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章旨在依據實徵研究相關結果加以分析，並檢證相關之研究假設，

以瞭解個人對犯罪事件之被害恐懼的相關層面與因素，進而建構一適當的

解釋模式。第一節說明各變項之基本統計結果與其代表涵義；第二節初步

探討各自變項與依變項之相關情形；第三節分析各自變項對依變項之影

響；第四節則綜合討論所有模型結果。 

 

第一節  各變項之統計結果描述 

 

壹、依變項之統計結果    

    本研究之依變項為「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係指個人對社區中特定

犯罪類型的被害恐懼反應組合而成，由十五個項目組合而成，在「犯罪被

害恐懼感量表」中，分數愈高代表犯罪被害恐懼感愈高。由表 4-1-2得知，

本研究所測得的「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最小值為 1.00，最大值為 4.00，

平均數為 2.57，標準差為.66。故整體而言，台南市居民的犯罪被害恐懼感

略傾向中等程度。 

 

貳、自變項之統計結果   

     本研究之自變項包括性別、教育程度、直接被害經驗、間接被害經

驗、社區整合、不文明符號、監督系統、硬體設備等八個變項，分別將各

個自變項的描述統計結果概述於下。 

一、 性別 

    由表 4-1-1 之次數分配表所示，男生有 438 人，佔總數之 44.1﹪；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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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 555人，佔總數之 55.9﹪，有效樣本共計 993 位，顯示男女比例相當

接近。 

二、 教育程度 

    由表 4-1-1之次數分配表所示，未受教育、國小畢業的有 30人，佔總

數之 3﹪；國中畢業有 53人，佔總數之 5.4﹪；高中或高職畢業有 382人，

佔總數之 38.6﹪；專科或大學畢業有 377人，佔總數之 38.1﹪；研究所畢

業有 148人，佔總數之 14.9﹪，有效樣本共計 990位。 

三、直接被害經驗 

「直接被害經驗」變項由十題組合而成，「直接被害經驗」為個人所 

遭受的被害經驗，由表 4-1-2得知，「直接被害經驗」最小值為 1.00，最大

值為 3.00，平均數為 1.19，標準差為.29。在談答與計分方式上，採勾選「從

未發生」者得 1分、「很少」者得 2分、「偶爾」者得 3分、「經常」者得 4

分，得分愈高，表示個體直接被害經驗愈多，故整體而言，受訪台南市居

民之直接被害經驗在中等程度以下。 

四、間接被害經驗 

「間接被害經驗」變項由十二題組合而成，「間接被害經驗」為聽聞 

他人被害的經驗，由表 4-1-2得知，「間接被害經驗」最小值為 1.00，最大

值為 3.42，平均數為 1.50，標準差為.47。在談答與計分方式上，採勾選「從

未發生」者得 1分、「很少」者得 2分、「偶爾」者得 3分、「經常」者得 4

分，得分愈高，表示個體間接被害經驗愈多，故整體而言，受訪台南市居

民之間接被害經驗在中等程度以下。 

五、社區整合 

「社區整合」變項由十二題組合而成，「社區整合」變項得分愈高，

表示社區整合程度愈高。依據表 4-1-2得知，「社區整合」最小值為 1.00，

最大值為 4.00，平均數為 2.68，標準差為.44。在談答與計分方式上，採勾

選「非常不符合」者得 1分、「不符合」者得 2分、「符合」者得 3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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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符合」者得 4分，故整體而言，受訪台南市居民認為其居住之社區整合

程度，稍高於中間程度。 

六、不文明符號 

「不文明符號」變項由七題組合而成，在「不文明符號」變項得分愈

高，表示其不文明符號愈明顯。依據表 4-1-2得知，「不文明符號」最小值

為 1.00，最大值為 4.00，平均數為 2.07，標準差為.51。在談答與計分方式

上，採勾選「非常不符合」者得 1分、「不符合」者得 2分、「符合」者得

3分、「非常符合」者得 4分，故整體而言，受訪台南市居民認為其居住社

區之不文明符號較低於中間程度。 

七、監督系統 

    「監督系統」變項由十題組合而成，在「監督系統」變項得分愈高，

表示其監督系統愈完善。依據表 4-1-2得知，「監督系統」最小值為 1.00，

最大值為 4.00，平均數為 2.29，標準差為.65。在談答與計分方式上，採勾

選「非常不符合」者得 1分、「不符合」者得 2分、「符合」者得 3分、「非

常符合」者得 4分，故整體而言，受訪台南市居民認為其社區之監督系統

略低於中間程度。 

八、硬體設備 

    「硬體設備」變項由三題組合而成，在「硬體設備」變項得分愈高，

表示其硬體設備愈完善。依據表 4-1-2得知，「硬體設備」最小值為 1.00，

最大值為 4.00，平均數為 2.73，標準差為.58。在談答與計分方式上，採勾

選「非常不符合」者得 1分、「不符合」者得 2分、「符合」者得 3分、「非

常符合」者得 4分，故整體而言，受訪台南市居民認為其社區之硬體設備

高於中間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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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自變項之次數分配表 

類別/次序變項    類別               人數     百分比（﹪）    

性別 男生 438 44.1 

   女生 555 55.9 

  總計 993 100.0 

 未受教育、國小畢業 30 3.0 

 國中畢業 53 5.4 

教育程度        高中或高職畢業 382 38.6 

                   專科或大學畢業 377 38.1 

                   研究所畢業 148 14.9 

                   總計 990 100.0 

 

表 4-1-2：各變項之描述統計 

          變項          平均數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樣本數 

依變項    犯罪被害恐懼感 2.57 .66 1.00 4.00 990 

          性別 .44 .50 .00 1.00 993 

          教育程度 3.57 .91 1.00 5.00 990 

直接被害經驗 1.19 .29 1.00 3.00 989 

間接被害經驗 1.50 .47 1.00 3.42 989 

          社區整合 2.68 .44 1.00 4.00 989 

自變項    不文明符號 2.07 .51 1.00 4.00 995 

          監督系統 2.29 .65 1.00 4.00 979 

          硬體設備 2.73 .58 1.00 4.00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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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自變項與依變項之相關分析 

 

    本節主要說明各變項間的相關性。本研究係採皮爾遜積差相關法，以

雙尾方式檢測各變項之相關情形。其中包括「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性

別」、「教育程度」、「直接被害經驗」、「間接被害經驗」、「社區整合」、「不

文明符號」、「監督系統」、「硬體設備」等九個變項。由表 4-2-1可知各變

項的相關情形，分別敘述如下。 

    首先，就個人層面因素而言，「性別」與「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呈

負相關，且達顯著水準（r= -.15；p<.01）。此結果表示女性有較高的犯罪

被害恐懼感。在此結果中顯示「教育程度」與「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並

無顯著關係（p>.05）。「直接被害經驗」與「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呈正相

關，並達顯著水準（r= .21；p<.01），即直接被害經驗愈高，則個人犯罪被

害恐懼感愈高。「間接被害經驗」與「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呈正相關，

並達顯著水準（r= .28；p<.01），即間接被害經驗愈高，則個人犯罪被害恐

懼感愈高。接著，就社區環境層面因素而言，「社區整合」與「個人犯罪

被害恐懼感」呈正相關，並顯著水準（r= .09；p<.01），即社區整合程度愈

高，則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愈高。「不文明符號」與「個人犯罪被害恐懼

感」呈正相關，並達顯著水準（r= .29；p<.01），即不文明符號愈明顯，個

人犯罪被害恐懼感愈高；「監督系統」與「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呈負相

關，並達顯著水準（r= -.18；p<.01），即監督系統愈完善，則個人犯罪被

害恐懼感愈低；「硬體設備」與「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呈負相關，並達

顯著水準（r= -.17；p<.01），即硬體設備愈完備，則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

愈低。 

    就相關分析結果而言，在個人層面因素與社區環境層面因素與「個人

犯罪被害恐懼感」的相關度達顯著水準的各因素，顯示其兩兩變項間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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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聯，並與前所述及之文獻觀點一致。然而，上述各變項之相關情形都有

一共同的前提，亦即假設其他條件皆相同。故僅以各變項的關聯性來說明

研究結果，其佐證力明顯不足。因此本研究進一步使用巢式迴歸分析方

法，除檢證各變項之相關性外，同時檢驗各變項間是否存有假性相關的現

象，俾使所得結果更為確實。 

 

表 4-2-1：自變項與依變項之相關矩陣係數 

   被害恐懼   性別   教育程度   個人經驗  他人經驗 

被害恐懼 1.00    

性別 -.15*** 1.00 

教育程度 .04 -.04 1.00 

個人經驗 .21*** .09** -.03 1.00 

他人經驗 .28*** .07* -.03 .56*** 1.00 

社區整合 .09* .03 .03 -.01 .10*** 

不文明符號 .29*** .02 -.05 .21*** .29*** 

監督系統 -.18*** .00 -.08 -.13*** -.16*** 

硬體設備 -.17*** .01 -.01 -.14*** -.18*** 

註: *表示 P≦.05；**表示 P≦.01；***表示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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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自變項與依變項之相關矩陣係數（續） 

     社區整合  不文明符號  監督系統  硬體設備 

社區整合 1.00               .         

不文明符號 .01 1.00                

監督系統 .18*** -.13*** 1.00 

硬體設備 .24*** -.21*** .61*** 1.00 

註: *表示 P≦.05；**表示 P≦.01；***表示 P≦.001 

 

第三節 自變項對依變項之影響 

 

    本節以多元迴歸分析方法，分層探討各個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關係與影

響，並以雙尾方式檢測各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情形。由於巢式迴歸分析技

術可檢證自變項與依變項間之假性相關是否存在，故使用巢式迴歸模型，

逐一檢證各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此外，本研究在比較各模型間同一自

變項對依變項之影響情形時，係以未標準化迴歸係數來解釋各變項間關聯

性的變化，而各巢式迴歸模型之分析方法，乃觀察統計值中之顯著度來檢

視自變項對依變項是否達統計上的顯著影響力，詳細情形敘述如下： 

 

壹、第一個迴歸模型分析：個人層面因素 

首先，檢視個人層面因素對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的影響。由表 4-3-1 

可知個人層面中的第一個因素是「性別」，其未標準化迴歸係數值為-.23

（p<.001）。此結果表示，「性別」與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為負相關，亦即

女性的犯罪被害恐懼感高於男性。其次，個人層面因素中的第二個因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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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度」，其未標準化迴歸係數值為 0.04（p>.001），因此在模型中的

教育程度對個人的犯罪被害恐懼感並無統計上之顯著影響力。第三個因素

是「直接被害經驗」的未標準化迴歸係數值為.21（p<.05），此結果表示，

「直接被害經驗」與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為正相關，亦即直接被害經驗與

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呈現正比的關係，即個人遭受愈多直接被害經驗，其

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愈高，二者變項的關係為每增加一單位的「直接被害

經驗」，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亦隨之提高.21單位。第四個因素是「間接被

害經驗」的未標準化迴歸係數值為.34（p<.001），此結果表示，「間接被害

經驗」與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為正相關，亦即間接被害經驗與個人犯罪被

害恐懼感呈現正比的關係，即聽聞他人愈多被害經驗的人，其個人犯罪被

害恐懼感愈高，二者變項的關係為每增加一單位的「間接被害經驗」，個

人犯罪被害恐懼感亦隨之提高.34單位。在解釋力方面，表 4-3-1的決定係

數值（R2）為.12，可知個人層面對所採的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的解釋力達

12﹪，調整後的決定系數值（Adjusted R2）亦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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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個人層面之巢式迴歸分析摘要表 

變項              未標準化     標準誤     標準化     t值 

迴歸係數               迴歸係數 

性別 -.23 .04 -.17 -5.6*** 

教育程度 .04 .02 .06 1.80  

直接被害經驗 .21 .08 .09 2.45* 

間接被害經驗 .34 .05 .25 6.64*** 

常數 1.76 .12  14.50*** 

決定係數=.12；調整後決定係數=.12； F值=31.44   ；n=939 

註: *表示 P≦.05；**表示 P≦.01；***表示 P≦.001 

 

貳、第二個環境模型分析：社區環境層面因素 

由表 4-3-2知社區環境層面第一因素為「社區整合」，其未標準化迴 

歸係數值為.19（p<.001）。此結果表示，「社區整合」與個人犯罪被害恐懼

感為正相關，亦即社區整合與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呈現正比的關係，且每

增加一單位的「社區整合」，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亦隨之提高.19單位。這

結果與本研究所提出之假設不同，而其原因待下一章再作詳細討論。第二

因素為「不文明符號」，的未標準化迴歸係數值為.33（p<.001）。此結果表

示，「不文明符號」與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為正相關，亦即不文明符號愈

明顯，其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愈高，二者變項的關係為每增加一單位的「不

文明符號」，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亦隨之提高.33單位。第三因素為「監督

系統」，「監督系統」的未標準化迴歸係數值為-.13（p=.001）。此結果表示，

「監督系統」與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為負相關，亦即監督系統愈好，其個

人犯罪被害恐懼感愈低，二者變項的關係為每增加一單位的「監督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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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亦隨之降低.13單位。第四因素為「硬體設備」，其未

標準化迴歸係數值為-.08（p>.001）。在解釋力方面，表 4-3-2的決定係數

值（R2）為.12，可知個人層面對所採的犯罪被害恐懼感的解釋力達 12﹪，

調整後的決定系數值（Adjusted R2）亦為.12。 

 

表 4-3-2：社區環境層面之巢式迴歸分析摘要表 

變項           未標準化     標準誤     標準化     t值 

迴歸係數               迴歸係數 

社區整合 .19 .05 .13 4.05*** 

不文明符號 .33 .04 .26 8.25*** 

監督系統 -.13 .04 -.13 -3.41*** 

硬體設備 -.08 .05 -.07 -1.69 

常數 1.86 .17  10.76*** 

 決定係數=.122；調整後決定係數=.118；F值=32.47   ；n=939 

註: *表示 P≦.05；**表示 P≦.01；***表示 P≦.001 

 

參、同時納入個人層面、社區環境層面因素 

在分別探討過個人層面因素、社會環境層面因素對個人犯罪被害恐懼 

感之影響後，研究者於迴歸模型三，將上述二個層面一併納入作一比較。

首先，觀察表 4-3-3發現，在納入社區環境後，個人層面因素之「性別」

變項的未標準化迴歸係數變化不大，由-.23變成-.22，仍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p<.001）。這表示「性別」與犯罪被害恐懼感的關聯性，在納入「社區環

境」變項後仍然對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有顯著之效應。個人層面因素之「教

育程度」變項的未標準化迴歸係數不變，維持原本的 04，未達到統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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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p>.001）。「直接被害經驗」變項的未標準化迴歸係數稍微降低，由

0.21變成 0.18，達統計顯著水準（p<.05），在納入「社區環境」變項後雖

有所變動，但仍然對犯罪被害恐懼感有顯著之正向效應。另外，「間接被

害經驗」變項的未標準化迴歸係數降低，由 0.34變成 0.22，達到統計顯著

水準（p<.001），在納入「社區環境」變項後雖有所變動，但仍然對個人犯

罪被害恐懼感有顯著之正向效應。在社區環境方面，「社區整合」變項的

未標準化迴歸係數稍微降低，由.19變成.16，達統計顯著水準（p=.001），

在納入「個人層面」變項後雖有所變動，但仍然對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有

顯著之正向效應。「不文明符號」變項的未標準化迴歸係數降低，由.33變

成.27，達統計顯著水準（p<.001），在納入「個人層面」變項後雖有所變

動，但仍然對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有顯著之正向效應。「監督系統」之變

項的未標準化迴歸係數則稍微提高，由-.13變成-.11，達統計顯著水準

（p<.05），在納入「個人層面」變項後，其仍然對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有

顯著之負向效應。「硬體設備」之變項的未標準化迴歸係數稍微提高，由-.08 

變成-.05，未達統計顯著水準（p>.05），因此可知，「硬體設備」對犯罪被

害恐懼感的影響力，在納入了個人層面後，依然沒有關聯性存在，也就是

「硬體設備」對社區居民犯罪被害恐懼感並無統計上之顯著效應。 

所以就個人層面因素與社區環境層面因素而言，影響個人犯罪被害恐

懼感的相關因素包括：「性別」、「直接被害經驗」、「間接被害經驗」、「社

區整合」、「不文明符號」、「監督系統」等變項。在解釋力方面，表 4-3-3

的決定係數值（R2）為.19，亦即個人層面因素、社區環境因素對犯罪被害

恐懼感的解釋力達 19﹪，調整後的決定系數值（Adjusted R2）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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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個人層面因素、社區環境層面因素與犯罪被害恐懼感之巢式迴歸

分析摘要表 

層面        變項       未標準化     標準誤     標準化    t值 

迴歸係數              迴歸係數 

個人層面    性別 -.22 .04 -.17 -5.65*** 

            教育程度 .04 .02 .05 1.61 

            直接被害經驗 .18 .08 .08 2.17* 

間接被害經驗 .22 .05 .16 4.23*** 

社區環境層面社區整合 .16 .05 .11 3.37 *** 

不文明符號 .27 .04 .21 6.61***  

         監督系統 -.11 .04 -.11 -2.92** 

              硬體設備 -.05 .04 -.04 -1.12  

              常數 1.40 .20  6.98*** 

 決定係數=.19；調整後決定係數=.18；F值=26.64   ；n=939 

註: *表示 P≦.05；**表示 P≦.01；***表示 P≦.001 

 

第四節 綜合討論 

 

    本節將針對先前所述之三個迴歸模型分析的結果，綜合探討各層面之

因素與「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的相關性，並針對研究發現逐一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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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結果 

由表 4-4-1可知，迴歸模型（一）主要探究個人層面因素之「性別」、 

「教育程度」、「直接被害經驗」、「間接被害經驗」四變項與「個人犯罪被

害恐懼感」之相關性。故從迴歸模型（一）可知，「性別」、「直接被害經

驗」、「間接被害經驗」三變項對「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皆具影響力，三

者亦是影響「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的相關因素。「教育程度」則不具統

計上的顯著影響力。 

其次，探究社區環境層面因素之「社區整合」、「不文明符號」、「監督 

系統」、「硬體設備」四變項與「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之相關性。從迴歸

模型（二）可知，「社區整合」、「不文明符號」、「監督系統」三變項對「個

人犯罪被害恐懼感」皆具影響力，即三者為影響「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

的相關因素，而「硬體設備」則不具統計上的顯著影響力。 

    最後，同時納入個人層面因素、社區環境層面因素之各變項，由表 4-4-1

可知，「性別」、「直接被害經驗」、「間接被害經驗」、「社區整合」、「不文

明符號」、「監督系統」等變項皆未受太大影響，對「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

具有統計上的顯著影響力。故由迴歸模型（三）可知，「性別」、「直接被

害經驗」、「間接被害經驗」、「社區整合」、「不文明符號」、「監督系統」等

是影響「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的相關因素。 

    綜上所述，個人層面因素之「性別」、「直接被害經驗」、「間接被害經

驗」三變項對「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在統計上有顯著的影響效應。社區

環境層面之因素，依研究結果發現，「社區整合」、「不文明符號」、「監督

系統」對「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在統計上有顯著的影響效應。若同時納

入個人層面、社區環境層面之各變項，「性別」、「直接被害經驗」、「間接

被害經驗」、「社區整合」、「不文明符號」、「監督系統」，對「個人犯罪被

害恐懼感」在統計上仍然具有顯著的影響效應，上述結果皆未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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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迴歸模型中主要變項之未標準化迴歸係數與顯著情形 

層面       變項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B） （B） （B） 

個人層面   性別 -.23***   -.22*** 

           教育程度 .04   .04 

           直接被害經驗 .21 *  .18* 

           間接被害經驗 .34***  .22*** 

社區環境   社區整合  .19*** .16*** 

           不文明符號  .33 .27*** 

           監督系統  -.13*** -.11** 

           硬體設備  -.08 -.05 

決定係數 .12 .12 .19 

調整後的決定係數 .12 .12 .18 

註: *表示 P≦.05；**表示 P≦.01；***表示 P≦.001 ； n=939 

 

貳、綜合討論   

在歸納本研究之結果後，茲依據研究之發現，分別對各層面之因素與 

「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的相關性逐一探討。 

一、個人層面因素之「性別」 

女性對各類犯罪，有較高的恐懼感，引起這種感覺的是因為女性有「性 

傷害的陰影」（謝靜琪，2000）依據本研究之發現，個人層面之「性別」

的確會影響其「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納入「社區層面」，仍會影響其「個

人犯罪被害恐懼感」。由表 4-4-1 可知，「性別」是影響「個人犯罪被害恐

懼感」的因素之一，女性比男性有較高的犯罪被害恐懼程度，究其可能原

因是女生在遭遇危險的情境時，出現無法克服困難的心理反應，加上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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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化的作用，女性較無冒險的精神，缺乏對環境的掌控力，因此在具威

脅的環境裡，顯得手足無措，亦即女性有較高的犯罪被害恐懼感，顯示出

無論是理論或實徵資料都支持本研究的假設論點。 

二、個人層面因素之「直接被害經驗」與「間接被害經驗」 

本研究將被害經驗區分為「直接被害經驗」與「間接被害經驗」二因 

素，分別探討與其「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之關係。當我們成為犯罪的被

害者，或犯罪事件發生在居家附近、朋友經驗上，都會加深自身的恐懼

（Skogan,1987）。邱逸華（1999）之研究也發現，個人、家人及好友被害

經驗，與女性大學生之犯罪被害恐懼感顯著相關。依據本研究之分析結

果，個人層面之「直接與間接被害經驗」的確會影響「個人犯罪被害恐懼

感」，甚至在納入「社區環境」各因素，仍會影響其「個人犯罪被害恐懼

感」。由表 4-4-1 可知，「直接與間接被害經驗」是影響「個人犯罪被害恐

懼感」的因素，這些研究發現正支持社會學習理論所強調，個人對生活情

境感覺與反應，會因其相關的直接與間接生活經驗之不同，而有所差異。 

三、社區環境層面因素之「社區整合」 

    相關理論強調社區居民有強烈的社區意識，則會降低犯罪事件發生的

機會，主要原因在於居民能相互扶持，提高防止犯罪行為發生的警覺性。

從另一方面而言，社區整合程度愈高，居民的感情較能凝聚，在感情上獲

得互相支持，能有效降低個人對環境的不安感，社區意識可視為一種自然

區域或是人們分享事物的網絡。若社區的社區意識相當薄弱，除了犯罪事

件可能會增加（Schweitzer，Kim&Mackin，1999），居民之間的感情也十

分鬆散，在此雙重之影響下，個人之犯罪被害恐懼感定必較高。 

依據本研究之發現，社區環境因素之「社區整合」的確會影響「個人

犯罪被害恐懼感」，但其關聯性為正相關，亦即社區整合程度愈高，其居

民之犯罪被害恐懼感愈強。其原因可能是本研究為横斷面的資料數據分析

無法測量出時間動態的效應，即因果關係未能確切定位，換言之，本研究

 52



所發現的「社區整合」與「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的正向相關，可能是由

於居民先有較高的犯罪被害恐懼感，故採取加強聯絡居民間的感情，作為

預防犯罪行為發生的策略。當然此一推論需要日後相關研究加以驗證。 

四、社區環境層面因素之「不文明符號」 

    社區遭塗鴉或堆積垃圾，倘若居民對這些惡化居住品質的因素沒有被

加以改善，顯現居住環境之惡質化及偏差次文化符號的暗示，將增加個人

的犯罪被害恐懼感（林文卿、藍兆生，2002）。  

依據本研究之發現，社區環境因素之「不文明符號」的確會影響其「個

人犯罪被害恐懼感」，甚至納入「個人層面」，仍會影響其「個人犯罪被害

恐懼感」。由表 4-4-2知，「不文明符號」是影響「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

的因素之一，兩變項成正相關，原因是不文明符號包括垃圾到處散落、恣

意塗鴉牆壁、青少年滋事等破壞社區整體意象，對於社區居民來說不文明

的情景具有威脅的意涵，亦即社區不文明符號愈明顯，其個人之犯罪被害

恐懼感愈高，本研究之發現正支持此一論說。 

五、社區環境層面因素之「監督系統」 

社區犯罪為居民共同的責任，居民有組織的增加鄰里的監視性以改善

犯罪率（Gates＆Rohe，1987），以提高社區環境安全。依據本研究之發現，

社區環境層面因素之「監督系統」的確會影響其「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

依據先前的理論觀點與實徵研究發現，當一個社區有一個健全的監督系

統，如社區巡守隊共同維護社區裡的安全、保全人員定期到社區裡的隱密

空間巡視等，不但能降低罪行的發生率，更可以提升居民的生活安全感。

利用不同層級與不同方式的監督系統，讓社區的監督系統更完備，以確保

社區安全，亦即社區監督系統愈完善，其社區居民之犯罪被害恐懼感愈

低，在本研究的分析結果正支持此一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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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社區環境因層面素之「硬體設備」 

黑暗及朦朧的情況也讓街道造成視覺盲點，所以，設置周全的燈光設

備可使黑暗情況改變，而且照明系統是降低恐懼感的一項策略

（Painter,1996），但是，依據本研究之發現，「硬體設備」與「個人犯罪被

害恐懼感」之間並沒有相關性存在。有趣的是，在相關分析中，即排除考

量其他因素的效應時，「硬體設備」與「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間有負向

關聯性存在（見表 4-2-1），但是，當納入其他社區環境因素效應後，「硬體

設備」對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的效應便消失（見表 4-3-2），其主要原因可

能是，社區的硬體設備對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的影響，需要考量那些設備

是否具有監督或防止犯罪行為發生的功能，故在控制「監督系統」因素後，

「硬體設備」與「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之相關性隨之消失，同樣地，此

一推論需要日後相關研究做進一步之驗證。 

    綜合本節之討論，本研究發現：不但「性別」、「直接被害經驗」、「間

接被害經驗」這些個人層面因素會對犯罪被害恐懼感直接產生影響，也會

透過社區環境層面因素，如「社區整合」、「不文明符號」、「監督系統」，

聯繫著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之不同程度。 

在探討過「個人層面因素」、「社區環境層面因素」與「個人犯罪被害

恐懼感」間相關性之最後階段中，下一章就將整個實證研究結果做綜合性

的結論，並提出本研究之啟示及對未來相關研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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