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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前保一總隊總隊長陳禮中先生 

公 道 自 在 人 心 

整理：阮清陽 葉建華 黃明凱  

警察生涯四十年，官拜三線三星竟自認有

三十八年枉度，是為什麼？在警界，他嫉惡如

仇、愛憎分明，作風強勢、擇善固執，勇於任

事，戮力以赴，他是前保安警察第一總隊總隊

長陳禮中先生。 

陳禮中先生，湖南省邵陽縣人，民國卅八

年隨父親流亡離鄉，自越南富國島到臺灣，年

少刻苦求學，四十八年進入中央警官學校正科

廿八期就讀，六十四年赴美國西北大學交通學

院深造。曾任臺灣省警政廳首席副廳長、保四

總隊總隊長、彰化、澎湖、雲林等縣警察局局

長、警政署教育組長等警政要職。平時好學不

倦，取得教育部審定合格講師與副教授資格。

結合實務和理論，將他數十年的警務經驗，化

為文字，著有「少年警察工作概論」、「臺灣

都市交通問題之研究」、「優質管理--大器人

生」、「人際大挑戰」及「贏在恰到好處」等

書。以下是警政署政風室所作的專訪。 

少年顛沛  矢志出頭天 

我們家鄉對警察的印象很差，但是對軍人

的印象非常好，所以說無湘不成軍，我從小也

是受這個影響。四十二年從越南富國島隨著父

親回到臺灣，他官拜中尉排長，被分派到臺東

太平榮家服務，薪俸不高。所以沒有錢讓我讀

書，但是在我的堅持之下，才允許我到臺東中

學插班讀初中二年級，後來公費轉讀員林實驗

中學（大多數是流亡學生），土木科畢業又考

上大學肄業一年，才進警官學校。在這段時間

父親為我讀書籌措學費及零用金，特地跑到臺

東糖廠去當警衛，餐風露宿，一個快六十歲的

人那能熬過那種辛苦的日子，因此曾兩度中

風，讓我感到最難過與感恩。 

四十七年考上了大學，以當時的經濟狀況

是不可能讀私立的，卻在老師及同學的鼓勵之

下，去讀了淡江數學系。在此特別感謝曹如初

同學，他是位退伍軍人，當年和我一起回臺灣，

他鼓勵我讀淡江大學，並把他僅剩的退休金幫

我繳了第一學期的學費，這份珍貴的情誼讓我

永遠刻記銘心，難以回饋。 

由於讀淡江大學每一學期都要去籌二千多

元的學費，我無法負擔，翌年才選擇報考警官

學校。經過四年的警察教育訓練，畢業後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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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警官做起，歷練不少職務，幫助我快速成長，

最後我慶幸自己選擇警職生涯是正確的。 

由於年少時是在越南，生活很困頓流離，

但是現在回想起來，這段歲月也造就我能吃

苦、耐勞、獨立、負責、剛直、坦率、固執倔

強、善良熱心的個性，讓人又恨又愛。 

我五歲失去母愛，由父親一手帶大，他鼓

勵我要多讀書將來出人頭地。因此我在父慈嚴

教的傳統家教薰陶下，不斷努力，主動積極奮

發向上，求新求變、鞭策惕勵自己。雖然我今

日的官階不算什麼，但以我的背景，已可告慰

祖先與知足了。 

勇於任事  專業受肯定 

在我公職生涯中沒有什麼事績是值得驕傲

的，因為我認為公家的事都是我應該做的，不

過現在回憶以前所作所為，有些是足得自慰

的。例如從公館臺灣大學羅斯福路新生南路

口，一直到師大分部的「調撥車道」是我在臺

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隊長任內時設立的。當時警

察局長是顏世錫先生，為了調整整個行車流量

與流速並確保行車安全，我連續一個月親自坐

在放圓錐筒的車輛後面，看著圓錐筒一個一個

放在定位，而開創了臺北市的單行道基礎。又

如我在公路警察局當第一隊隊長時，中山高速

公路林口交流道剛通車一年，由於南往北向四

十公里至三十八公里之間的轉彎路段，車禍頻

傳，經我仔細分析原因發現該路段缺失有四：

１.曲線半徑太短，２.沒有重車專用道，３.沒

有路燈，４.中央分隔綠樹無法阻礙對向出線車

的衝撞，經建議改進後，大幅降低車禍與生命

財產的損害，這是一件無形的功德，值得自我

安慰。 

講到高速公路就讓我想起了一件案件，那

是我在公路警察局隊長任內發生的，當初公路

局的國光號部分是租用民間遊覽車，有一次我

休假回南部，晚間新聞報導高速公路上一輛被

公路局租用的遊覽車未保持安全距離及超速，

追撞一部卡車，並且卡入卡車車體中二、三公

尺，造成三個人死亡、十餘人受傷的重大車禍。

我立即銷假趕回隊部，在車上我一直在思考，

兩部車同方向行駛，遊覽車怎麼會卡入卡車後

車體呢？經過現場查看並重新約談已交保的卡

車司機與捆工等人，詳細偵訊後才發現原來是

前面的卡車司機停在快車道上，撿拾掉在路上

的大塑膠水桶，而且還把手剎車拉起來，導致

後面的遊覽車司機剎車不及，就發生撞擊。我

們將新的偵訊筆錄移送到桃園地檢署，而檢察

官傳我問話，「陳隊長你是不是為了維護公路

局的權益，才把筆錄整個翻轉過來？」我回答

說：「我是警察，對這件死亡車禍，我有責任

查明真相，主持正義，對死傷者才是公平的。」

這句話，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很心安理得。 

官階愈高  愈要謙卑 

在工作上，我感到最難過的是長官間的人

事鬥爭遷怒到部屬，這是不公平的。我是歷任

臺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隊長中惟一被記大過留隊

察看的，所幸我遇到英明的好長官，對我的前

途沒太大影響。這件事就是「秘雕案」，秘雕

是基隆市一名計程車司機的綽號，他因為交通

警察開罰單不公，憤而檢舉一些陋規事情。當

時我就任臺北市交通隊大隊長約二個月，就接

到有關單位交辦本案。也許我是初生之犢不畏

虎，很努力去查，但是沒有確實的證據而且當

事人也不承認，我只好在六月將全案簽報上

去，簽請將當事人記大過並外調。由於長官間

的人事傾軋情結，導致本來「我是抓賊的人，

卻反而變成賊」，雖然有向上級說明但未獲得

採信，我感到非常委屈與不公平，耿耿於懷，

至今我覺得某些有權的長官非常昏庸無能。記

大過三年後，顏世錫先生出任臺北市警察局局

長，他保薦我擔任大同、大安等分局長，後又

調升澎湖縣警察局局長。羅張先生接任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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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蒙惠他的關愛與提攜，先後四次調升我的

職務。在歷任這些職務過程中，感受最深的有

下列數點：１.長官是決定你的未來主導者，２.

做一個受尊重的領導者，務必謙和、守正與誠

信，３.率直的人不太受長官歡迎，４.不要害

人但要學習忍耐被人害。 

以身作則  持正交心 

當公務員要任勞任怨任謗，要如何避免被

謗呢？那要看是什麼人謗你。好人謗你，你要

自我檢討，還要感謝他。壞人謗你，可能是利

益衝突，基於人性面的謗是無法避免的，就像

有人到上級長官前面告我的狀，這類情形是很

難防範的，所以現在的主管很難做，好比要馬

兒好，又要牠不吃草，那有績效表現呢？現在

帶部屬如果自己不持正、不交心，又一派官僚。

那你會活在痛苦中。不過「人之常情」的事，

不要吹毛求疵，如有特殊的地方，可以面對面

的溝通，增進互動，定有助益。 

在觀光風景區當主管常會有同學、長官或

同事來訪，往往必須自掏腰包接待，次數太頻

繁會造成很大的負擔，也可能因此衍生風紀問

題。如果是自己的同學，有份私人感情接待他

們是無可厚非。如果是長官的朋友請你接待花

費不貲，你能向長官要錢嗎？如果吃便當又顯

得太寒酸給長官沒面子，所以接待的人非常為

難。如果你這個長官有同理心，不要部屬花大

錢，那接待人會謝主隆恩。不然，也只能忍氣

吞聲，冒一下風險了。如此還談什麼尊嚴呢？ 

堅持操守  自律甚嚴 

一生中影響我最大的長官是孔祥華先生及

季發祥先生。我在礁溪分局當分局長時，孔祥

華先生是宜蘭縣警察局局長，議會議員一直質

詢我，在他召見我時說：「禮中，你要堅持下

去啊。」我聽了這句話，給我很大的鼓勵，使

自己建立信心，堅持操守到底。季發祥先生是

公路警察局局長，他提拔我接任公路警察局隊

長，在面談的時候，他說「我打聽過你的操守

很好」。他給了我肯定與激勵，也影響到我後

來行為的發展－「把人際關係弄得很狹窄，生

活過得好不愉悅啊！」  

十七年前，那個仍處於戒嚴的年代，我在

臺北市當大安分局長；某夜，警員查獲職業賭

場，其中一個年輕賭客自稱是分局長的親戚，

警員不敢怠慢，趕緊上報，我接到通報下樓瞧

個端倪。在分局的中庭，我的表侄才剛脫口一

聲「表舅」，我非常氣憤並對裁決的警員說：

「別人關三天，他關七天」，掉頭就回辦公室，

但是心裡好不自在。好在那年頭，違警罰法還

沒廢除，它賦予警察極大的裁量權，對賭客可

以裁處拘留三天至七天不等，全看分局長的意

思。可是刑警看在眼裡，無不暗自吶罕，「這

個分局長瘋了，大夥可得小心點」。風聲很快

傳出，員警們確定他們先前風聞的消息沒錯，

這個長官脾氣火爆、公私分明；現在又多了個

體認：此人六親不認，惹不得。 

由於我辦事中規中矩又不會偽裝，只要遇

到不合法的事，行為的自然反應會讓對方感到

無法迴轉。所以在我的人際網路上障礙重重，

等到相互瞭解後，可是已成事實，覆水難收了。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警察是個大家庭及大團隊，甚至生死與

共，在工作上互相支援。在這個大家庭一定會

有很多包伏，工作上的協助、生活在一起、朋

友、官校的情感等。而當涉及到同仁的升遷、

獎懲或調查案件時，往往很難避免人情包袱，

但是如果偏心那就不行。你的朋友如果諒解

你，還可以繼續做朋友；如果不諒解你，不管

你做得怎麼樣也沒有用。建立在利益關係上的

友情，這種朋友不會太長久，因為做什麼事情

他都要求回饋。幫助同學做的每一件事情，在

別人眼中都會認為你不是純粹，而是利益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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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把簡單的事變複雜。即使要對他說清楚，

他也很難諒解。因此「同理心」的建立是我警

察同仁的倫理標竿。 

我的志趣是辦教育 

我從警一生的唯一遺憾，就是未能當上警

察專科學校的校長。在外勤單位衝鋒陷陣多

年，基層同仁所顯現的一些心態與毛病，我都

瞭若指掌。我曾寫信向長官毛遂自薦，可是那

些長官們把這個職位當成是一項酬庸，不考慮

他的職能。所以警察的執勤能力差，沒有績效，

缺乏歸屬與認同感。這些都歸責於警察教育。

我們都知道警察勤、業務的執行，完全靠基層

警力，而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基層員警皆出自

警察專科學校，若警校的教育基礎、訓練方針

無法制定周延，加上員警觀念不正確，處事方

法也就不上道，那麼走出校門後，必將無法落

實任務執行。這是我想到警專的主要用意，也

是我個人的理念，就是想訓練員警在思維、觀

念上加強，如果能完成思考邏輯能力的訓練，

完成使命易如反掌，事半功倍。 

現行官警兩校的教育是在消耗時間、人力

和經費，以前怎麼做，現在還是怎麼做。其實

以前和現在不一樣了，許多狀況也不一樣，許

多地區的特性也不同了。授課的人，缺乏專業

性的素養，畢業後的學生到了工作崗位，不知

從何做起，也不懂得如何做。實務與課堂上所

教的有一大段距離。有人問警察教育部分課目

可否委外辦理，我絕對贊成（如共同科目）。 

警察有許多的問題，必須從基礎做起。基

層的問題是由上而下，不是由下而上。學生畢

業前告訴他做什麼事？如何去做？不要只曉得

搞公共關係，放著治安去亂，警察那有前途呢？ 

警察工作  永無休止 

警察要處理的問題比法官、檢察官或軍人

還要複雜，因為他們是處理整個面的問題，如

果你想要卓越，那必須走在問題的前端，凡事

要預先作業，如此才跟得上時代、跟得上長官。

否則即使整天二十四小時不眠不休累死了也做

不完，也只會耗費許多時間。在資訊發展快速

的今天，你若不掌握時代脈動，那就會成為瞎

子與聾子，辦不了事情。所以，懂得「想問題、

看徵兆，這才是成就的基本」。 

警察的事情和問題太多了，你給他再高的

物質待遇，也扺不上十分之一的精神鼓勵，因

為他沒有感覺到以在這個位子上為榮。做長官

的不能只是搞關係，要去研究及了解如何解決

相關問題的方法，「教育」與「要求」是長官

的責任，不要輕忽它的重要性。 

警察局首長以下幹部的定位，應該是「管

理者」而非「領導者」。我發現過去傳統由上

而下的威權作風，如今仍存在於大部分「領導

者」的心目中，以致養成警察被動的心態。例

如說，基層派出所應該注重的是「建立良好的

警民關係」、「治安調查」及「人民安全」，

如今，派出所的執勤人員卻被動地等著各項「競

賽」，使基層失去活動的能力，沒有前瞻性視

野。警界的問題並非加薪、提高階級就能解決，

而是要看得長遠，反求諸己，建立榮譽心。尤

其在上位的要做個好榜樣，當一個標竿，如此

才會有良好績效出現，可是如今的情勢似乎變

質了，將原先的榜樣，反倒成了汲汲營營的另

一種標竿。 

致仕還鄉  妥善規劃 

我曾經參加托福與留學考試才到美國西北

大學研究了一學年的書，但我的英文根基很

差，可是為了前途，也只好硬著頭皮每天都讀

一、二小時。現在我還在唸英文是為了便於與

孫子們溝通，可是年紀大了已力不從心了。不

過能多讀書會讓頭腦更清醒，判斷力加強，不

會癡呆，尤對心靈改造很有幫助。 

退休以後實際的生活與先前規劃落差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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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退休後曾在你周邊很親密的人事物現在都

消失了，肯定的也變成否定了，感覺人情好勢

利啊！真是「此一時彼一時」，好不唏噓！  

根據我的體驗，四十歲以後的人，不要把

時間通通浪費在那些雜七雜八的事情上。要把

它抽出來好好地運用，我們經常藉口「沒有時

間讀書」、「沒有時間運動」。我就是因為這

樣心態，才把身體拖垮。選擇自己喜歡的運動，

如爬山、游泳、打球等都可以。而有些人說運

動會影響工作，像是打高爾夫球，但我認為運

動不但不會影響工作，反而提升工作能量，當

然上班的時間去打高爾夫球，那就不對了。如

果利用空檔、假日去打球，倒是應予鼓勵。尤

其上了年紀的人打高爾夫球是健康的正宗補

藥。 

老伴最好  牽手走遠路 

記得我因胃疾住進臺大醫院動手術時，兒

女均不在身邊，唯一是老伴，第一天手術房出

來，身體非常虛弱，眼睛不想睜開，打針吃藥

根本不在意，等我完全清醒看到老伴忙這裡忙

那裡，得不到休息，神情憔悴，我問她為什麼

不請特別護士？她言下之意，認為那是一種浪

費，而且親自照顧比較放心，頓時我感到很溫

暖與窩心。 

我內人是個國小教師，也許她是同情，也

許是良心發現，看我工作很辛苦，民國八十年

就毅然決定放棄鍾愛的教書生涯，提前退休。

她比較內向，平時我忙我的工作，她的活動空

間大部分侷限於卅坪的窩，看電視是她必修課

業，除了早晨我倆運動，不然是很難看到她的

面，非常感謝她沒有增加公務上的負擔。從臺

大開刀房出來，就決心花錢買健康、看世界，

有時間就帶著內人周遊列國，遨遊四海。一年

多來，我倆已嚐到快樂的果實。 

自從父親去世後，為實現他老人家的期

許，以騾子的精神，不屈不撓與時間競走，在

工作上打拚，努力過程中，雖被打得滿頭包，

曾經想退出這個行業，但最後在內人鼓勵下，

才堅持下去。而內人與孩子們常聯手抗議，責

我一個月難得回家一次，過年過節更是見不到

人，但沒有昔日的付出，何來今日的光彩？更

由於過去公而忘私的工作態度，現在讓我更體

會及珍惜家庭的生活，而且妥善規劃時間。 

有人說「退休的人要活得很好，必須具備

四老：老康、老本、老伴、老友」退休前兩年

我就有了準備，不過退休後一年發現，現實與

過去的生態，大不相同。過去的太理想，現在

的太失望，所以我在力行四老時，做了彈性的

調整，第一、生活簡化，擺脫一些人情債；第

二、現有的錢有機會就用不要等到沒有時間去

用；第三、開始與太太談戀愛，因為晚年最可

愛的不是孫兒而是老伴；第四、多活動，要活

就要動。運動是最佳的良藥與補品，如果健康

沒了，其他也等於是零，以上四點認真的去力

行，由自己掌握。 

 

阿公稱阿嬤－「牽手」因為他們是互相信賴毫無距離

的永遠相伴。王子建創作於 2003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