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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就個人屬性變項而言： 

（一）以「性別」而言，前如第四章第一節所敘明，雖然研究對象女

性人員較少（僅 11 位），代表性較為不足，然於考量女性首長

警衛人員實屬少數、特殊之工作族群，故仍予保留此一分類及

研究結果作為參考。男性首長警衛人員工作滿足之「成就及尊

榮滿足」及「工作環境及社會性滿足」等二構面高於女性首長

警衛人員。推斷係因男性升遷機會普遍高於女性（目前尚無女

性擔任主管人員；但此亦因女性普遍較早外調，尚未到達升遷

主管之年資）及男性較注重於工作上之自我表現，較以職業為

重等因素所致。 

（二）以「年齡」而言，於工作滿足四個構面均有顯著差異，大致而

言，「40 歲以上」組最高，「36-40 歲」組次之，「25 歲以下」

再次之，「26-30 歲最低」。隨著年齡遞增，工作滿足有呈現 U

字型改變之趨勢。此點與 Herzberg(1957)之研究發現類似，推

斷係因「25 歲以下」之首長警衛人員係屬職場新鮮人，對於工

作內容充滿新鮮感，且剛成為受薪階級，因此工作滿足尚可；

而「26-30 歲」之首長警衛人員一方面對於工作較具有經驗，

另一方面對於現況開始感到不滿足，對自我之期許逐漸升高，

因此工作滿足下降；30 歲以後，一方面已婚人員增多，另一方

面個性逐漸成熟，對現況接受度逐漸升高，且隨著「職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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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序列」的逐步提昇，工作滿足也越來越高。 

（三）以「學歷」而言，於工作滿足之「成就及尊榮滿足」、「信賴及

升遷滿足」及「工作本身滿足」等三構面呈現顯著差異。且有

學歷越低，則工作滿足越高；學歷越高，則工作滿足越低之趨

勢。此點與許士軍（1977）之研究發現類似，推斷其原因係因

教育程度越高者，渴望工作能滿足其較高層次之需求，對工作

的要求相對提高，因此較不易滿足；值得注意的是，此一狀況

並不意味日後進用新進人員時應避免較高學歷者，而是應設法

善用高學歷者才能，並藉以合理滿足其較高層次之工作需求，

藉以提高工作滿足。 

（四）以「婚姻狀況」而言，於工作滿足之「信賴及升遷滿足」及「

工作本身滿足」等二構面均有顯著差異。且「已婚」組均高於

「未婚組」。此點與許士軍（1977）研究發現相同，推斷係因

已婚者在生活上較有安全感，且多了親屬之感情慰藉，而此安

定的情緒延伸至工作上，對工作較容易滿足所致；另外，已婚

者視工作收入為維持家計的主要來源，自然對工作的要求較符

合實際，較少有「眼高手低」之情形，故不滿足的情況較未婚

者少。且許士軍亦認為已婚者之滿足程度較高，與婚姻狀況對

於人的期望水準、心理成熟及安全感等都有密切的關係。 

（五）以「職務序列」而言，於「成就及尊榮滿足」、「信賴及升遷滿

足」及「工作本身滿足」等三構面呈現顯著差異。且有職務序

列越低，則工作滿足越低，職務序列越高，則工作滿足越高之

趨勢。此與 Hoppock(1935)及 Porter，Lawler(1964)等研究發

現相同，亦即職位越高，工作滿足程度越高，此係因對職務序



 
 

 
 

154

列升遷之需求獲得滿足之故。 

（六）以「工作類別」而言，不同工作類別於工作滿足並無顯著差異

，推斷係因研究對象保安警察第六總隊第二警官隊內部輪調頻

繁，除週期性配合政府內閣改組而作大部調整外，平日因應人

員外調、新進人員補實及人員工作不適任問題等亦經常調整內

部職缺，因此所屬人員普遍均具有多種工作類別之共同背景，

亦即相同工作年資同仁大都經驗相當，故於工作滿足之程度上

無顯著之差異。 

（七）以「首長警衛年資」而言，於「成就及尊榮滿足」、「信賴及升

遷滿足」及「工作本身滿足」及「工作環境及社會性滿足」等

四構面均有顯著差異。且趨向年資越長，則工作滿足越高；年

資越短，則工作滿足越低之趨勢極為明顯。此點與許士軍（1977

）之研究發現相同，推斷與「職務」、「職務序列」、「年齡」及

「婚姻狀況」伴隨改變等有正向相關。 

（八）以「職務」而言，於「成就及尊榮滿足」、「信賴及升遷滿足」

及「工作本身滿足」及「工作環境及社會性滿足」等四構面均

有顯著差異。且擔任「主管」職務人員工作滿足均明顯高於「

非主管」人員。此點亦與 Hoppock(1935) 及 Porter ， 

Lawler(1964)等研究發現相同，亦即職位越高，工作滿足程度

越高。 

（九）以「是否擔任過首長警衛以外之警察職務」而言，於「成就及

尊榮滿足」及「信賴及升遷滿足」等二構面呈現顯著差異。且

「曾擔任」之人員工作滿足均較「不曾擔任」之人員為高。目

前而言「曾擔任」之人員均屬因曾擔任基層員警，嗣因進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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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警察大學就讀畢業後進入首長警衛專責單位服務，因此推斷

係因由「警、隊員」獲升遷為目前之「警官」，於心態上已獲

得相當程度之滿足，此點則非不曾擔任基層員警，畢業後即直

接擔任「警官」之人員所可比擬。另由於「曾擔任」之人員，

年齡普遍較大，推斷亦是工作滿足較高之另一成因。 

二、就人格特質而言，傾向內控人格特質者，工作滿足較高

；反之，則工作滿足較低。此點與學者 Spector(1982)

之研究發現相同。 

三、就工作特性而言，工作特性越強，則工作滿足越高；反

之則越低。此點大致符合學理研究，並與大部分學者研

究發現相同（Hackman & Lawler，1971；黃國隆，1982

）。 

四、就整體滿足而言，滿意度 3.09，僅略高於中間值，顯示

滿意度尚待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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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修訂首長警衛派遣依據 

現行首長警衛係依據警察法、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總隊組織通

則等法規規定，而由警政署保安警察第六總隊負責執行，而其任務派

遣及執行之準則則循據內政部警政署函發之「中央政府機關首長及特

定人士安全警衛派遣作業規定」辦理。但審觀該係屬行政規則之署函

內容，首長警衛派遣對象含有「特定人士」一部份，不僅規範不清，

且有行政規則逾越母法授權之事實。對此，建議修正相關規定，明確

訂定派遣保護之對象，不僅可讓執勤警衛官依法行政，且可有效運用

國家資源。 

 

二、以專業化方式針對新進人員實施人格特質測試 

本研究指出，傾向內控人格特質者，其工作滿足程度較高，反之

，則工作滿足程度較低。因此，建議邀請專家學者協助設計一套適合

且能有效測出人格特質之衡量標準（如以本研究之內外控人格取向量

表等），於首長警衛專責單位每年進用、甄選新進人員時，併案施測

，以作為甄選之參據，俾能獲得較佳之警衛人選，。 

 

三、強化專業教育 

針對目前所實施之長年訓練內容及方式，定期加以檢討，針對警

衛人員實用警技、射擊等訓練加以簡化項目並深化內容： 

（一）於所學之八極拳、綜合逮捕術、柔道等各項體技中擇一重點加

強練習，以求經不求多為原則，落實每日之體技訓練，並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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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分級檢驗制度，將成績納入年終考績及重要工作任務派遣

之依據。 

（二）強化射擊能力，針對優秀射手，予以定期性之練習機會，對於

成績較差者，則不僅提供較多之練習機會，更應以專人指導並

利用科技器材，如全程近距離攝影等方式，協助分析固癖、成

績不良等原因，強化自身防衛及警衛之能力。 

（三）落實急救、水上救生等基礎醫療訓練，定期聘請專業人員上課

及施測。 

（四）針對各種危害狀況，擬定狀況應變處置腹案，並恢復往常每年

定期舉行之實警演練與警棋推演，並由所有同仁分梯全員參與

、練習，藉以強化應變、防衛及作戰能力。 

（五）鼓勵同仁利用勤餘時間再進修，除可進入各校研究所研讀外，

並應加強各方面外文人才之培養與訓練，以建立全方衛之警衛

官，並可增加個人自信，提昇工作品質及個人滿足感。 

（六）增進組織成員「學習再學習」（Marquardt,1996:80）的能力，

包括學習收集新的資訊、如何避免複雜的思考及不必要的工作

、如何知道真正的瞭解程度、如何將各種學習和組織相互結合

及整合工作、生活與學習的經驗（引自孫本初，2001）。 

 

四、強化工作特性 

由於工作特性與工作滿足呈現正相關，亦即首長警衛人員對工作

特性知覺越強，即工作滿足越高。因此，避免無聊的、重複的、缺乏

挑戰性及自主性的工作，適度強化工作內在特質，如讓工作較具變化

性、自主性、完整性、技術多樣性、回饋性和合作性等，將有助於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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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首長警衛人員之工作滿足。建議方式： 

（一） 完整建立標準化作業流程，現行首長警衛工作區分為多種工作

類別（本研究區分為六種），揆諸過往，首長警衛專責單位雖

然均曾就勤、業務執行方式制訂相關規則及參考步驟及重點以

利遵循，然而卻仍欠缺制度性、完整性之彙整及修訂，建議參

考警政署所訂之「專業警察常用勤（業）務執行程序彙編」加

以研訂並定期檢視及修正，除可加強警衛專業智能之傳承、將

基本應勤技能統一化、標準化等等外，且可有效強化首長警衛

專業性之形成，及深化首長警衛工作內在之工作特性。 

（二）成立專責小組，針對相關科技新知、武器發展、最新警衛任務

執行方式、國內外實際案例等詳加收集研編、檢討，建立相關

資料庫，累積警衛經驗，強化本身學習應變能力，並可提昇工

作特性，提高首長警衛人員工作滿足。 

（三）持續落實定期輪調制，讓所有警衛人員歷練各類別之工作，讓

不同之工作經驗豐富同仁之技術多樣性，可有效提昇工作滿足

，並協助同仁快速熟練各項警衛工作。 

（四）適時適度予以同仁各項回應，並於同仁完成特定工作項目時，

予以適當之回應，可包括鼓勵、獎勵或建議修正事項，藉以提

昇警衛人員之工作回饋。 

 

五、設立安全警衛警察局 

長期以來，即不斷有提升首長警衛專責單位層級之構想及方案，

甚至曾形成具體建議案提報至內政部警政署，然礙於現行政府架構或

財政問題等致無法成立，本研究具體建議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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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警衛對象眾多且層級高：目前實際警衛對象包含五院正、副院

長、各部會首長等合計三十餘位，不僅警衛對象眾多且層級極

高，有必要明確提昇負責警衛任務之單位位階。 

（二）強化協調聯繫能力：警衛任務之執行不僅空間範圍極廣（包括

陸運、空運、水運、海運及鐵運等）、協調對象、單位極多，

且協調對象層級亦較高，除經常與警政署瑣轄各縣、市警察局

、機關聯繫外；尚需與各部會（如國防部、海巡署、外交部、

國家安全局）乃至五院等上級單位密切協調，因此，實有必要

調升警衛單位層級。 

（三）統一事權：目前由於任務執行單位位階過低，於任務執行過程

，係屬協調事項過多，直接指揮、調度權責則偏少，於此，均

不利於首長警衛之執行，且與首長警衛指揮權統一之要求背道

而馳。 

（四）有效運用警力：目前首長警衛專責單位實有員額 192 名，因係

每日二十四小時執勤，因此每時段實際在勤人員約為 2/3 至 1/2

，警力不足情形實已相當嚴重，但如遇勤務較為疏緩期間時，

則警力又顯多餘，如能成立安全警衛警察局，當能效法美國密

勤局之警力運用方式，適度將閒置警力投入如查緝偽鈔等高科

技案類，將高品質之警力發揮最大功能。 

（五）暢通首長警衛人員升遷管道，留住人才：儘管近來經過積極爭

取，原本列第八序列組員得有二分之一列第七序列，惟由於警

衛單位層級過低，升遷仍有瓶頸，如遇積極上進同仁，唯有藉

外調一途方能獲得理想升遷，且於外調升遷並累積豐富經歷後

，縱有意遷調回第二警官隊服務，亦缺乏適當管道及職級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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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於此均不利於留住優秀人才或吸引閱歷豐富之同仁貢獻

所長，且無法符合警衛人員宜「久任」及「資深化」等基本要

求。 

具體建議如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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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安全警衛警察局層級示意圖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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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 研究對象方面 

（一）進行其他警衛勤務人員之研究 

本研究所對對象僅為「首長警衛」人員，然如本研究第一章第一

節所述，警衛任務尚有「特種勤務警衛」及「一般警衛」，其所警衛

之對象不同於首長警衛，前者由於任務機密性，後者由於警衛單位不

一，權責並不集中，研究均更為不易。惟其具有研究價值並不亞於首

長警衛。爰建議未來方向可將此二者納入，以瞭解各類警衛人員之間

差異。 

（二）增列警衛對象為受研究對象，並調查其對警衛單位及人員所提

供服務之滿足程度 

「首長警衛」服務之對象，均為中央憲政機關首長，如能針對首

長們就接受警衛服務之滿足程度或建議加以研究，相信對整體「首長

警衛」品質及制度之提昇能提出更為具體及有效之結論。 

 

二、研究變項方面 

影響工作滿足之前因變項甚多，概略可分為個人屬性變相及環境

變相二大類。前者包括價值觀、人格特質、個人智能、動機、偏好、

知覺程度、及期望等等，後者則包括工作與工作環境、組織內部環境

、職業性值、政經環境等等因素。本研究僅選擇人格特質及工作特性

二種作為自變項，但影響工作滿足之因素極多，建議將來之研究者可

將不同之變項納入，瞭解同不因素知交戶影響，則應能使首長警衛工

作之相關研究更為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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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工具方面 

本研究之調查工具「首長警衛工作滿足調查問卷」，係於參考相

關文獻資料，並由教授指導，經過信、效度考驗，具有一定層度之信

、效度。建議為來之研究，應依研究需求，以修訂問卷或另行設計研

究工具，使研究工具更加完善與理想。 

  

四、研究方法方面 

（一）本研究受限於時間及人力之因素，未對研究對象加以深入質化

訪談，僅以問卷調查方式加以蒐集資料、分析並研究。對未來

研究者建議，如能同時加入質化訪談，對研究結果及發現應有

更大助益。 

（二）由於問卷資料之填答受限於個人開放內心世界之層度，因此僅

以問卷之方式，即斷定受試者為何種人格特質、對於工作特性

之知覺反應及工作滿足之狀況，實未盡周延，於此建議，未來

研究者，可以採取長期參與觀察法等方式加以研究，以期研究

結果之周延及客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