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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少年時代處於國高中（職）之求學階段，血氣方剛且正值叛逆期，在價值

觀尚未充分健全之下，容易無法忍一時之氣而鑄成大錯。衝動的個性加上

暴躁的脾氣，「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此不僅對於往後生



涯的發展極可能造成負面的影響，甚而侵害整個社會秩序安全甚鉅。少年

犯罪乃犯罪現象之源頭，對於少年犯施以有效且適當之矯治處遇，早日消

除其犯罪傾向，甚可避免今日之少年犯成為明日之習慣犯，因此各國無不

關心或重視少年犯罪所帶來之衝擊。 在探討少年犯罪原因之外，對於少

年犯罪之處理亦不容忽視之，而矯治少年之性格與調整少年之成長環境實

為處理少年犯罪之重要途徑。鑑於我國之刑法偏向採取「刑罰二元論」之

立法例，亦即在一般的刑事刑罰外，尚有保安處分制度。其中關於刑法對

少年所施行之保安處分，在少事法關於保護處分中亦有相應或相似之規

定，二者在制度設計上之異同比較，是否會發生無法搭配之弊病，頗值吾

人深入研究。 根據犯罪學者及專家研究結果，發現如果對於少年犯之處

置失當，使其過早進入少年犯罪矯治機構，未來成為累犯的機會便越高。

因此，關於少年犯罪之對策與預防，實為當下刑事政策、社會政策甚至是

政策上相當重要之課題。今日的少年暴力犯，或許將是明日的陳進興、林

清岳等輩之重大暴力成年犯；今日若不設法預防，明日必將為我們的不作

為而後悔。本文除針對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保護處分與刑法保安處分之規

定加以分析比較，並尋找出二者之異同何在之外，亦就少年犯罪之原因、

特徵、及防治對策等方面加以論述，期盼能為少年犯罪之處遇表達一己之

淺見，更期望身為國家未來棟樑的男女少年能在健全的環境下成長、茁

壯。 本文就少年犯罪之定義加以闡述，除了從犯罪學及犯罪心理學角度

說明外，並輔以相關之官方統計資料，嘗試探討其犯罪原因及有無相關之

矯治對策。其次則是針對少年保護處分之概念加以敘述，除了說明保護處

分之理論基礎、意義及沿革外，並介紹外國有關保護處分之立法例及我國

少年法之立法例，再者並針對我國少事法所規定少年保護處分之種類、內

容及執行，以及相關之問題加以評析說明。接著談到的是刑法之保安處

分，鑑於刑罰理論之相互消長，素有一元論與二元論之對立。由於我國刑

法採取刑罰二元論，在論及少年保護處分時即不得不就刑法之保安處分加

以介紹。因此，先以刑法之立場來介紹保安處分，並就保安處分與刑罰之

關係略加說明，並針對少事法保護處分與刑法保安處分二者在制度本質上

之異同加以探討，尤其是名稱相同之措施是否其內容亦實同加以分析比

較。最後，針對少事法修法後與保護處分相關之規定，本文亦嘗試找出其

利弊得失之處，並檢討有無須改進之處，或可提供日後修改法文時之參考

依據。  

摘要

(英)  

論文

目次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研

究動機與目的…………………….…………...……1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範

圍…………………….…………...…….4 第二章 少年犯罪之概

念……………………….…………...……5 第一節 概

說……………………………….……………..…….…5 第二節 少年犯罪之定

義………………………………..…………6 第三節 少年犯罪之概況與特

徵……………………..……………8 第一款 少年犯罪之概

況……………………………..…………8 第二款 少年犯罪之特

徵……………………………..………....9 第三款 小



結………………………………………..…………..13 第四節 少年犯罪原因

之探討………………………..…..………13 第一款 時代環境之變

遷………………………………………13 第二款 現代少年之文化特

質…………………..……………..14 第三款 犯罪因素之分

析…………………………..…………..16 第四款 小

結…………………………………………..………..20 第五節 少年犯罪之防

治與對策…………………………………21 第一款 少年犯罪預防工作之具

體作法………..……………..21 第二款 少年司法業務之改

進……………………..……….….26 第六節 結

語………………………………………………………29 第三章 少年事件之

保護處分……………..………………………..31 第一節 保護處分之理論基

礎…………………………..………..31 第二節 保護處分之意義及沿

革……………………..…………..32 第一款 保護處分之意

義…………………..…………………..32 第二款 保護處分之沿

革…………………………...………….33 第三節 保護處分之外國立法

例…………………………………35 第一款 英

國…………...……………………………………….35 第二款 美

國……………………………………………………39 第三款 德

國…………………………………………………....41 第四款 法

國……………………………………………………46 第五款 瑞

典……………………………………………………50 第六款 日

本…………………………………………………....52 第七款 小

結…………………………………………………....56 第四節 保護處分之我

國立法例∼兼論立法原則………………57 第一款 概

說…………………………………………..………..57 第二款 司法謙讓原

則…………………………………………58 第三款 保護優先原

則…………………………………………62 第四款 全件移送原

則……………………………………...….64 第五款 職權原

則………………………………………………65 第六款 處遇請求權原

則………………………………………65 第七款 小

結…………………………..………………………..65 第五節 我國少年事件

處理法之保護處分………...…………….66 第一款 概

說……………………………...…………………….66 第二款 保護處分之種

類……………..………………………..67 第一目 專科之少年保護處

分…………………………67 第二目 兼科或併科之少年保護處

分………………...72 第三款 保護處分之執

行…………………..……………..……73 第一目 訓誡及假日生活輔導之執

行………………………73 第二目 保護管束之執

行……………………………………74 第三目 安置輔導或感化教育之執

行……………………....76 第四目 禁戒及或治療之執

行………………………………82 第五目 小

結…………………………………………………83 第四款 現行法與保護處

分相關規定之評析─代結語………84 第四章 刑法保安處分之概

念…………………………………....86 第一節 概



說………………………………………..……………..86 第二節 保安處分之

意義……….……………….…………….….87 第三節 保安處分之沿革及其

性質……………………..………..89 第一款 保安處分產生背

景………………..………………..…89 第二款 保安處分之沿

革……………………………………....91 第三款 保安處分之性

質………………………………………92 第四節 科處保安處分之要件及應

受之限制…………...……….94 第一款 科處保安處分之要

件………..………………………..94 第二款 保安處分行使時應受之限

制……………..…………..95 第五節 保安處分之外國立法

例…………………………………96 第一款 德國（西

德）……………………………………………96 第二款 義大

利………………………………………………....97 第三款 奧地

利…………………………………………………99 第四款 瑞

士…………………………………………………..100 第六節 我國保安處分

之種類…………………………….…….101 第一款 感化教育處

分………………………………………..101 第二款 監護處

分……………………………………………..103 第三款 禁戒處

分……………………………………………..104 第四款 強制工作處

分……………………………..…………105 第五款 強制治療處

分………………………………………..107 第六款 保護管束處

分………………………………………..108 第七款 驅逐出境處

分………………………………………..109 第八款 小

結………………………………………………..…110 第七節 保安處分與刑

罰之關係………………………….…….112 第一款 概

說……………………………………………..……112 第二款 保安處分與刑

罰之異同…………………………..…115 第八節 結

語……………………………………………………..118 第五章 保護處分與

保安處分之異同………………………….…119 第一節 概

說………………………………………………..……119 第二節 保護處分之

感化教育與保安處分之感化教育之異同..119 第三節 保護處分之保護管束

與保安處分之保護管束之異同..121 第四節 保護處分之禁戒與保安處分之

禁戒之異同………..…124 第五節 保護處分之治療與保安處分之強制治療

之異同……..126 第六節 結

語……………………………………………………..127 第六章 結論∼檢討

與建議……………………………………...129  

參考

文獻 

（一）中文資料： 丁道源，少年法，1985 年修訂三版 丁道源，最新少年

事件處理法釋論，2002 年增訂四版 丁道源，刑事政策學，2002 年 甘添

貴，刑法總論講義，1992 年 9 月 甘添貴，刑法之重要理念，1996 年 吳正

順，英國之少年法制，司法通訊第 323 期第 2 版，1967 年 吳燁山，保安

處分之探討─以強制工作、感訓處分為中心，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研究所碩

士論文，1994 年 沈銀和，中德少年刑法比較研究，1988 年 李茂生，我國

少年犯罪與少年司法，律師通訊第 184 期 李清泉，少年事件處遇亟待商

榷諸問題，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三），2000 年 林山田，刑法通

論（上），2001 年 10 月增訂七版 林山田，刑法通論（下），2001 年 10



月增訂七版 林山田，刑罰學，1992 年 林山田，現代刑事政策之矯治與保

安處分制度，中興法學第 8 期 林紀東，少年事件處理法論，1978 年 林茂

榮、楊士隆，少年犯罪矯治之挑戰與未來發展趨勢，法學叢刊，1995 年 

黃富源、鄧煌發，少年暴力犯罪相關因素之研究，中央研究院社會問題研

究推動委員會，台灣社會問題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1999 年 黃富源，少

年犯罪，警察百科全書（四）∼犯罪學與刑事政策，1999 年 侯崇文，新

社會、新人類、新未來？─青少年處境與青少年犯罪，1998 年 唐國盛，

少年事件處理法之實用權益，1998 年 高仰止，刑法總論，1974 年 楊士

隆，犯罪心理學，1996 年 9 月 楊建華，刑法總則之比較與檢討，1982 年 

許春金，犯罪學，2000 年 張甘妹，刑事政策，2000 年 8 月 張慧敏，少年

事件保護處分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6 月 

張迺良，美國少年法制之研究，1983 年 張秋雲，刑法上保安處分之理論

與立法研究，司法官訓練所第 22 期學員論文集，1986 年 許世楷，世界各

國憲法選集，1995 年 許春金、楊士隆，社區與少年偏差行為─社區解組

理論之實證研究，警政學報第 23 期，1993 年 陳聰文，青少年犯罪成因及

預防策略，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三），2000 年 陳玉華，新少年

事件處理法之精神，司法官訓練所第 39 期學員論文選輯，2002 年 蔡德

輝、楊士隆，犯罪學，2001 年 蔡德輝、楊士隆，少年犯罪─理論與實

務，1994 年 蔡德輝，少年犯罪原因與輔導策略，訓育研究第 32 卷第 3

期，1993 年 蔡墩銘，刑法總論，1995 年 蔡坤湖，少年法立法原則之探

討，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 6 月 謝啟大，我少年法之

立法沿革及展望，少年刑事法律專題研究─少年法院（庭）庭長、法官第

三、四、五期專業講習會研究專輯，2000 年 12 月 謝瑞智，刑事政策原

論，1973 年 謝瑞智，保安處分論，警察百科全書（四）犯罪學與刑事政

策，1999 年 法務部，中華民國九十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2002 年 （二）

外文資料： Sessions William，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Uniform Crime 

Reports，1987 年 Brantingham, P.J. and F.L. Faust，A Conceptual Model of 

Crime Prevention, Crime and Delinquency 22，1976 年 Skogan,Wesley G，

Disorder and Decline:Crime and the Spiral of Decay in American Neighborhood，

1990 年 James V. Calvi & Susan Coleman，American Law and Legal Systems

（Fourth Edition），2001 年 日本警政廳，日本警察白皮書，昭和 57 年

（1982 年） 法務綜合研究所，日本犯罪白皮書，昭和 58 年（1983 年） 

岡健太郎，フラス共和國オケル少年事件處理の實情（下），家庭裁判月

報第 51 卷第 9 期，平成 11 年（1999 年） 佐伯仁志、森田明、瀦瀨慎一

郎，少年法のあらたな展開，2002 年 守屋克彥，現代の非行の少年審

判，1998 年 大塚仁、福田平，刑法總論Ⅱ，昭和 57 年 森下忠，刑事政

策入門，1989 年 藤本哲也，刑事政策概論，1990 年 大谷實，刑事政策講

義，平成 2 年第二版 菊田幸一，犯罪學，1984 年 前野育三著，刑事政策

論，1990 年  

論文

頁數  

附註 
 

全文 0000002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轉檔

日期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異動

記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7 61.59.16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