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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位論文
鄧煌發(2001)。國中生輟學成因及其與偏差行為相關性之研究。桃園：中央
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論文。
鄧煌發(1989)。少年被害及其防治對策之研究。桃園：中央警官學校警政研
究所碩士論文。
鄧煌發(1984)。各類型少年竊盜犯心理特質之比較研究。桃園：中央警官學
校犯罪防治學系學士論文。

肆、期刊論文
劉擇昌、鄧煌發、黃明昭、張智雄、游柏輝(2012)。差異區域層次犯罪空間
集群態樣分析──以台北市大安區住宅竊盜為例。犯罪學期刊，15(1)，
43-70。
鄧煌發(2011)。二十一世紀刑事司法制度的新希望？──論修復司法之內涵與
困境。犯罪防治學報，13，117-142。
Teng, H.F.(鄧煌發), Huang, W.S. & Jou, S.C.(2010). Do School Dropouts Di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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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Non-dropouts and Institutional Youths? --An Analysis of Family,
School, and Social Learning Factors. Journal of Crime, Punishment and
Corrections. 2(1): 12-38.
鄧煌發、林書慶(2010)。外籍配偶子女偏差行為之研究──以宜蘭地區為例。
警學叢刊，41(1)，147-180。
鄧煌發、張勝銘(2010)。高齡受刑人醫療照護與監禁適應之研究。警學叢刊，
40(5)，83-108。
鄧煌發(2008)。美國嚴密社會監控之型態與文化演變。犯罪學期刊，11(1)，
119-144。
鄧煌發(2007)。校園安全防護措施之探討—校園槍擊、校園霸凌等暴行事件
之防治。中等教育，58(5)，8-29。
鄧煌發(2007)。犯罪分析與犯罪學理論—環境犯罪學理論之應用與評析。警
學叢刊，38(1)，1-20。
鄧煌發(2004)。飆車青少年之休閒需求及因應對策。警學叢刊，34(4)，1-28。
鄧煌發(2002)。加強社區警民合作預防竊盜犯罪。社區發展季刊，第 100 期，
175-184。
鄧煌發(2001)。少年恐嚇加害與被害相關因素之比較研究。警學叢刊，31(4):
207-232。
鄧煌發(2001)。影響台灣地區近廿年來犯罪問題之社會因素及其未來趨勢預
測之研究。警察大學學報，38: 183-212。
何進財、鄧煌發(2001)。台灣地區國小暨國中學生輟學概況及其與社會鉅觀
因素關係之比較分析。犯罪學期刊，7: 1-36。
鄧煌發(2000)。輟學少年之家庭與社會學習因素的比較分析。犯罪學期刊，
5: 233-276。
鄧煌發(2000)。暴力犯罪少年之家庭暨社會學習相關因素之實證研究。犯罪
防治學報，1: 153-184。
林燦璋、鄧煌發(2000)。社區與問題導向警政在犯罪預防策略之實證研究。
警察大學學報，30: 1-36
鄧煌發(2000)。輟學少年觀閱大眾媒體行為之研究。犯罪學期刊，6: 9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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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富源、鄧煌發(1999)。單親家庭結構與功能對少年非行之影響：臺北市之
調查研究結果分析。警察大學學報，35: 329-392。
鄧煌發(1999)。社區處遇之探討。警學叢刊，30(3): 133-156。
鄧煌發(1998)。中等學校犯罪預防教育迫切性之探討。警學叢刊，29(1):
105-135。
鄧煌發(1998)。團體療法與犯罪矯治。警學叢刊，29(2): 129-154。
黃富源、鄧煌發(1998)。單親家庭與少年非行之探討。警學叢刊，29(3):
117-152。
鄧煌發(1997)。報復或報應？台北市高中生非行與被害關係之研究。警察大
學學報，30: 287-311。
鄧煌發(1997)。少年犯罪與被害預防：建構新的犯罪與被害關係模式之研究。
八十六年度犯罪問題研究研究研討會論文集，71-98。
林健陽、鄧煌發(1996)。監獄受刑人輕微暴行相關因素之研究。警學叢刊，
27(2): 177-206。
高金桂、洪儷瑜、謝文彥、鄧煌發(1995)。問題行為學生類型及其成因
之研究。警政學報，26: 303-322。
鄧煌發(1996)。一般性犯罪理論犯罪多樣化概念之驗證：以各類型犯罪人在
監負向行為為例。犯罪學期刊，2: 49-78。
鄧煌發(1988)。美國少年犯罪預防對策之概觀。警學叢刊，19(1): 179-202。
鄧煌發(1988)。被害者學相關理論之探討。警政學報，13: 203-224。

伍、學術性研討會論文
游柏輝、劉擇昌、鄧煌發、黃明昭（2012）
。台北市空間路網犯罪熱區分析。
2012年犯罪問題與對策學術研討會暨法務部「強制驗尿制度或提高調
驗率與毒品防治關連性之探討」座談會論文集(第二冊，頁12-1~16)，
嘉義：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
徐薏芳、劉擇昌、鄧煌發（2012）。台灣地區竊盜犯罪空間型態探索分析。
2012年犯罪防治學術檢視與創新研討會論文集(頁37~67)，桃園：中央
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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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擇昌、鄧煌發（2011）。台北市住宅竊盜犯罪熱區易犯罪環境與預防對策
之實證研究。2011年犯罪問題與對策研討會論文集(頁30-1~30-38)，
嘉義：國立中正大學。
蔡德輝、鄧煌發（2011）。一般少年與非行少年對犯罪預防宣導作為感受之
比較研究。2011年犯罪問題與對策研討會論文集(頁10-1~10-46)，嘉
義：國立中正大學。
宣明智、鄧煌發(2011)。資深教師對現代教育政策的態度與看法─一項單純
實務觀察發現之分析報告。2011 向陽公益基金會學術研討會─一建構
「校園安全」之處理模式論文集(頁 11-36)，台北市：財團法人向陽公
益基金會。
劉擇昌、鄧煌發（2011）。地理信息系統與空間及群分析於海峽兩岸犯罪熱
區分析之應用。第六屆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警學研討會論文集，香
港：中國警察協會。
鄧煌發(2011)。修復式司法之實際與挑戰。2011 年犯罪防治學術研討會犯罪
矯正與復歸論文集(頁 103-122，ISBN:978-986-7663-83-2)。桃園：中
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
鄧煌發(2010)。海峽兩岸律師服務模式與合作──以刑事取證協作、證據採信
為例。攜手合作共創雙贏海峽律師(廈門)論壇優秀論文集(頁
444-450)。中國福建廈門市：海峽律師(廈門)論壇組委會。
鄧煌發(2010)。第一屆中華教育家教育理念國際學術研討會/經典中等教育之
辦學理念研討(頁 68-69)。彰化：明道大學、中國時報。
鄧煌發、陳永鎮(2010)。從我國少年犯罪研究脈絡與趨勢談警政與少年觀護
體系之聯結。社會福利安全網論壇 2010 年社會安全及犯罪防治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頁 113-136，ISBN:978-986-7663-70-2)。桃園：中央警
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
鄧煌發(2010)。新竹中學品格教育之突破與創新。第一屆中華教育家教育理
念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 經 典 中 等 教 育 之 辦 學 理 念 研 討 文 集 ( 頁
109-121，ISBN:978-986-6468-18-6)。彰化：明道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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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煌發(2010)。建構一個恩威並濟的青少年教育環境──以少年隊催生者魯俊
教育思想為例。第一屆中華教育家教育理念國際學術研討會──經典
中 等 教 育 之 辦 學 理 念 研 討 文 集 ( 頁

363-381 ，

ISBN:978-986-6468-18-6)。彰化：明道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鄧煌發(2009)。台灣地區兒童、少年隊犯罪預防宣導認知研究的啟示。第四
屆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警學研討會論文集(上冊)(頁 571-593)。台北
市：刑事偵防協會。
鄧煌發(2009)。海峽兩岸犯罪趨勢與攜手犯罪防治。海峽兩岸司法實務研討
會論文彙編(頁 331-341)。中國福建福州市：福建法官協會。
鄧煌發、吳麗珍(2009)。台灣地區兒、少犯罪預防計畫及其宣導成效之探討。
2009 年犯罪防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13-136)。桃園：中央警察大
學犯罪防治研究所。
鄧煌發(2008)。以社區為基礎的犯罪預防模式：從警察執法角度觀察。2008
年兩岸社會福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13-327)。中國吉林長春：吉林
大學。
鄧煌發(2008)。高效能的警察勤務策略－以社區為基礎之犯罪預防策略的警
察角色。2008 警學與安全管理研討會論文集(頁 557~574)。台北：台
灣警察學術研究學會。
鄧煌發(2008)。校園安全防護與犯罪預防－從校園槍擊、校園霸凌等暴行事
件談起。第二屆風險社會與安全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二) (頁
1~19)。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鄧煌發(2007)。完形犯罪預防理論架構之探討與評析—引介 Agnew 一般化犯
罪暨非行理論。2007 年犯罪防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19-372)。桃
園：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
鄧煌發(2007)。以社區為基礎之犯罪預防策略之初探。2007 犯罪問題與對策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91-138)。嘉義：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
鄧煌發(2004)。飆車少年之休閒需求及因應對策。2003 年亞太地區犯罪問題
與對策研討會論文集(頁 211-246)。嘉義：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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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煌發(2004)。不同上網少年生活型態之比較研究。青少年網際網路使用相
關問題與防治對策研討會論文集(頁 111-144)。嘉義：國立中正大學犯
罪防治研究所。
鄧煌發(2003)。一般少年與中輟少年恐嚇行為之比較研究。21 世紀亞太地區
暴力犯罪問題與對策研討會論文集(頁 249-281)。嘉義：國立中正大學
犯罪防治研究所。
鄧煌發(2002)。刑罰觀、社經地位與社區控制對個體被竊形成之影響。台灣
社會問題研討會－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 4 期第 2 次調查資料分析
論文集 A(頁 1-23)。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鄧煌發(2001)。一個可解釋輟學行為的本土理論。2001 年犯罪問題與對策研
討會論文集(頁 293-335)。嘉義：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
鄧煌發(2001)。台灣犯罪狀況在國際上之地位。2001 年國際治安學術研討會。
鄧煌發(2001)。影響台灣地區近廿年來犯罪問題之社會因素及其未來趨勢預
測之研究。2001 年犯罪防治學術研討會。
黃富源、鄧煌發(2000)。少年犯罪被害特性與預防對策：從少年恐嚇被害與
恐嚇非行以論。第二屆犯罪被害人保護週犯罪被害人保護學術研討
會。
鄧煌發(2000)。輟學少年之家庭與社會學習因素的比較分析。當前青少年犯
罪問題與對策研討會。
林燦璋、鄧煌發(2000)。社區與問題導向警政在犯罪預防策略之實證研究。
2000 年犯罪問題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何進財、鄧煌發(2000)。台灣地區國中與國小輟學趨勢及其與社會鉅觀因素
之比較分析。中輟學生與青少年犯罪問題研討會。
鄧煌發(1999)。健全家庭培育健全公民：自單親家庭與少年非行實證研究以
論。1999 年度公民教育學術研討會。
蔡德輝、鄧煌發(1999)。少年暴力犯罪相關因素之研究：家庭結構、動力與
社會學習觀點以論。台灣社會問題研究學術研討會。
鄧煌發(1998)。團體療法與犯罪矯治。1998 犯罪矯正科學化處遇研討會。
鄧煌發(1998)。青少年暴力犯罪與校園安全維護。當前青少年暴力犯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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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對策研討會。
鄧煌發(1997)。中學生犯罪預防教育迫切性之探討。中國童子軍教育協會。
鄧煌發(1996)。一般性犯罪理論犯罪多樣化概念之驗證：以各類型犯罪人在
監負向行為之分析為例。解構青春少年時：1996 年台灣青少年犯罪與
矯治問題研討會論文集(頁 264-301)。
鄧煌發(1996)。少年犯罪與被害預防：建構新的犯罪與被害關係模式之研究。
當前台灣地區犯罪問題與對策研討會。

陸、書籍或編著書籍
鄧煌發(2012)。第十六章

修復司法之發展。載於蔡德輝、楊士隆著，犯罪

學，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鄧煌發主編(2012)。犯罪預防理論與實務 (ISBN:978-986-6001-04-8)。台北：
洪葉文化出版社。
鄧煌發、李修安(2012)。犯罪預防 (ISBN:978-986-5994-00-6)。台北：一品文
化出版社。
鄧煌發(2011)。預防犯罪親子書(ISBN:978-957-29783-9-9)。台中：師友月刊
雜誌社。
鄧煌發(2010)。淺析海峽兩岸跨境詐騙犯罪，2010 年展望與探索月刊時評文
集(頁 317-321，ISBN:978-986-02-7380-9，GPN:1010000548)。台北：
展望與探索雜誌社。
鄧煌發(2005)。犯罪預防(初版 4 刷)。桃園：中央警察大學。
鄧煌發(2004)。躲在書包理的死神：青少年毒品問題訪談實錄(分析審訂)。
台北：東佑文化。
鄧煌發(2003)。網咖如何成為優質休閒活動? 載於許福生、黃芳銘(編者)，e
世代青少年網咖問題 Q&A(頁 49-53)。台北市：財團法人向陽公益基
金會。
鄧煌發(2002)。從輟學拔河理論探討國中生犯罪預防策略。載於甘添貴教授
六秩祝壽論文編輯委員會(編者群)，刑事法學之理想與探索－第 4 卷
刑事政策與刑事立法論(頁 405-458)。台北市：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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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煌發(2002)。影響少年暴力犯罪之因素：家庭結構、動力與社會學習。載
於瞿海源、蕭代基、楊國樞(編者)，台灣社會問題研究(頁 377-404)。
台北市：巨流圖書公司。
鄧煌發(2001)。中輟學生的壓力來源，是家庭？還是學校？載於心理衛生叢
書「壓力調適」(頁 54-58)台北市：台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鄧煌發(2001)。社區處遇。載於許春金(主編)，刑事司法概論(頁 327-362)。
台北市：編者自行發行。
鄧煌發(1997)。社區犯罪矯正處遇之發展與未來趨勢。載於楊士隆、林健陽
編，犯罪矯治——問題與對策，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范珍輝、蔡德輝、高金桂、鄧煌發(1994)。反毒手冊──請聽我說。台北市：
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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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樂輔關懷教育協會理事。

三、擔任國家考試命題、閱卷委員
14

2012 考試院 2012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及 2012 年公務人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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