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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論

定義專有名詞 促進交流合作
舊約聖經創世記第 11 章敘述人類建造巴別塔的事，人類當時移居示拿地的平原，
使用共同的語言和口音，打算利用資源建築城垣和通天高塔，以傳揚人類的名，展示全
體人類的力量。上帝視察時發現人類過於自信和團結，一旦完成計劃將能為所欲為，便
決定變亂人們的語言，使人的語言彼此不通，並使他們分散各地，高塔於是停工。從這
段記載吾人可得到一個無關宗教的啟示，使用相同的語言才能有效合作，完成重大成就。
我國鑑識科學領域，在所有專業人員共同努力之下，不僅有完善優異的人才培育制
度、公正專業且恪守鑑識倫理的鑑定人才、嚴採品質保證措施的鑑識機構，更使物證鑑
定成為偵查刑案和司法審判最受信賴的方法。但美中不足的是，在跨鑑識領域間、不同
隸屬的鑑識機構間和海峽兩岸間，鑑識人員仍常使用不同的「語言」去描述或闡釋相同
的觀念、事物或鑑定結果，使得鑑識科學的發展、交流和應用受到一定程度的限制。
法學與鑑識科學是應用物證鑑定維持司法品質的主要領域，兩者需合作無間，才能
使鑑識科學發揮公正客觀及保障人權的重要功效，但異源的學術體系和基本訓練常造成
溝通不良，專有名詞的歧異更是障礙的來源。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為例，條文
所列之「卡柄槍」、「馬槍」和「獵槍」等用語均與鑑識領域有異，「殺傷力」之定義
更存有嚴重歧見，常在審判階段衍生司法、辯護和鑑識間的爭議。在其他鑑識領域亦存
在程度不一的類似問題，各領域之鑑識專家宜詳細探討，整理出鑑識專有名詞與法律條
文及司法實務用語的差異，予以明確定義，透過適當的管道，建議司法機關採用，必要
時並推動修法，以促成鑑識科學和法學間無障礙的對談工具。
不同隸屬的鑑識機構間鑑定用語的歧異，也常造成法庭審理的困窘，此現象在從非
自然科學領域發展而來的鑑識領域較為明顯。以筆跡鑑定為例，「筆跡」和「字跡」是
否相同？某機關鑑定結論用語「字跡相符」和另一機關「筆畫特徵相同」、「筆畫特徵
極相似」及「筆畫特徵相似」三種用語的哪一個代表相同權重的證據價值？此類用語歧
異不但導致法院應用及詮釋鑑定結果的困擾，也可能使人對鑑定的可信賴性產生懷疑。
另有部分外來語也因未能統一譯名而滋生疑義，此類輕微差異雖不影響專業同儕的溝通
與交流，卻可導致非鑑識人員的困惑，不利於鑑識科學的推廣與發展。建議相同領域的
鑑識人員透過學術活動，研討出統一的用語；若受限於傳統因素，無法統一用語，亦應
訂出不同用語的比較表，以利鑑識領域的交流發展及司法體系對鑑定結果的應用。
物證鑑定合作是海峽兩岸司法互助的重點，經由無色彩的鑑識科學合作，確保兩岸
社會治安，最易突破種種藩籬達到司法互助的實質效益。兩岸雖使用同源的文字，但許
多專業用語卻有不同程度的差異，幸虧許多鑑識領域都根基於相同的基本原理，並遵循
類似的標準程序與方法，用語的差異應可經由綿密的互動逐漸獲得改善。但在政治體制
不同的現況下，用語的統一是不易達成的目標，兩岸鑑識人員可分別整理出常用的專業
用語，精準描述其定義，可能時再加上世界通用的外文用語，將兩岸整理所得並列，供
彼此參照使用，即可破除用語不同的障礙，提升兩岸司法合作交流的效率。

1

社團法人臺灣鑑識科學學會會刊第十期

鑑識專業用語的明確化可促進合作和溝通，進而提升鑑識整體效能。本學會以學術
團體的身分，最適合擔任定義專有名詞的推動和協調平台。各鑑識機構如果有定義專有
名詞的卓見或具體方案，請在會員大會、理監事會議或研討會中提出討論，本學會當遵
循會議決議，盡力推動，共同為鑑識領域之精進而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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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識勘察報告之證據能力與證明力
施俊堯
一、前言
刑事訴訟法第 230 第 2、3 項：「前項司法警察官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
並將調查之情形報告該管檢察官及前條之司法警察官。實施前項調查有必要時，得封鎖
犯罪現場，並為即時之勘察。」第 231 條第 2、3 項：「司法警察知有犯罪嫌疑者，應
即開始調查，並將調查之情形報告該管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實施前項調查有必要時，
得封鎖犯罪現場，並為即時之勘察。」之規定，為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與各警察機
關刑事鑑識人員，在犯罪現場所為封鎖、勘察之法律依據。
刑事鑑識人員兼具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身分，在犯罪現場蒐集證物（如 100 年度
台上字第 7020 號刑事判決〈以下簡稱如 100 台上 7020〉
，勘察製造安非他命現場，確認
係製造既遂或未遂；100 台上 6638，勘察交通事故肇事撞擊痕跡；100 台上 6414，以棉
繩套勒被害人頸部交叉拉緊，往後倒退拖至逃生梯口，取下被害人頸部繩索，對折穿越
樓梯扶手基部打結，將被害人抱起吊掛於繩圈，製造自縊假象，並擦拭門口、逃生梯、
樓梯間等處血跡。鑑識勘察人員以 BLUE STAR 化學試劑增顯，發現螢光反應，並研判
案發經過）、檢送分析比對、進行現場重建（如 100 台上 3725，槍擊現場彈道比對）等，
需製作法定公文書即鑑識勘察書面報告或職務報告（100 台上 5844），將調查之情形分
別報告該管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進而作為檢察官起訴，以及法院認定犯罪事實之重要
證據。
在審判程序中，鑑識勘察書面報告如被認為無證據能力，實務上，則通知現場勘察
之刑事鑑識人員到庭作證，為言詞報告或接受交互詰問。而證據必需先具有程序合法之
證據能力後，進而審查為高度可信之證明力，始能作為判斷依據。因此，刑事訴訟實務
如何審查鑑識勘察報告之證據能力與證明力，即有加以分析之必要，用以提供刑事鑑識
人員參考，作為改進鑑識勘察報告之參考。
二、鑑識勘察報告證據能力
證據之證據能力，通常指刑事訴訟程序取得證據（包括文書之製作）應遵循之法定
程序。如司法警察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205 條之 2 規定，對於「經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
嫌疑人或被告」，得違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意思，採取其指紋、掌紋、腳印，予以照
相、測量身高或類似之行為；有相當理由認為採取毛髮、唾液、尿液、聲調或吐氣得作
為犯罪之證據時，並得採取之。
至於司法警察如對「非經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擬對採取上揭證
據，除有特別法規定（如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 25 條第 1 項之採尿；去氧核醣核酸採樣
條例第 5 條，性犯罪或重大暴力犯罪案件之被告、犯罪嫌疑人，應接受去氧核醣核酸之
強制採樣），需以第 131 條之 1 同意搜索方式為之，實務上有囑簽署勘察採證同意書之
作法（100 台上 6413、5643、4712）。
刑事訴訟實務，被告與辯護人常從二方面對鑑識勘察報告辯稱無證據能力，一為認
為鑑識勘察書面報告為傳聞證據，不得作為證據。二為指摘鑑識人員蒐集證據程序不合
法。
關於鑑識勘察書面報告為傳聞證據部分：刑事鑑識現場勘察報告為司法警察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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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警察所製作之公文書，必需先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39、40 條，及公文程式條例關於製
作公文書之規定。
而在犯罪現場蒐集證據之刑事鑑識人員，並未經檢察官與法官依刑事訴訟法第 198
條規定選任為鑑定人，所製作之鑑識勘察書面報告，並非刑事訴訟法第 206 條之鑑定書
面報告（100 台上 4670）。鑑識勘察書面報告在性質與警察機關偵查隊司法警察官、司
法警察所製作之移送書或報告相同，均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係「傳聞
證據」，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第 1 項規定，除法律有規定者外，不得作為證據（99
台上 4776）。至於刑事訴訟法第 206 條之鑑定書面報告規定，則為同法第 159 條第 1
項「除法律有規定」之一種，雖為傳聞證據，但得作為證據，此與鑑識勘察報告並不相
同。
檢察官為刑事訴訟當事人之一，常以鑑識勘察報告為起訴依據，原則上不會主張鑑
識勘察報告無證據能力，而會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5 第 1、2 項規定，以「同意」
或「未聲明異議」方式，使傳聞證據之鑑識勘察報告，得為證據。
被告亦為刑事訴訟當事人之一，鑑識勘察報告常為其不利之證據，如鑑識勘察報告
製作完備無疑義，實務上有同意有證據能力之案例（99 台上 7852，就鑑識勘察報告及
槍擊案彈道重建勘察報告，表示對其證據能力無意見）。亦有鑑識勘察書面報告記載不
完備、有疑義，被告與其選任辯護人主張該報告為傳聞證據，不同意作為證據，而向法
院聲請傳喚製作鑑識勘察書面報告之鑑識人員至法庭交互詰問之案例（如 99 台上
1249，證人即鑑識人員甲結證屬實之專案現場勘察報告）。
實務上有以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4 規定，認為鑑識勘察書面報告得為證據，然第
159 條之 4 第 1 款固規定：「除顯有不可信之情況外，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錄文書、
證明文書，亦得為證據。」賦予公文書具有證據適格之能力，作為傳聞證據之除外規定，
但其前提要件定為「除顯有不可信之情況外」，尚有「紀錄」、「證明」之條件限制，
亦即須該公文書係得作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所涉犯罪事實嚴格證明之紀錄或證明者，始
克當之，倘不具此條件，即無證據適格可言。又同條第 3 款所定之「其他於可信之特別
情況下所製作之文書」，則指與上揭公文書及同條第 2 款之業務文書具有同類特徵，且
就該文書製作之原因、過程、內容、功能等判斷，在客觀上認為具有特別可信性，適於
作為證明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所涉犯罪事實存否及其內容之文書。如不具此特性，亦無證
據適格可言。
司法警察機關製作之鑑識勘察書面報告、案件移送書、移送函或偵查報告，內容固
載有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涉嫌或被訴事實，相關證據或偵查經過等，但本質上，乃係移送
或報告本案機關製作之文書，非屬於通常職務上為紀錄或證明某事實以製作之文書，且
就其製作性質觀察，無特別可信度，對證明其移送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所涉犯罪事實，
並不具嚴格證明資格，自無證據能力，除非有例外情形，不能資為認定被告犯罪之憑據
（99 台上 2673）。
關於指摘鑑識人員蒐集證據程序不合法部分：如爭執鑑識勘驗程序不合法：「警方
就被告所有營業小客車、被告左手指甲微物、汽車旅館所為採證，未持搜索票，無書面
記載經同意採證，亦未依規定製作證據清單交付所有人、保管人、持有人請其簽名確認，
更無血跡證物之扣押、勘驗筆錄或依訴訟法所發之鑑定許可書，不符合刑事訴訟法搜
索、扣押、鑑定相關規定，與內政部警政署訂定之刑事鑑識規範及刑案現場指紋採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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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程序規定，現場勘察報告、鑑驗書，刑事鑑識人員之現場勘驗、蒐證與鑑定違反刑事
訴訟法規定法定程序，應無證據能力（98 台上 2201）。」
刑事鑑識人員蒐集證據時，宜需注意刑事訴訟法之程序規定（如 100 台上 2253，勘
察採證同意書）。鑑識勘察書面報告之製作程序如合於刑事訴訟法規定，即得減少被告
爭執鑑識勘察書面報告無證據能力之情形，而無需到庭作證。
三、鑑識勘察報告之證明力
證據合法取得與符合程序要件，為證據得作為判斷事實之第一個門檻，證據必需先
有證據能力，始有必要審查是否可信（高證明力），而有證據能力與可信度性即證明力
較高，始得作為判斷事實之依據。
鑑識勘察報告除記載現場狀態外（如血跡噴濺痕），常因重建現場必要，會記載推
論。如記載：「地下室一樓右側牆壁、一樓往地下室樓梯、地下室安全門入口地面上、
地下室地面上、地下室東南側安全門入口右側牆壁上之血液移轉棉棒，以及一樓大門內
地面上之頭皮組織，均與甲之 DNA-STR 型別相符，由以上現場狀況，研判甲於一樓即
遭攻擊，並在地下室安全門入口處遭受攻擊最為激烈，導致該處附近血跡灘及血跡噴濺
痕範圍分布最廣；另自該地下室管理室前方地面上三處均與乙之 DNA-STR 型別相符，
由以上現場狀況，研判乙在地下室管理室前方遭受攻擊，最後屍體被拖拉至電表北側地
面等情（100 台上 6851）。」
鑑識勘察報告之重建推論，係法定鑑定事項，刑事鑑識勘察人員，至法庭作證，如
僅具證人結文，僅能就親身體驗之五官感覺陳述，至於進一步之推論，依據刑事訴訟法
第 160 條規定，不得作為證據。必需以鑑定人身分具結，所為意見或推測之詞，方有證
據能力（得為證據）。
鑑識勘察書面或言詞報告具有高證明力之要件，首先為勘察認定之事實，必需有科
學驗證為依據，如鑑識勘察書面報告記載：「在共同圍毆地點之床前地板上、衣櫥門板
上、窗簾、矮櫃及浴室門框上等處採得之血跡，經送請鑑定結果，其血跡之 DNA 與採
自甲脊椎骨之 DNA-STR 型別相同（99 台上 141）」、「自被害人遭強盜之皮包內塑膠、
卡片護套、禮券上採得之指紋，經比對結果，與檔存被告指紋相符（99 台上 2126）。」
其次，鑑識勘察報告推論，宜援引根據，如鑑定證人即台南縣警察局鑑識組巡官甲
證稱：「被告所穿著米黃色長褲左褲管用標籤紙標示部分，依據刑事局鑑識中心前主任
翁景惠主任著作『血跡噴濺痕』一書，符合『小血點』、『非沾染』兩項特徵，故判斷
是『噴濺血跡』。因為現場相當整齊，沒有掙扎或打鬥造成凌亂現象，死者主要的大型
傷口都集中在『後腦部』，因此研判被害人未及防備，遭歹徒偷襲，重擊後腦致死。被
害人在遭受第一次打擊時，可能尚未造成大量出血，『被害人慢慢倒地後』，兇手持續
攻擊死者頭部，造成大出血以後，噴在被告左腳的褲管上」，並提出上揭「血跡噴濺痕」
一書有關「中速血跡噴濺痕」之說明供參（99 台上 1775）。」
且在提出報告前，宜先檢查有無矛盾，如：「爭執現場勘察報告記載，研判本件係
嫌犯於車外朝自小客車左前車窗，由上而下開一槍，擊中傷者左上臂可能性大。然相片
26 彈道模擬情形所示角度約四十五度，相片 12 所示彈道位置在車窗右下方，兩者不相
吻合（99 台上 581）」。
如能藉實驗或模擬得以驗證，更能彰顯高證明力，如：「車禍死亡案現場勘察報告，
依據死者現場依序遺留散落物之方向，機車倒地前之行進方向，應係從車道中央偏外側
行駛至內側車道，另機車前輪架有由後往前之刮擦痕跡，距地面高度與肇事小貨車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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輪框螺絲帽高度經〈現場模擬〉後，屬合理範圍內，且機車後方左側蓋嚴重毀損，不排
除機車遭肇事小貨車由後方撞擊接觸，導致機車右側受外來撞擊力量影響而偏左側行
駛；認為係小貨車自後往前超越機車時，擦撞到機車，始產生由後往前之擦痕，機車後
方應為右側蓋嚴重毀損（100 台上 5403）。」
刑事鑑識人員在製作鑑識勘察書面報告時，宜注意所為記載與推論，均應有所準
據，用以提昇證明力，作為正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
四、鑑識勘察報告案例說明
鑑識勘察報告對於認定犯罪事實相當重要，擇取不同刑事案件之鑑識勘察報告案
例，分析被告與辯護人對鑑識勘察報告之爭執事項，有助於刑事鑑識人員在現場勘察
時，注意法定程序規定，於製作勘察書面鑑定報告，或至法庭為言詞報告、接受交互詰
問時，在實體上留意所為記載與推論，需有客觀科學驗證依據，用以確認鑑識勘察報告
之證據能力與證明力。
而刑事訴訟實務，有許多案例，藉現場勘察蒐集證據之鑑定結果，確認被告或現場
重建，如：「製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扣案冰箱、塑膠盒、燒杯、塑膠量桶上採
集之指紋，與甲、乙之指紋相符，有現場勘察報告、鑑定書足參（100 台上 6096）」、
「性侵害現場警方復在上揭旅館房間床邊地面，發現經拆封之保險套外包裝一個（未發
現保險套），該外包裝上所採之指紋，與被告左拇指指紋相符，有現場勘察報告及採證
照片、鑑定書可稽（100 台上 5990）。」、「依現場遺留孔洞背面呈瓣狀破壞情狀，可
以很直接確定是槍擊彈孔所造成，另依據甲所述槍擊方向，利用電腦模擬當時開槍情
形，做彈道重建研判行進路線，找到彈孔（100 台上 2443）。」
亦有鑑識勘察報告之記載對被告有利，如：「依現場勘察報告所載，無法研判小客
車之刮擦痕是否為碰撞所產生，足見甲騎乘之重型機車與小客車並無任何接觸或擦撞
（100 台上 5930）。」、「現場勘察報告記載破裂米酒瓶上半部（瓶口端），經以氰丙
烯酸酯採證法，未採獲可供比對之指紋（99 台上 6540）。」、「現場遺留輪胎胎紋上
之顯微特徵不足，欠難個化，有現場初步勘察報告可查。本件顯無從依據現場遺留之胎
紋，鑑定是否係被告車輛之輪胎輾壓造成（100 台上 4263）。」
更有僅憑鑑識勘察報告與其他科學證據，在未尋獲被害人屍體前提下，判決被告殺
人確定之案例，該案鑑識勘察報告為：「小客車駕駛座、後座部分之血跡屬接觸轉移型，
後行李箱血跡，係血流經長時間滲透、接觸所遺留，造成滲透三層，屬接觸轉移型，不
是清洗或擦抹所致。前座亦為接觸型，係有一定血量，有接觸，血液流到底下造成。被
害人臥房內浴室血跡型態則經過清洗、擦拭，血跡分佈點包括浴室地面上、牆面、浴缸、
洗手檯、馬桶、浴室門板底下，面很廣，經廣面擦抹、清洗，不是小傷出血所造成，有
噴濺血跡，被害人有遇害可能性。」而被告則辯稱：「警方查扣小客車前，甲每日使用
該車，均未發現血跡，應有人在鑑識人員採證前，搜集被害人血液，滴入車廂內栽贓等
語（95 台上 1276）。」由此案例可知鑑識人員在（重大案件）犯罪現場蒐集證據，需
全程錄影，必要時，宜與刑事訴訟法第 148 條搜索規定相同，要求住居人、看守人或可
為其代表之人在場，如無此等人在場，得命鄰居之人或就近自治團體之職員在場。避免
被告事後以「栽贓」為由爭執。
而不同刑事案件被告與辯護人對鑑識勘察報告之爭執，存在於司法院法學資料檢索
系統裁判書網頁之法院判決書中，得使用關鍵詞搜尋方式覓得，並加以分類整理，提供
鑑識人員製作勘察報告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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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與建議
鑑識勘察報告為傳聞證據，除有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5 規定之情形外，原則上不
得作為證據。而符合公文書格式要件、內容完備、推論有依據之鑑識勘察報告，即有獲
得被告同意或不聲明異議，而得作為證據之機會。
鑑識科學學會可斟酌舉辦現場勘察報告之個案討論研討會，或在鑑識科學研討會，
以現場勘察為專題，由各警察機關鑑識人員提出年度有代表性或值得討論之案例，進行
意見交流與討論。或就特定鑑識場勘察報告，整理成書籍出版。而中央警察大學或內政
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得考慮請各警察機關選擇提供具有代表性之勘察報告，分類編輯
作成教材。亦可請警察機關提供犯罪現場勘察經過錄影，作為鑑識人員職前與在職訓練
之用。
而如何提出合法可信，有證據能力與高證明力之鑑識勘察報告，作為證據，協助正
確認定事實，適時實現公平正義，則為刑事鑑識人員應秉持之專業工作倫理。
（本文作者為最高法院法官，本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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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進分局鑑識小隊整體專業技能之我見
李經緯
一、前言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的任務分工，普通刑案由分局負責現場調查、勘察與採證。
因此，一般刑案發生後，均由分局派員處理，然近年來隨著專業分工的呼聲日漸升高，
民眾對於現場處理品質要求日益精緻，且警察組織內部希望能透過刑事與鑑識緊密結
合，釐清犯罪事實，達到毋枉毋縱的目標，臺北市政府警察局遂於民國 87 年率先於各
分局成立區域鑑識小隊，負責刑案的現場勘察與處理，由於專責化的結果，專業與品質
日漸提升而深獲好評，隨後其他縣市警察局也逐漸跟進，直至民國 100 年底，全國約有
8 成以上的分局均成立有任務編組的鑑識小隊。
鑒於鑑識小隊的成立，不但能將鑑識工作札根至基層刑事單位，而且可以扮演偵查
人員和實驗室人員間的橋梁，但以任務編組的型態，意味著工作職掌、運作方式與人員
調派等均無統一規定。因此，其成員人數與運作模式，會因分局人力多寡、長官重視程
度而有所差異，甚至有些分局鑑識小隊是為「成立而成立」，凡此種種，不但無法提升
鑑識小隊整體專業技能，也會歧傷成立鑑識小隊，藉以強化基層刑事單位鑑識能量與品
質的美意。
二、鑑識小隊運作現狀
據調查目前分局鑑識小隊，在人員配置、組成份子、勤務運作與兼辦業務上均有所
不同。在直轄市較具規模的警察分局，大多屬專責型，也就是在偵查隊中抽調若干人員
組成鑑識小隊，其主要任務係現場勘察與處理，免兼刑責區，免績效核分；另在多數的
乙、丙種縣市之警察分局，鑑識小隊成員大部分仍兼任有刑責區，或兼辦相關業務，屬
兼職型。人數上從最多的 6 人到最少的 1 人不等，組成份子上有均為刑事人員者，也有
刑事人員搭配行政警察者，運作上有編排 24 小時勤務者，也有僅編排至晚間 10 點，如
深夜萬一有刑案發生，則由值日小隊先行處理者。綜上，鑑識小隊之運作呈現出因地制
宜的工作型態與作業流程。
三、如何精進鑑識小隊整體專業技能
鑑識小隊之運作，因為欠缺制度性的規劃，在各分局因地制宜與各行其事下，整體
專業技能甚難提升，建議可由制度面著手、輔以專業訓練，再加上採證設備的建置與增
充，鑑識幹部的指導與協助，在高度的工作認同與成就感下，相信必能有所精進，以下
為個人幾點淺見：
(一)建立選、訓、用、考(核)機制
由於鑑識小隊係任務編組，因此建立制度化的運作機制，針對小隊成員之遴選、訓
練、考核、淘汰等訂定相關執行計畫，應是首要之務。對於人員進用資格方面，如該警
察機關刑事警力有限，招募的對象就可不必受限於小隊長或偵查佐，建議可遴選細心、
具工作熱誠的行政警察加入，以擴大鑑識小隊取材或候用的對象。對於成員出缺替補
時，可採「先補後訓」的方式，也就是先以「見習」的身分進用，最終是否真除，應在
接受訓練並依考核結果而定，鑑識單位此時應藉由對該員辦理的訓練期間，除再加強專
業技能外，同時也應考核其工作認知與態度，作為是否真除的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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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鑑識單位每年應定期辦理在職訓練，一方面加強其正當法律程序的概念，另
一方面也應持續提升其鑑識採證能力，諸如現場照相、指紋採證、鞋印採取，甚或基礎
法醫常識。除了教育訓練外，小隊同仁績效考核的辦理，可藉由「量化」的管理，了解
每一小隊同仁其出勤的採獲率、比中率、採獲跡證的類型，並配合「質化」的研析，即
審核其撰寫之勘察報告，了解報告呈現的完整性、現場照相的品質與相片呈現的關聯與
順序性等，派駐之鑑識幹部就這方面應盡到指導之責。
訂定獎優懲劣的相關規定，一方面鼓勵優秀小隊同仁，在採得相關跡證後，爭取相
關功獎與破案獎金，另一方面也應設計相關機制，適度淘汰無工作熱誠、現場處理馬虎
的人員。對於專責未兼刑責區的鑑識小隊同仁，建議可採久任制，以充分發揮確實掌握
該區(分局)犯罪類型、熟悉對應採證技巧的「在地」優勢。
(二)充實採證裝備與器材
「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鑑識小隊同仁技能的提升，一方面也反應在所使用
的採證設備上，故鑑識單位在購買與配置相關採證器材時，應跳脫過去精密儀器只有局
本部才有的思維，對於現場處理上重要的採證設備，如單眼相機、線性光源、多波域光
源、採取足跡設備、彈道重建設備等，均應配發至各鑑識小隊，採證設備之建置可比照
過去刑警隊鑑識組之規模，也就是所謂「鑑識小隊鑑識組化」。其次，如經費許可應於
分局設置小型實驗室，方便同仁進行基本的證物拍照、採證、指紋化驗等工作，朝向「採
驗自主化」的目標邁進。此外，鑑識小隊使用之勘察車，如能爭取配發非一般偵防自小
客車型，而屬休旅車型的車種，並規劃齊一的採證設備與證物置放空間，搭配身著整齊
勘察服、再加上專業的現場處理技能，相信在與民眾的互動中，可逐漸建立起警察的專
業形象。
(三)派駐鑑識幹部協助與指導
鑑識幹部派駐分局，為目前多數警察局的做法，其對於提升基層刑事偵查單位之鑑
識水準與能量實有助益。因實際貼近基層，小隊同仁在採證過程中或因技術不純熟而無
法有效突破，或因對配發之勘察採證工具與耗材陌生而未能善加利用，或因新手上路而
需工作指導，甚或個人工作出現低潮而無具體績效時，鑑識幹部因與小隊同仁朝夕相
處，較能在第一時間發現問題所在，進而及時處置，使得問題不致擴大。此外，對於小
隊同仁的需求，也可透過鑑識幹部扮演橋梁與溝通的角色，適時反應並尋求解決之道。
另刑案現場的處理，常會牽涉相關的法令程序與實務運作，故幹部不是僅具鑑識專
業採證技能即可擔任指導之責，需要有一定的實務經驗方能勝任，因此派駐分局的鑑識
幹部，不宜由年輕剛畢業的鑑識巡官擔任，而應以資深的鑑識警務正或鑑識警務員為
宜。由於分局派駐鑑識幹部有助於鑑識工作札根於基層刑事單位，又能強化工作執行
力，精進現場勘察品質與績效之提升，在適時指導小隊同仁並督辦鑑識工作，使刑案證
物管理均能到位，在有效結合鑑識採證與偵查下，落實基層科學辦案之精神。話雖如此，
但目前各分局並非均有鑑識幹部派駐，即便有些分局已有派駐，為了提升刑案現場採證
的精緻度，其派駐的人數也可依刑案的繁重程度而適時增加。因此，近來在中央警察大
學鑑識科學系面臨畢業生分發缺額不足的問題，建議可增加各縣市警察局鑑識課預算員
額，並將該員額配置於分局偵查隊協助與指導小隊同仁，確實讓刑事鑑識得以在基層生
根，有助於司法品質與人權保障之提升。
(四)增進工作認同與成就感
鑑識小隊同仁可說是鑑識團隊在基層刑事單位的延伸，視為團隊的一分子，此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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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署每年辦理的鑑識楷模選拔上可見一般。雖說現場勘察處理，不似外勤單位能破大
案、抓要犯可締造相當的豐功偉業，但在默默的採證工作上，透過發現並採得的一點蛛
絲馬跡，而成為破案的重要關鍵時，相信其貢獻度也能不遑多讓。因此，鑑識單位主管
應隨時注意小隊同仁因鑑識採證而破案的資訊，而給以適時的肯定，另可利用在職訓練
的機會，請小隊同仁準備相關案例報告，由當事人親自分享其成功經驗，藉由相互的觀
摩與學習，讓小隊同仁感受到自己並不孤單，隨時都有一群認真又執著的夥伴在身旁一
起打拼，使其工作成就獲得肯定與認同。警察局每半年也應對於鑑識績效評比表現績優
的小隊同仁，利用相關集會場合予以公開表揚，並給予實質的獎金與獎勵，確實激勵工
作士氣。
四、結論
分局鑑識小隊近年來在不同的人員配置、組成份子與勤務方式，而有其合宜之運作
模式出現，實際運作上也有相當成果，惟因屬任務編組之型態，在沒有相關制度配套下，
無法有效精進整體之專業技能，故惟有從制度面著手，建立完備的選、訓、用、考(核)
機制，增充其現場採證裝備與器材，並適時派駐鑑識幹部協助與指導，提升工作認同與
成就感，相信在此一良性循環的驅使下，更能吸引並留住好的人才，讓整體鑑識專業技
能有效精進，使得鑑識工作能真正在基層刑事單位札根，提升我國整體鑑識品質與水準。
(本文作者為刑事警察局鑑識科研究員，本會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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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洗冤集錄》法醫學的跨領域系統研究
著實迫不相待
鄒濬智
［宋］宋慈《洗冤集錄》（1247 年）是中國第一部全面而又系統的應用醫學、生物
生理等方面的理論、技術，以研究解決司法實踐中有關人員傷亡的理論和實際問題的法
醫學專著。該書主要內容包括：
（1）檢驗總論－－如何驗（辨）屍傷，鑑定血型。
（2）各種毆傷溺縊死亡的檢驗辨識。
（3）疑難雜說，如有關中毒、服毒的檢驗等。
（4）中毒急救的方法與藥方等。
中國法醫學因獨具一格的自然科學、人體醫學發展而成為一門較為成熟的學科，在
社會上所發揮的效益日益巨大。相較於西方法醫學，中國的法醫學更重視中醫理論的實
踐與應用。1由於中醫主張「望、聞、問、切」
，所以中國的法醫學著作著重在外表的勘
驗，較少解剖和化學性的分析。雖說如此，仍不能否認中國法醫學的科學性的正確度。
單從宋慈《洗冤集錄》部分案件的紀錄來看，這樣的一種法醫勘驗傾向，往往在實務方
面取得很正確的結論。
國際上，宋慈被譽為「世界第一法學名醫」
；
《洗冤集錄》也是世界上現存最早，被
公認最為傑出的醫學專著。對照中國之外最早的法醫學專著——意大利學者佛圖納圖‧
菲德里斯撰寫的《醫生的報告》，它的問世還遠較《洗冤集錄》晚 355 年，內容也沒有
《洗冤集錄》那般完備。
1779 年，
《洗冤集錄》被譯成法文，1853 年被譯成荷蘭文，隨後又被譯成英文，均
有單行本出版。1981 年，美國還出版了由夏威夷大學教授與克奈特翻譯，名為《洗除錯
誤——13 世紀的中國法醫學》的《洗冤集錄》譯本。迄 1985 年，
《洗冤集錄》已被翻譯
成英、法、德、俄、日、意、荷蘭、朝（韓）等 14 種文字。
《洗冤集錄》在世界上廣泛
流傳，儼然成為刑事司法檢驗的指南。它不僅是中國古代科學研究的一朵絢麗之花，也
是中國對世界科學的一項卓越貢獻。2
在撰寫法醫學檢驗方面的知識和方法之外，《洗冤集錄》還深具鮮明的法律思想。
譬如該書在卷首的第一節即寫明宋朝有關屍體檢驗的法律條令，包括由誰檢驗及檢驗人
員的迴避制度、保密制度、上報制度、初檢與復檢制度等等。從這些條文規定可見當時
的檢驗體制已經相當完善，這對後來中國開展法醫檢驗工作發揮了重要的品質保證作
用。對現今法醫學工作者和法醫工作的管理仍有很高的參考價值。3
自宋慈撰成《洗冤集錄》以後，它對中國古代司法檢驗體系發揮了深刻的影響，也
形塑出若干中國司法檢驗體系的特色4：
（1）從《洗冤集錄》開始，中國司法檢驗體系開始強調應從醫學的角度討論司法檢驗
的問題，如各種中毒的症狀分析、中毒急救方法和解毒單方的研究。
1

熊思量《宋慈與《洗冤集錄》之研究》（福州：州建師範大學專門史碩士論文，2007 年 4 月）
，頁 6。
楊杞〈
「世界第一法學名醫」宋慈和《洗冤集錄》〉
，《唐山學院學報》16 卷 2 期，頁 41-42。
3
陳新山、黃瑞亭〈《洗冤集錄》的現代價值〉，
《中國法醫學雜誌》24 卷 5 期，2009 年，頁 358-359。
4
錢崇豪〈宋慈與中國司法鑑定〉，
《中國司法鑑定》2006 年 1 期，頁 61-6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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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洗冤集錄》開始，中國司法檢驗體系開始以斷案為目的進行司法檢驗，把檢
驗過程當作是斷案審獄的一部分。
（3）從《洗冤集錄》開始，中國司法檢驗體系開始利用各方面的知識──如毒物學知
識、昆蟲學知識──進行司法檢驗，並透過將檢驗程序ＳＯＰ以約束檢驗官員的行
為、提高檢驗官員的道德表現。
（4）從《洗冤集錄》開始，中國司法檢驗體系開始以外表檢驗為主，這與以解剖學檢
驗為主的西洋法醫學有明顯區別。
（5）從《洗冤集錄》開始，中國司法檢驗體系開始檢討傳統「有罪推定」
、
「屈打成招」
思維。
由於《洗冤集錄》在中國司法檢驗史上具有重大的參考意義，因此中外對《洗冤集
錄》研究和整理的熱潮，從元朝一直延燒到二十一世紀，未曾停止。迄［清］康熙三十
三年（1694 年）
，當時人將材料進行增補，編成《律例館校正洗冤錄》
，此書是此一系列
法醫學知識百科的總成；現代以《洗冤集錄》作為主題相關的學術研究成果，經統計也
有百餘種以上。5
更可喜的是已經有學者注意到宋慈在《洗冤集錄》中所表現出來的偵查技巧，並進
行初步歸納。如韓瑞芳、周興生指出：
依據宋慈觀點，可知，如果說，定某人犯了殺人罪只是一個不太複雜的判斷。那
麼推知此人行動欲望、行動時間與地點，行動方式則是非常艱難的任務，由於它
需要非常多的知識支撐。偵查員的知識與罪犯的知識雖然是不同的知識，但偵查
員用於推知案發情由等要素的知識必須大於罪犯對罪犯自己消滅痕跡能力的認
知。否則，偵查員永遠也不能推知罪犯的行為情由。另一方面，盡管偵查員可能
能力出眾，但是他的推理也可能出錯。要糾正錯誤，則必須用直接證據對照其推
理，並檢驗它。檢驗的目的是獲得行動細節。如果檢驗支援推理，這時才可以斷
定行動者犯罪的罪名。6
不過可以看得出他們的研究還是粗淺而片面的。由是可知單單在建立起《洗冤集錄》中
偵查手法體系的這一方面，還餘留很大的努力空間。
從事警察社會科學研究者，對中國古代典籍之閱讀與學習，存在語文層面的閱讀困
難；而從事中國古代文獻學研究的人，又對法醫學及刑事警察學感到陌生。但在社會組
成份子日益複雜、犯罪型態日益錯綜、犯罪行為所造成的社會損失日益嚴重的今日，建
立起古典法醫文獻與今日警察學術之間的橋梁，向古人借鑑，以提升現代法醫、刑事偵
查技巧水準及其文化內涵的工作，著實迫不相待。
《洗冤集錄》為中國法醫學、刑事學及司法檢驗史上的重量級著作，如若人文學與
警察學領域專家能跨領域攜手合作，進行腦力激盪，將《洗冤集錄》所揭示的相關知識
予以系統化及現代化，並適當地融入現今的警察教育當中，除可涵養化警察文化素質
外，無疑地也將大大的提升警察在辦理相關業務時的思維彈性和執法知能水準。
(本文作者為中央警察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5

張松〈
《洗冤錄匯校》整理說明及《洗冤錄》研究索引〉
，
《法律文獻信息與研究》2007 年 1 期，頁 12-20。
韓瑞芳、周興生〈刑事偵查邏輯系統化的思考──)宋慈「初情論」系統性小議〉
，
《重慶工學院學報》社
會科學版 22 卷 9 期，2008 年 9 月，頁 46-4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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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力顯微鏡對文書證物表面形貌之初探
陳軒振、陳用佛
摘要
自奈米科技發展以來，各式奈米材料及結構陸續被科學家們所研發，並廣泛運用到
生活中許多層面上。相關奈米技術和檢測方法隨著技術的精進而日新月異，使得科學與
生活間的結合運用又往前邁進了一大步。在這之中以準確精密為目標的奈米檢測方法，
近年不約而同地被國際間鑑識學界所關注。其中甚者即為原子力顯微鏡(Atomic Force
Microsopy)。其原理是利用針尖與被測物表面交互作用的力學數值做為成像依據。與其
他顯微鏡相較，原子力顯微鏡以樣本處理的非破壞性、畫面的高解析性與能掃描表面不
同特性(高低、黏彈性、電磁性)等優點在奈米物面偵測上擁有極大優勢。相較於國內鑑
識界對此儀器運用的陌生，國外早有不少相關文獻發表，並在證物分析中獲得極佳的成
果。本篇即是承襲這趨勢，善用原子力顯微鏡技術和優點，計畫在文書鑑識範疇中進行
證物初探，並針對成果歸納與分析，以利未來進一步之技術研發用。
關鍵字：奈米技術、原子力顯微鏡、文書鑑識
前言
在全球奈米科技的蓬勃發展下，針對新型材質表面、介面以及內部做微小結構分
析，是奈米檢測研發過程中相當重要的目標依據。其原理即是利用檢測源(光子、電子、
離子、探針等)和被測物表面交互作用所生之訊號，藉由轉換成影像、晶相或圖形等形
式以供學者分析探討。其中影響物體表面細微觀察極為重要方式為使用探針和物體相互
作用的原子力顯微鏡。該顯微鏡不僅在高科技產業中被運用得宜，更以樣本處理的非破
壞性、畫面的高解析度等技術優點，逐漸在鑑識界受到注目。
瞭解證物的種種細微特徵並加以分析比對是現場重建一個重要的環節。而原子力
顯微鏡提供了和以往光學或電子顯微技術完全不同的顯像方式；以表面高度為顯微依據
的同時，更可以利用附加於探針的不同材質及掃瞄模式，進行表面黏彈性、磁性或熱力
分布等多元數據分析；創造了彌補過往技術限制和缺陷的可能性。國際鑑識學界已經針
對原子力顯微鏡的運用，發表了許多相關文獻，包含有對血球 1,2、膠帶 3、纖維 4、潛伏
指紋 5、文書筆跡 6 等證物進行表面掃描分析。隨著研究成果逐年累積，其成功運用到
現場分析及重建上將是指日可待之事。
本研究選用幾項文書鑑識中常見證物，對其表面進行掃描分析。藉由表面、相位
和振幅模式圖的差異性，對證物表面形貌歸納並分類，以期能從中研發出新偵測技術的
可能性。
實驗方法
一、樣品製備
1.1 紙張比對
將四種常見文件書寫紙裁剪適當大小，用雙面膠貼緊於玻片表面，以防探針掃描時
紙張滑動造成干擾。紙張順序為 Double A 影印紙、銅版廣告紙、玻璃纖維紙和牛皮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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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牛皮上墨水堆積
裁剪 1x1 大小的牛皮紙樣品貼上玻片。利用光學觀察表面並且標定一固定位置，先
用原子力顯微鏡單純掃描紙張表面並記錄。之後在該處畫上筆墨，掃描同樣範圍，比較
前後差異觀察墨水堆積情形。
1.3 玻片上筆墨順序判斷
選用日常常見三種筆，其廠牌型號依序為 Pentel Starv BK66-C、Tenfon B-5167 和
SKB IB-10。每支筆先在玻片上寫上橫劃，待風乾後再劃上直劃。於原子力顯微鏡掃描
前，先以光學觀察邊界，挑選適當區域進行掃描。
二、儀器機型
本實驗室原子力顯微鏡機型為 Bruker AFM NEOS-SYS。此機型擁有結合光學顯微
鏡頭之優勢，可在掃描前先行觀察表面，選取適當區域後再進行掃描作業。光學鏡頭包
含 10X-50X-100X 倍三種倍率。
選用輕敲式做為探針掃描模式，其原理是利用控制中樞給予探針一固定振幅，當接
近樣品表面時，振幅隨著表面高低起伏而改變，改變幅度進而回饋給控制中樞。中樞接
受訊號並控制探針回到原本固定振幅，利用這些變換數值即可紀錄表面高低且描繪完整
形貌。
結果與討論
一、紙張比對
圖一(a)為 Double A 影印紙之表面結構圖。根據其表面高低數據，可以得知該掃描
範圍內最高高度為 1.66μm。從高低落差來看，可以觀察出此類影印紙紙張纖維間落差
明顯，且足以影響原子力顯微鏡探針的掃瞄動作。在圖一右邊方框框起來部分即是落差
對掃描圖形造成的干擾。為了避免干擾存在，可在掃描前先行利用光學鏡頭搜尋適當區
域或者增加振幅模式圖做事後分析。
振幅模式所呈現之圖形與表面結構圖相似。不同之處為：振幅圖呈現原理是利用當
探針固定振幅因為靠近表面所受作用力的影響而改變，控制中樞回饋其改變而記錄下回
饋值後，根據回饋值所繪之圖形。因此振幅圖可看出表面高低輪廓，卻不包含真實高低
數值。在這樣的繪圖原理下，可避免落差過大所造成之干擾，有助於協助判斷表面形貌。
圖二(a)為銅版廣告紙的表面結構。其表面特徵有小圓形顆粒狀分布。該掃描範圍中
最高高度為 255nm，遠小於影印紙表面所觀察之情況。若以兩者表面之平均粗糙度(Sa)
來比較的話，影印紙 Sa 為 356nm，而銅版紙則是 29.7nm。我們推測這是由於銅版紙在
製作過程中，不僅會將紙張經過機器輾壓手續，更會在表面鍍膜，使其更加平滑光亮所
致。圖二(b)是銅版紙表面的振幅模式圖，可以觀察出更加明顯的顆粒狀形貌。
圖三(a)為玻璃纖維紙的表面結構圖，同影印紙，可以看出其纖維狀形貌。表面最高
為 891nm，較銅版紙來的高，卻小於影印紙。圖三(b)為其振幅模式圖。
圖四為牛皮紙的表面結構與振幅圖。其表面沒有纖維狀形貌，與銅版廣告紙相似，
但顆粒感不那麼顯著。同樣在牛皮紙的製程中，由於機器輾壓和化學作用，會使纖維被
擠壓，致使在光學下可以看出隱約看出纖維樣貌，在原子力顯微鏡掃描下，卻不明顯。
其最高高度為 578nm。
二、牛皮上墨水堆積
依據牛皮紙張在原子力顯微鏡下所呈現的較平坦且具顆粒的形貌，因此選擇牛皮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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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紙張墨水堆積實驗。圖五(a)和(b)，是利用光學鏡頭拍攝相同區域表面上墨前後的
差異影像。圖六(a)是上墨水前牛皮紙的表面振幅圖，圖六(c)則是相同區域堆積墨水後
之振幅圖。兩張圖比較下，可以觀察出堆積墨水之表面顯得較為平滑。未上墨水的牛皮
紙表面則較為粗糙。利用圖像處理軟體，可以在墨水前後的表面振幅圖上，選定一直線
區域，觀看其高低曲線變化，其結果顯示在圖六(b)和(d)。在曲線中，明顯觀察出上墨
水前牛皮紙張表面有高低起伏曲線，最高高度達到 340nm。而堆積墨水後之紙張，表面
高低明顯變圓滑，且高度達到 360nm 之多。
筆墨裏頭包含了許多複雜成分，像是溶劑、色料顆粒、染料、樹脂或介面活性劑等。
當墨水寫在紙張上時，紙張纖維將會吸附水性物質直到飽和，剩餘的墨水則將堆積在表
面造成高度及表面形貌的改變。而這樣的變化，正好可以利用原子力顯微鏡的特性將其
觀察出來。
三、玻片上筆墨順序判斷
圖七顯示為 Pentel Starv BK66-C 墨水書寫在玻片上之十字邊界。水平筆畫為先寫
上之筆劃，標明為「1」；垂直方向則為後寫上墨水，標明為「2」。利用圖像處理軟體，
可量取兩方向筆痕高度曲線。在兩高度曲線重疊下，明顯觀察出曲線 1 有一斜率的顯著
改變，而曲線 2 則是維持一定斜率上升，兩者皆升高到相同高度。圖八為 Tenfon B-5167
墨水的表面結構圖，表示先寫筆劃的線 1，高度曲線在選定範圍的 3.5μm 左右有明顯的
斜率改變。SKB IB-10 筆墨交界結果顯示在圖九，與 Pentel Starv BK66-C 和 Tenfon
B-5167 墨水一樣，皆可以在先書寫筆墨發現一明顯之高度斜率改變。
由於書寫表面為不具吸水性之玻璃，因此墨水有堆積現象。當先寫上的墨水筆劃在
表面形成一堆積高度，而後書寫筆墨覆蓋上，會在兩筆交界處形成一高度明顯變化，其
變化現象如圖十所示。
結論
原子力顯微鏡掃描物體表面可分為三項模式：接觸、非接觸以及輕敲式。其中輕敲
式在原子力掃描研究所扮演了相當重要的角色。由於輕敲式掃描以柔軟力道來回輕碰物
體表面量取表面高度，因而具有樣品非破壞性、高解析畫面和可針對不同作用力(表面
黏彈性、軟硬度、磁力、溫度等)作量測等特性。在此研究中，本實驗室以原子力顯微
鏡輕敲模式作為媒介，針對文書鑑識中可能證物做初步掃描辨識。以物體表面高低結構
圖、振幅圖以及選取範圍高度曲線圖三種圖形呈現表面形貌差異。在紙張種類實驗中，
原子力顯微鏡掃描圖形皆能呈現出各紙類表面形貌差異。但由於影印紙紙張纖維縫隙間
距過大，探針掃描時容易受到干擾，影響圖形判斷。為了解決問題，除了使用光學鏡頭
預先選取適當區域再進行掃描外，更在分析圖形中加進了振幅圖，以避免起伏過大產生
的干擾。在紙張表面墨水堆積實驗中，依據相同範圍之上墨前後表面形貌，能明顯觀察
出堆積墨水之表面變得較為平滑，且高度高於未上墨表面約 20nm 左右。最後墨水堆積
於玻片之高度掃描實驗中，於筆劃先後交疊處進行掃描，可明顯觀察出高度變異。
從紙張表面形貌探討到紙張墨水堆積痕觀察，我們推測玻片上所觀察的現象將可能運用
到紙張上的筆墨順序判斷。同時也是未來本實驗室所計畫研究之計畫方向。由於現下文
書鑑識以光學顯微鏡配合電子顯微鏡作為檢驗手法居多，且已經具有解決大部分問題之
技術能力。但仍舊有少部分文書證物無法單用光學和電子顯微鏡進行完整分析。利用原
子力顯微鏡對表面形貌偵測的種種優勢，將可能替文書領域開啟一個全新的技術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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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實驗室欲引進國外已發表論文技術，同時研發新的偵測技術，以期能補齊完善國內文
書鑑識技術。
參考文獻
1 Y. Chen, and J. Cai, 'Membrane Deformation of Unfixed Erythrocytes in Air with Time
Lapse Investigated by Tapping Mode Atomic Force Microscopy', Micron, 37 (2006),
339-46.
2 Y. Wu, Y. Hu, J. Cai, S. Ma, X. Wang, Y. Chen, and Y. Pan, 'Time-Dependent Surface
Adhesive Force and Morphology of Rbc Measured by Afm', Micron, 40 (2009), 359-64.
3 E. Canetta, and A. K. Adya, 'Atomic Force Microscopic Investigation of Commercial
Pressure Sensitive Adhesives for Forensic Analysis', Forensic Sci Int, 210, 16-25.
4 E. Canetta, K. Montiel, and A. K. Adya, 'Morphological Changes in Textile Fibres
Exposed to Environmental Stresses: Atomic Force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Forensic
Sci Int, 191 (2009), 6-14.
5 E. Paterson, J. W. Bond, and A. R. Hillman, 'A Comparison of Cleaning Regimes for the
Effective Removal of Fingerprint Deposits from Brass', J Forensic Sci, 55, 221-4.
6 S. Kasas, A. Khanmy-Vital, and G. Dietler, 'Examination of Line Crossings by Atomic
Force Microscopy', Forensic Sci Int, 119 (2001), 290-8.
(陳軒振先生為中央警察大學鑑識科學學系研究助理，陳用佛先生為中央警察大學鑑識
科學學系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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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銅版廣告紙 (a) 表面結構圖顯示出顆

紙張纖維間距大。(b) 振幅圖提供較為清晰形 粒表面。(b) 振幅圖相較表面結構圖顆粒形貌
貌，但不包含真實表面高低數值。

更加顯著。

圖三、玻璃纖維紙 (a) 表面結構圖中顯示有

圖四、牛皮紙 (a) 表面結構圖中有顆粒狀形

三根纖維形貌。(b) 振幅圖。

貌。(b) 振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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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光學鏡頭下牛皮紙張表面形貌 (a) 原始表面 (b) 墨水堆積後表面。

圖六、(a) 振幅圖顯示顆粒狀牛皮紙張表面。(b) 原始紙張表面高度曲線。(c) 墨水堆積後表
面形貌。(d) 墨水堆積後紙張表面高度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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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Pentel Starv BK66-C 表面圖 (a) 表

圖八、Tenfon B-5167 表面圖 (a) 表面結

面結構圖 (b) 先後筆劃的高低曲線圖。

構圖 (b) 先後筆劃的高低曲線圖。

圖九、SKB IB-10 表面圖 (a) 表面結構圖

圖十、兩筆劃高低堆疊示意圖。

(b) 先後筆劃的高低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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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硃墨順序
陳用佛、阮惇威
宋代鄭克所編《折獄龜鑑》中<章頻驗印知偽／卷五／察姦>提到章頻擔任彭州九隴
縣知縣時，大戶孫延世偽造田契侵佔族人田產。章知縣在檢視田契後發現該田契之墨跡
浮在印文之上，因此研判此乃事先盜用印才書寫的偽造田契。由此可見從我們的老祖先
起，就已經有硃墨順序判定的案件了。
原文如下：

章頻侍御知彭州九隴縣時，眉州大姓孫延世，偽券奪族人田，久不能辨，轉運使委
頻驗治之。頻曰：「券墨浮硃上，必先盜用印而後書之。」既引伏，獄未上，而其家人
復訴於轉運使。更命知益州華陽縣黃夢松覆按，無所異。夢松用此召入為監察御史，頻
乃坐不即具獄，降監慶州酒。頻景祐元年使契丹，道中病卒。見本傳。
一份有效的文件應是先形成正文，經有關負責人審核，或者雙方當事人同意後，先
簽名後蓋章。而實際案例上，有不法之人先在空白紙張、借據、收條、遺囑、協議、合
同等上蓋好章，形成「空印」，然後根據需要填寫或列印所需的內容，形成了先產生印
章印文，後再進行書寫或打印的文件，以此來以假亂真，圖謀不法的個人利益。此類案
件往往於財產糾紛、經濟合同等民事、經濟案件中比較常見。
「硃墨順序」中的「硃」為印章印文，而「墨」指的是與印章印文互相交叉重疊的
文字或筆畫，而硃墨順序就是對於加蓋有印章印文的文件，判斷其印章印文與書寫、打
印、複印、複寫等文字筆劃交叉形成的先後順序。隨着科技的不斷進步，墨汁、墨水、
圓珠筆、複寫紙等書寫色料種類日趨多樣化，各種點矩陣、雷射、噴墨式、熱感式等印
表機逐漸普及，給文書鑑定中的硃墨順序判斷帶來一定的困難。一般書寫與蓋印的硃墨
順序分析會遭遇下圖一至圖八所示情形。約一半的樣品可用實體顯微鏡觀察墨溝與墨水
聚斂情形加以判斷其硃墨順序。但另一半不明顯以及無法判斷的部份就需要採用其他方
法進行分析。
一般觀察到墨溝現象可以明確斷定為先墨後硃，但先墨後硃 不一定會有墨溝現
象，可能原因在於水性印泥滲透性強，可以藉由紙張纖維的毛細作用擴散到墨溝底部；
另外觀察到墨水聚斂現象亦可以斷定為先硃後墨，但先硃後墨不一定有墨水聚斂現象，
可能係印泥中有油性成份會排斥水的吸收，但油性筆因其亦是油性成份，所以排斥現象
不明顯。另外成功區分先硃後墨之樣品中，絕大部分連續書寫樣品所觀察到的現象均較
間隔半天書寫明顯，其原因在於連續書寫因印泥尚未乾涸，其油和水互斥效果強，墨水
聚斂效果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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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油性筆書寫後以油性印泥蓋印之
顯微鏡分析結果，具有明顯墨溝現象之
先墨後硃樣品。(a)~(f)為不同的分析樣
品。

圖二、水性筆書寫後以油性印泥蓋印之
顯微鏡分析結果，具有明顯墨溝現象之
先墨後硃樣品。(a)~(f)為不同的分析樣
品。

圖三、油性印泥蓋印後以水性筆書寫之顯 圖四、水性印泥蓋印後以水性筆書寫之
微鏡檢分析結果，具明顯墨水聚斂現象之 顯微鏡分析結果，具明顯墨水聚斂現象
先硃後墨樣品。(a)~(f)為不同的分析樣品。 之先硃後墨樣品。(a)~(f)為不同的分析樣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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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油性印泥蓋印後以油性筆書寫之顯 圖六、水性印泥蓋印後以油性筆書寫之顯
微鏡分析結果，具不明顯墨水聚斂現象之 微鏡分析結果，無法研判其硃墨順序之樣
先硃後墨樣品。(a)~(f)為不同的分析樣品。 品。(a)~(f)為不同的分析樣品。

圖七、油性筆書寫後以水性印泥蓋印之顯 圖八、水性筆書寫後以水性印泥蓋印之顯
微鏡分析結果，無法研判其硃墨順序之樣 微鏡檢分析結果，無法研判其硃墨順序之
品。(a)~(f)為不同的分析樣品。
樣品。(a)~(f)為不同的分析樣品。

一般硃墨順序的分析基礎是在於硃與墨之間表現出具有規律性的層次結構。當印章
印文與各種色料在紙張上形成之後，印文與字跡互相交叉重疊處即可存在三層結構：分
別為最底層的紙張纖維，中間層是先形成的印章印文或書寫墨水層，最上層則是最後形
成之印章印文或書寫墨水層。理論上由硃墨交叉重疊部份的層次結構關係，可以判斷硃
墨順序，但實際上因硃墨之間存在一定的互溶與滲透性，一層覆蓋一層的情形不太容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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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證物上觀察到。採用單一方法分析硃墨時序有其困難，應採用多種方法進行互相
比較。目前分析硃墨順序的方法約有15種，可分為光學、形態學、化學特性分析。其中
非破壞性方法8種，破壞性方法7種，簡述如下。
一、非破壞性檢測
(一)立體顯微鏡法
這是最常用的硃墨順序鑑定方法，提供非破壞的直觀結果，又由於儀器價格便宜，
在鑑識工作中相當普及，本法係利用顯微鏡放大功能觀察硃墨交叉部位的筆尖擦
壓、色料覆蓋及排斥等現象綜合分析。
(二)生物顯微鏡法
生物顯微鏡具有較立體顯微鏡高的放大倍率(最高可達 1000 倍)，如再搭配透射或
垂直光源，在硃墨順序檢測中，除可以利用高倍率觀察交叉處硃墨色料分布的纖
維結構以辨別層次特徵，亦可以微調焦距，藉由硃墨色料先後清晰順序來判斷硃
墨順序。
(三)三維立體顯微鏡法
這是德國蔡司公司研發的圖像觀察儀器，係根據人類眼睛形成立體圖像，運用二
組液晶鏡片及三維處理控制器，形成具有三維立體效果的圖像，其用於硃墨順序
檢測可以調整焦距，藉由色料先後清晰順序來判斷硃墨順序，亦可以觀察三維立
體視野中硃墨色料交叉的規律性及特定性，為檢測提供可靠的依據。
(四)螢光顯微鏡法
本法係利用光源激發，使硃墨色料發射螢光，藉由觀察及測量螢光強度來判斷硃
墨順序。
(五)文件檢測儀法
文件檢測儀 VSC 系列係利用合適的短波可見光激發文件，從螢光之光色及有無，
達到鑑定的目的，與螢光顯微鏡法有異曲同工之妙。
(六)光譜成像法
光譜成像技術將光譜技術和成像技術結合在一起，即通過分析物質的光譜訊息對
該物進行檢測，可分為反射光譜成像檢測和螢光光譜成像檢測等，本法通過比較
交叉點、硃、墨色料的反射曲線位置來判定硃墨順序。
(七)傅立葉顯微紅外光譜法
本法係利用硃、墨色料分別對紅外線光的特徵吸收不同，使用傅立葉紅外光成像
技術直接對被檢物進行成像，根據成像特徵進而判斷硃墨順序。
(八)拉曼光譜法
拉曼光譜儀是新型分析級光學儀器，主要對各種硃墨色料組成成份進行圖譜分析
，尤其是對含碳素成份墨水及打印、印刷、傳真文件之檢測有獨到之處，利用拉
曼光譜儀分析交叉點的拉曼光譜圖，如果其圖譜與筆墨圖譜相近，則證明先硃後
墨，反之為先墨後硃。
二、破壞性檢測
(一)掃描式電子顯微鏡法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具有普通光學顯微鏡無法達到的高倍率及高景深，因此可以觀
察到硃墨間不同形成順序所表現出的立體特徵，國外主要使用此法進行筆畫先後
順序之鑑定，方法成熟，惟設備昂貴、屬破壞性檢測且可重複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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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叉點切面鏡檢法
本法係利用刀片將硃墨交錯部份切下一小條，在顯微鏡下觀察紙條的橫切面以確
定硃墨順序，此法對於紙張較厚、字跡書寫色料層及印文油墨層較厚的材料較適
用，但被檢物之使用、傳遞中的折疊及搓揉等，均會對檢驗造成影響。
(三)粉末吸附法
本法係利用油溶性、黏稠狀的印泥具較強黏附性，對粉末吸附量較大，而水溶性
或乾性的書寫、打印色料對粉末的吸附量較小，通過觀察印文、字跡與交叉部位
粉末附著狀態來檢測硃墨順序，此法操作簡單、檢驗快速，但僅適用於印泥與水
溶性色料形成之硃墨順序。
(四)脫色法
本法係利用化學試劑對各種色料的脫色能力不同，根據色料脫色速度不同或脫色
過程中及過程後表現現象之差異，判斷交叉部位之形成順序，檢測時要針對色料
種類選擇合適的化學試劑，此法適用於紙張較薄、文件形成時間距操作時間較短
的材料。
(五)溶壓轉移法
本法係利用不同硃、墨色料之極性及溶解能力不同進行檢測，當硃墨形成的時間
不同、層次不同時，對試劑的溶解轉移情形就會不同，所以透過在溶劑和一定壓
力下，將交叉點處的色料轉移到新載體上，觀察轉移色料多寡、兩種色料的覆蓋
情形及硃、墨筆畫的連斷等，確定硃墨順序。
(六)剝離法
與書寫文字比較起來，影印碳粉及打印色帶中的顯色劑都不易滲透紙張，容易形
成層狀分布，在顯微鏡下以刀尖輕輕分離上層色料，藉此判斷形成順序。
(七)黏取法
本法係利用某些材料的黏性，黏取硃墨交叉處的表層色料，根據硃或墨的筆畫是
否完整判斷硃墨順序。
硃墨順序檢測探討
一、分析上遭遇的困難
分析上常見困難可分為三種，第一為兩者均為水溶性滲透色料，交叉點處能反映
的順序特徵極少，檢測難度最大；再者為印油印文與油溶性書寫或打印色料，這類案件
因兩者均為油溶性色料，在交叉初期時層次感較明顯，檢測難度小，但這類案例較少，
多為印文色料未形成明顯層狀結構，檢測難度較大；最後為交叉時間較長時，硃墨色料
互溶，原有層次感消失而不易判斷其順序。
二、方法侷限
每一種方法都有其適用條件、對象等侷限性，例如破壞性方法在一般情況下較少
使用；最為普遍的是觀察法，及利用各種先進的光學顯微鏡進行檢測，適用範圍較廣，
但其中色料堆積位置及分布型態觀察法只適合於書寫筆畫，對打印、複印字跡研究不
多；利用能譜分析進行表面成分分析時，對於鋼筆墨水與印文之硃墨順序，因墨水為水
溶性色料，不能產生較明顯成份變化，不易判斷；螢光法只有當層狀結構明顯時，檢測
結果較明顯。
三、檢測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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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各種硃墨順序方法有其限制與侷限，現行的檢測應以多種儀器方法相互搭配驗證，
使檢測結果更為可信。目前有些表面分析方法，如原子力顯微鏡、3D 輪廓儀、光學同
調斷層掃瞄儀等有應用在文書鑑定上的潛力，期望能與文書鑑定領域之前輩們一同努
力。
參考文獻：
1. 胡爽、邹积鑫,文件硃墨時序的檢驗方法及其比較分析.刑事技术 2007 年第 3 期。
2. 李江春、周茜、暴仁，硃墨时序检验的方法研究。刑事技术 2008 年第 1 期。
3. 崔岚、陈强、秦书泉，利用三维立体显微镜确定印文与打印字迹形成次序。 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学报 2004 年第 4 期。
4. 暴仁、张淙溪, 光谱成像检验法在硃墨时序鉴定中的应用。鉴定科学，2008。
5. 胡向陽、姚慧芳，運用高倍顯微鏡判斷硃墨時序的方法。刑事技术 2008 年第 3 期。
6. 黄红娟、郑一平、楼寿松，傅立叶显微红外化学成像在硃墨时序鉴定中的应用研究。
刑事技术 2010 年第 4 期。
7. 罗琼、俞文、贾宗平，三维成像显微镜在文件物证检验鉴定中的应用。广东公安科技
2011 年第 1 期。
8. 余鹏程、巍巍、芮文健，荧光显微镜法检验印文与字迹的先后顺序。湖北警官学院学
报 2012 年第 1 期。
9. S.Z. Chen, T.L. Tsai and Y.F. Chen, Forensic Application of Atomic Force Microscopy _
Questioned Document. J. Chin. Chem. Soc. 2012, 59, 283-288.
(陳用佛先生為中央警察大學鑑識科學學系助理教授，阮敦威先生為新北市政府警察局
刑事鑑識中心警務員)

28

社團法人臺灣鑑識科學學會會刊第十期

活動報導

鑑識論壇活動報導
「我國警察鑑識工作現況與未來－為鑑識職缺飽和開創契機」
王勝盟
前言
九十二年刑事訴訟法修正後，刑事審判制度進行「公訴蒞庭、交互詰問」，即在刑
事審判調查證據程序中，透過檢辯雙方之「交互詰問」審認檢警所蒐集證據，辯論的焦
點即是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力及其證明力等相關問題。在此制度之下，從事現場勘察、
採證處理、物證鑑驗及現場重建工作的鑑識人員，均須要有以證人或鑑定人身分在法庭
上接受詰問的準備，被詰問的範圍涵蓋與鑑識人員自身專業相關的學經歷及專業訓練，
物證取採及處理的流程，鑑識實驗室的鑑驗品質，以及現場重建分析等內容。由於民眾
對司法偵審結果的信賴，建立於「物證」所呈現的真相之上，實務的刑案現場處理及科
學的鑑識工作倍受各界的重視與企盼，強化科學鑑識與科技偵查刻不容緩，除了一般刑
案現場處理採證及鑑識的精進外，更對於全國重大刑案及意外事故處理，發揮科學辦案
的優勢，協助刑案偵查及事故處理於機先。
近年來，爭議性的刑事案件如蘇○○案在司法審判過程中，判決結果的鐘擺效應造
成國家資源浪費，主要原因係過去案件發生於我國物證科學的萌芽階段，刑案偵辦及法
庭審判過於依賴人證所致。隨著物證科學逐漸受到重視，以物證為導向的科學辦案模式
已真正獲得落實。民國 87 年 7 月臺北市政府警察局首先成立一級單位刑事鑑識中心，
隨後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局先後成立刑事鑑識中心，不久之後各縣市政府警察
局亦設立一級單位鑑識課。相較於早期的刑案現場偵查效能，我國因為注重鑑識人才培
育、教育訓練與鑑識科技的研究發展，目前現場勘察與物證鑑識水準已獲得長足進步，
因此，為擴大鑑識工作協助犯罪偵查上的功能，各縣市開始重視實際處理大部分刑案現
場的分局偵查隊「鑑識小隊」的鑑識能力，將警察局鑑識中心(課)的鑑識巡官、警務員
或警務正派駐至分局協助「鑑識小隊」進行現場勘察與處理，為分局現場勘察工作注入
新的生命力，有效提升分局偵查隊現場勘察與處理能力，提供偵查隊偵辦刑案的第一手
資訊。
為求持續提升我國現場勘察及物證鑑識的品質水準，建立鑑識人員角色的特殊專業
性，將廣化與深化的鑑識技術與刑案偵查強力結合，以迎接更高科技及新興犯罪的挑
戰。在專業人員培育方面應繼續努力的方向包括：（一）培育警察大學鑑識科學系所畢
業生具備專業需求之核心職能，（二）有效調整並維持現有鑑識人力之專業素養。
鑑識系成立 20 多年了、各縣市警察局鑑識中心(課)也成立 10 多年，如何再次提升
我國鑑識工作的品質，如何有效的運用現有鑑識人力及提升現職鑑識人力的素質，更深
化鑑識技術於刑案偵辦的結合，以迎接未來面對高科技及新興犯罪的挑戰。因此，中央
警察大學鑑識科學學系、偵查與鑑識科學研究中心以及臺灣鑑識科學學會、李昌鈺博士
物證科學教育基金會假中央警察大學世界警察博物館國際會議廳主、協辦鑑識論壇研討
會，期待各界鑑識先進提供真知灼見，為未來的鑑識工作開創新局。
第一次鑑識論壇：2011 年 9 月 30 日舉辦
去年（100）年 9 月 30 日所舉辦的「鑑識論壇－我國警察鑑識工作現況與未來」，
研討會分成專題演講及鑑識論壇兩部分，專題演講第一場邀請最高法院施俊堯法官主
講：鑑識工作的成效及其在司法審判的重要性。請施法官從司法審判的角度來檢視鑑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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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成效，以及有哪些鑑識方面更須加強、深化；第二場邀請刑事警察局鑑識中心程
曉桂主任主講：鑑識組織及制度現況，程主任從事鑑識工作已有 30 年，對於我國的鑑
識組織與制度著墨相當深刻，從傳統鑑識至現代科技、從中央至地方，由於組織制度的
改變，鑑識人員與鑑識工作對於司法審判的協助，扮演重要角色。第三場邀請本校鑑識
系孟憲輝教授主講：各國鑑識人員教育、訓練制度及趨勢介紹，孟教授藉由介紹各國鑑
識人員教育與訓練制度，作為強化我國鑑識人員基礎教育的重要工作，也是未來我國鑑
識人員教育與訓練之參考。
在鑑識論壇部分，由於目前鑑識編制與鑑識人員進用逐漸飽和，警察大學鑑識系感
於目前國內鑑識組織制度及應屆畢業生的分發迫在眉睫的問題，邀請警政署、臺灣警察
專科學校、刑事警察局、各縣市鑑識警察局…等等許多長官與貴賓，共同討論我國鑑識
組織、制度、功能、教育、訓練、分發任用與升遷的議題。

圖 1 最高法院施法官俊堯專題演講，主持人謝校長秀能

圖 2 刑事警察局鑑識中心程主任曉桂專題演講，主持人陳校長連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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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中央警察大學鑑識科學學系孟教授憲輝專題演講，主持人林副署長國棟
討論議題：
與談人: 謝校長秀能、林副署長國棟、陳校長連禎
引言：謝校長秀能
議題內容：
1.鑑識工作的成效及其在司法審判的重要性
2.中央與地方鑑識單位組織架構、功能與人力需求
3.走出犯罪實驗室-過去、現在與未來-分局成立鑑識小隊及各縣市鑑識人員派駐分局協
助第一線刑案現場勘察的功能
4.鑑識人員來源結構、素質分析及教育訓練。

圖 4 第一次鑑識論壇與談人，左起林副署長國棟、謝校長秀能、陳校長連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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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在熱烈討論後，綜合整理與會長官及貴賓對幾個議案提供下列寶貴的意見：
一、警大鑑識系應屆畢業生分發，警政署一向秉持專業分發原則。有關鑑識巡官缺額方
面，應將預算員額中缺額的部份補足，再向中央爭取人力，是唯一比較可行的做法。
但由於政府縮減人事經費，中央預算也已全力支援地方，若要增加鑑識人員員額，
勢必需影響到其他行政警察員額。
二、鑑識人員可轉往偵查工作發展，強化偵查與鑑識結合，可活絡鑑識體系的升遷管道。
鑑識巡官派任到分局第一線是非常正確的，表現好的不是光往鑑識中心主任的方向
發展，還可以當偵查隊長、刑大隊長、分局長。有鑑識背景的人當上分局長，就會
重視鑑識領域，所以大家不應該只看見鑑識這一塊，因為警察是通才。
三、在人力較為充足的六都各分局成立鑑識組，組內設有組長、警務員、基層鑑識人員。
一來鑑識中心主任可以掌控鑑識人員素質，二來可活絡鑑識體系人事網絡。但是，
在分局成立鑑識組，所增加的單位勢必排擠其他警力，因此，目前鑑識小隊的任務
小組在運用上較有彈性，人事權也較統一。
四、我國鑑識單位應分級，區分為中央實驗室和地方實驗室，地方實驗室針對特定類型
證物，可分擔中央實驗室的龐大業務，提升鑑定效率。建議推動鑑識人員證照制度，
強化在職訓練，並將師資培訓列為重點工作。現職鑑識人員不見得每一位都適任，
可以設計相關機制進行汰弱留強，提升鑑識人員整體素質。由於鑑定結果對人權影
響很大，因此需要良好的鑑識倫理及品操，更應建立相關覆核機制。
五、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培養的基層員警將負責現場封鎖保全的工作，建議開設鑑識相關
學程，或在刑事偵查科下設立鑑識組，加強基層員警的鑑識知能。此部分先要了解
警專所要培養的人才是要專才，還是通才？開鑑識課程或學程後也必須考量學生畢
業及其分發的問題？這是值得深思的。

圖 5 第一次鑑識論壇參與長官及貴賓
第二次鑑識論壇：2012 年 4 月 3 日舉辦
我國警察鑑識人員工作及職缺現況，目前警察機關所設之鑑識單位除了中央單位刑
事警察局與鑑識相關科、室、中心外，各縣市警察局鑑識中心或鑑識課主要負責實驗室
鑑驗工作及重大刑案現場勘察；而實際面對及處理大部分刑案現場的單位卻以分局偵查

32

社團法人臺灣鑑識科學學會會刊第十期

活動報導

隊鑑識小隊（任務編組）為主，其成員來源多為刑警或基層員警，受短期鑑識訓練培訓
而成，經驗及勘察技術稍嫌不足。因此部分縣市警局有感於鑑識小隊的重要性，陸續將
鑑識巡官、警務員或警務正派至分局偵查隊支援鑑識小隊服務，藉由共同參與刑案現場
勘察，除指教導正確現場勘察採證技術外，並督導鑑識工作紀律，發揮鑑識小隊團隊成
效，掌握破案先機。
惟目前中央鑑識單位刑事警察局(鑑識中心、指紋室、法醫室及鑑識科)、直轄市警
局刑事鑑識中心及各縣市警局鑑識課(科)預算員額已逐漸飽和，中央警察大學鑑識科學
學系(所)畢業學生已面臨幾乎無鑑識職缺分發之窘境。
從警察大學鑑識系歷屆招生的情形來看，每位中央警察大學鑑識科學學系的學
生，入學時均對鑑識工作充滿熱忱與憧憬，當時均捨棄就讀台清交熱門科系，選填警察
大學鑑識系為第一志願，經過四年鑑識科學與法學訓練，期望日後得以在鑑識崗位發展
專長；每位鑑識科學研究所的非警職研究生也都是取得一般大學學士學位，甚至有些已
經取得碩士學位，也是對鑑識工作充滿熱誠，這些學生都是慕 CSI 之名而來，站在「學
以致用、專才專用」的立場，我們希望這些學生都能夠本著進入警察大學鑑識系所的初
衷，也讓具備專業性，且有意願、能力的人才留在專業崗位上服務，為臺灣 CSI 加油
貢獻。
李昌鈺博士專題演講：
講題：從犯罪現場到法庭
李博士演講摘要：
鑑識科學在刑案中，往往扮演著破案的關鍵。因此近年來，許多國家十分重視鑑識
科學的發展，而我國的鑑識制度自華南銀行搶案之後，在歷屆總統及院長的支持下，已
有了長足的發展。
在過去 50 年的工作經驗中，我曾經到過 40 多個國家，協助偵辦過 8,000 多個案件，
包含跨國犯罪、911、人權問題、警察殺人和連續殺人案件等。我學到了鑑識科學並不
是「Isolated」的，鑑識科學不能侷限在實驗室的象牙塔中。一個完整的鑑識工作，必須
包含現場勘察、實驗室鑑定到法庭作證。在我一生中，有幸可以見識到許多案件的現場，
因此才有今日的成就。現場和鑑識人員是相互連結的，沒有人犯罪，就沒有現場，沒有
現場，就不會有我們鑑識人員。因此鑑識科學的第一部分即是從現場開始，現場物證的
辨識、記錄、採證、包裝，每一個步驟都很重要。
第二部分便是實驗室鑑定。也許很多人覺得完成了鑑定報告，一個鑑定人員的職責
便已告一段落，然而，這對於後續第三部分到法院上作證、接受交互詰問時，是很重要
的。當你坐上證人席時，是世界上最孤單的人，你必須為自己的鑑定結果負責，背負起
屬於鑑定人員的十字架。沒有人可以依靠，唯有敬業和專業才是你的後盾。我們可以說，
鑑識科學是事業，而不是職業。
過去的鑑識科學並沒有一套標準的教科書，而如今則要求建立實驗室標準程序
（SOP）。SOP 固有其價值，但也存在著隱憂。其一，鑑識人員的創新力受到限制，多
數人只按照章程操作，不再求新求變；其二則是法律和科學的衝突。鑑識科學的應用是
由現場到實驗室，再從實驗室進入法庭的。當一個新興犯罪發生，鑑識人員因此使用非
SOP 的鑑定方法時，便會在法庭上受到質疑。蓋因科學是「Let’s the evidence speak」，
而法律則是訴求「True beyond reasonable known」
，兩者的價值觀是不相同的。但在法庭
上，我們的工作其實很簡單，無論任何物證我們都得檢驗，證明該物證與嫌犯相關，相
對的，與嫌犯的「非關性」我們也得驗證。早期的鑑識科學之所以不被信任，便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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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們只注重在前者，而忽略後者的重要性。
當鑑識人員出庭時，除了須嚴守科學中立的原則外，一般在交互詰問時，常常會被
質疑鑑識科學方法的合法性和普遍接受性，其次是鑑識人員本身的學經歷、人品操守等
等，因此承受的壓力是常人無法所理解的。
時至目前，鑑識科學已不只運用在犯罪偵查方面，公共安全、國家安全等等都有涵
蓋。在美國，物證鑑定方面，98%的實驗室進行毒品、槍彈、指紋和 DNA 的研究，其
他方面則只有 26%的實驗室有研究，其中包含了電腦犯罪。我們的鑑識實驗中心，除了
傳統的鑑識研究，例如槍彈鑑定外，一些像是食品安全方面，如瘦肉精的檢驗也是鑑驗
項目之一。此外還有 3D 刑案現場教室、資料庫建立、利用中國面相學進行人別鑑定等
等，都是我們實驗室的研究項目，歡迎各位有機會能夠前來參觀，一同研究學習。謝謝
各位！

圖 6 李博士昌鈺專題演講，主持人莊副校長德森
討論議題：我國警察鑑識工作現況與未來－為鑑識職缺飽和開創契機
與談人: 李博士昌鈺、莊副校長德森、林副署長國棟、陳校長連禎、何組長明洲
引言：莊副校長德森
議題一：適度充實鑑識員額，一方面可發揮鑑識現場採證、協助犯罪偵查及出庭作證功
能，另一方面推動鑑識實驗室認證制度，確保鑑識結果的正確性與可靠性，進
而與國際認證標準接軌。
說明：
（一） 自從 92 年刑事訴訟法修正後，刑事審判制度進行「公訴蒞庭、交互詰問」
，在
此制度落實之下，各類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力，又其證據價值如何，均將在法
庭上進行嚴厲的論辯。簡單來說，鑑識人員從現場處理採證作業、保存、送鑑
到實驗室之鑑定分析，所有證據必須符合證物監管流程及證據法之嚴格證明程
序，確保鑑識結果之可追溯性，才能在法庭活動上說服法官，因此，當每個鑑
識人員一踏入刑案現場時就要有準備到法庭接受交互詰問的嚴謹態度，只有在
重視現場勘察與採證的品質，才能確保司法審判公平正義。
（二） 在法庭上，一切講求證據，讓證據「說話」
。
「鑑識」就是讓證據說話的最佳方
法，也唯有把「鑑識」的品質落實，才不至於產生「證據」說了假話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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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鑑識單位鑑定報告品質，鑑識科學認證制度毋庸是最佳的良方，推動鑑
識認證並透過其制度與國際鑑識標準接軌，確保證據之鑑識品質為國內鑑識首
要工作。
（三） 為因應刑事審判制度「公訴蒞庭、交互詰問」的進行，所需的現場勘察及鑑識
人力，有關各縣市警察局鑑識中心（鑑識課）鑑識人員之編製員額與預算員額
間之落差，若能逐漸補實預算員額或適度增加都會區（5 都）鑑識員額，方能
落實現場勘察與實驗室鑑識成效，協助司法偵審實現公平正義，保障人權。
議題二：修改「警察機關主管及專門性職務遴選資格條件一覽表」有關擔任犯罪偵查人
員資格，增列鑑識系(所)畢業學生可任犯罪偵查人員，可強化分局鑑識小隊功
能，並於第一線結合鑑識與偵查效能，掌握破案機先。
說明：
（一） 分局偵查隊「鑑識小隊」雖是任務編組，其重要性已廣為各縣市警局認同，因
此派駐專業鑑識人員至「鑑識小隊」已蔚為趨勢，惟目前各縣市警局鑑識中心
（課）鑑識員額不足，並無法將鑑識人員派駐全部分局的鑑識小隊。
（二） 為發揮現場勘察、採證及鑑識功能，有效地提供第一手的犯罪偵查線索，即時
協助偵查犯罪及逮捕犯嫌，進而快速確認或排除可疑人事物，可節省可觀的犯
罪偵查人力與物力。
（三） 經查「警察機關主管及專門性職務遴選資格條件一覽表」第四類：刑事警察人
員中有關「犯罪偵查人員」任用資格二、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官學校）刑事
警察學系（組、研究所）或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臺灣警察學校）刑事警察科畢
業或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刑事警察類科及格或刑事專業訓練合格或甄選
（試）合格或富有犯罪偵查工作經驗。若能增列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官學校）
鑑識科學學系（組、研究所）等資格可任「犯罪偵查人員」則本校鑑識科學學
系畢業學生可分發至偵查隊擔任犯罪偵查人員或派至「鑑識小隊」進行現場勘
察與處理工作，一方面可發揮鑑識與偵查專長，另一方面可以活絡鑑識人員與
偵查人員職缺之交流，可將鑑識與偵查緊密結合，達到鑑識與偵查相輔相成之
功效。

圖 7 第二次鑑識論壇與談人，左起陳校長連禎、李博士昌鈺、
莊副校長德森、林副署長國棟、何組長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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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第二次鑑識論壇參與長官及貴賓
結論
在熱烈討論後，與會長官及貴賓對兩個議案均表示支持與達成下列初步共識。
第一：在總量管制編制之下，警力確實是需重新檢討，但整個地方政府，或是警察局的
內部有彈性調配的職權，但必須從中央和地方爭取一些預算員額。
第二：修改「警察機關主管及專門性職務遴選資格條件一覽表」有關任犯罪偵查人員資
格，原則上可行，但要注意專業能力的篩選，讓鑑識的同仁們有多元的選擇，活
絡整個任用還有升遷的管道。
第三：開拓市場，除了刑事單位外，其他鑑識市場的開源也是需努力的。
（本文作者為中央警察大學鑑識科學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本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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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活動訊息
本會業於 100 年 11 月 4 日(星期五)假諾富特華航桃園機場飯店召開第五屆第二次
會員大會，共計有 192 名會員參加。當日並與中央警察大學、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輔英
科技大學、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行政院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財團法人李昌鈺博
士物證科學教育基金會、警察學術研究基金會、揚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單位共同舉辦
「2011 年鑑識科學暨野生保育應用國際研討會」，本次會員大會紀錄如下：

社團法人臺灣鑑識科學學會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議紀錄
一、時
間：100 年 11 月 4 日(星期五) 中午 12 時 10 分
二、地
點：台北諾富特華航桃園機場飯店國際會議廳
三、出席人員：副理事長、秘書處工作人員、所有與會人員
(應出席人數 371 人，出席人數 192 人，含委託出席 25 人)。
四、主
席：孟理事長憲輝
紀
錄：邢攸芬
五、主席致詞：
六、會務報告：內容詳見大會手冊。
七、討論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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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本會 101 年度工作計畫如下表，提請大會討論案。
說明：本案經 100 年 10 月 24 日第五屆第五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決議通過，同意提請
會員大會討論。
臺灣鑑識科學學會 101 年度工作計畫(101/01-101/12)
編號

項

目

辦理進度

主辦單位

1

募集經費

適時辦理

理事長

2

召開常務理監事會

3、6、9、11 月

秘書處

3

召開理監事會

3、9 月

秘書處

4

推廣國內鑑識科學教育

即時辦理

秘書處

5

延攬新會員

適時辦理

秘書處

6

辦理 101 年度會員大會

9月

秘書處

7

「2012 鑑識科學」研討會

9月

秘書處

8

能力試驗

3 月及 9 月

認證委員會

9

出版本會第十期會刊

5月

會刊編輯委員會

10

生物鑑識相關議題研習會（一）

適時辦理

學術委員會

11

生物鑑識相關議題研習會（二）

適時辦理

學術委員會

12

物理鑑識相關議題研習會（一）

適時辦理

學術委員會

13

物理鑑識相關議題研習會（二）

適時辦理

學術委員會

14

化學鑑識相關議題研習會（一）

適時辦理

學術委員會

15

化學鑑識相關議題研習會（二）

適時辦理

學術委員會

16

實驗室認證相關議題研習會（一）

適時辦理

學術委員會

17

實驗室認證相關議題研習會（二）

適時辦理

學術委員會

18

現場重建相關議題研習會（一）

適時辦理

學術委員會

19

現場重建相關議題研習會（二）

適時辦理

學術委員會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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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擬定 101 年度預算 (附件二)，提請大會討論案。
說明：101 年度預算已於 100 年 10 月 24 日第五屆第五次理監事聯席會議討論通過，
同意提請今年會員大會討論，作為明年年度預算之執行依據，並函報內政部核備。
臺灣鑑識科學學會收支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1 年 1 月 1 日至 101 年 12 月 31 日止
科目
款 項 目

名

預算數
稱

收入

1

上年度預算數

本年度與上年
度預算比較數

2,200,000

2,120,000

80,000

1

會員捐款

55,000

45,000

10,000

2

補助收入

300,000

400,000

-100,000

3

入會費

20,000

20,000

0

4

常年會費

300,000

340,000

-40,000

5

研習會收入

900,000

1,100,000

-200,000

6

能力試驗收入

290,000

210,000

80,000

7

委託收益

330,000

0

330,000

8

其他收入

5,000

5,000

0

2,200,000

2,120,000

80,000

115,000

100,000

15,000

1 郵資

40,000

40,000

0

2 郵電

15,000

15,000

0

3 租金電費

25,000

15,000

10,000

4 文具

15,000

10,000

5,000

5 印刷

20,000

20,000

0

業務費

980,000

930,000

1 業務推展

120,000

120,000

2 會刊編印

60,000

60,000

0

3 雜支

300,000

350,000

-50,000

4 演講

300,000

400,000

-100,000

5 臨時工

200,000

0

200,000

人事費

1,010,000

1,000,000

10,000

1 員工薪資

882,000

1,000,000

-118,000

2 保險費及勞退金

128,000

0

128,000

45,000

40,000

5,000

支出

2
1

2

3

4

5

辦公費

雜項支出

準備基金

理事長：孟憲輝 常務監事：徐健民

50,000

50,000 年度業務費與辦公費
支出不得少於總支出

0 40%

50,000

秘書長：王勝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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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總務：邢攸芬

0

社會團體應逐年提列
準備基金，每年提列
數額為收入總額 20%
以下。但社會團體決
算發生虧損時，得不
提列。

會計製表：呂敏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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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審核九十九年度基金收支表、收支決算表、現金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
錄，提請大會討論案。
說明：九十九年度基金收支表、收支決算表、現金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錄，
已於 100 年 1 月 18 日第五屆第三次理監事聯席會議討論通過，同意提請今年會
員大會討論後函報內政部核備。
臺灣鑑識科學學會
基

金

收

支

表

中華民國 99 年 1 月 1 日至 99 年 12 月 31 日止
收入
科目名稱

支出
金額

準備基金

科目名稱

金額

533,195 準備基金

歷年累存

479,847

支付退職金

0

3,348

支付退休金

0

本年度利息收入
本年度提撥

存入華南銀行專戶

50,000
結

理事長：孟憲輝

常務監事：徐健民

餘

秘書長：王勝盟

總務：邢攸芬

533,195
會計製表：呂敏禎

臺灣鑑識科學學會
現

金

出

納

表

中華民國 99 年 1 月 1 日至 99 年 12 月 31 日止
收入

支出

科目名稱

金額

科目名稱

金額

上期結存

2,350,968

本期支出

2,289,802

本期收入

2,364,736

本期結存

2,425,902

合

4,715,704

合

4,715,704

計

理事長：孟憲輝

常務監事：徐健民

秘書長：王勝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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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邢攸芬

會計製表：呂敏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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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鑑識科學學會
資

產

負

債

表

中華民國 99 年 12 月 31 日
資產

負債、基金暨餘絀

科目名稱

金額

科目名稱

2,425,902

準備基金

533,195

銀行存款

533,195

累計餘絀

2,646,747

辦公設備

298,054

本期餘絀

77,209

現

金

合

計

合

3,257,151

理事長：孟憲輝 常務監事：徐健民

金額

計

秘書長：王勝盟

3,257,151

總務：邢攸芬 會計製表：呂敏禎

臺灣鑑識科學學會
財產目錄
中華民國 99 年 12 月 31 日
財產
編號

購置日期

單 數
位 量

金額

910001 辦公設備 沙發

91.11.04

組 壹

30,000 科 301 室

910002 辦公設備 傳真機

91.11.25

台 壹

6,980 科 301 室

920001 辦公設備 電腦

92.01.09 台 壹

34,800 科 301 室

920001 辦公設備 印表機

92.05.30 台 壹

46,000 科 301 室

921115 辦公設備 電腦

92.11.15

台 壹

37,000 科 301 室

930213 辦公設備 數位相機

93.02.13 台 壹

16,700 科 301 室

931018 辦公設備 彩色印表機

93.10.18 台 壹

12,000 科 301 室

940521 辦公設備 手推車
940526 辦公設備 掃描器

94.05.10 台 壹
94.05.26 台 壹

369 科 301 室
1,680 科 301 室

960423 辦公設備 A3 雙面列印雷射印表機 96.04.23 台 壹

44,900 科 301 室

會計科目

財產名稱

存放地點 說明

961221 辦公設備 辦公椅

96.12.21 張 壹

3,660 科 301 室

971210 辦公設備 ASUS 14"筆記型電腦

97.12.10 台 壹

36,000 科 301 室

981026 辦公設備 ASUS D765 桌上電腦

98.10.26 台 壹

20,300 科 301 室

990419 辦公設備 雷射傳真機

99.04.19 台 壹

7,665 科 301 室

合
理事長：孟憲輝

計
常務監事：徐健民

298,054
秘書長：王勝盟 總務：邢攸芬 會計製表：呂敏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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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鑑識科學學會
收

支

決

算

表

中華民國 99 年 1 月 1 日至 99 年 12 月 31 日止
科目
款 項 目
科目
收入
1
會員捐款
1
補助收入
2
入會費
3
常年會費
4
研習會收入
5
其他收入
6
能力試驗收入
7
支出
2
辦公費
1
1 郵資
2 郵電
3 文具
4 印刷
5 租金電費
業務費
2
1 業務推展
2 會刊編印
3 雜支
4 演講

3

3

人事費

4

雜項支出

決算數

預算數

2,327,761
57,625
460,677
32,600
353,600
1,143,900
2,959
276,400
2,250,552
65,970
24,449
12,272
3,098
10,000
16,151
1,006,798
179,967
49,000
509,500
268,331

2,000,000
30,000
400,000
20,000
345,000
1,000,000
5,000
200,000
2,000,000
105,000
40,000
15,000
15,000
20,000
15,000
845,000
140,000
60,000
345,000
300,000

決算與預算比較數
增加
減少
327,761
27,625
60,677
12,600
8,600
143,900
2,041
76,400
250,552
39,030
15,551
2,728
11,902
10,000
1,151
161,798
39,967
11,000
164,500
31,669

1,082,171

960,000

122,171

40,223

40,000

223

5

報廢損失

5,390

0

5,390

6

準備基金

50,000

50,000

0

本期餘絀

77,209

0

理事長：孟憲輝

常務監事：徐健民

秘書長：王勝盟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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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邢攸芬

說明

二名工作人員
全年薪給(含
勞健保補助及
勞退金)及臨
時工

0

990302 報廢一
臺印表機
(91.11.25 購
置)
依規定提撥收
入總額 20%以
下作為準備基
金；決算發生
虧損時，得不
提列

會計製表：呂敏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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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擬調整員工待遇，提請大會討論案。
說明：101 年度員工待遇調整案已於 100 年 10 月 24 日第五屆第五次理監事聯席會議討
論通過，同意提請今年會員大會討論。

職稱

姓名

臺灣鑑識科學學會 101 年度工作人員待遇表
出生
到職
月支
性別
年月
出生地 年月日
調整待遇
薪餉
日

助理 呂敏禎

女

63.02.18

台灣
桃園

93.01.01

33,700

助理 邢攸芬

女

56.02.17

台灣
花蓮

94.03.01

31,700

理事長：孟憲輝

常務監事：徐健民

秘書長：王勝盟

決議：照案通過
八、臨時動議：無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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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國科
會專任助
理調薪標
準工作滿
一年者調
整一職級

會計：呂敏禎

說明

＊年終獎
金為1.5
個月

總務製表：邢攸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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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年鑑識科學暨野生保育應用國際研討會
「2011 年鑑識科學暨野生保育應用國際研討會」於民國 100 年 11 月 4 日(星期五) 假
台北諾富特華航桃園機場飯店一樓國際會議廳舉行，由本會與中央警察大學、法務部法
醫研究所、輔英科技大學、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行政院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財
團法人李昌鈺博士物證科學教育基金會、警察學術研究基金會、揚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等單位共同舉辦我國鑑識科學與保育領域的年度盛會，與會貴賓共三百餘人，除了臺灣
以外，亦有來自美國、法國、澳洲、印度、紐西蘭、馬來西亞、新加坡、菲律賓、大陸、
香港等多位專家學者與會，使此國際研討會增添不少光彩。
研討會邀請到聯合國主事野生保育機構，CITES 前任秘書長 The Honorable Willem
Wijnstekers 擔任大會演講人，講題為「瀕臨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易公約(華盛頓公
約)：35 年的全球努力，以確保合法並可永續之野生動植物的國際貿易」
。顯現此一主題，
意義重大，也彰顯出臺灣在野生保育的努力與貢獻。另外還有 3 位邀請演講分別來自澳
洲的 Prof. Adrian Linacre、加拿大的 Prof. Lynne Bell 及印度的 Prof. G. Agoramoorthy 也
發表他們在野生保育應用的研究成果。
在下午的分組研討中，分「野生保育動物鑑識」
、
「生物鑑識」
、
「物理與工程鑑識」、
「化學鑑識」、「現場勘察」及「綜合議題」等主題，計有口頭論文發表 39 篇及壁報論
文發表 28 篇，總共 67 篇學術研究論文，顯現出臺灣在鑑識科學與野生保育方面的研究
成果相當豐碩。
研討會中並選出最佳論文，閉幕典禮上同時頒發「2011 年鑑識科學暨野生保育應用
國際研討會最佳論文獎」，論文獲獎名單如下：
作者：R. N. Johnson
題目：The future of Wildlife Forensics as a crime fighting tool –
case studies in wildlife forensics from the Australian Museum

圖 1 中央警察大學謝校長秀能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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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The Honorable Willem Wijnstekers 擔任大會演講

圖 3 孟理事長憲輝頒發 R. N. Johnson 研討會最佳論文獎

「2012 年鑑識科學研討會」預定於 101 年 9 月 21 日舉行，歡迎各實務單位、學校與
研究機構的學者專家，即早準備相關之主題研究，屆時能踴躍報名參加，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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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年度理監事會議重要決議內容
會議名稱

重要決議內容

時間

1.補選常務理事及副理事長。

第五屆第三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2.聘請王勝盟主任擔任秘書長，彭莉娟
研究員、陳受湛科長及蔡佩潔講師擔
任副祕書長。
3.審核 99 年度收支決算表、現金出納
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錄及基金收
支表。

100.1.18

4.同意協辦「2011 年亞太國際法醫病理
暨鑑識研討會」。

第五屆第四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1.「2011 年鑑識科學暨野生保育應用國
際研討會」相關事宜討論。

100.7.26

2.同意第五屆顧問名單。

第五屆第五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1.擬定 101 年工作計畫、員工待遇及預
算。
2.同意「2011 年鑑識科學暨野生保育應
用國際研討會」頒發最佳論文獎助金。
3.同意規劃長期專業訓練課程「交通事
故處理與鑑定實務研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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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團體(個人)名錄
100 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
捐款人(團體)

金額

日期

謝松善

2,200

100.03.25

林茂雄

959

100.06.07

蔡麗琴

10,000

100.06.21

謝幸媚

10,000

100.06.21

孟憲輝

845

100.07.18

孟憲輝

750

100.07.18

李俊億

2,200

100.08.05

蔡麗琴

2,200

100.08.05

林俊彥

2,200

100.08.05

200,000

100.10.11

孟憲輝

1,000

100.10.19

孟憲輝

1,700

100.11.25

謝幸媚

10,000

100.11.25

蔡麗琴

10,000

100.11.25

蔡麗琴

6,000

100.11.25

蔡麗琴

5,699

100.11.25

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刑事偵防協會

100,000

100.12.06

財團法人李昌鈺博士
物證科學教育基金會

500,000

100.12.23

財團法人李昌鈺博士
物證科學教育基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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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 100 年度大事紀
100.03

舉辦 100 年第一次生物鑑定類能力試驗

100.03.04

登記為社團法人臺灣鑑識科學學會

100.03.25

舉辦「現場處理與重建」研習會

100.04.21~22

舉辦「金屬物件磨滅號碼重現技術」研習會(第一梯次)

100.04.27~28

舉辦「金屬物件磨滅號碼重現技術」研習會(第二梯次)

100.05.24~25

協辦「2011 年亞太國際法醫病理暨鑑識研討會」

100.05.27

舉辦「空氣槍枝鑑定」研習會

100.06

出版第九期會刊

100.06.08

舉辦「法庭交互詰問」研習會

100.07.19

舉辦「困難證物潛伏指紋採證」研習會

100.08.05

舉辦「DNA 鑑定在刑事與親緣關係分析之應用」研習會

100.08.26

舉辦「微量證物」研習會

100.09

舉辦 100 年第二次生物鑑定類能力試驗

100.10.28

舉辦「法醫與交通事故鑑定」研習會

100.11.03

協辦「野生保育鑑識」研習會

100.11.04

召開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100.11.04

舉辦「2011 年鑑識科學暨野生保育應用國際研討會」

100.12.15

舉辦「安全帶與車燈鑑定」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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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鑑識科學學會第五屆組織
理
事
長：孟憲輝
第一副理事長：程曉桂
第二副理事長：蕭開平
第三副理事長：蒲長恩
常 務 監 事：徐健民
監
事：楊秋和、姜雲生、石台平、閻鎖琳、徐榮發、周俊銘
常 務 理 事：林茂雄、謝松善、黃女恩
理
事：方中民、李俊億、侯友宜、張維敦、葉家瑜、廖哲賢、林故廷
林棟樑、溫哲彥、許敏能、李經緯、李承龍、林俊彥、謝金霖
秘
書
處：
秘書長：王勝盟 副秘書長：陳受湛、彭莉娟、蔡佩潔
會 計：呂敏禎 總
務：邢攸芬
認 證 委 員 會：蒲長恩、李俊億、徐榮發、謝松善、閻鎖琳、張維敦、黃女恩
李承龍
學 術 委 員 會：楊秋和、侯友宜、程曉桂、姜雲生、石台平、林棟樑、葉家瑜
廖哲賢、黃女恩、林故廷、彭莉娟、許敏能、李經緯、周俊銘
林俊彥、謝金霖
會刊編輯委員會：溫哲彥、徐健民、林茂雄、蕭開平
期刊編輯委員會：蕭開平、方中民

會員人事動態
1.台北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識中心謝松善主任退休(100.08.01)。
2.中央警察大學鑑識科學學系姜雲生教授退休(100.08.01)。

*本次所載會員人事動態，囿於資料來源，若有遺漏，懇請多加包涵。為使會員動態更
加完盡，各位會員若有人事異動，請至本會網站（http://tafs.cid.cpu.edu.tw）下載「會員
資料異動表」檔案填寫後回傳至本會電子信箱（tafs@mail.c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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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鑑識科學學會章程
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九月十四日訂立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十一月十九日會員大會
中華民國九十四年十月十四日會員大會
中華民國九十五年十一月十日會員大會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十一月七日會員大會
中華民國九十九年九月十七日會員大會

第一章

總

第

一

條

第
第
第

二
三
四

條
條
條

第

五

條

第

六

條

第二章
第

七

第

八

第一次修訂通過
第二次修訂通過
第三次修訂通過
第四次修訂通過
第五次修訂通過

則
為推廣鑑識科學知識，提昇鑑識科學水準，確保司法審判品質，特成立臺
灣鑑識科學學會(以下簡稱本會)。
本會為依法成立，非以營利為目的之社會團體。
本會以全國行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立分支機構。
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理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行之。
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更時，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推動鑑識科學認證制度。
二、舉辦鑑識科學學術研討會及研習會。
三、促進國內外鑑識科學學術交流。
四、發行鑑識科學學術期刊。
五、研發鑑識科學專業技術。
六、提供鑑識科學專業諮詢。
七、其他與章程所訂宗旨及任務相關事項。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法務部及內政部警政署。

會

員

條

本會會員入會申請資格如下：
一、基本會員：年滿二十歲，大專以上畢業，從事司法偵審、證物鑑識與
其相關研究之人員。
二、學生會員：非帶職帶薪在國內外大學或獨立學院從事鑑識科學研究之
研究生，或就讀與鑑識科學相關之科系或對鑑識科學應用有興趣之學
生。
三、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公私立機構或團體，經本會審核通過者，
得為本會團體會員。
會員入會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經理事會審核通過後，依章程規定繳納入
會費及常年會費。
團體會員應推派代表一人，以行使會員權利。
條 本會會員有下列權利：
一、於會員大會中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
二、免費閱覽本會文書刊物。
三、享有本會舉辦各項活動之優惠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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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享有團體標章使用權，本會會員欲將本會團體標章（會徽）標示於相
關物品或文書上或其他用途時，應經過理監事會議同意後，享有團體
標章使用權。
但學生會員及團體會員無前項第一款之權利。
第 九 條 本會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連續兩年未依照章程規定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
第 十 條 會員有違反法令、章程或不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理事會決議，予以
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 十一 條 會員喪失會員資格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即為出會。不得享有本會章
程第八條之權利，如違反團體標章之使用規定者，本會得依據商標法第六
十三條請求損害賠償。
第 十二 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理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 十三 條

第 十四 條

第 十五 條

第 十六 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力機構，但在會員大會閉會期間，由理事會代行
其職權。
會員人數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例選出會員代表，召開會員代表大
會，行使會員大會職權。
會員代表任期二年，其額數及選舉辦法由理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後行之。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修改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理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年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數額及方式。
四、議決年度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六、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利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理事會定之。
本會置理事二十一人，監事七人，由會員 (會員代表) 選舉之，分別成立理
事會、監事會。
選舉前項理事、監事，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理事七人，候補監事二
人，遇理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
本屆理事會得提出下屆理事、監事候選人參考名單。
理事、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但不得連續辦理。通訊選舉辦法由理事會通
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行之。
理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選舉及罷免常務理事、理事長。
三、議決理事、常務理事及理事長之辭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擬訂年度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與決算。
六、執行會員大會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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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七 條

第 十八 條

第 十九 條

第 二十 條

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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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執行監事會移(交)付辦理事項。
八、其他應執行事項。
理事會置常務理事七人，由理事互選之，並由理事就常務理事中選舉
理事長一人、第一副理事長及第二副理事長各一人。
前項理事長選舉中選舉得票數最高者為理事長；副理事長選舉中，得票數
最高者為第一副理事長，第二高票者為第二副理事長。
第三副理事長由理事長從常務理事中指定ㄧ人擔任。
理事長對內綜理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理事會、常
務理事會主席。
理事長因事不能執行職務時，由第一副理事長代理之，第一副理事長不能
代理時，由第二副理事長代理之，第二副理事長不能代理時由第三副理事
長代理之，第三副理事長不能代理時，由常務理事互推一人代理之。理事
長、副理事長、常務理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常務理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處理日常事務或臨時、急迫之案件。
二、執行會員大會及理事會之決議案。
三、召集理事會議。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理事會工作之執行。
二、審核年度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議
召集人及主席。
常務監事因事不能執行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理之，未指定或不能指
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理之。
監事會主席 (常務監事) 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理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 2 年，其連選連任者不得超過三分之二(理
事 14 人，監事 5 人)。理事長之連任以一次為限。
理事、監事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 (會員代表) 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理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副祕書長及庶務人員數名，承理事長之命處理本會事
務。
前項秘書長、副秘書長及庶務人員，由理事長提名經理事會通過後聘免之，
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但秘書長之解聘應先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一項工作人員不得由選任之職員擔任，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
理事會另定之。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以利各專業學術之推展。
其組織簡則經理事會通過後施行，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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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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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六條

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九條

第 三十 條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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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得由理事會聘請榮譽理事長、榮譽理事、顧問各若干人，其聘期與當
屆理事、監事之任期同。

議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臨時會議二種，由理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故
之臨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
定期會議每年召開一次，臨時會議於理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
五分之一以上之連署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理法人登記後，臨時會議經會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之連署
請求召開之。
會員(會員代表)不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員代
表)代理，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理一人為限。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數之出席，出席人數較
多數之同意行之。但章程之訂定與修改、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理事及監
事之罷免、財產之處分、本會之解散及其他與會員權利義務有關之重大事
項應有出席人數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本會辦理法人登記後，章程之修改以出席人數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全體
會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行之。本會之解散，得隨時以全體會員三分
之二以上之同意解散之。
理事會、監事會至少每六個月各舉行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聯席會議或
臨時會議。
前項會議召集時除臨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
以理事、監事過半數之出席，出席人數較多數之同意行之。
常務理事會至少每三個月舉行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並請常
務監事列席。
理事(常務理事)應出席理事(常務理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不得委
託出席 ; 理事(常務理事)、監事連續二次無故缺席理事會(常務理事會)、
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一條

本會經費來源如下：
一、入會費：基本會員新台幣壹仟元，學生會員新台幣貳佰元，團體會員
新台幣壹萬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年會費：基本會員新台幣壹仟元，學生會員新台幣貳佰元，團體會
員新台幣壹萬元。團體會員每增繳常年會費二萬元可增派
第七條之團體代表一名，但至多以五名代表為限。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益。
六、基金及其孳息。
七、相關單位或機關團體捐款。
八、其他收入。
第三十二條 本會會計年度以曆年為準，自每年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三條 本會每年於會計年度開始前二個月，由理事會編造年度工作計畫、收支預
算表、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
理監事聯席會議通過)，於會計年度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並於會計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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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了後二個月內由理事會編造年度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金出納表、
資產負債表、財務目錄及基金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見書
送還理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備(會員大會未能
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
第三十四條 本會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
團體所有。

第六章

附

第三十五條
第三十六條
第三十七條

則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令規定辦理。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本章程經本會九十一年九月十四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並報經內
政部九十一年十月二十二日台內社字第 0910033373 號函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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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會辦法
申請資格 1.基本會員：年滿二十歲，大專以上畢業，從事司法偵審、證物鑑識與
其相關研究之人員。
2.學生會員：非帶職待薪在國內外大學或獨立學院從事鑑識科學研究之
研究生，或就讀與鑑識科學相關之科系或對鑑識科學應用有興趣之學
生。(附學生證影本)
3.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公私立機構或團體，經本會審核通過者，
得為本會團體會員，團體會員應推派代表一人，以行使會員權利。
申請辦法 1.請上學會網站（http://tafs.cid.cpu.edu.tw）填妥入會申請書以電子郵件
傳送至 tafs@mail.cpu.edu.tw 或
2.影印申請書填妥後，郵寄至 33304 桃園縣龜山鄉大崗村樹人路 56 號科
學館 301 室「社團法人臺灣鑑識科學學會」。

入會費：
基本會員新台幣壹仟元
學生會員新台幣貳佰元
團體會員新台幣壹萬元
常年會費：
基本會員新台幣壹仟元
學生會員新台幣貳佰元
團體會員新台幣壹萬元

審核

入會須經理事會議審核通過後，依章程規定繳納入會費及常年會費。

*會員資料（服務機關、職稱、聯絡方式等）若有異動，請上學會網站填「會員資料異
動表」通知本會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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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會訊息
2012 年研習會計劃
項

目

預訂月份

「散彈槍及散彈鑑定」研習會

3

「金屬物件磨滅號碼重現技術」研習會

4

「交通事故處理與鑑定實務」研習會

5

「問題文書鑑識」研習會

6

「矽藻在刑事鑑識之應用」研習會

7

「法庭交互詰問」研習會

7

「SketchUp 應用在刑案現場製圖」研習會

8

「困難證物潛伏指紋採證研習會」研習會

8

「刑事攝影與 photoshop 後製技術」研習會

8

「現場處理與重建」研習會

9

「數位鑑識」研習會

9

「各類檢體毒藥品鑑定」研習會

10

「進階血跡型態分析」研習會

10

「法醫交通事故動力學與現場勘查之應用」研習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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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訊息
2012 年鑑識科學研討會
一、日期：101 年 9 月 21 日（星期五）
二、研討會主題：
(ㄧ)特別演講：邀請實務界或學術界知名學者蒞臨演講。
(二) 1、生物鑑識：毛髮、血液、體液與組織鑑識。
2、化學鑑識：管制藥品鑑識、毒物鑑識、微量證物鑑識。
3、物理與工程鑑識：槍彈鑑識、筆跡與文書鑑定、指紋鑑識、痕跡與印痕鑑
識、影音與電腦分析鑑定。
4、現場勘察：物證之蒐尋、紀錄、採取、保存、送驗及案例探討。
5、綜合議題：鑑識法律、鑑識科學實驗室之認證等鑑識科學相關之議題。
三、研討會訊息說明：
2012 年鑑識科學研討會將於 9 月 21 日（星期五）假桃園縣龜山鄉中央警察大
學舉辦。社團法人臺灣鑑識科學學會亦將於當天進行理監事改選並召開第六屆第一
次會員大會。
主辦單位誠摯邀請各實務單位及學界參與，針對所公佈之研討會主題，踴躍投
寄論文摘要，截止日期為 5 月 31 日。為鼓勵青年鑑識人才踴躍發表研究論文，謹
訂 於 本 研 討 會 中 ， 設 立 「 傑 出 青 年 研 究 論 文 獎 」， 審 查 辦 法 請 至 本 會 網 址
http://tafs.cid.cpu.edu.tw/參考。
研討會論文採口頭發表及壁報發表兩種方式，主辦單位將組成論文審查委員
會，依限期內所收到之論文內容與類別從優擇選。
四、投稿方式：
（一）論文摘要 500 字左右；內容包括題目、研究目的或擬解決的問題、研究方法
（問題解決方式）
、結果，相關訊息請至本會網址 http://tafs.cid.cpu.edu.tw/參考。
（二）為了解作者發表之所需，另備有論文發表資料調查表，請與論文摘要一倂寄
至如下 E-mail 地址：(tafs@mail.cpu.edu.tw 郵件主旨註明為投稿 2012 年鑑識
科學研討會)。
（三）主辦單位收到摘要投稿後將隨即以電子郵件回覆告知。
五、論文審查結果之通知：
主辦單位將於 6 月 30 日前，以電子郵件通知通訊作者。
六、通過論文審查作者請於 7 月 31 日前繳交論文全文，全文格式請參考本會網址
http://tafs.cid.cpu.edu.tw/上之樣本。
七、口頭發表論文：
(一)內容：
1、報告內容須與投稿摘要內容一致。
2、內文報告之前須先向聽眾提述所發表論文之性質與目的。
3、結果之報告須有充分時間之分配，並須以簡單明瞭方式敘述研究結果之內容
與意義。
4、內容報告之末，須歸納出研究發現或結果之精簡結論。
(二)時間：每篇論文發表時間為 20 分鐘，含 5 分鐘之討論時間。論文發表時間之管
控與調整由場次主持人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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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備：論文發表場地備有液晶投影機、手提電腦、雷射光筆、麥克風、螢幕等
標準配備。
八、壁報發表論文：
(一)製備方面：海報須由發表者自備，標題須包含題目與作者資料。
(二)內容：
1、妥適的論文標題：提綱挈領地表達論文內容與所得結論。
2、所採用的研究方法：明確敘述實驗方法（或辦案方式）及結果是如何歸納得到。
3、精簡式的討論：扼要敘明研究結果所蘊含之意義。
4、論文作者請派一員於當日（時段）在場供參閱者之詢問討論。
(三)壁報貼示：海報張貼由工作人員會前統一佈置，會後由發表者自行撤除攜回。
九、聯絡方式：
（一）社團法人臺灣鑑識科學學會：呂敏禎 電話：03-3286136
警用：733-4269 E-mail：tafs@mail.cpu.edu.tw
（二）中央警察大學鑑識科學學系：呂貞憬助教 電話：03-3285187
警用：733-4261 E-mail：lj2000@mail.c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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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年鑑識科學研討會
摘要投稿須知
一、論文摘要 500 字左右；內容包括題目、研究目的或擬解決的問題、研究方法（問
題解決方式）、結果。
二、為了解作者發表之所需，另備有論文發表資料調查表，請與論文摘要一倂寄至
如下 E-mail 地址：tafs@mail.cpu.edu.tw。
三、主辦單位收到摘要投稿後將隨即以電子郵件回覆告知。
論文摘要格式：
1. 請使用 A4 紙張，以 Microsoft word 排版及 DOC 格式撰寫。
2. 上、下、左、右邊界請各留 2cm。
3. 論文字體中文字型為標楷體，英文字型為 Times New Roman，行距為單行間距。
4. 標題、作者、機構等排列順序如下方所示。
論文發表人之姓名請加下標線，多位作者請用"、"分開，若有多位作者且分屬不
同機構，請依序分別以阿拉伯數字標註所屬機構。
5. 聯絡作者姓名請以星號（*）標示之，並附 e‐mail 及電話，聯絡人 E-mail 不使用
超連結。

論文題目(14 號字粗體)
第一作者 1、第二作者 2 、 第三作者 2＊(12 號字)
1
2

服務機構名稱一(12 號字)
服務機構名稱二(12 號字)
＊

聯絡方式(12 號字)
摘要 (11 號字)
內容(11 號字)

關鍵字(詞) (11 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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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灣鑑識科學學會會刊稿約
ㄧ、本會刊以刊載與鑑識科學相關之專題、新知、案例與活動之文章或報導為主旨，並
作為會員經驗交流之園地，歡迎各界踴躍投稿。
二、本會刊目前一年一期，於每年五月出版。
三、來稿字數以三千字為原則，稿件請註明任職機構、職稱、通訊地址、電子郵件信箱
和聯絡電話。
四 、 來 稿 請 以 Microsoft Word 格 式 繕 打 編 排 ， 以 電 子 郵 件 傳 送 至 本 會 電 子 信 箱
（tafs@mail.cpu.edu.tw），並請於電子郵件主旨註明為投稿本會會刊稿件。
五、稿件ㄧ經刊登，專業性或論述性文章每千字致稿酬新台幣 750 元，原創專業圖表依
所佔版面估算字數，非原創或新聞性圖表每幅致稿酬新台幣 50 元，新聞性文字每
千字致稿酬 500 元。
六、每期會刊內容將上載至本會網站（http://tafs.cid.cpu.edu.tw）開放閱覽，如有異議，
請先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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