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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學會最新訊息 

入會訊息 

 

◎ 台灣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學會會員入會繳費說明： 

1、 會員類型： 

個人會員：入會費為一千元，常年會費為每年一千元。 

（第一次加入須繳交兩千元） 

永久個人會員：繳交一萬元，即不需要繳交常年會費，個人會員

繳滿十年即成為永久個人會員。 

團體會員：常年會費為每年五千元。（第一次加入只需繳交五千元） 

 

永久團體會員：繳交五萬元，即不需要繳交常年會費，團體會員

繳滿十年即成為永久團體會員。 

（註：凡當年加入者將一律起算至當年底，並附當年度所有期刊、會

刊。） 

2、 會員基本權益： 

（1）台灣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學會會刊 1 年 4 期 

（2）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期刊 1 年 2 期 

（3）研討會暨演講優先通知參與 

（4）理監事之選舉權 

3、 請於郵政劃撥帳號匯款註明欲加入之會員類型、金額及申請

單位或個人姓名，並留下需寄發收據之地址，最後將個人或

團體入會申請單傳真（連同郵政劃撥收據影本）至本學會，

本會將依郵政劃撥通知回函當作入會憑證並開立收據。 

註：郵政劃撥帳號：31572945   

戶名：台灣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學會 

4、 如有任何疑問也可以與本會聯絡。 

電話：05-2720411 轉 26328 

專線電話：05-2724555 

傳真：05-2724253（致電 05-2720411 轉 26328 確認） 

05-2720406（致電 05-2720411 轉 12001 確認） 

電子信箱：tsjjr@ccu.edu.tw 

學會網址：http://www.ccunix.ccu.edu.tw/~tsjjr/

mailto:tsjjr@ccu.edu.tw
http://www.ccunix.ccu.edu.tw/~tsj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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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恭賀訊息 

 
 

本會常務理事 董旭英 教授 榮任 

國立成功大學 學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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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 

 

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暨顧問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秘書處 

台灣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學會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於去

(2014)年 12 月 13 日於台北市天成大飯店順利舉行完畢。會議由許華

孚理事長主持，本會榮譽理事長、副理事長、理事、監事、顧問及學

會幹部皆到場參加，會中頒發第三屆理事、監事、顧問之證書及幹部

聘書，並討論學會未來相

關事務。並由本會秘書長

曾淑萍針對目前會務向理

事、監事及顧問做詳細說

明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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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會務報告 

(一)出版 

1. 本會會刊第七卷第四期於 103 年 12 月順利發行，共印製 350 本。 

2. 本會期刊第六卷第二期於 103 年 12 月順利出版，共印製 300 本。 

(二)學術合作 

本會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期刊已授權予元照出版社、月旦法學知識庫等進行

電子出版發行事宜，致力將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期刊電子化，並推展學術期刊之

活用與交流。 

(三)學術交流 

1. 本學會榮譽理事長楊士隆教授與理事長許華孚教授於 103 年 11 月 14 日至同

月 17 日，前往重慶參與「中國犯罪學第二十三屆年會」。 

2. 本學會榮譽理事長楊士隆教授與理事長許華孚教授於 103 年 11 月 18 日至同

月 20 日，前往昆明參與「海峽兩岸四地高校安全管理論壇」。 

3. 本學會榮譽理事長楊士隆教授與理事長許華孚教授於 104 年 1 月 20 日與澳門

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簽定學術合作協議，積極推動兩所學術合作事宜 

(四)學術研討會 

1. 本學會於 103 年 6 月 11 日召開「北捷殺人事件與因應座談會」。 

2. 本學會於 103 年 8 月 21 日於日月潭教師會館集會堂舉辦「2014 年校園犯罪問

題與安全維護研討會」。 

3. 本學會於 103 年 11 月 21 日與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學系暨研究所共同舉辦

「2014 年犯罪問題與對策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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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討論提案 

提案討論一： 

案由：本會國際交流參訪事宜，擬於 104 年 3 月赴江西參訪，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討論二： 

案由：本會健康促進健行活動擬於 104 年 5 月舉行，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討論三： 

案由：本會擬於 104 年 7 月舉辦國立中正大學校園犯罪問題與安全維護學術研討

會，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討論四： 

案由：本學會 103 年度決算表(103.01.01-103.12.31)，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討論五： 

案由：更改會址為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陳厝寮 64 之 11 號，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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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訊息 

 

國際研討會資訊 

會議名稱 日期 地點 聯絡方式 

Annual National Missing 
Children's Day ceremony 

May 
2015 

Washington, DC 

Event URL： 

http://mecptraining.org/educate/na
tional-missing-childrens-day/nation

al-missing-childrens-day-awards/ 
 

Phone：1-888-347-5610 

11th Global Youth Justice 
Training Institute 

June 16-18, 
2015 

 Cape Cod, MA, 

USA 

Event URL： 

 http://www.globalyouthjustice.org/
Training_and_Events.html 

 
Phone：202-468-3790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Juvenile and Family Court 

Judges  (NCJFCJ)  
78th Annual Conference 

July 26–29, 
2015 

Austin, TX 

Event URL： 

 http://www.ncjfcj.org/78th-annual-
conference 

12th Global Youth Justice 
Dec. 1-3, 

2015 
Las Vegas, NV, 

USA 

Event URL： 

 http://www.globalyouthjustice.org/
Training_and_Events.html 

 
Phone：202-468-3790 

 

http://listmanager.lmbps.com/t/2843973/31633068/176/0/
http://listmanager.lmbps.com/t/2843973/31633068/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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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壇 

 

德國毒品成癮者之刑事處遇 

馬躍中*
 

 

德國對於毒品犯罪所關心的部分是與犯罪相關(如製造或販賣毒品行為)及

其伴隨的相關犯罪(如因施用毒品衍生出的財產犯罪)而言。德國有關毒品的刑事

立法，主要規定於德國刑法第 64 條的強制戒治處分，以及麻醉藥品交易法之中。

德國刑法第 64 條有關於強制戒治處分類似我國刑法第 88 條、第 89 條之「禁戒

處分」，將成癮者收容於戒治機構中，期間不得超過二年，屬於一種拘束人身自

由的保安處分。但本條僅限於「重大犯罪者」，且行為人必須符合「有充分具體

之治癒希望」，對此亦遭受許多批評。 

 

麻醉藥品交易法又稱麻醉藥品法，其有關毒品施用及犯罪行為的立法主要規

範於 29 條至 38 條間，可分為兩部分來看，第一部分，29 條至 32 條乃毒品犯罪

的刑事立法，即明文規定哪些行為是犯罪，其行為態樣包括：非法栽種、生產、

販售、雖未販售卻加以運送、輸入、輸出、轉賣、遞送或以特別的方法取得等；

交付持有藥物；集團性製造、生產或販賣麻醉藥品；集團性輸出許可栽種、製造

而販賣麻醉藥品等，其中，第 31 條 a 特別針對罪責內涵輕微，訴追並無公共利

益者，以及單純提供自用而種植、製造、進出口、運輸、取得、持有少量毒品者，

檢察官得予以不起訴處分。第二部分，35 條至 38 條則針對因毒癮而犯罪者的刑

事程序規範。所謂「因毒癮而犯罪者」係指行為人施用毒品且已經成癮，並有其

                                                      
*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副教授、德國杜賓根大學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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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犯罪行為，而毒癮與該犯罪行為具備關聯性。縱觀 35 條至 38 條所規範之刑事

程序，是以有助於毒品成癮者社會復歸為目的的司法轉向制度，而以非刑事司法

方式幫助毒品施用者戒毒。 

 

整體而言，德國對於毒品政策的態度有幾項特徵。第一，基於德國現行法中

對自殺、自傷並不視為犯罪行為，原則上不以刑法處罰單純施用毒品者。第二，

將受毒品影響而犯罪者，分成毒品供應之行為人與受到毒品影響之行為人。毒品

供應者之行為人即違反麻藥法 29 條至 32 條規定者，包含非法栽種、製造、販賣

等行為；集團性製造、販賣等行為；交付、持有毒品行為。但麻醉藥品法第 31

條 a 將罪責輕微或訴追並無公共利益者，以及單純提供自用而種植、製造等行為

者與前述行為加以區別，檢察官得予以不起訴處分，此突顯出德國毒品政策以刑

罰手段懲戒造成社會危害之毒品供應者，而將供自用而栽種、製造行為視為一種

施用毒品之延伸行為，盡量避免以刑罰論處。第三，受到毒品影響之行為人，即

因毒癮而犯其他罪者，在符合一定要件下，予以緩起訴或緩刑，避免監禁而改用

具有醫療性質的社區處遇，呈現德國對毒品施用者多以治療代替刑事制裁或以治

療代替刑事追訴的精神。 

 

壹、不起訴處分 

根據麻醉藥品法第 31 條 a 第一項前段之規定，對於第 29 條第 1、2 或 4 項

該當之犯行，若行為人之責任可被視為極輕微，或進行刑事訴追並無公益，以及

行為人僅僅供自我吸食用途少量種植、製造、進口、出口、運輸、獲取或以其它

方式自己取得或持有麻醉性毒品，檢察機關得放棄起訴。 

 

本條重新闡述德國刑法對於單純施用毒品者不罰的態度，將輕微犯罪、無刑

事追訴利益及供自用而有栽種、製造、持有等行為之行為人排除在刑事司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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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針對毒品犯罪情節輕微的行為人，給予檢察官更多的裁量空間，亦充分展現

出德國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再者，由本條可知立法者深刻考慮到並非所有施用

毒品者都是罪大惡極，若將此類罪責輕微、無追訴利益之人納入刑事司法體系，

勢必造成偵查機關及訴訟經濟上的負擔，藉由不起訴處分減輕刑事追訴機關的負

擔。 

 

貳、停止執行 

一、麻醉藥品法第 35 條 

根據麻醉藥品法第 35 條第一項之規定，對於因毒癮而犯罪的受判決且刑期

為兩年以下者，有(1)受判決人已因其毒癮接受戒毒治療，或(2)受判決人承諾接

受戒毒治療，並保證開始治療之情形，檢察官經聲請法院同意後，得對其免除執

行兩年以下之自由刑或戒治機構之收容處分。若受判決人已住進國家所承認的機

構，以去除毒癮依賴性/或毒癮，或避免產生新的毒品依賴性者，也是此意義下

的「治療」。 

麻醉藥品法第 35 條以下之規定乃避免毒癮者執行自由刑，目的在於積極治

療行為人的毒癮、去除毒癮成癮者再次成癮，藉此排除行為人犯罪的主要成因，

使受判決人回復到應有的職業及生活，在一般及法律用語上，稱之為「以治療替

代刑罰」。依照麻醉藥品法第 35 條其要件應包括以下幾點。 

(一)須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在麻醉藥品法中之發動主體在於檢察官，但仍須得

法院同意。 

(二)毒癮與犯罪行為具備關聯性，即毒癮是造成犯罪行為的重要原因，如因毒癮

而犯財產犯罪者。 

(三)受判決人之刑期未超過二年之自由刑係指單科二年以下之自由刑；併科二年

以下之自由刑以及行刑之餘刑。 

(四)受判決人已經接受戒毒治療，或承諾接受戒毒治療，然治療地點並不僅限於



 第八卷第一期 

 11 104 年 03 月 

公立治療機構，亦可於私人開業的治療處所進行治療。為使程序受到參與者認真

看待，在麻醉藥品法第 35 條第 4 項規定其負有報告義務，內容包含(1)受判決人

必須在檢察官指定時間，證明其已接受或定期依規定繼續治療；(2)毒癮治療機

構或獨立開業的治療師在病患/當事人中斷治療時，必須通知檢察官，但不必報

告細節。 

(五)有助於社會復歸的戒癮治療，所謂有助於社會復歸的治療，並非僅單純治療

措施，而是必須以戒除毒癮為最終考量。既然以戒除毒癮為終極目標，替代療法

(如美沙酮替代療法)是否適用於第 35 條的戒毒治療就頗受爭議，因替代療法屬

於維持性療法，其在減少因施用毒品而造成傳染性疾病(如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

AIDS)的目的及意義上，遠大於戒除毒癮，若以「完全戒除毒癮」為本法之目的，

替代療法的施用則有討論的空間。 

 

參、電子監控 

因電子監控制度會違反了德國基本法「人格自由發展」、「個人身體完整性與

自由權」及「信件、郵電與遠距通訊秘密」等基本權的保障，故德國電子監控的

相關法制遲至 1997 年才有具體的內容，而後卻無下文。因德國與美國同屬聯邦

制國家。2006 年以前的德國不像美國各州有獨立的司法執行權，2006 年後德國

將不會涉及實體法刑罰執行的立法權下放至各邦，地方政府一直希望在不違反聯

邦法律下建立屬於當地的法律規範。巴登．符騰堡邦於 2009 年制定之「關於執

行自由刑之電子監管法」為全德首例，故以下以「關於執行自由刑之電子監管法」

為例加以介紹。 

一、適用對象 

該法適用對象必須符合下列條件：(1)必須是執行替代自由刑的受刑人或即

將釋放之受刑人。(2)受刑人無逃亡或再犯等危險。(3)使用電子監控必須得相對

人之同意，而且相對人能理解居家監控時有共同生活之成年人陪伴並隨時監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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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行踪。 

二、電子監控之運作 

運作上分為居家監禁與非居家監禁。主要是在受處分人腳上裝在一個訊號發

射器，與監控者的電子監控設備進行連結，而該訊號發射器可被長褲遮掩，有助

於避免產生電子監控者受到犯罪標籤化的影響。 

三、於毒品政策上運用 

根據「關於執行自由刑之電子監管法」第 5 條與第 6 條之規定，受刑人須於

執行前十四天以書面向電子監控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完全或部分的居家電子監控，

並由主管機關與受刑人共同協商執行計畫(第 5 條)。電子監控之執行計畫須包括

工作、教育、休閒、運動、參與個別或團體治療。特別是關於居家生活、醫師的

照料、毒品及酒精成癮、損害回復及管收等，該管收計畫須針對不同的個案給於

不同的執行方案(第 6 條)。由此可知，巴登．符騰堡邦的電子監控可適用於酒精

成癮、毒品成癮等特殊之受刑人，在電子監控期間將毒癮戒治列入執行計畫，經

由專業評估，以確保受刑人在接受電子監控時能排除不利因素。 

對於因供應毒品而獲利之犯罪人各國都以嚴厲的刑罰手段加以嚇阻或懲處，

德國也不例外加。在施用毒品者及因毒癮而犯罪者方面，德國將單純毒品施用行

為不視為一種犯罪型態，因毒癮而犯罪者則依犯罪之程度而有不同的處分。德國

「治療代替刑罰」的毒品政策與我國目前對毒品成癮者除刑不除罪的處遇模式相

類似，卻具備更多社區處遇與司法轉向制度，例如：微罪不起訴(麻醉藥品法第

31 條 a)、停止執行、緩刑付觀護刑、電子監控等。相較於我國主要以觀察、勒

戒、強制戒治的機構式處遇，雖有獨立的戒治所，但機構色彩濃厚，對觀察、勒

戒、強制戒治之人而言，與入監服刑相當，又各戒治所資源比重、專業人力、課

程的不同，影響戒治處遇的成效。而電子監控部分，目前適用對象僅限於性侵害

犯罪人，德國電子監控搭配執行計畫中毒癮戒治方案，是值得我國未來可以借鏡

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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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德國「治療代替刑罰」的毒品政策更著重在於解決行為人的毒癮問題，並認

為藉由治療戒除毒癮，以矯正因毒癮所造成的犯罪行為，進而使行為人重返社會

生活，達成社會復歸的終極目標。而我國近年來的所推行「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

分」有趨向於更著重醫療戒毒、減少監禁之社區處遇的施用，惟因個案具體情狀

不同，而需要個別化的處遇，相對在人力物力上皆需有相當的資源，政府經費與

人力的投入程度是決定戒癮治療的成效關鍵性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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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校園霸凌者心理諮商 

 

邱獻輝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暨研究所，助理教授 

壹、 前言 

所謂校園霸凌（bullying）意指某一學生遭到其他學生的長期與重複性地欺

凌（Olweus, 1993）。最近幾年來學術界與實務界都非常關注校園霸凌議題，並且

試圖規劃出有效抑制霸凌現象的政策與處遇，其中最明顯的變革是教育部從 101

學年開始擴編學校輔導工作人力，預定在五年內增補兩千餘名的輔導教師與專業

助人工作者；同時也召集相關專家學者，試圖建構出適切有效的校園反霸凌處理

流程與機制（教育部，2014）。基本上，教育主管單位能夠關注此一侵蝕友善校

園環境的欺凌現象，意味著台灣對於教育環境品質與人性尊嚴的要求已經有所進

展，這是值得肯定之處。然而不可諱言的，就筆者過去在中小學任職時的觀察，

霸凌者接受諮商的機會並不多，原因之一可能是於霸凌者具有欺凌他人之實，因

此在懲處之餘，容易被忽略其亦有被協助的需求；對此現象，筆者多次為文倡導

學校輔導工作人員值此輔導人力增補之際，應多加關注霸凌者的心理協助，以回

應教育當局與社會大眾對霸凌者應受輔導的期待，並藉此機會提升校園輔導人員

的專業地位（參見邱獻輝，2012；2014）。 

 

貳、 霸凌者諮商的基本態度 

諮商是一種講求個體自主抉擇與責任承擔的行為塑造方式（Corey, 2009），

因此非常適用於矯正個體不適應的行為──包括霸凌在內。儘管如此，國內有關

霸凌者的諮商文獻仍相當有限、且亟待開發，因此接下來筆者擬彙整自身過去對

於霸凌者諮商的實務經驗與研究所得，介紹霸凌者諮商的基礎原則，希望能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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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磚引玉之效，激發更多關注此議題的專業人士予以回響與賜教。 

首先，面對霸凌者時，邱獻輝（2012a）曾提醒諮商實務工作者宜先檢視三

點：其一，此類案主屬於矯正諮商的範疇，案主通常不是自願個案，因此校園輔

導工作者可建議學校將諮商列為介入霸凌者的選項之一，以利對其進行強制處遇

（參見 Mongold & Braswell, 2007; Sun, 2008）。其二，霸凌行為可能會滿足霸凌

者的某些心理需求（邱獻輝，2014），因此其不易主動停止霸凌行為，故而輔導

工作者宜採取主動介入的態度（McAdams, Schmidt, 2007）。其三，由於霸凌行為

往往會有令人難以接受的惡行，因此輔導工作者宜先檢視自己是否對霸凌者具有

負向的反移情，以免適切介入。 

 

參、 霸凌者諮商的基本原則 

在進入霸凌者諮商的關係時，最常會遭遇到的挑戰之一是抗拒，霸凌者往往

也清楚霸凌行徑不見容於校規，因此常會採取否認與淡化的態度來因應，故而校

園輔導人員宜在諮商關係建立之初，讓案主感受到輔導者真誠協助的意圖，並且

適度同理其霸凌行徑背後的相關情緒（Raskin et al., 2011），進而引導案主覺察其

霸凌行為的動機、需求與事後的代價，使其得以清楚意識到其中的利弊得失

（Pryor & Tollerud, 1999），促其產生戒除霸凌行為的動力（邱獻輝，2012）。 

一旦逐漸化解霸凌者的抗拒後，輔導工作者即可運用一般的諮商流程，根據

所蒐集到的資訊對案主的霸凌行為進行概念化，作為後續介入策略的基礎。以目

前矯正諮商常用的認知行為取向而言，即可協助案主澄清其霸凌行為當下的事件

情境、信念與情緒狀況，繼而透過非理性信念的駁斥、尋找其他可替代性的需求

滿足之道，逐漸形塑出社會認可的行為與情緒抒發之道（Beck & Weishaar, 2011；

Corey, 2009），以取代原有的霸凌行為。 

此外，由於霸凌行為具有傷害他人的可能，且霸凌者未必具有改變的動機，

因此有必要搭配「外在監督」（external supervision）（Gorski, 1996）。此方面可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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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諮詢（consultation），以便輔導工作者運用自身的助人心理專業，結合導師、

教官、家長以形成一個分工合作的網絡，一方面強化介入的密度與強度，一方面

也可維護受凌者的安全性（邱獻輝，2012）。 

 

肆、 結語 

基本上，霸凌者諮商並不容易，本文由於篇限制，僅先初步摘出幾個重要的

原則與概念，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再蒐集國內外文獻，也誠摯期待讀者與先進對本

文不吝指正。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校園霸凌者的介入方式很多，例如亦有學者應

用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陳泰華，2008；鄭瑞隆，2011）、生命教育（黃

梅嬌，2004），由於每一種處遇理論與模式皆有其優點與限制，因此校園輔導工

作者不妨採取開放的態度，裨使不同的專業得以相互合作，發揮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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