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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民國九十三年三月十九日陳水扁總統與呂秀蓮副總統於台南市

文賢路與金華路口遭受槍擊事件一案，不但震驚中、外各界，亦直接

導致台灣施行民主政治以來罕見之政治動盪。 

事實上，政治人物遭受驚（滋）擾、危害的隱憂，舉世皆然，先

以驚（滋）擾狀況而言，近年來由於國內政治、社會經濟等環境變化

快速，社會日趨開放、自由，人民民主意識高漲，尤其自民國八十五

年第一次實施總統、副總統直接民選後，各項社會、民生、政治議題

衝激著社會各階層，間接的也造成政治人物遭受驚（滋）擾的機率大

為增加。發生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甫卸任之前總統李登輝遭

榮民史○○近身潑灑紅墨水案即為一例，當時並曾引起朝、野及社會

輿論極大之關注及震撼，甚至連時任國家安全局局長丁渝洲均因本案

受行政處分。 

另就實際危害的案例而言，回溯既往，經報章媒體披露之類似案

件，較重大者亦有民國五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發生於美國紐約的刺殺

蔣經國先生案、民國六十五年雙十節時任臺灣省政府主席謝東閔之遭

受爆炸受傷案，而最為駭人聽聞且更震驚國際之案件者當屬民國八十

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發生於桃園縣長官邸之劉邦友等八死一重傷命

案。 

即以近四年來為例（民國 90 至 93 年），各級政府首長及相關政

治人物遭受重大之驚（滋）擾、危害事件經媒體披露者即有 1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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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近三年（民國 90 至 93 年）各級政府首長及相關政治人

物遭受驚（滋）擾、危害事件一覽表 

編號 日期 事件 

１ 90.04.26 
台北市長馬英九在市府主持全國志願服務博覽會揭幕時，突

然遭一名 70多歲老人以雞蛋攻擊，該名老人並持預藏小刀揮

舞，隨即遭到市府駐警隊與志工合力制伏。 

２ 91.11.16 
台北市議員陳進祺於參加友人婚禮時，遭埋伏兇手狙擊四槍

斃命。 

３ 91.03.29 

花蓮縣吉安鄉「反法華山興建納骨塔自救會」幹部葉○○率

民眾三十餘人聚集在縣政府前拉白布條抗議，其中有數人衝

上二樓縣長及主秘辦公室丟灑桑椹，適值縣長張福興因公外

出不在。 

４ 91.06.26 
健美冠軍選手林○○認為台北縣政府縣府短發其應得獎金，

心生不滿，闖入行政院體委會主委辦公室，砸毀辦公桌以及

電腦設備，當時適值主委林德福公出。 

５ 91.07.04 
健美冠軍選手林○○認為台北縣政府縣府短發其應得獎金，

心生不滿，闖入台北縣政府縣長室，砸毀縣長室辦公桌以及

電腦設備，當時適值縣長蘇貞昌出國。 

６ 91.07.16 
桃園縣長朱立倫於縣政府六樓會議室主持「縣長與現民有約

」時，陳情民眾不滿朱縣長答覆，對縣長大聲咆哮並做出欲

毆打之動作。 

７ 91.10.02 
精神病患黃○○持刀闖入台中市長胡志強辦公室，表示欲提

出建言，適值胡市長外出。 

８ 91.10.26 

多位原住民立委率領四千餘名原住民聚集總統府前凱達格蘭

大道，要求政府歸還土地及宣示自然主權，並反對「馬告國

家公園計畫」。於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主委陳建年到場致意時

，立委蔡○○指陳主委為「漢人政府」共犯並高喊下台，雙

方發生激烈推擠。 

９ 91.10.31 
台北縣議會議長許再恩於新店市住處附近遭歹徒劫持勒索新

台幣五百萬元。 

１０ 91.11.24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長王文正於辦公室內遭郭○○等三名男子

掌摑。 

１１ 92.02.08 
台北市長馬英九於台北市二二八和平紀念公園參加活動時遭

民眾吐口水 

１2 93.03.19 
陳水扁總統與呂秀蓮副總統於台南市文賢路與金華路口進行

車隊遊街拜票時，遭受不明槍擊事件。 

１3 93.10.30 台中市立委參選人沈智慧於台中市後備軍人中心參加後備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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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動時，突遭七十八歲的老榮民徐○○持小剪刀朝頸部連

刺數刀受傷。 
資料來源：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作者彙整 

另以「世界警察」自居之美國為例，自其於西元一七七六年建國

以來至今，已有四位總統遭暗（刺）殺並死亡
1
，比例高達十分之一

弱
2
。復就國際局勢而言，自美國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以來，國際恐

怖份子揚言對以美國為首之西方國家及支持美國打擊恐怖主義之世

界各國展開恐怖攻擊，我國亦不例外
3
。吾人可明確瞭解，當前國家

元首及中央政府機關首長遭受驚擾、危害之可能性已是來自於國內、

外各種難以事先預知之原因，而如何維護其人身安全，確保中央政府

能正常運行，確實是當前極為重要之國家安全問題。 

因此，在國家元首及政府首長之人身安全維護問題受到高度關注

及討論之下，其所屬安全維護人員之專業能力、工作狀況、人格特質

、工作特性、工作滿足，乃至武器配備、精神狀況、訓練、人力、待

遇⋯等等議題，自應受到關切及研究，此為本研究之初始動機。 

目前我國有關國家元首、政府各級首長的安全維護方式，概區分

為三類：第一類為「特種勤務警衛」，係由國家安全局
4
特種勤務指揮

中心負責
5
，並統籌相關情治及治安機關共同辦理；第二類為「首長

警衛」
6
，係屬內政部警政署權責，實際任務執行單位則為警政署保

                                           
1 美國遭暗（刺）殺並死亡之總統計有Abraham Lincoln(1809-1865), James A. Garfield(1831-1881), 
William McKinley(1843-1901) 和 John F. Kennedy(1917-1963).等四位。 
2 目前小布希(George Walker Bush)總統為第四十三任總統。 
3  2004.01.05國家安全局副局長黃磊於立法院指出：「透過國際情報合作管道，自去年八月至十

二月，國安局已接到四次預警情報，顯示台灣機場可能成為蓋達組織攻擊目標。」 
4依據國家安全局組織法第二條規定，國家安全局綜理「特種勤務」之策劃與執行，另依據國家

安全局公布之任務（二）特種勤務之策劃與執行：基於國家安全局組織法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

免法之授權，國家安全局設立「特種勤務指揮中心」，協同有關機關掌理「總統、副總統與其家

屬及卸任總統與特定人士以及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之安全維護工作。 
5依據「特種勤務實施辦法」第 4 條，特勤中心掌理下列人員之安全維護：一、副總統及其家屬

。二、卸任總統、副總統。三、現任或卸任總統、副總統逝世後其配偶。四、總統、副總統候選

人。五、總統、副總統當選人及其家屬。六、其他經總統核定應予安全維護之人員。 
6 「首長警衛」一詞，非為法律位階之名詞。依據警政署「中央政府機關首長及特定人士安全警

衛派遣作業規定」，其警衛派遣係以中央政府機關首長為主軸，且現行各警察機關於執行本項任

務時概以「首長警衛」之名行之，故為通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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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警察第六總隊第二警官隊；第三類為「一般警衛」
7
，原則上係由

地區警察單位（警察局）負責。研究者以個人在「首長警衛」專責單

位服務七年，其間歷任蒞臨場所警衛、區域警衛、隨扈警衛、警情組

參謀、副組長、隨從警衛等工作。嗣後遷調警政署外事警官隊及外事

組服務工作二年，其間並曾多次參與國、外賓訪華安全維護警衛工作

而擔任外國元首訪華期間隨扈編組組員及組長，復因緣際會又借調回

第二警官隊任區域警衛兼代組長之職，實際從事相關警衛工作達九年

之久， 因此，對「首長警衛」深具情感及關切，對於「首長警衛」

工作之榮辱甘苦亦點滴在心頭，爰乃以「首長警衛」為研究對象，擬

針對「首長警衛」人員工作滿足感加以研究，冀期發現其工作滿足及

不滿足之因素，進而對警衛單位提出任務執行、內部管理、甚或日後

組織再造之參據，及對目前極缺乏研究論述之此一領域略進綿薄之力

，此為研究動機之二。 

影響工作滿足之因素實在太多，Robbins(1991)指出，工作滿足

依賴於人格可能比工作本身更多，並且結論出群體人員的人格特質在

決定群體行為時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引自韓繼成，2002）。另在許多

文獻中，均曾廣泛的研究人格特質與群體態度及行為（Robbins,1991

）,例如 Kets de Vries（引自郭明堂，1988）認為人格特質是組織

中產生壓迫感的一項相當重要的中介變項。彭剛力（1981）的研究以

組織氣候為自變項，人格特質為中介變項探討工作滿足之關係，結果

發現不同內、外控取向人格特質的組織成員，工作足有顯著差異，同

樣的研究亦可顯現於其他研究者之論述（黃盈彰，2000；黃世忠，2002

；韓繼成，2002；顏瑞伶，2002）。最近國外學者 Hochwarter 等研究

 
7 非屬「特種勤務警衛」及「首長警衛」之其他特定人士，需由治安機關派員維護人身安全之警
衛均屬「一般警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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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負向情緒（一種人格特質）已經被發現直接影響工作滿足，或

與壓力有實質關係，並扮演重要角色。警衛工作既以人為最大資源，

其人員之人格特質是否影響其工作滿足？實需吾人特別關注，此為研

究動機之三，且本研究亦將人格特質列為本研究自變項之一。 

警察工作的特性，不同於一般行政工作。警察工作具有下列特有

的屬性：危險性、辛勞性、引誘性、緊急性、主動性、機動性、服務

性、干涉性、取締性、不眠性等工作特性（賈樂吉，1993），「首長警

衛」工作雖不同於於一般性警察工作，然其專責單位係屬完完全全之

警察機關，其工作特性與一般警察相較之下，除較不具引誘性及取締

性外，其餘可說有過之而無不及。工作特性模式（Hackman & 

Oldham,1975）論點指出，若能在工作設計上提供具有挑戰性、變化

性的工作，讓員工對工作內容擁有較高的自主權，將有助於激勵員工

、提高工作滿足與降低離職率。本研究對象第二警官隊為首長警衛專

責單位，然其內部又分為機動組、兼辦業務組、區域組、隨扈組及個

別隨扈等不同組別及任務方式，雖同屬首長警衛任務之一環，其執勤

或完成任務方式卻顯然有所區別，因此，本研究根據研究對象的任務

特性，欲探討所屬警衛人員對工作特性的認知差異是否會對工作滿足

產生影響與相關，此為研究動機之四，且因此亦將工作特性列為本研

究自變項之二。 

 

二、研究目的 

根據研究動機的描述，本研究之主要目的，主要根據「首長警衛

」人員個人屬性變項及影響工作滿足的人格特質、工作特性等二前因

變項，探討下列問題： 

（一）探討並分析工作滿足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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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討首長警衛人員不同的個人屬性變項對人格特質、工作特性

及工作滿足之差異情形。 

（三）探討首長警衛人格特質之現況，並瞭解人格特質與工作滿足之

關係。 

（四）探討首長警衛工作特性之現況，並瞭解工作特性與工作滿足之

關係。 

（五）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作為首長警衛專責單位提昇工作

滿足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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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一、研究方法 

（一）文獻探討法（Literature Review） 

本研究藉由蒐集國內外有關人格特質、工作特性的理論，探討影

響工作滿足的眾多因素。經由對相關著作、期刊、論文的整理，與國

內相關工作滿足個案的分析，期能進一步瞭解國內首長警衛人格特質

、任務特性，並配合相關文獻的探討，深入探究影首長警衛人員工作

滿足的因素，據以建立本研究之架構。 

（二）普查法(Census) 

普查能有效列舉研究對象全體的特色。普查通常和調查（Survey

）很類似，但是普查是對母群體的每一個人收集資料，而調查只針對

樣本進行資料收集（李美華等譯，1998）。本研究將對研究對象全體

以問卷（Questionnaire）為調查工具，且係針對專責首長警衛人員

設計問卷。研究對象為警政署保安警察第六總隊第二警官隊全體警職

人員，含借調、支援本單位人員，不含本單位借調、支援他單位人員

（即目前實際從事首長警衛人員）。問卷內容採封閉式結構，並以李

克特（Likert）五點尺度量表設計。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與驗

證不同人格特質、工作特性對工作滿足的影響及相關性。本研究針對

警政署保安警察第六總隊第二警官隊全體警職人員進行全面普查，並

採用親自或委託各組組長發放方式，由受測對象填寫。填寫完畢，由

研究者直接回收，或經由各組組長代為收齊後轉交研究者。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由於研究對象較為特殊，並囿限於人力、時間、經費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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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下列限制： 

（一）首長警衛與特種勤務警衛向來皆屬情治及治安機關機密性質勤

務之一環，近年來，雖因民主及法治化之進程，相關組織、任

務、警衛派遣原則乃至勤務執行方式，皆受立法機關及輿論之

監督及檢視，然有關首長警衛之公開性論述、資料仍幾乎付之

闕如，因此相關性資料取得極為不易。 

（二）工作滿足的變數很多，本研究僅選擇個人屬性變項、人格特質

、工作特性等幾個變項對首長警衛人員工作滿足的影響進行研

究，如能加入其他變項，則能更周延。 

（三）以「顧客導向」理念而論，警衛對象作為接受安全維護之一方

，亦屬警衛人員之顧客，如能針對警衛對象就接受安全維護之

滿意度加以研究，相信對首長警衛工作之改進與日後規劃，應

更具意義，惟目前囿於人力、時間及現實環境等因素考量，尚

無法針對此一方向加以研究。 

（四）由於首長警衛工作之特殊性，其任務性質較為敏感、機密，故

目前尚不宜針對首長警衛工作任務執行方式或對不同警衛對

象執行警衛任務之難易程度等構面對警衛人員工作滿足之影

響加以進一步之探討。 

（五）為遵守相關法令規定，並維護目前首長警衛權責單位勤、業務

之機密性，本研究僅就不涉及機密部分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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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流程 

一、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警政署保安警察第六總隊第二警官隊全體警職人員

，含借調、支援本單位人員，不含本單位借調、支援他單位人

員（即目前實際從事首長警衛工作人員）。 

（二）研究內容：本研究探討警政署保安警察第六總隊第二警官隊所

屬警職人員之個人基本變項、人格特質、工作特性及工作滿足

，其主要內容初步擬定如下： 

１、個人基本變項：包括性別、年齡、學歷、婚姻狀況、職務

序列、工作類別、從警年資、從事首長警衛年資、是否任主

管職（職務）及是否曾擔任首長警衛以外之警察工作等。 

２、人格特質：內、外控人格特質等 

３、工作特性：技能多樣化、工作完整性、工作重要性、工作

自主性、工作回饋性等。 

４、工作滿足： 內滿足、外滿足、全體滿足。 

 

二、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如圖 1-1 所示，茲列述如下： 

（一）確立研究之主題及相關概念之釐清、確定。 

（二）蒐集相關文獻。 

（三）擬定研究計畫。 

（四）編制研究問卷初稿，並請指導教授指正，嗣將修正後之問卷進

行預試，以確定問卷的信度及效度，再行編制正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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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針對研究對象，實施問卷調查。 

（六）將調查所得資料應用統計方式進行彙整分析。 

（七）依據分析結果，提出研究發現及建議。 

（八）完成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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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立研究主題 

蒐集並探討相關文獻 

擬定研究計畫 

設計問卷 

問卷調查 

資料整理與分析 

研究結論與建議 

研究報告 

圖 1-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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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重要名詞解釋 

一、首長警衛：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函頒中央機關政府首長及特定人士安全警衛

派遣作業規定，係指維護「中央機關政府首長及依該作業規定所派遣

保護特定人士」之警衛。 

 

二、首長警衛人員： 

依法規實際執行首長警衛之人員，目前係由警政署保安警察第六

總隊第二警官隊專責，因此第二警官隊所有實際執行首長警衛工作之

警職人員即是。 

 

三、人格特質： 

人格是指個人在他的生命歷程中對人、事、物、己以及對環境的

適應所顯示的較為持久性的獨特看法（韓繼成，民 2002）。張春興（

民 1995）認為所謂人格特質是指個人形為背後所形成的獨特的人格

結構。本研究係採取 Rotter（1966）之看法，其主張人們對於其行

為皆傾向歸因於他們自己或是外在環境因素。這種人格特質會造成相

當不同的行為表現。某些人堅信事的成功與否是操控在他們自已，具

有這種人格特質者，稱為「內控者」；相反地，有些人則自認事情的

結果走出外在的環境因素所控制，他們無能為力只有聽天由命的份，

這種類型者稱為「外控者」。 

 

四、工作特性： 

本研究對工作特性之定義，係指與工作有關的因素及屬性，其包

含之工作屬性採用 Hackman & Oldham(1975)之觀點，在其工作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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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架構中，五個工作核心構面乃是透過三個重要心理狀態，間接影

響到個體的工作結果。 

 

五、工作滿足： 

又稱工作滿意度，是指首長警衛人員對其現任職務的態度、情意

反應或對工作歷程所具有之整體性的感覺與主觀價值判斷。而其感到

滿意與否，取決於自特定的工作環境中所實際獲得之價值與其所預期

獲得價值之差距。差距越小，滿意程度越高；差距越大，滿意程度越

低。而其操作性定是指工作滿足量表上的得分。 

 

六、特定人士： 

係指「中央政府機關首長」以外，認有加以實施安全維護，並且

依據「中央政府機關首長及特定人士安全警衛派遣作業規定」，由警

政署特別核定派遣安全警衛之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