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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教授 葉碧翠 

發布日期 : 2022-08-25 

 

基本資料 

姓 名：葉碧翠 

職 稱：助理教授 

最高學歷：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博士 

研究專長：婦幼及少年刑案分析、性平三法、少年事件處理法、犯罪預防及宣導、

跨國案件犯罪偵查、犯罪統計及分析 

研 究 室 ：R418 

電 話：03-3282321 # 4696 

電子信箱：tracy@mail.cpu.edu.tw 

學歷 

1. 108/1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博士(修業年份 102/9-108/1) 

博士論文題目：早期生命經驗對犯罪發展與變化之研究 

2. 93/1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碩士(修業年份 90/9-93/1) 

碩士論文題目：家庭女性殺人犯罪之研究 

3. 87/6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修業年份 83/9-87/6) 

警大畢業專題報告：雛妓問題之研究 

4. 83/7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修業年份 80/9-83/7) 

mailto:tracy@mail.c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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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1. 87/7/1-94/10/21 擔任警政署保六總隊第一及第二警官隊組員

2. 94/10/21-96/7/16 擔任警政署外事警官隊警務正 

3. 96/7/16-102/5/13 擔任刑事警察局國際刑警科警務正 

4. 102/5/13-103/1/1 擔任刑事警察局預防科綜合股組長 

5. 103/1/1-108/7/31 擔任刑事警察局預防科少年股股長 

6. 108/8/1 起擔任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系助理教授 

專長 

1. 婦幼安全與性別研究 

2. 少年犯罪與法令 

3. 犯罪學及犯罪預防 

4. 犯罪生命史與發展犯罪學 

5. 研究方法及統計分析 

參與政府委託研究 

1. 葉碧翠、許春金等(2021)。「相同的起點，不同的發展」-探討 1996 年至

2021 年犯罪少年的人生發展與犯罪軌跡。科技部委託的研究計畫(編號: 110- 

2635-H-015-001-)，研究期間 2021  年  8 月  1  日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止(執行中)。 

2. 葉碧翠、陳玉書、許春金等(2021)。犯罪嫌疑人居住地與臺北市全般刑案特

性之關聯性分析。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委託研究案。研究期程 2021 年 7 月 16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2 日止。 

3. 陳玉書、葉碧翠等(2020)。自我控制、情境機會與網路被害之實證調查研

究。科技部委託的研究計畫(編號: 109-2410-H-015 -003 –SSS)，研究期

間 2020 年 8 月 1 日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止。 

4. 蔡田木、馬傳鎮、葉碧翠、陳永鎮等(2020)。研編警察機關幹部職務適性參

考評量表。內政部警政署委託研究。 

5. 許福生、葉碧翠、江明憲(2020)。少年偏差行為輔導及預防之規劃與分工。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委託研究。 

6. 許春金、蔡田木、謝文彥、葉碧翠、李晉偉等(2017)。國內隨機殺人之研究。

刑事偵防協會委託研究。 

7. 許春金、陳玉書、蔡田木、韋愛梅、葉碧翠等(2015)。精進組改後警政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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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論文   

專書   

幼保護工作之研究。內政部警政署委託研究。 
 

 

1. 葉碧翠、黑快明(2022年8月)。人口販運勞力剝削被害人鑑別與執法之困

境—系統性文獻回顧，警學叢刊，53(1)，1-30。 

2. 葉碧翠(2021年9月)。COVID-19 改變了犯罪嗎？疫情期間臺北市之犯罪趨

勢，中國行政評論，27(3)，38-72。 

3. 葉碧翠、江明憲（2021 年 08 月）。少年輔導委員會面臨的變革與挑戰。中

央警察大學警學叢刊，52 (1), 67 -104。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4. 葉碧翠（2021 年 06 月）。中輟生、在校生與涉毒少年之關聯性研究。藥物

濫用防治，中輟生、在校生與涉毒少年之關聯性研究。6(3)，1-34。

doi:10.6645/JSAR.202109_6(3).1。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藥物濫用

防治。 

5. 葉碧翠（2020 年 12 月）。少年早期涉毒對於中止與持續犯罪之影響。藥物

濫用防治，5(4)，29-69。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6. 葉碧翠、韋愛梅、許春金（2020 年 10 月）。警政婦幼保護工作與跨網路合

作及衝突。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23)，23，343-400。本人為第一作

者、通訊作者。 

7. 葉碧翠、許春金、馬傳鎮、陳玉書 （2019 年 12 月）。犯罪集中性與持續

犯影響因子之追蹤研究。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32，87-130。本人為第一作

者、通訊作者。 

8. 葉碧翠（2016 年 11 月）。少年及成人施用第三、四級毒品犯罪空間初探- 

以臺北市為例。警學叢刊，47(3)，57-88。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9. 葉碧翠（2016 年 08 月）。少年警察隊人員工作特質與職場疲勞之研究。中

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報，23，43-95。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10. 葉碧翠（2014 年 06 月）。我國警察人員執行治安顧慮人口查訪成效與困難

感受度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報，19,29-64。本人為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1. 陳玉書等合著(2021 年 12 月)。矯正教育與犯罪防治。收錄論文「早期受虐

經驗與犯罪關聯之後設研究」。第 231-268 頁。臺灣法學領航協會出版。 

2. 黃翠紋等合著(2019 年 11 月)。性別平權與警察實務。收錄論文「第三章兒

少性剝削與警察執法」。第 480-535 頁。中央警察大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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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汪毓瑋,王寬弘,陳國勝,許義寶,許連祥,陳文欽,葉碧翠（2014 年 02 月）。國境

執法(二版)（ISBN：9789862553992）。臺北：元照出版社。 

 
 

1. Pi-Tsui, Yeh葉碧翠, Chuen-Jim, Sheu許春金, Chuan-Chen Ma馬傳鎮, Yu- 

Shu, Chen陳玉書 (2019, Jun). A follow-up study on concentration of 

crime among youth offender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ersistent 

offending in Taiwan. . Asian Criminological Society “Contextualizing 

Challenges in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in Asia ”the 11th Asian 

Criminological Society Conference at Cebu, Philippines, on June 24-26, 

2019.「第 11 屆亞洲犯罪學學會：亞洲犯罪學和刑事司法中的挑戰」發表之

論文, 菲律賓宿霧. 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2. Pi-Tsui, Yeh葉碧翠, Chuen-Jim, Sheu許春金, & Yu-Shu, Chen陳玉書

(2018, Jun). A 22-year follow-up study of juvenile delinquents and non- 

delinquents in Taiwan. . Asian Criminological Society “re-evaluating 

insights on crime and justice: contemporary issues and 

challenges”10th annual conference. Symposium conducted at the 

meeting of G Hotel of George Town, Penang, Malaysia.「第 10 屆亞洲犯

罪學學會：重新評估犯罪和正義：當代問題和挑戰」發表之論文。, 馬來西

亞檳城. 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3. 葉碧翠、許春金、陳玉書（2022年5月）。兒時疏忽虐待對成年犯罪影響之

縱貫性研究。2022年銘傳大學研討會「青少年毒品防制與AI犯罪預防」，頁

143-172。 (科技部研究：110-2635-H-015-001) 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

者。 

4. 陳玉書、葉碧翠（2022年5月）。網路被害與情境犯罪預防，2022犯罪防治

研討會論文集「犯罪預防、犯罪分析與婦幼保護」（頁334-361）。 (科技

部研究：109-2410-H-015 -003 -SSS) 本人為通訊作者 

5. 葉碧翠（2022年5月）。臺北市犯罪熱點分析，2022犯罪防治研討會論文集

「犯罪預防、犯罪分析與婦幼保護」（頁241-278）。本人為第一作者、通

訊作者。 

6. 葉碧翠（2021 年 11 月）。COVID19 後疫情時代-臺北市犯罪分析與趨勢預

測之研究。2021 年TASSPA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央警察大學。本人為

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7. 葉碧翠（2021 年 10 月）。早期受虐經驗與犯罪關聯之後設研究。2021 矯

正教育與犯罪防治學術研討會，中央警察大學。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

研討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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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收錄於「矯正教育與犯罪防治」專書。 

8. 葉碧翠（2021 年 05 月）。涉毒少年與輟學經驗之關聯性研究。2021 全球、

疫情與刑事司法國際學術研討會，銘傳大學桃園校區國際會議廳。本人為第

一作者、通訊作者。 

9. 葉碧翠、江明憲（2020 年 11 月）。警察機關與少輔會對於少年曝險行為處

理之研究。2020 年犯罪防治學術研討會，中央警察大學博物館地下 3 樓國

際會議廳。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10. 許福生、葉碧翠（2020 年 11 月）。論少年事件處理法中偏差行為之概念。

2020 年犯罪防治學術研討會，中央警察大學博物館地下 3 樓國際會議廳。

本人為通訊作者。 

11. 葉碧翠（2020 年 10 月）。涉毒少年及觸法少年中止犯罪影響因素之縱貫性

研究。2020 青少年藥物濫用預防與輔導研討會，國立中正大學大禮堂國際會

議廳。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12. 葉碧翠、許春金、馬傳鎮、陳玉書（2019 年 05 月）。犯罪集中性與持續犯

之影響因子。2019 研究方法與犯罪防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央警察大學。

本人為第一作者。 

13. 葉碧翠、許春金、馬傳鎮、陳玉書（2018 年 06 月）。少年至成人犯罪發展

與變化之追蹤研究。2018 犯罪防治與研究倫理際學術研討會，中央警察大

學。本人為第一作者。 

14. 葉碧翠、蔡田木（2016 年 06 月）。兒少性剝削防治與警察執法。2016 犯

罪防治學術研討會-犯罪與刑罰論文集，中央警察大學。本人為第一作者、通

訊作者。 

15. 葉碧翠（2016 年）。The operation of missing children search system in 

Taiwan臺灣安珀系統運作說明。臺灣協尋失蹤兒少培訓課程研討會，臺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