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暨研究所〉上課時間表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確認)
節次/50 分鐘

2

08:10
至
09:00

3

09:10
至
10:00

4

5

6

7

10:10
至
11:00

星期一
生涯發展與犯罪專題研究
（3、4、5－605）
(戴伸峰，碩班選修)

星期二
行為科學研究法
（3、4、5—601）
(鄭瑞隆，碩班必修)

性犯罪
（2、3—教育二館 632）
（林明傑，大四選修）
社會個案工作
（4、5、6－604）
實際上課教室為 603
實際上課時間 3、4、5
(簡美華，大二選修)

犯罪生物學
(4、5－教育二館 631)
(陳巧雲，大四選修)

精神醫療
（4、5－605）
(蔡宗晃，大四選修)

社會工作
（4、5、6－603）
實際上課時間 3、4、5
(簡美華，大一必修)

行為統計與電腦(一)
(4、5－教育二館 632)
實際上課教室為教育二館 232
(朱群芳，大二必修)

學系服務學習
（7—教育二館 631）
（林明傑，大一必修）
（限大一單號學生修讀）

社會學（一）
（4、5－603）
（許華孚，大一必修）

8

9

15:10
至
16:00

10

16:10
至
17:00

11

17:10
至
18:00

12

18:10
至
19:00

19：10
至
22：00

碩士
在職
專班
（研
二）

19：10
至
22：00

刑事程序法專題研究
（3、4、5—605）
（陳慈幸，博二必修）

星期五
諮商倫理
（2、3—教育二館 653）
（邱獻輝，大三選修）

犯罪學理論專題研究
物質濫用概論
（3、4、5—教育二館 653） （2、3—教育二館 631）
(朱群芳、曾淑萍，博一必修) （李宗憲，大一選修）
(隔週上課)
諮商技術專題研究
（3、4、5—601）
（邱獻輝，碩班選修）

方案規劃與評估
（4、5、6－604）
實際上課教室為 603
實際上課時間 3、4、5
(簡美華，大三選修)

星期六
博班 3 門(必)9 學分
碩博合開 5 門 15 學分
碩班 8 門 24 學分
必 3 門 9 學分
選 5 門 15 學分
學士斑 31 門 67 學分
必 10 門 22 學分
選 21 門 45 學分
碩專班 7 門 20 學分
必 4 門 11 學分
選 3 門 9 學分

犯罪偵查
（4、5—教育二館 632）
實際上課教室為教育二館 336
（張博文，大三選修）
（隔週上課）
親密關係之發展與經營
（4、5—教育二館 237）
（邱獻輝，通識）

全球化的犯罪抗制
(4、5-共教)
(馬躍中-通識)
犯罪與神經心理學專題研究
(8、9、10－605)
(陳巧雲，碩班選修)

社會與行為科學研究方法（一）

刑事訴訟法（一）
（7、8、9－教育二館 631）
（馬躍中，大三選修）

刑法總則(一)
(7、8、9—教育二館 632)
實際上課教室為 603
(馬躍中，大二必修）

（8、9—教育二館 631）
（陳巧雲，大三必修）

心理學(一)
（8、9－603）
(戴伸峰，大一必修)

刑事法學專題研究
（7、8、9—601）
（陳慈幸，碩班必修）

發展心理學
（10、11－教育二館 632）
(戴伸峰，大二選修)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
(8、9、10－604)
(鄭瑞隆，博一必修)

未開成矯治心理專題研究
（7、8、9—605）
（林瑞欽，碩博班選修）
（隔週上課）

監獄學
(8、9—603)
(許華孚，大三必修)

批判的犯罪學
（8、9、10—教育二館 653） 警政管理
（許華孚，碩博班選修）
（8、9－603）
(王樂民，大三選修)
犯罪學
犯罪研究統計（一）
（隔週上課）
(7、8、9－教育二館 632)
(7、8、9－601)
實際上課教室為教育二館 232 (曾淑萍，碩班選修)
體驗教育與冒險治療(一)
(曾淑萍，大二必修)
（7、8、9—604）
監獄行刑法
（李宗憲，大三選修）
（8、9－教育二館 631）
(隔週上課)
(黃維賢，大三選修)
諮商理論
民法總則(一)
（7、8、9—教育二館 631）
（8、9—教育二館 632）
實際上課教室為教育二館 232
（蔡華凱，大二選修）
（邱獻輝，大二必修）

社區矯正專題研究
新性侵者與親密暴力者處遇專 刑事制裁專題研究
（10、11、12－教育二館 653）(10、11、12-教育二館 653)
題研究
（馬躍中，碩班選修）
(朱群芳，碩博班選修)
（11、12、13－604）
（林明傑，碩博班選修）
犯罪預防
刑法分則（一）
(10、11－教育二館 631)
（10、11－教育二館 631）
(陳巧雲，大三選修)
（馬躍中，大三選修）
社會心理學
（10、11－教育二館 632）
實際上課教室為 603
(戴伸峰，大二選修)

法律社會學專題研究
(11、12、13－605)
(廖福村，碩博班選修)
觀護制度
（11、12－教育二館 632）
（劉如蓉，大四選修）
不限學系年級均能選修
犯罪矯正管理
（10、11－教育二館 631）
(黃維賢，大三選修)

專業實習(一)
(14、15—教育二館 631)
(林明傑，大三選修)

13 19:10 至 20:00
14 20:10 至 21:00
15 21:10 至 22:00
碩士
在職
專班
（研
一）

星期四

法律與犯罪心理學
(4、5—共教)
(林明傑，通識)

12:10
至
13:00

14:10
至
15:00

犯罪學專題研究（一）
（3、4、5—601）
（曾淑萍，碩一必修）

少年事件處理法與保安處分執 變態心理學
行法專題研究
（2、3—教育二館 632）
（3、4、5－605）
（林明傑，大三選修）
(陳慈幸，碩博班選修)
建議碩二以上學生修讀

11:10
至
12:00

13:10
至
14:00

星期三

105.9

犯罪研究統計專題研究
（戴伸峰，603，選修）

犯罪社會學專題研究
（許華孚，603，選修）

刑事法學專題研究
行為科學研究法
（馬躍中，603，碩專一必修） （鄭瑞隆，603，碩專一必修）

犯罪研究統計專題研究
（戴伸峰，603，選修）

犯罪社會學專題研究
（許華孚，603，選修）

刑事政策專題研究
（陳慈幸，601，碩專二必修）

少年司法專題研究
(蔡德輝，603，選修)
（隔週上課，但第一週
9:00-12:00）
論文指導(一)
少年司法專題研究
(全體專任教師，碩專二必修) (蔡德輝，603，選修)
（隔週上課，但第一週
9:00-1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