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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讀： 

本章是初學犯罪學者首先接觸之章節。有許多基本概念的

試題是讀者必須準備，特別是報考四等一般行政警察、四等監

所管理員同學必需要熟讀的一個章節。 

 

學習重點提示： 

犯罪與偏差行為之關係為何？ 

熟悉犯罪學及其探討範疇（重要架構題）。 

說明刑事司法漏斗效應及其優缺點。 

犯罪現象之七大特性。 

犯罪不滅定律（重要觀念題）。 

犯罪測量之方法及其優缺點。 

犯罪黑數相關議題。 

犯罪觀點論（一致觀、衝突觀、互動觀）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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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犯罪與犯罪學之概念 

壹、犯罪的定義 

一、犯罪（行為）的定義 

犯罪之定義，因社會現象之變化而有所不同。因此，甚難劃定一個在任何

時、空、政治、社會結構與倫理道德標準下，均能適合之定義。有學者主

張：犯罪在本質上就是一個具有複合性與相對性之概念1。犯罪的定義，

似可從以下四層面探討： 

從刑事法層面（Legalistic Perspective）觀之： 

認為犯罪乃責任能力之人，違反刑罰法規之規定，在無阻卻違法事由

原因時，基於故意或過失，所為之侵害法益，而須接受制裁之行為而

言。 

從此一角度觀之，一個國家的刑事法律是規範與定義犯罪的主要準則

與利器，透過立法者的立法，將抽象的犯罪行為予以具體化與條文

化，讓人民可以清楚知道犯罪的定義與概念。 

從政治層面（Political Perspective）觀之： 

犯罪的定義主要聚焦於法律的制定與犯罪化的過程。亦即犯罪是一種

符合某一法律標準（criteria）或要件下的行為，而這一法律標準或要

件，卻是由具有權勢的政黨、團體或階級，挾帶著他的利益、立法的

權限，透過立法的程序，合法化他們的利益，犯罪化其他弱勢族群的

行為或利益，藉以排除異端。 

換言之，犯罪，從政治的角度觀之，即是有權勢的階級或團體，排除

異己、打擊弱勢團體的手段與方法，藉以合法化其統治的地位與權限。 

從社會層面（Social Definition Perspective）觀之： 

犯罪是一種社會偏差行為（Social Deviant Behavior），它是與社會所

公認一致的（Consensual）行為規範（Conduct Norms）相衝突，並且

侵害到社會公眾利益，而為社會所否定並應加以制裁的反社會行為。 

這種具有「反社會（Antisocial）」與「無社會適應性（Asocial）」等

特性之行為，稱為犯罪行為。 

從心理層面（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觀之： 

犯罪行為是指個體因外在環境或內在疾病、遺傳缺陷等導致焦慮、痛

                                                        
1 林山田（2005），刑罰學，台灣商務印書館，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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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挫折等厭惡的複雜情緒，因為個體欲舒緩此類複雜情緒，而表現

於外的異常行為，且不為社會大眾所接受或侵害他人權益者。 

例如為舒緩工作壓力而從事吸毒行為，又如為舒緩自己的性慾而從事

性侵害行為等，均為社會大眾所不容之異常心理病態（Abnormal）或

精神病態（Psychopathic）行為。 

二、犯罪與偏差行為之關係 

犯罪行為之定義： 

所謂犯罪行為，係指個體之行為違反當時當地居民所一致認同之公益

（公共秩序、共同利益、法律規範），而受到社會大眾譴責之行為，而

行為當時是否基於自由意志或生心理缺陷而造成，均不影響其成立犯罪

行為。 

犯罪之定義，經常隨著時間、空間的變化而有所不同由於犯罪行為具有

隨時變化的特性，有學者則稱犯罪行為像「阿米巴（變形蟲）」一般，

隨時隨地都在變動2。例如： 
時間：如酒後駕車，在民國 88 年 4 月立法通過刑法第 185 條之 3 以

前是不受刑事法追訴。 

空間：如通姦罪，在德國不受刑事法追訴，但在台灣則依刑法第 239

條規定追訴。 

偏差行為定義： 

狹義的觀點：乃指法律上意義之犯罪（係指少年事件處理法第 3 條第 2

款規定之虞犯）。 

廣義的觀點：偏差行為係指某行為不符合社會共同的規範，且這些行為

具有潛伏的危險性存在，但並非全部都是犯罪行為，例如考試作弊、酗

酒、說謊、逃學、翹家、吸食強力膠、遊蕩等違反社會規範的行為。 

偏差行為與犯罪行為之關係，依學者見解如下3： 

包含關係：犯罪行為屬偏差行為之範疇，但部分偏差行為態樣如飆車、

翹家、酗酒並不等於犯罪行為，亦即犯罪行為屬於偏差行為之一部分，

偏差行為包含犯罪行為。 

交叉關係：然而再進一步觀察，偏差行為與犯罪行為的關係並非如此單

純，例如少數犯罪行為超出偏差行為之外，不屬於偏差行為之範疇，因

此，有學者認為偏差行為與犯罪行為兩者是交叉關係，均是犯罪學研究

                                                        
2
 許春金（2017），犯罪學，自印，頁 69。 

3 蔡德輝、楊士隆（2013），少年犯罪，五南出版社，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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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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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與犯罪行為之包含關係   偏差與犯罪行為之交叉關係 
資料來源：蔡德輝、楊士隆（2013），少年犯罪，五南出版社，頁 6。 

刑事司法之漏斗效應（Funnel Effect）、偏差行為及犯罪行為三者間之關

係： 

美國社會學家 J. Douglas and F. Waksler（1982）曾以漏斗效應說明偏

差行為之連續現象。 

認為偏差行為的定義可以從最廣泛到最狹窄的，而大部分的犯罪學家

都將興趣放在最廣泛的偏差行為。所以，偏差行為是漏斗的最外圍，

而犯罪行為則是漏斗的最底端處。 

如果以漏斗比喻為刑事司法體系，則可以得到以下結論：偏差行為不

等於犯罪行為，許多進入刑事司法體系的行為，最後僅剩嚴重的、核

心的犯罪行為留在體系中，而大部分的行為均是偏差行為而被排除於

刑事司法體系外4。 

刑事司法漏斗效應之優點5： 
使刑事司法體系不易瓦解：倘太多案件未經過濾就全部進入刑事司法

處遇，將使體系無法負荷而產生諸多問題。 

有利於社會對刑事司法之信任感：漏斗效應逐步過濾不符犯罪構成要

件之案件，使犯罪人俯首認罪，無辜者獲得清白，可減少司法資源之

浪費，並可達到實現正義之目標。 

刑事司法漏斗效應之缺點：令人感覺刑事司法體系常常是雷聲大雨點小

之感覺，往往遇上有權貴者，常常都是交保、羈押一段時間獲釋、輕判

或最後無罪之情形比比皆是。 

 

                                                        
4 許春金（2017），前揭書，頁 82～83。 
5 許春金（2017），前揭書，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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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蔡德輝、楊士隆（2017），犯罪學 ，五南出版社，頁 339。 

三、犯罪現象之特性【104 監獄官】 

根據學者指出，犯罪現象具有以下幾點特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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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說明：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E. Durkheim）主張犯罪是社會的正常現象。 

義大利犯罪學家費利（E. Ferri）主張的犯罪飽和原則（The Law of 

Criminal Saturation）來說明社會上存有一定數量的犯罪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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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通姦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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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酒後駕車、吸

食安非他命）。因此不同的犯罪現象經常反映不同社會結構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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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少年犯罪，可能是心理因素、家庭因素、社會環境

因素或情境因素所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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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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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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毒蠻牛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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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民國 76 年至 77 年間，警方成

立反綁架與反恐嚇小組，強力壓制此兩項犯罪案件後，竊盜、強盜與搶奪

犯罪在同一時期卻大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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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上認為刑罰愈嚴厲、迅速與確定，應能嚇阻犯罪，消弭犯罪，

然而從有人類社群、社會之始，犯罪行為即存在，且層出不窮、日新月異，

因此犯罪現象具有低威嚇性。 

四、犯罪不滅定律 

源自於上述犯罪具有普遍性原則，進而衍生出「犯罪不滅」定律，犯罪是無

可避免的，更不可能被消滅，有時某一程度的犯罪對社會而言具有正面積極

的功效。「犯罪不滅定律」可從以下三個層次釐清7： 

社會學觀點： 

犯罪是不爭的社會事實，與社會共進共存。 

義大利犯罪學家費利（E. Ferri），於 1880 年代提出「犯罪飽和原則（The 

Law of Criminal Saturation）」，認為犯罪在社會中都存在，並具有一定的

飽和點，就如同在一定溫度下，在一定量的水中放入砂糖，則能溶解一

定量的砂糖之「化學飽和原則」一樣。 

法國社會學大師涂爾幹（E. Durkheim）於 1895 年曾謂，一個社會不可

能沒有犯罪，要滅絕犯罪必須取得完全同質（Homogeneous）的社會共

識（Social Conscious），使社會每一成員對於何者當為何者不當為有一

致的公意並遵守，然而因為人與生俱來的永無止境的慾望以及人與人之

間的個別差異性，社會將永遠存在犯罪。 

                                                        
7 林山田等（2009），犯罪學，三民書局，頁 33。 



008 犯罪學（概要） 

美國犯罪學家蕭和瑪喀（C. Shaw and H. Mckay）的犯罪區位學派

（Criminal Ecology）主張，犯罪是社會解組（Social Disorganization）

的結果，犯罪是由貧民區的住民在商業區或市中心所從事的生存行為，

在沒有辦法改善貧窮以及改造貧民區的情況下，犯罪將一代傳一代。 

美國犯罪學家克勞渥及奧林（R. Cloward and L. Ohlin）延續墨爾頓（R. 

Merton）古典緊張理論（Classical Strain Theory），認為犯罪是青少年的

傳統合法機會遭受到阻礙所致，但在「身分挫折」以及「手段亂迷」的

問題未改善前，青少年犯罪問題將無法消失。 

美國犯罪學家赫胥（T. Hirschi）主張人性本惡的說法，認為人出生之後

即有犯罪的動機與傾向，因此人從事犯罪行為是不需要解釋的。人不從

事犯罪以及守法的行為才需要解釋。他進一步指出，人類如果不是受到

外在法律的控制與環境的陶冶及教養的話，便會自然傾向犯罪，而這些

外在的力量即是所謂的「社會控制」。 

刑事立法觀點： 

隨著社會化的腳步與發展，除了已有的自然犯罪外，立法機關更製造出

一些法定犯罪，將一些原本在過去不是反社會或危險的行為科以刑罰，

例如「野生動物保育法」、「著作權法」、「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等。 

因此，從刑事立法而言，整個立法過程即是「犯罪化」過程，在現代社

會日新月異，科技日益發達的情況下，各種犯罪行為將伴隨新的科技推

陳出新，因此犯罪的範疇增廣，而犯罪的質量也產生變化。犯罪問題將

永不停歇。 

實際現況觀之： 

疾病是生理病態，由醫生負責診斷、開刀、治療與開藥，因此疾病的問

題是伴隨人類肇始而存在，古今中外僅聞「預防、治療疾病」而未聞「完

全消滅疾病」的執行計畫。 

犯罪是社會病態，由刑事司法體系的警察、檢察、法院及監獄負責犯罪

人的偵查、審判與矯正工作。而犯罪問題自有人類開始即已存在，古今

中外也未聞犯罪的消滅或中斷。因此，犯罪不可能消滅，而刑事司法人

員也不可能肩負犯罪消滅之任務。 

所以，貧窮、疾病與犯罪在文化社會現實狀況下，是幾乎不滅的社會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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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犯罪學的定義 

一、犯罪學之定義【92 監所員、102 原住民】 

犯罪學一詞的出現： 

犯罪學（Criminology）一詞首先由法國學者多比納（P. Topinard）於 1879

年首先倡用，而後義大利學者蓋洛法羅（R. Garofalo）繼續採行，於其 1885

年的著作「Criminologica」為書名，沿用迄今。 

犯罪學的新近定義8： 

係以科際整合之觀點研究犯罪與犯罪人之經驗科學，亦即研究犯罪現象、

犯罪發生原因、犯罪學理論、犯罪預防策略與犯罪人矯治處遇之科學，期

望能將具體研究所得提供與刑事立法、刑事司法、刑事執行與社會政策上

之參考。 

二、犯罪學之研究目的9 

衡量犯罪行為： 

其目的在於瞭解每年犯罪發生之數量、犯罪之型態、犯罪發生之地點、犯

罪人、犯罪相關社會因素，提供有關當局擬定犯罪防治對策，以及刑事司

法機關資源規劃，並協助犯罪學家瞭解犯罪行為之性質及原因。 

了解犯罪行為： 

犯罪學家研究犯罪學乃為了解犯罪行為之性質，亦即要了解犯罪發生之根

本原因。 

控制犯罪行為： 

乃為提出犯罪防治對策，以控制犯罪行為至最低程度。 

三、犯罪學之研究價值【93 原住民】 

根據學者指出，犯罪學之研究具有以下之價值10： 

研究方面之價值： 

犯罪預測：從事犯罪預測方面之研究達到預防犯罪之實益。 

犯罪學理論：以其實證的研究成果，建立犯罪理論體系，其於犯罪的種

                                                        
8 張甘妹（1999），犯罪學原論，三民書局，頁 18；蔡德輝、楊士隆（2012），犯罪學，五南出版社，

頁 6～8。 
9  蔡德輝、楊士隆（2012），前揭書，頁 8～9。 
10 蔡德輝、楊士隆（2012），前揭書，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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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與各種類型的犯罪型態作理論上的解釋與說明。 

被害者學：從事被害者學方面之研究，以提出減少被害傾向之預防犯罪

的建議。 

犯罪預防：對犯罪預防的措施提出適當之建議。 

犯罪防治政策方面之價值： 

犯罪處遇：對犯罪處遇加以研究，提出最經濟、最有效且合乎人道處遇

之建議。 

法律制度：對現行法律制度及社會制度加以研究，提出改革之建議。 

刑罰改善：犯罪學之研究，以積極的態度負起改進刑罰之責任，並進一

步提供刑事立法與刑事司法界參考。 

四、犯罪學之研究限制【93 原住民】 

在資料搜集方面： 

犯罪當事人方面： 

在研究過程中，經常遭遇到涉及個人感情、隱私或會科以刑罰之犯罪

型態時，受訪者容易掩飾其統計及個案研究資料，使得研究者無法發

現真實，因而造成「犯罪黑數」。 

如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不願報案、竊盜犯罪認為損失不大或不信任警

察而不願報案等、毒品犯擔心供出用毒情形反遭報警。而犯罪人及被

害人自身及週遭親友的種種疑懼，不願配合研究。如犯罪人透露其犯

罪資料，則可能有被受刑罰或受污名之恐懼。 

政府機構： 

政府機構保守作風與自身利益考量，而不願提供官方資料。 

例如警察部門害怕提供一些犯罪案件之數據、資料後，恐受外界質

疑、批評，因此不敢提供，藉故拖延或拒絕，當然影響犯罪問題之研

究。 

一般民眾： 

由於近年來受訪者的消極、不願意接受調查訪談的態度，也導致犯罪

學的研究受到侷限。 

此乃因為近年來許多不肖商家或是研究機構，只為謀求自身的利益；

或是受訪者認為研究結果並未對其意見形成政策、所有改革，遂對於

犯罪學的研究反感、採取消極的應付態度，讓犯罪問題難窺全貌。 

在犯罪學研究員方面： 

研究員受到政府指導、是否有研究經費資助而選擇題材，如果政府不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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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議題（如種族與犯罪），則研究之人相對減少許多，如此易流於

以管窺天之弊。例如：青少年犯罪、毒品犯罪以及性侵害犯罪，均曾造

成學者競相研究之風潮。 

研究者過於主觀或心中已有定見，也會使研究結果產生極端之現象。例

如研究青少年藥物濫用，「好奇」之選項，為一般研究者所偏好。 

許多研究者不具備科學研究的精神，常將自己的「偏見」視為研究成果

而發表於期刊論文甚至報章媒體，造成社會大眾的恐慌。例如有些大學

或學術研究機構經常公布犯罪時鐘（每一分鐘就有幾件犯罪案件或性侵

害案件）。 

參、犯罪學的研究範疇【92 監所員、102 原住民】 
根據學者研究，犯罪學的研究範疇可分為以下八個領域11： 

一、犯罪測量研究 

任何一門學科的進步實有賴於其所使用之測量工具的精密和精確，以便能

更仔細、細微地觀察所欲研究的現象，如犯罪學。 

犯罪學領域中，有三種測量犯罪的方法，最常見與常用者是警察局、法院

及矯正機構所收集的官方統計。 

由於官方統計的許多缺陷，如犯罪黑數，1940 年代以後，自陳報告問卷

調查也常被犯罪學家使用來衡量犯罪行為之本質。 

另一種犯罪測量方式，即是抽樣訪問一般民眾以獲取他們是否有成為犯罪

被害者（Victims）的經驗。有可分為住宅被害、商業被害與個人被害三種。 

二、犯罪相關因素的研究 

犯罪相關因素（Correlates of Crime）研究在於提升吾人對犯罪現象的了解

與認識，以便對犯罪理論的建構有所幫助。 

而討論犯罪的相關因素，可以微觀（Micro）或巨觀（Macro）的層

面討論之： 

微觀層面，如犯罪者的特徵，像是性別、年齡、族群、經濟狀況及宗教

信仰。以及加害者與被害者的熟識程度。 

巨觀層面，犯罪率與失業率、社會發展程度、離婚率、失業率、年輕人

口比率、國民所得等。此外，犯罪的時間與空間分布等。 

                                                        
11 許春金（2017），前揭書，頁 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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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犯罪理論研究 

犯罪學的另一主要領域便是要發覺犯罪行為發生的原因，這是犯罪學理論

的主要工作。 

從犯罪學的發展史發現，犯罪的原因可能是生理的，如體型、智商、遺傳；

可能是心理的，如慾望的壓抑或未獲得滿足的補償作用；可能是社會的，

如社會學習、社會的貧窮、社會團體的衝突所致；甚至是政治、經濟的因

素導致犯罪。因此，犯罪的原因可以說是錯綜複雜、不一而足。 

儘管如此，大部分的犯罪學家相信，探討犯罪原因是犯罪學主要任務之

一，除非能有效掌握犯罪原因，否則犯罪將難以被控制與預防。 

四、犯罪被害者學 

犯罪被害者學（Victimology）主要是希望透過對被害者之行為、個人特性

及在犯罪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等之了解，以便協助解釋被害事件，及降低

被害之損傷。 

晚近以來，犯罪學者對被害者所扮演的角色多方探討，認為被害者在整個

犯罪案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是由他們促使犯罪發生。 

另外，也利用被害調查法衡量犯罪行為之本質與數量，計算不同人口特性

的人成為犯罪被害者的可能性有多少，探討被害者的可責性以及提供被害

者補償的各種可行途徑，發展相當迅速。 

五、犯罪類型研究【100 檢事官】 

大部分的犯罪學理論均企圖要解釋所有犯罪發生的原因，但在實際應用

時，如要解決、減少、預防所有犯罪事件，將有其實際困難。因此，在犯

罪防治實務工作時，必須藉助犯罪類型（Crime Typology）之研究。 

所謂犯罪類型論主要是描述和探討主要犯罪類型之本質、普及性及有關的

重要問題，如渥夫幹的殺人犯罪之類型、蘇哲蘭的白領犯罪。 

此外，犯罪類型論也探討犯罪人類型，如將犯罪人分為職業犯罪人、偶發

性犯罪人和心理病態性格犯罪人，以進一步更了解犯罪人犯罪原因與型態

（Pattern）。 

犯罪類型研究的重要性12： 

有助於了解犯罪現象全般概況：類型分類為認知是物與現象的第一步，

現象分類才能確定描述、解釋犯罪，進而找出現象的規律。 

促進犯罪學的科際整合及科學化：犯罪學實證研究常須借助其他學科的

                                                        
12 張平吾、黃富源、范國勇、周文勇、蔡田木（2010），犯罪類型學，國立空中大學，頁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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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理論或研究成果。 

促進犯罪學實證研究的發展：犯罪類型學的研究使政策制定更能貼近社

會事實及具應用價值。 

有助於促進刑事立法的科學：犯罪類型學研究可做為刑事立法、刑事司

法、刑事政策的循環關係。使刑事立法、修法、補充立法提供堅實的立

論基礎。 

為犯罪學理論與實際驗證間架起關係解釋的橋梁：犯罪學將理論結合在

具體的犯罪類型學研究中，才能根據不同類型的特性與規律，提出針對

犯罪性的政策、法律與相關具體措施的有效防控策略實務中直接應用。 

促進犯罪學研究的前瞻性發展：犯罪學的研究可找出犯罪現象的發展趨

勢極可能的變異情形，進而提出超前立法或措施，以防範未然。 

六、犯罪預防研究 

犯罪預防是犯罪學研究之目的，也是犯罪學的出路和應用目的。犯罪預防

之於犯罪學就有如公共衛生之於醫學，兩者關係密切。 

犯罪預防有許多策略計畫： 

有以公共衛生的三級預防策略。 

有以策略模式的型態，如發展性預防、社區犯罪預防、情境犯罪預防、

刑事司法犯罪預防等。 

有以非正式社會控制機制如家庭、學校、社區等為治本預防策略。 

七、比較犯罪學研究 

犯罪學研究希望也能追求跨越時空限制的普通性原理原則，因此，比較犯

罪學研究就顯得非常重要。 

因此，近年來各國對於犯罪問題之研究，兢兢業業，並舉辦或參與國際犯

罪學年會，分享研究所得，相互切磋，截長補短，均希望國家犯罪問題能

獲得進一步控制與預防，以達維持良好社會秩序之目的。 

八、刑事司法體系研究【95 原住民】 

刑事司法體系（Criminal Justice System）13，係指刑事法律之執行，包含

警察、法院（含審檢）及矯正等機構在執行刑事法律的情形與效果。 

犯罪學之研究，最終目的也是希望透過刑事司法體系或機制，執行犯罪學

                                                        
13 刑事司法（Criminal Justice）則可說源於晚近美國的發展。1967 年，美國詹森總統的總統執法與司

法行政委員會（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Law Enforc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首先揭櫫

此一名詞。 



014 犯罪學（概要） 

之研究與對策，進一步控制犯罪、預防犯罪，因此，刑事法律的執行探究，

當然是犯罪學探討之一部分，刑事司法當然是犯罪學研究範疇。 

如同學者 Schmalleager（2006）主張，犯罪學對於犯罪與犯罪行為提出顯

著的對策與解決之道，但實際上的執行機制或運作核心，則在刑事司法體

系身上，兩者關係，甚為密切。 

 
犯罪學研究範疇之整理：【重要】 

範疇 重要論點 

犯罪測量（統計）研究 
獲得有效的犯罪資料。 
設計新的研究方法。 
測量計犯罪的類型與趨勢。 

犯罪相關因素的研究 
探究促使犯罪發生的相關因素。 
分為社會的經濟的（巨觀的）個人的（微觀的）

因素探討。 

犯罪理論研究 
了解犯罪、犯罪率及犯罪趨勢的原因。 
預測個體從事犯罪行為的能力。 

犯罪被害者學 
研究被害者被害之本質與原因。 
協助被害者在刑事司法體系的地位與權益。 

犯罪類型研究 
了解犯罪類型之本質、趨勢與原因。 
進一步針對各類型提出預防對策。 

犯罪預防研究 
了解犯罪預防的理論與對策。 
進一步運用於個體日常生活中以預防被害。 

比較犯罪學研究 
追求跨越時空限制的犯罪學之普通性原理原則，

以達國際犯罪控制與預防之目的。 

刑事司法體系研究 
研究刑事司法體系對於犯罪人如何處理與運作的

機制與方式，進一步控制犯罪、預防犯罪。 

肆、犯罪的測量與統計 

一、犯罪測量之目的【91 監所員】 

根據學者指出，從事犯罪測量具有以下幾點目的14： 

提高犯罪學的科學性及精確性： 

透過犯罪測量，吾人可以提高犯罪學研究的科學性與精確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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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許春金（2017），前揭書，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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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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犯罪測量就沒有犯罪科學的存在。因

此，犯罪測量與犯罪理論的建構息息相關，犯罪測量之精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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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例如辛普森與勞伯（R. Sampson & J. Laub, 1993, 2003）利用高階統計技

術（advanced statistical tool），將葛魯克（S. & E. Glueck）夫婦 1930 年

代的研究樣本重新分析，不僅提出新的犯罪學理論外，更導致犯罪預防

對策的轉向與更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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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犯罪測量之困難 

由於犯罪及社會失序行為具有以下一些特殊性質，使得其測量較諸其他學科

更為困難與不易15： 

犯罪的稀少性： 

在一個合理的時間內，大部分的人均不會犯罪或被害，犯罪的嚴重性與次

數成反比，此項問題在低犯罪率國家（如日本）尤其嚴重，而經濟、心理、

社會等行為則遠較犯罪行為普遍存在，數量也較犯罪行為來得多。 

犯罪的不平均分配： 

犯罪與被害高危險群是非常少的，尤其暴力犯罪，集中在某些特殊的空間

和時間，他們很難被找到，對研究樣本的取得及代表性顯然造成一些困難。 

                                                        
15 許春金（2017），前揭書，頁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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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隱密性： 

犯罪人為逃避偵查，或以快速的犯罪技巧以防範偵查，更不願意告知他人

自己的犯罪經驗。即使採用犯罪被害調查，被害者往往難以詳細描述其被

害經驗。因此，無論使用何種方法來探討，犯罪的許多層面仍不為人所知，

犯罪的測量是很困難的。 

三、犯罪測量之方法【91 原住民、96Ⅱ監所員、96 原住民、98 觀護

人、103 監所員、106 觀護人】 

一般而言，從事犯罪測量的方法，有以下三種：16 

官方犯罪統計法（Official Crime Statistics）：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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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犯罪行為或犯罪人的資

料。如刑事警察局的「中華民國刑案統計」與法務部的「犯罪狀況及

其分析」。 

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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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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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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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 Reported Survey）：【98 觀護人】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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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許春金（2017），前揭書，頁 77～100；黃富源等（2012），前揭書，頁 9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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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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 

郵寄問卷、現場施填問卷、電話訪問等。 

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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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點： 

信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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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度：自陳報告的正確性，亦即效度問題常被質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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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測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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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官方統計的具體做法： 

由於自陳報告可以衡量未為官方登錄的偏差與犯罪行為程度與類

型，因此可以藉由此一統計法進一步了解犯罪人犯罪的情節、動機、

時間、地點、以及與被害人間的關係等，以彌補官方統計對於犯罪案

情描述不足之處。 

在類型上，鑒於目前自陳報告仍以青少年犯罪為主要的統計對象，因

此，施測者可以到學校，利用很短的時間，對於少年進行自陳偏差行

為之研究，以彌補官方統計對於青少年犯罪現象的了解。 

再者，雖然自陳報告難以對成年人進行自陳報告，但施測者可以親赴

監獄對於特殊類型，如：竊盜犯罪、毒品犯罪、白領犯罪或幫派犯罪

等，請求受刑人自陳報告，亦能讓官方更清楚了解這些犯罪的真實現

象。 

被害者犯罪統計法（Victimization Survey）：【98 觀護人】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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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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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名的應屬美國的司法部司法統計局每年針對十二歲以上、家庭及

商業機構人士所做的國家犯罪被害調查（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 NCVS）。透過訪談調查的方式，這些家戶或商業機構提供了

許多寶貴的被害訊息給司法部，彌補了官方統計之不足。 

方式： 

郵寄問卷後寄回、親自提供問卷後寄回以及攜帶問卷親訪施測。 

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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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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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官方統計的具體做法： 

目前我國法務部門或警政部門，沒有如同美國司法部一般，定期向全

國家戶或商業機構進行被害調查，但法務部或內政部，應該編列預

算，支持學術機關定期進行全國性的被害調查，例如從 1990 年代，

警政署即委託警察大學進行全國性的被害調查，協助官方了解許多被

害者被害的特徵與現象，成效卓著。 

由於賭博、藥物濫用與娼妓等無被害者犯罪，具有爭議性，為免施測

者受到傷害或受訪者不用接受調查，無被害者犯罪應該不在被害調查

之範圍。 

透過被害調查後，政府即可知道被害者的需求與傷害，進一步可以成

立相關被害者救援協會，權益促進協進會等，除提供必要的物質、精

神與心靈上的協助外，最重要的是法律上的協助。這些發現與現象，

是官方統計所無法呈現的。 

三種測量方法之相合性與差異性17【106 觀護人】： 

意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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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是趨於一致的，相異性則否。 

                                                        
17 許春金（2017），犯罪學，前揭書，頁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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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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結果。 

被害調查的犯罪型態及趨勢與官方統計是相當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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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一致的。 

相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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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是瞭解被害率。 

四、犯罪黑數18【91 監獄官、95 原住民、104 監所員】 

意義： 

犯罪黑數：所謂「犯罪黑數（Dark Figure of Crime）」係指已經發生的

犯罪事件，由於種種因素，但未被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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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灰數：已為官方登錄但尚未破案的犯罪案件數，稱為「犯罪灰數」，

如民國 85 年劉邦友血案、彭婉如命案、尹清楓命案。 

特性： 

根據學者史考根（W. G. Skogan, 1994）指出，犯罪黑數具有以下特性：19 
犯罪行為較不嚴重。 

犯罪過程僅有輕微身體傷害。 

犯罪過程沒有使用武器。 

犯罪結果財物損失較輕。 

發生原因： 

加害人或被害人根本不知有犯罪情事發生。 

被害人為庇護加害人或出於投鼠忌器之心理，不願報案。 

被害人擔心可能遭到報復或難堪，不敢報案。 

被害人可能對警察或司法機關缺乏信心，而不願報案。 

社會大眾缺乏正義感，而不敢舉發犯罪。 

警察機關吃案，即雖然受理第三者甚至被害人之報案，但卻加以隱匿而

不予登錄。 

                                                        
18 林山田等（2009），犯罪學，三民書局，頁 161～170。 
19 許春金（2017），前揭書，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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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掘）方法： 

自陳報告：是以犯罪人或非犯罪人為研究對象，在保證嚴守秘密的情況

下，請他們就某一時期內未被發覺的犯罪行為誠實報告。該調查方式於

1940 年代引進，之後並廣為應用。 

被害調查：是以問卷或訪談的方式，由每一個人或每一戶，說明在某一

時期內自己的被害經驗。被害調查於 1960 年代引進，為獲取犯罪統計

第三個重要方法。 

犯罪黑數在研究上之限制： 
犯罪黑數的研究極少觸及毒品、經濟、政治以及組織犯罪。 

有相當數量的犯罪，既不出現於官方統計，也不會出現於犯罪黑數之研

究，如家庭竊盜、家庭暴力。 

研究者有時無法充分引導被研究者回答問題，造成無法達成研究目的。 

各研究的問卷設計（問題的陳述）並不一致，無法將研究發現或結果整

合、比較。 

自陳報告的研究方法有重大缺陷，例如青少年逃學、逃家行為，是否等

同犯罪，值得商榷。 

就被害者調查而言，被害人已死亡，對於犯罪現象全貌的了解難以還原。 

在犯罪研究上之重要性： 
犯罪黑數之研究開拓犯罪學上之新領域，如哪一種類型之人被害而無法

進入官方資料。 

犯罪黑數之研究能彌補官方統計在輕微犯罪上之數量。 

犯罪黑數之研究，可以了解警方在偵辦案件中，辦案精神以及態度，進

一步了解正式的社會控制部門是否有效地運作。 

犯罪黑數之研究，可以獲知社會大眾法意識是否轉變，亦即進一步了解

人民對犯罪告發之意願。 

犯罪黑數之研究，使得國際間之犯罪問題，可以做進一步之比較分析。 

伍、犯罪觀點論【95 監所員、99 觀護人、102 監獄

官、106 犯防警察官】 
雖然大部分的民眾對於部分的行為態樣，如殺人、性侵害、強盜、搶奪與

竊盜行為等，均採取一致的觀點，認為這些行為是犯罪行為，但是有些行為態

樣，例如吸毒、墮胎、賭博等偏差或是異常的行為，是否構成犯罪，社會大眾

莫衷一是。根據學者的研究，約有以下幾點對犯罪看法的觀點論：20 

                                                        
20 Siegel（2005）, Criminology, pp.1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