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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60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試論述米勒（Walter Miller）下階層文化衝突理論（Theory of Lower Class 

Culture Conflict）之主要內涵為何？（20 分） 

二、試論述犯罪學家赫胥（Travis Hirschi）之社會控制理論（Social control 

theory）的內涵，並以該理論說明家庭與少年犯罪預防之關係為何？

（20 分） 

三、試說明「情境犯罪預防」（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的定義，並論述

如何利用情境犯罪預防的五大策略原則防制「商店順手牽羊」（商店竊

盜）？（20分） 

乙、測驗題部分：（40分）                     代號：5206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針對個體實施早期之犯罪預測，以期及早鑑定出潛在犯罪少年犯的作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2 有關犯罪原因的解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9世紀，C. Lombroso是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3 有關臺灣地區犯罪狀況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50年來，總體犯罪率呈現先升後降的趨勢 

100人的犯罪人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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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下列何者提出「犯罪飽和原則（The law of criminal saturation）」？ 

Cesare Lombroso） Enrico Ferri） 

Roffaella Garofalo） Edward Smith） 

5 有關犯罪學衝突理論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1970年代初期的電子工業革命的影響  

6 下列何者不是犯罪學者費爾遜（Marcus Felson）和克拉克（Ronald V. Clarke）提出新機會理論（New 

opportunity theory）中的基礎理論之一？ 

Rational choice theory） Social control theory） 

Crime pattern theory） Routine activity theory） 

7 有關古典犯罪學派對犯罪原因的主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嚴厲的懲罰不能預防犯罪 

8 下列何者被尊稱為「犯罪學之父」（Father of Criminology）？ 

Cesare Beccaria） Emile Durkheim） 

Cesare Lombroso） Karl Marx） 

9 有關犯罪學實證學派（Positive School）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與自由意志，因此必須對本身的行為負責 

10 下列何者不是解釋暴力犯罪行為之主要理論？ 

    

11 根據犯罪學者貝道（Hugo Adam Bedau）對無被害者犯罪的定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2 有關青少年犯罪研究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The Gluecks）研究發現，青少年犯罪自陳報告研究與官方犯罪統計資料差距不大 

Wolfgang）研究發現，「青少年常習犯罪者」長大成人後仍持續其犯行而成為所謂的

「持續性犯罪者」 

Hirschi）研究發現，要預防青少年犯罪，要孩子、家庭、學校或社區共同參與，改變孩

子的不良態度和觀念，才有可能收效 

Sampson & Laub）研究發現，終止/持續犯罪主要受婚姻、就業等影響 

13 有關職業竊盜犯罪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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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白領犯罪（white-collar crime）是一種涉及「身分」與「地位」的犯罪型態，有關白領犯罪的敘述，

下列何者正確？ 

Thorsten Sellin）於 1939年在美國社會學學會年度會議上首先提出 

 

Travis Hirschi）及高佛森（Michael Gottfredson）認為白領犯罪與街頭犯罪的特性不同，

不可以用一般性犯罪理論（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來解釋 

及審判均較為不易 

15 有關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加害者調解計畫是由「調解人員」促使兩造人員面對面的溝通，達成補償的計畫 

⸻加害者調解計畫是以「修復式正義」的概念為基礎 

件的最高準則 

 

16 根據紐曼（Newman）防衛空間的研究，建築物必須要具備特定要素才能有效抑制犯罪，下列何者

不是其主張的特定要素？ 

Natural Surveillance） Milieu） 

Privacy） Territoriality） 

17 下列何者被尊稱為「被害者學之父」？ 

Marvin Wolfgang） Benjamin Mendelsohn） 

Stephen Schafer） Von Henting） 

18 有關犯罪被害調查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9 下列何者屬於應用公共衛生預防疾病模式（Public Health Model of Disease Prevention）第二層次之

犯罪預防？ 

  

  

20 辛德廉（Michael Hindelang）等人提出生活方式暴露理論（A Lifestyle/Exposure Model of Personal 

Victimization），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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