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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十年來國際間及國內遭逢重大之變革，國際間受全球化競爭力

之影響，國內同時因應政府希望藉由各種具體、創新改革措施，提升

行政效能，維持國內政治、經濟穩定成長，提升國際之競爭地位。警

察機關組織龐大，無論就執法、政治及社會經濟層面而言，其服務品

質之良窳直接影響民眾對政府形象之觀感。 

警察工作向為社會大眾所注目的焦點，舉凡重大員警傷亡案件發

生，專業教育訓練不足，最易淪為警政內部檢討之議題，近幾年來，

警政高層對於基層員警、中級警政幹部之常年教育訓練，甚至高級幹

部之短期講習，均將其列為推動警政革新之首要目標，以最近警政署

推出「全民拼治安行動方案」
1
為例，強化教育訓練即為落實強化警察

陣容、精進警政效能最重要議題之一。 

國家公園警察雖為警察陣容中之一員，值此全民拼治安之際，自

不能置身於事外，惟因長期專業警察角色之扮演及工作內容屬性，整

體給予民眾之印象不若一般行政及刑事警察擔任強烈取締攻勢勤務

者，但實際上，因各國家公園園區幅員遼擴，且六個國家公園型態不

一；在此本研究以簡單分類方式，將其歸納為雪霸、玉山及太魯閣等

高山型態的國家公園，及陽明山、墾丁及金門等平地型態的國家公園，

各國家公園警察勤務內容，除與一般行政警察機關雷同，需編排值班、

                                                 
註

1 內政部為落實 總統強化社會治安政策宣示，遵奉行政院 謝院長於第 2927 次院會對治安工作
之 6項指示，內政部部長蘇嘉全及警政署署長謝銀黨於 2005 年 2 月 21 日召集全國警察機關首

長宣示「全民拼治安行動方案」，警政署並立即策訂「現階段強化社會治安實施計畫」，自同年

3月 1日起實施。專案重要內容如次：(1) 強化警察陣容，精進警政效能。(2) 全面反詐騙，增
進民眾生活安全感。(3) 全面肅竊查贓，保障民眾財產安全。(4) 重視人民感受，提供警察優質
服務。(5) 強化預防犯罪宣導，促進警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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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邏、交通整理等共同性質勤務外，有時為偵辦盜獵保育類動、植物、

盜採國土、及盜伐林木等案件，特需編排專案勤務，另因六個國家公

園警察隊環境特性不一，各有其具特色之執勤項目者：如高山型警察

隊上、下半年需執行山地清查專案、保育步巡、違獵、濫墾、盜伐、

盜採案件之取締、山（海）難事件協助、為民服務、入山管制等勤（業）

務事項，平地型警察隊則以保育宣導、為民服務及國家公園法令執行

等為主，而這些均為具有國家公園警察特色的勤務，與一般行政及其

他的專業警察機關明顯不同。但在現行警政署警察常年教育訓練的規

劃架構下，無論一般行政警察機關或專業警察機關，訓練的規定均是

一體適用，無分別者，尤其是在術科的課程規劃方面，並無特別針對

各警察單位勤務的特性，單獨規劃、安排課程者。 

國家公園警察雖為專業警察機關中之一員，但就其專業勤業務項

目與其他的專業警察機關，如上述情形確有所差別，因此國家公園警

察平日之教育訓練內容即應當與其他專業警察機關有所不同。至於國

家公園警察訓練的方向、核心的項目為何？實有探討之必要。 

本文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藉教育訓練的相關理論探討，對警政署現行之警察常年教育訓練

制度，提供具體改進之意見。 

二、以各專業警察機關常年訓練現況之比較作為基礎，分析各專業警

察機關間常年教育訓練施訓之異同，探討各專業警察機關之訓練

成效。 

三、以國家公園警察之專業警察屬性為基礎，在現行警政署常年訓練

制度下，探討國家公園警察同仁學習之影響因素，俾提供專業職

能訓練課程適切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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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一、研究方法 

   研究問題是以科學研究的形成來尋求答案的一種知識刺激，可 

以研究的問題必須以經驗為基礎，並且敘述要清楚及明確（潘明宏等

譯，2003），本研資料蒐集方法採： 

（一）、文獻探討法（literature review） 

        文獻探討旨在使研究熟悉目前知識，瞭解與研究主題有 

關的概念、理論、重要變數、各構念（constructs）的概念

型定義及操作型定義，並掌握他人已經研究過的問題、研究

假設及研究方法（張紹勳，2004）。文獻調查的範圍或來源

大致可歸納為：（１）相關科學的研究報告、定期刊物、學

術論文、（２）類似的科學學說與理論、（３）一般論者、 

民間通俗典故、報紙、法令文件、具創造性或思考性文章等

（楊國樞等，1997），本文藉由蒐集與本文有關之國內、外

研究報告、定期刊物、學位論文、統計資料、法令規章及有

關之參考書籍資料，加以歸納、彙整。實務上乃針對在職教

育訓練、我國現行警察常年訓練內容，做一統盤性探討並蒐

集相關文獻資料，加以整理歸納分析，再印證先前有關教育

訓練論述之文獻資料，藉以對我國家公園警察常年訓練，作

問題範圍之確認及建立本研究之理論基礎，為本文探討之重

點，期能提昇國家警察工作成效。 

（二）、實地觀察法（observation） 

            觀察法的重要性約略來說，有下列五項：（1）觀察法有 

        助於瞭解、溝通、預測及控制人類行為。（2）有時可實地觀 

        察某發生現象，不加入個人意見。（3）有些研究非使用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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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不可。（4）有時改採暗地觀察反而可以得到較正確的資訊 

        ，並且以人/機器方式完整紀錄受訪者的所有經歷過程。（5） 

        人們通常較習慣被觀察紀錄，較不習慣被訪問（張紹勳， 

        2004）。本文擬藉由筆者從事國家公園警察多年訓練業務 

之實務經驗，建構探討問題之核心。 

 

（三）、深度訪談法 

            訪談法（interviewing）是一種最直接、普遍的蒐集 

        資料的方法，也是社會研究中最重要的調查方法之一。雖然 

        其較無結構（non－structural），但對受訪者較具更大自由 

        ，施測者可以設計引導訪談方式，受訪者可以自由回答，毫 

        無限制；然而訪員在不變更內容與方向前提下，也相當程度 

        地可以自由運用（楊國樞等，1997），其優點可以歸納如下 

        ：（1）較具彈性，可以獲得較佳的第一手資料。（2）可擴 

        展調查範圍，提高回收率。（3）可訪問較為複雜的問題，可 

        以深入探究問題。（4）可以觀察到受訪者非語言的行為，並 

        有助於資料的研判。（5）可高度控制訪談過程。（6）經過 

        訓練過的訪談者可以應付各種不同狀況（張紹勳，2004）。

本文參考前述文獻資料，針對國家公園警察業務直接或 

間接有關者，即考慮縱向隸屬、橫向聯繫關係及業務熟悉人 

員，作一深度訪談，藉以補充資料不足之處。 

        有關受訪人員共計選取14人，分為三部分：（1）警政署 

    教育組：以直接擔任業務的主管、承辦人為主，即科長及業 

    務承辦人員等2人。（2）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因同質性考量， 

    分為以雪霸、玉山及太魯閣等三個高山型國家公園為第一 

    組，及陽明山、墾丁及金門等三個平地型國家公園等為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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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共計二組，選取對象的基本要件為服務年資5年以上者， 

    職務以業務主管或承辦人為主，每組各3人，共計6人 

        。（3）國家公園警察大隊：配合前項國家公園管理處之類型 

        分組，每組別選取對象以服務各該國家公園警察隊年資5年以 

        上者，職務以各級幹部，職務分別為隊長、小隊長或基層員 

        警為主，每組3人，共計6人。 

 

（四）、焦點團體法（focus group） 

        焦點團體訪談內容除了可以作為研究參考對象，還可以在一

個集體的環境中調動參與者一起對研究問題進行思考。由於參與

者是一個群體，研究者可充分利用群體成員之間的互動關係，對

於問題進行比較深入的探討，通過相互補充、糾正，討論內容更

具深度和廣度（陳向明，2004）。 

本研究擬配合國家公園警察大隊常年教育訓練業務檢討會，

分二梯次邀集各警察隊常年教育訓練教官、助教，其職務包括警

務員、小隊長或隊員，及業務主管，其職務包括副隊長、警務員

等各級幹部，針對常年教育訓練業務作一全面性座談，探討題綱

內容包括： 

（1）訓練現況探討：含各單位現有訓練方式、教材、設備、經費

分配、師資遴聘問題之探討。 

（2）整體成員學習現況、意願之探討。 

（3）各警察隊課程規劃、設計及有關業務之改進意見彙整。 

（4）「訓用合一」成效等方面之意見彙整。 

俾提出最具建設性的建議。 

 

二、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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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架構之建立基於研究者長期服務於國家公園警察大隊實務

經驗及看法，並經文獻資料相關研究理論形成之架構理念，及本研究

欲達成之目的、效益形成；本研究架構參考 Bushnell(1990)所提IPO 

訓練成效評估模式，運作程序說明如下： 

（一）、以國家公園警察角色功能，針對設立之宗旨及職掌等方面作

為基礎，進而設定訓練方式、教材、設備、經費、師資等項

為投入項目，內容以藉由單位機關（國家公園警察大隊及所

屬警察隊）現況分析及說明為主，並與其他專業警察機關間

差異之比較。 

（二）、再訂定規劃、課程設計、發展、傳授等增值活動過程項目，

內容以單位現況分析說明，並藉各親自施教或業務承辦人員

對課程規劃、設計及施教等過程問題的探討，選擇和設計最

佳訓練方案。 

（三）、對受訓者反應及工作績效改善等項目產出作一評估，內容以

各單位書面表、報等次級資料之彙整及實際業務負責及參與

人員之意見表示，了解訓練移轉成效。 

（四）、最後，再以單位、目的事業主管及上級機關滿意度及機關生

存力的結果作一回饋性檢視，比對國家公園警察角色功能之

發揮，藉以修正訓練方式、教材、設備、經費、師資等投入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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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2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Bushnell, D.S.(1990),Input,Process,Output：A Model for 

Evaluating Training ＆ Development, London：Sage.及研究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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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綜觀國內、外專家學者之意見，訓練之程序分類至少應有訓練需

求、計畫、發展及評估等之過程，本文除針對我國專業警察機關常年

教育訓練，作一普遍性研究、探討外，置重點於國家公園警察常年教

育訓練內容及其成效探討。 

國家公園警察成立的時機，在時間上較其他專業警察機關晚，尤

其為統籌各國家公園警察隊勤、業務之便，國家公園警察大隊始於1998 

年7月正式掛牌成立，國家公園警察執勤範圍雖以六個國家公園為主，

就環境而言，南、北差異極大；園區地理或高山峻嶺的深山、野溪縱

谷的河床，或人、車吵雜的街道、空谷迴響的林道，或波光粼粼的海

面、壯闊平整的草原，均為執勤的場所，較一般警察轄區環境及勤務

兼具多元。就任務執行而言，園區內一般警察行政的工作，諸如交通

違規案件告發、取締酒醉駕車⋯等等，或國家公園警察特有勤務類型 

，如違法、違獵、盜伐、濫墾、盜採案件之取締，為民服務、山（海）

難之協助、救護及保育巡查等等事項，均為工作範圍，有別於一般行

政警察或刑事警察工作者；工作屬性兼具多元化，亦與其他專業警察

單位單一性不同。因此，我國國家公園警察現行的常年教育訓練課程 

，能否因應現行工作內容，實為本文研究之重點。 

 

一、研究範圍 

    本文研究範圍，主要以國家公園警察大隊包含所屬六個警察隊為

範圍，研究期間自2002年至2004年，研究內容包括以下三部分： 

（一）、在職訓練（on-the-job training）相關理論之探討。 

（二）、我國專業警察機關常年教育訓練現況分析、比較。 

 （三）、國家公園警察大隊所屬六個國家公園警察隊，現行基層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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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年教育訓練之狀況分析及探討，以下各警察機關辦理基層 

佐警之常年訓練常年訓練，在本文中專指一般常訓之學、術 

科訓練，尚不包括警政署、警察大學、警察專科學校舉辦之 

養成教育、各種短期訓練班別、升官職等、及個人國內、外 

長短期進修之訓練，特於此敘明。 

 

二、研究限制 

 （一）、專業警察機關常年教育訓練施教現況之比較分析，囿於人力

及考量部分機關間存有同質性較高者，如保安警察總隊中的

保安警察第一總隊、保安警察第四總隊、保安警察第五總隊 

等；各港務警察局中的基隆、臺中、高雄及花蓮等港務警察

局。又部分機關因無辦理常年訓練業務單位者，如警察電訊

所、民防指揮管制所、警察廣播電臺、警察機械修理廠等。

故僅能以選擇性方式，針對部分較具代表性專業警察機關作

為研究對象，並進一步對其常年教育訓練施教情形作一現況

分析、比較，此對於整體專業警察機關常年教遇訓練現況恐

有疏漏，未盡週延之處。 

（二）、各國家公園警察隊包含其分遣小隊在內，因各駐地過於分散 

、幅員遼闊，以玉山警察隊為例，轄區即橫跨南投、嘉義、

高雄及花蓮等四個縣境，本研究調查所需人力、物力及時間

的花費均較一般研究案件為重，研究資料蒐集方法的選擇

上，僅能以特定的對象實施深度訪談、焦點團體座談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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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重要名詞界定 

 

一、訓練（training） 

    人力資源在整個公務體系的資產中，是最重要的資源，尤其是超

工業社會，人的資源無法透過訓練、教育及發展不斷提昇自我能力，

就會很殘酷但卻非常合理地退出這個社會。人力資源發展是在整合個

人發展、事業前程生涯發展及組織發展三大部分，使組織及個人透過

教育發展，達到自我更新目標（蕭武桐，2002）。 

又根據著名管理學大師－Porter的多國調查報告顯示：教育與職

業訓練對國家競爭優勢，相當具有決定性。越是大量投資於教育訓練

的國家，越具有產業競爭優勢，特別是人力資源的貢獻率最高（李明

軒等譯，1999）。甚至可以說在每一樣本國家中，最具有競爭力的產

業部門，必然是那些大量特別投資於其教育、訓練的產業部門，足見

教育訓練在機關組織的重要性。 

    訓練的定義在國內、外多位學者多所討論，一般最常見者，乃再

將教育、訓練及發展作一階段性區分。其個別之意義，列舉一、二位

學者、專家見解：訓練的重點在於改進目前的工作；教育是在提供學

習經驗給個人，用以從事將來或不同的工作；而發展則是針對整個組

織未來的發展變遷提供學習的經驗，藉以幫助個人適應組織整體的發

展（蕭武桐，2002），教育是指任何發展個人在所生存的社會中有價

值、有需要的能力、態度、行為的過程與方法（楊朝祥，1984）。訓

練則是為提供指導，來培養立即可用於工作之技能，且將能為組織帶

來快速可見的效益（Anthony，1996）、或組織為增進其從業人員解 

決問題的能力，提高工作績效以達成組織目標，所提供之相關專業知

能、技能、態度與能力發展之學習活動（簡建忠，1994）。發展是指

在一段時間內，做有計畫、有目的的學習，以提高工作表現（Na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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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使用行為科學的理論或技術，以增進人的價值，作為組織的

資源（Synder, Raben ＆ Farr，1980；張火燦，2000）。 

三者間關係具有某種程度上之關聯性，然部分學者針對定義和功

能上分析其異同，如蕭武桐（2002）就人力資源活動範圍，以焦點

（focus）、時間運用（time utilization）、財務資源（financial 

resources）、風險（risk）等面向分析，簡建忠（1994）就Nadler 

的觀念、一般觀念、受扭曲的觀念及新趨勢等面向探討，陳姿妤（1997 

）從定義、目的、導向、範圍、時間、功能、出發點及人力規劃方面

作比較，比較教育、訓練、發展三者間確有其差異存在。但就三者活

動在其總目標上有其一致性，在功能上又有交互影響，因此這三個活

動可分別實施，亦可同時進行（胡雯雯，2002），Goldstein（1974） 

亦認為，教育和訓練有許多類似的地方，兩者均為透過學習經驗，而

導致行為改變的歷程，實無加以劃分之必要，實務上，企業界對於教

育、訓練及發展多無明確劃分，而以教育訓練泛稱之（呂碧茹，1999 

），本研究針對上述之說法，採取較為廣泛的定義，不再探討三者間 

差異。 

在此，綜合上述各項說法，作者嘗試將訓練在本文定義如下：機

關組織為達成其各階段工作目標，針對所屬成員特性，設計一套有系

統的學習經驗過程，藉以提昇員工工作職能及改善整體組織成效。 

 

二、警察人員 

    「警察人員」一詞，依<警察人員管理條例>第3條明文規定：本條

例所稱警察人員，指依本條例任官、授階，執行警察任務人員。就其

深一層之意涵而言：（1）警察人員須依法經過任官及受階之程序任用

者，警察人員考試及格取得任官資格（第12條），警察人員官階之晉

升，準用公務人員考績升職等規定（第13條），警察官等為警監、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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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警佐（第5條）。（2）警察人員為執行警察任務之公務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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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法第2條），主要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

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輔助任務為促進人民福利。又警察輔

助任務指協助一般行政機關推行一般行政而言；其協助並應以遇有障

礙非警察協助不足以排除或因障礙而有妨害安寧秩序時為限＜警察法 

施行細則第2條＞。 

 

三、專業警察機關 

    世界各國警察分類（梅可望，1999）大概分述如下： 

（一）、以警察功能分類：司法警察、行政警察。 

（二）、以警察身份分類：少年警察、婦女警察、義勇警察。 

（三）、以警察工作地點不同而分類：航空警察、國境警察、公園警 

                                   察、外海警察、河川警察。 

（四）、因警察機關隸屬不同而分類：（1）聯邦警察、州警察、市縣

警察。 

                                  （2）國家警察與自治警察。 

                                  （3）中央與地方警察。 

（五）、以業務性質而分類：刑事警察、行政警察、交通警察、保安 

警察、特勤警察、外事警察、專業警察。 

（六）、其他尚有：風俗、出版、營業、建築、經濟、衛生、工礦、 

森林、漁業、鐵路、公路、港務、水上、航空警

察等。 

    專業警察條件：根據國際警察首長協會的專業委員會列出警察獲

得專業認定之五項條件：（1）專業需要有一組織的知識團體，並把這

種知識展延下去。（2）有設備作為這些知識和程序的專業訓練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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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會員所認可的標準和資格，以為加入和認同這個專業的依據。（4）

這些會員對維持專業標準和紀律發揮影響力，並且會發起研考計畫以

加強和改進目前的程序。（5）一定要有一套倫理規範來規定這個專業

的人員和公眾以及本業人員彼此之間關係的行為標準，並且堅持絕對  

摒除經濟上考慮之理由去提供專業性服務之義務（卓政良，2002）。 

    本研究內容所指：「專業警察機關」範圍，不採上述警察分類取

向所指稱之機關組織，而以警政署一般行政規則或法規命令上，通用

之「署屬警察機關」定義；亦即<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條例>第五條（所

屬警察機關之設置）：「本署得設入出境管理局、刑事警察局、航空

警察局、國道公路警察局、鐵路警察局、港務警察局、保安警察總隊、

臺灣保安警察總隊、國家公園警察大隊⋯其組織，以法律定之」所稱

之機關組織。但因實際考量常年教育訓練業務單位之設置與否，及學

校教學宗旨，不包括警察電訊所、民防指揮管制所、警察廣播電臺、 

警察機械修理廠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等單位。 

 

四、國家公園警察 

    我國自1984年1月1日首次公告成立墾丁國家公園，並隨即於同年5

月依據<國家公園管理處組織通則>第13條成立墾丁國家公園警察隊以

來，陸續配合以下時程：玉山於1985年4月、陽明山於1985年9月、太

魯閣於1986年11月、雪霸於1992年6月及金門於1995年10月等時間，公

告成立國家公園，相對地，玉山於1985年3月、陽明山於1985年3月、

太魯閣於1988年5月、雪霸於1993年1月及金門於1997年2月分別成立國 

家公園警察隊，又基於國家公園勤、業務統籌之需要，並配合當時行

政院推動行政革新，強化組織功能，加強為民服務工作之目標，奉1998

年6月16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八七００一二一二九０號令公布<內

政部警政署國家公園警察大隊組織條例>，經行政院1998年7月15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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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七內字第三四０九一號函同意國家公園警察大隊正式成立並掛牌

運作，各國家公園警察隊同時改隸大隊。 

    根據上述組織條例第2條：「內政部警政署國家公園警察大隊（以

下簡稱：本大隊）承內政部警政署署長之命，執行國家公園警察任務；

其依國家公園法令執行職務時，並受事業主管機關就其主管業務指揮 

、監督之。」、第三條：「本大隊掌理下列事項：一、關於國家公園

區域內治安秩序之維護及災害急難之搶救事項。二、關於國家公園區

域內自然資源及環境之保護事項。三、關於協助處理違反國家公園法 

令有關事項。四、其他有關警察法令及警察業務事項。」。 

國家公園警察執勤範圍以各國家公園園區為主，並配合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即內政部營建署公園組或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各項業務之推

展，細分國家公園警察勤務特性與執勤標的，除兼具一般行政警察值

班、守望、巡邏等固定性執勤方式及維護「治安」、「交通」工作目

標，與專業警察應具備專業工作職能要求者外，舉凡園區內之生態保

育、國土保護、山（海）難救護、為民服務等等均為工作領域範圍。

整體而言，國家公園警察角色之扮演，以服務為出發，以預防為重點 

，剛、柔並濟，此實為國家公園警察之特色。 

 

五、常年教育訓練 

    警察常年教育訓練（以下簡稱：警察常年訓練）實施，早期依據

警政署1996年5月1日定頒之「計畫八－警察人員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警察實務機關之常年教育訓練係對在職員警實施之訓練課程，由各

警察機關分層負責，區分為個人、組合、特殊任務警力、專業、幹部 

、專案及師資訓練等七種類型。  

近期內政部為落實警察常年教育訓練工作，特於2003年4月16日定

頒<警察常年訓練辦法>乙種，轉發全國各警察機關辦理，條文共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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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中（第4條）除明定常年訓練區分為：「一般訓練」內含：個人

訓練、組合訓練、業務訓練、幹部訓練、其他訓練，及「專案訓練」

內含：特定任務訓練、特殊任務警力訓練及其他訓練，並分別對於各

種訓練之實施範圍、方式及實施項目、時數，作一具體明確之律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