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保全業之產業現況與分析 

第一節  保全業之形成與沿革 

第一項  保全業形成之原因 

台灣地區保全業從1978年發展至今已有二十餘年，一種新興的特許行業，

它具有民間防衛和防護兩種功能。所謂「民間防衛」，即是運用民間力量、遂行

治安、警備、自衛任務。所謂「民間防護」，即係運用民間力量所採行防護運動，

以避免或減少災害之損失，維護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1其形成因素複雜，綜合

上述理論和筆者自身之觀察歸納出下列幾點特性： 

一、大都會區人口集中，且流動性大，罪犯易於藏匿，故不良份子與日俱增，而

民間室內的安全維護又非警察人員所能控制。加上大型公司或公共場所範圍

遼闊，出入人員複雜且治安死角多，非為有限之少數警衛人員所能辨識與維

護。 

「私人所有，請勿打擾」的觀念根深蒂固，，眾多的私人公共場所，雖有公

共安全的需求，而又不喜歡公權力介入其私有場所，故私人警衛公司服務就

因應而生，以往應由公設警察維持治安之責任慢慢移至私人保全公司。 

二、都市大廈林立，住戶各謀其生，相見不相識，鄰里互助觀念薄弱，無法發揮

守望相助之功能。而小家庭制度之發展，造成白天家人各自忙碌其事，門戶

無人看守，目前替代役代替警力的增加，仍無法跟得上犯罪率的升高，因此

公權力機關在警力不足情況下，私人警衛公司（保全公司）的興起，有其原

因。2 

三、保全業是以專業訓練為號召，配合高科技之機器設備，使人力成本降至最低，

故工商業團體對警衛之尋找已由自行雇用轉成由保全公司代勞。 

四、就經濟上考量，可減輕國家人力、物力、財力之負擔，在經濟不景氣高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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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央警官學校，警察大辭典，民國 65年 9月，初版，頁 151。 
2 林山田，中華民意月刊，民國 72年 9月，頁 30。 



率的社會可以增加就業機會，減少社會問題，同時效率也較政府機關高，保

全業在此前提下，自然迅速、蓬勃地發展。 

五、工商業愈發達，則災害愈易於發生，進而影響工商業之發展及民眾生命財產

之安全。惟有透過平時加強預防，才能防患於未然，弭禍於無形。工商業的

產品製造過程，及倉儲的安全等等，均仰賴私人警衛看管照護，在此情形下，

保全業質與量之提昇也是必然的。 

六、企業之雇用員工增多，夜間必須有員工留守，高儲存、販賣高價值之產品，

對刑事司法系統缺乏信心或害怕成為受害者之心態等等，均促使其尋求保全

公司之保全服務。 

第二項  我國保全業之沿革 

「保鏢」、「鏢局」的稱呼人人耳熟能詳，是我國一項古老的行業，其實「保

全業」與「鏢局」性質雷同，均是接受客戶之委託，對客戶的安全需求加以保障。 

  依早期文獻之詳考，現今慣用的鏢（鑣）局的「鏢」（鑣），其真正寫法應為

「標」，而非「鏢」或「鑣」。之所以會演變成「鏢」或「鑣」，是因為清末以來

兩者經常被誤用，以致於辭典中也以這兩字為正寫。辭典上甚至說明「鏢」或「鑣」

為一種投擲用武器，保鏢（鑣）是因使用這種武器而得名。3保鏢的起源要從明

代松江棉布的行銷說起。明末松江紳士陳繼儒（1558－1639）在其一篇「布稅議」

的文章中，對保標有如下之說明。明、清時代松江府一隅所生產的棉布，不但數

量極大，種類也不少，粗略地加以歸納成三種：（一）小布，又名扣布或中機。（二）

大布又名標布。（三）稀布又名闊布。其中以大布最為暢銷，而從事標布的貿易

商就稱為「標商」或「標客」，布行則稱為「標行」。就在此種標布、標商蓬勃發

展的背景下產生早期的保標行為，也因為要描述保護標布或標客之行為，而逐漸

產生「保標」這個名詞。4 

清代小說家蒲松齡在其所著「磨難曲」一書中，記載因山西太原與平陽一帶

                                                 
3 陳國棟，食貨月刊，「保標考」，第一四卷，五、六開合訂本，民國 73年 9月，頁 30。 
4 同前註，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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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土賊作亂，所以應考的舉人要僱用「標鎗」護送，這裡的標鎗是指練有武術的

武師。此一時期「保標」的業務可以說更加地擴大了。論及保標，標局也不容忽

略，因為不管是布商還是其他顧客想要僱人保標，必須尋找一定處所。萬曆四十

四年（1616），松江府一帶的百姓，因為名畫家董其昌的家僕為非作歹而群起攻

擊董宅，董氏家僕聞聲，僱用「打行」在家防護。5打行成為一種「行」，而且有

處可僱，想必已有組織。保標者為了護送布商，必須常常行走松江府，因此也很

可能受「打行」的影響而成立組織。由此推斷，「標局」或「標行」的出現，極

可能在「保標」之後。換句話說，大約在十七世紀的第二個四分紀（1626－1650）

中。6由上列有關保標的記載，可得知我國類似保全公司的民間私人安全警衛乃

源於十七世紀前葉。 

第二節  保全業之特色與規模 

第一項  保全人員之特色與駐衛警察 

隨著時代在改變與進步，由農業社會進入工商社會，甚而進入了所謂的資訊

時代，社會型態日趨多元、複雜，生活環境的多變，使得民眾對於不可預知的未

來更加地恐懼。所以對於及對生命、財產安全保障的需求更與日俱增。隨之而來

百業俱興，以往出賣勞力獲取酬勞，而今之所謂服務業應運而生蓬勃發展。而基

於使用者付費的精神，保全業逐漸萌芽成為保障人民生命財產之公權力外另一輔

助機制。 

「警力有限、民力無窮」，保全人員及駐衛警察對於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保

障的貢獻值得肯定，社會型態不斷更迭，保全業服務的層面與項目也日益加廣加

深，就實務上來說，保全與警察人員的工作應是相輔相成的，當然免不了也可能

功能相衝突之處，如何在本身角色上對任務確實執行，自我認知與調適是重要

的。以下是對於保全人員及駐衛警之間分析比較與建言。7 

                                                 
5 蒐編於中國近代內亂外禍歷史叢書，「民抄董宦事實」台北，廣文書局，民國 56年，頁 220。 
6 同前註，頁 36。 
7 台灣新光保全公司，新光保全雙月刊，第 90期，民國 90年 1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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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源依據方面： 

保全業之法源依據為保全業法及保全業法施行細則，而駐衛警察則是各機關

學校團體駐衛警察管理辦法；保全業皆為民營設立為公司性質，而駐衛警察

之管理設置除政府機關外，更包含公民營事業機構、公民營金融機構、公私

立專科以上學校或其他機構團體。 

二、執行勤務方面： 

    保全人員執行勤務由內部管理層級自行指揮調度；駐衛警察於駐在單位內執

行職務，除主管人員指揮調度外，當地警察於必要時協調駐在單位，協助維

護治安整理交通。 

三、服裝方面： 

    保全人員執行業務時，應穿著定式服裝，其式樣顏色標誌應報請中央主管機

關（內政部）備查，因此各家不同；而駐衛警察之制服乃係依警察機關學校

行政人員、特殊作業人員學員生駐衛警察暨輔助警察人員服裝著用規定穿

著，具有全國一致性。 

四、人員進用方面： 

    保全人員進用之審查標準較為寬鬆；而駐衛警察人員之遴選進用，在年齡、

學歷、身體、品德素行上均有詳細規定，審查標準較為嚴謹。 

綜觀目前保全業之設立，規模大小不一，企業形象更有不同，而如何提昇績

效與形象，更是當前重要的課題。 

(一) 加強內部管理： 

內部管理落實與否永遠是機構組織成功的關鍵，除了需具備良好的硬體

設施外，更須規劃完善的內部管理制度，業務督導與生活管理不容忽視。 

(二) 建立有效考核及升遷制度： 

針對保全人員執行業務之督導與生活管理，應有公平、公開之獎懲制度

及完整的升遷考核辦法，讓優秀敬業、表現傑出的從業保全人員有合理

的升遷管道，對於無法勝任之從業人員具亦須有淘汰機制，從業人員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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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能維持在一定水準之上。 

(三) 完善訓練制度： 

訓練是員工最佳福利已成為共同的認知，而在職訓練的目的不只可以提

昇服務品質，亦可提昇人員素質、熟悉執行業務之相關專業職能，除此

之外，體能、儀態訓練更不可或缺。 

(四) 建立職業即事業理念： 

人類除生活的需求之外，更須有榮譽感的需求，因此，良好的制度除了

提供從業人員生活所需之物質外，尚須滿足從業人員榮譽感與成就感。

而這些滿足需求的來源，除了良好組織機制提供之外，更來自從業人員

整體表現所給予社會的認同與肯定，進而提昇整體企業形象。從業人員

駐派各單位或對業主服務時，除具備各項專業知識、克盡職責外，更重

要是如何滿足顧客的需求、瞭解客戶的需求，進而讓每位保全人員能刻

瞭解到──顧客的滿意度決定企業的未來；亦即讓每位駐派各單位保全

人員，能做到讓業主或顧客認為您是不可或缺的一員。每一位組織成

員，均有責任與義務維護企業的形象，建立社會大眾對保全人員良好的

形象。 

再者，良好的服務品質亦來自於領導階層如何去建立保全人員良好的素

質，除了上述各種法令規章、教育訓練、健全制度外，更重要的是領導

幹部的素質、觀念。領導幹部自身需有創新的觀念，不斷的充實、學習，

要將對的事情做對，該做的事情做好，使企業體規劃與執行、考核等一

脈相承，建立生命共同體的歸屬感，也更體認社會對保全業期待殷切全

體上下人員盡心盡力、篳路藍縷之後，才有海闊天空、光明燦爛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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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保全業之規模與發展 

一、台灣保全業的發展 

西元 1978年，第一家保全公司在台灣誕生，它也是目前規模最大的保全公

司，其後陸續成立十餘家保全公司。我國於 1991年 12月 30日始公布實施

保全業法，十一個月後公布實施施行細則，開始重新受理申請保全公司許可

。由於台灣治安日益惡化，加上國民所得不斷提升，以及民眾對高度犯罪被

害的恐懼意識加遽等，導致民眾對保全的服務需求日益增加，因而保全公司

家數得以迅速成長，目前登記有案者約有400家、股票上市公司計有新光與

中興 2家，之後於台北市、高雄市、台中市、桃園縣、台北縣也分別成立了

保全商業同業公會，2002年則因應兩岸業務交流及商機拓展成立全國性中

華保全協會，早期的高齡保全人員多為退除役官兵為主，但年青保全人員則

為高中畢業或肄業，且服過兵役者居多。 

台灣的保全公司以從事電子保全及駐衛保全業務為主，其中專營或兼營系統

保全、現金運送或人身保全者不到10%，以營業額而言，因缺乏統計資料，

僅能由目前規模最大的兩家上市保全公司，公開說明書及年報所載資料加以

統計分析（表2-1）。由本研究資料分析得知，民國80-85年以前整體營業額

由新台幣 27.8億元增加到 52.4億元，平均成長率 13.49%；民國86-91年則

由55.2億元增加到68.3億元，平均成長率僅有4.52%，整體平均成長率8.6%

，顯示市場需求成長良好，但有逐年下降之趨勢，已呈現成長趨緩、市場飽

和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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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保全業上市公司營業收入統計表 -（民國80-91年）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中興保全 新光保全 合計 成長率 

80 1,641,148 1,148,129 2,789,277   

81 1,840,501 1,357,122 3,197,623 14.64% 

82 2,083,449 1,513,196 3,596,645 12.48% 

83 2,433,519 1,756,863 4,190,382 16.51% 

84 2,801,061 1,945,486 4,746,547 13.27% 

85 3,147,515 2,100,688 5,248,203 10.57% 

86 3,373,731 2,153,406 5,527,137 5.31% 

87 3,686,740 2,279,673 5,966,413 7.95% 

88 3,952,814 2,423,010 6,375,824 6.86% 

89 4,185,198 2,544,931 6,730,129 5.56% 

90 4,189,874 2,532,069 6,721,943 -0.12% 

91 4,282,383 2,547,718 6,830,101 1.6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就稅前純益來分析（表 2-2），民國 80-86年以前整體稅前純益由新台幣 3.5

億元增加到 16.6億元，平均成長率 30.32%，民國87-91年由 15.1億元增加

到15.8億元，平均成長率僅有2.79%，整體稅前純益僅成長7,000萬元，民

國 87年出現負成長 8.96%之現象。經由財務報表分析得知，營業外支出中

短期投資跌價損失佔 2.1億元，民國 90年稅前利益高達 45.11%，係因營業

外收入之增加 15億所致，此兩種現象皆為營業外收支，非本業之正常獲利

，尤其民國91年出現負成長37.97%之現象，顯示高獲利時代已經結束，微

利時代已經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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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保全業上市公司稅前純益統計表 -（民國80-91年）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中興保全 新光保全 合計 成長率 

80 270,22581,852352,077  

81 296,305131,970428,27521.64% 

82 389,340273,103662,44354.68% 

83 519,801323,472843,27327.30% 

84 595,913313,528909,4417.85% 

85 800,586424,2341,224,82034.68% 

86 1,099,272563,5411,662,81335.76% 

87 1,000,780513,0271,513,807-8.96% 

88 1,273,959447,9931,721,95213.75% 

89 1,110,815645,7471,756,5622.01% 

90 2,004,028544,8672,548,89545.11% 

91 1,135,688445,4851,581,173-37.9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般抽樣調查均認為電子保全約佔60~70%、駐衛保全約佔30~40%、現金運

送約 2%，但此乃因數十家樣本中均包括專業經營電子保全，且規模為第一

和第二的兩家上市保全公司，以營業額的年成長率而言，整體保全服務為

14%，其中現金運送34%、駐衛保全28%、人身保全15%、電子保全8%，
8然

而整體市場需求雖成長良好，但因新加入的保全公司太多，並以價格競爭為

主要競爭手段，因而須壓低人員薪資，導致人事流動率過高、人員素質良莠

不齊、召募訓練發生困難，其結果自然使保全服務水準低落，消費者因而不

滿，故若再繼續價格惡性競爭，採取你丟我撿的經營方式，無疑將使許多保

全業的經營陷入困境。 

二、如何因應全球化競爭與未來發展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台灣與大陸兩岸保全市場勢必開放，將使本土

保全業者面對全球整合的國外大保全公司之競爭，以及兩岸間相互到對岸投

                                                 
8 高永昆，台北市保全商業同業公會特刊，民國 92年 4月，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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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與競爭，而由於兩岸政府對保全業務的管制開放的時間表不一樣，且兩岸

保全市場的環境與業者技術的純熟度亦不相同，因而所造成的衝擊面自然各

不相同。 

大陸保安公司（相當於台灣的保全公司）至今仍僅限公安部以下各級公安單

位方可投資設立，其主要業務仍以駐衛保安工作為主。然而物業管理公司（

相當於台灣的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可雇用保安員從事駐衛保安工作，目

前完全台資或與台資合資公司共同投資的物業管理公司，只能受託管理自己

興建的社區或大樓，故需成立中資台資的中外合資企業才能對外營業。物業

管理公司的資本額、資質合格證書及各種證照，均有繁瑣的規定，且辦理公

司證照（例如批准證書、營業執照、物業管理企業經理崗位證書、從業人員

崗位證書）的過程亦曠日費時，而各開發商都想建立自己的物業管理公司，

因此外資企業不易開發到大陸本土的案源。有趣的是，台灣的物業管理維護

技術與績效，實際上高於大陸業者，但是大陸業者的制度化程度和其專業研

究書籍則多於台灣。另外，欲從事系統保安業務者，只能設計、安裝或出售

保安器材，並提供監控與維修服務，此種運作模式較類似美國的電子保全產

業的經銷商、安裝廠商與中央警報監控中心，於確認盜賊入侵的警報後，通

知保全公司或通報警方處理。然而這種模式需要有品牌著名與價格低廉的保

安器材廠商的配合，較適合國際大規模電子保全公司介入，而不適合台灣保

全業者參與，雖然大陸目前正在研審制定保安業法，開放系統保全業務予民

間，但台灣已有一家業者（永安保安服務公司）在上海從事系統保全業務。 

台灣的保全市場對於外資幾無任何限制，但尚未核准陸資正式來台投資，事

實上大陸業者的技術、效率與知名度目前尚不足以來台和台灣的保全業者競

爭，因此國內保全業者所唯一須擔心者乃是國外大保全公司的入侵，台灣加

入WTO後，更促使這些國際大公司加速搶佔台灣的保全市場。 

由於電子保全的固定成本是主要生產要素，因而產業較容易集中，只容許少

數幾家大公司存活。若政府不過度干預，容許自由競爭，一般認為，整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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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通常只能存有三家產品線完整和規模龐大的集團企業，其餘則為專業廠商

或利基廠商的小公司，因而，誰將是台灣的第三大系統保全公司，便成為各

中小規模業者力爭的目標。 

至於駐衛保全市場，因不需多少固定成本，故無明顯的規模經濟效益存在，

且因屬勞力密集的行業，需要投注很多個人的心力，故駐衛保全產業內雖然

仍會出現淘汰現象，但不會出現大規模的淘汰，因此駐衛保全產業不易發生

上述集中於三家大公司的現象。 

展望未來，大型保全業者將繼續追求市場占有率，以維持規模經濟的利益；

而小型保全業者如在全球化的誘惑下，盲目地追求營業額，將因規模受限而

使公司陷入危機；卡在中間的業者，則將因兩邊不討好而陷入困境。 

就行銷策略對利潤的影響（PIMS, Profit Influence of Marketing Strategy）而言

，利潤率與市場占有率之間一般成正比關係。此對大中型企業而言，係屬正

確，但對於區隔市場的利基業者，反而成反比關係，亦即欲提升市場占有率

，須犧牲利潤才能換取。 

面對全球化競爭，小保全業者可選擇歇業關門，或成為市場提供特定服務（

例如服務類型、地區別、行業別）的專業廠商，或合併、被購併。即將大幅

修正的保全業法，將對保全業建立更高的入行設限與固定成本，而使小公司

更難存活，因此合併或被購併的可能性大增，但短期國內乃屬於寡佔市場。 

由於保全市場競爭過於激烈，每家公司都必須全力追求績效，採取更快速行

動，才能在全球競爭中存活，因而員工必須不斷提高生產力，卻無法得到相

對的報酬，若非因台灣失業率仍處於逐步升高之狀態中，否則不滿的員工將

不可能對顧客提供親切的服務，雖然顧客因而得到價格下跌的好處，但可能

亦將嘗到服務水準下降的後果。最後公司勢須不斷的降價，否則顧客終將流

失或被其他保全公司以更低的價格搶走，其結果各保全公司利潤下降甚至虧

損，便難以避免，這種惡性循環或許是缺乏入行設限保障的保全業，所將面

對的宿命，故提升服務品質及增加服務項目將是決戰市場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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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保全業之經營範圍與類別 

第一項  保全業之經營型態與類別 

我國保全業之經營類別，主要依據保全業法第四條規定，得經營之業務外實

務上業務經營除法定者外，尚有保全設備之製造、生產、買賣等業務項目如下： 

一、關於辦公處所、營業處所、廠場、倉庫、演藝場所、停車場等防盜、防火、

防災之安全防護。 

二、關於現金或其他貴重物品運送之安全維護。 

三、關於人身之安全維護。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保全業務。 

五、有關防盜、防火、防災之器具設備的製造、販賣和租賃。 

六、有關防盜、防火、防災之器具設備的設計、施工、保養、維修。 

七、有關防盜、防火、防災之器具設備的進出口貿易。 

八、ATM無人銀行，運補鈔、清潔、維修。 

九、資訊安全之儲存備份及安全運送。 

十、其他應客戶需求之臨時業務。 

綜合上述業務之型態可區分為下列五大類別： 

一、電子保全（Electronic Security） 

電子保全（又稱系統保全、機械保全），是以先進之電子科技產品，建立自

動報警系統，即在客戶標的物，視其需要安裝防盜、防火、防災各種感知器，利

用專線將客戶警訊傳送至保全公司管制中心。採24小時作業，運用電腦掌握客

戶安全狀況，以及客戶資料，並以無線電指揮各待命之機動保全車輛人員，隨時

處理客戶的各種緊急狀況。按地緣劃分區域，設立待命機動點，配置人員與車輛，

擔任區域內巡邏，以無線電或PDA與管制中心聯絡，以便處理客戶異常狀況。

管制中心可透過GPS系統同時掌握機動人員之人、車等動態狀況，保全公司使

用此自動通報警示系統設備，配合人力警衛，構成緊密有效的安全網，藉以達到

確保客戶生命財產安全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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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保全系統主要可分為三大部分如（圖2-1）所示： 

(一) 客戶端部分 

數位送信保全主機，主要裝設在客戶欲監控之標的物上之主監控作業系

統，將發報信號透過交換機傳回管制中心之自動通報警示系統。 

1. 保全主機為一警報控制器及通訊器，用以發出警報信號及自動即時和保

全管制中心電腦系統通訊聯絡。 

2. 盜警偵測器主要包含磁簧開關、拉力開關、鐵捲門偵測器、壁面震動偵

測器、玻璃震動偵測器、玻璃破碎偵測器、空間移動偵測器，金庫偵測

器及對相式紅外線偵測器等，利用機械或電子開關、主動紅外線、被動

紅外線、超低頻、聲頻、超音波及微波等，以偵測外人之闖入，及時警

報，達到防盜目的。 

3. 火警偵測器主要包含定溫式火警偵測器、差動式火警偵測器、偵煙器

等，可和主機連接，以自動將火警訊息傳送至保全管制中心。 

4. 遇有醫療方面及受到歹徒脅迫等緊急求助情事，亦可經主機自動傳訊至

保全管制中心。遭受脅迫時，其傳訊可設定在無聲無息下進行。某些主

機可接監聽麥克風及連線用電話，以方便保全管制中心管制人員監聽現

場，及與現場人員進行語音交談。 

5. 主機之設定及解除係以電子警報器或讀卡機操作。 

6. 保全管制中心每天均廿四小時嚴密監控，隨時接收由客戶端傳送至管制

中心電腦之各種警報，並立即反應予以協助或救援。 

7. 門禁及閉路監看系統 

(1) 中低要求之門禁管制可於防護區週邊採用電子讀卡系統確認人員

可否進出即可。而較高要求之門禁管制則可採用DNA

（Deoxyribonucleic acid脫氧核醣核酸）晶片生物測定系統，例如指

紋辨識，或閉路電視門禁系統。 

(2) 閉路監看系統由鏡頭、攝影機、場景照明、信號傳送、影像顯示，

錄影及其他影像處理裝備等所構成。它可用於監看保護一特定區

域，可靠有效地用於捕獲並起訴犯罪者，而更重要的是可成為強而

有力的嚇阻力量。此外，它亦可於緊急避難時提供極大協助，減少

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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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遠距影像傳輸系統 

(1) 傳統的同軸電纜只能將閉路監看系統之影像予以傳輸至極近的距

離。現在利用遠距影像傳輸系統，可透過一般電話線，整體服務數

位網路，網際網路大哥大，無線電等，將世界任一角落之遠端閉路

監看系統之影像傳輸至監看者所在位置，尤其是保全公司的管制中

心。 

(2) 由於保全管制中心可用肉眼觀察警報現場，易於辨認是誤報或是現

場遭人入侵，遂能作出最正確最快速之反應，大幅提昇閉路監看系

統之功能。此外，藉由遠距影像傳輸系統附加之遙控裝置，由保全

管制中心，亦能於遠端遙控現場攝影機、門鎖、燈光，及其他相關

裝備。 

(二) 電信光纖數據傳輸系統 

此系統主要是透過電信局的光纖線路傳輸，或保全公司設立之中繼站內之交

換機系統，接受由客戶端所傳出之信號。 

(三) 保全管制中心 

數位受信保全主機，此部分主要在接受各客戶端所傳回之信號，由管制中

心之電腦自動通報警示系統負責之主監控作業系統，將發報信號透過管制中心人

員負責指揮調派機動人員至客戶標的物所在地處理發報狀況，並透過 PDA將處

理情形傳回管制中心回報及結案之自動通報警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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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電子保全系統服務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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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駐衛保全（Guard Security） 

駐衛警保全又稱常駐保全。為防阻犯罪，以裝備齊全、受過專業訓練之保全

人員，依客戶需求，提供長期或臨時派駐之警衛人員，處理人員進出及貨品出入

管制，守護公司重要資産及展示會場珍貴物品，以專業化、組織化、企業化提供

24小時全天候值勤，以確保客戶基本的人身、物品、財産安全，並執行與犯罪

或損失有關之規定、規則與政策。 

(一) 警戒方式 

1. 崗哨警戒 

2. 巡邏警戒 

3. 機動警戒 

4. 集中監控。 

(二) 作業項目 

1. 出入口門禁管制 

2. 物品及財產管制 

3. 車輛進出及停車場管理 

4. 交通指揮 

5. 鑰匙管理 

6. 竊盜之偵防 

7. 保全及防災設備監控 

8. 意外預防與安全 

9. 防災演練 

10. 防火、防災應變處理 

11. 警民合作犯罪預防 

12. 保全調查 

13. 保全計劃研訂 

14. 保全工作報告 

19 



保全服務的需求就日益增加，所有組織都會雇用各階層的安全專業人員，無

論是第一線，或是基層、中層、高層管理人員；銀行、學校、政府機構、醫院、

辦公大樓或社區，都需要保全服務，保全員除了安全維護外，主要的工作是處理

門禁管理、指揮交通與執行客戶或公司規定，指引或護送人員至建築物內之目的

地，扮演接待人員或資訊來源，或主要和安全(Safety)有關的工作，通常以派駐固

定崗哨方式執行上述保全服務。駐警保全是保全服務的一環，大多數企業都會將

駐警保全委託給民間保全公司，以減少企業成本，不過也有許多公司自己雇用。 

駐警保全的區域性很強，大小差距甚遠，市場規模與價格相當混亂，加上很

多公司、大樓、工廠的駐警衛，以自聘方式徵人，而部分公營機構油庫、銀行還

是由警政單位負責，因此市場規模較難估算。而駐警衛保全所面臨的除了市場被

占地割據得七零八落，駐警保全亦為高勞力密集的業務，人事成本壓力不小，面

臨大環境的挑戰，市場也產生了不小的變化，保全人員除了必須具備緊急事件處

理的常識外，明察秋毫的能力、耐力與創造力也日趨重要，這樣的變化使得這個

領域始終充斥男性人員，不過近來也有愈來愈多的女性加入；而保全公司也必須

不斷的針對新知、新技術深入探討與教育、督導。  

三、運送保全（Delivery Security） 

運送保全又稱現金運送保全，為專業的現金護送服務，一般從事現金護送業

者除了現金運送業務外，部分亦經營整鈔及填補鈔之服務，以高額軟硬體投資成

立專業的整鈔金資中心，具備完善的整鈔、運鈔作業流程規劃及培養具有專業能

力與素養的從業人員。 

保全公司更配置PDA給保全服務人員，將補鈔、狀況處置、客戶交辦事項

等，透過PDA來記載、提醒，進行全系統化的處理。如此，將ATM及無人銀行

交由保全公司協助管理，以裝甲防彈防搶車輛運送現金、有價票券、高價貨品等，

提供客戶最安全、迅速、便利之服務。專差運送(Courier)服務亦提供同樣的服

務但不使用裝甲車輛。保全公司提供之現金護送服務，係由配備精密電腦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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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隨時監控運送行程，其他如特殊打造之護送車輛，嚴格訓練之護送人員，設

備周全的金庫，各地區強大之支援體系，投保責任保險等軟硬體設備，只為提供

執行護送財物重任的保障。 

運用特殊電子裝備（含防彈、GPS、斷油斷電系統）之運鈔車及配備齊全之

保全員提供以下運送服務： 

(一) 金融業運鈔 

(二) 貴重物品運送及護送 

(三) 一般公司、行號、工廠薪資提領運送及護送 

(四) 各類有價證券之運送與護送 

(五) 重要資料、機密文檔、電腦磁帶之運送及護送 

(六) 公司、行號、餐廳、超商、速食業者帳款及貴重物品夜間代收保管及 

代送銀行存款服務 

由於社會型態快速變遷，各行各業對安全的需求與日俱增，其中尤以金融業

者為甚，無論是白天的警衛、夜間及假日的行社保全系統，或行外CD／ATM的

安全防護，甚至現金運送等，均委託以專業之保全公司服務，不僅節省了人力，

更大幅降低管理成本。正因為整體社會環境對安全運送服務之需求是如此廣泛及

迫切，因此保全業者對安全服務也就更趨多元化。 

就消費者角度考量，無論是銀行、連鎖超商、公司行號等，對專業運送服務

的需求都是希望能夠得到安全的服務，值此犯罪手法不斷翻新、專業化犯罪案件

逐年提高之際，深具專業經驗的保全公司，才能真正確保消費者自身及財物的安

全。 

四、人身保全 (Bodyguard Security) 

由人力直接提供之人身保全包含之範圍相當廣泛，凡保全公司提供的服務，

為其直接其派勤之保全人員，提供直接並且需由保全人員執行完成之任務，均可

稱之為人身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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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保全服務當中，可歸屬於人身保全之部份，分別說明如下： 

(一) 現金、物品運送服務： 

保全公司依客戶之需求，可於雙方協議之契約條文中，約定由保全公司提

供押運過程使用符合國家頒佈規定之特製車輛，及隨行的保全勤務人員，

負責客戶所託運之財物安全，客戶方面可以完全不用參與運送之過程，而

將其運送過程中所產生之風險，完全由保全公司承擔，現今提供此種運送

服務之國內保全公司為：台灣保全、立保保全、怡和保全、衛豐保全、大

盛保全、日盛保全等公司。 

(二) 留駐警衛保全服務： 

保全公司由客戶提出之固定範圍及防護時段之需求，規劃選派適合之保全

人員，於客戶現場執行安全維護、管制之工作。由於人員需於現場駐守，

所以每日值勤人員不需要從保全公司出發前往，此一保全服務於保全營業

項目之中稱之為留駐警衛保全服務。現今保全公司可提供留駐衛警保全之

服務者：誼光保全、國興保全、信義保全、忠華保全、鐵衛保全、強固保

全等公司。  

(三) 特殊勤務之保全服務： 

凡是只要客戶要求保全公司提供人力，達成非特定之任務，均統稱為特殊

勤務保全，如貼身保鏢勤務；及客戶因為其個人於事業上或是社會上，受

到威脅之時，臨時聘用反應靈敏、受過完成專業訓練之保全人員作為其個

人於日常生活之貼身護衛人員亦是。另外也有廣播宣傳公司所舉辦之康樂

晚會之類活動，深怕因觀眾太過熱情，而傷害到演出之藝人，所以也會尋

找保全公司要求提供人員，於約定之時間、地點、人數替客戶解決現場安

全上之問題，以上均可稱之為特殊勤務。目前之保全公司，可，一般而言，

若有提供駐衛保全員之公司，大概均會提供特殊勤務服務或類似服務，但

是如以真正特勤保全勤務之需求是不同於一般保全勤務，保全公司平日是

否有完整持續的訓練，則成為需求人員的另一種考量，現有各保全公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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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特殊勤務及隨身護衛投入最完整訓練，及持續保持水準之上的保全公

司，首推長榮保全公司，因為由於長榮集團船隊之需求，及護衛張總裁安

全考量之下，除了精選年輕且具有相當搏擊基礎人員之外，並須通過嚴格

的品行考核，再送至國外集團擁有的秘密基地，聘請以色列反恐怖教官展

開魔鬼訓練，回國之後在企業公司內開闢訓練場所（道場、健身房）。日後

更延聘國內最優秀之搏擊教練，以每日不停操練方式，真正做到「拳不離

手」讓每一位特警人員隨時保持最佳狀況。成為企業界需要隨身護衛之業

主最佳選擇。 

五、其他保全（Other Security） 

所謂其他保全，則是如表演、競賽、展覽或抗爭場合之群眾控制服務，以及

其他國內業者未經營之各種保全服務。 

國外保全公司常提供的顧問服務與調查服務，國內業者較少提供。調查服務

目前依國內法令屬徵信業業務，另許多其他服務如測謊、心理壓力評估、毒品測

試，以及其他和損失防阻相關的協助，均非屬國內保全業者之業務範圍，有待政

府及業者共同努力。  

第二項  保全業之分類及保全人員分級制度 

目前台灣地區對保全業及從業人員並未明文規範分類及分級制度，此制度亦

為本文研究目的之一。建立保全業之風險管理機制之前，必須先制訂分類分級制

度。除了應廣泛運用最新之知識管理科技外，應首重「經營類別」之分類及人員

之分級篩選。推行此制度可避免惡性削價競爭及提昇服務品質，對於保全市場秩

序有所遵循及規範，進而產生一定之效益，讓消費者及業者更清楚明瞭保全之意

義及選擇。 

一、為何要推動保全業分類 

第二章第三節已說明台灣地區保全業之類別可分為五大類，第一類電子保

全，第二類駐衛保全，第三類運送保全，第四類人身保全，第五類其他保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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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經營上第一類營業額最大，第二類是從業人員最多，第三、四類危險性較高，

第五類目前應屬不分區類別。，因業者本身有的僅從事單一類別，也有經營雙重

類別，甚至於所有類別皆一併經營者，讓消費者在選擇保全公司時，難以區隔與

抉擇，也因此，價格之考量變成優先考慮因素，而忽略專業、安全、理賠等重要

評估事項。透過分類制度，可迅速區別優良業者與劣質業者，進而提升服務品質。

有鑑於此，保全業之分類實是刻不容緩，因經營類別涉及資本額、證照制度、人

員進用、教育訓練等問題，因此應由法令規章先行修正與規範，讓有心經營的業

者能繼續為社會的安全付出心力，否則劣幣趨逐良幣惡性削價競爭之下，我們將

會付出難以估計的社會成本。 

二、如何落實保全人員分級制度 

保全市場上充斥著不夠專業之保全人員服務，如未能將保全人員以其特性做

有效的區分，將使台灣保全業永遠無法提昇其所屬從業人員專業形象。保全業應

規劃依保全人員專業度、年齡、學歷、教育訓練甚至身高、儀表做有效的歸類，

且按照客戶需求將保全人員分級化。
9 

（一）依保全業經營類別區分 

將保全業依服務類別分類再依保全人員分級，可分為電子保全、駐衛保全、

運送保全、人身保全、其他保全；保全人員分級則分別電子保全人員、駐衛警人

員、貼身護衛人員及其他特殊勤務人員等項。依其服務類別之不同與特性訂出分

級制度，各專業人員必須接受不同之訓練，方能有效地提供最適合之保全人員以

滿足客戶之需求。保全人員分級制度可依不同條件分別訂定，茲概述如下： 

1、電子保全人員 

電子保全人員應具備電子及機械維修基本常識且具有汽機車駕照，並熟悉所

負責區域之道路。另於年齡、身高之限制以便緊急狀況時能最有效之處置，

亦需了解與執行勤務相關之法律問題等。 

                                                 
9 劉東奇，台北市保全商業同業公會特刊，民國 92年 4月，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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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駐衛警保全人員 

駐衛警保全人員為目前保全業界需求最多之人員，可依客戶產業別，作為區

分之標準，此類保全人員應依產業之特性，接受不同之訓練，以因應客戶的

需求，概略分類如下： 

(1) 金融服務業(如銀行業、証券業、保險業等) 

(2) 商業區(如辦公大樓、百貨公司、商場、一般店家等) 

(3) 工業區(如高科技業、石化業、生技產業、傳統產業等) 

(4) 住宅區(如高級住宅區、一般住宅區等) 

(5) 醫院(如大型醫院、中小型醫院、一般診所) 

3、運送保全人員 

現金運送人員所接觸之物品皆為高價值之貴重物品，故人員之篩選門檻應較

其他從業人員為高 ，且各項查核更應為嚴謹，包含日常生活之調查。此項人

員應有年齡、身高之限制，除工作應具備之知識外，應接受較嚴厲之教育訓

練，包含基本防護訓練，現金運送戒護人員依服務項目之不同，可進一步區

分為一般現金運送人員、ATM裝填維修人員及貴重物品運送人員。 

4、貼身護衛保全人員 

人身保全業務之警衛人員因須隨身保護特定人士，故要求條件至少應有陸戰

隊或特勤組等之經驗，或熟悉貼身搏擊武術等，並經專業之訓練方可從業。 
5、其他特殊勤務人員 

此項警衛人員的需求，須因應緊急狀況做妥善支援處理，故必須具備全方位

之訓練。如心肺復甦術（CPR,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訓練、熟悉處理

衝突技巧及相關法律等。 
(二) 依年齡別區分 

應以 45歲為區分界線，並以薪資，工作環境、工作內容、客戶需求等為考

慮依據，避免派任非適合年齡者至駐地工作。 
(三) 依學歷別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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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好的福利、工作環境及升遷管道，吸引高學歷的人員加入保全業，以提

昇本業之人員素質及儲備未來之管理幹部，建議至少以高中學歷為區分界線。 
(四) 依身高儀表區分 

篩選適當之身高儀表人員派遣至適合的駐地服務，並由勤務部列管，適當

地做出分級制度。 
(五) 依教育訓練別區分 

採行保全證照制度，依照保全人員所受訓練之等級予以分類，此項分類可涵

蓋上述分類方式，透過訓練及考試，以核發證照達到分級區隔之目的。 
保全業及保全人員分類分級制度，必須先落實保全證照制度，許多已開發國

家之保全業採行之自律管理制度，政府少有直接干預之情形發生。環視今日台灣

的保全市場，已有部份保全業者開始將保全人員依客戶需求及特性而予以分類，

但目前尚無一套客觀通行之辦法。目前保全同業公業已逐步開始推行證照制度，

此為提昇保全業地位之開端，惟有公會及同業間之積極支持及參與，才可達到如

其他先進國家保全業之自律效果及真正提昇業界之形象，亦可讓主管機關於現有

之資源及警力下，致力於打擊犯罪、維護公共治安，節省其規範保全業的時間，

並進而建立政府對保全業之信心，爭取未來開放國營機構保險業務外包予保全

業，以擴大目前逐漸飽和中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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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保全業的相關法令規定 

第一項  保全業監督之法令依據及施行細則 

我國規範保全業之法源依據為保全業法及保全業法施行細則。，保全業之監

理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警政署，而地方主管機關則為各縣市政府警察局。因保

全業屬特許行業，故業務上之監督考察比其他行業更加慎重，檢查方式分成定檢

與抽檢兩種方式進行，每半年由各縣市政府警察局及當地派出所定期定檢，期間

約在每年二、八月份各乙次，抽檢則每年一次由內政部警政署會同當地警察主管

機關進行，檢查方式以全省保全業為對象，範圍依保全業務督考細部執行計劃（附

錄一），保存期限十年。 

保全業務督導考察十大要點及法令依據如下： 

一、內政部許可函、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記證 (依保全業法第五條規定辦理；

保全業法施行細則第四條規定辦理)。 

二、營業設備：(依保全業法第八條規定辦理) 

1. 管制中心：受信系統、容錯系統、不斷電系統。 

2. 交通部專用無線電臺執照。 

3. 巡迴服務車(含汽機車)。 

三、責任保險保單：(依保全業法第九條規定辦理) 

1. 保全業責任保險單。 

2. 員工誠實保證保險單。 

3. 現金險保單。 

四、保全契約書：(依保全業法第十二條規定辦理；保全業法施行細則第十條規

定辦理) 

1. 系統保全服務契約書。 

2. 常駐服務契約書。 

3. 人身保全服務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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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現金護(運)送服務契約書。 

五、安調資料：(依保全業法第十條規定辦理) 

1. 新進人員名冊。(依保全業法施行細則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2. 董監事名冊。(依保全業法第十一條規定辦理) 

六、保全人員訓練資料：(依保全業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1.  新進人員課程訓練表： 

保全業雇用保全人員應施予一週以上之職前專業訓練。 

2. 在職人員課程訓練表： 

對現職保全人員每個月應施予四小時以上之在職訓練。 

七、保全人員服裝：夏季、冬季制服(依保全業法第十四條規定辦理) 

1. 保全人員於執行保全業務時，應穿著定式服裝，並隨身攜帶身分證明文

件及通訊、安全防護裝備。 

2. 前項服裝之式樣、顏色、標誌，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通訊、安全

裝備之種類、規格及使用，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八、保全人員考核。 

1. 全省各分公司勤務人員安全調查季考核一覽表。 

2. 巡察報告表。 

九、保全人員之通訊安全設備：(依保全業法第十四條規定辦理) 

1. VHF高頻無線電。 

2. 口笛。 

3. S腰帶。 

4. 手電筒。 

5. 呼叫器及皮盒。 

6. 鑰匙皮盒。 

7. 鑰匙掛鉤。 

十、運鈔車輛特殊安全裝備項目：(依保全業法第十四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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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HF高頻無線電。 

2. 口笛。 

3. S腰帶。 

4. 防彈板證明書及測試報告。 

5. 防彈玻璃證明書及測試報告。 

 

第二項  保全業之證照制度與法令 

內政部警政署目前正研究是否要求每位保全人員均應參加講習，並於講習後

發給結業證書及執業證照。保全業法於民國八十年十二月三十日頒布施行，因當

時偏重電子系統保全之規範，無法配合實際業者之需求與經營狀況，正檢討修訂

中。 

本研究於後面章節將深入探討此一問題，提出保全業法及其施行細則必須明

確加以規範的原因何在。此外，如微利時代增加成本未得到正面回應，業者何必

改革之問題，本文認為透過立法規範將是主要的解決方式，如何建立證照制度是

本研究的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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