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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State Offic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示範使用武力政策 

目的：本政策旨在為警務人員提供明確的規定，並透過確保在可能的情況下使用所有可用的且適當的
緩和激化技術措施來促進所有人的安全，僅在必要時才適當使用武力，而且使用武力的大小與警務人
員遇到的威脅或抵抗以及正在努力達成的執法目標的嚴重程度相稱。  

定義

(1)	 鎖喉：故意對一個人的氣管或嗓子施加直接壓力，以限制他人的氣道。（Revised Code of 
Washington （RCW，華盛頓法典修訂版） 10.116.020）。

(2)	 壓迫性窒息：透過壓迫胸部和/或腹部以機械地限制肺的擴張、干擾呼吸的方式，使血液中
氧氣水準不足和/或血液中二氧化碳過度增加所導致的失去知覺或死亡。 

(3)	 致命武力：透過使用槍械或任何其他相當可能造成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的手段，有意地使用
武力。(RCW 9A.16.010)。

(4)	 緩和激化策略：治安警察所採取的行動，旨在將事件中需要使用武力的可能性降到最
低。(RCW 10.120.010 [2022 c 4 §2])。使用武力並不是一種緩和激化策略。「緩和激化」部分
對緩和激化策略進行了詳細介紹。 

(5)	 可行性：合理地能夠做到或實施，以實現逮捕或合法目標，而不會增加對警務人員或其他人
造成傷害的風險。 

(6)	 逃跑：為了逃離和故意逃避執法而逃跑的行為或事例。
(7)	 嚴重人身傷害或死亡的緊迫威脅：根據總體情況，客觀上有理由相信，一個人目前具備可以

立即造成治安警察或其他人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的明顯能力、機會和意圖。(RCW 10.120.020 
[2022 c 80 §3])。

(8)	 執法機構：包括 RCW 10.93.020 規定的任何「一般權力的華盛頓執法機構」和任何「有限權
力的華盛頓執法機構」。

(9)	 非致命性替代方法：包括但不限於口頭警告、緩和激化策略、傳導能量武器、部署辣椒油樹
脂裝置、警棍和豆袋彈。(RCW 10.120.010)。

(10)	 必要性：在總體情況下，似乎不存在使用武力或致命武力的合理有效的替代方法，而且所使
用的武力或致命武力的類型和大小屬於合理且相應的應對措施，以實現預期的法律目的或防
止對警務人員或其他人構成威脅。(RCW 10.120.010 [2022 c 80 §2])。

(11)	 頸部束縛：任何血管壓迫或類似的束縛、控制或其他策略，藉此對頸部施加壓力以實現限制
血液流動的目的。(RCW 10.116.020)。

(12)	 治安警察：包括任何「一般權力的華盛頓治安警察」、「有限權力的華盛頓治安警察」 
和「特別委任的華盛頓治安警察」，這些術語在 RCW 10.93.020 中均有定義。「治安警察」 
不包括任何懲教人員或監獄、懲教機構或拘留設施的其他僱員，但包括任何社區懲教人
員。(RCW 10.120.010)。在本政策中，治安警察被稱為警務人員。

(13)	 武力：任何相當可能造成身體疼痛或傷害的行為，或為強制、控制、約束或限制某人的行動
而對其身體施加的任何其他行為。武力不包括在沒有身體疼痛或傷害情況下的搜身、偶然的
觸摸、口頭命令、或合規地戴手銬。(RCW 10.12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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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射彈衝擊武器：是一種非致命性武器，可以發射彈丸，例如 40mm 的海綿彈或泡沫彈、 
胡椒球彈或類似的彈丸、爆炸球或豆袋彈，旨在使人暫時喪失能力。

(15)	 體位性窒息：透過將人置於壓迫呼吸道且無法自由呼吸的體位的方式，使血液中氧氣水準不
足和/或血液中二氧化碳過度增加所導致的失去知覺或死亡。

(16)	 催淚瓦斯：將氯苯乙酮 (CN)、鄰氯苯甲腈 (CS) 和任何類似的化學刺激物散佈在空氣中， 
以產生暫時的身體不適或永久性傷害為目的。「催淚瓦斯」不包括辣椒油樹脂 (OC)。 
(RCW 10.116.030)。

(17)	 總體情況：警務人員在使用武力前和使用武力時已知的所有事實，並且包括警務人員使用此
類武力所要應對的人員的行動，以及警務人員的行動。(RCW 10.120.010)。

(18)	 不法行為：違反法律或違反目擊的警務人員所在機構政策的行為，條件是該行為並非為微不
足道或技術性質的行為。(RCW 10.93.190)。

總體原則

維護和保護所有人的生命是執法部門的基本職責。(RCW 10.120.010)。警務人員應尊重和維護所有人
的尊嚴，並以毫無偏見的方式行使其權力。

適當使用武力對於確保公正的警務工作和在社區建立信任至關重要。雖然在某些情況下，除非警務人
員透過使用武力施以強制或控制，否則某些個人不會遵守法律，但警務人員必須始終銘記，他們的權
力來自社會，不合理的武力會降低這種權力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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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所有使用武力的考慮因素 

關鍵決策
(1)	使用關鍵決策可以幫助警務人員達成本政策中所述的期望。在安全可行的情況下，在與某位公

眾人員進行接觸或考慮是否與之進行接觸時，警務人員應： 
(a)	 在到達現場之前，利用現有的事實情況開始進行評估和規劃；
(b)	 根據需要，請求提供可用資源，例如危機干預小組或其他適當的專業單位或專業人員；
(c)	 到達現場後，收集相關資訊； 
(d)	 評估情況、威脅和風險； 
(e)	 確定解決衝突的備選方案； 
(f)	 確定一個合理的行動方案；以及 
(g)	 隨著形勢的發展，對情況進行重新審視和評估。

(2)	本政策中的任何內容均不得妨礙警務人員在面對生命威脅的情況時所採取的快速行動，例如現
場有正在行兇的槍手。在安全和可行的情況下，警務人員不得透過不合理地將自己或他人置於
危險境地的策略決策，不必要地危及自己或他人的安全，包括但不限於：

(a)	 在沒有對情況進行適當評估的情況下，立即接近某個人；
(b)	 在警務人員和現場人員之間留出的空間不足； 
(c)	 未提供讓現場人員服從命令的時間；或
(d)	 不必要地使情況升級。

緩和激化 
核心原則：緩和激化的責任

在可能的情況下，警務人員應在使用武力之前使用所有可用且適當的緩和激化策略。(RCW 10.120.020 
[2022 c 4 §3])。

(1)	 根據具體情況，警務人員可以選擇多種緩和激化策略，包括但不限於：
(a)	 採用策略定位和重新定位，以保持距離和掩護的優勢，例如退到離現場人員較遠 

的地方，重新評估和確定使用何種策略；
(b)	 在警務人員和現場人員之間設置障礙物或利用現有結構提供防護或其他保護；
(c)	 嘗試緩和或穩定局勢，以便考慮和獲得可能增加安全解決可能性的額外資源；   
(d)	 請求和利用可獲得的支持和資源，例如危機干預小組、指定的危機應對人員、其他行

為健康服務提供者，或後備警務人員，包括更有經驗的警務人員或主管人員； 
(e)	 使用明確的指示和口頭勸說；
(f)	 採用語言和非語言溝通技巧來安撫現場人員（例如，放慢語速、調節語氣和肢體語

言、不要交叉雙臂、儘量減少手勢、減少明亮、閃爍的燈光和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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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在口頭指示不充分的情況下，嘗試採用非語言的方式進行溝通（例如，當現場人員與
警務人員所講的語言不同，或者現場人員無法聽到或理解指示之時）；

(h)	 溝通的方式要體現出對現場人員尊嚴的尊重（例如，清楚地解釋警務人員的行動和 
期望；傾聽現場人員的問題和關切，並以尊重的方式作出回應；在作出決定時要保 
持中立和公平）；

(i)	 當現場有多名警務人員時，指定一名警務人員進行溝通，以避免命令出現相互矛盾或
混亂的問題；或

(j)	 在使用所有可用和適當的策略和資源的同時，應表現出足夠的耐心，以此在不使用武
力的情況下提供盡可能多的時間來解決事件。  

合理的謹慎態度
核心原則：使用合理謹慎態度的責任

在決定是否使用武力或致命武力時，應考慮現場人員的特點和狀況，包括兒童、老人、孕婦、英語水
準有限的人員和那些表現出精神、行為、身體、認知和感知障礙或殘疾的人員，如果有必要，應考慮
為達到合法目的而使用適當且最少的武力。(RCW 10.120.020)。

核心原則：履行社區照護職能

本政策中沒有任何內容限制或約束警務人員回應社區照護或保護健康和安全的請求，以及使用適當 
和最少的武力來執行這些職能的能力。(RCW 10.120.020 [2022 c 4 §3])。使用武力的標準也同樣適用。
然而，在社區照護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偶然碰觸，並不被定義為武力。

合理的謹慎態度是指警務人員應：
(1)	 在可能的情況下，在使用武力之前使用所有可用且適當的緩和激化策略。(RCW 10.120.010 

[2022 c 4 §3]。 
(2)	 考慮現場人員的特點和狀況，以確定是否應該對該人員使用武力或致命武力，如果有必要 

使用武力，則應確定為達到合法目的而使用適當且最少的武力。這些特點和狀況可能包括，
例如，該人員是否：
(a)	 有明顯的懷孕跡象，或表明自己已經懷孕；
(b)	 已知是未成年人、客觀上看起來是未成年人、或表明自己是未成年人；
(c)	 已知是弱勢成年人，或客觀上看起來是 RCW 74.34.020 所定義的弱勢成年人；
(d)	 表現出精神、行為、智力、發育或身體缺陷或殘疾的跡象；
(e)	 正在經受通常與使用酒精、麻醉劑、致幻劑或其他藥物有關的感知或認知障礙；
(f)	 有自殺傾向；
(g)	 英語水準有限；或
(h)	 有孩子在場。(RCW 10.120.020)。

(3)	 一旦不再需要使用武力，應立即終止使用武力。(RCW 10.12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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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武力應是必要的且出於合法目的
核心原則：在這種情況下，僅使用最小程度的武力來安全地實現合法的執法目標。(RCW 10.120.020)。

執法會遭遇迅速的演變，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因此，警務人員必須對其行動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不斷地
進行評估，包括其策略定位，以降低需要使用武力的可能性。 

(1)	 針對必須使用武力的情況，似乎不存在合理有效的替代方法，而且使用武力必須屬於合理且
相應的應對措施，以實現預期的法律目的或防止對警務人員或其他人構成威脅。
(a)	 合理性的評估應以警務人員在使用武力之前和使用武力時已瞭解的總體情況為依據，

包括威脅的即時性、武力所針對人員的行為、警務人員的行為以及執法目的的嚴重
性。判斷使用武力是否合理，包括評估警務人員是否已做出策略決定，以儘量減少 
對自己和他人的不必要風險，在使用武力之前已盡可能使用了可用且適當的緩和激 
化策略，以及在使用武力時已保持了合理的謹慎態度。

(b)	 評估相稱性的依據是，使用武力是否與警務人員在使用武力時遇到的威脅或抵抗的緊
迫性和嚴重性，以及正在實現的執法目標的嚴肅性相稱。威脅或抵抗可能會在事件的
過程中發生變化。相稱的武力並不要求警務人員使用與對象相同類型或大小的武力。
威脅越緊迫，該威脅越有可能會導致死亡或嚴重的身體傷害，則可能相稱的武力程度
就越高。

(2)	 使用武力必須出於合法目的。在以下情況下，警務人員可以在必要的範圍內對任何人使用 
武力，旨在：
(a)	 防止警務人員、其他人或被使用武力的人員受到身體傷害的緊迫威脅 

 (RCW 10.120.020)；
(b)	 在有可能的理由認為某人已經、正在或即將實施犯罪行為時，防止其受到刑事犯罪的

侵害 (RCW 10.120.020 [2022 c 80 §3])； 
(c)	 實施逮捕 (RCW 10.120.020)；
(d)	 在法令授權或指示下對某人實施拘留 (RCW 10.120.020 [2022 c 80 §3])； 
(e)	 防止 RCW 第 9A.76 章所定義的逃跑 (RCW 10.120.020)；
(f)	 防止某人逃跑或阻止某個正在積極逃離合法的臨時調查拘留的人員，前提是該人已被

告知他或她正在被拘留，並且不能自由離開 (RCW 10.120.020 [2022 c 80 §3])； 
(g)	 根據 RCW 第 10.77、71.05 或 71.34 章的規定進行拘留某人、運送某人進行評估或 

治療、或提供其他援助 (RCW 10.120.020 [2022 c 4 §3])；
(h)	 在法規授權或指示下，對未成年人進行保護性監護 (RCW 10.120.020 [2022 c 4 §3])；
(i)	 執行或實施授權或指示警務人員拘留某人的法院命令 (RCW 10.120.020 [2022 c 4 §3])； 
(j)	 執行搜查令 (RCW 10.120.020 [2022 c 4 §3])；
(k)	 執行或強制執行審判人員在法庭上發出的口頭指令或法院明確授權警務人員可以使用

武力執行或強制執行指令或命令的書面命令 (RCW 10.120.020 [2022 c 4 §3])；或
(l)	 執行任何其他社區看護職能，包括但不限於進行福利檢查，協助其他急救人員和醫療

專業人員、行為健康專業人員、社會服務提供者、指定的危機應對人員、庇護所或住
房提供者、或任何公眾人員 (RCW 10.120.020 [2022 c 4 §3])。



示範使用武力政策 8

在使用武力之前，要留有識別、警告和服從的機會
在安全和可行的情況下，在使用武力之前，警務人員應：

(1)	 表明自己是執法人員的身分；
(2)	 嘗試確定此人是否有特殊需要、精神狀況、身體限制、發育障礙、語言障礙或其他可能影響

他們理解和服從警務人員命令的能力的因素；  
(3)	 提供明確的指示和警告；
(4)	 警告現場人員，除非他們停止抵抗，否則將使用武力；以及
(5)	 給此人一個合理的機會來服從可能使用武力的警告。 

禁止使用鎖喉和頸部束縛手段
治安警察在履行治安警察職責的過程中，不得對他人使用鎖喉或頸部束縛手段。(RCW 10.116.020)。1

應對不法行為的行動
核心原則：干預的責任和報告不法行為的責任 (RCW 10.93.190)。

任何可識別的執勤警務人員，如果看到另一名警務人員對他人使用或試圖使用過度武力，應在有 
條件的情況下進行干預，以結束過度使用武力或試圖過度使用武力的行為，或以防止進一步使用過度
武力。任何可識別的執勤警務人員，如果目睹了另一名警務人員的任何不法行為，或善意地有理由相
信另一名治安警察犯下了不法行為，應根據目擊警務人員所在機構關於報告警務人員所犯此類行為的
政策和程序，向目擊警務人員的主管或其他主管人員報告此類不法行為。（另請參閱 Washington 
State Criminal Justice Training Commission （CJTC，華盛頓州刑事司法訓練委員會）的干預責任示範
政策。） 

急救
核心原則：提供或協助急救的責任

所有執法人員必須提供或協助急救，以便在執法部門控制的現場儘早為受傷人員提供急救。  
(RCW 36.28A.445)。（另請參閱 CJTC 的急救指南。）

(1)	 受傷人員和被限制人員在執法部門拘留期間應受到監控。
(2)	 根據訓練，警務人員應採取以下行動，以減少體位性窒息和壓迫性窒息的風險：

(a)	 在給被控制在地面的人員戴手銬或以其他方式加以束縛後，在安全和可行的情況下， 
應儘快將此人翻至一側，並將其移至不妨礙正常呼吸機制的直立位置，除非他們失去 
意識。當此人處於俯臥位戴手銬時，這一要求尤其重要。

(i)	 例外情況：如果此人有意識並表示希望被置於不同的體位，警務人員應將其置於該
體位，除非這樣做會對此人、警務人員或其他人的安全構成重大風險。

(b)	 切勿長時間壓住胸部、頸部或背部，包括透過坐、跪或站的方式。

1  截至 2022 年 7 月 1 日，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正在應立法者的要求，起草一份關於這一問題的正式意見。該問題
是 RCW 10.120.020 (3) 是否有效授權執法人員可以使用鎖喉和頸部束縛手段「以保護他或她的生命或他人的生命免受緊迫威
脅」，儘管 RCW 10.116.020 中明確禁止此類策略。該意見於 2022 年晚些時候定稿後，會在以下網站線上發佈：
https://www.atg.wa.gov/ago-opinions/year/2022。 

http://app.leg.wa.gov/RCW/default.aspx?cite=10.120.020
https://www.atg.wa.gov/ago-opinions/year/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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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被束縛的情況下，持續監控當事人的狀況，因為死亡可能突然發生，並在幾秒鐘內發展
到無法挽回的地步。監控包括但不限於評估個人的呼吸、面色以及任何個人口述的損傷
情況的正常性。

(d)	 在團隊實施束縛措施的過程中，在人力有限的情況下，只要有可能，主管警務人員應指定
一名「安全員」。該安全員應監控此人的健康狀況，直至：

(i)	 責任轉移至醫療專業人員（例如 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 （EMT，緊急醫療技 
術員）、護理人員）；或

(ii)	 此人被安置在運輸車輛的座位上，並向安全員表示其感覺良好，並且安全員認為此
人身體健康並且說話正常。

(e)	 如果安全員意識到此人存在呼吸、面色或任何損傷問題，他們應通知主管警務人員。 
(f)	 切勿以俯臥姿勢運送被束縛的人員。 

(3)	 警務人員必須提供或協助針對特定武力工具的急救。 
(a)	 辣椒油樹脂 (OC) 噴霧：在執法部門控制的現場，在最早的安全機會下，警務人員應採取

行動解決 OC 的影響，如果可能的話，用清水沖洗當事人的眼睛並用新鮮空氣進行通風。 
(b)	 Electronic Control Weapon （ECW，電子控制武器）：在執法部門控制的現場，在最早的 

安全機會下，警務人員應移除 ECW 探針，除非探針位於敏感區域，例如頭部、乳房或 
腹股溝。

(i)	 位於敏感部位的探針應由 EMT、護理人員或其他醫療專業人員取出。
(ii)	 應將 ECW 探針作為生物危險品進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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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類型
核心原則：根據現場情況使用最小程度的必要武力來克服抵抗。（Revised Code of Washington 
(RCW，華盛頓法典修訂版） 10.120.020)。

核心原則：僅在必要時使用致命武力以防止嚴重的人身傷害或死亡的緊迫威脅。 （Revised Code of 
Washington（RCW，華盛頓法典修訂版） 10.120.020 [2022 c 80 §3 和 2022 c 4 §3]）。

警務人員不需要在用盡一種武力之後再使用更強的武力。
(1)	 低級武力：這種類型的武力不是有意的，並且造成傷害的概率很低，但可能會引起短暫的不

適或疼痛。  根據不同的情況，包括現場人員的特點和狀況，低級武力的選擇可能包括：
(a)	 指導移動行動的技術措施（例如，推回、護送、抬走、搬走）； 
(b)	 控制保持（例如，腕鎖、手指鎖、關節操縱）；
(c)	 開掌技術措施；
(d)	 擒拿術；或
(e)	 使用約束帶。

(2)	 中級武力：這種類型的武力可以構成可預見的重大傷害或傷害的風險，但不太可能也無意造
成死亡。  
根據總體情況，當某人威脅要對警務人員或其他人進行攻擊時，中級武力可能是合理的。 
中級武力的選擇包括：
(a)	 辣椒油樹脂 (OC) 噴霧；
(b)	 電子控制武器；
(c)	 射彈衝擊武器；
(d)	 警犬咬傷或警犬與現場對象之間的身體接觸造成的傷害；
(e)	 衝擊武器攻擊（衝擊武器攻擊頭部、頸部、喉嚨或脊柱除外)；或者
(f)	 警務人員利用拳腳實施的攻擊或利用身體進行的其他攻擊。

(i)	 警務人員只能在自衛或保護他人的情況下使用針對目標人物頭部的擊打 
技術。使用拳頭、肘部、膝蓋和腳擊打目標人物頭部的方式，不得作為痛 
苦使其服從的手段。 

(3)	 致命武力：僅在為防止警務人員或他人遭受嚴重的人身傷害或死亡的緊迫威脅而必須使用致
命武力時，警務人員才可以對他人使用致命武力。(RCW 10.120.020)。警務人員不得對僅對 
自己構成危險且不會對他人或警務人員造成死亡或嚴重人身傷害的緊迫威脅的人員使用致命
武力。致命武力包括：

(i)	 衝擊武器攻擊頭部、頸部、喉嚨或脊柱；
(ii)	 將某人的頭撞向堅硬的固定物體；
(iii)	 對某人發射裝有致命彈藥的槍械；或者
(iv)	 故意利用車輛撞擊不在車內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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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武力工具
核心原則：在可能的情況下，在使用致命武力之前，應使用可用且適當的非致命性替代方法。  
(RCW 10.120.020)。

(1)	 機構必須合理地提供非致命性替代方法供警務人員使用。(RCW 10.120.020 [2022 c 4 §3])。
(2)	 警務人員應按照訓練和設備製造商的說明使用所有工具。

辣椒油樹脂 (OC) 噴霧
(1)	 OC 是一種炎症製劑，可以引起眼睛、鼻子、嘴巴和皮膚的強烈燒灼感，可能會導致眼睛閉

合、流淚和腫脹，以及窒息、嘔吐和呼吸困難。 
(2)	 在首次使用 OC 噴霧後，隨後的每次使用也均必須要有正當理由。
(3)	 在密閉且人員密集的空間裡，如果有可能會影響到非涉案人員，則不適合使用 OC 噴霧， 

除非 OC 噴霧是唯一可用且適當的武力選擇。配發 OC 的警務人員會試圖避免或儘量減少對
非涉案人員的偶然接觸。

衝擊武器
(1)	 機構配發和授權的衝擊武器通常包括警棍。  
(2)	 警務人員不得故意打擊要害部位，包括頭部、頸部、面部、喉部、脊柱、腹股溝或腎臟 

部位，除非授權使用致命武力。  
(3)	 當衝擊武器警告不符合所呈現的威脅時，警務人員不得使用衝擊武器威嚇他人。
(4)	 警務人員應在安全和可行的情況下儘快重新評估衝擊武器打擊的效果，如果沒有效果，應轉

為其他適當的目標或其他策略或武力選擇。  

Projectile Impact Weapons （也稱為增程衝擊武器）
(1)	 Projectile Impact Weapon （PIW，射彈衝擊武器）發射的是非致命性彈藥，其目的是在不穿透

人的身體的情況下，使人眩暈、暫時喪失能力或造成暫時的不適感。 
(2)	 在執法過程中，在配發 PIW 之前，警務人員必須接受使用 PIW 的訓練。 
(3)	 在安全和可行的情況下，準備發射 PIW 的警務人員應在發射前告知現場的其他警務人員。
(4)	 警務人員應以臀部、大腿、小腿和大肌肉群為發射目標。 
(5)	 配發 PIW 的警務人員應在每次射擊後評估 PIW 的有效性。如果需要發射後續的 PIW 子彈， 

警務人員應考慮瞄準不同的目標部位。  
(6)	 限制使用。除非有正當理由需要使用致命武力，否則不應在下列情況下使用 PIW：

(a)	 故意將 PIW 對準頭部、頸部、胸部或腹股溝，除非授權可以使用致命武力。
(b)	 在與 PIW 製造商的應用指南不符的範圍內。
(c)	 處於高處的人員（例如窗台、腳手架、懸崖附近等），除非已經做出合理的努力來防

止或減少與墜落有關的傷害（例如部署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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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 Control Weapons （也稱為傳導能量武器）
(1)	 Electronic Control Weapon （ECW，電子控制武器）是一種可擕式裝置，可以發射飛鏢/ 

電極，傳輸電荷或電流，使人暫時無法動彈。
(2)	 發放和攜帶 ECW：

(a)	 經批准的 ECW 只能由已獲得認證的警務人員使用，並且每年都要重新認證。
(b)	 配發 ECW 的警務人員應攜帶 ECW，作為一種非致命性選擇。
(c)	 在符合訓練要求的情況下，攜帶 ECW 的警務人員將在每次換班前對武器進行功能 

性檢查並檢查剩餘的電量情況。警務人員應向主管人員或其他適當人員報告任何故障
情況。

(3)	 使用標準：
(a)	 警務人員應在身體的支持側攜帶 ECW，除極端情況外，應利用支持側（非手槍式 

射擊）的手拔出、亮明和使用該裝置。  
(b)	 除非存在緊急狀況，否則警務人員不應同時持有 ECW 和槍械。  
(c)	 警務人員應瞄準不包括頭部、頸部、胸部或生殖器的部位。 
(d)	 警務人員不應故意在同一個人身上部署多個 ECW，除非第一個部署的武器明顯失效。
(e)	 警務人員應該意識到，ECW 的主要用途不是作為痛苦使對象服從的工具。只有在有必

要完成使對方喪失能力的電路操作時，即只有一個探針附著在對方身上、兩個探針貼
的很近、或者沒有其他非致命性選擇時，才可以使用驅動擊暈模式。

(f)	 警務人員應清楚，多次使用 ECW 會增加嚴重身體傷害或死亡的風險。
(g)	 .ECW 應採用五秒或更短時間的標準放電循環，之後警務人員應對當時情況進行重新 

評估。警務人員應僅使用控制該人員所需的最少循環次數。
(h)	 警務人員會認為，如果他們已經對一個人使用了三次 ECW，而該人員仍在反抗，那麼 

ECW 可能對此人無效，警務人員應考慮其他選擇。
(i)	 警務人員必須能夠清楚地闡明並記錄針對每個人應用 ECW 的理由。 

(4)	 限制使用。在下列情況下，不應使用 ECW：
(a)	 在沒有其他因素的情況下，對正在逃離現場的人員。 
(b)	 對被戴上手銬或以其他方式予以束縛的人員，除非授權可以使用致命武力。
(c)	 對處於高處的人員（例如窗台、腳手架、懸崖附近等），除非已經做出合理的努力來

防止或減少與墜落有關的傷害（例如部署安全網）。
(d)	 對實際控制行駛中車輛的操作人員，包括汽車、卡車、摩托車、全地形車 (ATV)、 

腳踏車和滑板車，除非授權可以使用致命武力。
(e)	 在任何警務人員知道或有理由相信存在潛在的易燃、易揮發或爆炸性物質，可能 

被明火點燃，包括但不限於含有揮發性推進劑的 OC 噴霧、汽油、天然氣或丙烷 
的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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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械
(1)	 槍械是指由警務人員攜帶的具有致命彈藥的武器，該武器符合機構的槍械規格，或已被執法

機構的領導層授權為特種槍械。
(2)	 只有在授權可以使用致命武力的情況下，警務人員才可以向當事人開火。槍械的每次開火均

必須要有正當理由。
(3)	 槍械的對準和拔出：  

(a)	 只有在授權可以使用致命武力的情況下，警務人員才應將槍械對準當事人。  
(b)	 警務人員只有在根據總體情況合理地觀察到情況可能發展到授權使用致命武力的地 

步時，才應在低準備姿势下拔出槍械（即槍未在槍套中但未在警務人員的視野之內)。 
(c)	 當確定沒有必要使用致命武力時，警務人員應在安全和可行的情況下，儘快將槍械 

放下、裝入槍套、或將其固定。 
(d)	 將槍械對準某人是一種應報告的使用武力行為，其理由和情況應按照全州使用武力資

料收集計劃規定的程序進行記錄。(RCW 10.118.030)。 
(4)	 在可行的情況下，警務人員應發出口頭警告，表示將會開槍。 
(5)	 在決定使用槍械之前，警務人員應考慮火力範圍、背景、旁觀者、潛在的跳彈和其他生命 

風險。
(6)	 限制使用： 

(a)	 除非允許使用致命武力，否則警務人員不得將槍械用作衝擊武器
(b)	 向行駛中的車輛或從行駛的車輛中開槍：

(i)	 警務人員不得向行駛中的車輛開槍，除非是為了防止因操作人員或乘客使用致命
武器而造成的嚴重人身傷害的緊迫威脅。車輛不被視為致命武器，除非操作人員將
車輛作為致命武器使用，並且警務人員沒有其他合理手段可以立即避免潛在的嚴
重傷害。 (RCW 10.116.060)。

(ii)	 在可行的情況下，警務人員應嘗試離開行駛中的車輛的路徑，而並非向操作人 
員開火。 

(iii)	 警務人員不得向車輛的任何部分射擊，以企圖使車輛發生拋錨。
(iv)	 警務人員不得從行駛中的車輛中開火，除非有人使用致命武力對警務人員或他人

造成緊迫威脅。
(7)	 禁止使用。在以下情況下，警務人員不得使用槍械：

(a)	 在看起來很可能會有無辜人員受到傷害時。
(b)	 開「警告槍」。
(c)	 向只對其自身構成危險，並且沒有明顯的能力、機會和意圖立即造成警務人員或他人

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的人員開槍或對準該人。 
(d)	 向只對財產構成危險，並且沒有明顯機會或意圖立即造成警務人員或他人死亡或嚴重

身體傷害的人員開槍或對準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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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約束裝置
由於約束裝置的設計是為了強制、控制、限制或約束一個人的行動，因此使用這些裝置屬於武力， 
本政策中詳述的關於使用武力的所有考慮因素均適用於此類裝置的使用。  

唾液防護裝置
(1)	 唾液防護裝置（有時被稱為「防唾液罩」、「防唾液面罩」或「防唾液頭套」）是一種編織

的網狀裝置，可以放在人的頭部和面部，目的是防止或減少傳染病透過唾液、粘液和血液進
行傳播。  

(2)	 使用標準：  
(a)	 警務人員在合法約束或試圖約束正在吐痰或咬人的人員時，可以使用唾液防護裝置。  
(b)	 使用唾液防護裝置的警務人員必須確保唾液防護裝置按照製造商的說明正確固定， 

以便充分通風，使被約束人員能夠正常呼吸。 
(c)	 只有成功地完成了機構批准的關於使用唾液防護裝置的訓練的警務人員才有權使用唾

液防護裝置。
(d)	 警務人員只能使用機構發放的唾液防護裝置。 

(3)	 限制使用：
(a)	 被 OC 噴霧噴過的人員應進行噴霧劑的淨化清除處理，以便在使用唾液防護裝置之前

不影響其正常呼吸。 
(b)	 對於處於精神健康危機中的個人，使用唾液防護裝置可能會引起更高程度的痛苦。 

警務人員應提供口頭安撫，並動態評估情況，以酌情儘快為其移除唾液防護裝置。  
(4)	 禁止使用。由於風險較高，警務人員在以下情況下不得應用唾液防護裝置：

(a)	 被約束人員的嘴或鼻子周圍大量出血。 
(b)	 對正在不斷發生嘔吐的人員。如果一個人在佩戴唾液防護裝置時發生嘔吐，應及時將

唾液防護裝置摘掉並廢棄。 
(c)	 對聲稱自己患有影響呼吸的疾病，或表現出呼吸困難或呼吸困難症狀的個人。 

(5)	 在發生醫療緊急情況時，應立即摘掉唾液防護裝置。  
(6)	 在使用唾液防護裝置之前，警務人員應警告當事人，並提供合理的時間可以使當事人服從警

務人員的命令。如果適用，一旦吐口水或咬人的威脅結束，或警務人員觀察到不再需要唾液
防護裝置，則警務人員應立即摘掉唾液防護裝置。  

(7)	 在使用唾液防護裝置後，在安全的情況下，警務人員應將個人移至坐姿或側身恢復的位置，
並應監視該人員，直到唾液防護裝置被摘掉。由於可能出現視力障礙或扭曲的情況，警務人
員在護送個人時應提供協助。  

(8)	 唾液防護裝置的應用必須記錄在案。  
(9)	 唾液防護裝置在每次使用後應予以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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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束帶
(1)	 約束帶是一種設計用來約束人腳以控制攻擊性人員的帶子。..

(2)	 警務人員只能使用機構發放的約束帶。
(3)	 禁止使用：警務人員不得將約束帶與手銬或其他類型的約束裝置相連（即「綁住」一個人）。
(4)	 一旦應用了約束帶，警務人員不得將此人面朝下放置。
(5)	 警務人員應監控被約束帶控制的個人，並在必要時立即採取行動，以保護該人員的健康和 

安全。
(6)	 一旦不再需要使用約束帶，警務人員應停止對約束帶的使用。

訓練
(1)	 所有警務人員和主管人員應至少每年接受一次符合本政策的訓練。訓練應該： 

(a)	將課堂學習和情景學習相結合； 
(b)	在相關和可行的情況下，將社區合作夥伴納入其中；
(c)	結合文化能力來瞭解受到不成比例影響的社區，以及警務和刑事司法系統的種族化經驗是

如何影響與警察互動的。 
(2)	 本政策應被納入防禦性策略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