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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性侵害案件專責處理小組工作效能影響因素與所面臨困境，針對十

九個縣市，在最近一年內有處理過性侵害案件的性侵害案件專責處理小組成員，共 965
人進行普查，有效樣本共計 934 份。研究結果發現，性侵害案件專責人員的「人格特質」、

「組織因素」、「專業能力」，與「工作績效」存在相關性。開放性問題發現：現行性侵

害案件專責小組成員的專業能力不足、專業訓練不足、太多人輪值導致辦案經驗不足、

因兼辦其他勤業務及缺乏獎勵誘因致使流動率高、家防官與偵查隊溝通協調不良、外部

網絡間溝通協調不良。綜合研究發現，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一、、性侵害案件專責人

員以婦幼隊專責為最佳。二、加入面試挑選人格特質良好的性侵害案件專責人員。三、

建立證照制度，確保性侵害案件專責人員的專業能力。四、加強網絡間的溝通協調。 

關鍵詞：性侵害案件、人格特質、組織因素、專業能力、工作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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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雖然遭受性侵害對被害人的身心靈皆可能造成極大傷害與羞辱，所產生的被害創傷

可能終其一生。但國際社會卻一直到 1960 年代末期，受到婦女人權及被害人人權保障

訴求的影響，才使得性侵害被害人保護、破除刑事司法體系對被害人迷思，以及如何讓

性犯罪者得到應有懲罰等議題受到重視，並逐漸成為法律改革的重點。而台灣也在數起

重大婦幼案件受到重視後，於 1997 年公布施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並推動諸多防治作

為（黃翠紋，2013）。但性侵害犯罪率在世界各地，卻仍呈現持續攀升的趨勢（Powell & 
Tidmarsh, 2013）。而從衛生福利部的統計，台灣性侵害被害通報事件亦呈現上升趨勢，

從 2011~2015 年，通報事件每年均超過 1 萬件 
司法正義之伸張，重點在於證據是否能充足地證明犯罪行為，而警察位居刑事司法

體系中第一線的處理機關，警察人員對於蒐集證據、保全證據、詢問筆錄等的完整性，

對於之後刑事司法體系的結果，影響重大，對於加害人是否能夠被定罪，極為重要。鑑

於過去警察處理性侵害被害人的詢問方式與專業能力備受詬病，內政部警政署於 2001
年 11 月 26 日訂頒「警察機關處理性侵害案件注意事項」，要求各縣（市）警察局應成

立性侵害專責處理單位，規定各警察局應指定性侵害專責處理單位，且各警察局應對專

責處理單位內的人員強化專業訓練，課程除相關法令及作業規範外，並應包括同理心等

心理課程及偵查作為、詢問技術等，此外，分局刑事組之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如未配

置女性偵查員，各該分局應指定三名以內之女警，支援該小組處理性侵害案件被害人相

關事宜。2005 年 8 月 4 日，內政部警政署訂頒「警察機關辦理性侵害案件處理原則」，

規定各警察局應組成專責小組處理性侵害案件，受理案件被害人為女性時，應由女性警

察人員處理為原則。2012 年 3 月 5 日，內政部警政署配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5 度修

法，新增「警察機關辦理性侵害案件處理原則」第 2 點第 2 項規定，性侵害案件專責小

組人員，每年應至少接受性侵害防治專業訓練課程六小時以上，以確保性侵害案件專責

小組的人員素質。有關我國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之沿革如表 1-1 所示。 
性侵害案件的處理應由專人專責處理，係期許各警察局應集中資源，對專責人員強

化專業訓練，課程除相關法令及作業規範外，並應包括同理心等心理課程及偵查作為、

詢問技術等1。其中，性侵害案件專責人員應統整、協調性侵害案件個案處理工作，為

被害人與警察機關聯繫之窗口，其工作內容包括下列事項（范國勇、張錦麗，2014）：

                                                        
1  2005 年進一步函頒「警察機關辦理性侵害案件處理原則」，要求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應組

成專責小組處理性侵害案件；其小組成員應包括女性、資深、已婚或適當之警察人員。但受理案件

被害人為女性時，應由女性警察人員處理為原則，並應充分尊重被害人意願，如有需要，得通知婦

幼警察隊人員到場協助。同時，專責人員每年應至少接受性侵害防治專業訓練課程 6 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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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向被害人說明警察機關處理性侵害案件流程、保護措施與相關法令規定；(2)依案件

需要，協助被害人驗傷與採證；(3)詢問被害人製作筆錄；(4)聯繫性侵害防治中心、社

政單位派員協助事項；(5)通知社工員進行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評估；(6)
負責性侵害案件之調查；(7)辦理性侵害案件通報作業；(8)辦理被害人後續聯繫事宜與

協助轉介；(9)性侵害案件應依個案專卷保存資料，並應嚴守保密原則2。 

表 1-1 警察機關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之發展沿革 
階段 時間 依據法令 特色 

第一 
階段 

1997 年 1 月～ 
2001 年 11 月 

警察機關 
及性侵害 
防治中心 
辦理性侵 
害事件處 
理準則 

1.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尚未形成，並非以小組形式

運作，而是以個人模式運作。 
2.受理案件被害人為女性時，應由女性警察人員處

理。換言之，一律由女警處理性侵害案件女性被

害人部分。 

第二 
階段 

2001 年 11 月～ 
2005 年 8 月 

警察機關 
處理性侵 
害案件注 
意事項 

1.從指定專責人員的個人模式，發展到專責小組的

團隊模式。 
2.分局刑事組之專責小組，如未配置女性偵查員，

各該分局應指定三名以內之女警，支援該小組處

理性侵害案件被害人相關事宜。  

第三 
階段 

2005 年 8 月～ 
迄今 

警察機關 
辦理性侵 
害案件處 
理原則 

1.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人員，每年應至少接受性侵

害防治專業訓練課程六小時以上。 
2.對於女性被害人的協助，由過去皆由女警來處

理，調整為原則上以女警來處理為原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然而觀察我國過去 13 年來，性侵害案件的起訴與判決情形容有改進的空間。依據

法務部的統計資料（詳如表 1-2），2005 年至 2017 年為止，我國近 13 年來，地方法院

檢察署偵查妨害性自主罪終結人數總計為 55,488 人。其中，「起訴」總計 26720 人，佔

終結人數之 48.15%；「緩起訴」總計 1,911 人，佔終結人數之 3.44%；「不起訴」總計

20634 人，佔終結人數之 37.19%。 

                                                        
2  為保護被害人，現行警察筆錄、移送書及各類通報紀錄之製作均使用代號，未有代號之資料與姓名

對照表均密封後附卷陳送。被害人驗傷採證、被害人筆錄及被害人調查表，原則由與被害人同性別

之員警陪同、製作。除顯無必要者外，詢問時，均由社工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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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近 13 年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性侵害案件偵查終結人數統計表 

西元 
起訴 緩起訴 不起訴 其他 總計 

(人)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2005 1,662 49.52% 75 2.24% 1,088 32.42% 531 15.82% 3,356

2006 1,896 51.69% 76 2.07% 1,260 34.35% 436 11.89% 3,668

2007 1,915 51.51% 86 2.31% 1,346 36.20% 371 9.98% 3,718

2008 2,072 51.29% 79 1.95% 1,456 36.04% 433 10.72% 4,040

2009 1,937 50.27% 102 2.65% 1,414 36.70% 400 10.38% 3,853

2010 2,030 50.27% 93 2.30% 1,514 37.50% 401 9.93% 4,038

2011 2,370 51.97% 124 2.72% 1,596 35.00% 470 10.31% 4,560

2012 2,487 51.94% 148 3.09% 1,652 34.50% 501 10.47% 4,788

2013 2,271 47.50% 222 4.64% 1,762 36.86% 526 11.00% 4,781

2014 2,201 46.47% 248 5.24% 1,773 37.44% 514 10.85% 4,736

2015 2,066 44.17% 219 4.68% 1,880 40.20% 512 10.95% 4,677

2016 1,965 42.20% 226 4.86% 1,841 39.54% 624 13.40% 4,656

2017 1,848 40.03% 213 4.61% 2,052 44.44% 504 10.92% 4,617
總計 26,720 48.15% 1,911 3.44% 20,634 37.19% 6,223 11.22% 55,488

資料來源：法務部網站  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common/WebList3.as 
px?menu=INF_COMMON_P  瀏覽日期：2018 年 11 月 30 日 

 

考量性侵害專責小組的工作績效不只代表警察機關處理性侵害案件的品質，更影響

後續司法訴訟程序中，加害人能否遭到有罪判決的關鍵影響因素。然而過去有關性侵害

案件專責小組的研究與相關論述極少。筆者以此為發想，擬透過本研究探討性侵害案件

處理小組成員現行的工作績效如何？有哪些因素會影響其工作績效？是否有改善之

處？期待透過本研究，據以作為提供相關警察機關調整性侵害防治政策內容的參考。 

貳、相關研究文獻回顧 

一、工作績效的相關研究與向度 
有關工作績效的研究甚多，本研究彙整近年來，有關警察之工作績效的論文，整理

如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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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工作績效的相關研究與向度彙整表 

姓名 年代 論文名稱 重點內容 工作績效 
之向度 

莊惠婷 2011 基層員警之

職家互涉、

核心自我評

價與工作績

效關係之研

究 

1.研究目的：「職家互涉」為自變項，並探討

「核心自我評價」在「職家互涉」與「工

作績效」間是否具有中介效果。 
2.研究對象：台灣基層員警。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 

(1)「核心自我評價」與「工作績效」具有

正向預測力。 
(2)「職家互涉」中的「職家促進」向度與

「工作績效」具有正向預測力。 
(3)「職家互涉」中的「職家衝突」向度與

「工作績效」具有負向預測力。 

1.工作效率 
2.工作品質 
3.創新與熱

忱 

張建明 2011 分駐（派出）

所所長領導

風格對員警

工作士氣及

工作績效影

響之研究—
以嘉義縣警

察局為例 

1.研究目的：探討分駐（派出）所所長「領

導風格」對員警「工作士氣」及「工作績

效」之影響情形。 
2.研究對象：嘉義縣警察局所屬各分駐（派

出）所員警（不含所長）。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 

(1)員警之不同「背景變項」對於所長「領

導風格」知覺、員警「工作士氣」與「工

作績效」存在差異情形。 
(2)所長「領導風格」、員警「工作士氣」

與「工作績效」間具有預測力。 
(3)所長「領導風格」對員警「工作士氣」，

有顯著影響，故員警「工作士氣」對於

「領導風格」與「工作績效」之間存有

中介效果。 

1.學習能力

2.績效達成

3.團體和諧 
 

李修志 2012 高雄市政府

警察局所屬

派出所基層

佐警知覺所

長 領 導 風

格、組織氣

候與工作績

效關係之研

究 

1.研究目的：探討基層派出所佐警知覺所長

「領導風格」、「組織氣候」與「工作績效」

之關係。 
2.研究對象：高雄市警察局之 17 個分局所屬

之分駐（派出）所內服勤之基層佐警。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 

(1)「性別」、「學歷」、「服務年資」對於「工

作績效」具有預測力。 
(2)分駐（派出）所基層佐警知覺所長「領

導風格」、「組織氣候」與「工作績效」

具有正向預測力。。 

1.工作效率

2.工作效能

3.工作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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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年代 論文名稱 重點內容 工作績效 
之向度 

蔡蓮味 2012 警察人員社

會支持與工

作績效之中

介效果分析 

1.研究目的：探討警察人員「社會支持」與

「工作績效」之中介效果分析。 
2.研究對象：臺北市、苗栗縣及高雄市等三

個地區之警察人員。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 

(1)「社會支持」對「工作績效」的路徑分

析，研究發現，「成就動機」、「工作投

入」、「組織承諾」的中介效果具有預測

力，整體直接效果具有預測力。 
(2)「工作年資」、「職等」對於「工作績效」

不具有預測力。 

1.工作效率

2.工作效能 
3.工作品質 

詹益森 2013 警察人員進

用制度與工

作績效之研

究—以臺中

市政府警察

局為例 

1.研究目的：探討「教（訓）、考、用」及「考、

訓、用」兩種不同「進用制度」之警察人

員，其「工作績效」之差異情形。 
2.研究對象：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六個分局之

警察人員。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 

(1)「警專」畢業之整體「工作績效」顯著

高於「非警專」畢業，然兩類員警對於

「工作績效」中「團體和諧」向度之認

知，則無顯著差異存在。 
(2)男性、31-40 歲、已婚有小孩之「非警

專」畢業，其整體「工作績效」認知，

顯著低於同樣背景因素之「警專」畢

業。 
(3)警察「進用制度」對整體「工作績效」

與「工作績效」中的「任務績效」、「學

習能力」兩向度，具有預測力。 
(4)「警專」畢業，其整體「工作績效」具

有預測力的「人口變項」，依序為「婚

姻狀況」、「目前工作所在」、「是否為主

管」、「職務配階」。 
(5)「非警專」畢業，其整體「工作績效」

具有預測力的「人口變項」，依序為「初

任警職學歷」、「目前工作所在」。 

1.任務績效

2.學習能力

3.團體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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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年代 論文名稱 重點內容 工作績效 
之向度 

林鴻佶 2014 派出所主管

領導行為與

團隊士氣及

工作績效關

係之研究：

以臺中市政

府警察局為

例 

1.研究目的：主管「領導行為」與基層「團

隊士氣」及「工作績效」之關係。 
2.研究對象：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員警。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派出所主管「領導行為」、「團

隊士氣」對於「工作績效」具有正向預測

力。 

1.工作品質 
2.熱忱創新 

林家宏 2015 工作生活品

質、組織承

諾與工作績

效  關 係 之

研究—以警

察機關人事

人員為例 

1.研究目的：探討警察機關人事人員「工作

生活品質」、「組織承諾」與「工作績效」

之現況。 
2.研究對象：全國警察機關人事單位之職員。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 

(1)警察人事人員的「工作生活品質」、「組

織承諾」與「工作績效」之現況，均屬

於中高程度。 
(2)「個人背景屬性」在「工作生活品質」、

「組織承諾」與「工作績效」上，具有

部分預測力。 
(3)「組織承諾」對於「工作績效」具有預

測力。 
(4)「工作生活品質」對於「工作績效」具

有預測力。 
(5)「組織承諾」對「工作生活品質」與「工

作績效」之關係具有中介效果。 

1.任務性績效

2.脈絡性績效

林金靜 2015 屏東縣基層

員警健康促

進 生 活 型

態、情緒管

理、生活品

質與工作績

效之研究 

1.研究目的：探討「健康促進生活型態」、「情

緒管理」對「生活品質」的相互關係；「健

康促進生活型態」、「情緒管理」對「工作

績效」的相互關係；「生活品質」對「工

作績效」的相互關係。 
2.研究對象：屏東縣基層員警。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 

(1)「健康促進生活型態」對於「工作績效」

具有正向預測力。 
(2)「情緖管理」對於「工作績效」具有正

向預測力。 
(3)「生活品質」對於「工作績效」具有正

向預測力。 

1.工作效率 
2.工作效能 
3.工作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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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年代 論文名稱 重點內容 工作績效 
之向度 

廖啟仲 2016 影響基層警

察工作績效

因素之研究

─以彰化縣

警察局為例 

1.研究目的：探討影響基層員警的「工作績

效」因素有那些，以及找出員警心目中最

會影響「工作績效」的前三名，並透過問

卷調查來探討不同因素「工作績效」的影

響能力。 
2.研究對象：彰化縣基層警察。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工作壓力」、「社會支持」、「情

緒勞務」對於「工作績效」最具有預測力，

且皆為正向預測力。 

1.工作效率 
2.工作效能

3.工作品質 
 

林榮地 2017 基層員警轉

換型領導、

工作壓力、

組織承諾與

工作績效關

聯性之研究

─以新北市

警察局為例 

1.研究目的：探討基層員警「轉換型領導」、

「工作壓力」、「組織承諾」與「工作績效」

之關係。 
2.研究對象：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的六個分

局（三重分局、海山分局、永和分局、汐

止分局、金山分局、瑞芳分局）。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 

(1)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基層員警之「工作績

效」現況尚屬良好。 
(2)「轉換型領導」、「工作壓力」、「組織承

諾」對於「工作績效」具有相關性。 

1.工作效率 
2.工作效能 
3.工作品質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上表可知，依據研究主題的不同，對於警察的工作績效之影響因素也不盡相同。

本研究依據性侵害案件的特殊性、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的現況和文獻探討，從眾多影響

「工作績效」的因素中，選擇「人格特質」、「組織因素」、「專業能力」來做分析探討。

此外，工作績效的向度，亦依據研究主題的不同而不盡相同。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性侵

害案件專責小組，其所偵辦的性侵害案件相較其他刑事案件有所不同，更著重在處理案

件的過程中有良好的品質，故本研究參考 Lee 等人（1999）對於工作績效之研究；此外，

基於性侵害案件具有二度傷害的特性，須考量被害人在性侵害案件偵辦中的感受，因此

參考黃翠紋、李承穎（2017）的研究，將工作績效區分為三個向度：（一）工作效率：

於期限內，任務達成之程度；（二）工作效能：目標達成率、錯誤率、長官滿意度；（三）

被害人服務品質：減少被害人二次傷害、提供被害人協助。 

二、性侵害專責小組工作績效之影響因素 
本研究綜合國去相關研究，將可能影響性侵害專責小組工作績效之因素，歸納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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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特質、組織因素、專業能力等三個構面，有關其與工作績效之關聯性分述如下： 

（一）人格特質與工作績效之關聯性研究 

本研究彙整近年來，有關人格特質與工作績效之關聯性研究，整理如表 2-2。 

表 2-2  人格特質與工作績效之關聯性研究彙整表 
姓名 年代 論文名稱 人格特質與工作績效之關聯性 

王陸鎰 2006 人格特質、組織

結構、工作滿意

與工作績效關係

之研究－以台中

加工出口區行政

人員為例 

1.研究目的：探討員工「人格特質」、「組織結構」、

「工作滿意」與「工作績效」的關係。 
2.研究對象：台中加工出口區員工。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人格特質」對於「工作績效」，具有

預測力。 
張嘉福 2010 人格特質、組織

結構、工作績效

與影響升遷關係

之研究－以科學

工業園區行政人

員為例 

1.研究目的：探討影響升遷的「人格特質」、「工作

績效」、「組織結構」間的關聯性。 
2.研究對象：新竹科學園區之行政人員。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嚴謹性」、「外向性」、「宜人性」對於

「工作績效」，具有相關性。 
曾淑珍 2011 車貸授信人員人

格特質與工作壓

力對工作績效影

響之研究 

1.研究目的：探討車貸授信人員之「人格特質」與

「工作壓力」來進一步瞭解與「工作績效」間之

關聯性。 
2.研究對象：車貸授信人員。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 

(1)「開放性」、「嚴謹性」、「宜人性」對於「工作

績效」，具有預測力。 
(2)「開放性」較願意配合公司制度，妥善運用公

司資源，會思考背後之意義，具有舉一反三之

能力，故對於「工作績效」，具有預測力。 
(3)「嚴謹性」處理事務相對謹慎、考慮周到，故

對於「工作績效」，具有預測力。 
(4)「宜人性」較能廣納不同意見，對於工作有整

體思考及同理心，眾人於工作職場上較願意配

合，故對於「工作績效」，具有預測力。 
梁淑媛 2011 工作壓力、人格

特質及情緒管理

對工作績效影響

之研究 

1.研究目的：探討員工的「工作壓力」、「人格特質」、

「情緒管理」變數對於「工作績效」間的關係。 
2.研究對象：各產業別之員工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情緒穩定性」、「經驗開放性」、「勤勉

正直性」、「外向性」，對於「工作績效」，具有預

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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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年代 論文名稱 人格特質與工作績效之關聯性 
林柄呈 2012 外籍勞工人格特

質對工作績效的

影響－以萬國人

力公司引進人員

為例 

1.研究目的：探討「人格特質」對「工作績效」的

影響。 
2.研究對象：泰國、菲律賓、印尼、越南之外勞。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人格特質」對於「工作績效」，具有

關聯性。 
李亞倫 2014 人格特質、組織

文化與工作績效

的關連性探討－

以 C 公司 
為例 

1.研究目的：探討個案公司「人格特質」、「組織文

化」與「工作績效」之間的相關。 
2.研究對象：C 公司員工。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 

(1)「外向性」、「勤勉正直性」對於「工作績效」，

具有預測力。 
(2)「開放學習性在創新性文化的交互作用」、「勤

勉正直性在團隊導向文化的交互作用」，對於

「工作績效」，具有正向預測力。 
(3)「情緒敏感性與團隊導向文化交互作用」，對

於「工作績效」，具有負向預測力。 
黃秀枝 2014 銀行行員工作壓

力、人格特質、

主管領導型態、

與工作績效之影

響性研究 

1.研究目的：探討銀行員工的「工作壓力」、「人格

特質」、主管「領導型態」與「工作績效」之關聯。

2.研究對象：台南市某商業銀行所屬 12 家分行編制

內員工。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人格特質」對於「工作績效」，具有

預測力。 
莊雅玲 2014 人力資源專業人

員之專業職能、

勤勉正直性人格

特質與工作績效

之研究－以主管

與部屬人際交換

關係為調節變項

1.研究目的：探討人力資源專業人員之「專業職

能」、「勤勉正直性人格特質」與「工作績效」之

影響。 
2.研究對象：台灣地區人力資源專業人員。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 

(1)「勤勉正直性」人格特質對於「工作績效」，

具有正向預測力。 
(2)「專業職能」對於「工作績效」，具有部份正

向預測力。 
張雅萍 2014 人格特質、組織

變革認知、關係

品質與工作績效

之研究－以行政

院南部聯合服務

中心為例 

1.研究目的：探討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員工之

「人格特質」、「組織變革認知」、「關係品質」與

「工作績效」的關係。 
2.研究對象：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所有員工。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人格特質」對於「工作績效」，具有

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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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年代 論文名稱 人格特質與工作績效之關聯性 
王崇安 2015 房仲人員人格特

質、情緒勞務、

工作績效之關聯

性研究－以原臺

中市為例 

1.研究目的：探討房仲人員之「人格特質」、「情緒

勞務」、「工作績效」的關係。 
2.研究對象：原台中市房仲人員。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房仲人員之「人格特質」、「情緒勞務」

與「工作績效」等三變數之兩兩關係，皆具有正

向預測力。 
賴建維 2015 轉換型領導 

、人格特質與工

作績效之研究－

情緒智力的中介

效果 

1.研究目的：探討嘉義地區國民中學校長之「轉換

型領導」、教師之「情緒智力」、教師之「人格特

質」與「工作績效」的關係與影響。 
2.研究對象：嘉義地區國民中學教師。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人格特質」對於「工作績效」，具有

正向預測力。 
許瓊茹 2017 領導風格、人格

特質、組織承諾

與工作績效關係

之研究－以中部

某企業公司為例

1.研究目的：探討中部某企業公司之「領導風格」、

「人格特質」、「組織承諾」與「工作績效」關係

之研究。 
2.研究對象：中部某企業公司。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人格特質」對於「工作績效」，具有

正向預測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有關研究結果表示「人格特質」對於「工作績效」，幾乎皆具有預測力。然而，有

些研究發現，並非所有五大人格特質，皆對工作績效都有預測力，而是僅五大人格特質

中的某幾個人格特質，對工作績效具有預測力。 
此外，黃翠紋、李承穎（2017）研究指出，婦幼工作是重視同理心的警政工作，建

議家防官遴選採二個階段，第一階段先用筆試來考核其對於相關法令規定的熟悉程度，

通過後，再輔以面試，透過主考官面對面的口試考核，來了解該人是否從事家防官一職

的「人格特質」與工作熱忱。爰此，「人格特質」的重要性，不可等閒視之。性侵害案

件為婦幼工作重點之一，家防官與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同為從事婦幼工作的警政人員，

故「人格特質」對於性侵害件案件專責小組的「工作績效」，具有重大影響。 
綜上，本研究假設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的「人格特質」對其「工作績效」，具有預

測力，並參酌心理學「五大人格類型」，並取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在性侵害案件之工作

績效上較為重要的人格特質：能與同事間相處融洽、在處理害案件上謹慎負責嚴謹性、

不易受到外界的干擾，故將人格特質分為三個向度：親和性、嚴謹性、神經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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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因素與工作績效之關聯性研究 

本研究彙整近年來，有關組織因素與工作績效之關聯性研究，整理如表 2-3。 

表 2-3  組織因素與工作績效之關聯性研究彙整表 
姓名 年代 論文名稱 組織因素與工作績效之關聯性研究 

陳珮玲 2001 組 織 因 素 對

併 購 後 績 效

影 響 之 研 究

－ 以 證 券 業

為例 

1.研究目的：探討「組織因素」對於「併購後績效」

之影響。 
2.研究對象：國內證券業被併公司的員工。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 

(1)「企業文化」之「程序導向」、「行動導向」、「績

效導向」等「組織因素」，對於「併購後績效」

中的「併購滿意度」向度，具有負向預測力。 
(2)「企業文化」之「程序導向」等「組織因素」，

對於「併購後績效」中的「市佔率成長率」向度，

具有負向預測力。 
陳素蓮 2003 組 織 因 素 對

企 業 導 入 資

訊 系 統 成 效

影響之探討 

1.研究目的：探討在導入資訊系統過程中，「組織因素」

對系統導入成效影響為何。 
2.研究對象：福懋興業股份有股公司。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組織因素」對於「資訊系統實施成效」，

具有正向相關性。 
吳玉玲 2004 專 案 管 理 關

鍵 因 素 與 組

織 因 素 對 軟

體 專 案 績 效

之 影 響 － 以

臺 北 市 政 府

為例 

1.研究目的：探討專案管理關鍵因素與「組織因素」

對軟體「專案績效」之影響。 
2.研究對象：臺北市政府資訊化推動組織架構的專案

管理者。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組織因素」對於軟體「專案績效」，不

具有預測力。 
陳沛如 2004 組織因素、科

技因素、協同

能力、作業能

力 與 供 應 鏈

績 效 間 之 架

構 性 關 係 研

究 

1.研究目的：探討企業之「組織因素」、「科技因素」、

「協同合作能力」及「作業能力」等影響「供應鏈

績效」之間互動之關係。 
2.研究對象：台灣的高科技業與傳統製造業中具代表

性企業。 
3.研究方法：個案研究法。  
4.研究發現：對於「供應鏈績效」之影響因素，比例

佔最重的為「組織因素」、「協同能力」，其次為「科

技因素」、「作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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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年代 論文名稱 組織因素與工作績效之關聯性研究 
魏宗崙 2005 產業特性、組

織 因 素 及 協

同 商 務 管 理

推 動 程 度 與

組 織 績 效 關

係之研究 

1.研究目的：探討「產業特性」、「組織因素」、「協同

管理之推動」程度和「組織績效」之間的關係。 
2.研究對象：參與協同商務管理之廠商。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協同管理之推動」為中介變項。「組織

因素」中的「電子化程度」向度對於「協同管理之

推動」，具有預測力；「協同管理之推動」對於「組

織績效」，不具有預測力。 
沈佩穎 2009 企 業 建 置 環

境 會 計 制 度

影 響 因 素 與

績效之研究 

1.研究目的：探討「組織因素」、「環境因素」、「環境

會計驅動因素」、「企業建置環境會   計制度」對於

「績效」的關聯性。 
2.研究對象：台灣已建置環境會計制度的公司。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企業建置環境會計制度」為中介變項。

「組織因素」對於「企業建置環境會計制度」，具有

預測力；而「企業建置環境會計制度」對於「績效」，

具有預測力。 
蔡哲聖 2012 以 產 業 類 別

及 組 織 因 素

探 討 合 約 管

理 成 熟 度 對

企 業 營 運 績

效之影響 

1.研究目的：探討「產業類別」、「組織因素」與合約

之關係，並以「合約管理成熟度」來檢視對於「營

運績效」之影響。 
2.研究對象：台灣本土企業。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合約管理成熟度」為中介變項。「組織

因素」對於「合約管理成熟度」，具有預測力；而「合

約管理成熟度」對於「營運績效」，具有預測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彙整相關研究可知，有些研究指出，「組織因素」對於「工作績效」，具有正向相關

性（陳素蓮，2003）；有些研究指出，「組織因素」對於「工作績效」，具有負面預測力

（陳珮玲，2001）；有些研究指出，「組織因素」對於「工作績效」，不具有預測力（吳

玉玲，2004）；有些研究指出，「組織因素」透過中介變項，對於「工作績效」，具有預

測力（沈佩穎，2009；蔡哲聖，2012）；有些研究指出，「組織因素」透過中介變項，對

於「工作績效」，不具有預測力（魏宗崙，2005）。 
綜上，「組織因素」對於「工作績效」是否具有預測力，眾說紛紜，研究者認為可

能與組織本身的特性有關，不同的組織具有不同的特性。本研究依據性侵害案件的特殊

性和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的現況、困境，假設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的「組織因素」對其

「工作績效」，具有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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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業能力與工作績效之關聯性研究 

本研究彙整近年來，有關專業能力與工作績效之關聯性研究，整理如表 2-4。 

表 2-4  專業能力與工作績效之關聯性研究彙整表 
姓名 年代 論文名稱 專業能力與工作績效之關聯性 

林澄貴 2001 知識管理、工

程專業人員核

心能力與工作

績效關係之研

究～以中鋼公

司為例 

1.研究目的：探討中鋼導入「知識管理」系統的過程

中，對工程專業人員「核心能力」與「工作績效」

的影響。 
2.研究對象：中鋼公司工程師以上專業人員。 
3.研究方法：量化分析與個案研究方法。 
4.研究發現：「核心能力」對於「工作績效」，具有正

向預測力。  
劉淑雯 2003 私立課後托育

教 師 專 業 能

力、工作滿意

與教師效能研

究 

1.研究目的：探討私立課後托育教師「專業能力」、「工

作滿意」與「教師效能」之關係。 
2.研究對象：台中市私立課後托育機構的課後托育教

師。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專業能力」對於「教師效能」，具有正

向預測力。 
黃翠瑩 2008 知識管理、專

業能力與工作

績效關係之研

究－以財政部

高雄市國稅局

為例 

1.研究目的：探討高雄市國稅局之稅務人員「知識管

理」、「專業能力」和「工作績效」之關係。 
2.研究對象：高雄市國稅局之稅務人員。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專業能力」對於「工作績效」，具有正

向預測力。 
呂佳容 2009 警察人員知識

管理、專業能

力與工作績效

關係之研究－

以高雄縣政府

警察局為例 

1.研究目的：探討現行警察機關「知識管理」的實際

行為，並探討「知識管理」、「專業能力」、「工作績

效」之相關性。 
2.研究對象：高雄縣政府警察局員警。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警察人員「專業能力」對於「工作績效」，

具有正相關性。 
張正賢 2009 核心職能、教

育訓練與工作

績效關係之研

究－以定期海

運業為例 

1.研究目的：探討定期海運公司員工「核心職能」與

「教育訓練」現況，並進一步探討其對「工作績效」

間的影響。 
2.研究對象：定期海運公司員工。 
3.研究方法：結構方程模式。 
4.研究發現：「核心職能」對於「工作績效」，具有預

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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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年代 論文名稱 專業能力與工作績效之關聯性 
彭慧純 2011 人力資源專業

人員之專業職

能、工作動機

與個人績效之

關係探討 

1.研究目的：探討人力資源專業人員之「專業職能」

與「工作動機」對其個人「工作績效」的影響。 
2.研究對象：台灣地區人力資源專業人員。 
3.研究方法：配對問卷調查方式。 
4.研究發現：「專業職能」對於「工作績效」，具有正

向預測力。 
黃靜瑩 2013 探討專科護理

師之角色功能

與專業能力對

工作績效之影

響 

1.研究目的：探討專科護理師之「角色功能」與「專

業能力」對於「工作績效」之影響。 
2.研究對象：中部某區域教學醫院已具證照之專科護

理師、準專科護理師。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專業能力」對於「工作績效」，具有部

份預測力。 
李培銘 2015 理財專員專業

職能與關係品

質對工作績效

之影響 

1.研究目的：探討「專業職能」與「關係品質」對於

「工作績效」之影響。 
2.研究對象：公營、泛官股和民營金融機構現職理財

專員。 
3.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4.研究發現：「專業職能」對於「工作績效」，具有正

向預測力，尤其是「專業職能」中的「知識」、「技

能」二個向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大部份的研究指出，「專業能力」對於「工作績效」，具有正向預測力。惟少數研究

指出，「專業能力」對於「工作績效」，具有部份預測力（黃靜瑩，2013），或者具有正

相關性（呂佳容，2009）。本研究據性侵害案件的特殊性和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的現況、

困境，假設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的「專業能力」對其「工作績效」具有預測力。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圖與操作化定義 
本研究綜合前述文獻探討，擬定架構圖如圖 3-1 所示。以「人格特質」、「組織因素」

以及「專業能力」三個構面，共計 9 個指標為自變項、「工作績效」中的三個指標為依

變項，探求其間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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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圖 

 
茲將本研究對各向度之操作化定義，彙整如下表（詳如表 3-1）。 

表 3-1 各指標操作化定義和研究假設彙整表 
構面 指標 操作化說明 研究假設 參考文獻來源 

人格 
特質 

親和性 與人相處融洽的

程度。 
親和性越高的性侵害案件專責

小組人員，工作績效越好。 參 考 張 春 興

（2014）的研究，

並 參 酌 施 惠 娟

（2018）所設計的

量表編修而成。 

嚴謹性 小心謹慎、認真

負責的程度。 
嚴謹性性越高的性侵害案件專

責小組人員，工作績效越好。

神經質 情 緒 穩 定 的 程

度。 
神經質越低的性侵害案件專責

小組人員，工作績效越好。 

組織 
因素 

專業訓練 性侵害的專業訓

練程度。 

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人員之性

侵害的專業訓練越完整者，工

作績效越好。 

參 考 張 潤 書

（2009）的研究，

而專業訓練參酌

江怡蓉（2017）；

工作負荷、溝通協

調 參 酌 趙 明 玉

（2016）；獎勵制

度 參 酌 顏 瑀 涵

（2017）所設計的

量表，編修而成。 

工作負荷 小組內工作負荷

的情形 
工作負荷越少的性侵害案件專

責小組，工作績效越好。 

獎勵制度 單位獎勵情形滿

意比例。 

認同單位獎勵制度的性侵害案

件專責小組人員，工作績效越

好。 

溝通協調 與其他單位溝通

協調的程度。 

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與其他單

位，溝通協調越好者，工作績

效越好。 

專業 
能力 專業知能 

對於性侵害犯罪

防治、刑法妨害

性自主罪章等法

令知識所、性侵

處理性侵害案件所需的法令知

識、性侵害案件特性越瞭解之

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人員，工

作績效越好。 

參考 Chisholm 和

Ely（1976）的研

究，並參酌陳建陽

（2005）所設計的

人格特質 

1.親和性 
2.嚴謹性 
3.神經質 

組織因素 

1.專業訓練 
2.工作負荷 
3.獎勵制度 

4.溝通協調 

工作績效 

1.工作效率 
2.工作效能 
3.被害人服務品質 

專業能力 

1.專業知能 
2.專業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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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指標 操作化說明 研究假設 參考文獻來源 
害案件特性瞭解

的程度。 
量表編修而成。 

專業態度 
處理性侵害案件

的 熱 忱 、 同 理

心、服務精神。

處理性侵害案所需的服務態度

越佳之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人

員，工作績效越好。 

工作 
績效 

工作效率 
於一定期限內，

任 務 達 成 之 程

度。 

人格特質、組織因素、專業能

力對於工作效率具有預測力。

參 考 Lee 等 人

（1999）和趙明玉

（2016）的研究，

而工作效率、工作

效能參酌李修志

（2012）；被害人

服務品質參酌趙

明玉（2016）所設

計的量表，編修而

成。 

工作效能 

地檢署認同所移

送 的 性 侵 害 案

件，給予起訴、

緩起訴。 

人格特質、組織因素、專業能

力對於工作效能具有預測力。

被害人 
服務品質 

減少被害人二次

傷害、提供被害

人協助。 

人格特質、組織因素、專業能

力對於被害人服務品質具有預

測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問卷施測情形 
本研究針對我國之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成員進行問卷普查，委託各縣市婦幼隊性侵

害業務負責人，專人發放，針對最近一年內有實際處理性侵害案件的專責小組成員發放

問卷並回收，且每份問卷均單獨放入信封中，確保填答人的保密性，於 2018 年 8 月 6
日全部發送問卷完成，同年 10 月 18 日全部回收，共計 6 個直轄市（台北市、新北市、

桃園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3 個市（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10 個縣（新

竹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

共 19 個行政區域，共發放問卷 965 份，回收問卷計有 949 份，經刪除空白卷等廢卷後，

統計有效問卷共 934 份，可用問卷比率為 98.4%。有關各縣市警察局問卷回收情形，統

計如表 3-2 所示。 

表 3-2 問卷回收統計表 

縣市 實際人數

最近一年內 
處理性侵害 
案件人數 

發放問卷 回收問卷 有效問卷
有效問卷率(%) 

(有效問卷/回收問卷) 

台北市 126 61 61 61 61 100.00 
新北市 503 193 193 189 186 98.41 
桃園市 155 86 86 85 85 100.00 
台中市 140 61 61 59 59 100.00 
台南市 150 78 78 76 76 100.00 
高雄市 169 81 81 78 74 9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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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實際人數

最近一年內 
處理性侵害 
案件人數 

發放問卷 回收問卷 有效問卷
有效問卷率(%) 

(有效問卷/回收問卷) 

基隆市 15 13 13 13 13 100.00 
新竹市 10 10 10 10 10 100.00 
嘉義市 60 29 29 29 29 100.00 
新竹縣 90 18 18 18 17 94.44 
苗栗縣 80 28 28 28 27 96.43 
彰化縣 180 75 75 72 70 97.22 
南投縣 20 15 15 15 14 93.33 
雲林縣 60 24 24 24 23 95.83 
嘉義縣 87 34 34 34 33 97.06 
屏東縣 87 52 52 51 51 100.00 
宜蘭縣 43 26 26 26 25 96.15 
花蓮縣 37 24 24 24 24 100.00 
台東縣 78 57 57 57 57 100.00 
總計 2090 965 965 949 934 98.42 

 

三、研究工具之信、效度分析 

（一）「人格特質」構面分析 

本研究在「人格特質」構面上共有 15 題，經主成分分析，萃取成 3 個成分，分別

命名為「親和性」、「嚴謹性」以及「神經質」3 個指標，且每個指標均各有 5 個題項。

經進一步進行信、效度分析，其中「親和性」的 Cronbach's  Alpha 係數為 0.86，解釋

變異量為 67.24%，而且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均達 0.75 以上；「嚴謹性」計有 5 題 Cronbach's  
Alpha 係數為 0.85，解釋變異量為 63.54%，而且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均達 0.74 以上；「神

經質」的 Cronbach's  Alpha 係數為 0.87，解釋變異量為 67.24%而且各題項的因素負荷

量均達 0.76 以上。顯示「人格特質」構面 3 個指標的信、效度良好。 

（二）「組織因素」構面分析 

本研究在「組織構面」構面上共有 24 題，經主成分分析，萃取成 4 個成分，分別

命名為「專業訓練」、「工作負荷」、「獎勵制度」以及「溝通協調」指標。經進一步進行

信、效度分析，其中「專業訓練」指標計有 7 個題項，期 Cronbach's Alpha 係數為 0.93，

解釋變異量為 71.50%，而且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均達 0.73 以上；「工作負荷」指標計有

6 個題項，期 Cronbach's  Alpha 係數為 0.91，解釋變異量為 68.93%，而且各題項的因

素負荷量均達 0.72 以上；「獎勵制度」指標計有 5 個題項，期 Cronbach's  Alpha 係數

為 0.90，解釋變異量為 70.86%，而且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均達 0.81 以上；「溝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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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計有 6 個題項，期 Cronbach's  Alpha 係數為 0.86，解釋變異量為 58.28%，而且各

題項的因素負荷量均達 0.71 以上。顯示「組織因素」構面 4 個指標的信、效度良好。 

（三）「專業能力」構面分析 

本研究在「專業能力」構面上共有 12 題，經主成分分析，萃取成 2 個成分，分別

命名為「專業知能」以及「專業態度」指標。經進一步進行信、效度分析，其中「專業

知能」指標計有 7 個題項，期 Cronbach's  Alpha 係數為 0.92，解釋變異量為 67.54%，

而且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均達 0.74 以上；「專業態度」指標計有 5 個題項，期 Cronbach's  
Alpha 係數為 0.87，解釋變異量為 66.90%，而且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均達 0.73 以上。

顯示「專業能力」構面 2 個指標的信、效度良好。 

（四）「工作績效」構面分析 

本研究在「工作績效」構面上共有 16 題，經主成分分析，萃取成 3 個成分，分別

命名為「工作效率」、「工作效能」以及「被害人服務品質」指標。經進一步進行信、效

度分析，其中「工作效率」指標計有 4 個題項，期 Cronbach's  Alpha 係數為 0.87，解

釋變異量為 71.67%，而且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均達 0.81 以上；「工作效能」指標計有 7
個題項，期 Cronbach's  Alpha 係數為 0.82，解釋變異量為 49.34%，而且各題項的因素

負荷量均達 0.64 以上；「被害人服務品質」指標計有 5 個題項，期 Cronbach's  Alpha
係數為 0.85，解釋變異量為 62.86%，而且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均達 0.74 以上。顯示「工

作績效」構面 3 個指標的信、效度良好。 

肆、資料分析與討論 

一、自變項與依變項之相關分析 
以下分別就「工作效率」、「工作效能、「被害人服務品質」3 個依變項，與「親和

性」、「嚴謹性」「神經質」、「專業訓練」、「工作負荷」、「獎勵制度」、「溝通協調」、「專

業知能」、「專業態度」9 個自變項，有無相關性，進行分析與討論。 

（一）工作效率 

由表 4-1 顯示，「工作效率」與「親和性」、「嚴謹性」、「專業訓練」、「獎勵制度」、

「溝通協調」、「專業知能」、「專業態度」之 p 值< 0.05，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且 Pearson
值均為正值，代表有正相關。表示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待人越親和，做事越嚴謹，受到

越好的專業訓練，獎勵制度越好，有越好的溝通協調，擁有越好的專業知能，擁有越好

的專業態度，則其工作效率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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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工作效率」與「神經質」、「工作負荷」之 p 值< 0.05，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且 Pearson 值均為負值，代表有負相關。表示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情緒越不穩定，工作

負荷量越重，則其工作效率越差。 

表 4-1 工作效率與各自變項之相關分析表 
工作效率 工作效率 親和性 嚴謹性 神經質 專業訓練 工作負荷 

Pearson 相關 1 0.345*** 0.406*** -0.128*** 0.415*** -0.219*** 
顯著性 (雙尾)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人數 934 934 934 934 934 934 

 
工作效率 工作效率 獎勵制度 溝通協調 專業知能 專業態度 

Pearson 相關 1 0.248*** 0.454*** 0.588*** 0.629*** 
顯著性 (雙尾) -- 0.000 0.000 0.000 0.000 
人數 934 934 934 934 934 
註：*** 表示在顯著水準為 0.001 時 (雙尾)，相關顯著；** 表示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 (雙尾)，

相關顯著；* 表示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雙尾)，相關顯著。 

 

（二）工作效能 

由表 4-2 顯示，「工作效能」與「親和性」、「嚴謹性」、「專業訓練」、「獎勵制度」、

「溝通協調」、「專業知能」、「專業態度」之 p 值< 0.05，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且 Pearson
值均為正值，代表有正相關。表示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待人越親和，做事越嚴謹，受到

越好的專業訓練，獎勵制度越好，有越好的溝通協調，擁有越好的專業知能，擁有越好

的專業態度，則其工作效能越好。 
此外，「工作效能」與「神經質」、「工作負荷」之 p 值< 0.05，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且 Pearson 值均為負值，代表有負相關。表示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情緒越不穩定，工作

負荷量越重，則其工作效能越差。 

表 4-2 工作效能與各自變項之相關分析表 
工作效能 工作效能 親和性 嚴謹性 神經質 專業訓練 工作負荷

Pearson 相關 1 0.334*** 0.416*** -0.162*** 0.400*** -0.205*** 
顯著性 (雙尾)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人數 934 934 934 934 934 934 
 

工作效能 工作效能 獎勵制度 溝通協調 專業知能 專業態度

Pearson 相關 1 0.165*** 0.471*** 0.595*** 0.579*** 
顯著性 (雙尾) -- 0.000 0.000 0.000 0.000 
人數 934 934 934 934 934 
註：*** 表示在顯著水準為 0.001 時 (雙尾)，相關顯著；** 表示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 (雙尾)，

相關顯著；* 表示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雙尾)，相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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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害人服務品質 

由表 4-3 顯示，「被害人服務品質」與「親和性」、「嚴謹性」、「專業訓練」、「獎勵

制度」、「溝通協調」、「專業知能」、「專業態度」之 p 值< 0.05，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且 Pearson 值均為正值，代表有正相關。表示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待人越親和，做事越

嚴謹，受到越好的專業訓練，獎勵制度越好，有越好的溝通協調，擁有越好的專業知能，

擁有越好的專業態度，則其被害人服務品質越好。 
此外，「被害人服務品質」與「神經質」、「工作負荷」之 p 值< 0.05，達統計上的顯

著水準，且 Pearson 值均為負值，代表有負相關。表示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情緒越不穩

定，工作負荷量越重，則其被害人服務品質越差。 

表 4-3 被害人服務品質與各自變項之相關分析表 
被害人 

服務品質 
被害人 
服務品質 親和性 嚴謹性 神經質 專業訓練 工作負荷

Pearson 相關 1 0.394*** 0.423*** -0.090** 0.355*** -0.168*** 
顯著性 (雙尾) -- 0.000 0.000 0.006 0.000 0.000 
人數 934 934 934 934 934 934 
 

被害人 
服務品質 

被害人 
服務品質 獎勵制度 溝通協調 專業知能 專業態度

Pearson 相關 1 0.132*** 0.345*** 0.432*** 0.664*** 
顯著性 (雙尾) -- 0.000 0.000 0.000 0.000 
人數 934 934 934 934 934 
註：*** 表示在顯著水準為 0.001 時 (雙尾)，相關顯著；** 表示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 (雙尾)，

相關顯著；* 表示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雙尾)，相關顯著。 

 

二、複迴歸分析 

此部分將針對各依變項進行逐步複迴歸，檢視「親和性」、「嚴謹性」「神經質」、「專

業訓練」、「工作負荷」、「獎勵制度」、「溝通協調」、「專業知能」、「專業態度」9 個自變

項，對於「工作效率」、「工作效能、「被害人服務品質」3 個依變項有無預測力，其預

測程度，分述如下。 

（一）工作效率 

由表 4-4 至表 4-5 為「工作效率」之迴歸分析，可以發現在所投入 9 個自變項中，

共有「專業態度」、「專業知能」、「嚴謹性」、「溝通協調」、「獎勵制度」5 個自變項進入

迴歸模型。其多元相關係數 R 為 0.722，決定係數 R 平方為 0.521，表示此 5 個變項可

以解釋受試樣本對其「工作效率」之程度有 52.1% 的變異量。進入迴歸模式的 5 個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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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變項中，以「專業態度」的個別解釋變異量最大，達 39.6%。其次依序為「專業知能」

之單獨解釋變異量的改變量為 9.4%；「嚴謹性」之單獨解釋變異量的改變量為 1.6%；「溝

通協調」之其單獨解釋變異量的改變量為 1.1%；「獎勵制度」之其單獨解釋變異量的改

變量為 0.4%。 
此外，觀察其標準化迴歸係數，「專業態度」、「專業知能」、「嚴謹性」、「溝通協調」、

「獎勵制度」之 Beta 值為正值，代表與「工作效率」有正相關。以下分別論述之： 
1. 「專業態度」（Beta = 0.373、t =13.167、p < 0.05），對於「工作效率」具有正面效果。

代表「專業態度」每增加 1 個標準差的單位，會增加「工作效率」之 0.373 標準差的

單位。對於「工作效率」的預測力有 39.6%。由此可知，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的專業

態度越佳，其工作效率越好；其專業態度越差，其工作效率越差。 
2. 「專業知能」（Beta = 0.295、t =10.515、p < 0.05），對於「工作效率」具有正面效果。

代表「專業知能」每增加 1 個標準差的單位，會增加「工作效率」之 0.295 標準差的

單位。對於「工作效率」的預測力有 9.4%。由此可知，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的專業

知能越佳，其工作效率越好；其專業知能越差，其工作效率越差。 
3. 「嚴謹性」（Beta = 0.131、t =5.205、p < 0.05），對於「工作效率」具有正面效果。代

表「嚴謹性」每增加 1 個標準差的單位，會增加「工作效率」之 0.131 標準差的單位。

對於「工作效率」的預測力有 1.6%。由此可知，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人格特質上越

認真謹慎，其工作效率越好；其人格特質上越不認真謹慎，其工作效率越差。 
4. 「溝通協調」（Beta = 0.097、t =3.406、p < 0.05），對於「工作效率」具有正面效果。

代表「溝通協調」每增加 1 個標準差的單位，會增加「工作效率」之 0.097 標準差的

單位。對於「工作效率」的預測力有 1.1%。由此可知，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在溝通

協調上越佳，其工作效率越好；其在溝通協調上越差，其工作效率越差。 
5. 「獎勵制度」（Beta =0.066、t =2.626、p < 0.05），對於「工作效率」具有正面效果。

代表「獎勵制度」每增加 1 個標準差的單位，會增加「工作效率」之 0.066 標準差的

單位。對於「工作效率」的預測力有 0.4%。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在獎勵制度上越滿

意，其工作效率越好；其在獎勵制度上越不滿意，其工作效率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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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工作效率迴歸模式摘要表 

模式 R R 平方 調過後的

R 平方 
估計的

標準誤

變更統計量 

R 平方

改變量
F 改變

分子

自由度

df1 

分母 
自由度 

df2 

顯著性 
F 改變

1 0.629a 0.396 0.395 1.402 0.396 611.324 1 932 0.000 
2 0.700b 0.490 0.489 1.288 0.094 172.142 1 931 0.000 
3 0.712c 0.507 0.505 1.268 0.016 30.832 1 930 0.000 
4 0.720d 0.518 0.516 1.254 0.011 21.609 1 929 0.000 
5 0.722e 0.521 0.519 1.251 0.004 6.894 1 928 0.009 

a. 預測變數:(常數), 專業態度 

b. 預測變數:(常數), 專業態度, 專業知能 

c. 預測變數:(常數), 專業態度, 專業知能, 嚴謹性 

d. 預測變數:(常數), 專業態度, 專業知能, 嚴謹性, 溝通協調 

e. 預測變數:(常數), 專業態度, 專業知能, 嚴謹性, 溝通協調, 獎勵制度 

表 4-5 工作效率逐步迴歸模式係數估計分析表 

模式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共線性統計量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允差 VIF 

5 

(常數) -.817 0.415 -- -1.970 0.049 -- -- 
專業態度 0.360 0.027 0.373 13.167 0.000 0.643 1.554
專業知能 0.174 0.017 0.295 10.515 0.000 0.656 1.524
嚴謹性 0.121 0.023 0.131 5.205 0.000 0.811 1.232

溝通協調 0.068 0.020 0.097 3.406 0.001 0.641 1.560
獎勵制度 0.041 0.016 0.066 2.626 0.009 0.821 1.218

(二)工作效能 

由表 4-6 至表 4-7 為「工作效能」之迴歸分析，可以發現在所投入 9 個自變項中，

共有「專業知能」、「專業態度」、「嚴謹性」、「溝通協調」4 個自變項進入迴歸模型。其

多元相關係數 R 為 0.705，決定係數 R 平方為 0.497，表示此 4 個變項可以解釋受試樣

本對其「工作效能」之程度有 49.7% 的變異量。進入迴歸模式的 4 個預測變項中，以

「專業知能」的個別解釋變異量最大，達 35.4%。其次依序為「專業態度」之單獨解釋

變異量的改變量為 10.1%；「嚴謹性」之單獨解釋變異量的改變量為 2.4%；「溝通協調」

之其單獨解釋變異量的改變量為 1.8%。 
此外，觀察其標準化迴歸係數，「專業知能」、「專業態度」、「嚴謹性」、「溝通協調」

之 Beta 值為正值，代表與「工作效能」有正相關。以下分別論述之： 
1. 「專業知能」（Beta = 0.329、t =11.485、p < 0.05），對於「工作效能」具有正面效果。

代表「專業知能」每增加 1 個標準差的單位，會增加「工作效能」之 0.329 標準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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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對於「工作效能」的預測力有 35.4%。由此可知，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的專業

知能越佳，其工作效能越好；其專業知能越差，其工作效能越差。 
2. 「專業態度」（Beta = 0.281、t = 9.703、p < 0.05），對於「工作效能」具有正面效果。

代表「專業態度」每增加 1 個標準差的單位，會增加「工作效能」之 0.281 標準差的

單位。對於「工作效能」的預測力有 10.1%。由此可知，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的專業

知能越佳，其工作效能越好；其專業知能越差，其工作效能越差。 
3. 「嚴謹性」（Beta = 0.153、t = 5.939、p < 0.05），對於「工作效能」具有正面效果。代

表「嚴謹性」每增加 1 個標準差的單位，會增加「工作效能」之 0.153 標準差的單位。

對於「工作效能」的預測力有 2.4%。由此可知，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人格特質上越

認真謹慎，其工作效能越好；其人格特質上越不認真謹慎，其工作效能越差。 
4. 「溝通協調」（Beta =0.158、t = 5.814、p < 0.05），對於「工作效能」具有正面效果。

代表「專業態度」每增加 1 個標準差的單位，會增加「工作效能」之 0.158 標準差的

單位。對於「工作效能」的預測力有 1.8%。由此可知，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在溝通

協調上越佳，其工作效能越好；其在溝通協調上越差，其工作效能越差。 

表 4-6 工作效能迴歸模式摘要表 

模式 R R 平方 
調過後的

R 平方 
估計的

標準誤

變更統計量 

R 平方

改變量
F 改變

分子

自由度

df1 

分母 
自由度 

df2 

顯著性

F 改變 

1 0.595a 0.354 0.353 1.967 0.354 510.664 1 932 0.000 
2 0.674b 0.455 0.453 1.808 0.101 171.799 1 931 0.000 
3 0.692c 0.479 0.477 1.769 0.024 42.767 1 930 0.000 
4 0.705d 0.497 0.495 1.738 0.018 33.804 1 929 0.000 

a. 預測變數:(常數), 專業知能 
b. 預測變數:(常數), 專業知能, 專業態度 
c. 預測變數:(常數), 專業知能, 專業態度, 嚴謹性 
d. 預測變數:(常數), 專業知能, 專業態度, 嚴謹性, 溝通協調 

表 4-7 工作效能逐步迴歸模式係數估計分析表 

模式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共線性統計量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允差 VIF 

4 

(常數) 3.970 0.566 -- 7.019 0.000 -- -- 
專業知能 0.263 0.023 0.329 11.485 0.000 0.659 1.518 
專業態度 0.369 0.038 0.281 9.703 0.000 0.643 1.554 
嚴謹性 0.192 0.032 0.153 5.939 0.000 0.814 1.228 

溝通協調 0.151 0.026 0.158 5.814 0.000 0.736 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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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害人服務品質 

由表 4-8 至表 4-9 為「被害人服務品質」之迴歸分析，可以發現在所投入 9 個自變

項中，共有「專業態度」、「嚴謹性」、「專業知能」、「親和性」4 個自變項進入迴歸模型。

其多元相關係數 R 為 0.694，決定係數 R 平方為 0.482，表示此 4 個變項可以解釋受試

樣本對其「被害人服務品質」之程度有 48.2% 的變異量。進入迴歸模式的 4 個預測變

項中，以「專業態度」的個別解釋變異量最大，達 44.1%。其次依序為「嚴謹性」之單

獨解釋變異量的改變量為 3.1%；「「專業知能」之單獨解釋變異量的改變量為 0.6%；「親

和性」之其單獨解釋變異量的改變量為 0.4%。 
此外，觀察其標準化迴歸係數，「專業態度」、「嚴謹性」、「專業知能」、「親和性」

之 Beta 值為正值，代表與「被害人服務品質」有正相關。以下分別論述之： 
1. 「專業態度」（Beta = 0.529、t = 17.937、p < 0.05），對於「被害人服務品質」具有正

面效果。代表「專業態度」每增加 1 個標準差的單位，會增加「被害人服務品質」之

0.529 標準差的單位。對於「被害人服務品質」的預測力有 44.1%。由此可知，性侵

害案件專責小組的專業態度越佳，其被害人服務品質越好；其專業態度越差，其被害

人服務品質越差。 
2. 「嚴謹性」（Beta = 0.145、t =5.034、p < 0.05），對於「被害人服務品質」具有正面效

果。代表「嚴謹性」每增加 1 個標準差的單位，會增加「被害人服務品質」之 0.145
標準差的單位。對於「被害人服務品質」的預測力有 3.1%。由此可知，性侵害案件

專責小組人格特質上越認真謹慎，其被害人服務品質越好；其人格特質上越不認真謹

慎，其被害人服務品質越差。 
3. 「專業知能」（Beta =0.090、t = 3.238、p < 0.05），對於「被害人服務品質」具有正面

效果。代表「專業知能」每增加 1 個標準差的單位，會增加「被害人服務品質」之

0.090 標準差的單位。對於「被害人服務品質」的預測力有 0.6%。由此可知，性侵害

案件專責小組的專業知能越佳，其被害人服務品質越好；其專業知能越差，其被害人

服務品質越差。 
4. 「親和性」（Beta = 0.076、t =2.642、p < 0.05），對於「被害人服務品質」具有正面效

果。代表「嚴謹性」每增加 1 個標準差的單位，會增加「被害人服務品質」之 0.076
標準差的單位。對於「被害人服務品質」的預測力有 0.4%。由此可知，性侵害案件

專責小組人格特質上與人相處越融洽，其被害人服務品質越好；其人格特質上與人相

處越不融洽，其被害人服務品質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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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被害人服務品質迴歸模式摘要表 

模式 R R 平方 
調過後的

R 平方 
估計的

標準誤

變更統計量 

R 平方

改變量
F 改變

分子

自由度

df1 

分母 
自由度 

df2 

顯著性

F 改變 

1 0.664a 0.441 0.440 1.266 0.441 734.988 1 932 0.000 
2 0.687b 0.471 0.470 1.232 0.031 53.742 1 931 0.000 
3 0.691c 0.478 0.476 1.225 0.006 11.029 1 930 0.001 
4 0.694d 0.482 0.479 1.222 0.004 6.983 1 929 0.008 

a. 預測變數:(常數), 專業態度 
b. 預測變數:(常數), 專業態度, 嚴謹性 
c. 預測變數:(常數), 專業態度, 嚴謹性, 專業知能 
d. 預測變數:(常數), 專業態度, 嚴謹性, 專業知能, 親和性 
 

表 4-9 被害人服務品質逐步迴歸模式係數估計分析表 

模式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共線性統計量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允差 VIF 

4 

(常數) 3.917 0.413 -- 9.494 0.000 -- -- 
專業態度 0.479 0.027 0.529 17.937 0.000 0.642 1.558 
嚴謹性 0.126 0.025 0.145 5.034 0.000 0.673 1.486 

專業知能 0.050 0.015 0.090 3.238 0.001 0.716 1.396 
親和性 0.069 0.026 0.076 2.642 0.008 0.674 1.484 

 

三、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偵辦性侵害案件的困境 
為了解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偵辦性侵害案件的困境，本研究在問卷中編制一題開放

式題目，由問卷受試者填答。總計有 188 位受試者回答本開放式問題，經整理所填答的

意見，歸納重點如下： 
（一）專業能力不足：相關法令的熟悉度、流程的熟悉度、被害人詢問筆錄等有所不足，

尤其是兒童、智能障礙的性侵害案件上，更是不足。 
（二）專業訓練不足：專業訓練的時間不足、專業訓練內容在實務面上不足、性侵害犯

罪防治法第 15 之 1 條之司法詢問員訓練不足。 
（三）太多人輪值，導致辦案經驗不足：因太多人輪值，導致久久才會輪到處理一次性

侵害案件，導致不常處理性侵害案件，導致經驗不足。 
（四）流動率高：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成員流動率高，導致經驗累積不易，原因主要有

二： 
1. 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成員兼辦其他勤、業務：偵查隊有公文、業務、刑事績效壓

力，輪值女警需擔服原本勤務單位，如派出(分駐)所的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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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缺乏獎勵誘因：獎勵不足，無誘因。 
（五）溝通協調不良： 

1.內部的溝通協調不良：家防官與偵查隊間溝通協調不良。 
2.外部的溝通協調不良：外部網絡間溝通協調不良 

伍、主要研究發現與建議 

一、主要研究發現 
（一）依變項與自變項之間皆有達到顯著相關：1.在「工作效率」中，「嚴謹性」、

「專業訓練」、「溝通協調」、「專業知能」、「專業態度」之 Pearson 績差相關係數介於 0.40
至 0.63 之間，表示「工作效率」與上述 5 個變項具有中度相關；「親和性」、「神經質」、

「工作負荷」、「獎勵制度」之 Pearson 績差相關係數介於 0.22 至 0.35 之間，表示「工

作效率」與上述 4 個變項具有低度相關。2.在「工作效能」中，「嚴謹性」、「專業訓練」、

「溝通協調」、「專業知能」、「專業態度」之 Pearson 績差相關係數介於 0.40 至 0.60 之

間，表示「工作效能」與上述 5 個變項具有中度相關；「親和性」、「神經質」、「工作負

荷」、「獎勵制度」之 Pearson 績差相關係數介於-0.16 至 0.33 之間，表示「工作效能」

與上述 4 個變項具有低度相關。3.在「被害人服務品質」中，「嚴謹性」、「專業知能」、

「專業態度」之 Pearson 績差相關係數介於 0.42 至 0.66 之間，表示「工作效能」與上

述 3 個變項具有中度相關；「親和性」、「神經質」、「專業訓練」、「工作負荷」、「獎勵制

度」、「溝通協調」之 Pearson 績差相關係數介於-0.17 至 0.39 之間，表示「被害人服務

品質」與上述 6 個變項具有低度相關。 
（二）自變項與依變項之迴歸分析結果：1.「工作效率」之迴歸分析，可以發現在

所投入 9 個自變項中，共有「專業態度」、「專業知能」、「嚴謹性」、「溝通協調」、「獎勵

制度」5 個自變項進入迴歸模型。進入迴歸模式的 5 個預測變項中，以「專業態度」的

個別解釋變異量最大，達 39.6%。其次依序為「專業知能」之單獨解釋變異量的改變量

為 9.4%；「嚴謹性」之單獨解釋變異量的改變量為 1.6%；「溝通協調」之其單獨解釋變

異量的改變量為 1.1%；「獎勵制度」之其單獨解釋變異量的改變量為 0.4%。其多元相

關係數 R 為 0.722，決定係數 R 平方為 0.521，表示此 5 個變項可以解釋受試樣本對其

「工作效率」之程度有 52.1% 的變異量。2.「工作效能」之迴歸分析，可以發現在所投

入 9 個自變項中，共有「專業知能」、「專業態度」、「嚴謹性」、「溝通協調」4 個自變項

進入迴歸模型。進入迴歸模式的 4 個預測變項中，以「專業知能」的個別解釋變異量最

大，達 35.4%。其次依序為「專業態度」之單獨解釋變異量的改變量為 10.1%；「嚴謹

性」之單獨解釋變異量的改變量為 2.4%；「溝通協調」之其單獨解釋變異量的改變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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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其多元相關係數 R 為 0.705，決定係數 R 平方為 0.497，表示此 4 個變項可以解

釋受試樣本對其「工作效能」之程度有 49.7% 的變異量。3.「被害人服務品質」之迴歸

分析，可以發現在所投入 9 個自變項中，共有「專業態度」、「嚴謹性」、「專業知能」、「親

和性」4 個自變項進入迴歸模型。進入迴歸模式的 4 個預測變項中，以「專業態度」的

個別解釋變異量最大，達 44.1%。其次依序為「嚴謹性」之單獨解釋變異量的改變量為

3.1%；「「專業知能」之單獨解釋變異量的改變量為 0.6%；「親和性」之其單獨解釋變異

量的改變量為 0.4%。其多元相關係數 R 為 0.694，決定係數 R 平方為 0.482，表示此 4
個變項可以解釋受試樣本對其「被害人服務品質」之程度有 48.2% 的變異量。此外，

可以發現最具預測力的自變項為「專業態度」、「專業知能」、「嚴謹性」，皆對三個依變

項具有預測力；其次為「溝通協調」，皆對二個依變項具有預測力；最後為「親和性」、

「獎勵制度」，皆對一個依變項具有預測力。相關分析結果摘錄如下表所示。 

表 5-1 各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預測分析達顯著水準預測力一覽表 

自變項 
 
 

依變項 

人格特質 組織因素 專業能力 解 
釋 
變 
異 
量 
% 

親 
和 
性 

(%) 

嚴 
謹 
性 

(%) 

神 
經 
質 

(%)

專 
業 
訓 
練 

(%)

工 
作 
負 
荷 

(%)

獎 
勵 
制 
度 

(%)

溝 
通 
協 
調 

(%)

專 
業 
知 
能 

(%) 

專 
業 
態 
度 

(%) 
工 
作 
績 
效 

工作效率  1.6    0.4 1.1 9.4 39.6 52.1 
工作效能  2.4     1.8 35.4 10.1 49.7 
被害人 

服務品質 0.4 3.1      0.6 44.1 48.2 

 

二、研究建議 
根據前述分析結果，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建議： 

（一）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以婦幼隊專責為最佳；而由婦幼隊和偵查隊共同

專責次之 

性侵害案件具高度專業，就人員素質及物理環境而言，由婦幼隊專責對於案件和被

害人而言，是最好的選擇，一來，可以快速累積辦案經驗，二來，婦幼隊環境較隱密，

較少其他民眾往來出入，較能保護被害人隱私。 
惟囿於幅員遼闊、交通不便，可由婦幼隊和偵查隊專責處理性侵害案件，對於兒童、

智能障礙的性侵害案件等詢問難度高的案件，應由婦幼隊來專責處理，其餘性侵害案件

交由偵查隊來處理，而且分局偵查隊在處理性侵害案的成員在人數上，不宜過多。此外，

輪值時間應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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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發現，員警人格特質對於性侵害案件工作績效有所影響，可以加

入「面試」，瞭解其人格特質，挑選素質良好的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

成員 

本研究發現，人格特質，對於性侵害案件的工作績效具有預測力，在挑選性侵害案

件專責小組成員，可以加入面試，瞭解其人格特質，透過主考官面對面的面談，以瞭解

該人是否具備良好的人格特質。 

（三）建立「證照」制度，確保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的專業能力 

不僅要增加每年性侵害專業訓練的時數，對於在性侵害案件專業訓練的內容上，不

僅僅是法條、理論的說明，更要加入實際操作應用，可彼此交流心得或處理性侵害案件

時，所遭遇的困難，並加強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5 之 1 條司法詢問員的訓練，且建立

「證照」制度，確保性侵害案件小組的專業能力有所保證。 

（四）加強內、外部的溝通協調 

1.加強內部的溝通協調 
處理性侵害案件的處理和控管，實際上，難以切割，家防官與偵查隊分屬兩個單位，

無疑增加溝通成本，並且如此分工，造成雙方認知不同，遇到事情，兩個單位，責任互

相推諉。建議家防官回歸偵查隊體系，在聯繫上更快速，且因為在同一單位，而無互相

推諉之問題。 

2.加強外部的溝通協調 
性侵害案件的處理，需要網絡間合力完成，為現行網絡間，仍有本位主義的問題，

建議加強社政、警政、司法等單位的溝通協調。研究者以為尤其要加強檢察官與警察方

面的溝通協調，彼此討論性侵害案件的想法，藉以提高起訴率。此外，研究者認為，可

以像家暴一樣，舉辦共識營等方式，用較為輕鬆的方式，增加彼此的認識，促進情感交

流、意見交換。 

（五）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採取問卷發放，其中開放式問題所得資料，內容較為片面、資訊也較不完整，

填答者有填答時間不足，或基於保護自己，不願暢所欲言的可能性，並未面對面與性侵

害案件專責小組訪談，深入了解。因此，對於未來有繼續從事此類議題的研究者，可以

採質性研究，面對面訪談資深的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人員，方具代表性，以強化研究的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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