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講 

警察政策導論 

學習重點 

警察政策是一門實質的政策研究領域，是銜接警察學理及警察

實務的學科，也是問題取向的學門，以解決「具公共性的警察問

題」為發展之目標。換言之，就是在警政議題的領域內「發現問題與

解決問題」，然要以何種方式「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學者便依據不

同之研究方法，進而提出各自不同之主張，以進行系統性之分析
1
。 

本講選錄的案例，可歸納其體系如下： 

一、公共政策與警察政策 

二、政策分析（政策分析人員提出建議的過程） 

（一）以問題為中心 

（二）以市場機制為中心 

1. 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 

2. 解決失靈的政策工具 

三、決策模式（決定方案的思維及邏輯） 

（一）理論模型（政治學觀點） 

（二）決策途徑 

1. 6 種模式 

2. 2 種典範：理性模式及漸進模式 

四、政策重要參與者 

（一）民意 

（二）媒體 

（三）利益團體 

                                                      
1  關於政策分析的各種理論，可以參照 Peter Knoepfel 等，曾健准譯，公共政策

分析，2021 年 6 月，初版，頁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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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公共政策與警察政策之意義 

何謂公共政策與警察政策？ 

 

（一）公共政策之意義 

1. 學者對於公共政策之定義 

2. 公共政策之三大特性 

（二）警察政策之意義 

1. 警察政策之意義 

2. 警察政策之特殊性 

(1) 警察政策之研究有其範圍 

(2) 警察政策之研究有其專業 

 

［解析］ 

1930 年代由於國家干預而興起的「政策」一詞，通常用來具體

描述不同行業或是區域裡產生的問題，如能源政策、社會公共政策

等
2
。而現今學者對於「政策」之定義，多係指政府、各組織或個人

為實現目標而訂立的計畫或準則：包含一連串經過有規劃、有組織

的行動或活動。警察處於社會結構之一環，所為之政策，必然會受

到許多社會參與者及其環境的影響，如政治及組織文化、公共輿

論、菁英的態度、政黨、利益團體、民意代表及警察行政人員等
3
。 

承上，從民主國家三權分立的角度來看，警察隸屬於行政體

系，循行政指揮體系自不待言；而警察所據以執行的法律、用以維

持組織運作的經費，亦需經立法機關的立法程序
4
，而法規範的制

                                                      
2 Peter Knoepfel 等，曾健准譯，公共政策分析，2021 年 6 月，初版，頁 23。 
3  鄭智仁，政黨政治對警察政策形成之影響─以台北市為例，中央警察大學行

政警察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頁 2。 
4 關於立法程序的介紹，可以參照以下二書：羅傳賢，立法程序與技術，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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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施行、適用、修正或廢止（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條參照），都會

影響警察政策，並影響警察的業務範圍或勤務方式；預算經費的充

足與否，更直接影響警政工作所能運用的資源；至於，與司法體系

的互動，特別是司法實務對證據評價及偵查程序上之見解，也會影

響警察犯罪偵查的方式
5
。 

關於「警察政策」之意義，可藉由對於「公共政策」之認識，

分析其與「警察政策」之異同，進而精確地掌握「警察政策」之意

義及內涵。 

（一）公共政策之意義 

公共政策，緣起於 1951 年 Lasswell 與 Lerner 合編著作《政策

科學：範疇與方法之最新發展》，提出「政策科學」（亦可稱為公共

政策、政策研究、政策倡導）之概念，而成為公共政策發展之濫

觴。現今，有學者更指出，公共政策是政治行政機關用來處理政治

上無法讓人接受的社會現實手段，這樣的形容，更是鮮明又貼近多

通念
6
；至於，公共政策之實質意涵為何，可分述如下。 

1. 學者對於公共政策之定義 

(1) Easton：政府就社會價值所作之權威性分配。 

(2) Dye：政府選擇作為或不作為之行動。 

(3) Anderson：一個或一群行動者為處理問題或其關注的議

題，進而採取目的性的行動或不行動。 

(4) 吳定：政府為解決某項公共問題或滿足某項公共需求，決
                                                                                                                                  

年 7 月，六版；周萬來，議案審議：立法院運作實況，2019 年 11 月，五版。 
5  林仕宜，從公共政策理論看我國警政策略的形成—以家庭暴力防治法及台北

市政府警察局社區警政方案為例，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0 年，頁 1。 
6 Peter Knoepfel 等，曾健准譯，公共政策分析，2021 年 6 月，初版，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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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作為、不作為，及如何作為之相關活動
7
。 

2. 公共政策之三大特性 

綜上，可以得知公共政策有三大特性，分別為：政府機關所制

定的、問題導向的、有計畫性的行動。於此，可知公共政策之意

義，應為政府於其所在之政治及社會接合面上，對於其認定之公共

問題或公共需求，決定作為或不作為之權威性價值分配活動，以解

決特定的集體問題為主要目的
8
。 

（二）警察政策之意義 

1. 警察政策之意義 

承上，透過對於公共政策之定義，可認為警察政策之意義為：

警察機關於所處之不同社會情境上，就其認定關於治安、交通之問

題或需求，決定作為或不作為，以及如何作為之權威性價值分配活

動，以解決特定的治安、交通問題或需求為主要目的。 

警察機關以各種相關活動表示警察政策的內涵，如制定警察相

關法律、訂定警察命令、作成警察處分、締結警察行政契約、確定

警察行政計畫、實施行政指導（行政程序法第 2 條第 1 項所例示之

行政程序）及提供服務（如護鈔、犯罪預防宣導）或產品（如線上

的警政 APP或實體的犯罪預防宣導品）等9
。 

2. 警察政策之特殊性 

至於，為何會將警察政策獨立出來，而成為一個獨特的政策模

式，可從以下 2點分述之： 

                                                      
7  吳定，政策管理，2003 年 9 月，初版，頁 4。 
8 Peter Knoepfel 等，曾健准譯，公共政策分析，2021 年 6 月，初版，頁 24。 
9  章光明，警察政策，2018 年 9 月，三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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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警察政策之研究有其範圍 

警察政策為公共政策之一環，然此領域所欲處理之議題，應為

警察依據其法定任務所涉之「具公共性的警察問題」。而依據警察法

第 2 條及相關學說見解，應為社會上與「公共安全與秩序維持10
」

有關之範圍。故警察政策有其範圍（管轄權）之界線；反之，公共

政策則無此界線，舉凡任何政府部門所訂的政策，均得為公共政策

研究之範疇。 

(2) 警察政策之研究有其專業 

公共政策的研究可分為一般性與實質性的研究。一般性的研

究，專注於公共政策的過程與研究途徑，是概念上、通案性的研

究；而實質性的研究，對於特定領域必須具備較高的專業能力，以

警察政策為例，不僅要有公共政策的基礎，可能還需要具備警察法

學、刑事法及犯罪學相關的背景。 
  

 

 

 

                                                      
10  關於我國警察法及警察任務之評析，可以參照洪文玲，警察法之檢討與展

望，警察法學與政策，創刊號，2021 年 5 月，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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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以解決問題為中心的政策分析─關於市場失靈與

其矯正之方式 

何謂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市場失靈的主要原因有那些？

政府可採取那些政策措施，以矯正市場失靈的狀況？試分別回答

之。 

（102 高考三級） 

 

（一）市場失靈之定義 

1. 市場機制 

2. 市場失靈 

（二）市場失靈之原因 

1. 公共財問題 

2. 自然獨占 

3. 資訊不對稱 

4. 外部性 

（三）市場失靈矯正方法 

1. 政府機制 

(1) 必要性 

(2) 自主性 

(3) 職能性 

2. 政策工具 

(1) 回歸市場（競爭）精神 

(2) 改變誘因的稅制與補貼政策 

(3) 制定規則 

(4) 運用非市場機制提供產品 

(5) 社會保險與保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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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一）市場失靈之定義 

1. 市場機制 

Weimer & Vining於《政策分析：概念與實踐》一書，從經濟學

完全競爭的自由市場機制切入公共政策，作為解決公共問題的機

制，市場在以個人為中心的理性基本假定上，使供給及需求得以透

過市場機制中「看不見的手」，也就是交易行為中的價格、資訊、競

爭等概念與供需法則，達到最佳化—供需平衡的「柏雷托最適境

界」（Pareto Efficiency）11
。 

2. 市場失靈 

惟在現實生活中，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市場可能有無法自行控

制、運作的情形，使市場無法完全自由競爭，無法達到供需關係及

資源配置的理想狀態，此即為「市場失靈」之現象。此時須有政府

機制介入解決，政府藉由制定各種公共政策，介入資源分配的過

程，提供財貨或服務，規範市場之運作，保障並促進資源分配過程

的公平與公正
12
。 

（二）市場失靈之原因 

Arthur Cecil Pigou 在《福利經濟學》一書提出，要使經濟福利

增加，就必須使生產資源在各個生產部門中的配置達到最優狀態，

也就是邊際私人淨產值與邊際社會淨產值相等。但現實中因為下

列幾項因素，造成資源配置未達最優狀態，引起學者們所說的市

                                                      
11  章光明，警察政策，2018 年 9 月，三版，頁 8。 
12  吳定，政策管理，2003 年 9 月，初版，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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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失靈
13
。 

1. 公共財問題（public goods） 

公共財係相對於私有財而言，在本質上具有非排斥性、非對立

性、擁擠性、不可分割性等特性
14
，使得未消費的人有「搭便車效

應」的行為。其「非對立性」，係指該財貨具有不可分割性，也就是

無法分割消費，不因與他人共同消費該財貨，而使之品質降低；而

「非排斥性」，則指無法排除他人使用的特徵─他人是指沒有付出

報酬或費用之人。 

因此，在消費者部分，因為供給者沒有辦法向消費者收取消費

或使用服務的報酬（或費用），加上其多具大量外部經濟，誘發消費

者搭便車的免費消費心理，消費者傾向於不願意承擔生產公共財的

生產成本；在供給者部分，由於無法向消費者收取代價，故供給者

沒有提供公共財的誘因，此即為「公共財問題」。  

而國防、國慶煙火表演、快速道路及警察相關的活動等類型

（類型化的分類請參考下圖
15
），通常多具有公共財之特性，消費者

對這類產品或服務同樣有需求，但卻無供給者願意生產提供，進而

使市場無效率。 

                                                      
13  周伶娟，台灣教科書之市場失靈─教科書共同供應採購制度之檢討與建議，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碩士學程碩士論文，2009 年，頁 5。 
14  吳定，政策管理，2003 年 9 月，初版，頁 38。 
15  周伶娟，台灣教科書之市場失靈─教科書共同供應採購制度之檢討與建議，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碩士學程碩士論文，2009 年，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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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獨占（natural monopoly） 

指進入某市場之成本過高，使一方廠商有競爭優勢，或產業固

定成本太高等，使其他廠商無法或不願投入競爭之情形。原有的廠

商藉由規模或競爭優勢能獨占市場，因而無法形成競爭，最後形成

獨占情形，市場供需平衡機制則無法正常運作。 

如我國提供 5G 服務的電信業者、石油產業、eTag 或傳統雜貨

店之於連鎖的便利商店等。  

3. 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 

在完全資訊下進行交易，是市場機制的前提，使消費者得以藉

由足夠的訊息與專業知識，判斷產品或所接受服務之數量及品質是

否合理，但實際的經濟活動中，買賣雙方對同一商品的訊息獲得並

非完全對等，因此產生資訊的不對稱。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資訊不

足造成交易成本提高，可能使消費者蒙受損失，使得消費者處於交

易劣勢，導致市場失靈。這類的問題，常見於食品及藥物的成分標

示上，或是企業所提供的定型化契約中之約款
16
。  

                                                      
16  定型化契約是隨著近年來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消費時代下之產物，事業透

過單方面訂定之契約條款，使較不具有談判能力的交易相對人僅能同意、附

合事業所訂定的定型化契約條款，而節省事業在締約時所花費之時間、人

力。但因為交易相對人多半是不具有談判能力的消費者，因此在契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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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部性（externality） 

指「在不經由市場價格傳遞下，個人經濟活動直接影響他人福

利的現象」，亦即生產者或消費者的行為影響到第三者的福利。外部

性係指某一經濟主體之行為，影響其他個體的效益或成本之現象。

某些市場或政策會對外界產生外溢效果，亦即對外部產生影響。外

部性可能是正面的影響，為外部效益；亦有可能是負面的影響，為

外部成本。 

如從事傳統戲曲等工作，將有助於傳統文化傳承，為外部效

益；公共遊樂場所的廠商進駐使人潮湧入，可能造成新的治安顧慮

場所，為外部成本之問題
17
。 

（三）市場失靈矯正方法 

1. 政府機制 

當市場機制無法解決公共問題，此時即須透過政府機制介入調

和。從公共政策的角度觀之，作為集體選擇的政府機制，具有以下

的 3項特性18
： 

(1) 必要性 

當市場已不能解決問題，民眾求助無門，政府機制即有介入

必要。 

                                                                                                                                  
中，有時可能出現許多不合理之契約條款，若消費者無法就該等條款進行談

判、又未事先充分預見，即有可能受限於定型化契約條款中之不合理約定，

而無法保護己身之權益。關於資訊揭露與公平交易法更完整的介紹，可以參

照牛曰正，資訊揭露與公平交易法─以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為核心，公平交

易季刊，第 20 卷第 4 期，2012 年 10 月，頁 123。 
17 周伶娟，台灣教科書之市場失靈─教科書共同供應採購制度之檢討與建議，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碩士學程碩士論文，2009 年，頁 8-9。 
18  章光明，警察政策，2018 年 9 月，三版，頁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