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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標及

特色



教育宗旨
以理論與實務並重，培育學生進入刑事司法體系，從

事犯罪防治相關工作所需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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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
• 培育犯罪防治專業人才

• 具備社會關懷與助人能力

• 養成多元發展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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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重點
犯罪防治 |司法社工 |公共安全

3

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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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特色亮點 結合實務機構實習

職涯規劃與輔導完善

師資理論與實務兼俱

04

拓展國外交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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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項目

評分指標



評核項目 評分參考

人文關懷及自我學習能力
1.修課紀錄及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2.自傳：學生自我剖析及論述個人特質、與職涯方
向的連結等。 3.社會關懷或公益活動等相關事蹟證明。

解決與溝通問題能力
1.社團、班級幹部或其他校內外活動參與證明：參與校內外社團、社區或公益服務活動、
班級擔任幹部、校內外活動證明或成果紀錄等。 2.才藝/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如參
與各項才藝相關競賽證明或成果紀錄。

多元創新與統整規劃能力
1.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連結本系學習內涵與自己未來學習計畫之陳述或其他自我學習
之相關證明文件。 2.修課及學習歷程與相關成果作品：參加各項學科研習營或相關活動成
果之具體事蹟。

書面審查

評核項目 評分參考

個人特質 儀表服裝與禮貌、談吐及表達條理程度

生涯規劃 報考動機、未來抱負與發展、對本系的瞭解

機智反應 對問題回答之正確性與果斷性

學習潛能 求學態度、基礎能力、對犯罪防治相關領域的瞭解、特殊才能與專長、就讀本系的優勢

口試



3

多元能力與

人格特質



 在社會與心理學群這個大架構當中，就包含了犯罪防治學系、社會系、社工系、

心理系、兒童與家庭學系、輔導學系等。每個學系各司其職，從不同的角度來

協助人們了解這個社會，釐清個人行為，以及防止更多不幸事件發生。

 溫暖、真誠、同理心是社會與心理學群的學生最重要的特質。想要從事社會工

作、心理工作相關職業的人，因工作的內容大多都 是與「人」的互動，所以要

特別注意與人相處時帶給他人的感受，包括溫和、真 誠一致、還有具備對他人

的同理心。除此之外，當然還要有謹慎、耐心、專注傾 聽、有毅力、願意助人

的心才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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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準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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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地圖
與職涯



職涯名稱：國家考試
職涯出路：一般警察三等(行政警察人員、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一般警察四等(行政警察人員)



職涯名稱：國家考試
職涯出路：司法特考四等(法警、監所管理員)、司法特考三等(監獄官、觀護人、家事調查官)



職涯名稱：專業證照
職涯出路：社工師專技證照



職涯名稱：國家考試
職涯出路：移民行政特考



職涯名稱：國家考試
職涯出路：調查局特考(調查工作組、法律實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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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研究領域
及職涯發展



犯罪防治 司法社工 公共安全

 司法特考(監所管理員、法警、監獄官、

觀護人、家事調查官等)

 一般警察特考(三、四等行政警察、犯罪

防治人員等)

 移民行政特考

 調查局特考

 社會工作師專技證照

• 保護性社會工作

• 矯治社會工作

• 法院社會工作

全國第一所函請考選部同意得以報考【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
之犯罪防治系所

 私人企業內控工作

 安全管理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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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與設備



講座教授
蔡德輝

講座教授兼院長
黃富源

副教授
戴世玫

助理教授
洪文玲

助理教授
黃麒然

教授兼系主任
章光明

副教授
黃讚松

副教授
王伯頎

副教授
王國治



教師姓名 蔡德輝(前警大校長、國策顧問)

職稱 講座教授

學歷 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犯罪學博士

專長 犯罪學、少年犯罪、刑事政策

教師姓名 黃富源(前人事行政總處人事長)

職稱 講座教授兼社科院院長

學歷 美國休斯頓州立大學博士

專長 刑事政策、性別/犯罪心理學、公共治理、危機管理



教師姓名 章光明(前警察大學警政管理學院院長)

職稱 教授兼犯防系系主任

學歷
美國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
公共政策分析研究所博士

專長 犯罪預防、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分析、警察政策、警察學

教師姓名 黃讚松(前本校課外組組長)

職稱 副教授

學歷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法學博士

專長 安全專案管理、企業安全、社會問題分析



教師姓名 王伯頎(前大陸教育交流處副處長)

職稱 副教授

學歷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所博士

專長 犯罪學、心理學、質化研究、毒品犯罪

教師姓名 王國治

職稱 副教授

學歷 中國文化大學法學博士

專長 民事法、智慧財產權、醫療法律



教師姓名 戴世玫

職稱 副教授

學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博士

專長
家庭暴力防治等保護性社會工作、新移民社
會工作、社會工作督導、社會工作直接服務

教師姓名 黃麒然

職稱 助理教授

學歷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工程科技研究所土木防災組博士

專長
應急管理、公共安全管理、消防工程
大場域安全風險評估、不確定風險分析



教師姓名 洪文玲

職稱 助理教授

學歷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

專長 犯罪被害保護性工作、社區工作、個案工作



《教學環境》



《犯罪防治情境教學館》



李昌鈺博士與銘傳犯罪防治學系



物聯網智慧宅及門禁考勤與保全影像對講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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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果



•黃富源院長指導學生高嘉伶同學參與競賽，榮獲刑事警察局暑期舉辦「2020 CIB反毒電競挑戰賽－雞

不可失毒不可吃」反毒短影片創作賽首獎

•109年度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本系通過4件專題研究補助

•王伯頎副教授指導學生創作預防犯罪法治教育輔助教材

•碩專班林欣怡榮獲衛生福利部「110年全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表揚」績優社工獎

•106級(現大四生)鄭育齡與夏媺臻榮獲銘傳大學110年度優秀青年

•傑出校友黃韻如榮獲宜蘭縣政府警察局頒發優良服務事蹟忠勤楷模

•108學年度指導學生參加第二屆雲台青年學生創新創業邀請賽，榮獲二等獎及三等獎

•108學年度學生普開祥等5名學生獲危機管理學會最佳論文

•108學年度學生參與服務學習，參與志工導覽培訓，與桃園市衛生局毒防中心反毒行動車合作，實踐大

學社會責任及服務學習在地化，發揮本系專業訓練成果。

教師與學生學術表現(持續更新中)



• 107學年度新生盃女子排球賽冠軍

• 107學年度校長盃慢速壘球賽亞軍

• 107學年度新生盃50公尺蛙式女生組第三名

• 106學年度新生盃男子與女子排球賽冠軍

• 2018全國大社盃排球(男排)冠軍；籃球(男籃)亞軍

• 銘傳大學102學年度新生盃合唱決賽第4名

• 銘傳大學62週年校慶精神總錦標第3名 (108學年度)

• 銘傳大學62週年校慶田徑錦標第2名 (108學年度)

• 銘傳大學62週年校慶啦啦競賽佳作 (108學年度)

• 銘傳大學62週年校慶啦啦競賽佳作 (107學年度)

• 銘傳大學61週年校慶啦啦競賽佳作 (106學年度)

• 銘傳大學60週年校慶啦啦競賽佳作 (105學年度)

• 銘傳大學57週年校慶啦啦競賽佳作 (102學年度)

• 銘傳大學55週年校慶啦啦競賽佳作 (100學年度)

• 銘傳大學54週年校慶啦啦競賽佳作 (99學年度)

• 銘傳大學52週年校慶啦啦競賽第7名 (97學年度)

• 銘傳大學51週年校慶啦啦競賽第6名 (96學年度)

學生活動表現(持續更新中)



考取研究所榜單(持續更新中)



考取研究所榜單(持續更新中)



考取公職人數榜單(持續更新中)



考取公職人數榜單(持續更新中) 考取專技證照榜單(持續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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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發展



•警察特考：擔任各級警務人員，維護社會治安。

•高、普考：諸如觀護人、政風人員、一般行政、社會行政…等相關類科。

•司法、監所管理人員特考：如檢察事務官、書記官、監獄官、監所管理員、法警…等。

•海巡特考：擔任海巡人員，巡防海域、捍衛疆土。

•調查局、國安局特考：成為情治先鋒，施展身手、打擊犯罪。

政府機構：

參加高普特考試

•本系學生可以遠赴國外進修、深造相關的課程：刑事司法、犯罪學、犯罪防治、安全管理、管理學、法學、

公共安全…等領域，從事學術的研究與教學。

•有關於國內的進修管道，亦不乏相關的機構可資進修：犯罪防治研究所、犯罪學研究所、警政研究所、管

理學研究所、法律學研究所…等，各大學中均有提供良好的進修環境。

學術研究：

國內外進修深造

•本系畢業學生，以後將是全國科班出身的安全管理的專業專長人員，在政府推動安全管理專業證照下，

可學以致用進入安全管理業的職場，擔任安全管理業領域裡中高階層的管理人才。

•除了擔任安全管理的專業人員之外，本系學生在四年學習當中，可習得對於安全管理器材、安全管理系

統、電子器材等等的相關學識，也可以學以致用，進入相關器材行推廣安全管理硬體系統，未來前景隨

企業成長。

學以致用：

進入安全管理職場

•跨領域學習修習教育學程學分從事教職。

人才培育：

跨領域學習任教職



簡報結束．謝謝聆聽
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