement. Dans l'accomplissement de leurs missions de sécurité intérieure, la police 

nationale, force à statut civil, et la gendarmerie nationale, force armée, sont soumises 

à des règles déontologiques communes et à des règles propres à chacune d'elles. Ces 

dernières sont précisées à la section 4 du présent chapitre.” 

  

圖 2-4賦予法國憲兵不同警察身分之法律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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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編制 

法國憲兵在編制上同時隸屬於國防部以及內政部，而犯罪調查相關

的任務則歸法務部管轄。其最高指揮機構為「國家憲兵總署」(Direction 

generale de la gendarmerie national)，自 2004年起改由將級人員

擔任最高領導者，現任指揮官為陸軍上將

丹尼斯‧菲利爾(Denis Favier)，由內閣部

長聯席會議所任命。 

就法國憲兵在人員總數以及組織而

言，截至 2011年，已有近 100,000人，

其中有 6,734名軍官與 70,190位士官負

責執行勤務，4,604名軍士官專職提供技

術與勤務支援，以及 13,908名具備專業

技能或受過短期基礎訓練的志願人員，而

其中派赴海外執行勤務的員額有約 1,200

人。法國憲兵雖具有軍人身分，然其執行

與軍事相關的任務僅占其任務加總 20%，大部分的任務還是以維持社會

治安為主，且由於憲兵專業的軍事訓練與任務的多元性，可以有效地執

行國土監視防衛、海岸巡防、山地救援、空安維護和反恐行動等任務，

不但充分的節省政府支出，又可達到以簡馭繁、權責統一的效果。到了

戰時又可藉由有效的動員，成為第一線戰鬥部隊的後盾，必要時亦可加

入戰鬥。法國憲兵由於其任務相當地廣泛且多元，可依據其性質的不同

概略分為下列數種： 

 地區憲兵(La Gendarmerie Départementale) 

 機動憲兵(La Gendarmerie Mobile) 

 共和衛隊(Republican Guard) 

 法國憲兵特勤隊(GIGN) 

 特別勤務憲兵 

 空運憲兵(La Gendarmerie des Transports Aeriens) 

 軍備憲兵(La Gendarmerie de l’Armement) 

 空軍憲兵(La Gendarmerie de l’Air) 

 海岸巡防隊 

 核武安全憲兵 

圖 2-5法國憲兵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miligend.1fr/318-ecussons-specialites 

到訪日期：2016年 6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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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憲兵在編制上依據全國劃分的行政區進行部署，一般而言，每

個行政區都配有約 1個連的兵力及少量機動憲兵部隊，並分成數個分遣

隊依需求分佈於各區域內，各行政區內由地區指揮官統籌，並直接對總

指揮官負責。 

 

任務職能 

法國憲兵依據各別專長分類甚多，任務亦相當多元。以下茲就其職

能作簡介：41 

 地區憲兵(La Gendarmerie Départementale) 

地區憲兵的任務尤以下數個專業單位分責或合作完成： 

 刑事調查研究單位：專任司法警察，並負責需較高技術門檻之

犯罪調查工作 

 監控與干預小隊：負責支援高犯罪率區域的憲兵，提供犯罪現

場快速抵達、協助處理治安滋擾事件及一般監控任務 

 青少年犯罪防止治單位 

 道路安全組 

 高山救援單位：負責高山地區搜救任務 

                                                      
41
 法國憲兵官方網站，<https://www.gendarmerie.interieur.gouv.fr/judiciare/affaire>(檢索

日期：2016年 6月 7日)。 

圖 2-6法國憲兵組織圖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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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勤單位：配有直升機以執行勤務 

 

 機動憲兵(La Gendarmerie Mobile)  

機動憲兵常配合地區憲兵一同執行任務，在其駐地範圍內，地區首

長有調配機動憲兵的權力，主要負責維護當地治安與一般警衛勤務。

此外，機動憲兵中尚包含一國家核生化應變小組(National CBRN 

cell)，其執勤範圍遍及全國與海外，內部的警報系統可達到 3小時應

變功能。核生化應變小組也對憲兵指揮官提供專業的建議，並為地區

憲兵提供相關的訓練。其主要任務內容為： 

 群眾騷動暴亂控制 

 公共場所安全警衛 

 支援地區憲兵任務 

 

 共和衛隊(Republican Guard) 

共和衛隊負責首都大巴黎地區的衛戍勤務與正式典禮，由 2個騎兵

團、1個步兵團以及樂隊所組成，負責任務計有： 

 總統、首相官邸、議會、國家會議、法院、各國使館等重要機

關之警衛任務 

 公共安全維護 

 負責國家榮典的舉行（職能上與我國三軍儀隊類似，為法國總

統或外賓出席典禮時的主力閱兵部隊，採徒步或騎乘馬匹、機

車進行護送，配合內部專業的樂隊使得典禮氣勢磅礡） 

 

 法國憲兵特勤隊(G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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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憲兵特勤隊是支國

際聲譽鵲起的反恐力量，該

隊在 1972 年的慕尼黑奧運

人質事件後，認識恐怖主義

已是不容忽視的國安威脅，

因此法國政府於當年 11 月

迅速成立特勤隊，專責反恐

任務與人質解救。1984年，

法國將憲兵特勤隊、憲兵傘

兵特勤隊及國家元首護衛隊

混合編組成為「法國憲兵特

勤護衛隊」，並在 1985 加入

新成立的維安行動與訓練組。在 2007年時，再度更銜為現今為世界所熟

知的「法國憲兵特勤隊」(GIGN)。 

就該組織而言，共分為行動、護衛、觀察、行動支援和訓練等 5

組，人員挑選極度嚴格，由憲兵指揮官直接管轄；目前編制 380名軍官

與士官，其中任務行動組約 100人。該隊因訓練與裝備精良，負責難度

最高、危機處理及快速應變任務，包含：恐怖攻擊、人質挾持、高度危

險人物的逮捕與監視、監獄暴動、以及對國家利益有重大危害的危安因

素，同時因為前身包含國家元首護衛隊，其經驗傳承使得該隊亦擔負國

家外交官在危險地區如伊拉克、阿富汗、象牙海岸等地之人身安全維

護。歷年重大任務分為 1976年索國反劫持、1979年沙國奈加鎮壓動

亂、1994年法航反劫機、2015年查理週刊血案緝凶、2016年巴黎車站

反恐演練。 

 

 航空憲兵(La Gendarmerie des Transports Aeriens) 

主要負責民航機場之維安和控管，包括： 

 機場之警衛工作 

 禁制區內工作之機場人員、航空公司的管控，包含行李、貨

物、和地面管制等 

 保護機場設施、人員以及民航機免受非法侵擾，如：爆裂物、

劫機等 

 加強控管飛往敏感地區之航班 

 機場周邊區域之監控 

圖 2-7法國憲兵特勤隊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lefaso.net/spip.php?article70140 

到訪日期：2016年 6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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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航機事故相關調查 

 

 軍備憲兵(La Gendarmerie de l’Armement) 

1973 年，政府令頒創建「軍備憲兵」，用以保護法國軍備局所屬兵

工廠、彈藥庫、研究中心等重要軍事建築，明訂對內部人員擁有警察權，

亦可視需求參與護衛武器、彈藥、爆裂物、以及軍資的運送。 

 

 空軍憲兵(La Gendarmerie de l’Air) 

空軍憲兵負責法國空軍在國內外機場和相關設施內部的警察與軍司

法調查任務，同時監控基地周邊並實施進出管制。各駐地的空軍憲兵分

隊由空軍憲兵指揮官負責指揮，雖編制上屬於國家憲兵，但其行動受空

軍參謀長調配，與「航空憲兵」專責民航領域有所不同，空軍憲兵在軍

機事故上具有不受干擾的獨立調查權。 

 

 海岸巡防隊 

憲兵海巡在任務上受海軍參謀總長、檢察官、海洋機關首長視任務

性質分責調配，任務內容可以概略分為國防和海岸警察任務： 

 國防任務： 

1.海軍基地與設施護衛 

2.駐地一般警察任務 

3.海軍機構內部與周邊情資蒐集 

4.國家領海監控 

5.重要港口護衛（如：馬賽、勒阿弗爾) 

 海岸警察任務： 

1.公共安全維護 

2.船隻與漁業相關警察勤務 

3.查緝非法移民、走私、毒品 

4.海岸交通管控 

5.協助遇到危險的人民 

 

 核武安全憲兵 

核武安全憲兵是為了國家核子武器控管與護衛所成立的專責單位，

由於其任務特殊性，在指揮編制上直接對國防部長負責。該單位編制約

50名，加上提供後勤支援的國家憲兵約 300人，其主要任務便是為了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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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在任何時刻都能使用核武作為有效威嚇及反制手段。 

 

綜合上述所介紹，法國國家憲兵隊之勤務原則上分屬於列3個層面： 

 層面 1：一般警察勤務 

在承平時期，為了維持良好的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國家憲兵擁有

近乎過半時間在執行一般警察勤務。主要由地區憲兵配上機動憲兵執行

此類勤務，其任務範圍相當廣泛，必要時還能夠支援境內各地之警察任

務。另外，其下轄亦設有特殊單位以應付突發或緊急事件，例如：法國

憲兵特勤隊以及鑒於 1995 年東京地鐵事件所成立的核生化應變小組 

(NRBC Squadrons)。 

 

 層面 2：司法調查 

法國憲兵同時具有軍、司法警察身分，因此亦職司相關的犯罪調查，

任務範圍包括撰寫正式的犯罪報告、證據之蒐集與罪犯追捕。其不遺餘

力地建立各種專業調查單位以打擊犯罪，並且透過法律上建構更完整的

角色地位。因此，法國於 1987 年建立憲兵犯罪研究中心(Institut de 

Recherche Criminelle de la Gendarmerie Nationale，IRCGN)，提供

刑事鑑定方面的技術支援，以及國家司法警察訓練中心(National 

Training Centre for the Judicial Police)，提供憲兵軍士官相關的

訓練課程。且自 1998年起，更因應各項需求成立專責的防治單位，例如：

環境公衛保護中心、非法工作防治中心、網路犯罪防治部門等，充分展

現出其打擊犯罪、維護社會治安的強烈企圖心。 

 

 層面 3：海外部署 

國家憲兵設有海外憲兵指揮部，目前共有 3,977 名包含憲兵、駐外

使館人員以及行動小組派赴海外執行任務。除本土 13個行政區外，法國

在其海外屬地大多也設有地區憲兵指揮部，這些地區憲兵的任務職能和

本土並無二致。此外，作為軍方情資計畫的一部分，海外憲兵也參與執

勤區域地方治安相關的情報蒐集工作，同時海外憲兵也肩負當地大使館

的維安與護衛工作。 

除了在法國領土上執行任務外，國家憲兵也積極地參加相關的國際

合作，例如隨歐洲聯合憲兵部隊(The European Gendarmerie Force)赴

衝突區域執行維和任務與人道救援，同時也協助重建當地的警察力量以

維護社會治安。在 2007 年時派赴波士尼亞協助國際犯罪法庭的警衛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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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2009 年派駐阿富汗協訓當地警力，並執行反恐任務及 2010 年海地地

震後派赴當地協助人道救援任務。   

  

圖 2-8法國憲兵執行各項勤務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gendarmerie.interieur.gouv.fr/var/ezwebin_site/storage/images/accueil/67805-27-fre-

FR/Accueil.jpg 

到訪日期：2016年 6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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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憲兵 

 (國家共和衛隊，Guarda Nacional Republicana) 

葡萄牙共和國，俗稱葡萄牙，國土位於歐洲伊比利半島，其西部和

南部瀕臨大西洋，北部和東部與西班牙相接壤，國土面積 92,212平方公

里，人口約 1,034萬，首都里斯本(Lisboa)。 

歷史沿革 

國家共和國衛隊(GNR)在19世紀初創建，屬於皇家警察衛隊的嫡系，

該隊成立共區分 4個時期，分述如次： 

 警察警衛隊（Guarda Real de Polícia，1801-1834） 

於 1801年由攝政王約翰(D. João)在王國法院通過立法效法國騎警

隊於里斯本(Lisboa)成立警察警衛隊，之後於波爾圖(Porto)成立另一分

隊。然而隨著 1807 年拿破崙軍隊入侵葡萄牙，導致布拉干薩王室

(Dinastia de Bragança)遷都到南美洲殖民地巴西，直至 1812 年戰爭

結束才返回葡萄牙，也是因為如此當時警察警衛隊亦以保護王室為宗旨

追隨至巴西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以維護王室、貴族及新政府

所在地之安全。 

圖 2-9葡萄牙憲兵演進圖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gnr.pt/MVC_GNR/Home/QuemSomos/estrategia_2020.pdf 

到訪日期：2016年 6月 14日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VI_of_Portuga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rto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ninsular_Wa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razi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raz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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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衛隊（Guarda Municipal，1834-1910） 

在 1834 年 5 月內戰結束時，由國王佩得羅四世(Pedro Ⅳ)的女兒

攝政女王瑪麗亞二世(MariaⅡ)繼任王位，將里斯本和波爾圖警察皇家衛

隊 

，擴編為里斯本和波爾圖的“市警衛”。1868 年將此兩隊指揮權統一，

並分於卡爾穆、里斯本設立指揮機構，至今此二處仍是 GNR 的總部，處

理內務部關於公共安全的所有事項。 

 共和國衛隊（Guarda Republicana，1910-1911） 

經過 1910 年 10 月 5 日革命之後，第一共和取代了君主立憲制，而

新政權也將「市衛隊」改為「共和國衛隊」，但仍保有相同的組織。與此

同時，亦逐步將共和國衛隊轉變成國家共和國衛隊，並將其掌管領域擴

大至葡萄牙全境領土。 

 國家共和國衛隊（Guarda Nacional Republicana，1911-現今） 

1911年，「共和國衛隊」轉化為國家共和國衛隊（GNR），該部將各領

域的軍事人員組成安全部隊；承平時期，協助內務部管理和執行。在戰

爭或危機的情況下，國家共和國衛隊轉成武裝部隊接受指揮調度。1993

年國家共和國衛隊納編獨立財政衛隊（瓜爾達財政），成為了 GNR的財政

旅。2006年，以消防安全為目的創建新 GIPS。目前 GNR除確保國土安全

及協助內務部之外，為因應 2001 年 9 月 11 日紐約發生恐怖攻擊，以及

後來在倫敦和馬德里的恐怖襲擊在全球造成新的安全挑戰，在這種情況

下，GNR開始參加聯合國憲兵及 2005年創建的歐盟憲兵組織執行境外人

道主義與和平支援行動，例如：安哥拉、剛果民主共和國、伊拉克、馬

其頓共和國、利比里亞、意大利、巴勒斯坦、海地、象牙海岸、利比里

亞、波斯尼亞、科索沃、東帝汶、格魯吉亞等 14 國，近期於 2012 年部

圖 2-10葡萄牙憲兵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gnr.pt/MVC_GNR/Home/QuemSomos/4BANER3 a 1900x500.jpg 

到訪日期：2016年 6月 21日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beral_War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dro_I_of_Brazi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ria_II_of_Portuga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5_October_1910_revolu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uarda_Fisca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imor-Le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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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分隊於東帝汶執勤協助維持該國社會秩序。 

法源依據 

葡萄牙憲兵具備軍、司法警察與行政警察之多元身分，其職能主要

由共和國衛隊組織法（Lei Orgânica da GNR）及刑事訴訟法（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所規範。 

在司法警察身分方面，刑事訴訟法第 55條42規定刑事警察（Polícia 

Criminal）應協助司法機關執行犯罪調查，並在發現犯罪發生時，主動

通報並採取必要手段以確保犯罪證據及嫌疑人，由此可知，該法所稱之

刑事警察即相當於我國之司法警察。又依共和國衛隊組織法第 12 條43規

定，憲兵為刑事訴訟法上之刑事警察，故其乃具備司法警察之身分自明。

而具體的強制處分權限，依刑事訴訟法第 174條規定逮捕權、同法第 176

至 178條則規定搜索、扣押權等。 

在行政警察身分方面，共和國衛隊組織法第 3 條44規定葡萄牙憲兵

                                                      
42
 其原文係：”1 - Compete aos órgãos de polícia criminal coadjuvar as autoridades 

judiciárias com vista à realização das finalidades do processo. 2 - Compete em especial 

aos órgãos de polícia criminal, mesmo por iniciativa própria, colher notícia dos crimes 

e impedir quanto possível as suas consequências, descobrir os seus agentes e levar a 

cabo os actos necessários e urgentes destinados a assegurar os meios de prova.” 
43
 其原文係：”1 - Para efeitos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consideram-se: a) «Autoridades 

de polícia criminal» as entidades referidas no n.º 1 do artigo anterior; b) «Órgãos de 

polícia criminal» os militares da Guarda incumbidos de realizar quaisquer actos ordenados 

por autoridade judiciária ou determinados por aquele Código. 2 - Enquanto órgãos de 

polícia criminal e sem prejuízo da organização hierárquica da Guarda, os militares da 

Guarda actuam sob a direcção e na dependência funcional da autoridade judiciária 

competente. 3 - Os actos determinados pelas autoridades judiciárias são realizados pelos 

serviços e militares para esse efeito designados pela respectiva cadeia de comando, no 

âmbito da sua autonomia técnica e táctica.” 
44
 其原文係：”1 - Constituem atribuições da Guarda:a) Garantir as condições de segurança 

que permitam o exercício dos direitos e liberdades e o respeito pelas garantias dos 

cidadãos, bem como o pleno funcionamento das instituições democráticas, no respeito pela 

legalidade e pelos princípios do Estado de direito; b) Garantir a ordem e a tranquilidade 

públicas e a segurança e a protecção das pessoas e dos bens; c) Prevenir a criminalidade 

em geral, em coordenação com as demais forças e serviços de segurança;d) Prevenir a 

prática dos demais actos contrários à lei e aos regulamentos; e) Desenvolver as acções 

de investigação criminal e contra-ordenacional que lhe sejam atribuídas por lei, 

delegadas pelas autoridades judiciárias ou solicitadas pelas autoridades 

administrativas;f) Velar pelo cumprimento das leis e regulamentos relativos à viação 

terrestre e aos transportes rodoviários, e promover e garantir a segurança rodoviária, 

designadamente, através da fiscalização, do ordenamento e da disciplina do trânsito; g) 

Garantir a execução dos actos administrativos emanados da autoridade competente que visem 

impedir o incumprimento da lei ou a sua violação continuada; h) Participar no controlo 

da entrada e saída de pessoas e bens no território nacional;i) Proteger, socorrer 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imor-Le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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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務，包含預防犯罪、維護社會秩序、確保道路交通安全、落實行政

法規等，同法第 13 條45亦明確指出其為稅務警察，可知葡萄牙憲兵具備

                                                      
auxiliar os cidadãos e defender e preservar os bens que se encontrem em situações de 

perigo, por causas provenientes da acção humana ou da natureza;j) Manter a vigilância e 

a protecção de pontos sensíveis, nomeadamente infra-estruturas rodoviárias, ferroviárias, 

aeroportuárias e portuárias, edifícios públicos e outras instalações críticas;l) Garantir 

a segurança nos espectáculos, incluindo os desportivos, e noutras actividades de 

recreação e lazer, nos termos da lei; m) Prevenir e detectar situações de tráfico e 

consumo de estupefacientes ou outras substâncias proibidas, através da vigilância e do 

patrulhamento das zonas referenciadas como locais de tráfico ou de consumo; n) Participar 

na fiscalização do uso e transporte de armas, munições e substâncias explosivas e 

equiparadas que não pertençam às demais forças e serviços de segurança ou às Forças 

Armadas, sem prejuízo das competências atribuídas a outras entidades; o) Participar, nos 

termos da lei e dos compromissos decorrentes de acordos, tratados e convenções 

internacionais, na execução da política externa, designadamente em operações 

internacionais de gestão civil de crises, de paz e humanitárias, no âmbito policial e 

de protecção civil, bem como em missões de cooperação policial internacional e no âmbito 

da União Europeia e na representação do País em organismos e instituições internacionais; 

p) Contribuir para a formação e informação em matéria de segurança dos cidadãos; q) 

Prosseguir as demais atribuições que lhe forem cometidas por lei. 2 - Constituem, ainda, 

atribuições da Guarda: a) Assegurar o cumprimento das disposições legais e regulamentares 

referentes à protecção e conservação da natureza e do ambiente, bem como prevenir e 

investigar os respectivos ilícitos; b) Garantir a fiscalização, o ordenamento e a 

disciplina do trânsito em todas as infra-estruturas constitutivas dos eixos da Rede 

Nacional Fundamental e da Rede Nacional Complementar, em toda a sua extensão, fora das 

áreas metropolitanas de Lisboa e Porto; c) Assegurar, no âmbito da sua missão própria, 

a vigilância, patrulhamento e intercepção terrestre e marítima, em toda a costa e mar 

territorial do continente e das Regiões Autónomas;d) Prevenir e investigar as infracções 

tributárias, fiscais e aduaneiras, bem como fiscalizar e controlar a circulação de 

mercadorias sujeitas à acção tributária, fiscal ou aduaneira;e) Controlar e fiscalizar 

as embarcações, seus passageiros e carga, para os efeitos previstos na alínea anterior 

e, supletivamente, para o cumprimento de outras obrigações legais;f) Participar na 

fiscalização das actividades de captura, desembarque, cultura e comercialização das 

espécies marinhas, em articulação com a Autoridade Marítima Nacional e no âmbito da 

legislação aplicável ao exercício da pesca marítima e cultura das espécies marinhas;g) 

Executar acções de prevenção e de intervenção de primeira linha, em todo o território 

nacional, em situação de emergência de protecção e socorro, designadamente nas 

ocorrências de incêndios florestais ou de matérias perigosas, catástrofes e acidentes 

graves;h) Colaborar na prestação das honras de Estado; i) Cumprir, no âmbito da execução 

da política de defesa nacional e em cooperação com as Forças Armadas, as missões militares 

que lhe forem cometidas; j) Assegurar o ponto de contacto nacional para intercâmbio 

internacional de informações relativas aos fenómenos de criminalidade automóvel com 

repercussões transfronteiriças, sem prejuízo das competências atribuídas a outros órgãos 

de polícia criminal.” 
45
 其原文係：”1 - Para efeitos do regime jurídico aplicável às infracções tributárias, 

são consideradas autoridades de polícia tributária: a) Todos os oficiais no exercício 

de funções de comando nas Unidades de Controlo Costeiro e de Acção Fiscal e nas 

respectivas subunidades; b) Outros oficiais da Guarda, quando no exercício de funções 

de comando operacional de âmbito tributário. 2 - De forma a permitir o cumprimento da 

sua missão tributária, bem como a prossecução das suas atribuições de natureza financeira 

e patrimonial, a Guarda mantém uma ligação funcional com o Ministério das Finanç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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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之行政職能。執法權限方面，同法第 1446、15條47規定憲兵得為維護

社會安全秩序、執行行政法令而使用必要之武力與強制手段。乃憲兵執

法權之概括規定，而不同面向之權限則由各該行政法令規定。 

在軍法警察身分方面，憲兵依軍事審判法修正案第 8條48規定，針對

內部單位享有軍法警察權限。具體的強制處分權限方面，除部分特殊規

定外，依同法第 107條49規定多數準用前述刑事訴訟法。 

綜上所述，葡萄牙憲兵之任務多元，為一多功能且滲入社會各層面

之重要執法單位。 

                                                      
regulada por portaria conjunta do ministro da tutela e do membro do Governo responsável 

pela área das finanças.” 
46
 其原文係：”1 - No âmbito das suas atribuições, a Guarda utiliza as medidas de polícia 

legalmente previstas e nas condições e termos da Constituição e da lei de segurança 

interna, não podendo impor restrições ou fazer uso dos meios de coerção para além do 

estritamente necessário. 2 - Quem faltar à obediência devida a ordem ou a mandado 

legítimos, regularmente comunicados e emanados de autoridade de polícia ou agente de 

autoridade da Guarda, é punido com a pena legalmente prevista para a desobediência 

qualificada.” 
47
 其原文係：” 1 - As autoridades judiciárias e administrativas podem requisitar à Guarda 

a actuação de forças para a manutenção da ordem e tranquilidade públicas. 2 - A requisição 

de forças é apresentada junto da autoridade de polícia territorialmente competente, 

indicando a natureza do serviço a desempenhar e o motivo ou a ordem que as justifica. 3 

- As forças requisitadas actuam no quadro das suas competências e de forma a cumprirem 

a sua missão, mantendo total subordinação aos comandos de que dependem.” 
48
 其原文係：” 1 - É da competência específica da Polícia Judiciária Militar a 

investigação dos crimes estritamente militares. 2 - A Polícia Judiciária Militar tem 

ainda competência reservada para a investigação de crimes cometidos no interior de 

unidades, estabelecimentos e órgãos militares. 3 - Os demais órgãos de polícia criminal 

devem comunicar de imediato à Polícia Judiciária Militar os factos de que tenham 

conhecimento relativos à preparação e execução de crimes referidos nos números anteriores, 

apenas podendo praticar, até à sua intervenção, os actos cautelares e urgentes para 

obstar à sua consumação e assegurar os meios de prova. 4 - O disposto no n.º 2 não 

prejudica a competência conferida à Guarda Nacional Republicana pela Lei da Organização 

da Investigação Criminal ou pela respectiva Lei Orgânica para a investigação de crimes 

comuns cometidos no interior dos seus estabelecimentos, unidades e órgãos.'” 
49
 其原文係：”As disposições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são aplicáveis, salvo disposição 

legal em contrário, aos processos de natureza penal militar regulados neste Código e em 

legislação militar avul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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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葡萄牙憲兵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gnr.pt/MVC_GNR/Home/QuemSomos/4BANER3 a 1900x500.jpg 
到訪日期：2016年 6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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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賦予葡萄牙憲兵不同警察身分之法律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圖 2-12葡萄牙憲兵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gnr.pt/MVC_GNR/Home/QuemSomos/BANER10 a 1900x500.jpg 
到訪日期：2016年 6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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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編制 

葡萄牙憲兵隸屬於國防部，由中將指揮官統御，

目前編制約 26,000人，平時和警察負責內部管理，並

為國防部提供軍事服務。該部隊直到 2007 年其基礎

仍然沿襲 20 世紀初期的組織結構，包括：領土單位

（4 個旅）、特殊單位（財政和交通大隊）、中央命令

結構軍事領域劃分(包括聘雇人員)和預備役部隊（騎

兵和步兵團）。2007年葡萄牙憲兵依據組織法第 63條

於 2009年初實施改組，該組織架構由上而下分為50： 

 衛兵命令 

指揮官(Comandante Geral)掌握 7個處室，憲兵

總部位於卡爾穆： 

 司法和紀律處（Direção da Justiçaë Disciplina，DJD） 

 戰略規劃及國際關係處（Divisão da Planeamento Estratégico e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DPERI） 

 傳訊及公共關係處（Divisão da Comunicação e Relações Públicas，

DCRP） 

 門衛檢查處(Inspecao da Guarda) 

 秘書處(Secretaria-Geral da Guarda) 

 法律諮詢室(Divião de Consultadoria Juridica) 

 歷史文化處(Divião de Histõria e Cultura da Guarda) 

 由副指揮官(2°Comandante-Geral)輔助指揮： 

1.作戰指揮處（Comando Operacional，CO） 

2.內部資源管理處（Comando de Administração dos Recursos 

internos，CARI） 

3.訓練與編隊處（Comando da Doutrinae Formação，CDF） 

4.領土指揮部： 

將 4個旅由 20個地區或自治區領土指揮部所取代，由編階上校或

中校指揮各分隊和崗哨，包括交通支隊和特勤隊。值得一提的是，

                                                      

 
 

圖 2-14葡萄牙憲兵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gnr.pt/MVC_GNR

/Home/QuemSomos/estrategi

a_2020.pdf 

到訪日期：2016年 6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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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速爾群島和馬德拉的領土指揮部，主要任務為沿海監測和財政單

位，因此也接受沿海控制處(UCC)和財政行動處(UAF)管制。 

目前領土指揮部區分如下：【亞速爾群島、阿威羅、貝雅、布拉加、

布拉幹薩、布朗庫堡、科英布拉、埃武拉、法魯、瓜爾達、萊里亞、

里斯本、馬德拉島、波塔萊格雷、波爾圖、聖塔倫、塞圖巴爾、維

塞烏、維亞納堡、維拉皇馬】。 

5.沿海控制處（Unidade de Costeiro，UCC）： 

該處屬於海岸警衛隊織工作性質，但沒有專門的搜索和救援等功能，

由少將指揮（或 1名海軍少將軍官），負責監視和攔截海上和海岸

違法事件，包括綜合監控，指揮和控制系統（SIVICC）的操作。 

6.財政行動處（Unidade de Acção Fiscal，UAF）： 

由 1名上校指揮，負責稅收和海關稅務。 

7.國家運輸處（Unidade National de Trânsito，UNT）： 

國家公路巡邏隊，由 1名上校指揮，負責交通監督。 

8.國家安全榮譽處（Unidade de Segurança e Honras do Estado，

USHE）： 

由少將指揮，負責代表性和主權機關的安全任務。包括總統中隊

（EP），馬樂隊（CC），國民警衛隊遊行樂隊（BG），國家榮譽和安

全集團（GSH）。 

9.干預處（Unidade de Intervenção，UI）： 

由少將指揮，負責維護和恢復社會秩序，關鍵事件，戰術行動，敏

感設施的安全，炸藥，保護和救濟和失活的管理任務部隊國際任務

的投影。包括公安干預組（GIOP），特別行動公司（COE），保護和

營救組（GIPS）時，軍犬行動小組（GOC），軍械處理中心和地鐵安

全組（CIESS）和國際任務部隊訓練暨戰備中心。 

10. 警衛學校(Escola da Guarda) ： 

由少將指揮，負責 GNR的軍事人員的技術和專業培訓。包括菲蓋拉

達福什（CFFF）和波塔萊格雷（CFP）培訓中心。51 

 特殊單位 

單位均接受作戰指揮處(CO)管制： 

 特勤部 

 資訊部 

                                                      
51
 葡萄牙憲兵專刊，取自“Estratégia da Guarda 2020”

<http://www.gnr.pt/MVC_GNR/Home/QuemSomos/estrategia_2020.pdf>(檢索日期：2016年 6月 7

日)。 



  

  73   
 

 犯罪調查部 

 自然和環境保護服務部 

 通信和信息系統部 

 信息電子連 

單位均接受內部資源管理處(CARI)管

制： 

 人力資源部 

 後勤資源部 

 財務部 

 基礎設施部 

 健康暨疾病援助部 

 一般支援部 

 臨床中心 

單位均接受準則與編隊處(CDF)管制： 

 準則部 

 編隊部 

圖 2-16葡萄牙憲兵組織圖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圖 2-15葡萄牙憲兵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gnr.pt/MVC_GNR/Home/QuemSomos/gnridosos.jpg 

到訪日期：2016年 6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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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職能 

葡萄牙憲兵的主要任務包括52： 

 衛隊(安全性功能)： 

 保證安全條件允許的公民的

保障和民主制度，合法性和

尊重法治的全面運作的權利

和自由，尊重的行使 

 確保公眾秩序和平與安全，

人身和財產的保護 

 預防犯罪一般，與其他部隊

和安全部門的協調 

 防止違反法律，法規的行為 

 保護，幫助和協助公民，捍衛

和維護是在人類行為或自然

原因，危險資產 

                                                      
52
 葡萄牙官方網站，<http://www.gnr.pt/MVC_GNR/>(檢索日期：2016年 6月 7 日)。 

圖 2-17葡萄牙憲兵職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gnr.pt/MVC_GNR/Home/QuemSomos/investigacao_final.png 
到訪日期：2016年 6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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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惕和敏感的領域，包括道路

基礎設施，鐵路，機場和港口，

公共建築和其他重要設施的

保護 

 確保在演出，包括依法體育和

其他娛樂和休閒活動的安全 

 促進公民的安全培訓和信息 

 追求由法律賦予的其他職責 

 刑事調查： 

 刑事調查、犯罪學和刑事情報

分析 

 因應犯罪活動，發展鑑識技

術 

 支援警方刑事鑑定 

 與支援單位定期交流 

 道路安全 

強化道路用地和運輸法律，確維行

車安全紀律，其中特別針對國家交

通網絡基礎設施檢查。 

 保護干預組和救濟 

GIPS 有 7 個保護、救濟及干預聯

隊，布署在葡萄牙境內 11個地區。 

 保護干預和救援 

 打擊森林火災 

 土地干預(打擊森林火災) 

 失踪人員搜尋 

圖 2-18葡萄牙憲兵職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gnr.pt/MVC_GNR/Home/QuemSomos/defesa_final.png 
到訪日期：2016年 6月 21日 

圖 2-19葡萄牙憲兵職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gnr.pt/MVC_GNR/Home/QuemSomos/seg_rodoviaria_final.

png，到訪日期：2016年 6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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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災搶救 

 雪地環境的保護和救濟 

 惡劣天氣下（車輛故障）的

各種保護和救濟措施 

 森林巡邏 

 發展探測行動 

 示威或公共事件介入 

 與警察快速打擊部隊合作 

 保障體育賽事安全 

 培訓教育 

 一般滅火 

義大利憲兵（卡賓槍部隊，L’arma dei Carabinieri） 

義大利，主要由亞平寧半島及兩個位於地中海之西西里島、薩丁島

組成，領土北方為阿爾卑斯山地區，接壤法國、瑞士、奧地利以及斯洛

圖 2-21葡萄牙憲兵職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gnr.pt/MVC_GNR/Home/QuemSomos/estrategia_2020.pdf 
到訪日期：2016年 6月 21日 

圖 2-20葡萄牙憲兵職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gnr.pt/MVC_GNR/Home/QuemSomos/seguranca_Final.png，
到訪日期：2016 年 6月 21日 

圖 2-22義大利憲兵過去巡邏 
資料來源：義大利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6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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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尼亞，此外，其領土包圍著兩個微型國家聖馬力諾和梵蒂岡，另在瑞

士擁有座落於盧加諾湖畔的坎波內。面積 301,338 平方公里，人口約

6,079.5萬人。 

歷史沿革 

現今的義大利憲兵部

隊係在 1814 年由薩丁尼亞

王國(義大利前身)國王伊

曼紐一世所建立，各省中配

置有 1個師的兵力，並逐步

細分為數個連，以及由中尉

所統領的小隊。在義大利統

一的過程中，由於國家領土

的擴張，部隊的規模也隨之擴大。至 1861年，義大利王國正式宣布成立

時，義大利憲兵在當時的國防武力中被指派為「第 1軍種」，足見其地位

以及重要性。 

義大利憲兵除了其警察任務外，同

時也具有軍隊的性質，在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的法西斯統治期間，

義大利憲兵也被作為鎮壓反對勢力的部

隊，亦參與對衣索比亞的殖民戰爭，及赴

當時南斯拉夫的占領區域打擊當地游擊

隊。 

圖 2-24義大利憲兵 
資料來源：義大利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6月 23日 

圖 2-23義大利憲兵戰畫 
資料來源：義大利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6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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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義大利原與德國、日本同屬軸

心國陣營，但由於軍事形勢以及對於法西斯

黨的反感，加上盟軍已在義大利南部登陸，

墨索里尼遭到罷免倒台，並被憲兵部隊逮捕

監禁於帝王臺（Campo Imperatore）的別墅

中，義大利與盟軍秘密達成停火協議。此舉

造成納粹德國迅速佔領義大利北部，並營救

出墨索里尼成立魁儡政府「義大利社會共和

國」，和南方的義大利王國成對峙之勢。南

方政府的義大利憲兵在巴里(Bari)組成「憲

兵 自 由 解 放 指 揮 部 」 (Command of 

Carabinieri Italy Liberated)，展開「抵

抗與自由解放戰爭」(the Resistance and 

the Liberation War)，與盟軍合作推翻納

粹德國統治的墨索里尼政權。而北方政府的

憲兵部隊則因為在墨索里尼倒台時的角色，

導致納粹德國對其非常地不信任，遂於當年 10 月佔領義大利後便將其

解散，並逮捕送往德國勞役，此舉造成大批憲兵轉投義大利自由解放軍

陣營，積極參與對抗。二戰結束後，義大利政府頒發了銀質勳章以表揚

憲兵在這段期間的巨大貢獻。此外，憲兵在義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島打擊

黑手黨等組織犯罪的行動上亦不遺餘力。 

今日義大利憲兵積極參與國際維和與人道救援任務，而在國內的地

震與各項自然災害發生之際，也提供人力進行救災工作。 
  

圖 2-25義大利憲兵 
資料來源：義大利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6月 23日 

 

圖 2-26義大利憲兵現今巡邏 
資料來源：義大利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6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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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義大利憲兵同時兼具司法警察及軍法警察之職能，其身分明訂於刑

事訴訟法及軍事刑法典中；再者，義大利憲兵亦負有部分行政警察之職

能。 

就司法警察(di polizia giudiziaria)身分而言，主要規定於該國

之刑事訴訟法(Codice di Procedura Penale)中，依據該法第 57條第 1

項 b款規定，53憲兵軍官、士官為司法警察官，同條第 2項 b款：義大利

憲兵屬司法警察人員。54並依據同法第 56條規定司法警察之隸屬，55司法

警察（官）於實施其權限時，應由上訴法院總檢察長與地方檢察官共同

                                                      
53
 其原文係：”1. Salve le disposizioni delle leggi speciali, sono ufficiali di polizia 

giudiziaria:a) i dirigenti, i commissari, gli ispettori, i sovrintendenti e gli altri 

appartenenti alla polizia di Stato ai quali l'ordinamento dell'amministrazione della 

pubblica sicurezza riconosce tale qualità; b) gli ufficiali superiori e inferiori e i 

sottufficiali dei carabinieri, della guardia di finanza, degli agenti di custodia e del 

corpo forestale dello Stato nonché gli altri appartenenti alle predette forze di polizia 

ai quali l'ordinamento delle rispettive amministrazioni riconosce tale qualità; c) il 

sindaco dei comuni ove non abbia sede un ufficio della polizia di Stato ovvero un comando 

dell'arma dei carabinieri o della guardia di finanza.” 
54
 其原文係：”2. Sono agenti di polizia giudiziaria:a) il personale della polizia di 

Stato al quale l'ordinamento dell'amministrazione della pubblica sicurezza riconosce 

tale qualità; b) i carabinieri, le guardie di finanza, gli agenti di custodia, le guardie 

forestali e, nell'ambito territoriale dell'ente di appartenenza, le guardie delle 

province e dei comuni quando sono in servizio.” 
55
 其原文係：”1. Le funzioni di polizia giudiziaria sono svolte alla dipendenza e sotto 

la direzione dell'autorità giudiziaria: a) dai servizi di polizia giudiziaria previsti 

dalla legge; b) dalle sezioni di polizia giudiziaria istituite presso ogni procura della 

Repubblica e composte con personale dei servizi di polizia giudiziaria; c) dagli 

ufficiali e dagli agenti di polizia giudiziaria appartenenti agli altri organi cui la 

legge fa obbligo di compiere indagini a seguito di una notizia di reato.” 

圖 2-27義大利憲兵銅雕 
資料來源：義大利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6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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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轄與指揮。而司法警察官之權限規定於同法第 55 條，56其於知悉犯罪

時，應逕行採取行動，蒐集犯罪之情資、阻止進一步的犯罪結果發生，

調查犯罪並採取一切必要手段確保證據之來源與蒐集，以利於刑事法律

之適用，並行使刑事訴訟法第 58條至 66條所定之管轄權限。 

而就軍法警察之身分而言，義大利憲兵之軍法警察(di polizia 

giudiziaria militare)權限，主要規定於該國軍事刑法典中(Codici 

Penali Militari)。該法由兩大部分組成，即平時軍事刑法典(Codice 

Penale Militare di Pace)與戰時軍事刑法典(Codice Penale 

Militare di Guerra)，分別適用於不同時期。 

平時軍事刑法典第 301條57明定，憲兵軍官、士官為軍法警察官，同

法第 302 條58規定其接受軍事檢察長及軍事檢察官之指揮，從而同法第

304條59規定，憲兵在知有犯罪情事時，應立刻秉告軍事檢察長或檢察官，

並且採取必要手段以確保犯罪證據。而同法第 303 條60規定憲兵得行使

                                                      
56
 其原文係：”1.La polizia giudiziaria deve, anche di propria iniziativa, prendere notizia 

dei reati, impedire che vengano portati a conseguenze ulteriori, ricercarne gli autori, 

compiere gli atti necessari per assicurare le fonti di prova e raccogliere quant'altro 

possa servire per l'applicazione della legge penale . 2. Svolge ogni indagine e attività 

disposta o delegata dall'autorità giudiziaria. 3. Le funzioni indicate nei commi 1 e 2 

sono svolte dagli ufficiali e dagli agenti di polizia giudiziaria.” 
57
 其原文係：”Art. 301. Persons exercising the military judicial police functions.:Per 

i reati soggetti alla giurisdizione militare, salva la disposizione dell'articolo 415, 

le funzioni di polizia giudiziaria, sono esercitate, nell'ordine seguente: 1° dai 

comandanti di corpo, di distaccamento o di posto delle varie forze armate; 2° dagli 

ufficiali e sottufficiali dei carabinieri Reali e dagli altri ufficiali di polizia 

giudiziaria indicati nell'articolo 221 del codice di procedura penale. Concorrendo piu' 

militari fra quelli rispettivamente indicati nei numeri 1° e 2°, le funzioni sono 

esercitate dal piu' elevato in grado o, a parita' di grado, dal piu' anziano. I militari 

suddetti hanno la facolta' di richiedere la forza pubblica. In ogni caso, tutte le 

persone indicate nel primo comma, senza interrompere le indagini, devono informarne 

immediatamente il procuratore militare del Re Imperatore.” 
58
 其原文係：”Art. 302. Subordinazione della polizia giudiziaria militare:Le persone 

indicate nell'articolo precedente esercitano le loro attribuzioni, sotto la direzione 

del procuratore generale militare del Re Imperatore e del procuratore militare del Re 

Imperatore, osservate le disposizioni, che, nei rispettivi ordinamenti, ne regolano i 

rapporti interni di dipendenza gerarchica.” 
59
 其原文係：”Art. 304 Trasmissione degli atti e informazioni al procuratore militare 

del Re Imperatore :Terminate le operazioni, le persone indicate nell'articolo 301 devono 

trasmettere immediatamente gli atti compilati e le cose sequestrate al procuratore 

militare del Re Imperatore. 

 Le dette persone devono inoltre riferire al procuratore militare del Re Imperatore ogni 

notizia che loro successivamente pervenga, e compiere in qualsiasi momento gli atti 

necessari per assicurare le prove del reato.” 
60
 其原文係：”Art. 303. Arresti, ispezioni o perquisizioni :Quando devono procedere ad 

arresti, ispezioni o perquisizioni, gli ufficiali di polizia giudiziaria, militare od 

ordinaria, osservano le norme speciali stabilite dagli articoli 310 e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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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法規定之強制處分，包含逮捕、進入、搜索，以及第 310 條至 327 條

所定之管轄權限。另軍事命令法(Codice dell'ordinamento militare)

第 90條61則明確規定，憲兵依據法律、準則和有關之軍事命令以在國內、

外確保軍隊的整體秩序與安全。 

在行政警察部分，依據軍事命令法第 15962、161條63之規定，憲兵應

維持公共秩序、保護一般人民之人身與財產安全，並依據地區法律執法；

乃授予憲兵行政警察之一般性治安維護權限之明文。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與法國憲兵淵源甚深之義大利憲兵，亦如同法國

般具備多樣化之職能，除行使刑事訴訟法上所定司法警察官之權限、軍

                                                      
61
 其原文係：”Art. 90 Funzioni di polizia militare:1. La polizia militare e' costituita 

dal complesso delle attivita' volte a garantire le condizioni generali di ordine e 

sicurezza delle Forze Armate sul territorio nazionale e all'estero. A tale scopo gli 

organi di polizia militare vigilano sull'osservanza delle leggi, dei regolamenti e delle 

disposizioni dell'autorita' militare attinenti all'attivita' da loro svolta. Gli organi 

di polizia militare esercitano, inoltre, un'azione di contrasto, di natura tecnico-

militare, delle attivita' dirette a ledere il regolare svolgimento dei compiti delle 

Forze armate. 2. Le funzioni di polizia militare, svolte in via esclusiva dall'Arma dei 

carabinieri per l'Esercito italiano, la Marina militare e l'Aeronautica militare, fermo 

restando quanto previsto dall'articolo 132, comma 1, lettera a), sono disciplinate con 

decreto del Ministro della difesa e sono esercitate sulla base delle disposizioni 

impartite dal Capo di stato maggiore della difesa, nonche' nel rispetto delle competenze 

dei Comandanti responsabili.” 
62
 其原文係：”Art. 159 Compiti d'istituto dell'Arma dei carabinieri: 1. L'Arma dei 

carabinieri, quale Forza militare di polizia ai sensi dell'articolo 155: a) assicura il 

mantenimento dell'ordine pubblico, della sicurezza dei cittadini, della loro incolumita' 

e della tutela della proprieta', ai sensi della legislazione vigente; b) svolge le 

funzioni di struttura operativa del servizio nazionale di protezione civile, ai sensi 

della legge 24 febbraio 1992, n. 225; c) espleta gli altri compiti previsti dalla 

normativa” 
63
 其原文係：”Art. 161 Funzioni di polizia giudiziaria e sicurezza pubblica dell'Arma 

dei carabinieri: L'Arma dei carabinieri esercita, ai sensi della normativa vigente: a) 

funzioni di polizia giudiziaria; b) funzioni di sicurezza pubblica.” 

圖 2-28賦予義大利憲兵不同警察身分之法律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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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刑法典中之軍法警察勤務外，其職權亦涵蓋諸多行政警察任務，可謂

維護義大利治安之重要角色。 

 

組織編制 

義大利憲兵為國防武力中的獨立軍種，以

憲兵總部(General Headquarter)為最高指揮

機構，由指揮官(Commander General)在軍事任

務上向國防部參謀總長負責，而在維持社會治

安相關的任務上則向內政部彙報。在組織編制

上，憲兵總部下轄單位包括： 

 地區憲兵 

地區憲兵為整個憲兵力量骨幹，人員佔整

體部隊的 80%，其單位層級計有： 

 5個區域聯合指揮部(Comandi 

Interregionali) 

 19個地區指揮部 (Comandi Regionali) 

 102個省級指揮部 (Comandi Provinciali) 

 13個憲兵群 

 537個連 

 4,619個城鎮級工作站 

 

 機動憲兵 

由各個專責不同任務的部門組成，負責軍事行動、鎮暴，以及各種

需求高度專業的特殊任務，依「指揮編制」向位於羅馬的「機動暨特別

憲兵指揮部」彙報，分為機動憲兵團、專業憲兵團兩部分。機動憲兵係

能夠快速出動的機動單位，在各方面與地區憲兵合作，由兩個旅組成： 

 第 1機動旅 

駐紮於首都羅馬，由 9個連、2個團組成，包含傳承自義大

利騎兵的騎警憲兵團。 

 第 2機動旅 

位於利佛諾(Livoro)，專責參與海內外的軍事行動，其中包

含駐紮於不同地點的第 7、第 13 憲兵旅，主要負責維和任務，

以及兩支特別行動部隊：憲兵特勤隊(GIS)以及托斯坎尼傘兵團

圖 2-29義大利憲兵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i2clipart.com/cliparts/e/5/d/e/cl

ipart-logo-carabinieri-02-512x512-e5de.png 

到訪日期：2016年 6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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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scania Paratrooper Regiment)。 

 

 特別單位 

這些單位專責執行特殊任務，編制上隸屬於「機動暨特別憲兵指揮

部」，但部分單位因為職務之特殊性，依據其任務內容由相關政府部門調

派，特別憲兵單位包括： 

 科學鑑識調查部(Ra.C.I.S) 

 飛航憲兵群 

 特別行動群(R.O.S) 

 菁英維和警察聯合中心(COESPU) 

 狙擊手與拆彈小組 

 冰雪、攀岩和潛水憲兵 

 義大利銀行安全指揮部 

 反偽造指揮部 

 環境保護指揮部（向環保署彙報） 

 國家遺產指揮部（向文化遺產局彙報） 

 農業政策指揮部（向農業政策局彙報） 

 勞工保護指揮部（向勞保局彙報） 
 海外任務指揮部（向外交部稟報） 

 食安指揮部（向衛生部稟報） 

 

另外，尚有其他憲兵部門不隸屬於一般組織架構下，由各類不同部

門統籌指揮，包括： 

 共和總統衛隊 (The Corazzieri)負責總統人身安全及奎利

那雷宮(Quirinale)守衛 

 總統府、參議院、國會、法院、首相官邸、經濟勞動署等國家

機關服勤的單位 

 於三軍內部執行軍法警察任務的部門，負責司法調查的憲兵

人員 
 

 學校與訓練中心 

義大利憲兵下轄 3 所學校，負責為有志投身軍旅者提供基礎課

程，或現役人員的進階培訓，包括：憲兵學校、憲兵軍官大學、以及

准尉與准將培訓中心。另外亦設有各種不同專長的訓練中心以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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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憲兵，例如： 

 騎警隊馬術訓練中心 

 射擊訓練中心 

 高山訓練中心 

 高等調查技術機構 

 潛水中心 

 軍犬指揮訓練中心 

 

  

圖 2-30義大利憲兵組織圖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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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職能 

義大利憲兵是一支「具有軍人身分，並永久致力於公共安全維護的

警察部隊」。由於軍隊與警察兩種角色的特殊結合，使得義大利憲兵擁有

以下的責任64： 

 軍隊任務 

 在重大災難時以保衛國家、機構與資

源 

 在海內外參與義大利軍事行動、執行

國際維和任務，並在執行區域協助重

建警察力量 

 在義大利軍隊中，扮演著警衛與軍事

警察的角色 

 軍法系統中之軍法警察 

 義大利駐外單位以及海外軍事設施之

護衛 

 協助義大利境內軍隊之任務 

 機動支援任務 

 警察任務 

 司法、公共治安警察勤務 

 保護平民、為災區居民提供援助 

 海外任務（Mission Abroad） 

自 19世紀末以來，義大利憲兵便開始執行國際任務。憑藉著其固有

的專業技能以及軍隊組織的角色，義大利憲兵能夠在緊急狀況之下迅速

的採取行動。海外任務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國際維和任務，義大利

憲兵在聯合國、歐盟、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OSCE）的多國聯合任務中

一直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執行過在薩爾瓦多、瓜地馬拉、柬埔寨、黎

巴嫩、東帝汶、波士尼亞和科索沃等地的維和任務。另外也為北約派駐

海外的行動部隊(IFOR)、維穩部隊(SFOR)中貢獻人力和所長；二是協助

人員訓練並重建當地治安，對象包括伊拉克聯邦警察(Iraq Federal 

Police Force)、阿富汗警隊(Afghan Uniformed Police)和國家警察

(Afghan National Civil Order Police, ANCOP)。 

                                                      
64
 義大利憲兵官方網站，<http://www.carabinieri.it/>(檢索日期：2016年 6月 23 日)。 

圖 2-31義大利憲兵站崗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ilan

o_Italy_Carabinieri-01.jpg 

到訪日期：2016年 6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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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義大利憲兵也在 2005年成立菁英維和警察聯合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Stability Police Units，COESPU）訓練執行國際

維和任務的他國警察與憲兵單位，這些受訓人員在返國後會調派至國內

負責聯合國維和行動的單位擔任領導職，或協助人員的訓練。此外，在

中東地區，義大利憲兵也協助監督 1995 年簽訂的阿拉伯-以色列和平協

定的遂行，以及支援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邊境警察。 

 

義大利憲兵組織龐大，職能多元，除上述一般憲兵部隊任務外，以

下茲就 8個性質較為特殊的單位作簡介： 

 特別行動群與憲兵特勤隊(ROS & GIS) 

特別行動群和憲兵特勤隊雖然在隸屬

編制上稍有不同，但主要都是負責打擊組

織犯罪、恐怖行動等高度專業的特殊任務。

特別行動群中的打擊犯罪小組配置於全國

各地，專責對抗此類型的犯罪，並分析研擬

出最有效率的應對方式。為了強化打擊犯

罪的能力，憲兵部隊還成立了高等調查技

術機構，教授調查技術與輔助工具運用的

課程。而義大利憲兵特勤隊作為國際上聲

譽卓越的特種部隊之一，除上述任務外，亦

負責解救人質的高難度行動。 

 

 飛航憲兵群 
飛航憲兵群配備有 A109、AB412 型直升機，能有效擴大憲兵的執勤

範圍，克服其地理因素的限制，將派遣效率提升至境內區域皆能於 30分

鐘內迅速抵達。另外，飛航憲兵還能與地面單位密切合作，協助搜索追

捕逃匿的嫌犯及其車輛、運載憲兵特勤隊、監控公共秩序、以及協助環

保相關單位打擊不法。 

 

 狙擊手與拆彈小組 

憲兵狙擊手在公眾安全受到恐怖份子、罪犯及精神不穩定者侵擾的

情況下，潛伏於戰術定點執行任務。且其需要在高度緊張的狀況下維持

穩定性和專注力，這一切都歸功於憲兵射擊中心提供的專業訓練；而拆

彈小組在公共安全上也居於至關重要的地位，負責清除隱匿爆裂物的車

圖 2-32義大利憲兵特勤隊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discoverelitepolice.com/wp-

content/uploads/2011/10/Carabinieri-GIS-2.jpg 

到訪日期：2016年 6月 23日 

http://discoverelitepolice.com/wp-content/uploads/2011/10/Carabinieri-GIS-2.jpg
http://discoverelitepolice.com/wp-content/uploads/2011/10/Carabinieri-GIS-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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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和周邊區域，將威脅予以解除。在較危險的行動中，憲兵拆彈小組甚

至必須出動機器人檢視可疑的爆裂物，而對於發生爆炸後的事故現場，

則能協助相關單位進行專業的調查和搜索。 

 

 冰雪、攀岩和水下憲兵 (Carabineiri Skiers, Rock Climbers and 

Suba Diver) 

主要負責在高山及水下區域的執行任務，冰雪憲兵在滑雪地一帶巡

邏，確保在境內各角落的法律遂行，並在意外發生時提供急救協處。而

攀登憲兵則在陡峭的阿爾卑斯山脈以及亞平寧山脈一帶執勤，上述兩者

經挑選後皆由憲兵高山訓練中心負責培訓；至於水下憲兵則分布於境內

的 6 個水下單位以及位在熱那亞的憲兵潛水訓練中心，執行水上救援和

海床搜索，除此之外還能協助文化遺產局、支援科學研究中心進行考古

行動，將文化遺址文物加以維護復原及海洋環境保護的研究等方面。 

 

 國家遺產指揮部 

義大利作為文藝復興的發源地，豐富的典藏與藝術品是國家引以為

傲的歷史傳承，國家遺產指揮部便是義大利憲兵於 1969 年成立專責保

護國家遺產的單位，是第一個使用警察組織執行此類任務的國家。而隔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巴黎會議時也邀請各與會國採取行動以

防止取得走私文物、加速失竊文物的歸還，並設立相關專責的機構。國

家遺產指揮部由參謀辦公室和行動部門組成，行動部門又依據負責領域

分為建築、古文物、和當代藝術與反贗品單位，共計有 12個地區或跨地

區分隊，包含一個在西西里的附屬單位。國家遺產保衛憲兵也執行國際

任務，除了與國際警察合作外，也協助提出要求的國家訓練警察與海關

人員，並在國家遺產局調派下取回陳展於海外博物館或私人館藏的國家

文物。 

 

 體育中心（Sports Centre） 

義大利憲兵部隊非常重視體育活動，不僅是因為能鍛鍊軍隊的體能，

更因為其有益於身心健康及培養個人犧牲奉獻的精神。義大利憲兵部隊

轄下設有憲兵體育中心，依各種運動項目分為 10 個部門散佈在義大利

各地，包括：冬季運動、田徑、跳傘、標靶與移動射擊、柔道、跆拳道、

擊劍、馬術、三項及現代五項全能和游泳。經過體育中心的訓練，使得

部隊能夠參與國家甚至國際級的體育競賽，能夠有效的提升部隊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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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鼓勵年輕人加入部隊的行列。部隊中的年輕人經由部隊教官的訓練，

能夠在義大利的體育競賽中獲得優異的成績，進而代表義大利出賽，憲

兵體育中心截至 2010 年止共培育出 86 面奧運獎牌，其中包括了 28 面

金牌，可以說是戰績輝煌。 

 

 憲兵樂隊 

義大利憲兵樂隊於 1820 年成立，並在 1862 年起將管樂和銅管樂予

以融合，後續於 1920年發展成為一支完整的樂隊。該樂隊由 103名來自

義大利一流音樂學院的音樂家所組成，值得一提的是該樂隊所編的「La 

Fedellissima」更獲選為義大利憲兵所選用之憲兵進行曲。此外，憲兵

樂隊高水準的演出更廣受大眾好評，進而造就 1916 年首次開始一系列

的海外巡迴公演，至今其足跡自處女秀的巴黎延伸至全歐洲，甚至遠赴

美國、以色列、中國和日本等地區。 

 

 食安指揮部 

義大利素以美食之都自居，其中食品與農業便佔國民生產毛額第 2

位，基於國家安全與永續發展，食安指揮部於 1962年在衛生部、國防部

與憲兵指揮部三方共識下成立，以監督稽核食品生產、販賣安全為核心

任務，近期於 2008年 2月 26日完成法律修定，明定調查稽核職權。 

 

  

圖 2-33義大利憲兵任務職能 
資料來源：義大利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6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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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憲兵（皇家騎警隊，Koninklijke Marechaussee） 

荷蘭，由歐洲本土、美洲加勒比地區的亞儒巴、庫拉索和荷屬聖馬

丁等 4 個主體共同組成，歐洲區領土位於歐洲西北部，瀕臨北海，與德

國、比利時接壤，並與英國為鄰。加勒比海區，位於美洲加勒比海地區，

包括博奈爾島、聖尤斯特歇斯島和薩巴島等 3個小島，領土面積為 41,526

平方公里，人口 1,688萬人，首都為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歷史沿革 

1814 年 10 月 26 日，荷蘭國王威廉一世下令成

立「騎警隊」(Corps de Marechaussee)以取代原本

的法國武裝部隊(French Gendarmerie)。因為在法

國統治期間，Gendarmerie給人一種負面的印象，因

此國王威廉一世為此部隊重新命名為「皇家騎警隊

（Koninklijke Marechaussee）」。 

在當時，荷蘭憲兵編制於陸軍，負責維持公共秩

序、執行法律以及保衛重要幹道，同時也負責軍中警

察職務。因此，就職能而言亦屬於國家警察的一部

分，在許多小型自治區中，憲兵甚至是唯一的警察力

量。 

1908年，威赫敏娜女王(Queen Wilhelmina)將

原先由「園丁」執行的皇宮護衛任務轉由憲兵負責。

到了 1940年 7月 5日，時值德國佔領期間，占領政府將憲兵與瑞克斯瓦

(rijksveldwacht)和吉提瓦(gemeenteveldwacht)部隊合併，皇家憲兵也

因此失去了其軍人身分以及皇家稱謂。但這些改變僅限於被占領區域內，

約有 200名荷蘭憲兵組成的「艾琳公主旅」(Princess Irene Brigade)

圖 2-35荷蘭憲兵 
資料來源：荷蘭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6月 28日 

圖 2-34荷蘭憲兵出入境安全檢查 
資料來源：荷蘭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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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舊保衛皇室以及在英國的流亡政府，並持續提供軍事警察服務。 

二戰後，憲兵整編另一支國家警察隊，同時恢復其軍人身分，主司

邊境保衛、軍事警察以及衛戍勤務。在 1994年更納入民航機場為執勤區

域之一，1998年憲兵成為獨立於三軍之外的第四軍種，迄今荷蘭憲兵已

有超過 200年悠久歷史傳承。 

圖 2-36荷蘭憲兵執勤圖 
資料來源：荷蘭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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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荷蘭憲兵之任務多元，除具備軍、司法警察之身分外，亦依法行使

諸多行政警察之任務與職能。在司法警察任務方面，荷蘭之刑事訴訟法

(Wetboek van Strafvordering)並未明文規定司法警察一詞，但刑事訴

訟法第 141 條65規定具備刑事調查權之人，其中 d 項即有經司法部長同

意後由國防部長所指派之憲兵人員；同法第 154條66復規定，憲兵軍官和

經司法部長同意後由國防部長指派之憲兵士官，其調查權限為協助檢察

官進行刑事偵查。而依據 2012 年修正公布之荷蘭警察法(Politiewet 

2012) 第 4條第 1項 d款67規定憲兵之職務包含支援警察打擊跨國犯罪、

同條項 f 款規定憲兵得在邊界執行警察任務並逮捕受起訴或定罪之人。

同法第 7條68規定，在符合比例原則之前提下，憲兵得行使進入、搜索等

強制處分。綜合以上法條內容，可知荷蘭憲兵具有完整之司法警察權限。 

而就軍法警察身分而言，荷蘭法令亦無軍法警察之明文，然而依據

警察法第 4 條第 1 項 b 款69規定，荷蘭憲兵得針對本國部隊與外國駐荷

                                                      
65
 其原文係：”Met de opsporing van strafbare feiten zijn belast: a) officieren van 

justitie; b) ambtenaren van politie, bedoeld in artikel 3, eerste lid, onder a en c, en 

tweede lid van de Politiewet 1993. c) door Onze Minister van Justitie in overeenstemming 

met Onze Minister van Defensie aangewezen militairen van de Koninklijke marechaussee; d) 

opsporingsambtenaren van de bijzondere opsporingsdiensten, bedoeld in artikel 2 van de 

Wet op de bijzondere opsporingsdiensten.” 
66
 其原文係：”Ter plaatse waar en binnen de grenzen binnen welke zij bevoegd zijn tot 

opsporing, zijn hulpofficier van justitie: ade door Onze Minister van Justitie aangewezen 

ambtenaren van politie, aangesteld voor de uitvoering van de politietaak, en de 

bijzondere ambtenaren van politie; bde officieren van de Koninklijke marechaussee; cde 

door Onze Minister van Justitie in overeenstemming met Onze Minister van Defensie 

aangewezen onderofficieren van de Koninklijke marechaussee; dde door Onze Minister van 

Justitie aangewezen opsporingsambtenaren van de bijzondere opsporingsdiensten, bedoeld 

in artikel 2 van de Wet op de bijzondere opsporingsdiensten en buitengewone 

opsporingsambtenaren.” 
67
 其原文係：”d. de verlening van bijstand alsmede de samenwerking met de politie 

krachtens deze wet, daaronder begrepen de assistentieverlening aan de politie bij de 

bestrijding van grensoverschrijdende criminaliteit;” 
68
 其原文係：”de uitvoering van de bij of krachtens de Vreemdelingenwet 2000 opgedragen 

taken, waaronder begrepen de bediening van de daartoe door Onze Minister voor Immigratie 

en Asiel aangewezen doorlaatposten en het, voor zover in dat verband noodzakelijk, 

uitvoeren van de politietaak op en nabij deze doorlaatposten, alsmede het verlenen van 

medewerking bij de aanhouding of voorgeleiding van een verdachte of veroordeelde;” 
69
 其原文係：”b. de uitvoering van de politietaak ten behoeve van Nederlandse en andere 

strijdkrachten, alsmede internationale militaire hoofdkwartieren, en ten aanzien van tot 

die strijdkrachten en hoofdkwartieren behorende pers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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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隊與機構人員執行警察任務；同條項 e款70則規定，在土地管轄方面，

憲兵對於國防部轄下之一切地區與依國家機密保護法中為確保國家安全

而受保護之地點，得行使警察權；同條第 4 項亦明確規定，荷蘭憲兵得

基於刑事訴訟法第 141 條所賦予之權力，對一切軍人違反軍紀之案件行

使調查權。在國家服務框架法(Kaderwet dienstplicht)第 38條71中，亦

規定軍人犯該法所訂之罪，憲兵得在任何地方行使必要之權力以達成刑

事調查任務。由上述內容可知，荷蘭憲兵得實際對軍人行使警察權與刑

事調查權，應認為具備軍法警察之實質內涵。 

在行政警察職能上，依 2012 年修正公布之荷蘭警察法(Politiewet 

2012)第 4 條，第 1 項72規定憲兵之行政警察職權，包含：與其他有關單

位合作確保皇室成員的安全、衛戍機場，並確保民航安全；執行移民法

所指派之任務，包含執行移民署長之命令；對抗走私和偽造護照及身分

證明；護衛荷蘭皇家銀行的運送安全。 

綜合前述內容，荷蘭憲兵依刑事訴訟法與警察法具備軍、司法警察

與部分行政警察之多樣化職能，為一多功能且深入社會各層面之憲兵部

隊。 

                                                      
70
 其原文係：”e. de uitvoering van de politietaak op plaatsen onder beheer van Onze 

Minister van Defensie, op verboden plaatsen die krachtens de Wet bescherming 

staatsgeheimen ten behoeve van de landsverdediging zijn aangewezen, alsmede op het 

terrein van de ambtswoning van Onze Minister-President;” 
71
 其原文係：”Met de opsporing van de in deze wet strafbare gestelde feiten zijn, 

onverminderd artikel 141 van het Wetboek van Strafvordering, belast de militairen van 

de Koninklijke marechaussee. Zij hebben toegang tot elke plaats, voor zover dat 

redelijkerwijs voor de vervulling van hun taak nodig is.” 
72
 其原文係：”1 Aan de Koninklijke marechaussee, die onder het beheer van Onze Minister 

van Defensie staat, zijn, onverminderd het bepaalde bij of krachtens andere wetten, de 

volgende politietaken opgedragen: a. het waken over de veiligheid van de leden van het 

koninklijk huis, in samenwerking met andere daartoe aangewezen organen; c. de uitvoering 

van de politietaak op de luchthaven Schiphol en op de andere door Onze Minister en Onze 

Minister van Defensie aangewezen luchtvaartterreinen, alsmede de beveiliging van de 

burgerluchtvaart; f. de uitvoering van de bij of krachtens de Vreemdelingenwet 2000 

opgedragen taken, waaronder begrepen de bediening van de daartoe door Onze Minister voor 

Immigratie en Asiel aangewezen doorlaatposten en het, voor zover in dat verband 

noodzakelijk, uitvoeren van de politietaak op en nabij deze doorlaatposten, alsmede het 

verlenen van medewerking bij de aanhouding of voorgeleiding van een verdachte of 

veroordeelde; g. de bestrijding van mensensmokkel en van fraude met reis- en 

identiteitsdocumenten; h. het in opdracht van Onze Minister en Onze Minister van Defensie 

ten behoeve van De Nederlandsche Bank N.V. verrichten van beveiligingswerkzaamhe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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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編制 

荷蘭憲兵的指揮架構採管理與指揮權分立。指

揮權歸憲兵指揮官所有，現任指揮官為 2015年 11

月上任的哈利‧凡登不列克中將，由其代表包括內

政部、外交部、國防部以及法務部等各部會統籌指

揮；管理權則是歸屬於國防部長，掌管人事、物資

及財政等。 

目前荷蘭憲兵的總兵力約 6,800人，在編制上

獨立於三軍之外，下轄 5個地區指揮部，依地理位

置區分為：國內與國際行動中心、東北區、西區、

南區以及希波爾區(Schiphol)指揮部。另有 1個旅

駐紮於加勒比海柑桂區(Curacao)，基地在亞儒巴

島(Island of Aruba)，獨立負責荷屬加勒比海地

區，以及 1 所位於亞別東(Apeldoorn)荷蘭憲兵訓

練中心。 

憲兵在荷蘭陸、海、空三軍中擔任軍事警察角

色，並伴隨荷蘭軍隊赴海外值勤。除此之外，針對

駐荷之外國軍隊或機構，荷蘭憲兵也具軍法警察功

能，並有 3個專責特別任務的直屬單位： 

圖 2-37賦予荷蘭憲兵不同警察身分之法律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圖 2-38荷蘭憲兵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eurogendfor.org/se

rvices/imageUtils?operation=r

esize&width=290&height=255&bo

x=&readFromCache=true&quality

=1&align=center&valign=top&im

age=/media/Eurogendfor/KONINK

LIJKE-MARECHAUSSEE-logo.jpg 

到訪日期：2016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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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勤隊(Brigade Speciale Beveiligingsopdrachten，BSB)： 

訓練精良，具備快速應變能力的特種部隊，分成護衛、監控、和逮

捕小隊，可以獨立行動，或者配合警察一同執行任務。其任務職能相當

多元，包括目標建築的強行滲透、人身安全護衛以及搜尋爆裂物。 

 特勤護衛隊(High Risk Security)： 

該隊於 2015年時成立，負責政府機關在內重要建築物的衛哨勤務，

現有 6個排，兵力計有 400人。 

 騎警憲兵 (Mounted Brigade Royal Constabulary)： 

職司軍事榮典中的騎警護送任務，同時亦具有一般憲兵的權力與職

責。 

  

圖 2-39荷蘭憲兵組織圖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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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職能 

荷蘭憲兵部隊是一支具有軍人

身分的警察部隊，由指揮官依各部會

需求指派勤務，並在立法規定與行政

法令下執行社會治安與國土安全任

務。該部隊具有軍人與警察雙重身分 

，乃依據荷蘭《警察法》中明定憲兵

執行的任務與職責，在執行任務方面 

，憲兵與一般警察具有完全相同的

權力，73亦肩負邊境警察的身分。例

如：於邊界哨站、機場、和港口確保

外國旅客出入境相關規範的遂行，以

及打擊非法移民、偷渡、和人口販賣。

除此之外，其職責尚包括： 

 一般任務： 

 為荷蘭皇室成員、高階政要與

外交使節提供人身安全保護 

 皇宮衛哨勤務 

 民航機場警衛任務 

 荷蘭中央銀行的運送安全 

 協助維持公共秩序 

 犯罪調查 

 荷屬加勒比海地區的警察勤務 

 一般警察勤務 

 典禮勤務(如：外國元首參訪) 

 國際維和任務 

 

 軍事警察任務： 

荷蘭皇家憲兵在本質上也屬於軍法警察，其管轄範圍涵蓋本國部隊

與駐外部隊之相關人員，並在國防部下轄地點、陸海空三軍營區以及海

外駐地內執行警察職務。可依據任務性質分為兩大類：第一類為「預防
                                                      
73
 荷蘭憲兵官方網站，<https://www.defensie.nl/organisatie/marechaussee>(檢索日期：2016 年

6 月 28日)。 

圖 2-40荷蘭憲兵巡邏 
資料來源：荷蘭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6月 28日 

圖 2-41荷蘭憲兵危機處理 
資料來源：荷蘭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 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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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服務」的工作，包括：巡邏、交通管制、在演習中維持秩序，以及對

駐地指揮官和人員提供建議；第二類是「確保法令」的執行，包括：交

通與環境的相關法規和刑事犯罪調查。 

此外，從 1950 年開始，荷蘭憲兵亦在「聯合國憲兵機構（United 

Nations Military Police Task）的指導下在世界各地執行維和任務。

每次行動至少派出 50 人，並可以在 2-48 小時內抵達目的地。迄今荷蘭

憲兵執行的維和任務計有：「聯合國柬埔寨轉換協助計畫」（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al Authority in Cambodia）與「聯合國那比亞轉

換協助計劃」（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 Assistance Group in 

Namibia）。另外在執行民間警察任務方面，荷蘭憲兵仍參與在安哥拉、

前南斯拉夫部分地區聯合國多國部隊的軍事維和行動。 

除了聯合國任務外，荷蘭憲兵亦在其他許多國際事件中扮演重要角

色，如 1982-1995 年在埃及西奈半島上的多國維和與觀察部隊中，荷蘭

憲兵即提供了憲兵服務。而在以種族屠殺著名的波士尼亞城市摩斯塔，

也參與了在當地維持秩序的西歐聯盟警察部隊的行列。而在 1993 年聯

合國對塞爾維亞與蒙特尼格羅實施禁運時，亦負責在多瑙河進行巡邏，

以具體行動捍衛聯合國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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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憲兵（人民衛隊，Guardia Civil） 

西班牙，是為於歐洲西南部的君主立憲制國家，處於伊比利亞半島，

其西南與葡萄牙為鄰，東北部與法國及安道爾接壤。領土還包括地中海

的巴利阿里群島、大西洋的加納利群島，以及在非州北部的休達和梅利

利亞，面積 505,000平方公里，人口 4,702萬，首都為馬德里。 

歷史沿革 

在結束了「對法獨

立戰爭」後，疲弱的國

力促使西班牙境內盜匪

橫行，面對如此窘境，

迫使政府重新統合西班

牙 民 兵 隊 (National 

Militia)來穩定日益嚴

重的事態。然而隨著該

隊在 1844年解散，如此

動盪政局亦間接催生一支警備力量用以維護社會治安，於是在該年 3 月

28 日，西班牙人民衛隊（Guardia Civil）正式成立。並隨著《皇家法

案》的修訂，在 5月 13日出爐的最終版中詳述了組織的指揮架構，明定

由內政部與國防部管理，且全隊由 14 位隊長、232 位軍官、以及 5,769

位士兵所組成，計 14隊，每一個隊中皆編制數個連的步兵和一個排的騎

兵擔負勤務執行。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的西班牙經歷許多政治上的變革與經濟改變，

如 1874年的皇室復辟、1902年阿方索王 13世(Alfonso XIII)即位，到

隨後的第二共和以及內戰。人民衛隊也持續的對應政經狀況的改變做出

圖 2-43西班牙憲兵 
資料來源：西班牙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 年 7月 5日 

圖 2-42西班牙憲兵海岸巡邏 
資料來源：西班牙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7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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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例如在 1918年編入 3個由將級主官統領的「旅」級部隊，而後根

據 1924 年的「皇家法案」增加到 1 位少將、4 位准將；至 1926 年，因

應區域化的要求，劃分成立 4 個護衛分區：馬德里(Madrid)、巴塞隆納

(Barcelona)、賽維爾(Seville)、和柏格斯(Burgos)，各分區分別由 1

名准將負責。 

1936年時，西班牙境內因

為保守派與革命派的衝突日

益激烈，終至爆發國民派

(National) 、 共 和 派

(Republican)的內戰。如同整

個西班牙境內一樣，人民衛隊

內部也分裂成兩派，人民衛隊

的督察長柏薩斯‧佩瑞亞

（Pozas Perea）將軍仍舊維

持，並且呼籲人民衛隊效忠於

合法政權的共和派政府。但最

終係由佛朗哥（ Frnscisco 

Franco）將軍領導國民派獲得

最終勝利，西班牙也自此進入

長達 40 年的獨裁統治階段，

有鑑於部分的人民衛隊在內

戰時效忠共和派，導致新政府對其有所猜忌，於是在 1940年，將卡賓槍

部隊（Carabinerei）以及海岸巡防隊（Coastal & Borders）併入人民

衛隊中。並在 1942 年 7 月 23 日藉由新的軍事章程將人民衛隊完全併入

陸軍轄下。 

1959年，經濟安定計畫以及許多新的改革開放促進西班牙經濟的發

展，也因為如此，對於鐵路運輸的依賴性更大幅增加，於是人民衛隊又

被賦予了交通與道路運輸監控，並成立人民衛隊交通部門。到了 60 年

代，人民衛隊朝向專精化、任務多元化發展，陸續成立了高山救援隊、

水下救援大隊、拆彈小組等專精分隊。 

到了 1975年，隨著國王唐璜‧卡洛斯一世(Don Juan Carlos I)宣

布退位，西班牙結束了自內戰以來的獨裁統治，迎來了君主立憲制度。

而隨後於 1978 年訂定的憲法中，人民衛隊被歸屬於國家保護性武力中

(Security Forces of the State)，並仍保有其軍事特性。近代的西班

圖 2-44西班牙憲兵歷史圖鑑 
資料來源：西班牙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7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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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人民衛隊除了在國內協助維持治安外，在 80 年代也恢復派赴海外執

行勤務，積極參予歐盟以及聯合國的海外維和行動。並在 2005年加入歐

洲憲兵部隊(European Gendarmerie Force)，持續提供服務。 

法源依據 

西班牙之人民衛隊同時兼有軍、

司法警察之職能，其職務與身分主要

規定於刑事訴訟法（Enjuiciamiento 

Criminal）與軍事審判法（Procesal 

Militar）當中，以下分別說明之。 

在司法警察職權方面，刑事訴訟

法第 283條第 4項74規定，人民衛隊亦

屬於構成本法中所定司法警察之人，

應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協助法官及檢察

官實施犯罪偵查。而同法第 282條75規

                                                      
74
 其原文係：”Constituirán la Policía judicial y serán auxiliares de los Jueces y 

Tribunales competentes en materia penal y del Ministerio fiscal, quedando obligados a 

seguir las instrucciones que de aquellas autoridades reciban a efectos de la 

investigación de los delitos y persecución de los delincuentes: 1. Las Autoridades 

administrativas encargadas de la seguridad pública y de la persecución de todos los 

delitos o de algunos especiales. 2. Los empleados o subalternos de la policía de seguridad, 

cualquiera que sea su denominación. 3. Los Alcaldes, Tenientes de Alcalde y Alcaldes de 

barrio. 4. Los Jefes, Oficiales e individuos de la Guardia Civil o de cualquier otra 

fuerza destinada a la persecución de malhechores.5. Los Serenos, Celadores y cualesquiera 

otros Agentes municipales de policía urbana o rural.6. Los Guardas de montes, campos y 

sembrados, jurados o confirmados por la Administración.7. Los funcionarios del Cuerpo 

especial de Prisiones.8. Los Agentes judiciales y los subalternos de los Tribunales y 

Juzgados.9. El personal dependiente de la Jefatura Central de Tráfico, encargado de la 

investigación técnica de los accidentes.” 
75
 其原文係：”La Policía Judicial tiene por objeto y será obligación de todos los que la 

componen, averiguar los delitos públicos que se cometieren en su territorio o demarcación; 

practicar, según sus atribuciones, las diligencias necesarias para comprobarlos y 

descubrir a los delincuentes, y recoger todos los efectos, instrumentos o pruebas del 

delito de cuya desaparición hubiere peligro, poniéndolos a disposición de la autoridad 

judicial. Cuando las víctimas entren en contacto con la Policía Judicial, cumplirá con 

los deberes de información que prevé la legislación vigente. Asimismo, llevarán a cabo 

una valoración de las circunstancias particulares de las víctimas para determinar 

provisionalmente qué medidas de protección deben ser adoptadas para garantizarles una 

protección adecuada, sin perjuicio de la decisión final que corresponderá adoptar al 

Juez o Tribunal. Si el delito fuera de los que sólo pueden perseguirse a instancia de 

parte legítima, tendrán la misma obligación expresada en el párrafo anterior, si se les 

requiere al efecto. La ausencia de denuncia no impedirá la práctica de las primeras 

diligencias de prevención y aseguramiento de los delitos relativos a la propiedad 

圖 2-45西班牙憲兵 
資料來源：西班牙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7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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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司法警察之核心職責為：在其負責之轄區內主動或基於被害人所提出

之告訴搜尋犯罪，如有發現，則依其職權進行必要之犯罪調查、收集並

確保一切犯罪證據以供司法機關後續之運用；在必要情況下，亦應採取

手段以保護被害人。而對於為實施犯罪調查所行使之強制處分等相關權

限及要件，規定於刑事訴訟法第 486條至 527條中，如同法第 490條76規

定司法警察對嫌犯之拘留權、502 條至 519 條規定其逮捕權等。可以由

刑事訴訟法中之明文規定，確認人民衛隊具備完整之司法警察職能。 

在軍法警察職權方面，軍事審判法中並無「軍法警察」之用語，而

仍使用與一般刑事訴訟法相同之「司法警察」，而上開刑事訴訟法既已明

確規定人民衛隊為司法警察，可知人民衛隊亦具有軍法警察之身分。依

據軍事審判法 123 條77規定在軍事檢察官知悉有犯罪可能時，應指揮司

法警察實施犯罪偵查。可知人民衛隊對於軍法案件具有實施犯罪調查之

職權。而同法第 185 條78至第 189 條規定搜索權，惟憲兵欲進入軍事設

                                                      
intelectual e industrial.” 
76
 其原文係：”Cualquier persona puede detener:1.º Al que intentare cometer un delito en 

el momento de ir a cometerlo.2.º Al delincuente in fraganti.3.º Al que se fugare del 

establecimiento penal en que se halle extinguiendo condena.4.º Al que se fugare de la 

cárcel en que estuviere esperando su traslación al establecimiento penal o lugar en que 

deba cumplir la condena que se le hubiese impuesto por sentencia firme.5.º Al que se 

fugare al ser conducido al establecimiento o lugar mencionado en el número anterior.6.º 

Al que se fugare estando detenido o preso por causa pendiente.7.º Al procesado o condenado 

que estuviere en rebeldía.” 
77
 其原文係：”Cuando la Fiscalía Jurídico-Militar tenga noticia de un hecho aparentemente 

delictivo, que fuere competencia de la Jurisdicción Militar, cuya noticia reciba 

directamente o por serle presentada una denuncia o atestado, practicará ella misma u 

ordenará a la Policía Judicial que practique las diligencias que estime pertinentes para 

la comprobación del hecho o de la responsabilidad de los partícipes en el mismo. El 

Fiscal decretará el archivo de las actuaciones cuando el hecho no revista los caracteres 

de delito, comunicándolo con expresión de esta circunstancia a quien hubiere alegado ser 

perjudicado u ofendido, a fin de que pueda reiterar su denuncia ante el Juez Togado. En 

otro caso instará del Juez Togado la incoación del correspondiente procedimiento con 

remisión de lo actuado, poniendo a su disposición al detenido, si lo hubiere, y los 

efectos del delito. La Fiscalía Jurídico-Militar, en el ámbito de su jurisdicción, podrá 

hacer comparecer ante sí a cualquier persona en los términos establecidos en esta Ley 

para la citación judicial, a fin de recibirle declaración, en la cual se observarán las 

mismas garantías señaladas en esta Ley para la prestada ante el Juez Togado o Tribunal 

Militar. Cesará el Fiscal en sus diligencias tan pronto como tenga conocimiento de la 

existencia de un procedimiento judicial sobre los mismos hechos. Podrá comparecer en 

cualquier momento en los autos que se instruyan en su territorio judicial, interesando 

diligencias y formulando peticiones para el mejor esclarecimiento de los hechos en orden 

a la adopción de las resoluciones judiciales que procedan y a la más rápida conclusión 

del sumario.” 
78
 其原文係：”Para la entrada y registro en los edificios, dependencias, buques o 

aeronaves de los Ejércitos deberá preceder aviso a la Autoridad o Jefe de aquéllos, a 

fin de que preste el debido auxilio, a no ser que el imputado o denunciado sea di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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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船艦、飛機等進行搜索時，仍應告知單位主官並取得其協助，另外

同法第 200 條至第 214 條則規定逮捕權、第 215 條至第 223 條規定拘留

權等強制處分權限。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西班牙法律中並未明確區分軍法與司法警察之

身分，可以認為，凡是具備刑事訴訟法第 283 條所訂司法警察身分者，

亦兼有對軍法案件之犯罪偵查權，為實質意義上之軍法警察，而人民衛

隊即因此可被認定為具備完整之軍法與司法警察職能。 

 

組織編制 

西班牙人民衛隊在組織編制上同時隸屬於

國防部及內政部，國防部負責參一、二、三部分，

即人員晉升與軍事任務，參四部分則由內政部負

責，例如後勤服務、薪水、膳宿供應以及設備。

該部隊迄今在全國已有超過 2,000個據點，人員

總數超過 80,000 人。另綜覽其執勤範圍涵蓋西

班牙 84%的國土及領海，其範圍之廣闊，亦間接

促使各地區人員建制部屬上分為下列幾個層級，

分述如次： 

 

 地區指揮部(Regional HQ)：由將級/上校級人員指揮，其執勤範圍

為特定行政分區 

 省級指揮部(Provincial HQ)：由上校、中校指揮，其執勤範圍為

                                                      
Jefe, en cuyo caso, a los mismos efectos, la comunicación se hará a su superior inmediato, 

salvo cuando la investigación de los hechos no lo permita.” 

圖 2-46賦予西班牙憲兵不同警察身分之法律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圖 2-47西班牙人民衛隊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

i/File:Escudo_Oficial_Guardia_Civ

il.svg 

到訪日期：2016年 7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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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憲兵連(Companies)：由上尉指揮，其執勤範圍約幾個小鎮或村莊 

 憲兵站(Stations)：由士官指揮，其涵蓋範圍等同於一個自治區 

任務職能 

西班牙憲法明定人民衛隊的主要職責是保護西班牙人民自由意志與

權利的實現，並確保國家公共安全。其主要任務有79： 

 確保法律規章的執行 

 協助與保衛西班牙人民 

 必要時監視保護重要建築與公共設施 

 保護國家經濟利益 

 交通監控 

 高階政要人物護衛 

 維持，以及在必要時重建社會治安 

 預防犯罪 

 調查犯罪逮捕疑犯，並提供案情相關的專

業報告 

 社會治安相關情蒐與分析 

 預防並起訴走私犯罪 

 在重大災難與危機時與公民保護服務合

作協處 

 山區與領海區域救援服務 

 武器和爆裂物管制 

 通信網路、機場、港口設施以及道路、邊

境與海岸保護 

 環境與自然資源保護 

 囚犯與受羈押人員押解運送 

 由國防部指派執行軍事任務 

                                                      
79
 西班牙憲兵官方網站，<http://www.guardiacivil.es/es/index.html>(檢索日期：2016年 7月

5 日)。 

圖 2-48西班牙憲兵組織圖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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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9西班牙憲兵職能 
資料來源：西班牙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7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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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憲兵 

（軍事武裝部隊，Żandarmerii Wojskowej） 

波蘭，地處中歐，北面瀕臨波羅的海，西面與德國接壤，南部與捷

克和斯洛伐克為鄰，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在東，東北部和立陶宛及俄羅斯

加里寧格勒州接壤，面積 3,126,000 平方公里。首都為華沙，人口總數

約 3,848.3 萬人。在歷史上曾與強盛的奧匈帝國、普魯士王國、以及俄

國三國比鄰，也因此遭受兩次被瓜分的命運。在 1952年時更名波蘭人民

共和國，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並加入華沙公約組織，時間長達 37年，直

至 1989年才脫離共產黨統治，並於隔年改為「波蘭共和國」至今，現在

同時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及歐盟成員。 

歷史沿革 

現今的波蘭憲兵部隊於 1990年成立，依

圖 2-51波蘭憲兵 
資料來源：波蘭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7月 8日 

圖 2-50波蘭憲兵閱兵 
資料來源：波蘭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7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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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國防部長的指令執行任務。80在波蘭歷史中 

，最早出現的憲兵組織是在波蘭的前身華沙公國(Duchy of Warsaw)時

期。1795年波蘭遭奧匈帝國、普魯士、俄國瓜分，後拿破崙藉口解放波

蘭出征俄國，於 1812年法軍征服現今的波蘭領土後成立華沙公國，並下

令在境內各省設立憲兵軍團，負責執行警察勤務、協助民間政府機構、

並逮捕難民、乞討者、殺人犯…等。在當時，華沙公國的憲兵嚴格來說

並不是一個軍事組織，因其隸屬於民間政府機關，性質更偏向警察，負

責維持治安與保護平民百姓。而在拿破崙戰敗後，根據維也納會議回復

戰爭前領土邊界的協定，波蘭領土又變回由普、奧、俄三個國家瓜分的

局面。新統領的政權亦決定保留並持續發展憲兵組織，但是憲兵歸民間

政府機關指揮的概念造成了疑慮，於是亞歷山大‧羅利斯基(Aleksander 

Rozniecki)將軍發表了新的提案，提議將憲兵部隊劃歸於軍事指揮。這

項提案在 1816 年 10 月 15 日通過，法案的第 4 條提到憲兵的組成人員

須遵照軍事標準，而組織的概念則是師法法國憲兵，且憲兵在未經許可

的情況下不能任意執行管理平民百姓相關的任務。 

而後在 1830-1831 年間對俄國的 11 月起義中，起義軍國民政府將

憲兵集結於華沙，成立了卡賓槍營，由於積極參與起義，其中的許多人

因此獲得軍人榮譽十字(Virtuti Military Crosses)。但也因為部分軍

官的怠忽職守以及組織上的混沌不明，造成了社會的不信任，因此成立

了戰場警衛負責軍紀維護的工作。然而，由於此時戰事已接近尾聲，戰

場警衛並未發揮太大的功用。 

而在之後的 1 月起義中，軍事憲兵重新回歸，當時的憲兵指揮官直

接隸屬在華沙的軍隊下，人員約有 150-250 人左右，主要任務是協助起

義組織對抗叛徒。起義失敗後，憲兵以及其他的國防武力被停止約 50年，

直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才重新出現在波蘭軍團中。 

                                                      
80
 波蘭憲兵官方網站，<http://zw.wp.mil.pl/pl/index.html>(檢索日期：2016 年 7 月 8 日)。 



  

  106   
 

第一次至第二次世界大戰間 (1914-1939) 

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協約國答應以戰後支持波

蘭獨立作為誘因，換取波蘭抵禦俄國擴張。1917年

時，波蘭憲兵分裂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歸屬於波蘭

軍隊，另一部份則屬於奧匈帝國的波蘭支援軍團。

而隨著沙俄在 1918年的 10月革命後退出波蘭，奧

匈帝國也因為內部的獨立浪潮瀕臨崩解，眼見機不

可失，波蘭遂在協約國成員支持下於該年 11 月宣

布獨立。自獨立後，在各部隊中執勤的憲兵被重新

統合為一個完整的單位。1919年，波蘭憲兵成為獨

立軍種，歸屬第 2 國防副部長指揮 (Second 

assistant secretary of military affairs)。 

1920年代，波蘭憲兵經歷了許多組織上的變革，1926年頒布了新的

憲兵勤務相關法案，擴大了憲兵的任務範疇，除了在軍隊中擔任軍事警

察的角色外，也為高階參謀提供人身護衛，並護送被告、保護羈押人員，

以及逮捕犯罪軍人。而在時年 5 月的軍事政變後，又成立了城堡連

(Castle company)以保護波蘭總統，以及若干負責保衛兵工廠的單位。 

二次世界大戰以降 

圖 2-52蘇俄時期波蘭憲
兵 

資料來源：波蘭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7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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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

波蘭憲兵設立了憲兵總司令

(Chief of Gendarmerie)的職位，

然指揮編制中還有國防部憲兵指

揮 官 (Ministry of Military 

Affairs’Gendarmerie 

Commanding Officer)，此舉導致

憲兵有雙重指揮架構，在缺乏明

確的規定與模糊的指揮權責下，

使得憲兵無法迅速有效率地調配

行動。因此，許多東部戰線的單位

在之後蘇聯紅軍於 1939年進犯時

還未準備充分，造成許多憲兵被

關入了卡爾可夫(Kharkiv)戰俘

營。在戰爭期間，每個對抗納粹德

國入侵的波蘭軍隊中均設有憲兵

單位。然而波蘭最後仍再次遭受

到被瓜分的命運，波蘭政府被迫

流亡到法國，而隨著法國的淪陷

又輾轉前往英國。1941年，德軍利用佔領的波蘭領土為基地發動閃電戰

進攻蘇聯，波蘭全境包括蘇聯西部小部分的領土均為德軍所占領。史達

林為尋求更多的力量加入抵禦德軍的行列，和波蘭流亡政府簽訂西科爾

斯基-麥斯基（Sikorski-Maisky）條約，釋放波蘭將軍瓦迪斯瓦夫‧安

德斯（Wladyslaw Anders）組織部隊聯手抗德。起先在蘇聯的指導下並

沒有考慮要成立憲兵部隊，然而迫於維持軍紀的需求，憲兵護衛連在

1941年 9月時成立，成員還包括了國家警察和邊境警衛，共同執行安全

護衛任務。而在 1942 年波蘭陸軍統合了從蘇聯撤退與現有的軍力完成

建軍後，指揮官瓦迪斯瓦夫‧安德斯重新組織了憲兵部隊並賦予新的權

責，這支憲兵部隊由 38名軍官以及 628名的士官與士兵所組成，在前線

戰場中被視為安全與秩序的象徵，並負責預防軍人犯罪以及違反軍紀。

到了 1990年 9月 1日，現今的波蘭憲兵才正式重新建軍。 
  

圖 2-53波蘭憲兵執勤 
資料來源：波蘭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7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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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波蘭憲兵具備軍法與司法警察之身分，其

任務與職能規定於波蘭刑事訴訟法（USTAWA o 

Kodeks Postepowania Karnego）與憲兵法

（ USTAWA o Ż andarmerii Wojskowej i 

Wojskowych Organach Porządkowych）。 

在司法警察身分方面，波蘭刑事訴訟法規

定具有警察權力之人得實施犯罪偵查，而該法

第 312條81規定，憲兵亦為具備警察權力之單位 

，故可知憲兵乃具備司法警察權限。而刑事訴

訟法中規範司法警察之犯罪調查手段，第 243 條至 248 條規定逮捕、拘

禁權，司法警察得在有相當理由懷疑之情況下，實施臨檢以確認身分、

實施搜索乃至進一步實施逮捕。同法第 249 條82則規定司法警察得實施

                                                      
81
 其原文係：”§ 1. Jeżeli oskarżony, w stosunku do którego wydano postanowienie o 

tymczasowym aresztowaniu, ukrywa się, sąd lub prokurator może wydać postanowienie o 

poszukiwaniu go listem gończym.§ 2. Jeżeli postanowienie o tymczasowym aresztowaniu nie 

było wydane, można postanowienie takie wydać bez względu na to, czy nastąpiło przesł

uchanie podejrzanego.§ 3. W razie ujęcia i zatrzymania osoby ściganej listem gończym 

należy niezwłocznie doprowadzić ją do sądu, który wydał postanowienie o tymczasowym 

aresztowaniu, w celu rozstrzygnięcia przez sąd o utrzymaniu, zmianie lub uchyleniu tego 

ś rodka, chyba ż e prokurator po przes ł uchaniu zatrzymanego zmieni ł  ju ż  ś rodek 

zapobiegawczy lub uchylił tymczasowe aresztowanie. Przepis art. 344 zdanie drugie stosuje 

się odpowiednio.” 
82
 其原文係：”§ 1. Środki zapobiegawcze można stosować w celu zabezpieczenia prawidł

owego toku postępowania, a wyjątkowo także w celu zapobiegnięcia popełnieniu przez oskar

żonego nowego, ciężkiego przestępstwa; można je stosować tylko wtedy, gdy zebrane dowody 

wskazują na duże prawdopodobieństwo, że oskarżony popełnił przestępstwo.§ 2. W postę

powaniu przygotowawczym można stosować środki zapobiegawcze tylko względem osoby, wobec 

której wydano postanowienie o przedstawieniu zarzutów.§ 3.  Przed zastosowaniem środka 

zapobiegawczego sąd albo prokurator stosujący środek przesłuchuje oskarżonego, chyba że 

jest to niemożliwe z powodu jego ukrywania się lub jego nieobecności w kraju. Należy 

dopuścić do udzia łu w przes łuchaniu ustanowionego obrońcę, je żeli się stawi; 

zawiadomienie obrońcy o terminie przesłuchania nie jest obowiązkowe, chyba że oskarżony 

o to wnosi, a nie utrudni to przeprowadzenia czynności. O terminie przesłuchania sąd 

zawiadamia prokuratora.§ 4. Środki zapobiegawcze mogą być stosowane aż do chwili rozpocz

圖 2-55波蘭憲兵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s://pl.wikipedia.org/wiki/Wyd

zia%C5%82_%C5%BBandarmerii_Wojsko

wej_w_%C5%BBaganiu 

到訪日期：2016年 7月 8日 

https://pl.wikipedia.org/wiki/Wydzia%C5%82_%C5%BBandarmerii_Wojskowej_w_%C5%BBaganiu
https://pl.wikipedia.org/wiki/Wydzia%C5%82_%C5%BBandarmerii_Wojskowej_w_%C5%BBaganiu
https://pl.wikipedia.org/wiki/Wydzia%C5%82_%C5%BBandarmerii_Wojskowej_w_%C5%BBagan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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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手段以避免犯罪進一步發生；同法 279 條至 280 條則規定搜索、扣

押權限。 

在軍法警察身分方面，波蘭憲兵法第 3 條83規定，憲兵對現役軍人、

                                                      

ęcia wykonania kary. Przepis niniejszy stosuje się do tymczasowego aresztowania tylko w 

razie orzeczenia kary pozbawienia wolności.§ 5.  Prokurator i obrońca mają prawo wziąć 

udział w posiedzeniu sądu dotyczącym przedłużenia stosowania tymczasowego aresztowania 

oraz rozpoznania zażalenia na zastosowanie lub przedłużenie tego środka zapobiegawczego. 

Na żądanie oskarżonego, który nie ma obrońcy, wyznacza się do tej czynności obrońcę z 

urzędu. Zarządzenie może wydać także referendarz sądowy. Niestawiennictwo obrońcy lub 

prokuratora należycie zawiadomionych o terminie nie tamuje rozpoznania sprawy.” 
83
 其原文係：”1. Żandarmeria Wojskowa wykonuje zadania należące do jej zakresu działania 

w Siłach Zbrojnych oraz w stosunku do osób określonych w ust. 2.2. Żandarmeria Wojskowa 

jest właściwa wobec:(1)   żołnierzy pełniących czynną służbę wojskową;(2)   żołnierzy 

niebędących w czynnej służbie wojskowej w czasie noszenia przez nich mundurów oraz odznak 

i oznak wojskowych;(3)   pracowników zatrudnionych w jednostkach wojskowych:(a)  w zwią

zku z ich zachowaniem się podczas pracy w tych jednostkach,(b)  w związku z popełnieniem 

przez nich czynu zabronionego przez ustawę pod groźbą kary, wiążącego się z tym 

zatrudnieniem;(4)   os ó b przebywaj ą cych na terenach lub w obiektach jednostek 

wojskowych;(5)   innych osób niż określone w pkt 1-4, podlegających orzecznictwu sądów 

wojskowych albo jeżeli wynika to z odrębnych przepisów;(6)   osób niebędących żołnierzami, 

jeżeli współdziałają z osobami, o których mowa w pkt 1-5, w popełnieniu czynu zabronionego 

przez ustawę pod groźbą kary albo też jeżeli dokonują czynów zagrażających dyscyplinie 

wojskowej albo czynów przeciwko życiu lub zdrowiu żołnierza albo mieniu wojskowemu;(7)   

żołnierzy sił zbrojnych państw obcych, przebywających na terytorium Rzeczypospolitej 

Polskiej oraz członków ich personelu cywilnego, jeżeli pozostają w związku z pełnieniem 

obowiązków służbowych, o ile umowa międzynarodowa, której Rzeczpospolita Polska jest 

圖 2-56賦予波蘭憲兵不同警察身分之法律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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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單位中的雇員、於軍事區域或建築中之人員所實施之犯罪具備管轄

權。又同法第 4 條規定憲兵之任務包含調查前述人員所為之犯罪，由此

可知波蘭憲兵具備軍法警察之身分。而由於波蘭刑事訴訟法採取軍事審

判與一般刑事訴訟程序合一之體例，故波蘭憲兵之軍法案件調查權限，

亦由刑事訴訟法統一規範，即如上述司法警察之相關強制處分權限。 

組織編制 

波蘭憲兵為獨立、專精的軍種，其指揮編制包含了憲兵總部、10

個地區分隊、2支分遣隊、45個憲兵組、1所憲兵訓練中心以及 3個

分別位在華沙、格利維采(Gliwice)和馬佐夫舍區明斯克(Minsk 

Mazowiecki) 的 軍 事 憲 兵 特 勤 小 組 (Military Gendarmerie 

Specialized Unit，MGSU)。84波蘭憲兵在國內也常與中央或地方層

級的民間單位合作執行任務，例如：警察、邊境警衛、消防局、海關

稽查局、財政部以及國安局…等，合作內容包括共同訓練及聯合演

習;值得一提的是，MGSU 於 2004 年分別在華沙、明斯克成立，其編

制分為參謀組、護衛組、訓練組、特別行動組、人事組、教育組、機

敏作業組等 7 組，主司反恐任務及要員護衛，並負責高度危險罪犯

的逮捕與審訊過程之戒護，亦赴海外參與執行國際維和任務，例如

2004-2010 年赴波赫執行維和任務、2005 年赴阿富汗、2006 年赴剛

果民主共和國、2010年赴喬治亞共和國。 

                                                      

stroną, nie stanowi inaczej.” 
84
 波蘭國防部官方網站，<http://www.mon.gov.pl/>(檢索日期：2016年 6月 23日)。 

圖 2-57波蘭憲兵組織圖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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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職能 

2001年波蘭政府頒布的法案訂定憲兵為一軍事檢察機構，負責揭發

受軍法管轄人員之不法情事，常見的包括：貪汙、毒品、以及酒後行為

不檢…等，由憲兵調查單位透過保存犯罪現場、蒐集證據、刑事鑑定、

以及法庭起訴…等方式執行。另外在首相的決議下，憲兵於特定時節如：

聖誕節、新年夜、復活節、萬聖節(All saint’s day，11/1)以及假日

對一般平民百姓亦具有警察權，與一般警察合作維護公眾安全。而一般

情況下，憲兵主要的執法對象如下： 

 現役軍人 

 軍事單位雇員 

 於軍事區域與建築中之

人員 

 受軍事法庭控管之人員 

 其他與上述人員為共犯

關係之人員 

 駐波蘭領土之外國軍隊

以及其雇員 

 

而憲兵之職能與權責則為： 

 軍紀與公共秩序維護 

 蒐集軍隊相關法令資訊，並建議犯罪、軍紀事件之預防措施 

 犯罪案件偵查 

 根據刑法、財稅法相關規定執行審判程序 

 搜尋罪犯、逃兵、以及遺失的武器裝備和其他軍事財產等 

 保存犯罪現場並提供專業的刑事鑑定意見 

 交通管制 

 檢查軍人之服裝與臂章是否與其級職相符 

 護送重要人物、檔案與軍事財產 

 依據法令逮捕嫌疑犯 

 在軍事區域或建築舉辦之大型活動中執勤以維持秩序 

 在軍事法庭中擔任法警 

 保衛軍事財產，尤其武器與裝備之儲存相關者 

圖 2-58波蘭憲兵閱兵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lokalnie.tv/aktualnosci/uroczystosci_zandarmerii_wo

jskowej_w_minsku_mazowieckim_33 

到訪日期：2016年 7月 8日 

http://www.lokalnie.tv/aktualnosci/uroczystosci_zandarmerii_wojskowej_w_minsku_mazowieckim_33
http://www.lokalnie.tv/aktualnosci/uroczystosci_zandarmerii_wojskowej_w_minsku_mazowieckim_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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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組織犯罪和恐怖威脅高漲，以及波蘭軍隊積極參與國際組織，

從而需要具備軍人性質的警察部隊以進行維和任務的多重需求下，波蘭

成立了憲兵特勤小組(Military Police Specialized Units，MGSU)一個

負責特別軍事行動的專業單位，並致力投身跨國任務。近年來，憲兵參

與了在阿富汗、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以及科索沃的維和任務。另外

也與保加利亞、捷克、法國、德國、拉脫維亞、立陶宛、美國、烏克蘭、

西班牙、土耳其…等諸多他國憲兵部隊合作，舉行聯合演訓與競賽。多

國憲兵長久以來的合作也促成了在 2007 年成立的北約跨國憲兵營(NATO 

Multinational Military Police Battalion)，成員除波蘭外還包括克

羅埃西亞、捷克和斯洛伐克，此憲兵營最主要的任務在於為北約提供行

動所需的警務支援。 

  

圖 2-59波蘭憲兵閱兵分列 
資料來源：波蘭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7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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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憲兵（土耳其武裝部隊，Türk Jandarmasi） 

土耳其共和國，為一橫跨歐亞兩洲的國家，國土包括西亞的安納托

利亞半島及巴爾幹半島的東色雷斯地區。北鄰黑海，南鄰地中海，東部

與伊朗相鄰，東南邊則與敘利亞及伊拉克相接，西鄰為愛琴海，並與希

臘及保加利亞接壤。領土面積 783,562平方公里，人口約 7,745.3萬人，

首都為安卡拉。 

歷史沿革 

鄂圖曼時期 

1826 年，鄂圖曼帝國禁衛軍遭解散後，直

到 1834 年帝國組建了拉迪夫軍團（Asâkir-I 

Redîfe），負責在安納托利亞與羅馬尼亞地區維

護安全及秩序。這支部隊在 1839年改編並重新

命名為土耳其武裝部隊（Türk Jandarmasi），

後世將 1839 年 7 月 14 日認定為土耳其憲兵的

創建日期。 

在 1877 年至 1878 年的俄土戰爭後，鄂圖

曼帝國首相穆罕默德･薩伊德･帕沙決定引進

英、法兩國的教官以協助憲兵轉型為現代化的執法單位。在 1908年小土

耳其革命中，轉型後的土耳其憲兵在羅馬尼亞地區獲得了巨大的勝利。

1909 年，憲兵被歸入戰爭部管轄，並被更名為憲兵總指揮部（Umûm 

Jandarma Kumandanligi）。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土耳其獨立戰爭時期，

憲兵同時負責國內安全並在各地前線作為戰鬥部隊之一環，參與國防任

務。 

 

土耳其共和國時期 

今日之憲兵組織依據 1939 年訂定的 1706 號法案，憲兵被重新編組

圖 2-61土耳其憲兵參與國際組織行
動 

資料來源：土耳其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7月 14日 

圖 2-60土耳其憲兵 
資料來源：土耳其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7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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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三部分：地區憲兵部隊、機動憲兵部隊與憲兵學校。1956年的 6815號

法案，賦予憲兵邊境、海岸守衛及打擊走私之任務。1968年輕型直升機

連隊在迪亞巴克爾成立，為憲兵第一個航空單位。1974年憲兵特種作戰

部隊與航空部隊參與入侵賽普勒斯的行動。1984年憲兵在庫德族分離主

義衝突的鎮壓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1988 年 3497 號法案將邊境防衛任

務移轉予陸軍指揮部，但憲兵總指揮部仍負責守衛部分的土耳其與伊朗、

敘利亞以及伊拉克邊境。1993年憲兵刑事調查部門在安卡拉成立，1994

年至 1998年憲兵地區犯罪實驗室在梵安、柏薩與埃丁等地成立，同時也

設立了刑事鑑定小組、爆裂物處理單位、指紋鑑定支隊，成為今日可見

圖 2-62土耳其憲兵職能 
資料來源：土耳其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7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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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耳其憲兵組織。 

法源依據 

土耳其憲兵除負擔軍法與司法警察任務外，亦承擔大量行政警察的

多樣化職責。其任務內容明文規定於該國之憲兵法（Jandarma Teskilat, 

Görev ve Yetkileri Kanunu）、刑事訴訟法（Ceza Muhakemesi Kanunu）

及軍事法庭組織與軍事審判法（Askeri Mahkemeler Kurulusu ve 

yargilama Usulü Hakkinda Kanun）中。 

 在司法警察身分方面，土耳其刑事訴訟法第 164條第1項85明文規定，

土耳其憲兵依據 1983 年所定之 2803 號法案，為司法警察。故土耳其憲

兵自得行使刑事訴訟法中有關犯罪調查之一切職權。同法第 90 條至第

108 條規定逮捕拘禁權，憲兵得對現正實施犯罪之人或被核發逮捕令之

犯罪嫌疑人實施逮捕，並得為犯罪調查之必要將其拘禁 24小時。同法第

116 條至 134 條則規定，為確保犯罪證據或逮捕嫌犯，得實施搜索、扣

押之權限。 

 在軍法警察職能方面，憲兵法第 24 條86明定其負責軍事相關法令之

執法，而軍事審判法第 66 條87至 68 條規定其搜索、扣押權限；第 69 條
88至 75條則規定其逮捕、拘禁權。 

 在行政警察方面，憲兵法中列舉多樣化的任務，包含治安維護、公共

                                                      
85
 其原文係：”Adlî kolluk; 4.6.1937 tarihli ve 3201 sayili Emniyet Teskilat Kanununun 8, 

9 ve 12 nci Maddeleri, 10.3.1983 tarihli ve 2803 sayili Jandarma Teskilat, Görev ve 

Yetkileri Kanununun 7 nci Maddesi, 2.7.1993 tarihli ve 485 sayili Gümrük Müstesarliginin 

Teskilat ve Görevleri Hakkinda Kanun Hükmünde Kararnamenin 8 inci Maddesi ve 9.7.1982 

tarihli ve 2692 sayili Sahil Güvenlik Komutanligi K anununun 4 üncü Maddesinde belirtilen 

sorusturma islemlerini yapan güvenlik görevlilerini ifade eder.” 
86
其原文係：”Jandarma, emniyet ve asayisi saglama ve kamu düzenini koruma ama-ciyla 

Jandama Teskilat, Görev ve yetkileri  Kanunu ile Polis Vazife e Selahiyet Kanununda 

belirtilen gerekli her türlü güvenlik tedbirlerini almaya yetkilidir.” 
87
其原文係：”Aramaya ve zapta karar verme yetkisi; milli güvenlik, kamu düzeni, suç 

islenmesinin önlen mesi, genel saglik ve genel ahlakin korunmasi veya baskalarinin hak 

ve özgürlüklerinin korunmasi sebeplerinden biri veya birkaçina bagli olarak, askeri 

mahkemeye aittir. ” 
88
其原文係：” Sanığın tutuklanmasını askeri savcı doğrudan doğruya yetkili askeri 

mahkemeden isteyebilir. Nezdinde askeri mahkeme kurulan kıta komutanı veya askeri kurum 

amiri sanığın tutuklanmasını istediği takdirde bu istemini gerekçesi ile birlikte askeri 

savcıya bildirir. Askeri savcı, bu istemi yetkili askeri mahkemeye intikal ettirmekle y

ükümlüdür. Bu mahkeme ret veya kabul hakkında bir karar vermek zorundadır. Sanığın 

tutuklanmasını gerektiren ha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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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維持、查緝走私、移民管理……等，由此可知，土耳其憲兵承擔大

量的行政任務，為維護土耳其國內安全之重要武力。 

組織編制 

土耳其全國總兵力為 76萬人，而目前憲兵

部隊約有 14萬人，佔全國兵力約 18.4%，其中

包括邊防部隊、守備部隊、特種作戰部隊及教導

隊。憲兵部隊由三軍總參謀長指揮，「憲兵總司

令部」(Jandarma Genel Komutanligi) 為土耳

其憲兵部隊最高指揮管理之機構，掌管全國憲

兵事務，下轄人事、作戰、情報、後勤、學校等

幕僚機構。 

平時憲兵部隊主要任務是保障國境安全、

邊境巡防和糾查走私任務；當執行國內警察勤

務時，則歸內政部管轄；作戰時期，憲兵部隊

轉歸陸軍管轄，支援作戰。詳細部隊建制如

下：89 

 邊防憲兵共有 1.6萬人，編有第 21和第 23兩個獨立旅，負責國

家陸上邊境地區的保衛工作。 

 海岸巡防和查緝走私則由所屬海岸巡邏隊負責，下設黑海、愛琴

海和地中海 3個區域指揮部，配置 45艘水面作戰艦艇。 

 守備單位約 6萬人，編有 8個區域級指揮部。各單位的設置與地

                                                      
89
 土耳其憲兵官方網站，<http://www.jandarma.gov.tr/>(檢索日期：2016年 7月 14 日)。 

圖 2-63賦予土耳其憲兵不同警察身分之法律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圖 2-64土耳其憲兵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fiep.org/member-

forces/turkish-gendarmerie/ 

到訪日期：2016年 7月 14日 

http://www.fiep.org/member-forces/turkish-gendarmerie/
http://www.fiep.org/member-forces/turkish-gendarme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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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行政區劃分相同，一級行政區編有 1個憲兵守備團，憲兵團中

還編有特種作戰獨立連和獨立排。 

 特種作戰部隊共有 1.5萬人，編有 12個獨立營、2個航空大隊和

1個教導團。航空大隊分別駐紮在安卡拉和迪亞巴克爾，裝備有

輕型飛機、多用途直升機和運輸直升機，主要負責為特種作戰部

隊提供火力支援和運輸工作，同時負責進行空中偵察和武器裝備

的運輸工作。90 

 

 

任務職能 

依據 1983年土耳其國會制定的 2803號

法案（10.3.1983 tarihli ve 2803 sayili 

Jandarma Teskilat, Görev ve Yetkileri 

Kanununun）土耳其憲兵的任務計有： 

 治安維護 

 貧民援助 

 維持公共秩序 

 查緝走私 

 遊民處理 

                                                      
90
 “Organization structure”<http://jandarma.tsk.mil.tr/ing/genel/organizasyon.htm>(檢

索日期：2016年 7月 14日)。 

圖 2-65土耳其憲兵組織圖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圖 2-66土耳其憲兵要點執勤 
資料來源：土耳其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7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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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種營業、娛樂事業管理 

 娛樂事業管理 

 武器、禁藥管制 

 汽車駕照管制與核發 

 外國人居留證之核發等 

  

圖 2-67土耳其憲兵部隊校閱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s://zete.com/canakkaledeki-torenlerde-1700-jandarma-gorev-yapacak/ 

到訪日期：2016年 7月 14日 

https://zete.com/canakkaledeki-torenlerde-1700-jandarma-gorev-yapac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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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憲兵 (皇家軍事警察，Royal Military Police) 

英國位於歐洲大陸西北面，由大不列顛島、愛爾蘭島東北部分及一系

列較小島嶼共同組成；其領土位置由大西洋環繞，東為北海，南為英吉

利海峽，西南偏南為凱爾特海，同愛爾蘭隔海相望，總面積 243,000 平

方公里，人口 6,450萬，首都為倫敦(London)。 

歷史沿革 

英國憲兵聲稱自己是為皇室和國家服務時間最

長的一支部隊，其歷史可追溯到 1241年，由當時國

王亨利二世指派卡興漢姆的威廉(William of 

Cassingham)擔任「維和士官長」(Sergeant of the 

Peace)，其與下轄人員便是英國憲兵的始祖。 

英國的第一支正式的憲兵部隊於 1813年成立，

在「半島戰爭」接近尾聲的時候，憲兵司令轄下已

有 24 位 助 理 憲 兵 司 令 (Assistant Provost 

Marshal)。這些助理憲兵司令也被賦予處決罪犯的

權力，最終，每 1個師都配賦 1名助理憲兵司令。 

雖然在 1814 年半島戰爭結束後遭到解散，但

在拿破崙於滑鐵盧之役戰敗之後，威靈頓公爵旋即

將其復編，負責法國占領區英軍部隊的警察任務。

而在「克里米亞戰爭」時期，亦成立ㄧ支由約 100 位曾任愛爾蘭治安官

或都會警察的軍人所組建的騎兵騎警隊(Mounted Staff Corps)，負責防

範軍用物資遭竊，並維持營區的軍紀，這支部隊在停戰之後隨即解散。 

在英國境內，1855年成立了一支由服役至少 5年以上的人員組成的

憲兵騎警隊，負責管理在奧德肖特(Aldershot)的陸軍新營區，這便是現

代憲兵組織的雛型。到了 1877年，憲兵騎警隊成為獨立軍團，除了國內

事務外，也開始派赴海外執行任務。1882年，憲兵步兵團成立，並派赴

埃及執行任務。上述兩支部隊在 1927年重新整併為憲兵部隊(Corps of 

圖 2-69英國憲兵畢業 
資料來源：英國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3日 

圖 2-68英國憲兵野戰訓練 
資料來源：英國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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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 Police)。 

到了二戰時，憲兵團大幅擴編至 32,000 人，並自 1940 年隨英國遠

征軍移師法國開始，派赴各戰區執行任務。憲兵部隊在英軍交戰前線與

各駐紮據點執行交通管制，其重要性與日俱增。同時，19名從都會警察

調查部出身的志願者被挑選出來成立了憲兵特別調查小組(Special 

Investigation Branch, SIB)，負責軍中人員相關的犯罪調查。1941年，

重點護衛聯隊(Vulnerable Points Wings)成立，負責重要據點和設施的

護衛與巡邏。不久之後，港口憲兵連隊(Ports Provost Wings)成立，由

9個連組成並負責海外任務。 

1946年，為表彰英國憲兵戰時輝煌的成果與付出，國王喬治五世為

其冊封「皇家」封號，成為目前大眾所熟悉的英國皇家軍事警察。自 1945

年二戰結束後，英國憲兵繼續隨著陸軍派赴海外執行任務，包括：福克

蘭群島、波斯灣、盧安達、波士尼亞、東帝汶和科索沃…等地。現在仍

有超過 150名憲兵人員在巴爾幹半島、伊拉克以及阿富汗執行任務。 

「憲兵組」(Military Provost Staff, MPS)的成立係 1898年麥可‧

克拉爾‧賈西亞中校(Michael Clare Garsia) 出任軍監監察長時提出，

當時的軍監系統已歷經了些許變革，但卻很難招募到能在新系統下有效

執行紀律的獄警。於是他在報告中提出招募軍中士官為「獄警」的建議，

既具有軍人的精神，也能夠有效率地扮演好指導者的角色。於是在 1901

年，軍監參謀團(Military Prison Staff Corps)成立，並逐步地接管各

地的軍事監獄，並在1906年更銜為憲兵參謀團(Military Provost Staff 

Corps)，這時軍監也被賦予新稱號「懲戒營」。直至 1992 年陸軍副官軍

團(Adjutant General’s Corps)組建後，才被併入憲兵部隊，成為現在

的「憲兵組」。 

「憲兵警衛部隊」(Military Provost Guard Service，MPGS)則是

受到二戰時期成立的「重點護衛聯隊」啟發，於 1997年國防預算法案提

出，組織一支專責重要軍事設施巡邏與護衛的聯隊，不僅可降低國防預

算，也能使其餘部隊專心自身的戰訓本務。1999年，憲兵警衛部隊成為

常設部隊，並延伸至皇家海軍和空軍。如今，其部隊人員已超過 2,700

名，並駐守超過 111個以上的重要軍事據點。 
  

圖 2-70英國憲兵單兵訓練 
資料來源：英國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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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英國為英美法系國家，故並未在法律中訂有軍、司法警察之明文，然

而我們仍能在國防法的規範中，確認憲兵具備軍、司法警察之職能。 

英國憲兵的警察作用，主要是規定於英國 2006年公布施行之國防法

第 375條(Armed Forces Act 2006 §375 Definitions relating to 

police forces)：「公務警察(Service Police)意指皇家海軍憲兵、皇家

憲兵以及皇家空軍憲兵。」91該法規內容係修正自 2001 年所訂之舊國防

法，統合舊陸軍法(Army Act 1955)、舊空軍法(Air Force Act 1955)、

舊海軍紀律法(Naval Discipline Act 1957)等三法為一體（2001年舊

國防法第 1條參照92）觀其內容不外關乎陸、海、空三軍紀律之維持、軍

事審判機關之設置與基本程序、軍事長官之權限、憲兵暨其他軍事警察

單位之權限，其性質與德國或其他先進國家之「軍隊紀律法」相互類似，

本書由舊三法被統稱為三軍紀律法(Service Discipline Acts) 亦可得

知。 

在司法警察作用方面，國防法第 67 條第 1 項93規定，受到軍法規範

之人，無分其為現役軍人或一般人民，如違反相關法令，憲兵皆得將其

逮捕，同法第 4項94亦明訂，在一般人民違反軍法之情形，憲兵得逮捕之。

                                                      
91
 其原文係：”（1)In this Act “service police force” means— (a)the Royal Navy Police; 

(b)the Royal Military Police; or (c)the Royal Air Force Police; and “service policeman” 

means a member of a service police force.” 
92
 其原文係：” The 1955 Acts and the 1957 Act shall (instead of expiring on 31st August 

2001) expire on 31st August 2002 unless continued in force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section.” 
93
 其原文係：”(1)A person who is reasonably suspected of being engaged in committing, or 

of having committed, a service offence may be arrested in accordance with subsection 

(2), (3), (4) or (5) by a person subject to service law.” 
94
 其原文係：”(4) A civilian subject to service discipline may be arrested under 

圖 2-71英國憲兵執行國際行動 
資料來源：英國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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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 75 條第 1 項則規定憲兵得搜索受軍法規範之人身與車輛。由上述

規定可知，憲兵乃具備部分之司法警察權。 

                                                      
subsection (1)—(a)by an officer; (b)by a service policeman; or (c)by a person who is 

lawfully exercising authority on behalf of a provost offi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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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軍法警察作用方面，國防法第 67條95、75條96、83條97、98 條98等

                                                      
95
 其原文係：”(1)A person who is reasonably suspected of being engaged in committing, or 

of having committed, a service offence may be arrested in accordance with subsection 

(2), (3), (4) or (5) by a person subject to service law. (2)An officer may be arrested 

under subsection (1)—(a)by an officer of superior rank or, if engaged in a mutiny, 

quarrel or disorder, by an officer of any rank; (b)by a service policeman; or (c)on the 

order of another officer, by a person who is lawfully exercising authority on behalf of 

a provost officer. (3)A person of or below the rank or rate of warrant officer may be 

arrested under subsection (1)—(a)by an officer; (b)by a warrant officer or non-

commissioned officer of superior rank or rate; (c)by a service policeman; (d)by a person 

who is lawfully exercising authority on behalf of a provost officer; or (e)if a member 

of a ship's company or an embarked force, by a person exercising authority as a member 

of the staff of the officer of the day. (4)A civilian subject to service discipline may 

be arrested under subsection (1)—(a)by an officer; (b)by a service policeman; or (c)by 

a person who is lawfully exercising authority on behalf of a provost officer. (5)Where 

none of subsections (2) to (4) applies in relation to the person to be arrested, that 

person may be arrested under subsection (1) by a service policeman. (6)The power of 

arrest conferred on any person by this section may be exercised—(a)personally; (b)by 

giving orders for the arrest of the person who is to be arrested; or (c)where that person 

is subject to service law, by ordering him into arrest. 
96
 其原文係：”(1)A service policeman may, in the circumstances mentioned in subsection 

(2) and in a place permitted by section 78, search any of the following for stolen or 

prohibited articles, controlled drugs or Her Majesty's stores—(a) any person who is, 

or whom the service policeman has reasonable grounds for believing to be, a person 

subject to service law or a civilian subject to service discipline; (b)a service vehicle 

which is in the charge of any person; (c)any vehicle which is, or which the service 

policeman has reasonable grounds for believing to be, in the charge of a person subject 

to service law or a civilian subject to service discipline; (d)anything which is in or 

on a service vehicle or a vehicle within paragraph (c). (2)The circumstances are that 

the service policeman has reasonable grounds for suspecting—(a)that the search will 

reveal stolen or prohibited articles; (b)that the search will reveal Her Majesty's stores 

that have been unlawfully obtained; (c)in the case of the search of a person, that the 

person is in possession of a controlled drug in circumstances in which he commits an 

offence under section 42 as respects which the corresponding offence under the law of 

England and Wales is an offence under the Misuse of Drugs Act 1971 (c. 38); or (d)in the 

case of the search of a vehicle, that the search will reveal a controlled drug that is 

in a person's possession in such circumstances. (3)A service policeman may detain for 

the purposes of a search under subsection (1)— (a)any person who is, or whom the service 

policeman has reasonable grounds for believing to be, a person subject to service law 

or a civilian subject to service discipline; (b)any person in charge of a service vehicle; 

(c)any service vehicle; and (d)any vehicle within subsection (1)(c). (4) A service 

policeman may seize any article that he discovers in the course of a search under 

subsection (1) and that he has reasonable grounds for suspecting to be—(a)a stolen or 

prohibited article; (b)evidence of an offence under section 42 as respects which the 

corresponding offence under the law of England and Wales is an offence under the Misuse 

of Drugs Act 1971; or (c)any of Her Majesty's stores that have been unlawfully obtained.” 
97
 其原文係：”(1)A judge advocate may issue a warrant authorising a service policeman to 

enter and search premises if—(a)an application for the warrant, specifying the premises, 

is made by a service policeman; and (b)the judge advocate is satisfied that the premises 

are relevant residential premises and that there are reasonable grounds for believing—

(i)that a relevant offence has been committed; (ii)that there is on the premises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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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中，已明白賦予憲兵對於違反軍法之現役軍人無論其階級為何，皆

得對之行使逮捕、搜索、扣押、拘禁等相關軍法上刑事調查權限。由此

可知，憲兵當然屬於具有維護軍隊紀律職權之軍法警察。 

綜合上述說明，英國法律並未明確區分軍、司法警察二者；而是在同

一部國防法中統一規範名之為公務警察。然而分析其國防法之內容可知，

英國憲具備完整的軍法警察職能；然僅具備部分的司法警察功能，乃因

其對一般民眾，只有在其違背軍法時，方得行使搜索、逮捕、扣押等刑

事調查權，而非如完整的司法警察般，得針對一切刑事犯罪進行調查。 

                                                      
which is likely to be of substantial value (whether by itself or together with other 

material)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offence; (iii)that the material would be likely 

to be admissible in evidence at a trial for the offence; (iv)that it does not consist 

of or include items subject to legal privilege, excluded material or special procedure 

material; and (v)that any of the conditions mentioned in subsection (2) applies. (2)Those 

conditions are— (a)that it is not practic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any person entitled 

to grant entry to the premises; (b)that it is practic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a person 

entitled to grant entry to the premises but it is not practic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any person entitled to grant access to the evidence; (c) that entry to the premises will 

not be granted unless a warrant is produced; (d)in the case of service living 

accommodation within section 96(1)(b) or (c)— (i)that it is not practic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person or (as the case may be) any of the persons for whom the 

accommodation is provided; or (ii)that there is no such person with whom it is practicable 

to communicate who will agree to grant access to the accommodation without the production 

of a warrant; (e) that the purpose of a search may be frustrated or seriously prejudiced 

unless a service policeman arriving at the premises can secure immediate entry to them. 

(3)A service policeman may seize and retain anything for which a search has been 

authorised under subsection (1).” 
98
 其原文係：”(1)Except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s 99 to 102, a person arrested under 

section 67 may not be kept in service custody without being charged with a service 

offence. (2)If at any time the commanding officer of a person who is kept in service 

custody without being charged with a service offence—(a)becomes aware that the grounds 

for keeping that person in service custody have ceased to apply, and (b)is not aware of 

any other grounds on which continuing to keep that person in service custody could be 

justified under this Act, (3)A person who appears to his commanding officer to have been 

unlawfully at large when he was arrested may not be released under subsection (2). 

(4)Section 301(4) (cases where persons temporarily released from service detention are 

unlawfully at large) applies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圖 2-72賦予英國憲兵不同警察身分之法律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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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編制 

英國各軍種均配賦憲兵部隊，例如：英國皇

家海軍中的軍事警察任務由皇家海軍憲兵負責，

空軍設有空軍憲兵，而陸軍則有陸軍憲兵部隊。

陸軍憲兵部隊由約 4,300 名常備與後備人員組

成，由憲兵司令統管全國憲兵事務，下轄 3個獨

立分設單位：皇家憲兵、憲兵組，以及憲兵警衛

部隊。 

皇家憲兵部隊在陸軍中擔任軍事警察，並為

軍中要員與其他政府部門提供貼身護衛的勤務，

轄下另外配置有特別調查小組(SIB)，專責犯罪調查與刑事鑑定。皇家憲

兵在本土以及國外均有派駐部隊，國內為第 1、3、4 憲兵團、由 4 個調

查連組成的特別調查團(SIB Regiment)、以及特別行動團(Specialist 

Operations Regiment)。海外的部分則有派駐德國的 110憲兵連以及隸

屬於特別調查團的第 5 調查連，另外在貝里斯、汶萊、加拿大、賽浦路

斯、福克蘭群島，以及直布羅陀也都駐有皇家憲兵部隊。 

憲兵組直接受憲兵司令指揮，專責羈押與拘留事項，總部為位在科

切爾斯特（Colchester）的軍事懲戒訓練中心（Military Corrective 

Training Centre，MCTC），受英女皇獄政總監察長定期考察，而在軍事

行動區的拘留作為則受國際紅十字會監察。 

圖 2-73英國憲兵徽 
資料來源：英國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3日 

圖 2-74英國憲兵職能 
資料來源：英國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3日 

  

http://home.mweb.co.za/re/redcap/rmp2.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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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兵警衛部隊則負責提供專業士兵執行三軍基地以及國防部重要據

點的武裝護衛任務，通常以士官指揮的 7 人小組為執勤單位，裝配 SMG

步槍、警棍，並在夜間運用軍犬協助任務。 

 
 

任務職能 

英國憲兵下轄 3 個獨立單位：皇家軍事警察(Royal Military 

Police)、憲兵組(Military Provost Staff)與憲兵警衛部隊(Military 

Provost Guard Service)。99每個組織都有其帽徽、歷史、身分、角色與

責任。分別擔負軍法警察的角色、人犯拘留以及軍事警衛勤務。 

                                                      
99
 英國憲兵官方網站，<http://www.army.mod.uk/agc/provost/23207.aspx>(檢索日期：2016年 8

月 3日)。 

圖 2-75英國憲兵組職圖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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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家軍事警察 

皇家軍事警察必須於國內外各

地執勤，因地點、環境與任務迥異，

所需要的專長技能亦相當多元，同

時要求高度機動性，以符任務需要。

且其可為陸軍野戰派遣部隊之一，

可在國內外執行支援任務，包括本

國與多國聯合部隊的支援勤務及武

裝衝突防處與後續處理等，與一般

警察職能迥異。此外，皇家軍事警察

的「軍法警察」獨特性在於擁有警察

權之執行權責，例如：對國防部相關人員之犯罪調查；另外，國內陸軍

單位、駐德國與其餘各個海外據點的警察勤務亦由皇家軍事警察擔任。 

除了支援調查勤務，皇家軍事警察亦須肩負戰場上管控、防護與通資

等各項工作。在軍事行動中，有權直接向部隊指揮官提出建議，內容涵

蓋人員逮捕與拘押、物資或車輛的搜索、緊急狀況處理和犯罪現場處置…

等等，同時也提供軍事指揮官貼身保護。在過去的國際武裝衝突勤務中，

皇家軍事警察為各國駐外警察性部隊之表率，在社會失去秩序、法紀蕩

然無存時，執行犯罪偵查任務。另外，皇家軍事警察也積極與科索沃與

伊拉克當地警方合作，協助重建完整警察體系。戰後，國際社會通常會

派出一般民間警察人員進行協助，反之，英國第一個抵達戰後現場的人

員通常是皇家軍事警察，其具有軍事性與警察性的專業技能在充滿危機

的戰後社會中更顯重要。 

 

 憲兵組 

憲兵組與民間的「英女皇獄政單位」有所不同，其成員皆來自軍事單

位的志願轉服人員，主要勤務是為受拘留或解編的軍職人員，提供一個

復職訓練環境。 

其主掌管理「軍事懲治訓練中心」(Military Corrective Training 

Centre，MCTC)，並提供服刑中軍職人員相關的軍事教育訓練，轄下設有

延伸的軍事訓練設施及教育分部。此外，憲兵組也為監所督導與調查單

位，提供監管人員拘留人犯的相關訓練課程(Unit Custody Staff 

Course， UCSC)。 

同皇家憲兵一樣，憲兵組在國際維和任務(Peace Support Operation， 

圖 2-76英國憲兵協警勤務 
資料來源：英國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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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O)中亦扮演重要的角色，受派前往法治瀕臨崩潰的國家或區域提供協

助。例如：在伊拉克負責重建當地的獄政系統，以及前往阿富汗提供相

關的專業建議與協助。 

 

 憲兵警衛部隊 

憲兵警衛部隊的主要任務為保護英國的軍事基地免於恐怖活動威脅。

而大英國協境內有超過 106 個據點，根據內部的《本地軍事服務條款》

(Military Local Service Contract)，在有缺額的情況下，隊員可以自

由地選擇服勤地點。憲兵警衛部隊專職軍事據點之警衛工作，主要任務

如下： 

 軍事據點之出入口管制 

 控制室之管控 

 據點周邊巡邏，並採取必要措施以維護其安全 

 危安事件管控，如：可疑包裹、爆裂物、示威遊行 

 運用軍犬執行勤務 

  

圖 2-77英國憲兵職能 
資料來源：英國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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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憲兵（軍事警察，Vojenské policii） 

 捷克共和國，與北方的波蘭、西北方的德國、南方的奧地利及東南方

的斯洛伐克相接壤，為一中歐地區內陸國家領土，面積 78,864 平方公

里。人口約有 1,000萬人，首都為布拉格(Praha)。前身為捷克斯洛伐克

共和國，於 1993 年與斯洛伐克和平分離，各自獨立建國，1999 年加入

北約(NATO)，2004年成為歐盟正式會員國。 

歷史沿革 

一次世界大戰前，統治現今捷克領土的奧

匈帝國就出現過憲兵(Militarpolizei)，職

司軍紀維護。1918 年一戰結束後，奧匈帝國

瓦解，捷克與關係密切的斯洛伐克合併為捷

克斯洛伐克共和國，面對此時期的社會動盪

與混亂，新成立的「憲兵」主要任務為鎮壓內

部動亂，維持社會秩序，協助政府穩固局勢，

同時亦希望藉由憲兵的出現，確實於國家軍

隊中建立法律、紀律及秩序的規則。 

 二戰期間，捷克與斯洛伐克曾在納粹德國

的統治下，曾短暫分開一段時間，但 1945年

二戰後兩國再次合併。合併後，憲兵依舊存在

於捷克斯洛伐克軍隊中，直至 1991年蘇聯瓦

解，捷克斯洛伐克聯邦議會遂於 1992 年 3 月 5 日通過《憲兵法》，並透

過此法重新建立起今日的捷克軍事警察部隊（Vojenské policii）。1993

年捷克與斯洛伐克分別成為兩個獨立國家，捷克共和國進而擁有自己的

國家憲兵部隊至今。 

圖 2-79捷克憲兵一戰前服飾 
資料來源：捷克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24日 

圖 2-78捷克憲兵 
資料來源：捷克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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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捷克法律並無明確指出軍法警察與司法警察之用語，但藉由刑事訴

訟法（Trestním řízení Soudním）與憲兵法（Zákon o Vojenské Policii 

a o Změně Některých Zákonů）之規範，本書歸納出捷克憲兵具備

完整之軍法警察身分，但僅有部分的司法警察職能。較為特殊的是，捷

克在刑事訴訟法中統一規定一般刑事訴訟程序與軍事審判程序，憲兵的

刑事調查職能亦規定在其中。另外，捷克對憲兵定有專門之憲兵法，具

體規範其任務與權限。 

在司法警察身分方面，捷克刑事訴訟法第 12 條的 2 項 e 款規定100，

憲兵之管轄範圍包含：在軍人違犯刑法、民人對軍人實施犯罪、民人對

軍用設施、財產實施犯罪。而憲兵法第 3 條101中另規定：對軍事行動進

行中區域所發生之犯罪、民人與軍人共同實施之犯罪，憲兵具有管轄權。

由此可知，捷克憲兵對一般民眾之刑事調查權，僅限於其涉及軍隊事務

時，始得為之，故僅具備部分之司法警察身分。在執行犯罪調查所需的

強制處分方面，刑事訴訟法第 78條至 81B條規定扣押權、第 82條至 85C

條規定搜索權、第 67 至 69 條規定逮捕與羈押之要件，可確認憲兵之刑

事調查功能。 

在軍法警察方面，同樣依據前述刑事訴訟法第 12條，憲兵對現役軍

                                                      
100
 其原文係：”(2) Policejními orgány se rozumějí (e) pověřené orgány Vojenské policie 

v řízení o trestných činech příslušníků ozbrojených sil a osob, které páchají trestnou 

činnost proti příslušníkům ozbrojených sil ve vojenských objektech anebo proti vojenským 

objektům, vojenskému materiálu nebo ostatnímu majetku státu, s nímž jsou příslušné 

hospodařit Ministerstvo obrany nebo jím zřízené organizační složky státu nebo s nímž 

jsou příslušné hospodařit anebo s nímž mají právo hospodařit státní organizace zřízené 

nebo založené Ministerstvem obrany,” 
101
 其原文係：“Vojenská policie působí vůči(a) vojákům v činné službě (dále jen „voják

“), (b) osobám, které se nacházejí ve vojenských objektech a v prostoru, kde ozbrojené 

síly plní své úkoly nebo kde se koná vojenské cvičení nebo kde je zajišťována bezpečnost 

chráněné osoby (dále jen „chráněný objekt“),(c) osobám, které jsou podezřelé, že spá

chaly nebo páchají trestné činy nebo přestupky proti vojákům ve vojenském objektu nebo 

prostoru, kde ozbrojené síly plní své úkoly nebo kde se koná vojenské cvičení, nebo 

trestné činy nebo přestupky spolu s vojáky nebo proti vojenskému objektu, vojenskému 

materiálu nebo ostatnímu majetku státu, s nímž je příslušné hospodařit ministerstvo, 

pokud tento zákon nestanoví jinak.” 



  

  131   
 

人具備刑事調查權，可知其乃具備軍法警察之實質內涵。在強制處分的

執行方面，則與行使司法警察任務時相同，依據上述刑事訴訟法之條文

為之。 

在軍事警察方面，憲兵法第 1 條102明定憲兵受

國防部管轄，在軍隊、軍事設施、軍事財產中執行

警察任務，同法第 4條103則列舉其任務，包含：監

督軍隊紀律、查緝散兵、保衛軍用物資與設施、維

護軍事交通等，並於同法中詳述其各項任務之執行

方式，乃依法確立捷克憲兵之軍事警察身分。 

 

                                                      
102
 其原文係：” Vojenská policie v rozsahu vymezeném tímto zákonem plní úkoly policejní 

ochrany Ministerstva obrany (dále jen „ministerstvo“), ozbrojených sil, vojenských 

objektů, vojenského materiálu a ostatního majetku státu, s nímž je příslušné hospodařit 

ministerstvo. Vojenská policie je součástí ministerstva.” 
103
 其原文係：”(1) Vojenská policie plní tyto úkoly policejní ochrany:(a) odhaluje trestné 

činy a zjišťuje jejich pachatele a činí opatření k předcházení trestné činnosti,(b) pů

sobí v řízení o trestných činech jako policejní orgán a šetří přestupky),(c) pátrá po 

hledaných nebo pohřešovaných vojácích a po ztraceném nebo odcizeném vojenském materiálu 

nebo po dalších věcech v majetku státu, s nímž je příslušné hospodařit ministerstvo, 

zpravidla ve spolupráci s Policií České republiky,(d) podílí se na ochraně vojenského 

materiálu a ostatního majetku státu, s nímž je příslušné hospodařit ministerstvo,(e) 

dohlíží na zabezpečování kázně v chráněných objektech a na dodržování kázně vojáky 

na veřejnosti,(f) zajišťuje ochranu vojenských objektů určených ministrem obrany a dohl

íží na zajišťování režimu vstupu a vjezdu do vojenských objektů,(g) dohlíží nad bezpeč

ností provozu vozidel ozbrojených sil a nad bezpečností provozu ostatních dopravních 

prostředků v chráněných objektech,(h) řídí provoz vozidel na pozemních komunikacích př

i pohybu vozidel ozbrojených sil na pozemních komunikacích,(i) vykonává dohled nad 

výcvikem a zdokonalováním odborné způsobilosti řidičů vozidel ozbrojených sil a provádí 

zkoušky odborné způsobilosti žadatelů o řidičská oprávnění,(j) schvaluje technickou zp

ůsobilost vojenských vozidel,(k) zajišťuje ochranu a doprovod ministra obrany a jím urč

ených osob (dále jen „chráněná osoba“),(l) podílí se na zajišťování ochrany 

圖 2-80捷克憲兵執勤 
資料來源：捷克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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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編制 

捷克憲兵部隊隸屬於捷克陸軍，總部設於布拉

格(Prague），為捷克共和國武裝力量的組成之一，

佔捷克國防軍員額的 1％，受國防部長指揮。104 

                                                      

oficiálních delegací České republiky a občanů České republiky v místech nasazení 

ozbrojených sil České republiky mimo území České republiky,(m) zajišťuje ochranu vyč

leněných vojenských dopravních letadel pro přepravu ústavních činitelů a ostatních osob 

využívajících přepravy vojenskými dopravními letadly a vojenských objektů určených pro 

odbavení a prostor určených ke vzletu a přistání vojenských dopravních letadel,(n) zaji

šťuje na vyžádání bezpečnostním doprovodem ochranu vojenské letecké dopravy a přepravy,(o) 

vede evidence a statistiky potřebné k plnění svých úkolů, zejména evidenci vozidel 

ozbrojených sil a evidenci případů Vojenské policie.(2) Vojenská policie plní další ú

koly, pokud tak stanoví jiný právní předpis2) nebo mezinárodní smlouva, která je součá

stí právního řádu (dále jen „mezinárodní smlouva“).(3) Úkoly Vojenské policie vykoná

vají vojenští policisté.” 
104
 捷克共和國憲兵官方網站，<http://www.army.cz/en/ministry-of-

defence/struc/mp/military-police106206/>(檢索日期：2016年 8月 24 日) 

圖 2-82賦予捷克憲兵不同警察身分之法律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圖 2-81捷克憲兵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mocr.army.cz/ministr

-a-ministerstvo/lide/vojenska-

policie-105855 

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24日 

http://www.mocr.army.cz/ministr-a-ministerstvo/lide/vojenska-policie-105855
http://www.mocr.army.cz/ministr-a-ministerstvo/lide/vojenska-policie-105855
http://www.mocr.army.cz/ministr-a-ministerstvo/lide/vojenska-policie-105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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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憲兵部隊組織編制如下：（1）憲兵總部（Military Police 

Headquarters）（2）以布拉格、塔布、克拉托維、卡洛維伐利、斯塔拉

波斯拉夫、布諾與歐諾姆齊等 7 個大城市為中心的 7 個地區指揮部（3）

保衛指揮部（4）憲兵專業學校（5）執行國際任務之憲兵單位（阿富汗、

西奈半島、北約等地區）。 

任務職能 

一般捷克憲兵為軍事警察體系，其執勤對象包括：（1）捷克共和國現

役軍人（2）軍事行動進行區域的人事物（3）對捷克軍人進行侵犯的罪

犯（4）對捷克軍事財產進行侵犯的罪犯。其執行任務內容如下： 

 確保軍隊的紀律與秩序 

 軍事相關的犯罪案件中執行警察任務（包括士兵失蹤、盜用軍品及

國家資產等） 

 軍用物資及國有財產之安全警衛 

 保護軍事設施及國防部長及重要人士 

 確保武裝部隊及車輛移動時之安全 

 執行駐外使館及捷克公民之安全保護 

 執行軍事運輸駕駛之訓練 

 

另外，捷克憲兵「保衛指揮部」則是負責對重要外賓的警衛任務、對

高額財物的運送護衛任務、特殊國防裝備的運送與監察小組的護衛。此

外，在國際任務上，捷克憲兵也支援捷克第 3 機械化營，參與波士尼亞

等國之穩定部隊，也曾參與於巴爾幹半島、阿富汗、立陶宛、西奈半島

圖 2-83捷克憲兵組織圖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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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區之軍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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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4捷克憲兵執勤 
資料來源：捷克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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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憲兵 

 (軍事警察，Военная полиция России) 

俄羅斯聯邦，俗

稱俄國或俄羅斯。國

土面積 17,098,242

平方公里，為世界最

大版圖，橫跨歐、亞

兩洲，與北韓、中國、

蒙古、哈薩克、白俄

羅斯、烏克蘭、立陶

宛…等 14 國接壤;

它也是世界上第 9

大人口國家，傭有

1.47億人口。首都莫

斯科(Moscow)，中央

行政機關設於克里

姆林宮，同時也是俄

羅斯總統辦公之處。

前身為俄羅斯蘇維

埃聯邦社會主義共

和國，是為蘇聯的主

體，並於二戰之後崛

起成為超級強權，在

冷戰時期與美國分

庭抗禮。1991年蘇聯

解體後，修憲成立俄

羅斯聯邦，是為原蘇

聯的法理繼承國。 

圖 2-85俄羅斯憲兵演進 
資料來源：俄羅斯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 年 9月 6日 

http://www.ceskatelevize.cz/ct24/sites/default/files/styles/scale_1180/public/1651187-p201412160270901.jpeg?itok=f39GLt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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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沿革 

俄羅斯在沙皇時期就有特別武裝部隊 (Special Corps of 

Gendermes)執行。而在蘇聯時期，雖未設有名稱為憲兵或軍事警察的單

位，但其軍紀維護職能由兩個單位共同分擔：一是司令勤務隊

(Commandant’s Service)，負責華沙公約組織陸軍中的軍事警察勤務；

二是交通管制員，由後勤單位組成負責軍用道路和車輛的管控。而 1991

年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聯邦成立。現今俄羅斯的憲兵是在 2006年，由總

統佛拉迪米爾‧普丁授意成立。當時他在克里姆林宮的一場記者會中表

示：「俄羅斯軍隊之紀律和法治的管理可指派由憲兵負責。」在 2010 年

時，俄羅斯軍方曾派代表團赴以色列學習如何建立、執掌憲兵。1052014年

2 月，憲兵聯邦法案正式簽訂，明確劃定了憲兵組織的架構以及執勤內

容。隔年總統又簽訂第 161號法案，更大地擴充了憲兵的職能。106 

                                                      
105
  “Russian army to learn from IDF Military Police”, The Jerusalem Post (2010) 

106
 俄羅斯國防部官網，<http://stat.mil.ru>(檢索日期：2016年 9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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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6俄羅斯憲兵演進 
資料來源：俄羅斯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9月 6日 

http://www.ceskatelevize.cz/ct24/sites/default/files/styles/scale_1180/public/1651187-p201412160270901.jpeg?itok=f39GLt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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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俄羅斯憲兵具備軍、司法警察之身分，其任務主要規定於該國之刑事

訴訟法（УГОЛОВНО-ПРОЦЕССУАЛЬНЫЙ）與憲兵法（УСТАВ ВО

ЕННОЙ ПОЛИЦИИ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

РАЦИИ）中 

俄羅斯刑事訴訟法將刑事案件的處理分為調查與偵查，該法第 5 條

第 8 項107規定調查為偵查的前置程序，由調查員（дознание）

為之；偵查則由檢察官與偵查員（следователь）實施，同

法第 40條第 1項108則規定調查員包含憲兵。與我國法律制度相比較，可

發現調查即類似於司法警察在知悉犯罪發生後，呈報檢察官前所進行之

前置調查程序，而調查員即近似我國之司法警察，故俄羅斯刑事訴訟法

雖為有司法警察之明文，但可認定其調查員即為實質之司法警察。 

在權限方面，俄羅斯刑事訴訟法第 97條至 117條規定逮捕、拘禁等

拘束人身自由的強制處分，第 182條至 186條則規定搜索、扣押之權限，

調查員除在檢察官之指揮下實際執行上述強制處分外，亦在緊急情況下，

得主動為相關犯罪偵查行為。 

在軍法警察身分方面，俄羅斯憲兵法規定，俄羅斯憲兵職司軍法執行

與軍紀維護之任務，同法第 19 條第 2 項 亦規定，俄羅斯憲兵負責軍隊

中的刑事調查工作。而在強制處分權限方面，同法第 20 條第 9 項 規定

                                                      
107
 其原文係：”Если не оговорено иное, основные поняти

я, используемые в настоящем Кодексе, имеют след

ующие значения:8) дознание - форма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

ного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существляемого дознавате

лем (следователем), по уголовному делу, по котор

ому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108
 其原文係：”1. К органам дознания относятся:1) органы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входящи

е в их состав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в том числе лине

йные, управления (отделы, отделения, пункты) пол

иции, а также иные органы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власт

и, наделенные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федеральным зак

оном полномочиями по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ю оперативно

-розыск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2) органы Федеральной с

лужбы судебных приставов;3) начальники органов 

военной полиции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

дерации, командиры воинских частей, соединени

й, начальники воен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и гарнизоно

в;4) 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ожарного надзора 

федеральной противопожарной служб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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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兵得實施逮捕、拘禁；同條第 11 項 、12 項 則規定其具備搜索、扣

押之權限。 

 

組織編制 

俄羅斯憲兵隸屬於國防部，由掛階少將的國

防部憲兵總長指揮統御。在組織架構上，由上至

下分為： 

 憲兵總署： 

俄羅斯憲兵之中央指揮機構，職司編篡憲兵相

關之法規和草案、研擬並執行組織發展計畫、

指揮軍分區和地區憲兵、協調統籌各憲兵單位 

，範圍涵蓋俄羅斯境內、實施軍事管制或處於

緊急狀態之區域。 

 軍分區憲兵： 

佈署於俄羅斯東、南、西、中四大軍區以及

北區艦隊。 

 地區憲兵： 

包括軍事指揮官辦公室和車輛檢查哨 

俄羅斯憲兵目前編制約 6,500人，根據現任

憲兵總長依果‧西德科維奇 (Igor Sidorkevich)

預估，至少需擴編至 50,000 人的員額以符合新

的任務需求，包括反恐、鎮暴…等。雖然成立迄

今僅短短數年，但俄羅斯參謀總長表示軍方對於

憲兵的發展有一套規劃至 2020年的長期遠景。 

圖 2-88俄羅斯憲兵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mil.ru 
到訪日期：2016年 9月 6日 

圖 2-87賦予俄羅斯憲兵不同警察身分之法律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圖 2-89俄羅斯憲兵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contract-
army.ru/info/sluzhba-v-voennojj-policii-po-

kontraktu 
到訪日期：2016年 9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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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職能 

俄羅斯憲兵法明訂憲兵的主要職責為「保

衛部隊軍民之生命、健康、與自由權利，以維護

軍紀、確保法律遂行。」109憲兵總長同時表示：

「雖然憲兵的首要目標在於保障軍人的人身安

全，但在需要時也會為社會與人民挺身而出，憲

兵永遠準備好要服務軍人和百姓。」俄羅斯憲兵

的主要任務包括： 

 交通管制 

 部隊行進路線規劃 

 軍車保養 

 國防部重要物資、設施、以及營區和管制區域

之護衛 

 要員保護，對象包含友軍人員、犯罪案件受害人、目擊者、以及刑事

訴訟程序進行中之人員 

 與聯邦藥品管制局合作查緝毒品走私，並防堵其流入軍中 

近年來，俄羅斯憲兵也積極參與國防部所舉辦之活動，包含許多教

                                                      
109
 What does a new structure of our army – the military police 

<http://www.mk.ru/politics/2016/01/28/chem-zanimaetsya-dlya-nashey-armii-struktura-

voennaya-policiya.html>(檢索日期：2016年 9月 6日)。 

圖 2-90俄羅斯憲兵組織圖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圖 2-91俄羅斯憲兵 
資料來源：俄羅斯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9月 6日 

http://www.ceskatelevize.cz/ct24/sites/default/files/styles/scale_1180/public/1651187-p201412160270901.jpeg?itok=f39GLt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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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課程、紅場勝利遊行、年度戰略演習「Kavkaz 2016」、國際軍事科技

論壇…等等，以及在 2016年首次參加國際軍事大賽。 

  

圖 2-92俄羅斯憲兵示範演練 
資料來源：俄羅斯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9月 6日 

http://www.ceskatelevize.cz/ct24/sites/default/files/styles/scale_1180/public/1651187-p201412160270901.jpeg?itok=f39GLt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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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亞洲國家 

日本憲兵（警務隊） 

日本是位於東亞的島嶼國家，由日本列島、琉球群島和伊豆小笠原

群島等 6,852 個島嶼組成，面積 378,000 平方公里。國土位於歐亞大陸

以東，全境被太平洋及其緣海環抱，北望俄羅斯，西鄰朝鮮半島，西南

與中國大陸和臺灣隔海相望，人口達 1.26億，首都為東京(Tokyo)。 

歷史沿革 

日本憲兵的發展主要分

為兩個階段，以 1945 年 8 月

二戰結束為分水嶺。二戰前，

1867 年明治維新後日本力行

西化，模仿歐洲先進國家的各

種政、軍、經制度，其中陸軍

制度先是模仿法國，在 1870年

普法戰爭後則改用德國軍制，

然而在憲兵的制度上則繼續使用歷史最為悠久，架構最為完善的法國憲

兵制度。1881年 3月 11日日本憲兵條例公布，5月 9日憲兵隊成立。憲

兵條例第 1條為:「憲兵作為陸軍軍紀的代表，擔任軍內軍紀的巡查和檢

察的任務，監督軍人的日常品行，兼任行政警察和司法警察。」日本陸

軍使用「憲兵」一詞來指稱用以維護軍紀、確保社會治安、追緝逃兵等

任務的部隊，最初兵力 1,600員，在東京設有憲兵司令部，1883年在大

阪建立關西憲兵總司令部。當時的日本憲兵也具有秘密警察的身份，猶

如納粹德國的蓋世太保（Gestapo），負責

維持治安，查緝異議份子與間諜。在日本

統治臺灣時期，憲兵對民間採取威權、高

壓的管理方式，並箝制言論自由，對妨害

其殖民統治的異議人士，大舉逮捕、審訊

甚至殺害。 

二戰結束後，由於《和平憲法》的限

制，日本不能擁有正式軍隊，因此被迫解

除武裝，憲兵亦遭到解散，直到 1954年

圖 2-93二戰日本憲兵搭乘火車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008Kenpei.JPG 

到訪日期：2016年 7月 12日 

圖 2-94日本憲兵執行進出入攔檢 
資料來源：日本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7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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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衛隊組成，才另組「警務隊」擔任憲兵的角色。警務兩字指的就

是「維持軍紀之勤務」，其勤務內容與二戰時憲兵大同小異，僅因二戰期

間日本憲兵部隊惡名昭彰，殺害及搜捕凌虐許多「大東亞共榮圈」110內的

老百姓及軍人，故在名稱上避免使用「憲兵」兩字。目前陸、海、空自

衛隊皆擁有自己的警務隊，並直屬防衛大臣(比照國防部長)。此外，由

於自衛隊在法理上並非軍隊，故不被允許設立軍事法庭及軍事檢察機關，

因此警務隊執行任務時只有逮捕的權利，逮捕後則交由地方警察部門處

理。而近年，日本防衛省有意將陸海空自衛隊之警務隊統籌由統合幕僚

長（比照參謀總長）指揮，以強化警務隊功能。 

法源依據 

日本於戰後訂定《和平憲法》，廢除一切軍

隊，當然亦包含憲兵部隊。而重新組織之自衛

隊雖具備軍隊之外觀，但於法律上則非軍人，

故在嚴格的法律標準上，可以說日本並不存在

軍法之形式，自然亦無所謂軍法警察。但由於

日本仍具備規範自衛隊的專屬法規如自衛隊法

等，若將自衛隊視為軍隊，則可認為仍具有軍

法之實質內涵，而在自衛隊中專職部隊秩序維

護之警務隊，自然也因此可認定為具有特殊的

「軍法」警察身分。而由於上述理由，日本法

律並無「軍法警察」之明文，僅一概稱之為司

法警察，然而藉由權力行使對象之區別，我們仍可以區分出傳統意義上

的軍法警察與司法警察身分，其主要由自衛隊法與刑事訴訟法所創設。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190條規定：「關於森林、鐵路及其他特別事項而

應行司法警察職員職務者，及其職務範圍，由他項法律另定之。」此法

令提供了由「自衛隊法」定出警務隊「司法警察」身分之法律依據。自

衛隊法第 96條111依據前述刑事訴訟法規定，確立了自衛隊中得行使司法

                                                      
110
 【「大東亞共榮圈」，日本為了在二戰中擴張版圖，提出「將東亞從西方的殖民統治中解放」的政

治號召，並藉此建立聯邦體制。】 
111
 其原文係：”自衛官のうち、部内の秩序維持の職務に専従する者は、政令で定めるところによ

り、次の各号に掲げる犯罪については、政令で定めるものを除き、刑事訴訟法 （昭和二十三年法

律第百三十一号）の規定による司法警察職員として職務を行う。一、自衛官並びに統合幕僚監部、

陸上幕僚監部、海上幕僚監部、航空幕僚監部及び部隊等に所属する自衛官以外の隊員並びに学生、

訓練招集に応じている予備自衛官及び即応予備自衛官並びに教育訓練招集に応じている予備自衛

官補（以下この号において「自衛官等」という。）の犯した犯罪又は職務に従事中の自衛官等に対

圖 2-95日本憲兵參訪美軍 
資料來源：日本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7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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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職務之範圍，其行使司法警察權之對象包含：「自衛官以外隊員及學

生，預備自衛官、預備自衛官補所行之犯罪」、「針對執行職務中隊員之

犯罪，又或者其他有關隊員職務之隊員以外人士之犯罪。」、「於自衛隊

使用之船艦、廳舍、營區及其他設施內所發生之犯罪」。再者，自衛隊施

行令第 109條112規定，自衛隊法第 96條中所指專職維持部隊秩序之自衛

官，為警務官及警務官補，可推知自衛隊中具備司法警察身分者，即為

警務隊。 

 由於警務隊分別隸屬於各自衛隊之下，故其各自訂有訓令來規範其

警務隊之職能，組織及運用訓令第 2 條113規範陸上自衛隊之警務隊，規

定其主要任務為偵查犯罪、逮捕犯罪嫌疑人；同一訓令第 24條114並規定

警務隊所屬警務官應依自衛隊犯罪搜查服務規則執行司法警察職務。在

海上自衛隊警務隊編制及運用訓令第 2 條115與第 14 條116、航空警務隊之

任務及運用訓令第 2 條117中，我們也可以發現相似的規定，明確指出警

務隊之司法警察權限。 

而前述訓令中所指的自衛隊犯罪搜查服務規則近似於我國之軍事審

判法，規定警務隊實施犯罪偵查、行使強制處分之權力與要件。該法第

                                                      
する犯罪その他自衛官等の職務に関し自衛官等以外の者の犯した犯罪 二、自衛隊の使用する船舶、

庁舎、営舎その他の施設内における犯罪 三、 自衛隊の所有し、又は使用する施設又は物に対する

犯罪 ２.前項の規定により司法警察職員として職務を行う自衛官のうち、三等陸曹、三等海曹又は

三等空曹以上の者は司法警察員とし、その他の者は司法巡査とする。３.警察官職務執行法第七条 

の規定は、第一項の自衛官の職務の執行について準用する。” 
112
 其原文係：”法第九十六条第一項 の規定により部内の秩序維持に専従する自衛官のうち、三等

陸曹、三等海曹又は三等空曹以上の者を警務官と、その他の者を警務官補と称する。２.警務官及

び警務官補（以下「警務官等」と総称する。）は、防衛大臣又はその指定する者が命ずる。” 
113
 其原文係：”警務隊は、主として犯罪の捜査及び被疑者の逮捕（以下「司法警察職務」という。）

を行い、あわせて部隊等の長（駐屯地司令を含む。以下同じ。）の行う交通統制、警護、犯罪の予

防、規律違反の防止等に協力してこれらの職務（以下「保安職務」という。）を行うことを任務と

する。” 
114
 其原文係：”警務隊に所属する警務官及び警務官補（第３２条において「警務官等」という。）

は、それぞれの指揮系統に従い、自衛隊犯罪捜査服務規則（昭和 34 年防衛庁訓令第 72号）の定め

るところにより司法警察職務を行うものとする。” 
115
 其原文係：” この訓令において、次の各号に掲げる用語の意義は、当該各号に定めるところに

よる。(1) 「司法警察業務」とは、刑事訴訟法（昭和２３年法律第１３１号）の規定による司法警

察職員としての職務を内容とする業務をいう。(2) 「保安業務」とは、巡察、先導、警護、交通統

制及び所在不明隊員の捜索等犯罪の予防及び規律違反の防止のための業務をいう。” 
116
 其原文係：”1.警務隊の所属する警務官及び警務官補（以下「警務官等」という。）は、それぞ

れの指揮系統に従い自衛隊犯罪捜査服務規則の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り司法警察業務を行うものとす

る。2.担当区域以外の地域において発生した犯罪に関する司法警察業務は、司令の指揮により実施

するものとする。” 
117
 其原文係：”航空警務隊は、主として犯罪の捜査及び被疑者の逮捕（以下「司法警察業務」と

いう。）を行 ない、あわせて部隊及び機関（以下「部隊等」という。）の長（基地 司令を含む。

以下同じ。）の行なう交通の統制、警護並びに規律違反 の防止等に協力してこれらの業務（以下

「保安業務」という。）を行なうことを任務と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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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條至 204 條規定警務隊之逮捕權；第 205 條至 219 條規定對犯罪嫌

疑人的拘留權；第 228 條至 253 條則規定其搜索、扣押、查驗身分與身

體檢查之相關權限。 

我們可以瞭解日本法令中確實僅有「司法警察」一詞，而無軍法警

察之用語；然而藉由自衛隊法 96條118之規定，可以明確知道警務隊行使

司法警察權之對象，最主要者即為自衛隊員，而可認定具備傳統意義上

的軍法警察職能。而根據同一法律規定，我們也可發現在涉及與自衛隊

相關事務位於自衛隊管轄範圍內所生之犯罪，警務隊亦可對於一般人民

實施犯罪偵查，故可以認定具備部分的「司法警察」身分。 

 

組織編制 

目前全日本警務隊員編制約 1,100 名，

其中陸上自衛隊警務隊約 800 員，為警務隊

的主力；海上自衛隊警務隊約 140 員；航空

警務隊則約 150 員。以下就陸海空自衛隊之

警務隊組織編制作詳細說明：119 

                                                      
118
 《自衛隊法施行令》，<http://law.e-gov.go.jp/htmldata/S29/S29SE179.html>(檢索日期：

2016年 7月 12日)。 
119
 《陸上自衛隊訓令第 61號》，昭和 34年 12月 16 日。 

圖 2-97賦予日本憲兵不同警察身分之法律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圖 2-96日本憲兵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mod.go.jp/gsfd/index.html 

到訪日期：2016年 7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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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上自衛隊警務隊 

陸上自衛隊警務隊所轄一般地區警衛隊設有派遣隊(駐屯地)，派遣

隊再下設聯絡班(分屯地)。原則上所有地區警務隊都保留其部隊番號並

配賦於各師團、旅團、混成團等單位，並就近設置指揮所。其配置狀況

如下： 

 陸上自衛隊警務隊本部【總務科、企劃訓練科、搜查科、保安

科】 

 中央警務隊 

 北部方面警務隊【包括第 119(旭川)、120(真駒內)、121(帶

廣)、122(東千歲)地區警務隊及第 301保安警務中隊 (札幌)】 

 東北方面警務隊【包括第 123(青森)、124(神町)及第 305 保

安警務中隊(仙台)】 

 東部方面警務隊【包括第 125(相馬原)、126(練馬)、127(習

志野)、128(富士)、129(久里浜)地區警務隊及第 302保安警

務中隊(市ケ谷)】 

 中部方面警務隊【包括第 130(守山)、131(千僧)、132 (海田

市)、133(善通寺)地區警務隊及第 304保安警務中隊 (伊丹)】 

 西部方面警務隊【包括第 134 (福岡)、135 (北熊本)、136(那

霸)及第 303保安警務中隊(健軍)】 

圖 2-98日本陸上自衛隊警務隊組織圖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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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自衛隊警務隊 

海上自衛隊警務隊由設於東京的本部警務隊與日本五大海軍軍區總

監部(地區海軍司令部)所在的地方警務隊構成，各地方警務隊下設分遣

隊，其配置狀況如下： 

 海上自衛隊警務隊本部【總務科、企劃科、搜查科】 

 東京地方警務隊【包括東京地方警務隊本部及十條警務分遣

隊】 

 橫須賀地方警務隊【包括橫須賀地方警務隊本部及厚木、硫

磺島、館山、下總、館山警務分遣隊木更津警務分遣隊】 

 吳地方警務隊【包括吳地方警務隊本部及阪神、小松島、岩國、

德島、江田島警務分遣隊】 

 佐世保地方警務隊【包括佐世保地方警務隊本部及下關、勝連、

鹿屋、那霸、大村、小月警務分遣隊】 

 舞鶴地方警務隊 

 大湊地方警務隊【包括大湊地方警務隊本部及函館、八戶警務

分遣隊】 

 

圖 2-99日本海上自衛隊警務隊組織圖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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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警務隊 

在航空自衛隊方面，由東京的總隊本部及全日本主要基地之地方警

務隊構成，配置狀況如下：120 

 航空警衛隊本部【包括千歲、三 、松島、百里、熊谷、木更

津、東京、橫田、入間、府中、靜濱、濱松、小牧、岐阜、奈

良、美保、防府、築城、蘆屋、春日、新田原、那霸地方警務

隊】 

 

  

                                                      
120
 日本自衛隊警務官，<http://www.mod.go.jp/gsdf/about/branches//keimu.html>(檢索日期：

2016年 7月 12日)。 

圖 2-100 日本航空自衛隊警務隊組織圖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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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職能 

1945年二戰結束之後，日本被迫廢

除其憲兵制度，改在自衛隊各級部隊

下成立「警務隊」，其職能區分為「司

法警察職務」及「保安職務」。司法警

察職務即執行司法權之業務，例如違

法事件之蒐證及嫌犯逮捕，執法資格

如同一般司法警察；保安職務則為執

行行政權之業務，例如：交管、警衛、

違法犯紀之預防，僅負責執行自衛隊

內部行政命令。各警務隊之職務內容

如下： 

 

 陸上自衛隊警務隊121 

 司法警察職務：犯罪捜査及嫌

疑犯之逮捕 

 保安職務：交通管制、警衛、犯罪預防、軍紀糾察 

 海上自衛隊警務隊122 

 司法警察職務：依刑事訴訟法（昭和 23年法律第 131號）規定，

執行司法警察職員之職務 

 保安職務：巡察、先導、警衛、交通管制、行蹤不明隊員之搜索，

以及犯罪預防、軍紀糾察之業務 

 航空自衛隊警務隊123 

 司法警察職務：犯罪捜査及嫌疑犯之逮捕 

 保安業務：交通管制、警衛、軍紀糾察等 

 

相較於戰前日本憲兵的職權，戰後的警務隊，無論是管轄範圍與功

能性都偏限於營區事務，以及與自衛隊相關犯罪。不過，當歐美國家要

求日本政府共同承擔國際維和任務時，警務隊仍以其具備軍、司法警察

特質而獲得信賴，成為日本自衛隊少數有從事海外任務經驗的軍事部隊，

                                                      
121
 《陸上自衛隊警務隊組織及運作法》陸上自衛隊訓令第 61 號，昭和 34年 12月 16 日。 

122
 《海上自衛隊警務隊組織及運作法》海上自衛隊訓令第 9號，昭和 37年 5月 1日。 

123
 《航空警務隊組織及運作法》航空自衛隊訓令第 3號，昭和 36年 6月 30日。 

圖 2-101 日本憲兵執勤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8%AD%A6%E5%8B%99%E

5%AE%98#/media/File:JGSDF_Military_Policemen.JPG 

到訪日期：2016 年 7月 12日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8%AD%A6%E5%8B%99%E5%AE%98#/media/File:JGSDF_Military_Policemen.JPG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8%AD%A6%E5%8B%99%E5%AE%98#/media/File:JGSDF_Military_Policemen.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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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2004 年小泉純一郎執政內閣依據「維和行動法案」（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ct，簡稱 PKO法案）就首度派出警務部隊參與重建伊拉克

維和任務，當時由 10 餘名人員組成之警務隊後來駐守在伊拉克南方的

薩瑪瓦（Samawa）地區。鑑於海外派遣人員可能遭遇恐怖攻擊或群眾挑

釁，日本政府開始思索強化警務隊應變能力訓練以應付突發狀況。 

  

圖 2-102 日本憲兵參訪美軍 
資料來源：日本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7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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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憲兵  

(印度軍事警察，Inida Corps of Military Police) 

印度位於南亞，擁有海岸線 7,000多公里，北臨中國，南鄰印度洋，

西南與阿拉伯海接壤，東部和東南部與孟加拉灣接壤，全國共 29 個邦

(但阿魯納恰爾邦有爭議)、6個聯邦屬地，面積 3,287,590平方公里(包

含有爭議之領土)，首都新德里(New Delhi)，其人口總數為 12.7億。 

歷史沿革 

印度憲兵的歷史根

源可追溯至第二次世

界大戰前，1939 年 7

月，隸屬印度第 4步兵

軍團的憲兵組開始編

制，成員包括印度人和

英國人，其他如第 7、

第 11 騎兵團也陸續成

立憲兵單位。部隊在北

非、緬甸等需要快速佈

署的軍事行動中展現

了自身價值，因此促使政府於 1942 年 7 月 7 日批准統合成立印度憲兵

軍團。然而，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後，印度憲兵才真正地贏得了在軍隊中

的地位。124 

1947 年 10 月 18 日，印度軍事警察 (Corps of India Military 

Police)與英國脫離關聯，重新命名為「軍事警察」(Corps of Military 

                                                      
124
 印度陸軍官方網站，<http:// www.indianarmy.nic.in>(檢索日期：2016年 8月 31 日)。 

圖 2-104 印度憲兵 
資料來源：印度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 年 8月 31日 

圖 2-103 印度憲兵 
資料來源：印度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31日 

http://www.ceskatelevize.cz/ct24/sites/default/files/styles/scale_1180/public/1651187-p201412160270901.jpeg?itok=f39GLto3
http://www.ceskatelevize.cz/ct24/sites/default/files/styles/scale_1180/public/1651187-p201412160270901.jpeg?itok=f39GLt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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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e)，當天也被訂為印度憲兵的建軍日。印度獨立後，憲兵指揮中心

暨學校成立，起初憲兵是透過從其他部隊中吸收成員，到了 1963年，開

始獨立進行招募。憲兵指揮中心暨學校肩負起訓練新進人員的工作，除

了基礎的軍事訓練外，還須接受憲兵勤務、信號處理、駕駛、與維修等

專長訓練，訓練期為時 65週。 

1971 年印巴戰

爭後，憲兵軍團有

將近一整年的時間

都在處理 90,000名

戰俘相關的繁重任

務。此外，印度憲兵

也投身聯合國的維

和部隊，任務地點

包括剛果、索馬利

亞、盧安達、黎巴嫩、

以及戈蘭高地等地

區。 

法源依據 

印度法令中並無司法警察、軍法警察等用語，而僅一概稱之為警察

（police），然而我們仍能從印度的警察法（Police Act）、刑事訴訟法

（Criminal procedure）與軍法（The Army Act）等規範中，確認印度

憲兵之軍、司法警察職能。 

印度刑事訴訟法中僅有警察之用語，而憲兵是否屬於該國法令中之

警察，在條文中亦未明定；然而在警察法第 8 條論及警察之訓練與認證

的規定中，其註解 7125載明憲兵之訓練應依照憲兵之相關法令執行。由此

可推知，憲兵亦屬於警察法所定之警察，得行使刑事訴訟法中與警察相

關之權限。印度刑事訴訟法第 154 至 176 條規定警察之犯罪調查權限，

                                                      
125
 其原文係：”As to enrollment, maintenance and discipline of- (1) the Military Police- 

force employed in- (a) the Andaman and Nicobar Islands, see the Andaman and Nicobar 

Islands Military Police (Disbandment) Regulation, 1946 (3 of 1946 )” 

圖 2-105 印度憲兵執勤 
資料來源：印度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31日 

http://www.ceskatelevize.cz/ct24/sites/default/files/styles/scale_1180/public/1651187-p201412160270901.jpeg?itok=f39GLt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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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6條126規定其應主動調查轄區內發生之犯罪，依同法第 41條127及 46

條128規定，得行使一切必要手段，對犯罪者及合理懷疑為犯罪者逕行逮

捕。並且依第 167條129規定得將嫌犯拘留 24小時以進行犯罪調查。同法

                                                      
126
 其原文係：” Police officer's power to investigate cognizable case. (1)Any officer in 

charge of a police station may, without the order of a Magistrate, investigate any 

cognizable case which a Court havingjurisdiction over the local area within the limits 

of such station would have power to inquire into or try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Chapter 

XIII.(2)No proceeding of a police officer in any such case shall at any stage be called 

in question on the ground that the case was one which such officer was not empowered 

under this section to investigate.(3)Any Magistrate empowered under section 190 may order 

such an investigation as above-mentioned.” 
127
 其原文係：” When police may arrest without warrant. (1)Any police officer may without 

an order from a Magistrate and without a warrant, arrest any person-(a)who has been 

concerned in any cognizable offence, or against whom a reasonable complaint has been 

made, or credible information has been received, or a reasonable suspicion exists, of 

his having been so concerned; or(b)who has in his possession without lawful excuse, the 

burden of proving which excuse shall lie on such person, any implement of house-breaking; 

or(c)who has been proclaimed as an offender either under this Code or by order of the 

State Government; or(d)in whose possession anything is found which mayreasonably be 

suspected to be stolen property and who mayreasonably be suspected of having committed 

an offence with reference to such thing; or(e)who obstructs a police officer while in 

the execution of his duty, or who has escaped, or attempts to escape, from lawful custody ; 

or(f)who is reasonably suspected of being a deserter from any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nion; or(g)who has been concerned in, or against whom a reasonable complaint has been 

made, or credible information has been received, or a reasonable suspicion exists, of 

his havingbeen concerned in, any act committed at any place out of India which, if 

committed in India, would have been punishable as an offence, and for which he is, under 

any law relating to extradition, or otherwise, liable to be apprehended or detained in 

custody in India; or(h)who, being a released convict, commits a breach of any rule made 

under sub-section (5) of section 356; or(i) for whose arrest any requisition, whether 

written or oral, has been received from another police officer, provided that the 

requisition specifies the person to be arrested and the offence or other cause for which 

the arrest is to be made and it appears therefrom that the person might lawfully be 

arrested without a warrant by the officer who issued the requisition.(2)Any officer in 

charge of a police station may, in like manner, arrest or cause to be arrested any person, 

belonging to one or more of the categories of persons specified in section 109 or 

section110.” 
128
 其原文係：” Arrest how made. (1)In making an arrest the police officer or other person 

making the same shall actually touch or confine the body of the person to be arrested, 

unless there be a submission to the custody by word or action.(2)If such person forcibly 

resists the endeavour to arrest him, or attempts to evade the arrest, such police officer 

or other person may use all means necessary to effect the arrest.(3)Nothing in this 

section gives a right to cause the death of a person who is not accused of an offence 

punishable with death or with imprisonment for life.” 
129
 其原文係：” Procedure when investigation cannot be completed in twenty four hours. 

(1)Whenever any person is arrested and detained in custody and it appears that the 

investigation cannot be completed within the period of twenty-four hours fixed by section 

57, and there are grounds for believing that the accusation or information is well-

founded,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the police station or the police officer making the 

investigation, if he is not below the rank of sub-inspector, shall forthwith transmit 



  

  155   
 

第 102條130並規定警察得扣押於調查中所發現之物。 

在軍法警察職能方面，印度軍法中亦無軍法警察之明文，然而印度軍

法第 107 條131規定憲兵軍官之權限，包含處理軍法案件、維持軍隊良好

紀律、避免違紀事件發生，並且得在任何時間逮捕犯下或被指控犯下軍

                                                      
to the nearest Judicial Magistrate a copy of the entries in the diary hereinafter 

prescribed relating to the case, and shall at the same time forward the accused to such 

Magistrate.(2)The Magistrate to whom an accused person is forwarded under this section 

may, whether he has or has not jurisdiction to try the case, from time to time, authorise 

the detention of the accused in such custody as such Magistrate thinks fit, for a term 

not exceedingfifteen days in the whole ; and if he has no jurisdiction to try the case 

or commit it for trial, and considers further detention unnecessary, he may order the 

accused to be forwarded to a Magistrate having such jurisdiction:Provided that before 

the expiry of the period aforesaid, the Executive Magistrate shall transmit to the 

nearest Judicial Magistrate the records of the case together with a copy of the entries 

in the diary relating to the case which was transmitted to him by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the police station or the police officer making the investigation, as the case may 

be.(3)A Magistrate authorising under this section detention in the custody of the police 

shall record his reasons for so doing.(4)Any Magistrate other than the Chief Judicial 

Magistrate making such order shall forward a copy of his order, with his reasons for 

making it, to the Chief Judicial Magistrate.(5)If in any case triable by a Magistrate 

as a summons-case, the investigation is not concluded within a period of six months from 

the date on which the accused was arrested, the Magistrate shall make an order stopping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to the offence unless the officer making the investigation 

satisfies the Magistrate that for special reasons and in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beyond the period of six months is necessary.(6)Where 

any order stopping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to an offence has been made under sub-section 

(5), the Sessions Judge may,if he is satisfied, on an application made to him or otherwise, 

that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to the offence ought to be made, vacate the order made under 

sub-section(5) and direct further investigation to be made into the offence subject to 

such directions with regard to bail and other matters as he may specify.” 
130
 其原文係：” Power of police officer to seize certain property. (1)Anypolice officer, 

may seize any property which may be alleged or suspected to have been stolen, or which 

may be found under circumstances which create suspicion of the commission of any 

offence.(2) Such police officer, if subordinate to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a police 

station, shall forthwith report the seizure to that officer.” 
131
 其原文係：”(1)Provost- marshals may be appointed by 1 the Chief of the Army Staff] 

or by any prescribed officer.(2)The duties of a provost- marshal are to take charge of 

persons confined for any offence, to preserve good order and discipline, and to prevent 

breaches of the same by persons serving in, or attached to, the regular Army.(3)A provost- 

marshal may act any time arrest and detain for trial any person subject to this Act who 

commits, or is charged with, an offence, and may also carry into effect any punishment 

to be inflicted in pursuance of the sentence awarded by a court- martial, or by an 

officer exercising authority under section 80 but shall not inflict any punishment on 

his own authority:Provided that no officer shall be so arrested or detained otherwise 

than on the order of another officer.(4)For the purposes of sub- sections (2) and (3), 

a provost- marshal shall be deemed to include a provost- marshal appointed under any law 

for the time being in force relating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Navy or Air Force, and any 

person legally exercising authority under him or on his beha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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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件者，及違犯軍紀而應受懲戒者。其執法對象依軍法第 2 條132規定

包含現役軍人、後備軍人等。 

綜合上述內容，印度雖無軍法與司法警察之用語，然而從法條內容中

觀其實質，印度憲兵乃具有軍、司法案件之犯罪調查權，具備完整之軍

法、司法警察職能。 

                                                      
132
 其原文係：”(1)The following persons shall be subject to this Act wherever they may 

be, namely:(a)officers, junior commissioned officers and warrant officers of the regular 

Army;(b)persons enrolled under this Act;(c)persons belonging to the Indian Reserve 

Forces;(d)persons belonging to the Indian Supplementary Reserve Forces when called out 

for service or when carrying out the annual test;(e)officers of the Territorial Army, 

when doing duty as such officers, and enrolled persons of the said Army when called out 

or embodied or attached to any regular forces, subject to such adaptations and 

modifications as may be made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Act to such persons under sub- 

section (1) of section 9 of the Territorial Army Act, 1948 (56 of 1948 .)(f)persons 

holding commissions in the Army in India Reserve of Officers, when ordered on any duty 

or service for which they are liable as members of such reserve forces;(g)officers 

appointed to the Indian Regular Reserve of Officers, when ordered on any duty or service 

for which they are liable as members of such reserve forces; persons not otherwise 

subject to military law who, on active service, in camp, on the march or at any frontier 

post specifi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y notification in this behalf, are employed 

by, or are in the service of, or are followers of, or accompany any portion of, the 

regular Army(2)Every person subject to this Act under clauses (a) to 2 (g) of sub- 

section (1) shall remain so subject until duly retired, dis- charged, released, removed, 

dismissed or cashiered from the service.” 

圖 2-106 賦予印度憲兵不同警察身分之法律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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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編制 

印度憲兵部隊(Corps of Military Police)

在編制上歸屬陸軍，部隊指揮中心暨學校 

(Corps of Military Police Centre and 

School)設於班加羅爾(Bangalore)，133轄下還設

有憲兵機車儀隊以及銅管樂隊。依據印度陸軍定

義，這些憲兵部隊被稱為紅色警隊(Red Caps)。

他們不僅提供傳統憲兵職能，亦肩負對外的戰鬥

任務，被認為是印度軍隊中的天之驕子，在他們

身上能看到軍事紀律之最高標準，並且矢志維

持。 

脫離英國殖民統治後的印度，除了三軍之外，

還有多支由國土安全局管轄的中央武裝警察部

隊，例如：邊境安全隊(Border Security Force)、阿薩姆省步槍隊

(Assam Rifles)、中央預備警察部隊(Central Reserve Police 

Force)、國家安全警衛(National Security Guard)等。134其中許多亦

負有維護社會治安的警察任務，然其任務職能均並未包含軍紀維護部

分，與本書所定義之憲兵不符，故不多加詳述。 

                                                      
133
“chapter4:defence”,<http://www.indianembassy.org/indiainfo/india_2000/chapter/chp04

.pdf>(檢索日期：2016 年 8月 31 日)。 
134
 印度國土安全局官方網站，< http://mha.nic.in/armedforces>(檢索日期：2016年 8月 31日)。 

圖 2-107 印度憲兵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indianarmy.nic.in/Site

/FormTemplete/frmTempSimple.aspx?

MnId=kq6lG8noqIfjQXrXypd6Ww==&Par

entID=/oe72pebqSjfDp5MIdqjmQ==&fl

ag=V9o9YafE0DWbpBNIXlWCOA== 

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31日 

http://www.indianembassy.org/indiainfo/india_2000/chapter/chp04.pdf
http://www.indianembassy.org/indiainfo/india_2000/chapter/chp04.pdf
http://www.indianarmy.nic.in/Site/FormTemplete/frmTempSimple.aspx?MnId=kq6lG8noqIfjQXrXypd6Ww==&ParentID=/oe72pebqSjfDp5MIdqjmQ==&flag=V9o9YafE0DWbpBNIXlWCOA==
http://www.indianarmy.nic.in/Site/FormTemplete/frmTempSimple.aspx?MnId=kq6lG8noqIfjQXrXypd6Ww==&ParentID=/oe72pebqSjfDp5MIdqjmQ==&flag=V9o9YafE0DWbpBNIXlWCOA==
http://www.indianarmy.nic.in/Site/FormTemplete/frmTempSimple.aspx?MnId=kq6lG8noqIfjQXrXypd6Ww==&ParentID=/oe72pebqSjfDp5MIdqjmQ==&flag=V9o9YafE0DWbpBNIXlWCOA==
http://www.indianarmy.nic.in/Site/FormTemplete/frmTempSimple.aspx?MnId=kq6lG8noqIfjQXrXypd6Ww==&ParentID=/oe72pebqSjfDp5MIdqjmQ==&flag=V9o9YafE0DWbpBNIXlWCOA==
http://www.indianarmy.nic.in/Site/FormTemplete/frmTempSimple.aspx?MnId=kq6lG8noqIfjQXrXypd6Ww==&ParentID=/oe72pebqSjfDp5MIdqjmQ==&flag=V9o9YafE0DWbpBNIXlWC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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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職能 

作為國家與軍隊的門面，印度

憲兵經常出現在陸軍重要的軍事榮

典中，其任務職能除作為軍中楷模、

維持軍紀外，亦負責防止軍人或隸

屬軍事單位人員之入侵行為。印度

憲兵的主要職能表列如下： 

 

 協助維持良好的紀律與秩序 

 協助控管人員、物資、與車

輛的流向 

 戰俘羈押 

 控管和處置因戰爭所生之難民 

 為總指揮官以及同等或更高階軍官提供飛行員、警衛車隊 

 協助單位、現役軍人以及軍眷 

 支援民間警察 

 調查陸軍犯罪案件 

圖 2-109 印度憲兵集合點名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oocities.org/piperbangalore/p3100010_web.jpg 

到訪日期：2016 年 8月 31日 

圖 2-108 印度憲兵組織圖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http://www.oocities.org/piperbangalore/p3100010_web.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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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陸軍參謀長提供貼身護衛 

圖 2-110 印度憲兵訓練 
資料來源：印度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31日 

http://www.ceskatelevize.cz/ct24/sites/default/files/styles/scale_1180/public/1651187-p201412160270901.jpeg?itok=f39GLt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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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美洲國家 

阿根廷憲兵 

（國家武裝部隊，Nacional Gendarmeria Argentina） 

阿根廷，由 23個省和布宜諾斯艾利斯自治市組成之聯邦共和國，為

南美洲領土面積僅次於巴西的第 2 大國家。北臨玻利維亞與巴拉圭，東

北與巴西接壤，東臨烏拉圭與南大西洋，西接智利，南瀕德雷克海峽，

領土面積 27.8 萬平方公里，人口約 4,266 萬，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歷史沿革 

阿根廷憲兵是一支具軍事性質

的安全部隊，在 1938 年 7 月 28 日

由國會立法設立，其主要任務是確

保國民安全，並取代原由陸軍負責

的邊界監控任務。人員在承平時主

要執行警察任務，而戰時則可以加

入地面作戰行列。其所參與 1982年

對 英 國 的 福 克 蘭 群 島 戰 爭

(Falklands War，或稱馬島戰爭或

南大西洋戰爭)，時年 4月 2日，阿

根 廷 總 統 加 爾 鐵 里 (Leopoldo 

Galtieri)下令軍隊進攻當時為英

國海外領地的福克蘭島，憲兵被編

入陸軍 601 突擊連(601 Commando 

Company)一同作戰，而這批憲兵又

圖 2-112 阿根廷憲兵邊境監視 
資料來源：阿根廷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7月 26日 

圖 2-111 阿根廷憲兵 
資料來源：阿根廷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7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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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為「蠍子中隊」(Squadron Scorpion)，負責戰場上部分區域的防禦

工作。 

法源依據 

阿根廷憲兵具備軍法與司

法警察之身分，並且亦負擔部

分行政警察職能，其職責與身

分主要規範於阿根廷之國家憲

兵法（LEY DE GENDARMERÍA 

NACIONAL ）、 刑 事 訴 訟 法

(CODIGO PROCESAL PENAL）與

軍 事 審 判 法 （ CODIGO DE 

JUSTICIA MILITAR）中。 

在司法警察職能方面，阿根廷國家憲兵法第 2條 a款135與第 3條 a款
136明確規定，憲兵在聯邦法院中擔任衛戍與司法警察之角色。而其犯罪

調查之職能則規範於刑事訴訟法中。該法第 224 條至 230a 條規定司法

警察之搜索、扣押權限；同法第 231 條至 238a 條則規定其逮捕、拘禁

權，可知其具備完整之司法警察職能。 

在軍法警察方面，國家憲兵法第 3 條 g 款137規定憲兵負責軍隊中之

執法，其具體權限則規定於阿根廷軍事審判法中，該法為實體與程序法

合一之體例，第 201 條138規定，民間與軍事執法機關得實施一切必要手

段以取得犯罪調查之數據、資訊。其中的軍事執法機關即指阿根廷國家

憲兵。又同法第 213 條139規定憲兵進入房屋搜索物品、人身之權力與要

                                                      
135
 其原文係：” Dentro de su jurisdicción, Gendarmería Nacional cumple las siguientes 

funciones:(a) Policía de seguridad y judicial en el fuero federal. ” 
136
 其原文係：” Es misión de Gendarmería Nacional satisfacer las necesidades inherentes 

al servicio de policía que le compete al Comando en Jefe del Ejército, en la zona de 

seguridad de fronteras y demás lugares que se determinen al efecto, en materia de:(a) 

Policía de Seguridad y Judicial en el fuero federal.” 
137
 其原文係:”Policía de prevención de represión de infracciones a nomas especiales que 

determine el Comando Militar establecido, cuando se la afecte a la vigilancia de fronteras, 

protección de objetivos y otras actividades afines con sus capacidades.” 
138
 其原文係：” El instructor puede solicitar directamente de las autoridades civiles o 

militares del lugar donde el sumario se instruye, todas las diligencias, datos e 

informaciones que, para el buen desempeño de su misión, considere necesarios.” 
139
 其原文係：”Para la entrada y registro en la casa de un cuerpo legislativo, será 

necesaira  la autorización de su presidente. En los templos y demás lugares religiosos, 

bastará pasar recado de atención a las personas a cuyo cargo estuvieren. En los edificios, 

圖 2-113 阿根廷憲兵授課 
資料來源：阿根廷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7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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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同法第 309條140規定得對現行犯、嫌疑犯實施逮捕拘禁。 

在行政警察方面，國家憲兵法第 3條141詳述其擔負之行政任務，包含

移民警察、衛生警察、森林警察、防治走私、維護社會治安…….等，其

任務內容龐雜而多元。綜上可知阿根廷憲兵深入社會各個層面，對於國

                                                      
buques, aeronaves, cuarteles o establecimientos militares, deberá darse aviso previo al 

jefe superior o a quien haga sus veces, para que preste el debido auxilio. En los demás 

edificios públicos se pedirá permiso del jefe o encargado; si lo negare, se prescindirá 

del permiso” 
140
 其原文係：”Toda persona sospechosa de ser autor o cómplice de un delito suheto a la 

jurisdicción de los tribunales militares, puede ser detenida mientras se practican las 

primeras diligencias tendientes a poner en claro su culpabilidad.” 
141
 其原文係：” Dentro de su jurisdicción, Gendarmería Nacional cumple las siguientes 

funciones:(a) Policía de seguridad y judicial en el fuero federal.(b) Policía auxiliar 

aduanera, de migraciones y sanitaria, donde haya autoridad establecida por las 

respectivas administraciones y dentro de las horas habilitadas por ellas.(c) Policía de 

prevención y represión del contrabando, migraciones clandestinas e infracciones 

sanitarias en los lugares no comprendidos en el inciso anterior, como así también en 

éstos, fuera del horario habilitado por las respectivas administraciones.(d) Ejercer por 

delegación, mediante acuerdo, funciones inherentes a los organismos aduaneros, de 

migración y sanitarios en los lugares que en cada caso se establezca.(e) Policía de 

prevención y represión de infracciones que le determinen leyes y decretos especiales.(f) 

Policía en materia forestal de conformidad con lo que determinen leyes, reglamentaciones 

y convenios pertinentes.(g) Policía de prevención y de represión de infracciones a normas 

especiales que determine el Comando Militar establecido, cuando se la afecte a la 

vigilancia de fronteras, protección de objetivos y otras actividades afines con sus 

capacidades.(h) Policía de seguridad de la navegación en los lagos, ríos y demás cursos 

de agua, cuando dicha función sea delegada por el Comando en Jefe de la Armada al 

comandante en jefe del Ejército. El ejercicio de esa delegación no incluirá lo relativo 

a habilitación de personal y material.(i) Intervenir para reprimir la alteración del 

orden público, o cuando éste se vea subvertido, o cuya magnitud sobrepase las 

posibilidades de control de las fuerzas policiales, o cuando adquiera las características 

de guerrilla, en cualesquiera de sus formas.Esta función será ejercida por disposición 

del Poder Ejecutivo Nacional.(j) Toda otra función que se le asigne conforme a su misión 

y capacidades.” 

圖 2-114 賦予阿根廷憲兵不同警察身分之法律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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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與治安維護工作占有舉足輕重之角色。 

組織編制 

阿根廷憲兵由「憲兵最高指揮部」

指揮，設有指揮官、副指揮官與參謀長

各 1名，隸屬國家安全部(Ministry of 

Security)，下轄 7個「地區指揮部」。

總體員額共計約 29,000人，包含 3,351

名軍官和 25,600 餘名士官兵。在部隊

編制方面分為 3大類： 

圖 2-115 阿根廷憲兵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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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merie 

到訪日期：2016年 7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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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行動執行單位： 

 地區指揮部 

 憲兵群（包含行動群、大都會衛

戍群、飛航群以及分布於境內

各地的單位等共 19個群） 

 機動憲兵（共計 6 個駐紮於不

同地區的機動憲兵分隊） 

 邊防憲兵隊 

 憲兵護衛中隊 

 特勤單位 

 特別情資單位 

 特別警務與司法單位 

 道路安全分隊 

 爆裂物偵查定位暨處理分隊 

 叢林與高山救援分隊 

 支援單位：  

 通訊與情資處 

 警察科學鑑定部門 

 飛航分隊 

 醫療中心 

 後勤中隊 

 教育訓練單位： 

 國家憲兵大學 

 憲兵參謀學校 

 士官訓練學院 

 專業訓練中心 

 海外勤務訓練中心 

 叢林與高山救援訓練處 

圖 2-116 阿根廷憲兵職能 
資料來源：阿根廷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7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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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職能 

阿根廷憲兵自創建起，在法案中即明確地敘述這支部隊應具有的精

神：「全心貢獻在守護國家邊境區域的完整性，並保衛國土以及邊界的不

可侵犯性」。憲兵在國家安全體系中被定義為「中間武力」，指的是一個

具有軍事特性，能夠應變各類國土威脅、危機以及突發事件的組織，並

具有足夠能力支援國家外交政策行動。綜上所述，其主要任務職能有以

下 3項142： 

 國內治安： 

依據司法單位或國家行政機關的要求執行各類型警察任務，以維繫

國內治安，其可擔任不同角色，包括： 

 司法與安全警察 

                                                      
142
 阿根廷國家憲兵官方網站，<http://www.fiep.org/associated-forces/argentinian-national-

gendarmerie/>(檢索日期：2016年 7月 26日)。 

圖 2-117 阿根廷憲兵組織圖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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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關警察，處理走私、非法移民與公共衛生問題 

 犯罪防治 

 森林警察 

 大型城市的社區安全維護 

 海岸巡防 

 

 國防安全： 

阿根廷國土邊境全長9,370公里，由憲兵負責邊界監視與防衛任務。

此外，憲兵也護衛軍事行動的戰略安全，並參與跨軍種的聯合軍事行動。 

 支持國家外交政策： 

參與由聯合國或盟邦共同進行的維和任務、人道援助與警察行動。在

1991-1995 年間的安哥拉、1992-1995 年間的南斯拉夫、1995 年起在瓜

地馬拉、波士尼亞與克羅埃西亞、1996年起在黎巴嫩和海地…等地的維

和任務，以及自 1996年起在盧安達的人道救援行動，都有阿根廷憲兵的

參與。此外，在維安威脅較高的地區如瓜地馬拉、巴拉圭、哥倫比亞、

秘魯、中國大陸與阿爾及利亞…等地，也派駐有憲兵人員負責阿根廷大

使館、領事館之警衛安全工作。 

  

圖 2-118 阿根廷憲兵執勤 
資料來源：阿根廷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7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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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憲兵 (軍事警察，Military Police) 

美國係由 50 個州和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組成的聯邦共和憲制國家，

其本土位於北美州中部，東鄰大西洋，西鄰太平洋，北面是加拿大，南

面和墨西哥接壤，國土大多位於富饒的溫帶、副熱帶地區。除阿拉斯加

州和夏威夷州之外，其餘 48個州都位於美國本土；其人口 3.2億，並接

受世界各地移民，為多元文化、種族國家，首都為華盛頓(Washington)。 

歷史沿革 

西元 1776 年為脫離英國國協掌握，是年爆發「獨立革命」，在各州

合組的「大陸軍」(Continental Army)中，由總司令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於1月10日任命莫洛尼為北美殖民地大陸軍的憲兵指揮官，

領導一支小型臨時憲兵隊伍來執行軍紀維護的任務。後續於 1778年 6月

1 日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佛基谷仿效法國正式成立了「騎警部隊」

(Marechausee Corps)。在美國獨立戰爭中，這支部隊執行維護戰場交通，

看守與管理戰俘等任務，直到 1783年 9月 3日英美簽訂巴黎和約，戰爭

完全勝利後，此隊才於當年 11月 4日解編。 

1812 年，英美兩國為北美洲的領土爆發戰爭，兩軍在今日美國東北

圖 2-119 美國陸軍憲兵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hivewallpaper.com/army-military-police-9-cool-wallpaper.html 

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9日 

http://hivewallpaper.com/army-military-police-9-cool-wallpap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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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與加拿大境內激烈交戰，憲兵部隊再度成立並賦予軍紀糾察與戰俘管

理任務，一如獨立戰爭時期，英美戰爭至 1815年結束後部隊解散。在 19

世紀歷史中，美軍在歷次對墨西哥、印地安人戰爭與南北戰爭中都配賦

「軍紀警衛部隊」(Provost Guard)，並在戰事結束後適時解散，沒有類

似歐洲國家成立常設性的憲兵組織。143值得注意的是，1861 年 4 月「南

北戰爭」爆發，聯邦政府迅速徵集大批陸軍部隊，並在每個軍、師與軍

團總部中均配賦憲兵作為衛戍部隊，另旋即任命麥克蘭將軍為憲兵司令，

指揮、領導憲兵作戰。在殘酷的戰場上，美軍憲兵部隊除建立戰場警戒

線、防止逃兵與脫隊士兵違反軍紀之外，同時也在境內爆發「反徵兵法

案」暴動時進行武裝鎮壓任務。 

一次大戰期間，美國組織赴歐遠征軍(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AEF)時，即將英式的「軍紀警衛部隊」(Provost Guard)更銜「軍

事警察部隊」(Military Police)，從此美國憲兵部隊即以「MP」之名聞

名於世。144此時，遠征軍散佈在歐洲戰區達數千個部隊，並沒有足夠的力

量去規範，因此美國陸軍成立第一個「憲兵刑事調查組」(CID)，其任務

為追緝逃兵及調查與陸軍有關的所有犯罪活動。 

相同的情形亦發生於二戰期間，當時美國頻繁對外用兵，多次忽視戰

爭法及兩國交戰原則，因應刑事調查的需求增加，後續陸軍設立了更多

的憲兵刑事調查組。相較於陸軍，海軍對於調查工作更是有極大的需求，

除了調查海軍的犯罪活動之外，還需要調查間諜活動。故當時成立「海

軍情報辦公室」(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負責海軍內部反間

諜及犯罪調查工作，而此辦公室即為現今「海軍刑事調查部」(Naval 

Criminal Investigative Service，NCIS)的前身。 

美國在二戰結束後成為對抗共產世界的領導國家，為此延伸許多海

外基地，並組建大量常備兵力，因此更重視憲兵制度。陸軍部於 1942年

9 月 26 日正式成立憲兵兵科；海軍部於 1945 年設立海軍陸戰隊憲兵 

(Marine Corps Military Police)；1973年海軍艦艇小鷹號及星座號爆

發嚴重軍紀事件後，同年 8 月 1 日正式設立海軍憲兵（United States 

                                                      
143
 “history of military police”< http://www.azstarnet.com/~rovedo/History1861.htm>(檢

索日期：2016年 8月 9 日)。 
144
 【1941年 2 月美軍在明尼蘇達成立了第一個憲兵營(701 營)並編配於第一步兵團，初期建制僅有

20 名軍官與 93 名士兵。同年 5 月第 702 憲兵營成立，7 月 31 日美國陸軍憲兵司令辦公室 (Office 

of the Provost Marshal General of the Army) 再度啟動。到 1941年 9 月時，憲兵現役部隊人數

已有 2000 名，並在同年 9 月陸軍部正式成立憲兵兵科。戰爭進行到 1942 年 2 月全美國陸軍已有 17

個憲兵營成立。1943 年美軍進攻義大利半島，第一師麾下的憲兵部隊登陸，他們在鋼盔上劃上金色

的 MP 字樣，為世界第一個出現標示 MP 的憲兵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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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y master-at-arms）；空軍部則是於 1947年成立時，同時設立空軍憲

兵(Air Force Security Force)及空軍特別調查部(Air Force Office 

of Special Investigations，OSI)。 

然而，缺乏統整性的指揮機制，使得陸軍中各個憲兵刑事調查組彼

此資源不流通，效率不佳。因此 1971年陸軍部設立「美國陸軍刑事調查

指揮部」(U.S. Army Criminal Investigation Division Command， 

USACIDC)，以統合所有美國陸軍犯罪偵查的資源與力量，一舉解除多年

來憲兵刑事調查組歸屬的困擾，為美軍三軍之中最早統合旗下各個調查

部門的軍種，亦為其他軍種建立統合刑事調查部門的優良典範。而各軍

種所設立的憲兵刑事調查組織，代表著美國憲兵制度由軍法警察體系轉

換到軍、司法警察體系的分水嶺。 

此外，美國於 2001年遭受「911恐怖攻擊」後，在國防部主導之下，

陸續納編砲兵、裝甲兵、化學兵、工兵與空砲等部隊為憲兵，其目的在

透過憲兵專業支援境內的高貴之鷹行動 (Operation Noble Eagle)，境

外的伊拉克自由作戰(Operation Iraq Freedom)、阿富汗境持久自由作

戰 (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之需求。由於在上述戰場均有前後

方界線模糊、敵人與目標的曖昧不明的難題，故傳統作戰任務以外，軍

方無論執行軍紀維護、犯罪偵查、戰鬥支援、綏靖、交戰國秩序重建與

警察組織再造、敵俘與難民處理、重要軍事物資安全維護、要點固守等

勤務，無不仰仗憲兵固有之警察性暨高度之機動力、指通力與火力，以

有效達成任務。因此，也帶動其他國家重新思考憲兵制度的改變方向。

145 
                                                      
145
 憲兵學校作戰研究發展室，2006。〈美國陸軍後備部隊人員改編憲兵之探討〉，《憲兵學術半年刊》

圖 2-120 美國憲兵 
資料來源：美國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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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美國屬英美法系，和我國屬大陸法系的國家在法律制度上有很大的

差異，因此並未如我國刑事訴訟法或軍事審判法一樣明定我國憲兵軍、

司法警察（官）之身分，但這不代表美國憲兵執法上無法令依據，我們

仍可以從其相關法律如憲法、統一軍法典、陸軍規章或聯邦命令中找到

其執法的法令。依據美國憲法第 1條第 8項第 14款146規定，陸海軍軍事

法律，皆由國會制訂並管理之。依據這項授權，美國國會於 1950年 5月

5日通過了統一軍法典(Uniform Code of Military Justice)。 

統一軍法典類似我國的陸海空軍刑法及軍事審判法的綜合，該法第

一章至第九章大多屬軍事審判程序，第十章則為軍事刑事實體法之規定，

在統一軍法典第 806a 條 (10 U.S. Code § 806a - Art. 6a. 

Investigation and disposition of matters pertaining to the 

fitness of military judges)中明訂了總統應制訂相關刑事調查的程

序並通過國會審查147，依此規定，美國總統杜魯門於 1951年 2月 8日簽

署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0214)，頒行 1951 年軍事審判手冊

(Manual for Courts-Martial United States，1951)。此手冊內容主要

係針對統一軍法典作逐條分析及實務上之解釋，並分發至三軍各基層單

位，用於對軍事審判前、審判中的各項程序及立法之參考依據，美國各

軍憲兵及刑事調查組織便依上述諸法律、規章執行其軍、司法警察之勤

務，以下分述一般憲兵與刑事調查組織之法源依據。 

                                                      
第 63 期，頁 4-16。 
146
 其原文係：”To provide for calling forth the militia to execute the laws of the union, 

suppress insurrections and repel invasions” 
147
 其原文係：”(a)The President shall prescribe procedures for the investigation and 

disposition of charges, allegations, or information pertaining to the fitness of a 

military judge or military appellate judge to perform the duties of the judge's position, 

to the extent practicable, the procedures shall be uniform for all armed forces. (b)The 

President shall transmit a copy of the procedures prescribed pursuant to this section 

to the Committees on Armed Services of the Senate and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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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憲兵 

一般憲兵部隊的權限與任務，依據 1996 年所制定之國防法(Armed 

Forces Act, 10 U.S.C §3063 - Basic branches)148規定，憲兵為陸軍

兵科之一，由陸軍部部長依權限設置，執行所轄事務。其任務範圍包括：

機動支援、區域安全警衛、收容與安置以及軍法紀維護，為戰鬥支援與

勤務支援部隊，於戰爭期間遂行一切與戰爭有關之任務，執行方式與戰

鬥技術，通常規定在相關軍事準則與教範中149；至於，平時涉有對外（泛

指一般人民）發生法律效力之警察作用，則分述如下。 

在司法警察作用方面，美國一般憲兵部隊除有關於對現役軍人與國

防軍事事務之諸警察作用與作戰任務外，對非現役軍人也有部分執法效

力；但其土地管轄權限，通常限縮於軍方之「軍事管轄區域」(Military 

Reservation)。依據美國聯邦法第 1382條(18 U.S.C. §1382150)之規定，

                                                      
148
 其原文係：”The secretary of Army may assign members of the Army to its basic branches. 

The basic branches are—(1)Infantry; (2)Armor; (3)Artillery; (4)Corps of Engineers; 

(5)Signal Corps; (6)Adjutant General’s Corps; (7)Quartermaster Corps; (8)Finance Corps; 

(9)Ordnance Corps; (10)Chemical Corps; (11)Transportation Corps; (12)Military Corps; and 

(13) such other basic branches as the Secretary considers necessary.” 
149
 《美軍野戰教範》3-19.1 憲兵勤務（FM 3-19.1 Military Police operations) 

150
 其原文係：”Whoever,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goes upon any 

military, naval, or Coast Guard reservation, post, fort, arsenal, yard, station, or 

圖 2-121 美國憲兵 
資料來源：美國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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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對非軍人於軍事管轄區域內違反內部規定者，執行即時強制處分如驅

逐離開軍事管轄區域。另對非軍人於軍事管轄區域內犯有行政上之違章

案件（如非法釣魚），得即刻開立告發罰單並移送地方法院審理，俾維護

國防軍事機關、重要設施安全，以及擔任部分一般行政警察工作；在此

聯邦法律規範下，憲兵部隊主要負責各軍事基地、廠、庫、站、船艦等

地區之一般警衛勤務，並對於非法入侵或重複違反規定之非軍人，提出

告訴或逕行告發，若經地方法院審理確定後，最重得處以 6 個月以下之

有期徒刑151。所謂地方簡易法庭，係指設置於軍事基地內之地方簡易法

庭，與一般地方簡易法庭有所區別，前者專責於軍事基地內微罪案件之

審理工作。至於其他微罪案件－行政罰鍰在 1,000 美元或者最重本刑在

1年以下（或併科）者，依據治安法官系統(Magistrate system)之違規

通知(DD Form 1805/ United Stated District Court Violation 

Notice)，憲兵亦得提出告訴或逕予告發。又依據美國聯邦命令(CFR Sec. 

637.10 Authority to apprehend or detain)，對非屬統一軍法典上所

規定犯罪主體之犯罪嫌疑人，於軍事管轄區內違犯軍法(Martial Law)規

定之罪或其他暴力行為，得移送相關軍事機關辦理。再者，於軍事管轄

區域內，得對非軍人之現行犯予以逮捕與拘留，惟應於合理之期限內，

移送權責機關辦理。 

在軍法警察作用方面，美國統一軍法典中並無軍法警察之正式用語，

惟該法第11條(10 U.S. Code § 811 - Art. 11. Reports and receiving 

of prisoners) 152規定，憲兵之主要職權在於對該法所訂犯罪主體（現
                                                      
installation, for any purpose prohibited by law or lawful regulation; or whoever reenters 

or is found within any such reservation, post, fort, arsenal, yard, station, or 

installation, after having been removed therefrom or ordered not to reenter by any 

officer or person in command  or charge thereof shall be fined under this title or 

imprisoned not more than six months, or both.” 
151
 其原文係：”Whoever,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goes upon any 

military, naval, or Coast Guard reservation, post, fort, arsenal, yard, station, or 

installation, for any purpose prohibited by law or lawful regulation; or Whoever reenters 

or is found within any such reservation, post, fort, arsenal, yard, station, or 

installation, after having been removed therefrom or ordered not to reenter by any 

officer or person in command or charge therefore shall be fined under this title or 

imprisoned not more than six months, or both.” 
152
 其原文係：(a) No provost marshal, commander of a guard, or master at arms may refuse 

to receive or keep any prisoner committed to his charge by a commissioned officer of the 

armed forces, when the committing officer furnishes a statement, signed by him, of the 

offense charged against the prisoner. (b)Every commander of a guard or master at arms 

to whose charge a prisoner is committed shall, within twenty-four hours after that 

commitment or as soon as he is relieved from guard, report to the commanding officer the 

name of the prisoner, the offense charged against him, and the name of the person who 

ordered or authorized the comm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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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軍人、軍校學生、動員中之後備軍人或國民兵、接受軍事醫院治療中

之退伍軍人、軍事監獄服刑中之受刑人、戰俘、服務於國防機構之退伍

軍人等）之接收與暫時管理，與該法第 7 條至第 9 條所定之其他權限。

另依據國防法第 1562 條(10U.S.Code §1562- Database on domestic 

violence incidents)153之規定，憲兵人員亦負責現役軍人暨其家屬之家

庭暴力防治與處理勤務。惟有關家暴處理之警察作用，就我國法治觀念

而言，原應屬於行政警察之作用（若涉有刑事則屬於司法警察作用），然

而美國憲兵有關該項作用之對象，往往涉及現役軍人，故其作用之性質

類似於軍事警察之作用。 

在行政警察之職能方面，依據聯邦法律第 1315條(40U.S.Code §1315 

- Law enforcement authority of Secretary of Homeland Security 

for protection of public property)154規定，軍事基地內交通違規案

件之處理，無論當事人係現役軍人或非軍人皆得由憲兵現場開立具有法

律效力之告發罰單。至於其他微罪案件－行政罰鍰在 1,000 美元或者最

重本刑在 1年以下（或併科）者，依據治安法官系統(Magistrate system)

之違規通知(DD Form 1805/ United Stated District Court Violation 

Notice)，憲兵亦得提出告訴或逕予告發，此亦為憲兵具備部分行政警察

職能之明文。 

 

 美軍刑事調查組織 

                                                      
153
 其原文係：”(a)Database on Domestic Violence Incident.—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shall 

establish a central database of information on the incidents of domestic violence 

involving members of the armed forces. (b) Reporting of Information for the Database.—

The Secretary shall require that the Secretaries of the military departments maintain 

and report annually to the administrator of the database established under subsection 

(a) any information received on the following matters:  (1)Each domestic violence 

incident reported to a commander, a law enforcement authority of the armed forces, or a 

family advocacy program of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2)The number of those incidents 

that involve evidence determined sufficient for supporting disciplinary action and, for 

each such incident, a description of the substantiated allegation and the action taken 

by command authorities in the incident. (3)The number of those incidents that involve 

evidence determined insufficient for supporting disciplinary action and for each such 

case, a description of the allegation.” 
154
 其原文係：”Whoever,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goes upon any 

military, naval, or Coast Guard reservation, post, fort, arsenal, yard, station, or 

installation, for any purpose prohibited by law or lawful regulation; or Whoever reenters 

or is found within any such reservation, post, fort, arsenal, yard, station, or 

installation, after having been removed therefrom or ordered not to reenter by any 

officer or person in command or charge therefore shall be fined under this title or 

imprisoned not more than six months, or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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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之各軍種下皆設有刑事調查組織專司犯罪調查，在陸軍為陸軍

刑事調查指揮部（U.S Army Criminal Investigation Division Command， 

USACIDC）在海軍為海軍刑事調查部（Naval Criminal Investigation 

Service，NCIS）在空軍為空軍特別調查部（Air Force Office of Special 

Investigation，OSI）。這些刑事調查組織之權限不同於一般武裝憲兵部

隊，其主要任務在於刑事案件之調查，不受民兵法(Posse Comitatus Act)

之限制，在維護「軍事利益」(Military Interest)之前提下，即得針對

非統一軍法典規範上之犯罪主體進行犯罪調查，亦即其調查權限之發動，

與調查對象之身分（現役軍人、非軍人）或管轄區域之內、外無關，凡

為確保軍方調查行動之順利進行，在與當地執法機關有效配合下，均有

發動軍法及司法警察之權限 155。例如陸軍部所發布之聯邦命令

(CFR,Sec.637.5,Off-post investigation)156規定，當營外發生與軍事

有關之刑事案件時－涉及現役軍人或軍事機關財產，陸軍刑事調查指揮

部所屬之成員，得直接介入調查，不受軍事管轄區域之限制，並得要求

相關機關提供所需之資料，以利犯罪調查，而在海軍的刑事調查部、空

軍特別調查部，亦有相同規定。 

由以上討論可知，美國由於其法律制度及憲法聯邦制度之特色，未像

我國刑事訴訟法及軍事審判法直接明文訂定有軍、司法警察（官）身份

之人員，但我們仍可從國防法、統一軍法典、各軍規章及聯邦命令等相

關法令中找出美國憲兵執行軍、司法警察相關職務之依據。由以上法令

我們可以發現美國憲兵擁有完整的軍法警察身分，而只有「部分」的司

法警察身分，主要係因為其不主動偵辦一般人民所涉及的任何刑事案件，

而是當處於軍事管轄區域內，或涉及「美軍軍事利益」時，美軍憲兵或

刑事調查組織之探員基於維護國家利益及美軍利益的原則下，始得對一

般人民實施調查及逮捕、拘押等強制處分。  

                                                      
155
 依據陸軍規章 AR 195-2美國陸軍刑事調查指揮部之犯罪調查行動 3-1 陸軍之調查權。】 

156
 其原文係：”(a)In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CONUS), civilian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including state, county, or municipal authorities, or a Federal investigative agency 

normally investigate incidents occurring off-post. When an incident of substantial 

interest to U.S. Army occurs off-post. When an incident of property or personnel, the 

military police exercising area responsibility will request copies of the civilian law 

enforcement report. (b) In Overseas areas, off-post incidents will be investigated in 

accordance with 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s and other appropriate U.S. host nation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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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2 賦予美國憲兵不同警察身分之法律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圖 2-123 美國憲兵 
資料來源：美國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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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編制 

美國憲兵發源於陸軍，當代美國憲兵分為陸軍憲兵、海軍憲兵、海軍

陸戰隊憲兵及空軍安全部隊等 4 支隊伍，其中空軍安全部隊名稱雖未稱

憲兵，但從歷史發展與執行任務而言，均屬軍、司法警察範疇。 

 陸軍憲兵 (Army Military Police) 

美國陸軍部於 1942 年 9 月 26 日成立

憲兵兵科，並於 1968 年 10 月 14 日正式

將憲兵定位為戰鬥勤務部隊，內容指出憲

兵部隊隸屬於各級指揮官(戰區指揮官、

軍團指揮官及師、旅長)的指揮及作戰管

制，而憲兵官為司令部高階參謀，在憲兵

事務上向指揮官提供建議，並依照各指揮

官之命令協助調遣所屬憲兵部隊執行任

務。因此關於憲兵建軍政策及執勤技術統

一事宜，除依據上級頒布各類準則及憲兵

學校教育為統一之標準外，其餘事項端賴

各級陸軍指揮官與憲兵參謀官之協調聯

繫，不免造成美國憲兵在執行勤務時產生

標準不一之憾。因此今日在美軍國內各大

型軍事基地、海外駐軍的各大站區指揮部

中，都設有憲兵參謀官辦公室，統整區域

內憲兵單位的任務、勤務以及執行相關事

宜。 

目前美國陸軍憲兵現役中共有 6 個憲

兵旅、陸軍憲兵學校（USAMPS)、陸軍刑事調查指揮部（USACIDC）等單

位。其憲兵旅分駐於美國本土及歐亞等海外各戰區，以支援友軍遂行各

項任務。然而，這些憲兵旅、營、連級單位駐地與運作並不是固定不變，

陸軍部會依照實際需要將實兵憲兵旅編為後備旅而停止運作，亦可將後

備旅編回實兵旅而重新運作。陸軍憲兵旅、營、連等各級單位皆按照規

定的編裝來編配人員與裝備，例如：憲兵旅為規模最大的憲兵單位，人

數約為 1,200 至 3,000 人，由支持旅部的旅部連與兩個以上的憲兵營組

圖 2-124 美國陸軍憲兵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milbadges.com/corps/usa/police 

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9日 

http://www.milbadges.com/corps/usa/po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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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憲兵營依任務性質大小不一，人數約為 300 至 700 人，由營部連與

兩個以上的憲兵連或用以支持的分遣隊組成；憲兵連為基層戰術單位，

由 100 至 200 人組成，為可獨立派遣之基本單位。因此許多情況下，憲

兵部隊皆以連級單位為主，派駐到軍事上需要的地

方。陸軍憲兵學校則用以培育陸軍憲兵部隊中之軍、

士官，其校長亦向來被視為陸軍憲兵部隊的最高領導

者。 

 海軍憲兵 (United States Navy master-at-

arms) 

早在美國獨立革命時期，海軍船艦上就有出現

軍紀維護的力量。但正式的海軍憲兵則是成立於

1973年，其主要任務在承平時期負責船艦上軍紀維

護及港口重要設施(船艦)保護，在戰爭時則負責遠征戰鬥部隊保護

及協助其安全移動等任務。 

 海軍陸戰隊憲兵 (Marine Corps Military Police) 

 美國海軍陸戰隊在早期並沒有正式的專業執法單位

來處理違法事件，而由各單位輪流執行軍法警察的工

作。在執法越趨專業化的要求下，專業執法人員的不足

使任務執行問題更加嚴重。遂於 1945 年正式成立專職

的執法單位—美國海軍陸戰隊憲兵(Marine Corps 

Military Police)，其主要任務在承平時期負責協助指

揮官維持部隊秩序與紀律，在戰爭時則負責處理與戰俘

有關之任務。從 1970 年代至今，海軍陸戰隊憲兵在法

律執行的部分已經來越專業化，主要區分 3個陸戰師與

3 個空中聯隊，陸戰師部的憲兵參謀官 (Provost 

Marshal Officer,簡稱 PMO)負責行政管理及勤務監督。

海軍陸戰隊憲兵則分佈在全球陸戰隊的駐地中維持軍

法紀的任務，亦參與了美國多場重要戰役及武裝調停行

動。 

圖 2-125 美國海軍憲兵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stickershoppe.com/PROD/

827-3668.html 

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9日 

圖 2-126 美國海軍陸戰隊憲兵
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milart.com/category/c_m

arines.html?CatListingOffset=224&O

ffset=224&Per_Page=28&Sort_By=newe

st&srcField=&isModal 

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9日 

http://www.stickershoppe.com/PROD/827-3668.html
http://www.stickershoppe.com/PROD/827-3668.html
http://www.milart.com/category/c_marines.html?CatListingOffset=224&Offset=224&Per_Page=28&Sort_By=newest&srcField=&isModal
http://www.milart.com/category/c_marines.html?CatListingOffset=224&Offset=224&Per_Page=28&Sort_By=newest&srcField=&isModal
http://www.milart.com/category/c_marines.html?CatListingOffset=224&Offset=224&Per_Page=28&Sort_By=newest&srcField=&isModal
http://www.milart.com/category/c_marines.html?CatListingOffset=224&Offset=224&Per_Page=28&Sort_By=newest&srcField=&isMo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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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軍憲兵-安全部隊 (Air Force Security Force) 

1947 年美國空軍部正式成立，隔年該部重要命

令第一號正式將空軍憲兵參謀官 (Air Force 

Provost Marshal)置於空軍部督察室下，並任命狄

倫將軍為空軍第一任的空軍憲兵參謀官。1961年空

軍部憲兵參謀官更銜為安全與法律執行主任 

(Director of Security and Law Enforcement)，

1996 年 12 月又將安全與法律執行主任更名為安全

警察主任 (Director of Security Police)，1975

年 3 月依據特別命令第 GA-12 號規定，成立安全警

察總長辦公室(Officer of Chief of Security 

Police)，成為空軍參謀團的成員。美國空軍的編制

以聯隊作為基本戰術作戰單位，擁有健全的行政管

理機構和戰鬥與後勤支持系統，典型的航空聯隊編有作戰大隊、支援大

隊和後勤大隊各一，支援大隊下轄安全中隊、任務支援中隊、土木工程

中隊、通信中隊等單位。安全中隊共有 41個中隊，每個中隊約 140人，

分駐於全世界 102個基地，負責各基地軍紀與法紀的維持。 

 美軍刑事調查組織 

美軍刑事調查組織包括美國陸軍刑事調查指揮部 (U.S Army 

Criminal Investigation Divison Command，USACIDC)、海軍刑事調查

部(Naval Criminal Investigative Service，NCIS)、空軍特別調查部

(Air Force Office of Special Investigations，OSI)等，各組織負責

其所屬軍種及管轄範圍之軍中刑事犯罪案件及反毒、反恐、維和等任務

的刑事調查工作。因名稱未附憲兵之詞，易為人誤解與憲兵無關，然而

以陸軍刑事調查指揮部為例，其成員大多具憲兵身分，基層探員的甄選

條件中亦要求必須有 6 個月以上的憲兵經驗。因此美軍刑事調查組織之

性質與功能，實等同於我國的憲兵指揮部，指揮各地區憲兵隊、調查組

運用情報蒐集功能查緝軍人犯罪、逃亡及黑槍、毒品等不法案件。 

各刑事調查組織互不隸屬，分別向各自的上級對應單位負責，遇有業

務重疊事項則由國防部轄下總督察長室協調合作。各組織不僅行政上與

指揮系統獨立，財政上也獨立核算，調查人員可以不受其他單位干擾公

圖 2-127 美國空軍憲兵徽 
資料來源：

http://file2.answcdn.com/answ-

cld/image/upload/w_760,c_fill,g_faces:

center,fl_lossy,q_60/v1401542709/giyme

nbfkyeizkcjxoff.jpg 

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9日 

http://file2.answcdn.com/answ-cld/image/upload/w_760,c_fill,g_faces:center,fl_lossy,q_60/v1401542709/giymenbfkyeizkcjxoff.jpg
http://file2.answcdn.com/answ-cld/image/upload/w_760,c_fill,g_faces:center,fl_lossy,q_60/v1401542709/giymenbfkyeizkcjxoff.jpg
http://file2.answcdn.com/answ-cld/image/upload/w_760,c_fill,g_faces:center,fl_lossy,q_60/v1401542709/giymenbfkyeizkcjxoff.jpg
http://file2.answcdn.com/answ-cld/image/upload/w_760,c_fill,g_faces:center,fl_lossy,q_60/v1401542709/giymenbfkyeizkcjxoff.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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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辦案，人員由軍人及非軍人組成，3 個單位在美軍主要基地皆設有辦

事處，美軍基地司令亦無權過問刑事調查工作，以確保其單位公正性，

為各國憲兵制度發展立下新典範。 

 陸軍及海軍的刑事調查單位是成立較早的，從其發展沿革來看，兩個

單位的組織型態不同，但設立目的相同，皆因當時軍紀散亂肇生許多違

法犯紀之案件，故急需一專責單位執行刑事調查工作。1947年成立的空

軍特別調查部和其他刑事調查組織最大的不同在於其成立的起源，該部

的成立並非如同陸軍及海軍的刑事調查單位是在戰時對外用兵急需而成

立，而是在美國空軍從陸軍中獨立成為空軍部時，參考其他軍事犯罪調

查單位及聯邦調查局(FBI)的組織架構而成立。由於空軍特別調查部為三

軍中最晚成立之犯罪調查單位，因此和其他軍事刑事調查單位相較起來，

較少組織上的變化157。 

                                                      
157
 美國陸軍刑事調查指揮部官方網站，<http://www.cid.army.mil/mission.htm>(檢索日期：

2016年 8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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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8 美國憲兵組織圖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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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職能 

從獨立戰爭時期，美國憲兵就擔負起維持部隊秩序的職責，必須隨

時提供部隊指揮官全方位的支持，以確保後方區域安全，應付戰場上

所遭遇到的各種挑戰。然而近年為因應國際情勢變化，其任務方向亦

有所調整，本書在此針對「戰時」與「非戰時」之任務內容分別介紹。 

 戰時美國憲兵任務 

戰時之任務方向有 5項158，分別為：機動支援、保護性武力、戰俘拘

留與安置、執法與維持軍紀、警察性情報工作。各任務均可獨立且同時

執行，任務內容簡述如下： 

 機動支援(Maneuver Support) 

1.道路的偵查與監控： 

a. 設法取得主要路線以及周圍地形地物之詳細資訊 

b. 提供敵軍活動資訊 

c. 對於受汙染與損害的地區、附近的交通情況、障礙物與橋樑等各

項狀況提出報告 

2.流量管制與主要補給路線交通管制與安全： 

a. 保持主要補給路線的暢通並執行指揮官下達的交通管制規定 

b. 促進重要物資的流動 

c. 提供替代道路與暫時性的道路指示 

3.平民、散兵及難民之管制： 

a. 管制散兵以保持主要補給路線之淨空 

b. 如有必要，戒護並指揮散兵回到其原先之單位或部隊 

c. 如有需要，提供並（或）指揮醫療支援 

d. 建立散兵管制據點、機動巡邏、崗哨以及交通管制哨，以便協助

散兵與平民的控制 

e. 協助、指揮、控制難民的移動以及提供替代性路線給難民 

f. 淨空主要補給路線以利戰鬥部隊與支援單位之通行 

 

 

 保護性武力(Force Protection/area security) 
                                                      
158
 黃讚松，2006。〈軍事安全的守護者〉，《憲兵學術半年刊》，第 55-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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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區的偵查與監控： 

a. 監視可能接近我方部隊之道路以及空投區和空降區，以利提早

發出警告 

b. 蒐集附近的城鎮、橋樑、道路、港口、據點與地型特徵有關之

特殊情報 

2.維護重要資產的安全： 

a. 在重要設施、管線、鐵路、橋樑、據點、隧道與軍火庫進行警

備。 

b. 為車隊及重要人士提供機動戒護 

3.後方地區機動武力： 

a. 提供機動武力以消滅位於我軍後方地區之敵軍 

b. 殲滅被歸類為第二級之敵軍部隊，對於第三級之敵軍部隊則設

法遲滯其活動速度以待支援 

4.基地的地面防護： 

     於基地外圍建立防守陣地，藉以防止地面攻擊 

5.反恐怖主義行動： 

     擔任突襲、救援與情報蒐集任務 

6.區域損害控制： 

a. 重新制定部隊移動的路線 

b. 回報並且封鎖我軍後方受到損害之地區 

7.核生化偵查與回報： 

a. 對核生化武器的使用以及相關位置提出早期預警 

b. 對敵人核生化武器之使用進行偵查、標定並回報 

 戰俘拘留與安置(Military police EPW internment and 

resettlement operations) 

1.戰俘之集中： 

a. 建立集中據點 

b. 隔離戰俘並維持其安全，保護戰俘不會受到友軍報復 

2.戰俘之後撤 

 執法與維持軍紀(The MP law and order mission) 

1.法律執行 

2.犯罪調查 

3.暫時性的美軍罪犯禁閉 

4.反恐怖主義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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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性情報工作(Police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1.犯罪情報：掌握個人的或是組織的犯罪活動訊息 

2.任務情報：必須兼顧安全、控制與其他憲兵活動之資料與訊息 

 非戰時美國憲兵任務 

非戰爭時期任務在 2001 年「911 事件」後進行調整，在此之前，其

任務較為保守，以軍事安全為保護目標，可包括以下 6項： 

 維護廠庫機關安全 

 保持機動性安全武力 

 鎮壓暴動 

 緊急事件與重大災難時負責監控管制 

 維持軍隊軍紀與法紀 

 維護總統及官邸安全 

  

圖 2-129 美國憲兵 
資料來源：美國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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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後，美國意識到

所遭受威脅並非僅有傳統武力威

脅。因此，其非戰時任務目標轉為

積極且主動，以情報蒐集與分析

為主軸，整合指揮、管制、通信與

情報系統資源的運用，重視恐怖

攻擊事件發生前的預防與反制，

將整個防守範圍盡可能向外延

伸，以確保軍事力量完整性與國

家社會穩定。除上述原先所擔負

之任務外，增加 6項任務如次： 

 強化國內外情報蒐集工作 

 強化指揮、管制與通信系統 

 強化緊急應變部隊和快速反應部隊能力 

 加強機場安全防衛 

 加強重要人員安全警衛 

 加強化學戰劑儲存地點安全警衛 

 

由以上戰時與非戰時任務內容可發現美國憲兵具有以下特色： 

 任務功能多元化 

冷戰過後，美軍對其編裝逐漸朝向「裝備新、武器精、行動快、

機動靈活、執法與協助維持軍紀、緊急情況迅速反應」等特點，使其

既能遂行「作戰任務」，在戰場上提供全方位支援任務；亦能遂行「非

作戰任務」，例如：不涉及戰鬥的緊急行動及救災行動。 

 

 維護美軍安全主要武力 

在國內各軍事基地成立憲兵參謀官辦公室，執行基地治安維護與

犯罪調查工作；並提供基地或後方地區偵查、監控及機動部隊安全防

護武力，維護重要廠庫與設施安全等，協助指揮官維持各部隊安全。 

 執行警察性任務最佳選擇 

美國素以世界警察自居，在低衝突區域執行軍事干預時，「正當

圖 2-130 美國空軍憲兵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5/51/USAF

_Security_Police_-_173d_Security_Forces_Squadron.jpg 

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9日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5/51/USAF_Security_Police_-_173d_Security_Forces_Squadron.jpg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5/51/USAF_Security_Police_-_173d_Security_Forces_Squadron.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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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警察性」成為決定用兵之考量，憲兵部隊便成為最佳選擇。

如：格瑞那達的「冰凍島嶼行動」、巴拿馬的「正義理由行動」、波斯

灣的「沙漠之盾行動」、「沙漠風暴行動」，由此可見，在反恐任務行

動中，憲兵的任務不斷的加重，更顯示其重要性。 

 依法具有獨立調查權 

依據美國《統一軍法典》規定，憲兵與指揮官同樣具備調查權。

是故憲兵平、戰時，具有獨立調查權，協調聯邦調查局、警察等機關，

辦理事涉軍人犯罪的相關工作，以維護軍隊紀律與三軍統帥權。 

 具有戰鬥、戰鬥支援與勤務支援任務功能 

1.戰鬥任務：憲兵戰鬥任務主要目的在使敵軍不致干擾我方指揮官之

軍事行動，並且遲滯敵軍行動。 

2.戰鬥支援任務：戰鬥支援任務最主要的兩個目標為「維持主補給路

線暢通」及「敵俘處理及難民的收容與安置」。 

3.勤務支援任務：維護軍隊法紀並提供部隊各類型警察性服務，如：

軍事物資護運等。 

 美國政府與軍方執行反恐聯繫對口 

「911」事件前憲兵部隊約 39,000員，但基於反恐需求，美軍於

2011年將人員提升至約 62,800員，並從任務執行上，重新以「事前

主動防處、強調機關合作、向外延伸觸角、擴大任務層面、嚴密人員

安全」等面向思考任務，以建構綿密的安全防護網。 

 

此外，「911」發生後美國特別著重反恐怖調查與情報蒐集，並將憲

兵納編美軍全球反恐戰爭(Global War on Terrorism)行動。同時，如前

一章節所述，由陸軍刑事調查指揮部之發展歷程及編制來看，實為美國

憲兵的主要研究範疇，並在實際上代表美國憲兵制度由軍法警察轉換到

軍、司法體系的分水嶺。故本書在此針對美國憲兵的刑事調查與反恐作

戰做一簡述： 

 美國憲兵之刑事調查 

 戰時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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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戰時犯罪情報蒐集，著重於鑑定並預防對有關美軍或盟軍人員及裝

備的犯罪行為。 

2.刑事調查，調查戰爭犯罪、對盟軍的犯罪以及美軍人員或敵俘所犯

的重大犯罪。 

3.保護性勤務工作，刑事調查指揮部在戰區亦執行重要人物的人身安

全保護。 

4.後勤安全(LOGSEC)，刑事調查指揮部的後勤安全工作為保護後勤補

給線的安全，從製造工廠一路到戰區前線的士兵手上，包括預防、

偵查及調查各種犯罪及恐怖行動如補給物的竊取、毀壞或暗中破壞

或調換。 

 非戰時任務 

1.調查嚴重犯罪：刑事調查指揮部負責調查多種刑事重罪，如強姦、

虐待、竊盜、搶劫、盜取政府與個人財產、謀殺等。 

2.蒐集及分析犯罪情報，預防犯罪的發生。 

3.提供保護性服務：服務對象以國防部、各軍部以及參謀首長聯席會

議的重要官員為主，除此之外，保護性服務也提供安全服務給參訪

美國的重要外國使節。 

4.提供刑事鑑識服務：以專業技術及先進設備協助各地區刑事調查組

分析證據，以利犯罪偵查。 

5.保存犯罪紀錄，並與國家犯罪資料中心連線，提高偵查效率。 

 美國憲兵之反恐作戰 

為因應反恐行動，成立刑事調查分遣隊(CID Detachment)及國防部

刑事調查特遣隊(DoD Criminal Investigation Task Force，CITF)等

兩個單位，以配合美軍在伊拉克自由作戰等反恐行動。 

 刑事調查分遣隊 

 2004年 8月陸軍刑事調查指揮部於科威特與伊拉克成立兩支刑

事調查分遣隊，擔任戰場前線的刑事調查支援、緝毒、人員安全及防

恐工作，與前線的陸軍、憲兵等友軍共同執勤；159同時亦負起比利時

「安特衛普」與德國「布萊梅」兩大轉運港的安檢勤務，並支援「美

國陸軍歐洲總部」執行部隊輪調、部隊派遣與回調部隊的重整工作。

                                                      
159
 Major Brian C. Sankey（2005）.“Deployments at Record Peace”.Military Police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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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其任務尚包括執行鐵路、車輛及船隻的查察勤務，非法載運戰

利品的查察與處置，包括：武器、設備、美術品與爆裂物，以及機密

資料、物件及器材與毒品走私160。並與軍情單位合作，適時提供支援，

同時也與比利時及德國警方密切合作。 

 國防部刑事調查特遣隊 

為響應 911 後的反恐行動，美國國防部於 2002 年成立具有獨特

任務的刑事調查特遣隊。目前約有 150 名探員，分別由陸軍刑事調

查指揮部、空軍特別調查部、海軍刑事調查部等單位派員組成，其主

要任務為調查在全球反恐戰爭中所逮捕的非美國公民、非法活動中

的嫌疑犯以及與蓋達等與美國為敵的組織有所關聯者；該單位已經

在「伊拉克自由作戰」後著手調查在伊拉克美軍虐囚及濫殺平民等事

件。161 

 

  

                                                      
160
 First Sergeant Kathy Johnson（2005）.“Logistics Security”,Military police Journal. 

161
 空軍特別調查部專刊，

<http://public.afosi.amc.af.mil/global/jul_aug_03/criminal_investigation.asp>(檢索日

期：2016年 8月 9日)。 



  

  188   
 

加拿大憲兵 (軍事警察，The Military Police) 

加拿大，西抵太平洋，東至大西洋，北濱北極海，東北方與丹麥領

地格陵蘭相望，東部與聖皮埃爾和密克隆群島相望，南方及西北方與美

國接壤，領土面積 9,980,000 平方公里，為全球面積第 2大國家，人口

總數約 3,598.5萬，首都為渥太華(Ottawa)。 

歷史沿革 

現今加拿大憲兵源起二戰時期(1939年 9月)，大致區分為 3個演進

時段，分述如次：162 

                                                      
162
 加拿大憲兵官網“Canadian Military Police Association”<http://www.cmpa-apmc.org/>(檢

索日期：2016年 8月 16日)。 

圖 2-132 加拿大憲兵網路博物館首頁圖 
資料來源：加拿大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16日 

 

圖 2-131 加拿大憲兵 
資料來源：加拿大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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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憲兵部隊(1939-1968) 

自參戰後，加拿大皇家騎警隊

(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建

議法務部長，從騎警隊挑選志願人員組

成憲兵連，向第 1步兵師提供軍事警務

協助；後續衍生第 1、2 憲兵連陸續成

立 ， 並 合 併 為 加 拿 大 憲 兵 部 隊

(Canadian Provost Corps)，其職能為

維持紀律、交通管制、管理戰俘收容中

心以及協助引導難民動向。 

 安全部門(1968-1982) 

1967年 1月，國防部參謀總長提出將情報、警衛及軍事警察部門合

併統籌管理，後續於 1968年成立安全部門(Security Branch)。直至 1981

年，參謀總長根據新的安全漏洞評估，將安全部門另外獨立出情報分隊

(Intelligence Branch)。 

 憲兵部隊(1999-現今)  

圖 2-133 加拿大憲兵執勤 
資料來源：加拿大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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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9年起，國防法案及軍紀條例賦予其更多權力與責任，其中包

括成立加拿大國防軍國家犯罪調查中心，並獨立於指揮編制外，以及成

立加拿大國家反情蒐中心。另外，為因應憲兵司令職務的復位，安全部

門更銜為「軍事警察」(The Military Police)。 

法源依據 

加拿大如同英美法系國家，未有像我國依據刑事訴訟法及軍事審判

法明文規定憲兵軍、司法警察之身分；不過我們仍可從其刑法及國防法

中找到加拿大憲兵執法的法令依據。 

依據 1985 年頒布的加拿大刑法第 2 條(Criminal Code §2 peace 

圖 2-134 加拿大憲兵執勤 
資料來源：加拿大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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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r includes)定義維護社會治安的「和平警察」，其中 G項第一款

規定，和平警察包括依國防法第 156 條所指派之加拿大軍隊官兵。163復

按國防法第 156條(National Defence Act §156 Powers of military 

police)164規定，其所指派者即為加拿大憲兵官兵；再者，國防法第 196.11

條(National Defence Act §196.11 Definitions)165中亦明確指出，憲

兵為和平警察。故我們由此可知加拿大憲兵之官兵同時也是維護社會秩

序、執行加拿大刑法的和平警察。加拿大刑法為實體法與程序法合一之

體例，故亦如我國刑事訴訟法般規範和平警察之相關職能，刑法第 25條

                                                      
163
 其原文係：”Officers and non-commissioned members of the Canadian Forces who are (i) 

appointed for the purposes of section 156 of the National Defence Act.” 
164
 其原文係：”Officers and non-commissioned members who are appointed as military police 

under regulations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may (a) detain or arrest without a 

warrant any person who is subject to the Code of Service Discipline, regardless of the 

person’s rank or status, who has committed, is found committing, is believed on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 about to commit or to have committed a service offence or who 

is charged with having committed a service offence; and(b) exercise such other powers 

for carrying out the Code of Service Discipline as are prescribed in regulations made 

by the Governor in Council.” 
165
 其原文係：”peace officer means(a)a police officer, police constable, bailiff, 

constable or other person employed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public 

peace or for the service or execution of civil process; or (b)an officer or a non-

commissioned member of the Canadian Forces who is (i)a member of the military police, 

or (ii) employed on duties that the Governor in Council has prescribed in the 

regulations to be of such a kind as to necessitate that the officer or non-commissioned 

member performing them has the powers of a peace offi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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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規定和平警察得行使武力以避免犯罪之發生；第31條167規定其逮捕權；

                                                      
166
 其原文係：”(1)Every one who is required or authorized by law to do anything in the 

administration or enforcement of the law(a)as a private person,(b) as a peace officer 

or public officer,(c)in aid of a peace officer or public officer, or(d)by virtue of his 

office,is, if he acts on reasonable grounds, justified in doing what he is required or 

authorized to do and in using as much force as is necessary for that purpose.(2)Where a 

person is required or authorized by law to execute a process or to carry out a sentence, 

that person or any person who assists him is, if that person acts in good faith, justified 

in executing the process or in carrying out the sentence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process 

or sentence is defective or that it was issued or imposed without jurisdiction or in 

excess of jurisdiction.(3)Subject to subsections (4) and (5), a person is not justified 

for the purposes of subsection (1) in using force that is intended or is likely to cause 

death or grievous bodily harm unless the person believes on reasonable grounds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self-preservation of the pers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any one under 

that person’s protection from death or grievous bodily harm.(4)A peace officer, and 

every person lawfully assisting the peace officer, is justified in using force that is 

intended or is likely to cause death or grievous bodily harm to a person to be arrested, 

if(a)the peace officer is proceeding lawfully to arrest, with or without warrant, the 

person to be arrested;(b)the offence for which the person is to be arrested is one for 

which that person may be arrested without warrant;(c)the person to be arrested takes 

flight to avoid arrest;(d) the peace officer or other person using the force believes 

on reasonable grounds that the force is necessary for the purpose of protecting the peace 

officer, the person lawfully assisting the peace officer or any other person from imminent 

or future death or grievous bodily harm; and(e)the flight cannot be prevented by 

reasonable means in a less violent manner.(5)A peace officer is justified in using force 

that is intended or is likely to cause death or grievous bodily harm against an inmate 

who is escaping from a penitentiary within the meaning of subsection 2(1) of the 

Corrections and Conditional Release Act, if(a)the peace officer believes on reasonable 

grounds that any of the inmates of the penitentiary poses a threat of death or grievous 

bodily harm to the peace officer or any other person; and(b)the escape cannot be prevented 

by reasonable means in a less violent manner.” 
167
 其原文係：”(1)Every peace officer who witnesses a breach of the peace and every one 

who lawfully assists the peace officer is justified in arresting any person whom he finds 

committing the breach of the peace or who, on reasonable grounds, he believes is about 

to join in or renew the breach of the peace.(2)Every peace officer is justified in 

receiving into custody any person who is given into his charge as having been a party 

to a breach of the peace by one who has, or who on reasonable grounds the peace officer 

believes has, witnessed the breach of the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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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7.02條168規定其搜索、扣押權限。再者，刑法第 32條169亦賦予和平

警察以武力執行鎮壓暴動等社會治安維護工作之權限。 

在軍法警察職能方面，加拿大憲兵依據國防法第 156 條170規定，憲

兵之職權包含：對於受軍法規範之人，如為現行犯、有合理懷疑認為犯

罪者或被起訴者，無論其階級與地位為何，憲兵無需他人指揮即得為拘

留或逮捕；並負責執行勤務紀律條例（Code of Service Discipline）

之規範以維護軍紀。同法第 202.23(2)條  171、202.23(2.1)條 172、

                                                      
168
 其原文係：”(1)Where a peace officer believes on reasonable grounds(a)that a weapon, 

an imitation firearm, a prohibited device, any ammunition, any prohibited ammunition or 

an explosive substance was used in the commission of an offence, or(b)that an offence 

is being committed, or has been committed, under any provision of this Act that involves, 

or the subject-matter of which is, a firearm, an imitation firearm, a cross-bow, a 

prohibited weapon, a restricted weapon, a prohibited device, ammunition, prohibited 

ammunition or an explosive substance,and evidence of the offence is likely to be found 

on a person, in a vehicle or in any place or premises other than a dwelling-house, the 

peace officer may, where the conditions for obtaining a warrant exist but, by reason of 

exigent circumstances, it would not be practicable to obtain a warrant, search, without 

warrant, the person, vehicle, place or premises, and seize any thing by means of or in 

relation to which that peace officer believes on reasonable grounds the offence is being 

committed or has been committed.(2)Any thing seized pursuant to subsection (1) shall be 

dealt with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s 490 and 491.” 
169
 其原文係：”(1)Every peace officer is justified in using or in ordering the use of as 

much force as the peace officer believes, in good faith and on reasonable grounds,(a)is 

necessary to suppress a riot; and(b)is not excessive, having regard to the danger to be 

apprehended from the continuance of the riot.(2)Every one who is bound by military law 

to obey the command of his superior officer is justified in obeying any command given 

by his superior officer for the suppression of a riot unless the order is manifestly 

unlawful.(3)Every one is justified in obeying an order of a peace officer to use force 

to suppress a riot if(a)he acts in good faith; and(b)the order is not manifestly 

unlawful.(4)Every one who, in good faith and on reasonable grounds, believes that serious 

mischief will result from a riot before it is possible to secure the attendance of a 

peace officer is justified in using as much force as he believes in good faith and on 

reasonable grounds,(a)is necessary to suppress the riot; and(b)is not excessive, having 

regard to the danger to be apprehended from the continuance of the riot.(5)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the question whether an order is manifestly unlawful or not 

is a question of law.” 
170
 其原文同註 175 

171
 其原文係：”A member of the military police or any other peace officer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Criminal Code may arrest an accused person without a warrant if he or she 

has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the accused person (a) is at large contrary to 

the terms of a disposition made by a court martial under section 201, 202 or 202.16 or 

by a Review Board; or (b) has contravened or wilfully failed to comply with the 

disposition or any condition of a disposition or assessment order, or is about to do 

so.” 
172
 其原文係：”The member of the military police or other peace officer who makes an 

arrest under subsection (2) may release an accused person arrested under that subsection 

who is subject to a disposition made by a court martial under paragraph 201(1)(a) or 

202.16(1)(b), a disposition made by a Review Board under paragraph 672.54(b)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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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3(2.2)條173亦規定憲兵執行各項強制處分之要件與限制。由此可知，

憲兵乃負責依據軍法執行警察性任務，並執行軍紀維護工作，當具有軍

法警察之身分。  

綜上所述，加拿大政府為維護國家安全、穩定社會治安而賦予憲兵

諸多任務。儘管加拿大將各類警察統稱為和平警察，但由其國防法及刑

法中我們可歸納出加拿大憲兵得對軍人與一般民眾行使警察權限，故具

有軍法及司法警察之雙重身分。 

 

 

                                                      
Criminal Code or an assessment order and deliver the accused person to the place specified 

in the disposition or assessment order.” 
173
 其原文係：”The member of the military police or other peace officer shall not release 

the accused person if he or she has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a) that it is 

necessary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hat the accused person be detained in custody having 

regard to all the circumstances, including the need to (i) establish the identity of 

the accused person,(ii) establis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disposition or 

assessment order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2.1),(iii) prevent the commission of an 

offence, or(iv) prevent the accused person from doing anything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2)(a) or (b); or(b) that the accused person is subject to a disposition or 

an assessment order of a Review Board of another province.” 

圖 2-135 賦予加拿大憲兵不同警察身分之法律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195   
 

組織編制 

憲 兵 司 令 身 兼 憲 兵 群 (Canadian 

Force Military Police Group，CF MP Gp)

及憲兵總部(CF MP Gp HQ)指揮官，同時也

是國防部參謀總長的警務顧問。憲兵群組

成如下：174 

 陸軍憲兵群 

 海軍憲兵群 

 空軍憲兵群 

 特勤部隊憲兵群 

 憲兵勤務群(位於渥太華的總部、國

防勤務隊、憲兵警衛隊及軍監看守所

共 4個單位) 

 憲兵學院 

 國防犯罪調查中心 

「加拿大國防犯罪調查中心」 (Canadian Forces National 

Investigation Service，CFNIS)於 1999年由國會立法成立，並接受憲

兵司令指揮，可獨立在全軍進行犯罪調查，其功能與美軍陸軍刑事調查

                                                      
174
 加拿大國防部官方網站，<http://www.forces.gc.ca/en/caf-community-support-services-

military-police/index.page>(檢索日期：2016年 8月 16 日)。 

圖 2-136 加拿大憲兵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mypolice.ca/police_agencies/

federal_police_agencies.html 

到訪日期：2016 年 8月 16日 

圖 2-137 加拿大憲兵組織圖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http://www.mypolice.ca/police_agencies/federal_police_agencies.html
http://www.mypolice.ca/police_agencies/federal_police_agenc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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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類似。其調查中心在渥太華、哈里法克斯、愛得蒙頓與魁北克市均設

有分遣隊，另於渥太華設立電腦犯罪調查、犯罪情報與監察部門。而其

調查員遴選傾向經驗豐富的憲兵人員為主，故該單位具有犯罪調查、詐

欺、縱火、刑事鑑識等專業能力，並能與警察單位保持情報資訊的即時

交換，此外尚可為軍隊在世界各地執行海外任務。 

 任務職能 

憲兵勤務條例(Military Police Code of Conduct)強調憲兵人員

須具備忠誠、正直、專業素養的特質，及處理事務產生的衝突能力。憲

兵部隊以其專業的警察、安全與支援行動，為軍隊與相關人事物的安全

與效率做出貢獻，其任務職能包括： 

 為軍隊提供警察任務與行動支援 

 執行省、聯邦法律 

 調查軍事或刑事犯罪 

 藉由犯罪預防措施以防止軍隊遭受犯罪案件之侵擾 

 監視在押人犯（包括軍事拘留者與戰俘） 

 駐外使館安全保護 

 民間衝突協商、斡旋、爭議處理、受害人協助等服務 

 執行警察任務，如交通管制、意外調查、緊急事件處理，以及與

國內、盟邦和外國警方執行聯合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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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75年來，憲兵部隊也被派赴各衝突區域執行海外任務，如埃及、

剛果、戈蘭高地及前南斯拉夫等地的聯合國維和任務，以及人道救援任

務，近期則被派往阿富汗執行各項戰鬥與訓練任務。 

  

圖 2-138 加拿大憲兵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farm4.static.flickr.com/3070/2574137686_3b39e45f3e_o.jpg 

到訪日期：2016年 8月 16日 

http://farm4.static.flickr.com/3070/2574137686_3b39e45f3e_o.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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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非洲國家 

阿爾及利亞憲兵                                

（國家武裝部隊，Nationale Gendarmerie） 

 阿爾及利亞位於北非，為非洲第二大國，北面鄰地中海，東鄰利比亞

及突尼西亞，東南及南部分別與尼日、馬里及茅利塔尼亞接壤，西部與

摩洛哥相連。國土面積 2,381,741 平方公里，同為非洲及地中海國家之

冠，人口約 3,710萬，首都為阿爾及爾(Alger)。 

歷史沿革 

17 世紀起，阿爾及利亞為鄂圖曼帝國的一

部分，1830年法國以一外交事件為戰爭理由，入

侵並占領阿爾及利亞海岸地區，總督海珊被流

放，法國殖民地自此逐漸向南滲透。但由於此阿

國人民激烈反抗，因此直到 1905 年法國才完成

基本對阿爾及利亞的佔領。二戰期間，阿爾及利

亞支持同盟國，支援自由法國武裝戰鬥，1945年

同盟國勝利，大戰結束，但戴高樂領導下的法國

政府卻開始鎮壓訴求阿爾及利亞獨立的抗議運

動，並進行歷史上重大的大屠殺。 

1954年，民族解放陣線發起爭取阿爾及利亞獨立的游擊戰爭，經過

圖 2-141 阿爾及利亞憲兵集合升旗 
資料來源：阿爾及利亞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9月 14日 

 

圖 2-139 阿爾及利亞憲兵閱兵分列 
資料來源：阿爾及利亞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9月 14日 

 

圖 2-140 阿爾及利亞憲兵車巡 
資料來源：阿爾及利亞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9月 14日 

 

http://www.ceskatelevize.cz/ct24/sites/default/files/styles/scale_1180/public/1651187-p201412160270901.jpeg?itok=f39GLto3
http://www.ceskatelevize.cz/ct24/sites/default/files/styles/scale_1180/public/1651187-p201412160270901.jpeg?itok=f39GLto3
http://www.ceskatelevize.cz/ct24/sites/default/files/styles/scale_1180/public/1651187-p201412160270901.jpeg?itok=f39GLt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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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的戰爭，阿爾及利亞終於在 1962 年 8 月 23 日宣布獨立。同時，

國家武裝部隊（Nationale Gendarmerie）亦成立，該部隊為人民軍的一

部分，並作為國家獨立後，政府用以維持社會秩序及執行法律的組織。

1990年代，在第一次多黨選舉中，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政黨「伊斯蘭救世

陣線」取得勝利，但被軍方以拒絕服從命令，遂而引發內戰，此時期國

家武裝部隊投入鎮壓並打擊伊斯蘭游擊隊，並犯下許多暴行，因此造成

1990-2000年有「黑暗十年」之稱。2002年伊斯蘭組織投降內戰結束後，

國家武裝部隊除執行一般的軍紀維護任務外，亦擔任協助政府穩定政權

的角色迄今。 

法源依據 

阿爾及利亞憲兵具備軍、司法警察之身分，其職權由刑事訴訟法

（Code de Procédure Pénale）與軍事審判法（Code de Justice 

Militaire）規範。 

 在司法警察身分方面，刑事訴訟法第 15條第 1項175與第 19條176規定

憲兵皆為司法警察；而任職滿3年之憲兵受國防部長任命為司法警察官。

                                                      
175
 其原文係：”Ont la qualité d’officier de police judiciaire :1) Les présidents des 

assemblées populaires communales;2) Les officiers Dark el Watani;3) Les commissaires 

de police;4) Les officiers de police;5) Les gradés et Darkiyine[iv] comptant au moins 

trois (03) ans de service dans la gendarmerie nationale désignés par arrêté conjoint 

du ministre de la justice et du ministre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 après avis d’une 

commission;6) Les inspecteurs de la sûreté nationale comptant au moins trois (3) ans 

de service dans cette qualité et désignés par arrêté conjoint du ministre de la 

justice et du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et des collectivités locales, après avis 

d’une commission;7) Les officiers et sous-officiers de la sécurité militaire 

spécialement désignés par arrêté conjoint du ministre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 et du 

ministre de la justice.La composition et le fonctionnement de la commission prévue au 

présent article sont déterminés par décret.” 
176
 其原文係：” Sont agents de police judiciaire, les fonctionnaires des services de 

police, les gradés de la gendarmerie nationale, les gendarmes et les personnes de la 

sécurité militaire qui n’ont pas la qualité d’officier de police judiciaire.” 

圖 2-142 阿爾及利亞憲兵交通指揮 
資料來源：阿爾及利亞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9月 14日 

 

http://www.ceskatelevize.cz/ct24/sites/default/files/styles/scale_1180/public/1651187-p201412160270901.jpeg?itok=f39GLt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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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法第 12177、13 條178規定，憲兵受檢察官之指揮，負責回報犯罪之發

生、蒐集犯罪證據及逮捕嫌疑人。而具體的犯罪調查予強制處分方面，

同法第81條規定搜索得於一切存有助於發現案件真相之物的地點實施，

第 44至 47條、82、83條則規定憲兵入室搜索的權限。同法 51條179則規

定憲兵得為調查之必要拘留嫌犯長達 48小時。 

 在軍法警察身分方面，軍事審判法第 45 條第 1 項180規定憲兵為軍法
                                                      
177
 其原文係：” La police judiciaire est exercée par les magistrats, officiers, agents 

et fonctionnaires désignés au présent chapitre.Elle est dirigée par le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Dans chaque ressort de cour, elle est surveillée par le procureur général 

et contrôlée par la chambre d’accusation de cette même cour.Elle est chargée de 

constater les infractions à la loi pénale, d’en rassembler les preuves et d’en 

rechercher les auteurs tant qu’une information n’est pas ouverte.” 
178
 其原文係：” Lorsqu’une information est ouverte, la police judiciaire exécute les 

délégations des juridictions d’instruction et défère à leur réquisition.” 
179
 其原文係：” Si pour nécessité de l’enquête, l’officier de police judiciaire est 

amené à garder à sa disposition une ou plusieurs des personnes visées à l’article 50, 

il doit en informer immédiatement le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et la garde à vue, ne 

peut excéder (48) heures. Tout en veillant au secret de l’enquête, l’officier de 

police judiciaire est tenu de mettre à la disposition de la personne gardée à vue, 

tout moyen lui permettant de communiquer immédiatement et directement avec sa 

famille, et de recevoir ses visites.S’il existe contre une personne des indices 

graves et concordants de nature à motiver son inculpation, l’officier de police 

judiciaire doit la conduire devant le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sans pouvoir la 

garder à sa disposition plus de quarante-huit heures.Tous les délais prévus au présent 

article sont doubles lorsqu’il s’agit d’atteinte à la sûreté de l’État. Ils 

peuvent être prorogés dans une limite n’excédant pas douze (12) jours lorsqu’il 

s’agit de crimes qualifiés d’actes terroristes ou subversifs. A l’expiration du 

délai de garde à vue, il sera obligatoirement procédé à l’examen médical de la 

personne retenue, si elle le demande directement ou par le biais de son conseil ou sa 

famille. L’examen sera effectué par un médecin de son choix.Elle sera informée de 

cette faculté.La violation des dispositions relatives aux délais de garde à vue tels 

que prévus aux alinéas précédents expose l’officier de police judiciaire aux peines 

encourues en matière de détention arbitraire.” 
180
 其原文係：” Sont officiers de police judiciaire militaire : 1° tous militaires de 

la gendarmerie nationale ayant la qualité d'officier de police judiciaire, telle 

qu'elle est définie au code de procédure pénale ; 2° tous officiers des corps de 

troupe ou de service spécialement désignés par arrêté du ministre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 Les officiers de police judiciaire militaire relèvent hiérarchiquement et 

directement de l'autorité du procureur militaire de la République qui, lui-même, 

demeure subordonné à 1'autorité du ministre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 Sous réserve 

d'incompatibilité avec les dispositions de la présente ordonnance, les officiers de 

police judiciaire militaire agissent conformément aux dispositions du code de 

procédure pénale. Toutefois, les délais de garde à vue pour les nécessités de 

1'enquête préliminaire, sont portés à trois jours. Ces délais peuvent être prolongés 

de 48 heures par décision du procureur militaire de la République. Les délais sont 

doublés quand il s'agit d'atteinte à la sûreté de l'Etat.Lorsqu'ils effectuent des 

perquisitions en matière de crimes on délits flagrants, hors d'un établissement 

militaire, ils sont tenus d'en aviser le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près le tribunal 

civil compétent, qui peut y assister ou s'y faire représ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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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同法 42181、43 條182則規定其權限，憲兵在知悉軍中犯罪發生時，

應立即通知軍事檢察官，並須蒐集證據、逮捕嫌移人。在具體的強制處

分權限上，同法第 57至 66條規定逮捕拘禁權、同法第 84條183則規定準

用刑事訴訟法之強制處分。 

                                                      
181
 其原文係：”Tout officier de police judiciaire militaire, tout chef d'unité, toute 

autorité civile ou militaire ayant connaissance d'une infraction de la compétence des 

juridictions militaires, est tenu d'en aviser, sans délai, le procureur militaire de 

la république et de lui remettre les procès-verbaux dressés.” 
182
 其原文係：” Les officiers de police judiciaire militaire sont chargés de constater 

les infractions, d'en rassembler les preuves et d'en rechercher les auteurs, tant 

qu'une information n'est pas ouverte. Lorsqu'une instruction préparatoire est ouverte, 

ils exécutent les délégations de la juridiction d'instruction et déférent à ses 

réquisitions.” 
183
 其原文係：” Les mandats d'amener et d'arrêt sont notifiés en toutes circonstances 

par les agents de la force publique, qui se conforment, à cet égard, aux prescriptions 

du code de procédure pénale. En outre, les mandats d'arrêt et de dépôt sont portés à 

la connaissance des autorités militaires par la juridiction dont ils émanent. Les 

mandats d'amener, d'arrêt et de dépôt sont mis à exécution dans les conditions fixées 

par le code de procédure pénale, sauf dispositions particulières du présent code.” 

圖 2-144 賦予阿爾及利亞憲兵不同警察身分之法律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圖 2-143 阿爾及利亞憲兵職能 
資料來源：阿爾及利亞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9月 14日 

http://www.ceskatelevize.cz/ct24/sites/default/files/styles/scale_1180/public/1651187-p201412160270901.jpeg?itok=f39GLt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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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編制 

阿爾及利亞憲兵最高指揮機構為「國家憲兵總署」(The Commander 

of National Gendarmerie)，由於其任務相當地廣泛且多元，可依據其

性質的不同概略分為下列 4種： 

 中央憲兵 

 地區憲兵 

 第一地區指揮部 

 第二地區指揮部 

 第三地區指揮部 

 第四地區指揮部 

 第五地區指揮部 

 第六地區指揮部 

 本地憲兵 

 鐵路安全隊 

 公路安全隊 

 航空安全隊 

 特別勤務憲兵 

 邊界警衛部隊 

 特別干預分遣隊 

 相關研究部門 

圖 2-146 阿爾及利亞憲兵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mdn.dz/site_cgn/ 

到訪日期：2016 年 9月 14日 

圖 2-145 阿爾及利亞憲兵射擊 
資料來源：阿爾及利亞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9月 14日 

http://www.ceskatelevize.cz/ct24/sites/default/files/styles/scale_1180/public/1651187-p201412160270901.jpeg?itok=f39GLt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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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職能 

阿爾及利亞憲兵依據各別專長分類甚多，任務亦相當多元。以下茲

就其職能作簡介：184 

 中央憲兵 

 執行軍紀維護 

 部隊管理 

 公共秩序維護 

 協助執行救災工作 

 供應全國憲兵武器裝備 

 地區憲兵 

 刑事案件調查 

 青少年犯罪預防 

 高山地區搜救任務 

 本地憲兵 

 執行鐵路安全相關任務 

 執行公路安全相關任務 

                                                      
184
 阿爾及利亞憲兵官方網站，<http://www.mdn.dz/site_cgn/>(檢索日期：2016 年 9月 14日)。 

圖 2-147 阿爾及利亞憲兵組織圖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圖 2-148 阿爾及利亞憲兵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www.forcesdz.com/forum/viewtopic.php?f=23&t

=74&start=330 

到訪日期：2016 年 9月 14日 

http://www.mdn.dz/site_c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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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有直升機執行航空任務 

 特別勤務憲兵 

 執行高風險罪犯運輸任務 

 重要人士安全維護 

 打擊恐怖主義 

 支援高犯罪率區域勤務 

 提供犯罪現場快速抵達、

協助處理治安滋擾事件及

一般監控任務 

 環境及重要遺跡保護 

 戰略要地之監視與防護 

 非法移民、走私、販毒等緝捕任務 

 進行相關軍事研究 

 

除上述任務之外，阿爾及利亞憲兵亦會參予執行聯合國憲兵相關勤

務，在世界各地協助執行和平維護任務，特別是在柬埔寨、海地及剛果

等地區。 

  

圖 2-149 阿爾及利亞憲兵戰技操演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TzsCH20f8M 

到訪日期：2016 年 9月 14日 

圖 2-150 阿爾及利亞憲兵宣傳海報 
資料來源：阿爾及利亞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9月 14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TzsCH20f8M
http://www.ceskatelevize.cz/ct24/sites/default/files/styles/scale_1180/public/1651187-p201412160270901.jpeg?itok=f39GLt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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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憲兵 

 (皇家武裝部隊，Gendarmerie Royale Marocaine) 

摩洛哥王國(Kindom of Morocco)位處北非，為一君主立憲國家。國

土面積 446,500平方公里，總人口 32,54.5萬，首都拉巴特(Rabat)，最

大城市為卡薩布蘭卡(Casa Blanca)，西文為「白色房子」之意，是國家

最重要的經濟中心，知名奧斯卡獲獎電影「北非諜影」即在此取景。1956

年 3月自法國的殖民保護中獨立建國，現為聯合國會員國之一。1984年，

摩洛哥為抗議西撒哈拉的領土主權問題，退出非洲統一聯盟

(Organization of Arican Unity，OAU 現非洲聯盟前身)，時隔多年後，

於 2016年遞交重返非洲聯盟的正式申請。185 

歷史沿革 

1906年，時值第 1次摩洛哥危機後，在

阿爾赫西拉斯召開的國際會議雖承認摩洛

哥為獨立國家，但同時應允法國、西班牙在

其境內有組織警察、維持治安的權利，其中

法國便在此設有駐摩洛哥憲兵團 (French 

Gendarmerie Legion of Morocco)。1912

年，法國強迫摩洛哥蘇丹簽訂「非斯條約」，

將 80%以上的摩洛哥領土劃為法國保護區，

同年又與西班牙達成共同化分摩洛哥的協

定。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間民族主義的聲

                                                      
185
 “Morocco officially requests to join the Arican Union”, African Union Website, 

<http://www.au.int/en>(檢索日期：2016年 9月 21日)。 

圖 2-152 摩洛哥憲兵 
資料來源：摩洛哥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9月 21日 

圖 2-151 摩洛哥憲兵網路首頁 
資料來源：摩洛哥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9月 21日 

http://www.au.int/en
http://www.ceskatelevize.cz/ct24/sites/default/files/styles/scale_1180/public/1651187-p201412160270901.jpeg?itok=f39GLto3
http://www.ceskatelevize.cz/ct24/sites/default/files/styles/scale_1180/public/1651187-p201412160270901.jpeg?itok=f39GLt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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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高漲，一連串的抗爭活動使得法國終於在 1956年同意廢除非斯條約，

同年西班牙也放棄其在摩洛哥北部占領的保護區。摩洛哥皇家憲兵便創

建於此時(1957年)，取代撤離的法國駐摩洛哥憲兵團，繼續維護公共安

全和執行法律的工作。 

法源依據 

摩洛哥憲兵具備軍法與司法

警察之身分，其職能主要規定於該

國 之 刑 事 訴 訟 法 （ Code de 

Procédure Pénale）與軍事審判法

（Code de Justice Militaire）

中。 

在司法警察方面，刑事訴訟法

第 20 條186明確規定憲兵具備司法

警察之身分。同法第 23 條187規定

憲兵受檢察官之指揮，在知有犯罪

發生時，應立即通知；第 25條188復

                                                      
186
 其原文係：”Ont qualité d'officiers de police judiciaire:1°les juges de paix, les 

juges du sadad et les officiers du ministère public près les tribunaux de paix ou du 

sadad;2°les officiers de gendarmerie, ainsi que les sous-officiers et gendarmes 

comptant au moins trois ans de service dans la gendarmerie et nominativement désignés 

par arrêté conjoint du ministre de la justice et du ministre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3°le directeur général de la sûreté nationale, les contrôleurs généraux de 

police, les commissaires de police, les officiers de police;4°les pachas et 

caïds;5°les officiers de police adjoints, les inspecteurs de police de la sûreté 

nationale comptant au moins trois ans de service en cette qualité et nominativement 

désignés par arrêté conjoint du ministre de la justice et du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187
 其原文係：”Les officiers de police judiciaire sont tenus de dresser procès-verbal 

de leurs opérations et d'informer sans délai le procureur du Roi des crimes et délits 

dont ils ont connaissance.Dès la clôture de leurs opérations, ils doivent lui faire 

parvenir directement l'original, avec une copie certifiée conforme, des procès-verbaux 

qu'ils ont dressés et tous actes et documents y relatifs; les objets saisis sont mis à 

sa disposition.Lorqu'il s'agit d'une contravention, les procès-verbaux et les pièces 

annexes sont adressés à l'officier du ministère public près le Tribunal de simple 

police.Les procès-verbaux doivent énoncer la qualité d'officier de police judiciaire 

de leurs rédacteurs.” 
188
 其原文係：”Les agents de police judiciaire ont pour mission:1°De seconder, dans 

l'exercice de leurs fonctions, les officiers de police judiciaire;2°De rendre compte à 

leurs chefs hiérarchiques de tous crimes ou délits dont ils ont connaissance;3°De 

constater, en se conformant aux ordres de leurs chefs et à la réglementation du corps 

圖 2-153 摩洛哥憲兵機車巡邏 
資料來源：摩洛哥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9月 21日 

http://www.ceskatelevize.cz/ct24/sites/default/files/styles/scale_1180/public/1651187-p201412160270901.jpeg?itok=f39GLt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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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憲兵職司犯罪之調查，應蒐集一切證據並逮捕犯罪人。在強制處

分權限方面，同法第 100調至 103調規定搜索扣押；第 104、105調則規

定逮捕權限。 

在軍法警察身分方面，軍事審判法第 23條189規定軍法案件之調查由

軍法警察負責，而同法第 25 條190即指出憲兵為軍法警察。同法第 27 條
191則規定其職權為回報軍法案件、蒐集犯罪證據、逮捕犯罪者。而具體的

搜索、扣押、逮捕等強制處分權限，依同法第 28條第 1項192，準用上述

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 

 

                                                      
auquel ils appartiennent, les infractions à la loi pénale et de recueillir tous 

renseignements en vue de découvrir les auteurs de ces infractions.” 
189
 其原文係：”La Police Judiciaire Militaire est exercée sous l'autorité du Ministre 

Chargé des Aimées.. Elle comprend:-les autorités investies des pouvoirs de police 

judiciaire militaire-les Officiers de Police Judiciaire Militaire-les Agents de Police 

Judiciaire Militaire.” 
190
 其原文係：” Lés Officiers de Police Judiciaire Militaire sent:Les Procureurs de la 

République près les tribunaux militaires;-les représentants du. Ministère Public, 

magistrat de l'ordre judiciaire désigné. conformément à l'article 8 ci-dessus;-les 

juges d'instruction militaire;-les Officiers de la Gendarmerie Nationale;-tout 

Officier de l'Armée ou de la Garde Nationale investi de cette qualité par le Ministre, 

chargé des Armées-les Commandants de Brigade de Gendarmerie-les Gendarmes nommés 

Officiers de Police judiciaire.” 
191
 其原文係：” Les Officiers de Police Judiciaire Militaire sont chargés de constater 

les infractions à la législation pénale militaire, d'en rassembler les preuves et d'en 

rechercher les auteurs tant qu'une information n'est pas ouverte.Lorsqu'une 

information est ouverte, ils exécutent les commissions rogatoires des juridictions 

d'instruction militairesIls défèrent aux réquisitions qui leur sont adressées.Dans 

l'accomplissement de leur mission, ils peuvent requérir la force publique.” 
192
 其原文係：” Sous réserve des dispositions particulières de la présente loi, les- 

Officiers de Police Judiciaire Militaire procèdent à tous les actes de police 

judiciaire notamment aux transports, perquisitions, saisies et en dressent procès-

verbaux en se conformant aux prescriptions de la Loi N° 62-66/AN-RM du 6 Août 1962, 

portant code de procédure pénale.” 

圖 2-154 賦予阿爾及利亞憲兵不同警察身分之法律 
資料來源：編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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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組織制 

摩洛哥皇家憲兵由國防部管轄，但在司法

警察任務方面，管轄權歸法務部；擔任行政警

察角色時，則歸內政部。在指揮編制上，摩洛

哥憲兵和法國相當類似，以地區憲兵和機動憲

兵互相搭配作為骨幹，遍佈於全國各地，並設

有若干特殊的專責單位。詳細的編制單位如

下： 

 皇家憲兵總部(General Headquarters of 

the Royal Gendarmerie) 

 地區憲兵(Territorial Gendarmerie)： 

為皇家憲兵執勤的中堅力量，編制上依序分

為 地 區 指 揮 部 (Regions) 、 憲 兵 連

(Companies)、和憲兵小隊(Brigades)。 

 地區指揮部 

為總部和地區憲兵間的橋樑，地區指揮部下轄數個連，如該地

區有港口或機場設施時，也統轄部分海軍或空軍憲兵。 

地區指揮官在管轄區域內代表憲兵指揮官行使職權，確保法律

遂行並統轄部隊行動。此外也與各司法、行政機關，以及政府各部

門合作執行任務。除了指揮部的參謀接受領導外，轄區域內之環保

小隊、特勤分隊、軍犬隊。 

 憲兵連 

各連由軍官指揮轄下數個小隊 

，直接對地區指揮官匯報。就值勤

範圍而言，1 個憲兵連約負責 1 個

省大小的區域；另憲兵連連長管理

部隊各重要事務，負責調派轄下如：

司法警察隊、機車排…等各單位執

勤，並確保其參謀團持續接受職務

相關訓練。 

 憲兵小隊 

由士官指揮，由約 15人組成；1個憲兵連中通常會有 3到 4個小隊

圖 2-155 摩洛哥憲兵徽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s://commons.m.wikimedia.org/wiki/F

ile:Royal_Morroccan_Gendarmerie.png 

到訪日期：2016年 9月 21日 

圖 2-156 摩洛哥憲兵博物館開放參訪 
資料來源：摩洛哥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9月 21日 

http://www.ceskatelevize.cz/ct24/sites/default/files/styles/scale_1180/public/1651187-p201412160270901.jpeg?itok=f39GLt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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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 

 機動憲兵(The Gendarmerie Mobile)： 

在編制上以小隊(Squadron)為基本單位，上設有小隊群，下設有

憲兵排(platoons)。機動憲兵並沒有固定的執勤區域，其任務以支援

地區憲兵為主，同時負責維持公共秩序。此外，機動憲兵是國土防衛

的預備力量，遇有緊急需要時藉指揮部調派，負責內部防禦。 

 海、空軍憲兵(Air and Naval Gendarmerie)： 

編制上分為海、空軍憲兵連及小隊，負責營區和相關設施的衛戍

勤務。此外，空軍憲兵亦在機場執勤，而海軍憲兵則是除了港口和海

岸的勤務外，也致力於監控漁業和打擊海洋汙染、非法移民…等問題。 

 特別單位： 

 榮譽衛隊： 

駐地在首都拉巴特，單位的核

心任務為護送與保衛摩洛哥

國王。 

 航空群： 

負責支援需要使用飛機之任

務。 

 特勤隊： 

由部隊精英人員組成，負責打

擊組織犯罪、海盜、和暴力行

為…等。特勤隊中還包含了一

些騎兵和傘兵單位。 

 學校與訓練中心： 

組成人員均為軍、士官，負責

皇家憲兵各類勤務技能的訓

練，包含單位有： 

1. 憲兵軍官學校 (L’Ecole 

Royale des Officiers de 

Gendarmerie, EROG) 

2. 馬拉喀什憲兵學校(Ecole 

de Gendarmerie Royale, 

Marrakech) 

3. 特馬拉(Temara)潛水學校 

圖 2-157 摩洛哥憲兵待命執勤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riadzany.blogspot.tw/2014/09/morocco-

ramps-up-border-security.html 

到訪日期：2016 年 9月 21日 

圖 2-158 摩洛哥憲兵車輛攔檢 
資料來源：摩洛哥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9月 21日 

http://www.ceskatelevize.cz/ct24/sites/default/files/styles/scale_1180/public/1651187-p201412160270901.jpeg?itok=f39GLt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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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航空訓練群 

5. 機車訓練中心 

任務職能 

摩洛哥皇家憲兵和諸多他國憲兵相當類似，雖為軍人身分，但同時

也肩負和平民相關的任務。同時受多個部會管轄的特性也顯示了其任務

的多元性，主要包括：確保公眾安全、維持秩序，以及執行法律…等。

大體而言，可依任務類型分為兩大類：193 

 警察勤務： 

 行政警察：  

一是負責維繫社會治安，任何情況下，法律律訂皇家憲兵執勤

時必須知會有關當局。在擔任行政警察角色時，除了出具由法律或

專案授權證明的官員之外，憲兵職權範圍內的行動是不容被拒絕或

干涉的；其二則是緊急情況的協助與救援任務，例如重大災害或協

助搜索飛機與船隻…等。 

 司法警察： 

由於人員的專業性、其可調用的資源，以及法律賦予的權責，

皇家憲兵在司法警察的領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檢察官和高等法

院刑事庭(Criminal Division at the Court of Appeal)的監督下，

由地區憲兵負責藉由蒐證和追捕罪犯以追查犯罪事實。 

 軍事暨軍法警察： 

                                                      
193
 摩洛哥憲兵官方網站，<http://www.fiep.org/member-forces/moroccan-royal-

gendarmerie/>(檢索日期：2016年 8月 16日)。 

圖 2-159 摩洛哥憲兵職勤 
資料來源：摩洛哥憲兵官網，到訪日期：2016年 9月 21日 

http://www.fiep.org/member-forces/moroccan-royal-gendarmerie/
http://www.fiep.org/member-forces/moroccan-royal-gendarmerie/
http://www.ceskatelevize.cz/ct24/sites/default/files/styles/scale_1180/public/1651187-p201412160270901.jpeg?itok=f39GLt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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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警察職能為國防部長管轄之範疇，內容包括軍紀維護、保

護部隊及維持軍民關係良好；也因為如此，軍事警察職能也是各部

隊指揮官的權責之一。 

此外，當犯罪案件的類型屬軍事法庭之職權時，國防部有權做

出審判；皇家憲兵會協助調查，負責發掘、蒐集證據，逮捕罪犯並

將其送上法庭。同時，如同作為行政警察角色時一般，憲兵在執勤

時亦須知會相關的權責單位。 

 國防任務： 

在承平時期，皇家憲兵除了負責監控和護衛易受襲擊的地點外，

也參與後備動員及教召的準備。而到了戰時，也將肩負起更多的任

務，包含： 

 協助部隊緊急動員 

 情報研析與傳送 

 戰場警察任務 

 部隊運輸的組織與護衛 

 

 

  

圖 2-160 摩洛哥憲兵閱兵 
資料來源：轉引自 http://l7.alamy.com/zooms/c667f33a28d74349a32e37478debbe32/epa00712419-moroccan-king-

mohammed-vi-reviews-a-regiment-of-the-royal-fhfp57.jpg 

到訪日期：2016年 9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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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瓦濟蘭憲兵(軍事警察，Military Police) 

史瓦濟蘭王國(簡稱史國)位於非洲南部之內陸國，北、西、南三面為

南非共和國所包圍，東北面與莫三比克為鄰。其領土占地約 17,400平方

公里，人口 129.8萬，首都墨巴本(Mbabane)。 

歷史沿革 

現今史瓦濟蘭憲兵源起英國殖民時期(1902 年) ，大致區分為 3 個

演進時段，分述如次： 

 第一軍事事務革新(1902-1973) 

從 19 世紀到 20 世紀期間，史瓦濟蘭並未

有現代化軍事設備與建軍規劃，這時期的史國

建軍計畫是沿襲傳統武士系統，由配有長矛的

武士負責史國安全。然而在波爾戰爭獲勝後，

英國順利取得史瓦濟蘭的殖民權，英國於 1902

年終結史國武士系統，並在此同時進行軍事事

務革新，改善史瓦濟蘭的軍事國防能力。 

英籍軍官柯里頓（Robert Coryndon）於

1907 年提案並主導改善史瓦濟蘭的軍事國防

能力。值得注意的是，英國在此時期所提及的

國防能力，其實是指警察武力並非軍事武力。

科里頓籌組機動警察隊（PMU），並且指導規劃

這支隊伍其境內安全、邊境安全與殖民地總督

等任務。英國希望透過此提案，不僅能夠維護

殖民地之國土安全，另一方面也確保英國在史

瓦濟蘭的利益。 

機動警察隊是史國第一支配有現代化武器的武力部隊，也是第一支

脫離傳統武士訓練系統，並且接受英國軍事教育訓練的隊伍。根據當時

英國科里頓軍官的規劃，機動警察隊的籌組是根據「準軍隊」的架構下

進行，但是該隊伍保護的是英國殖民地的利益，並非史瓦濟蘭的利益；

隨著史瓦濟蘭脫離英國並且成功獨立建國之後，機動警察隊也隨之走入

歷史。 

圖 2-161 史瓦濟蘭憲兵服裝 
資料來源：http://afpc.mnd.gov.tw/ 

到訪日期：2016年 9月 29日 



  

  213   
 

 第二次軍事事務革新(1973-1977) 

1973 年 3 月 15 日，史瓦濟蘭國王索戶查二世頒布籌組史瓦濟蘭皇

家防衛隊（Royal Swaziland Defence Force）的命令，這是史國第 2次

進行軍事事務革新，並且該軍隊係以保護史瓦濟蘭王國之利益為最高指

導原則。近年來，史瓦濟蘭國王索戶查二世一手主導史國軍事組織架構

與建軍計畫，並提出「雙軌武力」藉此保護王室與國家安全；其中史瓦

濟蘭國皇家防衛隊的雙軌武力分為兩支隊伍：（1）常規軍隊，此軍隊人

數不多，但是服役年限長，是保護史國王室的主要部隊；（2）兼任部隊，

此隊伍服役年限僅半年，接到徵調令之史國公民必須接受教育與訓練，

並於結訓後歸建至後備部隊；根據索戶查二世國王的規劃，兼任部隊僅

用於急難救助或者國家涉入大規模戰爭。 

 第三次軍事事務革新(1977-至今) 

為改進雙軌武力衍生的問題，史國

於 1977 年進行第 3 次軍事事務革新。

1977年史瓦濟蘭防衛隊（Umbutfo）成

立，此軍隊係以陸軍為骨幹、空軍為支

幹。史瓦濟蘭防衛隊效忠於史瓦濟蘭國

王，雖皆受總指揮官的統御，但是史國

國王享有在軍隊指揮位階與軍隊統御

權最高權威，因此不會發生雙重領導的

問題。 

史國採國際合作進行第 3次軍事事

務革新有 3大主軸：（1）軍隊改組，將

史瓦濟蘭皇家防衛隊重組為史瓦濟蘭

防衛隊；（2）軍事法（Army Code），該

法再次強化國王享有軍隊統御權；（3）

國際合作，積極地與中華民國、英國、

美國、以色列、南非與肯亞等盟國進行

軍事訓練合作，並正式組建憲兵部隊。
194 

                                                      
194
 史瓦濟蘭軍事事務革新

<http://m.blog.sina.com.tw/wang8889999/article.php?entryid=583400>(檢索日期：2016年 9

月 29 日)。 

圖 2-162 史瓦濟蘭憲兵執勤 
資料來源：史瓦濟蘭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9月 29日 

http://www.ceskatelevize.cz/ct24/sites/default/files/styles/scale_1180/public/1651187-p201412160270901.jpeg?itok=f39GLt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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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史瓦濟蘭之憲兵具備軍法與司法警察之身分，其職能主要由刑事訴

訟法（修正草案）及軍事審判法（修正草案）所規範。 

目前該法案刻正修訂(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是故未來在

司法警察身分方面，刑事訴訟法第 1 條規定憲兵為司法警察，同法第 2

條則規定司法警察概括之刑事犯罪調查權，具體的強制處分權限方面，

同法第 3條規定搜索、扣押權；第 4條則規定其逮捕、拘禁權限。 

而在軍法警察身分方面，軍事審判法第 1 條規定軍法案件之調查由

軍法警察負責。同法第 2 條則規定其職權為回報軍法案件、蒐集犯罪證

據、逮捕犯罪者。而具體的搜索、扣押、逮捕等強制處分權限，依同法

第 3條，準用上述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 

組織編制 

史瓦濟蘭憲兵隸屬於國防軍防衛隊(USDF)，並由現階上尉憲兵隊長

指揮統御。由於目前該隊屬於初創時期，故未來組織架構上會等同王家

衛隊(R.G.)，將指揮層級提升至准將，另值得一提的是，該國所有人事

任命權均由國王掌握，因此國王得以隨時調整組織編裝，即明示該國雖

然有法律的存在，但所有事務之決定權仍取決於國王。 

                                                      
 

圖 2-163 賦予史瓦濟蘭憲兵不同警察身分之法律 

來源：編者自繪 



  

  215   
 

現今史瓦濟蘭憲兵編制約 1 個連，預估未來會擴編約 1 個營以符合

新型任務需求，包括反恐、鎮暴…等。 

任務職能 

史瓦濟蘭憲兵透過國際合作方式於 2016年進行職能提升，並將訓練

成果以勤務執行實施驗證，未來將透過持續性合作模式強化諸如「要員

保護、重要物資、設施及營區和管制區域之護衛」等職能，目前該憲兵

負責其主要任務包括：  

 護衛勤務 

 特種勤務(內衛區安全) 

 執行禁閉處分 

 交通管制(新增)  

圖 2-164 史瓦濟蘭憲兵組織圖 
來源：編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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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5 史瓦濟蘭憲兵執勤 
資料來源：史瓦濟蘭憲兵官網 

到訪日期：2016年 9月 29日 

http://www.ceskatelevize.cz/ct24/sites/default/files/styles/scale_1180/public/1651187-p201412160270901.jpeg?itok=f39GLto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