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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動機 
 本系「犯罪學」課程為大一下必修，且為本系學生畢業後進入公領域投考司

法特考從事犯罪矯正工作，或進入私領域安全管理工作場域，如保全業、物
業管理、樓管業，執行相關業務時重要的遵循依據與基礎學科。該科目包含
「犯罪學導論」、「犯罪原因論」、「犯罪類型論」、「犯罪防治論」等主
要內涵，由犯罪原因論衍生出相關之理論，如「犯罪生物學」、「犯罪心理
學」、「犯罪社會學」等，作為犯罪防治領域的重要參考內涵。由此可知犯
罪學內容相當多元豐富，但唯有充分了解相關理論及期在相關犯罪類型的應
用，以做為日後公領域與私領域安全管理人員相關準則與基石，為往後的安
全管理就業市場奠基，為本系學生畢業後欲從事相關公私領域安全管理的市
場打下基礎。 

     唯學生只要聽到基礎相關課程，根據歷年教學經驗得知，學生的第一個反
映都會是：「會不會都是一堆理論很枯燥？」，「會不會很無聊？」「是否
有有一堆理論法條要記！！」等對基礎課程的第一印象產生排斥，但殊不知
本課程為未來公私領域安全管理就業市場的重要圭臬。 



壹、計畫動機 
 另因應本系即將於106學年度正式更名為犯罪防治學系，其培養學生屬性未來

期望能投入犯罪預防工作之列，希望能融入犯罪防治元素及課程，故本課程
試圖在原課程架構下，再融入包含現今重大社會議題如詐騙集團、酒駕、隨
機殺人、藥物濫用等，能讓學生及早具備犯罪預防及犯罪學之知能，融入每
位學生對犯罪事件溝通表達、上台分享團隊合作、犯罪防治策略的問題解決，
以及培養學生未來從事刑事司法相關工作責任與紀律，以期未來能與工作領
域接軌。 

 有鑑於此，本課程希望在本校教學卓越計畫的支持下，將本課程作適度的重
構，透過課堂討論實作、moodle互動、實地參訪、專題業師講座等多元、生
動活潑的方式，以建立學生的學習動機，提升學習興趣，不再認為基礎必修
只是記理論、背法條或枯燥乏味的學科。同時達成以「學生學習成果導向」
為依歸的目標與宗旨。 



貳、執行內容-教學模式 
 1.教：以多元、豐富、彈性之授課方式，加強學生學習動機。 
 2.學：以觀摩與實作方式，提升學生學習效果，達成「學生學習成果導向」

之目標。 
 3.教與學：藉由犯罪學基本原理介紹、相關犯罪類型的介紹與討論、每位同

學對犯罪新聞實作討論等活動，達成理論與實務結合，提供學生實務面的瞭
解，成為未來從事相關工作的基石，達成理論與實務相互為用之目標。 



貳、執行內容-教學內容 
 藉由教師教授犯罪學相關原理、主要犯罪理論內容、相關實作等，使學生瞭

解犯罪學與犯罪防治之內涵為何。透過課堂討論、moodle互動等多元、生動
活潑的方式，以建立學生的學習動機，提升學習興趣，加強學生瞭解課程的
基本內涵及犯罪防治基本能力。再融入包含現今重大社會議題如詐騙集團、
酒駕、隨機殺人、藥物濫用等，能讓學生及早具備犯罪預防及犯罪學之知能，
融入每位學生對犯罪事件溝通表達、上台分享團隊合作、犯罪防治策略的問
題解決，以及培養學生未來從事刑事司法相關工作責任與紀律，以期未來能
與工作領域接軌 



貳、執行內容-教學活動設計 
  誠如上述，希望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並達成「學生學習成果導向」的

終極目標，本課程重構計畫欲執行內容如下： 
 1. 基本方法論概念講授、介紹 
 2. 自行整理筆記講義，提綱挈領，使同學能較快進入狀況  
 3.  重要犯罪類型說明討論 
 4.  犯罪新聞剖析實作，讓學生瞭解各犯罪類型與防治對策為何 
 5.  課堂活動的實施：每授課一單元後，結合相關主體與時事，實施個案分組

討論 
 6.   實地機構參訪，如桃園市警局龜山分局、台北監獄、法務部調查局等參訪，

著重於瞭解犯罪防治工作內容 
 7.   業師講座 
 8.   Moodle互動討論 



參、計畫結果-辦理情形 
 1.藉由本基礎課程提升學生未來投考相關領域國家考試之動機 
 2.及早為未來職涯確立方向 
 3.犯罪新聞案例探討，養成學生分析新聞事件之能力 
 4.設計校外參訪具體內容，提供同學對犯罪防治實務機關更充分了解 
 5.藉由業師講座的經驗，使同學更瞭解實務工作之內容 
 6.於課程結束能使每位同學具備分析及應用犯罪學相關理論與防治策略之能

力 



參、計畫結果-課程成果 
 本課程將職能融入教學行動執行內容如下： 
 1.基本方法論概念講授、介紹 
 2.自行整理筆記講義，提綱挈領，使同學能較快進入狀況  
 3.重要犯罪類型說明討論 
 4.犯罪新聞剖析實作，讓學生瞭解各種犯罪類型及防治對策為何 
 5.課堂活動的實施：每授課一單元後，結合相關主體與時事，實施個案分組

討論 
 6.分組實地機構參訪，如桃園市警局龜山分局、台北監獄、法務部調查局等

參訪，著重於瞭解犯罪防治工作內容 
 7.業師講座 
 8.Moodle互動討論 



參、計畫結果-執行成效評估 
 本課程預期效益希望能達到執行內容各項的成效，說明如下： 
 1. 透過犯罪學的解說及概念講授，讓同學對相關內容能有所瞭解 
 →執行狀況：課堂授課進行中，但有學生出席率不佳問題。 
 2. 透過實際案例討論，並藉由TA協助引導，使學生能瞭解實務面向 
 →執行狀況：課堂授課進行時解說，並引導學生討論，但有時學生發言較被

動，需指定才發言。。 
 3. 藉由對模擬案例的分組實作演練，使學生瞭解實務上相關犯罪防治適用

時可能遇到的問題。 
 →執行狀況：已於期中考後採取分組方式進行，包含授課教師上媒體專訪分

析之相關著名案例討論； 
 



參、計畫結果-執行成效評估 
 4. 邀請犯罪預防或犯罪矯正幹部蒞校演講，分享實務經驗，讓學生能對該

工作領域有更深入的瞭解 
 → 執行狀況：已於5/2於課堂中進行講座，邀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秘

書室主任李修安博士蒞班講座，透過此次演講說明警察勤務與犯罪預防的關
係，讓學生們了解偵查及預防的重要性。也讓學生們清楚知道打工時會遇到
被詐騙的情況，打工必須注意的五不為二必問! 

 配合犯罪學課程，讓課本的理論配合實際例子讓學生們有更深的印象。也讓
學生們清楚知道警察實際工作內容，學生們若有興趣可以在大三實習時，把
警察局列入考慮。講座後學生獲益良多，並提問踴躍。 

 



參、計畫結果-執行成效評估 
 5. 實地參訪犯罪預防(警察局)或犯罪矯治(矯正機關)，使學生對犯罪預防

及矯正內容能有更清楚瞭解，為未來欲投入該領域學生做就業準備 
 → 執行狀況：已於6月13日下午5-7節參訪法務部矯正署台北監獄，學生多為

第一次參訪矯正機關，經該單位典獄長親自主持，同仁詳細解說，同學對矯
正工作有更進一步了解關於監獄沿革與組織、收容對象以及多元的作業技訓
等運作方式及概況。 

 6. 透過Moodle師生、TA互動討論，解決同學在該課程的相關疑惑 
 → 佐證：設Moodle互動討論紀錄請同學回應，另安排TA於每週固定時段蒞

班進行討論。 
 



參、計畫結果-差異分析 
教學內容 課程成果 差異分析及效益提升說

明 

1.基本方法論概念講
授、介紹 

已於課程中針對犯罪
學概念、理論、類型
等作講授、介紹 

導正學生犯罪問題的
迷思與誤解 

瞭解犯罪防治相關理
論知識，並如何將防
治策略運用於日常生
活中 

2.自行編纂講義 
自行補充講義，提綱
挈領，使同學能較快
進入狀況 

瞭解犯罪學相關理論
知識，並如何將輔導
策略運用於日常生活
中 

課堂授課進行中，並
補充相關講義放置於
MOODLE，並透過TA
加強輔導。 

3.藥物濫用案例說明
討論 

重大犯罪案例說明討
論 

課堂活動分組實作，
激盪學生對相關犯罪
時事議題之瞭解 

TA規劃分組實施操作
課堂案例討論 

4.犯罪案件影片解說
賞析 

本人接受新加坡電視
台專訪系列殺人影片
分析說明 

使學生對系列殺人犯
罪與防治工作內容之
瞭解 

透過影片輔助說明，
提高學生學習動機與
興趣 



參、計畫結果-差異分析 
教學內容 課程成果 差異分析及效益提升說

明 

5. 實地參訪犯罪預防
(警察局)或犯罪矯治
(矯正機關) 

藉由參訪使學生對犯
罪預防及矯正內容能
有更清楚瞭解，為未
來欲投入該領域學生
做就業準備 

已於6月13日下午5-7
節參訪法務部矯正署
台北監獄，學生多為
第一次參訪矯正機關，
經該單位典獄長親自
主持，同仁詳細解說，
同學對矯正工作有更
進一步了解關於監獄
沿革與組織、收容對
象以及多元的作業技
訓等運作方式及概況。 

學生期末考回饋，表
示獲益良多，並引發
學生主動學習及了解
矯正工作相關背景知
識，以利拍片，並希
望後續課程能有類似
活動之實施進行 



參、計畫結果-差異分析 
教學內容 課程成果 差異分析及效益提升說

明 

6. 業師講座 

邀請桃園市政府警察
局龜山分局秘書室主
任李修安博士蒞班講
座，說明警察勤務與
犯罪預防的關係 

已於5/2於課堂中進

行講座，配合犯罪學
課程，讓課本的理論
配合實際例子讓學生
們有更深的印象。並
於講座後撰寫心得報
告，了解學生吸收狀
況 

根據期末回饋內容，
該場次講座獲學生一
致好評，希望能多邀
請類似實務工作者分
享輔導經驗，並為本
系同學大三升大四實
習單位及工作內容能
有多一分了解，為附
加效益 

7. Moodle互動討論 

授課教師、TA及學生
三方進行Moodle互
動討論，包含分組報
告回饋意見上傳分享
討論 

透過「互動性學習」
方式，於課程結束能
使每位同學具備相關
背景知識，並能推廣
正確的犯罪防治概念 

透過MOODLE教師、
TA及學生三方交流，

及上課師生互動狀況
加強了解修正課程進
行方向需改進問題為
何，提升課程效益 



參、計畫結果-課程反思 
 本課程在本校教學卓越計畫的支持下，將本課程作適度的重構，透過實務案

例討論實作、moodle互動、業師經驗、實務機關參訪等多元、生動活潑的方
式，以建立學生的學習動機，提升學習興趣，並結合關於現行犯罪學趨勢，
不再認為犯罪學只是非常理論的學科。同時達成以「學生學習成果導向」為
依歸的目標與宗旨。感謝有此計畫之支持，讓枯燥的課程能有多元豐富的課
程安排和提供教師揮灑的空間。 

    尤其課程結束後，有同學提出更篤定想從事犯罪防治相關工作的決心，及
早為職涯方向思考與作準備，反而比較有堅定準備相關國家考試的動力。 

 



參、計畫結果-後續調整規劃 
 1.在課程設計上：因本次課程班為大一下開設，但因適逢校慶，學生因參與

啦啦舞練習工作關係，有多位同學因練習無法正常上課，導致校慶期間課程
進度須調整放慢，以維護同學受教權。至期中考後開始上課需趕進度，但授
課內容已於期末考前趕上進度。  

 2.在業師經驗分享安排上：有鑑於業師費用結合雙師制度鐘點費僅只有每小
時一千兩百元，且並無車馬費補助，故僅能就近安排龜山分局秘書室主任李
修安博士蒞班講座，無法邀請較遠途的專業講座，殊為可惜。 

 3.在分組實作上：本次課程針對所有同學對重要犯罪新聞案例討論，但有少
數同學並未分組，且討論時常缺席，導致無法與其互動並指正問題，殊為可
惜。 

 



肆、建議與改進 
 1.針對學生課程設計問題，因配合校慶活動，故若適逢該學期有大一課程，

會自行調整授課進度。 
 2.針對前述學生被動發言問題，會請班上較踴躍發言同學引導不常發言同學

發言，並酌予平時成績加分鼓勵。 



伍、補充說明 

5/2雙師制度-
李修安博士 



伍、補充說明 

6/13校外參訪-
台北監獄 



陸、其他相關資料 
雙師制度結案報告 



陸、其他相關資料 
校外參訪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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