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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單元 犯罪學基本概念 

與犯罪現象分析 

壹、申論題部分 

 

 

試說明西方犯罪學思想的起源與發展。       

【100 年監所員】 

 

西方犯罪學思想的起源與發展，說明如下： 

十八世紀前犯罪學思想： 

當時歐洲宗教勢力龐大，一個人會犯罪乃因魔鬼力量所驅使（魔鬼

說），因此刑罰思想充斥著宗教色彩，對犯罪的制裁及法律的訂定由

執政者或握有權力者恣意為之。 

十八世紀之古典犯罪學派： 

鑑於刑罰不仁道、無一規範可供遵循，貝加利亞及邊沁等學者基於人

道立場，主張刑罰應「罪刑均衡」、「罪刑法定」、「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懲罰嚴厲、迅速以嚇阻犯罪」、「建立現代化行刑設施」、「以教育預

防犯罪」等觀點影響後代犯罪學甚深。 

十九世紀之實證犯罪學派： 

實證學派基本上否定了古典學派之主張，認為一個人會犯罪主因是受

到生理及心理因素影響，主張找出上述「病因」，以治療方式實施矯

正處遇。 

犯罪生物學：此學派認為犯罪係與「身體特徵」、「基因遺傳」、「內

分泌失調」、「智商」、「腦部神經」等因素息息相關。 

犯罪心理學：此學派認為犯罪係心理因素造成，從「心理分析角

試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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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認知觀點」、「行為主義與社會學習」、「人格特質」、「心理病

態」等觀點分析犯罪。 

十九世紀迄今之犯罪社會學： 

在生物學及心理學興盛之同時，亦有實證學者以「社會學」之角度

研究犯罪問題，強調以社會環境、結構、社會化過程之影響來說明

犯罪行為，三大主流學派為「社會結構理論」、「社會過程理論」、「社

會衝突理論」。 

犯罪社會學是以團體角度探討為主，而犯罪生物學及心理學是以個

體為主。 

結論： 

總而言之，今日犯罪學思想主軸仍是「實證主義」，因為實證犯罪學

之研究可以透過科學驗證使我們更了解犯罪問題與行為，進而進一步

提出犯罪防治對策。 

 

黃富源、范國勇、周文勇、蔡田木（2009），犯罪學，國立空中大學，

P.31～P.65。 

許春金（2010），犯罪學，自版，P.18～P.30。 

 

 

 

要有效的抗制犯罪並評估犯罪預防策略有效性，須對犯罪行為加以

精準的測量。試問有效犯罪測量主要方法有那三種？這三種測量方

法各有何特色？三種犯罪測量方法的限制各為何？此三種犯罪測量

方法之相合性為何？ 【103 年監所員】 

 

有效犯罪測量之三種方法： 

官方犯罪統計法：是指由政府機構（如刑事司法體系部門）所整理

編輯成冊的統計報表，此乃最常見的犯罪衡量方法。一般而言，官

方犯罪統計係指警察、法院及矯正機關等刑事司法機關所登錄的有

試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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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犯罪行為或犯罪人的資料，如刑事警察局的「刑案統計」與法務

部的「犯罪狀況及其分析」。 

自陳報告犯罪統計法：是讓受調查者報告在過去特定時間內，違反

法律或社會規範的程度與類型，此乃因為官方統計對於較嚴重的理

論性問題（如人格、特徵）無法提供有益的資料而應運而生的統計

方法。一般自陳報告係要求受調查者回答過去一年或一年以前從事

偏差或犯罪行為的程度，惟至今為止仍以青少年犯罪為自陳報告的

研究對象，並未廣泛擴及一般犯罪態樣。 

被害者犯罪統計法：被害調查並不依賴刑事司法機構為犯罪資料的

來源，它乃透過被害人的抽樣調查來衡量犯罪行為的本質及數量，

並藉以了解被害者的特性與導致被害的情境因素。 

三種測量方法之特色： 

官方犯罪統計法： 

資料豐富、分析詳細，尤其是統計數據更是對犯罪研究最好的依

據。 

就犯罪之嚴重性而言，官方統計仍是甚好之犯罪指標。因為可以

從犯罪總數量中獲知哪一種犯罪的數量最多、占整體百分比最

高。 

有助於犯罪趨勢或不同類型犯罪消長之了解，例如過去十年竊盜

犯罪的消長了解。 

自陳報告犯罪統計法： 

可獲知犯罪黑數，即彌補官方統計資料之不足。 

可估量出受訪者的犯罪類型及次數，並且得知其價值觀、人格特

性。 

可決定犯罪行為在上、中、下各階層之分布是否有所差異。 

被害者犯罪統計法： 

所獲致的犯罪數量遠超過警方所受理的刑案數目，可以有效的彌

補犯罪黑數的問題。 

可讓警方了解哪些族群、民眾或是社區是警察執法的盲點，進而

調整資源。 

可以協助被害者爭取刑事司法體系上應有的資源與司法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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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測量方法的限制： 

官方犯罪統計法： 

已發生但未被警方所知或登錄之案件，遂產生「犯罪黑數」（Dark 

Figure of Crime）之問題。 

警察執法和紀錄的方式會因政策而有所改變。例如民國 92 年主

政之內政部長所提「三個月犯罪零成長」政策。 

警察機關為爭取績效或留給社會大眾良好的印象而歪曲官方統

計紀錄。 

自陳報告犯罪統計法： 

首先，許多人會懷疑自陳報告的真實性，受試者可能會隱匿不

報、虛陳事實、以少報多、以多報少，這些都讓自陳報告統計法

的信度（係指研究工具是否具有可靠性）受到質疑與挑戰。 

自陳報告的效度（係指研究工具是否能測量出我們要測量的概念

或正確性）有問題。例如以青少年的「偏差行為態樣」為對象之

結果，是否可以類推至成年人的「偏差行為態樣」，是有問題的。 

中途輟學者或是缺課者的青少年，或是一些犯罪者犯罪後卻無影

無蹤之犯罪人，無法接受調查就無法了解渠等犯罪之原因、經

過，使犯罪之測量失去完整性。 

被害者犯罪統計法： 

被害調查之犯罪類型有限。例如無被害者犯罪即難以被調查發

現。 

被害者的遺忘、短報或對事件的誤解，使其可信度亦受爭議。 

被害調查僅能被解釋為一種對可能已發生犯罪的結果之估算，而

不能解釋為真正發生者。 

三種測量方法之相合性： 

所謂犯罪統計之相合性，係指三種犯罪測量對犯罪相關因素（如性

別、年齡、種族等）的結果是一致的。 

支持相合性：在美國每年實施之犯罪被害調查，結果顯示對於犯罪

者及被害者之特性描述，三種測量方法顯示出趨於一致的結果，而

被害調查的犯罪型態及趨向與官方統計是相當一致的；另從犯罪嚴

重性和其所處理不同領域行為加以考量，三種犯罪統計是趨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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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據此，三種測量均可以增進對犯罪現象的了解。 

反對相合性：認為三種測量各自測量不同概念，本質上即不相同故

無法相合，例如官方測量多是嚴重犯罪、自陳報告多是真實發生且

犯行較輕之行為、被害調查是了解被害率。 

 

許春金（2013），犯罪學，自印，P.69～P.103。 

 

 

 

何謂「犯罪黑數」與「刑事司法的漏斗效應」？請說明對刑事司法

會造成什麼樣的負面影響？並舉一犯罪學理論解釋其原因。 

【104 年監所員】 

 

犯罪黑數： 

意義：所謂犯罪黑數，係指已經發生的犯罪事件，由於種種因素，

例如未被發現、已發現但未報案、已報案但未為官方登錄的犯罪案

件數之謂。 

對刑事司法之負面影響： 

造成民眾對司法機關之不信任感：例如警察機關為了績效吃案，

造成的犯罪黑數，或檢調有選擇性辦案之情形，均使民眾對司法

機關之信心大打折扣。 

造成許多輕微犯罪無法真實呈現在正式刑事司法之統計數據：行

為人或被害人根本不知道有犯罪情事發生，導致並未報案或發

現，這類案件通常為輕微事件。 

造成刑事司法威嚴受損：例如被害人深怕受到加害人報復而不敢

報案，或者被害人基於保護加害人而未去報案（親屬間竊盜），

此種情形均使得加害人更加肆無忌憚，無懼司法威嚴而持續犯

罪。 

造成刑事司法執法效率下降：社會大眾缺乏正義感不願報案，又

試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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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執法機關對於白領或經濟犯罪之知識不足而影響案件，導致犯

罪黑數產生，均使得執法效率不振。 

刑事司法的漏斗效應： 

意義：所謂刑事司法大體上係指警察、檢察官、法官、矯正機關，

這些機構的功能如同過濾網一樣，釋放某一部分的人，但也使下一

個機構繼續處理另一部分的人（銜接性效應），這種在每一過程中

人數不斷縮減的現象，即是刑事司法的漏斗效應。 

對刑事司法之負面影響： 

明顯降低刑事司法威嚇效果：容易讓人產生刑事司法體系打擊犯

罪常常都是雷聲大雨點小之感覺，甚至使真正之罪犯逍遙法外。 

刑事司法體系辦案易受社會輿論影響：例如社會至囑目之案件，

從一開始警察逮捕至法院審理等程序，常受到媒體評價及民眾輿

論影響，導致偵審更加困難。 

舉例說明其原因： 

學者指出可說明「犯罪黑數」與「刑事司法的漏斗效應」發生原因之

理論，其一為結婚蛋糕運作理論，其二為裝配線運作及漏斗效應理

論，茲以 Walker 之結婚蛋糕運作理論說明之： 

第一層蛋糕：人數甚少，但卻都是赫赫有名之案件，不僅受到媒體

之諸多關注，同時整個刑事司法資源大量投入，訴訟程序及受害者

之保護也較週延。 

第二層蛋糕：此層的案件多屬強盜、搶奪、性侵害及其他殺人之傳

統重罪個案，其多數受到法律迅速與嚴厲之制裁。 

第三層蛋糕：隸屬於此一層次的個案，其罪行較不嚴重，對社會之

傷害亦較小，法官多以較短之自由刑或緩刑處理之。 

第四層蛋糕：此層之個案則為每日數以萬計的偏差行為，其多由簡

易法庭或由警察人員依社會秩序維護法及相關行政罰法處理，鮮少

進入正式的司法體系。 

 

許春金等（2006），刑事司法－體系、組織與策略，自印，P.32。 

許春金（2013），犯罪學，自印，P.84。 



壹、申論題部分 

 

9 

蔡德輝、楊士隆（2012），犯罪學，五南出版，P.324～P.327。 

 

 

 

犯罪學來自歐洲與美國，在於以科學方法瞭解犯罪現象的系統性，

請簡單說明犯罪學發展的歷史。 【100 年監獄官】 

 

十八世紀前犯罪學思想： 

當時歐洲宗教勢力龐大，一個人會犯罪乃因魔鬼力量所驅使（魔鬼

說），因此刑罰思想充斥著宗教色彩，對犯罪的制裁及法律的訂定由

執政者或握有權力者恣意為之。 

十八世紀之古典犯罪學派： 

鑑於刑罰不仁道、無一規範可供遵循，貝加利亞及邊沁等學者基於人

道立場，主張刑罰應「罪刑均衡」、「罪刑法定」、「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懲罰嚴厲、迅速以嚇阻犯罪」、「建立現代化行刑設施」、「以教育預

防犯罪」等觀點影響後代犯罪學甚深。 

十九世紀之實證犯罪學派： 

實證學派基本上否定了古典學派之主張，認為一個人會犯罪主因是受

到生理及心理因素影響，主張找出上述「病因」，以治療方式實施矯

正處遇。 

犯罪生物學：此學派認為犯罪係與「身體特徵」、「基因遺傳」、「內

分泌失調」、「智商」、「腦部神經」等因素息息相關。 

犯罪心理學：此學派認為犯罪係心理因素造成，從「心理分析角

度」、「認知觀點」、「行為主義與社會學習」、「人格特質」、「心理病

態」等觀點分析犯罪。 

十九世紀迄今之犯罪社會學： 

在生物學及心理學興盛之同時，亦有實證學者以「社會學」之角度

研究犯罪問題，強調以社會環境、結構、社會化過程之影響來說明

犯罪行為，三大主流學派為「社會結構理論」、「社會過程理論」、「社

會衝突理論」。 

試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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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社會學是以團體角度探討為主，而犯罪生物學及心理學是以個

體為主。 

結論： 

總而言之，今日犯罪學思想主軸仍是「實證主義」，因為實證犯罪學

之研究可以透過科學驗證使我們更了解犯罪問題與行為，進一步提出

犯罪防治對策。 

 

黃富源、范國勇、周文勇、蔡田木（2009），犯罪學，國立空中大學，

P.31～P.65。 

許春金（2010），犯罪學，自版，P.18～P.30。 

 

 

 

犯罪學者因對犯罪之觀點不同，進而影響其犯罪學研究取向。請分

別就「一致觀的犯罪論（the consensus view of crime）」、「衝突觀的

犯罪論（the conflict view of crime）」以及「互動觀的犯罪論（the 

interaction view of crime）」，來說明在各觀點下犯罪的意義以及刑事

法的角色。 【102 年監獄官】 

 

一致觀的犯罪論： 

犯罪意義：採法律觀點和價值一致的犯罪定義，認為犯罪乃違反刑

事法，且為社會共同一致譴責的行為。刑事法事實上反映了社會全

體的價值觀、信仰與意見等。故稱之為一致觀的犯罪論。 

刑事法的角色： 

刑事法反映及法典化社會所共同承認的價值觀及規範，亦即犯罪

是違反刑事法之行為。 

刑事法是政府訂定並約束有關於人類行為的集體規範，刑事法應

毫無階層、種族、性別、地位之區分，國家對於違反者應施以懲

罰。 

試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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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觀的犯罪論： 

犯罪意義： 

犯罪是不同利益團體間互相衝突的結果。 

犯罪是有權有勢者掌握刑事司法，為維護自己的利益而犯罪化低

階層者某些行為之價值觀的體現，而非全民一致通過的信仰或價

值觀。 

犯罪之所以為一個法律定義，實乃統治階級創立的結果，犯罪意

義實質包含統治階級利益相衝突的行為。 

刑事法的角色： 

衝突觀的犯罪理論傾向於社會經濟及政治導向的犯罪理論，而非

法律導向，故刑事法可能為一被操控的角色。 

擁有足夠政治及經濟實力的團體會利用刑事司法保障自己各方

面之利益，刑事法被認為是他們維護自己利益的工具而已。 

互動觀的犯罪論： 

犯罪意義： 

犯罪是一種社會建構，並無本質上犯罪的現象，定義上較傾向衝

突觀。 

犯罪與法律乃獨立於絕對的道德律，乃是社會上有權者的思想意

識型態，然後以其特有的影響力將犯罪定義強加於其餘的人身

上。犯罪者由於違反社會規範，社會揀選將之標籤為偏差行為

者。但在界定犯罪的過程中，並無政治和經濟的動機。 

刑事法的角色： 

刑事法之立法程序是受到道德企業家（有權有勢者）所影響。 

刑事法對於違法者應該減少干涉，避免他們被標籤而逐漸落入犯

罪副文化中。 

 

許春金（2010），犯罪學，自印，P.40～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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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再犯預測？再犯預測本身有何問題？將再犯預測運用到刑罰的

裁量決定上，又可能產生何種問題？ 【102 年監獄官】 

 

再犯預測之意義： 

係指由具備專門知識及經驗之專家，搜集犯罪者過去生活經驗之詳細

資料，然後從中選取使其陷於犯罪重要關連性之因子若干，再根據統

計上各因子與犯罪關聯之程度，予以點數化，製成以得點之多寡再犯

可能大小之預測表（experience table），作為犯罪預測之工具。 

再犯預測本身存在之問題： 

對於年紀尚小的小孩子，認定其將來可能變成犯罪少年，無異給他

貼上標籤，則會嚴重影響其未來發展（所謂自我預言之實現）。 

再犯預測表乃根據其過去之經歷而製，忽略了被預測者之家庭或社

會環境有可能改變之事實。 

再犯預測表之編製，往往需從官方或相關機構中搜集資料，然而官

方犯罪統計，有許多犯罪人，並未被官方所掌握，即預測表可能忽

略了「犯罪黑數」之問題。 

犯罪乃具有生命、意思之人的行為，可否如同其他自然現象或社會

現象，可以經由統計上的分析而準確地預告，值得商榷。 

將再犯預測運用到刑罰的裁量決定可能產生之問題： 

再犯預測表可能忽略了犯罪黑數的問題。因為再犯預測表的編製，

必須從「犯罪人與非犯罪人」及「累犯與非累犯」這兩組人中做比

較，惟有許多的犯罪人或累犯並未被官方所掌握。 

預測表的客觀性值得懷疑，因為不同使用者，對於預測表的變項，

可能有不同的認定標準；另根據學者研究，再犯預測的準確性有待

改進，並非準確度相當高。 

以預測表為依據，判定某些人再犯可能性甚高，而不准緩刑或假釋

或量處重刑，無異給予標籤，而產生「自我實現預言」的副作用。 

試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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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犯預測必須完全建立在特別預防思想的基礎上，但刑罰裁量不能

只考慮特別預防的目的思想，而應兼顧罪責原則或一般預防的威嚇

目的。 

過分依賴預測表，即不免有「決定論」的觀點，忽略人的自由意志，

亦過於否定人有改變的可能性。 

預測表應針對不同類型犯罪人加以編製，例如性侵害、毒品等，但

就算同樣背景的犯罪人，即使症狀相同，亦可能會有不同反應。 

 

張甘妹（1999），犯罪學原論，三民書局，P.256。 

林山田、林東茂、林燦璋（2009），犯罪學，三民書局，P.192～P.194。 

 

 

 

長久以來，「犯罪行為」持續地困擾著人類社會，經常會造成民眾實

質上的損害與精神上的恐懼；試論述犯罪行為的特性及人類社會約

制犯罪行為的主要體系為何？ 【104 年監獄官】 

 

犯罪行為的特性： 

普遍性（恆常性）：犯罪現象的存在，不會因為時空不同而有所差

異，亦即任何社會、國家均存在著各式各樣的犯罪問題，唯一不同

的僅在於犯罪現象之嚴重程度而已。 

相對性：犯罪現象的發生，會因為時間空間的不同而有不同概念，

有些犯罪行為在某一地方會界定為犯罪，但在某一地方則不為犯

罪；有些犯罪行為在過去不是犯罪，然而時至今日卻成為犯罪行為。 

複雜性（多元性）：犯罪現象經常因社會結構、個人特質、民眾態

度以及法律之規定而顯得錯綜複雜，亦即犯罪行為之發生，其原因

具有多元性，非單一因素即可導致犯罪行為之發生。 

變異性：犯罪現象會隨著時空背景而有所改變，許多犯罪行為會因

時空不同而異其內涵，或犯罪化、或除罪化或產生新型態，無一而

試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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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如毒品犯罪。 

感染性：若某社會發生一種犯罪案件經久不能偵破，則容易滋生更

多類似案件。如「李師科症候群」、「陸正症候群」、「千面人症候群」

等。 

流動性：若某社會發生一種犯罪案件後能在很短暫時間內即加以壓

制，則類似案件會減少，但其他類型犯罪案件卻會增加。 

低威嚇性：犯罪現象的低威嚇性係指犯罪行為透過刑罰制裁之後，

仍然無法將其消弭於無形。然而從有人類社會之始，犯罪行為即存

在，且層出不窮。 

人類社會制約犯罪行為之體系： 

制約體系係指防止人類行為一直往自我利益或個人快樂傾斜的力

量，邊沁描述了四項制約要素，以下說明之： 

物理的制約： 

即是自然制約，自然產生無須他人實施積極干預行為。 

例如有許多犯罪行為是具有高度冒險和執行上的困難，以致於自

然地會受約束到某種程度。甚至許多犯罪行為會對犯罪者產生傷

害，這樣的後果將遏止人們犯罪。 

道德的制約： 

道德制約亦稱為社會的制約。 

邊沁認為鄰里和社區的行為和言語對一個人而言，仍是很重要快

樂和痛苦的來源，亦即透過社區（會）鄰里人們的約束，使人感

受背負道德包袱，進而抑制犯罪的可能。 

政治的制約： 

政治的制約亦稱為法律制約。 

邊沁力倡以功利原則來合理化國家對犯罪人之懲罰，同時描述這

些懲罰如何有最大效應。其主張對犯罪懲罰應達到確定性、嚴格

性、迅速性，迄今仍受到重視。 

宗教的制約： 

邊沁假設人類之行為多少受到宗教教條的約束。 

傳統古典學派承認宗教對一個人的犯罪行為有所影響，但實證學

派認為宗教屬超自然力量，並未檢驗其對犯罪行為的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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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富源、張平吾、范國勇（2012），犯罪學新論，台灣警察學術研究

學會，P.68～P.69。 

許春金（2010），人本犯罪學，自印，P.87～P.90。 

 

 

犯罪觀點論為影響理論建構與預防之重要基礎，其中一致觀

（consensus view）、衝突觀（conflict view）和互動觀（interaction 

view）為三個主要解釋犯罪觀點，請就其理論基礎、價值規範的形

成、犯罪定義和犯罪預防控制等面向比較這三個犯罪觀點論的差

異，並分別舉例說明那些犯罪學理論深受此三觀點論的影響。    

 【101 年警大犯防所】 

 

犯罪觀點論之相關問題，分述如下： 

理論基礎： 

一致觀：源起社會功能學派（Functionalist School of Sociology），功

能學派強調的是每一部分對整體的貢獻，社會每一部分的改變對社

會其他部分產生重大影響。 

衝突觀：衝突觀的犯罪理論傾向於社會經濟及政治導向的犯罪理

論，而非法律導向。衝突觀論者主張擁有足夠政治與經濟力量的團

體將會利用刑事司法維護自己的權益，刑事法被視為有權有勢者保

障自己的工具。 

互動觀：理論基礎為形象互動理論，強調個體會從他人對他的行為

給予正面或負面的意義而評估及解釋個人之行為。亦即現實生活與

他人的互動中，他人的反應對於個體之後之行為有相當大的影響。 

價值規範的形成： 

一致觀：在完整且功能正常的社會裡，社會成員對於規範、目標、

價值、習俗等有一致的見解。社會成員依此來指引其日常生活和行

為，稱為一致觀。 

衝突觀：刑事司法被視為有權者及有錢者維護自己利益而犯罪化

試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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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inalization）低階層者某些行為的價值觀之體現，並非全體

共同一致的價值觀。 

互動觀：社會上有權者（道德企業家）的思想意識型態，然後以其

特有的影響力將犯罪定義強加於其餘的人身上。犯罪者由於違反社

會規範，社會揀選將之標籤為偏差行為者。 

犯罪定義： 

一致觀：採法律觀點的犯罪定義，認為犯罪乃違反刑事法，且為社

會共同一致譴責的行為。刑事法事實上反映了社會全體的價值觀、

信仰與意見等。 

衝突觀：社會係由許多利益衝突的團體所組成的，犯罪是不同利益

團體間互相衝突的結果，法律則是統治階級的工具。 

互動觀：強調犯罪後社會的反應，亦即指刑事司法機構處理違法者

所可能產生的後果，對犯罪的定義認為犯罪是一種「社會建構」之

結果，較傾向於衝突觀之解釋。 

犯罪預防控制： 

一致觀：主張應從家庭學校與社區等非正式社會控制手段來預防犯

罪，對於已經犯罪或經常累犯之犯罪人，則主張採取嚴厲的社會控

制機制（如刑事司法體系）來嚇阻犯罪。 

衝突觀：主張犯罪防治應從改造階級、改造貧民區著手，強調政治

與經濟體質的改變，必要時進行國家體制之改變以達階級平等亦在

所不惜。 

互動觀：主張刑事司法機構對於違法者愈少干預愈好，避免被標

籤、烙印，逐漸落入犯罪副文化中。因此主張 4D：除罪化

（Decriminalize）、非機構化（Deinstitute）、適法程序（Due process）、

轉向處遇（Diversion）等來處理犯罪問題。 

影響之理論： 

一致觀：古典學派以及大部分的實證學派（如涂爾幹無規範理論）

學者均是。 

衝突觀：犯罪副文化及衝突理論。 

互動觀：如美國 1970 年代盛行之標籤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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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春金（2010），犯罪學，自印，P.40～P.43。 

 

 

 

從 Gottfredson 與 Hirschi 的犯罪共通性理論（General Theory of 

Crime）觀點，何謂犯罪？犯罪行為具有哪些特性？以侵入住宅竊盜

為例，其本質和結構是否具有這些特性？如何預防？   

 【102 年警大犯防所】 

 

赫胥（Travis Hirschi）與高佛森（Michael Gottfredson）於 1990 年提出

此一理論，將行為（古典犯罪理論）和人（實證犯罪理論）做了區分，

前者以「犯罪行為（Criminal Act）」一詞代表之，後者以「犯罪性

（Criminality）」一詞代表之。 

犯罪之意義： 

是指行為人以力量或詐欺的行為追尋自我利益。其必須有特殊的條件

（如活動、機會、被害者）且為追尋短暫利益的事件。犯罪可說是違

反法律、滿足此類傾向的活動。犯罪事件要發生必須有犯罪人外，尚

須其他條件（被害人、犯罪機會）配合。所以，犯罪為一個事件，犯

罪理論係告訴吾人在何種情況下犯罪傾向較有可能轉化為犯罪。 

犯罪行為之特性：犯罪不需要特別的能力、需求與動機，人人都能

為之。 

犯罪均是輕微事件，犯罪人實際獲益不多，被害者損失亦不多。 

犯罪的時間與空間與青少年的休閒型態類似。 

犯罪並無專門性，並不需太多的準備、技術、計畫和工作。 

犯罪所提供的結果－立即享樂。 

侵入住宅竊盜之本質與結構是否具上述犯罪行為之特性： 

住宅竊盜之本質與結構，依犯罪共通性理論之見解，犯罪客體是

房屋內之財物，吾人不需質疑犯罪人為何實施竊盜行為。當一間

房子空無一人，竊盜犯不需要太多計畫準備，可以利用不是很困

試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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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的方式進入建築物，不需要特別的專精技術，而房屋內如有可

輕易帶走的標的物，又缺乏監控時，將容易發生竊盜犯罪。 

據實證調查，有相當多數之住宅竊盜是青少年所犯下，竊盜犯罪

對他們而言，具有短暫慾望及利益的立即滿足，一般住宅竊盜之

損失多數相當輕微（包含門窗），竊盜犯所獲取之利益低於被害

者之損失，因為銷贓價格將被控制及有時將贓物據為己有。 

因此，住宅竊盜之本質與結構具備犯罪共通性理論「犯罪」之特性，

吾人可藉由修正環境而控制該犯罪，而強調機會或情境控制的預防

策略，廣泛被運用。 

以情境犯罪預防模式說明住宅竊盜之預防： 

意義：所謂情境犯罪預防，係指對某些獨特之犯罪類型，以一種較

有系統且常設之方法，對促成犯罪之環境加以設計、管理，俾以增

加犯罪者之風險，減少酬償及降低犯罪機會的預防措施。 

策略： 

增加犯罪阻力：例如標的物強化，在住宅增設保全系統，將財產

變成堅固化與安全化，以減少歹徒之入侵，使得犯罪更加困難；

如購買保險箱，將財物置入該箱，使歹徒更不易得手。 

增加犯罪風險：例如自然監控，係以防衛空間與鄰里守望相助為

主要任務，主要是藉由人與物的輔助，增加監控潛在犯罪人之效

果。例如改善社區的街燈、對於社區居民進行安全調查、僱用保

全巡邏等，使歹徒增加曝光機會，提高犯罪風險。 

減少犯罪誘因：例如財物的辨識，將住宅內個人財物標上記號，

使財物之價值降低而影響被竊取之機會；又如藏匿標的物，住宅

內值錢之物品切勿置於顯而易見地點。 

減少犯罪刺激：例如避免模仿，減少侵入住宅作案方式之散布，使

得潛在之犯罪人無學習之機會與衝動之動機；又如減緩挫折與壓

力，健全人格發展與技能學習，避免無法維生而進入住宅偷竊。 

移除犯罪藉口：例如在社區大門及住宅前面豎立警語，告知社區及

住宅如遭非法入侵，即啟動警民連線等語；又如訴諸良心策略，其

起源是竊盜犯在從事犯罪行為時，通常會合理化自己之行為來降低

內心罪惡感，因此可於住宅外張貼竊盜是違法行為之語，使竊盜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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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覺。 

 

許春金（2010），人本犯罪學，自印，P.122～P.125、P.165～P.167。 

許春金（2008），犯罪預防與犯罪分析，自印，P.405～P.422。 

 

 

犯罪測量為犯罪學研究之基礎，試述犯罪測量的主要目的為何？並

分析犯罪測量的三種途徑，以及此三種測量途徑的功能與限制。 

【103 年警大犯防所】 

 

犯罪測量主要目的： 

提高犯罪學的科學性及精確性：透過犯罪測量，可更精密了解犯罪

原因與犯罪理論之分析。例如自陳報告彌補官方資料之不足，更能

進一步清楚了解犯罪現象與犯罪原因。 

作為犯罪原因探討之依據：犯罪測量對於犯罪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

而言，可以運用來說明解釋犯罪原因，甚至預防犯罪、矯治犯罪人，

因此犯罪測量是當代犯罪學重要課題。 

促成犯罪學理論的犯罪預防對策之革新：犯罪測量是犯罪科學的基

礎，犯罪測量與犯罪理論的建構息息相關，測量之精進，可以促使

犯罪學理論的革新與犯罪預防對策的改革與精進。 

評估刑事與犯罪預防政策的成效：有正確的犯罪測量工具與數字，

犯罪學家或是刑事司法人員可以很有效的評估刑事或犯罪預防政

策的成效。如強制配戴安全帽的政策與機車的失竊率在實施前與實

施後的關聯性。 

協助刑事司法機構和人員作政策決定：對於刑事司法體系人員和機

構而言，正確的犯罪測量可以協助他們做正確的政策決定。例如警

察的巡邏勤務是否應該根據所謂的「犯罪熱點（Criminal Hot Spot）」

而調整。 

犯罪測量之三種方法： 

試題 10 



第一單元 犯罪學基本概念與犯罪現象分析 

 

20 

官方犯罪統計法：此乃最常見的犯罪衡量方法，一般而言，官方犯

罪統計係指警察、法院及矯正機關等刑事司法機關所登錄的有關犯

罪行為或犯罪人的資料。 

自陳報告犯罪統計法：讓受調查者報告在過去特定時間內，違反法

律或社會規範的程度與類型，此乃因為官方統計對於較嚴重的理論

性問題（如人格、特徵）無法提供有益的資料而應運而生的統計方

法。 

被害者犯罪統計法：被害調查並不依賴刑事司法機構為犯罪資料的

來源，它乃透過被害人的抽樣調查來衡量犯罪行為的本質及數量，

並藉以了解被害者的特性與導致被害的情境因素。 

三種測量方法之功能： 

官方犯罪統計法： 

資料豐富、分析詳細，尤其是統計數據更是對犯罪研究最好的依

據。 

就犯罪之嚴重性而言，官方統計仍是甚好之犯罪指標。因為可以

從犯罪總數量中獲知哪一種犯罪的數量最多、占整體百分比最

高。 

有助於犯罪趨勢或不同類型犯罪消長之了解，例如過去十年竊盜

犯罪的消長了解。 

自陳報告犯罪統計法： 

可獲知犯罪黑數，即彌補官方統計資料之不足。 

可估量出受訪者的犯罪類型及次數，並且得知其價值觀、人格特

性。 

可決定犯罪行為在上、中、下各階層之分布是否有所差異。 

被害者犯罪統計法： 

可以有效的彌補犯罪黑數的問題。 

可讓警方了解哪些族群、民眾或是社區是警察執法的盲點，進而

調整資源。 

可以協助被害者爭取刑事司法體系上應有的資源與司法救助。 

三種測量方法的限制： 

官方犯罪統計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