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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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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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設計與執行概念、實施方式、實施進度等訊息） 

  一、若本課程非首次申請課程重構計畫，請說明與前不同之處 

  104-2 申請一般課程重構計畫，本次則為職能融入課程重構計畫。 
 

 

  二、擬融入課程之職能項目 （教學理念、目標是什麼） 

  請勾選擬融入課程之職能項目：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UCAN） 

【職場共通職能】（從事各種不同的職業類型都需要具備的能力） 

■溝通表達 □持續學習 □人際互動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創新 ■工作責任及紀律 □資訊科技應用 

 
 

  三、職能融入教學模式 （怎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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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職能融入教學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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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職能融入教學行動研究 （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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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 

  一、摘述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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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共通職能融入課程成果 



本課程將職能融入教學行動執行內容如下：（括弧內容為如何做之相對應職能） 
1. 基本方法論概念講授、介紹（溝通表達） 
2. 自行整理筆記講義，提綱挈領，使同學能較快進入狀況（問題解決）  
3.  重要犯罪類型說明討論(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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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決、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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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責任及紀律、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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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決、工作責任及紀律、團隊合作) 
7.   業師講座（溝通表達） 
8.   Moodle 互動討論（問題解決、溝通表達） 
 
行動研究的結果除了實務工作情境獲得改進之外，同時也使實際工作人員自身獲得研究解

決問題的經驗，可以促成專業成長。 
 
 

  三、執行成效評估 （學生學習成效為何，請提出具體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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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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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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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差異分析  

    （執行【課程重構計畫】前後的「教學內容」和「課程成果」 
     差異分析，以及效益提升說明） 

  茲將本課程差異分析，以表格方式整理臚列如下表一: 
表一 本教學內容、課程成果差異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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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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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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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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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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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課程反思 

    （本課程實驗可以分享給全校其他教師的教學發現和重要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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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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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課程照片 

 

 



 

 



 

 

 

 
 



 
 

二、其它相關資料 

期末回饋問卷統計結果 

親愛的同學，您好： 
 任課教師在本課程中嘗試新的教學策略，採用新的教學方法，期望在教學中融入職能的提升。 
請您就本學期迄今的教學作法給予回饋意見，以協助教師在未來設計更具成效的職能融入課程。 

基本資料 
1. 課程名稱：     犯罪學        
2. 性別： 68% 女   32% 男 
3. 年級： 93% 一年級   7% 二年級   0% 三年級   0% 四年級 

請您勾選您在本課程所提升之共通職能項目：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UCAN） 
【職場共通職能】（從事各種不同的職業類型都需要具備的能力） 

43% 溝通表達 82% 持續學習  43% 人際互動     50% 團隊合作 
55% 問題解決 20% 創新    45% 工作責任及紀律  16% 資訊科技應用 

 

題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了解老師進行職能融入教學計畫的目的。 57% 34% 9% 0% 0.0  
2. 當老師進行職能融入教學計畫時，我知道該如何配合。 61% 32% 7% 0% 0% 
3. 我認為職能融入教學計畫，對於提升同學們的共通職能有

幫助。 
66% 25% 9% 0% 0% 

4. 本課程所施行的教學策略和教學方法，對於提升共通職能

有幫助。 
66% 23% 11% 0% 0% 

5. 我認為提升共通職能對我是重要的。 66% 23% 11% 0% 0% 

 
1. 在職能融入教學的施行過程中，您認為對同學有助益之處為何？ 

[1] 很棒。 
[2] 提升知識和理論認知。(2 人填答) 
[3] 增進溝通表達能力。(3 人填答) 
[4] 團隊合作。(3 人填答) 
[5] 更能深入學習。 
[6] 多元化，可以吸收更多不同領域的知識。 



[7] 在未來的職場中有助益(更了解工作內容，學以致用)。(4 人填答) 
[8] 可以幫助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順便探索未來的職業取向。 
[9] 有目標的學習。 
[10] 了解犯罪預防。 
[11] 更了解課程內容。 
[12] 讓學生能獨立思考，了解犯罪人和被害人之處境。 
[13] 了解未來發展方向。 
[14] 雙師講座。(2 人填答) 

 

2. 在施行過程中，您覺得需要改進之處為何？ 
[1] 很棒。(2 人填答) 
[2] 職能融入效果不顯著。 
[3] 一些理論可以清楚些。 

 

3. 為了使職能融入教學計畫的實施更符合您的需要，若有其他寶貴意見，請列述於下，謝謝！ 

[1]很棒。(2 人填答) 
 
 
 
 
 

參訪結案報告 

銘傳大學              校外教學成果報告 

Ming Chuan University           Field Trip Record 

班級 Class 科目名稱 Course Name 
教師姓名 
Teacher’s 

Nam 

安管一乙 犯罪學 王伯頎 
校外教學時間 Off-Campus Teaching Time 

日期 Date 節次 Period 地點 Place 

2017 年 06 月 13 日 

下午六七節 法務部

矯正署

臺北監



獄 
教學概況 Field Trip Content 

參訪台北監獄，了解監獄沿革與組織、收容對象以及

多元的作業技訓等運作方式及概況。 
活動照片 

  

  

 

學生心得報告 

姓名：白宜艷 學號：05060353 
其實我從老師提起去監獄校外教學時，我就一直很開心，很期待；終於，來到這

天，我興奮的拉著大家在門口照相，並且幻想著等下在監獄裡參觀的情形； 
等大家都進去會議廳時，我看著影片時，突然覺得監獄的設備很不錯，分工的情

形或者環境好像也是很清幽；接著我們前往的路上，看到幾個獄警，我突然開始

有點緊張，接著來到了一個有三層門的地方，我心想:兩個世界的差別到底如何呢?
門一層一層開放，一進到戒護區，我看了看四周，除了花園和空蕩蕩的籃球場，

整個環境顯得安靜整潔，這時，科長開始給我們作導覽簡介，跟隨他的腳步，我

們很快的來到了工廠，忽然映入眼簾，一間還算寬如教室的大空間裡，滿滿的穿

著相同衣褲的犯人，我用好奇的眼神看著他們，而他們似乎原本在學習甚麼，但

也分心的一直偷偷望向我們，神情也有顯得微微好奇驚訝；一瞬間我們來到一間

像陶藝工坊的地方，那裏的作品，令我們去參觀的人都為之驚嘆，沒想到受刑人



們能做出這樣特別也令許多人眼睛為之一亮的作品，其中有一位受刑人為我們介

紹作品，看著他身上密密麻麻的刺青，我無法置信，他能用這麼平靜禮貌的語氣，

為我們講解；很快的，我們來到了烘焙工坊，那裏已有他們做好的小點心供我們

食用，很好吃而且竟然可以對外販售。 
接著跟著科長的腳步，我們來到宏德補校，這裡聽說就是一個小型學校的縮影，

聽著科長介紹，又看著榜單，不得再次訝異，其實許多受刑人，是很厲害，也很

有能力可以取得不錯的學經歷，卻因為各種因素失學後，而中斷培育，這時，科

長提起了一位同學後，之後他說了一段令我印象深刻的話，他說:「其實我們從事

的職業(監獄官等)也算是人性的一個職業，我們也希望受刑人能獲得好的教育或

矯正，只是社會願不願意給他機會」聽到這裡，我的心裡很感動，能有人能夠為

受刑人著想。 
在參觀完其他地方後，我們並準備離開，離開前，我又看了看四周，心想:

這裡雖然是一個被與世隔絕的地方，但也是這樣的平靜不受外面各種誘因影響，

受刑人才能擁有靜心並且重新檢視自己，也發展潛能的地方；經過這次的校外教

學，我心裡對監獄的印象改觀了，也學習到了許多，也謝謝能有這樣的機會能去

監獄參觀；謝謝老師和監獄的長官們。 

學生心得報告 

姓名：王儀慈 學號：05060415 
今天到台北監獄參訪，一開始的影片欣賞讓我們對監獄的組織、作業、管理、

有初步的認識。 
接下來我們實地參訪內部，路途中安全系統很嚴密，必須經過層層關卡與多

位安全人員幫忙開門才能到達各個區域。我們會經過受刑人上課、工作的地方，

我發現他們非常有紀律並且很專心、用心的做好自己該做的事，動作也都很迅

速，從這裡可以看出台北監獄對受刑人的管理十分嚴謹。 
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陶藝與藝品作業區，每個作品都可以媲美大師級

的作品，非常厲害。而且「同學」很仔細的介紹，用淺顯易懂的言詞道出每項作

品如何產出與使用方式。不僅台風穩健、能力也絲毫不遜色於社會上厲害的銷售

員。這是我認為自己需要跟他學習的地方，因為我上台報告時總會很緊張，無法

很從容、完整的表達出報告內容，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他。 
還有參觀烘焙作業區，也讓我們試吃豆干跟餅乾，非常好吃，真的很謝謝「同

學」們用心幫我們準備這些餐點，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做出這麼美味的成品，擁

有一技之長想必出獄後可以運用所學走出不同以往的人生。在影片介紹時有看到

職業媒合的部分，可是我想問，受刑人那麼多，可以接受媒合者是否為少數？如

果是，我希望政府能多支持他們，例如給公司優惠或額外的補貼，讓受刑人可以

真正運用所學，而不是他們學會了卻只有少部分公司願意讓他們發揮長處，也避

免他們因走投無路再次走向犯罪一途。 
今天參訪完，讓我對監獄裡的實務有更深入的了解，也對於受刑人有更不一

樣的想法，很謝謝典獄長撥空歡迎我們參訪、允許我們參訪；也謝謝今天辛苦為

我們解說的長官與受刑人，他們都講得很清楚明白；更謝謝王伯頎老師與蔡德輝

校長聯繫與舉辦這次的參訪，才讓我們有機會可以更了解犯罪防治的實務層面。 



學生心得報告 

姓名：許佩雯  學號：05060396 
今天很榮幸在蔡德輝教授與王伯頎教授帶領之下到台北監獄參訪，讀了快一

年的犯罪防治，這倒是第一次到監獄參訪，在那裡我們會叫受刑人『同學』，裡

面和我當初所設想的有點不一樣，原來監獄裡不是暗不透光、死氣沉沉，她們會

有固定的時間可以在籃球場打球、或者依興趣專長去特定的工廠學習技能。 
    台北監獄有多種作業技能訓練，像餐飲部分有：烘焙食品丙級檢定班、

麵食西點製作班、中式麵食班、中餐烹調班；傳統工藝有：陶藝班、漆藝班、砂

畫班；紡織有：縫紉班等，其中以陶藝與中餐烹調最為特色，在參訪時還有親眼

目睹陶藝作品與砂畫作品，矯正機關希望同學們可以藉由將藝術融入矯正生命教

育課程，使同學能培養藝術氣息、建立自信，達到淨化心靈之目的。另外，我們

也有品嘗辣味豆干，矯正機關希望同學們培養一技之長符合市場就業需求，有朝

一日出獄時能順利再度就業。 
    在參訪時，我一直想是甚麼原因會導致這些人犯錯，而且台北監獄收容

的受刑人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為原則，十年有期徒刑的罪刑已經算嚴重了，我們

要如何運用同學們在矯正機關內的時間使一個人真的改過向善?我想這是我們讀

這個科系最要思考的問題。 
   這次參訪比較可惜的是我們沒有參觀到他們的舍房，雖然有安排幾位同

學向我們介紹他們的作品和作業流程，可是並沒有深入與他們聊天，談談他們的

人生歷程，我想，事出必有因，在我們覺得他們被關很可憐時，也要想到案發當

下他們的可惡，即使他們有難言之隱。做錯事，要有相對的懲罰是應當的。比較

惋惜的是，如果他們能在小時候被家人們關懷，在做錯小事時有人能提醒他，那

我想或許能避免今日的少年犯成為明日的成年犯。 
    謝謝蔡德輝教授與王伯頎教授帶領我們去台北監獄參訪，使我受益良

多，不僅有新的思考方式，也多點經驗。 
雙師結案報告 
 
 
 



開課教師 王伯頎 系    所 安管系 活動日期 106 年 5 月 2 日 

配合課程 犯罪學 課程節次 6、7 節 修課學生人數   50   人 

一、錄製課程 □有   ■無 

二、透過此次計畫，業師帶給學生實習機會？ ■有   □無 

三、透過此次計畫，業師帶給學生就業機會？ ■有   □無 

四、透過此次計畫，業師帶給學生產學機會？ ■有   □無 

活動成果 

李修安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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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照片(共六張)及照片說明 



 

 

 

圖 1：王伯頎老師頒發感謝狀給李修安博士  圖 2：李修安博士演講過程 

 

 

 

圖 3：李修安博士演講過程  圖 4：有獎徵答 



 

 

 

圖 5：同學答對上台領獎  圖 6：同學答對上台領獎 



106 年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一 

雙師課程  

業師基本資料 

業師姓名 李修安 

業師現職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秘書室主任 

業師學歷 文化中山所博士 

業師經歷 

文化中山所博士 

 

授課內容大綱 

說明警察勤務內容以及犯罪預防，其中犯罪預防又分為打工詐騙以及隨機殺人事件和遇到

恐怖情人應該如何應對，最後是毒品的偵查。 

 



106 年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一 

雙師課程  

學生心得報告 

姓名： 王儀慈 系所： 安管系 班級：一乙 學號：05060415 

       李修安博士雙師心得 

我將心得分為三部分，一為警察勤務；二為犯罪防治；三為講座整體感想。 

 

一、 警察勤務 

警察的種類很多，有交通警察、外事警察、行政警察等等，又因為類別的不

同，警察的勤務也有所不同，包含勤區查察、巡邏、臨檢 、守望、值班、備勤。

因應社會變遷，現在的警察在執法的同時，更注意民主與法冶的平衡以及對於人

權的保護。現代的警察角色，除了是「執法者」之外，也強調「社會服務」的角

色，其目標是為了維持社會和諧與社會秩序，所以「執法」及「服務」是達成維

護社會安寧與秩序的基本方法。 

 

二、 犯罪防治 

由於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變遷、社會多元化，因此犯罪問題亦隨之複雜

化，犯罪問題成為當前社會問題中最複雜亦最須立即處理的問題。為了有效達到

犯罪防治的目的，應瞭解犯罪相關因素，以對症下藥。 為了預防犯罪和矯治犯

罪人，須用各種諮商技巧及各種犯罪理論，擬定犯罪預防政策與計畫，使犯罪量

減少。犯罪防治人員以專業方法對犯罪者施以矯治，減少受刑人再犯，使其回歸



社會，並加強推廣犯罪防治意識與觀念，增強全民犯罪預防機制。 

 

三、 講座整體 

李修安博士這次講座的主題是「警察勤務與犯罪預防新思維」，他一開始介紹

自己的經歷，還有自己目前完成著作的五本書籍，包含：警察情境實務、警察勤

務、跨境犯罪、犯罪預防、情報學。想必李博士一定是對於警察與犯罪學領域有

很大的熱忱，才願意把自己所學與體悟寫成書慷慨地分享給讀者，更使我們這些

後輩可以從博士的書中得到寶貴的知識與經驗。 

 

博士授課時會舉真實案例讓我們理解，例如打工時的注意事項、飲料離開自

己的視線就不要喝與有趣的被害星座參考資訊等等。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警察

魂〉微電影的最後一句台詞「警察執法不會總是那麼英勇酷帥，但永不放棄的精

神一直都在。」當警察真的很辛苦很危險，謝謝所有的「人民保母」為全民維護

社會秩序。 

 

老師提到與博士深厚的交情才能邀請到博士來班上演講，甚至好幾年安排系

上同學在他服務的單位實習。真的很謝謝博士當天生動活潑的講授與對於系上的

支持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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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得報告 

姓名：曹茜雯  系所： 安管系 班級： 一乙 學號：05060433 

 

李修安博士雙師演講心得 

透過此次演講讓我更清楚警察有分很多種類，也發現還有很多種類是我所不知道的，

例如：外事警察以及專業警察。 

而且除了一般警察外，警政署之下也設有專門機關負責其他專門事務，例如：刑事警

察局、鐵路警察局、航空警察局、國道公路警察局等等。而每一個機關部門皆有他們

的專業，透過這樣的分工以維持社會的安寧。 

而我最佩服的就是一般警察，而一般警察又細分為行政警察及交通警察。不僅要為民

眾處理生活上的大小事，也要指揮路上交通，服務項目包辦了許多事宜。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的跑酷影片，雖然情節誇張了點，但是也讓我們

知道警察在追緝犯人時有多麼辛苦，另外，此影片還容了高雄的知名觀光景點，除了

看到警察的英勇之外，也做足了觀光景點的宣傳效果。 

 
 
 
 
 
 
 
 
 

UCAN 期中職能量表統計結果 



 

 

 

 

 

 

 



 
 
UCAN 期末職能量表統計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