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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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譽理事長 吳志揚教授 

榮任 元智大學校長 

 

本會 常務理事 鄭瑞隆教授 

榮任 國立中正大學 學務長 

 

本會 企劃組 陳巧雲副組長 

榮升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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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 

 

    第三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會議記錄 

 

秘書處 

台灣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學會於去(104)年12月19日於新北市晶

華亭宴會廳召開第三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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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頒發榮譽理事長吳志揚校長榮退獎座、第三屆傑出青年學者

研究獎王伯頎助理教授及第三屆新進顧問之證書，並討論學會未來相

關事務。並針對目前會務向理事、監事及顧問做詳細說明與報告。  



台灣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學會會刊 秘書處   

2016 March 

一、台灣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會務報告 

 

(一)出版 

(1) 台灣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學會會刊第八卷第二期及期刊第七卷第一期，已於

104 年 6 月出版，總計各印行 350 本。 

(2) 台灣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學會會刊第八卷第三期已於 104 年 9 月出版，總計

印行 350 本。 

(3) 台灣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學會會刊第八卷第四期及期刊第七卷第二期，於

104 年 12 月出版，總計各印行 350 本。 

 

(二)學術交流 

(1) 本會榮譽理事長楊士隆副校長與理事長許華孚所長，於 104 年 11 月 7 日，赴

上海參與【中國犯罪學學會第二十四屆年會】。 

(2) 本會榮譽理事長楊士隆副校長與理事長許華孚所長，於 104 年 11 月 9 日，赴

澳門大學參與【2015 亞洲藥物濫用防制策略國際研討會】。 

 

(三)學術研討會 

(1) 本學會於 104 年 6 月 15 日，協辦【第四屆法學新秀論文發表會】。 

(2) 本學會於 104 年 7 月 22 日，假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二館倬章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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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學會於 104 年 11 月 20 日，假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二館倬章國際會議廳

主辦【2015 犯罪問題與對策學術研討會】。 

(4) 本學會將於 104 年 12 月 26 日，假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二館倬章國際會議

廳協辦【藥物濫用防制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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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學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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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會議討論提案 

提案討論一： 

案由：本學會 104.01.01-104.11.30 收支決算表，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討論二： 

案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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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維持為每年兩期（6、12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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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obert F. Kennedy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for 

Juvenile Justice 

April 

5–8, 

2016 

Boston, MA. 

Event URL： 

http://rfknrcjj.org/?utm_source=Dyn

amicsMarketing&utm_medium=Em

ail&utm_campaign=JUVJUST+100

836&ed2f26df2d9c416fbddddd2330

a778c6=bchgehgzkh-begrhrge 

Phone： 

617.227.4183 

Blueprints Conference 

April 

11–13, 

2016 

Denver, CO. 

Event URL： 

http://www.blueprintsconference.co

m/?ed2f26df2d9c416fbddddd2330a7

78c6=xbeiazsbrc-xzecacez 

Phone： 

(303) 492-2137 

Youth in Custody Certificate 

Program 

May 

9–13, 

2016 

Washington, DC. 

Event URL： 

http://cjjr.georgetown.edu/certificate

-programs/youth-in-custody/?utm_s

ource=DynamicsMarketing&utm_m

edium=Email&utm_campaign=JUV

JUST_YouthInCustody_020116&ed

2f26df2d9c416fbddddd2330a778c6

=vtftbgvjjj-vbvzfzvb 

Phone： 

202.687.4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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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研討會資訊 

 

 

 

會議名稱 日期 地點 聯絡方式 

13th Global Youth Justice 

Training Institute 

June 

14–16, 

2016 

Cape Cod, MA. 

Event URL： 

http://www.globalyouthjustice.org/T

raining_and_Events.html?ed2f26df2

d9c416fbddddd2330a778c6=snlcnnh

boh-sdlhbh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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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壇 

 

我國少年犯罪與收容趨勢分析 

陳育鼎1
 

 

一、 前言 

少年犯罪問題一直以來都是社會問題關注的重心，同時有關少年矯正的議

題近年來亦獲得政府部門與學界的關注和青睞，原因是從 2010 年起少年矯正機

構陸續發生多起收容少年被集體性侵、翻牆脫逃、集體鬥毆等事件，甚至爆發矯

正人員被控不當管教等。惟有關問題之學理與犯罪原因之探討不在本文探討範圍，

本文僅就官方統計報告數據進行初步趨勢分析。 

 

二、 我國少年犯罪趨勢分析 

依據法務部公布 2014 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可知，整體少年兒童犯罪概況說

明如下： 

（一）少年兒童犯罪總人數近 10 年來皆呈現下降趨勢。 

（二）比較近 10 年來各少年法院（庭）審理終結而裁判觸法之少年兒童犯罪

總人數（不含虞犯）之變化，少年兒童犯罪總人數在 2005 年至 2009

年間迭有增減，2009 年以後逐年上升，至 2012 年增加至 12,031 人，達

近 10 年來最高，2014 年則降至 10,025 人，降幅達-16.67％。 

（三）未滿 12 歲之兒童人口數自 2005 年以來亦逐年減少，但犯罪人口率除在

                                                      
1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諮詢顧問、台灣青少年犯罪防

治研究學會監事、國立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矯正署台中女子監獄副典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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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至 2008 年間稍有下降外，自 2009 年起犯罪人口率就逐年增加，

至 2013 年兒童每 10 萬人中有 10.64 人犯罪（犯罪人口數為 266 人），

達近 10 年來最高，最低則為 2008 年每 10 萬人之 6.47 人犯罪。 

（四）近 10 年來，少年人口數呈現逐年遞減，但少年之犯罪人口率卻在反覆

增減中呈成長趨勢，其中以 2005 年最低，每 10 萬人中有 452.77 人犯

罪；2012 年最高，每 10 萬人中有 644.55 人犯罪，而 2012 年至 2014

年則呈現下降趨勢。 

（五）各少年法院(庭)審理少年兒童觸犯刑罰法令人數暨虞犯人數合計人數

在 2008 年破萬人，2005 年與 2012 年呈現兩波高峰。 

（六）觸犯刑法法令少年與兒童犯罪者 95﹪以上為保護事件，保護事件人數

10 年來迭有增減，但呈現先持平後升再降的趨勢，其中以 2007 年 8,641

人最少，2012 年 11,653 人最多，2014 年則降至 9,616 人。在刑事案件

部分，近 10 年各年人數有小幅增減，以 2007 年 417 人最多，2010 年

302 人為最少。 

綜上，虞犯人數近年來呈現大幅增加趨勢，從 2010 年 1,151 人至 2013 年激

增為 3,301 人，2014 年則降至 2,105 人，但近 3 年來增加幅度頗大，值得注意。

進一步探究其原因，鑑於三級毒品氾濫，拉Ｋ及販賣毒品的未成年人數逐年增加，

且兒童及少年犯下殺人、強盜及搶奪罪等暴力犯罪人數倍增，2012 年 12 月 7 日

起實施全國同步查緝第三類毒品專案行動、重點場所掃蕩及防制毒品進入校園，

致使近年來少年兒童觸犯刑罰法令人數暨虞犯人數激增。但由於少年事件之處理

秉持「以保護代替管訓，以教養代替處罰」的精神，兼以各界重視少年犯罪預防

工作，致近 3 年來少年兒童觸法人數與犯罪指數皆呈現逐年減少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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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各少年法院(庭)審理少年兒童觸犯刑罰法令人數暨虞犯人數趨勢圖 

（資料來源：法務部，2014） 

三、 我國少年矯正機構收容趨勢分析 

本文彙整 2015 年 12 月法務統計月報資料，整體少年矯正機構收容概況說

明如下： 

（一）近十年矯正機構年底收容人數除 2007 年適逢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解

嚴二十週年，為彰顯政府予犯罪者更生之寬典，通過實施罪犯減刑，收

容人數為 53,965 人外，近 10 年都在 6 萬人以上；監禁人口率在 235.1

／10 萬人至 283.5／10 萬人間。其中 2015 年底收容 62,899 人，超收比

率為 13.0％。 

（二）近十年少年矯正機構占總收容人數比率，最低為 2010 年之 2.52﹪，最

高為 2012年之 3.03﹪；累計人數最少為 2007年之 1,597人，最多為 2013

年之 1,976 人。 

（三）近十年感化教育（含誠正中學）收容人數以 2006 年收容 893 人最少，

2013 年收容 1,270 人最多；少年觀護以 2008 年收容 304 人最少，2012

年收容 503 人最多；明陽中學收容人數以 2015 年收容 227 人最少，2008

年收容 333 人最多；少年勒戒收容人數以 2014 年收容 6 人最少，2007

年收容 59 人最多。 

（四）三種不同性質少年收容人之主要罪名，明陽中學平均前 3 名依序為強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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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性自主、毒品罪；感化教育與少年觀護收容人平均前 3 名依序皆為

竊盜罪、毒品罪、傷害罪。值得注意的是，近三年所有收容少人之主要

罪名，毒品罪人數已越居首位。 

（五）累計近十年感化教育、少年觀護及少年勒戒收容人數（不含明陽中學），

男性占 88﹪、女性占 12﹪，比率約為 7.3:1 。 

（六）累計近十年感化教育、少年觀護及少年勒戒收容人年齡分布（不含明陽

中學），以 15 歲以上至 18 歲未滿最多占 49﹪，其次為 18 歲以上占 28

﹪。 

綜上，近 3 年少年矯正機構收容人數除少年觀護收容人數增加明顯外，大

多呈現下降趨勢，且近三年所有少年矯正機構收容之主要罪名，毒品罪人數已越

居首位，值得注意。 

 

圖 2 少年矯正機構年底收容趨勢圖 

（資料來源：本文彙整自法務統計，2015） 

四、 結論與建議 

復依監察院調查報告（103 司調 0021），少年矯正機構的學生家庭屬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之比率占 18.5%及 8.35%，有 24.7%收容學生家庭經濟為近貧。

來自單親家庭之比率占 45.2%，其次為具有單親家庭、隔代教養家庭、未婚生育

893 906 
990 964 972 

1,097 

1,217 
1,270 

1,104 1,092 

425 
362 

304 
379 395 

447 
503 

387 400 
484 

205 208 230 239 278 249 253 256 234 227 

40 59 
12 18 19 12 18 10 6 10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感化教育 

少年觀護 

明陽中學 

少年勒戒 



台灣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學會會刊 學術論壇   

2016 March 

家庭、父母分居家庭等兩項以上之家庭，占 18.33%。可見不論犯罪、虞犯少年

兒童或矯正機構收容少年，大多來自破碎家庭或弱勢社經地位階層，亟需社會投

入更多的關注。 

再者，綜合國內對於少年犯罪之研究，大部分僅著重於犯罪類型與犯罪率之

統計分析，以及犯罪原因之探討，對少年犯罪人的關心止步於入監前，且國內有

關收容人的實證科學研究中，大多以整體受刑人為研究重點，研究對象中鲜見以

少年收容人為出發之研究。然，隨著現代社會科技的發展與變遷，傳統認知的少

年犯罪型態亦隨之發展出不同面貌，當這些新世代少年觸法進入少年矯正機構執

行，機構實有必要從其個人特性來剖析少年收容人監禁適應問題，找出影響渠等

監禁生活適應之因素，提出有助於少年收容人在收容期間適應之保護因子，並在

不同監禁階段擬制個別化輔導策略，協助其提升其自我管理，則不但有利於達成

機構管理的目標，及降低管理上的緊張與衝突，更有助於少年矯正處遇計畫之推

行。 

 

參考文獻 

許春金、陳玉書、蔡田木等（2015），103 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2014 犯罪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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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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