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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在職訓練（on-the-job training）的意涵 

 

2003年亞洲培訓總會（Asian Regional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簡稱：ARTDO）第30屆國際年會揭諸討論主題：一 

、效率管理、二、全球化績效管理、三、世界化人力資源績效管理的

轉變－4H系統、四、如何衡量人力資本。各項議題重點簡述如下（許

吉雄，2004）： 

（一）、人力資本被視為企業最有價值之資產，但企業面對競爭壓力

須減縮營運成本考量時，人力資源首當其衝。 

（二）、知識管理的策略及方向，係經由行為及文化改變引發的知識 

        管理，有效的知識管理即融合市場客戶的觀點和企業本身的 

        知識，結合思維與科技，建立全球資訊及專門知識平台，採 

        納整理整體的知識管理理論以創見嶄新知識資產，以貫通現 

有知識與新構思，進一步成為企業發展無形資產。 

（三）、21世紀企業成功關鍵之一，在於有效的知識管理，以提昇企 

        業競爭力，並以創造維持優勢。知識管理的規劃及管理已成 

        為重要課題，人力資源管理人員正扮演著積極推動者角色。 

（四）、運用知識管理的理念方法與思維策略於人力資源的研究發展 

        訓練，俾提昇績效，經驗、學習與工作之整合，績效評估的 

科學化，訓練專業化等均為重點工作項目。 

    以上再再顯示人力資源發展（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簡稱 

：HRD）為21世紀國家發展最重要的指標，尤其在知識經濟發展 

全球化、數位化迅速時代，HRD更具舉足輕重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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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職訓練的意義與功能 

    在職訓練在機關組織中最常被提及，企業訓練的目的在於傳授專

業技能、開發個人潛能外，並教導員工如何面對顧客、服務顧客，為

自己工作品質負責，企業訓練是組織經營的重要環節，也是組織存在

和成長的依據，以競爭優勢觀點論之，企業訓練是聯結組織目標與 

員工能力，並依實際需要彌補其間的管理活動（張火燦，1999）。 

目前我國公務人員訓練方式，隨著機關實施階段及時機的不同，

而有職前訓練（又稱「引導訓練」orientation）與在職訓練之區別（吳

復新，1997），其中在職訓練係指員工任職一段時間後，組織所提供

之訓練，依工作和訓練或學習是否同時發生區分為「工作中的訓練」

與「工作外的訓練」，至訓練之特性可因受訓對象及訓練內容不同區

分為「專業訓練」（Professional training）及「管理訓練」 

（Management training），有關分類如圖2-1-1： 

 

              職前訓練（引導訓練）  以外部訓練為主（公務機關

通常集體舉辦） 

                             工作中的訓練（通常是內部訓練） 

訓練                                                內部訓練 

                 

              在職訓練       工作外的訓練           外部訓練 

                                                    專業訓練 

 

                             自我發展               管理訓練 

圖2-1-1 訓練分類圖 

資料來源：吳復新（1997），人力資源管理，台北：國立空中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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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國內壽險業務員培訓之現況為例，其所謂職前訓練及在職訓練

包括中級教育訓練、高級教育訓練、投資型商品測驗等之區分，前者

即所謂的基本教育訓練，也就是資格測驗，後者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

則第12條第2款規定，業務員自登錄後每年參加所屬公司辦理之在職訓

練，目前業界取得共識，為維持業務員的水準，落實考照制度。 

另依學者吳秉恩（2002）對培訓歷練方式，可細分如下： 

（一）、代理人制度（back-up system） 

    目的在預先儲備人力並計劃人力接續，主要解決人才斷層問 

    題，實施方式可再細分為「排定代理」、「指定代理」及「法 

定代理」等方式。 

（二）、交叉訓練或職務歷練（cross training） 

        又稱第二或第三專長，規定員工必須橫跨「系統內」或「系 

        統間」二項以上工作歷練，對於中高層人力發展助益頗大， 

促使工作輪調較易。 

（三）、雙軌交流制（dual ladder system） 

        以陞遷路線而言，可在「直線系統」或「幕僚系統」作一彈 

        性選擇，更可在「行政系統」與「專業系統」間交流，增進 

員工發展之多元化。 

（四）、三明治教育（sandwich education） 

        簡言之，即利用「工作－受訓－工作－受訓⋯」交替過程之 

        間斷學習原則，維持對工作的投入熱忱，提昇本身的職能。 

（五）、工作再設計（job redesign） 

        以擴大工作之內涵、提昇工作品質為目的，運用品管圈、彈 

性上班等方式，使員工提昇工作生產力，發展潛能。 

    警察職務範圍廣泛，並以結合民眾日常生活及社會治安需要為基

礎，舉凡刑事案件偵查、治安工作維護、公安事件查處，交通秩序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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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等，無一不需專業知識及技能。警察職前訓練部分，因涉及警

察大學及警察專科學校之養成教育層面，非本論文討論範圍。至警察

在職訓練部分，如要細論其訓練項目、方式繁雜，依前述分類採工作

中的訓練並以內部訓練為主，在本文中專指各警察機關辦理基層佐警

之常年訓練而言，項目包括學、術科二部分，尚不包括警政署、警察

大學、警察專科學校舉辦各種短期訓練班別、升官職等及個人國內、 

外長短期進修之訓練，特於此敘明。 

內政部為提升警察人員執勤之品質，於2003年4月定頒<警察常年

訓練辦法>乙種，條文內容明定：警察常年訓練種類及受訓時數等等（第

4條），突顯警察常態性訓練之重要性。在職訓練之最大功能在於發揮

所謂「從工作中學習」（learning by doing），簡單的說，即為 

「邊做邊學」，惟有記取教訓，不斷地透過經驗講授及學習的過程，

也就是「經驗傳承」，方能於既有基礎上，縮短摸索時間，迅速進入

工作領域，尤其在講究知識經濟競爭之時代，時間是一個致勝的 

關鍵因素。 

 

二、在職訓練與人力資源發展（HRD） 

    政府機關的能力若要提昇，非得有素質優良與足以勝任的公務人

員，為確保組織人力資源素質優良的途徑，除良善的甄補之外，另一

途徑即為現有人力訓練，訓練位居公務人力資源管理的樞紐，訓練與

發展不僅可彌補考試選才的不足，持續維持與養成高品質的人力資源 

，發掘人才，使公務人員得以自我成長與發展，進而創造工作績效，

提昇政府能力完成施政目標，其重要性不言自明（施能傑等，2002） 

。對一稍具規模的機關組織或企業體系而言，人力資源管理部門是不

可或缺的組織單位，而其運作應與機關或企業組織策略相結合，機關

或企業策略指導人力資源策略，兩者互為依賴、相輔相成，以圖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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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作為說明：

 

 

 

 

 

 

                            

 

 

 

 

 

 

 

 

圖2-1-2 組織策略與人力資源管理策略聯結圖 

資料來源：Anthony, W.P.（1996）,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N.Y.：The Dryden Press. 

 

人力資源管理部門有了公司的任務、願景、理念、目標、策略之

後，就應開始規劃人力資源管理部門的功能劃分、組織設計及角色扮

演（石銳，2003），一般企業實務運作對於人力資源管理部門所擔任

功能，有所謂： 

（一）、三分法 

將人力資源部門劃為徵聘任用、訓練發展及人資行政等三大 

外在環境影響（機會與威脅） 

經濟、勞動市場、政治、工業競

爭、社會、科技 

其他部門（功

能）策略 

組織（公司）策略

人力資源策略 其他產品單

位策略 

徵聘任用策略 激勵及留才策略 

（定位、訓練、報

酬、利益） 

離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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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依其功能劃分亦即為求才、育才及留才等功能者。 

（二）、四分法 

選才、育才、用才及留才。 

（三）、五分法 

徵聘任用、績效薪酬、教育訓練、員工關係及人資行政。 

 

至其角色扮演，因時代外在環境變遷因素影響甚鉅，造成人力資 

源理念與角色趨於多元化與價值導向，由早期總務行政或遵從者演變

至近代網路人力資源管理即人資管理資訊整合者。 

就人力資源發展階段的觀點而言，一般企業及組織於發展、成長

過程中，常發生以下的現象（吳秉恩，2002）： 

（一）、人才斷層。 

（二）、人力短缺。 

（三）、人力堵塞。 

（四）、人才外流。 

（五）、呆人充斥。 

    深究其主因，人力資源管理未能與組織發展的全面性策略結合，

人力資源管理既是一個組織對外競爭重要因素，惟有藉在職訓練方是

改善人力資源的手段，因此人力資源訓練實施必須與組織競爭優勢的

目標配合。具體地說，策略性人力資源發展的意義是，組織內員工訓

練發展計畫與活動的方向，應該和組織職掌所需的核心知能之間有密

切配合，並依組織策略需要規劃各項職位所需的核心知能和對應的人 

力資源學習內容（施能傑等，2002）。 

  

三、在職訓練目的與重要性 

    以觀察近期公司企業間現象而言，常有所謂：文化適應不良、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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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現象（peter principle）
2
和黃金牢籠（golden cage）

3
現象等，除

主因個人對組織機關的認同不足外，機關本身之職場環境狀況因素亦

是造成影響者，進一步引用 Carnevale and Gainer（1990）所做評估 

： 

（一）、員工的工作內容與所需知識，八到九成是透過在職訓練獲得            

的。 

（二）、雖然沒有一個確切的預算科目包含在職訓練，但事實上，公

司組織對每一位員工在職訓練所投注的費用，比起職場外訓

練（off-the-job training）要多出三倍。 

（三）、對於新進員工在職訓練的支出，高達第一年薪資的三分之一

（林宜瑄，2004）。 

強調在職訓練的重要，有關在職訓練對企業組織所能提供助益國 

內、外學者多所探討，茲將其臚列摘錄如表2-1-1： 

 

表2-1-1 訓練對機關組織助益彙整表 

學者 訓練對機關組織的助益 備註 

李長貴 

（1987） 

一、消極方面可以治療機關組織

病態，諸如作事的消極，合

作意願的低落，缺乏做事業

的正確心態，技術能力的低

落，觀念與人際能力的低落

，作業能力的低落等病態。

二、積極方面促進企業體的健康

 

                                                 
註

2 彼得原理是美國學者羅倫斯·彼得(Peter, Rollence J.)在對組織中人員晉升的相關現象研究後
得出的一個結論：在各種組織中，由於習慣於對在某個等級上稱職的人員進行晉升提拔，僱員

總是趨向於被晉升到其不稱職的位置，而不稱職則是效率不高、沒有建樹、官僚化等多種弊端

的根源（Peter，1969）。 
 
註

3 黃金牢籠現象由學者 Evans  ＆ Farquhar 於 1989 年提出，是人力資源發展的一負面現象，因
過度強調專業分工運用，即固守自己原本的專業，或局限成員跨界發展機會，對於的組織發展

造成長期不利影響（吳秉恩，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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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敏感、積極的適應能力

，高效率的作事能力，並能

塑造出一個良好的組織學

習企業文化。 

劉興邦 

（1988） 

一、提高企業效能，創造更高的

經濟效益。 

二、活絡組織中的人際關係，減

少員工流動率。 

三、豐富每位員工可擔任工作的

範圍與層次，提高企業的因

應能力。 

 

莊財安 

（1991） 

一、提高生產力。 

二、增進工作品質與提高員工士

氣。 

三、發展新的知識、技能與態度

。 

四、正確的使用工具、機具、加

工程序及工作方法。 

五、降低浪費、意外事故、離職、

遲到與曠職。 

六、推動新的變革、政策與規定

。 

七、避免技術、科技、生產方法、

產品、市場等的過時與落伍

。 

八、提高員工的工作水準。 

九、充實人力資源，使領導階層

的人力不匱乏。 

十、保持公司的持續成長。 

 

 

 

孫顯銘 

（1992） 

一、穩定人事。 

二、提昇人力素質。 

三、增進工作效率。 

四、確保產品品質。 

五、降低生產成本。 

六、提高經營績效。 

七、減少職業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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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擴大企業規模。 

九、其他無形效益。 

廖麗佳 

（1998） 

一、提高員工工作技能。 

二、提昇工作品質。 

三、降低離職率。 

四、提高生產力。 

 

Torrington

（1979） 

一、提高獲利能力及提高生產力

    。 

二、建立組織文化及形成或塑造

企業形象。 

三、創造企業內部的士氣、成長

、溝通及協調的環境。 

四、使成員認同企業目標。 

五、促進企業中的夥伴關係。 

六、工作績效的提昇及人力品質

的提昇。 

七、提昇人力的適應能力及人際

能力。 

 

Wallace 

（1982） 

一、提昇個人執行工作和解決問

題的能力。 

二、鼓勵自我發展及加強對組織

的向心力。 

三、協助個人應付壓力、緊張、

挫折及衝突。 

四、改善領導方式、溝通技巧、

團隊運作等能力。 

五、準備個人能接受與勝任更重

要工作。 

六、協助個人不斷追求成長及卓

越，增加個人的經濟利益。

 

Randall 

（1998） 

一、移除績效的不足。 

二、增加生產力。 

三、增加勞動力的彈性及適應性

。 

四、減少離職率、缺席率。 

五、減少意外事件，增進工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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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六、改善員工工作態度，提昇員

工工作滿足。 

Werther and 

Davis 

（1993） 

一、鞏固組織的文化，培育員工

積極貢獻的心態，積極投入

企業組織的活動，主動從事

於企業運作，並忠誠於工作

。 

二、提高生產力與經營績效。 

三、增進組織氣氛及工作士氣。

四、實現組織再造工程，堅實企

業經營的體質，符合效率與

績效水準的扁平化組織，從

而順利推行員工工作自律 

，降低組織成本，擴大工作

自主性，減少監督管理層次

。 

五、增強組織安定性與適應性。

六、降低意外事件發生。 

七、對人力的運作保持彈性，工

作擴大、工作豐富化、工作

輪調及團隊工作及專案工

作都容易推行。 

八、導正企業運作中及員工間共

識和情感，使管理運作中的

溝通、協調、團隊合作更順

利進行，提高管理績效。 

九、達成工作執行的標準，同時

節省物料的浪費。 

十、改善員工工作態度，增進員

工承諾感和員工間的合作。

十一、提高員工創新能力。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以上各專家、學者研究彙整資料分析：訓練就一機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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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而言，是維持其運作最重要的一項工作之一，有其必要性，其

中各家學者所提優點中，可以歸納出最主要的優點，以機關整體

而言，就是提高機關組織績效，對員工個人而言，提高了員工職

能，機關組織或個人都是受益的。再者，以美國訓練與發展學會

（American Society for Training & Development,簡稱：ASTD 

）幾年來的年度調查結果顯示，具有競爭力的組織不斷投資於訓

練和發展以改善績效，同時和一般的企業相較，這些企業具有以

下的特性（施能傑等，200）： 

（一）、投注更多金錢於訓練。 

（二）、提高員工接受訓練的比例。 

（三）、員工與訓練師比例降低。 

（四）、較高的訓練支出比例。 

（五）、提供員工更多技術性訓練、產品知識訓練，並在團隊環境中

學習，但較少辦理管理性訓練。 

（六）、運用更多先進科技作為訓練工具，如媒體、網路等產品。 

（七）、充分運用現有的訓練和工作措施作為訓練方式。 

（八）、使用更創新的訓練措施。 

（九）、使用其他輔助及支持性資源。 

    在職訓練無論在公或私部門等機關組織，尤其是重視競爭力的私 

人企業組織，更是將其列為組織延續成長的重要基礎工作。而相對於 

企業機關組織，政府部門員工工作長期受保障，而且長時期服務於公 

部門，如何因應全球化及資訊變革時代所帶來的衝擊，對於不適任人 

力、無效人力的裁減措施，以現今的各種情況考量，恐不是最佳的措 

施，惟有有效的提供員工改善工作能力、心智和服務行為的職場教育 

環境，激勵員工在職訓練才是長遠有效解決之道（施能傑，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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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相關理論探討 

 

    通常就機關組織或企業的立場而言，教育訓練的訂定及推動，實

因現況需要作考量，另一方面員工因藉有關在職訓練而提昇了工作績

效。以需應付社會種種瞬息萬變情形，及行政法規命令詳細、多如牛

毛狀況，而且執法技巧更需與日俱進的警察人員而言，所謂教育訓練

方式藉由國內或國外長、短期的進修是一種方式考量，然就實用效果

及人力資源的運用觀點，以每月或每季所實施的常年教育訓練應較能

實際發揮功效，並藉由有關課程的編排，結合社會治安的脈動，提昇

員警執法品質，有效解決社會問題。 

當然在職訓練對於機關組織或單位的優點已於上節多所描述，以

上均雖均是引用公司、企業的實例作探討及彙整，惟就警察機關的組

織層級及實際的運作模式而言，大部分的優點應是可以加以印證、引

用的，不再贅述，本節僅就國內、外有關學者中針對訓練實施方式、

學習理論及訓練需求等理論，作一比較、探討。 

 

一、訓練實施方式 

有關在職訓練實施之方式，依據林宜瑄（2003）所譯「結構化在

職訓練-發揮員工職場上的專業能力」乙書中，觀察職場中各種計畫

性訓練提出了四種代表類型：工作指導制、師徒制、問答制、及自我

評量制。彙整如表2-2-1： 

 

表2-2-1  各種訓練實施方式彙整表 

 工作指導制 師徒制 問答制 自我評量制 

學習過程 系統性技巧 社交與模仿 分析與問題解決 回饋與檢討 

學員角色 應用與練習 參與與觀察 探索與適應 目標設定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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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員角色 指導者 大師與被模仿者 教授者 教練 

資料來源：林宜瑄譯(2003），結構化在職訓練-發揮員工職場上的專

業能力，台北：中國生產力中心。 

 

而Randall（1987）亦將在職訓練分為工作指導（job instruction 

）、學徒學習（apprentticeship）、實習（internship）、工作輪調

（job rotation）、初級委員會（junior board）及教練（coaching）

等方式，Ronald（2003）強調結構化的在職訓練，則有所謂管理型訓

練包括培養學員規劃、指揮或是協助其他同僚完成工作的能力，技術

型訓練包括培養員工操縱物件、機械、器具、工具或資源的能力，及

認知型訓練包括告知學員目前組織內採用的觀念、流程與決策 

，或是鼓勵學員接受組織內部分調整計畫等之分類說法。 

綜合以上各種學說、分類，茲僅就其與警察平日常年訓練實施型

態較為相近者，選擇工作指導、學徒學習及教練等方式，詳述如次（李

長貴，1996）： 

（一）、工作指導 

    本訓練方式最為普遍，訓練地點以現有工作場所為主，並以 

    工作時間內實施，訓練人員均以單位管理人員或資深員工， 

因為使用現有工作環境及設備，提昇學習效果，學習成果能 

立即運用至工作，訓練與工作是相結合的。 

（二）、學徒學習 

        學徒訓練普遍以運用於新進員工的訓練為主，強調上、下隸 

屬關係之學習，綜合各學者意見大致步驟為： 

1.判定受訓者的能力等級。 

2.選定施訓者，並與受訓者溝通訓練目的、時間及方式。 

3.選擇適合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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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受訓者藉由觀摩動作、發問問題並由施訓者解說問題。 

5.逐步將部分工作交由受訓者處理，藉由糾正、指導其錯誤。

6.共同討論並由受訓者思考、閱讀有關資料，反複練習，精進 

 技術。 

（三）、教練 

        本項學習方式成效應建立在受訓者與訓練者間有極佳的互動

及信任關係，實際作法為： 

1.確定受訓的目的與對象。 

2.選定教練或訓練員。 

3.教導受訓者基本的操作要領，使受訓者有初步的作業基礎。 

4.受訓者有問題得隨時向施訓者請教做法。 

5.教授時間應定期，並回應受訓者所提問題。 

6.要求動作正確再求動作速度，並作正確示範。 

7.施訓者逐步指導層次較深動作，使受訓者技術逐漸成熟、獨

立操作，並趕上施訓者水準。 

 

以上三者的共同訓練過程為（Randall，1992）： 

1.學習的準備，包括說明訓練目的、動機、激勵訓練興趣、鼓

勵質問。 

2.展示工作方式包括展示學習動作、解釋各步驟、解釋達成的

質量。 

3.工作練習包括重複練習操作、解釋各步驟要領、建立技巧、

速度。 

4.回饋追蹤包括解釋、改正錯誤動作、減少直接監視、比較實

際操作和標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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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理論 

（一）、學習的意義 

人類的成長過程中，除外在生理的成長過程，順其自然成長

較少人為討論空間，至心理與知識的成長過程，因主要靠學

習、教育、經驗及訓練的過程，從事各種學理探討者較多，

且具有發展空間。「學習」就一般學者專家的定義：由於經

驗或練習，而使個人行為產生較持久改變的歷程。主要特徵

應包含以下幾點（李長貴，1996）： 

1.學習產生現況的改變，此改變可能朝好的方面或壞的方面。 

2.學習可透過直接觀察、練習或閱讀而來，但經驗或練習可能

有強化作用。 

3.行為改變必須保持穩定及較長期程。 

4.學習無法直接觀察，須由外在表現是否改變判斷之。 

（二）、學習理論 

      1.聯結理論 

現代學習理論最有影響力者，首推桑代克（Thorndike，1949）

他創立了本項學習理論，國內外有關學習領域之研究、著作，

莫不以其理論作參考之基礎，其理論內容大致闡述如下：學

習的基礎是感覺和行動驅力之間經過多次得刺激（S）與反應

（R）後產生聯結，這種聯結就是學習，至於影響聯結的強弱

因素主要為：（1）練習次數、（2）個人本身準備狀態、（3）

反應後的結果（效果律-law of effect）-此亦為桑氏對心理

學最大的貢獻，1930年代效果律指出，刺激與反應之間聯結

的加強或減弱受到反應結果的影響，1930年之後，桑氏提出

修正觀點：獎勵會加強聯結強度，但是懲罰則幾乎不削弱此

聯結。換言之，在某些條件之情境下，對學習者而言，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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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段比懲罰更為有效，此對日後教育學界所提倡愛的教 

育，應有啟迪作用。 

      2.古典制約理論 

    巴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是第一位以實驗方法研 

究制約反應（conditioned  response），藉狗見到食物分泌

唾液非制約反應（unconditioned response簡稱 UR），經由

人單獨掌控搖鈴聲訓練，亦能刺激狗分泌唾液之制約反應

（conditioned  response簡稱 CR），理論強調學習是一種制

約反應，必須結合制約刺激及非制約刺激，而經由反複的制約

刺激訓練激發非制約刺激的特性，最後因制約刺激的單獨出現

而導致制約反應。此因學習過程中，非制約及制約刺激交替，

故亦稱為交替學習，屬誘發性的行為，是被動式的學習。 

      3.操作制約理論 

        史金納（Skinner，1971）所提出，認為古典制約理論無法單

獨解釋許多複雜且共同的人類行為，強調結果影響學習的重

要性，重要論點內容：行為分為反應性行為及操作性行為，

操作性行為與已知刺激無關，而是藉由未知的刺激，及增加

物（reinforcer）刺激次數及種類強調學習結果的理論。 

      4.認知學習理論 

        認知學習理論學派的興起主因，可歸納為上述理論者均強調 

外在行為的變化，至學習者內在之改變，認知作用在學習歷 

程扮演角色為何，是本理論探討重要內函，其中以學者Bruner

（1966）所提出認知學習原則，在往後教育學界運用上最值得 

參考：（1）動機原則（principle of motivation）－學習 

要有動機，Bruner認為兒童與生俱有好奇心及好勝心的驅力 

，教學機構在教學活動規劃及教材難易選定，應因人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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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結構原則（principle of structure）－指教材與教學 

方式的配適。（3）順序原則（principle of sequence）－

Bruner以為學習應依由動機、引發學習興趣，教材施教由具

體而抽象簡單而複雜，難度逐次升高，範圍逐次擴大等之順

序，方能獲得完整之知識。（4）增強原則（principle of 

reinforcement）－學習是自動自發，因好奇心而活動，藉活

動滿足好奇心，日後便對該活動產生增強，增強是內發非外

控的。 

      5.社會學習理論 

        社會學習理論強調：學習方式可以透過他人經驗的觀察告知 

而產生，非僅靠直接的經驗傳授一成不變的學習方式，這方

面的學說探討中最具代表性者為Bandura（1977），主張學習

發生於型塑化 ( m o d e l i n g ) 及 自我控制（ s e l f - 

control)的過程中，其分析觀察式學習強調四個相互關聯的

程序：關注（attention)、保留(retention)、動作複製

(motoric reproduction)及增強等四個過程，每個過程循序、

互為牽引，強調學習原則：觀察、模仿與符號增強（symbolic 

 reinforcement）。 

6.人力資源學派的學習理論 

     William B.Werther,Jr及Keith D.二位學者有所謂的學習 

  曲線主張，說明正常的學習曲線，經由時間的延長而產生逐 

  漸上升情形，當達到滿意之績效水準時，表示學習是有效的， 

  而學習之原則為：參與（pa r t i c i p a t i o n）、重覆 

 （repetition）、相關聯（relevance）、移轉（transference） 

  及回饋（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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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訓練需求評估 

研究教育訓練之相關理論者眾多，學者Goldstein（1986）指出訓

練的基本架構大致包括：需求評估、訓練與發展、評估及訓練目標等

四部分，國內學者吳秉恩（2002）以策略性人力培訓之觀點認為，進

一步闡述實施員工培訓之合理程序： 

（一）、確定培訓需求，首要任務。 

（二）、決定培訓目標，計畫基礎。 

（三）、選擇培訓計畫，依序執行。 

（四）、執行培訓計畫，軟硬兼施。 

（五）、評估成效回饋，檢討改進。 

 

綜合上述觀點，訓練「需求評估」實為訓練工作成效的重要基本

步驟，也就是說訓練的規劃及實施必須要與實際的需求互相配合，如

此有關資源才能獲得最有效地運用，並發揮最大的效能，而需求評估

具有指引訓練規劃及實施方向的作用，因而在人力訓練的研究中，其

為相當重要的研究課題，訓練需求評估更係組織積極主動以系統性的

方法瞭解組織問題是否存在的作為或活動（孫本初等，2001）。 

    訓練需求評估配合不同的討論主題，產生不同的層次，依學者Wart

（1993）分類大致有四種：「個人」、「組織」、「工作」、「策略」

等，其內歸納如表2-2-2： 

 

表2-2-2  訓練需求評估理論種類 

分    項 
   類    目 評估單位 評估重點 

組織理論

依 據
評估工具 

個人分析 

組織實作

成員、領

導者及訓

練業務承

辦人員 

組織成員是否

具有完成工作

足夠的知識、

技術及能力，

管理者在推動

封閉系

統的組

織理論

承辦人員以參

考訓練績效檢

討書、訓練辦

理的紀錄，或

成立評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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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過程因員

工能力不足所

產生障礙，訓

練人員是否提

供需求訓練的

能力，以「人

」為主。 

方式辦理，領

導者部分，可

參考員工工作

績效評估、員

工發展計畫書

、員工專長，

實作人員部分

，主要由員工

背景資料、員

工自我改善報

告、證照等資

料了解訓練需

求。 

組織分析 

組織中訓

練專責單

位主導，

或會同業

務單位辦

理 
 

針對整個組織

進行研究，了

解組織文化、

組織氣候及運

作現況，確定

組織願景及績

效差距，以整

體的、系統的

觀點來研究訓

練。 

自然系

統的組

織理論

。 

主要有二種途

徑方式： 

一、 廣博性：

以整體性的觀

點，對組織各 

層面進行全像

式的分析。 

二、績效落差：

著重問題所在 

，針對問題(組

織績效產生落

差之處)提出 

訓練需求。 

工作分析 

與執行組

織職能有

關的各項

工作與任

務。 

從整體組織觀

點了解，有關

工作詳細內容

、目前運作狀

況、承辦人所

需職能，純粹

以「事」為主

 經由對各項工

作的績效標準

、構成工作的

作業手續及擔

任工作應具備

的資格、能力

、知識、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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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資料了解、
訓練需求。 

策略分析 

訓練單位

位、組織

指導層級

或專責部

門共同負

責。 

依組織之發展

策略重點，及

當前所處外在

環境，規劃所

需之訓練。 

開放系

統的組

織理論

。 

外在環境的監

測、人力供需

預估、市場調

查等。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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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國國家公園警察訓練之分析 

 

一、沿革 

美國國家公園警察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791年，當初是由美國

第一位總統 George Washington所創，最初職責僅是負責聯邦所屬公

園的安全維護，而且其隸屬內政部國家公園管理處（National Park 

Service）下轄的一個單位，轄區包括國家公園服務處園區及部分的 

跨聯邦及州的土地範圍，國家公園警察不僅在國家公園管理處指定地

區執法，而這些地區主要以華盛頓特區、紐約市區、加州舊金山市區

為主，任務以防制犯罪活動、偵查犯罪，及防止違反聯邦、州及當地

的法律案件，並負責部分世界有名紀念碑的維護，及總統和參訪貴賓

到訪的安全維護。 

早期美國國家公園警察的角色僅止於「公園的看護者」（park 

watchman），而且執勤範圍僅限於哥倫比亞聯邦所轄土地範圍內，直

到1882年才被賦予都會區警察般的權利與責任，1929年國家公園警察

服務的範圍擴大，不僅針對華盛頓紀念公園的安全維護，保護區範圍

更擴及華盛頓都會區、紐約及舊金山等地區的保留區，另外對於美國

總統及外賓來訪等特定人士的安全維護，亦在其執勤的範圍，當然平

時對國家公園管理處其他地區提供協助，當緊急事件發生時，亦常需

協助地方管區執法，而最主要的警力部隊配置以華盛頓都會區為主，

但編制人員有時會被指派至紐約、舊金山地區各國家風景區，甚至分

散至各國家公園任何需要提供治安維護的地點。 

 

二、任務 

(一)、提供訓練有素及專業化的警力預防、偵查犯罪。 

(二)、查緝不法及違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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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國家公園指定、無配置執法人員的自然保護地區，提供必

要的協助。(資料譯自美國家公園警察網站：    

http://www.nps.gov/uspp，原文為”to provide highly 

trained and professional police officers to prevent, 

,investigate and detect criminal activity,and to 

apprehend violators of rules,regulations and laws, 

and provide assistance of a non-enforcement nature  

within designated areas of National Parks Service.”) 

  

三、組織編制 

美國國家公園警察組織編組：計分為巡邏組（Patrol Branch）、

特殊警力組（Special Force Branch）、後勤支援組（Support Service 

Gruop）、犯罪偵查組（Criminal Investigations Branch）等組，各

組任務分工如下： 

(一)、巡邏組分為中部、東部及西部等三區，勤務方式以步巡、汽車、

機車、腳踏車巡邏及便衣巡邏為主，任務分工主要為負責一般

犯罪預防、違禁藥物取締、交通管制、交通事故偵辦等等。 

(二)、特警組以處理各種特殊、緊急事件、維持示威群眾秩序為主。 

(三)、犯罪偵查組以預防、偵查案件為主，包含三個分區：犯罪偵查

（Criminal Investigations）、作戰策略（Tactical Section）、 

青年事件組（Youth Section）、鑑識組（Identification Section 

），另外1983年及2001年結合犯罪案件的演化，加入毒物及風

化偵查單位（Narcotics ＆ Vice Unit）、及環境犯罪偵查單

位（Enviromental Crimes Unit）。 

 

四、訓練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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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國家公園警察的訓練內容，首先對於成為國家公園警察的基

本條件應有所了解： 

(一)、具有美國公民身份。 

(二)、年滿21歲，且應試年紀不得大於37歲。 

(三)、視力良好，基本視力各眼裸視20/100以上，矯正視力20/20以上。

(四)、擁有自用車駕照、無不良駕駛紀錄。 

(五)、高中程度以上二年學歷。 

 

並需經過一連串筆試、體能測驗、體檢、身家調查、面試、指定

訓練及實習一年的過程。其中指定訓練是在聯邦執法訓練中心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Training Center；簡稱：FLET）接受連 

續19週的密集訓練，結訓後由資深員警引導在職訓練其他福利待遇機

乎與一般公務員相同如年休假、病假、醫療健保等，以上均與我國擔

任警察基本條件相當。 

     

五、在職訓練課程 

    美國國家公園警察的養成訓練計畫內容包括，對一個服務滿二年

的公園警察而言，當他在其工作範圍內能有效地處理，所應具備的專

業知能、執勤技巧、能力的訓練，具體的訓練課程分為二部分： 

(一)、75％訓練的課程是由FLET所規劃及執行，包括： 

1.群眾事件的處理(Crowd Control) 

2.巡邏要領(Patrol Procedures) 

3.刑法課程(Criminal Law) 

4.書面報告的撰寫技巧(Report Writing) 

5.人質事件危機處理(Hostage Situation) 

6.協調與溝通(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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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我壓力排除(Stress) 

8.毒品處理(Narcotics) 

9.執勤安全技能(Officer Safety and Survival) 

10.射擊訓練(Firearms) 

11.駕駛訓練課程(Driver) 

12.體能訓練(Physical) 

(二)、25％的訓練是由國家公園警察機關所提供，課程項目與上述雷

同。 

(三)、訓練期間：課程安排，為實際上課90天(以上資料譯自美國家公

園警察網站http://www.nps.gov/uspp）。 

 

    整體而言，美國國家公園警察因其勤務特性與我國平地型國家公

園警察勤務特性相似，所以前二年的訓練項目與我國一般養成訓練類

似，而在職訓練的課程則比較偏重於射擊及體能訓練課目。 

就上述資料分析，並比較與我國國家公園警察現況異同之處；上

述美國國家公園警察術科訓練課程，均與我國國家公園警察目前術科

訓練雷同，惟美國國家公園的專業職能學科訓練、及山地、野外求生

技能、山難搜尋及山地保育的巡查等項工作，依任務分工另有美國國

家公園巡邏員（park ranger）負責執行，且為他們的主要任務項目 

。反觀，我國國家公園警察學科的訓練強調一般警察法規及國家公園

法令及專業學科的訓練，另高山型國家公園警察因兼負山地巡查、及

山難搜尋、保育宣導等的工作，術科訓練除一般射擊及體能訓練外，

山野技能、山難救護等訓練均為重點訓練項目之一，雖有時執行山地

清查工作時，由該高山型國家公園管理處所配置之巡山人員共同前往 

，惟平日還是以警察隊同仁執勤為主，又我國各高山型國家公園管理

處雖有配置巡山員的名額，惟名額不多，且其工作僅限於山地保育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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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範圍，此為最大不同處之一。另外有關防範犯罪執法方面，除執

行一般巡邏及犯罪案件偵查外，因為美國國家公園轄區範圍遼擴，且

部分地區與他國國土接壤，偷渡、走私案件較頻繁，緝毒及打擊偷渡

列為執法之重點。反觀，我國國家公園警察執法重點以違反野生動物

保育法案件、山坡地保育條例、及國家公園法令為主，且目前正逢政

府組織再造、人員精減之際，我國國家公園警察大隊組織成員，亦因

此一趨勢，無法增補人員編制，雖然大隊之組織編制明定有刑事偵查

人員之編置，惟受警政署經費預算之限制，大隊目前尚並是項人員之

配置，一旦轄區遇有刑案發生，有關犯罪偵辦程序，僅止於發現犯罪

事實時作初步的偵訊處理，並隨即將案件移請當地轄區警察（分）局

辦理，此為勤務執行不同點之二。當然，如有民眾山難或迷途事件發

生時，以美國國家公園現況當然山難發生時不分單位，州警、國家公

園警察、國家公園管理處及民間救難組織均投入救難的工作的運作，

此又與我國現況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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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有關在職訓練問題的探討，無論國內、外企業界或學術界，只要

與人力資源的政策有關的議題是必定提到的議題，而這方面學者、專

家所提出精闢理論及實務上的見解眾多，但是單以公部門為主要研究

對象者尚且有限，尤其是以警察機關為主要探討研究者，更是不多見 

，企業界一方面面對日益生存競爭的環境，有其不得不求變、求新的

趨勢，但在公部門中，雖然政府一再推出「政府再造」
4
及「企業化 

經營」的口號，畢竟對於人力資源的應用還是有其保守的考量。 

    本章節內容雖以企業有關理論為討論基礎，並參考美國國家公園

警察實際的訓練內容為範本，作為我國家公園警察在職訓練的比較藍

本，選擇以美國國家公園警察為討論對象，實因全世界第一座的國家

公園的成立，肇因於1872年3月1日美國當時總統格蘭特（Ulysess S. 

Grant）簽署成立黃石國家公園開始，當然自1872年開始迄今，世界各

地超過120個國家設立超過1000多座國家公園或類似的保留區，所以將

美國國家公園的設立視為先驅不為過。當然，本他山之石可攻錯的立

場考量，以美國國家公園警察的經驗，當能對我國國家公園警察的角

色扮演及訓練實務的推展提供最佳的借鏡。 

以下引用現任美國總統George W. Bush於2003年8月15日在Santa 

Monica國家保留區所留下的一段話，與國內對於國家公園所有貢獻的人

員相互勉勵。 

 

                                                 
註

4 政府再造運動，簡稱勵革運動（REGO）或政府再造（Reinvention）從 1990 年代麥可韓默（Michael 
Hammer）所提出組織再造（Re-engineering）的概念之後，就已經變成一個全世界性的風潮。

政府再造係指文官體係以技術理性為基底，引進競爭的市場機制以及具體的變遷策略，促成行

政組織的澈底轉型，並藉由新公共管理（NPM）與管理主義的有效措施，重新建構行政文化、公

務人力、權責規屬、獎懲制度以及目標任務等層面，期能大幅提高政府部門的效率效能、應變

能力、革新能力以及治理能力（孫本初，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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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your park. It＇s the park of every person who lives in America, 

and we＇ve got to remember that. We＇ve stewards of the people＇s land. 

We have an obligation to leave this park a better place than we found 

it.”－President George W. Bush  

                    Santa Monica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 

                                           August 15,2003 

資料來源：2005年10月18日美國內政部網站

（http://www.doi.gov/bureaus.html）資料 

 

誠如最後一句話”我們有責任保存這塊國家公園的土地，讓它比

早先被發現時更美好”，我想這應該也是身為國家公園園區內每一份

子，責無旁貸職責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