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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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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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炎民 副秘書長 

榮升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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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 

 

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會議記錄 

 

秘書處 

台灣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學會於今（105）年 07 月 22 日在國立

中正大學教育學苑二館倬章會議廳召開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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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及學會幹部皆到場參加，並由許華孚理事長向與會貴賓做過

去一年度之工作報告，並討論學會未來一年之工作報告、財務預算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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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會務報告 

104.07.22 於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二館倬章會議廳召開【2015 年

校園犯罪問題與安全維護研討會】，並於同地點召開第三

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104.09 出版本會會刊第八卷第三期。 

104.11.07 榮譽理事長楊士隆主任與理事長許華孚所長，赴上海參

加【中國犯罪學學會第二十四屆年會】。 

104.11.09 榮譽理事長楊士隆主任與理事長許華孚所長，赴澳門大

學參加【2015 亞洲藥物濫用防制策略國際研討會】。 

104.11.20 於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二館倬章會議廳主辦【2015 犯

罪問題與對策學術研討會】。 

104.12 出版本會會刊第八卷第四期與本會期刊第七卷第二期。 

104.12.19 於新北市晶華亭宴會廳召開第三屆第四次理監事暨顧問

聯席會議，並頒發第三屆傑出青年學者研究獎－－王伯

頎助理教授。 

104.12.26 於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二館倬章會議廳協辦【藥物濫

用防制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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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2 參與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105 年度世界各國犯罪防治研究

發展經驗之比較研究計畫案申請。 

105.03 出版本會會刊第九卷第一期。 

105.05.08 榮譽理事長楊士隆主任與理事長許華孚所長，偕同本會

常務理事、理事、監事、秘書長，赴大陸福州參加【2016

海峽兩岸犯罪學研討會】。 

105.05.14 榮譽理事長楊士隆主任與理事長許華孚所長，赴上海政

法學院參加【中國犯罪學第三屆論壇】。 

105.06 出版本會期刊第八卷第一期。 

105.06.05 於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二館倬章會議廳召開第三屆第

五次理監事暨顧問聯席會議。 

105.06.17 榮譽理事長楊士隆主任榮任亞洲犯罪學學會副理事長，

理事長許華孚所長榮任亞洲犯罪學學會理事，赴北京參

加【第八屆亞洲犯罪學年會】。 

105.07.22 於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二館倬章會議廳主辦【校園犯

罪與安全維護研討會】，並於同地點召開第三屆第三次會

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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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提案討論 

案由一：本會 104 年度收支決算表、105 年度 1-6 月預算執行及 106

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表如附件，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會會刊由每年四期（3、6、9、12 月出版）改為每年兩期

（3、9 月出版），期刊維持每年兩期（6、12 月出版）。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會刊改為主要以電子檔之方式上傳本會網站。 

案由三：本會之青年學者獎，因經費有限，改以頒發獎狀為主，不提

供獎金。 

決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響應政府社會安全網之建立，本會可與國立中正大學犯罪

研究中心、台灣藥物濫用防制研究學會，於八月共同假國立中正大學

台北辦事處舉辦專家學者座談。 

提案者：楊士隆榮譽理事長 

決議：照案通過 

 



  秘書處 第九卷第二期 

 7 105 年 9 月 

校園犯罪與安全維護研討會 

幕後花絮 

 

秘書處 

此次由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指導，國立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台灣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學會、

國立中正大學學務處、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主辦，先鋒保全股

份有限公司、中華安防協會、台灣藥物濫用防治研究學會協辦。活動

已於 105 年 7 月 22 日順利落幕。 

綜觀近年來的校園安全問題，可以發現我國校園犯罪事件有逐漸

增加趨勢，不僅加深一般學生及家長的恐懼，亦使社會治安維護增添

更多變數。「校園」是我們一生中最早接觸的大型團體生活所在，也

可說是接觸最久的地方，大部份人也在「校園」中成長、學習並獲得

各項生活及職業能力。提供一個良好的校園學習環境是一個進步的國

家應有的作為，因此建構安全的校園環境是教育部目前最大的責任及

工作；舉凡影響校園安全的因素如天災、人為加害、建築物問題，或

學生本身的不適應如吸毒、霸凌、網路沈迷甚或犯罪等，都是值得我

們關心處理及防護的重點，且這個防護範圍是含括校內及校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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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問題的型態也隨時代而有所變動，我們可以從教育部「校園

安全及災害事件即時通報系統」歷年資料中略知一二，從早期單純的

交通車禍、財物失竊到人為傷害事件、詐騙及近來的自殺、吸毒、愛

滋、傳染病、性侵害、性騷擾、網路犯罪、校園霸凌甚至是民刑事案

件等，凡此種種也說明了從事校園安全工作所須的知識及能力是必須

與時俱進。教育主管單位有關校園安全的工作不只是緊急事件處理而

已，尤其著重在防範的施作上，每年亦廣為聘請專家學者或與相關專

業單位合作，以請其提供建言並對相關實務工作人員進行訓練，進而

協助各級學校建立優良安全的校園環境。 

為有效因應校園犯罪與安全維護之問題，除了需要社會各界加強

對此社會現象的重視之外，更有賴政府機關與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等

共同討論，以對校園犯罪與安全維護作一深入剖析並凝聚共識。承此，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以「校園犯罪與安全維護研討會」為題，

除邀請長期致力於國內校園犯罪與安全維護問題與預防、輔導之國內

實務及學術界專家，對於我國校園犯罪與安全維護提出更新之研究與

建議外，並針對校園犯罪與安全維護問題防治措施提出研究報告，希

冀藉此對當前台灣校園犯罪與安全維護問題與防治提出一套最新之

良方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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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討會與會人員約 150 人，與會貴賓有國立中正大學郝鳳鳴

副校長、國立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楊士隆主任、國立中正大學鄭瑞

隆學務長、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蔡清田院長、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

治學系許華孚主任。 

本次專題演講，為國立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楊士隆主任【專題

演講（一）：隨機殺人與藥物濫用防制】、雲林縣警察局台西分局陳順

和分局長【專題演講（二）：校園詐欺新興犯罪模式與防治對策之研

究】。 

研討會論文報告之專家學者如下：國立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顧

以謙研究員【論文發表(1)：刺激尋求傾向和台灣青少年毒品使用關

聯性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陳慈幸教授【論文發表(2)：

日本少年矯正教育轉銜一般學籍教育之探究】、國立中正大學鄭瑞隆

學務長【論文發表(3)：校園防護機制與危機處理】、國立中正大學犯

罪防治學系許華孚主任【論文發表(4)：探究教師面對校外壓力團體

之經驗與因應之道】、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邱獻輝副教授【論

文發表(5)：校園藥物濫用者諮商經驗之初探】、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

治學系馬躍中副教授【論文發表(6)：校園網路犯罪類型及防治之道】、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戴伸峰副教授【論文發表(7)：日本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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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園大麻汙染問題及其對策】、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許福生

教授【論文發表(8)：少年施用毒品司法處遇之省思】。 

本次研討會分享當前國內外校園犯罪與安全維護之相關研究心

得與成果，提供當前校園犯罪與安全維護研究最新之預防與對策，以

供教育、法務及警政機關參考，激發關心國內對於校園犯罪與安全維

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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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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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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al Conference on 

Juvenile Justice 

February 

12-15, 

2017 

New York, NY 
https://n1.m.tt/a/jaccsdjgas-kxjrbrjx.

html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Juvenile and Family Court 

Judges 

80th Annual Conference 

July 16-19, 

2017 
Washington, DC 

http://www.ncjfcj.org/80th-annual-c

onference?ed2f26df2d9c416fbddddd

2330a778c6=ovooxaitau-oanio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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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期刊徵稿辦法 

 

一、 期刊性質： 

本期刊為學術性刊物，由「台灣青少年犯罪防

治研究學會」主編，每年定期於六月、十二月各出

版一期。歡迎國內外青少年犯罪防治相關學術理論、

青少年犯罪防治相關領域實徵性研究報告之發表。

但已在他處發表之文稿恕不刊登。 

 

二、 稿件格式： 

（一）來稿請依「青少年犯罪防治期刊」論文格式撰寫文稿，並請用電腦橫打，

註明頁碼。 

（二）來稿正文與中英文摘要請自行印出一式二份，連同「投稿者基本資料表」

寄交編輯小組，並附電子檔一份（請用 word 儲存）。 

（三）中文全文文長以兩萬字為度，至多請勿超過三萬字；英文稿件英文以一

萬字為上限，至多請勿超過一萬五千字（均包含中英文摘要、注釋、參

考書目、附錄、圖表等）。 

（四）來稿須附中、英文摘要，並附中英文篇名、作者姓名、職稱、關鍵字。 

（五）全文中文請用新細明體、英文請用 Times New Roman 撰寫，內文則使

用固定行高 22pt。 

（六）來稿若為碩、博士論文改寫，一經決定刊登，須註明「本文為碩、博士

論文改寫，指導教授為□□□教授」。 

（七）若為共同撰稿之論文，請依貢獻比率排定共同作者順序，並請填具共同

撰寫者貢獻。 

 

三、 審查修正： 

（一）來稿刊出前須經正式之審查程序，論文由相關領域之編輯委員委託兩名

相關學者專家審稿，若二名審查委員之意見不一，則另尋第三位審查委

員再做審查，總合三位審查委員意見決定是否刊登。 

（二）凡經審查委員建議修改之處，將寄回稿件請作者依建議事項修改後，再

行刊登。 

（三）本刊因編輯需要，保有刪修權。 

 

四、 著作財產權事宜： 

來稿如有一稿多投，或侵犯他人著作權、違反學術倫理者，除由作者自負相

關的法律責任外，兩年內本刊不再接受該位作者投稿。所謂一稿多投，包括題目

不同，但內容大同小異，且已在其他刊物發表，或同時投稿本刊及其他刊物者。

投稿時，請作者於「投稿者基本資料表」內簽寫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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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截稿事項 

（一）本刊全年收稿，隨到隨審。 

（二）來稿請寄： 

621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 168 號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 台灣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學會 

期刊編輯小組 

 

六、 來稿一經採用，即致贈當期刊物，以及其著作 PDF 檔，不另支稿費；

退稿將致函作者，但不退還文稿，請於投稿前自行留存原稿。 

 

七、 本辦法經本刊編輯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八、 相關投稿者基本資料表、稿件編排順序與要件，請參閱本會網站期刊

投稿格式訊息，http://www.ccunix.ccu.edu.tw/~tsjjr/。 

 

九、 如對本期刊有任何疑問或是建議，歡迎使用下列方式聯絡： 

聯絡電話：05-2720411-26328  專線電話：05-2724555 

傳    真：05-2724253 

email： tsjjr@ccu.edu.tw 

 

http://www.ccunix.ccu.edu.tw/~tsj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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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以宣導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新知、報導國內 

外青少年犯罪防治學術研究之趨勢為主。 

◎本刊每年編印二期，分別於 3、9 月出刊。 

◎本刊之主要內容如下，歡迎踴躍來稿。 

1.國內、外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之行政措施、學 

術活動及研究成果 

2.國內、外青少年犯罪防治學術研究新知之報導。 

3.學術論壇及博碩士論壇。 

◎來稿請以 E-mail 或郵寄附磁片之文稿，每篇約五千字，作者並請註

明真實姓名、服務單位、現職及通訊地址、電話。來稿歡迎附上照

片及活動計畫、章程等。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註明；另作者見解，文責自負，

不代表本刊意見。 

◎請勿一稿兩投。凡已在其他刊物發表者，本刊歉難刊登。 

◎若有抄襲、改作或侵犯他人著作權或言論責任糾紛等情事者，悉由

作者自負法律責任。 

◎讀者若對本刊物有任何意見，歡迎來函指教。 

◎來稿請於出刊前一個月，投寄： 

621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 168 號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 

台灣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學會會刊  編輯小組 

◎ Email：tsjjr@ccu.edu.tw 

tsjjr@ccu.edu.tw （台灣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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