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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犯罪問題與對策學術研討會 

幕後花絮 

台灣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學會 秘書處 

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103年全年度全國民眾犯罪被害暨政府

維護治安施政滿意度民意調查」最新結果出爐！該調查顯示，民眾對

「警察維護治安工作」滿意度觀感大幅提升至 68.4％，是歷年最佳表

現，但仍有 82.4％的民眾對目前政府在防治貪瀆案件的做法相當不滿

意。 

在「住家與社區治安狀況的觀感」及「當前治安滿意度」方面，

皆較 102年全年（以下稱去年同期）調查有上升的表現，分別是歷屆

同期調查結果的第一、二名。中正犯罪研究中心表示，與去年同期調

查結果相較之下，民眾在「擔心被犯罪侵害的觀感」的擔心程度有明

顯下滑，降到 42％的低點。而值得注意的是，民眾對「警察維護治

安工作」的滿意度觀感大幅上升至 68.4％，是歷年最佳表現。 

然而，民眾對法官、檢察官辦案公正的觀感與同期相較持續偏低。

犯罪研究中心指出，與前次全年度調查相比，該次調查雖提升 3.4個

百分點，但依然只有 22％左右的民眾信任法官審理案件是公平公正，

檢察官偵辦案件亦僅獲得 26.6％的民眾信賴。而台灣民眾對目前政府

在防治貪瀆案件的做法，仍有82.4％表示相當不滿意，且在獄政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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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84.8％的受訪者認為政府需改革監獄矯正相關措施。 

食品衛生安全是民眾飲食的基本保障，但近年來，過期原料、三

聚氰胺、塑化劑、瘦肉精、餿水油等食安問題連環爆，使民眾惶惶不

安。該次調查顯示，高達 89.8％的受訪者不滿意政府在維護食品衛生

安全的作為。犯罪研究中心表示，在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同時升

格為衛生福利部與食品藥物管理署之際，應投入更多資源維護食安，

落實食品衛生的檢驗與把關。 

2015 年重大犯罪治安事件層出不窮，除了上述提到的食品安全

問題、獄政管理問題，更發生了數起隨機殺人案件，尤其這幾個月，

情殺案件層出不窮，如何預防甚止遏止類似犯罪事件，仍是當前政府

極須處理的問題。此外，延續了去年太陽花學運，高中課綱爭議不休，

社會上的對立未解，持續的抗爭，也影響國家整理的發展。 

再者，犯罪問題已跳脫過去的地域性，已無地域性的區分，抗制

犯罪係身處於地球村的全體成員必須要共同努力的課題，如何結合犯

罪學者、刑事政策專家以及刑事法學者，共同面對無疆界的犯罪並同

制定協調一致的抗制措施，也是未來要努力的目標。 

承此，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暨研究所，結合國立中正大學

犯罪研究中心、法務部保護司、法務部司法官學院、中華民國犯罪學

學會、中華民國犯罪矯正協會、中華民國犯罪矯正協會台南分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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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學會及台灣佛學心理輔導學會合辦，擬以

「2015 年犯罪問題與對策學術研討會」為題，邀請長期致力於犯罪

預防、司法保護、警政執法、被害者學研究與犯罪矯治之學者專家，

一起發表學術論文。並藉此盛會，盼能針對現行社會重大社會關注的

犯罪抗制議題，為政府實務機關提供具體可行的解決之道。 

本次研討會與會人員約 250人，邀請國立中正大學吳志揚校長擔

任開幕主持人，法務部保護司游明仁司長、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蔡德

輝榮譽理事長、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鄧煌發理事長、台灣佛學心理輔

導學會釋了空無雲理事長、國立中正大學楊士隆副校長、國立中正大

學犯罪防治學系許華孚主任擔任開幕貴賓。 

此次研討會共計20篇論文發表，各篇論文發表之專家學者如下：

前美國司法部藥物管理屬資深研究員蘇志新博士與國立中正大學蔡

德輝教授【論文發表(1)：美國毒品犯罪與緝毒策略 Strategies and 

Tactics for Combating Drug Trafficking in America】，香港城市大學應用

社會科學系崔永康教授【論文發表(2)：Predictors of Violence among 

youth-at-risk in Hong Kong】，國立中正大學楊士隆副校長【論文發表

(3)：台灣都會區青少年非法藥物盛行率之自陳報告調查】，國立中正

大學犯罪防治學系許華孚教授【論文發表(4)：監禁對受刑人子女的

影響-一個質性研究的分析途徑】，國立中正大學馬躍中副教授【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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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5)：組織犯罪的實然與應然】，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王翔

正巡官與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所）蔡田木主任【論文發表(6)：

侵入住宅竊盜被害特性及影響因素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董旭英學

務長與嘉南藥理科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譚子文助理教授【論文發表

(7)：學校緊張因素、個人負面情緒對國中生偏差行為之影響】，亞洲

犯罪學學會許春金理事長與國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黃曉芬博士

【論文發表(8)：犯罪加／被害人對修復會議態度與需求之訪談研究】，

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學系孟維德教授與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翁健力

警務員【論文發表(9)：跨境毒品犯運情境犯罪預防之研究】，國立中

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林明傑教授【論文發表(10)：無犯罪監獄戒毒課

程成效研究】，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鄧煌發理事長【論文發表(11)：關

押之後呢？淺論社區矯正與機構處遇的銜接】，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柯嘉惠觀護人【論文發表(12)：科技設備監控關護知識系統化之研究】，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許福生教授【論文發表(13)：論兩岸刑事

司法互助之調查取證－以佛山台商被殺案為例】，中央警察大學犯罪

防治學系（所）陳玉書副教授與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所）林

健陽教授【論文發表(14)：女性受刑人更生復歸之跨國研究】，國立

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曾淑萍副教授【論文發表(15)：不同職涯階段

矯正人員離職意象之探究】，銘傳大學社會與安全管理學系王伯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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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教授【論文發表(16)：女性非法藥物濫用及其戒治歷程之個案研究】，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邱獻輝副教授【論文發表(17)：反擊型親

密暴力者的心理探究：華人社會取向的觀點】，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

治學系鄭瑞隆教授【論文發表(18)：NICHD詢問技術對性侵害案件之

運用】，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戴伸峰副教授【論文發表(19)：

他們需要甚麼？從非法藥物高危群角度出發之藥物濫用防制策略－

以南投看守所收容人為樣本】，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陳慈幸教

授【論文發表(20)：台灣性侵犯多重因子量刑決策支援系統之建構】。 

本次研討會分享當前國內外犯罪問題與對策之相關研究心得與

成果，提供當前犯罪問題最新之預防與對策，以供教育、法務及警政

機關參考，激發關心國內犯罪問題與對策之相關專精學者進行研究，

俾累積成果供現行教育及刑事司法機構參考。 

本會提供此次研討會文章、投影片及當天照片等相關資料，若有

需要請來信 ccutsjjr@gmail.com向本會秘書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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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典禮：  主持人：國立中正大學 吳志揚校長 

開幕貴賓：法務部保護司 游明仁司長 

     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 蔡德輝名譽理事長 

     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 鄧煌發理事長 

     台灣佛學心理輔導學會 釋了空無雲理事長 

     國立中正大學 楊士隆副校長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許華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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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國立中正大學 楊士隆副校長 

論文發表(1) 美國毒品犯罪與緝毒策略 

主講人：前美國司法部藥物管理署資深研究員 蘇志新博士 

    國立中正大學 蔡德輝榮譽教授 

與談人：高雄醫學大學藥學系 李志恒教授 

論文發表(2) Predictors of Violence among youth-at-risk in Hong Kong 

主講人：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崔永康教授 

與談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吳齊殷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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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國立中正大學 蔡德輝榮譽理事長 

論文發表(3) 台灣都會地區青少年非法藥物盛行率之自陳報告調查 

主講人：國立中正大學 楊士隆副校長 

與談人：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成癮防治科 束連文主任 

論文發表(4) 監禁對受刑人子女之影響──一個質性研究的分析途徑 

主講人：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許華孚主任 

與談人：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廖福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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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前內政部警政署 蔡俊章副署長 

論文發表(5) 組織犯罪的實然與應然 

主講人：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馬躍中副教授 

與談人：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王正嘉副教授 

論文發表(6) 女性毒品濫用成因與戒治需求之研究 

主講人：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 王翔正巡官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所） 蔡田木主任 

與談人：中央警察大學警政管理學院 章光明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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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嘉義市政府 侯崇文副市長 

論文發表(7) 學校緊張因素、個人負面情緒對國中生偏差行為之影響 

主講人：國立成功大學 董旭英學務長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譚子文助理教授 

與談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郭鐘隆系主任 

論文發表(8) 犯罪加／被害人對修復會議態度與需求之訪談研究 

主講人：亞洲犯罪學學會 許春金理事長 

    國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黃曉芬博士 

與談人：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所） 謝文彥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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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中央警察大學警政管理學院 章光明院長 

論文發表(9) 跨境毒品犯運情境犯罪預防之研究 

主講人：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學系 孟維德教授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 翁健力警務員 

與談人：國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周愫嫻所長 

論文發表(10) 無犯罪監獄戒毒課程成效研究 

主講人：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林明傑教授 

與談人：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林瑞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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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法務部保護司 游明仁司長 

論文發表(11) 關押之後呢？淺論社區矯正與機構處遇的銜接 

主講人：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 鄧煌發理事長 

與談人：法務部保護司 丁榮轟科長 

論文發表(12) 科技設備監控觀護知識系統化之研究 

主講人：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柯嘉惠觀護人 

與談人：法務部保護司 鄭添成觀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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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台灣佛學心理輔導學會 釋了空無雲理事長 

論文發表(13) 論兩岸刑事司法互助之調查取證──以佛山台商被殺案為例 

主講人：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 許福生教授 

與談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張博文警政監 

論文發表(14) 女性受刑人更生復歸之跨國研究 

主講人：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所） 陳玉書副教授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所） 林健陽教授 

與談人：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朱群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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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 吳永達主任 

論文發表(15) 不同職涯階段矯正人員離職意象之探究 

主講人：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曾淑萍副教授 

與談人：法務部矯正署台中監獄 黃維賢典獄長 

論文發表(16) 女性非法藥物濫用及其借致力成之個案研究 

主講人：銘傳大學社會與安全管理學系 王伯頎助理教授 

與談人：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陳巧雲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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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東海大學法律系暨研究所 高金桂教授  

論文發表(17) 反擊型親密暴力者的心理探究：華人社會取向的觀點 

主講人：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邱獻輝副教授 

與談人：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吳芝儀教授 

論文發表(18) NICHD 詢問技術對性侵害案件之運用 

主講人：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鄭瑞隆教授 

與談人：國立台灣大學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 張淑慧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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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東海大學法律系暨研究所 高金桂教授  

論文發表(19) 他們需要甚麼？從非法藥物高危群角度出發之藥物濫用防制策略 

主講人：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戴伸峰副教授 

與談人：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簡美華教授 

論文發表(20) 台灣性侵犯多重因子量刑決策支援系統之建構 

主講人：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陳慈幸教授 

與談人：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 廖義銘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