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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分析 

本研究旨在探討現行民力參與警察業務制度，有關台北縣民力參與警察業務

之整合、參與業務內容與如何提升民力參與意願等問題，為能更深入了解民力參

與警察業務之意涵，進行有關理論與實證研究，爰蒐集國內外專家學者對於民力

參與警察業務之定義、相關理論及與本研究相關之研究論述著作，並蒐集國外民

力參與警察業務之現況加以分析、歸納及整理，找出可供參考之資料，作為本論

文研究基礎。本章在結構上擬做下列鋪陳，首先從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趨勢加以

探討；第二節理論探討與相關文獻分析；第三節國外民力運用之探討。茲分述如

下： 

第一節 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趨勢 

一、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概念 

民力參與警察業務，就民力而言，是個人基於人生的認知、自由意志的選擇

而做的社會活動，是個人事業以外的志業，其不求實質回報，僅追求個人成長及

融洽的人際關係，以助人、利他、服務、回饋來昇華人格，並為實現公平正義的

理想社會盡一分力。就警察業務而言，民力參與不但能協助警察業務，還有助於

改善社會治安、維護社會秩序及提升警察服務的品質，同時也是人力資源的充分

利用與發揮。  

雖然民力參與警察業務是出於自由意志，但亦要遵守工作規定，更要強調服

務倫理，才能完成警察工作，並達成個人服務社會的理念。因此，民力參與警察

業務已不再是單純的主觀意願，還涉及到客觀的能力及條件，惟只要能認同「肯

定自己、尊重別人」，在服務時能把握分寸，注意應對態度，並將工作價值及使

命落實在協勤中，就能長久快樂的參與警察業務了。 

另外，從社區警政的角度來看，社區對居民行為有極大之影響力，其對居民

來說具有非正式社會控制功能，警察功能則是明文規定的正式社會控制體系，但

必須與社區裡的非正式控制體系緊密的結合才能發揮效能，因為警察在執行社會

規範與法律時，是要靠居民的參與和協助的，所以，警察體系是社區執法的後援

與支柱（Roger G.D. & GeoffreyP.A.，2001）。 
目前我國警察機關運用民力參與警察業務著重功能導向，由各業務單位依業

務功能需求自行運用，缺乏整合運用策略，以致於民力的種類、人數雖然不斷增

加，卻一直無法提升績效；其次，警察業務包羅萬象，究竟有哪些警察業務適合

讓民力參與，以及如何提升民力參與的意願，都是目前所面臨的問題。本研究以

台北縣警察局民力運用為範圍，並觀察新店警察分局推行的「全民治安諮詢委員

會」，企圖尋找運用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有效策略。 

二、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趨勢 

有關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趨勢，相關的文獻論述不多，吾人僅能就新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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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觀點並援引經濟學及公民參與的理念加以說明如下： 

（一）新公共服務理念 

1980 年代以來，新公共管理闡明政府在公共政策上，不但可以運用市場機
制，更可以整合代表社會力量的第三部門，以有效完成政府業務，並且強調政府

應該減少對社會及市場的干預，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並視民眾為顧客。歐斯本

和蓋伯勒（C.Osborne & T.Gaebler）在一九九二年出版的《新政府運動：如何將
企業精神轉換至公部門》為代表作，他們提出企業型政府應該如何運作的十項原

則，雖然立意很好，可是公民必竟不是顧客，政府的施政績效不能完全由顧客滿

意度來決定，因此，學者 Robert B.Denhardt與 Janet Vinzant.Denhardt提出新公共
服務來回應新公共管理，他們強調政府的角色是服務而不是導航。學者蕭武桐更

指出新公共服務並不是反對傳統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及新公共管理，而是覺得

除了強調生產力、公共利益、人文主義外，更要重視個人心靈的自我覺醒，其主

要內涵及基本假定如下（蕭武桐，2005）： 
1.為公民服務而不是顧客 

  公共利益是公民經過不斷對話、價值分享而形成，而不是個人自我利益的總 

  和。公務員不只要回應顧客的需求，更要和公民建立互信和合作的關係。 

2.尋找公共利益 

  行政人員要建立一個集體共享的公共利益，這不是透過個人的選擇可以快速達 

  到，而是共享的利益和責任的創造。 

3.重視公民精神超過企業家精神 

  公共利益是藉由公務員和公民對於社會的承諾所做有意義的貢獻。 

4.策略性思考和民主行動 

  政策和計畫要符合公共利益必須透過集體努力及合作的過程，才能有效達成。 

5.課責並不是單純簡易的事 

  因為公務員不只是要回應市場的需求，還要遵守憲法、法律、命令、社會價值、 

  政治規範、專業標準及公民利益。 

6.服務而不是導航 

  公務員要運用共享價值為基礎的領導，去幫助公民參與實現其共享的利益，而 

  不是控制及引領社會到新的方向。 

7.重視人而不是生產力 

  公共組織的成功端賴尊重人及透過合作及共享的領導。 

本文以為我國警察組織可以藉著整合市場與社會兩個部門的力量，更有效率

地完成警察業務。 

過去，民力參與執行警察工作未受到重視，因為要將民力運用在警察組織管

理將會面臨很多問題。首先，民力是一種自我組織，較難依序的照章行事，其次，

民力運用的經費來源困難，管理上又十分複雜，因此，無法確實將民力納入在警

察的人事管理中。近年來，人民對警察的服務需求日漸增加，有限的警力疲於奔

命，而且有些警察業務應使用民力較適當，再加上公民參與為時代趨勢，已迫使

警察必須廣泛運用民力來完成警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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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學的理念 

1776年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一書
中，認為每個人都在「追求自利」，經由「看不見的手」（即市場或價格）之引導，

從事分工合作、事業化來促進彼此之間的幸福。因此，就經濟學的市場特性而言，

完全自由競爭市場的社會福利最大，且沒有任何一方能操控市場，市場透過競爭

能維持需求與供給之間的平衡，獲得巴勒圖效率 (Pareto efficient)1，使社會上的
每個人都能獲得最大的滿足；此時政府的職能充其量只應限於國防、維持正義，

有關經濟事務最好由人民來處理。但是，市場終有極限，史蒂格勒（G.J.Stigler）
認為，自由市場在共用性2、外部性3以及資訊不足做出錯誤決定時，就會產生市

場失靈4，此時政府便會介入且干預市場（許道然等譯，1990）。 

然而介入市場的政府並不能發揮經濟效率、公平分配以及安定社會之功能，

反使社會付出更高的代價，得不償失。此時，人民發現政府只是由一小群人組成

的，他們既非全知全能5，亦非全無私心6；而且公共決策本來就很難符合所有人

的期望，少有政策能得到全體國民的支持與贊同，因此政府失靈油然而生。 

政府雖因市場失靈而存在，但在經過運作後發現，政府為解決問題乃採取各

種政策及干預行動，但由於政府在制度、結構及運作上有先天的缺陷，因此無法

達到預定的目標而產生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其實政府只要扮演好監督
的角色，開放市場使市場機制得以自由發揮，才是各種政策中最重要的手段。就

警政治安的維護而言，最具體的做法便是讓公民參與，也就是運用民力來協助治

安維護，方可解決目前治安上的困境。 

以往的犯罪防治工作，警察總是以增加警力來對抗漸增的犯罪率，但是警察

的業務又隨著環境的變遷有增無減，因此有限的警力實難應付不斷攀升的犯罪

率，更何況目前國家財政緊縮，更使此種策略面臨考驗，因此，就經濟學的觀念

來看，若能有民力的參與，將可節省國家預算，又有助於警察業務的達成。 

（三）公民參與的理念 

學者朱金池（2004）指出，在民主政治的社會中，政府被認為是「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的，政府的運作必須有公民

                                                 
1在生產廠商與消費個人對生產要素與產品訂價的過程中，沒有人有辦法在不使他人福祉減少的情況下，

透過重新訂價而使某人的福祉增加。經濟學家稱這種分配為巴勒圗效率 (Pareto efficient)。 
2例如國防、公共道路、路燈、基本建設、打擊犯罪的司法警察機關等，沒有人願意提供。 
3包括外部成本與外部利益： 

外部成本：如排放黑煙，工廠不會降低黑煙排放，因為降低污染只會增加成本，無法提高產量，因此社

會若無限制污染法規，污染量將會非常高。 
外部利益：如打掃門口與電梯間，可以讓同樓層的人都享受到乾淨愉快的環境，但若人人只考慮自己的

利益與成本（打掃的時間、體力），很少人願意為大家付出，因此很多公共場所垃圾亂丟而無

人自動清理，必須由政府雇人打掃（如公園等處），或由大樓住戶一起出錢雇人打掃（大樓內

部公共處所）。 
4包括缺乏市場（對社會有用的東西不見得能被商品化，如文明累積、文化、藝術的發展等）與市場無法

達到完全競爭狀態（如廠商獨佔市場）。 
5要全知全能才能使政府發揮達成經濟效率、公平與安定的功能。 
6她們不是聖人，一定會先顧及自己利益後才會想到社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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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與。然而，民主政治理念中所強調的公民參與，卻因為過度強調政治的權力

及過度標榜行政的專業，而無法發揮應有的功能，警察的行政專業即為一例，若

從代理理論7（agency theory）觀之，警政系統是在民選政治人物的監督下運作的，
而民選政治人物又應由有主權的公民來監督，然現今的社會既多元且複雜，公民

已無力監督政府，因此，最好由公民親自參與才能解決問題。 

因此，就社會的急速變遷來看，我們可以很清楚瞭解到，未來的警政思維，

將朝向「公民參與」的方向發展，使得公民更加主動積極地參與警政治安，而走

向「公民治理」或「社區治理」的模式。  

                                                 
7 「代理理論」常被稱為「委託人-代理人」理論（principal-agency theory），該理論首先假定大部分社會
互動中，分工是有益的，不同的個體有其不同的工作優勢，人們經由分工可以提昇集體福利。在如此的

環境中，人們常成為他人的代理人，為了別人的目的而工作。例如，官僚體系是在民選政治人物的監督

下運作。然而，在這種關係中，因為代理人具有較好的資訊優勢，委託人監控代理人的成本就會增高，

這種監控成本就是所謂「代理人成本」（agency costs），也可以稱之為委託人-代理人運作的交易成本
（transactions costs）（陳敦源，2002：79） 



 19

第二節 理論探討與相關文獻分析 

一、理論探討 

Hanvey 與 Philpot（1996）二人合著的“Sweet Charity：The Role and 

Workings of Voluntary Organizations”（甜美的慈善事業：志願組織的角色

與運作）一書中將政府、家庭、社會、企業（營利性組織）及志願性質的非營利

組織比喻成國家的四個輪子，並指出志願組織的發展是二十一世紀開發國家的主

體之一，可見志願服務的發展是未來世界潮流，是先進國家社會成長的重要指

標。現就志願服務的相關理論敘述如下： 

（一）利他主義 
利他主義一詞，源於拉丁與 alter，意為他人的。19 世紀法國哲學家、社會

學家孔德（Comte.A）明確把他視為一種道德，並引進到倫理學的體系中，成為
與利己主義相對立的道德原則和理論。 
利他主義的特點是從人的本性出發，或者為了更有利的實現個人利益而要求

關心他人利益，甚至為他人利益而犧牲某些個人利益。早期對於個人慈善行為的

定義就是建構在利他主義上，而目前學界最大的爭議，在於如何評斷利他式的善

行，是行為或是動機？如果以動機來評斷，那麼想要獲得精神或物質報酬的行

為，就都不能稱為慈善行為。由於我們不能用測量的方式來瞭解個人動機，因而

在慈善行為的相關論述中，大都是以行為或結果來界定，這些論述都以社會學或

心理學的觀點來探討（特別是捐款部分），大致上包括了社會交換理論、助人行

為決策理論等 
據此，利他主義意指給別人帶來利益的行為，卻不預期會有報償可得。換言

之，利他主義隱含著無私地為他人謀福利的精神。因此，所謂利他行為，應該說

是個人從提高他人的滿足中同時也滿足自己，而且不期望得到回報，類似我國「助

人為快樂之本」的思想。傳統的觀念認為利他主義就是無私的行為或對人所做的

奉獻犧牲，當人們說自己基於利他的理由而參與志願服務時，只是不承認屬於利

己部分的理由。因此，長久以來利他主義的思想一直被公認是人們參與志願服務

的主要理由。 

（二）期望理論 
期望理論係由佛洛姆（Victor Vroom）所提出的一種工作激勵過程理論，該

理論的基本概念是指激勵的動力或作用等於期望、期望值與媒具之乘積的總和。

期望（expectancy）是指某種努力將會產生某種績效，或某種績效將會獲得某種
報酬的主觀信念；期望值（valence）是指個人對於某特定成果表達的偏好強度，
亦即個人對於組織中的工作目標、結果、報酬或誘因所給予正面或負面的評估；

媒具（instrumentality）係指當一位員工努力工作且有高度績效，若績效能對心中
期望的報酬產生多層的觸媒作用，那麼就會形成工作的激勵動力。由此可知，對

於工作人員是否發生激勵作用，決定於：（1）他有無完成任務的可能性；（2）完
成任務後所得到的報酬；（3）報酬是否為其迫切期望的。綜結之重點在於瞭解個
體之目標為何？其努力與績效間是否具關連性？績效與報酬能否建立起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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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最後，報酬能否滿足個體目標？如果「努力與績效」的關連性和「績效與報

酬」的聯結性都是正面的，而且報酬符合心中的期待，即可產生相當大的激勵作

用，如果有零或負面的情況發生，即無激勵作用（林鍾沂，2004：254-256），例
如：義警、民防、警察志工等人員預期能從參與警察業務中得到與他人互動，以

及對組織、社區、工作環境奉獻的機會，個人的動機會受到期望的影響，當他相

信期望必會實現的時候，就會產生行為。 

（三）需求層次論 
在探討組織人類需求的論述中，著名的心理學者馬師婁（A.H.Maslow）提出

需求層次論，又稱為「滿意累進模式」（satisfaction aggregation model），Maslow
指出人類有五種需求，而且它們呈現宛如階梯式的排列，他們分別為： 

1.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包括飢餓、口渴、蔽體、性及其他身體上的需
求。不過一但成員於此階段達到 60%-70%的滿足後，若在施以物理或生理的激
勵方法則成效有限。 

2.安全需求（safety needs）：即保障身心不受到傷害的安全需求，包括身體的安全、
經濟的安全及工作的保障等，例如民力團體的福利、保險制度。 

3.社會需求（social needs）：此需求係指員工在組織中願與同仁打成一片的意願、
團體歸屬感、友誼與情感的交流與互動等。 

4.尊榮需求（esteem needs）：包括內在的尊重因素，如自尊心、自主權與成就感，
以及外在的尊重因素，如地位、認同、受人重視等。 

5.自性實現需求（self-actualization needs）：心想事成的需求，包括個人成長、發
揮個人潛能、實現理想等，即為個人在組織中的自我成就，希望能憑藉自己的

力量，在機關所賦予的權限內，發揮最大的潛能，獲得工作上最大的成就。諸

如發揮個人創造力及自性表現8。 
     
Maslow 除了建構層次需求理論外，其亦將上述五種需求再區分為匱乏性需

求（deficiency needs）與成長性需求（growth needs）。匱乏性需求來自於「缺乏」，
比如人因缺水而想要喝水，但是在取得之後需求便會消失，Maslow 將前三種層
次的需求都歸類為匱乏性需求，並認為這些需求不被滿足時個人將在生理或心理

上無法發展成為健康的人。而成長性需求來自於「個體本性」，個體本性一但出

現就會持續地感受那種需求，而且會愈來越強烈，Maslow 將尊榮需求與自性需
求歸類為成長性需求，並指出這些需求的滿足有助於一個人的成長和發展完全的

潛能（林鍾沂，2004：244-246）。 
唯值得注意的是Maslow在論及「健全心理管理」（eupsychia management）

時，更指出自性實現的個人基本需求獲得滿足後，會追求更高層次的動機，也就
                                                 
8self-actualization 一詞在中文著作中通譯為「自我實現」，但是此種譯法常使人誤解為「以自我為中

心的實現」，離原意甚遠，亦是 Maslow 一再澄清的誤解，因為一個人實現自性時常常是在一種無我的狀

態故本文參照學者林鍾沂見解將之譯為「自性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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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追求存在價值，如真、善、美等，這種來自於超越的需求（meta need）（或稱
靈性的需求）所型塑的「自我靈性實現」（meta motivation），將使一個人對重要
的工作做到無私的投入、奉獻和認同（林鍾沂，2004：248）。 
學者蕭武桐在＜新公共服務與公務員的品德修養＞一文中，認為Maslow教

授在＜自我實現及超越＞一文，提及如何引向自我實現的行為，作以下的詮釋，

值得我們參考（蕭武桐，2006）： 

1.自我實現意味著要充分地、活潑地、無我的體驗生活，必須全神貫注並能忘懷 
一切。在這體驗的時刻中，個人要完全成為一個人，那就是自我實現的時刻。 
代表這種體驗的關鍵詞是「無我」（selflessness），而我們的毛病正是出在太少 
「無我」，而存在太多自我意識。 

2.要把生活設計成為一系列的選擇過程，當下決定做成長而非畏縮的選擇，這即 
是趨向自我實現的行動。 

3.要傾聽自己內在的呼喚，讓自我被展現出來；我們大多數的人大部分只是傾聽 
長輩的教誨或權威的、傳統的聲音，而不是傾聽自己內在的呼聲。 

4.當有懷疑的念頭時，要誠實的說出來不要隱瞞。在許多問題上反躬自省時，就 
意涵著要能承擔責任；每一次的承擔責任，也是一次的自我實現。 

5.自我實現不是一種結局的狀態，而是在任何時刻、任何程度上去實現個人潛在 
的過程。自我實現要運用我們的聰明才智，但並非要我們去做一些遙不可及 
事，而是說要實現一個人的可能性，往往需要經歷勤奮、付出精力的準備階段。 
因此自我實現可以讓我們做好想要從事的工作。 

Maslow 教授指陳出人們的毛病所在是充滿太多的自我意識，確實是一針見
血。公務員假定能反躬自省及承擔責任，就是自我實現，並非一定要做出偉大事

蹟才行；而是要能反省檢點，不斷提升心靈，昇華情感，及面對事實承擔責任，

切勿逃避責任。自我實現並非要我們達成高不可攀的理想，而是提醒我們要實現

一個人的可能性，必須要有所投入的準備，所以要切實努力做好目前的工作，再

逐步的向自己的願景邁進，並爲人類造福。因此公務員如能體會「公門中好修

行」，找出生命的意涵及工作的意義，不但能解決工作異化的困境，進而生死大

事亦能迎刃而解，這就是自我實現的極致─自我靈性的實現。 

二、相關文獻檢視 
本研究從「民力」與「民力參與」相關論文角度切入，以及與本研究目的相

關之「民力整合」、「參與意願」、「警察業務」等關鍵字搜尋國內相關專業期刊論

文與學位論文資料，再應用國家圖書館索引系統蒐集與本研究有關書籍、期刊論

文、政府機關報告，以了解目前學術界與實務界對於此類研究題目的發展狀況，

茲將所收集各類文獻歸類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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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檢視過程分析 

茲從期刊論文、博碩士論文、警察大學圖書館知識庫等範圍之檢索系統檢視

分析如下： 

  1、利用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影像系統搜尋 
（1）以「民力」檢索，針對關鍵字進行搜尋結果，至 2006年 3月，共獲得 5

篇文章，其內容探討與民力運用有關者 2 篇，其餘 3 篇與民力參與警察
工作無關。 

（2）以「民力參與」檢索，針對關鍵字進行搜尋結果，至 2006年 3月，共獲
得 1篇文章。其內容均與民力參與警察業務意願無關。 

（3）以「參與意願」檢索，針對關鍵字進行搜尋結果，至 2006年 3月，共獲
得 12篇文章，其內容均與民力參與警察業務意願無關。 

（4）以「民力整合」檢索，針對關鍵字進行搜尋結果，至 2006年 3月，共獲
得 0篇文章。 

（5）以「警察業務」檢索，針對關鍵字進行搜尋結果，至 2006年 3月，共獲
得 7篇文章，其內容均與民力參與警察業務意願無關。 

（6）以「警察工作」檢索，針對關鍵字進行搜尋結果，至 2006年 3月，共獲
得 17篇文章。其內容均與民力參與警察業務意願無關。 

  2、利用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檢索系統搜尋 
（1）以「民力」檢索，針對關鍵字進行搜尋結果，至 2006年 3月碩士論文，

共獲得 13篇文章，其中探討警察民力運用有關者 8篇，探討民力整合者
1 篇，探討工作內容者 0 篇，探討參與意願者 0 篇，與政治因素、福利
制度有關者 3 篇，其餘各篇內容為其他面向之探討，與警察運用民力參
與警察業務較無直接關係。 

（2）以「民力參與」檢索，針對關鍵字進行搜尋結果，至 2006年 3月碩士論
文，共獲得 1 篇文章，國立海洋大學法律研究所，研究生戴玉燕，題目
為「論行政機關運用民力之法規範-兼論我國海巡志工制度」，與本文之
研究較無直接關係。 

（3）以「參與意願」檢索，針對關鍵字進行搜尋結果，至 2006年 3月碩士論
文，共獲得 23篇文章，均與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無直接關係。 

（4）以「民力整合」檢索，針對關鍵字進行搜尋結果，至 2006年 3月碩士論
文，共獲得一篇文章，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研究所，研究生施永昭，

其研究題目為「公民資格與公民參與之研究-以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民力整
合運用為例」，其研究以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義警、民防、義交與巡守隊之

民力整合運用為個案檢討對象，探討公民參與的組織與制度環境。 
（5）以「警察業務」檢索，針對關鍵字進行搜尋結果，至 2006年 3月，共獲

得 2 篇文章，其內容探討警察業務委外與組織重整問題，與民力參與警
察業務無直接關係。 

（6）以「警察工作」檢索，針對關鍵字進行搜尋結果，至 2006年 3月，共獲
得 18篇文章，其中 1篇「從社會控制理論談警察工作警民關係與社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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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與本研究所要探討內容相近，其餘 17篇均與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無直
接關係。 

  3、利用中央警察大學圖書館警學知識庫系統搜尋 
（1）以「民力」檢索，針對關鍵字進行搜尋結果，至 2006年 3月，共獲得 3

篇文章，其內容與民力整合有關者 0篇，與警察業務有關者 2 篇，與民
力參與警察業務理論探討者 1 篇。惟上述文獻皆為研討會發表之文章，
僅對於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相關議題提出抽象論述，未有實證研究或較具

體性之論述。 
（2）以「民力參與」檢索，針對關鍵字進行搜尋結果，至 2006年 3月，共獲

得 0篇文章。 
（3）以「民力整合」檢索，針對關鍵字進行搜尋結果，至 2006年 3月，共獲

得 0篇文章。  
（4）以「參與意願」檢索，針對關鍵字進行搜尋結果，至 2006年 3月，共獲

得 0篇文章。 
（5）以「警察業務」檢索，針對關鍵字進行搜尋結果，至 2006年 3月，共獲

得 6 篇文章，其內容係從現行警察業務的面向來探討，未論及民力參與
警察業務之內容，與本研究目的所要探討的民力參與警察業務之問題無

關。 
（6）以「警察工作」檢索，針對關鍵字進行搜尋結果，至 2006年 3月，共獲

得 12篇文章，其內容均在探討警察工作與警察人員或警察工作之法律問
題，與本研究無關。 

4、小結 
綜合上述期刊論文等方法搜尋結果，發現探討「民力參與警察業務」方面的

文章相當少（表 2-1），尤其是近 10年來（1996年 2月至 2006年 3月），與本研
究相關的文獻相當有限（僅有 15篇），所以此議題仍有值得探討的空間。 

表 2-1「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相關期刊、博碩士論文篇數 
         期刊 
      
        數量 
關鍵詞 

中華民國期刊

論文檢索 
全國博碩士論

文摘要檢索 
中央警察大學圖

書館警學知識庫

檢索 

合計 

總篇數 5 13 3 21 民力 

與本研究有

關篇數 
2 8 3 13 

總篇數 0 1 0 1 民力參與 

與本研究有

關篇數 
0 0 0 0 

參與意願 總篇數 12 23 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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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本研究有

關篇數 
0 0 0 0 

總篇數 0 1 0 1 民力整合 

與本研究有

關篇數 
0 1 0 1 

總篇數 7 2 6 15 警察業務 

與本研究有

關篇數 
0 0 0 0 

總篇數 17 18 12 47 警察工作 

與本研究有

關篇數 
0 1 0 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繪 

（二）重要文獻內容分析 

本研究按國家圖書館索引系統，搜尋有關本文相關著作進行檢視，選擇若干

與本文研究有關之文獻進行分析，分析文獻選自 1996年 2月至 2006年 3月，依
研究者、年份、出處、研究題目、主要研究內容摘要、研究結果摘要列舉如下。 

1、期刊論文分析如下表（表 2-2）： 

表 2-2 期刊論文摘要報告 
作者 年份 出處 研究題目 
鄧憲卿 1997 人力發展 論地方政府再造之關鍵競爭與民力之動

員 
葉毓籣

李宗勳 
2000 台北市政府研究

發展委員會委託

台北市「警政社區聯防體系」的建構與落

實-「公共經理人」的啟示。 
詹中原

李宗勳 
2000 台北市政府研究

發展委員會委託

台北市政府民力整合運用之研究 

李湧清

蔣基萍 
2000 行政院國科會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

社區守望相助與犯罪預防-台灣地區守望
相助工作的實證研究 

李湧清 2005 警學叢刊 台北市政府民力整合運用之研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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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博碩士論文分析如下表（表 2-3）： 

表 2-3 博、碩士論文摘要報告 
作者 年份 出處 研究題目 研究摘要 
簡秀昭 1996 政治大

學公共

行政學 
系  

公部門志願

服務工作者

管理之研究

以中部地區之文教機構醫療院所及社

會服務單位為範圍。研究發現：1、參
與志願服務工作後改變最多者為就業

婦女，在人際關係上變得從容自信。

2、運用志工的價值超過機關實際支付
的費用。 

楊淑玲 1996 政治大
學公共

行政學

系 

台北市義勇

消防大隊義

工工作制度

之研究 

評估義消大隊之組織運作成效，發現

優缺點。研究結論：1、義消皆為男性，
職業偏重自雇者，宗教以佛教居多。

2、職前訓練與在職訓練以實地演練方
式辦理，採團體督導為主。 

陳怡寧 1998 東吳大
學政治

學系 

公部門建立

義工組織之

探討 -以台
北市交通義

勇警察大隊

為例 

研究主題在於探討究竟應具備哪些條

件方為一有效的公部門義工組織，亦

即公部門所建立之義工組織應具備哪

些條件方可使其充分發揮協助公部門

的功能。 

李政峰 1998 中央警
察大學

行政警

察研究

所 

警民共治的

新警政 -社
區改善治安

的策略聯盟

模式 

本研究選定文化派出所的警勤區警員

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讓警勤區警

員全心投入社區，透過頻繁的接觸，

確實讓警勤區警員樂於為民服務，同

時也扭轉了民眾對警察的刻板印象，

有助於建立良好的警民關係。其次，

將勤區查察勤務與共同勤務截然劃分

開來，不僅不會造成員警有過重的工

作量，而且，不論是警勤區警員或是

共同勤務警員，其工作成就感均較未

實施此種作法的員警高。另外，警勤

區警員再增加勤區查察時間後，若能

藉由與社區管理委員會盡興密切的互

動，增加彼此的信賴，進而以策略聯

盟的方式，籌組社區組織，不僅有助

於社區意識的凝聚，更有利於結合社

區民力共同維護治安。 
黃啟賓 1999 中央警

察大學

行政警

社區警政警

民合作效能

之研究 

選擇三個派出所分別依其有無實施社

區警政分成三個研究組進行對照比較

研究。研究發現：社區警政不論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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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研究

所 
眾主動推行或是警察因應政策要求推

動，其民眾對於警察的滿意度遠高於

傳統警政（未實施社區警政）；不論是

否有無實施社區警政，員警對於工作

滿足感或是在社區工作成就感均無顯

著差異，顯見員警對於實施社區警政

與否並不影響其工作的滿足感或在社

區中工作的成就感。 
張文川 2000 中央警

察大學

行政警

察研究

所 

社區守望相

助與犯罪預

防之實證研

究 -以南投
縣推行社區

守望相助工

作為例 

本研究以以南投縣推行社區守望相助

工作為例，希望透過文獻探討、內容

分析及結構性重點訪談等研究方法，

對社區守望相助組織在運作後的檢

驗，來提升犯罪預防上的功能。 

張貴閔 2000 中政大
學犯罪

防治研

究所 

居民社區意

識.社區安全
知覺對社區

巡守隊滿意

度之關係研

究 -以台中
縣烏日鄉仁

德村為例 

以台中縣烏日鄉 16 歲以上的居民為
對象，研究發現：一、年齡方面。40-49
歳居民明顯地較 29 歳以下居民有較

佳的社區親和、社區關懷、社區認同、

社區參與及整體社區意識。二、性別

方面。不同性別居民之「社區意識」、

「社區安全知覺」並沒有明顯的差

異。三、社經地位方面。「中社經地位」

居民較「低社經地位」居民更認同社

區，願意參與社區活動且擁有較高的

社會意識。四、居住時間方面。居住

26 年以下居民比居住 25 年以下居民
更願意參與社區活動。五、家庭月收

入方面。不同家庭月收入居民的「社

區意識」並沒有明顯的差異。六、婚

姻與育子方面。已婚有小孩的居民明

顯地較未婚無小孩的居民有較高的社

區親和、社區關懷、社區認同及社區

參與。 
黃富生 2001 國立中

山大學

公共事

務管理

研究所 

社會力用於

治安維護之

研究 -以高
雄市社區為

例 

以高雄市社區警政為主軸，研究發

現：里長個人基本屬性將透過社區犯

罪偵防意識影響里長對提升社區自我

防衛力量。里長基本背景屬性與社區

犯罪偵防意識高低類群之間有顯著相

關。 
謝文忠 2001 中央警 社區巡守隊 以三個評估犯罪預防成效的指標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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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大學

犯罪防

治研究

所 

犯罪預防成

效之研究 
討社區巡守隊預防犯罪成效。研究發

現：本土性社區巡守隊在主觀的評量

上獲得肯定，居民、巡守隊成員及員

警均認為社區巡守隊具有防治犯罪的

功效，結果亦顯示巡守隊有提升居民

治安感受及降低犯罪危懼感的功能。

客觀評量上，巡守隊的實施並沒有明

顯降低當地犯罪發生率，研究認為與

政策的執行面有關，巡守時段、居民

對社區巡守隊的認知與參與均是影響

巡守推行成效的重要因素， 
施永昭 2003 中央警

察大學

行政警

察研究

所 

公民資格與

公民參與之

研究 -以台
北市政府警

察局民力整

合運用之研

究 

以台北市義警、民防、義交與巡守隊

之民力整合運用為個案檢證對象。研

究發現目前民力運用的制度及現況具

有警察與民力之間缺乏信任、民力欠

缺學習、心態偏差、部分民力不住當

地欠缺參與動機、經費不足核銷不易

且自幕顧問、民力欠缺包裝無力行銷

等問題。 
李永癸 2003 東海大

學公共

事務學

程 

新竹市守望

相助巡守隊

之研究 

以新竹市里（社區）巡守隊為個案深

入研究發現：一、巡守隊的運作具有

預防犯罪效果。二、巡守隊的運作有

政治因素考量。三、巡守隊的組成份

子以傳統社區居民為多。四、巡守隊

自力爭取社區資源以維持常年運作。

五、巡守隊的運作對填補警察勤務空

檔有限。六、巡守隊的運作獲得市民

高度的肯定。七、新竹市政府編列相

當數額預算，輔導及鼓勵巡守隊運

作。八、新竹市社區居民參與巡守隊

的意願較以往為高。九、部分巡守隊

成為里長與社區發展協會分庭抗禮的

工具。十、巡守隊人員的教育不容忽

視。 
葉步和 2003 元智大

學管理

研究所 

志願服務對

警察機關維

護社會秩序

之探討 -以
中壢警察分

局協勤民力

組織為研究

針對警政上級主管對協勤組織之認知

程度、警政機關對協勤組織之激力作

用與訓練多寡等三個面向是否影響協

勤成效來探討。研究發現：一、民眾

參與協勤組織的主要動機非為己利，

多為服務他人。二、多數協勤民力或

民眾認同民力協勤隊維護社會秩序幫



 28

對象 助很大，惟警察人員則相反，但二者

均肯定義交對社會秩序有助益。三、

民力與警察人員平時溝通不良。四、

在激勵方式上，協勤民力認為口頭嘉

勉最能激發工作績效。五、民眾與警

察人員均認為激勵是維持協勤組織存

續最重要因素，但協勤民力則認為警

政上級人員對協勤組織的認知程度是

決定協勤組織能否維持最重要因素。

戴玉燕 2003 海洋大
學海洋

法律研

究所 

論行政機關

運用民力之

法規範 -兼
論我國海巡

志工制度 

以目前我國行政機關運用民力之三種

型態-委託、志願服務、進用替代役之
法規範為研究重點，並兼論我國海巡

志工制度。研究發現：我國海巡志工

屬於志願服務型態，對兼具查緝走私

不法等刑事犯罪調查及一般行政機關

身分之海巡機關而言，海巡志工所能

參與事項之深度及廣度，將受到相當

限制，從而其所能發揮之效益似難符

合原先設置之預期。 
林秀眉 2004 政治大

學行政

管理碩

士學程 

基隆市公部

門志願服務

管理之研究

主要在探討基隆市公部門運用志願服

務及管理制度。研究發現基隆市政府

暨所屬機關已運用志工的單位多為與

民眾接觸較多、服務量較大的業務單

位，成效除了以時數評估外，更重視

志工對機關形象、政令宣導等獲得社

會肯定及志工所發揮的角色功能。 
楊長文 2004 國立彰

化師範

大學商

業教育

學系 

警察勤務機

構運用民力

協助勤務執

行成效之調

查研究 -以
彰化縣為例

瞭解警察機關運用民力協勤的成效，

針對民力人員及警察人員對於協勤的

認知情況、相互間的認知差異、及執

行成效來進行研究分析。 

施祯祥 
 

2005 國立台
北大學

公共行

政暨政

策學系 

警察替代役

人力運用之

研究 -以台
北市政府警

察局為例 

以警察替代役之社區巡守政策為研究

重心，對役男之需用機關及服勤單

位、服勤處所和社區巡守隊等單位之

代表人員與替代役男為研究對象，探

討替代役男與警察人員及社區民眾於

協勤之人力運用，所衍生的各種問

題。研究發現：社區巡守警察替代役

宜正名「警勤區助理」或「助理警員」。

二、修訂替代役役男之權利以促進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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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公平。三、役男執勤之機車不符使

用及其修理費補助額度不足，應予檢

討調整應變機制。四、社區巡守人員

表示，與替代役役男之互動冀能增加

頻率，以共同維護轄區治安。五、社

區巡守人員對替代役役男協助轄區治

安維護，感覺有正面之效果。六、社

區巡守人員認為役男如能結合與社區

巡守人員成立預防犯罪宣導團，建立

警民合作平台，定更能強化社區自我

安全防衛能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繪 

從上述所列各篇期刊論文之主要內容摘要分析中可發現，有關「民力參與警

察業務」之探討領域可歸納如下： 

1.從組織、制度面向探討者：如楊淑玲研究「台北市義勇消防大隊義工工作制度
之研究」。 

2.從法規面向探討者：如戴玉燕研究「論行政機關運用民力之法規範-兼論我國海
巡志工制度」。 

3.從犯罪預防面向探討者：如謝文忠研究「社區巡守隊犯罪預防成效之研究」。 

4.從社區警政面向探討者：如張啟賓「社區警政警民合作效能之研究」、葉毓蘭
與李宗勳共同研究「台北市警政社區聯防體系的建構與落實公共經理人的啟

示」、李湧清與蔣基萍共同研究「社區守望相助與犯罪預防-台灣地區守望相助
工作的實證研究」、黃富生研究「社會用於治安維護之研究-以高雄市社區為例」
等。 

5.從工作滿意度面向探討者：如張貴閔研究「居民社區意識、社區安全知覺對社
區巡守隊滿意度之關係研究-以台中縣烏日鄉仁德村為例」。 

6.從工作效果面向探討者：如楊長文研究「警察勤務機構運用民力協助勤務執行
成效之調查研究-以彰化縣為例」等。 

7.從民力整合面向探討者：如詹中原與李宗勳（2000年）共同研究「台北市政府
民力整合運用之研究」、施永昭研究「公民資格與公民參與之研究-以台北市政
府民力整合運用之研究」、李湧清（2005 年）研究「台北市政府民力整合運用
之研究」等。 

從上述文獻中發現，缺乏針對民力參與意願之研究，但是有部份文章在單節

中有做論述，再此一併敘明。 



 30

三、相關文獻分析 

    綜合上述相關文獻發現與本研究目的有關者分析如下： 

（一）與民力整合相關力之問題 

1.各類民力組織欠缺整合 
義交、義警、民防組織、社區巡守隊間「資源聯結」不夠，相關單位未針對

社區安全聯防之資源擴大治理，以便資源互換與互惠，現有各行政區義警民防組

織巡守隊間亦只僅於消極之配合，故極待感情交流、關係再造（陳志榮，2003）。 
 
2.各類民力組織整合困難 
義警、民防兩者間因各歸屬不同之地方政治勢力，而未必能予整合。 

 
3.民力組織與警察缺乏整體規劃、互動有限，致互信基礎不夠 
民防、義警或社區巡守隊之「共同治安警覺意識不足」，且與警察機關間因

缺乏整體規劃、互動有限，致互信基礎不夠，民間普遍將社區警政解讀為「新官

上任三把火」而予與消極配合。 
其次、警察分局與志工組織或社區巡守隊間，仍未建立平等自主、合作分享

之機制，缺乏有利之誘因（包含適宜之績效評鑑與實質輔導資助），致所 謂「不
情願的夥伴」關係仍不時呈現。 

4.民力運用未受重視 

一般職司社區警政之員警由於上級未賦予實質資源，且勤務編排與績效評鑑

未同步調整，在刑事破案掛帥的氛圍裡，致員警多自我定位為「冷衙門」、「閒差

事」等象徵性的職務，故極待引介「新公共服務」視野，進行「警政思維再造」，

以活化暨落實警察社區化，並參酌社區安全之屬性與定位，共同研提制度、設計

芻議（葉毓蘭與李宗勳，2000）。 

（二）與參與業務內容相關之問題 

1.協助一般警察勤務 
義警、民防的協勤狀況，主要是春安工作期間參與協勤工作，平時主要在支

援交通疏導，補充警力不足，另外在每年選舉、防空演習時也會出勤。 

2.被動應付檢查 
警察機關為避免麻煩，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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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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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提升參與意願相關之問題 

1.福利仍待改善 

相關單位提供民力之保險金額偏低，且配合出勤時，僅能領取些許誤餐費，

實不符需求。（施永昭，2003） 

2.服勤欠保障 

民力協勤警察工作有相當的危險性，而且民力在協勤時，對於不聽從指揮或

管制者，均無明確之處罰規定，甚至被加害時，亦欠缺保障。（施永昭，2003） 

3.警民間缺乏共識。 

警察機關並未充分發揮「塑能政府」的角色，培植義警、民防或社區巡守隊

擁有更佳的執行力，仍抱持著動員的舊觀念，致社區人士亦多以捧場心態虛應了

事（陳志榮，2003）。故而居民與警察之間缺乏共識，居民參與意願自然不高。（葉
毓蘭與李宗勳，2000）居民與警察之間缺乏共識，居民參與意願不高。（葉毓蘭
與李宗勳，2000） 

4.民力參加動機不當 

民力參與的動機雖然都以服務熱誠為主，但也有因人情壓力而加入的，更有

因職業需要（如攤販、計程車駕駛、保全業、特種行業）而加入的，其企圖規避

取締，若縱容劣幣趨逐良幣，志工參與意願自然低落。 

5.民力本身已有工作，配合協勤困難 

義警、民防人員多為兼差性質，不同於義交可以結合本身工作協勤，故配合

困難，有時為了參與訓練必須向公司請假，以致減損參加意願。 

四、評析 

從上述文獻分析來看，過去文獻探討我國運用民力參與警察業務與本研究目

的相關者不多，且未深入探討，從上述分析中吾人發現存有下列極待改進之處： 
（一）從趨勢來看，運用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執行是必然的趨勢。 
（二）從過去執行的情形來看，各業務單位自行運用，民力的種類、人數不斷的

增加，缺乏整合。 
（三）從執行面來看，警察民力的運用均由警察分局及分駐（派出）所執行，且

流於形式化，對於警察業務的執行實質上無顯著的效果。 
（四）從執行的成效來看，雖然警察運用民力的種類、人數不斷的增加，但是，

人民對於犯罪的恐懼感以及對警察工作的滿意度並沒有提升。 
（五）從文獻資料分析，過去的研究不多，且都以警察機關編組成立的義警、民

防、義交、山青、警察志工與社區巡守隊等為研究對象，對於非屬警察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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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立的自願民力尚未發現有研究資料。 
（六）缺乏明確的運用民力資源管理政策。 

我國現行警察機關運用民力資源管理體制，係於不同時間不同背景而訂定

之法規，嗣後並未因環境變遷而做統籌之修正，亦未與現實警力合併檢

討，因而儘管民力運用的法令紛雜也難以盡其功，許多警察單位甚至在私

下組成志工團體以應需要後，才發現缺乏法令依據。 
（七）各類志工團體權益福利寬嚴不一，爭議不斷。 

各類志工人員適用之法規不同，導致其權力福利規定亦寬嚴不一，造成管

理體制分歧，反而形成各單位民力管理困擾。 
（八）缺乏財務資源。 

運用民力協助警察業務最大的問題，在於需要長時間的投入，而長時間的

投入就需要有財務資源的挹注，否則將永遠是民力運用的困擾。但是，民

力在缺乏經費預算下，經常向民意代表尋求支援，導致原本以協助警察業

務為目標的民力，在政治角力下常淪為政治工具。 
（九）進用資格寬鬆，人員素質無法掌握，無法提升民力參與意願。 

由於民力的參與成員均係自願，不須具備公務員資格，遴選程序亦不嚴

謹，因此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其適任與否？或其所從事之工作與協助警察

業務是否相衝突？均難以掌控，因之，對於民力運用的推展，難免造成阻

礙。 
（十）缺乏完備之考核制度，難以發揮獎優汰劣之功能。 

管理考核為人事管理的中心環節，有良好的管理考核制度，才能獎優汰

劣，提高工作效率。志工團體均缺乏完善考核制度；而且志工團體的遴選

太過寬鬆，實不符人力資源管理之精神，亦無法發揮獎優汰劣之功能。 
（十一）未將民意代表納入民力，視民意代表為阻礙警察運用民力的惡虎。 
（十二）現在與傳統民力參與警察業務有下列不同差異： 

1.應整合社會資源，強調把事情做好。 
2.具有獨立性，可選擇自己想做甚麼。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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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功能與警察業務內容交集愈來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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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外民力運用之探討 

一、日本 

（一）概述 

日本是一個文化島國，有高教育水準和服從的傳統習性，人民很信任警察並

願意合作偵查犯罪，因此，在高度工業化及都市化下，其治安並未因此惡化。美

國哈彿大學弗格爾教授（Vogel）曾於 1979年出版一本「日本第一～美國的借鏡」

（陳鵬仁譯，1998），書中就日本預防犯罪的成就歸於五大因素： 
1.日本人民遇有犯罪時，有勇於報案的精神。 
2.地區警察與、社區領導人及居民之間關係非常密切。 
3.對任何犯罪案件，人員之派遣非常適當。 
4.日本警察均富有專業知識。 
5.社會大眾與警察之合作非常良好。 

由此可知日本警察的成功，歸因於對社區有效服務，建立了警民合作的基礎。 
另外，日本民眾與警察能維持良好的合作關係，並主動擔負防治犯罪的職責，這

與其傳統的社會結構有很大關聯。這些傳統的社會因素包括有下列幾點： 
1.由於島國有天然國境，民族語言、文化完全統一，保存了居民之間極高的同質
性。 

2.日本住家、社會、企業團體有強烈的連帶性與團結性，從而滋長了日本人的集
體與組織意識。 

3.傳統塑造了日本固有的倫理道德，如重名譽、知羞恥及能調和情感的價值觀。 
4.以倫理及團體意識為基礎，衍生強而有的非正式社會控制。 
5.日本的歷史傳承盈育了人民對槍械有拒絕的意識，進而奠定了有效管理槍械的
機制。 

因此，日本警察在預防犯罪的成功與其民族性、服從性有極大的關係，並據

此建立深厚的警民情感。 

（二）日本警察勤務 

日本警察組織體制主要於明治十七年受德國顧問荷恩氏（Wilhelm Heha）影
響，全國實施巡查派出所及駐在所制度。都、道、府、縣下皆普設警察分局（署），

為勤務執行的主要單位，而警察分局以下則普設派出所、駐在所，再將每一派出

所依其管轄區域劃分若干「受持區」，每區指定一位外勤警員負責，而其外勤警

察勤務方式與我國相近，可區分為警戒、巡邏及巡迴聯絡等三種，外勤警察的勤

務同樣有輪班制、駐在制或日勤制三種。 
日本警察勤務極為獨殊，他們以固定據點為基礎，此據點即為上述之「派出

所」、「駐在所」兩種。根據統計，日本目前大約有六千個派出所，九千個駐在所，

雖然駐在所之數目遠超過派出所，但是派出所仍是相對重要的據點，因為幾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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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之四的人口居住於都市。而這些警察據點每年進行兩次的戶口普查，並協助

民眾建立犯罪預防協會（Crime Prevention Association）。通常都市區以設置派出
所為主，原則上有三人或三人以上的巡邏警察，在派出所輪服三班制勤務。在日

本的警察勤務中，以巡迴聯絡最能建立警民合作之基礎，他們與轄內居民保持密

切關係，在濃厚的情感根基上，民眾充分信賴警察，將治安情報在家戶訪問中據

實告知警察。此勤務每年必須實施兩次，新進人員在三個月內應完成全面訪問一

次，若民眾拒絕訪問時不可強行為之，於完成訪問後，必註記於查察記事簿冊內。 
近年來，受社會環境的影響，日本警察也提供進一步的服務，以爭取民眾支

持，這些服務項目摘述如下： 

1.加強拜訪獨居老人。 
2.指導青少年從事健康娛樂活動。 
3.發行地區性的迷你報紙。內容包括社區內的交通事故消息、竊案、拾得物和優
良事蹟，為社區居民與警察之間的關係發揮很大的功能。 

4.派出（駐在）所聯絡協議會。 

（三）民間主導的預防犯罪組織 

日本警察在由威權轉向服務導向時，已獲得民眾的信賴，因此民眾也自發性

的組織社團集結力量，以協助警察共同維護社會秩序，這些組織分述如下： 

1.防犯協會與防犯聯絡所 
自 1977 年起日本就有全國性的防犯協會聯合會產生，各地方上之團體及民

眾均積極的參與。截至 1987年止，全日本約有 47個縣級、9,200個市級防犯協
會。在各地區尚有民間自助性的防犯活動，例如設置防犯聯絡所，執行地區事件

及事故通報、防犯座談會等活動，並擔起將警察或縣市防犯協會的訊息傳達給市

民的責任，這些聯絡所被設在超市、報攤或私人住宅內。當時民間已有成熟的守

望相助觀念，因此除了防犯協會、防犯聯絡所外，並有企業團體、公司行號、機

關學校自行成立守望相助組織，此為日本治安良好的原因所在。 
日本利用民力參與警政工作，比較特殊的是民眾自發性成立的防治犯罪組

織，建構了整個社會的安全網。例如「財團法人全國防犯協會聯合會」便是其中

的一個，它以警察署（相當我國的警察分局）為單位，依地區在全國設立各個防

犯協會（約有 1,260 個），下面再設置防犯聯絡所（約有 705,000 所）。各防犯協
會會長係由警察署推薦地方人士義務擔綱。另外也有由職業團體成立的協會，例

如全國轎車防犯協力團體，它與當地的防犯協會互有聯絡，共同為防制青少年暴

力、嗑藥以及各種犯罪行為而努力。（陳鵬仁，1998） 

2.職業場所防犯組織       
以職業場所為單位而集結的防犯團體，多半是因為職業場所容易成為犯罪現

場，而員工容易成為犯罪者攻擊的對象，有些防犯組織則是由一批有助於偵查犯

罪的行業所組成，警方也會依職業別來協助他們擬定防犯策略。以金融機構為

例，警方會指導他們依「金融機構之犯罪防治基準」加強必要的防犯意識及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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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犯設備。 
3.全國性防犯組織 
全國性防犯組織是將各地的防犯組織聯合，並針對特定的目標進行防犯活

動。以警察和防犯協會為主，日本全國的相關團體統整目標後，展開所謂的全國

防犯的活動。另外，日本尚成立公安委員會，以防制政治力量的介入，其特色有

下列幾點： 
（一）委員人數是奇數。 
（二）同一政黨委員不能超過二分之一。 
（三）委員五年內不能從事與警察有關的工作。 
（四）公安委員會屬內閣層級。 
（五）委員的產生方式是由警察機關提名經由內閣送交國會同意。 
（六）公安委員會不具有制定專業政策的能力，其功能是幫民眾把關一方面監督

警察，一方面不讓政治的手介入警察。 

二、美國 

（一）概述 

美國原為英國的殖民地，其各地區的制度發展不盡相同，但大多受到歐洲的

影響，到了 1856 年，紐約正式成立第一個警察局，隨後芝加哥、洛杉磯…等也
陸續成立，其運用民力參與警察業務是美國文化最珍貴的地方。其實早在 1823
年，波士頓就曾出現民力與警察混合編組的制度，當時的左鄰右舍會互相關照，

也會主動去查看穀倉，更會合力抵禦犯罪攻擊，如此拓荒者才得以定居下來。革

命戰爭以後，居民組織志願團體協助新移民，及解決特殊的社會問題（如供應食

物給需要者），並逐漸形成一種生活文化。 
美國當代警政學者史柯尼克及貝利教授（Jerome H. Skolnick& David H. 

Bayley），在檢驗了美國六大都市的警政發展後，得到了一個重要結論，即八○年
代的警政發展，已遠離了六○年代以來強調的警政專業化，而進入了以社區守望
及犯罪預防的新策略（Gill M. L. & Mawby R.I，1990）。至此，美國各個鄉、鎮、
市、郡出現了各式各樣的警民合作或守望相助計畫，不是在實驗中就是在推行中。 
1960 年代末期，美國社會動盪不安，有人認為警察不能過度依賴科技而與社會
隔絕，警察的任務也不能過度窄化為打擊犯罪而忽略犯罪預防。於是，1970 開
始倡導實施社區警政，以補救警察專業化之缺失。1980 年公共管理的觀念風起
雲湧，除重視企業管理的精神外，尚強調政府管理應走向導航式、社區性、分權

式以及顧客導向式，這種政府再造的潮流豐富了社區警政的思維。1993 年 9 月
美國總統柯林頓簽署「國家及社區之信託法案」（National and Community Trust Act 
of1993）成立一個名為 AMERICORPS的組織，專事吸收退休警察及教師來義務
輔導青少年、改善社區環境及提昇生活品質，至 1996年預估招收有 10萬名義工。 

（二）民力參與犯罪預防策略 

隨著財產權觀念的盛行，民眾對於人身安全與財產保護的要求不斷增加，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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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政府財政困難，無法增加警力以有效回應民眾的需求，因此運用民力參與警

察業務以適用時代的需求已不可避免，綜觀美國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方式，主要

有社區巡守與輔助警察兩種，茲分述如下： 
1.社區巡守隊 
社區巡守隊是社區居民利用鄰居或彼此作為眼線，來增加犯罪監控的力量，

以達到預防犯罪的效果。因此，鄰里（街道）守望或市民巡邏隊在美國是一種很

普遍的組織，此種組織若以每一鄰里約 10至 15戶計，大約有 2萬個社區和 500
萬人參與。鄰里守望希望達到下列效果： 
(1)參與者將組織活動情形通報勤務中心，可以增加當地警察機關的預防能力。 
(2)在某些區域內增設嫌疑犯和犯罪活動的通報系統。 
(3)透過例行的會議及活動，可以加強守望相助組織和警察機關的關係。 
(4)在鄰里內廣設監視網路，可減低犯罪活動。 
(5)在實施的鄰里內可降低犯罪事件的發生。 

但是，每個社區巡守隊的活動模式各有不同。馬里蘭州（Maryland）是針對
社區的治安特性而成立巡守隊的，他們發現問題會隨時向警察反應，有時會協助

社區的環保工作，有時還會向社區居民宣導犯罪預防的理念，因此常獲得政府與

居民的支持（謝文忠，2001）。另外，紐約市（New York City）的社區巡守隊在
剛推動時會降低犯罪率，但最後的成效卻不能與數量較少的正規警察相比（Gill 
and Mawby，1990）。然而，在德州休士頓推動的社區巡守隊，警察會提供相關
的設備及訓練，而社區居民須自行發現問題所在，並共同討論及研究，然後針對

問題來改善巡邏方式，以達到犯罪預防的功效，其成功的最大因素，在於警察給

予正式的援助與訓練，以及社區居民與警察發展出良好的互動關係（謝文忠，

2001）。 

2.輔助警察 
輔助警察（Auxiliary Police）是由社區公民組成，以民間自己的力量及資源

來協助警察，並維護社區安全與秩序。總而言之，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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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巡邏時介入發現的

嫌疑活動是不被鼓勵的。因此，市民巡邏隊之目的，僅在監視和發現嫌疑活動，

告知執法機關。市民巡邏可能是步巡或機（汽）巡，也可能是自願性或受雇性質。

在美國較大的都市中，大約有 800 至 900 個市民巡邏隊。捍衛天使（Guardian 
Angels），是較具知名度的市民巡邏隊，組織成員大多為青少年和年輕的成年人，
在美國有 600個以上的分支，他們常去高犯罪區域及重要地點巡邏，如鎮內的貧
民區或較大的轉運站，有一些分支則組合大學生在他們各自的校園內服務。 
紐約市警察局輔助警察的數量與規模是全美國最大的，而且歷史也最悠久。在

1950年，當時的警察局長 Arthur Woods 設置了約 25,000名的輔助警察，指定從
事市區街道巡邏，當時稱之為「公民家園防護聯盟」（The Citizens Home Defense 
League）（Gill and Mawby，1990）。現在紐約市的輔助警察以監控地方治安與改
善服務為主，他們以非強制的參與方式和不懼危險的精神來協助警察，不允許佩

帶槍械且不具有逮捕權，其主要工作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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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協助維持公共秩序。 
（2）協助車輛及行人交通。 
（3）協助地區防竊計畫。 
（4）市民巡邏。 

3.警察與社區參與    
在各種不同的社區犯罪預防中，警察與居民是互信的，而社區組織並不會取

代執法機關，社區居民只是提供建議給警察，而警察與居民必須共同擔負提昇參

與社區組織的責任。在這方面，警察必須達成鼓勵大家參與防治犯罪及提供情報

給警察的目標，通常警察的巡邏方式會影響居民參與的意願，步巡已被認為是最

值得信賴方式，它可使警察與居民密切結合在一起，並可方便市民傳達情報給警

察。              

（三）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案例摘述 

美國各州也有成立類似公安委員會的組織，其目的是在監督警察、強調人

權；民主國家不可能賦予警察太大的權力，所以要有控制警察的機構。而民力參

與警察業務的內容各州亦有差異，以紐約市、維吉尼亞州為例說明如下： 

1.紐約市警察局民力參與警察業務介紹 
紐約市協勤警力由市民組成，穿著制服，不支薪。1950 年通過「1950 年民

防法」，1951 年頒布「防禦緊急法」，要求紐約市招募、訓練、配置志願協勤警
察，充當緊急或天然災害時與紐約市警察局協調聯繫的工具。1967 年民防總部
關閉，紐約市警察局肩負協勤警力計畫的所有責任。 

60 年代犯罪增加，制服協勤警力的巡邏有效地遏止了犯罪。協勤警察藉由
坐巡邏車、徒步、及騎腳踏車的巡邏方式，可以提昇「警察無所不在」的印象，

他們的車子是深藍色的，而警局的車子是白色的。協勤警察與一般警察穿同樣的

制服，配有無線電、手電筒、手銬、警棍，他們的徽章是七星標誌，與紐約市警

局有明顯差異，發現有犯罪發生時，他們就用無線電向總部報告。協勤警力主要

是擔任市警局的耳目，他們要接受 53小時的訓練才能擔任協勤警察。 
2005 年倫敦爆炸案發生兩週後的 7月 14 日，該市發出將創立全市的運輸協

勤計畫的指令，這項計畫有助於減少交通運輸中的犯罪行為，並且可以打擊恐怖

份子。協勤警力的巡邏具有敏銳的觀察力，能即時反應事故給正規警察，與居民

的互動良好，在在有助於犯罪率的降低，並強化警察與社區的關係。協勤警力的

另一項功能，就是可以充當市民的預備隊，以備緊急事故及天然災害時之需。協

勤警力不僅可以增加見警率，並且可以在不需武器或危險較少的事件中，增強警

察執勤的力量。 

2.維吉尼亞州民力參與警察業務介紹 
維吉尼亞州的志工無法取代真正警察，只能處於協勤地位，幫助州警察為民

服務。他們主要工作內容有：電腦使用、維修，資料登記、建檔、打字、編目、

影印、無線電維修與裝置、接聽電話、翻譯、車輛服務、倉庫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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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服務的時間大都是正常的上班時間，有些在晚上及假日，一經錄用，警

察局會根據志向安排適當的工作項目及地點。州警察的工作單位遍滿全州，有七

個分處（division  office）及很多地區辦事處（area  office），均有志工協勤。 
申請條件： 
（1）滿 18 歳。 
（2）有時間。 
（3）家世清白。 
（4）真正為社區服務。 

條件中還有特殊考量，如：興趣、熱誠、技術等，除此還要接受身家調查，

調查範圍視工作種類而有所不同。 

志工申請方式： 
（1）打電話。 
（2）親自申請。 
（3）聯絡州警察。 
（4）寫信。 
（5）上網。 

三、新加坡 

（一）概述 

新加坡位於中南半島最南端，是由新加坡諸島列嶼所組成，面積大約 581平
方公里，人口約 250萬人，居民中中國人佔百分之八十四，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達 4,000餘人，為一典型的城市國家。 
新加坡在 1867年即為英國殖民地，為英國遠東貿易及海軍根據地，於 1959

年改為自治州，1963年 9月成為馬來西亞聯邦的一部分，於 1965年 8月 9日又
脫離馬來西亞聯邦而獨立。 
目前新加坡約有 70%以上的人口居住於所謂的「租屋」之中，係由人民向政

府長期低利租貸，於 15年或 20年期滿後取得所有權，在租屋期間不得改變或增
損面貌，亦不得轉售他人，以避免哄抬。      
西元 1843年東印度公司在新加坡創設警察，其後經歷「海峽殖民地警察」、

「新加坡殖民地警察」，始成為現在的「新加坡警察」。目前新加坡警察制度是依

據 1958年所頒訂的警察條例（Police Force Ordinance）規定，目前一般警察約有
8,000人，保安警察約有 2,000人，義勇警察約有 1,700人。  
新加坡警察總部直接隸屬於內政、國防部。總監（Commissioner）之下設置

副總監 1 人，助理總監 4 人，幕僚單位有秘書長（Police Secretary）、會計經理
（Quartermaster）、參謀（Staff officer）、分掌機要、會計事務及策劃工作。助理
總監 4人分別充任地區警察、專業警察、人事教育、刑事局主管。地區警察局下
面轄有 4個警察區，8 個警察分局，1 個通信單位。而義勇警察隊和保安警察隊
均聽從地區警察局長的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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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義勇警察隊 

義勇警察隊由警察機關運用，與我國警察機關運用的義警、民防不相同，義

勇警察是在緊急情況時，補充一般警力之不足而任用的，將其組織摘述如下： 

新加坡最初成立的義勇警察隊，是由地方居民組成，藉巡邏方式保衛社區安

全。東巴魯（Tiong Bahru）成立於 1953年是第一個組織。到了 1963年因受外力
侵略，警察機關乃協助民眾籌組更多義勇警察隊，以對抗犯罪與顛覆活動。1965
年新加坡獨立後，義勇警察組織劃歸民眾協會（The People,s Association）管轄。 

1967年義勇警察隊法案（The Vigilante Corps Act）公佈後，義勇警察隊正式
納入警察編組，並成為政府機關的一個部門，已往的義勇警察平時從事其他職

業，一旦緊急情況發生，才參與警察工作，隊員是從一般居民中遴選而來的，但

自 1967 年 9 月起，一律改由後備軍人補充，該隊擁有五處訓練所，隊員須定期
接受訓練。義勇警察隊指揮官是由內政部長指派一人擔任，指揮官下設有副指揮

官、助理指揮官等協助指揮官。 
早期義勇警察隊係由後備軍人編組，並作業餘性之服勤，至 1971 年義勇警

察隊被指定擔任民防工作，1974年另成立社區安全組織以協助警察偵查犯罪。 

（三）鄰里警崗制 

新加坡除了有嚴格的法令外，尚有完備的社區警政制度與民眾的熱心參與，

均使新加坡有良好的的治安環境。1982 年新加坡開始從事警政研究，並評估日
本派出所制度，1983 年 6 月新加坡引進日本以社區為基礎的鄰里警崗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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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策略的目的是為糾合社區內之民力，以便警民及鄰
里守望相助，共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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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犯罪預防之活動、舉辦座談會議及展覽宣導等工作，並與社區之各種犯罪防治

協會、地區人民團體密切的配合與聯繫，以達守望相助及共同防範犯罪之目標，

其執行情形分述如下： 

1.警力編組 
每一個警崗由 1名巡官、4名巡佐及 24至 28名警員組成，分成 4個小組，

提供全天候的服務。每一時段都有 2名警員值班，接受民眾的詢問或處理緊急事
件，有 5至 6 名警員負責巡邏，其中有 3至 4名警員巡邏，另外 2名警員進行
家庭訪問。 

2.家庭訪問 
家庭訪問的功能在於認識居民，聽取他們的意見與建議，以提供更好的服務

及更高更密切的警民關係，並藉以獲悉社區裡的各項情報，使警察能在緊急事件

中迅速出動，完成任務。每一個警崗的警員需負責查訪約 250戶的居民，同時每
年要進行兩次查訪。 

3.巡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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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崗的員警需熟悉與了解轄區狀況，且具有能在轄區實施詢問或盤查陌生人

的能力，同時在巡邏中亦可經由交談與問候而與鄰居打成一片。警崗的員警除了

在深夜採取雙人巡邏外，其餘時間均以個人徒步巡邏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