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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背景 

第一節 差別接觸理論 

近代的犯罪學理論紛然雜陳，不同學派的犯罪學者從不同的角度闡釋犯罪的

原因，由於著眼之處與基本假設的差異，各個犯罪學理論之間有所衝突，亦有其

適用之處。這些理論大致可歸為三類：其一、以生物學取向的理論認為個人會有

不同的行為表現，是因為身體構造的基本差異，例如身體外觀、體型、遺傳、內

分泌失調、染色體異常、腦組織傷害與智力等。其二、以心理學取向的理論，著

重於分析犯罪人的心理與行為之關係，如反社會的心理病態人格（Psychopathic 

Personality），或 Adler 的補償理論（Theory of Compensation）則認為犯罪是

犯罪人為了超越自卑、尋求他人注意的補償行為。其三、以社會學取向的理論則

強調社會環境、社會結構或社會化過程對於犯罪行為造成的影響（林山田、林東

茂、林燦璋，民 94）。 

在一九二〇到一九三〇年代時，犯罪仍主要被視為生理或心理因素所致，

Sutherland 所提出的犯罪學理論乃為犯罪學邁向社會學觀點相當重要的里程碑，

其理論受到社會學大師 Mead 的形象互動理論（Symbolic Interactionism）等人

深刻的影響。Sutherland 著有犯罪學原理（Principle of Criminology）一書，

在 〇一九五 年辭世之後由其學生 Cressey 持續擴充再版，在最後一版的犯罪學原

理（Sutherland & Cressey, 1978, pp.80~82）內所論述的差別接觸理論共包含

下列九項要點： 

1. 犯罪行為是學習而來。 

2. 犯罪行為是與他人溝通互動的過程中學習而來。 

3. 犯罪行為的學習主要受與個人親近的團體所影響。 

4. 犯罪學習包括：（1）學習犯罪所需的技巧，有時這些技巧相當複雜，有時則

很簡單。（2）學習特定的犯罪動機（Motives）、驅力（Drives）、合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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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alization）和態度（Attitudes）。 

5. 特定的犯罪動機或驅力是從他人對法律定義的好惡中學習而來。 

6. 一個人所以犯罪，乃因其認為違法有利的觀念超越違法不利的觀念。 

7. 差別接觸隨著接觸的頻率多寡（Frequency）、時間長短（Duration）、優先順

序（Priority）與強度大小（Intensity）而有所不同。 

8. 經由接觸犯罪與非犯罪行為的犯罪行為學習過程，與其他學習行為具有相同

的機制。 

9. 犯罪行為雖可解釋一般的需要和價值，但卻不為這些需要和價值所解釋，因

為非犯罪行為也有著相同的需要和價值。 

根據 Sutherland 的論述，犯罪行為並非與生俱來，亦非無心之過，而是從社

會環境中學習而來。「差別接觸」一詞係指個人與不同的人或團體接觸，這些不

論支持或反對某一法律規範的觀念都可以成為學習的對象，當有利於犯罪的觀念

超過不利於違法的觀念，則犯罪行為即有可能產生。Williams & McShane（1992）

指出 Sutherland 九項命題的有兩個層次：微觀面而言，差別接觸解釋犯罪行為如

何形成；具觀面而言，可以說明不同團體組織何以有不同的犯罪率。 

學者林山田等人（民 94）則指出差別接觸理論有兩個基本構造，即犯罪學

習的「內容」與犯罪學習的「過程」。犯罪學習的內容包括特有的犯罪動機、驅

力、合理化與態度，以及有利於犯罪的觀念，因此與其說是行為的學習不如說是

觀念上的學習。過程觀點則比內容觀點更為重要，犯罪學習的過程是主要是經由

與親密團體的接觸而學習，這些親密團體對於法律定義有不同意義的領悟，會影

響行為人觀念上的連結；至於影響的程度則視行為人與這些親密團體接觸的頻率

多寡、時間長短、優先順序與強度大小而定。 

 

第二節 社會學習理論 

Bandura（1977）指出觀察者在與楷模接觸的過程中獲得示範性活動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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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形象，並以此作為自己合適行動的指導。在此一概念化的過程中，觀察學習

受四個子過程支配： 

（1） 注意過程（Attention） 

  除非人們注意到並理解示範行為的顯著特徵，否則就不能透過觀

察而學習。注意過程決定了一個人對其所接觸的大量示範性因素中選

擇什麼來進行觀察，以及透過接觸從楷模身上吸取些什麼。在任何社

會群體中，總有些人比起他人獲得更多的注意，由不同楷模所表現的

「功能價值」，直接影響到人們會觀察或忽視某些楷模，此外，人們

對楷模的注意也受到其「人際吸引力」的直接引導。 

（2） 保持過程（Retention） 

  觀察學習的第二個過程是將當下或先前所觀察到現象保存起

來，如果人們不能記住示範行為，那麼就難以有效地受到示範行為觀

察的影響。人們透過符號的媒介作用，將示範性活動轉換成形象和易

於利用的言語符號，使得經驗能夠被保持在記憶裡，並成為未來行為

的指導。 

  現實生活中可能由於社會禁律或缺乏機會，很多通過觀察而習得

的行為，不能通過外顯的方式輕易地確立，因此，透過心理練習的方

式，個體將其目睹的合適行為的操作內化，隨後在進行外顯性練習，

可以達到觀察學習的最高水平。 

（3） 行為再現過程（Reproduction） 

  模仿的第三個過程是將符號性表徵（Symbolic Representation）轉

換成合適的行為。面對需要複雜技能的行為，要第一次就能正確無礙

地將觀念轉化為行為幾乎不可能，學習者需要通過經過多次嘗試

（trial-and-error）來發展複雜操作所需要的基本組成技能，在信息回

饋的基礎上，經過自我矯正的調整，進一步將自己模仿的行為精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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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動機過程（Motivation） 

  動機是指引起個體活動，維持已引起活動，並導使該種活動朝向

某一目標進行的一種內在歷程（張春興，1994）。人們多半於傾向於

接受他們認為能夠產生有價值的結果的示範性行為，而不能接受沒有

酬賞或具有懲罰後果的示範性行為。那些看上去對他人有益的行為，

比起那些看來會產生消極結果的行為，更為人們所青睞。 

在任何既定情境中，一個觀察者不能重複一個楷模的行為，可能有幾項原

因：沒有注意有關的活動、記憶形象中示範性事件的編碼不當、所學之物難以保

持、操作的體力不夠或沒有充分的動因。 

第三節 犯罪學習機制 

本研究所以選擇差別接觸理論為基礎乃因其對於網路群體犯罪現象解釋之

能力與適用性；林山田等人（民 94）指出差別接觸理論的兩個基本構造可分為

「犯罪學習的內容」與「犯罪學習的過程」，本研究依此觀點進一步說明如何以

差別接觸理論解釋網路群體犯罪行為： 

（1） 犯罪學習之內容 

  Sutherland（1978）認為犯罪行為學習的內容包括犯罪的技巧，

犯罪動機、驅力、合理化、態度以及認同違法的價值觀；網路社群上

使用者的犯罪行為並非予生俱來，群體犯罪的擴散現象乃是經驗複製

的結果，使用者在網路社群上與眾多使用者溝通與互動，並習得犯罪

行為所需的技巧、偏好違法行為的價值觀。 

（2） 犯罪學習之過程 

  Sutherland（1978）認為犯罪學習的過程是經由與親密團體接觸

學習而來，這些親密團體對於法律意義有著不同的觀感，並且影響行

為人觀念上的連結，連結會因接觸的頻率多寡、時間長短、優先順序

或強度大小而有所不同；網路社群中使用者的連結關係亦受上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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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值得注意的是使用者在網路上的連結關係除了與親密社群的連

結之外，有時透過弱連結跨越不同社群可以取得關鍵性的犯罪資源。 

 

差別接觸理論主張犯罪行為是經由後天的學習而來，犯罪行為的學習過程，

與其他學習行為具有相同的機制（Sutherland, 1978）。然而，差別接觸理論並未

進一步討論所謂的學習機制。究竟學習是如何產生的，這一問題是學習理論的核

心。一般而言，學習理論認為人類的學習主要有三種機制，連結（Association）、

強化（Reinforcement）與模仿（Modeling）： 

（1） 連結 

  一切知識均來自經驗，而非與生俱來，當我們與外界事物接觸的

時候，便與外界事物發生某種關連。行為主義論者認為學習的建立是

經由刺激與反應的連結，又可分為古典式制約（ Classical 

Conditioning）與操作式制約（Operant Conditioning）；而認知論者則

主張學習是經由記憶、觀念或期望的連結（林山田等人，民 94）。研

究者認為舉凡知識、技能、態度、價值觀等，均屬個體之經驗，差別

接觸理論所強調的乃是經驗上的連結與學習，因此與認知論主張較為

相近。 

（2） 強化 

強化是學習理論的核心，一般又可簡單分為正增強與負增強作用，如

果行為反應帶來的結果使個體滿意（獎勵），該反應即發生正增強作

用，以後同樣情境再出現時，該反應重複出現的機會較高。反之，如

果行為反應帶來負面的結果（懲罰），該反應受到抑制，以後遇同樣

情境時，該反應出現的機會則相對減低。 

（3） 模仿 

  Bandura（1977）所提出社會學習理論（Social Learning Theory），

主張觀察學習是社會學習的基礎，個體在社會情境中可藉由觀察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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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行為、態度以及行為的結果來進行學習，因此又稱為「觀察學習」。

人類大部分的行為都是經由模仿而來，模仿的發生並不一定需要外界

的強化，只需觀察他人的行為和結果便可以產生。  

第四節 BDI 代理人架構 

哲學家 Michael Bratman（1987）以人類實踐理性（Human practical reasoning）

為基礎，提出「信念-期望-意圖」（Belief-Desire-Intention）理論。基於此一理論

框架，Bratman, Israel, 與 Pollack（1988）發展實作 BDI 代理人架構 IRMA

（ Intelligence Resource-Bounded Machine），而一般最廣為人知的實作乃為

Georgeff 與 Lansky（1987）所發展的 PRS（Procedural Reasoning System）系統以

及其後繼者。 

雖然有許多哲學理論認為意圖可被簡化為信念和期望，但 Bratman 則主張意

圖在實踐理性中扮演相當重要且不同的角色。Rao 與 Georegeff（1995）即指出

BDI 代理人架構的基本概念以信念、期望、意圖三種心理屬性表示代理性人內部

之資訊狀態（Informational state）、動機狀態 （Motivational state）與深思熟慮狀

態（Deliberative state），以下針對三種心裡屬性探討： 

1. 信念（Beliefs）：代理人的信念集合包括關於世界的狀態（states of the 

world）、其他代理人的心理態度以及自我省思。代理人可以透過環境的

觀察或者來自其他代理人的訊息來更新其信念（Panzarasa, Jennings & 

Norman, 2001）。Ferber（1999）指出信念為一假設為真的命題，然而事

實上不知其是否為真；信念關於乎於個人、群體或社會，因人而異並無

一致標準。Ferber 更進一步將信念呈現的內容分成四個種類： 

 環境信念（Environmental beliefs）：關於環境的狀態，包括物件和

其他代理人的外顯的特徵，可經由觀察而知。 

 社會信念（Social beliefs）：關乎於代理人在社會組織中所扮演的角

色或功能，與環境信念不同的是社會信念乃針對代理人所屬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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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而非環境，包括組織特定的標準、限制、規則或法律。 

 關係信念（Relational beliefs）：關乎於對其他已知代理人的信念，可

以是單方面的認知而不需要向對方確認，包括技能（誰可以做什

麼？）、意圖／承諾（誰將要做什麼？）、計畫／方法（某代理人的

計畫是什麼？）、活動、角色和行為模式（預測其他代理人的心理狀

態與行為）。 

 個人信念（Personal beliefs）：表示代理人如何看待自我，換言之，

即代理人自身的關係信念，包含前述的技能、意圖、承諾等。 

2. 期望（Desires）：期望可視為代理人對於未來世界狀態的特定偏好。 

3. 意圖（Intentions）：代理人從眾多期望中挑選出一個期望來投入。 

人類實踐理性由兩個階段所組成，第一階段首先決定想要達成的狀態是什

麼，第二階段則是決定如何去達成這個狀態；前者又稱為慎思（Deliberation），

後者又稱為方法—目的推論（Means-ends Reasoning），BDI 代理人的基本控制流

程如下圖 2-1。此兩階段為理性的運算過程，但運算過程受限於有限的資源

（Resource Bounds），換句話說，代理人必須在有限的時間與記憶空間下完成慎

思與方法—目的推論的過程（Wooldrige, 2000）。 

 

 

 

 

 

 

 

 

 

圖 2-1 BDI 代理人基本控制流程 

Algorithm: Agent Control Loop 

While true 

  Observe the world; 

Update internal world model; 

Deliberate about what intention to achieve next; 

Use means-ends reasoning to get a plan for the intention; 

Execute the plan 

End 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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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網路科學概念 

社會網路分析法就是透過蒐集問卷、訪談、觀察蒐集社會網路資料並運用圖

論（Graph theory）的概念作進一步分析解釋。由社會網路分析法所建立的社會

網路具有能描繪出各種關係網路的能力，如情感網路、諮詢網路、信任網路、訊

息網路的建立，並可運用所發展出的指標瞭解評估整個社會網路的狀況，如結構

鬆散或是緊密，或瞭解社會網路中的角色是位於核心或邊陲（邱議德，2003）。 

一個複雜系統是由許多相互依賴的個體所組成，複雜系統的行為並非只是個

體自身行為的展現，而是依個體之間如何互動來決定系統的行為整體。一個複雜

系統可視為一個複雜網絡，網絡的基本元素乃是由節點（Vertex）與連結兩個節

點的邊（Edge）所構成（Newman, 2003）。目前網絡學家已經發展出一些相當

重要並且時常被用來衡量、分析網路結構的指標，分述如下： 

1. 核心度（Centrality） – 核心度是衡量網絡位置的重要指標，它指出那些連

結到最多人或者最有影響力的個體（Newman, 2003）。有幾個方法可以衡

量核心度，包括連結度數（Degree）、中介度（Betweenness）和特徵性

（Eigenvector）。 

2. 連結度數（Degree） – 連結度數代表與某個網絡成員的直接接觸成員的數

量，如果個體在某組織網絡中認識 20 個成員，則 Degree 為 20。此一指標

又可分為兩種，一種是向內的度數（In-degree)，另一個是向外的度數（Out- 

degree），前者代表有多少人認識我，有問題或困難時會想到找我去協助或

徵詢我的意見，後者則是指我認識多少人。在網路結構中 Out-degree 越大的

使用者影響力越大，如果將其從結構上移除，將對整個網絡造成較大的影響。 

3. 中介度（Betweenness） – 中介度用來衡量某個體位於網絡中其他兩個成員

之間最短的途徑上面的次數或頻率，中介程度高表示個體位處於網絡的要徑

上，也就是個體在該網絡的互動關係中扮演重要的功能。 

4. 特徵性（Eigenvector）–特徵性所關切的是不只是個體是否有很多朋友（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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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度數)，還有個體的朋友是否也有許多朋友。這個指標的數值越大，表示

該個體所能號召的其他個體數量也越大。 

5. 群聚係數（Cluster coefficient） – 群聚係數 C 表示某個體的朋友也是我的朋

友的機率。公式如下： 

 

式中的 number of paths of length two 指的是從一個節點指出去（Out-degree）

的連結度數（Newman, 2003）。 

6. 平均路徑長度（Average path length） – 任兩個節點 i 和 j 間的最短路經為路

徑所經過的邊數之和。而平均路徑長度代表的是任網絡中任兩個節點之間最

短路經長度的平均值（Latora & Marchiori, 2003）。公式如下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