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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事長的話 

理事長的話 

 

各位犯罪學學會的夥伴，大家好。時間過得很快，一眨眼 2022 年已經過了一半，

即將邁入暑假，辛苦的夥伴們，可以利用藉機休息一下，盤點下半年的行事計畫與研究

進度，整備出發。 

今年，原本是令人期待的一年。在新冠肺炎肆虐兩年後，期盼疫情可以減緩，更多

的學術活動可以開展，但事與願違，5 月之後，Omicron 的疫情大爆發，許多的學術活

動又退回到去年舉辦的水準，以線上模式或線上與實體方式並行的模式進行，無法擴大

舉辦。回顧上半年，學會贊助了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所舉辦的「2022 青少年毒品防

制與 AI 犯罪預防研討會」、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的「2022 犯罪防治學術研討會」

以及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所舉辦的「第十屆跨校研究生論文發表會」等。雖然因為防

疫緣故採取線上方式進行，但因為過去兩年疫情緣故，大家對於線上會議與研討會的方

式，不僅不再陌生，反而因為可以減少人員的流動、降低參與人員染疫的風險，讓線上

研討會成為當前主流的研討會舉辦形式，即使國際型的學術研討會，例如 2022 年的亞

洲犯罪學(Asian Criminology Society)年會也將於 7月假印度古及拉特(Gujarat)採取線

上為主、實體為輔方式進行。 

然而如同擁連在去年年底會刊所提，今年將持續採取跨校、跨學會的合作，舉辦論

壇、演講、國際學術研討會，今年的重頭戲將是舉辦國際研討會。目前初步規劃將與臺

灣司法社工學會、臺灣大學社工學系與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於 10 月舉辦「受刑人復

歸轉銜與司法社工服務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entry Programs 

and Forensic Social Work Services for Prisoners)，目前刻正接洽國際學者以邀請來

臺或採取線上會議針對國際間受刑人復歸社會轉銜機制與社工服務之議題，進行主題分

享。此外，也持續與國立中正大學犯罪問題研究中心以及銘傳大學海峽兩岸應急管理學

會合作舉辦兩岸學術研討會，以壯大臺灣犯罪學界的學術能量。此外，因為疫情與突發

事故，本會與國內「中華心理衛生學刊」(TSSCI 刊物)合作，舉辦「司法心理與犯罪防

治」專題徵稿活動，也將延遲到下半年，屆時將廣邀本土犯罪學界的學者與研究者，多

多投稿，持續精進臺灣犯罪學界研究之品質。 

放眼未來，臺灣犯罪學界的工作仍然許多，為提升臺灣犯罪學的學術地位，仍期盼

各位先進與夥伴共同努力，也給予學會建議與協助，讓學會的工作更加順利推動，為廣

大的犯罪學群服務。最後祝各位先進夥伴，身體健康、順心如意。 

 

理事長  賴擁連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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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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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銘傳大學產學暨推廣處應急管理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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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彥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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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度重大會務報告 

 

時間 名稱 辦理說明 

二月 學術活動 
（2 月 21 日） 

與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共同舉辦「始業活動論壇」。 

五月 學術活動 

（5 月 13 日） 

與銘傳大學社會科學院犯罪防治學系共同舉辦「2022『青少年毒品

防制與 AI 犯罪預防』學術研討會」 

（5 月 30 日） 

與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共同舉辦「2022 犯罪防治學術研討會

『犯罪預防、犯罪分析與婦幼保護』」 

六月 學術活動 
（6 月 10 日） 

與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協辦「第十屆跨校研究論文發表會」 

六月 會刊出版 出版本會 111 年度「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會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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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21 圓桌論壇 

強制工作違憲審查與何去何從? 

1.強制工作違憲審查之觀察 

2.強制工作德國法之觀察(本系潘怡宏

助理教授 

3.強制工作實務運作與困境 

4.強制工作之何去何從與未來展望 

引言人：周文勇副教授 

與談人： 

民間司改會林俊儒主任 

本系潘怡宏助理教授 

法務部矯正署黃琪雯編審 

檢察司黃榮德主任檢察官 

111/03/07 雙週學術 刑事制裁的現狀與未來 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馬躍中 

111/03/21 雙週學術 被害保護與警政治理 
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教授兼系主任

章光明 

111/03/28 初稿發表 
男性與女性受保護管束人再犯理論模

式之比較研究 

許詩潔博士生 

與談人：李明謹博士 

評論人：葉碧翠助理教授 

111/04/11 雙週學術 美國費城成癮研究經驗分享 
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研究

員顧以謙 

111/04/25 雙週學術 沒錢沒社會資本也可以做實驗犯罪學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副教授

兼所長林育聖 

111/05/09 雙週學術 毒品緩起訴 ：評估、分流、處遇 
國立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

學系教授李思賢 

111/05/30 研討會 

2022 犯罪防治學術研討會 

研討主題：犯罪預防、犯罪分析與婦

幼保護 

主辦單位：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

學系 

合辦單位：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

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臺灣司法

社工學會 

執行單位：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

學系、犯罪問題研究中心 

  



 

6 系所最新消息 

（二）110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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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 池晉煒 謝文彥 竟是一場空：網路愛情詐騙被害歷程之研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李冠璘 陳玉書 酒駕受刑人不良適應影響因素之研究 

（三）系所重要訊息 

公告日期 最新消息 

111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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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任。 

（四）111 年度第 1 學期預告 

時間 活動預告 地點 

111 年 11 月 受刑人復歸轉銜與司法社工服務國際研討會 

(與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臺灣司法社工學會、臺北大學犯

罪學研究所、法務部矯正署、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合辦) 

未定 

111 年 12 月 犯罪防治學報第 3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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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1 月 葉碧翠 
中國行政評論，

27(3)，38-72 

COVID-19 改變了犯罪嗎？疫情期間臺北市之犯

罪趨勢 

111 年 2 月 賴擁連 
Journal of Crime and 

Justice (SSCI) 

Perceptions of police misconduct in Taiwan: 

does procedural justice matter? 

111 年 3 月 賴擁連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SSCI) 

Assessing the Victim–Offender Overlap in 

Prison Victimization and Misconduct Among 

Taiwanese Male Inmates. 

111 年 3 月 蔡田木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SSCI) 

Repeat and Near Repeat Burglary 

Victimization in Taiwan 

111 年 5 月 賴擁連 
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 (SSCI) 

Review of school violence in Taiwan: 

Prevalence, types, and strategies. 

111 年 5 月 沈勝昂 

Frontiers in 

Psychology(SSCI) 

Onset Crime Typology of Sexual Offenders 

and Their Differences on Specialization and 

Risk Factors 

 



 

 
 

7 系所最新消息 

（六）教師及研究生傑出表現 

日期 研究生 類別 指導老師 獲獎 

111/4/1 本系沈勝昂教授 衛生福利部第八屆紫絲帶獎(教育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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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我國自主監外作業制度之研究-兼論

對再犯預防機制之影響 
111 年(1 年)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蔡田木 主持人 我國監護制度發展與變革之研究 111 年(1 年)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蔡田木 主持人 
111 年度各國矯正機關戒護勤務制

度及相關基本權保障之研究 
111 年(0.5 年) 法務部矯正署 

沈勝昂 協同主持人 
111 年度兒少安置及教養機構創傷

知情支持計畫 
111 年(1 年) 衛生福利部 

 

  



 

8 系所最新消息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一）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術活動 

日期 類型 主題 主講人／與談人 

111/01/04 研討會 
防制校園霸凌個案諮詢會議<新竹

場> 

合辦單位：新竹市政府教育處 

臺灣大學法律系李茂生教授「校園霸

凌事件行政調查相關法律規範」 

林民程老師「修復式實踐-和解圈篇」 

個案諮詢會議：李茂生教授、林民程

老師、國立臺北大學林育聖副教授及

侯崇文教授 

111/02/08 研討會 防制校園霸凌初階工作坊<高雄場> 

合辦單位：高雄市苓雅國中 

國立臺北大學侯崇文教授「認識修復

式實踐與理論」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林育聖

副教授「正向管教與修復式實踐」 

臺南市立建興國中李明山學務主任

「以修復式實踐處理校園衝突及霸

凌事件–認識和解圈」 

111/02/18 
法治教育

講座 
防制校園霸凌講座 

合辦單位：桃園市觀音高中 

主題：網路霸凌、關係霸凌及言語霸

凌等 

111/03/12 學術論壇 當前毒品政策與處遇 紀致光專門委員（法務部檢察司） 

111/03/15 學術論壇 我在塔斯瑪尼亞的田野經歷 
鄭學鴻博士候選人（澳洲國立大學亞

太學院 RegNet 研究所） 

111/03/23 
法治教育

講座 
防制校園霸凌講座 

合辦單位：新北市能仁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法治教育講座主題為「網路霸凌及犯

罪如何防範」 

111/04/09 學術論壇 

針針見毒(Dope is Death)-社會主

義醫療革命與黑人解放政治運動

（民族誌影展校園巡演活動） 

林建廷副教授（國立中央大學英文

系） 

111/04/12 學術論壇 後盜伐時代：治本溯源、森森不息 
劉大維科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

局林政管理組） 



 

 
 

9 系所最新消息 

111/04/19 學術論壇 警政婦幼（保護性）工作經驗分享 
謝賀先家庭暴力防治官（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萬華分局） 

111/05/03 學術論壇 
臺灣近海違反海洋資源規範行為型

態及其空間分布 

劉邦乾副隊長（海巡署偵防分署臺北

查緝隊） 

111/05/05 職涯講座 
探索學術這條路：澳洲留學經驗分

享 

鄭學鴻博士候選人（澳洲國立大學亞

太學院 RegNet 研究所） 

111/05/07 學術論壇 檢察官與刑事訴訟 
楊冀華主任檢察官（臺灣士林地方檢

察署） 

111/05/24 學術論壇 企業洩密案例與公司治理智財管理 

呂佳芸專案經理（財團法人資訊工業

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創意智財中

心） 

111/05/24 學術論壇 
出機構的他們怎麼了？探索再犯少

年生命歷程之質性研究 

陳思如秘書長（社團法人慶祥青少年

關懷協會） 

 

（二）110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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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鄭彗伶 周愫嫻 現役軍人懲罰案件與修復式司法實踐之關係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張晉瑋 許春金 毒品製造犯罪者的特性及手法分析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 吳亮儀 林育聖 政府補助／委託計畫案不實核銷問題研究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 王品君 許春金 網路媒體對犯罪建構之個案研究 

 

（三）系所重要訊息 

公告日期 最新消息 

111 年 

5 月 17 日 

林育聖所長獲本校 111 年度產學合作績優教師獎勵【優等獎】 

黃蘭媖及林茂弘老師榮獲臺北大學 110 學年度績優導師 

「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校友會」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於 111 年 3 月 26 日舉行，

本屆王卓鈞理事長（前內政部警政署署長，現任中信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邀請

臺北大學行政副校長暨校友中心主任陳達新副校長、臺北大學校友總會蔡江城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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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學前校長侯崇文特聘教授蒞臨致詞，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王進旺前署長及本所林

育聖所長、林鍾沂教授等應邀出席。 

碩士在職專班畢業生楊子儀碩士論文「短期刑受刑人違規行為之特性與影響因素」榮

獲中華民國犯罪矯正協會第 8 屆傑出監獄學著作獎。 

碩士班研究生獲頒「忠華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吳富榮先生獎學金」 

本獎學金自 101 學年度起由該公司董事長吳富榮先生捐贈 120 萬元設置之，用以獎

勵清寒、學業操行成績優良之非在職研究生，以及優秀碩士論文獎。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清寒及優秀獎」頒發石嘉程、莊至柔、吳展松及方潔等 4 位同學，每人各 1 萬

元獎學金。優秀碩士論文獎學金 2 萬元，獲獎人為慕宇峰同學，論文題目為「假釋流

程中教誨師的角色及工作模式」。 

 

（四）111 年度第 1 學期預告 

時間 活動預告 說明 

111 年 8-12 月 防制校園霸凌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防制校園霸凌校長研習會 

防制校園霸凌初進階工作坊 

校園霸凌事件調查人員知能研習 

校園霸凌學生宣講及校園講座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橄欖枝中

心承辦教育部 111-112 年度防制校

園罷凌「研習分析計畫」暨「理論與

實務研習」 

 

（五）教師及研究生發表文章 

時間 教師 期刊 發表文章 

111/03 周愫嫻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一種死亡，多種面貌？三位無差別殺人案件倖存者的「了

結」過程 

111/01 沈伯洋 Taiwan Strategists How China Initiates Information Operations Against 

Taiwan 

110/12 周愫嫻 NTU Law Review  The prevalence of psycho-social risk factors of 

indiscriminate murder: No man is an island? 

110/12 黃蘭媖 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

研究專刊 

犯罪被害狀況及其分析--我國首次犯罪被害趨勢與服務

調查報告 

110/09 林茂弘 中研院法學期刊 累犯加重其刑之憲法上限制--論美國法對我國法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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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友傑出表現 

日期 獲獎/榮任新職 

110 年 11 月 
犯研所警界陳國座校友榮任臺北市警局中正第一分局副分局長 

犯研所吳富榮校友當選新北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商業同業公會第七屆理事長 

111 年 1 月 

犯研所碩士在職專班畢業生楊子儀碩士論文「短期刑受刑人違規行為之特性與影響

因素」榮獲中華民國犯罪矯正協會第 8 屆傑出監獄學著作獎。 

犯研所警界校友榮調，新職於 111 年 1 月 17 日及 19 日到任。 

1、楊哲昌校友調任新竹縣政府警察局局長。 

2、陳明君校友調任嘉義縣警察局局長。 

3、張隆興校友調任保安警察第七總隊副總隊長。 

4、劉炯炫校友陞任鐵路警察局主任秘書。 

5、蕭瑞豪校友調任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大隊長。 

6、蔡宗昌校友調任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學甲分局分局長。 

7、王耀輝校友調陞內政部警政署發布刑事警察局偵查科科長。 

8、張文源校友調任內政部警政署發布刑事警察局偵三大隊大隊長。 

犯研所調查局校友張育瑞調陞國家安全維護處處長。 

111 年 2 月 
1、雲林縣警察局督察長何正光校友陞任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督察。 

2、嘉義市政府警察局主任秘書賴銘助調任南投縣政府警察局督察長。 

111 年 4 月 

1、吳新竹校友調任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防治組組長。 

2、林弘基校友調任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偵查隊隊長。 

3、楊開琮校友調任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安和路派出所警務員兼所長。 

4、高銓恩同學調任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中山一派出所警務員兼所長。 

5、林柏齡同學調任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文德派出所警務員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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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暨研究所 

（一）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術活動 

日期 類型 主題 主講人／與談人 

111/05/13 研討會 
「青少年毒品防治與 AI 犯罪預防」學

術研討會 

主題演講：「AI 與毒品防制：運用與

限制」 

專題研討：少年毒品防制及 AI 犯

罪預防 

互動管理座談會：兩岸共同預防犯

罪 

111/05/05 

高教深耕

計 畫 : 雙

師制度 

智慧建築與 AI 智慧防災 
何沛軒處長(中興保全集團新建築

事業處) 

111/5/11 

高教深耕

計 畫 : 雙

師制度 

何不食肉糜？淺談青少年藥物濫用內

在成因 

劉亮佑老師 

(社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教會聯合

會-少年保護組心輔員) 

111/5/26 

高教深耕

計 畫 : 雙

師制度 

司法正義、人權與社會安全網： 

刑後治療與我國司法精神醫院的發展 

鍾志宏副典獄長 

(法務部矯正署明德外役監獄) 

 

（二）110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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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防治學系碩士班 碩士 劉建村 黃富源 校園竊盜犯罪之研究-一個被害者學理論的

檢證 

犯罪防治學系兩岸與犯

罪防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吳婉貞 戴世玫 社會工作督導支持功能之探究:增強權能的

觀點 

犯罪防治學系兩岸與犯

罪防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張雅玲 洪文玲 青少年施用新興藥物濫用特性及其成因之

研究-以毒品咖啡包為例 

 

  



 

 
 

13 系所最新消息 

（三）系所重要訊息 

公告日期 最新消息 

111/05/13 2022 年「青少年毒品防治與 AI 犯罪預防」學術研討會採實體線上混合辦理 

111/03/19 舉辦高中生活營隊 

111/04/29 辦理學生校外實習成果線上發表會 

111/02/01 新聘任許春金教授加入銘傳大學犯防系教師陣容 

111/01/14-16 辦理國考學科講座班 

 

（四）教師及研究生發表文章 

時間 教師/研究生 期刊 發表文章 

2021.1 章光明、黃文志 警察法學與政策 警察人權與健康保障 

2021.1 Kuo, Shih-ya, 

Kuang-ming 

Chang, and Yi 

Li. 

2021 TASPAA ’ s 

Policing Special 

Issue workshop 

(研討會) 

Legitimacy and Policing COVID 19 in Taiwan. 

2021.10- 章光明、王舜永、

張淵菘、洪俊瑋 

2021 年第六屆海峽

兩岸應急管理高峰

論壇 

應急管理的假訊息處理: 以台灣疫情三級管理

為例 

2022 黃讚松 應急管理學報 醫療機構在應急管理風險評估之探討 

2022.1 曾春僑、王伯頎 警專學報 陳述可靠性與頭部位移關聯性研究 

2022 任全鈞、王伯頎 刑事政策與犯罪防

治研究 

COVID-19 大流行對藥物濫用者身心的衝擊與

影響 

2021.1 曾春僑、王伯頎 憲兵半年刊 戰場情報偵訊與刑事調查偵訊之比較-以美國

陸軍野戰偵訊策略為例 

2022.1 王伯頎  、蘇柏

文 、洪健翔 

2022 青少年毒品防

制與AI犯罪預防(研

討會) 

藥癮個案大數據分析與二次列管預測模型初探 

2022.1 蔡佩樺 、王伯頎 2023 青少年毒品防

制與AI犯罪預防(研

討會) 

我國外勤女警執勤安全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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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 張峪維 、王伯頎 2024 青少年毒品防

制與AI犯罪預防(研

討會) 

消失的憲調魂-憲兵調查官現況分析之研究 

2022.1 張家銘、王伯頎 2025 青少年毒品防

制與AI犯罪預防(研

討會) 

探討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於教育體系與司法體

系輔導措施之比較-以青少年探索號計畫為例 

2021.1 曾春僑、王伯頎 AI 應急管理學術論

壇 (研討會) 

機器學習演算法進行陳述可靠度分析--以非接

觸式設備為例 

2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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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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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 王伯頎(主持人) 產學案(桃園市政府

衛生局) 

桃園地區毒品案件及藥癮個案特性分析 

2022 王伯頎(協同主持

人) 

產學案(內政部消防

署) 

強化各類型義消科技運用與發展中程計畫委託

勞務採購案  

2022 王國治 應急管理學報 AI 人工智慧的人臉辨識與深度偽造之運用 

2022 王國治 人權會訊 大學生拒繳校內罰款與被扣畢業證書之不當聯

結禁止 

2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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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 王國治 2022 青少年毒品防

制與AI犯罪預防(研

討會) 

AI 人工智慧深偽技術之法律問題研究 

2021.1 王國治 AI 應急管理學術論

壇 (研討會) 

AI 人工智慧之人臉辨識優勢與隱憂 

2021.10- 王國治 2021 年第 6 屆海峽

兩岸應急管理高峰

論壇 (研討會) 

世界各國對人臉辨識之法令規範與實務運用 

2021.1 王國治,徐名駒 2021 衛生法律與政

策年度研討會 

台灣防疫新冠病毒之應變政策與法律風險 

2022 戴世玫、林欣儀、

邱逸淳 

社區發展季刊 前進萬大防疫指揮所：社會工作者參與社區防

疫專案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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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 戴世玫、孫宜華 AI 應急管理學術論

壇 (研討會) 

以社會福利需求為核心之人工智能：新竹市在

地行動服務 5 年期先導計畫回顧 

2021.1 戴世玫 2021 International 

Social Welfare 

Forum: Preventing 

Social Isolation 

and Godoksa (研

討會) 

Social Isolation among Middle Age and 

Older Adults in Taiwan 

2021.10- 許雅喬、戴世玫、

林宛蓁、朱美珍 

東西會通、飲水思

源、多元包容、開創

新局： 社會科學的

傳承與創新~第四

屆社會科學本土化

學術研討會暨第五

屆本土諮商心理學

學術研討會 

防疫期間弱勢家庭照顧的倫理思維 

2021.1 蔡沛璇、戴世玫 停泊棧，萬海航運慈

善基金會 

在台產業移工勞動權益困境：談《勞動基準法》

與《就業服務法》 

2022 黃麒然、江亭儀 buildings (SCI) An 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for Emergencies 

in the Taipei Dome Complex 

2022 黃麒然、江亭儀 5th IEEE Eurasian 

Conference on 

Educational 

Innovation 2022 

(EI) 

A Study on Prison Disaster Factors: A Case 

Study of Taipei Prison 

2022 黃麒然、江亭儀 5th IEEE Eurasian 

Conference on 

Educational 

Innovation 2022 

(EI) 

Discussion On Risk Factors of Stadium: A 

Case Study of Taipei Dome Complex 

2021.03-

2022.02 

黃麒然 科技部專題計畫 地震後監獄收容人越獄風險之研究 

2022 洪文玲 應急管理學報 犯罪被害案件類型及家屬特性與司法社會工作

服務相關因素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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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 洪文玲、劉祥得 犯罪防治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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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 洪文玲 2022 台灣物業管理

論壇(研討會) 

ESG 應用於物業管理及發展策略之探討 

2022.1 洪文玲、劉祥得 2022『青少年毒品

防制與 AI 犯罪預

防』學術研討會 

犯罪被害保護官執行成效之探討 

2022.1 許辰瑋、洪文玲 2022『青少年毒品

防制與 AI 犯罪預

防』學術研討會 

消防人員面對工作壓力適應因素之探討 

2022.1 張雅玲、洪文玲 2022『青少年毒品

防制與 AI 犯罪預

防』學術研討會 

青少年濫用新興毒品咖啡包成因分析 

2022.1 黃富源、章光明、

洪文玲 

2022『青少年毒品

防制與 AI 犯罪預

防』學術研討會 

AI 人工智慧投資與貸款審核實作模型 

2021.1 洪文玲 2021 後疫情時代創

新地方治理國際學

術研討會 

修復式正義應用在偏差行為少年衝突事件之範

疇與成效 

2021.10- 洪文玲 第六屆海峽兩岸應

急管理高峰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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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 洪文玲 銘傳大學 110 學年

度教師校內專題計

畫 

社會工作者執業人身安全之研究 

2021.10- 洪文玲 產學案(台灣警察學

術學會) 

以腦波檢視壓力對員警抑制控制歷程之影響第

二期擴展計劃 

2021.1 洪文玲 產學案(新北市政府

社會局) 

行方不明兒少查找歷程的分工與合作-以 O 小

弟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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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師及研究生傑出表現 

日期 教師/研究生 類別 獲獎 

111/04/29 呂南青 研究生 

指導老師：戴世玫老師 

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 2022 年社會工作相關學門博碩士

傑出論文獲獎：優秀論文獎 

111/04/13 謝賀先 研究生 
指導老師：黃富源院長 

衛生福利部第八屆紫絲帶獎(警政領域) 

111/03/31 

黃郁雯、陳巧芸 

張詠妮、張家慈 

辜鈺婷 

學生 考取 111 年第一次專技高考社會工作師證照 

111/03/24 廖文皓 學生 大專足球聯賽男一級 4 強準決賽，踢進冠軍戰！ 

111/03/19 章光明 教師 
榮獲校內學術研究成果獎及教師學術性專書專章獎，於校

慶活動公開頒獎表揚 

111/03/19 王國治 教師 榮獲校內教學特優獎，於校慶活動公開頒獎表揚 

111/03/19 王伯頎 教師 榮獲校內產學合作成果獎，於校慶活動公開頒獎表揚 

111/03/17   學生 
2021 大社盃排球賽本系女排隊獲全國大社盃排球錦標賽

女子組季軍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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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期學術活動 

日期 類型 主題 主講人／與談人 

111/03/10 專題演講 
分享我犯罪防制人生的經驗和理

念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榮譽教

授蔡德輝博士 

111/04/08 職涯演講 調查局特考考前及實務經驗分享 
法務部調查局嘉義縣調查站程國峰

調查官 

111/04/13 專題演講 國際防制洗錢新趨勢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蘇佩鈺檢察

官 

111/04/20 
學分學程系

列講座 

審、檢、辯三方如何看待專家證人

與鑑定人：以證交案件為例 
元曦法律事務所鄭深元主持律師 

111/05/03 
學分學程系

列講座 

焦點解決取向應用於非自願青少

年個案 
陳意文諮商心理師 

111/05/03 專題演講 如何在犯防系學習斜桿人生 
台新金控暨銀行詹德恩資深副總經

理 

111/05/04 專題演講 
各國自主監外作業制度的介紹和

比較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賴擁連

主任 

111/05/24 
學分學程系

列講座 

國際反毒公約與國內毒品（管制藥

品）法令的演進 
高雄醫學大學藥學院李志恒教授 

111/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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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18 
學分學程系

列工作坊 
少年法庭─偏差行為、衡鑑及審理 

國立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陳慧

女副教授 

天主教若瑟醫院 陳昭芬臨床心理

師 

台南地方法院 賴純慧庭長 

台南地方法院 張楠楠調查保護官 

台南地方法院 陳雅伶心理輔導員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陳慈

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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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0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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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塗凱竣 楊士隆 網路販毒犯罪模式與防制對策之研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博士 廖育瑋 楊士隆 
物質使用疾患與精神疾病對殺人、重傷害及無

差別殺傷人犯罪影響之研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劉至倢 朱群芳 社會關懷與校園霸凌行為相關性之探討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陳冠樺 楊士隆 酒癮者戒癮之復原歷程：影響因子之研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楊子漩 林明傑 
少年矯正學校中輔導教師、社會工作者與心理

師之合作與輔導研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陳佩琳 陳慈幸 精神病人犯竊盜案之鑑定一致性與再犯率分析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吳家綺 邱獻輝 案例教學法應用於高中性騷擾防治課程之研究 

犯罪防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杜欣育 許華孚 犯罪少年再犯歷程探究 

犯罪防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韓介中 
馬躍中 

許華孚 

律師對於法院真實發現之探討—以律師的觀點

出發 

犯罪防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黃如意 許華孚 女子監獄高齡收容人在監歷程之探究 

犯罪防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楊宏仁 曾淑萍 法官決定羈押因素之探討-DEMATEL 之應用 

犯罪防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曾名誼 戴伸峰 歸因對憂鬱之影響：以自我監控為中介 
 

（三）系所重要訊息 

公告日期 最新消息 

111/02/01 林明傑教授榮任本校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組長 

111/02/15 系友電子報《犯防人》創刊號發行 

111/04/15 系友電子報《犯防人》第二期發行 

111/04/19 本系通過 110 年品質保證認可，效期 6 年 

111/06/10 舉行第十屆跨校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111/06/15 系友電子報《犯防人》第三期發行 
 

（四）110 年度第 2 學期預告 

時間 活動預告 地點 

111/10/18 洗錢防治研討會（名稱暫定） 未定 

111/12 2022 犯罪問題與對策研討會 未定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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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朱群芳教授 
Criminology & 

Criminal Justice 

Influence of religiosity and studying law on 

college students’ punitive attitudes in China. 

111/02 朱群芳教授 
Journal of Crime 

and Justice 

Perceptions of police misconduct in Taiwan: does 

procedural justice matter? 

（六）教師及研究生傑出表現 

日期 教師/研究生 類別 獲獎 

111/01 
博士班學生

黃建榮 
  榮陞刑事警察局副局長 

111/01 
博士班系友

甘炎民 
  榮調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分局長 

111/03 系友 
國家

考試 

碩士在職專班系友成明哲高中 110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等財經廉

政 

學士班系友謝宜秀高中 110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等法律廉政 

學士班系友陳思嘉高中 110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等法律廉政 

學士班系友廖潔如高中 110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等法律廉政 

本系（所）碩士班系友陳冠樺高中 110 年一般警察特考三等警察 

本系（所）碩士班系友劉時凱高中 110 年司法特考三等監獄官 

本系（所）碩士班系友鄭文鐸高中 110 年調查局特考三等考試調查

工作組（選試英文） 

111/03 學生 
國家

考試 

本系（所）碩士班學生王婷萱高中 110 年司法特考三等監獄官 

本系（所）碩士班學生程俞諮高中 110 年司法特考四等監所管理員 

本系（所）碩士班學生蔡亞庭高中 110 年司法特考三等觀護人（選

試少事法） 

 

111/05/20 鄭瑞隆教授 
教師教

學獎勵 
國立中正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意見調查優良課程 

111/05/20 曾淑萍副教授 
教師教

學獎勵 
國立中正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意見調查優良課程 



 

 
 

21 期刊徵稿 

第 14 屆第 2 次理監事會議《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1 年 5 月 30 日 

貳、  地點：線上視訊會議 

參、  主席：理事長賴擁連             紀錄：蔡文瑜、黃國僥 

肆、  出席人員： 

理事：賴擁連、謝文彥、陳玉書、蔡田木、孟維德、林育聖、周文勇、黃

惠婷、霍春亨、廖有祿、沈勝昂、朱群芳、許福生、葉碧翠、曾淑

萍、李修安、韋愛梅，共 17 人。 

監事：張平吾、鄧煌發、黃翠紋、黃家珍、廖秋旭、蔡庭榕、蘇恆舜，共

7 人。 

伍、  請假人員：（理監事不得委託出席，連續兩次無故缺席者，視同辭職） 

理事：許春金、吳慧菁、廖訓誠、潘怡宏，共 4 人。 

監事：0 人。 

陸、  主席致詞(略) 

柒、  會務報告 

一、 會訊出版 

本學會會訊 11012期已公告於本會網站，歡迎自行下載。 

二、 學術合作 

本學會與凌網科技、聯合百科及元照出版合作，進行論文上網、電子圖書

出版之事宜，並有固定權利金作為本會收入。  

三、 學術研討 

本學會 111 年上半年度辦理之學術活動如下：  

(一 ) 2 月 21 日與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共同舉辦「始業論壇」  

(二 ) 5 月 13 日協助銘傳大學社會科學院犯罪防治學系辦理「2022『青少年

毒品防制與 AI 犯罪預防』學術研討會」  

(三 ) 5 月 30 日與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共同舉辦「2022 犯罪防治學術

研討會『犯罪預防、犯罪分析與婦幼保護』」  

四、 臺灣犯罪學投審稿情形 

自去(110)年 7 月 15 日起，投稿計 7 件，預審未過 1 件，撤稿 1 件(作者個

人原因)，未通過 3 件，通過 2 件，目前無待審查稿件，出刊門檻尚缺 1 篇。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12：30)  



 

22 相關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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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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