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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事長的話 

理事長的話 

歲末隆冬之際，2021 年即將告別，緊接著將迎來 2022，擁連在此先向各位會員、

先進拜個早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身體健康，研究順心，家庭幸福，虎年行大運。 

在過去這半年中，感謝各位同僚夥伴的支持與協助，我們學會成功地協助國內幾所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所舉辦的學術研討會，包含 10 月份與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共同舉辦

「2021 矯正教育與犯罪防治學術研討會」以及銘傳大學應急管理中心共同舉辦「第六

屆海峽兩岸應急管理高峰論壇」，11 月份贊助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

（TASPAA）舉辦「2021 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以及贊助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以及台灣藥物濫用防治學會辦理「2021 毒品戒癮

與社會復歸研討會」。藉由上述平台，讓本會理監事以及成員等參加，增廣見聞、吸取新

知，成果相當豐碩。 

本學會與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共同發行的新刊物「臺灣犯罪學」，已於今年 9 月

份開始運作並持續受理投稿中。由於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所出版的「犯罪與刑事司法

研究」，已在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所實施的「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

核心期刊收錄」（TSSCI）實施方案評比為第三級觀察名單，具有一定程度的學術品質。

本學會與北大犯研所承接後，將秉持以往的辦刊理念，持續鼓勵臺灣犯罪學社群之學者

與研究生，踴躍投稿，並提供優質的期刊服務，期盼在各位會員與先進同好的支持下，

儘速讓本刊物成為國內犯罪學領域第一個名列 TSSCI 之核心期刊。 

此外，本屆也順利選出傑出青年學者研究獎，得主為目前在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擔任博士後研究的呂宜芬博士。呂博士長期跟隨國內犯罪學泰斗許春金教授，悉心鑽研

於學術研究，發表許多的著作，並參與許多學術交流活動與研討會。此次申請本學會傑

出青年研究獎，相關著作與表現受到五位公正、客觀的審查委員一致推崇，呂博士獲得

此一殊榮可謂是實至名歸，更慶幸國內犯罪學學會又多了一位學術潛能無窮的新生力軍。 

最後，擁連的 13 屆任期將已於 2021 年底結束。承蒙各位理監事與會員的厚愛，於

2021 年 10 月 18 日再次被推選為理事，並於 12 月 17 日選任為常務理事，旋後被推選

續任下一屆（14 屆）理事長。其實，擔任理事長是一份承擔與責任。但試想，能夠為臺

灣犯罪學界服務，更是我人生莫大的殊榮與福氣。因此，我將秉持著這樣的信念，持續

會臺灣犯罪學界服務，在新的任期，將擴大跨校、跨學會的合作，舉辦論壇、演講、國

際學術研討會；並與國內 TSSCI 刊物合作，舉辦「司法心理與犯罪防治」專題徵稿，讓

國內犯罪學學群之學者與研究生，能將晚近的相關研究，透過此一平台投稿、刊登，提

升臺灣犯罪學的能見度。台灣犯罪學界社群不大，唯有眾志成城、同舟共濟，才能提升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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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 月



 

2 理監事暨人員名單 

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 

第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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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玉書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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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育聖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吳慧菁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周文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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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訓誠 內政部警政署保二總隊總隊長 

廖有祿 中央警察大學刑事警察學系教授 

沈勝昂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 

孟維德 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學系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許福生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教授 

朱群芳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 

葉碧翠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系助理教授 

曾淑萍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系副教授 

李修安 禾聯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室副總經理 

潘怡宏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助理教授 

韋愛梅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行政警察科副教授  



 

3 理監事暨人員名單 

 

 

 

常務監事 

張平吾 銘傳大學應急管理研究中心籌備處主任 

 

監事 

鄧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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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家珍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講師 

廖秋旭 中央警察大學學生事務處教練組警正教官 

蔡庭榕 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教授兼警政管理學院院長 

蘇恆舜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學系講師 

 

秘書長 

蔡文瑜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助教 

 

秘書組 

庶務組長：黃國僥 

資訊組長：上官漢宇 

編輯組長：蘇尊蘭 

 



 

4 會務報告 

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 110 年度重大會務報告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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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學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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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臺灣警察學術研究學會共同

舉辦「2021 年『全球、疫情、治安與刑事司法』學術研討會」 

六月 會刊出版 出版本會 110 年度「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會刊」 

七月 

第十三屆第

二次常務理

監事會議 

（7 月 14 日） 

以線上視訊會議方式辦理本會第十三屆第二次常務理監事會議，重

要決議事項計有： 

通過本會「終身成就獎」之初審，被推薦人為本會張常務監事平吾。 

第十三屆第

四次理監事

會議 

（7 月 14 日） 

以線上視訊會議方式辦理本會第十三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重要決

議事項計有： 

1. 本會「終身成就獎」決選審查，通過獲獎人為本會張常務監事平

吾。 

2. 通過《 臺灣犯罪學（Taiwanese Journal of Criminology）》期

刊編輯委員會委員推舉案。 

3. 確認本學會第十三屆第 2 次會員大會之召開時間：10 月 18 日

(星期一)；訂於 2021 犯罪防治學術研討會當日中午召開。 



 

5 會務報告 

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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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併版 
本會之「中華民國犯罪學期刊」與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犯罪與刑

事司法研究」併刊，新刊物名稱訂為「臺灣犯罪學」。 

九月 

第十三屆第

一次理事會

議 

（9 月 29 日） 

以線上視訊會議方式辦理本會第十三屆第一次理事會議，重要決議

事項計有： 

通過本會「通訊選舉辦法」制定案。 

十月 

學術研討會 

（10 月 18 日） 

與臺灣法學領航協會及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共同舉辦「2021

矯正教育與犯罪防治學術研討會」。 

會員大會 
（10 月 18 日） 

辦理本會第 13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 

學術研討會 

（10 月 30 日） 

與海峽兩岸應及管理學會共同辦理「第六屆海峽兩岸應急管理高峰

論壇」。 

十一 

月 

學術研討會 

（11 月 5、6 日） 

與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共同辦理「2021 年臺灣公共

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學術研討會 

（11 月 12 日） 

贊助臺灣藥物濫用防治學會辦理「2021 毒品戒癮與社會復歸研討

會」 

十二 

月 

第十四屆第

一次理監事

會議 

(12 月 15 日) 

重要事項計有： 

1.選舉常務理監事及正副理事長 

2.頒發傑出青年學者研究獎(得獎人：呂宜芬博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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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術活動 

日期 類型 主題 主講人／與談人 

110/08/30 圓桌論壇 

最高法院 109 年台上大字 3826 號裁

定對毒品戒治實務的衝擊與因應 

1.最高法院受理系爭問題：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 20 條第 3 項「3 年後再

犯」之現場觀察 

2.最高法院本號裁定對於檢察實務的

現況衝擊與因應 

3.最高法院本號裁定對於戒治業務的

現況衝擊與因應 

4.最高法院本號裁定對於判定施用毒

品傾向評估指標之衝擊與因應 

引言人：賴擁連教授兼系主任 

與談人： 

本校警察政策所許福生教授 

士林地檢署楊冀華主任檢察官 

法務部矯正署專門委員劉昕蓉 

前台北市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成癮防

治科主任束連文醫師 

110/09/13 雙週學術 
認知神經科學在犯罪防治的應用：以

暴力、毒品、警察研究為例 
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陳巧雲 

110/09/27 雙週學術 人工智慧與科技法律 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王煦棋 

110/10/18 研討會 

2021 矯正教育與犯罪防治學術研討

會 

研討主題：(1)科學實證處遇與復歸(2)

酷刑防制(3)身心障礙收容人權益(4)

家暴犯與性侵犯處遇(5)犯罪被害與

婦幼保護(6)藝文與教化處遇(7)犯罪

預防(8)警察與少年犯罪(9)犯罪學理

論之應用 

主辦單位：臺灣法學領航協會、中

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合辦單位：法務部矯正署、中華民

國犯罪學學會、犯罪問題研究中心 

110/11/01 雙週學術 噤聲的暴力：親密關係中的性脅迫 
國際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

學系教授王珮玲 

110/11/15 雙週學術 廖前部長正豪掃黑的刑事政策 
財團法人海峽兩岸法學交流協會秘

書長廖尉均 

110/11/29 雙週學術 醫療戒癮模式與刑事司法系統的耦合 
國家衛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級主治

醫師王聲昌 



 

7 系所最新消息 

（二）109 學年度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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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秀娟 
謝文彥 

陳玉書 
酒駕犯罪之脈絡與歷程之研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博士 林俊宏 沈勝昂 
受監禁一、二級男性毒品施用者特性及犯罪生涯

發展軌跡之研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賴品錚 蔡田木 
毒品施用成因與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成效：以北

部某縣市為例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李韋均 陳玉書 酒駕犯罪性別差異之實徵研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劉家伃 陳玉書 
再整合或邊緣化：受刑人社會復歸影響因子之縱

貫性研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江明憲 葉碧翠 曝險少年防制與少年輔導委員會功能之研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張岸玲 謝文彥 大陸籍女性配偶婚姻受暴及求助經驗之研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陳郁淳 周文勇 大學生網路霸凌被害經驗之研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陳柏勳 鄧煌發 
社會關懷與霸凌旁觀經驗對親社會旁觀者因應行

為影響之研究─以高雄市在學高中（職）生為例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顏宛俞 沈勝昂 
社會安全網顧慮人口暴力犯罪風險因子之研究－

以臺北市社會安全網計畫為例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曾詔鈺 陳玉書 強制性交罪量刑影響因子之實證研究 

 

（三）系所重要訊息 

公告日期 最新消息 

110 年 8 月 
本系新聘專任教師陳錫平助理教授(中央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員)，預計 111 年 2

月到任。 

110 年 12 月 犯罪防治學報第 30 期出版 

 

（四）110 年度第 2 學期預告 

時間 活動預告 地點 

110 年 5 月 2022 年犯罪防治學術研討會 中央警察大學 

110 年 6 月 犯罪防治學報第 30 期 中央警察大學 



 

8 系所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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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葉碧翠 
藥物濫用防治

52(1),67-104 

中輟生、在校生與涉毒少年之關聯性研究。藥物濫

用防治，中輟生、在校生與涉毒少年之關聯性研究 

110 年 8 月 
葉碧翠、

江明憲 

警學叢刊 6(3)，

1-34 
少年輔導委員會面臨的變革與挑戰 

110 年 12 月 
許福生、

葉碧翠 

刑 事 法 雜 誌

65(1)，17-58 
論少年事件處理法中偏差行為之概念 

 

（六）教師及研究生傑出表現 

日期 研究生 類別 指導老師 獲獎 

110/09/14 

陳柏勳 碩士 鄧煌發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110 年第八屆「傑出碩博士犯罪防

治研究論文獎」-特優 

社會關懷與霸凌旁觀經驗對親社會旁觀者因應行為影

響之研究─以高雄市在學高中（職）生為例 

廖劍峯 博士 
鄧煌發 

黃俊能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110 年第八屆「傑出碩博士犯罪防

治研究論文獎」-特優 

臺北市住宅竊盜犯罪群聚及區位因素之研究 

陳憶君 博士 
許春金 

周文勇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110 年第八屆「傑出碩博士犯罪防

治研究論文獎」-優等 

運動習慣對大學生問題行為影響之研究 

110/12/24 
蔡田木 

中央警察大學 110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韋愛梅(兼任) 

 

（七）教師參與研究情形 

姓名 職稱 研究案名稱 研究期程 委託單位 

賴擁連 共同主持人 
以巨量資料分析觀點探勘犯罪風險因

子與保護管束再犯之關聯性(第 1 年) 
110 年(1 年) 法務部 

葉碧翠 主持人 犯罪嫌疑人居住地與臺北市全般刑案

特性之關聯性分析 
110 年 7-12 月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刑事警察大隊 陳玉書 共同主持人 



 

9 系所最新消息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一）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術活動 

日期 類型 主題 主講人／與談人 

110/5/1 學術論壇 價值法學：法體系及價值思考 
陳妙芬副教授（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兼

任副教授） 

110/5/1 學術論壇 檢察官與刑事訴訟 
楊冀華主任檢察官（臺灣臺北地方檢

察署） 

110/5/4 學術論壇 居民參與與犯罪預防 
張淑慧理事長（社團法人台灣照顧管

理協會） 

110/5/25 學術論壇 
腦科學揭密人類心智：從自由意志

是否存在談起 

吳嫻教授（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

究所） 

110/6/1 學術論壇 
派出所整併與警察勤業務運作之個

案研究歷程分享 
陳錦佩科員（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110/6/5 學術論壇 擁抱生命的混沌失序精神衛生講座 
王婉諭立法委員（中華民國第 10 屆

立法委員） 

110/8/10-

11 
研習 

橄欖枝中心校園霸凌事件調查人員

知能研習（南投場） 

南投縣政府教育處處長及學生輔導

與特殊教育科科長 

臺大法律系李茂生教授 

臺北市中正國中江坤樹主任 

TVBS 楊致中主任 

臺北大學侯崇文前校長 

雲林縣鎮西國小陳平景主任 

110/8/24 工作坊 
橄欖枝中心防制校園霸凌初階工作

坊（臺東場） 

臺北大學侯崇文前校長 

臺北大學林育聖副教授 

新北市鶯歌國中林民程老師 

110/9/23 工作坊 
橄欖枝中心防制校園霸凌進階工作

坊（高雄場） 

劉經偉諮商心理師 

新北市鶯歌國中林民程老師 

臺北大學林育聖副教授 

110/10/7 職涯講座 非營利組織工作之我見我思 
曾子奇總幹事（社團法人臺北市放心

窩社會互助協會） 

110/10/14 學術論壇 
網路輿情的市場應用與公部門導入

概況 

杜厚霖營銷顧問（卓越動力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0/10/21 學術論壇 在刑事司法系統擴展生命教育的內 黃薏文助理教授（國立臺北大學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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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同理心——如果我是他？ 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110/10/21 職涯講座 論文寫作與監獄官工作經驗分享 
蕭力瑋輔導員（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

守所） 

110/10/22 職涯講座 
中國改革開放前的監禁策略與社會

結構 

林茂弘助理教授（國立臺北大學犯罪

學研究所） 

110/10/23 學術論壇 當代保全業發展與犯罪預防 
王振生董事長（新都星保全股份有限

公司） 

110/10/28 職涯講座 探索自我——九型人格 
黃薏文助理教授（國立臺北大學通識

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110/10/30 學術論壇 犯罪風險測量與安全科技 
梁心禎總經理（台灣東急警保全股份

有限公司） 

110/11/4 學術論壇 
科技犯罪與我國執法現況面面觀 

莊明雄隊長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電信偵查

大隊 

110/11/11 學術論壇 
折翼驛鄉：東南亞移工與移工受刑

人處境 

許淳淮專員（臺灣國際勞工協會

TIWA） 

110/11/16 學術論壇 毒品戒癮之全人模式 

白鎮福研究員（臺師大中國信託成癮

防制暨政策研究中心、澳洲 Griffith

大學  犯罪學與刑事司法學院博士

候選人） 

110/11/20 學術論壇 
居民參與與犯罪預防：疫情下的社

區工作 

張淑慧理事長（社團法人台灣照顧管

理協會） 

110/11/25 職涯講座 
從「狼之回頭」到「浪子回頭」－少

年保護官工作經驗分享 

鄧樂維少年調查保護官（臺灣臺東地

方法院） 

 

（二）109 學年度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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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怡君 許春金 假網路拍賣（購物）犯罪腳本分析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 陳雯隆 黃蘭媖 校園兒少性短訊事件輔導介入實務之探索性研究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 慕宇峰 黃蘭媖 假釋流程中教誨師的角色及工作模式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 葉元婷 黃蘭媖 派出所員警對執勤配槍及用槍之態度探討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 黃鈺雯 吳齊殷 
緊張因素、個人內在信念對於青少年偏差行為之關

聯性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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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 林廷築 周愫嫻 國際反人口販運倡議對全球性販運的影響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 劉芝汎 吳齊殷 
家庭依附、認知信念與少年偏差行為之關聯：反社

會傾向的作用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 鄭筑云 沈伯洋 
在刑罰民粹主義之下酒駕新聞報導模式之觀察──

以聯合報為例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 徐靖淳 林健陽 
毒駕犯罪行為之判決書分析-以 2014 年至 2019

年審判結果為例 

 

（三）系所重要訊息 

公告日期 最新消息 

110 年 

出版品「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期刊獲得臺北大學 110 年度學術出版品獎勵頭等獎。 

林育聖副教授當選為犯罪學研究所第十一任所長，任期自 110 年 8 月 1 日至 112 年

7 月 31 日止。 

新聘助理教授林茂弘博士，於 110 年 8 月起到職。林茂弘助理教授為臺大法律系學

士、碩士，獲得律師證照後，考取教育部社會學公費留學至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法學

院攻讀碩士、博士，師承該校法學院 Jonathan Simon 教授。專長為刑罰社會學、刑

事訴訟法、法律社會學、法實證學。 

林鍾沂及林育聖老師榮獲臺北大學 109 學年度績優導師 

周愫嫻及黃蘭媖老師獲頒臺北大學 110 年度學術研究獎 

 

（四）教師及研究生發表文章 

時間 教師 期刊 發表文章 

110/06 周愫嫻 社區發展季刊 論設置「少年輔導委員會」之天道、善意、悖理與明白 

110/06 沈伯洋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w 

Review 

Governing through Corruption: The Symbolism of 

the Death Penalty for Chinese Corrupt Officials 

110/08 周愫嫻 軍法專刊 我國修復司法實踐之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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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友傑出表現 

日期 獲獎/榮任新職 

110 年 8 月 

犯研所警界校友榮任新職： 

原基隆市警察局局長林炎田陞任警政署警政委員。 

原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副局長吳坤旭調任彰化縣警察局局長。 

原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局長呂新財調任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督察長。 

原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大隊長陳明君陞任保安警察第三總隊副總隊長。 

原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分局長張隆興陞任保安警察第四總隊主任秘書。 

原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行政科科長温淑盈調任澎湖縣政府警察局副局長。 

(新職於 110 年 8 月 24 日到任) 

矯正機關校友陞遷名單： 

臺北監獄戒護科科長李宜昌調升澎湖監獄秘書。 

基隆監獄戒護科科長謝坤展調派臺北監獄戒護科科長。 

花蓮監獄教化科科長溫敏男調派敦品中學總務處總務主任。 

(本次職務調整人員派令生效及到職日期均為 110 年 8 月 1 日。) 

犯研所校友陳建璋教誨師獲選 110 年度桃園市模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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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暨研究所 

（一）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術活動 

日期 類型 主題 主講人／與談人 

110/11/26 專題演講 監所管理職涯分享 臺北監獄吳澤生典獄長 

110/9/28 雙師制度 心理學面面觀 輔仁大學心理系邱倚璿副教授 

110/10/4 雙師制度 刑法總則實務 臺灣高等檢察署王亞樵檢察官 

110/10/4 雙師制度 臺灣犯罪趨勢與科技偵查之運用 警專曾春僑副教授 

110/10/7 雙師制度 刑事訴訟法實務 陳志祥律師 

110/10/7 雙師制度 刑事訴訟法實務 臺北地方檢察署徐名駒檢察官 

110/10/19 雙師制度 民法實務 錢炳村律師 

110/10/20 雙師制度 犯罪剖繪技術於刑事偵查之運用 警專曾春僑副教授 

110/10/25 雙師制度 監獄次文化之探討 桃園監獄作業科任全鈞科長 

110/10/26 雙師制度 探索生涯選擇-心理師之路 藍瑞萍諮商心理師 

110/10/27 雙師制度 從心開始-藥物濫用少年工作經驗分享 劉亮佑諮商心理師 

110/11/22 雙師制度 平凡卻不平凡的社工之路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劉彥伯主任 

110/11/15 雙師制度 測謊在研究法與司法心理學的應用 警專曾春僑副教授 

110/10/27 雙師制度 危機管理與個案研討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陳國忠主任秘書 

110/10/31 研討會 第六屆應急管理高峰論壇 銘傳大學 

110/12/24 研討會 AI 應急管理學術論壇 
銘傳大學社會科學院(心理系、犯防

系、公事系合辦) 

 

（二）109 學年度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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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志良 王伯頎 兩岸共同打擊電信網路詐欺犯罪之研究 

犯罪防治學系兩岸與犯

罪防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曾柏仲 王伯頎 

我國幫派組織演進及抗制犯罪策略精進之

研究 

犯罪防治學系兩岸與犯

罪防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劉光恆 王伯頎 

警察人員處理聚眾活動執法不當之研究-以

臺北市為例 

犯罪防治學系兩岸與犯

罪防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林欣怡 戴世玫 資深社工抗拒升任督導職原因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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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防治學系兩岸與犯

罪防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邱存蔚 黃讚松 

醫療機構安全管理作業風險評估之研究-以

北部某醫學中心為例 

犯罪防治學系兩岸與犯

罪防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呂南青 戴世玫 

怎麼當好督導？跨國社工督導實務準則之

比較 

犯罪防治學系兩岸與犯

罪防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王冠畬 

樊中原 

黃富源 

警察心理資本對工作投入之影響—以創新

行為為中介變項 

犯罪防治學系兩岸與犯

罪防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曹念慈 戴世玫 公職社工師轉任一般行政職務原因之探究 

犯罪防治學系兩岸與犯

罪防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蘇乙芯 

黃富源 

洪文玲 
兒少網路性剝削防治網絡合作之研究 

犯罪防治學系兩岸與犯

罪防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林怡伶 黃富源 家庭、學校依附對國中校園霸凌行為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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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羽蓁 
張平吾 

黃麒然 

臺灣監獄建築安全管理之研究-以地震災害

為例 

犯罪防治學系碩士班 碩士 林宛蓁 戴世玫 
社工在防疫期間的加值作為：以新北市弱勢

家戶福利服務輸送為例 

犯罪防治學系碩士班 碩士 蔡沛璇 戴世玫 產業移工逃逸現象之再檢析：經濟剝削觀點 

 

（三）系所重要訊息 

公告日期 最新消息 

110 年 
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受邀參與桃園城教育遊 

新北市政府與銘傳大學簽屬災害管理合作備忘錄 

 

（四）110 年度第 2 學期預告 

時間 活動預告 地點 

111 年 5 月 13 日(暫定) AI 應急管理之網絡整合研討會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FFB101 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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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師及研究生發表文章 

時間 教師/研究生 期刊 發表文章 

110/10 王伯頎/謝宗志 
第六屆海峽兩岸應

急管理高峰論壇 

智慧科技與犯罪偵查—臺北市監視錄影系統成

效評估 

110/11 王伯頎/郭文宣 

2021 後疫情時代創

新地方治理國際學

術研討會 

台北市青少年犯罪之處遇機制—以少年車手為

例 

110/08 王國治 人權會訊 
從新冠病毒疫情論台灣人民防疫義務之實施與

爭議 

110/10 洪文玲 
第六屆應急管理高

峰論壇論文集 

犯罪被害案件類型及家屬特性與司法社會工作

服務相關因素之研究 

110/11 洪文玲 

2021 後疫情時代創

新地方治理國際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 

修復式正義應用在偏差行為少年衝突事件之範

疇與成效 

110/12 洪文玲/劉祥得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

防治學報第 30 期 

員警次創傷影響情緒耗竭、失眠之因果模式分

析：以新冠病毒期間值勤為例 

110/12 洪文玲/梁玉臻 中國行政評論 兒少性剝削案件通報黑數因素之研究 

 

（六）教師及研究生傑出表現 

日期 教師/研究生 類別 獲獎 

110/10 王國治副教授 教師教學獎勵 銘傳大學 109 學年教學特優獎 

110/11 系友黃欣萱 證照或國家考試 110 年第二次專技高考社會工作師高考 

110/11 系友姜宜蓁 證照或國家考試 110 年第二次專技高考社會工作師高考 

110/11 系友高婕 證照或國家考試 110 年第二次專技高考社會工作師高考 

110/11 系友簡昀柔 證照或國家考試 110 年第二次專技高考社會工作師高考 

110/11 研究生梁玉臻 證照或國家考試 110 年第二次專技高考社會工作師高考 

110/11 系友林瓊華 證照或國家考試 110 年第二次專技高考社會工作師高考 

110/11 系友李皖湘 證照或國家考試 110 年第二次專技高考社會工作師高考 

 

  



 

16 系所最新消息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暨研究所 

（一）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術活動 

日期 類型 主題 主講人／與談人 

110/10/18 
教師專業社

群講座 

從吸毒後弒母案談原因自由行為

的理論與難題 
東吳大學法律系林書楷副教授 

110/10/20 專題演講 矯正心方向 法務部矯正署黃俊棠署長 

110/11/01 
教師專業社

群講座 
金融科技與金融監理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系洪令家副教授 

110/11/09 
教師專業社

群講座 
科技偵查的現狀與未來 國立台北大學法律系王士帆副教授 

110/11/16 
教師專業社

群講座 
數位證據與人權保障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蘇凱平副教授 

110/11/18 
學分學程系

列講座 

我國矯正人員執行刑罰權力之轉

變─以釋字第 653 號解釋為分野 
中央警察大學賴擁連系主任 

110/11/23 
教師專業社

群講座 

美國青少年司法系統概論及近況

（線上） 

美國南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王舜永副

教授 

110/12/02 
教師專業社

群講座 

我們與惡的距離_溫度、感動、幸福

味（線上） 
勵志中學林家如校長 

110/12/07 職涯講座 
走出一條不一樣的路─從事銀行反

洗錢職涯經驗談 
銀行洗錢防制專責人員蔣岱妤 

110/12/08 專題演講 監獄行刑法與羈押法之改革現狀 法務部陳明堂政務次長 

110/12/14 職涯講座 
不設限的美麗，除了國考我還

能…？ 
金融公司風險評估人員廖家慧 

110/12/18 
學分學程系

列工作坊 

從法院到醫院：性犯罪的司法心理

與精神鑑定 

邀請多位實務界及學術界之專家學

者 

 

（二）109 學年度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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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俸鋼 鄭瑞隆 日月明功靈修團體刑事犯罪之個案研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博士 梁信忠 許華孚 中途學校性剝削少女處遇型式與困境之研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博士 蔡佳樺 許華孚 受刑人初入監獄的在監適應之研究 



 

17 系所最新消息 

犯罪防治研究所 博士 陳義峰 
楊士隆 

許華孚 
少年施用毒品對暴力行為影響與對策之研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博士 許忠正 許華孚 臺灣電子監控之現況與對策研究 

犯罪防治碩士在職

專班 
碩士 唐愉華 鄭瑞隆 大專校院性別事件處理困境之研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王亭雅 楊士隆 
從情境犯罪預防觀點探討鐵路犯罪防治 —以鐵

路警察局高雄分局為例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邱珮綺 戴伸峰 
正義世界信念與網路霸凌態度之關聯研究：以敵

意為中介變項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劉怡婷 戴伸峰 
知覺父母衝突對婚姻態度之影響-以復原力為調

節變項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翁兆謙 曾淑萍 
大專院校學生機車危險駕駛行為與自我控制、交

通安全態度、風險感知之關係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林子心 楊士隆 高級中等學校毒品查緝困境與對策之研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黃顯棻 陳慈幸 
受感化教育少年後續追蹤輔導之探討- 以矯正

學校教師為例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張翌宣 
陳巧雲 

馬杰仁 

藥物濫用者的冒險傾向、資訊使用能力以及認知

功能之探討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林盈吟 邱獻輝 女性親密暴力者生命歷程之探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江翊菱 邱獻輝 
國中專任輔導教師電玩經驗對其輔導工作之影

響探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班若瑜 許華孚 高齡受刑人的家庭支持對其在監適應之影響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朱冠姍 朱群芳 
影響大學生使用電子煙行為相關因素之實證研

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林瑄凡 朱群芳 大學生交友社群軟體與危險辨識之相關性研究 

 

（三）系所重要訊息 

公告日期 最新消息 

110 年 8 月 馬躍中教授當選為國立犯罪防治學系暨研究所第八任系主任暨所長 

110 年 11 月 12 日 2021 年犯罪問題與對策學術研討會於 110 年 11 月 12 日舉行 

110 年 12 月 15 日 與高雄大學法學院共同主辦 2021 年現代公法論壇系列 2-社會治安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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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0 年度第 2 學期預告 

時間 活動預告 地點 

(暫無) 

（五）教師及研究生發表文章 

時間 教師/研究生 期刊 發表文章 

110/09 劉于華、陳巧雲 藥物濫用防治 
壓力對安非他命濫用者情緒調節和認知衝動

之影響 

110/09 林子心 藥物濫用防治 高級中等學校毒品查緝困境與對策之研究 

110/10 
黃建榮、方圓 

、蔡佩芬、李承龍 

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

論文集 
虛擬實境應用於司法科學證據研究之初探 

110/12 蔡佳樺、許華孚 
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

期刊 

青少年參與陣頭活動的生命歷程與偏差行為

之研究 

 

（六）教師及研究生傑出表現 

日期 教師/研究生 指導老師 獲獎 

110/08 校友  

犯防所警界校友榮任新職：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分局長邱顯良調任臺南市政府

警察局歸仁分局分局長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分局長余鴻恩調任南投縣政府

警察局副局長 

110/09 畢業生邱純興 鄭瑞隆教授 獲選司法官學院第八屆犯罪防治研究傑出論文獎優等 

110/09 戴伸峰教授  入圍第 56 屆廣播金鐘獎類型音樂節目主持人獎 

110/11 鄭瑞隆教授  榮獲 110 年教育部友善校園獎南區大專校院特殊貢獻人員 

110/11 陳慈幸教授  當選亞洲犯罪學學會監事長 

110/12 馬躍中教授  當選台灣藥物濫用防治學會第 3 屆理事長 

 

（七）學士班學生傑出表現 

日期 教師/研究生 獲獎 

110/12 林沛儀(學士班三年級學生) 
榮獲 110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空手道一般女生組第一量

級金牌 



 

19 第 13 屆傑出青年學者研究獎 

本會第 13 屆傑出青年學者研究獎得獎人介紹 

 

 

▲2021 年 12 月攝於中央警察大學第 14 屆第 1 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呂宜芬博士，美國聖休士頓州立大學刑事司法學博士，現為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犯罪學理論驗證、生物社會犯罪學、量化研究方法等。 

 

推薦事蹟： 

1. 展現優質學術研究量能，國內外發表之學術作品議題多元，顯現全面且豐沛的研究

熱情、研究知識與研究能力。 

2. 質性與量化研究技能兼具，未來研究發展潛力厚實。 

3. 積極參與各項研究計畫，貢獻犯罪學領域學術發展及實務應用。 

4. 國內外學術交流踴躍參與，具有國際視野及專業發表能力，提高臺灣犯罪學在國際

的能見度。 



 

20 理監事會議實錄 

第 14 屆第 1 次常務理監事會議《會議實錄》 

 

本會第 14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結束後，於 110 年 12 月 17 日在中央警察大學教學

大樓 1A 教室召開第 1 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會議召開後，由賴擁連理事長頒發本會第 13 屆傑出青年學者研究獎獎狀乙紙及獎

金新臺幣 5 萬元予呂宜芬博士，呂博士畢業於美國聖休士頓州立大學，現為臺北大

學犯罪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研究專長為生物社會犯罪學及量化研究方法，呂博

士發表感言感謝評審委員肯定及鼓勵，盼有機會能與各位犯罪學先進持續合作精進

學術研究。 

 

本次旨在選出第 14 屆理事長及常務理事、常務監事等重要幹部，依選舉結果，當

選常務理事共 7 人(賴擁連、謝文彥、許春金、陳玉書、蔡田木、林育聖、吳慧

菁)，常務監事 1 人：張平吾；經 7 位常務理事選舉第 14 屆理事長，由賴擁連理事

長當選連任，隨即賴理事長發表感言，感謝各位會員與理監事的支持與愛護，希望

在新的任期，大家能夠持續協助與指正，讓學會業務蒸蒸日上，同時也指派謝文彥

常務理事為本屆副理事長。 

 

會議結束前，張平吾常務監事捐款新臺幣 1 萬元予本會，盼本會會務得以順利推

行，在此致上最誠摯的謝意。本次會議圓滿落幕，理事長也感謝秘書處夥伴的參與

支持及辛勞準備，在大合照之後，本屆第 1 次常務理監事會議圓滿落幕。 

  



 

21 理監事會議實錄 

 

▲新當選理事長感謝致詞 

 

 

▲張平吾常務監事捐款本學會 1 萬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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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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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相關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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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相關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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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白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