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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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歲末隆冬之際，今年農曆新年來的特別早，

在此先跟各位夥伴們拜個早年，祝各位新春如意、身體健康、闔家平安，兔年行大運。 

時光倏忽，一晃眼 2022 年已經結束。回想過去一年，是本人任內學術活動最為熱

絡的一年。上半年因為疫情仍嚴峻，學會所舉辦與參與的學術活動不多，僅與警察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合辦「2022 犯罪防治學術研討會－犯罪預防、犯罪分析與婦幼保護」，並

贊助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舉辦「2022 青少年毒品防制與 AI 犯罪預防研討會」以及和

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合辦「第十屆跨校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下半年疫情緩和後，本會積極舉辦與合辦跨校性學術活動，十分精彩。首先，受國

立台灣師範大學中國信託成癮防制暨政策研究中心之邀，共同舉辦「2022 預防毒品在

犯與社會復歸創新策略研討會」，並與本校黃俊能教授共同報告「國外人工智慧輔助評

估再犯風險的創新作法與啟發」；10 月與 12 月間辦理兩場「2022 刑事司法與犯罪學研

究方法工作坊」，分別在中央警察大學與中正大學，邀請本學會多位理監事發表有關研

究方法的專題報告，兩場次加起來嘉惠 120 名研究生。而今年的重頭戲則是與臺灣司法

社工學會、臺灣大學社工學系於 11 月 25 日舉辦「臺灣司法倡議與實務精進國際研討

會」，邀請三位來自美國社工界與司法政策界的學者 Tina Maschi, Dana Prescott, 與

Nicholas Lovrich，對國際間受刑人復歸社會轉銜機制與社工服務之議題，進行專題報

告，與會來賓來自司法、矯正、心理與社工等領域 200 餘位，可謂是疫情過後最大規模

的國際研討會，在此特別感謝本會理事、同時也是臺灣司法社工學會吳理事長慧菁給與

本會合辦的機會。此外，也循往例與海峽兩岸應急管理學會共同舉辦「第 7 屆兩岸應急

管理高峰論壇」，謝謝本會張常務監事平吾長期以來的努力推動，讓海峽兩岸在此關係

緊張之際亦仍然保有學術界的交流能量。 

在獎掖學術研究成果部分，今年本學會將最佳論文獎助金頒發給目前正在澳洲國立

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鄭學鴻與就讀本校警察政策研究所博士生李瑞典所合著的「性暴力

案件運用修復式正義之研究-紐澳經驗」，該篇文章刊登於 TSSCI 的臺北大學法學論叢，

並經本學會邀請的三位外審委員一致通過，殊值難得，洵為上等作品。 

最後，本會謝副理事長文彥將於 2023 年 2 月 1 日自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榮

退，結束其近 44 年的公教職生涯，本學會利用 2023 年 1 月 3 日辦理年終理監事會議

之際，一併舉辦榮退感恩餐會，表達對於謝副理事長長年致力於推動台灣犯罪學學術發

展與警大幹部教育工程的崇高敬意。 

2023 年為本人擔任第 14 任理事長的最後一年，希望與各位會員和理監事們齊心合

力下，持續為提升臺灣犯罪學的學術地位，奉獻心力，讓臺灣犯罪學界，持續發光發熱。 

 

理事長  賴擁連敬上 

2023 年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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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春亨 中央警察大學主任秘書 

廖訓誠 內政部警政署警政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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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學論壇」 

五月 

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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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青少

年毒品防治與 AI 犯罪預防』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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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犯罪防治學術

研討會『犯罪預防、犯罪分析與婦幼保護』」 

第十四屆第二

次理監事會議 

（5 月 30 日） 

以線上視訊會議方式辦理本會第十四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六月 

會刊出版 出版本會 111 年度「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會刊」 

學術活動 

（6 月 10 日） 

協助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辦理「第十屆跨校研究論文發表

會」 

八月 學術活動 
（8 月 30 日） 

與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共同舉辦「始業論壇」 

九月 學術研討會 

（9 月 16 日） 

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信託成癮防制暨政策研究中心共同舉

辦「預防毒品再犯與社會復歸創新策略研討會」 

十月 學術活動 
（10 月 22 日） 

辦理「2022 刑事司法與犯罪學研究方法工作坊(警大場)」 

十一月 學術研討會 

（11 月 25 日） 

與社團法人臺灣司法社工學會共同辦理「臺灣司法倡議與實務精

進國際研討會」 

十二月 

學術活動 

（12 月 3 日） 

與海峽兩岸應急管理學會共同辦理「第七屆海峽兩岸應急管理高

峰論壇」 

學術活動 
（12 月 3 日） 

辦理「2022 刑事司法與犯罪學研究方法工作坊(中正場)」 

會員大會 
（12 月 23 日） 

辦理本會第 14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 



 

 
 

5 第 14 屆最佳犯罪學期刊論文獎 

本會第 14 屆最佳犯罪學期刊論文獎得獎人介紹 

 

▲2022 年 12 月 23 日攝於中央警察大學第 14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由右

至左為李瑞典博士候選人、周碧紋女士(代理受獎)及本會賴擁連理事長。 

 

得獎論文：性暴力案件運用修復式正義之研究－紐澳經驗 

推薦事蹟：收錄期刊為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社會科學核心期刊 TSSCI) 

 

鄭學鴻博士候選人(論文第一作者)：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及中央警察大學 78 期行政警察學系學士畢業並

獲澳洲塔斯馬尼亞大學犯罪學榮譽學士學位，於臺北市警局總局勤務中心

擔任巡官，目前留職停薪於澳洲攻讀博士學位，為澳洲國立大學社會規範

與全球治理所博士候選人；因其無法到場，故由其母親周碧紋女士代為受

獎。 
 

李瑞典博士候選人(論文通訊作者)： 

國防大學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研究所碩士畢業，現為中央警察大學警察政策

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國防大學兼任講師、空軍、陸軍及台北地院少年事件

修復委員，曾任陸軍總部軍法官、國防部高等軍事法院檢察署軍事檢察

官、最高軍事法院庭長等重要職務。 

 



 

 
 

6 國際學者交流 

國際學者交流 

本會於 111 年 11 月 25 日與社團法人臺灣司法社工學會共同辦理

「臺灣司法倡議與實務精進國際研討會」，邀請來自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的 Dr. Nicholas P. Lovrich. Jr 參訪進行學術交流。 

 

 

 

 

 

 

 

 

 

 

 

 

 

 

 

 

 

 

 

 

 

 

 

 

 

▲2022.11.21 

赴警大犯罪防治學系與博

士生演講座談、參訪世界

警察博物館  



 

 
 

7 國際學者交流 

▲2022.11.24 赴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參訪 
a 馬躍中教授兼系主任致贈專書 

b 馬躍中教授兼系主任及許華孚教授兼國際長接待Dr. Lovrich 夫婦 

cd 碩士生演講  



 

 
 

8 國際學者交流 

 

 

 

▲2022.11.25 
擔任 2022 台灣司法
倡議與實務精進國際
研討會主場講者，題
目為美國司法再投資
計畫：美國華盛頓州
受刑人成功復歸社會
經驗分享 

 

 

 

 

 

 

 

 

 

 

 

 



 

 
 

9 活動花絮 

本會副理事長謝文彥副教授榮退晚宴【活動實錄】 

 

本會謝文彥副理事長文彥兼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副教授，將於

2023 年 2 月 1 日榮退。本會特與警大犯罪防治學系全體教職員，於 2023

年 1 月 3 日 18 時假東街日本料理辦理榮退晚宴，特邀請銘傳大學許春金

教授一同慶賀謝副理事長榮退之喜。 

謝文彥副理事長於警大投身教育長達 43 年 7 個月，除協助奠定防治系

大學部辦學基礎、支持規劃專業持續進步，並積極促成犯罪防治學系研究所

成立，且全心奉獻犯罪學教育，作育英才多年的無數門生。 

為表示崇高的敬意與謝意，晚宴中播放由警大犯防系系學會、謝副理事

長導師班學生(警大87期1對矯治組)及警大鄧煌發教授所錄製的祝福影片，

表達對老師的感恩與敬意，再由賴擁連理事長兼警大犯防系主任代表警大

犯防系全體教職員頒贈「菁莪樂育」字樣的水晶紀念牌及退休禮物，以及由

謝副理事長指導的畢業校友方嘉鴻博士(現為澎湖縣政府警察局行政科科長)

製作的 Q 版畫作，另有本會蔡庭榕監事兼警大警政管理學院院長致贈退休

禮物，情誼感人。 

謝副理事長向來謙沖，在感性的致詞中，多次感謝現場來賓，其間雖有

感慨，但仍有豪情萬千，眾人在聆聽熟悉的機智笑語之中，謝副理事長也提

到期待退休後與師母要好好規劃旅遊踏青，共同暢意人生，場面十分溫馨。 

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在此致上最誠摯的感謝！敬祝謝副理事長退休生

活愉快! 

  



 

 
 

10 活動花絮 

 

▲賴擁連理事長代表警大犯防系全體教職員頒贈「菁莪樂育」紀念牌 

 

▲本會代表畢業校友方嘉鴻博士頒贈謝副理事長與夫人肖像 Q 版畫作  



 

 
 

11 活動花絮 

 

▲謝副理事長致感謝辭 

 

▲本會全體理監事與警大教職員大合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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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術活動 

日期 類型 主題 主講人(與談人) 

111/08/30 始業論壇 1.掠奪性期刊 2.學術倫理(論文抄襲)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林奇秀教授 

111/09/12 雙週學術 犯罪與偏差行為研究新趨向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 

董旭英教授兼所長 

111/10/17 雙週學術 
應用 DEMATEL 進行司法決策決意影

響因素之探究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曾淑萍副教授 

111/10/22 工作坊 
2022 刑事司法與犯罪學研究方法 

(警大場) 
刑事司法與犯罪學研究方法作者群 

111/10/31 雙週學術 
科學實證毒品犯處遇模式實施成效與

策進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楊士隆教授 

111/11/14 
博士生 

初稿發表 
警察執法正當性及其影響因素之研究 

發表人：劉璟薇博士生 

與談人：蔡田木教授 

評論人：蔡庭榕教授 

111/11/21 雙週學術 監禁機構內的修復式會議 
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許春金教授 

111/11/28 雙週學術 美國犯罪與司法改革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刑

事司法學系 

黃世龍副教授 

111/12/02 研討會 2022 年犯罪問題與對策學術研討會 與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合辦 

111/12/3 工作坊 
2022 刑事司法與犯罪學研究方法 

(中正場) 
刑事司法與犯罪學研究方法作者群 

111/12/5 雙週學術 犯罪被害人之權益與保護法制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黃蘭媖副教授 

  



 

 
 

13 系所最新消息 

（二）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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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詩潔 陳玉書 男性與女性受保護管束人再犯理論模式之比較研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劉柏祥 葉碧翠 疫情期間女性受刑人監禁適應與處遇需求之研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洪碧均 蔡田木 網路購物被害影響因素之分析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黃珽瑀 沈勝昂 負向童年經驗對機構青少年偏差行為發展的影響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王彥婷 陳玉書 
外籍移工職場霸凌被害與因應之研究 

---以高雄地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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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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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系所重要訊息 

公告日期 最新消息 

111/08/10 
本所公告徵聘甄聘「與犯罪有關之心理學(含網路心理學)與諮商輔導領域」助理教

授 1 名。 

（四）111 年度第 2 學期預告 

時間 活動預告 地點 

112 年 1 月 犯罪防治學報第 31 期出版 中央警察大學 

112 年 6 月 2023 犯罪防治學術研討會-後疫情時代之犯罪防治與刑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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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 
賴擁連 

(第三作者) 
International Criminology 

In times of political crisis, why do people 

support the police: Police legitimacy in 

Taiwan. 

2022.8 
賴擁連 

(第五作者)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SSCI] 

Predictors of Post ‑ release Drug Use 

Recovery Among Previously Incarcerated 

Wome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Services 

 

（六）教師及研究生傑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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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研究生 類別 指導老師 獲獎 

111/09/ 林俊宏 博士 沈勝昂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111 年第九屆「傑出碩博士犯罪防治

研究論文獎」-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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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黃珮沄 大學部 賴擁連 獲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女性受刑人與更生人參與自主監外作業之成效 

111/08 陳彥嘉 大學部 陳玉書 獲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毒品更生人社區安置之跨國比較研究 

 

（七）教師參與研究情形 

教師 職稱 研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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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玉書 協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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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怡宏 協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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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擁連 共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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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擁連 主持人 
返家之路迢迢?受刑人重返社會生活

適應、困境與再犯之縱貫性研究 
111/08-112/07 科技部 

沈勝昂 主持人 
青少年違犯之心理病理：趨近與終止

犯罪因素之路徑模式檢驗（第二年） 
111/08-112/07 科技部 

陳玉書 主持人 
何者有效?酒駕犯罪者司法處遇效能

之實證研究 
111/08-112/07 科技部 

葉碧翠 主持人 

「相同的起點，不同的發展」-探討

1996 年至 2021 年犯罪少年的人生發

展與犯罪軌跡(2/2) 

111/08-112/07 科技部 

賴擁連 共同主持人 
受保護管束人再犯風險評估管理輔助

系統研究(第二年) 
111/09-111/12 法務部 

葉碧翠 主持人 
綻放生命絢麗的光彩-曝險少年復原

力之發展歷程 
111/09-111/12 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 

賴擁連 主持人 

我國網路詐欺被害調查與防制研究 112 年(1 年)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蔡田木 協同主持人 

陳玉書 協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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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一）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術活動 

日期 類型 主題 主講人／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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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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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坊 
犯研所橄欖枝中心防制校園霸凌

初階工作坊(輔大場) 

侯崇文教授（國立臺北大學） 

陳靜如科長（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 

林育聖副教授（國立臺北大學） 

林民程老師（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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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28 工作坊 
犯研所橄欖枝中心防制校園霸凌

初階工作坊 II(輔大場) 

林民程老師（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 

林育聖副教授（國立臺北大學） 

111/07/06-

111/07/07 
工作坊 

犯研所橄欖枝中心防制校園霸凌

初階＆進階工作坊(新竹場) 

侯崇文特聘教授（國立臺北大學） 

林民程老師（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 

陳靜如科長（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 

林育聖副教授（國立臺北大學） 

111/07/14-

111/07/15 
知能研習 

犯研所橄欖枝中心校園霸凌事件

調查人員知能研習(臺南場) 

李茂生教授（臺大法律系） 

蘇淑珍律師（鑫見律師事務所） 

李宜芳老師（國立臺南女中） 

林育聖副教授（國立臺北大學） 

楊致中主任（TVBS 新聞臺） 

陳平景學務主任（雲林縣鎮西國小） 

傅弘毅諮商心理師（臺南市寬欣心理

治療所） 

111/07/16 

111/07/23 

111/07/30 

學術論壇 
<八百少年的勳章> 2022 年少年

矯正教育夏季線上論壇 

陳明堂次長（法務部） 

李茂生特聘教授（臺大法律系） 

涂志宏校長（明陽中學） 

姚清輝前校長（明陽中學） 

陳宏義校長（誠正中學） 

郭宗裕校長（敦品中學） 

林家如校長（勵志中學） 

林清泉委員（技術型高中課程推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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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圈） 

陳信正教授（臺師大工業教育學系） 

111/08/02-

111/08/03 
知能研習 

犯研所橄欖枝中心校園霸凌事件

調查人員知能研習(雲林場) 

李茂生教授（臺大法律系） 

蘇淑珍律師（鑫見律師事務所） 

李宜芳老師（國立臺南女中） 

林育聖副教授（國立臺北大學） 

陳平景學務主任（雲林縣鎮西國小） 

傅弘毅諮商心理師（臺南市寬欣心理

治療所） 

111/08/22 工作坊 
犯研所橄欖枝中心防制校園霸凌

進階工作坊(高雄場) 

陳雅伶心理輔導員（臺南地方法院） 

林民程老師（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 

陳靜如科長（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 

林育聖副教授（國立臺北大學） 

111/09/24 學術論壇 
網路安全在東南亞現況與研究趨

勢 

張 耀 中 副 教 授 （ 澳 洲 Monash 

University 蒙納許大學犯罪學系） 

111/09/27 學術論壇 
身心障礙者的近用司法──CRPD

國際公約第 13 條概述 

洪心平秘書長（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

盟） 

111/10/05-

111/10/06 
知能研習 

犯研所橄欖枝中心校園霸凌事件

調查人員知能研習(臺東場) 

李茂生教授（臺大法律系） 

江坤樹退休學務主任（臺北市立中正

國中） 

林育聖副教授（國立臺北大學） 

劉安桓律師（博思法律事務所） 

楊致中主任（TVBS 新聞臺） 

吳佳音專員（兒福聯盟創傷知情照護

資源中心） 

傅弘毅諮商心理師（臺南市寬欣心理

治療所） 

111/10/01 學術論壇 人民有感之檢察刑事政策 林錦村常務次長（法務部） 

111/10/15 工作坊 
犯研所橄欖枝中心防制校園霸凌

初階工作坊(臺師大場) 

林育聖副教授（國立臺北大學） 

陳靜如科長（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 

曾子奇總幹事（社團法人臺北市放心

窩社會互助協會） 

111/10/25 學術論壇 
Restorative Pluralism in 

Chinese Criminal Justice 

Yan (Ian)Zhang 博士（澳洲國立大學

亞 太 學 院  REGNET （ School of 

Regul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111/11/02 學術論壇 年齡與犯罪之關係研究 
呂宜芬博士（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 

111/11/08 學術論壇 
日本福島教會我的事：日本交換

經驗分享 

廖紫伶專任助理（國立臺北大學犯罪

學研究所橄欖枝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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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5 學術論壇 受刑人監外作業之回顧與未來 
邱煥棠副典獄長（法務部矯正署新竹

監獄） 

111/11/25 學術論壇 
用整個機構來養一個孩子──司法

安置機構的日常 
劉允中社工師（花蓮信望愛少年學園） 

111/11/25 學術論壇 

去污名 x 新經濟 x 與魔鬼交換靈

魂——美國華盛頓州大麻合法化

之美麗與哀愁 

Nicholas P. Lovrich 教授（華盛頓州立

大學 School of Politic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榮譽退休教授） 

 

（二）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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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班 
碩士 賴小雯 黃蘭媖 學校教職員經濟型職務犯罪探討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班 
碩士 倪睿歆 沈伯洋 獨在異鄉為異客——在臺越南移工犯罪問題初探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班 
碩士 王品君 許春金 網路媒體對犯罪建構之個案研究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班 
碩士 

洪琬銣 

(釋能憫) 
許春金 佛教信仰經驗與毒品施用者復歸社會歷程之研究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班 
碩士 顧書宇 林健陽 受刑人在監權利認知對復歸認知之影響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班 
碩士 張瓈葳 林育聖 不同教養方式對兒童低自我控制的影響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班 
碩士 黃茹瑄 林育聖 論我國判決於賄賂罪之量刑差異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班 
碩士 黃亦凡 林健陽 中止酒癮影響因子之訪談研究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班 
碩士 鍾浩軒 許春金 警察與媒體互動之研究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班 
碩士 曾郁芯 沈伯洋 民眾對二戰時期慰安婦議題之認知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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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范源正 許春金 資通訊詐欺犯罪歷程、手法及偵查策略之研究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 鄭俊廷 周愫嫻 社區集體效能與暴力犯罪之關係： 以一個殯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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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在職專班 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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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路安琪 周愫嫻 女監收容人攜子入監之生活情況與需求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林威廷 周愫嫻 

檢警機關對不實訊息「惡、假、害」認定標準之研

究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丁彥方 許春金 刑案及違序案件集中性之探討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李亞瑜 周愫嫻 

建管機關公務員不違背職務收賄之職務風險因子

分析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彭韻慈 周愫嫻 少女在社群媒體遭受霸凌之研究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鄭文學 許春金 

警察機關打擊幫派組合策略之成效-以治平專案為

例 

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 王筱婷 林健陽 

陪力到培力-培力方案在女性藥癮更生人復歸社區

就業之運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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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系所重要訊息 

公告日期 最新消息 

111 年 

犯研所沈伯洋助理教授 2022 年升等副教授。 

升等期刊論文為「中國認知領域作戰模型初探:以 2020 臺灣選舉為例」，發表於遠

景基金會季刊，110 年 1 月。 

黃蘭媖及林茂弘老師榮獲臺北大學 110 學年度績優導師 

111 年 7 月 

林茂弘助理教授參與英國牛津大學法學院犯罪學研究中心主辦之第二屆全球刑罰

學國際研討會（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unishment in Global 

Peripheries）並發表論文「共產時期的中國統治正當性與其監禁政策」(State 

Legitimacy and Prison Policy in Communist China)。 

111 年 8 月 黃蘭媖副教授兼任國立臺北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秘書 

111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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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

度第 1 學期「清寒及優秀獎」頒發李佩嬨、李承翰、石嘉程、及蔡宜璇等 4 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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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每人各 1 萬元獎學金。 

111 年 9-11 月 

訪問學人 Lennon Yao-chung Chang 澳洲 Monash University 張耀中教授 

Lennon Yao-chung Chang  張耀中博士，目前任職澳洲 Monash University 蒙

納許大學犯罪學系、亞太科技與社會協會副主席，也是 Cyberbaykin：緬甸網絡

安全意識運動的創始人。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為印太地區的網路犯罪及網路管制

相關議題。張教授獲得外交部 2022 年臺灣獎學金，於 9-11 月來校短期訪問，在

本校犯罪學研究所擔任訪問學人，可提升本校國際化，有利於師生擴大參與國際

合作網絡及學術研究交流。張教授在臺的研究主題為 Co-production of Security 

in the digital age: A novel way to combat disinformation，並進行「網路安全

在東南亞現況與研究趨勢」等專題演講。 

111 年 11 月 

犯研所校友新竹地檢署觀護人沈上凱、本所特聘教授周愫嫻及共同作者合作，撰

寫首度以英文完整介紹臺灣觀護及更生制度及法規，包含其特殊之歷史、政策變

遷、實務、成效及未來挑戰。 

撰寫時間歷時一年，2022 年 11 月中出版於英國 Maurice Vanstone, Philip 

Priestley 兩位教授主編之「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Global Rehabilitation in 

Criminal Justice」（暫譯：Palgrave 全球刑事觀護制度手冊）一書，第 33 章

「Rehabilitation in Taiwan」。 

本書涵蓋世界各國的觀護制度介紹，包括芬蘭、瑞典、愛爾蘭、英國、荷蘭、匈牙

利、日本、加拿大、中國、香港、澳門、紐西蘭、中南美洲、非洲、太平洋島國等。

臺灣觀護及更生制度在 21 世紀面臨諸多挑戰，雖不完美，但與世界之觀護更生制

度同步比較時，仍有自己之獨特性與發展性。 

111 年 12 月 

【徵求訪談對象】 犯研所校友鄭紀萱，目前於英國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博士班就讀，研究領域是網路犯罪。 需在臺灣進行質性深度訪談，訪談對象分為

兩類，第一類是有在處理網路犯罪的資深警察人員，第二類是有在提供網路安全

解決方案的公司工作的資深人員。若有意願參與訪談，請聯絡  C-

H.Cheng@soton.ac.uk，詳細資訊：https://reurl.cc/kqrr9q。 

林茂弘助理教授至越南國家大學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參與 2022 年亞洲

法律社會學學會（Asian Law and Society Association）年度會議（Globalization, 

Technology, and Uncertainty）並發表論文 Innovation through Litigation: 

Prison Reform and the Leg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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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1 年度第 2 學期預告 

時間 活動預告 說明 

112/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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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黃蘭媖 

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 prevention 

and policy 

Practitioners’ perspectives on family-based intervention for 

illicit drug-using adolescents in Taiwan: A qualitative study 

111/10 周愫嫻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e Science and 

Management 

Criminals on the Road ?: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ose 

Conviced of Causing Death by Dangerous Driving in TAIPEI 

City, Tawian, 2014-2018 

 

（六）校友傑出表現 

日期 獲獎/榮任新職 

111 年 7 月 

犯研所警界校友林炎田及劉崇智榮任新職 

1、林炎田校友榮陞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長，新職於 111 年 7 月 11 日到任。 

2、劉崇智校友調任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副局長，新職於 111 年 7 月 18 日辦理交接。 

111 年 10 月 

犯研所碩士班 99 年度畢業林炎田局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榮獲國立臺北大學第 22

屆傑出校友。 

林局長自 75 年投入警職服務，在臺北市服務近 20 年，有豐富的行政、刑事經驗。

95 年起陸續擔任嘉義、臺中、桃園刑警大隊長。106 年陞任苗栗縣警局局長。107

年於刑事局擔任副局長重要職缺，局內有關新冠肺炎防疫規劃，成功利用警政資源，

協助政府進行防疫工作。之後擔任基隆市警察局局長、內政部警政署警政委員等，從

警三十餘年，內、外勤職務歷練豐富，打擊暴力犯罪、掃蕩毒品，保護民眾安全，達

成治安維護任務，獲選為國立臺北大學第 22 屆「公共服務獎」傑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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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師參與研究情形 

教師 職稱 研究案 研究期程 委託單位 

林育聖 主持人 111 年至 112 年度防制校園霸凌「研究分析計

畫」暨「理論與實務研習」 

111/02-

112/12 
教育部 

周愫嫻 協同主持人 

黃蘭媖 主持人 執法與公共衛生的交會：國際經驗與本土挑戰 
111/08-

112/07 

國家科學及

技術委員會 

沈伯洋 主持人 
事件偵測追蹤與文字可信度辨識技術開發 

（第三年） 

111/08-

112/07 

國家科學及

技術委員會 

林茂弘 主持人 刑事訴訟法第 380 條規定之實證與比較 
111/04-

112/03 

國家科學及

技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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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暨研究所 

（一）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術活動 

日期 類型 主題 主講人／與談人 

111/09/06 蒞臨演講() 從殺警案看警械條例之修正 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陳正根院長 

111/09/28 蒞臨演講() 法人犯罪之刑事管制與制裁 
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 

溫祖德副教授 

111/10/04 蒞臨演講( 
印太網路安全與犯罪之現況與策

略分析 

澳 洲 莫 納 士 大 學 (Monash 

University)張耀中副教授 

111/11/02 發表論文() 
現今德國大麻合法化的立法建議-

特別是關於對青少年的影響 

德國杜賓根大學法學院 Dr. Bernd 

Heinrich 教授 

111/11/24 蒞臨演講() 
美國大麻除罪化後帶來的正負面

影響與效益 

尼古拉斯.P.洛夫里奇(Nicholas . P. 

Lovrich) 

111/12/01 蒞臨演講() 德國長刑期收容人之處遇 
德國杜賓根大學榮譽教授Prof. Dr. R

üdiger Wulf 

111/12/02 工作坊 
2022 刑事司法與犯罪學研究方法 

(警大場) 
刑事司法與犯罪學研究方法作者群 

111/12/03  
2022 刑事司法與犯罪學研究方法

工作坊(中正場) 
 

111/12/20 蒞臨演講() 對於法人的刑事責任歸責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黃士軒副教授 

111/12/27 專題演講 法律專業人員考試變革與國家考

試 
考選部長許舒翔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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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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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 童元泓 許華孚 
從金光黨到跨境電信詐欺—詐騙犯罪的

理性化決策與福特主義分工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楊長洋 曾淑萍 
無期徒刑受保護管束人 之在監家庭支持

與適應經驗敘說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王怡琁 曾淑萍 
觀護人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與職業倦怠

關聯性之探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黃千軍 朱群芳 
警察人員使用密錄器對執法行為影響之實

證研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陳昕榆 朱群芳 
新冠疫情期間毒品受刑人心理健康相關因

素及性別差異之研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簡翊庭 曾淑萍 
以歸因觀點探討一般化緊張理論及性別差

異分析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魏芳芳 陳慈幸 
高中教師以修復式正義處理校園霸凌之經

驗探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周迦安 陳慈幸 
執行感化教育少年矯正學校分級輔導之實

施與困境－以輔導教師的觀點為例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戴秀津 楊士隆 司法精神醫院融入社區之困境與對策研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紀宗廷 陳慈幸 
修復促進者於少年事件修復會議中之經驗

與理念實踐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駱麟榮 陳巧雲 
以事件相關電位探討安非他命使用者之抑

制監控與風險決策神經機制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陳星宜 朱群芳 
影響女性毒品受刑人在監適應及改變動機

相關因素之研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陳韻竹 
邱獻輝 

陳巧雲 

從華人文化觀點探究「反擊型」男性親密

暴力者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陳思齊 邱獻輝 
高齡家暴者再犯預防歷程中的社會支持 

—觀護人觀點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王維駿 邱獻輝 
高中輔導教師實施情感教育之經驗探究-

校園性平事件防治觀點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黃學穎 
邱獻輝 

陳巧雲 

馬來西亞私立醫院護理師語言霸凌受暴經

驗之探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李瑋庭 邱獻輝 女性收容人攜子入監之生命經驗探究 

犯罪防治研究所 碩士 余承明 朱群芳 
警察受理(疑似)精神疾患者案件應對處理

之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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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防治碩士 

在職專班 
碩士 田季平 許華孚 

動物保護業務在地方政府執行的困境與因

應方法之研究-從犯罪學視角出發 

犯罪防治碩士 

在職專班 
碩士 黃光葳 許華孚 

犯罪矯正機關自主監外作業制度之評估-

作業導師的觀點 

犯罪防治碩士 

在職專班 
碩士 姜倩文 戴伸峰 

酒駕行為人與一般民眾對酒駕行為人、事、

情境因素歸因之實證研究 

犯罪防治碩士 

在職專班 
碩士 陳聆恩 許華孚 

兒少性剝削私密影像案件需求評估與處遇

困境之探究 

犯罪防治碩士 

在職專班 
碩士 温奕賢 戴伸峰 

受觀察勒戒者之社會期許偏誤實證研究 ：

以高雄戒治所為例 

犯罪防治碩士 

在職專班 
碩士 洪諺廷 戴伸峰 

軍人營外違法犯紀之自我形象感知對其自

律糾錯行為影響實證研究 

犯罪防治碩士 

在職專班 
碩士 謝承哲 馬躍中 警察執行網路緝毒之探究 

犯罪防治碩士 

在職專班 
碩士 林婉婷 

許華孚 

馬躍中 

跟蹤騷擾行為被害人經歷及因應策略之探

究 

犯罪防治碩士 

在職專班 
碩士 沈晏竹 鄭瑞隆 

國小教師正向管教、學童人格特質及偏差

行為之相關研究— 以台南市為例 

犯罪防治碩士 

在職專班 
碩士 荊宣璞 戴伸峰 

一般市民對社會正義魔人態度及其影響因

素實證研究 

犯罪防治碩士 

在職專班 
碩士 張天賜 戴伸峰 

軍職人員受挫心理狀況對危安防治應處管

道之實證研究 

犯罪防治碩士 

在職專班 
碩士 莊泳家 陳慈幸 

社會工作人員面對個案之職場暴力修復歷

程之探索-以社會安全網網絡成員為例 

犯罪防治碩士 

在職專班 
碩士 張翊雋 

馬躍中 

許華孚 
刑罰民粹與網路時代警察的執法困境 

犯罪防治碩士 

在職專班 碩士 吳貞儀 戴伸峰 

判決結果與民意期待衝突之原因探究—

以不能安全駕駛罪、詐欺罪、妨害性自主

罪為例 

犯罪防治碩士 

在職專班 
碩士 方妙妃 許華孚 

信仰對更生人復歸社會的影響-以佛教慈

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為例 

犯罪防治碩士 

在職專班 
碩士 黃國峰 邱獻輝 酒醉駕車更生人改變經驗之探究 

 



 

 
 

25 系所最新消息 

（三）系所重要訊息 

公告日期 最新消息 

111/08/15 系友電子報《犯防人》第四期發行 

111/10/15 系友電子報《犯防人》第五期發行 

111/12/15 系友電子報《犯防人》第六期發行 

 

（四）111 年度第 1 學期預告 

時間 活動預告 地點 

112 年 3 月 犯罪學研究期刊創刊號出版 國立中正大學 

 

（五）教師及研究生發表文章 

時間 
教師 

/研究生 
期刊 發表文章 

111/06 楊士隆 藥物濫用防治 
高雄市藥物濫用者再犯風險與保護評估量表之

建立研究 

111/06 陳慈幸 月旦醫事法報告 1990 年後的日本藥物濫用防制對策 

111/07 朱群芳 矯正期刊 女性受刑人正向處遇之評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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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師及研究生傑出表現 

日期 研究生 類別 獲獎 

111/08 校友 博士 
本系（所）博士班校友吳啟安榮任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刑事

警察科主任 

111/08 校友 碩士 
本系（所）碩士班校友陳永鎮榮任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行政

警察科主任 

111/09 校友 碩士 
本系（所）碩士班校友胡凱綸高中 111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

試三等一般行政 

111/09 教師 教授 
本系（所）林明傑教授榮任台灣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學會

理事長 

111/10 校友 博士 
本系（所）博士班系友塗凱竣榮獲司法官學院舉辦第九屆

犯罪防治研究傑出論文獎優等 

111/10 校友 博士 
本系（所）博士班系友楊育杰榮獲司法官學院舉辦第九屆

犯罪防治研究傑出論文獎佳作 

111/12 研究生 碩士生 
本系（所）碩士班學生黃榮德高中 111 年司法特考四等監

所管理員 

111/12 研究生 碩士生 
本系（所）碩士班學生林峻毅高中 111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考試律師(選試海商法與海洋法) 

111/12 研究生 碩士生 
本系（所）碩士班學生張潔宜高中 111 年司法特考三等觀

護人(選試社會工作概論) 

111/12 研究生 碩士生 
本系（所）碩士班學生陳汎家高中 111 年司法特考三等觀

護人(選試社會工作概論) 

111/12 校友 碩士 
本系（所）碩士班校友潘虹妮高中 111 年司法特考三等觀

護人(選試少年事件處理法) 

111/12 校友 碩士 
本系（所）碩士班校友李潼蕙高中 111 年司法特考三等觀

護人(選試社會工作概論) 

111/12 校友 碩士 
本系（所）碩士班校友劉怡婷高中 111 年司法特考三等監

獄官 

111/12 研究生 碩士生 
本系（所）碩士班學生王雲萱高中 111 年司法特考三等監

獄官 

111/12 校友 碩士 
本系（所）碩士班校友方皓儀高中 111 年調查局特考三等

調查工作組(選試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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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師參與研究情形 

教師 職稱 研究案 研究期程 委託單位 

楊士隆 主持人 科學實證毒品處遇模式實施成效評估

與策進研究計畫-第 3 期（111 年度） 

111/02-

111/12 
法務部矯正署 

戴伸峰 協同主持人 

楊士隆 主持人 
一、二級毒品收容人處遇需求之性別差

異分析(1/2) 

111/08-

113/07 

國家科學及技

術委員會 
戴伸峰 共同主持人 

曾淑萍 共同主持人 

陳巧雲 主持人 
壓力如何影響抑制控制與錯誤監控之

神經機制？（1/2） 

111/08-

113/07 

國家科學及技

術委員會 

朱群芳 主持人 
從監禁中覺知：女性受刑人重建自我認

知與決意中止犯罪之研究 

111/08-

112/07 

國家科學及技

術委員會 

陳慈幸 共同主持人 
組織中的不公平對待：原諒、報復以及

忠誠(2/2) 

111/08-

112/07 

國家科學及技

術委員會 

楊士隆 主持人 
民眾對警察維護治安工作滿意度調查 

111/12-

112/02 
內政部警政署 

馬躍中 協同主持人 

馬躍中 主持人 
我國訂立法人刑事專法(專章)可行性之

評估-以外國法制度研究為核心 

112/01-

112/12 

法務部司法官

學院 

楊士隆 主持人 
111年高雄市藥物濫用風險分級宣導精

進委託研究案 

111/07-

111/10 

高雄市政府毒

品防制局 

邱獻輝 主持人 
臺北市 111-112 年家庭暴力加害人處

遇計畫 

111/01-

112/12 

臺北市家庭暴

力暨性侵害防

治中心 

 

  



 

 
 

28 系所最新消息 

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暨研究所 

(系所承辦人人事異動中，系所近況併入下期會訊) 

 



 

 
 

29 會議實錄 

第 14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會議實錄】  
 

本會第 14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於 111 年 12 月 23 日在中央警

察大學教學大樓 1A 教室召開，首先，由賴擁連理事長頒發本會第

14 屆最佳犯罪學期刊論文獎狀乙紙及獎金新臺幣 1 萬元予鄭學鴻

博士候選人(第一作者)與李瑞典博士候選人(通訊作者)；獲獎論文

為：「性暴力案件運用修復式正義之研究－紐澳經驗」，收錄期刊

為臺北大學法學論叢 (社會科學核心期刊 TSSCI)。鄭博士候選人為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及中央警察大學 78 期行政警察學系學

士畢業並獲澳洲塔斯馬尼亞大學犯罪學榮譽學士學位，於臺北市

警局總局勤務中心擔任巡官，目前留職停薪於澳洲攻讀博士學位，

為澳洲國立大學社會規範與全球治理所博士候選人，因其無法到

場，故由其母親周碧紋女士代為受獎；李博士候選人為國防大學

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研究所碩士畢業，現為中央警察大學警察政策

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本次會議旨在報告本會本(111)年度重大會務工作事項，及提

報本會 112 年度工作計畫案、決算表及預算案，經審議後照案通

過；另本會與臺北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合辦【臺灣犯罪學】已通過

3 篇期刊論文，第 36 期排版校稿中，將於近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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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會員大會會議圓滿落幕。  

 

▲賴擁連理事長致詞   



 

 
 

30 會議實錄 

 

▲張平吾常務監事發言  

 

 

▲秘書組報告會務   



 

 
 

31 期刊徵稿 

《臺灣犯罪學》期刊徵稿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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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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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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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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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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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