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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事長的話 

理事長的話 

用「千呼萬喚始出來」來形容本學會會訊的重出江湖，一點也不為過。目前臺灣地

區共有四所大學成立犯罪防治與犯罪學領域之學系（所），但一直沒有橫向連結的平台，

這是我上任犯罪學會理事長後念茲在茲、一定要恢復本學會會訊之初衷。今天能順利復

刊，必須要感謝學會秘書處的同仁，辛苦地讓我的想法付之實行，特別是編輯雨靈與副

秘書長文瑜能夠在百忙中應允接下這份吃力的工作，我得向她們致上誠摯地謝忱。 

去年在各位先進師長的支持下，我出任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第十三任理事長，本學

會是國內犯罪與刑事司法學界中，頗負盛名且歷史最為悠久的學會，擔任此一重責大任，

戒慎恐懼之心情難以言表，幸虧在幾任理事長的基礎以及各位先進師長的提攜下，業務

銜接與推動尚稱順利。去年我們按往例主辦 2020 犯罪防治學術研討會，校內外師長與

研究生共發表 18 篇研究報告，並順利選出臺北大學前校長侯崇文教授為第十三屆犯罪

學終身成就貢獻獎得主；學會也與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達成共識，將其《犯罪與刑事

司法研究》，與本學會《犯罪學期刊》整併，更名為《臺灣犯罪學期刊》（Taiwanese Journal 

of Criminology），預計 2021 年秋季出版第一期，繼續朝 TSSCI之目標努力。而針對長

榮大學馬來西亞籍女學生遭性侵殺害案件，本學會與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舉辦「擄人

性侵與社會安全防護座談會」，透過新聞報導方式，向相關警政與教育當局提出建言。 

 從去年開始，本學會即陸續與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與中

央警察大學合辦學術研討會，對於國內犯罪防治相關領域之研討活動，無不積極與會，

讓本學會的能見度大增，也讓學會理事們有參與表達政策建議之機會，以達本學會「改

進犯罪防治制度，提升犯罪防治實務」之設立宗旨。 

 鑒於會訊是四個犯罪學研究所與犯罪防治學系情感交流的平台，我們初步規劃上述

各系所的學術活動（如學術研討會）、教師表現（老師出書、獲獎與出版之期刊文章）以

及師生互動（如研究案、指導碩博士題目）等面向，了解各系所老師與學生們正在進行

的研究議題與活動內容，除增加彼此情誼，還可結盟合作研究、邀請參與學術活動等，

提升國內犯罪防治之研究量能與能見度。在此由衷感謝上述各系所主管與同仁的支持與

協助，更感謝老師們的參與，讓此次復刊內容增色不少；許多未盡理想或完善之處，還

請各位師長與同學不吝賜教。臺灣犯罪學界社群不大，唯有眾志成城、同舟共濟，才能

提升臺灣犯罪學界之學術品質與研究量能，擁連期盼與各位先進師長共勉。最後祝各位

先進師長，在疫情嚴峻期間，身體健康、順心如意。 

理事長  賴擁連敬上 

2021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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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監事暨人員名單 

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 

第十三屆理監事暨工作人員名單 
 

理事長 

賴擁連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所）教授兼主任 

 

副理事長 

謝文彥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副教授 

 

常務理事 

許春金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蔡庭榕 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副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蔡田木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兼推廣教育訓練中心主任 

周文勇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副教授 

陳玉書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副教授 

 

理事 

黃惠婷 中央警察大學刑事警察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霍春亨 中央警察大學主任秘書 

孫義雄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黃讚松 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副教授 

廖訓誠 嘉義縣警察局局長 

孟維德 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學系教授 

許福生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教授 

張智雄 退休 

廖有祿 中央警察大學刑事警察學系教授 

潘怡宏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助理教授 

葉碧翠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助理教授 

陳俊宏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任助理教授 

李修安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公關室主任 

陳永鎮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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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監事暨人員名單 

常務監事 

張平吾 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 

 

監事 

鄧煌發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 

沈勝昂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 

黃翠紋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教授 

林健陽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教授 

蘇恆舜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學系講師 

何明洲 復興航空董事長 

 

秘書長 

黃家珍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講師 

 

副秘書長 

蔡文瑜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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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會務報告 

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 109 年度重大會務報告 

 

 

 

 

時間 名稱 辦理說明 

五月 第十三屆第

二次理監事

會議 

（5 月 1日） 

於中央警察大學教學大樓 1A 教室本會第十三屆第二次理監事會

議，重要決議事項計有： 

1. 會址遷移至中央警察大學舊科學館 401 室 

2. 同意本會監事黃家珍辭職，並由候補監事何明洲遞補 

3. 推舉並同意中央警察大學講師黃家珍擔任本（13）屆犯罪學學

會秘書長 

4. 酌予發放刊登於本會犯罪學期刊之獎金 

5. 擬與法務部及法務部矯正署共同辦理 2021年犯罪防治國際學

術研討會 

6. 恢復本學會會訊 

7. 確認會員大會之召開 

六月 本會期刊出

版 

出版本會《犯罪學期刊》第二十二卷第一期 

八月 第十三屆第

一次常務理

監事會議 

（8 月 17 日） 

於中央警察大學研究大樓 232 教室本會第十三屆第一次常務理

監事會議，重要決議事項計有： 

1. 通過本會「終身成就獎」之初審，被推薦人為前臺北大學侯校

長崇文 

2. 本會《犯罪學期刊》與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犯罪與刑

事司法研究》併刊事宜(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犯罪防

治學報》另案辦理) 

學術活動 （8 月 31 日） 

與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共同舉辦「始業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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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會務報告 

 

  

九月 第十三屆第

三次理監事

會議 

（9 月 25 日） 

於中央警察大學教學大樓 1A 教室本會第十三屆第三次理監事會

議，重要決議事項計有： 

1. 本會「終身成就獎」決選審查，通過獲獎人為前臺北大學侯校

長崇文 

2. 召開本學會第十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時間：11 月 9 日(星期

一)；訂於 2020犯罪防治學術研討當日中午召開 

地點：中央警察大學圖書館地下 3樓國際會議廳 

3. 修改本會之獎助辦法 

十月 學術研討會 （10月 28 日） 

與海峽兩岸應急管理學會共同辦理「第五屆海峽兩岸應急管理高

峰論壇」 

十一月 學術活動 （11月 6 日） 

贊助國立中正大學犯罪問題研究中心辦理「擄人性侵與社會安全

防護座談會」 

學術活動 （11月 6 日） 

與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共同辦理系所活動 

講題：「監獄行刑法及羈押法修法之變革」 

主講人：法務部 陳政務次長明堂 

學術研討會 （11月 9 日） 

1. 與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共同舉辦「2020犯罪防治學術研

討會」 

2.辦理本會第 13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 

十二月 學術研討會 贊助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辦理「2020 年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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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會務報告 

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 110 年度重大會務報告 

時間 名稱 辦理說明 

二月 學術活動 （2 月 24 日） 

與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共同舉辦「始業論壇」 

三月 學術活動 （3 月 19 日） 

與臺北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共同舉辦「旅館業犯罪預防及第三方警

政發展座談」 

五月 學術活動 （5 月 14 日） 

與銘傳大學社會科學院犯罪防治學系共同辦理「2021年『全球、疫

情、治安與刑事司法』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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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系所最新消息 

犯罪防治學系相關系所最新消息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系暨研究所 
 

（一）109學年度下學期學術活動 

日期 類型 主題 主講人／與談人 

110/02/24 圓桌論壇 從釋字第 799號解釋探討性犯罪者

刑後強制治療的衝擊與改進方向 

引言人：警大鄧煌發教授 

與談人： 

警大沈勝昂教授 

法務部檢察司蔡沛珊檢察官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張秀鴛司長 

警政署防治組婦幼安全科陳玲君科

長 

110/03/08 雙週學術 控制理論基本原理、形式與公共政

策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許春金教授 

110/03/19 專題演講 矯正心方向 法務部矯正署黃俊棠署長 

110/03/15 雙週學術 本土化犯罪學理論的建構：科學哲

學的反思與實證主義陷阱的突破 

澳洲 Griffith大學犯罪學與刑事司

法學院 

白鎮福博士候選人 

110/03/22 雙週學術 正向犯罪學與修復式司法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許春金教授 

110/04/12 雙週學術 犯罪集中性與犯罪動力學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許春金教授 

110/05/10 雙週學術 從華人文化觀點看親密暴力的心理

機制與處遇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暨研究

所 

邱獻輝教授 

 

（二）109學年度上學期研究生畢業清冊 

系所 學位別 研究生 指導老師 論文題目 

犯罪防治研究所 博士 陳憶君 許春金/周文勇 運動習慣對大學生問題行為影響之研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林盈如 周文勇 街頭聚眾鬥毆成因與警察防制作為之研究 

 

（三）系所重要訊息 

公告日期 最新消息 

110年 2月 1日 犯罪防治學系副教授蔡庭榕調任國境警察學系服務 

110年 3月 15日 教授蔡田木原派兼學務長，改派兼推廣教育訓練中心主任 

110年 5月 徵聘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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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系所最新消息 

（四）110年度上學期預告 

時間 活動預告 地點 

110年 12月 犯罪防治學報第 30期 中央警察大學 

110年 11月 2021犯罪防治學術研討會 中央警察大學 

 

（五）教師及研究生發表文章 

時間 教師/研究生 期刊 發表文章 

110年 4月 彭士哲、賴擁

連、楊雅琳、

方呈祥 

警學叢刊 分配正義與程序正義對於矯正人員執法正當

性之影響：受刑人之視角 

110年 1月 張庭毓、彭士

哲、賴擁連 

矯正期刊 監獄矯正人員執行刑罰權力的轉變-以釋字

第 653號為分野 

109年 12月 Cao, L., 

Lai, Y.-L., 

Huang, C.-C. 

（曹立群、賴

擁連、黃家珍 

）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74(5), 571-588. 

(SSCI) 

Exploring sources of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Capital Punishment in Taiwan 

109年 12月 葉碧翠 藥物濫用防治 少年早年涉毒對於中止及持續犯罪之影響 

109年 10月 葉碧翠、韋愛

梅、許春金 

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

論文集 

警政婦幼保護工作與跨網絡合作及衝突 

109年 6月 楊雅琳、賴擁

連 

犯罪學期刊 大臺北地區民眾對於住宅竊盜恐懼感之成因

探究 

108年 12月 葉碧翠、許春

金、馬傳鎮、

陳玉書 

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 犯罪集中性與持續犯影響因子之追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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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系所最新消息 

（六）教師及研究生傑出表現 

日期 教師/研究生 類別 指導老師 獲獎 

110/01/05 方呈祥 碩士 賴擁連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109年第七屆「傑出碩博

士犯罪防治研究論文獎」-特優 

網路詐欺犯罪被害之性別差異―以網路日常

活動與自我控制理論分析 

110/01/05 紀致光 博士 謝文彥/黃俊能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109年第七屆「傑出碩博

士犯罪防治研究論文獎」-特優 

毒品施用者分流處遇制度及篩選項目之研究 

110/01/05 黃開成 博士 馬傳鎮/蔡田木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109年第七屆「傑出碩博

士犯罪防治研究論文獎」-特優 

高中職學生霸（受）凌行為相關因素之研究

―以桃竹地區特殊教育與普通學生為例 

110/01/05 林書慶 博士 蔡庭榕/鄧煌發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109年第七屆「傑出碩博

士犯罪防治研究論文獎」-優等 

酒後駕車影響因子之研究 

110/01/05 施富山 博士 廖有祿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109年第七屆「傑出碩博

士犯罪防治研究論文獎」-優等 

毒品走私犯罪與偵查模式之實證研究 

110/02/20 陳宜擇 博士 沈勝昂 中華民國犯罪矯正協會第七屆「傑出監獄學

著作獎」 

性犯罪行為專門化傾向之研究 

110/02/21 鄒啓勳 博士 林健陽/陳玉書 中華民國犯罪矯正協會第七屆「傑出監獄學

著作獎」 

酒後駕車者刑罰政策與處遇效果之研究 

110/02/22 黃詩元 碩士 賴擁連 中華民國犯罪矯正協會第七屆「傑出監獄學

著作獎」 

我國男性受刑人重複暴力被害現象與成因之

探究 

109/12/11 賴擁連 中央警察大學 108學年度研究績優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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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一）109學年度下學期學術活動 

日期 類型 主題 主講人／與談人 

109/12/14 研討會 109年度防制校園霸凌理論與實務

北區研討會 

教育部校安中心陳宗志科長、吳威

勲教官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碩

士許博鈞 

臺北大學犯罪研究所林育聖助理教

授 

中華修復促進協會蔣大偉常務理事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李茂生教授 

110/02/22 學術論壇 日本公安警察應對社會抗爭的策略

轉型：兼論與台灣之比較 

北海道大學法學研究科許仁碩助教 

 

110/02/27 學術論壇 累犯加重其刑之憲法上限制―論美

國法對我國法之啟示 

昊鼎國際法律事務所林茂弘律師 

110/03/13 學術論壇 當前毒品政策與處遇 法務部檢察司紀致光科長 

110/03/23 學術論壇 當代保全業發展與犯罪預防 新都星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王振生董事長 

110/03/26 學術論壇 社區、社群、放心窩 社團法人臺北市放心窩社會互助協

會 

曾子奇總幹事 

110/03/27 學術論壇 以刑事正義作為戰爭理由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高文琦副教授 

110/03/30 學術論壇 犯罪風險測量與安全科技 台灣東急警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梁心禎總經理 

110/04/10 學術論壇 台灣性侵害犯司法處遇法制之變革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暨警察

政策研究所許福生教授 

110/04/12 學術論壇 犯罪學學術論文寫作與發表的技巧 美國南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犯罪學系 

王舜永副教授 

110/04/24 學術論壇 少年犯個資保護議題之探討 東海大學法律學系范姜真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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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9學年度上學期研究生畢業清冊 

系所 學位別 研究生 指導老師 論文題目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 鍾佳蕙 周愫嫻 父母親生育年齡與少年自陳偏差行為之關

係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 蘇雯娟 林育聖 「污」底洞―刑事司法機構處遇下的毒品

施用者自我污名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 胡峰銘 許春金 機場安全檢查協勤人員職能之研究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 鍾靜瑛 沈伯洋 吸食大麻行為除罪化之研究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 高國峰 許春金 駐衛保全人員疲勞程度相關因素之分析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 陳怡蒨 沈伯洋 國中導師介入學生間關係攻擊的策略探究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 柯鈺涔 黃蘭媖 社工受理媒體所報導重大成人保護家暴案

件之處遇歷程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 吳啓榮 許春金 短期打擊詐欺犯罪專案評核之研究-基層警

察的觀點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 廖紫伶 林育聖 對犯罪者進行網路羞辱之影響因素 

 

（三）系所重要訊息 

公告日期 最新消息 

110年 5月 11日 林育聖老師升等副教授 

110年 6月 8日 出版刊物《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獲得臺北大學 110 年度學術出版品獎勵頭等

獎 

110年 7月 徵聘教師：約聘教學人員助理教授職級（含）以上一名，111年 2月 1日起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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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及研究生發表文章 

時間 教師/研究生 期刊 發表文章 

110年 劉幸義 Menschenwürde ohne 

Metaphysik 專書 

無形上學的人類尊嚴 

110年 周愫嫻 Psychological 

Trauma: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 13(1), 

56–65, Jan. 2021. 

(co-authors :Goh, 

K. K., Jou, S., Lu, 

M.-L., Yeh, L.-C., 

Kao, Y.-F., Liu, 

C.-M., & Kan, B.-L. 

(2021). (SSCI) 通訊

作者 

Younger, more senior, and most 

vulnerable? Interaction effects of age 

and job seniority o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quality of life among 

firefighters. 

https://doi.org/10.1037/tra0000662 

 

（五）教師及研究生傑出表現 

日期 教師/研究生 類別 獲獎 

110年 顏瑜均、方潔、

王品君及林廷築 

碩士班研

究生 

獲得「忠華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吳富榮先生獎學

金」清寒及優秀獎，每人各得一萬元獎學金 

110年 鍾佳蕙 碩士班研

究生 

獲得「忠華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吳富榮先生獎學

金」優秀碩士論文獎學金 2萬元，論文題目「父母親生

育年齡與少年自陳偏差行為之關係」 

110年 周愫嫻 特聘教授 擔任司法院法官遴選委員會委員 

擔任教育部少年矯正教育指導委員會第 22 屆委員 

擔任法務部人權工作小組委員 

擔任司法院職務評定再復核委員會委員 

擔任法務部矯正機關作業基金管理會委員 

110年 許春金 教授 擔任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第 8屆委員 

110年 黃蘭媖 副教授 擔任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視察小組委員 

擔任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女子監獄外部視察小組委員 

擔任司法官學院兼任研究員 

110年 林育聖 副教授 擔任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校園霸凌事件審議小組成員 

擔任中國文化大學霸凌事件調查小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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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暨研究所 

 
（一）109學年度下學期學術活動 

日期 類型 主題 主講人／與談人 

110/05/05 雙師計畫 從危機管理談新北市災害危機應變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陳國忠主任秘書 

110/05/11 雙師計畫 發展數位臺灣契機與安全 數位臺灣科技促進聯盟發起人張博堯 

110/05/11 雙師計畫 調查研究法於保全實務工作上的應

用 

臺灣東急警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梁心禎總經理 

110/05/18 雙師計畫 特殊族群的諮商與輔導―特教與我

的距離 

黎明技術學院資源教室 

鄭有順諮商心理師 

110/05/19 雙師計畫 心理測驗於認知科學上的應用 輔仁大學心理學系邱倚璿副教授 

110/05/19 雙師計畫 從心開始―物質濫用少年諮商輔導

工作經驗分享 

臺北市基督教聯合會少年保護組 

劉亮佑諮商心理師 

110/05/20 雙師計畫 民法車禍案件民事求償與訴訟實務 金鐘法律事務所錢炳村律師 

110/06/03 雙師計畫 刑事犯罪偵查實務 臺北地方檢察署徐名駒檢察官 

110/06/08 雙師計畫 測謊工作於實驗研究法上的應用 臺灣警察學校科偵科曾春僑副教授 

110/06/09 雙師計畫 認識和諧粉彩及「生命樹」創作 拾光心理諮商所戴雀芬諮商心理師 

 

（二）109學年度上學期研究生畢業清冊 

系所 學位別 研究生 指導老師 論文題目 

犯罪防治學系兩岸與

犯罪防治碩士在職專

班 

碩士 田明府 張平吾/蔡田木 5G時代網路犯罪偵查模式之研究―以詐

欺犯罪為例 

犯罪防治學系兩岸與

犯罪防治碩士在職專

班 

碩士 周復原 黃富源 住宅竊盗被害感受與防制認知之研究―

以臺北市信義區之山莊社區為例 

犯罪防治學系碩士班 碩士 黃俐瑄 蔡德輝/黃富源 網路購物詐欺累犯之個案研究 

犯罪防治學系兩岸與

犯罪防治碩士在職專

班 

碩士 王紹欣 黃富源 多項紀錄儀對警務機敏人員查核之運用

與限制―專家調查的實證研究 

犯罪防治學系碩士班 碩士 洪曜昇 蔡德輝/王伯頎 大學生對謊言的認知與態度之研究 

犯罪防治學系兩岸與

犯罪防治碩士在職專

班 

碩士 薛萬青 虞義輝 國軍洩漏國家機密執行行政調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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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所重要訊息 

公告日期 最新消息 

110年 2月 1日 犯罪防治學系張平吾教授調任應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110年 5月 5日 5-6月配合高教深耕計畫開設「著作權檢定證照課程」，並於 6/15

進行考照作業 

 

（四）110年度上學期預告 

時間 活動預告 地點 

110年 5月 2021「全球、疫情與刑事司法」國際學

術研討會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國際會議廳 

 

（五）教師及研究生發表文章 

時間 教師/研究生 期刊 發表文章 

110年 1月 黃讚松、蔡德

輝、陳柏全 

應急管理學報 廠辦場所安全作業風險評估之研究 

110年 3月 王伯頎 中國地方自治 警察人員收聽廣播行為之研究：以警察廣播

電台為例 

110年 3月 王國治 人權會訊 人臉辨識之法律規範 

109年 12月 謝宗志、王伯頎 刑事政策與犯罪研

究論文集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運用調閱錄影監視系統提

升偵查犯罪成效之評估研究 

109年 11月 王國治 人權會訊 從攜子自殺事件所衍生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

之缺失 

109年 9月 梁心禎、鄭錦

秋、王伯頎 

中國地方自治 社區保全管理工作效能之檢視和策進 

109年 9月 戴世玫、陳巧芸 社區發展季刊 母親對預防學齡前兒童家內目睹婚姻衝突的

覺知 

109年 7月 黃麒然、廖偉韜 應急管理學報 關鍵基礎設施潛藏之安全威脅防護作為-以

故宮（北部院區）為例 

109年 6月 曾春僑、王伯頎 憲兵半年刊 以監督式學習之迴歸分析法預測陳述內容可

靠度 

109年 3月 張孟智、劉育

偉、王伯頎 

人文資源研究學報 從 2009年迄今中越南海爭端之應對研析 

109年 1月 王伯頎 青少年犯罪防治研

究期刊 

刑事司法體系中少年個案犯罪思考型態之研

究 

109年 1月 王國治 人權會訊 新住民居留權及參政權之改革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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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師及研究生傑出表現 

日期 教師/研究生 類別 指導老師 獲獎 

109/07/01-

110/02/28 

孟佳頤 大學部 黃讚松 通過 109年度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申

請計畫 

109/07/01-

110/02/28 

黃銘展 大學部 蔡德輝 通過 109年度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申

請計畫 

109/07/01-

110/02/28 

黃宣瑄 大學部 王伯頎 通過 109年度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申

請計畫 

109/07/01-

110/02/28 

簡昀柔 大學部 戴世玫 通過 109年度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申

請計畫 

110/01/07 鄭育齡、夏媺

臻 

大學部  榮獲銘傳大學 110年度優秀青年 

110/03/01-

111/02/28 

黃麒然 助理教授  通過 110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

號：MOST 110-2625-M-130-001） 

110/03/31 林欣怡 碩專班  榮獲衛生福利部「110年全國社會工作專業

人員表揚」績優社工獎 

110/04/13 余芳儒、李蕙

宇、邱紀穎、

王映云、王韻

閔 

大學部 王伯頎 創作「風水之名，詐騙之實」微電影，經司

法官學院評選，頗具犯罪預防法治教育價值 

110/05/03 陳冠婷 大學部  第 32屆銘傳文藝獎：以「生命的韌性」榮

獲文學類中文散文組優選獎 

110/05/03 汪欣妤 大學部  第 32屆銘傳文藝獎：以「這裡沒有除疤膏 

」榮獲文學類中文散文組參獎 

110/05/03 蕭瑈萱 大學部  第 32屆銘傳文藝獎：以「風和曬」榮獲文

學類現代詩組優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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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暨研究所 
 

（一）109學年度下學期學術活動 

日期 類型 主題 主講人／與談人 

110/05/28 專題演講 程序正義在台灣的實證研究 美國南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犯罪學系

王舜永副教授 

110/06/01 專題演講 司法精神鑑定的爭議問題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一般精神科

陳佩琳主治醫師 

110/06/16 專題演講 下流青春—青少年服務工作實務分享 桃園少年之家張進益主任 

110/06/17 專題演講 Model and Measure 

Operationalized Concepts 

美國南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犯罪學系

王舜永副教授 

 

（二）109學年度上學期研究生畢業清冊 

系所 學位別 研究生 指導老師 論文題目 

犯罪防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林政賢 許華孚 從侵害營業秘密法案件探討企業犯罪新態樣及其成因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李昀臻 曾淑萍 緊張因素、依附關係、自我控制與青少年偏差

行為關聯性之研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吳信翰 陳巧雲 腦刺激介入對甲基安非他命濫用者之抑制控制

神經機制之影響 

犯罪防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黃升彥 楊士隆 青少年正義世界信念對網路酸民被害者態度影

響之研究―以彰化縣員林市高中職為例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邱純興 鄭瑞隆 兒少受害及性侵害經驗與青少年暴力行為關係研究 

犯罪防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莊東霖 鄭瑞隆 警察人員執行家庭暴力保護令效果及相關問題

之研究：以臺南市為例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莊景涵 陳慈幸 家庭支持與社會標籤對緩起訴戒癮治療者之影響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劉哲瑜 馬躍中 銀行業防制洗錢確認客戶身分之研究 

犯罪防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王姝婷 馬躍中 司法人員對動物保護法中動物虐待入罪化之認

知與期待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呂若華 馬躍中 利用網路傳播不實訊息之探討―我國與歐盟對

於網路平台監管策略之比較分析 

犯罪防治研究所 博士 楊育杰 鄭瑞隆 公務員貪瀆犯罪預防之研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博士 梁心禎 楊士隆/

許華孚 

社區保全人員職場被害與防治對策之研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博士 吳智泰 楊士隆/

許華孚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之成效評估 

犯罪防治研究所 博士 江勇 鄭瑞隆 少年生活經驗對偏差行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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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系所最新消息 

 

（三）系所重要訊息 

公告日期 最新消息 

110年 1月 25日 召開「民眾對警察維護治安工作滿意度調查」記者會 

110年 2月 1日 犯罪防治學系鄭瑞隆教授原派兼學務長，改派兼教育學院院長 

110年 2月 26日 召開「台灣民眾對司法與犯罪防制滿意度之研究調查」記者會 

 

（四）110年度上學期預告 

時間 活動預告 地點 

110年 12月 2021年犯罪問題與對策學術研討會 中正大學 

 

（五）教師及研究生發表文章 

時間 教師/研究生 期刊 發表文章 

110年 許華孚、黃光甫 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

研究專刊 

初探英國司法對監護處分實務作為-精神疾

病罪犯之處置策略 

110年 林君翰、許華孚 青少年犯罪防治期刊 男性青少年性被害者之研究演進 

110年 謝莉羚、黃光甫、

劉育偉、許華孚 

公共事務評論 對警察受理交通事故案件滿意度及其因素之

研究―以雲林地區大學生為例 

110年 Chu, Doris, Bill 
Hebenton, and 
Albert To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Gender equality and female offending: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data 
sources. 

 

（六）教師及研究生傑出表現 

日期 教師/研究生 類別 獲獎 

110年 林明傑 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 20 年資深優良教師獎 

110年 朱群芳 教授 擔任 2021年亞洲犯罪學學會主題演講者 

110年 陳慈幸 教授 加入澳門大學劉建宏特聘教授跨國研究團隊 

擔任協助林明傑教授大法官釋字 799鑑定意見書撰寫 

擔任法務部矯正署誠正中學彰化分校外部視察小組委員 

擔任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外部視察小組委員 

擔任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監獄外部視察小組委員 

擔任第一屆矯正政策諮詢委員 

110年 黃建榮 博士 榮調嘉義市政府警察局長 

110年 卓奕均 碩士 高中 10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三等監獄官 

110年 林季誼 碩士 高中 10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調查局調查工作組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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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終身成就獎得獎人―侯崇文教授 

 

 

 

 

 

 

 

 

 

 

                           

 

                

▲2018年 11月攝於美國加州河濱城舉行的霸凌預防會議 

   

侯崇文（1954年 1月 3日），臺灣社會學學者，美國柏林格林州立大學社會學博士，

現為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推薦事蹟： 

1. 投入臺灣犯罪學超過 30 年，教育上千名大專院校學生與研究生，指導數十篇研究所 

學生論文。 

2. 為本學會創立理監事。 

3. 參與推動亞洲犯罪學學會，為創立會員、理監事，推動臺灣在亞洲犯罪學地位與發 

   展。 

4. 創立臺灣橄欖枝中心，推動校園學生衝突事件之和解圈理論與實踐。 

5. 勤於著述，深入犯罪學理論與社會學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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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期刊徵稿 

《臺灣犯罪學》期刊創刊及徵稿公告 

 

  《臺灣犯罪學（Taiwanese Journal of Criminology）》為學術性刊物，自110年

8月起，由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期刊及中華民國犯罪學學

會《犯罪學期刊》併刊，以邁向全國犯罪學標竿期刊為目標，並加入國際犯罪學刊物行

列。 

  本刊希望提供國內、外犯罪學與刑事政策研究學者、實務工作者以及研究生一個發

表研究成果、激盪研究想法、促成合作關係的園地。特別鼓勵具有原創性、符合學術論

文要件的稿件踴躍投稿。歡迎國內外犯罪學、刑事政策、法律與社會問題等相關領域實

徵研究與理論探討論文投稿。但已在他處發表之文稿恕不刊登（研討會論文不在此限）。 

一、稿件格式 

(一)本期刊徵求中英文稿件，採用 APA格式第七版。 

(二)徵稿形式： 

1.研究紀要：開發特定議題或引發概念討論（字數不超過六千字）。 

2.書評：就國內外出版之學術專書所撰寫之評論（字數不超過一千五百字）。 

3.具原創性研究成果之正式研究論文。 

  I.中文稿件須附：中文篇名、中文摘要（500字以內）、中文關鍵詞（至少 5個）及

本文（字數 15,000 至 18,000 之間）；並列英文篇名、英文摘要（250 字以內）、

英文關鍵詞（至少 5個）。 

  II.英文稿件須附：英文稿件須附：英文篇名、英文摘要（250字以內）、英文關鍵

詞（至少 5 個）及本文（字數 8,000 至 9,000 之間）；不諳中文作者可免附中文

摘要與關鍵字。 

二、本期刊為半年刊，每年六、十二月出版。 

三、採用線上投稿系統，隨到隨審： 

(一)《臺灣犯罪學》投稿系統：https://ntpu.cloudreview.tw/tjc/，預計 7月 15

日正式上線，請依指示進行投稿作業，恕不再接受紙本或電子檔稿件。 

(二)為落實匿名審查，上傳檔案請勿出現作者姓名、職稱、連絡電話、地址與電子

郵件帳號等足以辨識身分之個人資訊，上述資訊請填入於系統之的相應欄位。 

四、審查：論文由編輯委員會議委託兩名相關學者專家雙向匿名審稿，若兩名審查委員

之意見不一，則另尋第三位審查委員再做審查，綜合三位審查委員意見，由編輯委

員會做出是否刊登之決定。 

五、若有問題，請聯繫： 

(一)編輯楊小姐，02-8674-1111轉 67087。 

(二)蔡助教，03-328-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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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相關獎助 

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 

犯罪學學術期刊論文發表獎助實施要點 
 

民國 109 年 9 月 25 日本會第 13 屆第 3 次理監事會議制定通過 

第一條 為表揚並鼓勵於犯罪學或犯罪防治相關學術領域之優秀學者積極從事研究，提 

升學術研究能量及品質，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特別制定本要

點。 

第二條 學術期刊論文獎勵原則： 

(一)申請獎勵之學術期刊論文須為原始論著（Original article），且已刊登於社

會科學引用文獻索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簡稱 SSCI）或科技

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公告之 TSSCI收錄期刊或已被接受； 

(二)每篇論文以獎勵一次為限；論文如有多名作者時，其獎助金依申請表上貢獻度 

分配給共同發表之作者； 

第三條  本會對於本項獎勵申請者，經評審小組評定獲選後，頒發「犯罪學學術期刊論 

文發表獎」獎狀乙紙及獎金新臺幣壹萬元整，並以公開儀式頒贈之。 

第五條 向本會申請「犯罪學學術期刊論文發表獎」之論文不得同時重覆申請其他機構 

        之獎勵。申請方式採隨到隨審制，學術論文於接受或刊登後兩個月內填具申請 

        表格並檢附相關資料送交本會，相關資料如下： 

     (一)申請書一份； 

     (二)研究論文電子檔一份，可為 on-line或已有校樣本（galley proof）版本（以    

         上任一皆須含已可辨識之 doi識別號)，應以螢光標記第一作者、通訊作者人   

         姓名、發表單位、期刊年代與卷期； 

(三)期刊確為收錄於社會科學引用文獻索引（SSCI）或科技部公布之 TSSCI 名單   

證明或論文已被上述期刊接受者，其接受函（accept letter）之證明文件。 

第六條 「犯罪學學術期刊論文發表獎」之審定，由本會延聘國內外專家學者組成審查 

        小組資格審查。審查小組人數為三至五名。審查委員由本會聘之。 

第七條 「犯罪學學術期刊論文發表獎」名額以五篇為限，當年度申請者研究成果若未 

        達標準，經評審小組決議得將名額酌減或從缺。 

第九條 論文獲獎人應於獲獎後一個月內贈送獲獎作品乙式五份予本會典藏（含電子檔 

        一份），本會視需要且經獲獎人同意後，得提供有關單位參考。 

第十條 獲獎之論文如經確立有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撤銷其獎勵，並追回獎勵金。 

第十一條 本要點經本會理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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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 

傑出青年學者研究獎實施要點 

 

民國 109 年 9 月 25 日本會第 13 屆第 3 次理監事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獎勵於犯罪學學術領域之優秀學者，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以下簡稱本會）

特設置「傑出青年學者研究獎」，並制定本要點。 

第二條 「傑出青年學者研究獎」頒授之對象為未滿四十五歲之研究卓越學者。 

第三條 本會對犯罪學學術領域有卓越貢獻者，經評審小組評定後，頒發「傑出青年學

者研究獎」獎狀乙紙及研究獎勵金新臺幣伍萬元整。 

第四條 傑出青年學者研究獎評審要點含研究論文與作品在國際、國內重要學術期刊發

表且具有創見、參與國際或國內研討會、執行國科會研究計畫及相關研究獎勵，

其研究成果對犯罪學學術領域有重大貢獻。 

    評審委員審核標準包含：過去五年之整體學術發表成果（佔 30％）、研究代表

著作水準（40％）、國科會研究計畫及相關研究質量（佔 20％）、參與國際或國

內研討會情形（10％）等。 

第五條 「傑出青年學者研究獎」產生方式為個人申請，於每年八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

日止填具申請表格，並檢附相關資料送交本會（申請表見本會網站）。 

第六條 「傑出青年學者研究獎」之審定，由本會延聘國內、外學者或實務專家組成評

審小組完成。評審小組人數為五至七名，評審委員由本會遴聘之。 

第七條 「傑出青年學者研究獎」名額以二名為限，當年度候選人研究成果若未達標準，

經評審小組決議得將名額酌減或從缺。 

第八條 （刪除） 

第九條 基於鼓勵犯罪學研究者從事研究工作，讓更多具有傑出研究成果者有機會得獎，

「傑出青年學者研究獎」同一得獎人五年以內不得再申請。 

第十條 本要點經本會理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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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終身成就獎實施辦法 

 

第一條 為表彰對終身貢獻於犯罪學學術領域之傑出的資深人士之敬意，使成為後進者 

之典範，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下稱本會）特設置「終身成就獎」，予以表揚。 

第二條  本會終身成就獎之候選人應獲本會理監事三人（含）以上之聯合推薦，進行評

選。 

第三條  聯合推薦者，應填具規定之推薦表單，並檢附有關資料，於每年七月三十一日 

前送本會終身成就獎評選作業小組審查。 

第四條  本會為辦理候選人之初審作業，特延聘本會常務理監事共同組成「中華民國犯 

罪學學會終身成就獎評選作業小組」，負責初審作業。於每年會員大會前兩個

月內完成初審作業，提出評選意見，再由理監事會議，負責決選審查。 

第五條  本會終身成就獎每屆名額以一名為限，得從缺，於當年會員大會時由理事長或 

其他適當之人頒發獎章及證書。 

第六條  本辦法經本會理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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