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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別修習別 選修 Required/Elective Elective
學分數學分數 2 Credits 2

課程目標課程目標

(一）認識矯治社會工作整體概念與
理論基礎（二）探討矯治生態環境與
矯治社會工作者的角色功能（三）了
解國內外矯治社會工作的發展及現況
（四）習得常見矯治問題之處遇。 Objectives

(1) understanding corrects the social
work overall concept and the
rationale (2) discussion corrects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th to
correct the social worker's role
function (3) to understand domestic
and foreign corrects the social work
the development and present
situation (4) practices common
corrects the question place to meet

教材教材

主要教科書
司法與社會福利專刊（2009）。社區
發展季刊128期
黃富源、范國勇、張平吾（2006）。
犯罪學概論。台北：三民書局。
楊士隆、林健陽主編（2005）犯罪矯
治：問題與對策，台北：五南
徐錦峰主編（2007）。 少年觀護制
度與實務。台北：紅葉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參考資料
鄭瑞隆、邱顯良、李易蓁、李自強譯
（2007）。矯正社會工作。台北：心
理
陳麗欣（2002）。社會工作與刑事司
法制度。社會工作與台灣社會。533
〜560。台北：巨流。
陳麗欣、李自強譯（2002）。 矯治
服務。社會工作概論。譯自
Siidmore(2000)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321〜344。
陳月娥譯（2002）。濫用藥物與社會
工作。
譯自Siidmore(2000)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393〜422。
李自強（2005）。社會工作在刑事司
法體系內的角色與貢獻。警學叢
刊，35（4），195-208。
陳毓文（2001）。以社會工作的角度
來看少年犯罪之預防與處遇。月旦法
學，74期，85-95。
江振亨（民92）從矯正機構社會工作
員角色期待與工作困境探討未來發展
方向，犯罪學期刊，6（2），299〜
336。
林茂榮、楊士隆（民91）監獄學，臺
北：五南。
林勝義（民88）學校社會工作，臺
北：巨流。
高鳳仙（2000）。家庭暴力與防治法
規專論。台北：五南。
李易臻（民93）社工師在監獄，社工
通訊，嘉南藥理科技大學社會工作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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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參考資料
鄭瑞隆、邱顯良、李易蓁、李自強譯
（2007）。矯正社會工作。台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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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台北：巨流。
陳麗欣、李自強譯（2002）。 矯治
服務。社會工作概論。譯自
Siidmore(2000)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32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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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體系內的角色與貢獻。警學叢
刊，35（4），195-208。
陳毓文（2001）。以社會工作的角度
來看少年犯罪之預防與處遇。月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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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評量方式成績評量方式

期中報告 20％ 
期末報告 25％ 
期中考 20%
期末考 25％

Grading

mid-term repor4 20%
final report 25%
mid-term exam 20%
final exam 25%



出席與課堂參與 10％ 出席與課堂參與 10％
教師網頁教師網頁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1 課程簡介
2 犯罪學理論
3 矯治政策
4.矯治政策
5.台灣刑事司法制度
6.社會工作與警察
7.社會工作與觀護制度
8.社會工作與少年觀護制度
9.社會工作與處遇（機構） 
10 社會工作與處遇（社區）
11.社會工作與更生保護
12 社會工作與犯罪被害
13 社會工作與性侵、家暴
14 社會工作與無被害者犯罪
15 社會工作與藥物濫用

Syllabus

1 Introduction
2 Criminioloty & correction policy
3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 Taiwan
4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in Taiwan
5.Soical work and police
6.Social work and court
7 Social work & institutional
correction
8.social work & community
correction.
9.social work & after care 
10.social work & criminalvictim
11.social work & family violence
12.social work & sexual offence 
13.social work & substance ab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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