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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 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運用情形，本章根據文獻探討、個案觀

察、焦點團體座談以及深度訪談等研究方法，分別敘述，交互印證分析與討論，

綜合歸納產生研究發現，再依研究發現提出有關民力整合、參與工作內容與提升

參與意願等面向的具體建議及後續建議之鋪陳，以作為警察機關對於運用民力參

與警察業務政策執行之參考。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節藉由文獻的彙整、國內外經驗與實證結果分析，研究發現分述如下： 

壹、文獻探討部分 

一、民力運用制度於日據時代是身分、地位及榮譽的象徵，人民參加的意願相當

高。 

警察機關運用民力參與警察業務已行之有年，尤其義警、民防存在於警察機

關由來已久，日據時代義警、民防是直接聽命於警察，是相當有權威與榮譽的工

作，更是身分地位的象徵，村民有事都是透過義警、民防向警察請託，地位相當

重要，因此，直到現在義警、民防人員仍存有以當義警、民防人員為榮的觀念，

甚至力薦兒孫參加，當時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意願相當高。 

二、運用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內容，因時間的不同，隨著環境的需求而遞增。 

過去民力參與警察業務所運用之民力，僅限於義警、民防、守望相助隊，以

協助警政治安維護為目的。民國 80 年 12 月 23 日內政部台 80 內警字第 8003510

號函頒「交通義勇警察服勤實施要點」，各縣市警察局始將各地的交通服務隊及

計程車正式合併編組為交通義勇警察大隊，警察機關開始運用義交參與交通秩序

維護。民國 90 年 1 月 20 日我國制定施行「志願服務法」，內政部警政署依據該

法於 92 年 11 月 26 日函頒台內警字第 0920076672 號函頒「推動警察志工服務實

施計畫」，開始運用警察志工參與警察業務，各警察機關因業務需要成立「警察

志工」，警察機關開始運用民力參與為民服務的工作。據此，運用民力參與警察

業務的內容，隨著環境的需求而遞增，以前是單純的協助治安維持，後來增加秩

序維護，近年來為民服務是相當受重視的工作。 

三、民力參與警察業務一直受到政治力量的影響，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日據時代，民力參與警察業務是因地方治安需要，由各村（里）主動發起，

由警察機關規劃運用並執行，少有政治力量介入。台灣光復後，警察機關將義警，

民防正式編組運用，但是，其主要幹部常由地方上之民意代表如立法委員、省議

員、縣議員等擔任，且大多數為當時的執政黨（國民黨）之民代，常有地方上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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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國民黨）屬性較強的組織（如農會）介入，此一時期警察機關所運用的民

力（義警、民防為主）可稱之為「統合主義之下的團體」，在此一時期，民力常

被「工具化」。台灣解嚴後，由於治安日趨惡化，人民需要警察的服務項目日漸

增加，有限的警力已無法應付人民的需求，人民會藉由公民參與、公民治理的趨

勢，主動參與警察業務，並提出與警察機關不同的建言，此一時期警察機關所運

用的民力可稱之為「多元主義下的團體」，在此環境下，政治力量對於民力的操

控影響將會越來越小，民力將會趨向於實際參與協助警察業務的運作。 

四、現在民力與傳統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特性有差異。 

從文獻探討結果發現，現在民力參與警察業務與過去具有下幾點特性上的不

同： 

1.整合社會資源，強調把事情做好。 

2.具有獨立性，可選擇自己想做甚麼。 

3.志工希望對組織有貢獻。 

4.對警察的期待不同，並非想擁有特權。 

5.現在各類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功能愈來愈模糊，與警察業務內容交集愈來愈  

多。 

五、民力運用一直未受到警察機關的重視，各類民力組織亦欠缺整合。 

警察的角色一直被定位為抓要犯破大案，以刑事破案掛帥，致員警多將民力

運用定位為「冷衙門」、「閒差事」、「象徵性」，向來未受到警察機關的重視。另

外，義交、義警、民防組織、社區巡守隊間「資源聯結」不夠，未針對民力之資

源策略整合，使民力資源交換與互惠互動，現有各義警、民防組織與社區巡守隊

間亦多抱持相互看待與消極配合態度，極待感情交流、關係再造。 

六、運用民力參與警察業務流於形式，都在應付上級的檢查。 

義警、民防主要是在春安工作期間參與協勤工作，平時則支援大型活動交通

疏導工作，以補充警力之不足。另外在每年選舉、防空演習等也會出勤。警察機

關為避免麻煩，常將義警、民防留在派出所內休息，以應付上級檢查。原本滿懷

的熱誠，頓時消失無存，造成被動心態，應付了事。 

七、部分參與動機偏差，有些民力本身已有工作，配合協勤困難。 

警察機關並未充分發揮「塑能政府」角色，民力運用流於形式化，以致於參

加義警、民防組織或社區巡守隊人員亦多以捧場心態虛應了事。 

另外，有少部分民力是基於人情壓力加入，已往更有因職業需要（如攤販、

計程車駕駛、保全業、特種行業）加入民力，企圖規避取締，參與動機偏差者眾，

充斥逐利圖利者，志工功效自然低落。而且義警、民防本身都已有工作，相對於

義交得以結合本身工作協勤，配合度較不足，訓練時因需請假致參加意願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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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日本民力組織大部分係自發性的，與我國警察機關依法編組成立之民力組織

具有強制性不同。 

日本民力參與警察業務內容以預防犯罪為主，與我國民力參與警察業務內容

相似；惟其組織大部分係自發性的組織，集合力量協助警察共同維護社會秩序，

與我警察機關依法編組的民力組織具有強制性不同。 

日本民間自發性的預防犯罪組織有防犯協會與防犯聯絡所、職業場所防犯組

織以及全國性防犯組織。另外，日本尚成立公安委員會，惟其最主要目的是在防

止政治力量介入警察運作。 

九、美國參與警察業務之民力係屬社區自發性民力，類似我國社區巡守隊與義

警、民防。 

美國民力參與犯罪預防策略有鄰里守望與市民巡邏隊。鄰里或街道守望在美

國是一種很普遍的特性，類似此種組織不少；另外，區域內的居民在他們的鄰里

從事有系統性的巡邏活動，然而，並不像警察的巡邏，市民巡邏對於發現有犯罪

嫌疑而介入是不被鼓勵的，市民巡邏隊的責任僅於監視、發現有犯罪嫌疑時應告

知執法機關。其鄰里守望類似我國之社區巡守隊，而市民巡守隊與我國的義警、

民防相似，都屬社區自發性民力。 

十、新加坡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綜合我國勤區查察、協助巡邏勤務及社區巡守隊

之特色。 

1983 年 6 月新加坡採用日本以社區為基礎的鄰里警察崗制度，並成立了第

一個鄰里警察崗（Neighborhood Police Post，簡稱 NPP），之後，陸續成立了

91 個鄰里警察崗，而此策略的目的之一即為糾合社區內之民力以便警民及鄰里

守望相助，共同來維護社區內之安寧秩序，故鄰里警崗之重要任務即為推行社區

犯罪預防之會議座談宣導及展覽工作，並與社區之各種犯罪協會、地區人民團體

密切配合聯繫，守望相助共同防範犯罪。新加坡民力以鄰里警崗制方式參與警察

業務，參與業務內容以家庭訪問與巡邏為主，其家庭訪問與我國警察之勤區查察

類似，而巡邏則與我國之義警、民防之協助巡邏勤務或社區巡守隊相同。 

貳、個案觀察部分 

一、分局長與各單位主管對於運用民力參與警察業務非常重視。其民力運用成功

的關鍵在於分局長的用心推動。 

新店警察分局推行「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作為整合民力運用的策略是來自

於分局長的構思，在開會時分局長與各分駐（派出）所主管都親自參與且擔任會

議主持人，在民力整合運用過程中，分局長對於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重視是民力

運用成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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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店警察分局民力運用的對象包括警察機關依法編制的民力、一般性自願民

力及地方民意代表。 

新店警察分局民力運用的對象，除警察機關依法編制的民力外，尚包括學

校、警友會、地方意見領袖等一般性自願民力及鄉、鎮（市）民代表、里長等地

方民意代表，與一般警察機關民力運用僅偏重警察機關依法編組成立之民力（如

意義警、民防、警察志工等）不同，達到全民參與維護警政治安工作的目的。惟

警察分局與分駐（派出）所參與「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委員的挑選對象有層級

上的差異，例如：學校部份，警察分局「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參加對象為高中、

大專以上學校，分駐（派出）所則以國中、小學為主；民意代表部分，警察分局

「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參加對象以縣議員、市長、鄉長、代表會主席為主，分

駐（派出）所則以村（里）長為主； 

三、依警察分局與各分駐（派出）所層級成立「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作為整合

各類民力與指揮執行的機制。 

目前警察機關民力運用的對象都以警察機關已編組的民力為主，由各業務單

位依業務功能需要自行運用，缺乏策略性整合。民力整合運用必須要有單一指揮

系統才能發揮效能，不能任由各業務單位依各業務功能需要各自運用，就警察機

關依法編組的民力而言，要「組織整合」成一種民力團體是有困難的。惟民力整

合的重點在於整體運作，不在於各類民力組織是否合併。觀察新店警察分局民力

運用發現，其民力組織與業務並未整合，惟其推行「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作為

整合運用各類民力的機制，各類民力執行業務的重點係透過「全民治安諮詢委員

會」指揮運作，整合運用各類民力，以發揮民力運用最大的效能，實施成效良好，

是ㄧ個好的整合執行策略。 

四、吸納地方政治人物參與，有助於民力運用的推動，且能避免民力被資源化成

為政治人物的工具。 

在前述的文獻探討與警察機關業務承辦單位主管訪談結果均認為民力常被

資源化成為政治的工具。但是，本研究觀察新店警察分局民力運用發現，適當的

運用地方民意代表參與的力量，不但民力不會被資源化，反而有助於民力參與警

察業務的推動，尤其地方民意代表，例如鄉、鎮（市）民代表、里長，不但參與

意願高，並願意利用其政治上的關係爭取資源以協助處理分局經費問題，其個人

也能獲得工作上的滿足感，尤其公布各村里的治安狀況能增加地方民意代表參與

地方治安維護的意願。中央民意代表雖有參與的熱誠，但均未能實際參與，而且，

其支持的目的介於私利與公益之間灰色地帶，較難判斷其真正目的，相較於地方

民意代表對於民力參與警察業務較無實質上幫助。 

五、有關犯罪偵查業務部分不運用民力參與執行。 

從觀察中發現，新店警察分局有關犯罪偵查業務不運用民力參與執行，民力

在協勤時發現有犯罪嫌疑實應通知警察分局，不鼓勵民力直接介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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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運用民力以執行犯罪預防業務最多，顯示犯罪預防工作是運用民力參與的重

點。 

新店警察分局運用民力參與執行項目以犯罪預防為最多，有下列幾項： 

（一）情資提供 

「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開會時，各位委員發言踴躍，報告其所見轄內狀

況，提供轄內情報資料供警察機關參考，在參加「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

後，幾乎就能完全瞭解轄區狀況。發言委員中以村里長對轄內治安情資掌

握最清楚，是警察機關最好的情資來源。 

（二）犯罪預防宣導 

新店警察分局在「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會議簡報資料中有政令宣導項

目，其主要內容以犯罪預防宣導為主，並希望各委員能廣為宣傳。在全民

治安諮詢委員會開會時，主席會報告目前警察工作重點，例如「清源專

案」、「神捕英雄」與「為民服務」等，並於會中要求各位委員將上述資料

帶回宣導。 

（三）成立「婦女志工預防犯罪宣導團」 

新店警察分局遴選出口齒清晰伶俐、善於表達的婦女志工組成「新店分局

婦女志工預防犯罪宣導團」，再施予「預防犯罪」、「交通安全」、「為民服

務」宣導課程訓練，配合分局至轄內國中、小學實施預防犯罪、交通安全、

為民服務宣導。 

（四）透過「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指揮民力與警力配合，在治安熱點地區加強

巡邏、埋伏勤務。 

在「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開會時，主席會報告目前轄區治安狀況，包括

所轄各村里「發生」、「破獲」刑案數，針對轄區刑案發生率較高的治安熱

點地區，由該區里長規劃社區巡守隊加強巡邏，義警、民防協勤民力由各

中隊長規劃加強該區巡邏密度，甚至利用民力埋伏守望，巡邏地區、路線

以及巡邏密度，由義警、民防中隊長依據參加「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所

獲得的情資，針對治安熱點地區來規劃勤務。 

（五）協助春安工作等之崗哨勤務。 

每年於春節前後之春安工作期間，協助各崗哨勤務，預防犯罪發生。 

七、有關運用民力執行秩序維持業務以協助交通秩序維持為最多，有時也協助投

開票所秩序維持。 

新店警察分局運用民力參與執行秩序維持業務項目以協助交通秩序維持為

最多，有時也協助投開票所秩序維持，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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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協助交通秩序維持： 

無論市區、郊區，運用民力參與交通秩序維持機會較多，郊區如烏來分駐

所以假日協助交通整理為主，市區如安康派出所則以上下班時間交通整理

為主。 另外，居民遇有婚喪喜慶，常會透過民力關係主動請求義警、民

防人員維持交通秩序。 

（二）投開票所秩序維持： 

每次選舉時，投開票所秩序維持的警力不足，必須在各投開票所配置民力

協助秩序維持。 

八、有關運用民力參與執行為民服務業務，其執行內容應視轄區狀況需要來規劃。 

從實證資料中發現，新店警察分局運用民力參與執行為民服務業務有下列幾

項： 

（一）「成立金融詐騙案件專責處理小組」，除對於各單位接獲報案後經查證屬

實，立即電話通報金融或電信機關將該犯罪集團使用之犯罪通訊工具予以

斷線，或列入警示監控帳號，並運用民力張貼預防金融詐騙宣導標語，以

遏止犯罪行為持續發生。 

（二）執行機車鑰匙代保管。民力配合員警巡邏勤務時，發現有機車鑰匙未拔取

者，即代為保管，並於機車儀表版貼上鑰匙代保管貼紙。 

（三）實施「校園週邊環境安全走廊」。 

為疏緩上下學時間校門口塞車問題，以及維護學童上下學之交通安全，在

車、不准擺攤、移除障礙物，全面淨空，由服勤員警、警察志工主動與學

校愛心媽媽共同疏導，並要求服勤員警主動與學校老師、愛心媽媽、家長

及學生等問安，以增進彼此互動，提升警察形象。 

（四）協助辦理入山証申請。信賢派出所、烏福檢查哨與烏玉檢查哨運用民力協

助員警辦理入山證申請，94年 1至 3月受理入山証申請共計4042件 13175

人。 

九、民力參與警察業務內容具有城鄉差異特性，市區與偏遠地區的工作需求不同。 

實證研究發現，居民對警察的治安服務需求有城鄉差異，偏遠鄉村治安單

純，居民會認為偷竹筍這樣的犯罪行為是嚴重的社區問題，要求警察重視、處理。

市區居民則對於重大犯罪才會感到恐懼，要求警察重視。但是，對於目前社會上

普遍的電話詐騙、毒品與機車竊盜等則同樣重視，均願意協助警察偵辦。 

另外，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工作內容亦具有城鄉差異特性，就犯罪預防、犯

罪偵查、秩序維持、為民服務等四個面向來看，偏遠鄉村地區民力參與的工作內

容偏重為民服務與秩序維持。市區民力參與的工作內容則以犯罪預防、秩序維持

與為民服務並重。犯罪偵查業務則均不運用民力參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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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局長親自到府頒發聘書給「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委員，讓民力受到尊重，

能提升民力參與意願。 

從觀察中發現，分局長親自到府頒發聘書給「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委員，

讓每位委員覺得有受到尊重，確實能提升他們的參與意願。 

十一、民力所提出的問題能獲得解決，是提升民力參與意願很重要的因素。 

從觀察中發現，「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委員提出的問題能獲得重視與處理，

是他們願意參與的重要原因。主席對於各委員問題的答覆，具體確實，從「全民

治安諮詢委員會」現場可以感受到每位委員都有很強的參與意願。 

十二、民力對於福利的好壞並不在意，福利制度的好壞並非民力參與的重要因素。 

新店警察分局對於所運用的民力並沒有特別的福利，民力對於福利的好壞並

不在意，非警察機關依法編組的自願參與民力，其參與的目的並非在獲取福利上

的好處，甚至於有時在「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結束後，聚餐的經費都由每位委

員平均分擔，委員們不但樂意，且認為理所當然。 

十三、村里長對轄區治安狀況相當了解，是最好的情資提供者。 

一般村里長居住在轄區均有一段時間，對於轄區狀況比警勤區警員還瞭解，

而且與警察互動關係良好，是最好的情資提供者。 

十四、利用單一指揮體系指揮運用各類民力運用，能提升民力參與意願。 

新店警察分局利用「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體系，協調指揮各類民力，讓各

類民力間能有溝通協調的管道，能擬聚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向心力，提升民力的

參與意願。 

参、焦點團體座談部分 

一、「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是整合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好策略。 

警察機關民力運用缺乏整合運用機制，容易造成人力資源的浪費，新店警察

分局推行「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作為整合各類民力機制，建構各類民力溝通協

調的平台，參與各類民力代表都認為是一種很好的整合民力運用機制。 

二、「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具協調功能，使各類民力在工作上有較好的溝通與

配合。 

目前警察機關的民力都由各業務單位依業務需要自行運用，在工作上缺乏協

調的機制，因此，常造成執行效果不彰，或工作重疊的窘境，透過「全民治安諮

詢委員會」指揮體系，可以確立各類民力的工作重點，使之發揮團隊的分工與合

作，以提升執行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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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能提供治安熱點，可作為民力協助勤務規劃目標。 

「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開會時，警察分局會提供轄區治安狀況，按村里公

布各轄區治安事件的統計結果；會中各委員發言踴躍，紛紛提供治安情資，而義

警、民防中隊長恰可針對該治安熱點，規劃出切合實際需要的協勤目標。 

四、民力能透過「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在最短的時間了解轄區整個治安狀況。 

「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的委員納入了轄區內的各個階層，所以發言內容範

圍甚廣，只要與警察業務相關者皆能涵蓋在內，因此所有參與「全民治安諮詢委

員會」的成員，對於轄區治安狀況可謂瞭若指掌。 

五、村里長願意提供轄區治安狀況，是最好的情資提供者。 

「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委員發言中以村里長最踴躍，提供轄內治安情資最

多，因其本身即為該轄區居民且與警察互動良好，是最好的情資提供者。 

六、提議問題能獲得解決是民力願意參與的重要原因。 

從座談會中各與會代表發言結果發現，各類民力的建議是否能獲得迅速處

理，是他們參加的重要因素，當他們的提問當場能獲得處理時，每個人臉上都流

露出滿足的笑容，現場可以感受到他們對於參與的強烈意願。 

七、單位主管的參與以及開會現場的用心佈置，也是提升民力參與意願的重要因

素。 

單位主管的參與能讓民力感覺到警察的重視與尊敬，讓他們的參與變得很有

意義。另外，開會現場經過精心的佈置，簡報資料做過充分的準備，員警們熟稔

地在現場協助會議的進行等，都能讓民力感受到會議的莊重和嚴謹，而他們的參

與對社區治安是有莫大貢獻的，所以大大提升了他們的參與意願。 

八、現行的福利制度並非提升民力參與意願的重要因素。 

從座談會的執行發現，委員們參與的目的並非為了福利。因參與者除了警察

機關依法編組的民力外，尚有自願參與的無組織民力與地方民意代表，他們並無

任何的福利保障，但是他們卻出席率高，發言踴躍，對於轄區瞭解深入且工作熱

誠，據此可知，新店警察分局所運用之民力與福利制度之好壞無顯著差異。 

九、「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機制本身具有提升警察形象的效果，對提升民力參

與意願有幫助。 

透過「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能整合運用各類民力，解決民力提議的問題，

凝聚民力參與警察業務之向心力，提升民眾對警察的形象以及民力參與警察業務

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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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深度訪談部分 

一、目前警察機關依法編組的各種民力要整合成一種民力組織是有困難的。 

依據「民防法」與「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規定

編組成立的民力，有民防大隊、義勇警察大隊、交通義勇警察大隊、村（里）社

區守望相助巡守大隊、山地義勇警察隊（目前已併入義勇警察大隊編組）；另外，

尚有依據「志願服務法」成立的警察志工。雖然依法編組成立的民力性質一樣，

工作內容也相仿，但其組織功能不同，成立的背景、成員的來源和組織文化都各

有不同，而且各自成立的歷史已十分久遠，根深蒂固，因此，各種民力要整合成

一種民力組織是有困難的。 

二、有些民力運用功能相近的，其業務是可以合併由一個單位辦理。 

依法編組成立之民力團體，業務分由各業務單位辦理，也由各業務單位視業

務需要自行運用，目前台北縣警察局民防大隊、義勇警察大隊、村（里）社區守

望相助巡守大隊業務由保民課辦理；交通義勇警察大隊業務由交通大隊辦理；警

察志工業務由行政課辦理。因為業務功能不同，義交、警察志工業務無法與民防、

義警合併辦理；但是，民防大隊、義勇警察大隊、村（里）社區守望相助巡守大

隊業務功能相近，目前已合併由保民課辦理。 

三、目前警察機關運用民力參與警察業務注重功能導向，欠缺策略性整合機制。 

目前警察對於傳統民力的運用都由各業務單位依其業務功能需要自行運

用，缺乏整體運用規劃，易流於見樹不見林，產生本位主義，因此，必須由警察

機關作策略性的整合規劃後，各業務單位再依其業務需要訂定功能性目標管理規

劃。受訪者表示民力整合的目的是要發揮民力運用的效果，避免人力資源的浪

費，因此，整合的重點在於運用，要建立一套策略性的整合機制，不能任由業務

單位依功能導向各自運用，才能發揮整合的效果。 

四、民力整合的重點在於主官（管）是否重視？是否具有整合的能力？ 

運用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由來已久，但是一直未受到主官（管）的重視，以至

於常年以來警察機關對於運用民力參與警察業務流於形式，甚至於不但未發揮預

期的效果反而成為警察業務的負擔。從實證中發現，主官（管）對於民力參與警

察業務的重視與具有整合能力，是民力整合成功的因素。有關民力整合問題一般

主管都欠缺前瞻性的思維，以至於無法整合、不知如何整合，運用效果不佳。 

五、民力運用對象要多元差異，因其特性運用，不應侷限於警察機關依法編組運

用的民力。 

從實證中發現，任何人都可以成為民力運用的對象，只要有心即可，且運用

上要有多元差異，由運用者（分局長、組長、員警）瞭解民力之特質、轄區狀況

需要等特性，擬定整合運用方式。其次，民力的運用不一定要看到民力，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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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均要考慮，不應拘泥於人力到場服勤。因此，民力運用的對象不應侷限於警

察機關依法編組的民力。 

六、主官可以承擔的業務都可以讓民力參與。 

哪些警察業務應由民力參與並沒有一定的答案，只要主官可以承擔的都可以

由民力參與。一般民力參與警察業務內容有交通疏導、選舉警衛、提供情資、守

望相助、巡邏、犯罪嫌疑人或家暴性侵案件的通報等。 

七、犯罪偵查業務涉及公權力，不適合運用民力參與。 

若將警察業務分為犯罪偵查、犯罪預防、秩序維護與為民服務等四個層面，

犯罪偵查部分涉及到公權力不可由民力參與外，其他的警察業務都可由民力參與

執行。 

八、哪些業務可以由民力參與，應由運用單位視轄區狀況彈性決定。 

運用單位應依據轄內犯罪型態、竊盜發生數等治安狀況，以及轄內交通狀況

等來規劃運用民力參與的業務內容。 

九、目前依法編組運用的民力參與警察業務內容有差異。 

義警、民防較偏重秩序維持與犯罪預防，如交通管制，巡邏，情資提供等；

為民服務大部分由警察志工負責；義交協助交通整理；守望相助隊則負責社區的

巡邏、犯罪宣導，較偏重犯罪預防。惟整體來看，缺乏策略性的整合運用。 

十、主官（主管）的用心，對民力運用問題的重視是提升民力參與意願的重要因

素。 

分局長對於民力運用的重視與用心是成功的關鍵。各地方政府首長（指鄉、

鎮、市長）對民力運用的重視，能提升民力參與意願，推動也較順利。 

十一、福利的好壞確實會影響民力參與意願，但卻是不正確的做法。 

從訪談台北縣警察局業務單位主管發現，福利的好壞與民力的參與意願有很

大關係，但是，新店警察分局所運用之民力卻認為福利的好壞與其參與意願並無

重大關係，主官的用心，民力能受到重視以及問題能獲得處理才是參與意願的關

鍵因素。據此可知，受訪者認為福利的好壞確實會影響民力參與意願，但卻是不

正確的做法。 

十二、社會對警察的評價會影響民力參與意願。 

社會對警察的評價也會影響民力的參與意願，在警察破大案時，社會對警察

的評價高，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意願也會提高，而且覺得與有榮焉。 



 146  

十三、鼓勵、尊重與榮譽是提升民力參與意願的因素。 

給予民力適當的鼓勵、尊重，讓他們覺得參與警察業務是一種榮譽，對於提

升民力參與意願有很大的幫助。 

十四、對於新店警察分局運用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意見如下： 

（一）分局長對於民力運用的重視、用心與各單位主管等親自參與民力運用的各

項活動是成功的關鍵。 

（二）「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是整合運用民力的好策略，但不是唯一的策略。 

（三）能運用「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的策略來運用警察依法編組以外的民力，

是一個很好的構思。 

（四）新店警察分局推行『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是整合「居家安全協談治安

座談會」與六星計畫中的「社區治安會議」，並且加以落實與執行，所以

這些工作是警察機關本來就應該要做的，只是分局長能將此二種民力運用

方案整合而已。 

（五）能吸納民意代表參與，避免民力成為政治工具，值得讚許。 

（六）警察分局就轄內各類民力策略整合，統籌運作，使之能參與警察業務，且

由警察局督導執行，並且給於必要的協助，如此較能發揮策略性整合運用

的效果。 
（七）透過「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的統籌指揮運作，可以決定出有哪些業務是

適合給讓民力參與的。 

（八）民力單位（人員）的問題能獲得重視與處理，是提升民力參與意願最大原

因。 

（九）參與的民力受到尊重、有榮譽感，能提升民力參與意願。 

 伍、小結         

目前警察運用民力參與警察業務，就如同中國有句老話叫「有形無神」一樣。

「有形無神」意思是說樣貌做出來了，但是神韻沒把握住，最後的成效就大打折

扣。一件事、一個物要做到「有形」難度不高，但是，要做到「有神」就是高難

度了。多數人不太分得出來「形」與「神」的差異，也多停留在「有形」的境界，

無法更上一層樓。做到「有神」很困難，指的並非只是技術層次，技術的背後是

更深一層的工作態度與用心，深信「求精甚於求多」的價值，而所謂的求精就是

要注意細節。新店警察分局分局長能夠依據「全民拼治安」的目標，並落實「居

家安全協談治安座談會」與六星計畫中的「社區治安會議」，整合推行「全民治

安諮詢委員會」，是因為他持有認真工作的態度，使得民力運用的理想得以落實

執行。 

其次，警察的民力運用應該要建立起價值網（value net），而不要陷於「價

值鏈」（value chain）的窠臼。所謂的價值網，與過去我們熟知的「價值鏈」（value 

chain）不同。由管理大師波特（Michael Porter）所提出的價值鏈，是假設價

值創造的活動是由一個個獨立的單位，透過上下游關係串起來，以競爭的概念去

詮釋產業活動，它也是一個 Zero sum game（零和遊戲），誰的力量大就可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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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吃掉。但是，這種有先後順序的型態並不適合所有產業，因此後來產生價值網

的概念。價值網指的是各個不同的單位同時在市場上創造價值，沒有先後順序的

關係，而是一種交錯複雜的網狀關係。因此，最後的價值並不是只有一個單位獨

享，也不是其他的單位都是競爭者，因此有所謂的「互補者」出現，這個角色就

是可以提供周邊產品或相關服務的單位，也就是可以一起增加產品價值的角色。

換言之，價值網是由大家ㄧ起創造更為龐大的價值，最後再一起分享所有的利潤。     

警察業務是整體的，雖然民力運用的種類、功能不同，但是其角色是「互補的」，

其核心價值是「一致的」，其目的都是在協助做好警察工作，因此，不同種類的

民力不因業務內容、工作性質、工作目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必須要有共同建立價

值網的概念。要建立民力參與警察業務價值網的關鍵有二：其一，主官是否能跳

脫傳統的策略思維，將業務功能取向的民力運用價值鏈拉進新建構的價值網中，

變成互補者，共榮共好。第二，在創造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績效後，主官要如何提

升民力參與意願，使各類民力都願意繼續參與警察業務，如果主官沒辦法讓民力

有持續參與的意願，就不會有好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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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節針對研究民力整合、民力參與警察業務內容與如何提升民力參與意願等

三個面向所發現到的問題癥結提出建議，以供運用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政策單位

（如警政署、警察局等）及執行單位（如警察分局、各分駐派出所等）來參考。 

一、民力整合 

（一）有關政策層面（警政署、警察局）之建議 

 

1.警察運用民力要有整體策略性的思維，新店警察分局推行「全民治安諮詢委員

會」的策略可供警察機關民力運用的參考。 

警察對於民力的運用不能單由業務單位依功能導向自行運作，要有整體策略

性的機制。過去，警察對於傳統民力的運用缺乏整體規劃，易流於見樹不見林，

或產生本位主義，因此，必須由警察機關作整體策略性的規劃，建立單一指揮體

系，各業務單位再依其業務需要訂定功能性目標管理。以現階段來說，新店警察

分局成立的「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2.各類民力組織不能整合成一種民力組織，但是，義警民防與社區巡守隊功能相

近，其業務可以合併由一個單位辦理。 

本研究發現目前警察機關依法編組成立的民力有民防大隊、義勇警察大隊、

交通義勇警察大隊、村（里）社區守望相助巡守大隊、山地義勇警察隊與警察志

工，其組織功能不同，成立的背景、成員的來源和組織文化都各有不同，而且各

自成立的歷史已十分久遠，根深蒂固，很難打破整合，所以本研究亦認為目前警

察機關依法編組成立的民力組織不適合整合編組成一個民力組織。但是民防、義

警、社區巡守隊參與警察業務功能相近，皆以治安維護為主，業務內容相近，為

提升業務辦理績效，統籌運用，方便勤務調配，建議將民防、義警、社區巡守隊

業務應合併由同一單位辦理。台北縣警察局目前有關民防、義警、社區巡守隊業

務已合併由保民課辦理，執行效果良好，尚未發現有任何需改善問題，建請能推

廣至各縣市警察局（含台北市、高雄市）。 

（二）有關實務層面（警察分局、各分駐派出所）之建議 

1.警察分局分局長應提出民力整合運用機制並負成敗責任。 

運用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由來已久，但是一直未受到主官（管）的重視，以至

於常年以來警察機關對於運用民力參與警察業務流於形式，甚至於不但未發揮預

期的效果反而成為警察業務的負擔。新店警察分局長構思「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

作為民力整合運用機制，在運用執行時分局長都親自參與，在民力整合運用過程

中，分局長黃文貴是一個關鍵的角色，因此，主官（管）管的用心與對民力參與

警察業務的重視，是民力整合運用成功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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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力運用對象，除警察機關已編組成立之民力組織以外，應整合其他無組織自

願民力。 

本研究發現，新店警察分局民力整合的對象，除警察機關已編組成立之民力

組織之外，尚包含地方民代，例如鄉、鎮（市）民代表、里長，以及轄內其他單

位，如學校、警友會、地方意見領袖等，與傳統警察機關僅運用已編組成立之民

力組織如義警、民防、警察志工等不同，達到全民參與警政治安工作的目的。 

3.警察分局民力運用應吸納地方上民意代表參與，避免民力被資源化成為政治人

物的工具。 

民力常被資源化成為政治的工具，但是，透過「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運作

機制，適當的運用地方民意代表參與的力量，不但民力不會被資源化，反而有助

於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推動，尤其地方民意代表，例如鄉、鎮（市）民代表、里

長，不但參與意願高，並願意利用其政治上的關係爭取資源以協助處理分局經費

問題，其個人也能獲得工作上的滿足感。中央民意代表雖有參與的熱誠，但均未

能實際參與，乃介於私利與公益之間灰色地帶，較難判斷其真正目的，對於民力

參與警察業務相較於地方民意代表之參與較無實質上幫助。 

二、民力參與業務內容 

（一）有關政策層面（警政署、警察局）之建議 

1.不玩零和，追求綜效。 

現在很多警政策略還是在玩「零和遊戲」，每個單位守著本位主義，站在自

己的業務考量，結果整體成效就會降低，這是一種減法的法則，但價值網是整合

大家的力量一起來做，整個過程是在追求綜效加法的法則。 

在知識經濟時代，越來越多的策略型態將擺脫過去價值鏈的型態，而朝價值

網發展。而新店警察分局所推行的「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運用各類民力參與警

察業務，就是價值網中傑出的價值整合者，他們必須協調所有人員的關係，看出

每個人不同的價值，把不同的價值整合在一起，創造更多更大的價值，這就是整

合者偉大的地方，只不過新店警察分局的民力整合，是個比較寬鬆（Loose）的

整合，不但能達成維護警政治安的目的，也能夠利用各類民力不同的價值，將之

整合起來變成最大的效益。 

2.優秀的創意整合者，必須具備身段軟、高 EQ 特質。 

新店警察分局整合民力的成功，在於分局長會利用社會化的價值網，它一開

始就利用社會化的價值網整合轄內各種民力團體，相較於其他單位的分局長，即

使他們的才氣相同，但卻因不懂得整合社會化的價值網，所以只能達到「有形」

的表象，而無實質成效。然新店警察分局分局長因懂得創新、技術，又懂得市場

行銷的重要，其將這三種專長融合在一起，並願意放下身段，身體力行，吸納民

意代表變成自己的互補者，創造出一個更大的價值。這種類型的人實具領導能

力，他們都有柔軟的身段、高 EQ 的特質，或者具有通才的特色，什麼都要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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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才能把價值整合起來。 

3.業務主管單位應具體規範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內容。 

相關法令對於民力參與警察業務內容僅做概括抽象規定，並未具體指出民力

參與警察業務具體業務內容。有關哪些工作可由民力參與？可依下列三點來規範

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具體內容： 

（1）先分析警察有哪些工作項目，並排定工作優先順序。 

（2）哪些工作可經常性由民力參與執行。 

（3）哪些工作必須要在一定條件下才可由民力參與。 

4.民力的參與資格並未針對業務功能來區分。 

警察志工運用的重點在於為民服務，義交運用的重點在於協助整理交通秩

序、交通指揮、疏導與管制，義警、民防運用重點在於協助警察勤務執行，如巡

邏、守望等以及春安工作輪服崗哨勤務；而社區守望相助隊以社區治安維護為

主，一般是由村（里）長、社區管理委員會或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自行運用，由

警察單位協助、監督之。惟目前警察機關對於參與警察業務民力之資格，並未針

對參與業務的功能來區分，警政單位應依據上述民力參與業務的功能來規範各類

民力的參與資格，說明哪一種業務應由具備哪些資格的民力來參與。 

（二）有關實務層面（警察分局、各分駐派出所）之建議。 

1.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具體內容有下列幾種：  

（1）情資提供。 

（2）協助勤務執行 

（3）預防犯罪宣導 

（4）協助學童上下課安全 

（5）協助處理分駐（派出）所值班工作。 

（6）輪服春安工作、萬安演習、選舉等崗哨勤務。 

2.有關犯罪偵查的業務不適合由民力參與，其他只要主官（管）可以承擔責任的

業務均可以由民力參與執行。 

犯罪偵查是指必須運用刑事法令處理的情況，因為這些權力涉及強制力的行

使，屬於國家核心職能，應由警察自行執行，不適合由民力參與。除了犯罪偵查

（執法）業務不適合由民力參與外，哪些警察業務應由民力參與並沒有一定的答

案，因此，運用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內容應由主官（管）決定，只要主官（管）

可以承擔的都可以由民力參與。在實證研究中發現，現任新竹縣警察局局長周壽

松於擔任高雄市三民二分局分局長時，曾運用警察志工參與勤務中心業務與訪問

受害人，實施時有很多反對的聲音，但是，實施結果效果良好，到目前仍然繼續

在實施，這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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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重點，應由分局視轄區狀況透過類似「全民治安諮詢委員

會」的機制來指揮執行。 

警察業務的特性與轄區環境有關，單純地區較偏重於為民服務的工作，治安

案件較多的地區犯罪預防與情資提供是很重要的，交通頻繁、聚眾活動、慶典較

多者則偏重於秩序維持。因此，警察運用民力，應注意轄區多元差異的特性，對

於工作的重點不能與當地居民的認知有落差，才能發揮民力運用的效果。警察分

局應依據轄內犯罪型態、竊盜發生數等治安狀況，以及轄內交通狀況等來規劃運

用民力參與的業務內容，並透過類似「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的機制來指揮執行。 

4.重視村里長與警察的互動關係，運用其提供轄區治安情資。 

村里長對於轄區狀況比警勤區警員還瞭解，應加強互動關係，運用其提供轄

區治安情資。 

5.警察分局運用民力參與警政治安維護，應形成三層治安維護網策略。 

警察分局對於警政治安維護，可參照新店警察分局民力運用策略形成三層治

安維護網，第一層是由村里長與社區巡守隊組成，屬於社區內控組織，負責平時

社區內之安全維護。第二層是由義警、民防協勤人員組成，針對轄區治安熱點加

強巡邏、守望，支援第一層治安維護網人力。第三層是由民力配合警察組成，針

對轄內發生具體危害事件地區，加強巡邏、守望與盤查，以期消滅犯罪於無形。 

三、如何提升民力參與意願 

（一）有關政策層面（警政署、警察局）之建議 

1.建立一套激勵的獎勵制度。 

目前依法編組之民力有法定的福利制度，如保險、醫療補助、服裝費等，且

各民力團體常會藉聚餐、旅遊等來維繫組織，這些都是著重在生理需求而已，對

於福利以外的方式，尤其是心理上的激勵因素（如榮譽感）較少，目前都由各單

位自行辦理，例如頒發獎狀、聘書、升遷等。由於政府經費越來越困難，不能純

以福利來提升民力的參與意願，況且，就利他的觀點來看，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

動機，已不在是獲取物質上的補貼，而是能否受到尊重與、所提之問題能否得到

處理，或者是能否對社區有實質的幫助等。所以，筆者建議除了考量工作安全與

生理需求的法定褔利外，應研訂可以讓民力在心理上獲得滿足的激勵方式。 

2、應加強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行銷策略，以提升警察的社會形象。 

警察的行銷政策偏重於警察本身，對於如何運用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政策卻

缺乏的行銷概念，以致於警察疲於奔命仍然無法做好工作，基於「全民拼治安」

的理想，應有計畫的運用民力，如怎樣提升民力的參與？民力適合參與哪些工

作？哪些條件的民力才適合參與？都應有整體的行銷規劃，讓全民適人適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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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所長。另外，有關犯罪預防宣導、轄區犯罪發生率、破獲率、受理為民服務案

件⋯等，可結合社區媒體如有線電視台、社區、學校、社團等刊物宣傳，利用小

眾傳播力量，提升民眾參與警察業務的意願。 

（二）有關實務層面（警察分局、各分駐派出所）之建議 

1、各單位主官（管）應重視民力運用，並親自參與民力的各項活動。 

警察業務既繁且多，又特別注重績效，以致民力運用常流於形式，只在應付

業務檢查而已，因此，有時反而會變成員警的負擔，其主要原因在於獎勵少，主

官（管）對於民力運用不重視，不努力推動。從實證研究中發現，新店警察分局

的「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由分局長親自召開，各分駐（派出）所的「全民治安

諮詢委員會」由所長主持，邀請分局長與分局相關業務主管參加，都能獲得相當

好的效果。因此，建議主官（管）應親自參與民力的各項活動，以提升民力參與

警察業務的意願。 

2.重視民力單位（人員）的問題並能妥善處理。 

如果民力參與警察業務時發現到問題所在並提出建言，警察不能給予即時的

處理，甚至只在敷衍應付，那麼民力參與的意願將會大大受挫，同時也無法在付

出服務後獲得滿足感。從實證研究中發現，新店警察分局「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

各委員提出的問題都由主席當場答覆處理情形，涉及分局業務的問題亦由分局相

關業務主管答覆處理情形，需要由分局形成決策者由分局長當場告知處理決心，

對於無法現場立即處理問題，由分局行政組管制執行，並將執行結果於下次會議

中提出報告，各警察分局若能據此執行，將有助於民力參與意願的提升。 

3.給予民力尊重，有榮譽感。 

警察運用民力的態度與民力參與的意願是成正比的，尤其是讓民力感受到尊

重、有榮譽感是主要動力。從實證研究中發現，新店警察分局「全民治安諮詢委

員會」委員的產生有一定之作業流程，如從事八大治安等灰色行業者不得參加，

經遴選合格之委員由分局長親自頒給聘書，使其備受尊重，感覺能參加「全民治

安諮詢委員會」是一種榮譽。因此，改善警察運用民力的態度，讓民力有尊嚴、

有榮譽才是成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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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續建議 

一、研究對象方面的建議 

本研究僅以台北縣政府警察局為範圍，先以文獻探討台北縣警察局民力運用

的現況，再進一步針對台北縣新店警察分局推行的「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做個

案分析，觀察瞭解新店警察分局運用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實際運作，企圖找出一

個能夠整合民力運用的機制，並訪談警政專家、台北縣警局相關業務單位主管，

分別取其不同位階層級之觀點，撰寫出此篇論文。然筆者建議未來研究者可考慮

將樣本擴大，以全國各警察機關為研究對象，研究全面性的民力運用實況，其結

果將更為寬廣和周延。 

二、研究方法方面之建議 

本研究係以質化深入訪談為主，以台北縣新店警察分局推行的「全民治安諮

詢委員會」做個案研究，但筆者覺得不論訪談或是觀察所得仍然受限於研究者與

受訪者主觀的認知，而且在短時間的訪談及觀察後，即斷定受訪者或觀察對象在

民力整合、參與工作內容及提升民力參與意願等三面向上的觀點與作為，仍嫌不

夠周延，建議未來的研究者可輔以量化方式來進行研究和分析。 

三、個案研究對象遴選之建議 

本研究以台北縣政府警察局為範圍，因受限於時間因素，僅選擇台北縣新店

警察分局做個案觀察分析，建議爾後研究者能針對其他警察分局，做更多元且周

延性的研究，比較各警察分局運用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做法，以尋找更多運用民

力參與警察業務的成功策略，以提升民力運用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