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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情境下香港保安人員在職進修之需求
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研究動機
在過去的文獻中，國內、外、香港都有很多保安課程內容，但都很少保安人員的
文獻研究，只有台灣比較多，相同的研究方向包括有：（一）保全人員工作價值
觀對工作態度影響之研究、(二）保全業人員甄選與訓練實務個䅁研究、（三）
保全人員在職訓練成效評估研究、(四）各國保全人員教育訓練之比較分析。而
我的研究理念則與上述項目（四）各國保全人員教育訓練之比較分析有關係。
第二節、研究目的
我對這個研究方向很感興趣，也許是讀教育研究的關係，我想了解現今政府及市
面機構提供的課程內容是否符合各級保安人員的需要，並同時了解他們需要什麼
課程內容，和對在職進修方式的內容。
簡而言之，從保安人員觀點了解保安人員在職進修需要，這樣的議題過去少有，
這也是我這次試圖將保安人員進修議題的試金石。
第二章 文獻探討撮要
第一節、全球情境中的各界人員在職進修之發展

江海燕(2013)隨着訊息技術革命的發展，知識經濟的興起，全世界的教育開始從
一次性階段學校教育向終身教育轉變。終身教育對於應對全球問題和挑戰具有重
要意義。從發達國家推進終身教育的經驗看，發展各種方便、靈活、多樣的終身
教育機構是關鍵。香港行內較知名的課程教育機關競爭力亦受到挑戰，因為他們
必須與世界接軌。
第二節、香港保安教育現況
香港保安人員培訓：
坊間現有 16 小時合乎質素保證系統標準(QAS 證書)、標準保安及物業管理基礎
128 小時證書(標保證書)、高級保安及物業管理基礎 156 小時證書(高保證書)、16
小時內部培訓質素控制計劃(QAIHT 課程)、320 小時特種警衞課程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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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保安人員職前及在職培訓課程
2009 年 7 月起， ERB 推出「新技能提升計劃」(SUS Plus) 課程，提供物業
管理及保安行業的職業技能訓練，鼓勵在職物業管理及保安人員持續提升物業管
理及保安業的技能，這「計劃」亦接受非該行業人士申請報讀，為計劃轉業人士
提供物業管理及保安入門訓練，增加轉業人士對行業的認識，透過培訓提高轉職
機會，尋求更大的就業及發展空間，提升保安業的地位及改變保安業的空缺。這
「計劃」的內容包括: 1.設施管理基本認識單元證書、2. 商場物業管理知識單元
證書、3.樓宇設備保養及操作原理單元證書、4. 物業管理概論單元證書、5. 緊
急事故應變措施及保險知識單元證書、6. 物業環境管理單元證書、7. 物業環境
管理進階單元證書、8. 物業管理職業安全及健康知識單元證書、9. 防火訓練單
元證書、10. 物業管理督導技巧單元證書、11. 物業管理優質客戶服務單元證書、
12. 業主會議協商技巧單元證書、13. 活動籌辦及管理單元證書、14.物業管理客
戶服務普通話基礎單元證書、15.物業管理客戶服務英語會話初階單元證書、16.
物業管理客戶服務英語會話進階單元證書、17. 會所及康樂設施運作及實務單元
證書、18. 會所活動籌劃與實務單元證書、19. 保安培訓課程認可計劃-質素保證
系統單元證書、20. 物業管理中文書寫技巧進階單元證書、21. 物業管理中文報
告書寫技巧單元證書、22. 物業管理有關法規認識單元證書、23. 物業管理法規
進階單元證書、24. 保安實務進階單元證書、25. 保安防盜系統安裝與維修單元
證書、26. 保安防盜系統安裝與維修進階單元證書。
第三章、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針對香港保安人員在職進修研究。第一份問卷為瞭解香港保安人員現況，
問卷共六百個電郵邀請予相熟保安公司，實際回收 131 份，研究參考價值 21.83%，
問卷發放時間為 2015 年 1 月 21 日至 2015 年 2 月 28 日。

而第二份問卷為瞭解香港保安人員在職進修需要，問卷訪查對象同為相熟的保安
公司，共派發 80 份問卷，問卷發放時間為 2015 年 3 月 22 日至 2015 年 4 月 9 日
實收回 46 分問卷研究參考價值約 57.5%。
其中第一份問卷，2015 保安人員現況調查的問卷設計是參照張文偉（2011）保安
服務業的顧客滿意度研究之保安工作滿意度問卷，及加以他們對保安工作、晉升、
最需要那些培訓方式等，為第二份問卷鋪路，以便真正了解他們在職進修的需
要。
而第二份問卷是參考真曉苓（2005）：教保人員在職進修現況之研究之二苗栗地
區為例，及加以呂明翰、廖福村、高賢松（2009）：各個保存人員教育培訓之比
較分析的國內外保全人員教育規劃與建議課程及 ERB 課程及坊間課程內容。
第四章、問卷調查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旨在針對所蒐集資料的分析結果進行探討，第一節為保安人員在職進修之現
況，第二節為保安人員在職進修方式與內容需求之分析，第三節為保安人員參加
在職進修阻礙之分析，第四節為保安人員比較喜歡的培訓方式之分析與保安人員
在職進修原因之分析。以下分別就問卷調查資料之描述統計之結果所得之資料，
進行整理、分析與討論。
4.1、保安人員基本資料與在職進修現況
本研究所指保安保人員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最高學歷、畢業科系、服務
年資、是否持有效保安人員許可證、職稱、任職機構，以及機構規模等項目。而
保安人員的在職進修現況，則包括 2014 年 曾進行的在職進修方式、進行在職進
修的主要時間、參與進修活動的費用支出方式，與獲得進修活動訊息的管道等項
目。
從 Annex 1 表 1-19 便分別加以敘述。分析可以知道研究對象之背景分佈情形如
下：
一、 從表 1, 2 可以得知研究對象大多數為男性，佔 83.97%及 76.09%。
二、 保安人員年齡層大多分佈在 30-39 或 50 歲以上，從表 3 可以得知研究對象
年齡分佈以 50 歲以上、30-39 歲為主要分佈年齡，這兩個年齡層佔總調查人
數的 58.01%。從表 4 可以得知研究對象年齡分佈以 50 歲以上為主要分佈年
齡佔總調查人數的 48.89%、30-39 歲與 40-49 歲者佔總調查人數的 26.66%。
三、 保安人員之最高學歷以高中為主，從表 5 可以得知研究對象之最高學歷分佈
以高中或證書佔 57.25%為最多，其次為大專、文憑或副學士，佔調查總人

數的 17.56%。表 6 可以得知研究對象之最高學歷分佈以高中或證書佔 43.48%
為最多，其次為初中以下，佔調查總人數的 23.91%，第三順位則是大專、
文憑或副學士，佔調查總人數的 15.22%。
四、 從表 7 可以得知研究對象中畢業於物業管理系者佔 37.84%，而非執法及保
安學相關科系畢業者則佔所調查總人數 24.32%。。
五、 年資為未滿 10 年者最多。
六、 大多持有效保安人員許可證之資格。
4.2、保安人員的在職進修現況
本部分在於瞭解保安人員目前進行在職進修的實際情況, 並區分為「過去一年
(2014-2015 年)曾進行的在職進修方式」、「進行在職進修的主要時間」、「參與
進修活動的費用支出方式」、「獲得進修活動訊息的管道」、「對進修方式的需
求」、「對進修內容的需求」, 以及「進修時所遇到的阻礙」等七個部分,分別針
對其填答的結果加以分析與討論。表 17-37 便分別加以敘述。
由表 19 可知,目前保安人員參與進修活動的費用支出方式,以自費居多。及免費
為主, 雖然一些研習活動,也是不需要保安人員付費的, 例如: APSA、IPSA 所舉辦
的各類講座演講,是不用會員出錢。但是研習活動、各類講座演講,費用都是自己
付的。
由表 20、21 可知,進修訊息獲得管道大多為主辦單位發函通知公司，公司公佈。
從調查發現,雖然保安人員大部分皆為被動式的接受主辦單位或公司、同事通知
而參加進修,但也發現其中較年輕且初中畢業的保安人員, 不會積極主動的幫自
己尋找適合的進修機會,例如:「不會上網查一下有沒有好的活動，所言, 保安人
員不能夠自我決定、計畫自己的生活, 也不瞭解自己的學習需要。而高中就剛剛
相反，57.14%會查詢行業相關資訊網站。
4.3、保安人員對在職進修方式
首先,以填答者對在職進修方式需求之平均數作為資料之初步分析。
由 Annex 1 表 24 可知, 目前保安人員對進修方式的需求之前五名, 依序為「留意
各類演講資訊」、「進行公司內外觀摩」、「參加有實務演練機會的研習活動」、
「請資深前輩或專家擔任輔導及顧問，隨時提供建議」,以及「到大學院校或其
他機構進修學分」。
4.4、保安人員在職進修內容需求之分析

本節將首先分析保安人員在職進修內容之需求,進而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保安人
員在職進修內容之需求比較。有關保安人員各背景變項於在職進修內容之需求所
形成之平均數與標準差詳細資料,請參閱附錄 1。
由表 25 之數據可知保安人員進行在職進修時,對進修內容的需求依序為「緊急應
變」、「看守地的基本環境」、「個人素養」、「業主會議協商技巧」、「專業
保安知識及技巧」、「巡查樓宇設施的督導技巧」。
4.5、保安人員在職進修的阻礙
本節將首先分析保安人員在職進修之阻礙,進而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保安人員在
職進修阻礙之比較。有關教保人員各背景變項於 在職進修阻礙所形成之平均數
與標準差詳細資料,請參閱附錄四。
由表 26 可知, 保安人員在進行在職進修時,所遭遇到的阻礙前五名依序為「進修
及研習費用負擔高」、「工作繁重」、「缺乏足夠的進修管道與相關資訊」、「進
修時段不能配合」、「進修後無獎勵措施」、「缺乏客觀的進修評量系統，無法
得知進修學習的成效、以及「進修後無獎勵措施」。
4.6、依據研究結果得知, 保安人員在職進修現況為:
4.6.1、保安人員進行的在職進修方式為「自我閱讀」獲選次數 16 次、「參加社
會或私人機構舉辦的研習課程活動」獲選次數 13 次、「學位進修」獲選次數 8
次, 與「參加各類講座演講、參加公司內外的觀摩」獲選次數各 5 次。
4.6.2、保安人員進行在職進修的主要時間,以週一 至週五晚上及週末為主, 獲選
次數 7 次、5 次而利用上班時間進行在職進修的比例亦有獲選次數 4 次。
4.6.3、保安人員參與進修活動的費用支出方式,以自費及免費為主。
4.6.4、保安人員進修訊息獲得管道大多為主辦單位發函通知校方公佈 (82.4%)。
4.6.5、保安人員對進修方式的需求為「自我閱讀」、「參加社會或私人機構舉辦
的研習課程活動」、「學位進修」、「參加各類講座演講」、參加公司內外的觀
摩、撰寫日記，自我省思以及「進行研究及學分進修」。
4.6.6、保安人員在進行在職進修時,對進修內容的需求為依序為「緊急應變」、
「看守地的基本環境」、「個人素養」、「業主會議協商技巧」、「專業保安知
識及技巧」、「巡查樓宇設施的督導技巧」。

4.6.7、保安人員在進行在職進修時,所遭遇到的阻礙為為「進修及研習費用負擔
高」、「工作繁重」、「缺乏足夠的進修管道與相關資訊」、「進修時段不能配
合」、「進修後無獎勵措施」、「缺乏客觀的進修評量系統，無法得知進修學習
的成效、以及「進修後無獎勵措施」。
4.7、依據研究結果得知, 保安人員不同背景於在職進修方式或類型需求的差異
為:
4.7.1、物業管理科系畢業之保安人員對「到大學院校進修學位」與「到大學或機
構進修學分」之需求,顯著高於執法及保安學科系畢業之保安人員。
4.7.2、表 27 具有保安資格之保安人員對「自我閱讀」之需求,顯著高於不具有保
安資格之保安人員。
4.7.3、表 28，50 歲以上的保安人員對「請專家擔任輔導及顧問」之需求,顯著高
於 20 歲--未滿 30 歲的保安人員；表 29，50 歲以上及 20 歲--未滿 30 歲的保安
人員對「有實務演練機會的研習」之需求,顯著高於 30 歲--未滿 50 歲的保安人員、
表 30，20 歲--未滿 30 歲的教保人員對 「到大學或機構進修學分」之需求,顯著
高於 50 歲以上的教保人員。
4.7.4、表 31，具高中學歷的保安人員對「參加相關研習活動」之需求,顯著高於
大專、文憑或副學士或以上學歷的保安人員，表 32 高中學歷的保安人員對「到
大學院校進修學 位」之需求,顯著高於具高職學歷及具大學學歷的保安人員；表
33，具高中學歷的保安人員對「從事研究」之需求,顯著高於其他學歷的保安人
員表 34，具高中學歷的教保人員對「寫日記，自我省思」之需求,顯著高於其他
學歷的保安人員。
4.7.5、表 35，年資未滿 5 年及 5 年~未滿 10 年的保安人員對「請專家擔任輔導及
顧問」 之需求,顯著高於年資 20 年以上的保安人員，表 36，年資 5 年~未滿 10
年的保安人員對「有實務演練機會的研習」之需求,顯著高於年資 10 年~20 年的
保安人員。
4.7.6、表 37，主任級人員對「請專家擔任輔導及顧問」之需求,顯著高於經理級
人員及前線人員，表 38，主任 對「到大學院校進修學位」之需求,顯著高於其他
級的保安人員。
4.7.7、表 38，公司規模在 101-250 人、50 人或以下及 501 人或以上的保安人員對
「到大學院校進修學位」 之需求,高於公司規模在 51-100 人的保安人員。

表 39，公司規模在 101-250 人的保安人員對「到大學或機構進修學分」之需求,
顯著高於園所規 模在 251-500 人的保安人員。
表 40，公司規模在 101-250 人及 501 人或以上的保安人員對「請資深前輩或專家
擔任輔導及顧問」之需求,顯著高於公司規模在 50 人或以下及 251-500 人的保安
人員。
4.7.8、是否持有效保安人員許可證與不同任職機構之保安人員對在職進修方 式
或類型之需求未達到顯著差異。
4.8、依據研究結果得知, 保安人員不同背景於在職進修內容或研習主題需求的差
異為:
4.8.1、表 41，具有效保安人員許可證的保安人員對「緊急應變」主題之需求, 顯
著高於不具有有效保安人員許可證的保安人員。
4.8.2、表 42，具有效保安人員許可證的保安人員對「看守地的基本環境」主題之
需求,顯著高於不具有效保安人員許可證的保安人員。
4.8.3、表 43，目前服務單位屬於工廠、大廈的保安人員對「個人素養」之需求,
顯著高於目前服務單位屬於休閒公園、娛樂場所、學校、商店、商場、政府機構、
機場及其他服務單位的保安人員。
4.8.4、表 44，公司規模為 501 人或以上的保安人員對「緊急應變」、表 45，「看
守地的基本環境」、表 46，「個人素養」、表 47，「專業保安知識及技巧」四
個項目上之需求,皆顯著高於公司規模為 50 人以下及 51-100 人的保安人員。

4.9、依據研究結果得知, 保安人員不同背景於在職進修阻礙的差異為:
4.9.1、表 48，20 歲--未滿 30 歲的保安人員對「進修時段不能配合」的認同度,
高於 30 歲--未滿 40 歲以上的保安人員，表 49，20 歲--未滿 30 歲的保安人員對
「進修後無獎勵措施」 的認同度,皆顯著高於 40 歲--未滿 50 歲的保安人員。
4.9.2、表 50 具高中學歷的保安人員對「進修活動實質效益有限,對工作助益不大」
的認同度,顯著高於具大專、文憑或副學士及大學或以上學歷的保安人員。
4.9.3、表 51 年資為 5 年~未滿 10 年的保安人員對「進修後無獎勵措施」的認
同度, 顯著高於年資為 15 年~未滿 20 年的保安人員，表 52 年資為未滿 5 年及

5 年~未滿 10 年 的保安人員對「進修及研習費用負擔高」的認同度,顯著高於
年資為 10 年--未滿 15 年的保安人員。
4.9.4、表 53 主任級人員對「進修內容不符合需求」的認同度,顯著高於經理級人
員及前線人員，表 54，主任級人員對「進修及研習費用負擔高」的認同度,顯著
高於經理級人員及前線人員、表 55 主任級人員對「缺乏進修評量系統,無法得知
進修的成效」的認同度, 顯著高於經理級人員及前線人員。
4.9.5、表 55 任職於工廠、大廈的保安人員對「進修內容不符合需求」的認同度,顯
著高於其他級人員的保安人員。
第五章、建議
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發現,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以作為教育機構及相關單位,作為
日後規劃或推廣保安人員在職進修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5.1、對教育機構及相關單位的建議
5.1.1、許多保安人員無法進修原因要兼顧工作及家庭。因現今全球化科技進步,
有越來越多的人利用網路學習,這是一種值得推廣的進修方式。若能結合教育機
構及相關單位的資源,廣開研習進修課程,這樣的課程通過教育局的認證,必能吸
引更多保安人員投入進修,也讓保安人員能獲得專業成長。
5.1.2、進修訊息上資訊不足(不知道哪裡開辦進修課程)、與資源之不足(ERB 進修
課程傾向前線人員)。有關單位可以提供保安人員較多進修管道與資源。
5.1.3、 相關單位在設計研習課程的內容時可以更加的活潑生動,主題化、統整化、
多樣化,同時課程內容應兼顧理論與實際,讓保安人員能夠學以致用。保安人員在
參加進修時,得依自己所需之內容、興趣、時間安排進修規劃,不再是被動參加, 保
安人員會因為發自內心的學習動機而提高參與進修的成效。
5.1.4、香港八間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院校，只有公開大學有執法及保安
管理執法及保安管理社會科學學士學位，應多開設進修學位、學分的管道,如邀
請國內學者到港舉辦學歷課程，以合理收費，提供彈性的方式讓保安人員能同時
兼工讀保安進修,除了提高保安人員之學歷外,更能鼓勵保安人員回歸院校再次進
修與充電,讓保安人員能夠更了解保安工作的意義或以全新的觀點來重新詮釋保
安工作的內涵。
5.2、對行內較知名的課程相關單位的建議

行內較知名的課程相關單位應該多鼓勵保安人員進修,讓每一位保安人員都有參
加研習及進修的機會。除了政府 ERB 及相關單位所辦的研習外,可以行內較知名
的課程相關單位為本位,多提供的進修、研習機會,如:透過同行合作, 保安人員彼
此分享心得、交換經驗,或以研究解決安工作上的問題,共同建構新的知識、創新
學習方法,如此不但可以截長補短,以促進保安人員專業知能的成長,增強保安人
員的素養,也增加保安業的競爭力。
例如：根據表 25 之數據可知保安人員進行「緊急應變」、「看守地的基本環境」、
「個人素養」、「業主會議協商技巧」、「專業保安知識及技巧」、「巡查樓宇
設施的督導技巧」在職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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