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一、社會富裕、需求提升 

我國近年平均每人每年所得已超過 1 萬 4 仟美元，今後隨社會生

活的日趨富裕，國人對生活品質與生活多樣化之要求勢必日益提高。

根據美國心理學學者 Maslow 的研究（1970）：當生理與安全需求獲得

滿足之後，個人將進一步追求獲得他人的接納、所熱愛、愛與隸屬感，

進而達到自我實現的需求。因此，在國內整體經濟結構在運動或休閒、

娛樂、教養、醫療健康等服務支出方面，普遍出現了逐漸增加現象之

際，以往國人以工作為生活重心傳統價值觀，勢必受到檢討。而預期

美滿的家庭生活，有意義的工作內涵、有時間從事休閒與增進健康等

活動，將成為國人生活中備受重視的課題，此為研究者研究動機之一。 

 

二、產業升級、壓力日增 

現代企業從業人員對於 Maslow 所言的生理與安全等較低層次的

需求大多可以獲得滿足，所以他們更進一步希望能在工作中獲得尊敬

與自我理想的實踐，在此情況下企業勢必被要求重視員工的福利與退

休制度等；員工也將更加追求家庭生活的品質，包括婚姻生活的經營、

兒女教育質的提升與社區整體營造的參與等；週休二日制度實施後，

人們也將逐漸重視休閒生活的品質、休閒場所的安全性、休閒活動方

式的選擇與規劃。歐美社會學者長期觀察企業發展過程，亦指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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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對於組織的效能日趨重要（1998;Havlovic,1991）。 

台灣過去五十年來憑藉著廉價、勤奮與優質的勞力，成功地從農

業出口國家轉變為工業國家，對經濟發展的貢獻，有目共睹，並受到

舉世的肯定。然而近年隨著全球化趨勢及中國大陸開放政策，台商西

進搶攻大陸市場，國內產業面臨科技層級提昇的迫切需要下，員工工

作壓力亦隨之提高。企業來往兩岸之間，家庭生活大受影響，夫妻感

情時有嫌隙發生，休閒生活更是缺乏。因此員工的工作、家庭及休閒

生活等之間，如何取得平衡值得重視，此為研究者研究動機之二。 

 

三、安全需求、備受關注 

而隨著一個社會經濟生活的日趨富裕，對於「安全需求」的要求

勢必日益提高。所謂「安全需求」含義甚廣，包括日常生活、居住、

交通等安全層面，其中又以警察的服務對於民眾的「安全需求」有著

直接的影響。 

警察為民服務的工作與民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民眾之所稱奉警

察為其「褓姆」，意指：大至生命安全，小至日常生活，希望警察無不

參與，甚至將警察喻為「作之親、作之師、作之君」之完人，警察深

深感受到民眾之讚譽與期許。然在服務他人之同時，警察自身必須專

注於專業值勤能力的提升，更重要的課題是：維持警察的身心健康，

方能擔負如此艱難任務。研究者擔任台北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隊

大隊長之職務，深切瞭解警察人員之健康狀況，就以保安警察大隊共

有官警 657 人，在民國九十一年的健康檢查結果為例：患有高血壓者

137 人、心臟疾病者 12 人、腸胃疾病者 39 人、肝功能異常者 176 人，

共計 364 人，幾佔總人數的二分之一。員警每天服勤長達十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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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夜間服勤四至八小時，每週輪休二日，但隨時可能因治安需要而

停止休假，召回擔服臨時指派任務，工作繁重且缺乏休閒生活，與家

人相處機會短暫，生活品質不佳，因此直接間接影響身心健康。警察

的工作、家庭休閒如果無法取得平衡，將造成極大心理壓力，勢必影

響為民服務之品質，身為警察領導階層應設法去面對這個問題。 

預期隨社會不斷發展，警察所扮演的角色也面臨了強烈的衝擊，

而一般民眾對於警察的觀察與期許事實上已經有大幅的改變，在過程

中，如何從「管理者」的角色轉變為「服務者」的角色，無庸置疑的

將是一項重大課題，此為研究動機之二。 

 

四、公職人員、是否依舊 

相較於企業從業人員與警察的工作，在我們社會中，公務人員被

認為是工作相對較穩定的鐵飯碗，然而在人們追求生活的意義和價值

的改變之下，對於公務人員服務之要求品質勢必提高，如此，公務人

員原本人人稱羨之工作能兼顧家庭之情況是否依舊存在，此亦為研究

者關心的課題之一，因此，透過警察、企業從業人員與公務人員在工

作、休閒、家庭之取得調和之程度加以比較，此為研究動機之三。 

 

貳、研究目的 

一、理論上之目的 

在研讀社會學相關理論學說過程中，曾接觸「三個角落自我理論

（Marks's theory of the three-corner self）」，該理論認為「自我的認同」

宛如三角形的三個角落，分別是「家庭或伴侶關係」、「工作生活」及

「個人隱私」，如果夫妻或伴侶對於這三個領域都能取得平衡，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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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程度會增加；反之，如果僅專注於一種領域，則夫妻或未婚伴侶

相處品質長此以往將會下降。此理論將透過經驗資料，進一步加以印

證。 

 

二、實務上之目的 

（一）研究者從事警察領導職務多年，長期接觸從事第一線執行勤務

的員警。由於警察勤務性質屬於全時及經常處於高度壓力的狀

況下，與企業從業人員及一般公務人員工作性質迥異，相對地

造成員警在健康、家庭、休閒，甚至對於自己所從事的工作，

有相當不同的價值觀。尤其警察工作經常於深夜服勤，生活方

式日夜顛倒，與家人共處時間短暫，幾無休閒生活可言，警察

人員原即屬於發生「過勞死」偏高的族群，在此種品質不佳的

生活條件下，家庭問題、婚姻生活、甚至造成自殺及過勞死亡

的不幸事件更是時有所聞。 

（二）此種情況，也發生在許多事業有成的企業人士，因為過度投入

工作而忽略了家庭生活與子女教養，雖成為成功的企業人士，

卻是失敗的家庭經營者。 

 

三、探索性之目的  

本研究透過警察勤務、及工作兼顧家庭、休閒等之分析。可以達

到下列兩個目的： 

（一）呼籲有關當局體察社會發展趨勢，預先規劃政策與資源分配。 

（二）透過人們對警察印象之理解，以瞭解人們心目中之警察形象，

喚起人們對人民褓姆多一份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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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名詞界定 

 

壹、生活意識 

「生活意識」屬於某種特定階層、族群或個人對於日常生活當中，

藉由各種互動交互影響所產生的特有社會文化意識，具體彰顯於外的

就是對於事物的評價或判斷，則可以稱為「價值觀」。 

 

貳、產業發展 

近代經濟成長可視為人類科技與社會知識累積的過程。．．．當

這些知識被利用時，它就成為產出增加與經濟結構調整的原動力，而

產出增加與結構改變就是近代經濟的表徵。人類社會依序由農業社

會、工業化社會、電腦化社會，進展至現今之「知識化」社會。農業

社會靠土地生產少量少樣的農產品，工業化社會則以機器設備、標準

化生產方式，生產大量少樣的產品。電腦化社會則以電腦、資訊通訊

科技，生產少量多樣產品。『知識化』社會，則以觀念、創意工程（Idea 

Engineering），生產單項但種類眾多的產品。這就是產業發展的程序，

而政府部門扮演著重要政策釐定與推動者的角色。而本文所謂產業發

展係泛指生產科技之逐級提升。 

 

參、警察 

根據韋柏英文字典(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1990) 

的解釋：「警察是為維持公共安全、衛生、道德、繁榮等設立的內部組

織或政治團體，而且主要在運用權力達成控制與規範的效果」；而美國

傳統字典(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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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釋：「警察屬於社區(Community)的規範與控制，主要在維護秩序、

法律、衛生、道德、安全，以及所有影響公共利益(福利)的事務。」。而

本文所謂的警察係指經警察人員考試合格依警察人員管理條例第三條

任官、授階，執行警察任務之人員。 

 

肆、警察勤務 

依據「警察法」第二條規定，「警察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

護社會安全，防止一切危害，促進人民福利」。又依照「警察勤務條例」

第十一條規定之「警察勤務方式」包含勤區查察，巡邏，臨檢，守望，

值班以及備勤。 

 

伍、壓力 

本文中我們所謂「壓力」係指加諸於人類身心的刺激當中，可能

會損壞身心機能之繁重、不快而言。如能適當加以因應，將可以解除。

但是如持續下去，在精神上將產生焦慮，使身心防衛機能崩潰。 

 

 

第三節  研究工具限制 

 

壹、資料推論之限制 

本研究基於立意抽樣之限制，故只能抽取到部分產業做為探討樣

本，不能推廣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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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貫時探討之限制 

產業經營環境對其他產業之形成，警察制度等有其不同之歷史背

景，本研究僅針對工作、家庭、休閒價值觀等從事橫斷面之調查。 

 

參、研究工具之限制 

研究所引用的研究工具，部分為研究者自行編制；部分引自他人，

量表之完整性，有待進一步驗證。 

 

肆、研究層面之限制 

有關社會治安之探討，所涉及層面甚為廣泛，必須體系性的探討，

方能把握其全觀，本研究僅針對工作、家庭、休閒價值觀調查，加以

探討，有關工作、休閒、家庭相關之理解，可提供民眾規劃生活方式

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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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意識與價值觀之意涵 

 

壹、意識的意義 

「意識（Consciousness）」是一個包括多種概念的集合名詞，其涵義

係指「個人運用感覺、 知覺、思考、記憶等心理活動，對自己的身心

狀態與環境中人、事、 物變化的綜合覺察與認識」（Raymond 

Williams.1977）。 

每個人所察覺與認識的經過，就是意識歷程，也就是意識經驗的

意思。在意識歷程中，當個人對內在與外在一切變化的覺察與認識時，

常隨當時注意程度的不同，而經驗到不同的意識層面。意識型態的作

用有以下 3 種作用（Raymond Williams.1977）： 

一、某一種特定階級或族群的信仰體系。 

二、虛假的信仰體系－假意見或假意識－可能與真實或科學知識相違。 

三、意義與思想產生的一般過程。 

而在十九世紀德國政治、社會與經濟思想家 Karl Marx 所提出的

「意識型態」定義中，則認為「生活意識」屬於某種特定階層或族群

對於日常生活當中，藉由互動所產生的特有社會文化意識，具體彰顯

於外的就是對於事物的評價或判斷，則可以稱為「價值觀」。 

 

貳、意識常指價值觀： 

一、具抽象、持久信念 

「價值（Value）」原是經濟學的用語，其所涉及的對象是「具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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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在十九世紀時社會學家引申其含意，專門用來探討「抽象的事

物」。其後社會及行為學家等推廣其概念，將其用來代表一種「高度抽

象化的概念架構」及一般所謂的「價值觀念」及「價值體系」（邱淑媛 

1993）。價值觀是一抽象觀念，具有認知、行為、情感三層面的意義，

通常是藉著選擇、評價等行為表現出來。 

Rokeach (1973) 認為價值觀是一種持久性的信念，是個人或社會整

體對某種行為或某種存在的終極狀態之偏好狀況。Lusk & Oliver (1974) 

認為價值觀是個人經由生活經驗所建立較持久的價值信念，即使經過

組織社會化過程也不太能改變此基本價值結構。 

 

二、意識與價值觀 

(一)Allport(1937)認為價值觀是給予一個人的生活一個架構，也把個

人的喜愛排成順序的『核心態度及情感』。 

(二)Locke(1376)「價值觀」是指一個人清楚地欲望、需要或尋找要獲

得的事物。需求使人採取行動，但是，他的價值決定他的實際選

擇和情緒反應。 

(三)Kluckhphn(1951)認為「價值觀」就是一個人或一個群體，內涵或

外顯的，對什麼是值得做的、好的(desirable)一個構想。此種構想

將影響了個人或群體的行動方式、途徑及目的的選擇。 

(四)Rokeach(1973)「價值觀」一種持久的信念，是個人或社會整體的

某種行為或某種存在的終極狀態之偏好狀況，此一信念認為，就

個人或社會而言，某一特定的行為模式或存在的終極狀態優於另

一個相對地行為模式或存在的終極狀態。並將價值觀分成兩大

類，其中一類是與個體追求目的有關的『目的性價值觀』，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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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是與個人行為模式有關之『工具性價值觀』。 

(五)Rescher(1969)將價值觀分為經濟的、道德的、社會的(social)、政

治的、審美的、宗教的、物質的(material and physical)、知識的

(intellectual)、專業的(professional)、情緒的(sentimental)等十類。 

(六)文崇一（1989）一個社會或一群人用以衡量事物或行為的標準。 

(七)Peterson (1972) 提出：價值觀是經由學習而獲得的概念，反應出

個人在內隱和外顯上所真正要的是什麼。同時價值觀也是一假設

性的建構，在個人或團體作決策時，提供判斷、引發性以及投入

的標準。 

(八)楊國樞(民 1981年)認為價值觀是個人人格結構的核心，而且是社

會型態的反應，因此價值觀包含著認知、情感和行為的成份，且

影響個人在平時對不同目標或事物的選擇。 

 

從以上關於「價值」的定義，雖然不同領域的學者有不同的看法，

綜合上述學者對價值觀的定義，可以看出價值觀包含個人的信念、行

事標準選擇準則。而本文旨在探討企業從業人員、公務人員以及警察

的價值觀，因此把「價值觀」範圍定義『在不同職類中，影響本身職

業價值觀、家庭與休閒生活機能的價值與信念，甚至是對於警察人員

的主觀價值判斷』，高度商業化及科技發展的社會型態下，這些價值與

信念，主要來自於每個人對於生活的主觀價值與感受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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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工作生活意識之研究 

 

壹、價值觀的定義 

一、Katzell(1964)認為工作價值觀是需求的外在表現。 

 

二、Super(1970)認為工作價值觀是個人所追求與工作有關之目標，亦

是個人的內在所需求及在從事活動時所追求的工作特質或屬性。 

 

三、Zytowski(1970)則認為工作價值觀是中介於個人的情感取向以及提

供此一情感取向相似滿足感的各種外在目標間的一組概念。 

 

四、Kalleberg(1977)將工作價值觀定為個體自工作有關的活動中想得到

的事物。 

 

五、Pryor(1979)不贊同「工作價值觀」一詞。改用「工作層面偏好」

(Workaspect Preferrence)，並定義為一關係性的描述，用以說明個人

(關係的主體)及工作的特殊性質(關係的客體)間的關係。當個人有

機會做選擇時，前述二者間關係的性質是一種較多或較少喜歡的

描述。 

 

六、吳聰賢(1983)認為工作價值觀是針對某一特定工作所反應之價值取

向、工作所具有的意義、以及工作所關係的規範、道德倫理以及

行為準則，皆是工作價值觀的表徵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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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Lofquist 與 Dawis(1984)提出工作價值觀是個人描述與其有關的工作

時，主要的向度。 

 

八、Pine 與 Innis(1987)認為工作價值觀是個人需求及重視的事物，換言

之是個人知覺其可滿足需求與重視事物形成工作角色的意向與取

向。 

 

九、Nord、Brief、Atich 與 Doherty(1988)把工作價值觀定義為人所期望，

覺得應該能藉著工作實現的結果狀態。 

 

十、Ravlian 與 Meglino(1989)則認為工作價值觀是指對各種工作行為方

式，特別是社會所接受的偏愛程度。 

 

十一、Lincoln 與 Kalleberg(1990)認為工作價值觀是引導員工朝向工作

與組織生活之取向，包括一個人一生中工作與經濟活動角色一般

化之動機與需求，以及一個人對於工作生活特定層面重要性之評

估，如對於工作所能帶來之收入、升遷機會、工作安全、及社會

關係等之重要程度。 

 

十二、陳銘宗(1994)則認為工作價值觀是工作者認為重要或致力追求的

事物、觀念或理想等等。 

 

貳、工作價值觀的分類 

一、以 Rokeach 對價值觀的分類來看，可將工作價值觀分為「工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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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價值觀及「目的性」工作價值觀。 

 

二、Kalleberg 的工作價值量表則是從員工重視的 34 項工作特性中找

出五個向度，分別是：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方便性

(Convenience)，人際關係(Relationship with Coworkers)，生涯

(Career)，資源妥適性(Resource Adequacy)。 

 

三、Vanus 與 McAllicter(1991) 的工作價值概念與 Kalleberg 相類似，

即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及外在價值(Extrinsic Value)。Vaus 等人

測量的外在價值的內容與 Kalleberg 的內在動機以外的四個向度相

類似。 

 

四、Minnesota 大學編製的工作意義與價值量表(Meaning and Value of 

Work Scale，引用吳鐵雄等，1995)，測量工作隱含的內在目的價值

如獨立、滿足、助人、自律、自我實現、興趣等項目，及外在價

值如經濟獨立、工作環境、地位榮耀、人際關係、安全、被重視

等項目。 

 

五、Hofsted(1989) 以四十個國家工作者為受試，建構出來的工作價值

問卷則包含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男性特質(Masculinity)、權力

距離(Power-Distance)、與不確定性逃避(Uncertainty Avoidance)等四

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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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洪榮昭(1995)以台灣省勞工為對象進行調查，他將工作價值分為工

作生活價值與工作價值兩部分。當中工作生活價值與目的性工作

價值有關，工作價值則類似工具性工作價值。 

 

參、人格特質與工作價值觀 

生涯輔導理論的若干學者認為個人傾向於選擇與自己人格特質相

近的職業，所以個人的職業選擇乃是其人格的延伸(Patterson，

1964;Weinrach，1984; Holland，1985)，而工作價值觀是人格特質中影響

職業選擇的重要因素。此外，心理學的場地論、新心理分析學派與實

證相對論的學者指出，價值觀念的形成，乃是個人與環境交互作用並

且不斷重組改造的歷程(1950;Sullivan，1953;Bigge，1971)，組織行為學

者的研究報告，也指出組織社會化會改變個人的工作價值觀

(Rosenberg，1957;Weiss，1978;Mortimer& Lorence，1979;Hazer & Alvares，

1981;Lachman，1983)。 

在擁有特殊成就的人格特質研究方面，Torrance(1975)曾列舉出 34

項具有高創造力者的人格特質，如情感的敏銳、富於幻想、願意冒險、

喜歡獨自工作、好奇、追尋、自我肯定、獨立思考、判斷、坦誠、有

眾多興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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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家庭生活相關研究 

 

壹、家庭的功能 

家庭是人類社會最基本的單位，人的一生大多是在家庭中生活，

傳統的家庭定義，指的是異性的兩個成年人，可能擁有婚生或收養子

女，家人彼此之間有經濟分享、共同居住、情感分享、夫妻之間有合

法性行為。家庭所發揮的功能，在於為家人提供場所及物質、精神、

感情等條件，能使各方面獲得身心發育、長大與成熟(楊懋春，1981)。

社會學者 Parsons 認為就家庭制度而言，強調家庭制度有其功能的存

在，例如：生育、養育、社會地位的給予、個人的社會化等，家庭具

有經濟、政治、宗教、社會化和養育兒童，並提供成員心靈和情感上

的支持。 

家庭制度隨著社會變遷會有所改變，Parsons(1949, 1955, 1964 )認為

家庭結構和活動所呈現出來的變遷，是為了適應社會上其他部份的變

遷，在現今工業社會之中，生產模式改變，家庭由在經濟上的功能傳

統的生產單位，轉變為現在的消費單位，社會流動快速，所推崇的價

值也由成就地位取代歸屬地位，因而傳統大家庭(大家族)的家庭形式，

已經不再能夠滿足現今需求，進而以核心家庭為主，成為工業社會中

家庭形式的主流。綜合上述各家說法認為一般家庭的功能有以下幾方

面： 

 

一、生育功能： 

每一個社會皆以家庭為生兒育女的地方，家庭提供合法化的正常

的性生活，在此繁衍下一代使社會能有不斷的新的成員加入，前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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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死亡，能由新的一代繼承之。 

 

二、情感功能： 

有親密性的需求，家庭中成員的關係立基於血緣、婚姻、與收養，

其中尤其是血緣關係，是無法改變的，成員間彼此的情感是與非家人

的關係不同的，在家庭中成員間的關係是屬於自願的、互助的與協調

的，可以提供彼此情感的慰藉，成員間是有愛與信任。 

 

三、社會化與教育功能： 

家庭提供社會成員社會化的功能，社會化是一種經由不自覺的模

仿過程，吸收父母行為模式，學習社會中的規範、信仰、態度和社會

價值，使個人由自然人成為社會人的過程。 

 

四、經濟功能： 

家庭成員間的經濟資源共享，是普遍存在各個傳統社會之中的，

家庭是最基本的經濟單位。 

 

五、保護與照顧功能： 

家庭具有保護和照顧家庭成員的功能，一旦家庭成員遭遇危險或

攻擊，所有的家庭成員必群起而護之，也提供不同成員生活上的各種

安排與照顧。 

 

貳、家庭為人格孕育之場所 

人格特質的形成因素非常複雜，當中牽涉到個人成長過程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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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幼兒時期心理發展的過程、父母親及周圍成長環境互動等，但是，

家庭卻是形成個人價值觀的重要地方，也對於個人的家庭價值觀直接

產生影響。家庭並滿足愛與隸屬的需求 (the love and belonging needs)：

人類會尋找朋友、愛人、兒童、親密關係的需求，甚至是社區的需求

（Maslow，1970）。 

 

參、社會轉型與性別角色調整 

國內學者晏涵文(1989)提出，在今天的社會裡，性別角色已經和傳

統的社會有很大的不同，需要更多彈性的教導。傳統文化中教養男性、

女性如何去適應過去社會環境中的性別角色，而今，其人格特質方式

必須有所改變，否則以傳統的價值觀教導學生或子女適應現今改變後

的環境，必然造成更多的適應不良。在兩性共存的社會裡，當女性在

學習適應變遷中的性別角色時，男性也必須學習他們的新角色，如共

同分擔家務，愛護、支持並鼓勵妻子，照顧子女以及在工作上與女性

同仁和諧相處等。男女兩性在新的性別角色中，除了都應養成獨立、

自主、進取、負責等在工作上所需要的健康人格特質外，也都需要學

習共同為家庭付出，所以諸如溫柔、愛心、整潔等人格特質絕對不可

忽視。男女兩性最好能彈性地視適當的情境表現不同的特質，發展一

個和諧且共同創造的兩性關係。 

 

肆、婚姻關係 

婚姻關係的滿意度與正向解決、逃避、爭執和自我責難因應行為

有顯著且直接關係。年齡是對自我興趣和尋求支援因應行為唯一且直

接的影響因素。人格特質與三種負向因應行為有直接關係。整體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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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衝突的認知評估與社會支持程度二因素係透過它們與婚姻滿意度

或人格特質關係而與婚姻衝突因應行為有間接的關係（李良哲 1994）。 

 

 

第四節 休閒生活 

 

壹、休閒價值觀的定義 

Bloland（黃德祥引用，1994）指出，休閒活動具有六大功能：一、

帶給個人快樂；二、增進身體健康與增加生活的多樣性；三、增加個

人的自由感（Sense of freedom）、體驗各種生活目標，並對角色楷模進

行認同；四、發展人際關係與建立友誼；五、娛樂與鬆馳；六、經由

需求的滿足而平衡人生。而人類學家 Shiver（1976）也指出：「休閒已

成為生命中的一種重要元素，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無論在學校、工

作場所、家庭或社區，休閒都扮演著槓桿的作用」（陳彰儀引用，1987）。

相同的，休閒對現代人而言具有重大的意義，其可透過休閒活動的參

與，紓解工作上所承受的壓力，進而提升生產效能。 

 

貳、休閒的意義 

一般人認為休閒是工商業社會的產物，實際上「休閒」這個名詞

由來已久。從古至今，每個時代無論是貧是富，人們或多或少都有一

些可以支配的時間去從事休閒活動。但也因為當時的社會背景不同，

因此，不同的時代造就出不同特色的休閒文化。有關於休閒的定義，

大致可從下列幾項觀點做一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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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源意義的觀點 

休閒（leisure），源自於拉丁語的（licere）一字，亦即「被允許」

（to be permitted），指的是擺脫生產勞動後的自由時間或自由活動；在

法文中也有 loiser 一字，意指自由利用的時間。而拉丁文 licere 和希

臘文的 schole 意思相同，指的是工作（business）的相對用詞。從西洋

教育史的紀錄中也可以發現古代希臘羅馬的教育理想，主要是培養各

方面均衡發展的公民。他們將休閒、遊戲視為教育和生活中非常重要

的一環，工作目的是為了休閒（呂建政，陳彰儀用，1987）。 

從上述中西文「休閒」字源意義中可以瞭解，休閒的概念是理念

上的自由狀態和精神上的啟蒙。同時，休閒是一種免於謀生的時間，

不被謀生的瑣事所牽絆，而且是用閒逸的心情，從事各種提昇心靈層

次的活動。因此，在字源觀點下的休閒具有下列幾項特質：1.與工作

相對立。2.自由的（意指時間及行動上自由的獲得）。3.享受愉悅的心

理狀態。4.超脫日常生活的一種理念和精神，並付諸於行動。 

 

二、時間的觀點 

Parker(1971)認為工作之外，剩餘時間就是休閒，在這剩餘時間內

可以做許多事，如家務、運動、義務工作、所嗜好的活動來放鬆自己

或是與工作不同的事（陳彰儀引用，1987）。黃文真（陳鴻雁引用，2000）

將「休閒」定義為「工作以外，可以自由運用的時間內除去用來滿足

個人條件需要，如吃、睡、照顧自己健康、外表以及那些家庭的、社

會的、宗教的或公共事務上的則任義務以外時間屬之」。李明宗（邵長

茹引用，2003）認為「休閒」即為「閒暇」，意指「自由時間」（free time）

或「可自由支配的時間」（discretionary time）。陳肇堯（引自邵長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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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認為以時間向度來解釋 Leisure 即指「自由時間」或「可自由支

配的時間」，在這段時間人們可以不受外界所加諸自身的義務所約束。 

經由以上的文獻得知，休閒從時間觀點而言具有：1.閒暇的、自

由時間（意指可自由支配的時間）。2.解脫工作和責任義務之外的時

間。3.為滿足實際需要報酬之行動以外的時間。 

 

三、活動的觀點 

Kelly(1978)曾廣泛的定義休閒為：「一種為了休閒本身為主的自由

選擇性活動」。社會學辭典（Dictionary of Sociology）：「休閒活動」為

在餘暇時間所從事的任何活動，方式可為個人的或集體的；這種活動

是自由且令人愉快，它是可供個人發展生理、心理或應用創造能力的

活動。張春興（1991）認為：「休閒是在自由時間內隨心所欲的從事為

擺脫職業上束縛的活動。亦有學者認為所從事的非工作性質且無家庭

和社會義務的活動，就是休閒。」 

 

綜合以上所述，以活動觀點而言的休閒；其具有下述之三項意涵：

（一）隨心所欲的活動；（二）為滿足需求的活動；（三）可選擇性的

活動；（四）與工作無關的活動。 

 

四、心理的觀點 

Golbey（1985）將休閒定義為：是某種生活情境，幾乎不受文化上

或實質上的外在強制力之逼迫，因此人們可以完全依據自我內在的需

要，追求愉悅的體驗或直覺上感到值得的體驗（陳彰儀， 1987）。陳

肇堯（陳鴻雁引用，2000）以心理狀態的向度來界定休閒則為「閒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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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謂著「不急躁的、平和的、愉悅的、昇華的及寧適的心理狀態」。莊

斐瑜（邵長茹引用，2003）則認為從心理或心靈的觀點看，可視休閒

為一種自由舒暢的心境，一種忘我的投入，甚至是一種超真實生活的

狀態。 

而鄭琦玉（1995）將休閒需求定義為：個體參與休閒活動之心理

與生理上之需要或慾望。張孝銘、高俊雄（2001）認為休閒需求係指

個體欲藉由參與休閒活動來滿足不同的內外在需求，其主要包括知識

探究、社交互動、能力成就與身心釋放等需求。 

 

參、休閒價值觀與工作的關係 

Parker (1976)把休閒與工作的關係分為下列三種： 

一、休閒為工作的延長，即認同關係 (Identity Relationship)持此觀點者

認為職業環境中的各項生活經驗，會延伸到休閒生活當中。意即

工作性質會影響工作者的興趣、個性等，工作中所習得之技能亦

會在休閒活動之參與當中加以發揮，再加上工作環境中所產生之

次級文化，亦會使休閒活動注入了社交性與政治性意義。 

 

二、休閒當工作為互補關係，即對比關係 (Contrast Relationship)就資源

有限的觀點而言，在時間、精力與金錢有限的情況下，當工作所

耗費的資源愈多，相對地休閒所能運用的資源愈少。 

 

三、休閒與工作是彼此獨立、互不相關的活動 (Separate or Neutral 

Relationship)以此種論點是以「角色」扮演為基礎解釋，認為個人

處於不同之場合中，所扮演為角色應有所不同；意即工作時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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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其所任職之角色，參與休閒活動時，便換成不同的角色。因

此休閒與工作關不一定有關係存在。 

 

肆、人格特質與休閒價值觀 

職業生涯規劃大師 J.L.Holland（邱美華、董華欣引用，1997）的職

業類型論認為個人的職業選擇為其人格的反應，職業興趣乃人格於工

作、嗜好、休閒活動上的反應。而個人因為過去經驗的累積，加上人

格特質的影響而選擇某種職業，故該職業亦將吸引有相同經驗與人格

特質者：至於職業上的適應、滿足及成就乃決定於其人格與該工作環

境的一致程度。Holland 並將人分為實際的、研究的、社會的、傳統的、

企業的及藝術的六種型態，職業環境亦可依此區分為六種。個人的職

業選擇即為其人格類型與職業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 

在心理疾病影響人格特質方面比較常見的例子是「強迫型人格障

礙」(Obsessive-Compulsive Personality Disorder)，這種人格異常的症狀常

有以下的現象，對於工作、或休閒價值觀都產生極大的影響，因為這

些特質，而不容易與人建立關係，卻經常被誤認為「工作狂」。其主要

人格特質為：（一）過度專注於秩序、完美主義、及思想與人際關係的

控制, 因而失去彈性、開放性、及效率；（二）專注於細節、規則、表

格、次序、組織或時間表, 反而失去了活動的重點；（三）做事要求完

美, 甚至妨礙工作的完成；(四)在沒有經濟困難下仍然過度獻身於工作

和生產事業, 因而放棄休閒活動及友誼；（五）對道德、倫理或價值觀

的事物, 表現過份誠實、一絲不苟及無彈性；（六）即使已無感情上價

值, 仍不願棄舊物或無價值物品；（七）除非他人完全遵照自己的方式

做事, 否則拒絕將工作授權或與別人共事；（八）對自己及他人的花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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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十分吝嗇; 金錢被當作為了將來可能的災難而需囤積之物；（九）

處世僵化而頑固。 

 

伍、休閒與工作關係之性質 

休閒與工作之關係可視其工作性質而定。如為企業之中高級主

管，由於工作中擁有許多自主權與成就感，因此其休閒與工作之關係

應屬於「休閒為工作的延長」；而企業內期層、中低階等從事單調、重

複工作者，由於無法從工作中獲得內心滿足，因此其所從事的休閒活

動，則傾向於滿足成就感為主，其休閒與工作之關係可歸類於「休閒

與工作為互補關係」（莊慧秋，1990）。 

 

 

第五節 對於警察意象之相關研究 

 

在現今多變的環境下，人們對於身所處環境治安的感受如何？他

們或是身邊的家人是否歷經了犯罪的傷害？各國對於犯罪被害問題與

治安滿意度的問題相當重視，例如美國每年皆實施犯罪被害的相關調

查（如 NORC、NCVS 等），以瞭解人民所受被害之狀況以及影響，台

灣地區每年均由內政部警政署進行刑案之統計，其中包括對被害者的

人口變項的統計資料，或是由政府機關委託專家學者主持大規模被害

調查，然而，近年來社會、經濟以及政治的急遽變化，民眾的治安滿

意度及對於警察的社會角色看法，亦有大幅度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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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民眾對警察部門的工作滿意度 

在民眾對警察防治治安工作滿意度的部分，有超過半數（53.4％）

的受訪者「滿意」警察部門過去一（91）年，在維護治安工作上的表

現。但也有近 4 成（39.8％），對於警察部門過去一年的治安維護工作，

表示不滿意。其次，在民眾對警察風紀問題的評價部分，近 7 成（69.7

％）受訪者仍認為，警察部門仍存有「風紀問題」。但其中亦有近 2 成

（19.9％）受訪者認為，現今的警察部門之中，已沒有所謂的「風紀問

題」（楊士隆，1993）。 

 

貳、對警察處理犯罪之能力與效率的信心  

    若人們相信警察能有效且迅速地掃除犯罪，將歹徒繩之以法；接

到電話報案時能馬上出動警力；並且實際出現附近巡邏，則人們對犯

罪的恐懼感會較低(Baker et al., 1983; Krahn and Kennedy, 1985; 

Ziegenhagen and Brosnan, 1991)。Box et al..(1988)指出，即使是剛成為犯

罪受害者的人，若他們相信警察會逮捕到侵犯者，恐懼感就不會產生。 

 

參、民眾對警察風紀及形象之研究 

臺北大學民意與選舉研究中心主任丘昌泰（2002）在「警察形象

知多少？台灣地區民眾對警察形象認知調查」結果顯示，有 8 成 4 的

民眾認為警察風紀問題只是少數害群之馬個人行為的問題，但也有 7

成的民眾表示警察風紀問題乃當前警政工作的首項要務。至於在接二

連三發生的警紀問題後，上級領導責任應該由誰負責？有 4 成 8 的民

眾認為地方縣市警局局長應該負責；相對於選舉煙硝中縣市首長該不

該承擔警紀責任的議題，只有 5.76%的民眾認為縣市首長該負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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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數據比起政府領導高層的8.92%以及政府警政署長的6.32%比例還

低。  

該調查中也針對警察形象詢問民眾適切的正、負面的形容詞，結

果顯示「為民服務」（55.58%）、「辛苦勤勞」（52.97%）、「人民保母」

（52.23%）等三項皆有超過半數之受訪民眾表示贊同，顯示此乃民眾

認為對警察形象是較為貼切的正面性描述。至於負面描述的形容詞方

面，「欺善怕惡」（48.42%）、「知法犯法」（48.33%）兩項分別名列前矛，

而「混水摸魚」（43.12%）、「同流合污」（41.64%）也有超過四成受訪

民眾表示認同為警察負面形象的形容詞。 

 

調查中也請民眾選出提升警察形象的策略，其中「整飭風紀、嚴

懲知法犯法」一項有高達七成八的受訪民眾表示認同。其次，諸如「加

強專業訓練，增進辦案技巧」（67.38%）、「加強巡邏、有效預防犯罪」

（61.99%）和「做好警民關係、妥善結合民力」（61.25%）的項目，皆

有超過 6 成以上的民眾表示贊同。反倒是在諸如「熱心服務、從事公

益活動」（41.36%）和「注意服裝儀容，加強員警儀態」（30.95%）的

選項，和前幾項相較之下則在支持比例少了許多。丘主任強調，這顯

示的意義在於民眾普遍認為當前提升警察形象較為合宜的策略乃是維

護警察風紀與強化專業本職，至於從事公益活動與修飾服裝儀態等「公

關」性質措施，相較之下則顯得不若警察本身風紀與專業來得重要。 

 

肆、警察勤務： 

一、依據「警察法」第二條規定，「警察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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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切危害，促進人民福利」。又依照「警察勤務

條例」第十一條規定之「警察勤務方式」如下： 

（一）勤區查察： 

於警勤區內，由警勤區警員執行之，以戶口查察為主，並擔任

社會治安調查等任務。 

（二）巡邏： 

劃分巡邏區 (線) ，由服勤人員循指定區 (線) 巡視，以查察

奸宄，防止危害為主；並執行檢查、取締、盤詰及其他一般警

察勤務。 

（三）臨檢： 

於公共場所或指定處所、路段，由服勤人員擔任臨場檢查或路

檢，執行取締、盤查及有關法令賦予之勤務。 

（四）守望： 

於衝要地點或事故特多地區，設置崗位或劃定區域，由服勤人

員在一定位置瞭望，擔任警戒、警衛、管制；並受理報告，解

釋疑難、整理交通秩序及執行一般警察勤務。 

（五）值班： 

於勤務機構設置值勤台，由服勤人員值守之，以擔任通訊連

絡、傳達命令、接受報告為主；必要時，並得站立門首瞭望附

近地帶，擔任守望等勤務。 

（六）備勤： 

服勤人員在勤務機構內整裝待命，以備突發事件之機動使用，

或臨時勤務之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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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然而一般警察實務上的勤務種類尚應增加種類說明如下（楊永

年，1999）： 

（一）市容整理： 

包括廣告物、招牌、攤販等市容之整理。 

（二）交通整理： 

主要讓交通流量與停車能夠順暢，所以包括交通指揮、違規停

車之取締、交通事故處理等。 

（三）犯罪預防： 

係員警針對易犯罪種類、地區，進行預防犯罪策略擬訂與執行

之工作。 

（四）犯罪偵查： 

係員警(尤其是刑事警察)針對犯罪案件之查察、通緝、搜索、

逮捕、訊問、移送等。 

（五）為民服務： 

針對民眾之特別需求，如遺失物之尋找與招領、協尋失蹤人口

(寵物)、調解紛爭、對各種治安事件之諮詢等。 

除上述外，還有許多警察幕僚作業，如聚眾事件處理、環保案件、

督察(對員警之監督、輔導)、保安(如槍砲彈藥刀械之管制)、民防等工

作未在上述之列，都可以算是一般警察工作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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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問題與研究 

 

台灣近年來產業已由往昔傳統製造業型態轉變為高科技製造業及

服務業，職場生活壓力日增，對於公務人員服務品質，必將隨之提高。

再者，研究者長期觀察民眾需求，發現民眾對於警察服務的需求越來

越強烈，不僅要求更多的，也要更高品質的服務。針對如此巨幅的轉

變，本研究以企業從業人員、公務人員以及警察本身為對象，比較不

同的職業領域與個人特質在生活意識以及對警察所持意象。 

而本文主題所要探討的方向為： 

壹、探討不同個人特質的職業生活意識。 

 

貳、探討不同個人特質的家庭生活意識。 

 

參、探討探討不同個人特質的休閒生活意識。  

 

肆、比較企業從業人員、公務人員以及警察本身對警察意象之異同。 

 

 

 

 

 

 

 28



第二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旨在瞭解企業從業人員、公務人員以及警察本身個人不同

特質對工作、家庭、休閒價值觀以及對於警察意象。 

 

壹、研究架構與假設 

一、研究架構圖 3-1 
 

休閒價值觀 
 休閒活動的需求性 
 休閒的附加價值及綜效 
 對於工作品質、家庭生活的影響
 工作以外才能的發展 

工作價值觀 
 工 作 酬 償  
 升 遷 管 道  
 尊 重 程 度  
 才 能 的 發 揮 程 度  

 
 性
 年
 教
 職
 婚

 

 

 

 

 

 

 

 

 

 

 

 

 
 
 
 
 
 
 
 
 
 

 

 

 

 

 

 

個人特質變項
別  
龄  
育 程 度  
業  
姻 狀 況  
家庭價值觀 
 婚 姻  
 性 別 角 色  
 單 身 、 同 居  
 撫 養 子 女 之 意 願  

 

 警 察 意 象  

 警 察 評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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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設 

（一）個人特質之不同在工作價值觀有顯著差異。 

（二）個人特質之不同在休閒價值觀有顯著差異。 

（三）個人特質之不同在家庭價值觀有顯著差異。 

（四）個人特質之不同在警察意象有顯著差異。 

（五）家庭價值、工作價值、休閒價值等三者有顯著相關。 

 

貳、研究方法 

一、文獻探討 

蒐集國內外各種研究資料文獻，包含家庭、工作與休閒價值觀分

析以及對於警察調查研究等文獻。 

 

二、問卷調查法 

依據文獻探討所得資料據以編制「生活意識與警察意象調查問

卷」。除從文獻探討中獲得問卷基礎外，本研究再採取人類學的深

入訪談法，選 50 名做為訪談對象，訪談資料做為問卷編輯之用。 

 

三、抽樣方法 

本研究問卷調查採立意抽樣，以企業從業人員，公務人員以及警

察為對象，各抽出 250 份，總計 75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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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分析方法 

 

壹、描述性統計 

以次數分配為主，以瞭解基本變項，工作、家庭及休閒價值觀，

對警察意象與評價等變之分佈情形以及所佔百分比。 

 

貳、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對於工作、家庭、休閒價值觀以及對警察評價度等變項將以主成

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找出共同因素，並使用最大

轉軸變異法（Varimax Rotion）轉化為各共同因素的標準化因素分數。 

 

參、T 檢定（T-Test） 

在個人特質中，性別和工作、家庭、休閒價值觀以及對警察評價

度等因素之差異情形，係用 T 檢定加以分析。 

 

肆、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 

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方式，探討個人特質與工作、家庭、休閒及

對警察評價度等各因素有何差異，如有差異，再進一步進行 Scheffe 事

後檢定。 

 

伍、皮爾森積差相關（Pearson's R） 

對於工作、家庭、休閒及對警察滿意度等變項之相關，以皮爾森

積差相關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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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問卷內容概要 

 

問卷分為兩個部分： 

壹、受訪者個人資料： 

包括性別、年齡、本人教育程度、配偶教育程度、宗教、從事工

作之部門、職務、現職工作年資、總工作年資、婚姻狀況、薪資收入

等。 

 

貳、問題部分： 

一、家庭生活意識 

此部分調查係針對受訪者對於家中成員，包含配偶、子女間相處

的主觀認知，同時也在瞭解受訪者對於婚姻生活的看法，這部分共有

三十一題。 

（一）    我們夫妻之間的相處非常愉快。 

（二）    我們喜歡一起做事。 

（三）    我們喜歡共度休閒時光。 

（四）    我們感覺彼此非常親密。 

（五）    我們有夫妻一體的感覺。 

（六）    我們經常製造能夠獨處的機會。 

（七）    我們能同甘共苦。 

（八）    我們一起計畫未來。 

（九）    我們共同規劃並分享彼此的財富。 

（十）    我們之間缺乏愛情。 

（十一）  我們彼此對於對方家人態度冷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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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我們對於生活中發生的摩擦溝通困難。 

（十三）  我們厭倦性生活。 

（十四）  我經常為我的婚姻生活憂慮。 

（十五）  婚姻生活對我限制太而不適合我。 

（十六）  我覺得我的婚姻生活日趨平淡而無變化。 

（十七）  我努力讓我的婚姻生活美滿，但是結果卻令我失望。 

（十八）  我經常懷疑對方對婚姻不忠。 

（十九）  由於配偶的協助使我工作更順利。 

（二十）  我的婚姻生活和我預期的一樣好。 

（二十一）我覺得我的婚姻生活一年比一年差。 

（二十二）我的配偶常讓我感到挫敗和緊張。 

（二十三）到目前為止，我和他(她)都認為婚姻生活是成功的。 

（二十四）有時候我希望自己是和別人結婚。 

（二十五）我們曾經考慮分居或離婚。 

（二十六）我對目前的婚姻生活感到滿意。 

（二十七）我的配偶激發我追求新知，充實自我的動機。 

（二十八）即使有配偶相伴身旁，我仍感到很孤單寂寞。 

（二十九）大部分時間，我的配偶重視並瞭解我的感受。 

（三十）  我的配偶讓我感到自己是重要的、被需要的。 

（三十一）配偶缺乏對我的尊重。 

 

二、工作的生活意識 

此部分調查係針對受訪者對於本身對於工作的認知程度、工作負

荷、工作待遇、受肯定程度及自我期許等問題進行調查，這部分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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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題。 

（一）    我的工資足以維持良好的生活。 

（二）    我的工作受到他人尊敬與肯定。 

（三）    我的工作有結交朋友的機會。 

（四）    我的工作穩定而有保障。 

（五）    工作上我獲得應有等値的報酬。 

（六）    我的工作使我家庭成員受到社會尊重。 

（七）    我的工作使下一代有更好發展機會。 

（八）    我的工作使家庭成員衣食無缺。 

（九）    我工作使我和家人有良好居住環境。 

（十）    我的工作合乎家人的期望。 

（十一）  我能自己決定如何處理我的工作。 

（十二）  我的工作使我覺得坐立難安。 

（十三）  工作上的問題常使我難以安眠。 

（十四）  在工作時我常感到精神緊張。 

（十五）  每天下班後覺得十分疲倦。 

（十六）  在工作時我經常覺得無精打采、軟弱無力。 

（十七）  我的工作天天都過得很快樂。 

（十八）  工作時我覺得脾氣比平常暴躁。 

（十九）  工作時我覺得心情低落悶悶不樂。 

（二十）  我覺得我的工作表現被訂的太高。 

（二十一）我覺得我的工作負荷量過重。 

（二十二）我清楚知道我在這個工作團體的職責是什麼。 

（二十三）我覺得單位裡的溝通管道並不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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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我覺得我的單位存在派系、明爭暗鬥的情形 

（二十五）我單位的工作任務分配勞逸不均 

（二十六）如果換個工作可能有助於我的健康 

（二十七）我覺得在工作單位中我是有用、而且極為重要的人 

（二十八）我對於工作充滿著希望 

（二十九）我對目前的工作非常滿意 

（三十）  當初我選擇這個工作與我的期望相當一致 

（三十一）我願意繼續從事這份工作 

（三十二）如果讓我重新選擇，我會毫不猶豫地選擇同樣工作 

（三十三）我的工作幾乎沒有運用個人創造力與判斷力的機會 

（三十四）我的職務是反覆簡單的工作 

（三十五）總體來說，我的工作並不是非常重要的 

（三十六）我常覺得自己的成就不會被人家賞識 

（三十七）我經會躺在床上想著明天的工作 

 

三、休閒生活意識 

此部分問卷在調查休閒活動的需求程度，並企圖瞭解不同產業的

從業人員對於休閒所產生的效果的反應，這部分共計十七題。 

（一）    在工作之餘我可以隨時從事休閒活動。 

（二）    休閒活動讓我忘掉工作的不愉快。 

（三）    休閒對我的生活具有正面的影響作用。 

（四）    我常帶著家人一起快樂參加休閒活動。 

（五）    休閒活動可以充實我的精神生活。 

（六）    休閒幫助我解除精神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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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休閒讓我單調的生活多一些變化。 

（八）    參加休閒活動可以使我增加與朋友相聚的機會。 

（九）    休閒使我獲得輕鬆與休息。 

（十）    我在休閒活動中與他人發展緊密人際關係。 

（十一）  我參加休閒活動使我對於家庭和諧更有信心。 

（十二）  休閒保持我的身體健康。 

（十三）  從事休閒活動讓我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十四）  從事休閒活動只是為了交際，實際上是種負擔。 

（十五）  休閒幫助我消除緊張和焦慮。 

（十六）  我休閒活動有助於我情緒穩定。 

（十七）  休閒的時候，我還會惦念著自己的工作。 

 

四、對於警察意象 

此部分在於探訪受訪者在聽到「警察」這個名稱後，第一個反應

的印象。尤其藉由警察的職業角色對於一般社會民眾所造成的形象，

主觀上給予評量。當中觸及近年來頗為敏感的警察風紀問題，希望藉

由這個調查問卷瞭解民眾對於警察的看法，即使無法全盤得知，亦能

於調查當中探窺全貌，這部分共計四十二題。 

（一）    我認為警察的工作性質會忽視家庭。 

（二）    我認為警察的過勞死是與工作性質有關。 

（三）    我會鼓勵我的家人從事警察工作。 

（四）    我願意選擇警察成為我的婚姻伴侶。 

（五）    我認為警察的工作性質容易導致家庭破裂。 

（六）    我認為警察是正義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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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我認為警察是勇敢的。 

（八）    我認為警察是貪污的。 

（九）    我認為警察的值勤方式是可親的。 

（十）    我認為警察是樂於服務民眾的。 

（十一）  我認為警察的工作態度是腳踏實地的。 

（十二）  我認為警察勤務的執行是有效率的。 

（十三）  我認為警界很遵守倫理。 

（十四）  我覺得警察本身常濫用職權。 

（十五）  我覺得警察會因關說、包庇壓力而身不由己。 

（十六）  我覺得許多民眾對警察不夠尊重。 

（十七）  我覺得民眾有事常找人向警察機關、施壓。 

（十八）  我認為警察匿報刑案、吃案的情形嚴重。 

（十九）  我認為警察的素質逐漸提高。 

（二十）  我認為警察經常與不肖業者勾結。 

（二十一）我認為警察的紀律很散漫。 

（二十二）我覺得警察經常默默在幫助民眾。 

（二十三）我認為警察真正能提供民眾安全的保障。 

（二十四）我認為警察是容易受到政黨而影響執法威信。 

（二十五）當我遇到有安全顧慮的問題時，願意請警察幫忙。 

（二十六）我認為警察在維護社會治安具有不可替代性。 

（二十七）我認為警察執法是公平的。 

（二十八）我認為大多數的警察願意為維護治安犧牲奉獻。 

（二十九）我認為警察容易受到利益誘惑而失去立場。 

（三十）  我認為大多數警察的專業素養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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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我認為大多數警察只辦大案不辦小案。 

（三十二）我認為警察的工作壓力很大。 

（三十三）我認為少數不肖警察行為嚴重破壞警察形象。 

（三十四）我認為警察的工作性質是危險的。 

（三十五）我認為警察是懦弱的 。 

（三十六）我認為警察的素質良莠不齊。 

（三十七）我認為警察經常與不良份子往來。 

（三十八）我認為警察常受到績效壓力致執行偏差。 

（三十九）我認為大多數警察感情生活不順遂。 

（四十）  我覺得當警察很可憐。 

（四十一）我覺得警察的工作，吃力不討好。 

（四十二）我覺得一般民眾對警察的工作並不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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