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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瞭解台北縣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現況與影響，並選擇新店警察分

局為個案觀察對象，以質性研究法進行研究，關注的焦點為民力運用的整合策

略、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內容與如何提升民力參與意願等議題。其目的在瞭解警

察機關民力運用的傳統方式與新店警察分局所推行的「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有

何差異。本研究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為個案觀察，以新店警察分局為觀察對象，

觀察該局本部與其所轄烏來分駐所、安康派出所之民力運用策略，並記錄觀察所

得。第二部份為焦點團體座談，選取參加新店警察分局「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

之各類民力代表，針對本研究相關之焦點問題提出探討，使能更深入、詳盡的了

解各類民力對參與警察業務的看法。第三部分為深度訪談，在訪談對象上，首先

訪談新店警察分局分局長，藉以瞭解其創設該委員會之動機、目的與實施方法，

再訪談警政專家與台北縣警察局之相關業務主管，藉以瞭解其對民力運用的現況

觀察與期盼。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深度訪談之設計與實施，第二節觀察之設計

與實施，第三節焦點座談之設計與實施，最後說明資料處理方式。 

第一節  深度訪談之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採用質化取向中之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以半結構的訪談
方式進行實地訪談，首先將欲訪談的幾個面向研擬成訪談大綱，並選取出訪談對

象進行預試，以確定訪談大綱是否合適，經指導教授確認後，方才定案，如此可

提升訪談的信度與效度，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的原因如下： 
首先，本研究的主題是「台北縣民力參與警察業務之研究」，本研究欲了解

有哪些警察業務可運用民力參與？應如何整合各類民力？以及影響民力參與的

意願為何？這些「主觀經驗」與「主觀經驗之社會反映」正是質性研究所關注的

層面（胡幼慧，1996）。 
其次，本研究之受訪者必須兼具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始能有效達成研究目

的，而且研究者必須在營造出信任、安全、尊重的環境，讓受訪者暢所欲言地與

研究者分享所得，是以研究者礙於有限的時間及經費，恐難進行大樣本之研究，

而質性研究重視小樣本深度設計，正適合本研究之需。 

一、深度訪談之設計 

本文擬以台北縣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為研究範圍，先從文獻探討瞭解台北縣民

力參與警察業務的現況，再進一步針對台北縣新店警察分局推行之「全民治安諮

詢委員會」作為個案觀察分析，企圖找出一個能夠整合民力運用的機制，最後訪

談警政專家及台北縣警察局之相關業務主管，取其各個面向之觀點，俾使本研究

能提供更客觀、更豐富，且更具深度之資訊。 
質性研究的樣本，必須是能提供深度和廣度的資料為標準；而非量化研究以

抽取某數量之人口代表為樣本，來推論人口母群體的行為。因此，本研究以有意

願參與、能提供豐富資訊，且來自各個不同單位之受訪者為選取樣本，使研究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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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更具有代表性。 

二、深度訪談之實施                      

（一）訪談對象 

1.受訪者條件 
本研究警政專家之選取標準： 
（1）對於民力參與警察工作有相關之研究、論述者。 
（2）對於民力參與警察工作有實際工作經驗能提供建議或見解者。 
（3）願意參與本研究且具有特色可供參考者。 

本研究台北縣警察局業務承辦單位主管選取標準： 
（1）承辦相關業務滿一年以上者。 
（2）願意參與本研究且具有特色可供參考者。 

本研究個案受訪者之選取標準： 
（1）警察分局分局長。 
（2）對於民力參與警察業務有提出具體執行策略者。 
（3）願意參與本研究並提供相關資料者。 

2.本研究的受訪者 
為使本研究受訪者樣本之選取具有代表性且資料能飽足以達成本研究之目

的，故而以警政專家、台北縣警察局業務承辦單位主管、研究個案案主三階層來

選取。最後篩選出警政專家二人，第一位願意參與者為現任新竹縣警察局局長周

壽松，具淵博知識及工作能力，有運用民力參與警察業務實際經驗；第二位願意

參與者為警政署民防組科長吳必章，其辦理民力參與警察業務多年，具豐富之實

務經驗，能提供多面向之見解。有關台北縣警察局相關業務單位主管，選定保民

課與行政課，皆因辦理民力參與警察業務，對民力運用較為深入。研究個案案主

選取新店警察分局分局長，因其推行「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有具體之成效。訪

談對象、時間表如下（表 4-1）： 

表 4-1訪談對象、時間表 
代號 訪談日期 受訪單位 受訪者 訪談次數 

A1 95/07/27 
1500-1700 警政署民防組 科長 1次 

A2 95/06/13 
1330-1530 新竹縣警察局 局長 1次 

B1 95/05/16 
1330-1500 警察局（保民課） 課長 1次 

B2 96/05/16 
1500-1630 警察局（行政課） 課長 1次 

C-01 95/03/21 
1600-1800 新店警察分局 分局長 2次（第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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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95/05/26 
1400-1530 新店警察分局 分局長 2次（第 2次）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二）研究者 

「在質的研究中，研究者即是工具（the researcher is the instrument）。質的研
究之效度，大部分的關鍵在於進行實地工作者之技巧、能力和嚴謹地執行其工作」

（Patton，1990 ）。可見，研究論文之作者應扮演研究者及資料分析者雙重角色，
方可順利達成研究之目標。 
本研究之研究者為主要的研究工具，已為不爭之角色，所以在研究過程中，

必須具備相當之訓練和經驗。茲就本研究之研究者所具備的相關訓練和經驗說明

如下：首先，研究者為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畢業，目前就讀政治大學行政

管理碩士學程在職專班，曾獲選參加 94年 5月 21日政治大學舉辦「第一屆全國
行政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論文發表會」發表，發表論文題目為「警察人力資

源管理與民力運用之探討」，具有本研究方向所需的研究經驗。 
其次，研究者目前服務於警政署，擔任警職約 28年，其中有約 20年從事與

本研究有關之工作，因此，具有本研究方向所須具備的實務及經驗。另外，研究

者本身對於民力組織參與警察業務之研究有很大的興趣，又因長時間服務與本研

究有關之工作，要尋找具有專長與實務經驗且有意願參與本研究的受訪者較為容

易，因此，可增加本研究的專業效度。 

（三）訪談大綱（詳如附錄一） 

本研究為使受訪者能清楚瞭解訪談目的與內容，於事前曾與業務單位交換過

意見，設計方向著重在合適性與建構聯結性，經指導教授修正及確定後，先將訪

談大綱送交受訪者並解釋題意，使其有思索與準備的時間，並徵詢錄音以求資料

之正確與完整，然後相互約定訪談的時間及地點。於訪談時當場摘要及速記要

點，事後再仔細彙整，並將彙整內容傳予受訪者過目，以確認內容是否與其原意

相符，俟最後之修訂正式列入本研究之訪談紀錄。 
為了使訪談具有彈性，且能維持原始方針，但又不放棄額外之發現，因此，

將訪談方式設計為半結構方式。研究者在進行訪談前蒐集了一些相關的文獻、資

料，再加上以研究者的實務經驗為基礎，方設計如下之訪談大綱： 

（民力整合部分） 
1、瞭解目前警察機關運用的民力對象有哪些？如何運用？運用成功的因素為

何？ 

2、瞭解民力整合運用的各種策略，企圖尋找出最理想的策略。 

3、探討新店警察分局成立「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是否為民力整合運用的理想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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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工作內容部份） 

4、瞭解目前運用民力執行哪些工作？法定工作內容與實務上有何差異？ 

5、瞭解哪些警察業務應讓民力參與執行？若將警察業務分為犯罪偵查、犯罪預

防、秩序維持與為民服務等四個面向，每個面向有哪些工作可由民力參與執

行？具體敘述。 

6、探討目前新店警察分局運用轄內各類民力參與警察業務的作法，是否能達到

民力運用之目的。 

（影響民力參與意願部分） 

7、瞭解提升民力參與願意的因素有哪些？  

8、瞭解福利制度對提昇民力參與意願的影響程度？ 

9、探討各級長官、業務承辦人、主管的重視及推動方式是否與民力參與意願有

關？ 

10、探討新店警察分局有哪些作法有助於提升民力參與意願。 

（其他意見） 

11、探討目前哪些民力運用模式尚有改進的空間。 

12、瞭解各層級人員對新店警察分局推行「全民治安委員會」的看法。 

第二次以後的訪談大綱就根據第一次尚未詢問完的題目，以及第一次訪談中

覺得不清楚需澄清的部分，或很重要需進一步瞭解的部份，形成第二次及以後幾

次的訪談大綱。 

（四）訪談預試 

選取警政署民防組科長、台北縣警察局行政課課長、新店警察分局分局長等

3人實施訪談預試，並經過討論修正後確定訪談題目。 

（五）訪談時間 

本研究訪談方式為親自拜訪面對面交談，不足之處再以電話聯繫補充或第二

次訪談。訪談期間從民國 95年 3月 21日至民國 95年 7月 24日為期約 3個月，
就選取樣本陸續進行訪談（詳如附錄 2至附錄 7）。 

（六）錄音器材 

由於本研究以深度訪談作為收集資料的方法，因此需要對訪談做全程的錄

音，所以研究者準備了適當的錄音器材。 

（七）訪談備忘記事 

在訪談過程中，必須寫下訪談筆記，一來是便於訪談後資料的登錄，其次是

將已問過的問題以及受訪者的回答簡略的書寫下來，以便提醒自己哪一個問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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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訪談過了，以及哪一個問題尚待詢問，並盡量藉由受訪者的回答引導其進入下

一個問題。 

三、訪談程序 

（一）在訪談前擬定半結構的訪談大綱，使訪談有方向亦不失彈性。在訪談時，

研究者秉持真誠、傾聽、尊重與同理心，並嚴守保密原則，與受訪者建立

互信的關係，更以中立的態度與受訪者互動，採納摘要、澄清、探問、引

導、共鳴等訪談技巧，與受訪者共同分享心得，乃至收集到具深度及廣度

的相關資訊。 

（二）進行訪談 
1、在正式訪談前，先向受訪者表達謝意，待受訪者準備好才進入訪談。 
2、第一次訪談參照訪談大綱中第一題開始進行，之後的訪談則根據受訪者
提及之事件、經驗、脈絡做進ㄧ步的探問，所以有一些問題是訪談大綱

上的，有一些問題則是在開放性問題下另外導出的線索。 
3、第二次後的訪談，則根據訪談大綱中尚未完成的問題，或是上次訪談中
重要但尚未完整陳述的部分，直到訪談大綱中的所有問題皆已訪談完

成，且研究資料已飽足為止。 
4、每次訪談時間約二小時，若有其他因素則提前結束訪談。訪談結束後約
定下次訪談的時間與地點。 

5、訪談次數視每位受訪者不同而定，最少一次，最多不限，至資料飽足為
止。整個訪談結束後，再一次向受訪者表達感謝之意，並說明資料在分

析後會請他們過目是否符合他們的經驗，經同意後才放入論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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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觀察與焦點座談之設計與實施 

一、觀察之設計與實施 

（一）觀察之設計 

為增加研究之深度，本研究選擇台北縣新店警察分局作個案觀察對象，目的

是欲瞭解目前新店警察分局推行「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的成效。在進行觀察前，

需先收集及彙整相關之資料，設計成半結構式觀察議題，以使觀察保有一定之方

向。觀察之資料蒐集方法如下： 

1、文獻資料：將蒐集到的民力參與警察業務之相關資料加以分析、歸納及整理，

找出與新店警察分局民力運用有關且可供參考的資料，作為觀察研究的基礎。 

2、參考文件、檔案記錄：本研究蒐集到新店警察分局轄區概況、組織概況、人

員編制、治安狀況、「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的計畫、執行情形，以及警政

署、台北縣警察局民力運用等的相關資料。 

3、觀察：先確定與本研究目的相關的議題，再觀察新店警察分局與各分駐（派

出）所實施「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之現況，以瞭解其運用民力參與警察業

務的作法。 

4、分析診斷：對觀察蒐集的各種資料，再進行整理、分類、歸納、分析，最後

作出診斷。 

（二）觀察之實施 

觀察對象除新店警察分局「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外，其所轄各分駐（派出）

所之選取，擬以市區與郊區為類別，市區選取安康派出所的「全民治安諮詢委員

會」，郊區選取烏來分駐所的「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觀察時間配合各單位的開

會時間，表述如下（表 4-2）： 

表 4-2：觀察對象、時間、地點一覽表 
代號 類別 觀察對象 時間 地點 

E1 分局本部 新店警察分局

「全民治安諮

詢委員會」 

95年 5月 26日
16時 30分 

台北縣警察局新店分

局 

E2 市區派出

所治安諮

詢委員會

安康派出所「全

民治安諮詢委

員會」 

95年 4月 18日
16時 

台北縣安坑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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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 郊區派出

所治安諮

詢委員會

烏來分駐所「全

民治安諮詢委

員會」 

95年 4月 13日
16時 

台北縣烏來鄉民眾活

動中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繪 

二、 焦點團體座談之設計與實施 

焦點團體座談的作用在於對研究問題進行集體性之探討、集體建構知識（陳

向明，2002），為使本研究有多角度、更周延的探討，故決定採用焦點團體座談
之優勢，以補充觀察未能取得之資訊，特商請新店警察分局召開一場「新店警察

分局民力參與警察業務」座談會，邀請新店警察分局「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之

各類民力代表與會發表意見與經驗之交流。研究者設計該座談是欲瞭解新店警察

分局推行「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作為民力運用之策略，與傳統警察機關僅依法

編組之民力運用有何差異？以及各類民力參與新店警察分局「全民治安諮詢委員

會」的看法與想法，為使座談會能專注於上述問題之討論，因此，未邀請警政專

家與警政相關業務人員參加，有關警政專家與警政相關業務人員對其之意見，另

於深度訪談中探詢，在此不做敘明。 

（一）焦點團體座談之設計 

1.目的： 
藉座談會邀集各類民力相關代表，以不同之立場及觀點對參與新店警察分局

推行「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之看法、想法，以補充觀察「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

未能取得之資料或解決需再深入討論之焦點問題，使本研究更臻充實。 

2.與會人員： 
除商請新店警察分局分局長為座談會主持人外，參加人員皆為新店警察分局

運用之各類民力代表，成員如下： 

（1）警察機關依法編組之民力：警察機關依法編組之民力一直是警察機關民力
運用的根源，本焦點座談將選取有意願參與本研究且能提供具體意見之民

防、義警中隊長與警察志工幹部參與討論，將使本研究更具完整性 

（2）地方上無組織之自願民力：選取參加新店警察分局「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
之警友站、學校校長、地方意見領袖等，其意見將影響民力參與警察業務

的走向，使本研究更具適切性。 

（3）地方上民意代表：選取參加新店警察分局「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之市長、
鄉長、代表會主席與村里長參加，其參與「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之實務

經驗與意見為本研究重點，將使本研究更有價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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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討論提綱： 
為達座談會的目的，引領座談之進行方向，在進行焦點座談前，將依據新店

警察分局分局長之訪談與觀察「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所得尚待進一步集體探討

之焦點問題來設計討論題綱，並將討論題綱於會前分送各參加人員，使本研究能

有多角度更周延的探討。討論題綱摘述如下： 

（民力整合部分） 
（1）您認為「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對於民力參與警察業務有幫助嗎？ 
（2）參加「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之各類民力間，在工作上要如何協調？您認

為協調效果如何？有無改進意見？  

（參與工作內容部份） 
（3）請問您們實際協勤的內容有哪些？協勤的場所與地點？執行勤務的時機為 
     何？ 
（4）您對於目前的勤務方式及工作內容有何意見？效果如何？應如何改進？ 

（影響民力參與意願部分） 
（5）請問您想要參加「全民治安諮詢委員會」的原因是甚麼？有哪些是最能您

滿意的？ 
（6）您對於現行的福利制度是否滿意？除福利制度外，會讓您們想參與意願的

原因有哪些？  

（其他意見） 
（7）其他意見 

（二）焦點團體座談之實施 

「新店警察分局民力參與警察業務」座談會於 95年 5月 26日 18時在台北
縣新店警察分局召開，商請新店警察分局分局長主持，受邀各類民力代表出席踴

躍，出席人員表列如下（表 4-3）： 

表 4-3：焦點團體座談會出席人員表 
代碼 類別 單位名稱 出席人員 

警察機關依法

編組之民力 
1、義勇警察大隊 
2、民防警察大隊 
3、警察志工 

1、義勇警察大隊中隊長 
2、民防警察大隊分隊長 
3、警察志工幹部 

D 

地方上無組織

之自願民力 
1、警友站 
2、學校 
3、地方意見領袖 

1、警友站副站長 
2、東南技術學院、國小校長
3、學者（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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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上民意代

表 
1、台北縣議會 
2、市長 
3、鄉長 
4、市民代表會 
5、村里長 

1、縣議員 
2、新店市市長 
3、深坑鄉鄉長 
4、新店市市民代表會主席 
5、里長二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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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處理 

一、資料的整理 

    在每一次訪談後，研究者會依照下列的方式整理資料： 

（一）將訪談錄音帶內容以電腦打字，謄寫成逐字稿，每份逐字稿均以「R」代
表研究者，以代號「A1、A2、A3…」、「B1、B2、B3…」、「C1、C2、C3…」…
分別代表各類別受訪者，並在每份訪談的逐字稿的開頭註明受訪者的代

號、訪談日期時間、訪談次數與類別。 

（二）將訪談中所觀察到的受訪者的聲音（如笑、嘆氣）、表情（如失望）及動

作（有意義的動作）等部分，以括號方式補充進去。 

（三）訪談錄音帶逐字稿的謄寫為委託一位特定的謄寫員謄寫。筆者在與謄寫員

說明本研究的資料謄寫方式之後，也向其說明本研究的研究倫理中保密性

的重要，在其同意保密之後才進行謄稿。本研究委託彭夢縈小姐為謄寫

員，其為研究者之太太，淡江大學教育資料科學學系畢業，目前擔任出版

社編輯，具有協助本研究所需專長，且與研究者為夫妻關係，有利於本研

究之進行，在此一併敘明。 

（四）反覆的聽錄音帶，校對錯誤及疏漏的部分，直到正確無誤。 

（五）為保障受訪者的隱私，因此將逐字稿中人名、特別地名、機構名稱隱匿。

但若受訪者願意公開者為例外。 

（六）訪談逐字稿謄寫示例： 
      受訪者 A1，第二次訪談 

  R01：…… 
  A1-02-01：… 

    R02：…… 
  A1-02-02：… 

二、資料分析步驟 

（一）聽訪談錄音帶並進行討論。 

聽訪談錄音帶使研究者能進入受訪者的敘說世界中，對受訪者的專業性或實

務見解有較整體的了解。並找出資料中的重要脈絡、歷程、以及資料分析的方向

與方法。 

（二）按訪談問題順序，速寫受訪者的寶貴見解。 

    在反覆聆聽及閱讀訪談逐字稿後，研究者對受訪者的寶貴意見有一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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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解。之後分別將與問題相關的資料，按問題類別排列，速寫成受訪談者意見

資料。 

（三）將訪談逐字稿以完整的段落為一意義單元進行斷句並編碼。 

將受訪者的敘說內容，當問題觀點或主題轉換時，即斷開成為一個小段落，

即為一意義單元，每一個意義單元可能包含一個以上的句子。並將意義單元進行

編碼，編碼中各符號的代表意義如下： 

例如 A1-02-03-02 
A1-02：指受訪者 A1（即×××）的第二次訪談 
03：指該次訪談中的第三句對話 
-02：指第三句對話中的第二個意義段落 

斷句與編碼示例： 
R01：那上一次我們有談到就是說你認為民力組織確實應加以整合，是否參與執
行警察工作的民力組織都應加以整合？ 
A1-02-01-1：就是目前有實際參與執行警察工作且有法令依據的民力組織如義
警、義交、民防、志工…等有必要加以整合，當然不包括自發性之民力團體。 
A1-02-01-2：……… 
A1-02-01-3：…………  
A1-02-01-4：…………  

R02：……. 
A1-02-02-1：……… 

 三、 信度與效度 

在實證主義(positivism)所主導的科學研究之下，尋求普遍法則（universalistic 
law）是研究的共同要求，因此著重客觀的測量以及量化的推論。於是信度與效
度自然成為方法判定的重要一環。然而，質化研究者所關注的不是「客觀分類計

量」、「普遍法則的尋找」或「因果假設的否證和統計推論」，而是「社會事實的

建構過程」，以及「人們在不同的、特有的文化社會脈絡下的經驗和解釋」。這種

脈絡情境過程、互動、意義和解釋的探索研究，其研究價值的判定標準絕非量化

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可以涵蓋的，而是另有其他評價方法（胡幼慧、姚美

華，1996）。 
因此，本研究以「可信性論題」（credibility issue）取代傳統量化研究的判準。

並且以下列的方式增加本研究的可信性（Patton，1990）。 

（一）研究者的信譽 

Alkin 等人指出，質化研究之可信性尤其取決於研究者的信譽，其原因在於
研究者既是資料蒐集的工具，又是分析過程的中心。而研究者的信譽取決於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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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經驗、背景、地位和自我表述（Patton，1990：461）。 
因此，身為研究者，研究者本身的訓練、經驗對於本研究的品質有相當大的

影響。筆者現為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且具有辦理民力組織參

與警察業務之實務經驗，因此不僅具有訪談的技巧及能力，更對本研究主題有所

了解。此外，筆者對本研究主題有很大的興趣，有足夠信心完成本次研究。 

（二）與受訪者建立信任的關係 

    研究者與受訪者的關係如何，不僅影響到受訪者對於深度的經驗是否開放的
意願，更直接影響到所蒐集之資料的品質與深度。因此，在質化研究中， 研究
者與受訪者是否建立起信任的關係，對質化研究的品質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不把受訪者視為提供資料的工具，而是視其為一個具有

專業性與實務經驗之前輩，透過他們慷慨的分享經驗，本研究才得以完成。在這

樣的信念下，研究者本著尊重與感謝的心與受訪者互動，因此，研究者與受訪者

建立的關係是很安全與信任的，這可從本研究中訪談大綱裡看出來。 

（三）邀請受訪者協助檢核資料分析結果 

為了確保資料的謄寫無誤，因此，在訪談逐字稿謄寫完，筆者會反覆聆聽錄

音帶並親自校對訪談逐字稿。待研究結果分析出來後，研究者將資料交給受訪者

檢核，看這些資料是否符合他們的專業看法與實際經驗。 

（四）詳細描述研究的過程 

由於質化研究沒有一套標準化的操作程序，研究過程中允許研究者表現創

意。因此整個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必須作許多的決定，如：選擇具有何條件的人

為研究對象？以何種方式蒐集資料？以何種方式分析資料？以何種方式呈現研

究結果？凡此種種的研究程序皆由研究者獨自分析、判斷、與決策、執行。因此，

詳細描述研究的進行方法及步驟，可由讀者來判斷本研究的可信性及品質。 
因此，在本研究中也詳細描述了研究的過程，以供讀者能判斷本研究的可信

度與品質。 

四、 研究倫理上的考量 

由於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進行資料的蒐集，受訪者在訪談進行中會將個人的

經驗慷慨地與研究者分享，而這些寶貴的經驗乃受訪者專業的看法，理應受到尊

重。因此，研究者必須注意研究的倫理，以保護受訪者不因參與研究而使其之專

業性受到傷害。此外，受訪者並不一定全都願意公開受訪的內容，因此需格外注

意保密性。茲將本研究可能涉及的危險及需注意的倫理課題，列舉如下： 

（一）訪談中應請受訪者事先告知哪些資料內容不願意公開。 

由於受訪者本身具有專業性或實務經驗，而且在社會上有一定之身分地位，

因此其不願意公開之資料內容應給予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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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中使用受訪者所使用的語詞，以免有先入為主的偏誤。 

由於訪談係為研究者與受訪者二人的對話，為了避免研究者習於使用專業用

語，使受訪者產生溝通上或理解上的差距，或研究者有先入為主的偏誤，因此研

究者在訪談過程中，盡量使用受訪者所使用的語詞，而非研究者原先慣用的名詞

或概念。 

（三）受訪者對研究目的的了解。 

由於質化研究視研究結果為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一起共同合作的結果。因此，

在與受訪者第一次見面時，研究者已經把本研究的主題、研究目的、進行的方式

與訪談大綱等讓受訪者了解，在其同意之下，才進入研究。 

（四）保密。 

由於本研究的主題涉及受訪者的專業與經驗，因此，本研究的資料若受訪者

不願意公開應加以保密。在保密的部分，研究者採用下列處理的方式： 

1、原本訪談逐字稿中足以指認出受訪者的資訊應予以隱匿，如姓名採用化名、
重要地名、服務單位名稱、職稱等。但是，有關本研究部分個人資料的敘述，

將以單位真實名稱呈現，原因有三：第一、台北縣新店警察分局分局長黃文

貴等受訪對象對其運用民力參與警察業務之表現深具信心；第二、本研究觀

察之對象與受訪者皆認為以真實姓名呈現無妨；第三，為尊重新店警察分局

提供本研究之相關資料所涉及之智慧財產權，在徵得當事人同意下，部分個

人資料將以單位真實名稱呈現。 
2、要求謄稿員謄寫訪談逐字稿時嚴守保密的原則，例如寫時不可有他人在場，
且不可與他人談論本研究之資料等。 

（五）尊重。 

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非常尊重受訪者對於某些特定主題是否開放的意願與

決定。並且隨時配合受訪者的時間安排，不使受訪者在心情或時間不適的情況下

接受訪談。 
此外，在研究結果的呈現上，經過受訪者的檢核且同意後才會放進正式的研

究論文中。如果受訪者認為某些部分不適合呈現出來，則研究者會與其討論，根

據其意見做適當的修改，直到受訪者覺得合適且同意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