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社會學期末報告 

 
   
 
 
 
 
 
 
 
 
 
 
 
 
 
 
 

大氣四     B92            洪申翰 

政治三     B94302355         喻璿 

生工三     B94602048          侯佩妤 

社會二     B94105025         廖良珣 



一、前言 

    維護住宅安全的工作隨著住宅形式的改變、大廈林立日趨普遍，充斥著陌生

人的住宅環境對於安全的需求日益升高，一定戶數以上的大樓或公寓幾乎都有配

置保全人員和管理員。管理員既非生產也非銷售，他成天駐守在門邊，看管人員

的進出，提供住戶安全感。是「誰」在做管理員的工作？這是我們想知道的。而

管理員工作與其他低技術工作相比，規範寬鬆，與強調效率的高規範低技術工作

顯然不同，我們想了解箇中差異的成因。且在觀察的過程中，大多數人對於工作

現況雖然不滿意，但也不會去爭取更好的工作條件，勞動意識普遍不高，是什麼

樣的社會結構或個人因素使然，是本文主要想探究的。 

 

二、觀察 

個人背景與工作動機 

 

受訪者 01 

  我們到台北縣中和市訪問，受訪者許管理員當日被保全公司的經理派來加

班，原本負責的大樓則在附近。至今做管理員一年多了。主業在金門老家做生意。

之後曾在大陸工作，後來回台灣做蓋大樓、綁鋼筋的工人。 
    覺得自己年紀大了，不適合做粗活，於是看報紙應徵管理員的工作。平時工

作之餘，不想結交太多朋友，免得增加開銷。平常大多和工作地點附近的同事相

處。將管理員的工作當作暫時的工作，將來想在台灣從事餐飲業。生活方面，每

月房租兩萬，扣掉自己的生活費用便所剩無幾，許先生說工作機動班常常會影響

到生理時鐘，做久了之後身體會影響健康，像是中風之類毛病，所以通常做的人

不會待太久。 
 
受訪者 02 

  目前在辛亥路羅曼羅蘭大廈任職的六個管理員都是 30 幾年次，受訪者蔡先

生為其中最年輕的一位，39 年次。蔡先生住中和，孩子都結婚了，之前外銷手

提錢櫃，因為之前的公司遷到苗栗去，只好轉行做管理員，目前已有七年資歷，

覺得管理員的工作很有趣，自己年紀也大了，因此沒有換工作的打算，賺得的薪

水養自己跟妻子。 
 
受訪者 03 

  於台大後門某大廈訪問到的林先生從事管理員至今已四年多，是退休的公務

員，退休後無聊想找事做，經里長介紹到此工作。女兒已成家立業，還有個兒子

下個月結婚，工作地點和家只相隔兩分鐘路的步程。 
    不在意薪水多寡，也不特別爭取加薪等福利，認為只要有工作就足夠。林先



生在工作上都很適應，女兒曾勸他辭職，但他認為不工作還是沒事做，若是去外

面學東西也是花錢，對他來說並不需要。問到平時會不會出外去玩，林先生笑著

說 60 幾歲那還需要郊遊！ 
 
受訪者 04 

  於八德路訪問到的何先生從事管理員工作已三年，今年 61 歲，學歷到國中

程度。育有二子，長子今年 40 歲，高中畢業即出外工作，女兒前幾年才嫁出去。

由於這幾年長子跑大陸，生意不穩定，家裡也比較冷清，何先生經人介紹來此做

管理員，他也頗安於現在的工作，認為這把年紀也沒能力做什麼其他的工作，另

外也提到自己不懂電腦，隱含不被社會所需的遺憾。兒媳、孫子皆孝順，自己也

怕給他們負擔，才外出工作。由於管理員需要長時間坐著，使得腰椎出問題。 
 
  何先生最早做汽車維修(俗稱黑手)，做了 20~30 年，後來維修廠倒閉，老板

失蹤，於是轉行做業務，在艋舺的一家(毛巾、浴巾)貿易公司，很不好做，何先

生認為自己口才不如同事，也不擅長推銷，不但沒賺到錢還賠錢。後來一直呈失

業狀態，直到做了管理員。 
 
受訪者 05 

  蔡先生今年一月才開始做，因為經濟不景氣，鹽酥雞收入比以往少許多，外

出兼職貼補家用。當初由報紙上得知管理員職缺，一應徵即錄取，因為現在保全

也很缺人。主業是賣素的鹽酥雞，和妻子在水源市場旁擺攤子。住在公館，房子

是租的，育有四子，最大的兩個孩子已經濟獨立，另外二子，分別為國中三年級

及小學五年級，由於夫妻大半時間都忙於工作，與小孩的相處時間不多。說道一

天的工作流程，蔡先生早上會去補貨，夫妻倆擺的攤子除了拜三休假，日常營業

時間是 16:30~23:30，蔡先生管理員的工作時間是 13:00~21:00，做管理員的時

候就是妻子顧攤。孩子平常放學回家就寫作業，他 21:00 下班先回家陪小孩，待

小孩就寢後，23:00 再去幫太太收攤。蔡先生對於管理員的薪水不滿意，說管理

員是全台最低新，但由於有經濟壓力，所以還是會一直做下去。 

 

工作內容 

 

  管理員的份內工作大致歸納為信件處理、管制進出人士、巡邏、打卡及水電

維修等，茲分述如下： 
1.信件處理 

   

訪問到的五個個案，在我們訪問例行工作時，都很快地先表示要處理信件。若是

平信就放到各住戶的信箱，掛號信則需另外通知住戶領取、簽收。 



問：那你可以講一下你例行的工作嗎?就是比如說幾點要幹麻幾點要幹麻或  

    之類的規定 

答：有...有有有，你要看你特性是屬於那個...住宅區,還是有開公司的,

不ㄧ樣!不過有開公司的你下午的話,要...幫那個郵局的人發那個就是掛 

    號信 

問：這邊的不用嗎? 

答：這邊都是住宅...你只要把它扔在那個,平信的話,就扔在那個信箱裡

面。掛號的話,就...把這個東西,把它掛在那個他們信箱外面,他們就知道 

    來拿                                           （受訪者 01） 

 

問：那平常工作內容是什麼可以稍微講一下嗎？ 

答：白天就發個信，送個報紙嘛。 

問：還要幫忙送報紙？ 

答：對呀，住戶要求的。 

問：他們不是都有信箱嗎？ 

答：可是會有住戶要求特別服務，要送到家門口阿。信就是投到信箱阿，

掛號信來登記阿，碰到有掛號的住戶要他領阿。每天的工作都是這樣

子。                                           （受訪者 02） 

 

2.管制進出人士 

 

  訪問到的五個個案服務的大樓皆設有監視器，管理員監看進出人士的目的是

防範閒雜人等滋事、偷竊、縱火等可能危害到住戶安危之事情發生。管理員做久

之後自然而然會認得住戶的面貌，當非住戶進入時，必須特別注意他的行蹤，例

如從監視器觀察他到了幾樓，或口頭上的詢問。其中一棟較高級的大廈的管理員

表示非住戶進入須經由被訪視的住戶的同意，並向他登記，登記內容還包括進出

時間。 

 

問:所以這裡的規定還蠻嚴的囉? 

答:就是沒有住戶允許，訪客都不能上去，就是這點比較要求。然後要登記 

   之後才能進去。還有不能亂收住戶的禮物。              (受訪者 03) 

 

  監視設備看來是可隨機運用，像受訪者 01 提到他只需監視某一部分的區

域，那棟大樓內的監視工作是由其他部門的人員負責。 

 

問：那那個這邊沒有監視器?管理室不是都會有監視器然後會有那個影像? 

答：歐...那個中控室在中間,在那個松青超市那邊有一個大樓 

問：那是社區的監控嗎? 



答：中控室都有阿!阿所有的監視器都歸類在那邊看 

問：這是由這邊的管理員看? 

答：恩,他那邊會看!我都只看這邊的車道，還有那個大樓人員進出 

                                                    （受訪者 01） 

 

  或是其中一棟大樓，由於一個時段配置兩位管理員駐守，因此一位在大門外

巡視，一位坐鎮管理室看監視螢幕，內外皆可兼顧。 

 

問：那你們這有很多監視器嗎？監視各個角落那種。 

答：有阿，我們警衛室裡有螢幕，裡面有四、五台。現在他在裡面我在外面

一個鐘頭換一次，一個小時後就換我在裡面，裡面的工作就是看那些電

視。                                               (受訪者 02) 

 

  若是來大樓維修的人士，則需先向管理員登記，並配帶工作證或訪客證。 

 

問:那放在櫃台這邊的這個是什麼? 

答:工作證和訪客證。工作證是給外面的人進來維修(工作)時用的。 

問:那每天固定要做的事情是? 

答:每天喔，就是早上來的時候打開監視螢幕，開門阿      (受訪者 05) 

 

  每個大樓管理員值班的時間不大一樣，有些大樓半夜時沒有管理員駐守，有

些則是 24 小時都有管理員在。基於人的生理時鐘於半夜時精神較難以集中，以

及半夜進出的流量較小，因此大門會上鎖，住戶採刷卡進入等方式。 
 

問：晚上大門關起來應該也不會有什麼事？ 

答：不會全關啦，關一邊而已。但是我們這邊有裝感應器，晚上八點中庭

燈會熄，阿我們有裝那個感應燈嘛，人進來就會亮，亮了警衛室裡就

有聲音，我們就會注意一下。再不然我們大門進來也有監控攝影機阿，

是誰一看就知道了。                                (受訪者 02) 

 
3.巡邏 
 
  巡邏可算是較積極的管制，也是管理員可活動、舒展筋骨的時間。為了讓巡

邏制度化，保全公司會規定巡邏的時間、次數，還會以打卡方式來確保執行。通

常於深夜會加強巡視各樓層。 
 

問：喔喔喔,那除了這個之外都沒有例行的囉? 

答：我們那邊喔...!歐...很多歐！三更半夜還要到頂樓查哨、打卡什麼之 



    類的... 

問：為什麼會有這樣的發令? 

答：因為怕有時候那個頂樓有人在幹麻,所以要... 

問：那你們多久要巡ㄧ次? 

答：一個晚上,兩個人巡邏的話,是...四趟，要打八次卡,兩個人 

問：監督你們有沒有去的人是誰? 

答：它那邊,就有一個那個感應卡,你走到那邊,感應一下就...不過你假如 

    感應不到的話,明天就該死 

問：誰會管理?                                          (受訪者 01) 

 

問：那晚班的工作呢？ 

答：晚上就是兩個人一人負責一棟嘛，就是每層要巡邏順便關燈嘛。 

問：那這樣一個晚上巡邏一次嗎？ 

答：對~ 

問：那什麼時候要開始巡呢？ 

答：十點半。 

問：巡一次要花多久時間？ 

答：半個鐘頭左右。每層樓都巡視、關燈然後到地下室去。 (受訪者 02) 

 

  或早中晚都要巡視，依各家保全公司而定。 

 

問：那所以工作範圍就是這一塊(大門進出到樓梯這一塊)? 

答：對，還有巡邏，樓上樓下這樣巡 

問：那你們有固定什麼時侯巡邏嗎? 

答：一天三次。巡完要簽名。 

問：那你可以一次簽三個(笑)? 

答：阿不同班怎麼一次簽三個?(笑)還有阿，住戶也會去看阿，現在的年輕 

    人也是會去關心這個。                             (受訪者 05) 

 
4.水電維修 

 

  管理員還要負責維護設施。水電維修較少發生，通常是較臨時的狀況，如大

樓停水、電梯故障等。若在管理員能力範圍之外，會以電話通知維修人員前來修

繕，有些大樓有固定簽約的廠商，有些則無。 
 

問：像你工作的經驗，有沒有遇過很緊急的事件? 

答：有阿!比如說那個停水停電吶,或者怎麼樣的話可能都會出面 

問：那遇過什麼小偷怎麼辦? 



答:遇到的頂多是停水而已，沒水的話就趕快,那個馬達弄一弄，把水抽上 

   去就好了阿 

問：所以你們就是大樓的維修都是你們管理員要管這樣? 

答：我們大樓都有固定那個,固定那個水電維修工，如果有出大問題的話，  

    我們處理不了，馬上打電話叫那個維修工過來 

問：那要付錢嗎? 

答：我們大樓每個月都付他薪資、維修費,保養維修費。我們這個大樓跟別 

    的大樓不一樣,如果沒什麼狀況的話維修費就比較沒有，比較少 

                                                    （受訪者 01） 

 

  另外，大樓住戶有時也會拜託管理員幫忙修電燈、馬桶，若是幫不上忙就請

住戶自行找水電工。受訪者通常不會拒絕住戶的小要求，在能力範圍之內都會幫

忙。 
 

問：那平常有需要做工作內容以外的事情嗎？除了剛才說的幫忙倒垃圾之外。 

答：沒有啦，不過如果客戶需要幫忙一些小事情，可以幫忙的我們還是會幫忙啦。 

問：那會請去幫他們修電燈或馬桶之類的嗎？ 

答：有，能幫的話就盡量幫，反正不能幫的話就請他們找水電工。(受訪者 01) 

 
5.其他 
 

  指揮交通、幫住戶叫計程車。 
 

問：牆上掛著的那根棒子是做什麼用的? 

答：指揮交通用的，禮拜一到禮拜五要到路口指揮，怕撞車。 

問：有固定什麼時候要指揮嗎? 

答：大致上一個鐘頭。 

問：那你會幫住戶叫計程車嗎? 

答：住戶有需要的話，她們打電話下來我們會幫忙叫。 

問：那會跟計程車收錢嗎? 

答：不會，我們不會要這種小錢。 

問：因為台中會，管理員會跟計程車要回扣。 

答：我們是不會跟人家收錢，但是像鎖行水電行阿，過年過節都會自己送東西給 

我們。                                             (受訪者 01) 

 

有時住戶有特殊的要求，例如幫忙提重物，安撫哭鬧的嬰孩。 
問:那還有其他額外的工作嗎? 

答:恩，有些住戶需要幫忙的話，就幫忙。比如買東西太重就幫忙提一下，小孩



在哭就幫忙抱一下啦等等，就是這樣。                 (受訪者 03) 

 
  不同管理員看待同一例行工作的態度也不大一致，有些管理員很兢兢業業，

有些則是一派輕鬆。 
 

 問：那地下室的工作有什麼需要做的嗎?因為如果有地下室的話，通常都會

有另一個監控室不是嗎? 

答：我們沒有，都用這個(櫃台旁的監視螢幕)監控，阿如果住戶沒有帶遙控

器，再請我們去幫忙開。最主要是看升降梯裡面有沒有陌生人，然後下去的

時間過長的話，比如說五分鐘過去了還沒上來，我們就要下去看。 

 問：所以警覺性其實要很高阿 

答：對對，保全說實在是蠻輕鬆的工作，但要注意的細節很多，不要讓他發

生事情就好。之前清潔工有一次跑下去，地下室門也沒開，升降梯也沒下去(可

能是電子感應式的)，手機也沒帶，一站就站了三小時。阿之前那個保全沒看

到，等到我來才發現。所以很多細節都要注意啦。否則住戶也會去跟公司投

訴阿，次數一多就把你調到別的地方去，阿嚴重的話就記小過，大過就開除

了。                                                   (受訪者 05) 

 
  管理員有時候要處理衝突、特殊事件，以保障整體住戶的安寧、安全品質。 
 

問：有什麼比較特別的經驗嗎? 

答：三樓餐廳出來上次有人在大邊打架阿，乒乒乓乓的，就要爬上去看阿 

問：看?要勸嗎? 

答：對阿，也只能勸阿，她們都是年輕人，我也拉不贏她們，就是和她們說

不要這樣啦，用說的，少年人怎麼這樣。其實好幾次哩，老闆也會出來幫忙

拉。有一次警察也來了，就在這(一樓人行道)，打到流血，也不知道為什麼，

好像跟錢有關，年輕人就是這樣，我年輕也差不多啦。       (受訪者 04) 

 
問:那有發生什麼重大的事情?例如小偷什麼的。 

答:有有，之前是連續發生三天啦，後來就沒有了。那是以前住在這裡的人搬

出去後，他的門禁卡就流失掉，不曉得怎麼樣，然後一個年輕人刷卡進來偷

東西，不知道是誰啦，只是看到監視器很模糊，知道是年輕人。 

問:所以也抓不到囉? 

答:沒辦法抓啦，可是那時候這個問題我們馬上解決就是說把舊的鑰匙全部打 

   掉，全部換新的，後來就沒有發生了。                   (受訪者 05) 

 
 

 



工作空檔 

 
  一般人都認為管理員是個無聊的工作，我們想要了解他們如何排遣無聊的時

光。訪問的管理員說他們會看報紙、聽收音機，或是和附近的朋友或住戶聊天，

到四周走動。 
   
  許先生(受訪者 01)說空檔時段可在大樓四周走動，只要不超出這社區範圍或

離開時間太久即可。有時候朋友會來管理室和他聊天，也是打發時間的方法。有

時上班太累了，許先生還笑說他會偷偷躲起來打瞌睡。 
 
  林先生(受訪者 03)於工作空檔會在大廳做運動，或是和隔壁棟的管理員聊

天。隔壁的管理員是林先生介紹進來的，他們是從小到大的玩伴，同樣是退休後

想找個事做，倆人感情很好。由於家住附近，太太也會不定時去拜訪。 
 

問:像你工作這麼長時間，那太太在家不會覺得很無聊嗎? 

答:不會阿，她有時候也走過來看看察勤。                   (受訪者 03) 

 

問：那你平常都在做一些什麼?我是說工作的時間 

答：也沒有做什麼阿，大部分時間都是坐在這裡，看電視阿，掃掃弄弄，今 

    年身體比較不好，比較掃上去做清理。 

問：上去? 

答：頂樓啦，以前我還有在那邊種花，還種不少，不過現在都拿走了，沒有  

    那個氣力去照顧啦。                                  (受訪者 04) 

 

與同事、住戶的互動 

 
  受訪者皆提到盡量和住戶打好關係，住戶間接掌控管理員的工作，當住戶對

於管理員的表現不滿意時，常常直接向上級反映，而不會當面和管理員溝通，導

致管理員可能被上級記過、調遷甚至解雇。 
 

問:阿，你對這份工作有什麼想法？ 

答:什麼想法，就是這樣阿。 

問:就是有沒有成就感阿，好的壞的阿，付出的，有沒有犧牲什麼？ 

答:她們如果很信任我們，那這就是成就感啦，這工作也不是要多厲害才能 

   作，重點是要給人家信任啦。如果做的亂七八糟，人家不信任你，每天 

   罵你，你也是很痛苦阿。巷口也有一棟大樓，裡面之前有一個管理員， 

   每天都喝酒，醉茫茫，後來她們大棟遭小偷，人家就罵他，還懷疑他， 

   後來就被趕走了，我跟他認識，我知道他不是那種人，也很可憐啦，早 



   就有跟他說不要喝成這樣，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心酸啦。 

問:可以多說一些嗎？成就感。 

答:我們就是這樣阿，信任啦，說這麼多信任最重要，要讓人家尊重。我們做

這個工作，是社會的螺絲釘，螺絲釘你懂嗎？               (受訪者 04) 

 

問:那和這邊的住戶關係還不錯? 

答:恩恩，上個禮拜才簽了明年的約。所以保全公司和住戶的關係要好，才能

續約。(一年契約) 

問:那公司跟員工的契約長度? 

答:是無限期。                                           (受訪者 05) 
 

 
  有些住戶會主動送東西給管理員或給予口頭上的關心、支持，讓他們感覺和

住戶有如家人朋友一般。受訪者皆提到最大的工作成就感來自住戶的喜愛及信

任。 
 

問:住戶會常常送你東西喔？ 

答:有幾戶啦，她們人很客氣，過節有時候會送一點東西下來，都是吃的比較 

   多啦，四樓那個張太太，她們家好像是做食品的，有時候就會拿一些醬瓜 

   阿或是肉鬆下來，我也剛好拿來配。有時候就去附近買個白飯就好，簡單 

   簡單。 

問:妳們感情這麼好喔？ 

答:我有時候也會幫她們寄放一些東西阿，大家互相啦，這麼多年了，人就是 

   這樣阿，你門年輕人就比較不客氣齁，我看妳們來來去去都走很快，一下 

   就過去了，到老了你就知道。笑什麼，我說認真的，人就是要這樣阿，互 

   相啦，才不會到以後就剩你孤單一個，你就知道了。       (受訪者 04) 

 

我們訪問的管理員提到，從工作中可看盡人生百態，長時間下來，看著住

戶的成長是最有趣的面向。 
 

問:那你覺得這份工作有趣的地方在哪裡? 

答:看小朋友(住戶)從小長大。我剛來的時候，小朋友才中學，現在都已經念 

   大學，本來才在念大學的，現在都已經嫁人囉。 

問:感覺起來跟住戶的關係很好? 

答:我們都會聊天阿，天天見面，像家人一樣。              (受訪者 03) 

 

問：那有什麼有趣的經驗嗎？ 

答：就是跟住戶開玩笑阿，能開玩笑的住戶就開呀，不能開的我是不會去跟 

    他說什麼的。 



問：這樣做久了比較會看人吧？看出住戶的個性之類的。 

答：對對對對，可以開玩笑的我才會去開。 

問：也有住戶不好親近的吧？ 

答：也有啦，一樣米養百種人，有人把我們當成看門狗也是有阿，有的也是 

    很客氣。                                           (受訪者 02) 

 

  多數訪者較少提到和同事的相處情形，對同事的關係不若對於住戶重視。由

於管理員和住戶接觸的時間與機會較多，且住戶的感受攸關其工作權益，藉上述

來推測為何管理員會花費較多心力在維繫與住戶的關係。 
 

問：同事間感情好嗎？ 

答：很難講啦，一班兩個，另外一班來接班我們就走了嘛。 

問：跟搭配的人很熟就是了。 

答：合得來就好了，合不來下班時間各走各的就好了嘛。   （受訪者 02） 

 

問:那你跟同事的感情很好? 

答:我們兩個很不錯阿，以前他們換了好幾個都沒辦法配合，現在我們兩個配 

   合得很好，變成好朋友。                              (受訪者 05) 

 
空間配置 

 

   過去的傳統建築裡鮮少看到管理員室的規劃，但都市化的過程、住宅集中的

效果、科技的發展使得住宅建築多樣化，大樓在規劃設計時會將管理室、監控室、

地下室等符合住戶需求的空間放入住宅當中。 

位於大樓正門口的管理員室，除了監控人員的進出外，住戶進出時也可以和

管理員交流，同時監督管理員的工作。管理員也部分基於保全公司希望續約的理

由和住戶保持好關係。 

 

「大樓全部的監視器都在一間中控室監看，包括全社區的監視器。」(受訪者 01) 

「恩，有些住戶需要幫忙的話，就幫忙。比如買東西太重就幫忙提一下，小孩在

哭就幫忙抱一下啦等等，就是這樣。」(受訪者 03) 

「我們都會聊天阿，天天見面，像家人一樣。」(受訪者 03) 

「上個禮拜才簽了明年的約。所以保全公司和住戶的關係要好，才能續約。(一

年契約)」(受訪者 05) 

 
 
 
 



保全公司/管委會 
 
    這小節主要論述的是保全人員與保全公司以及管委會之間的關係，保全公司

及管委會提供給保全人員怎麼樣的工作環境，又如何對保全人員進行控制。 
 
1.訓練過程 
 
   首先，在訓練過程方面，我們從訪問裡發現，不管是保全公司的保全人員或

是大樓自聘的人員都是沒有受過嚴謹訓練即出來工作的，這跟我們以往的想像很

不一樣。以前我們都會覺得大樓自聘的都是一些老伯伯，退休後被人請了坐在

那，沒有受過什麼訓練是正常的；但相對於大樓自聘，保全公司的管理人員有制

服，大多也比較年輕，讓我們認為他們應是有受過基礎防身、消防或是安全方面

的訓練。但訪問的結果卻顯示：大部份的保全人員是沒受過任何訓練便直接上班

的。 
 
問：當保全之前需要受什麼訓練嗎？ 

答：沒有，直接派來。                  (受訪者 02) 

 

問:那當初聘請的時候，有沒有什麼訓練? 

答:不用什麼訓練，只要會寫字就好。     (受訪者 03) 

 

有些保全公司雖會提供訓練，但也是些基本的消防、防盜講習而已。 
 
問:那當初進去公司的時候，老闆有幫你們訓練什麼嗎? 

答:要要，最主要防竊盜跟火警，還有車子的一些基本知識。 

問:要會修理嗎? 

答:就是一般的小東西，換電燈等等要會。 (受訪者 05) 

 

經由訪問的結果我們發現，無論是大樓自聘或是保全公司的人員，一般來說

都沒有受過專業的保全訓練的。只是平常保全公司的人員有制服，讓我們覺得他

們比較專業。但除了年紀可能比大樓自聘年輕一點之外，在專業方面，因為幾乎

都沒受過訓練，普遍來說能力差距不遠。 

 

2.保全公司和管委會的關係 
 
管理委員會主要由住戶所組成，由這個管理委員會跟保全公司接洽簽約，簽

約後管委會每個月會固定給保全公司管理員的薪水，保全公司抽成後再付給管理

員。此外，管委會會另外聘請總幹事，或由保全公司委任總幹事來管理管理員。



通常總幹事都是上下班制，不像一般管理員早晚班輪班，但也有些住宅因地方比

較小，所以只由組長負責管理，組長通常也是一個管理員，要與管理員一起輪班。

當上總幹事的方式每家保全公司似乎不盡相同，但大多要求要考到「公寓大廈事

務管理人員」的證照才能當上總幹事。 
保全業界在徵聘總幹事時，人力大致有兩個來源，一是合法、一為非法。 

合法的作法是保全人員(有保全護照)取得「公寓大廈事務管理人員的證照」之

後，以兼任總幹事的方式來工作，每天上日班 12 小時；另一種是以非法的方式，

雖然保全人員沒有取得「公寓大廈事務管理人員的證照」，但仍以保全人員的身

份代理總幹事的工作。在合法的情況下，正常領有總幹事證照(公寓大廈事務管

理人員證照)的總幹事，起薪一般為 31000 元起算，月休 4~6 天，每天工作 8 小

時，只負責管理社區及執行管理委員會交辦事項。非法的情況下，因為無證照，

故頂多在保全人員的薪水再多加一些管理津貼。保全公司可以節省不少錢，所以

一些較小的社區會使用這種方式來管理管理員。 
    而在訪問的過程中我們也發現，管理員通常都沒有想要升為總幹事的念頭， 
原因大多為不想再考試、學歷不夠、覺得沒多多少錢等等，他們安於現狀，對於 
如何當上總幹事也不甚了解。而總幹事與管理員間的關係，就像同事共事一樣， 
關係的好壞因人而異。 
 
問：那管理員上面那層主管阿，是? 

答：總幹事。 

問：所以總幹事也是住戶嗎? 

答：不是，總幹事是這邊的管理委員會另外去聘的，因為有很多行政事務的工作， 

   需要另外聘人來做。                                 (受訪者 03) 

 

問：誰會管理? 

答：總幹事阿!如果你社區大一點的話都有，公司都會委任派一位總幹事! 

問：就公司的人? 

答：我們公司委任派也是我們南山保全公司的!他來公司也是來當保全的!但是他    

   是屬於總公司,他屬於上下班制,是站在外面,不像我們,我們是有做才有錢! 

   他們上下班制。平常工作就是逛一逛而已啦              (受訪者 01) 

 

答：他也是上班阿，我們三天會有一天跟他同班。 

問：他是怎麼當上主管的？他有經過考試嗎？ 

答：那我就不知道了，也許他合股，怎麼樣我也不知道。我來這邊他就在了，他

待十幾年了。                                       (受訪者 02) 

                                                        

 

 



問：那都是誰來監督管理員的工作? 

答：公司阿，其他大部分都有總幹事，這邊地方小沒有。就只有組長跟保全人員 

   兩個人。 

問：所以組長也是在做管理員的工作? 

答：對阿，他同時是總幹事也是管理員。                   (受訪者 05) 

 

勞動條件 
 
1.給薪 
 
   在給薪方面，保全公司管理員多半是由管委會給公司薪水，公司抽成後再發

給管理員，而自聘的話大多是直接發放。不過我們發現兩者的薪水其實無多大差

別，從一萬五到兩萬出頭。隨著保全公司制度不同而異，有的是以月薪計、有的

是以時薪計，但薪水皆不高，且休假日很少，所以管理員面臨的是工時長所得低

的工作環境，並且因為輪班時常要熬夜、作息顛倒等，還要付出健康上的代價。 
 
答：管理員的薪水是以時間算工資的...底薪,你如果休假的話就沒錢。 

問：就是你在的時間? 

答：就是你上班的時間，比如說 10 個鐘頭，阿每一家每一家公司不一樣。一個 

    鐘頭，看多少錢,然後ㄧ天 10 個鐘頭或者 12 個鐘頭累積下來看多少錢? 

(受訪者 01) 

 

問:那這樣一個禮拜工作多少天呢? 

答:一個禮拜工作五天，然後休兩天。 

問:那薪水是固定的嗎? 

答:恩 

問:那是算時薪嗎? 

答:是月薪，每天上班十二小時。 

(受訪者 03) 

 

且在訪問過程中我們知道，保全人員不但沒有加班費，更沒有年終獎金。只

有過年過節住戶會包紅包、送禮。 
 
2.工時 
 
   管理員的工時很長，配合輪班制，有時早班有時晚班，至少 12 小時，有時

甚至長達 24 小時。有些大樓雖然有排固定的早晚班，上班時間固定，但休假時

間卻很少，幾乎每天都要來上班。另有一種使其它管理員輪休而設計的機動班，



只有人員充裕的保全公司才有此制度，普通住宅仍是兩、三個人固定在輪班。雖

然受訪者大多表示已經習慣了這種作息，但長期下來對管理員的身體會造成一定

程度上的傷害，其中一位受訪者(04)就提到久坐使得腰椎不舒服。 
 
大樓自聘情況： 

問：那你呢?幾點可以回家 

答：早上七點阿，會有另一個來輪啦。 

問：所以妳們是一天要上班二十四小時喔 

答：對阿，不然你認為勒。錢哪有那麼好賺                   (受訪者 04) 

 

問:那一個星期要上班幾天? 

答:每天阿，我們沒有休假                                  (受訪者 05) 

 

答：薪水~我們是一早一晚一休，一個月休息十天嘛，薪水~不會太高啦。 

問：一早一晚一休是什麼意思？ 

答：就是三天一天早班，一天晚班，一天休息這樣，一個月剛好十天左右嘛。 

    阿我今天晚班明天就休息阿。 

問：這樣晚班做到幾點？ 

答：就六點半到六點半呀。 

問：那晚上都不能睡覺對不對？ 

答：晚上喔，看情況啦。 

問：那這樣一下睡早上一下睡晚上不會身體不舒服嗎？ 

答：習慣啦，又不像工廠做粗活那麼累。因為我們一班兩個人嘛，可以稍微休息

一下。                                                (受訪者 02) 

 

3.激勵制度 

 
   管理員這個行業沒有什麼激勵制度，我們遇到的通常都是已經退休找個兼 
差，不然就是小孩夠大所以養自己就夠了等等的情形，這個職業說穿了就是一個 
斷頭產業，沒有什麼升遷管道，除非要再去考證照，但管理員本身就無很大企圖 
心，對工作條件也沒太多要求，故即使保全公司未提供任何激勵制度也有大量的 
人力願意留在這個行業。另外一方面，現在大環境不景氣之時，管理員提供了一 
個不需什麼經驗便能月入一、兩萬的工作，吸引了中年失業、老年找兼差，或是 
年輕人當成未來就業過渡期的一個行業，這也是管理員勞動條件環境不佳卻仍在 
蓬勃發展的原因。 

 
 

 



勞動控制 

 

關於管理員的監控，保全公司一般白天會派總幹事監控管理員有無偷懶等情

形發生，在小一點的住宅也會有主任等不同名稱的人員，目的也是為了監控管理

員。晚上的監控會在巡邏時要求管理員打卡簽名或感應刷卡以示確實執行工作，

但以打卡的監控方式較常見，用監視器 24 小時監控管理員的情況雖有卻較少，

因成本高且住戶隨時經過大門都可掌握管理員的行動。這樣由住戶來監督的監控

方式雖然不正式，但監視其實是隨時隨地都有可能發生的，這使我們想到全景敞

視理論，只是住戶管控可能要求不那麼嚴格。而在大樓自聘方面，較多的管控來

自住戶及管委會，有時住戶看到管理員在打盹就會去跟管委會打小報告。透過住

戶向管委會反應進行間接控制，若發現管理員有偷懶等情事，管委會可以隨時遣

散自聘的管理員，若是不喜歡保全公司的管理員會要求保全公司換人等等。 

 

問：保全公司用什麼監控的方法知道你們有沒有認真工作？ 

答：我們這邊有個主任阿，就會過來看一下，主管上白天班。 

問：看一看就離開了？ 

答：他也是上班阿，我們三天會有一天跟他同班。 

  (受訪者 02) 

答：一個晚上,兩個人巡邏的話,是...四趟，要打八次卡,兩個人 

問：監督你們有沒有去的人是誰? 

答：它那邊,就有一個那個感應卡,你走到那邊,感應一下就...不過你假如感應不

到的話,明天就該死喔。 

                                                    (受訪者 01) 

 

 

大樓自聘的情況： 

問：那管委會有沒有給你什麼要求？ 

答：不能穿吊咖阿，打扮要整齊，抽菸要去旁邊巷子抽，不要嚼檳榔，大門還沒

拉上不能睡覺…………. 

 

「我有幾次打盹，有一次被住戶看到，就被投訴，還好管委會的那個會長人很好，

住五樓的，來跟我講一下。其實會長有差，一年前的那個，住在四樓的那個陳先

生，換他老婆當，恰北北，說要我穿的正式一點，說這裡是八德路，不是鄉下。

還跟我說晚上睡覺的時候不可以把鞋子拖吊，不要穿拖鞋，規矩一大堆，我兒子

聽了很生氣，他說又不是電梯小姐。」 

 

 

問：那你那時候有跟他抗議嗎? 



答：我哪敢，說了一下就把我換掉，顧生活顧肚子阿。   (受訪者 04) 

 

與家庭的關係 

 

   訪問的五人當中，一位以這份工作為兼職(05)，其餘皆正職，而共同的特色都

是年齡五、六十歲，家裡的小孩大多出外工作，只有其中兩位小孩還在念書，一

位跟家裡很久沒連絡了，自己獨自在外打拼(01)。另一位的小孩則還在念國高中

(05)，整體而言，經濟負擔不那麼大。做這份工作因為有時要值夜班，工時較長，

與家人相處的時間減少，但因管理員們的小孩大多已結婚(02,03,04,05)，家裡只剩

自己和太太，平常過著簡單的生活，與小孩的互動較不頻繁。偶爾太太會來探班

(03)，小孩獨立後也較不需父母操心。 

 

「對阿，小孩都大了，兒子下個月要結婚囉。我們家又很近。」(受訪者 03) 

「我太太不會在家無聊阿，她有時候也走過來看看察勤(笑)。」(受訪者 03) 

「我的小孩都結婚啦，最大女兒都三十囉。問:『所以薪水養你跟你太太就好了？』 

  過得去了啦。」                                        (受訪者 02) 

 

與小孩的感情親密程度和工作沒有絕對的關係，原因在於工作者大多為五、六十

歲的退休者或兼職者，小孩大多成家獨立，不需父母花時間照顧，互動時間較少，

小孩也很少與父母同住。其中一位受訪者特別提到，選擇外出工作的原因是不想

給兒子增加負擔，兒子也會關心他的身體狀況請他換另一份工作。 

 

「有的吃有的住，安安穩穩。這幾年我兒子跑大陸，家裡比較冷清，我才出來做

這個，加減貼補一點。」                                    (受訪者 04) 

「你說是對啦，兒孫都孝順孝順，但是我也怕給她們負擔阿，她們也很辛苦阿，

都上班到很晚才回來，大家一起來，我們還不知道會活多久。活久，也是拖人家

的命，活比較少，也是做一點貢獻。」                         (受訪者 04) 

「就沒事情做阿，在家裡，朋友就說看要不要去做點工作補一下給家裡用，想一

下也不錯阿，平常也是閒在家裡，那時候兒子剛去大陸，生意還不太穩，就想說

出來幫忙負擔一下。」                                        (受訪者 04) 

 

其中一位受訪者有就讀國中、小學的孩子，但因受訪者身兼二職，工作繁忙， 

與家人相處時間不多。 

 

「恩..最大的小孩的比你們還大。下面兩個比較小，一個國三，一個國小五年級。

其他兩個大的已經在工作了。和大的孩子(相處時間)很少，他們在南部打拼，我

們三個人在這裡，就我跟我太太還有最小的(孩子)。」(受訪者 05) 

「小孩子喔，小孩子就讀書阿，下課回來就寫功課阿，阿我九點下班後就陪他 



了，陪他睡完覺之後，晚上十一點去收攤。小孩很獨立」(受訪者 05) 

 
 

三、分析 

低技術低規範的工作性質 
 
   管理員的工作只需要低技術、甚至不需要訓練即可勝任，工作最主要的目的

在於提供住戶安全感，管理人員進出，收信等雜務則是次要的工作。同樣是低技

術的工作，麥當勞卻使用高度標準化的方式管理員工，差別在於麥當勞追求的是

效率和利潤，必須用整齊劃一、高度規範的動作提高產量與生產速度，櫃台服務

也有固定的腳本和情緒勞動。相對麥當勞注重高效率的產出，管理員的工作並不

需要生產或銷售物品，沒有提高效率的壓力。保全公司或管委會並無誘因標準化

管理員的工作，使得這份工作成為低技術低規範的服務業型態。 
   情緒勞動方面，管理員的工作並不像《情緒管理的探索》提到的空中小姐有

那麼多情緒勞動的規範。值得一提的是，管理員的男性身分反應男性被視為保衛

安全的刻板印象，希望透過男性管理員傳達此地很安全的訊息。但在訓練過程

中，管理員沒有防身術的課程、工作場域也無配備足以防身的工具，男性管理員

傳遞安全訊息的形式意義大於實質的防衛效果。而保全公司提供的制服也較能讓

他人信任，訪談過程也有受訪者提到即便是管委會自聘的管理員也不能穿著隨

便。制服讓員工對這家公司產生認同感與歸屬感，一舉一動不只是個人的行為，

更代表公司的形象。對管理員產生無形的勞動控制。 
 
問：那你覺得為什麼管理員女生比較少？ 

答：因為一般管理員如果遇到搶匪、小偷之類的，(小偷)就會認為說哪裡有女生

的管理員，會比較好偷，那如果遇到男生的話還有一半一半的機會。 

問：那這裡有電擊棒之類的嗎？ 

答：(拿出棍子)這不是電擊棒，但可以打人，這叫警棍。(按按鈕，彈出，示範

用法) 

問：還有其它的東西嗎？ 

答：這個就夠了啦，如果遇到搶匪的時候我們儘量不要發生正面衝突，直接打電

話給警察嘛，他們身上有槍呀，我們薪水兩萬多又沒保障。我們保全公司的

經理說：「保全，先保障自己的安全。」。                  (受訪者 01) 

 

問:那這樣發生重大事件的話有沒有工具保護自己? 

答:沒有，這裡一般沒有工具，假如是站外班的話才需要(指的是商業大樓那種) 

問:所以你們這裡如果發生重大事件…? 

答:就通報警察然後再通報公司 



問:那當初進去公司的時候，老闆有幫你們訓練什麼嗎? 

答:要要，最主要防竊盜跟火警，還有車子的一些基本知識。 

問:要會修理嗎? 

答:就是一般的小東西，換電燈等等要會。                      (受訪者 05) 

 

勞動意識低落 

 

1. 工作沒有專業性 

 

    管理員的工作平時除了巡邏、收信之外，很少有例行性的工作，而且工作內

容簡單、不需任何專業技術，面對這樣的工作內容，管理員難以從中獲得任何成

就感。因為一般工作除了薪資之外，大都是以成就感為最大的激勵來源，但管理

員的例行工作，只有「做完與否」卻無「做得好不好」的差別，而且內容簡單，

不需要技術也不用動腦，使社會對此職業一直認為較低階，管理員也難以從工作

中得到成就感。但經由訪談之中，我們發現做為一個低階的服務業工作，管理員

可能轉而在工作內容外與住戶的關係才是獲得滿足感的來源，住戶對其的信任能

給予他們很大的鼓勵。 

 

問：你對這份工作有什麼想法？ 

答：什麼想法，就是這樣阿。 

問：就是有沒有成就感阿，好的壞的阿，付出的，有沒有犧牲什麼？ 

答：她們如果很信任我們，那這就是成就感啦，這工作也不是要多厲害才能作，

重點是要給人家信任啦。如果做的亂七八糟，人家不信任你，每天罵你，你也是

很痛苦阿。巷口也有一棟大樓，裡面之前有一個管理員，每天都喝酒，醉茫茫，

後來她們大棟遭小偷，人家就罵他，還懷疑他，後來就被趕走了，我跟他認識，

我知道他不是那種人，也很可憐啦，早就有跟他說不要喝成這樣，每個人有每個

人的心酸啦。 

問：可以多說一些嗎？成就感。 

答：我們就是這樣阿，信任啦，說這麼多信任最重要，要讓人家尊重。我們做這

個工作，是社會的螺絲釘，螺絲釘你懂嗎？ 

問：我知道。 

答：對阿，有錢的人太多了，我們也看了很多，你看這棟哪個不有錢，台北市區

耶，去樓上餐廳的也都穿的漂漂亮亮的，我們坐在這，也都看很多啦，有的人也

不把你當一回事，看都不想看你一眼，這也有，有的會對你客氣一點，想你來給

我們這樣關懷。雖然我家裡也不是很難過，但是，哎呀，我看很多啦。什麼人都

有，就是要尊重別人啦，什麼行業什麼工作都有尊嚴啦，你們大學生比較沒有這

種感覺，我們黑手出生的，就很清楚。我也跟我孫子說，做什麼都沒關係，就認

真做，讓別人不能看輕，這最重要。 



                                                       (受訪者 04) 

 

    另外我們覺得，管理員的工作內容雖少，但是卻長時間被限制在一個小範圍

中，空閒時間只能看看報紙及螢幕等，可是他們的空閒時間是佔工作內容中的絕

大部分。這與一般的工作，工時雖長但工作時間都要忙公務的情況是很不相同

的，在這種工作時間持續忙碌的情況下，下班後可能呈現放鬆的狀態，公私之間

的感覺是分很開的。反觀管理員，因為他們上班時長時間坐在那，卻有許多時間

是空閒的，在這種情況，他們上班時間意識是自由的(不需做太多與工作有關的

思考)，但人身卻被限制在一個小範圍當中，這是一種「尷尬」的狀態，使得他

們上下班時間的心態並不會相差很遠，讓公、私之間不是如此分明，在上班時較

沒有「我正在工作」的意識，所以對於自我或對於工作的要求並不是很高，造成

管理員對自身的工作沒有那麼大熱情。 

 

2. 工作性質導致與人的疏離 
 

  管理員大半的工作時間都待在工作崗位上，有很大的機率可以看到住戶，相

對於和住戶再深入接觸的機率並不高。所以很可能在心裡感到與他人疏離。自我

疏隔感(Self Estrangement)是人與自我的疏離感，導致個人產生工具性的工作

取向，工作不再具有內在意義，它不能實現自我，而只是一種謀生的工具（張其

高，民88）。 
  相較於青年，中年人因身體等狀況之改變，比年輕時更容易產生無力感。老

化的研究已經證實了健康狀況與在社會中撤退有關（Pratt & Norris，1994）。因

此訪問中大多數的訪者把管理員看做人生最後的工作。 
問:那你之前有做過什麼工作嗎? 

答:公務員退休啦。                                       (受訪者 03) 

 

 

問：那妳們會覺得很有競爭的壓力嗎？一般都是怎樣不做的？ 

答：直接就被開除的很多呀，人家就看你老了阿，沒用了阿，眼睛也差，手

腳也慢，就把你辭掉阿，找新的人來，不用什麼理由啦，一句話就可以了。 

                                                       (受訪者 04) 

 
3. 個人背景  

 

    在訪談中我們發現，管理員的背景大致有幾個來源：年紀較大的通常是中年

失業，或退休後無事可做來賺點錢貼補家用；而年紀較輕的不是以管理員做為未

來就業的「過渡行業」，就是自認學歷不高，在其它工作受挫後選擇當管理員，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自始至終都沒有把一個管理員當成一個「志業」，而是個謀



生賺錢的手段而已。且從訪談中可發覺，他們普遍對自我的評價都不是太高，也

沒有很大的抱負，受訪者中除了一位是公務員退休、一位以管理員職業做兼差

外，其它都是之前工作有些變化，遷廠或裁員等，才會來做管理員，他們的態度

比較多是表現出「以我的學歷背景能這樣混口飯吃就不錯了」的感覺，所以對管

理員職業本身也無太多的期許。而且一個工作做久了也覺得穩定，若無緊急的經

濟壓力，他們也沒有動力要換工作，表現給我們的感覺就是：雖然對這份工作的

工時或福利、薪水都不甚滿意，但也都安於現狀，就連升遷也很少考慮。 
 

「對阿，沒什麼好怨嘆的。現在有個工作可以做，一個月有兩萬塊，我已經覺得

不錯了啦。」 

                                                          (受訪者 04) 

 

問:那薪水還滿意嗎? 

答:薪水不在意啦，只是想找個事做，在家無聊。這裡又離家近，走路兩分鐘就 

   到了。 

問:所以妳們也不會去特別爭取福利囉? 

答:不會，有工作可以做就好了。 

                                                          (受訪者 03) 

 

    回到管理員職業本身，也因為它的組織較扁平，目前觀察到的控制只有兩

層，一是總幹事或主任、組長對管理員的監控，一種是管委會或住戶對管理員的

壓力，但管委會並非保全公司的人，故管理員主要的上司就是總幹事(大樓自聘

的話仍為管委會)，要升遷的話也只有參加考試當上主管這條路，所以管理員是

名副其實的斷頭行業。但如之前所述的，管理員因自身背景及工作動機等關係，

對這份工作抱著得過且過的心態，對升遷管道不甚了解，也不會想要升遷。 

 

問：那有升遷的管道嗎? 

答：升遷喔?唉唷!多不了多少錢啦 

                                                          (受訪者 01) 

 

    就爭取福利來說，我們發現管理員的福利非常少，沒有任何加班費、年終獎

金或保險等等，但是在勞動條件如此不好的情況下，他們也很少有要爭取福利的

想法。一方面是自身對於此工作消極的態度，但就客觀情況來說，我們覺得有可

能因為他們工作的場域被分散在各個大樓，雖屬同個公司卻互不認識，使得他們

的串聯成為一件困難的工作，彼此各管各的，不會有要聯合向公司施壓的念頭。

而大樓自聘的情況更是單打獨鬥，因為有可能被要求隨時走路，一個人也不會想

爭取什麼。在這樣的環境中，使管理員得過且過的心態找到合理的註腳，相對也

加深勞動意識低落的結果。保全公司因為管理員對自身工作的冷漠，沒有任何誘



因要去提供福利，但吊詭的是，又因其職業本身的因素(不需高學歷、只要求低

技術)，讓外面不斷有人有意願要進入這個職業，使保全公司更有籌碼不去改善

他們的勞動條件，在這些原因的相互交錯下，於是造就而成了管理員這種特殊的

職業生態。 

 

四、結論 

   管理員的工作活動範圍固定，只限於管理室附近，工時也固定，平均 12 個

小時換班一次，長時間在同一地方管理安全，屬於靜態的工作，而不像其他工作

在上班時間持續進行體力或腦力勞動，兩者相比之下，管理員的工作反而更感到

乏味枯燥，疏離感更大。生產的工作有數量的指標標示工作成果、腦力勞動的工

作也能帶給人成就感，管理員在沒有「生產量」且工作內容鬆散的情況下，與住

戶的互動反而成為最大成就感來源，就如同訪問者問及對此份工作的感想，其中

一位受訪者感想:「管理員的工作看盡人生百態。」 
   綜合以上所述，管理員的工作性質特殊，並非銷售或生產產品，在沒有產出

效率的壓力下，形成低規範的工作型態。低技術的工作很容易被取代，薪水也不

高，而保全公司派遣的管理員和管委會自聘的管理員在工作內容和待遇上並無明

顯差別，唯保全公司會提供完整的監視配備，有些保全公司會承包清潔業務。低

技術和對員工要求不高的性質也歡迎退休人員和找不到更好工作的人、兼職者進

入這個職場，管理員本身的條件也受限於年齡和學歷無法在社會上找到其他更好

的工作。缺乏專業性的工作性質吸引特定條件的人加入，而特定條件的人也因學

歷不高或年齡較大選擇進入這個行業，鞏固了管理員職業的存在。低技術低規

範、無升遷管道以及個人條件的限制，也使得管理員將工作視為家庭經濟的補

貼、當作兼職或安於現狀，不會主動爭取權益，勞動意識低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