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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四等一般行政警察特考 

犯罪學概要考前猜題 

甲、申論題： 

一、 根據 Matza與 Sykes的中立化理論（Rationalization Theory）犯罪人常用的中

立化技術有哪些？ 

 擬答： 

中立化理論主要係探討少年犯罪對其偏差行為合理化之技巧，其主要之技巧可分

五種型態： 

（一）責任之否認（The Denial of Responsibility ）：否認應對其行為負責，

認為是當前社會環境下的犧牲者，其行為係完全受外在不良社會環境影響

所致，如父母管教不當、家庭不溫暖等。 

（二）損害之否認（The Denial of Injury）：否認其行為造成損害，如汽車竊

盜犯認為偷車在朋友去玩，只是暫借，之後用畢棄於某地，被害者仍可由

警方通知取回。 

（三）被害人否認（The Denial of Victim）：當其偏差行為發生後，反認為其

係為一種正當的反應，即正確的報復與懲罰。如偷竊乃是針對不誠實商店

的行竊。 

（四）對非難者之非難（The Condemnation of the Condemners）：對其犯行不

自我檢討、反省，反而責備那些責備或懲罰他們的人。如宣稱老師或警察

都是偽善者。 

（五）高度效忠其團體（The Appeal of Higher Loyalties）：通常其犯罪行為

乃為遵守幫規、效忠幫會而犧牲普通社會規範或法律之規定。不認為其違

法行為部隊，反認為遵守幫規行為是效忠幫會領袖最高情操之表現。 

二、 毒品與犯罪關係？如何以目標為導向之公共衛生三層預防模式犯罪防治模式來預

防毒品犯罪 

 參考資料 

1、黃翠紋、孟維德（2017），「警察與犯罪預防」，頁 297-302。 

2、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中心，「毒品問題與對策」。2005年 10月 01日。 

參考答案 

（一）毒品與犯罪之關聯性 

毒品與犯罪之關聯性，期間發現毒品與犯罪之間有很高的相關

（correlation），亦即從犯罪者身上的檢驗出毒品施用的反應具有因果關

係（causal relationship）。至於，何者為因？何者為果？有四種假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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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1、毒品施用導致犯罪：有關毒品成癮者和高頻率施用者方面之研究發現，支

持了毒品施用導致其他犯罪的發生。如缺錢買毒，容易導致強盜、搶奪、

竊盜及詐欺等財產性犯罪發生或從事販毒、製毒。而另外一部分長期毒品

濫用者導致精神疾病而犯下殺人，甚至於無差別殺人與連續殺人等重大案

件發生，如台北市小燈泡殺人案等。 

2、犯罪導致毒品施用：許多研究也發現，涉及犯罪行為先於毒品施用。尤

其，青少年一般性偏差性行為先於大多數的毒品施用，亦即施用毒品可說

是偏差行為的延伸。 

3、犯罪與毒品施用相互作用的關係：除上述實務探討與學術研究外，另有一

些研究發現毒品與犯罪之間存在不同順序的關係。也就是犯罪活動引發毒

品施用，而毒品施用也可能引發犯罪活動。 

4、虛假關係：毒品施用與偏差行為之間關係存在「虛假」（spurious）。所謂

虛假關係，是指毒品施用和犯罪同時存在，兩者的變異情形也很類似，也

可能互不為對方的原因。 

（二）以目標為導向之公共衛生三層預防模式犯罪防治模式來預防毒品犯罪 

以目標為導向之公共衛生犯罪防治模式為基礎，分析當前毒品政策在三層

次防治中之執行與成效評估。第一層次之防治工作（Primary 

Prevention）為避免毒品問題發生之預防工作，即管制毒品來源之查緝工

作，以及針對一般社會大眾之反毒宣導工作，分別為我國毒品政策重點工

作項目中「緝毒」與「拒毒」領域。第二層次之防治工作（Secondary 

Prevention）乃鑑定出高危險群，並採取防治措施，以避免進一步陷入使

用毒品的可能，即針對高危險群之篩檢工作及輔導預防措施，屬於我國毒

品政策重點工作項目中「拒毒」領域。第三層次之防治工作（Tertiary 

Prevention）：對真正之吸毒犯罪加以干預，進行矯正與輔導，以避免再

犯，即針對吸毒犯之觀察勒戒、戒治、刑罰處遇與觀護工作，為我國毒品

政策重點工作項目中「戒毒」領域。 

三、 何謂犯罪行為?何謂偏差行為?試論述二者之關係。★★ 

 擬答： 

(一)犯罪行為（Criminal Behavior）之定義：犯罪行為，是個具有複合性與相

對性之概念，隨著時、空、政治、社會結構與倫理道德標準之變化，而所有

不同。因此，甚難有一體適用的定義。有學者主張，可從四個層面探討： 

1.從刑事法層面（Criminal Law Perspective），認為犯罪乃有責任能力之

人，違反刑罰法規之規定，無阻卻違法的原因，基於故意或過失，所為侵害

法益，而須接受制裁之行為而言。從此一角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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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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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具體化與犯罪化，讓人民可以清楚知道，犯罪的定義與概念。 

2.從政治層面(Political Perspective)，主要聚焦於法律的制定與犯罪化的

過程。亦即，犯罪是符合某一法律標準(criteria)或要件的行為，而這一法

律標準或要件，是由有權勢的政黨、團體或階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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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一角

度，犯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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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從社會層面（Social Definition Perspective），認為犯罪是一種社會偏差

行為（Social Deviant Behavior），與社會所公認一致的（Consensual）行

為規範（Conduct Norms）相衝突，並且可能侵害社會公眾利益，而為社會

所否定，並應加以制裁的反社會行為。例如，超速駕駛，亦即，具有「反社

會（Antisocial）」與「無社會適應性（Asocial）」等特性，稱為犯罪行

為。 

4.從心理層面（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認為犯罪行為，指個體因外在

環境或內在疾病、遺傳缺陷等，導致焦慮、痛苦、挫折等厭惡的複雜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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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為紓

緩性慾，從事違反他人意願之性侵害行為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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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犯罪行為，係指無論是基於自由意志（完全責任能力）或是生心理缺

陷，個體表現於外之行為（反社會行為），違反當時、當地民眾所一致認同之行

為準則（包含道德規範、風俗習慣以及律法），而受到社會大眾譴責之行為。然

犯罪之定義，經常隨著時間、空間的變化而有所不同：如酒後駕車在民國 88年

4月起受刑事法追訴；在德國通姦罪不受刑事法追訴。 

(二)偏差行為（Deviant Behavior）之定義： 

1.狹義的觀點，乃指法律上意義之犯罪。 

2.廣義的觀點，指社會上意義之犯罪，即除犯罪之外，亦包括賣淫、酗酒、吸

食毒品、自殺及遊蕩等。 

(三)犯罪與偏差行為之關係  

偏差行為與犯罪行為之關係，依學者見解分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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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 學、逃

家、同性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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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交叉關係：偏差行為與犯罪行為的關係並非單純包含關係，例如少數犯罪行

為超出偏差行為之外，不屬於偏差行為範疇，因此，有學者認為兩者是交叉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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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何謂犯罪黑數與刑事司法的漏斗效應?請說明對刑事政策會造成甚麼樣影響?並舉

依犯罪理論說明之。★★ 

 擬答： 

(一)犯罪黑數，即犯罪已發生，但未出現在官方犯罪統計之數量上。又謂「犯罪

灰數」， 乃謂犯罪案件已為官方機關所知悉，但卻未破案者。  

(二)漏斗效應： 刑事司法流程，經由警察、檢察、法院、監獄等構成要素，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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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案件行使裁量，致使進 入警察、檢察、法院、監獄各部門之案件，呈

現漏斗的形式。而其他案件，可能因刑事政 策（如微罪不檢舉）、證據不

足、疏解人犯（如假釋）等因素，而排除於刑事司法體系之 外。  

(三)犯罪黑數對刑事司法造成的負面影響  

1.造成民眾對刑事司法系統之不信任。 

2.造成許多輕微犯罪無法真實呈現在官方正式資料。  

3.造成刑事司法系統威嚴受損，促使加害人更加肆無忌憚。 

4.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有很多犯罪黑數。  

(四)漏斗效應對刑事司法造成的負面影響：  

1.選擇性辦案，例如媒體矚目案件，或權貴階級重視的案件。  

2.刑事資源分配不拘， 

2.民眾對抗制犯罪無感。  

(五)舉一犯罪理論解釋其原因－標籤理論  

1960 年代，犯罪學以自我報告犯罪統計研究青少年犯罪，結果發現社會上

有很多隱形偏差 者。這個研究結果，讓人開始懷疑執法機關的公正性。 因

為官方統計都只顯示少數民族或低階層的人才會犯罪。 

五、 試從 Gottfredson 與 Hirsch（1990）提出的理論，認為一個人會犯罪之原因為

何？並提出預防策略。(105)★★ 

 擬答： 

(一)Gottfredson 與 Hirsch（1990）提出一般化控制理論，將犯罪行為與犯罪

性區隔，主張引發犯罪或偏差行為的核心概念，為個人早期教養失敗造成之

犯罪性，不會因年齡增長而變化。 

(二)犯罪主因-犯罪性（犯罪傾向之特徵）之描述：個人追尋短暫享樂，無視於

後果的傾向，又稱低自我控制，分述如下： 

1.低自我控制之特質：追求立即享樂。 追求刺激、冒險、力量取向。 缺乏勤

性、堅毅、執著與持續。 缺乏技能與遠見。 不穩定的婚姻、友情和工作。 

以自我為中心，對他人漠不關心。 挫折容忍力低，無法以口語溝通方式解

決衝突。追求非犯罪行為，如賭、酗酒、危險性行為之立即享樂。  

2.犯罪現象：犯罪性不會因年齡增長而變化，終其一生難以改變，只因年齡增

長、生活型態改變等，犯罪機會減少，犯罪現象才會減少。 

3.犯罪性並非犯罪的充分條件，僅是犯罪事實的一部份。 

4.綜上，一個人會犯罪之原因，是低自我控制，在遇到犯罪機會時，以力量或

詐欺，去獲得個人利益，尋求自我滿足的過程。 

(三)針對犯罪產生之原因，採取應對措施：Gottfredson 與 Hirsch（1990）認

為，兒童早期和學校教育，對人一生的影響很大，依此理論： 

1.避免低自我控制的形成：兒童早期在家庭中，所接受的教養最有關係，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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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社會化完成，便很難再改變，應加強重視家庭早期教養，重視道德規

範、建立良好溝通的親子關係。 

2.學校教育對孩子的自我控制有正面影響：學業表現，是偏差行為良好的預測

指標，認為學校教育，對人一生的影響很大，如果形成低自我控制，則一生

都不會改，故適時安排課程，教導孩子內省，提供正向角色學習，即教化矯

治有效。 

六、 據研究資料顯示，侵入性住宅竊盜案件，容易引起民眾恐慌，試擬預防住宅竊盜

之措施。★★★ 

 擬答： 

預防住宅竊盜，從新機會理論及情境預防理論之相關措施，分述如下 

(一)減少標的吸引、強化人為與物理監控 

1.標的吸引因素、人為監控因素與物理監控因素，對於住宅竊盜被害，有顯著

的影響力，而且各因素之間，大多有顯著正或負的相關，顯示標的吸引、人

為監控、物理監控等三因素，是環環相扣。.  

2.預防住宅竊盜被害做法上應三者並重，多管齊下，把握「減少標的吸引」、

「強化人為監控」與「物理監控」的原則。 

(二)強化家戶監控、善用自然監控、維護居家環境、慎選居家場所 

家戶監控、自然監控、居家時間與建築物類型等，對減少住宅竊盜被害的發

生解釋力最強，因此，有效減少住宅竊盜被害的方法 

1.家戶監控部分：盡量保持家中有人、夜間減少外出。 

2.自然監控部分：保持居住環境四周夜間明亮，住宅四周不要有掩蔽物阻擋監

視性;. 

3.切勿因居住時間愈久而不注重居住的環境而出現「破窗」的徵兆;.  

4在建築物種類部分：慎選居住場所，選擇有電梯的大樓或大廈，且選擇樓層

較高者較佳，此外，居住處所最好有保全警衛管理人員，實施管制。 

(三)加強住宅安全設施 

1.安全設施變項對於住宅竊盜被害有一定的影響力，由國內外研究亦顯示,住

宅裝設較佳的安全設施者比較不容易被竊，且一般組在住宅安全設施的層級

顯著高於被害組.  

2.多增加一項安全設施，就多一分安全，因為增加加害人的犯罪阻力，此外，

研究亦顯示，住宅竊盜的加害人，對於聲音及燈光是敏感的，因此，裝設防

盜警報器與感應照明設備，有嚇阻作用。 

(四)加強警察偵防技能及被害協助的專業能力 

1.超過六成的被害人，住宅遭竊後曾向警方報案，但是，在破案的比例上明顯

偏低，有超過一半的被害人認為，向警察報案，似乎沒有幫助，顯示民眾質

疑警察破案的能力，因此，應透過教育訓練，增強刑案偵辦的技巧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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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2.被害人報案的原因，大多是希望警方能夠加強住宅周邊巡邏，顯示被害人某

種程度的被害恐懼，警察提供被害協助，如偵辦進度、治安風水檢測等，比

破案來得重要，因此，要強化警察在被害協助上的專業能力。 

(五)推行問題導向的社區警政 

住宅竊盜被害有其時間、的點等、地點等特性，警察應以問題導向的思維，

善用勤務的編排，針對易發生的時段及犯罪熱點，加強巡邏，甚至，結合民

眾力量，擴充監控、嚇阻的力量，使加害人不能犯、不敢犯，甚至不想犯，

進而達到犯罪預防的目標。 

(六)運用公共衛生的三級預防模式來預防住宅竊盜被害 

住宅竊盜被害具有其特性，且與標的吸引性、人為監控、物理監控等因素，

息息相關;被害人除財物損失外，還有內心的創傷以及對警察的期許，因

此，援引公共衛生領域的預防模式，提出「三級被害預防」，達到被害預防

的目標。 

1.第一級被害預防:係指改善整體社會環境，減少被害產生的基本體質，例如

透過教育及犯罪預防宣導。 

2.第二級被害預防:係指透過治安風水師，檢測居家安全，篩選出被害的高危

險群，依其弱點強化標的的安全及監控，降低標的吸引力，做好事先預防。 

3.第三級被害預防:針對已遭竊的被害人，做好被害人保護工作，降低其損

失、防止二度傷害、強化居家安全、避免重覆被害，根據犯罪飽和原則，特

定的犯罪、特定的社會，會有特定數量的犯罪，唯有社會環境發生變化,犯

罪數量才會隨之變化,因此,上述三級被害預防雖然無法完全預防住宅竊盜的

發生,但從風險的角度來看,做好被害預防的確叫以減少被害。 

七、 試以犯罪學上的標籤理論詮釋少年偏差的意涵？並說明標籤理論在刑事政策的發

展中有何重要影響？★★ 

 擬答： 

(一)標籤理論對犯罪之解釋：認為人終其一生，都可能發生各種偏差行為，這種

現象屬於「初級偏差行為（Primary Deviance）。但不一定會因此走上犯罪

的道路。若這種行為被施以某種社會控制，尤其是正式的社會控制，行為人

將遭到社會的強大壓力，而被標籤（Label），並對他過去「追溯既往的閱

讀」，使行為人開始發生自我概念的轉變，進而發生「自我預言的實現」或

「邪惡的戲劇化」，使自己行為，更符合標籤的描述。最後，成為更嚴重的

犯罪者，成為「次級偏差行為（Secondary Deviance）。 

(二)以標籤理論詮釋少年偏差： 

標籤理論強調社會控制機構，對社會劣勢者的反應將產生負面影響，係一種

身分貶低過程（status degradation process）。少年偏差者並非犯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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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nquents），本身並非天生邪惡，乃肇因於少年與他人互動中，行為不

被社會所接受，被外在加諸的「偏差行為者身分」（A Deviant status），如

輕易將少年送入刑事司法系統或機構，使受收容者活動被侷限、行為被控

制、羞辱（mortification）及剝奪（stripping）。很容易就此走向長期偏

差與病態的命運。 

2.標籤理論對預防犯罪的貢獻： 

(1)強調社會對犯罪人犯罪行為之反應過程，不同於以往犯罪學強調犯罪性或

犯罪行為，開創研究新領域。 

(2)提出職業犯罪生涯演變過程的假設，促使家庭、學校及社會，應更注重對

青少年偏差行為的介入、管教與規範應有的態度。 

(3)運用自陳報告，突顯官方資料的偏見，呼籲大眾認清，青少年犯罪原因，

不限於個人問題，社會環境亦影響重大。 

3.標籤理論對刑事政策之影響： 

(1)啟示家長、教師及刑事司法人員，不宜對少年隨意加上標籤。 

(2)勿使少年太早進入刑事司法系統，因愈早進入該系統，未來停留時間愈

久。 

(3)對微罪、偶發犯、身分犯等，應盡量予以除罪化，或採激進不干預的措

施。 

(4)運用轉向處分或社區處遇等，較不易產生標籤效應的措施，替代機構性處

遇。 

(5)去除歧視低階層少年的偏見與態度，並注意防治中、上階層少年犯罪。 

八、 近期打擊詐騙的案件中，查獲車手多為中途輟學的未成年，為防止青少年誤觸法

網，試以 Merton（1967）之緊張理論（Strain theory）及 Agnew（1992）之一

般化緊張理論（General strain theory）解釋少年中途輟學及偏差行為之成因

為何？★★★ 

 擬答： 

(一)墨爾頓(Merton)緊張理論:認為，每一個社會和文化，均由文化目標與手段

構成，文化目標，是每個人追求的人生理想，文化手段，則為達到目標的方

法和途徑。如果，社會資源條件分配不一，條件欠缺者，比較容易以非法的

手段，來獲取文化目標，而產生犯罪。 

以墨爾頓(Merton)緊張理論，解釋少年中途輟學及偏差行為之成因: 

1.是文化手段的亂迷：墨爾頓的無規範理論，認為社會文化鼓勵賺錢、追求名

位，但下階層少年達不到目標而犯罪(手段偏差)。 

2.輟學和偏差行為是階級壓力所導因：低下階層的小孩，因階層壓力，受挫折

而輟學或犯罪。 

3.輟學或偏差行為是下階層者的一種調適；墨爾頓認為，美國下階層搶奪罪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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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是下階層少年紓解壓力的一種方式。 

(二)安格紐(Agnew)的「一般化緊張理論」:主要是針對前述緊張犯罪理論，過度

強調低階層的犯罪行為，忽略中上階層也有犯罪現象的缺失，著重於微觀層

次的犯罪與偏差行為問題，認為經歷壓力與緊張的人容易犯罪。 

安格紐(Agnew)的一般化緊張理論解釋少年中途輟學及偏差行為之成因:: 

1.不能達到社會正面評價：例如，成績不好，考不上第一志願學校，因壓力而

輟學。 

2.個人期望的正面評價有落差：例如想考醫科，卻考上其他系，受挫而輟學。 

3.獲正面評價的刺激被移除：例如，原是台大學生，被當掉或開除而輟學。 

4.個人負面刺激顯現：可能兒童時期受虐、父母離異，又面臨課業失敗而輟

學。 

九、 毒品犯罪為當前的治安重點，試從犯罪學理論的觀點，解釋毒品犯罪產生的原

因，並提出相關預防對策。★★★★ 

 擬答： 

(一)以犯罪學觀點，解釋毒品犯罪產生的原因，略述如下： 

1.以社會疏離理論（social alienation theory）：說明吸毒行為之所以發

生，均由於缺乏良好之人際關係，未能與他人發展成功且令人滿意之友誼及

人際關係所導致。  

2.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認為初嘗毒品者，雖傾向於排

斥用藥，惟好奇心之驅使，為獲得同儕團體之認同，於接觸與排斥之趨避心

理衝突中，選擇接觸毒品。 

3.控制理論（control theory）：青少年毒品濫用原因，在於該個體與家庭、

學校、同儕擁有薄弱之社會鍵，並且無法全心全力地從事於社會性之活動

等，薄弱之薄弱之社會鍵是導致青少年不斷毒品濫用之主因。 

4.標籤理論（social labeling theory）:青少年之毒品濫用主要是青少年和

他人互動反應後之結果。 

5.中立化技術（techniques of neutralization）:青少年施用毒品時，會發

展出一套特有合理化之說法，這些合理化技術可以使他們暫時離開社會規

範，而支持施用毒品的犯罪行為。 

6.一般化犯罪理論:青少年之所以會有毒品濫用行為之主要原因，在於該個體

自我控制力較一般人差，加上學校、同儕提供吸毒機會，才是導致青少年沉

溺毒品濫用之主因。 

7.路徑假說（gateway hypothesis）:毒品使用者，通常先由酒精或香菸等物

質濫用開始，再到大麻等軟性藥物（我國法定三、四級毒品），進階到其他

硬性毒品（我國法定一、二級毒品）。 

8.無規範理論（theory of anomie）:由於社會貧富差距過大，為追求更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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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生活，有些採取非法犯罪模式，滿足自己慾望；有些則以酒或毒品麻醉自

己，吸毒者為購毒，進而從事毒品交易。 

9.不同機會理論（differential opportunity theory）:少年偏差及次級文

化，可分成三種型態，第三種幫會逃避集團（retreatist gang）者，無法

以合法及非法方法獲得目標，為解除憂慮及逃避現實，藉吸食毒品，暫時獲

得享樂之目的。 

10.下階層文化衝突理論（theory of lower class culture conflict）:施用

毒品者，多來自低社經地位，面對生活壓力，一籌莫展，施用毒品，可讓

其紓解現實壓力，追求幻想滿足。 

11.一般化緊張理論（general strain theory）:犯罪或吸毒行為，是一種消

除緊張之手段，用以達成正面目標、保護正面刺激、終止或逃離負面刺

激。 

(二)毒品犯罪預防對策: 

1.我國毒品政策自 82年確立以「斷絕供給」與「減少需求」為兩大反毒策

略，以及「緝毒」、「拒毒」、「戒毒」之任務分工至今。反毒策略分述如下： 

(1)緝毒方面：包括「統合各緝毒機關力量」、「結合掃黑工作，嚴密查緝販毒

組織」、「管制先驅化學物質」、「追查販毒不當利益，落實執行『洗錢防制

法』」、「嚴密查緝替代性毒品」與「擴大、加強國際合作」。 

(2)拒毒方面：包括「擴大反毒宣導，整合反毒資源」、「加強師資培育，強化

反毒教育」、「加強青少年休閒設施及輔導，減少毒品誘惑」與「建立高危

險群尿液篩檢制度」。 

(3)戒毒方面：「落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建立吸毒犯戒癮體系」、「建立藥癮

戒治體系」與「發展戒癮模式，提升戒癮品質」。  

2.毒品問題之改善有賴政治、經濟、社會風氣、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等配合，

防制毒品氾濫須凝聚社會整體共識，除統合刑事司法體系力量外，更要結合

社會各界支持系統，如，高雄市率先成立毒品防制局，統籌規劃反毒策略，

以垂直整合毒品防制業務，橫向協調跨局處毒品防制相關業務。 

3.首要落實親職教育，發揮家庭功能及落實反毒工作社區化，擴大社會參與層

面，近期推動之安居專案，即是防制毒品入侵、淨化社區安全。 

4.對已成癮者，應強化刑事司法與醫療體系戒癮功能、發揮公私部門整合功

能，建構全面反毒機制、建立寬嚴並濟之刑罰體系、建立毒品濫用監測機

制，發揮新興毒品之預警功能、加強毒品再犯預測、加強跨國合作打擊毒品

犯罪等，均為毒品防制之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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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試從社會控制理論（Social Control Theory）與抑制理論（Containment 

Theory）之內容，探討並解釋人不犯罪之原因？(105)★★ 

 擬答： 

(一)社會控制理論（Social Control Theory）: 代表人物為美國犯罪學家赫胥

（Hirschi, Travis），於 1969年在「犯罪之原因論」書中，提出「社會鍵

理論」又稱「社會控制理論」。 

1.基本主張：認為人類本為非道德的動物，都有犯罪的自然傾向，犯罪是不需

要解釋的，只有不犯罪或守法的行為才需要解釋。 

2.如無外在法律之控制和環境的陶冶、教養，人類自然傾向犯罪。這些外在控

制力量，即為所謂之「社會控制」。 

3.赫胥(Hirschi)的社會控制理論，受涂爾幹(E. Durkheim) 的迷亂理論

(Anomie theory)影響。認為在社會化過程中，人和社會建立強度不同的社

會鍵，和一個人是否從事犯罪行為有關，此四個要素包含附著、奉獻、參

與、信仰，彼此是互相關連的。  

4.因此，若建立強而有力的社會鍵，不需要太多規範，便不輕易犯罪。 

5.社會控制理論的社會鍵內涵如下:  

(1)附著:強調一個人對他人或社會控制機構情感的附著，是防止犯罪的主要

工具。一個人若愈附著父母、家庭、學校、社區及同輩團體，其愈不可能

犯罪。  

(2)奉獻:認為，一個孩子若投入相當的時間與精力於追求較高的教育、職業

和未來事業之追求，則從事犯罪或偏差行為的機會降低。  

(3)參與：參與傳統的活動，如學術活動、運動和正當的休閒活動時，則其犯

罪的可能性自然減少,因無空間、時間從事犯罪行為。 

(4)信仰:認為一個人對於宗教信仰、道德規範及法律不尊重時，便有陷於犯

罪的危機。 

(二)抑制理論（Containment Theory）理論內涵 

代表人物：美國犯罪學者雷克利斯（Reckless, Walter），根據內在控制系

統與外在控制之交互作用，提出抑制理論。 

1. 理論內涵：雷克利斯（Reckless）認為犯罪和偏差行為的研究，必須要經

常考慮內在和外在抑制的互相影響。當兩者均強時，個人最不易犯罪;當兩

者均弱時，個人則最易於犯罪。 

(1)內在抑制力( intema1 containments) :良好的自我控制能力、自我概念

及超我：係指個案具有風險管理之能力、危機處理能力、道德遵守能

力、.高度挫折容忍力、責任感及尋求替代的滿足：能忍受挫折且勇於負

責。 

(2)外在抑制力(external containments) : 一致的道德價值觀、明確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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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合理的規範責任、有效的監督、訓練、正常的發洩管道、提供認同

歸屬感的機會、社會凝聚力及幸福家庭。 

2.犯罪原因：社會處於變遷迅速或高解組時期，導致外在抑制異常、缺乏及喪

失，犯罪及偏差行為因而產生。包括內外在的牽引力： 

(1)內在推力：是指每個人心中的不安、不滿、敵意、叛逆、心理衝突、焦慮

以及及時行樂的本能，這些本能經常在心中騷動，把個人推向違法或犯罪

之路。 

(2)外在壓力：是指個人遭遇到相對剝奪、貧窮、失業、不安全感、或者屬於

少數族群、出身貧窮、缺乏翻身機會或生長在機會不平等的社會，都是個

人在社會上，面臨的結構壓力，迫使其選擇違法或犯罪之路。 

(3)外在拉力：結交偏差同儕、生長在犯罪副文化或偏差團體中。 

3.內在推力、外在壓力、外在拉力之移除端賴外在、內在抑制力。 

 

乙、選擇題 

1 下列何者為實證犯罪學之鼻祖？ 

(A)費利(Ferri)     (B)孔德(Comte) 

(C)加洛法洛(Garofalo)   (D)龍布羅梭(Lombroso) 

D 

2 在犯罪過程犯罪預防模式中，下列何者不屬於犯罪搜尋階段之預防？ 

(A)目標物強化 (B)鄰里守望相助 (C)財產註記 (D)環境規劃與建議。 

A 

3 將潛在犯罪予以早日辨識，並於其在從事實際非法活動前予以干預，在公共衛生

疾病預防模式中應屬何種層次之犯罪預防？ 

(A)第一層次 (B)第二層次 (C)第三層次 (D)第四層次 

B 

4 將刑事司法之運作區分成四層蛋糕形式是下列何者？ 

(A) Hart,  (B) Walker, (C) Packer, (D) Hagan 

B 

5 下列何者理論整合了犯罪心理學派與犯罪社會學派的論點來說明犯罪發生的原

因？ 

(A)標籤理論 (B)抑制理論 (C)社會疏離理論 (D)無規範理論 

C 

6 主張以矯治處遇取代監禁隔離，認為應以科學方法研究個別犯罪人及犯罪原因，

並予以適當之處遇，請問上述之思想符合下列何者？ 

(A)古典犯罪學派(B)實證犯罪學派(C)生物犯罪學派(D)新古典犯罪學派 

B 

7 下列何者非屬相關犯罪統計取得之主要途徑？ 

(A)官方犯罪統計(B)自陳調查(C)集體調查(D)被害調查 

C 

8 Loeber及其同事分析匹茲堡同生群少年追蹤研究，發現少年之犯罪路徑共有三

類，請問下列何者不在其三類之列？ 

(A)逃避路徑(B)外顯路徑(C)衝突權威路徑(D)內隱路徑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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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列哪位學者在 1987 年提出互動理論為生活週期相關理論之代表（Interaction 

Theory of Delinquency）？ 

(A) Laub, (B) Sampson, (C) Gottfredson, (D) Thornberry. 

D 

10 柯恩與費爾遜所提之日常活動被害理論中，認為犯罪之發生，需在時空上有三項

因素聚合，請問下列何者不再三項因素中？ 

(A)具有能力及犯罪傾向者（Motivated Offender） 

(B)合適之時間（Suitable Timing） 

(C)合適之標的物（Suitable Target） 

(D)足以遏止犯罪發生之抑制者不在場（Absence of Capable Guardian Against 

Crime） 

B 

11 在 Walter Miller 的下階層文化衝突論中，他提到下階層文化少年因為接受六種

主要關懷(focal concerns)，使其易於犯罪，請問下列何者非在六者之列？ 

(A)惹事生非（Trouble）   (B)自我安慰（Mollification） 

(C)強悍（Toughness）   (D)自主（Autonomy） 

B 

12 犯罪型態理論，又稱犯罪搜尋理論是環境犯罪學的核心成分，主要探討人和事物

如何在一社區中之時空移動而發生犯罪，主要研究犯罪的空間分佈或社區內犯罪

型態的分佈。該理論有三個核心概念，請問下列各組何者為真？ 

(A)節點（nodes）、路徑（paths）、邊緣（edges） 

(B)節點（nodes）、區塊（blocks）、邊緣（edges） 

(C)路徑（paths）、區塊（blocks）、邊緣（edges） 

(D)節點（nodes）、路徑（paths）、區塊（blocks） 

A 

13 整合古典學派與實證學派兩派論點後，提出一般化犯罪理論的是以下何者？ 

(A)克拉法德與奧林(B)馬克札與西克斯(C)赫胥與高佛森(D)蕭與馬凱 

C 

14 在心理學學者 Goth 臨床觀察 500位性侵害犯後，將其區分三類，請問在下列中何

者是 Goth所分類之性侵害犯中所佔比例最高？ 

(A)憤怒型(B)衝動型(C)權力型(D)虐待型 

B 

15 下列何組理論組合是修復式正義的理論基礎？ 

(A)明恥整合理論與一般化犯罪理論  (B)明恥整合理論與和平建構理論 

(C)和平建構理論與權力控制理論  (D)和平建構理論與社會控制理論 

B 

16 提出所謂“自然犯罪（Natural Crime）”，認為這類犯罪是各民族共同痛恨之犯

罪，亦即普通公認之犯罪是下列何者？ 

(A)葛魯克(B)克拉克(C)加洛法洛(D)蘇哲蘭。 

D 

17 沃克(Walker)認為刑事體系的運作並非依照標準程序公平地處理案件，而是依照

犯罪的嚴重性、媒體報導、政治關注、社會關注等性質而得到不同的重視程度。

請問上述內容屬於何種刑事體系運作模式？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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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兩條輸送帶運送模式  (B)漏斗效應模式； 

(C)犯罪飽和原則    (D)結婚蛋糕運作模式。 

18 犯罪副文化理論的濫觴，是指哪一個理論？ 

(A) 無規範理論。   (B) 文化衝突理論。 

(C) 古典緊張理論。   (D) 芝加哥區位學理論。 

D 

19 破窗理論（Broken Window Theory）對於犯罪預防的基本原理為何？【100】 

（A）增加個人自我控制可減少犯罪。 

（B）微小的社會失序問題，若不解決或加以控制，犯罪會加速惡化 。 

（C）警察應以犯罪熱點作為預防之重點 。 

（D）應用建築或環境設計可減少犯罪機會 。 

B 

20 日常活動理論（Routine Activity Theory）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係為微觀之犯罪理論。  (B) 以「事件」為研究取向 。 

(C) 犯罪是一種理性的決定 。  (D) 主要以「犯罪機會」為建構中心 。 

解析：人僅是犯罪發生的一要素，不需討論犯罪者與非犯罪者之差異。 

係為巨觀之犯罪理論，但以三變項來分析微觀犯罪事件之發生。 

A 

21 日常活動被害理論（routine activity theory）提到，犯罪的發生，在時空上有

三個因素之聚合。情境犯罪預防之技術「擴充監控」主要是針對哪個因素所設

計？ 

（A）合適的標的物。     （B）有能力及動機之犯罪人。 

（C）足以遏止犯罪發生之抑制者。  （D）對危險之認知。 

C 

22 下列何者不屬於犯罪被害理論？ 

（A）犯罪熱點與犯罪地圖學。   （B）對等團體假設。 

（C）偏差鄰坊假設。     （D）差別接觸理論。 

解析：犯罪被害理論：被害者促發理論、生活型態理論、對等團體假設、偏差鄰

坊假設、重複被害、犯罪熱點與犯罪地圖學、日常活動理論等。 

D 

23 下列哪位學者，是犯罪學日常活動被害理論（Routine Activity Theory）的創始

人？ 

(A) 克勞渥 ( Cloward ) 及奧林( Ohlin)。 

(B) 赫胥（Hirschi）和蓋佛森(Gottfredson)。 

(C) 科恩和費爾遜（Cohen & Felson）。 

(D) 蕭（Shaw）和瑪喀（Mckay）。 

C 

24 有關犯罪型態理論（Crime Pattern Theory）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是環境犯罪學的核心成分。 

（B）研究人和事物，如何時空移動而發生犯罪。  

（C）又稱犯罪搜尋理論（Crime Search Theory）。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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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以日常生活理論為主幹，三個核心觀念：中心點、路徑、標的物。 

解析：每一個犯罪嫌疑人會在個人活動的中心範疇(家、工作、學校或娛樂區)以

及活動路徑，尋找合適標的，三個核心觀念：中心點、路徑、邊緣。 

25 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之選擇結構，有關犯罪者因素，何者

錯誤？ 

（A）需求 （B）價值觀  （C）地點 （D）學習經驗。 

解析：犯罪者因素：需求。價值觀。 學習經驗。 

C 

26 新機會理論是由三個理論所構成，下列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日常活動理論強調，社區的差異和變化而影響犯罪機會。 

(B) 犯罪型態理論強調，大社會的變化而改變犯罪機會。 

(C) 理性選擇理論強調，個人所處場所犯罪機會不同，個人犯罪考慮的因素亦有

差異。 

(D) 以上皆非。 

解析：(A)日常活動理論強調大社會的變化而改變犯罪機會。 

(B)犯罪型態理論強調社區的差異和變化而影響犯罪機會。 

(C)理性選擇理論強調，個人所處場所犯罪機會不同，個人犯罪考慮的因素

亦有差異。 

C 

27 情境犯罪預防倡議學者 R. Clarke 指出，情境犯罪預防概念中最重要的部分是？  

（A）「減少機會」及「增加犯罪者所感知的風險」。 

（B）「案件導向警政」及「警察快速反應」 。 

（C）「增加見警率」及「警察快速反應」。 

（D）「案件導向警政」及「增加見警率」 。 

A 

28 下列何者不屬於「利益擴散」？【100】 

（A）某城市的部分汽車安裝車輛追蹤器，全市汽車失竊率下降 。 

（B）某賣場實施清點貴重物品庫存機制，各類物品竊盜案件減少 。 

（C）十字路口安裝闖紅燈照相系統，該路口闖紅燈的人減少 。 

（D）夜店安裝監視錄影器防止竊盜，打架和衝突事件減少。 

C 

29 下列何者不屬於情境犯罪預防技巧？【100】 

（A）增加犯罪功夫。   （B）增加藉口。  

（C）增加犯罪風險。   （D）降低對犯罪的刺激。 

解析：(B)移除藉口 

B 

30 一般化犯罪理論又稱自我控制理論，其創始人為何者？ 

(A) 蕭（Shaw）和瑪喀（Mckay）。 

(B) 克勞渥及奧林。( Cloward & Ohlin) 

(C) 渥夫幹（Wolfgang）與、費洛庫提(Ferracuti)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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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赫胥（Hirschi）和蓋佛森(Gottfredson) 

解析：渥夫幹（Wolfgang）與、費洛庫提(Ferracuti)-暴力次文化 

克勞渥及奧林( Cloward & Ohlin)←→差別機會理論 

31 三層次犯罪預防模式是巨觀的預防模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三層次犯罪預防模式，是學者 Brantingham & Faust 之分類。  

(B)三層次犯罪預防模式乃犯罪預防理念原創概念，並運用於公共衛生預防疾病模

式。 

(C)第一級預防著重在「鑑別出有利於犯罪的機會，或加速犯罪行為發生的物理與

社會環境」 

(D)第二級預防著重「致力於早期辨識潛在犯罪者，並尋找有效的干預」。 

B 

32 緊張和犯罪副文化理論主要在探討甚麼？  

(A) 導致犯罪生命史的社會力量。 (B) 導致低階層者犯罪的社會力量。 

(C) 導致犯罪類型的社會力量。 (D) 導致犯罪集中的社會力量 

解析：緊張和犯罪副文化理論主要在探討導致低階層者犯罪的社會力量。 

B 

33 犯罪副文化理論（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最大貢獻之敘述，哪個正

確？ 

(A) 發現青少年犯罪的理念和態度。 

(B) 青少年成人後繼續從事犯罪行為之原因。 

(C) 引發學習理論應用到犯罪行為的發生。 

(D) 犯罪與社會階層的關係。 

C 

34 Cohen 與 Felson 以 VIVA 描述犯罪的合適標的，即價值性、慣性、可見性，以

及下列哪一個標的？ 

（A）有誘惑性 （B）可包裝性 （C）可隱藏性 （D）可接近性。 

D 

35 赫胥（Hirschi）和蓋佛森(Gottfredson)在 1990年提出犯罪的一般化犯罪理論，

哪個錯誤？ 

(A)又稱犯罪的共通性理論。 

(B)主要解決性別與犯罪之關係。 

(C)實證發現，同一時期犯罪「傾向」的差異保持穩定。 

(D)將犯罪人和犯罪行為，區分為前者以犯罪性、後者以犯罪代表。 

解析：蓋佛森(Gottfredson)和赫胥(Hirschi)1983 年發表年齡與犯罪， 犯罪在

少年中期達高峰，20歲中期後逐漸趨緩。》老化《，蓋佛森

(Gottfredson)和赫胥(Hirschi)倡議「一般化犯罪理論」稱犯罪的共通性

理論、或自我控制理論，主要解決年齡與犯罪之關係 

B 

36 桑普森和勞伯（Sampson & Laub）於 1993 年擴展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之

三項犯罪影響因素，哪個敘述錯誤？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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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個人意志力，指犯罪人也會積極改善自己的機遇。 

(B) 情境脈絡，指某些犯罪在某些場合或情況下，是規範性的。 

(C) 歷史脈絡，指某個階段影響了一個人的客觀之機會及世界觀。 

(D) 生命轉折點不受個人所處地區或歷史事件所影響。 

解析：三項犯罪影響因素，指個人意志力，情境脈絡，歷史脈絡。 

個人意志力，戮力改善而中止犯罪。 

情境脈絡，酒吧內爭吵而鬥毆，當事人視為理所當然而合理化。 

歷史脈絡，生命轉折點受時代效應的影響，如戰爭及飢荒 

37 班都拉(Bandura)的社會學習理論為互動學習論之代表，強調在社會情境中個體的

學習，是經由哪種過程產生的？ 

(A)觀察學習和模仿之連結。   (B)刺激-反應連結。 

(C)內在心智架構與知識獲得的改變。 (D)將訊息加以組織、建構進而吸收 

A 

38 雷克利斯(Reckless) 抑制理論（containment theory）之外在拉力

(outer containment)包括何者？ 

①焦慮②家庭功能不彰③少數民族身分④失業 

(A) ①② (B) ③④ (C) ②③④ (D) ①②③④ 

解析：抑制理論(containment theory)：內在抑制因素一旦在社會化

(socialization)之過程中形成，將使一個人隔絕於使其犯罪的外在拉力和

外在壓力。 

外在推力(拉力)：不利的生活條件、家庭功能不彰、課業無成就感、被霸

淩等，結交不良損友，易推向犯罪。--違法的次文化(結交犯罪朋友)、不

良大眾傳播內容等。 

外在壓力如貧困、失業、少數民族身分、不公平等。 

C 

39 赫胥（Hirschi）的社會控制理論之社會鍵連結，哪個錯誤？ 

(A)參與(involvement) -時間。  (B)信念(belief)- 道德。 

(C)抱負(commitment) –心靈。  (D)依附(attachment)-感情。 

解析：依附-感情，參與)-時間，信念-道德，抱負-物質 

C 

40 艾克斯(Akers) 的差別強化理論（differential reinforcement Theory）主要整

合了三個理論的主要核心 概念，何者不屬於？  

(A) Rotter 的期望理論。   (B) Sutherland 的差別連結理論。  

(C) Skinner 的行為主義。   (D) Bandura 的社會學習理論。 

A 

41 蕭（Shaw）和瑪喀（Mckay）的研究分析結果，得到高犯罪區域與何者無關？ 

(A) 物理的因素。 (B) 經濟的因素 (C) 人口組合。 (D) 道德規範。 

D 

42 情境犯罪預防之技術「擴充監控」主要是針對哪一個因素所設計？ 

（A）對危險之認知。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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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合適的標的物。 

（C）有能力及動機之犯罪人。 

（D）足以遏止犯罪發生之抑制者。 

43 渥夫幹、費洛庫提(Wolfgang & Ferracuti)暴力副文化理論發現，解釋青少年犯

罪最重要因素是哪項？ 

(A) 教育。  (B) 種族。  (C) 經濟。  (D) 家中排行。 

B 

44 何者不屬於特別預防主義的犯罪預防模式？  

（A）透過教化、矯正措施讓犯罪人不再犯罪。 

（B）嚴厲執行極刑（包括死刑或終身不得假釋），消除最惡質犯罪人。 

（C）透過大眾法治教育，藉以嚇阻民眾從事犯罪行為。 

（D）對部分再犯機率較高的犯罪類型的犯罪人，提高假釋通過門檻。 

C 

45 關於反社會性格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 又稱精神病態(Psychopathy) 。  

(B) 由世界衛生組織稱為反社會性格(antisocial personality)。 

(C)  所有心理病態性格者均成為犯罪者。  

(D) 包含道德喪失。 

C 

46 基本上，社會學習理論之先驅是哪位學者？ 

(A) 塔德（Tarde）    (B) 赫胥 (Hirschi) 

(C) 涂爾幹（É. Durkheim ）  (D) 蘇哲蘭（E. Sutherland）。 

解析：涂爾幹（É. Durkheim ）對於道德的強烈關注，認為，人的慾望得到滿

足，必須要藉個人以外的社會控制力量加以約束、限制。 

蘇哲蘭的「不同接觸理論」受塔德的模仿法則，塔德（Tarde）可謂美國社

會學習理論之先驅 

A 

47 社會控制理論之敘述，何者正確？ 

(A) 何謂犯罪、何謂守法的行為，社會有一致的價值觀。 

(B) 贊同犯罪副文化所主張的衝突價值觀。 

(C) 社會維繫（Bond）的因素有五個。 

(D) 內在的影響因素即是「社會控制」。 

解析：外在的影響因素如：學校、家庭、職業、朋友、宗教信仰等四個因素，即

是「社會控制」。社會有一致的價值觀，非如犯罪副文化所主張的多重或衝

突法律價值觀。 

A 

48 研究顯示，在經濟狀況較差、異質性、人口密度高、破碎及解組家庭多，直接關

聯少年較容易偏差行為，較支持下列何理論見解？ 

（A）犯罪熱點與犯罪地圖學。   （B）生活型態理論。 

（C）偏差鄰坊假設。     （D）重複被害理論。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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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有關犯罪預防基本概念的敘述，何者錯誤？【104】 

（A）犯罪預防是達成犯罪學研究的終極目標 。 

（B）犯罪預防是警察與其他刑事司法機構存在的基本任務之一。  

（C）犯罪預防與犯罪偵查的關係，一如磁石之同性互斥 。 

（D）對犯罪人施以剝奪自由之徒刑，亦屬達成犯罪預防方法之一。 

C 

50 下列有關慢性習慣犯（chronic offender）研究，何者錯誤？【100】 

（A）主要在研究犯罪人生涯歷程發展 。 

（B）屬同一樣本長期追蹤研究 。 

（C）由渥夫幹（Wolfgang）等人同生群研究發現慢性習慣犯 。 

（D）大都是以成年犯罪人為首次調查對象。 

解析：運用官方紀錄，追蹤 1945年出生於賓州費城的 9945名男性，至他們 18歲

為止。 

D 

51 犯罪副文化理論之六個特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非功利性。     （B）及時享樂主義。 

（C）個體自主性。    （D）多樣性。 

解析：六個特徵：非功利性、邪惡性、負面性、多樣性、及時享樂主義、團體自

主性。 

C 

52 認為社會在犯罪方面，均會達到飽和點（Saturation Point），即特定的社會會有

特定數量的犯罪，提出「犯罪飽和原則」，是哪位學者？ 

費利-提出， 

(A) 蘇哲蘭（E. Sutherland）。 (B) 邊沁（Jeremy Bentham）。 

(C) 涂爾幹（E. Durkheim）。  (D) 費利（E. Ferri） 

D 

53 警察機關於防範校園竊盜在實務上有「治安風水師」，目的在於利用環境設計預防

犯罪，而 4D策略即為預防犯罪最佳策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101】 

（A）嚇阻（Deter）：利用各種方式，打消竊盜犯之犯罪動機 。 

（B）丟棄（Discard）：丟棄以往迷思，積極營造犯罪預防 。 

（C）延遲（Delay）：延遲竊盜犯行竊的時間，增加其犯案風險 。 

（D）偵防（Detect-and-Prevent）：使用各種設備，預防和偵查犯罪。 

B 

54 關於安格紐（R. Agnew）一般化緊張理論（General Strain Theory），何者錯

誤？ 

(A) 以宏觀層面解釋犯罪與偏差行為。 

(B) 主張人性本善。 

(C) 經歷壓力和緊張的人容易犯罪。 

(D) 解釋社會各階層的人。 

解析：安格紐（R. Agnew）一般化緊張理論（General Strain Theory）以微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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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層次 

核心概念是「負面影響狀態」 

55 學者 Brantingham 提出「犯罪過程犯罪預防模式」認為，犯罪活動可以分為三階

段。下列何者不屬於？【101】 

（A）犯罪決意階段。 

（B）犯罪脫逃階段。 

（C）犯罪搜索階段。 

（D）實際犯罪行為階段。 

解析：Brantingham 之「犯罪過程犯罪預防模式」包含預防作為- 

(A)犯罪決意階段：法律之制定、社會預防活動、教育 

(C)犯罪搜尋階段：鄰里守望相助、財產註記、市民參與巡邏、環境規劃與

建議 

(D)實際犯罪行為階段：目標物強化、電子監控警報裝置 

B 

56 何者不屬於特別預防主義的犯罪預防模式？  

(A)透過教化、矯正措施讓犯罪人不再犯罪 。 

(B)嚴厲執行極刑（包括死刑或終身不得假釋）消除最惡質犯罪人 。 

(C)透過大眾法治教育藉以嚇阻民眾從事犯罪行為 。 

(D)對部分再犯機率較高的犯罪類型的犯罪人提高假釋通過門檻 。 

解析：一般預防主義採取之預防模式係針對一般大眾 

C 

57 柯恩（Cohen）的犯罪副文化理論（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敘述三

種不同方式，解決內心衝突與挫折 ，哪個不正確？ 

(A) 街角小孩的角色(Émile Durkheim)是最普遍的反應方式。 

(B) 進取的小孩學術、經濟和社會上條件較差，但還是努力奮發。 

(C) 偏差小孩的反應是對社會價值觀採一致的態度。 

(D) 因為文化衝突產生身分挫折。 

解析：柯恩（Cohen）的犯罪副文化理論（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

認為，低階層少年因自身條件限制造成適應困難而漸產生與普世不同的價

值體系，故犯罪是因應受主流價值觀念挫折的調適，偏差小孩的反應是對

社會價值觀採對立的態度。 

C 

58 法國古典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 提出社會亂迷(Social Anomue)的概念。 

(B) 認為犯罪是社會正常。 

(C) 社會控制理論的思想源頭。 

(D) 認為應該以階級團體取代職業團體。 

解析：認為應該以職業團體取代階級團體 

D 



高見公職‧警察圓夢諮詢中心                                          107 年 犯罪學概要考前猜題  

21 

59 標籤理論最著重在解釋何者？ 

(A) 犯罪原因的發生。   (B) 初級偏差行為的產生。  

(C) 初次違法行為的產生。  (D) 二級偏差行為的產生。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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