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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科際整合 提升鑑識效能
鑑識科技尚未發達之時，鑑識機構編制較小，鑑識人才稀少，所以早期的鑑識科學
家都是「通家」。他們就和家醫科醫師必須應付所有醫療問題一樣，也必須處理所有的
物證鑑定問題，採取、鑑定的物證類型分布極廣，所熟悉的鑑識方法也涵蓋各種科學領
域，但侷限於專業知識深度和器材資源，常只能執行初步的鑑定分析，顯微觀察、指紋
比對、呈色試驗和血型分析就成為早期鑑識工作的代表性技術。較早發展的鑑識教育機
構，如我國中央警察大學和部分英美的鑑識科學研究所，其課程設計也以培養鑑識通才
為目標。
近三十餘年來，鑑識領域分工日細，新興鑑識教育機構皆以培養專才為目標，讓接
受教育者只專精鑑識科學的少數次領域，此種現象在研究所層級尤其明顯。因此，「鑑
識通家」已逐漸被「鑑識專家」所取代。以先進科技為基礎的搜尋採證技術成為現場勘
查的寵兒，尖端影像技術和自動化比對資料庫成為物理鑑識領域的重要方法，各種分離
技術和超微量檢測方法主宰化學鑑識領域，不同類型的 DNA 鑑定程序成了生物鑑識領域
的代名詞。刑事訴訟程序的交互詰問制度，更使鑑識人員不僅須熟悉鑑定技術和結果分
析，也需有堅實的理論基礎，才能在法庭上從容回答各方的詰問，跨領域專長之培育更
行困難。
經過數十年的研究、開發、探索、累積、推廣與統整，每一鑑識次領域都具備大量
的理論基礎，並發展出可觀的應用技術，不同領域間逐漸形成涇渭分明的知識技術鴻溝。
事實上，從最複雜精巧的化學分析儀器和 DNA 鑑定設備，到刑案現場的簡易搜尋採證設
備，都是多重領域知能共同貢獻的成果。歹徒實施犯罪時更不可能分門別類地留下物證，
鑑識人員所面對的物證絕非單一領域知識技術所能圓滿解決，鑑識過程獲得之大量複雜
資訊，也非單一領域觀念和專長所能理解、分析和運用，各種先進鑑識硬體和軟體也唯
有具備跨領域之知能和技術，才能發揮其最大功效。基於前述原因，科際整合也成為鑑
識科學領域的世界性潮流趨勢。美國國家科學院於 2009 年發行的「強化美國鑑識科學：
一條前瞻之路」研究報告，也在第十項建議特別提及：
「美國政府應在適當之教育機構，
發展跨領域的科際整合鑑識科學教育課程。」
為因應不同鑑識領域間知識技術鴻溝深化帶來的衝擊，更為有效提升鑑識效能，維
護司法公平及審判品質，各鑑識機構應積極推動科際整合。負責鑑識人才培育的教育機
構更是責無旁貸，除在大學層級維持鑑識通才教育的傳統外，更須在研究所開發跨領域
的整合課程，鼓勵進行跨領域的學位論文研究，並在書報討論課程中督促研究生接觸其
他領域文獻，進行知識和技術的實質交流，以培養具備科際整合能力的鑑識科學家。鑑
識實務機構則須著重跨領域間的協調合作，組成科際整合的鑑識團隊；訂定並實施涵蓋
各領域鑑識技術的系統化鑑析程序，使每一類物證的鑑定結果獲致最高效能；推動跨領
域的在職教育訓練，以培養具備第二專長的鑑識人員。不同鑑識實務機構間，更應保持
穩定的長期專業合作，於面對重大或特殊的複雜鑑識案件時，相互支援，以專長互補的
整合團隊，有效達成鑑識任務，才能不負刑事司法體系和全民對鑑識領域的共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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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道伯規定」的蝴蝶效應
張熙懷
前 言
重大矚目的蘇○○等強盜殺人等案件，於去年(2012)8 月 31 日無罪判決定讞1。各方
關注焦點不外乎，該案件在歷經數次無罪判決後，依據《刑事妥速審判法》規定，檢察
官不得再行上訴最高法院；檢警蒐證不夠嚴謹，以致真相仍然未明。
惟該案關鍵的科學證據，即依據骨骸刀痕角度鑑定方法有關行兇刀器種類及行凶人
數之鑑定報告，法院以不符科學證據之審查標準，認定無證據能力。回顧我國刑事審判
實例，法院不採科學證據，實不多見。此次，認定鑑定方法缺乏學理依據，不具專業領
域內之普遍接受性及可信賴性，因而排除鑑定報告作為定罪之判斷，尤屬罕見。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案件已經確定，雖然無從上訴最高法院，但科學證據，被認
定無證據能力，箇中原委，實有探究之必要，以免重蹈覆轍。
「道伯規定」
該案判決理由論述說明「鑑定之經過與結果，應符合哪些要件，我國法無明文，解
釋上，自可參酌國外法例。而美國法院於西元 1993 年之道伯案件〈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Inc.〉與 1998 年坤活輪胎公司案件〈Kumho Tire Co. v. Carmichael〉
，指出
關於科學證據，應依循標準：〈一〉該科學的理論是否是可以被實驗檢證，如可實驗，
已經實驗過了嗎？〈二〉有無在可以公開審視下之科學出版物發表過？〈三〉已知或潛
在之錯誤比率有多少？〈四〉有無標準控制操作流程？〈五〉在相關領域是否被普遍接
受？以防堵尚未被普遍認同的科學證據列入考量」等旨2。此標準被該案法官引述，作
為審酌檢察官所提之科學證據有無證據能力之標準。
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 702 條
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 702 條是關於專家資格和專家證言可採性的基本規定，該
條曾於 2000 年 4 月 17 日修正，2000 年 12 月 1 日生效，將 Daubert、Kumho 案件的精
神予以法典化。有論者認為修正後第 702 條採用更為嚴格的標準，而不是對 Daubert 和
Kumho 案件的簡單法典化，即它要求有關技術在特定案件中的適當運用。根據 2000 年
修正後規定，專家證言的採納，必須達到三個標準：第一、證言基於充足的事實或者數
據，即專家對其證言有足夠的鋪墊；第二、證言是可靠的原理和方法的產物。這一規定
是 Daubert 案的核心，即專家證人的方法應當具有可靠性；第三、專家證人將這些原理
和方法可靠地適用於案件的事實3。
倡導程序優先是美國刑事訴訟的基本特點，此規定是將程序優先的理念在科學證據
判斷標準上，並加以明確強化。強調對科學證據所依據的原理及方法的可靠性進行實質
性審查，其著眼點是從科學證據「可採性」的證據能力進行，而非探究科學證據「可信
性」的證明力4。
1
2

3
4

2012 年 8 月 31 日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矚再（三）字第 1 號，蘇○○等強盜殺人等案件。
前揭判決理由欄伍、一、（五）關於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採取骨骸刀痕角度鑑定方法有關行兇刀器種類及
行兇人數之鑑定報告及中央警察大學 95 年 月 19 日校鑑科字第 0930002847 號函關於同一部分所為審
查鑑定報告之證據能力部分。
美國《聯邦證據規則》
〈2011 年重塑版〉條解，王進喜著，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 年 3 月，頁 211-222。
《科技證據論以刑事訴訟為視角》，陳學權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 年 3 月，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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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06 條規定
鑑定書面之內容應包括「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06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至於何謂鑑定之「經過」及「結果」
，並未明文規定，但在實務見解指出，
所謂「鑑定之經過」，指實施鑑定之程序和步驟，包括鑑定之方法如何，因鑑定之必要
而為資料、資訊之蒐集與其內容，及所為判斷意見之根據暨理由；所謂「鑑定之結果」
，
5
乃鑑定人就鑑定之經過，依其專業知識或經驗，對於鑑定事項所作之判斷、論證 。
我國法律規定對於鑑定方法的要求，與 Daubert、Kumho 案件的精神，以及美國《聯
邦證據規則》第 702 條規定的內容相較，顯然有規定密度不足，要求相對寬鬆的情況。
以致檢察官及法官便要承擔鑑定證據的守門人之責，為鑑定證據嚴謹性及可採性等把關。
因此，我國法律對於以科學證據佐證斷案，無論在理念的追求，以及目標之到達，不容
諱言，路途尚遙。
法院認定無證據能力理由
該案件法院依調查證據所得結果，論述說明鑑定報告關於被害人二人骨骼之刀痕鑑
定，乃單憑被害人骨骸之「刀痕角度」逆推兇器種類，所為鑑定缺乏學理依據，不具專
業領域內之普遍接受性及可信賴性等理由，因此認鑑定報告中，以「骨骸刀痕角度」研
判兇器種類、形狀部分，無證據能力，而不能採之以使法院形成「殺害吳某夫婦之凶器
至少有菜刀、水果刀、開山刀 3 種，推定行兇者為 2 人以上」之心證。
細繹該案件法院判決理由，指出「普遍接受性」及「可信賴性」為鑑定證據之必備
要件，同時鑑定證據必須兼具「學理依據」，三者俱為證據能力之要件，否則鑑定證據
便無證據能力可言。明顯超脫前述我國最高法院對於「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的詮釋，
而趨同於 Daubert、Kumho 案件的精神，以及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 702 條規定的內
容，以資作為判斷及定奪鑑定報告是否具有證據能力之標準。
「道伯規定」的蝴蝶效應
偵查終結提起公訴，代表著偵查不公開的落幕。同時，也表徵檢辯庭審公開對抗起
幕。刑事審判是一場挑戰權威的程序，檢方卷證盡出，辯方逐一檢視，證據是否具備證
據能力，是訴訟程序檢辯攻防的首戰。
「道伯規定」的精神為我國法院刑事判決所採擷，
作為科學證據可採性之判斷標準，判定關鍵性的科學證據遭判定有無證據能力。在重大
矚目案件判決中，法官對證據能力有無之取捨理由，予以翔實論述說明，其挑戰是困難
的、案例是可貴的、學習是容易的、新聞是強放的6、傳播是快速的，故未來刑事法庭
對科學證據是否具備「普遍接受性」、「可信賴性」及「學理依據」的質疑，恐非少數。
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變革，刑事證據概念變遷，已然數載，就實務操作所見，言詞證
據固然為法庭攻防重點之一，但對科學證據挑戰案例不多，相對地，成功機率也甚微。
之所以如此，無非是科學證據在司法實務中，常被認為是科學的、客觀的證據而加以迷
信，同時對於鑑定人或鑑定機關表現出盲從7。但出自於科學證據而致的冤假錯案，案
例非一8，屢見報載，怵目驚心，成因數端9。如本案之重大矚目案件在無罪與死刑間數
5
6

7

8
9

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5544 號判決。
2011 年 8 月 31 日臺灣高等法院蘇○○案新聞稿，http://tph.judicial.gov.tw/newsDetail.asp?SEQNO=97794
，最後造訪日期：2012 年 10 月 25 日。
《對“科學證據”的迷信與盲從─兼論採擇證據中的知識等級制》
，張熙懷等著，收錄在《2011 年鑑識
科學暨野生保育應用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主辦單位：臺灣鑑識科學學會等編印，2011 年11 月，頁361-366。
《刑事錯案與七種證據》
，張麗雲主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 年 5 月。
《從冤假錯案談鑑定地圖》，張熙懷著，收錄在《第三屆證據理論與科學證據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下冊
，中國政法大學科學證據研究院編印，2011 年 7 月，頁 475─492。

4

社團法人臺灣鑑識科學學會會刊第十一期

鑑識專題

度擺盪，因此終告無罪判決定讞，結果自是令人震撼。「道伯規定」的標準，考驗著我
國科學證據的可靠性及嚴謹度，鑑定人、鑑定機關受選任或囑託鑑定，所依憑鑑定規範、
準則、流程、方法及原理等，是否符合「道伯規定」的標準，此刻是徹底檢視最佳時機。
從事偵查、鑑定工作的檢警調及鑑定人、鑑定機關，責無旁貸，當培養不同角度之省思，
策進未來，無疑是當今刻不容緩，且非常嚴肅地議題。
結語
經網路檢索最高法院裁判資料，得見我國法雖無明文，但最高法院歷年來已經有 15
件判決，使用「道伯規定」之「普遍原則」10，作為審查槍枝殺傷力與本案刀痕鑑定科
學鑑定之審查標準。
蘇○○等強盜殺人案件最終宣告無罪判決定讞，肇因於科學證據不具證據能力，其
所述理由再次提醒法律實務工作者應引以為戒，當以追求正當法律程序為職志，對科學
證據的要求，亦無例外。
「刑求逼供」出於故意，將被訊問者視為物體，施以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
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方法，巧取豪奪被告之自白或供詞，也就是執法人員以犯
罪手法打擊犯罪主體，衍生出具有瑕疵之供述證據。
「鑑定違失」出於過失，或礙於鑑識人員知識、技能未能精進提升，或限於鑑識設
備、方法陳舊落伍，以致再盡己之力，窮現有設備之力，仍無法精準無誤地判斷鑑定事
項之真偽，若據為判決寄託之鑑定證據，便作為冤假錯案之共犯一員。
回顧過往「刑求逼供」為冤假錯案之「肇因」，莫讓未來「鑑定違失」為冤假錯案
11
之「源頭」 。
（本文作者為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本學會顧問）

10

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5027、2109 號、100 年度台上字第 5513、3418、1837 號、99 年度台上字第
7764、3141、3101、1526 號、98 年度台上字第 7918、5508 號、97 年度台上字第 6293、5533、5153、
1846 號刑事判決。
11
《刑事鑑定證據之過去、現在、未來─從實務觀點為刑事鑑定證據把脈》
，張熙懷著，收錄在《2011 年
鑑識科學暨野生保育應用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主辦單位：臺灣鑑識科學學會等編印，2011 年 11 月，
頁 36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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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無辜計劃談鑑識人員之使命
施俊堯
101 年 7 月獲得李昌鈺物證基金會補助與鑑識科學學會審查通過，赴美國紐海芬大
學李昌鈺鑑識科學研究所研習二週，獲益良多。尤其李昌鈺博士親自講授課程，隨時補
充新資料，示範操作實驗課程的敬業工作精神，更值得效法。
研習期間李昌鈺博士更費心安排與美國無辜計劃發起人之一 Barry Scheck 律師，以
視訊會議方式，請教關於無辜計畫執行與鑑識相關問題。在研討後，衡量比較美國無辜
計劃之運作，與目前刑事訴訟實務仍相當注重人證，對於物證蒐集與鑑識觀念不足，以
致於非常上訴案件甚多，但聲請再審被准許案件非常少之情形。深深覺得，從事司法實
務工作之檢察官、法官、律師，與從事法律教學之學者老師，如能有正確之物證與人證
比較及基礎鑑識觀念，前者儘量以物證或科學證據認定事實，後者兼衡事實之認定(而
非僅就確定事實探討法律適用)，將可以使司法實務工作者避免誤認事實，維護公平正
義，保障被告與被害人之權益，並培育能併重人證與物證，有適當能力正確應用鑑識之
未來法律工作人才。
從事現場勘察、蒐集物證、在刑事實驗室分析檢驗證物、至法庭作證之鑑識人員，
甚至於從事鑑識實務工作者至法律相關科系進修或兼任教職、專題演講等(如同李昌鈺
博士至法學院演講) ，均有機會經由直接或間接方式(間接方式如提出詳細說明依據之鑑
定書面或言詞報告)，與從事法律教學及司法實務工作者接觸，則如何適時協助以上之
法律學術與實務工作者，重視依據客觀物證及鑑識結果，正確認定事實，即為鑑識人員
之重要使命，亦即與其要求法律實務配合鑑識，不如主動向法律教學與實務工作者，把
握每次機會，詳細介紹物證鑑識工作對認定事實之重要性。換言之，鑑識人員企求他人
瞭解鑑識與物證之重要，不如主動對法律教育與實務工作者，主動聯繫溝通講解說明。
美國無辜計劃 the Innocence Project ，是 Barry Scheck 與 Peter Neufeld 在 1992 年
O.J. Simpson 案件後，於 The Benjamin N. Cardozo School of Law 所共同成立，Barry
Scheck 是 O.J. Simpson 辯護團律師之一及前述法學院兼任教師，他在 O.J. Simpson 案件
中，接觸 DNA 鑑定證據後，瞭解物證(尤其 DNA 鑑定證據)可信性高於人為陳述證據。
且發現在經由人證判決確定之重大刑事案件中，有機會從尚且留存之物證，藉 DNA 鑑
定，比對原來認定犯罪事實判決有罪之人證後，發現人證之證據證明力低於物證 DNA
鑑定之證明力，例如：被告甲(其中有多件為有色種族)被控告性侵害乙女，有人證為依
據(包括被告自白或被害人指訴、證人證詞)，但當年尚無現代化之 DNA 鑑定，或未能
以 DNA 鑑定結果，檢驗與比較 DNA 鑑定與人證何者可信，結果以 DNA 鑑定原留存物
證，發現係不之名男性之 DNA 而非甲被告之 DNA，以致於誤判有罪之情形。
無辜計劃提供律師資源，採要求檢驗原留存物證 DNA，以聲請再審方式，改變原
來錯誤之確定判決，因而無罪釋放被告或在監執行受刑人，截至 2013 年 1 月間止，在
美國已經有超過三百件案件。其中包括 18 件判決死刑確定案件，最長在監執行者為 13.6
年。
鑑識人員為何需要與法學教育接觸？目前法學教育，著重已確定事實如何適用法律
之探討，忽視如何調查與判斷證據之合法與可信，例如：知悉持槍殺人者，係違反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與殺人罪，對之如何適用法律。但對如何認定該槍枝有無殺傷力、有
無殺人犯意、是否被告所為等之證據調查判斷過程，卻缺乏適當之教學，法律系畢業生
或許無法判斷被害人之指訴與被告之辯解何者可信，或有誤解只要交付鑑定即可，卻無
法辨別不同鑑定結果，何者可信（例如對文書分別交付不同筆跡鑑定，結果不同，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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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事實相符可採？）。又如：刑事實務相當多之施用毒品案件，司法實務相信被告同時
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與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辯解，給與被告從一重處斷之優
惠。
但對於誠實承認先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繼而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者，
或者坦承早晚各施用一次甲基安非他命者，給予數罪之重罰。結果造成司法警察查獲施
用毒品者，詢問何時施用毒品，不是否認、就是坦承只施用一次，或者認為無法避免尿
液鑑定結果之檢驗，乾脆坦承以告，將海洛因與甲基安非他命一起施用，而警察則查獲
針筒與吸食器，法院作出想像競合裁判上一罪之判決，皆大歡喜。
但所查獲之物證，如能言語（鑑識人員在某種程度上，是現場物證與死亡不能言語
之代言人，例如：死者背部自己伸手不及部位，有一滴垂直滴落之血跡，需要鑑識人員
代言），就會置疑，針筒用以注射海洛因，吸食器用以間接燃燒甲基安非他命，兩者如
何以一行為「同時」施用？這種判決結果與事實是否相符？
而刑事確定判決之法定錯誤，救濟方法有二種，一種為認定事實錯誤之再審程序，
一為適用法律違誤之非常上訴程序。非常上訴案件雖多，然聲請受提出者最高法院檢察
署之審查限制，所以有相當多之聲請非常上訴案件，被認為有理由而以適用法律錯誤，
撤銷原確定判決。而聲請再審更多，可能在第一、二審提起，但被准許再審之案例卻相
當少，理由之一為當事人無法提出如同美國無辜計劃之科學物證鑑定，比對原認定有罪
基礎之證據是否「可信」？而比較非常上訴與聲請再審案件之判決結果，就是否會有認
定事實之錯誤，如同前述美國無辜計劃之案例，是可以有合理之懷疑，認為實務上存在
有相當案件，係因人證導致錯誤認定事實而判決確定之案件。
常見之認定事實錯誤案例，如甲酒後駕車肇事致人傷亡後逃逸，卻由乙出面頂替之
情形，如承辦司法實務工作者（包括司法警察、檢察官、法官），相信出面頂替者虛偽
之自白，或係不知、不會、不能、不願、疏於蒐集比對物證（例如何人始為駕車者，蒐
集車內物證比對、或最簡易之調取監視錄影），即可能作成錯誤事實認定。則縱使正確
適用法律，但卻係以錯誤事實為基礎，而失刑事司法之目的。
鑑識人員有許多機會可以實現如同美國無辜計劃之理念，就已經判決確定之案件，
以現代 DNA 或其他科學鑑定，檢驗過去著重人證之判決確定案件。例如：證物之適當
保存、使用、保管、採樣鑑定等。警察實務機關如沒有適當設備可以良好保存證物(尤
其生物證據，例如沾有血跡之兇器、衣物等)，將證物移送至地方法院檢察署前，宜適
當取樣鑑定，在移送時，宜詳細附具說明證物之保管與保存方式(例如經過射擊後之槍
枝，扣案後如何適當保存，以備各種檢驗需求)。使得日後有重新以更新鑑識科學技術
設備檢驗之餘地。
更可以藉法律規定，主動比對檢驗 DNA 資料庫，例如：五年前之性侵害案件，無
法查知犯罪者係何人，僅能從被害人身上檢體驗出有不詳男性之 DNA，因並無全民之
DNA 資料庫可資比對，則留存證物與將 DNA 資料建檔，則為日後發現犯罪者之基礎。
日後司法警察除在處理法定案件時(如性侵害案)，可以依法獲得檢體為 DNA 鑑定，亦
得在有合理懷疑與經費許可下，使用徵得同意方式取得檢體為 DNA 鑑定，用以作資料
庫比對。
所以，在竊盜現場蒐集得疑似不知名犯罪嫌疑人所留之煙蒂，有沒有必要作耗費物
力人力之 DNA 鑑定，用以比對，或許沒有標準答案，但建立趨於全民之 DNA 資料庫，
可供適當人別辨識，似無疑義。
鑑識人員在犯罪現場與第一線司法警察共同偵查犯罪，隨機提供正確之鑑識基本觀
念，在最接近犯罪之時地，以合宜正確方式妥適取得物證，或照一張清楚可供分析之照
片，都是建立正確鑑識報告之基礎。所以，轄區基礎警察如不知如何夜間刑事攝影，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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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人員有義務提供教學，而不是以簡易相機在夜間現場隨意照相，或不知對證物何角度
攝影等。
鑑識人員在與檢察官共同偵查犯罪時，即為檢察官之鑑識知識諮詢者，對於檢察官
日後據為起訴基礎或法庭論告可能面對之質疑，預先與檢察官交換意見，協助檢察官提
出具有證據能力與高證明力之物證鑑定報告或現場勘察報告。
鑑識人員在實驗室分析撰寫鑑定報告時，宜在鑑定報告中附具淺顯易懂說明，就何
以無法鑑定，亦詳為記載，輔助法官、檢察官在將物證檢送鑑定前，蒐集得適當之鑑定
素材，例如：筆跡鑑定宜蒐集何種字跡、印文鑑定宜檢送原印章。
鑑識人員被通知到法庭作證，宜作妥各種準備，包括個人專業能力、鑑定過程、鑑
定結果、鑑定可信度說明，且預作功課，就司法實務上此類鑑定可能遭遇之問題，熟悉
如何正確回答，例如：測謊鑑定人被問到高血壓者服用降血壓藥物是否影響鑑定結果。
鑑識人員宜至大學、高中、國中、小學演講，或擴大舉辦鑑識神探營，將物證科學
鑑識正確認知種子，及客觀理性科學看待證據、判斷事實之觀念，種植於未來之法律人
才與各行業。情況許可時，舉辦律師、檢察官、法官等司法實務工作者之鑑識研習會，
甚而至法律系所進修等，都是使鑑識走向法律實務，落實法律認定事實需求之適當作法。
因此，鑑識人員不再是(鑑定報告)產品製造者，更宜往前探求(司法實務)客戶之需求，
可以說是任重而道遠，是主動走向司法教學與實務工作的時代了。
（本文作者為臺灣高等法院法官，本學會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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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區域性鑑識線索知識庫之研究
范兆興、李承龍
壹、 前言
筆者從事第一線現場勘察（crime-scene investigation）工作多年，最常出勤勘察案件
以住宅竊盜案類為最高；從警政署發佈網路上的 101 年警政統計資料觀察竊盜犯罪盛行
率，發現民眾遭受住宅竊盜犯罪威脅機率相當高，舉例來說以 101 年全國竊盜案件發生
99896 件（統計數據來源包含重大竊盜與汽車、機車及普通竊盜）、移送檢察官起訴竊
盜嫌疑犯人數計 38637 人，每名竊盜嫌疑犯平均犯下 2.58 件竊盜案件。對多數民眾而言，
警察偵破重大刑案等新聞話題，並無大感受；但是，對曾經遭受侵入住宅竊盜、心愛汽
車或是平日代步機車被偷走的被害民眾而言，最迫切希望就是警方能迅速將小偷逮捕歸
案。
住竊案件多為陌生人犯罪，犯罪人多為具經驗老手，與被害人鮮少接觸，現場所遺
留跡證以及目擊者資訊較少，不易連結到嫌疑人，破案率相對低。又即便單一案件連結
並逮捕犯罪人，但其通常不會將其犯案贓物藏於住處等地，無法直接搜索而查扣本案或
其他案件相關贓物；在現行「一罪一罰」法律架構下，嫌疑人通常僅就有直接證據案件
加以承認（或全盤否認），若未有更積極與進一步偵查作為，導致僅能就少數案件移送、
起訴與審判，除無法發揮刑事司法系統發現真實的功能，犯罪人往往因刑度不高，未能
發揮阻嚇效果(施志鴻、楊詔凱，2012)。
論者有謂連續住竊案件一具常業與連續性質，因此有犯案穩定、區域性、犯案手法
固定、一定的銷贓管道或模式等特性(施志鴻、楊詔凱，2012)。因此筆者認為可引進案
件連結(Case linkage)與地緣剖繪(Geographic profiling)等國外偵查技術，從勘察刑案現場
開 始 → 採 集 具 有 個 化 性 跡 證 (individual evidence)→ 分 類 犯 嫌 之 作 案 手 法 (Modus
operandi)→從分局端建置「刑案現場勘察報告資料庫」（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Report
Database）蒐尋相似作案手法之特定嫌疑人，並且在鎖定嫌疑人後，持續掌握其模式與
現場蒐證等概念，提出連續住竊案件主動式偵查策略。
貳、 建置區域性鑑識線索知識庫之歷程
從國內、外犯罪學(Criminology)對於慢性犯罪人(Chronic Offender)研究發現，美國
學者 Wolfgang 研究發現 6%的犯罪人(如連續暴力犯罪)重覆犯下 51.9%的暴力犯罪案件；
英國複製類似研究模式發現 6%慢性犯罪人，犯下 49%的犯罪案件。筆者從上述研究文
獻發現多數住宅竊盜犯罪者就是慢性犯罪人，慣竊只要走出監獄第一步開始，負責第一
線執法員警就準備接聽民眾報案，而我們鑑識人員(forensic specialists)就準備出勤進行現
場勘察工作。
筆者自 101 年 8 月至 12 月追蹤「剪斷鐵窗侵入住宅大盜」計 12 件竊案，經分析竊
嫌作案手法（M.O）為「作案時段為深夜、從被害人住宅後側使用破壞工具剪斷鐵窗（多
為圓柱型）、作案時習慣穿棉質手套、現場地面僅留類似襪子印痕、竊取客廳被害人皮
包內財物（容易得手有價值物品）及移動周邊監視器」等簽名特徵（Signature）犯罪手
法（該名竊嫌作案軌跡，詳如圖 1）。案經，專案小組將上述住宅竊盜案現場採獲指紋
經送驗刑事警察局鑑析結果為：「送鑑指紋為被害人所有或經輸入指紋資料庫比對未發
現相符」。為此，專案小組為有效解決偵辦連續住宅竊盜之困境、建立智慧化與雲端化
之資源分享平臺；讓各個刑責區有效掌握現場勘察報告暨證物鑑驗進度，各級主官（管）
經由電腦等數位設備監督、控管各類刑案偵辦進度，以達科學化管理之目標。
有關建置符合地區特性之「鑑識線索知識庫」之優點，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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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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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區分局各級主官（管）經由電腦等數位設備監督、控管各類刑案偵辦進度，以
達科學化管理之目標。
分局端各個刑責區、小隊長藉由「鑑識線索知識庫」之資源分享平臺，掌握刑案
現場勘察報告暨證物鑑驗進度。
建立「案件連結」科學化辦案模式，舉例而言，筆者於 101 年 3 月中旬查獲慣竊
陳○○到轄區以「一字型螺絲起子」破壞住宅大門、行竊過程均穿戴手套，所幸
筆者使用「鞋印線性特殊光源」在被害人臥室木質地板發現陳嫌所穿「LEINO」
特殊字母之鞋印痕。案經，筆者比對本局鑑識中心建置「鞋印紋痕資料庫」發現
陳嫌分別涉及本分局、第一分局及第五分局多起住宅竊盜。
為因應刑事訴訟法之「交互詰問」與「無罪推定法則」制度，鑑識人員勢必因案
蒞庭參與作證機率增高；藉由建置完善「鑑識線索知識庫」與檔案管理制度，屆
時偵查人員僅需透過具有「安全稽核機制」網路調閱承辦案件之相關現場勘察及
證物鑑識報告，將提升辦公時效。

圖 1、偵辦轄內連續住宅竊盜之作案軌跡示意圖

綜上所述，從地緣剖繪技術適用連續侵入住宅竊盜案，分析潛在犯罪者地理環境脈
絡，蒐集一系列的案發地點詳加剖析，以推測歹徒的可能住處，甚至預估再度犯案的時
段及位置的理論來觀察。推動犯罪資料庫之策略，可以整合已經開發完成各種資料庫(例
如指紋鑑驗資料庫、DNA 鑑驗資料庫)功效，並可另闢有別傳統偵查模式的新興偵查途
徑，相關具體概念如下(鑑識線索知識庫之架構，詳如圖 2)：
(一) 線索來源：運用跡證鑑定資訊結合現場勘察所得犯罪模式等資訊，藉以規劃、建
構本轄鑑識線索資料庫。
(二) 運用概念：提供偵查「以案鎖人、以人追案」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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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效：擴充刑案偵破能量，達到證據充分、擴大偵破、羈押在所、防制再犯
等四大面向。
線索來源資料庫別：(1)指紋鑑驗資料庫、(2)DNA 鑑驗資料庫、(3)鞋印（現場、
涉嫌人）資料庫、(4)現場勘察犯罪模式分析資料庫。
資訊系統：（1）刑案知識庫（前科素行與共犯結構）、（2）刑案紀錄表（已未
破案件與其他犯罪手法分析）

參、結語
「家」對每個人可說是「安全避風港」亦是「象徵不容許外人侵入精神堡壘」
，因此
對住宅竊盜經被害人心理而言，在家無法獲得安全感，夜晚就寢前仍需來回察看住家各
個角落，才能勉強入眠；這種擔心受怕經驗就如同個人的精神堡壘遭受強暴，將永遠留
下不可抹滅的創傷記憶。筆者曾經勘察一件住宅竊盜案，被害屋主的女兒，就親身經歷
小偷從侵入大門到任意搜刮家中財物之後揚長離去完整犯罪過程；筆者從調查訪談被害
屋主開始，就發現這名小女孩因害怕全身發抖，一直到完成現場勘察採證工作，準備返
回實驗室進行證物鑑識時，這名小女孩依舊是面容充滿驚恐。這種被害經驗、感受就會
像感冒病毒在原本安靜社區蔓衍展開，就算未遭受小偷光顧的住戶，也會對於居家環境
是否安全產生疑慮，治安不好的印象逐漸擴大社區甚至區域層級。
其次，面對這種以現場跡證為基礎，結合罪犯獨特作案手法發展出「案件連結」偵
查技術，面臨下列幾項挑戰、瓶頸，值得未來有志研究犯罪剖繪學者持續關心議題：
(一) 犯罪資料來源正確性、發展自動檢核刑案偵查報告資料庫與鑑識及現場勘察報告
資料庫之檢索技術。
(二) 發展跨區、橫向協調不同部門之標準作業流程，達到犯罪情資充分交流。由於，
偵查人員經常只為自己轄內的警察工作。不過，犯罪行為不可能僅在自己轄內發
生，他們將越區至其他警察轄區犯案。偵查人員如果只分析轄內類似案件的犯罪
行為，將無法與其他轄區的犯罪案件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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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硬碟具有保密（防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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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鑑識線索知識庫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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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頭紙─一新興環保用紙於文書鑑定上的應用
王玥淳、陳用佛
摘要
石頭紙為一新興的環保用紙，即使石頭紙較不易長期保存，須加以改良，其不須砍
伐樹木、不使用漂白劑與強酸強鹼、不需使用大量水及不產生大量廢液等製造過程，以
及可回收的特性，使石頭紙的使用可能成為趨勢，在文書鑑定上實屬新的課題，需建立
各種文書鑑定的資料庫。本研究以實體顯微鏡及原子力顯微鏡做為工具，比較石頭紙與
木漿紙的不同，並且觀察各種墨水在兩種紙張上的表面形態不同，初步了解石頭紙應用
於文書的特性，以期未來進一步做其他種文書鑑定分析做為參考。
關鍵字：石頭紙、文書鑑定、原子力顯微鏡
前言
「石頭紙」以環保且具有取代木漿造紙潛力之姿，首先出現於西班牙，近年來已成
為一項新穎的造紙工業技術。
東漢蔡倫造紙至今，紙張促進了歷史、文學及科學的發展，對人類文化發展影響甚
大，如今已成為現代人不可或缺的物品之一。然而，傳統木漿紙的製作原料為木本植物，
必須砍伐樹林，將其製成木漿後再予以造紙。在木漿紙的生產過程中必須添加強酸及強
鹼去除雜質，另加入漂白劑進行漂白，又其過程中需要以大量的水溶漿及洗滌，而其廢
水排放至河川或海洋。要製成最終產物-原生紙，所付出的代價是人類對植被的破壞、
溫室效應及水資源的污染等。石頭紙之主要成分為碳酸鈣 (>75%)，其來源為建築建設
工業，如大理石、石灰石等，另混合無毒樹脂 (<25%) 做為黏結劑並加熱塑形，最終使
石頭紙具有防水性及抗扯性。最重要的是，石頭紙的製造除了不需以植物纖維素做為原
料，亦不需使用漂白劑、強酸或強鹼以及大量的水，相較於傳統紙漿造紙，以石頭造紙
實為一環保的新造紙技術。
Magdalena (2012) 以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檢視
石頭紙的表面，並另以能量散射光譜儀 (energy dispersive spectrometer, EDX) 對其進行
分析。不同於木漿紙之纖維，石頭紙呈現不連續的顆粒狀，顆粒的形狀及大小不一，顆
粒大小大多為 10 μm 以下，一小部分則介於 0.5~1 μm。而以 EDX 分析石頭紙之元素成
分，發現石頭紙中含有大量的碳、鈣、氧，以及少量鈉、矽、鋯等元素，推測除了以碳
酸鈣為主要成分之外，另亦可能有矽酸鹽類的存在。Haley (2012) 等人則對不同廠牌的
石頭紙樣品進行各項特性測試，並與一般紙張做比較，發現不同廠牌的石頭紙在自然環
境下的保存期限各不相同，石頭紙會隨著時間陸續破裂或分解，相同的是石頭紙終將變
得脆而易碎。此外，一般木漿紙不具彈性，無論是左右向或前後向施力，用雙手皆可輕
易將其撕開，然而用同樣方式撕扯石頭紙，左右向的施力撕扯首先會造成石頭紙的形變
而非破裂，稍加重力道才可把石頭紙撕破，而前後向的施力較易將其撕破。另將一般紙
與石頭紙做摺痕與筆劃的形貌觀察比較，結果石頭紙摺痕處的形變較為嚴重且明顯，並
在同時觀察到，筆劃在石頭紙上會形成比一般紙張更為明顯的凹痕。大致而言，石頭紙
在長期保存上雖較為難以應用，但在短期的保存上，石頭紙不但可如同一般紙張書寫，
更具有不易破裂、防水的優點。
本研究以光學顯微鏡及原子力顯微鏡分別觀察石頭紙表面形貌，進一步觀察不同性
質墨水的筆在紙張表面的筆劃差異與微觀表面形貌，並與一般木漿紙做比較，以評估石
頭紙於文書鑑識上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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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方法
一、樣品製備
本研究選用龍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產之石頭紙以及 Double A 影印紙；另選用日
常常見三種筆，種類與廠牌型號分別為油性筆 S.K.B Radar IB-10、中性筆 O.B. #206 及
水性筆 PILOT V5 Hi-tecpoint。
以不同種筆畫曲線與折線於石頭紙及普通紙上，首先以實體顯微鏡觀察邊界，再以
原子力顯微鏡於適當區域進行掃描，觀察各墨水於兩種紙張上的表面形態。
二、儀器機型
本實驗室實體顯微鏡機型為Leica S8 APO，可連續變焦產生10X-80X的總放大倍率，
配合PL-2100顯微鏡用光纖冷光燈，初步觀察紙張表面形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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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光學鏡頭包含10X-50X-100X三種倍率，選取適當區域後再進行掃描作業，掃描範圍為
10 μm × 10 μm。
本實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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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結果以軟體為NanoScope Analysis進行分析。
結果與討論
以實體顯微鏡觀察木漿紙及石頭紙的表面形態 (圖一)，可看出木漿紙的纖維非常明
顯且呈不規則交錯排列，而石頭紙則呈均勻顆粒貌，在顯微鏡高倍倍率下方可看見其表
面起伏，並且有少數有色顆粒存在。以實體顯微鏡觀察的結果，可得知在 10X 至 80X
倍率下，石頭紙的表面較為平坦，與實際以指腹觸摸紙張表面的光滑觸感相符合。同樣
以實體顯微鏡觀察不同種墨水的筆劃在兩種紙張上的表面形態 (圖二)，油性墨水在石頭
紙上沾附的情形較為均勻，然而在筆劃轉折處墨水皆有不連續的情形；而中性墨水在石
頭紙上則有暈開的現象，且筆痕中心顏色較深，推測石頭紙吸收墨水的效果較差，且因
石頭紙較易受筆尖壓力而產生明顯凹痕，導致墨水在凹痕處堆積而顏色較深；木漿紙對
中性墨水則吸收較好，較不易暈開；水性墨水在石頭紙上暈開的現象更為明顯，並同樣
有墨水在凹痕處顏色較深的現象。由此結果可推論，在兩種紙張上筆劃的形貌，主要因
墨水的不同而有差別，此現象可能是因為石頭紙較為不吸水，水性墨水在石頭紙上容易
暈開，而油性墨水則無明顯差異。
以原子力顯微鏡對木漿紙及石頭紙表面進行掃描 (圖三)，由圖推測，由於掃描範圍
小，對木漿紙而言可能掃描到其中一根纖維上，而使掃描結果為中間高、兩側低，整體
起伏具有方向性，而其表面細微的起伏亦具有方向性 (圖三 a)；石頭紙的表面則呈現不
規則起伏，不具方向性，微觀下較木漿紙表面粗糙、起伏多 (圖三 b)。同樣以原子力顯
微鏡掃描不同種墨水在兩種紙張上的表面形態 (圖三 c 及 d)，發現油性墨水覆蓋在木漿
紙上，仍看得出纖維的方向性，但纖維表面變得較為光滑，然而油性墨水在石頭紙上則
有不規則顆粒堆疊的現象；中性墨水則使石頭紙表面起伏變得較明顯，在木漿紙上則沒
有明顯差異；而水性墨水在兩種紙上的表面形態，與原本無墨水的紙張表面形態相似，
無明顯不同。
綜合實體顯微鏡觀察與原子力顯微鏡掃描結果，無論是在木漿紙與石頭紙上，油性
墨水在紙張表面覆蓋而較少被紙張吸收，使紙張表面形態變化最大，木漿紙的纖維變得
較為光滑，而石頭紙上則有顆粒堆疊；其次是中性墨水，中性墨水僅於石頭紙上使其表
面形態有些許變化；水性墨水則無明顯差異，又光學顯微鏡觀察後發現石頭紙的吸收效
果較木漿紙差，推測可能因墨水的特性不同，使得不同墨水在兩種紙張上有不同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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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形態變化。
參考文獻
1. H. A. Elliott and L. E. Stadmeyer. Stone paper: An overview of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mpact they may have on forensic document examinations. Journal of American Society of
Questioned Document Examiners, Inc, 15 (2012), 11-29.
R the paper made from stone: A study of a new writing support for
2. M. Ezcurra. Terraskin○
forensic purposes. Forensic Sci. Int, 220 (2012), 164-172.
3. R. L. Brunelle and R. W. Reed. Forensic examination of ink and paper. Charles C.
Thomas Publisher, Springfield, 180 (1984).
4. http://www.taiwanlm.com/index.php?menu=home&lang=ch,台灣龍盟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王玥淳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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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會監事)

a.

b.

圖一、木漿紙 (a) 與石頭紙 (b) 於實體顯微鏡下觀察之表面形貌，由左
至右分別為放大倍率為 10、40 及 80 倍。箭頭處為石頭紙中有色顆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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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二、不同墨水於木漿紙 (左) 與石頭紙 (右) 上，以實體顯微鏡觀察其筆
劃邊緣形貌，圖示分別為油性墨水 (a)、中性墨水 (b) 與水性墨水 (c)。

20

社團法人臺灣鑑識科學學會會刊第十一期

鑑識專題

a.

b.

c.

d.

e.

f.

g.

h.

圖三、木漿紙 (a) 與石頭紙 (b) 以原子力顯微鏡掃描之表面形貌，c~h 為油性
墨水 (c 及 d) 、中性墨水 (e 及 f) 及水性墨水 (g 及 h) 分別在兩種紙上的掃描
結果，圖示分別為拓樸形貌圖與振福資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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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氧核醣核酸新法上路配套措施與注意事項
柳國蘭
壹、前言
101 年 7 月 4 日新修正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施行之後，使我國犯罪人 DNA 資料庫
邁入新紀元，除了將吸食毒品、加重竊盜等再犯率高之犯罪者列為建檔對象外，對於不
起訴或無罪定讞者亦須定期刪除檔案，另為確保 DNA 樣本與資料安全、完整及正確，
對於 DNA 採樣作業、建檔流程及資料庫使用與管理均需建立標準作業流程。此次修法
自 96 年起草擬研議，歷經 5 年，經社會各界的討論、第六屆及第七屆立法委員修正、
審查，在眾人期盼下，終於在 100 年 12 月 14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101 年 1 月 4 日總統
公布，於 101 年 7 月 4 日施行。
此次修法結果為顧及人權保障與治安需求之折衷版本，使 DNA 資料庫之應用更貼
近治安與人權的平衡點。世界先進國家，除了英國 1 建檔對象較為寬廣外，美國 2、加
拿大 3、德國、奧地利 4 等國家建檔範圍與我國類似，除性犯罪與重大暴力犯罪外，並
針對特定犯罪及有再犯之虞者進行建檔，希望透過資料庫縮短犯罪偵查的時間，使歹徒
迅速繩之以法，實現司法正義。
貳、新法之特色
一、 採樣對象多元化 5
刑事 DNA 鑑定技術開展於 1980 年代末，我國刑事鑑定技術與法制皆與歐美先進國
家同步，於民國 88 年 2 月 3 日立法通過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隔年開始施行，當時
堪稱相當先進之立法，針對性犯罪與殺人、強盜、擄人勒贖、重傷害、搶奪致死等重大
暴力犯罪者，於犯罪嫌疑人階段進行 DNA 採樣。近年隨著 DNA 鑑定技術成熟發展，
歐美先進國家皆已紛紛修法擴大 DNA 資料庫建檔範圍，我國亦與時俱進，修法後增加
搶奪、加重竊盜等財產犯罪者，以及再犯率高之毒品製造、運輸、販賣、吸食者與槍砲
彈藥製造、運輸、販賣、持有者之 DNA 採樣，使得 DNA 資料庫不再僅應用於危害人
身自由之重大暴力犯罪，對於再犯性高與犯罪關連性高之加重竊盜、毒品、槍砲犯罪者，
亦建立 DNA 檔案。為考量法律給於初犯者自新的機會，對於這類再犯性高與關連性高
之犯罪者，不在犯罪嫌疑人階段進行 DNA 採樣建檔，而是再次犯罪被移送時採樣建檔，
即其第一次犯行經有罪判決確定後，第二次再犯這類型犯罪而遭司法警察移送時，始進
行 DNA 採樣建檔。
簡單來說，DNA 建檔對象分為二種類型，第一類係針對危害性高之犯罪，在第一
次犯罪涉嫌人移送階段即進行採樣，即 DNA 採樣條例第 5 條第 1 項所規範之性犯罪、
縱火罪、加重搶奪罪及殺人、強盜、重傷害等重大暴力犯罪者，其中不包含再犯性低之
殺害直系尊親屬及義憤殺人等罪；第二類係針對再犯性高與關連性高之犯罪，當其第一
次犯行經有罪判決確定後，再犯這類型犯罪時始進行 DNA 採樣，不過二次犯罪行為不
需要同一罪名，不同罪名再犯時之犯罪嫌疑人亦符合建檔對象，即 DNA 採樣條例第 5
條第 2 項所規範之普通搶奪、加重竊盜、及製造、運輸、販賣槍砲彈藥、及製造、運輸、
販賣、吸食毒品罪、使人為奴等妨害自由罪及投毒等公共危險罪者。
二、 主動刪除無罪者檔案
歐美先進國家之犯罪人 DNA 資料庫，除建立有罪判決確定者之 DNA 檔案外，為
有效查緝連續案，亦建立犯罪嫌疑人檔案 1~4，由司法警察在嫌疑人到案後立即採樣建檔，
若嫌疑人 DNA 型別比中資料庫之其他未破案件證物時，可及時提供偵審單位更多有力
證據，進而提升定罪率。惟在嫌疑人或被告階段採樣建檔者，若日後為無罪判決應有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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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救濟行為，修法前採當事人申請刪除樣本與檔案，即被採樣人檢附受不起訴處分或無
罪判決確定之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刪除；為顧及所有被採樣 DNA 而最後無罪定
讞者之權益，修法後改採主管機關主動刪除不起訴或無罪判決者 DNA 檔案，避免社會
弱勢階層因不瞭解法律而損及權益，相較於前，我國人權保障更向前跨進一步。
三、 作業標準化與資訊公開化
為保障人民知的權利，增進其對DNA採樣流程、建檔程序、樣本保存及DNA資料
庫之瞭解與信賴，主管機關內政部依新修正DNA採樣條例第12條訂定「去氧核醣核酸樣
本採集準則」及「去氧核醣核酸樣本與紀錄監督管理辦法」
，並於101年7月4日公布施行。
「DNA樣本採集準則」明定執行採樣時應優先採取唾液樣本，其次為血液樣本，及
各種樣本採取方式；採樣完畢後，執行採樣人員應於DNA樣本外包裝封口處封緘，騎縫
處應由執行採樣人員簽章，並發給被採樣人採樣證明書；執行採樣或送驗機關應將DNA
樣本儲存於安全之管制場所，未能即時送驗之DNA樣本應指派專責人員保管，並注意
DNA樣本安全。司法警察機關應於採樣後15日內，將DNA樣本連同通知書、移送書影
本送交刑事警察局；當移送應強制採樣之犯罪涉嫌人時，應於移送書之DNA採樣欄位內
註明犯罪涉嫌人有無執行採樣等情形。
「DNA樣本與紀錄監督管理辦法」明定DNA鑑定應以刑事鑑識科學領域認可、用於
身分鑑定或親緣鑑定之DNA分析方法為之；且DNA資料庫所建立之紀錄為 DNA非密碼
區，不涉及基因隱私之問題。為確保DNA鑑定結果之正確性，明定刑事警察局DNA實
驗室應符合國際認可之實驗室認證規範，辦理DNA鑑定之警察機關實驗室，應符合警政
署所定刑事DNA實驗室作業規範。此外，為維護 DNA樣本安全，刑事警察局應指派專
責人員管理 DNA樣本，並將DNA樣本儲存於安全之管制場所，並建立DNA樣本之儲存、
調取與歸還及該管制場所出入紀錄。DNA樣本之銷毀應每年定期辦理，並會同監督單位
進行。為確保DNA資料庫資訊安全，刑事局應定期進行維護及更新並辦理教育訓練，建
立者及使用者對資料負有保密之義務，經授權後方可登錄使用，非依法不得洩漏或交付
他人。為增進人民對DNA資料庫之瞭解、信賴與監督，應於每年6月前公告DNA採樣條
例執行情形，內容包括新增及刪除建檔數、建檔總數、比中案件數及型別出現頻率之引
用依據等，藉由作業標準化、資訊透明化，讓全民對政府利用DNA資料庫有效打擊犯罪
之決心更加信任。
四、 施行細則明定少年被告建檔
過去對於少年事件處理法與 DNA 採樣條例競合時，並無明確之規範，為 解決這個
實務上的問題，並考量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在相關單位研商後做出少年採樣規範，
於施行細則明定「有 DNA 採樣條例第 5 條所定情形之少年被告，應接受去氧核醣核酸
之強制採樣」，即少年具備少年刑事被告身分者，始進行採樣。司法警察機關處理少年
事件時，應先移送至少年法院，少年法院調查結果符合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27 條者，應
以裁定移送於有管轄權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該少年此時始具刑事被告身分)，經偵查終
結後再送至少年法院審理。在新法施行前，少年在司法警察機關移送階段即執行採樣；
新法施行後，司法警察於移送階段不進行採樣，俟接獲法院處理少年事件裁定後，始以
通知書通知少年被告接受採樣；或由少年法院、檢察官指揮司法警察進行採樣。若司法
警察在犯罪偵查階段需採樣少年 DNA 樣本與現場證物比對時，則由少年法院指揮或以
取得少年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方式執行採樣。
參、新法配套措施
一、適度增加人力與經費
修法後預計每年平均採樣三萬多個樣本，較修法前之樣本增加約三倍，政府應適度
擴充人力及經費，以落實 DNA 採樣條例規定，達成 DNA 資料庫建置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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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犯罪資訊系統，建立 DNA 作業系統
(一)移送書新增 DNA 採樣訊息
新法規定應接受 DNA 強制採樣者之罪名，所涉刑法法條多達 57 條，部分法條還涉
及至項次，若要求偵查人員於嫌疑人到案或移送當下立即辨識是否進行採樣，極為不易。
為即時提醒司法警察採集 DNA 樣本，警政署於刑事移送書系統上增加 DNA 採樣說明，
供警察機關辦案人員參考。
(二)整合相關系統以利採樣與刪除
對於 DNA 採樣條例第 5 條第 2 項經有罪判決確定再犯罪者之採樣，以及對於不起
訴或無罪判決確定者之刪除樣本與檔案部分，需有完整的司法偵審資料協助辨識，始可
執行。目前可經由法務部資訊處刑事工作圈專案之刑案資料，以個案查詢方式，辦理採
樣與刪除，但搜尋與辨識方式費時且不便。目前警政署正朝向整合法務部之刑案資料，
與移送書及鑑識作業等相關系統資料，建立自動辨識與篩檢系統，以利員警查詢建檔對
象與執行採樣。
三、加強基層員警採樣訓練
執行 DNA 採樣單位除警察機關外，還包括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內政部入出國及移
民署、法務部調查局、國防部憲兵指揮部等司法警察機關，警政署應定期辦理教育訓練，
除針對新承辦人或新進員警辦理訓練外，另外應蒐集實務上之疑議與錯誤樣態，加以釐
清與宣導，以落實採樣。
肆、執行採樣注意事項
一、少年在警察機關移送階段有採樣比對必要時，應使用勘察採證同意書執行採樣，
不應製發 DNA 採樣通知書執行採樣。
二、需詳加確認是否符合 DNA 採樣條例建檔對象。
三、司法警察執行採樣前應先至刑事警察局刑案知識庫/資料查詢/一般查詢/查詢
DNA 採樣訊息，查詢 DNA 有無檔案，若無 DNA 檔案，則應採樣建檔。
四、依據 DNA 採樣條例第 7 條規定「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報請檢察
官核發拘票」，故對於無正當理由未到案或堅持拒絕採樣者，除可依法報請檢察
官核發拘票採樣外，亦可以函或移送書報告檢察官說明嫌疑人未執行 DNA 採樣
及其理由，以利院、檢審查是否需執行採樣。
伍、結語
我國自從 92 年刑事訴訟制度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對於物證的要求愈來愈高，
隨著 DNA 鑑定科技的突破，凡是含有人體細胞的各類生物性跡證已成為刑案現場連結
歹徒的重要關鍵，DNA 繼指紋後成為最重要具個化特性的證據，自從各縣市政府警察
局刑事鑑識中心及鑑識課成立後，刑案現場勘察採證水準大幅提升，在侵入性住宅竊案、
汽機車竊案、毒品製造工廠及搶奪等犯罪現場，有機會採得歹徒遺留的生物性跡證，修
法後擴增該類犯罪人 DNA 檔案，對於犯罪偵查必定有相當大之助益。未來經由 DNA
資料庫確認或排除嫌犯，亦將使國內犯罪偵查與司法偵審跨進新紀元，在法庭上檢辯雙
方將有新的衝擊與挑戰，可靠的科學物證，除提升司法偵審品質，同時亦可節省司法資
源及訴訟時間，樹立司法威信，進而保障人權，實現司法正義。
參考文獻：
1. National Policing Improvement Agency (NPIA) for The National DNA Database.
(http://www.npia.police.uk)
2. FBI for CODIS—NDIS Statistics
(http://www.fbi.gov/about-us/lab/biometric-analysis/codis/ndis-statistics)
3. 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 for National DNA Data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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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cmp-grc.gc.ca/nddb-bndg/index-accueil-eng.htm)
4. European Network of forensic Science Institutes (ENFSI) 2012.8.18 published “ENFSI
report on DNA legislation in Europe“ and “ENFSI survey on DNA- databases in Europe
December 2011”.
(http://www.enfsi.eu/about-enfsi/structure/working-groups/dna)
5. 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修正條文第五條
犯下列各罪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應接受去氧核醣核酸之強制採樣：
一、刑法公共危險罪章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與第三項、第一百七十四條
第一項、第二項與第四項、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
二、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百二十
八條、第二百二十九條之罪。
三、刑法殺人罪章第二百七十一條之罪。
四、刑法傷害罪章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項、第二百七十八條之罪。
五、刑法搶奪強盜及海盜罪章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二項、第三百二十六條至
第三百三十四條之一之罪。
六、刑法恐嚇及擄人勒贖罪章之罪。
犯下列各罪經有罪判決確定，再犯本項各款之罪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應
接受去氧核醣核酸之強制採樣：
一、刑法公共危險罪章第一百八十三條第一項與第四項、第一百八十四條
第一項、第二項與第五項、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一、第一百八十六條、
第一百八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與第四項、第一百八十七條、第
一百八十七條之一、第一百八十八條、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一項、第二
項與第五項、第一百九十條第一項、第二項與第四項、第一百九十一
條之一及故意犯第一百七十六條之罪。
二、刑法妨害自由罪章第二百九十六條、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及第三百零
二條之罪。
三、刑法竊盜罪章第三百二十一條之罪。
四、刑法搶奪強盜及海盜罪章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一項之罪。
五、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七條、第八條、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之罪。
六、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至第八條、第十條及第十二條之罪。
（本文作者為刑事警察局法醫室組長，本學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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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機面拓模運用於槍擊案現場彈殼比對之研究
陳福振、郭育銘、林弘杰、姚景岳、程志強、葉瑞彬、黃女恩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
＊本文為 2012 年鑑識科學研討會「傑出青年研究論文獎」物理與工程鑑識類
得獎論文
摘要
槍擊案件一直是治安狀況指標重要參考依據，除了加強防制類此重大事件發生外，
及時偵破槍擊案件、緝獲嫌犯，亦是展現警方偵查槍擊案件能力之重要工作；槍擊案件
發生後所遺留彈頭、彈殼往往是現場應採集重要物證之一，實務上可及時藉由實體顯微
鏡判別可能涉案槍枝種類(類化)，甚可透過比對顯微鏡判別涉案槍枝數量(個化)，此部
分僅需比對顯微鏡等儀器設備及受過相關訓練人員之實驗室即可擔綱；即時提供可能涉
案槍枝種類及數量，對於偵查方向及作為，實有莫大幫助。
接續相關偵查作為，俟可能涉案槍枝到案後，再透過槍枝試射後所得彈頭、彈殼再
與現場彈頭、彈殼比對，以確認槍擊案現場究否係可能涉案槍枝所擊發。惟囿於槍枝試
射設備所費不貲及場地限制等因素，非地區市(縣)警察局所能負擔，故實務上槍擊案件
證物需層轉中央警察機關鑑定，然因公文往返過程中，時效上往往已失去最佳偵查契
機。
鑒此，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以現場採獲之彈殼底部所遺留的印痕為標的，包括射擊後
常見的彈底紋及撞針痕。當涉案槍枝查獲時對其槍機面、撞針表面以拓模方式取得表面
特徵紋痕，藉由刑案現場彈殼彈底紋、撞針痕與查獲涉案槍枝槍機面、撞針表面拓模之
比對，研判槍擊案現場彈殼究否可能為涉案槍枝所擊發，此初步鑑定結果即可及時提供
偵查參考；目前此模式運作情形良好，本局初步鑑定結果與刑事警察局鑑定結果一致性
極高，確可提供可靠的初步槍彈比對結果。
關鍵字(詞)：槍機面拓模、彈殼比對
前言
槍擊案件之發生常與槍枝氾濫、治安敗壞聯想在一起，易造成民眾恐慌與不安；實
務上全國未破槍擊案件亦為內政部警政署列管案件，每每成為當前治安工作重點；是以
及時偵破槍擊案件、緝獲嫌犯，除可展現警方偵查槍擊案件能力外，亦可使民眾免於治
安危害之疑慮。
槍擊案件現場最常遺留物證為射擊後彈頭及彈殼，而彈頭、彈殼工具痕跡的比對是
確認可能涉案槍枝的重要鑑識方法，射擊後彈頭常因射入現場硬物變形或無法取得，而
射擊後彈殼則往往得以完整遺留於現場，是以射擊後彈殼上常見的彈底紋、撞針洞印痕、
撞針痕及撞針洞刮擦痕等紋痕，由於具備足夠的個別特徵且再現性良好，成為確認射擊
槍枝的重要物證。
槍擊案現場所遺留射擊後彈殼可藉由實體顯微鏡及比對顯微鏡以判別可能涉案槍
枝種類及數量，此部分僅需比對顯微鏡等儀器設備及受過相關訓練人員之實驗室即可擔
綱；惟俟涉案槍枝到案後，實務上需以可能涉案槍枝試射後所得彈殼再與現場彈殼進行
比對，以確認槍擊案現場究否係該可能涉案槍枝所擊發。惟全國警察機關僅內政部警政
署刑事警察局配置槍枝試射設備，地方警察機關送鑑流程中，往往已失去最佳偵查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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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本研究內容旨在利用矽膠拓印涉案槍枝槍機面及撞針表面特徵紋痕，包含彈底紋及
撞針痕等，再與現場遺留射擊後彈殼上相對應紋痕進行比對，及時提供初步比對結果，
以提供偵查參考。
方法與材料
囿於槍枝槍機面及撞針表面拓模僅能取得平面印痕之特徵紋痕，如彈底紋及撞針痕
等，不若射擊後彈殼上除可取得上述紋痕外，尚包含再現性高之撞針洞刮擦痕、撞針滑
痕及退子痕等，是以本研究所探討射擊後彈殼上紋痕係以彈底紋及撞針痕等為標的，合
先敘明。
1.拓模實驗：
(1)本實驗所使用拓模工具及材料為 ACCUTRANS Casting Silicone Brown/White
Intro-kit，工作溫度在攝氏 20 度時僅需 4 分鐘膠模即可凝固(如圖 1)。

圖 1：拓模工具
(2)直接將拓模材料均勻塗抹於槍枝槍機面，並以外力將撞針凸出於槍機面(如圖 2、3)。

圖 2：將材料均勻塗抹於槍枝槍機面

圖 3：以外力將撞針凸出於槍機面

(3)待 4 分鐘後取下已凝固膠模，即可完成。
2.比對顯微鏡觀察：
(1)將拓印後膠模及現場射擊後彈殼置於比對顯微鏡兩側置物臺上，俾進行特徵紋痕比
對。
(2)比對確認模式：
Ⅰ、型態性辨識(pattern recognition)，主要為綜合型態性特徵紋痕之辨識以做為比對之依
據，此型態性特徵紋痕包括紋痕之深度、長度、寬度、連續性、形狀及分布位置等。
Ⅱ、型態性辨識配合連續性吻合紋痕比對〔1〕 〔2〕(pattern recognition with consecutive
matching striations，CMS，utilizing the conservative numerical criteria )，其比對模式除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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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Ⅰ相同之外，並針對常見連續性直線形紋痕做吻合比對數量之限制，本研究所採用
吻合紋線數量標準為同一區域中連續 6 條吻合紋痕以上或二個區域以上且各有連續 3 條
吻合紋痕以上。
結果與討論
1.彈底紋初步吻合比對情形(如圖 4、5)。

圖 4：現場彈殼與拓模間之彈底紋比對

圖 5：拓模與現場彈殼間之彈底紋比對

2.撞針痕初步吻合比對情形(如圖 6、7)。

圖 6：現場彈殼與拓模間之撞針痕比對

圖 7：現場彈殼與拓模間之撞針痕比對

3.上述 4 個紋痕比對案分屬 100 及 101 年度發生於新北市轄內的 4 個槍擊案件，槍擊案
件發生後經鑑識人員藉由現場彈殼及時判斷可能槍枝種類及數量並提供偵查方向，並俟
可能涉案槍枝到案後，以拓模方式取得槍機面特徵紋痕並與現場射擊後彈殼上相對應紋
痕進行比對，及時的比對結果初步研判為涉案槍枝，取得最佳偵查時機。
結論
上述 4 個案例之涉案槍枝及現場彈殼經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進行比對結果，
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初步判斷的結果一致，案件亦得已順利宣告偵破；可
佐證本研究所採用槍機面拓模運用於槍擊案現場彈殼比對之方法，可用以初步研判或排
除現場彈殼是否為可能涉案槍枝所擊發。
文中所述內容為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現行實務上對於轄內槍擊案現場彈殼
及涉案槍枝所採用之初步檢驗方法，在沒有火藥式槍枝試射設備可取得標準彈殼的情況
下，此法可提供快速、準確的初步結果，在分秒必爭的偵查時效上，無疑是我輩鑑識人
員可努力的方向。
參考文獻
〔1〕Charles Meyers,”Some Basic Bullet Striae Considerations,” AFTE Journal, 2002, 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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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No 2, pp. 158-160.
〔2〕Kristin A. Tomasetti,”Analysis of Essential Aspects of Striated Tool Mark
Examinations and the Methods for Identification,” AFTE Journal, 2002, Vol 34, No
3, pp. 289-300.
〔3〕陳福振，射擊後彈殼上彈底紋痕再現性之分析，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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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非破壞性「偏光照相法」增顯指紋跡證影像
蕭宇廷 1,2、孟憲輝 2、吳冠宇 1
1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
2
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學學系

＊本文為 2012 年鑑識科學研討會「傑出青年研究論文獎」物理與工程鑑識類
得獎論文
摘要
現場遺留之跡證，鑑識人員首先採用非破壞性的光源檢視法，利用各種不同角度
的打光來蒐尋跡證，再配合照相法記錄，後續再採行破壞性的增顯法增顯跡證。常用的
光源分為紫外光、紅外光及可見光等三種不同區段波長的光源，利用跡證或檢體對於光
源的吸收、反射及產生螢光的效果不同，進而增顯出跡證的形態及細部特徵，目前在國
內則較少使用「偏光照相法」檢視、記錄跡證。
本研究使用「偏光照相法」，其方式為使用光纖燈源(fiber optic light source)或於手
電筒加裝起偏鏡，產生偏光光源照射檢體，並於相機鏡頭前加裝檢偏鏡記錄影像。本照
相法可透過相機的觀景窗，即時觀察到調整光源角度、方向及偏光相交角度時檢體表面
的對比變化，可有效去除背景反光，取得良好反差之跡證影像。本研究使用「偏光照相
法」拍攝(1)粗糙塑膠表面上灰塵指紋，(2)氰丙烯酸酯法增顯粗糙紙盒表面上之指紋，(3)
氰丙烯酸酯法增顯粗糙漆面上之指紋等 3 類檢體。得到的指紋影像與其他的打光法比較
結果，掌握不同檢體表面的特性調整 2 個條件：(1)偏光光源與檢體的表面夾角，(2)鏡
頭前檢偏鏡的角度，即可攝得更清晰、完整的指紋影像。本照相法成本低、不具破壞性
且操作簡易，具有實際運用之價值。
關鍵字:指紋跡證、刑事攝影、
「偏光照相法」、非破壞性
前言
現場的指紋跡證，依存在的狀態分為明顯紋、成型紋及潛伏紋。明顯紋因可經由肉
眼直接觀察，故採證容易。成型紋如遺留在無彈性的軟性物質上，例如蠟燭、油泥等材
質，照相採證亦不困難。但如灰塵指紋的成型紋，則需配合各種打光法的技巧，尋找最
佳反差，足以凸顯指紋紋痕的條件，這類的指紋在拍攝上較不容易取得良好之影像。潛
伏紋在非吸水性的表面上，實務上通常使用氰丙烯酸酯法增顯後，再配合後續的採證作
為，以求得最清晰的指紋影像。
要取得品質良好的指紋跡證影像，除相機機身的條件設定外，最重要的就是各類打
光法的運用。在刑事攝影基本的打光方式有「頂側光」、「45 度角」及「低角度打光」。
進階的應用打光法則有「同軸光」
、
「帳篷式打光」等數種方式[1]，但「偏光照相法」目
前則較少為國內實務單位所運用。
「偏光照相法」係指在光源上加上起偏鏡，同時在相機鏡頭前加裝檢偏鏡，當光源
產生的偏光照射在檢體上時，檢體上的跡證，如灰塵等，對於偏光有退偏振作用，其反
射光非為偏光，故可進入鏡頭成像，而檢體的反射光通常是偏光，可經由旋轉鏡頭前的
檢偏鏡角度加以消除(圖 1)，利用這樣的特性，可以減少檢體背景干擾，增加跡證與背
景的反差，達到清晰顯現跡證影像細節的目的。「偏光照相法」在刑事攝影的應用有下
列 3 類：(1)增強微弱痕跡的反差，減少檢體表面細紋對跡證的干擾；(2)消除反射光斑；
(3)結合顯微鏡及其他的光學儀器對物質的鑑定[2-3]。因「偏光照相法」非破壞檢視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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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故可在指紋、鞋印及血跡方面看到它的運用[4-7]。
本研究使用光纖燈源加裝起偏鏡作為偏光光源，再配合數位單眼相機於微距鏡頭前
加裝檢偏鏡，以直接觀察並記錄影像，研究的標的為灰塵指紋成型紋及於粗糙表面以氰
丙烯酸酯增顯之指紋，探討這一類的指紋，使用常見的打光法與「偏光照相法」的差異。

圖 1 「偏光照相法」示意圖

方法與材料
1.數位單眼相機:
(1) Nikon 廠 D90 型數位單眼相機。
(2) Nikon 廠 18-200mm 變焦鏡頭。
(3) Nikon 廠 105mm micro 近攝鏡頭。
(4)偏光鏡：Kenko 廠 Pro1 型(CPL)。
(5)偏光板：恆瑋企業有限公司 P210 型。
2.光源:光纖光源:Leica 廠 L5 FL 型。
結果與討論
1. 粗糙塑膠表面上灰塵指紋
灰塵指紋大致可分為三類：(1)第一類為灰塵累積一定厚度後，經手指接觸後，而
形成成型紋；(2)第二類為手指碰觸灰塵後，再將手指上的灰塵轉移到物品的表面；(3)
第三類為手指碰觸物體表面後，再經灰塵覆蓋[8]。本研究模擬上述第一類之灰塵指
紋，將螢幕用方型變壓器，置放開放空間之室內一段時間，待其上已蒙上一層灰塵後
捺印指紋 1 枚，使其成為灰塵指紋的成型紋(圖 2)，此類的指紋由於使用指紋膠帶直
接採取時，容易造成紋痕的模糊，若使用氰丙烯酸酯法則效果不佳，故通常使用低角
度照相法直接拍攝指紋。但由於灰塵成型紋位於粗糙塑膠表面上，其表面不平整，於
低角度打光時，容易因表面的凹凸而產生干擾，往往拍攝後，放大觀察其細部特徵紋
痕時，其特徵紋痕不明顯，無法供後續比對之用。
本研究於光纖導管光源加裝偏光鏡(起偏鏡)，再於數位單眼相機微距鏡頭前加裝
偏光鏡(檢偏鏡)，於暗房內將光源固定後，轉動鏡頭前之偏光鏡方向，觀察灰塵指紋
與檢體的反差變化(圖 3)。由於光源及鏡頭前均有偏光模組，故觀景窗的進光量大為
減少，有時指紋的反差，可能因正交偏光時，整體亮度不足，不易由肉眼直接察覺，
此時建議每轉動鏡頭前偏光鏡 5~10 度時拍攝相片 1 張，之後再至電腦上挑選較佳之
指紋照片。經本方法與「低角度打光法」產生之照片比較結果，本方法的指紋特徵較
為清晰，且反差較大(如圖 4 及圖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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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變壓器上之灰塵指紋

圖 3 轉動鏡頭前偏光鏡，灰塵指紋之變化

圖 4 灰塵指紋以低角度打光法(左)與
「偏光照相法」(右)之比較

圖 5 灰塵指紋特徵紋痕以低角度打光法(左)
與「偏光照相法」(右)之比較

2. 經氰丙烯酸酯法增顯粗糙紙盒表面上之指紋
高級商品包裝盒，如手錶錶盒、手飾盒等，其表面經常被加工為具不規則破裂狀
之壓紋，以提升其質感，這類的包裝盒為非吸水性的凹凸表面，實務上通常係以氰丙
烯酸酯法增顯之。本研究以該類的包裝盒上捺印指紋並以氰丙烯酸酯法增顯後(圖 6)，
分別以「低角度打光法」及「偏光照相法」直接攝取指紋影像。由於包裝盒表面粗糙，
以「低角度打光法」拍攝時，表面的凹凸紋痕容易對指紋產生干擾。以「偏光照相法」，
將固定光源與表面夾角約呈 30 度時，轉動鏡頭前偏光鏡至較佳位置，能明顯的減少
包裝盒上的反光，進而增加指紋紋痕的完整性(如圖 7 及圖 8)。

圖 6 包裝盒上以氰丙烯酸酯法增顯後之指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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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於粗糙紙盒表面上增顯之完整指紋以
「低角度打光法」(左)與「偏光照相法」
(右)之比較

圖 8 於粗糙紙盒表面上增顯之指紋特徵
紋痕以「低角度打光法」(左)與「偏光
照相法」(右)之比較

3. 經氰丙烯酸酯法增顯粗糙漆面上之指紋

電腦機殼表面，常見為金屬材質，於表面塗漆霧面處理，本研究以常見的黑、白
二種顏色機殼，於其上捺印指紋並以氰丙烯酸酯法增顯。黑色機殼板表面非為光滑之
平面，當氰丙烯酸酯增顯之指紋，未累積一定厚度時，使用低角度打光法的效果不佳，
使用「偏光照相法」，轉動鏡頭前偏光鏡，待光源偏光(起偏)與鏡頭偏光鏡(檢偏)正交
時，此時的亮度最低，但可有效降低背景干擾，凸顯指紋紋痕(如圖 9、圖 10)。
白色粗糙表面機殼以氰丙烯酸酯法增顯之指紋，因其表面與氰丙烯酸酯均為白色，
白色漆面較易反射光源，指紋紋痕部分則吸收較多之光源，適合使用「偏同軸光打光
法」[9]，以產生反差凸顯指紋。本研究為比較「偏光照相法」與「偏同軸光打光法」
效果的差異，把光纖光源固定在緊貼相機鏡頭的位置，拍攝「偏同軸光打光法」時，
鏡頭及光源均不使用用偏光模組，在使用「偏光照相法」時再加掛鏡頭與光源的偏光
模組。
操作「偏光照相法」時，轉動鏡頭前偏光鏡，當光源偏光與鏡頭偏光鏡正交時，
雖然可以有效消除背景反光，此時的指紋紋痕亦遭消除，反而效果不佳，但當平行偏
光時，漆面上的反光增強，高過於指紋紋痕的反射光時，形成高反差，其對比效果略
高於未加偏光模組的「偏同軸光打光法」(圖 11)。

圖 9 於黑色機殼上增顯之完整指紋以低角
度打光法(左)與「偏光照相法」(右)之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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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於黑色機殼上增顯之指紋特徵紋痕以
「低角度打光法」(左)與「偏光照相法」
(右)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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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於白色機殼上增顯之指紋特徵紋痕以
「偏同軸光打光法」(左)與「偏光照相
法」(右)之比較

結論
「偏光照相法」為非破壞性增顯方法的一種，操作簡便，各鑑識單位可從原有之設
備加裝起偏鏡及檢偏鏡即可使用，不需要另外購置特殊的設備、器材。各縣市警察局通
常僅鑑識中心或鑑識課才有購置光纖光源，本研究另使用手電筒於燈源加裝偏光片亦有
相當不錯的效果，故各分局鑑識小組如需使用「偏光照相法」時，可略為改裝手電筒燈
源即可使用。
本方法設置成本低且操作簡易，拍攝檢體時，有 2 個條件須因檢體表面特性的不同
而作調整(1)偏光光源與檢體的表面夾角。(2)鏡頭前檢偏鏡的角度。在調整上述條件時，
可立即經相機觀景窗由肉眼檢視，以獲得最佳成像效果。
本篇以「偏光照相法」來拍攝粗糙塑膠表面上灰塵指紋、氰丙烯酸酯法增顯粗糙紙
盒表面上之指紋及氰丙烯酸酯法增顯粗糙漆面上之指紋等 3 類指紋，得到清晰、完整的
指紋影像，具有實際運用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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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者不明之車禍案件勘察採證—以桃園縣吳○○車禍死亡案
為例
何冠緯、林文煜、王聖宏、李明昌、蔡必強
桃園縣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
＊本文為 2012 年鑑識科學研討會「傑出青年研究論文獎」現場勘察類得獎論文
摘要
交通事故造成人員傷亡與財損其嚴重性不亞於一般刑案，近年來鑑識人員透過科學
化的勘察與物證鑑定，使得交通事故原因分析及重建更能真實還原事件過程、釐清肇事
責任，大幅提升國內車禍案件調查與蒐證品質。然而，在一些特殊的車禍案件中，肇事
車輛上乘坐者可能不止 1 人，駕駛可能教唆乘客頂替以逃避肇事責任，或事故生還者偽
稱死者為車輛駕駛，因此誰才是真正的駕駛者，遂成為此類案件中亟待釐清的事項。
100 年 11 月某日晚間，桃園縣楊梅市台 15 線發生 1 起 A1 車禍死亡案，載有一對
夫妻之休旅車因不明原因翻覆於路面，其中丈夫僅受輕傷，妻子則於車體撞擊翻覆過程
中遭拋甩出車外當場死亡。轄區分局進行事故調查時，丈夫均稱案發時車輛係由妻子所
駕駛。鑑識人員則依據車體毀損情形、可疑監視影像及死傷者傷勢，懷疑死者丈夫才是
駕駛者。惟本案兩人均有駕駛該車之習慣，因此車上之指紋或 DNA 跡證，並無法直接
據以研判案發時之駕駛者。另外，鑑識人員發現死者丈夫案發時穿著之拖鞋尚遺留於車
內，並在其鞋底發現與煞車、油門踏板紋線類同之印痕，且在駕駛座上方遮陽板發現沾
附及嵌入數根短髮，不排除係頭部強力撞擊或接觸所致。最後綜合各項資料，不排除死
者丈夫方為本案真正的駕駛者。此案例提供國內鑑識人員勘察採證類似案件參考。
關鍵字（詞）：車禍死亡、肇事責任、駕駛者、條紋印痕、煞車踏板、毛髮
前言
車禍死亡案件中，鑑識人員主要之勘察目的大多是協助釐清碰撞過程及肇事責任，
根據車禍現場的跡證、傷(亡)者傷勢、肇事車輛毀損情形等等各式各樣的跡證，透過科
學方法採取鑑驗，再依據鑑定結果做出合理的研判與解釋。而針對肇事駕駛之確定，通
常僅須透過駕駛座周圍跡證物之鑑定便能釐清，惟當駕駛座周圍並無直接證物可確定孰
為駕駛者時，又該怎麼辦呢？
民國 100 年 11 月某日傍晚，男子蕭○○(以下簡稱蕭男)與其妻吳○妤共乘一輛休旅
車行經桃園縣新屋鄉台 15 線 60.5K 處，因不明原因發生交通事故，休旅車翻覆於對向
道路，女子吳○妤則甩出車外當場死亡。蕭男於小貨車翻覆後，自行爬出車外撥打 119
請求救護送醫。
本案經轄區楊梅分局調查，蕭男供稱渠與死者參加好友喜宴後，因渠喝酒無法駕駛，
故由死者吳○妤駕駛休旅車。而行駛其間，渠乘坐於副駕駛座並繫有安全帶，將座椅調
成平躺狀而休息，因此對於事故發生之經過毫無印象，並矢口否認渠為車輛駕駛者。
初步調查情形
經楊梅分局鑑識小隊勘察，該休旅車右側車身有大面積毀損，左側車身卻未發現有
嚴重毀損情形，一般而言在這樣的情況下，副駕駛座乘客的傷勢應會比駕駛者還來的嚴
重許多，而蕭男僅於眉毛上方有撕裂傷，其他身體部位均未發現有較嚴重之外傷。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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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結果與蕭男所供稱之情形實有不合理之情形，另經調閱車輛駛離餐廳的監視器畫面，
雖影像畫面不甚清晰，惟發現乘坐於副駕駛座之乘客，身上疑似披有紅色衣物，與死者
身上之外套極為相似，故楊梅分局請求本局刑事鑑識中心支援勘察採證，以協助釐清何
人為案發時之駕駛者。

圖 1：本案車輛離開餐廳時，監視器畫面攝
錄到，副駕駛座乘客披有紅色衣物

勘察採證情形
一、休旅車勘察情形概述如下：
本案車輛案發後經移置至楊梅分局大坡派出所保管，亦曾由楊梅分局完成初步勘察
採證工作，故僅就本局刑事鑑識中心到場勘察時所見車輛情形予以描述
(一) 左側外部車身:大致完好，未發現明顯受損情形。
(二) 右側外部車身:前、後均有嚴重撞擊毀損情形。右側三面車窗玻璃均整片掉落
於事故現場，經分別以光源檢視車窗玻璃內外側，均未發現指掌紋跡證；玻璃
上可疑斑跡以 KM 血跡初步呈色試劑檢測，亦均呈陰性反應。

圖 2：左側車身受損情形

圖 3：右前側車身受損情形

車尾部分:右後側車體嚴重凹陷毀損、後行李箱門車窗玻璃掉落。自後方觀察車輛，
車輛右側已呈向內（左）側凹陷情形，並以右後車燈周圍金屬鈑件凹陷毀損情形最為嚴重。
(三) 車內前座:

圖 4：車內前座受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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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擋風玻璃龜裂，經以光源檢視玻璃內側，未發現指掌紋跡證，亦無發現血跡、
毛髮或其他可疑跡證。
2. 駕駛座座椅呈正常乘坐姿勢，駕駛座安全帶扣環未繫扣於座椅側邊卡榫上；於
駕匙座椅頭枕處發現橫條紋鞋印痕跡。
3. 駕駛座上方遮陽板發現嵌入、沾附有數根長度不超過 3 公分之毛髮。
4. 方向盤及排檔桿，均未發現血跡或其他可疑跡證。
5. 副駕駛座座椅呈半躺狀態，並向左後側偏斜變形；副駕駛座安全帶卡死無法使
用。
6. 副駕駛座車窗掉落，經檢視副駕駛座車門窗框及周圍金屬板等處，未發現血跡
或其他可疑跡證。
7. 前座踏墊上發現藍白色拖鞋 1 雙，其中右鞋鞋底近外側處，發現數條呈平行之
條紋狀印痕。
(四) 車內中後座:中排左側座椅右面、右側座椅左面、右側座椅上方車頂天花板均
及右側坐椅旁車門上方處握把等多處均發現有血跡分布。
二、死者有多處擦傷及大面積瘀傷，頭頸部右側有開放性傷口，未發現有疑似安全帶或
方向盤所致之傷勢印痕。
三、蕭男除額頭及腳踝 2 處受傷外，未發現有疑似安全帶、方向盤所致之傷勢印痕或其
他明顯傷勢。
初步結果
勘察人員於現場向死者家屬詢問車輛使用情形，家屬均稱因蕭男脊椎有問題而無法
久坐，故該車平時也會由死者駕駛，並且對於本案死者是不是駕駛並未提出任何質疑。
因此，對於採證上之策略，便僅能鎖定車禍當時所形成之跡證，惟車內擋風玻璃上、
方向盤、副駕駛座窗口等處，均未發現血跡、毛髮等可疑跡證；車內血跡主要分布於前
座中間車頂、後座中排座椅中間處、右側座椅上方車頂天花板及右側坐椅旁車門上方處
握把等處。加上該車於事故發生時有翻覆情形，使得由車內血跡型態或遺留血跡者等資
訊，尚難以直接判斷駕駛者為何人。
重要跡證一(拖鞋上條狀印痕)
勘察人員於車內駕駛座腳踏墊上發現 1 雙藍白拖鞋遺留，由於車輛有翻覆情形，勘
察時車內物品的位置已經改變，因此無法就其遺留位置來斷定穿著者乘坐之位置，不過
在仔細觀察後，勘察人員於藍白拖鞋右腳鞋底的外側發現了一條條的紋痕。

圖 5：藍白拖鞋右鞋底外側紋痕圖

6：以紅外線光源檢視藍白拖鞋右鞋底外側紋痕
所見情形

乍看之下，其形態竟與駕駛座腳踏板紋線有幾分相像，勘察人員將車輛油門踏板
（A）、煞車踏板（B）及離合器踏板（C）攜回實驗室檢視後（詳如表一）發現，三者
因均為具彈性之橡膠材質，使凹痕間隙測量值易受測量方式影響，且三者凹痕間隙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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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差異不大。
A
4.5
短邊長度（公分）
長邊長度（公分） 10.5
材質
橡膠
表面型態
顆粒狀
6
凹痕數目
凹痕間隙（毫米） 2.01

B
4.5
7
橡膠
平滑
7
2.3

C
4.5
7
橡膠
平滑
7
2.2

表 1：車內踏板檢視情形

圖 7：油門踏板(右)、煞車踏板(中)及離合器踏板(左)外觀

復將前述油門踏板、煞車踏板、離合器踏板及藍白拖鞋等證物，送請刑事警察局鑑
識科痕跡組鑑定，經該局將各踏板紋路印痕所製作之透明片，與拖鞋鞋底外側可疑印痕
1:1 比例列印之影像重疊比對，結果為「拖鞋鞋底外側可疑印痕，與油門踏板、煞車踏
板、離合器踏板之紋痕間距均類同，惟右腳拖鞋鞋底外側可疑印痕足供辨識之紋痕特徵
不足，無法進一步比對」。

圖 8：刑事警察局鑑識科痕跡組重疊比對結果

另探究條狀印痕可能形成機制，若腳踏板上物質容易轉移至藍白拖鞋鞋底上，則藍
白拖鞋鞋底上應能發現多處類似紋痕，惟本案藍白拖鞋鞋底僅發現 1 處與踏板紋線類同
之痕跡，因此初步排除該印痕係在一般駕駛情況下所形成之痕跡，而係穿著者施以一定
程度之力量於踏板上，形成本案痕跡之可能性較大。
重要跡證二(駕駛座遮陽板上毛髮)
本案於勘察車輛時，發現駕駛座前方遮陽板黏附鑲嵌數根短髮，一般而言，毛髮會
以黏附或嵌入之方式殘留於車內天花板上，除了天花板材質外，其亦會受到撞擊力道、
方向及毛髮長度等因素影響而有不等程度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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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駕駛座前方遮陽板上發現有毛髮
沾附、嵌入

本案車輛於事故發生時有翻覆情形，故車內原有之毛髮可能於車輛翻覆過程中掉落
黏附於車內不同地方，而在車輛運送至保管處所之路途上，車內附著力較弱之毛髮亦可
能會因車輛震動而改變位置。故於勘察車輛時，仍能殘留且鑲嵌於車頂天花板內之毛髮，
其形成機制可能不是因車輛翻覆而掉落所黏附，而須有其他較大且足以將毛髮嵌入天花
板材質之外力作用，始能造成有如本案之毛髮鑲嵌情形。

圖 10：毛髮沾附、嵌入情形

承前所述，因筆者恰為短髮，便以自己為試驗對象，於與肇事車輛車內天花板材質
類似之現場勘察車內實驗，用力以頭部頂擊天花板，雖然未成功將毛髮鑲嵌入天花板內，
卻足以證明，即使以一定程度之力道作用，仍不易將毛髮鑲嵌於天花板內。
次就本案毛髮鑲嵌位置探討，一般駕駛者頭部所能接觸到天花板之位置，應以駕駛
座正上方區域為主，而在本案中，毛髮卻鑲嵌於駕駛座前方遮陽板上，初步排除係正常
駕駛碰觸所遺留。另本案車輛於事故發生時翻覆，車輛翻覆瞬間駕駛者可能呈現「頭下
腳上」狀態，隨後便極有可能發生因重力作用向下、慣性作用向前(相對於運動方向)而
頭部撞擊駕駛座遮陽板使部分毛髮鑲嵌於遮陽板上之情形。雖經送請刑事警察局法醫室
鑑驗，因毛髮未檢出 DNA 量，但從其外觀、鑲嵌形態及形成機制，初步研判該處毛髮
為蕭男所有之可能性較大。
結論與建議
綜上所述，蕭男案發時穿著之拖鞋鞋底條紋狀印痕，經比對與駕駛座處煞車踏板等
零件設備表面條紋類同，不排除該鞋底印痕係強力踩踏相關位置所造成。另車輛內駕駛
座上方遮陽板發現沾附及嵌入數根短髮，其形成機制研判係頭部強力撞擊或接觸所遺留，
綜合車輛毀損狀況（左側車身完好、右側毀損嚴重）、關係人傷勢（僅頭部及腳部有輕
傷）、車體可能碰撞、翻覆過程及相關監視器畫面等資訊，無法排除關係人蕭○○案發
時為駕駛者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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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勘察所得結論及分析研判，經製成勘察報告交付楊梅分局偵查參考，於楊梅分
局再次約詢蕭男時，其終坦承渠為案發當時之駕駛，警方調查初期因顧及家中仍有子女
需要教養，遂與死者家屬商討後，決議於檢警調查時將肇事責任推給死者。最後，在警
方提示多項證據後，終於承認自己才是駕駛者，而鑑識人員抽絲剝繭所提出的研判也獲
得驗證。在此，另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供鑑識人員處理類似案件參考：
一、肇事車輛妥善保全與完整記錄
本案肇事車輛於事故發生時先失控撞上路邊護欄再翻覆滑行，造成許多物品散落，
在這些散落的物品中，也包括了右側車身的三塊車窗玻璃。第一線處理人員並未將這些
玻璃一併帶回，而是將它們丟到路旁草叢中的垃圾堆。直到分局鑑識人員從死者頸部傷
勢研判，發現極有可能是遭銳器劃過所致，卻在車輛尋無相對應的跡證，才返回案發現
場將玻璃找回。可惜，案發後下起大雨，車窗玻璃上的跡證也已不復存在。

圖 11：鑑識人員於垃圾堆中尋找證物

面對交通事故現場，第一線處理人員除了將最原始的現場拍照記錄外，另一項最重
要的工作，便是確保車禍中掉(散)落之物品能完整保存，倘若未於第一時間將現場證物
妥善保全，當車輛移置或現場解除封鎖後，還原案發當時情況將更為困難。
二、蒐尋各類跡證並研判可能形成機制
欲還原交通事故發生過程，除非有監視器畫面或行車記錄器等明確影像，一般鑑識
人員僅能就有限的資訊提出可能的解釋與推測。而常見的交通事故採證標的，以油漆轉
移痕跡、織物印痕或生物跡證等證物為主，但在本案例鑑識人員發現嵌入遮陽板的毛髮
及拖鞋鞋底印痕等特殊跡證，這些重要跡證若非仔細蒐尋將不易被發現，然後再就案發
過程分析跡證可能形成之機制，進一步提升跡證的價值與重要性，是故鑑識人員進行車
禍案件勘察採證，特別是駕駛者不明確的特殊案件，惟有就事故現場、車輛及相關人傷
勢等完整勘察採證，方能找出關鍵跡證，最後綜合各項調查所得資訊，才有機會解決案
件中重要的待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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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5 日司法院院台廳刑一字第 1010034072 號令、
行政院院臺法揆字第 1010073144 號令會同訂定發布全文 11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第七條

第八條

本辦法依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基於無罪推定原則，為維護偵查程序之順利進行及真實發現，兼顧保障被告、
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名譽、隱私、安全，偵查不公開之。
依本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偵查不公開，指檢察官、檢察事
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
行職務之人員，除依法令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偵查
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不得公開或揭露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以外之人
員。
偵查不公開之範圍，包括偵查程序及內容均不公開。
偵查程序，指偵查機關或偵查輔助機關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
罪嫌疑開始偵查起，於偵查中，對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所為之偵查活動及計畫。
偵查內容，指因偵查活動而蒐集、取得之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其他利
害關係人個人資料或相關之證據資料。
應遵循偵查不公開原則之人員，指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
察、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
前項所稱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指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
警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及告訴代理人以外，依其法定職務於偵查程序為訴
訟行為或從事輔助工作之人員。
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得告知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
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關於偵查不公開之規定，並曉諭勿公開或揭露偵查中知悉
之偵查程序及內容。
本辦法所稱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指前條第一項所定之人員執行法定
職務知悉之偵查程序或偵查內容。
本辦法所稱公開，指一切足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見聞、知悉之行為。
本辦法所稱揭露，指公開以外，揭示、洩漏予特定人或不特定人得以見聞、知
悉之行為。
下列事項於案件偵查中，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不得公開或揭露之：
一、被告、少年或犯罪嫌疑人之供述及是否自首或自白。
二、有關傳喚、通知、訊問、詢問、通訊監察、拘提、逮捕、羈押、搜索、扣
押、勘驗、現場模擬、鑑定、限制出境、資金清查等，尚未實施或應繼續
實施等偵查方法或計畫。
三、實施偵查之方向、進度、技巧、具體內容及所得心證。
四、足使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逃亡，或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
人之虞。
五、被害人被挾持中尚未脫險，安全堪虞者。
六、偵查中之卷宗、筆錄、錄音帶、錄影帶、照片、電磁紀錄或其他重要文件
或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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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犯罪情節攸關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其親屬、配偶之隱私與名譽。
八、有關被害人之隱私、名譽或性侵害案件被害人之照片、姓名或其他足以識
別其身分之資訊。
九、有關少年之照片、姓名、居住處所、就讀學校、家長、家屬姓名及其案件
之內容，或其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
十、檢舉人或證人之姓名、身分資料、居住處所、電話及其陳述之內容或所提
出之證據。
十一、蒐證之錄影、錄音。
十二、其他足以影響偵查不公開之事項。
案件在偵查中，不得帶同媒體辦案，或任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少年供媒體拍攝、
直接採訪或藉由監視器畫面拍攝。
第九條 案件在偵查中，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經審酌公共利益
之維護或合法權益之保護，認有必要時，得適度公開或揭露：
一、現行犯或準現行犯，已經逮捕，其犯罪事實查證明確。
二、越獄脫逃之人犯或通緝犯，經緝獲歸案。
三、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或重大經濟、民生犯罪之案件，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於偵查中之自白或自首，經調查與事實相符，且無勾串共犯或證人之
虞。
四、偵辦之案件，依據共犯或有關告訴人、告發人、被害人、證人之陳述及物
證，足認行為人涉嫌犯罪，對於偵查已無妨礙。
五、影響社會大眾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安全，有告知民眾注意防範之必
要。
六、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之案件，依據查證，足認為犯罪嫌疑人，而有告
知民眾注意防範或有籲請民眾協助指認之必要時，得發布犯罪嫌疑人聲音
、面貌之圖畫、相片、影像或其他類似之訊息資料。
七、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之案件，因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逃亡、藏匿或不詳，
為期早日查獲或防止再犯，籲請社會大眾協助提供偵查之線索及證物，或
懸賞緝捕。
八、對於媒體報導與偵查案件事實不符之澄清。
九、對於現時難以取得或調查之證據，為被告、犯罪嫌疑人行使防禦權之必要，
而請求社會大眾協助提供證據或資訊。
依前項適度公開或揭露事項之內容，對於犯罪行為不宜作詳盡深刻之描述，亦
不得加入個人評論。
第十條 違反偵查不公開，依法應負行政、懲戒或刑事責任者，由權責機關依法定程序
調查、處理之。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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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總說明（101.12.05 訂定）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十三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項、第三項
及第五項分別規定：「偵查，不公開之」、「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
警察、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除依法令或為維護
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不得公開或揭露
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以外之人員」、「第一項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由司法院會同
行政院定之」。爰依據上開法律規定之授權，訂定本辦法，重點如下：
一、明定本辦法訂定之法源。（草案第一條）
二、明定偵查不公開之立法目的。（草案第二條）
三、重申偵查不公開之基本規定，明定本辦法訂定之授權範圍。（草案第三條）
四、偵查不公開之範圍包含偵查程序及內容，均不公開，並訂明「偵查程序」及「偵查
內容」之定義，以利適用。（草案第四條）
五、明定應遵循偵查不公開之規範主體及相關配合之人員。（草案第五條）
六、明定偵查不公開之規範客體及行為。（草案第六條、第七條）
七、明定偵查不公開之例示事項。（草案第八條）
八、明定偵查不公開之規範主體因審酌公共利益之維護或合法權益之保護，認有必要時
，得適度公開或揭露之事項，以維衡平。（草案第九條）
九、明定違反偵查不公開，依法應負行政、懲戒或刑事責任者，由權責機關依法定程序
調查、處理之。（草案第十條）
十、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草案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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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逐條說明
條
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
第二條 基於無罪推定原則，為維護偵查
程序之順利進行及真實發現，兼顧保障被
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之名譽、隱私、安全，偵查不公開之。

說
明定本辦法訂定之法源。

明

明定偵查不公開之立法目的。又所稱其他
利害關係人，係指被告、犯罪嫌疑人及被
害人以外與案件有事實上、法律上、財產
上等關係之人，例如告訴人、告發人、證
人、鑑定人等相關人員，併此敘明。
第三條 依本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項 重申偵查不公開之基本規定，明定本辦法
及第三項規定，偵查不公開，指檢察官、 訂定之授權範圍。
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辯
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
執行職務之人員，除依法令或為維護公共
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偵查中
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不得公開或揭露
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以外之人員。
第四條 偵查不公開之範圍，包括偵查程 一、基於無罪推定原則，並維護偵查程序
序及內容均不公開。
之順利進行及真實發現，兼顧保障被
偵查程序，指偵查機關或偵查輔助機關因
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其他利害
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
關係人之名譽、隱私、安全，偵查不
疑開始偵查起，於偵查中，對被告、犯罪
公開之。原則上，偵查程序及偵查內
嫌疑人、被害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所為之
容，均不應公開，爰訂為第一項。
偵查活動及計畫。
二、另將「偵查程序」及「偵查內容」之
偵查內容，指因偵查活動而蒐集、取得之
定義，分別訂於第二、三項，以利適
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其他利害關
用。至於所稱「偵查活動」及「計畫」
係人個人資料或相關之證據資料。
則另行例示規定於本辦法第八條。
第五條 應遵循偵查不公開原則之人員 一、應遵循偵查不公開原則之規範主體，
，指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
限於本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三項規
司法警察、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
定之人，不及於其他，爰明定為第一
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
項。
前項所稱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 二、本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三項所定「其
之人員，指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
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
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及告訴代理人以
員」，係指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
外，依其法定職務於偵查程序為訴訟行為
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辯護人及告訴
或從事輔助工作之人員。
代理人以外，於偵查程序訊問或詢問
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
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其他利
警察得告知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
害關係人，或實施搜索或扣押，勘
其他利害關係人關於偵查不公開之規定
驗、相驗，命為鑑定或通譯時，依法
，並曉諭勿公開或揭露偵查中知悉之偵查
執行職務之書記官、庭務員、法醫
程序及內容。
師、檢驗員、鑑定人、通譯、法警等
於偵查程序為訴訟行為或從事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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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之相關人員。另法院於偵查程序
辦理羈押、延長羈押、停止或撤銷羈
押，核發搜索票、通訊監察書、限制
書、鑑定留置票等令狀聲請案件，依
法執行職務之法官、書記官、通譯、
庭務員、法警及相關輔助工作人員，
亦屬之，為免滋生適用上之疑義，爰
於第二項訂明。
三、為使「偵查不公開」能落實，於第三
項明定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
察官、司法警察得告知並曉諭被告、
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關於偵查不公開之規定，俾相關人
員配合。
第六條 本辦法所稱偵查中因執行職務 明定偵查不公開之規範客體。
知悉之事項，指前條第一項所定之人員執
行法定職務知悉之偵查程序或偵查內容。
第七條 本辦法所稱公開，指一切足使不 明定偵查不公開之規範行為。
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見聞、知悉之行為。
本辦法所稱揭露，指公開以外，揭示、洩
漏予特定人或不特定人得以見聞、知悉之
行為。
第八條 下列事項於案件偵查中，除法令 一、案件在偵查中，如偵查機關或偵查輔
另有規定者外，不得公開或揭露之：
助機關任意公開或揭露偵查程序或
一 被告、少年或犯罪嫌疑人之供述及是
內容，經由媒體披露，極易造成媒體
否自首或自白。
審判或人民公審，形成公眾預斷，有
二 有關傳喚、通知、訊問、詢問、通訊
影響司法程序公平性之虞；且可能損
監察、拘提、逮捕、羈押、搜索、扣押、
及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其他
勘驗、現場模擬、鑑定、限制出境、資金
利害關係人之隱私、名譽或危害彼等
清查等，尚未實施或應繼續實施等偵查方
人身安全；甚至導致犯罪嫌疑人逃亡
法或計畫。
隱匿、湮滅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
三 實施偵查之方向、進度、技巧、具體
爰於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一款例示
內容及所得心證。
規定，於案件偵查中，除法令另有規
四 足使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逃亡，或有湮
定者外，不得公開或揭露之事項，以
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
利遵循。又為免掛漏，另於第十二款
虞。
明定其他足以影響偵查不公開之事
五 被害人被挾持中尚未脫險，安全堪虞
項，均不得公開或揭露，資以概括。
者。
二、偵查不公開係採相對主義，即不得公
六 偵查中之卷宗、筆錄、錄音帶、錄影
開或揭露於一般人之意，非謂絕對不
帶、照片、電磁紀錄或其他重要文件或物
得公開或揭露於所有之人，如依法令
品。
有予其知悉之必要者，仍得為之。例
七 犯罪情節攸關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其
如，法院為調查共犯犯罪情形，調取
親屬、配偶之隱私與名譽。
尚在偵查中之其他共犯卷證資料；鑑
八 有關被害人之隱私、名譽或性侵害案
定人因鑑定之必要，得檢閱卷證，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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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被害人之照片、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其
得於訊問被告、證人時在場；在有人
身分之資訊。
居住或看守之住宅或其他處所內行
九 有關少年之照片、姓名、居住處所、
搜索或扣押時，應命住居人、看守人
就讀學校、家長、家屬姓名及其案件之內
或可為其代表之人在場；無此等人在
容，或其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
場時，得命鄰居之人或就近之自治團
十 檢舉人或證人之姓名、身分資料、居
體之職員在場（本法第二百七十四條
住處所、電話及其陳述之內容或所提出之
、第二百零五條、第一百四十八條參
證據。
照）。
十一 蒐證之錄影、錄音。
十二 其他足以影響偵查不公開之事項。
案件在偵查中，不得帶同媒體辦案，或任
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少年供媒體拍攝、直
接採訪或藉由監視器畫面拍攝。
第九條 案件在偵查中，有下列各款情形 一、偵查公開與不公開之界限，應審究公
之一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經審酌公共
共利益之維護或合法權益之保護，為
其判斷準據，在此基準下，例如，為
利益之維護或合法權益之保護，認有必要
宣示政府查緝決心或作為，以安定民
時，得適度公開或揭露：
心；提醒民眾防範犯罪；籲請民眾協
一 現行犯或準現行犯，已經逮捕，其犯
助偵查犯罪；澄清視聽，避免以訛傳
罪事實查證明確。
訛；向逃匿之犯嫌傳遞訊息，籲請出
二 越獄脫逃之人犯或通緝犯，經緝獲歸
面澄清，偵查機關或偵查輔助機關適
案。
度的公開偵查資訊，誠屬必要，爰參
三 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或重大經
照檢察、警察、調查暨廉政機關偵查
濟、民生犯罪之案件，被告或犯罪嫌疑人
刑事案件新聞處理注意要點第四點
於偵查中之自白或自首，經調查與事實相
規定，於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八款明定
符，且無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
得公開或揭露之事宜。相對的，為維
四 偵辦之案件，依據共犯或有關告訴人
護被告、犯罪嫌疑人訴訟上防禦權之
、告發人、被害人、證人之陳述及物證，
必要，在不涉及串證或湮滅、偽造或
足認行為人涉嫌犯罪，對於偵查已無妨礙
變造證據的界限範圍內，亦同，爰訂
。
定第九款，以維衡平。又倘依其他法
五 影響社會大眾生命、身體、自由、財
產之安全，有告知民眾注意防範之必要。
令規定，應予保密之事項，縱有本條
所列情形之一，仍屬不可公開或揭露
六 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之案件，依
據查證，足認為犯罪嫌疑人，而有告知民
之事項，自屬當然。例如，性侵害犯
罪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
眾注意防範或有籲請民眾協助指認之必
要時，得發布犯罪嫌疑人聲音、面貌之圖
所或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料（性
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二條參照）。
畫、相片、影像或其他類似之訊息資料。
七 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之案件，因 二、依第一項規定例外得適度公開或揭露
特定偵查資訊，對於犯罪行為不宜作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逃亡、藏匿或不詳，為
詳盡深刻之描述，亦不得加入個人評
期早日查獲或防止再犯，籲請社會大眾協
助提供偵查之線索及證物，或懸賞緝捕。
論，避免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之宗旨
，爰於第二項予以規定。
八 對於媒體報導與偵查案件事實不符
之澄清。
九 對於現時難以取得或調查之證據，為
被告、犯罪嫌疑人行使防禦權之必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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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社會大眾協助提供證據或資訊。
依前項適度公開或揭露事項之內容，對於
犯罪行為不宜作詳盡深刻之描述，亦不得
加入個人評論。
第十條 違反偵查不公開，依法應負行政 依本辦法第五條所定應遵循偵查不公開
、懲戒或刑事責任者，由權責機關依法定 原則之人，如有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之行
程序調查、處理之。
為，可能涉及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三
百十六條之洩密罪；如為公務員另應負行
政、懲戒責任；如因此致當事人、被害人
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名譽、隱私受有損害者
，另可能有國家賠償責任，爰於本條為宣
示性之規範，以昭警惕。至權責機關相關
調查、處理依據如下：
（一）法務部
1、93 年 1 月 9 日法務部法人決字第 092
0056023 號函修正發布「法務部及所
屬各機關人員共同獎懲標準表」。
2、96 年 11 月 22 日法務部法人字第 096
0044555 號函修正發布「法務部所屬
檢察機關人員獎懲標準表」。
3、97 年 1 月 28 日法務部法人字第 0970
004049 號函修正發布「法務部調查局
調查人員獎懲標準表」。
4、101 年 7 月 26 日法檢字第 101001463
10 號函核定修正「檢察、警察、調查
暨廉政機關偵查刑事案件新聞處理注
意要點」。
（二）內政部警政署
1、101 年 7 月 5 日警署刑偵字第 101000
3431 號函修正「警察機關偵辦刑案新
聞處理應行注意要點」。
2、101 年 7 月 26 日法檢字第 101001463
10 號函核定修正「檢察、警察、調查
暨廉政機關偵查刑事案件新聞處理注
意要點」。
（三）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1、91 年 9 月 5 日署巡偵字第 091001343
4 號函修正發布「海岸巡防機關調查
刑事案件新聞處理注意要點」。
2、96 年 2 月 27 日署人考字第 09600026
69 號函修正發布「海岸巡防機關人員
獎懲標準表」。
（四）司法院
1、97 年 12 月 26 日司法院院台人三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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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0028379 號令修正發布「司法院暨
所屬各機關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要點」
。
2、90 年 6 月 20 日司法院（90）院台廳
刑字第 15456 號函訂定發布「法院辦
理偵查中聲請搜索票案件作業流程參
考資料」。
3、94 年 6 月 20 日司法院院台廳刑一字
第 0940013270 號函修正發布「法院辦
理偵查中聲請羈押重大、矚目刑事被
告案件注意要點」。
4、96 年 12 月 3 日司法院院台廳刑一字
第 0960025264 號函訂定發布「法院辦
理通訊監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
5、98 年 8 月 28 日司法院院台廳刑一字
第 0980020379 號函修正發布「法院辦
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
6、99 年 6 月 23 日司法院院台廳刑一字
第 0990014868 號函訂定發布「法院辦
理限制辯護人接見通信案件應行注意
事項」。
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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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活動訊息
本會業於 101 年 9 月 21 日(星期五)假中央警察大學推廣教育訓練中心 106 室召開
第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同時舉辦成立十周年紀念活動，共計有 192 名會員參加，本次
會員大會紀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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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灣鑑識科學學會第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間：101 年 9 月 21 日(星期五) 中午 12 時
點：中央警察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10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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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人，出席人數 192 人，含委託出席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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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案：本會 102 度工作計畫如下表，提請大會討論案。
說明：本案經 101 年 9 月 12 日第五屆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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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度工作計畫(102/01-102/12)
一、時
二、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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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度會員大會

102 年 9 月

秘書處

7

2013 鑑識科學研討會

102 年 9 月

秘書處

8

能力試驗

3 月及 9 月

認證委員會

9

出版本會第十一期會刊

1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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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案通過。

適時辦理

學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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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擬定 102 年度預算 (附件二)，提請大會討論案。
說明：102 年度預算已於 101 年 9 月 12 日第五屆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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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臺灣鑑識科學學會收支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12 月 31 日止
科目
款項目
1

名

稱

收入

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與上年
度預算比較數

說明

2,200,000

2,200,000

0

1

會員捐款

55,000

55,000

0

2

補助收入

500,000

300,000

200,000

3

入會費

40,000

20,000

20,000

4

常年會費

300,000

300,000

0

5

研習會收入

940,000

900,000

40,000

6

能力試驗收入

350,000

290,000

60,000

7

委託收益

0

330,000

-330,000

8

其他收入

15,000

5,000

10,000

2,200,000

2,200,000

0

120,000

115,000

5,000

1 郵資

40,000

40,000

0

2 郵電

15,000

15,000

0

3 租金電費

30,000

25,000

5,000

4 文具

15,000

15,000

0

5 印刷

20,000

20,000

0

業務費

943,100

980,000

-36,900 年度業務費與

1 業務推展

150,000

120,000

30,000 得少於總支出

2 會刊編印

60,000

60,000

3 雜支

383,100

300,000

83,100

4 演講

300,000

300,000

0

5 臨時工

50,000

200,000

-150,000

人事費

1,041,900

1,010,000

31,900

901,800

882,000

19,800

140,100

128,000

12,100

45,000

45,000

0

2

支出
1

2

3

辦公費

1 員工薪資
2 保險費及勞退
金
雜項支出
4

5

準備基金

50,000

理事長：孟憲輝 常務監事：徐健民

50,000

秘書長：王勝盟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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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邢攸芬

辦公費支出不

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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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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審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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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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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年 2 月 21 日第五屆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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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臺灣鑑識科學學會
基 金 收 支 表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1 日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止
收入
科目名稱

支出
金額

科目名稱

金額

587,748 準備基金

準備基金
歷年累存

533,195

支付退職金

0

4,553

支付退休金

0

本年度利息收入

50,000

本年度提撥

存入華南銀行專戶
結

理事長：孟憲輝 常務監事：徐健民

587,748

餘

秘書長：王勝盟

總務：邢攸芬

會計製表：呂敏禎

社團法人臺灣鑑識科學學會
現 金 出 納 表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1 日至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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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5,902

本期支出

2,600,355

本期收入

3,112,981

本期結存

2,938,528

合

5,538,883

合

5,538,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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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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灣鑑識科學學會
收 支 決 算 表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1 日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止
科目

決算與預算比較數

決算數

預算數

收入

3,083,162

2,120,000

963,162

1

會員捐款

65,753

45,000

20,753

2

補助收入

1,041,000

400,000

641,000

3

委託收益

330,000

0

330,000

4

入會費

45,400

20,000

25,400

5

常年會費

311,300

340,000

28,700

6

研習會收入

966,306

1,100,000

133,694

7

能力試驗收入

294,800

210,000

84,800

8

其他收入

28,603

5,000

23,603

支出

2,570,536

2,120,000

450,536

98,844

100,000

1,156

1 郵資

29,503

40,000

10,497

2 郵電

11,710

15,000

3,290

3 租金電費

20,038

15,000

5,038

4 文具

19,293

10,000

9,293

5 印刷

18,300
1,396,990

20,000
930,000

466,990

1 業務推展

273,775

120,000

153,775

2 會刊編印

39,900

60,000

3 雜支

554,049

350,000

4 演講稿費

245,364

400,000

5 臨時工

283,902

0

人事費

986,665

1,000,000

款 項 目

科目

1

2
1

2

辦公費

業務費

增加

說明

減少

1,700

20,100
204,049
154,636
委託業務及能力

283,902

試驗臨時工
二名工作人員全

3

13,335

年薪給(含勞健保
補助及勞退金)

3

4

雜項支出

38,037

40,000

1,963

5

準備基金

50,000

50,000

0

本期餘絀

512,6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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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長：孟憲輝 常務監事：徐健民 秘書長：王勝盟 總務：邢攸芬 會計製表：呂敏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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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灣鑑識科學學會
資 產 負 債 表
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31 日
資產
科目名稱

負債、基金暨餘絀
金額

科目名稱

2,938,528

準備基金

587,748

銀行存款

587,748

累計餘絀

2,723,956

辦公設備

298,054

本期餘絀

512,626

現

金

合

3,824,330

計

合

金額

3,824,330

計

理事長：孟憲輝 常務監事：徐健民 秘書長：王勝盟 總務：邢攸芬 會計製表：呂敏禎

社團法人臺灣鑑識科學學會
財產目錄
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31 日
財產編
會計科目
號

購置日期

單 數
位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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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5.10

台 壹

369 科 301 室

940526 辦公設備 掃描器

94.05.26

台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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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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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產名稱

存放地點

說
明

298,054

計

理事長：孟憲輝 常務監事：徐健民

金額

秘書長：王勝盟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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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邢攸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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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員工待遇調整案已於 101 年 9 月 12 日第五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討
論通過，同意提請今年會員大會討論。
社團法人臺灣鑑識科學學會 102 年度工作人員待遇表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出生地

助理 呂敏禎

女

-

-

93.01.01

34,100

助理 邢攸芬

女

-

-

94.03.01

32,100

職稱

姓名

理事長：孟憲輝

常務監事：徐健民

到職
年月日

秘書長：王勝盟

月支
薪餉

調整待遇

說明

依據國科會
專任助理調
薪標準工作
滿一年者調
整一職級

＊年終獎金
為1.5個月

總務：邢攸芬

製表：呂敏禎

決議：照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選舉事項：
1.監票人員：陳冠廷、柏明儀。
2.理事(二十一人，由會員選之): 孟憲輝(75 票)、林茂雄(72 票)、程曉桂(70 票)、王勝
盟(70 票)、侯友宜(65 票)、施俊堯(62 票)、李俊億(58 票)、黃女恩(57 票)、彭莉娟(56
票)、謝松善(55 票)、葉家瑜(55 票)、張維敦(52 票)、蕭開平(51 票)、許敏能(51 票)、
蒲長恩(48 票)、林故廷(48 票)、溫哲彥(40 票)、蔡麗琴(37 票)、劉瑞厚(33 票)、孫家
棟(32 票)、蔡佩潔(29 票)等二十一位。
3.監事(七人，由會員選之)：徐健民(75 票)、楊秋和(59 票)、陳用佛(53 票)、李承龍(50
票)、姜雲生(47 票)、周俊銘(43 票)、徐榮發(41 票)等七位。
4.候補理事(七位)：楊詔凱(25 票)、卓琍玲(23 票)、胡興勇(22 票)、高麗姬(22 票)、魏
得寶(21 票)、李協昌(21 票)、黎添來(20 票)等七位。
5.候補監事(二位)：鄭家賢(29 票)、郭守明(21 票)等二位。
十、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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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年鑑識科學研討會
「2012 年鑑識科學研討會」於民國 101 年 9 月 21 日(星期五) 假中央警察大學推廣
教育訓練中心舉行，由本會與中央警察大學、財團法人李昌鈺博士物證科學教育基金會、
延平扶輪社及中華民國刑事偵防協會等單位共同舉辦我國鑑識科學領域的年度盛會，與
會貴賓共三百餘人。
研討會邀請到新北市政府侯副市長友宜以「刑事鑑識與辦案人生」為題，分享深厚
的實務經驗及豐富的辦案人生，增進所有與會人員在偵查與鑑識科學中新穎的觀念與知
識。
在分組研討中，分「生物鑑識」
、
「化學鑑識」
、
「物理與工程鑑識」
、
「現場勘察」及
「綜合議題」等主題，計有口頭論文發表 56 篇及壁報論文發表 27 篇，總共 83 篇學術
研究論文。

圖 1.「2012 年鑑識科學研討會」開幕式

圖 2 侯副市長友宜擔任大會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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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討會為獎勵致力於「鑑識科學」研究之後進，以提昇鑑識科學之研究發展，閉
幕典禮上同時頒發「2012 傑出青年研究論文獎」，論文獲獎名單如下：
物理與工程鑑識類
論文題目：運用非破壞性「偏光照相法」增顯指紋跡證影像
作
者：蕭宇廷、孟憲輝、吳冠宇
論文題目：槍機面拓模運用於槍擊案現場彈殼比對之研究
作
者：陳福振、郭育銘、林弘杰、姚景岳、程志強、葉瑞彬、黃女恩

圖 3 孟理事長憲輝頒發陳警務正福振「傑出青年研究論文獎」
現場勘察類
論文題目：駕駛者不明之車禍案件勘察採證—以桃園縣吳○○車禍死亡案為例
作
者：何冠緯、林文煜、王聖宏、李明昌、蔡必強

圖 4 孟理事長憲輝頒發何巡官冠緯「傑出青年研究論文獎」

59

社團法人臺灣識科學學會會刊第十一期

會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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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度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
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基金收支
表審核。
2.「2012 鑑識科學研討會」及會員大會
預計於 9 月 21 日舉辦。
第五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3. 協辦「鑑識論壇」。

101.2.21

4. 102 年辦理小型之兩岸現場勘察相
關之研討會，由本會邀請並贊助餐
費及水酒費。
5. 血跡噴濺痕名詞定義中文譯文及相
關圖例由學會公布。
1.血跡噴濺痕相關圖例將置於本會網
頁供會員查閱參考。
2.研提第六屆理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
3.第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舉辦抽獎活
第五屆第一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動。
4.本會網頁設置「會員專區」。

101.7.11

5.本會舉辦之研討會及研習會中增加
要求與會人員保密之措施。
6.適當時機邀請大陸鑑識或法醫相關
專業人員來台學術交流。
1.擬訂 102 年工作計畫、員工待遇、預
算及第六屆理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
第五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2.審查 2012 年鑑識科學研討會「傑出
青年研究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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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團體(個人)名錄
10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
捐款人(團體)

金

額

日

期

吳貫遠

25,600

101.01.16

王勝盟

20,000

101.01.16

楊文鐸

5,000

101.03.08

孟憲輝

2,000

101.03.30

張銘瑛

100,000

101.03.30

謝幸媚

10,000

101.06.11

蔡麗琴

10,000

101.06.11

王勝盟

3,438

101.06.14

李經緯

2,315

101.06.15

施俊堯

4,207

101.06.15

孟憲輝

1,060

101.06.19

王勝盟

2,500

101.07.05

洪鵬傑

3,000

101.08.10

孟憲輝

1,000

101.08.22

李俊億

1,000

101.08.23

彭莉娟

1,000

101.09.21

侯友宜

5,000

101.09.21

駱宜安

1,000

101.09.21

李俊億

1,000

101.09.21

程曉桂

1,000

101.09.21

謝幸媚

10,000

101.12.05

蔡麗琴

10,000

101.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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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大事紀
101.03

舉辦 101 年第一次生物鑑定類能力試驗

101.03.30

舉辦「散彈槍及散彈艦定」研習會

101.04.03

協辦「鑑識論壇-為鑑識職缺飽和開創契機」研討會

101.04.18~19 舉辦「金屬物件磨滅號碼重現技術」研習會(第一梯次)
101.04.25~26 舉辦「金屬物件磨滅號碼重現技術」研習會(第二梯次)
101.05

出版第十期會刊

101.05.17~18 舉辦「交通事故處理與鑑定實務」研習會(一)
101.06.29

舉辦「問題文書鑑識」研習會

101.07.06

舉辦「矽藻在刑事鑑識之應用」研習會

101.07.17~18 舉辦「交通事故處理與鑑定實務」研習會(二)
101.07.27

舉辦「刑案現場處理特殊問題」研習會

101.08.10

舉辦「SketchUp 應用在刑案現場製圖」研習會

101.08.28

舉辦「刑事攝影與影像鑑定」研習會

101.09

舉辦 101 年第二次生物鑑定類能力試驗

101.09.21

召開第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101.09.21

舉辦「2012 年鑑識科學研討會」

101.10.09

舉辦「進階血跡噴濺痕詮釋-拉線法及報告撰寫指引」研習會

101.11.18

協辦「青少年神探科學營」-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101.11.24

協辦「神探科學營」-新北市立板橋國民中學

101.11.25

協辦「青少年神探科學營」-新北市樹林區柑園國中

101.12.03

協辦「小神探科學營」-新北市立石碇高級中學

101.12.08

協辦「神探科學營」-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

101.12.12

舉辦「交通事故處理與鑑定實務」研習會(三)

101.12.15

協辦「小神探科學營」-新北市立新埔國民中學

101.12.16

協辦「青少年神探科學營」-新北市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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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灣鑑識科學學會第六屆組織
理

事

長 ： 孟憲輝

第 一 副 理 事 長 ： 程曉桂
第 二 副 理 事 長 ： 蒲長恩
第 三 副 理 事 長 ： 施俊堯
常 務 監 事 ： 徐健民
監

事 ： 姜雲生、徐榮發、鄭家賢、李承龍、周俊銘、陳用佛

常 務 理 事 ： 林茂雄、李俊億、蕭開平
侯友宜、劉瑞厚、謝松善、張維敦、孫家棟、葉家瑜
事 ： 林故廷、溫哲彥、黃女恩、彭莉娟、許敏能、蔡佩潔
卓琍玲、胡興勇

理

秘

書

處：

認證委員會：

秘書長：王勝盟
會 計：呂敏禎

副秘書長：陳受湛、李協昌、楊詔凱
總
務：邢攸芬

李俊億、林茂雄、孫家棟、謝松善、徐榮發、黃女恩
李承龍、周俊銘

蒲長恩、徐健民、侯友宜、施俊堯、程曉桂、葉家瑜
學 術 委 員 會 ： 張維敦、彭莉娟、林故廷、黃女恩、許敏能、陳用佛
鄭家賢、卓琍玲、胡興勇
會刊編輯委員會： 蕭開平、溫哲彥、蔡佩潔
期刊編輯委員會： 劉瑞厚、姜雲生、陳用佛

會員人事動態
1.刑事警察局研究員林故廷調升刑事警察局技正(101.06)。
2.刑事警察局研究員李經緯調升刑事警察局技正(101.06)。
3.刑事警察局技正彭莉娟調升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主任(101.07)。
4.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邱麗宜專員調升刑事鑑識中心主任(101.07)
5.輔英科技大學醫事檢驗生物技術系劉瑞厚教授退休(101.08)。
6.基隆市警察局鑑識課陳冠廷巡官調升婦幼隊警務員(101.09)。
7.彰化縣警察局警務員翁照琪調升雲林縣警察局股長(101.11)。
8.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李俊億所長回任台大法醫學科教授(101.12.01)。
9.桃園縣政府警察局何俊哲技正調任刑事警察局研究員(102.04)。
10.刑事警察局謝金霖組長調升刑事警察局研究員(1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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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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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七

條

第

八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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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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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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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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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四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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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五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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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六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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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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執行監事會移(交)付辦理事項。
八、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 十七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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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八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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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九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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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十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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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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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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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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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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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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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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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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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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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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研習會訊息
項

目

預訂月份

「刑案現場三維空間重建原理與技術應用」研習會

1 月 23 日

「交通事故處理與鑑定實務」研習會（四）

3 月 21 日

「金屬物件磨滅號碼重現技術」研習會

4 月 11~12 日
4 月 18~19 日
4 月 29~30 日

「現場勘察報告製作與在法庭上之證據能力」研習會

5 月 17 日

「親緣鑑定」研習會

6 月 19 日

「身分證、護照、超券等偽變造文件鑑定」研習會

6月

「交通事故處理與鑑定實務」研習會（五）

7月

「現場與證物攝影」研習會

7月

「常見涉案半自動手槍鑑定」研習會

7月

「數位鑑識」研習會

8月

「罕見現場案例分享」研習會

8月

「消防火災鑑定」研習會

8月

「法庭交互詰問」研習會

9月

「聲紋相關簡介與訓練」研習會

10 月

「簽名字跡鑑定」研習會

10 月

「交通事故處理與鑑定實務」研習會（六）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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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訊息
2013 年鑑識科學研討會
一、日期：102 年 9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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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鑑識科學研討會將於 9 月 2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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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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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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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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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件主旨註明為投稿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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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ㄧ) 論文為兩階段審查，摘要審查(初審)通過者，主辦單位將於 6 月 30 日前，以
電子郵件通知通訊作者，通過初審者請於 7 月 31 日前繳交論文全文。論文全
文（複審）除有特殊情況由主辦單位個別通知外，直接刊登於研討會論文集中，
不另行通知，全文格式請參考本會網址上之樣本。
(二) 大陸地區學者專家參加本研討會，須團進團出(由旅行社代辦行程安排)，相關
文件請參考入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六、口頭發表論文：
(一)若有多位作者共同發表時，請推派一位於研討會中報告論文。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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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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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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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設備：論文發表場地備有投影機、電腦、雷射光筆、麥克風、螢幕等標準配備。
七、壁報發表論文：
(一)製備方面：海報須由發表者依會議規定格式自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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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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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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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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作者姓名請以星號（*）標示之，並附 E-mail 及電話，聯絡人 E-mail 不使用
超連結。

6.關鍵字(詞)請勿超過 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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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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鑑識科學研討會
論文發表資料調查表
請完成下列資料填記並與論文摘要一併繳交。
1.項目選擇：您的論文希望在下列哪一類別中報告？
□生物鑑識
□化學鑑識
□物理與工程鑑識
□現場勘察
□綜合議題
2.發表論文方式：
□口頭發表論文
□壁報發表論文
3.聯絡人之姓名：
電話：

警用電話：

E-mail：
服務單位：
職稱：
郵寄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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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鑑識科學研討會
論文全文格式
論文摘要經審查通過者，請於 102 年 7 月 31 日前，以 E-mail 方式繳交論文全文，全文
內容僅限六頁(A4 格式)，其相關說明如下：(格式不符，恕不收件)
1、 以 Microsoft word 排版及 DOC 格式撰寫，上、下、左、右邊界請各留 2cm。
2、 全文內容以中英文書寫均可，中文字型為標楷體，英文字型則為 Times New Roman。
3、 題目請以 14 點粗體，作者(含服務單位及聯絡方式)以 12 點字體，其他內容以 11 點
字體，單行間距繕打。
4、 論文版面配置前言開始文字內容為雙欄(版面配置-版面設定-文件格線-2 欄) (請參考範
例)。
5、 論文內容項目包括如下：
（a） 題目：題意盡量清楚，勿過於冗長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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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聯絡作者姓名請以星號（*）標示之，並附 e-mail(不使用超連結)及電話
（d） 論文摘要：500 字以下，關鍵詞 3-5 個
（e） 前言
（f） 實驗方法（若為案例報導，請寫所用方法或技術）
（g） 結果與討論
（h） 結論
（i） 參考文獻
6、 表格：表格製作要清楚，盡量節省空間，其序號與內文須相同。
7、 圖：圖文內容必須清楚，並以適合電腦直接複製為原則，相片以數位相機拍攝為佳。
所有圖均需備有文字說明於圖的下方，圖的序號必須與內文相同。
8、 參考文獻：置於內文最後，其序號與內文相同，序號括弧統一採用中括號。期刊、
書籍出處、作者等文獻引用格式如下例：
[1] Ansell M, Lewis FAS. A review of cyanide concentrations found in human
organs. J Forensic Medicine 1970; 17: p148-155.
[2] Coles S. Race of man .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65. p 45.
[3] Jantz RL, Miller H. Secular change in cranial morphology of American whiltes
and black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olonial period. Proceedings of American
Academy of Forensic Sciences.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1999 Feb; 4: p 175.
[4] Clark EG. Health care decision-making and declaration in New York.
University of Buffalo Center for Clinical Ethics and Humanities in Health Care
Ehics Committee Core Curriculum,
http://wings.buffalo.edu/faculty/research/bioethics/.
[5] 李協昌、孟憲輝，常見手槍子彈底火藥及射擊殘跡鑑析之研究，刑事科學，
2002，54 期，頁 29-43。
[6] 翁景惠，現場處理與重建，台北，書佑文化事業， 2000，頁 27-28。
9、 論文全文製作時，請參考下頁範例，或至鑑識科學學會網址(http：//tafs.cid.cpu.edu.tw)
下載格式範例，並直接使用該格式繕製。
10、論文全文繳交之 E-mail 地址：tafs@mail.c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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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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