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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鑑定機關隸屬問題評析
證據是刑事訴訟程序的核心問題，「證據裁判原則」是審判中發現真實的基礎，所
有待證事實均賴證據資料之支持而得以認定。由於供述證據的可信性較低，物證鑑定乃
成刑事法庭判斷事實的重要依據。雖法院可就證據之證明力依自由心證加以判斷，鑑定
只是形成心證的參考資料，惟法院常因欠缺專業知識而難以否定鑑定結果，難免使鑑定
人在法庭上實質地扮演法官的角色。是故鑑定人的公正性深受審檢辯三方之重視，辯方
更常以鑑定人之獨立性不足而質疑鑑定人的公正性和可信性。事實上，訴訟程序中獨立
性受憲法保障者僅法官一職，我國憲法第 81 條規定「法官為終身職」
，以確保其「依據
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之獨立性。鑑定人並未受到同等之保障，因此，要求
鑑定人須獨立於偵查機關或行政機關之外，是不具憲法基礎的要求。
常有論者稱鑑定人隸屬偵查機關是「球員兼裁判」。姑不論將法院譬喻為球場是否
有引喻失義之嫌，設若訴訟確如球賽，現行刑事訴訟法對各角色之功能已有明確之完善
設計：法官不容否認的是法庭中無可取代的裁判，檢辯雙方則是參與比賽的球員，鑑定
人充其量僅是球員手中的球拍，連「球員」都不是，何來「兼裁判」之說？此亦為憲法
未明文保障鑑定人獨立性之緣由。刑事訴訟程序中，檢辯及被告均有詢問及交互詰問鑑
定人之機會，法官除聽取詢問及詰問外，亦得親自訊問鑑定人。故檢辯雙方皆對證明鑑
定結果之正誤負有實質責任，法官亦有實權對鑑定結論進行獨立之探討分析，並賦予適
當的證明力。只要審檢辯各自充實應備之基礎知識，善盡職責，鑑定人豈有絲毫扮演「球
員」或「裁判」角色之機會？
再者檢察官職司犯罪偵查，必須蒐集足夠之證據，以期毋枉毋縱地追訴犯罪。司法
警察人員在檢察官指揮下調查犯罪時，亦須以證據為後盾。物證鑑定之正確性和可信性
高於供述證據已是眾所周知之事，若強迫所有鑑識機關自偵查機關獨立而出，不僅無助
於犯罪事實之發現，偵查人員更可能因缺乏科學鑑定之襄助，而造成偵查品質低落，導
致無辜民眾經歷原可經由鑑定排除而避免的追訴和審判。不僅浪費司法資源，且顯有戕
害司法人權之虞。
雖然鑑定機關不論依憲法規定或刑事訴訟程序之角色設計，都非必須獨立於偵查機
關之外，但鑑定人公正客觀的本質的確不容妥協。訴訟當事人發現有拒卻鑑定人之原因
時，應及時聲請拒卻。鑑定人更應謹記結文所載「必為公正誠實之鑑定」的精神，深自
惕勵，不可偏頗虛假。惟應注意的是，確保鑑定品質和維持鑑定結論公正客觀的關鍵不
在鑑定機關的屬性，而在內化至鑑定人內心深處的專業倫理。建立完整合宜的鑑識倫理
規範並落實專業倫理教育，是所有鑑識機構和團體責無旁貸的使命；培養堅實的專業倫
理觀念並嚴格遵循，則是每一個鑑定人所須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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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影像簡介
溫哲彥
近年來，隨著 3D 電影的蓬勃發展，帶給人們不同的娛樂感受，並同時引發大家對
於 3D 影像技術的興趣與期待，然而，何謂「3D 影像」﹖根據 J.Toriwaki 與 H.Yoshida[1]
在書中所做的分類，3D 影像可分為六類：
(1)儲存在一個 3D 列陣中的影像資料，此資料可描述物體的表面外觀，有時也可描
述物體內部的結構，例如：Computed Tomography（CT）、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與 3D ultrasound imaging 等等，它們的
資料型式是屬於立體像素（volumetric picture element, voxel）。
(2)利用繪畫、攝影等技巧讓觀看者產生 3D 感受的影像，此類影像的資料仍屬於
2D，例如：102 年底到 103 年初在台北華山文創園區所展出的 3D 夜光藝術展的作品。
(3)經由特殊設計，使觀看者產生 3D 立體效果的影像（通常是使用兩個以上不同但
相關的影像來源），所謂 stereogram 就是屬於這類影像。其他還有利用較大螢幕、彎曲
螢幕或圓屋頂型螢幕(domed screen) 投射影像，使觀看者產生的 3D 感受。此類 3D 影像
與上述類型(1)最大的差異是觀看者無法經由改變位置而看到物體的背面。由於此類產品
的商機較明顯，因此各式各樣能產生 3D 立體效果的技術不斷地被開發與改進，市面上
也有商用產品，例如：我們可使用 FUJIFILM FinePix REAL 3D W3 相機獲得可裸視觀看
的 3D 視覺照片（資料是以 MPO 檔案格式儲存）。
(4)利用影像的像素灰階值描述 3D 空間的距離資訊，所謂範圍影像（range image，
有時亦稱為 2.5D image）與地圖上常用的等高線圖（contour image）都是屬於這類。近
年來，鑑識領域開始應用 LIDAR（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wiki 網頁中提到 LIDAR
其實應該是 LIght 與 raDAR 的合併字）於犯罪現場的紀錄，而利用 LIDAR 所建立的 3D
立體資訊，主要是以點雲（point clouds）的資料型式儲存。
(5)利用光學技術使觀看者產生 3D 立體效果的影像，例如：全像術(holograms)。全
像術是利用光的干涉原理產生特殊的影像，當觀看者改變位置與角度時，就可看到物體
的另一面影像，感覺上就好像看到物體本身。
(6)2D 動態影像（2D dynamic images）
。此類影像是將時間做為第三維度，讓 2D 影
像隨著時間改變物體的位置與狀態，也就是我們所熟悉的視訊（video）。當我們將 3D
影像加入時間（第四維度）時，就是一般所謂的 4D 影像，目前我們在電影院或家用 3D
電視所看到的 3D 立體效果影片，是屬於此類型。
根據使用的目的來分，我們可將 3D 影像大致分為兩大領域：「建模」與「視覺」。
上述影像類型中的第一與第四類是屬於前者，所獲得的模型資料可用於量測；其餘四種
則是屬於後者，目的是為了視覺上的 3D 感受。
對於鑑識科學來說，具有量測功能的 3D 資料比純粹只提供 3D 視覺感受的資料更
有用處，因為我們除了需要定性了解現場環境與物體相關位置外，物體本身的大小與物
體間距離的定量估算更能協助我們了解事件發生的過程。上述第一類的立體像素與第四
類的點雲都是具有直接量測的功能。
所謂立體像素[2]，我們可將其想像成一塊正方體積木（如圖一中暗色部分）
，此積
木可記錄 3D 空間座標與顏色等資訊，利用許多塊積木，我們可排列成一個立體形狀的
物體模型，也就是此物體的 3D 影像。隨著科技的進步，這塊正方體的體積可變更小，
每次掃描可記錄的正方體數目也增加，而且所記錄的顏色資訊更豐富，也就是說，所得
到的 3D 影像解析度增大了。在實務上，我們可利用 CT、MRI、PET 與 3D ultras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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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g 等醫學影像技術獲得此類資料。

圖一：立體像素（volumetric picture element, voxel）[2]。
點雲[3]與立體像素不同，我們可將其想像成一顆顆的小點，當我們將這些小點貼到
物體的表面時，就可記錄該位置的 3D 座標（X, Y, and Z coordinates）。我們利用加拿大
CREAFORM 公司所出產之手持式雷射 3D 掃描儀（VIUscan，外觀如圖二[4]），對於一
個消防玩偶進行 3D 建模，結果如圖三。一般手持式雷射 3D 掃描儀只能記錄座標而沒
有色彩資訊，然而 VIUscan 配備有一個照相機做為色彩擷取（texture）之用，因此我們
可同時記錄色彩資訊。由於只靠點雲所提供的座標資訊，我們經常無法清楚的了解物體
的外貌，例如圖三中消防玩偶的臉部，若我們只使用點雲時，其呈現的狀況如圖四，不
太容易辨識資料所表示的物體。因此，一般使用點雲時，我們會將其進行網格化[5,6]，
也就是將鄰近的數個點形成所謂的網格（mesh），一般是使用三個點所組成的三角網格
（triangle mesh）
，如此一來就較容易將物體的表面呈現出來，例如圖三中消防玩偶的臉
部，若我們同時呈現點雲與三角網格的狀況時（其呈現的狀況如圖五），物體表面的外
觀就比較明顯了，這就是一般我們處理 3D 點雲模型時常用的方式。如果我們更進一步
加上色彩資訊的話（在 3D 術語中，經常使用 texture 來表示色彩資訊），將更能表現我
們所熟悉的物體，如圖六就是將圖三中消防玩偶的臉部，同時利用點雲、三角網格與色
彩資訊呈現的狀況。獲取此類點雲資料的 3D 掃描器，依照原理的不同，可包括雷射式、
光柵式、視差法（利用不同影像間的幾何差異關係）等方式。

圖二： VIUscan 手持式雷射 3D 掃描儀外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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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消防玩偶的 3D 模型（左右各為兩個觀看角度的結果）。

圖四：圖三中消防玩偶臉部，只呈現點
雲的狀況。

圖五：圖三中消防玩偶臉部，同時呈現
點雲與三角網格的狀況。

圖六：圖三中消防玩偶臉部，同時呈
現點雲、三角網格與色彩資訊
（texture）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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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實務上，我們已嘗試應用 LIDAR 建立現場環境與物體之 3D 點雲模型，如
圖七中所示，在 2013 年所發生的廣大興事件中，我們使用 LIDAR 建立船體外觀（本文
所使用的光達儀器是奧地利 Riegl 公司所產的地面型 3D 雷射掃描儀 VZ-400，可同時建
立色彩資訊），圖七(a)是當時媒體報導，圖七(b)則是所建立之 3D 模型。利用此模型，
我們可對受破壞之船體有較具體之概念（可製作動畫，由不同角度進行觀察），亦可同
時測量（例如彈孔位置分佈狀況）。

(a)

(b)

圖七：廣大興案中使用 LIDAR 建立船體外觀：(a)媒體報導；(b)所建立之 3D 模型。
雖然 3D 影像帶給我們新的體驗，然而，以目前的技術來說，若要廣泛的應用，仍
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以雷射式掃描器來說，本身的物理特性造成了成像上的限制，例
如：對於玻璃等物體無法順利應用[7-9]；光柵式掃描器對於黑色物體（例如人的黑頭髮）
亦無法順利成像。此外，由於 3D 模型的資料量相當大，處理時所需的軟硬體需求相對
較高。而最重要的一點，當我們要應用一項新的技術之前，必須對它有較清楚的認識與
了解，否則將無法發揮它的效用，甚至誤用而得到錯誤的結果，而這也是本文的目的，
希望能拋磚引玉，吸引更多人從事 3D 影像的應用與研究。
參考文獻：
[1] J.Toriwaki and H.Yoshida, Fundamentals of Three-Dimensional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Springer-Verlag London Limited, 2009.
[2] Voxel: http://en.wikipedia.org/wiki/Voxel（瀏覽日期 2014 年 4 月 17 日）。
[3] Point cloud: http://en.wikipedia.org/wiki/Point_cloud（瀏覽日期 2014 年 4 月 17 日）。
[4]黃建中、溫哲彥，2013 年鑑識科學研討會，中央警察大學，2013 年 9 月 27 日。
[5] Polygon mesh: http://en.wikipedia.org/wiki/Polygon_mesh（瀏覽日期 2014 年 4 月 17 日）
。
[6] Triangle mesh: http://en.wikipedia.org/wiki/Triangle_mesh（瀏覽日期 2014 年 4 月 17 日）
。
[7]林朝國、溫哲彥，3D雷射掃描儀於現場測繪之應用，2011年鑑識科學暨野生保育應
用國際研討會，2011年11月4日。
[8]Che-Yen Wen, Hsuan-Hsiao Chen, Chao-Kuo Lin and Wen-Chao Yang, "A Study of
Applying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LIDAR) to Crime Scene Documentation,"
Forensic Science Journal, 2013;12(1):31-46.
[9]陳宣孝，《刑案現場測繪-3D 點雲與 2D 影像之應用》，（發表地：中央警察大學鑑
識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
(本文作者為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學學系教授兼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本學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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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首創--法務部調查局資安鑑識實驗室發展情形
陳受湛
民國 89 年，為有效防制電腦犯罪，提昇辦案品質，法務部調查局以內部編組方式
成立資訊室第四科，辦理關於電腦犯罪防制與偵查事項，93 年增設數位證物鑑識組受理
數位證物之鑑識，應內外勤單位辦案需求，支援電腦搜索、鑑識及資訊安全情報相關工
作，並配合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關於「擴大建置數位鑑識單位，建立資通安全
鑑識實驗室」之要求，乃積極規劃建置國家級電腦鑑識實驗室。經培育人才、整備設備
與環境，於 95 年完成建置資安鑑識實驗室，同年 12 月 26 日經陳前總統、施部長共同
揭牌後啟用，成為國內首創的數位鑑識實驗室，並於 98 年成立資安鑑識科，服務對象
含本局內外勤辦案單位，有關電腦相關案件之現場搜索、數位證據查扣及資訊安全情報
與資安事件分析等相關工作，對外亦支援各級法院、檢察署有關數位證據還原及鑑定。
目前工作職掌包括：1.各類電磁紀錄罪證之檢驗、鑑定。2.支援案件現場與網路之
罪證採集、紀錄及保全。3.犯行還原與事實分析。4.鑑識過程中，罪證電腦、網路設備
及儲存媒體之保管。5.數位證據擷取技術之研究發展。業務所受理之數位證物，包括桌
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伺服器主機，監視錄影器，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隨身碟、
外接式硬碟，光碟等類型證物。在工具方面，鑑識工具種類眾多，含資料備份工具如
AccessData FTK Imager、資料回復工具如 R-Studio、鑑識分析工具如 Guidance Software™
EnCase®、備份硬體工具如 Forensic Dossier、硬碟防寫工具如 Guidance Software Forensic
Bridge、手機鑑識工具如 Micro Systemation XRY 等，並備有各式鑑識平台與工作站供鑑
識所需。
為強化犯罪現場數位證物蒐證技能、證物保存與數位鑑識能力，經年推動研發工作，
如整合鑑識軟體及常用工具，配置為「現場鑑識工具包」並逐年更新鑑識軟體，增強其
功能。再輔以現場鑑識人員之充分教育訓練，大幅提升現場數位證據保全及鑑識之量能。
特別從 102 年起，加強外勤單位數位鑑識人才之培育，尤以五都為軸心，聯合周邊縣市
站為聯盟，並以各資通安全科為召集單位，推動「現場數位證物鑑識」工作，並藉由組
織學習，對個人資料外洩或涉及數位證據之各種案件類型，推動外勤人員學習數位鑑識
技能，以保障鑑識案件之品質，並可因應日益受到司法機關重視之數位證據舉證要求。
現場數位證據蒐證軟體工具，可於現場採集嫌疑人電腦內易揮發性資料、上網紀錄及密
碼等資訊，並可快速過濾、檢視硬碟內資料，置入邏輯資料回復之基礎功能，可將已刪
除檔案之資料，於第一時間救援，對數位證據保存及司法案件追求真相，有立即幫助。
為增進網路犯罪偵查及鑑識能力，亦建置網路惡意網站偵查模組系統，藉由該系統
可主動發掘網路上遭惡意程式掛碼之網站，偵測效果良好，能預為防範網路攻擊。亦設
置一個惡意程式自動行為檢測系統，可從數以萬計的檔案中，確認未受感染的系統程式
與應用程式，尋找可能的惡意檔案程式，並且分析其行為，藉此協助判斷該系統之擁有
者是否為自主性網路犯罪行為，抑或是遭受到駭客攻擊。
導入 Micro Systemation XRY 手機鑑識工具，可攜至案件現場擷取扣押手機內之通
訊錄、簡訊、網路即時通訊軟體通聯紀錄、照片影像等資料，提升手持式行動裝置設備
之 現 場 數 位 證 據 蒐 證 及 解 讀 能 力 。 為 維 護 數 位 證 據 的 完 整 性 (Integrity) 與 正 確 性
(Correctness)促使數位證據具有法律效力，為大眾、法院所能接受，採用「數位證據保
全」之安全控管及驗證機制，搭配數位鑑識作業流程、數位鑑識標準作業程序、以及相
關規範，以確實達到數位證據之公正性、合法性、完整性、與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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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因案件需求，更建立簡易及快速之多媒體檔案修復流程與鑑識方法，將已毀損
無法讀取並顯示之多媒體 JPEG 影像檔、MP4 多媒體影片檔，呈現為可供檢視之狀態。
另首創簡易之鑑識程序與方法，可以分辨多媒體即時通訊軟體所存放之對話記錄是否經
過偽變與竄改以及常見之 PDF 多媒體文件檔所存放之元資料內容是否經過偽變與竄改。
另針對硬碟遭破壞而無法讀取之情形，專研毀損硬碟資料回復之流程與操作技術，並建
置無塵室，提供適當作業空間，為將硬碟修復至可讀取狀態，以利資料救援、備份。
為求當事人權益及案件偵審之重視，本實驗室制訂各項標準作業程序，並不斷修正
與強化，以追求鑑識品質之完善，同時於 98 年起著手投入認證準備，因國內並無數位
鑑識申請認證之先例，乃藉由不斷摸索並請教專家，歷經 4 年的時間，始完成有關人員、
設備、環境等近 30 本文件提供審查。經由多年的發展，資安鑑識實驗室已具備為一個
在法律規範下，利用科學驗證的方式來蒐集、保全、調查、檢視、還原、分析各種型態
與檔案格式之數位證據（包括於各種儲存媒體及網路或傳輸設備中），來供法院採信之
鑑識環境；並擁有所謂資通安全鑑識作業在法律面、技術面、組織面及管理面之應有架
構。在工作能量上更增強有關靜態數位證物之保全研析及動態資訊的掌握追蹤、網路封
包解析與截取，並將各項鑑識作為建立標準作業程序、完成方法確效、建立品質管理文
件等，並於去(102)年 5 月 1 日向國內唯一獲得國際認證組織承認之認證機構－財團法人
全國認證基金會(TAF)申請初次認證，申請認證領域為測試領域，申請認證項目為 Z078
資料重現(硬碟、隨身碟、記憶卡、光碟)包括刪除資料復原及關鍵字搜尋。後全國認證
基金會於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至本局作現場評鑑，並獲得評審員的肯定，而於 11 月
底收到評鑑結果通知及認證合格證書，並且實驗室於 103 年 2 月 12 日在張政務委員善
政之見證下，由「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陳介山董事長代表該基金會頒發
本局「資安鑑識實驗室」認可證書。本實驗室是國內第一家取得「資訊重現」能力之鑑
識科學實驗室，也同時取得包括美、英、加等在內的全球 69 個經濟體與 84 個認證機構
之認可。本實驗室將持續強化認證需求，使數位證據能獲得妥善的保全與高品質鑑定；
另利用機會將本局數位鑑識實驗室之認證經驗及作業規範，分享國內相關單位參考，以
提昇國內數位鑑識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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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部長善政於 2 月 12 日來局參加全國認證基金會授證典禮並於實驗
室前與證書、本局王局長、認證基金會陳董事長合影

(本文作者為法務部調查局資通安全處科長，本學會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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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識單位於防毒監控之當前工作簡介
楊勝雄、黎添來、謝金霖
前言
為整合國內毒品防制資源，行政院於 95 年 6 月召開第 1 次毒品防制會報討論行政
院研考會（現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提報之「毒品防制政策整體規劃」議案，將原反毒策
略「拒毒」、「緝毒」及「戒毒」，增加「防毒」區塊，並於原反毒工作任務編組「拒毒
預防組」
、
「緝毒合作組」及「毒品戒治組」外，增加「防毒監控組」及「國際參與組」
。
防毒監控組之幕僚權責單位為衛生署（現為衛生福利部），各分項業務分別由法務部、
內政部、經濟部、教育部、財政部、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國防部憲兵指揮部主辦，其中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識科）為內政部所屬防毒監控組之祕書業務單位及聯繫窗口，自
此鑑識單位本於鑑識專業正式納入政府毒品防制體系。
為確實掌握毒品問題之整體圖像，將目前之反毒戰略警戒線由「拒毒」前推至「防
毒」；擴展打擊標的由「毒品」延伸至「有脫法濫用之虞的藥品」及其先驅化學工業原
料或製品的管控，加深反毒戰略縱深，依行政院研考會（現為國家發展委員會）規劃：
「防毒監控組」
在政策面及執行面上須貫徹防患未然之理念，以加強區域反毒策略聯盟、
建置完成防毒監控系統及相關機制為策略目標，配合建立國際藥物資訊交換平台、建立
管制藥品施用管控與早期預警機制、健全先驅化學工業原料管制系統及加強區域反毒策
略聯盟四大等核心工作項目，期能達成遠離毒害的健康社會，以降低需求為導向之毒品
防制政策之總目標。
有效監控新興毒品並積極推動列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管制
鑑識單位於防毒監控組之反毒任務上，負責監控國內、外新興毒品之現況及發展趨
勢，由於各運輸通路發達，無論快遞、郵包管道均相當便利，且網路銷售及訊息傳輸的
方式無遠弗屆，使國外流行之新興毒品在短期內即可能在國內流傳，故為蓄積鑑定能量，
除充實相關檢驗設備，並積極建置相關毒品資料庫，當未經列管、具成癮性、社會危害
及有濫用可能之新興藥物出現，即啟動預警機制予以專案列管。自 95 年納入防毒監控
組以來，警政署共提報 18 項二至四級新興毒品列管在案，其中 2 項通過列為第四級毒
品先驅原料藥之一，乃 96 年國內興起之「鹽酸羥亞胺（Hydroxylimine‧HCl）」，其為
製造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之先驅原料，為爭取控管時效，警政署與法務部及衛生福利部通
力合作下，於 96 年 12 月正式將「鹽酸羥亞胺」列管在第 4 級毒品：毒品先驅原料第 8
項，即時有效嚇阻不法者將其用於毒品製造工廠，由統計發現以「鹽酸羥亞胺」為先驅
原料製造第 3 級毒品愷他命毒品製造工廠」案件，由 95 年濫觴及 96 年熾盛之後，97
年急遽下降，甚至 98 年警察機關僅查獲 1 件第 3 級毒品愷他命毒品製造工廠案，可知
先驅原料「鹽酸羥亞胺」之列管，業已實際發揮阻斷國內製造愷他命毒品之成效。
惟 100 年 12 月起警政署陸續由鑑定案例中，發現有「鄰-氯苯基環戊基酮」成分之
新興先驅原料，經鑑定發現係為取代已被列管之第四級毒品：毒品先驅原料「鹽酸羥亞
胺」之新興製毒手法，研判係「鹽酸羥亞胺」於 96 年列管後，因取得不易，製毒者改
用「鄰-氯苯基環戊基酮」為原料，配合自動化方式，快速製造鹽酸羥亞胺及 K 他命。
為避免該化工原料淪為新興製毒原料，並掌握先期控管時機，於 101 年 6 月提報經濟部
評估列管「鄰-氯苯基環戊基酮」。案經跨部會署協調會議決議略以：「鄰氯苯基環戊基
酮」經調查無產業用途，且為製造「鹽酸羥亞胺」之先驅原料，建議逕向「毒品審議委
員會」提報，將其儘快列為第四級的毒品先驅原料加以管控，以杜絕流供愷他命之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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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亦於 101 年 12 月毒品審議委員會第五屆第四次會議研議是否「鄰-氯苯基環戊基
酮」將列入毒品先驅原料管控，經與會委員全體通過，將其列為第四級毒品：毒品先驅
原料管控，行政院於 102 年 3 月公告列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級毒品毒品先驅原
料第 9 項。該毒品原料自 102 年 3 月列管後，迄今（103 年 3 月）送驗製毒案件中僅發
現 1 例檢出該原料成分，顯見其管控有所成效。
表一：警政署歷年來所提報毒品品項及列管等級
項次

公告（年）

毒品名稱

1

94

2

95

3

96

4

98

5

99

6

99

7

100

8

100

9

101

10

101

11

101

12

102

13

102

14

102

15

102

16

102

17

103

XLR-11

18

103

25B-NBOMe

2C-B
4-溴-2,5-二甲氧基苯基乙基胺
Para-methoxymethamphetamine、PMMA
對-甲氧基甲基安非他命
Hydroxylimine
鹽酸羥亞胺
4-Methoxy-N-ethylamphetamine、PMEA
對-甲氧基乙基安非他命
4-methylmethcathinon、4-MMC
4-甲基甲基卡西酮
5-methoxy-N,N-diisopropyltryptamine
5-甲氧基-N,N-二異丙基色胺
Para-Chloroamphetamine、PCA
對氯安非他命
bk-MDMA(Methylone)
3,4-亞甲基雙氧甲基卡西酮
3,4-Methylenedioxypyrovalerone、MDPV
3,4-亞甲基雙氧焦二異丁基酮
o-Chlorphenyl cyclopentyl ketone
鄰-氯苯基環戊基酮
4-Methylethcathinone、4-MEC
4-甲基乙基卡西酮
2-Fluoromethamphetamine
2-氟甲基安非他命
3-Chloroamphetamine
3-氯安非他命
Chloromethamphetamine、CMA
氯甲基安非他命
Phenazepam
芬納西泮
Fluoromethcathinone、FMC
氟甲基卡西酮

列管等級
第三級
第三級
第四級毒品先驅原料藥
第三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三級
第三級
第二級
第四級毒品先驅原料藥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三級
通過審議列為第三級，
待行政院公告
通過審議列為第三級，
待行政院公告

掌握新興製毒趨勢，推動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列管及宣導
國內毒品犯罪型態隨著時代變遷，且網路製毒資訊流通迅速，導致製毒案件有日益
增多之趨勢，此外，鑑於製毒案件為毒品氾濫之源頭，尤其製毒工廠環境內充滿危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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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品，亦有火災及爆炸案例之發生，對於製毒案件常用之化學物質應加強列管，以避免
流供製造毒品之用途。為加強「防毒監控」作為，有效防制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流供製
毒使用，警政單位與經濟部工業局於 100 年 11 月起，建立情資交換平台及聯絡窗口，
以該聯繫平台結合各治安機關，積極監控新興毒品及其發展、製造趨勢，發現有濫用及
流供製毒之可能性，即時提出預警，建請主管機關修法管控。
經濟部主管之「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之種類及申報檢查辦法」，於 99 年前將先驅
化學品工業原料依其特性分為甲類（參與反應並成為毒品之化學結構一部份者，共 10
項）
、乙類（參與反應或未參與反應並不成為毒品之化學結構一部份者，共 7 項）2 類。
惟鑑識單位經勘察製造甲基安非他命及愷他命毒品案件，發現多種化學品，如亞硫醯氯、
紅磷、碘等均未列入管制品項。為防制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流供製造毒品，於 99 年 4
月彙整相關結果後行文主管機關經濟部，建議增加列管國內常見製毒案件之化學品工業
原料：亞硫醯氯、氯化鈀、紅磷、碘、氫碘酸、次磷酸、甲胺及苯甲酸乙酯等 8 項。案
經產業調查、廠商宣導說明會、跨部會署之協調會議及行政院 99 年 12 月 24 日召開「行
政院第五次毒品防制會報」等會議決議，經濟部先於 100 年 4 月完成「先驅化學品工業
原料之種類及申報檢查辦法」修訂正式公告作業，並自 100 年 7 月起正式實施。經管控
後發現，警政署查獲製毒案件數相較未列管前呈明顯遞減趨勢，顯示對於推動先驅化學
品工業原料管控，已發揮具體成效。
惟製毒手法日新月異，在 100 至 101 年間，經持續監控及鑑定結果發現，
「苯乙腈」
、
「硝基乙烷」及「4-氯苯甲醛」等 3 項未列管之工業原料，為可供製造安非他命類毒品
之替代原料，為免新興製毒試劑外流，警政署除通報經濟部外，並立即配合主管機關於
北、中、南三梯次，向業界廠商宣導管控增列品項之緣由，期能取得廠商之配合與認同，
藉由申報及檢查作業程序掌控原料流向，以達先期預警機制，阻斷製毒原料來源管道，
確保防制毒品製造於未然。
表二：警政署歷年來所提報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品項及列管等級
項次

公告（年）

1

100

2

100

3

100

4

100

5

100

6

100

7

100

8

100

9

101 提案

10

101 提案

11

101 提案

毒品名稱
亞硫醯氯
Thionyl chloride
氯化鈀
Palladium chloride
紅磷
Phosphorus, red
碘
lodine
氫碘酸
Hydriodic acid
次磷酸
Hypophosphorous acid
甲胺
Methylamine
苯甲酸乙酯
Benzoic acid ethyl ester
(Ethyl benzoate)
苯乙腈
Benzyl cyanide
硝基乙烷
Nitroethane
4-氯苯甲醛 4-Chlorobenzaldehy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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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等級
甲類
甲類
甲類
甲類
甲類
甲類
甲類
乙類
審議中
審議中
審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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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分析與未來展望
探就先驅藥用原料(管制藥品原料)及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管理制度，國內藥用原
料係依「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採證照管理制度，即符合醫療及科學使用者，經主管機關
衛生福利部審核通過後發予管制藥品登記證，並申報使用情形，此一管理方法限縮藥用
原料之使用對象，減少藥用原料流供製毒之管道；再觀察另一重要工業用先驅化學品之
管理，依法僅能要求廠商對進出口及販賣等行為定期申報，但對於使用者並無管理措施。
探其原因乃經濟部主管「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之種類及申報檢查辦法」係依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 31 條-經濟部為防制先驅化學品之工業原料流供製造毒品，得命廠商申報該項
工業原料之種類及輸出入、生產、銷售、使用、貯存之流程、數量，並得檢查其簿冊及
場所。母法明文規定管理對象係廠商而非使用者。參考國外對先驅化學品之管理發現，
部分國家採證照申請制度，即管理廠商及使用者，掌握源頭及流向，以阻絕非法製毒者
取得先驅化學品之來源。綜上，在先驅原料管控強度上宜就產業經濟發展及打擊毒品犯
罪等層面取得平衡。
結語
參考聯合國世界毒品報告書，美國在 2005 年實施的國內先驅物管制措施後，美國
市場的安非他命類毒品生產發生了巨大衝擊，產地紛紛轉移到墨西哥。隨後墨西哥於
2007 年啟動先驅物管制措施。由於這些措施，致使毒品的出現價格上升但純度下降情
形。同時亦有跡象顯示，販運者正在再度進行調整，尋找新的先驅物來源、新型藥物合
成技術，以及新的生產所在地國。為此世界各國反毒政策的趨勢，都將反毒的前線，由
緝毒進一步推進到防堵藥用原料藥及工業原料流供製毒使用，以求在犯罪尚未萌發之前
，就斷絕其發生的可能性，也是行政院要求防制毒品追本溯源的目的。然而製毒之犯罪
手法日新月異，所使用的原料也預期會推陳出新，為強化防毒監控之防線，鑑定單位持
續從製毒案件中發現之新興先驅原料，藉由跨部會通報機制，報請主管機關研議列管，
期能防堵先驅原料流向製毒者，以杜絕新興毒品之氾濫，落實政府反毒政策，維護全國
人民之健康福祉，共創無毒家園。
（楊勝雄先生為刑事警察局鑑識科警務正，黎添來先生為刑事警察局鑑識科股長，
謝金霖先生為刑事警察局鑑識科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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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勘察人員出庭經驗分享—
以彰化縣轄內王○榮命案為例
趙明海、楊易達、彭樹庭、廖光啟
前言
英美法制之「交互詰問(cross-examination)」包含主詰問、反詰問、覆主詰問、覆反
詰問等詰問程序，而對證人、鑑定人之「交互詰問」更被認為是發現真實的利器。國內
刑事訴訟制度自 92 年 9 月 1 日由「職權進行主義」改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
，除
採用交互詰問制度外，亦強化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惟實務上法官需撰寫判決書內容，
無法完全客觀、中立，依職權介入訴訟關係之詰問，或傳喚證人相當普遍。國內「交互
詰問」制度至今已逾 10 年，現場勘察人員於法庭陳述所見所聞或鑑定人說明鑑定結果
及依據已是常態。筆者自 90 年起從事鑑識工作迄今，共被以證人身分傳喚 4 次(檢察官
1 次；法官 3 次)，深覺蒞庭經驗重要性，故以本(103)年 2 月出庭擔任彰化縣 102 年轄內
發生之王○榮命案證人為例，針對出庭前整備及蒞庭接受法官、檢察官及律師詰問時應
答技巧，整理分述如下，提供鑑識伙伴參酌。
(一)與傳喚法官(或檢察官)書記官聯繫出庭目的
鑑識人員係秉持科學精神，於不偏袒任何一方情況下，就現場所見結合所學研判最
合理之案發過程。依刑事訴訟法第 228 條「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
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前項偵查，檢察官得限期命檢察事務官、第 230 條之司法
警察官或第 231 條之司法警察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並提出報告。必要時，得將相
關卷證一併發交。」國內現場勘察人員及刑事警察局鑑定人員均是通過警察特考取得公
務員資格，屬法律規定受檢察官指揮之司法警察(官)。故檢察官大都會引述現場勘察人
員製作之現場勘察報告或鑑定人出具之鑑定書內容對被告提起告訴，理論上鑑識人員算
是檢察官之友性證人。故若係檢察官傳喚大多會告知出庭目的，而法官傳喚部分，因其
身分中立之故有時不會告知出庭原因。
現場勘察人員收到法院或地檢署之證人傳票時，可先與法官或檢察官之書記官聯繫
，瞭解傳喚出庭目的，俾利整備相關資料，以免蒞庭時無法給予充分回答，造成社會成
本之浪費。
(二)詳閱現場勘察報告及與單位資深同仁討論
現場勘察人員收到傳票時，案件可能已發生超過幾個月或是逾年，記憶可能已無法
回憶案情，需透過案發當時撰寫之現場勘察報告才能喚起勘察情形，不似鑑定人大多僅
需回答鑑定結果及鑑定方法即可。
筆者本次出庭係死者遭被告以大型刀刃砍殺致死案，電洽本案傳喚之法官書記官時
，渠告知「偵查不公開，出庭就知道，無法告知傳喚原因!」係筆者第一次遭遇到情形。
另本案開庭前一星期法官帶同案件承辦人、被告及其律師至案發現場進行行兇過程模擬
，故筆者出庭前先與案件承辦人聯繫知悉法官待釐清事實為何及被告陳述情形，並詳閱
勘察報告內容，預擬可能詰問問題及答案、關鍵跡證採證位置與結果，並影印勘察報告
函發相關單位後，本局接獲之鑑定書供法庭上使用。
因本案勘察報告所附現場影像係 1 張 A4 紙張內有 6 張照片，可能會造成部分影像
較小無法清晰辨識，故出庭前將一些可能造成系爭影像放大成 A4 大小，並以螢光筆標
記，讓審、檢、辯三方明白勘察報告及影像所示內容，減少因文字說明無法傳遞表達專
業資訊之窘境。
此外筆者亦於出庭前一個星期與單位主管、股長討論準備情形，期藉由渠等豐富勘
察經驗提供意見，讓代表單位出庭同仁更有信心，進而於法庭上自信且專業陳述勘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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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三)製作個人履歷資料
依據刑事審判實施詢問及詰問參考要點，「主詰問」有可能針對證人、鑑定人之身
分、學歷、經歷做詰問，藉以確認擔任證人回答問題之適格性。現場勘察人員隨著年資
增加，勘察案件量也隨之增加，平時若無整理個人履歷習慣，臨時要製作一定會掉三落
四無法完整，建議鑑識人員平時即彙整製作個人履歷，包含學歷、考試及格、相關受訓
講習成績合格結業、專業學會會員資歷、歷任職務、曾獲獎項、出庭作證、參與偵辦現
勘破案之重大刑案等資料，隨時更新履歷，待出庭時提供法官、檢察官知悉，讓他們對
現場勘察人員做為證人之適格性有更深瞭解。
現場勘察人員有些外表看起來較為年輕，易造成審、檢、辯三方之刻板印象，產生
較多不信任感。筆者此次出庭時提示個人履歷後，明顯受到較好尊重，建議鑑識界先進
若有出庭之需要時可以備託個人履歷，減少因外表所衍生之主觀印象。
(四)專業形象展現
筆者 4 次出庭經驗發現同案證人大都穿著簡便衣服，亦曾見過證人著拖鞋短褲出庭，
感覺較不尊重，雖說穿著整齊不一定代表專業，但卻可讓人感覺對本次出庭的重視，建
議出庭之現場勘察人員著套裝，給予第一眼好印象。
筆者出庭前會研究參考先進出庭經驗，使自己熟悉可能被詰問問題，而因本案係砍
傷致死，研判出庭可能會被詰問有關血跡噴濺問題，故特準備「血跡噴濺痕」(翁景惠、
程曉桂著，型態性跡證系列叢書)書籍，庭訊時若有訊問研判依據時可增加證言之可性
度。
隔行如隔山，審、檢、辯人員對法律有其專業性，但對於鑑識用語可能較難理解，
建議回答問題時，可輔以肢體語言，藉由肢體動作讓在場人員能立即瞭解所欲表達意思。
知名國際鑑識專家李昌鈺博士即係一位善用肢體語言之專家證人，最為人熟知即是在法
庭上模擬血跡噴濺型態，除讓在場人員印象深刻外，也讓人信服其證詞。
筆者以本次出庭審判長有 1 提問「死者身上 166 公分，現場牆面上血跡噴濺最高為
170 公分，請回答是否合理?」為例，說明運用肢體動作的好處。這個問題就我們學過血
跡噴濺之鑑識人員而言都會覺得很簡單，但誠如筆者前段所述，法庭上其他人員非鑑識
本科系出身，不懂係很正常。筆者當時即起身離開證人座位，手拿「血跡噴濺痕」書籍
說明，並搭配肢體動作，以雙手擺動方式讓在場人瞭解為何噴濺高度會比較高之合理性，
另講授血跡噴濺基本概念。筆者發現陳述後，審判長及陪審法官均有一種恍然大悟「原
來如此」的表情，同時也為自己贏得尊重及成就感。
(五)仔細聆聽庭訊問題
審、檢、辯人員傳喚現場勘察人員出庭，不外是希望由證人口中得到他想要的答案，
加強其心證，建議出庭人員一定要聽清楚提問問題，謹慎回答。另陳述意見後要仔細觀
看證人座位前螢幕，確保書記官繕打文字是否是自己所要表達意思，用語有誤或是曲解
本意要當庭跟審判長反應及要求修正，如此才算真正發揮專業素養。
鑑識人員在求學過程幾乎都有學過指紋、法醫、血跡噴濺、槍彈等課程，對於基本
理論都有一定程度瞭解，幾乎可回答庭上詰問所有問題，但因工作屬性不同，各縣市(政
府)警察局鑑識中心、鑑識課(科)之鑑識人員大多是第一線現場勘察人員，證物處理僅到
前處理階段，無法再做後續成分鑑析或鑑驗 DNA-STR 型別，故回答問題時要慎重，筆
者以本次出庭審判長及律師提問為例，說明如何回答可能因資格不符遭詰問之問題。
審判長：
「請問死者右胸傷口係 1 刀造成嗎?係由正面砍至背面還是由背面砍向正面?」
現場勘察人員隨著勘察經驗增加，往往可以由傷口是否有收尾現象，及結合現場跡證研
判刀勢方向，但因我們法醫學所學知識有限，非受過正統法醫訓練，資格上可能會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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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故筆者當庭陳述：「此部分請請教法醫師。」
律師：「血跡清洗到什麼程度還可鑑定出 DNA-STR 型別。」我們都知清洗方式會
影響鑑定結果，採樣方式也是如此，但因縣市現場勘察人員大都未實際從事生物性證物
之 DNA‐STR 鑑定，除非曾做過此類研究，具有完備學識背景可供佐證，否則建議回答：
「此問題請請教鑑定單位較為合適。」
結論
國內現行交互詰問並非正統「交互詰問」
，有些程序並未確實依照此制度進行詰問，
惟仍建議瞭解此制度流程，才能知悉可能被詰問問題及如何整備出庭資料，並隨時汲取
先進出庭經驗分享，學習表達技巧，另注意出庭儀表，展現專業形象，如此才算是一次
完美之出庭。
(趙明海先生為彰化縣警察局鑑識課警務員，楊易達先生為彰化縣警察局鑑識課課長，
彭樹庭女士為彰化縣警察局鑑識課股長，廖光啟先生為彰化縣警察局鑑識課股長)

17

社團法人臺灣鑑識科學學會會刊第十二期

鑑識專題

由司法實務觀點論槍彈送驗程序
魏志勝
刑事訴訟法目的在於均衡保障人權與公共利益，所謂的公益是國家刑罰權的正確實
現。「證物監管鏈」是刑罰權正確實現的必要手段，旨在擔保自偵查到審判之證物同一
性不變。惟不同證物基於犯罪構成要件而有不同的要求，本文以下先討論現行司法實務
對槍彈封緘的證據適格性標準，延申討論當不具證據適格性時，基於改造、制式或仿造
槍枝如何影響其零組件之法律地位。另從槍彈「殺傷力」要件建議槍彈證物監管鏈之封
緘方式。最後討論管制槍枝適用「子彈」送驗問題，從司法實務管制觀點，討論子彈彈
殼送鑑必要性。
一、本文案例主要事實
被告甲○○基於販賣槍砲之主要組成零件之概括犯意，自民國 93 年 3 月起至 94
年 5 月止，以「槍械城」及帳號「niny999a」名義，連續在 YAHOO 奇摩拍賣網站上刊
登廣告，供不特定人出價競標，販賣德國 UMAREX 廠等之空氣槍。另於民國 94 年間，
在某不詳時地，以不詳方法，取得德國 UMAREX 廠型號 CP88 口徑 4.5mm ，以小型鋼
瓶內含二氧化碳氣體為發射動力、彈丸單位面積動能達 20.51 焦耳／平方公分之具有殺
傷力空氣長槍 1 枝，即未經許可而予以持有。嗣於 94 年 5 月間被警方在桃園縣當場查
獲扣得如后述之附表一、二之空氣長、短槍合計 27 枝等物。
二、本文案例鑑定結果1
(一)、本件扣案附表一槍枝，經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驗，結果認德國 UMAREX
廠型號 CP88 口徑 4.5mm 空氣槍，以小型二氧化碳高壓鋼瓶內氣體為發射動力，
機械性能良好，可發射同口徑之金屬彈丸，經實際裝填直徑 4.5mm、重量 0.52
公克之鉛彈試射 3 次，單位面積動能分別為每平方公分 20.51、21.25、20.14 焦
耳。
(二)、本件扣案附表二槍枝，經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驗，結果認分別係美國
CROSMA N 廠型號 1077W 口徑 0.177 吋空氣長槍 1 枝、空氣長槍 1 枝、德國
UMAREX 廠型號 92FS 口徑 4.5mm 空氣槍 12 枝、德國 UMAREX 廠型號 CP99
口徑 4.5mm 空氣槍 8 枝、德國 UMAREX 廠型號 CP88 口徑 4.5mm 空氣槍 4 枝、
德國 UMAREX 廠型號 1911A1 口徑 4.5mm 空氣槍 1 枝，經分別裝填鉛彈，各
試射 3 次之結果，單位面積動能均未達每平方公分 20 焦耳。
三、未封緘槍枝於程序法效果
(一)、本文案例被告第一審抗辯
本案被告甲○○堅詞否認有持有、販賣具殺傷力空氣槍，稱：「警方於查獲槍枝
時，我曾要求將全部查獲之槍枝編號、記明槍枝號碼並按捺指印，以防槍枝遭掉
包栽贓，惟員警並未同意，扣案如附表二所示槍枝確係於案發當天查獲我所有之
槍枝無誤，惟附表一所示槍枝並非我所有。」經前述鑑定結果附表二空氣槍均無
殺傷力，只有附表一空氣槍有殺傷力，被告避重就輕的意圖至為鮮明。
(二)、本文案例第一審見解2
刑事訴訟法第 133 條第 1 項、第 139 條分別明文「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
扣押之。」、「扣押，應製作收據，詳記扣押物之名目，付與所有人、持有人或
保管人。扣押物，應加封緘或其他標識，由扣押之機關或公務員蓋印。」
，次按
1

2

內政部 94 年 8 月 1 日內授警字第 0940101014 號函、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94 年 6 月 20 日刑鑑字第
0940083375 號函。
參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5 年度訴字第 811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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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 148 條亦明定「在有人住居或看守之住宅或其他處所內行搜索或
扣押者，應命住居人、看守人或可為其代表之人在場；如無此等人在場時，得
命鄰居之人或就近自治團體之職員在場。」
按刑事訴訟法第 158 條之 4 明文「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
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
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
另按3「刑事訴訟，係以確定國家具體之刑罰權為目的，為保全證據並確保
刑罰之執行，於訴訟程序之進行，固有許實施強制處分之必要，惟強制處分之
搜索、扣押，足以侵害個人之隱私權及財產權，若為達訴追之目的而漫無限制，
許其不擇手段為之，於人權之保障，自有未周。故基於維持正當法律程序、司
法純潔性及抑止違法偵查之原則，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不得任意違背法
定程序實施搜索、扣押；至於違法搜索、扣押所取得之證據，若不分情節，一
概以程序違法為由，否定其證據能力，從究明事實真相之角度而言，難謂適當，
且若僅因程序上之瑕疵，致使許多與事實相符之證據，無例外地被排除而不用，
例如案情重大，然違背法定程序之情節輕微，若遽捨棄該證據不用，被告可能
逍遙法外，此與國民感情相悖，難為社會所接受，自有害於審判之公平正義。
因此，對於違法搜索、扣押所取得之證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為兼顧程序正
義及發現實體真實，應由法院於個案審理中，就個人基本人權之保障及公共利
益之均衡維護，依比例原則及法益權衡原則，予以客觀之判斷。」
經查，刑事訴訟法之立法目的，即在透過刑事訴訟程序之設計，實現實體
真實之發現與法治程序之確保，而首揭刑事訴訟法第 139 條第 2 項關於扣押物
應加封緘或其他標識，並由扣押之機關或公務員蓋印之規定，考其立法意旨，
除為避免受搜索人之財產權遭受不當侵害，更在確保扣押物於扣押之始以至偵
查、起訴、審判、執行等訴訟進行過程中之同一性，以保障實體真實發現。而
刑事訴訟法第 148 條有關在住宅或其他處所內搜索時，需有居住人、看守人、
得為代表之人、鄰人或自治團體職員在場之規定，其旨亦在經由在場親自見聞
搜索過程之人見證該搜索扣押程序之正當性，暨扣案物確係由搜索現場扣得無
誤，以擔保扣押物之真實性、完整性與同一性，是在場之人於公務員製作之封
緘、扣案物本身或扣案物品封口處等位置上簽名或捺印以為確認，核屬為達上
開見證目的所需之必要程序，其理自明。
本件扣押物品非但自始即未經執勤員警依執行扣押之程序規定，加封緘並
由扣押機關蓋印其上，亦未曾由在場之人即受搜索人甲○○抑或甲○○之妻於
扣案物本身或扣案物封口處簽名捺印，則本案嗣後偵查程序中所送鑑之扣案物，
甚或嗣於審理過程中呈現於審判庭之扣案物，是否均與查獲當時之物品相同，
已非無疑。是違背扣案物應予封緘蓋印之法定程序，非惟已違反程序正義之保
障，復因扣案物本身及其包裝、封口均未經實施搜索程序之員警封緘、 蓋印，
亦無搜索時在場人之簽名、捺印，顯然無從擔保扣案物於刑事訴訟程序全程始
終之同一性，而使該扣案物與本案之關聯性無從認定，逕以渠等未經封緘蓋印
之扣押物為證據而於刑事審判程序中予以調查，非但無從達成發現實體真實之
目的，反將戕害司法之公信力，而使刑事訴訟制度所欲達成程序正義及真實發
現之目的兩敗俱傷，故基於維持正當法律程序、司法純潔性並抑止違法偵查，
扣案如「附表一」所示槍枝 1 枝不得作為本案之證據。至本件如附表二所示槍
枝 26 枝固未經實施搜索扣押之員警製作封緘並蓋印其上，惟業經被告供承為其
3

參見最高法院 93 年臺上字第 664 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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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而得認定其與本案查獲當時所扣押之物具同一性，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目
的，且被告及其選任辯護人於審判程序中，就扣案如附表二所示槍枝之證據能
力均表示無意見，是其程序違反對被告權利侵害較微，是兼衡被告人權之保障
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應認扣案如附表二所示槍枝 26 枝，均得為本件認定被
告犯罪事實存否之證據。
(三)、小結
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刑訴法)第 133 條第 1 項為法定扣押物品要件，刑訴法第
139、148 條為扣押法定程序要件，至於違反法定程序要件之法律效果則規定在刑訴
法第 158 條之 4。值得說明為刑訴法第 139 條「封緘」規定，僅明文由扣押機關執
行人員蓋印於扣押物上，未明文受扣押之人是否須蓋印?因此本案被告抗辯員警不讓
其捺印指紋在封緘條上，從法條形式以觀，確實符合法定程序。惟前述實務見解擴
張刑訴法 148 條「在場」規定之內涵，認為所謂扣押之人「在場」旨在保障證物同
一性，故由在場人蓋印於封緘條上屬踐行「在場」之必要程序，並非僅要求受扣押
人在場觀看即為已足。綜上所述，因實務擴張「在場」要件，從而認定本案執行人
員未踐行法定程序。
本案未依規定讓受扣押人捺印於機關封緘條上之法律效果問題，由於本案所確
定的事實是執行人員連最基本的刑訴法 139 條程序都未能遵守，即便未擴張刑訴法
第 148 的「在場」要件，仍可確定程序違法。實務認為就此違法已使程序法所重視
的「程序正義」及「實體真實發現」均無法實現，故排除附件一具有殺傷力槍枝的
證據適格。
上開證據排除的論證值得說明，由於刑訴法第 158 條之 4 只言明應審酌「人權
保障」及「公益維護」判斷證據適格，前述實務見解似將法條抽象要件具體化為「程
序正義」及「實體真實發現」的標準，惟「程序正義」有不夠明確的問題存在，並
無法單獨作為法條適用標準，但將「實體真實發現」要件合併觀察，可以得知程序
違法，若妨礙實體的發現，即證物同一性的確保時，即可作出排除證據適格的結論；
反之若僅單純違反程序規定，但該程序規定的目的並非在擔保證物同一性時，則不
會導出排除證據適格性的結果。
綜上，刑訴法 139、148 可為封緘相關規定，且程序目的在擔保證物同一性，而
證物同一性在槍枝是否被管制的重點在於殺傷力同一性，故從槍枝鑑驗的角度，如
何確保槍枝殺傷力同一性是封緘的重點。
四、檢討常見以嫌犯捺印槍枝握把代封緘之法律管制問題
(一)、不具殺傷力之槍枝是否仍屬槍枝管制零件
1、本文案例檢方上訴見解
附表二槍枝均為美、德等國「原廠」生產製造之空氣槍，其原型本具有殺
傷力，並非國內玩具槍工廠所仿製者，經證人楊○○證述明確，並有德國
UMAREX 等廠提供之槍枝基本資料可稽。一把原廠製造之「制式槍枝」縱因故
無法發射，惟其主要組成零件，例如槍管、槍身、扳機、撞針、擊錘、轉輪、
滑套、彈匣等，仍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4 條第 2 項公告管制之零件，因
該等零件仍可供組成其他原廠制式槍枝之用。
2、本文案例第二審實務見解4
(1)、事實認定部分5
4

5

參見臺灣高等法院 97 年度上訴字第 3651 號刑事判決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97 年 12 月 23 日刑鑑字第 0970183565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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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槍枝經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驗各試射 3 次結果，其單位面積
動能均未達每平方公分 20 焦耳，是上訴理由所引之證人楊○○於原審證述之該等
空氣槍均為美、德等國「原廠」生產製造之空氣槍，其原型本具有殺傷力一節，
與鑑定結果並不相符。
除原附表二編號四之 8 枝槍枝中之管制編號Ⅹ號之槍枝其出氣嘴明顯大於其
他 7 枝同型槍枝之出氣嘴外，其他均未發現有明顯車造之痕跡，無法證明被告有
將原具殺傷力之槍枝改造降低動能，變成不具殺傷力之空氣槍，以規避法律制裁；
而該管制編號Ⅹ號槍枝，其較大出氣嘴內具螺旋狀之痕跡，惟該痕跡係人工使用
工具產生所致或係以機器製造產生之痕跡，則難研判。是該較大出氣嘴之槍枝既
無法研判是否係經改造，且其出氣嘴較大仍不具殺傷力，亦難認係被告刻意將之
降低動能變成不具殺傷力。
(2)、法律適用部分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4 條第 2 項就槍枝之主要組成零件予以管制，其立法
目的係為防止不法之徒利用化整為零之方式，逃避法律制裁。故具殺傷力之槍枝
其主要組成零件，例如槍管、槍身、扳機、撞針、擊錘、轉輪、滑套、彈匣等，
仍屬同條例第 4 條第 2 項公告管制之零件；反之，不具殺傷力之槍枝，自不得再
以其槍身等各零件認屬於同條例第 4 條第 2 項之槍枝主要組成零件，否則不啻謂
行為人持有不具殺傷力之槍枝無法處罰，尚可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13 條入
其於罪，顯非立法本意。不問該扣案附表二槍枝究係玩具槍或空氣槍，其鑑定結
果均不具殺傷力，業如上述，自難再就其各組成零件對被告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
條例第 13 條第 1 項相繩6。
3、小結
有關不具殺傷力之槍枝是否仍屬槍枝管制零件?實務前後見解不同值得注意。
早期司法院7採肯定說，該次司法院法律問題座談會討論之法律問題涉及改造玩具
手槍經鑑定不具殺傷力，司法院決議認為其撞針仍屬內政部 86 年 11 月 24 日所公
告之手槍主要組成零件，故仍構成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13 條第 4 項之未經許
可持有槍砲之主要組成零件罪。惟此見解最高法院認為違反同條例第 4 條第 2 項
之立法目的解釋，改採否定說。
前述實務見解似未就槍枝是否為「制式」槍枝而異其結論，惟查臺灣高等法院
97 年度上訴字第 3651 號刑事判決之理由「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4 條第 2 項
之立法目的係為防止不法之徒利用化整為零之方式，逃避法律制裁。從而承上所
述，一把原廠製造之制式槍枝縱因故無法發射，惟其主要組成零件，例如槍管、
槍身、扳機、撞針、擊錘、轉輪、滑套、彈匣等，仍屬同條例第 4 條第 2 項公告
管制之零件，因該等零件仍可供組成其他原廠制式槍枝之用。」前開實務理由可
知仍需就無殺傷力槍枝是否為「改造」或「制式」槍枝進一步判斷零組件是否仍
為法律管制。
本文認前述實務標準可歸納：「若涉案槍枝為制式槍枝，則縱然因為偶然因素
而經鑑定無殺傷力，其零件仍為管制物品而有刑事責任；惟若涉案槍枝為改造槍
6

7

此為最高法院一貫見解。參臺灣高等法院 97 年上訴字第 3651 號刑事判決：「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4 條第 2 項就槍枝之主要組成零件予以管制，其立法目的係為防止不法之徒利用化整為零之方式，逃避
法律制裁。故具殺傷力之槍枝其主要組成零件，例如槍管、槍身、扳機、撞針、擊錘、轉輪、滑套、
彈匣等，仍屬同條例第 4 條第 2 項公告管制之零件。反之，不具殺傷力之槍枝，自不得再以其槍身等
各零件認屬於同條例第 4 條第 2 項之槍枝主要組成零件，否則不啻謂行為人持有不具殺傷力之槍枝無
法處罰，但尚可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13 條入其於罪，顯非立法本意。」
參民國 87 年 2 月 27 日司法院第三十八期司法業務研究會研討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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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經鑑定無殺傷力，則嗣後並不能再以槍枝零組件刑事責任相繩。」至於介於「改
造槍枝」與「制式槍枝」之間的「仿造槍枝」應歸類為何者?此問題實益在於「仿
造槍枝」經鑑定無殺傷力是否仍有涉及槍枝零組件之刑事責任，經查臺灣高雄地
方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82 號刑事判決理由8採「仿造槍枝」與「制式槍枝」同視之
見解，本文深感贊同。
(二)、槍枝以捺指紋於握把代封緘之證據能力
刑事訴訟法要求扣押物應依法封緘，旨在確保證物同一性，從槍枝鑑識的角度就
是確保殺傷力狀態的同一性。此同一性的判斷在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尤具實益，理
由在於該特別法責任嚴酷，法院通常會對殺傷力之判斷採較嚴格認定，而所謂嚴格認
定通常是指「程序面」而言，蓋殺傷力的事實評價已有每平方公分 20 焦耳的客觀標準
較無問題。程序面如何確保槍枝殺傷力狀態的同一性極為重要。
一把涉案槍枝殺傷力有無，撞針可否發揮作用或有無槍管至為關鍵。因此，僅令
嫌犯捺印於槍枝握把上以為封緘，若嫌犯抗辯該扣押之槍枝原滑套內撞針缺損、槍機
故障或槍管欠缺等。依照前開實務揭示的證據排除標準，應會認為僅槍身大部零件具
同一性，而依照嫌犯所抗辯的究為撞針、槍機、槍管，而分認不具同一性，致不得供
為本案證據。因此論罪依據就只剩其餘槍枝零件，此時縱然鑑定書出具有殺傷力的鑑
定結果，但法院於評價殺傷力時，須將不能證明有同一性之零件鑑定結果扣除而為判
斷，此時必定會導致無殺傷力結論。雖仍有以槍枝主要零組件論罪問題，但配合前述
本文歸納的實務標準，若該槍枝為改造槍枝，則只要殺傷力欠缺，就不得再論以主要
零組件之責，如此嫌犯則因採證扣押程序輕易脫逸本應負之刑責，判決結果若經媒體
披露必定重傷警察專業形象，不可不慎。
(三)、本文建議之槍枝封緘方式
本文建議槍枝宜以證物袋封緘，並於封口處請嫌犯捺印或簽名，若嫌犯已逃逸，
採證人應於封口處簽名捺印。鑑識單位若遇送驗單位未依規定封緘即行送驗，應要求
其封緘後再行受理鑑驗。於鑑驗時應先拍攝封緘情形，並於鑑驗完畢後封緘交送驗單
位領回。若無證物袋，只僅有膠帶及標籤紙，也應注意如何封緘，始能擔保滑套內槍
管、撞針、槍機及擊鎚等重要零件之同一性問題。
五、論「子彈」法律管制與送驗
(一)、「子彈」之法律管制定位
我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彈藥：指前款各式槍砲所使
用之砲彈、子彈及其他具有殺傷力或破壞性之各類炸彈、爆裂物。」因此「彈藥」一
詞為最上位概念，其內涵可分為明文列舉之彈藥，如「砲彈」
、
「子彈」
，亦有一般性概
括條款之「炸彈」
、
「爆裂物」
。因此「彈藥」的下位內涵有「砲彈」
、
「子彈」
、
「炸彈」、
「爆裂物」
，且均以具殺傷力為必要。
「子彈」的殺傷力，以刑事警察局的鑑定書為例，
係以可否擊發為殺傷力標準，但爆裂物則是以物具有爆發性，且有破壞力，可於瞬間
將人及物殺傷或毀損者而言9。
值得說明的是前述分類概念的理解，在其零組件是否仍為法律管制有重大實益，
以「彈殼」是否為「子彈」或「炸彈」的管制零件問題為例，經查內政部（86）台內
警字第 8670683 號公告，明文彈殼為「炸彈」的管制零件，但卻未就「子彈」的管制
零件為規定，故實務見解如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2 年度上訴字第 1182 號刑事判決
10
肯定「彈殼」非「子彈」之管制零件。惟有部分檢察官11仍認「子彈」之「彈殼」為
8

法源法律網 http://fyjud.lawbank.com.tw/list2.aspx，最後瀏覽日期為 103 年 3 月 3 日。
參照最高法院 22 年上字第 4131 號判例意旨。
10
判決理由摘錄：「子彈 10 顆，均已經鑑定單位人員試射後，僅餘彈頭及彈殼，而已失其子彈之型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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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零組件聲請法院沒收而被法院駁回。
(二)、子彈之彈殼、彈頭之送驗必要
送驗證物通常必具有「證據性」或「違禁物性」之一種，由於子彈之彈殼及彈頭
部分，前已述明不具「違禁物性」
，故建議查扣單位送驗子彈之「彈殼」或「彈頭」時
只需考慮「證據性」即可，即其上之物理性或生物性跡證是否有鑑驗必要性，如無必
要則毋庸送鑑。惟目前連檢察官都具有誤會的情形，實難期待執行扣押及送驗單位可
正確節省鑑識資源。
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證據性」除了生物性及物理性跡證外，亦有可直接連接至
槍枝「殺傷力」判斷，但特別的是並非其自身具有「違禁物性」
，如空氣槍的彈丸即為
是例。彈丸本身並非管制物品(違禁物)，且其本身亦無可採取的生物性或物理性跡證，
照理應無送驗必要，但彈丸的種類可能影響法院評價空氣槍有無殺傷力的結果12，此為
本文認為證物證據性較特殊的情形。
(三)、子彈封緘建議
子彈未依規定封緘，在程序上不具證據適格性自不待言，司法實務所要求的封緘
標準如前所述，需扣押機關人員蓋印封緘於扣押物上，並由在場嫌犯捺印於封緘處。
大部分查扣單位均著重於槍枝的封緘，甚少針對子彈封緘，如此於被告事後抗辯掉包
時，檢警將無法擔保證物同一性而被法院宣告證據排除。在少數有封緘子彈的情形亦
有各式各樣的封緘方式，如將一排子彈用膠帶捆黏、以捺有嫌犯指紋之貼紙黏於子彈
彈殼部位等。不管如何封緘本文認為封緘子彈重點亦在確保偵查至審判殺傷力同一性，
子彈是否具有殺傷力取決因素甚多，為避免用膠帶及標籤紙封緘有被質疑殺傷力同一
性的空間，建議亦比照前述槍枝封緘方式處理。
六、結論
(一)、法定扣押物品之封緘要求
刑事訴訟法第 139 條為封緘規定，同法第 148 條實務有認旨在擔保證物同一性，
故將「在場」要件解為須包含嫌犯或其他在場人捺印於機關蓋印之必要。封緘為程序
規定之一種，司法實務認為程序違法雖不一定導出證據排除結論，且其所為判斷證據
排除的權衡法則亦有不夠明確問題。但本文認為若程序規定在擔保證物同一性時，似
可歸納出實務一概排除證據適格性的結果。因此，每一個扣押物都應於封緘處蓋印，
目前警察實務大多只要求嫌犯於「搜索扣押物品清單」上簽名及捺印，或僅要求在場
人在「採證物品清單」上在場人欄位處簽名，似有未滿足司法實務對刑事訴訟法第 148
條「在場」要件之標準。
警察常令嫌犯捺印指紋於槍枝握把以代封緘，本文認為並不妥當，刑事訴訟法要
求扣押物應依法封緘，旨在確保證物同一性，從槍枝鑑識的角度就是確保殺傷力狀態
的同一性。殺傷力有無以撞針可否發揮作用或有無槍管至為關鍵。因此，僅令嫌犯捺
印於槍枝握把上以代封緘，若嫌犯抗辯該扣押之槍枝原滑套內撞針缺損、槍機故障或
槍管欠缺等情，則會發生縱鑑定為有殺傷力但不可歸責於行為人的結果，因此建議槍
枝、子彈宜以證物袋封緘，並於封口處請嫌犯捺印，惟此時若嫌犯已逃逸，採證人應
於封口處簽名捺印。若無證物袋，只有膠帶及標籤紙，也應注意如何封緘可使滑套內
槍管、撞針、槍機及擊鎚等重要零件之同一性不被質疑。鑑識單位若遇送驗單位未依

11

12

均非屬違禁物，不宣告沒入。」
參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3 年度聲字第 26 號刑事裁定摘錄：「另非制式彈殼 3 顆，係經鑑定試射後之
子彈彈殼因已喪失子彈之結構，其性質均已非屬違禁物，是聲請人就此部分聲請沒收，則無理由，應
予駁回。」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jul/15/today-north13.htm，最後瀏覽日期：2014/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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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封緘，應要求其封緘後再行受理鑑驗。於鑑驗時應先拍攝封緘情形，並於鑑驗完
畢後封緘交還送驗單位領回。
(二)、不具殺傷力之槍枝是否屬槍枝管制零件之標準
實務對此問題的判斷標準本文歸納為，若涉案槍枝為制式槍枝，則縱然因為偶然
因素而經鑑定無殺傷力，其零件仍為管制物品而有刑事責任；若涉案槍枝為改造槍枝
經鑑定無殺傷力，則嗣後並不能再以槍枝零組件刑事責任相繩。惟介於「改造槍枝」
與「制式槍枝」之間的「仿造槍枝」應歸類為何者?經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2 年度訴
字第 82 號刑事判決理由採「仿造槍枝」與「制式槍枝」同視之見解。綜上，若為無殺
傷力之「改造」槍枝，除非涉及其他犯罪之工具，否則應不用再行送驗。
(三)、子彈之彈殼、彈頭、彈丸之送驗必要
送驗證物必具有「證據性」或「違禁物性」之一種。內政部（86）台內警字第 8670683
號公告、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2 年度上訴字第 1182 號判決均明文「彈殼」非「子
彈」之管制零件，即認為彈殼欠缺「違禁物性」
。長久以來檢警忽視此類零件可能並非
違禁物，在彈殼、彈頭亦不具「證據性」的情況下，一再送驗徒虛耗鑑識資源。惟應
注意是空氣槍所查扣彈丸是否送驗問題，彈丸本身並非管制物品(違禁物)，且其本身亦
無可採取的生物性或物理性跡證，理應無送驗必要，但彈丸的種類可能影響法院評價
空氣槍有無殺傷力的結果，故只要查扣較為特殊之彈丸應一律送驗，此為證物證據性
較特殊的情形。
(本文作者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警務員)
附表一：
編號
一

扣案物名稱
德國 UMAREX 廠型號
CP88 口徑 4.5mm 空氣槍
（槍枝管制編號：
1102031826 號）

數量
1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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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以小型二氧化碳高壓鋼瓶
內氣體為發射動力，機械性
能良好，可發射同口徑之金
屬彈丸，經實際裝填直徑
4.5m m 、重量 0.52 公克之
鉛彈試射 3 次，單位面積
動能分別為每平方公分
20.51 、21.25、20.14 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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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編號
扣案物名稱
一
美國 CROSMAN 廠型號
1077W 口徑 0.177 吋空氣
長槍（槍枝管制編號：
0000000000 號）

鑑識專題

數量
1枝

二

空氣長槍（槍枝管制編號：
1102031805 號）

1枝

三

德國 UMAREX 廠型號
92FS 口徑 4.5mm 空氣槍
（槍枝管制編號：
1102031806 號至
1102031817 號）

12 枝

四

德國 UMAREX 廠型號
CP99 口徑 4.5mm 空氣槍
（槍枝管制編號：
1102031818 號至
1102031825 號）

8枝

五

德國 UMAREX 廠型號
CP88 口徑 4.5mm 空氣槍
（槍枝管制編號：
1102031827 號至
1102031829 號）

3枝

六

德國 UMAREX 廠型號
1911A1 口徑 4.5mm 空氣
槍（槍枝管制編號：
0000000000 號）

1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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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以小型二氧化碳高壓鋼瓶內氣體
為發射動力，機械性能良好，可
發射同口徑之金屬彈丸，經實際
裝填直徑 0.177 吋、重量 0.52 公
克之鉛彈試射 3 次，單位面積動
能均未超過每平方公分 20 焦耳。
以小型二氧化碳高壓鋼瓶內氣體
為發射動力，機械性能良好，可
發射直徑約 6mm 之金屬彈丸，
經實際裝填直徑 6mm 、重量
0.88 公克之鉛彈試射 3 次，單位
面積動能均未超過每平方公分
20 焦耳。
以小型二氧化碳高壓鋼瓶內氣體
為發射動力，機械性能良好，可
發射同口徑之金屬彈丸，經實際
裝填直徑 4.5mm 、重量 0.52 公
克之鉛彈試射 3 次，單位面積動
能均未超過每平方公分 20 焦耳。
以小型二氧化碳高壓鋼瓶內氣體
為發射動力，機械性能良好，可
發射同口徑之金屬彈丸，經實際
裝填直徑 4.5mm 、重量 0.52 公
克之鉛彈試射 3 次，單位面積動
能均未超過每平方公分 20 焦耳。
以小型二氧化碳高壓鋼瓶內氣體
為發射動力，機械性能良好，可
發射同口徑之金屬彈丸，經實際
裝填直徑 4.5mm 、重量 0.52 公
克之鉛彈試射 3 次，單位面積動
能均未超過每平方公分 20 焦耳。
以小型二氧化碳高壓鋼瓶內氣體
為發射動力，機械性能良好，可
發射同口徑之金屬彈丸，經實際
裝填直徑 4.5mm 、重量 0.33 公
克之鉛彈試射 3 次，單位面積動
能均未超過每平方公分 20 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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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力顯微鏡於印泥使用時間推估上之應用
吳旭恆、陳用佛
前言
文書鑑定更是鑑識科學領域中相當具有舉足輕重的一環，舉凡任何具有涵義與傳達
訊息目的的符號、圖案或文字，使用如印刷、電腦列印、手或任何工具透過紙張或其他
物體表面顯現出來的鑑定都屬文書鑑定。而印泥是我國特有的文房之寶，無論是文件簽
署，還是歷史文物以及金石書畫之印記，都需要使用，因此印章與東方人的經濟、社會
活動更是關聯密切，舉凡公、私行為均可能使用到印章，所以對於印文鑑定的重要性更
是不容小覷。印泥蓋印於紙張上所遺留的的時間長短更是牽涉到是否有增添蓋印或是偽
造的情形。因此印文的年代鑑定更是對於許多偽造文書、偽造古文物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在鑑識領域中已有許多破壞性的方法應用於文書鑑定分析墨水或印泥，然而這許多方法
往往是破壞性的分析方式，對於鳳毛麟角的物證將是一大損失。我們在本研究中希望能
利用原子力顯微鏡，對於印泥的種類及在時間上的各種變化有客觀的鑑別效果。
樣品以及實驗方法
本次實驗是以十種市面上常見之不同印泥樣品作為主要檢測對象，其中五種為油性
樣品、五種為水性樣品。並另外刻印十組實驗專用木質印章，每一種印章皆專門蓋印特
定印泥，以避免印泥間交互汙染。每一次蓋印印章時，須注意平均沾附印泥，按壓力道
盡量保持一致，盡可能達到相同的印泥沾附量。十種印文皆被按壓在同一張紙上(Double
A, A4)，並保存在 25℃、濕度保持在 40％之防潮箱中。印泥之型號與外觀如下表：
樣品編號
A
B
C
D
E
F
G
H
I
J

顏色
紅色
紅色
紅色
紅色
紅色
紅色
紅色
紅色
紅色
紅色

表格 1：印泥樣品之型號清單
種類
製造商
油性
利百代
油性
利百代
油性
天成筆墨莊
油性
台灣普樂士
油性
康何
水性
利百代
水性
大創
水性
SKB
水性
雄獅
水性
利百代

型號
LM-61
MS-60
乾隆水晶印泥
IS-050
KA-140
SI-25
大創印鑑盒
ST-200
雄獅打印台
SI-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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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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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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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力顯微鏡掃描結果
新鮮樣品
以原子力顯微鏡掃描檢視之，在紋線上掃描 5μm X 5μm 大小的範圍，每個樣品重複掃
描至少兩次，皆可以得到表面形貌、相位及增幅三種形式的圖。其中，從主要呈現樣品
表面細微起伏的振幅圖中，可以觀察到水性印泥所蓋印之樣品纖維上表面有一絲一絲堆
疊的紋路的情形；而在油性樣品中卻僅發現整片較均勻覆蓋於纖維上的情形，並無明顯
觀察到纖維表面高低起伏的現象。相較而言油性印泥表面較為均勻，而水性印泥表面較
為粗糙。在進行原子力顯微鏡檢視時，發現普遍油性印泥掃描圖譜成像品質不佳，尤其
是樣品 C 與 E，多次掃描皆無法成像，並損壞多組探針。研判應是樣品的黏滯性以及水
分，干擾探針的移動，在等待兩周後，樣品的成像結果亦無明顯改善，僅能推論印泥樣
品並不非常適合使用原子力顯微鏡進行掃描。實際針對每次掃描圖譜進行粗糙度的計算，
發現雖可以從不同樣品間的 Ra、Rq 值區別樣品，但其值變動太大，再現性不佳，並不
適合依此強而有力地辨別樣品，另外油性印泥因為容易造成探針沾黏的緣故，在量測樣
品高度上本有誤差，故亦不適合用以進行粗糙度的計算。
表格 2：新鮮印泥樣品 F 以 AFM 掃描所得之表面粗糙度參數
F1
F2
F-average
2
Image surface area(nm )
26695572
26107912
26401742±293830
Image projected surface
25000000
25000000
25000000±0
area(nm2)
Image surface area
6.78
4.43
5.6±1.2
difference(%)
Image Ra(μm)
0.112
0.0765
0.094±0.018
Image Rq(μm)
0.096
0.0611
0.079±0.017
Image Rmax(μm)
0.537
0.459
0.498±0.039
表格 3：新鮮印泥樣品 G 以 AFM 掃描所得之表面粗糙度參數
G1
G2
G-average
2
Image surface area(nm )
28750822
27886992
28318907±431915
Image projected surface
25000000
25000000
25000000±0
area(nm2)
Image surface area
15.00
11.50
13.3±1.7
difference(%)
Image Ra(μm)
0.0674
0.105
0.086±0.019
Image Rq(μm)
0.0492
0.0852
0.067±0.018
Image Rmax(μm)
0.466
0.65
0.558±0.092
表格 4：新鮮印泥樣品 H 以 AFM 掃描所得之表面粗糙度參數
H1
H2
H-average
Image surface area(nm2)
27532086
27234144
27383115±148971
Image projected2 surface
25000000
25000000
25000000±0
area(nm )
Image surface area
10.10
8.94
9.5±0.6
difference(%)
Image Ra(μm)
0.106
0.113
0.11±0.004
Image Rq(μm)
0.0863
0.0893
0.088±0.002
Image Rmax(μm)
0.613
0.605
0.609±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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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5：新鮮印泥樣品 I 以 AFM 掃描所得之表面粗糙度參數
I1
I2
I-average
2
Image surface area(nm )
26468250
26527018
26497634±29384
Image projected2 surface
25000000
25000000
25000000±0
area(nm )
Image surface area
5.87
6.11
6.0±0.1
difference(%)
Image Ra(μm)
0.137
0.0487
0.093±0.044
Image Rq(μm)
0.114
0.0383
0.076±0.038
Image Rmax(μm)
0.68
0.316
0.498±0.182
表格 6：新鮮印泥樣品 J 以 AFM 掃描所得之表面粗糙度參數
J1
J2
J-average
2
Image surface area(nm )
27198198
27334768
27266483±68285
Image projected2 surface
25000000
25000000
25000000±0
area(nm )
Image surface area
8.79
9.34
9.1±0.3
difference(%)
Image Ra(μm)
0.087
0.0838
0.085±0.002
Image Rq(μm)
0.0726
0.0677
0.07±0.002
Image Rmax(μm)
0.443
0.548
0.496±0.052
表格 7：新鮮油性印泥樣品以 AFM 掃描所得之表面粗糙度參數平均比較
Image surface
Image projected2 surface
Image surface area
area(nm2)
area(nm )
difference(%)
Image Ra(μm)
Image Rq(μm)
Image Rmax(μm)
26401742±293830
25000000±0
5.6±1.2
F
0.094±0.018
0.079±0.017
0.498±0.039
G
H
I
J

28318907±431915
0.086±0.019
27383115±148971
0.11±0.004
26497634±29384
0.093±0.044
27266483±68285
0.085±0.002

25000000±0
0.067±0.018
25000000±0
0.088±0.002
25000000±0
0.076±0.038
25000000±0
0.07±0.002

13.3±1.7
0.558±0.092
9.5±0.6
0.609±0.004
6.0±0.1
0.498±0.182
9.0±0.3
0.496±0.052

根據上述表可以明顯發現水性印泥和油性印泥在形態上的不同。水性印泥上出現多
重堆疊的細微紋路，比較原始紙張背景圖卻沒有發現這樣的紋路，故我們相信這樣的紋
路確實是由水性印泥的本身所提供，推測可能是來自於水性印泥之溶劑吸附於紙張纖維
所造成的情形。而不同的水性印泥間，其細微紋路的堆疊情形也略有不同，各水性印泥
之表面粗糙度參數也可作為判別不同印泥的參考，然而實際觀察時卻發現其表面粗糙度
參數會受到掃描區域中纖維高度落差的不同而有極大的變化，造成此參數在同一樣品間
的再現性並不高，這是比對時特別需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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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陳舊樣品
由於油性印泥多次重覆掃描後皆發現成像品質不佳，懷疑是由於樣品本身之黏滯性以及
本身帶有油性溶劑的成分造成探針沾黏之故。因此我們在樣品製作完成保存於常溫下一
年後之樣品重複進行試驗。發現水性印泥之成像品質依然相當優良，亦出現細微紋路堆
疊狀，而油性印泥的成像品質在放置一年後也大幅提升，雖然仍有部分影像出現探針沾
黏的情形，但相較於新鮮油性印泥樣品，放置一年後之樣品顯然更能夠以 AFM 窺知樣
品的全貌。如下圖所示(完整十種樣品的 AFM 圖，因為篇幅關係，選擇呈現印泥樣品 A。
讀者如須其他詳細資料請與本文作者聯繫)：

圖 一：三百日陳舊印泥樣品 A 以
AFM 之掃描之振幅圖，呈現油墨
成堆覆蓋狀

圖 二：三百日陳舊印泥樣品 A 以
AFM 之掃描之振幅圖，呈現油墨成
堆覆蓋狀

圖 三：三百日陳舊印泥樣品 A 以
AFM 之掃描之表面形貌 3D 成像
圖

圖 四：三百日陳舊印泥樣品 A 以
AFM 之掃描之表面形貌 3D 成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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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8：三百日陳舊印泥樣品 F 以 AFM 掃描所得之表面粗糙度參數
F1
F2
F-average
2
Image surface area(nm )
30023516
29942760
29983138±40378
Image projected surface
25000000
25000000
25000000±0
area(nm2)
Image surface area
20.10
19.80
20.0±0.2
difference(%)
Image Ra(μm)
0.196
0.107
0.152±0.045
Image Rq(μm)
0.161
0.0849
0.123±0.038
Image Rmax(μm)
1.15
0.673
0.912±0.239
表格 9：三百日陳舊印泥樣品 G 以 AFM 掃描所得之表面粗糙度參數
G1
G2
G-average
2
Image surface area(nm )
26200502
26007240
26103871±96631
Image projected surface
25000000
25000000
25000000±0
area(nm2)
Image surface area
4.80
4.03
4.4±0.39
difference(%)
Image Ra(μm)
0.0808
0.058
0.069±0.011
Image Rq(μm)
0.0643
0.0452
0.055±0.01
Image Rmax(μm)
0.545
0.422
0.484±0.061
表格 10：三百日陳舊印泥樣品 H 以 AFM 掃描所得之表面粗糙度參數
H1
H2
H-average
Image surface area(nm2)
26619346
26007240
26313293±306053
Image projected surface
25000000
25000000
25000000±0
area(nm2)
Image surface area
6.48
4.03
5.3±1.2
difference(%)
Image Ra(μm)
0.104
0.058
0.081±0.023
Image Rq(μm)
0.0835
0.0452
0.064±0.019
Image Rmax(μm)
0.541
0.422
0.482±0.059
表格 11：三百日陳舊印泥樣品 I 以 AFM 掃描所得之表面粗糙度參數
I1
I2
I-average
2
Image surface area(nm )
26514188
26285456
26399822±114366
Image projected surface
25000000
25000000
25000000±0
area(nm2)
Image surface area
6.06
5.14
5.6±0.5
difference(%)
Image Ra(μm)
0.0447
0.0646
0.055±0.01
Image Rq(μm)
0.0343
0.051
0.043±0.008
Image Rmax(μm)
0.33
0.403
0.367±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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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2：三百日陳舊印泥樣品 J 以 AFM 掃描所得之表面粗糙度參數
J1
J2
J-average
2
Image surface area(nm )
28750822
27886992
28318907±431915
Image projected surface
25000000
25000000
25000000±0
area(nm2)
Image surface area
15.00%
11.50%
1.3±1.7
difference(%)
Image Ra(μm)
0.0674
0.105
0.086±0.019
Image Rq(μm)
0.0492
0.0852
0.067±0.018
Image Rmax(μm)
0.466
0.65
0.558±0.092
表格 13：蓋印三百日印泥樣品紙張以 AFM 掃描所得之表面粗糙度參數
Paper1
Paper2
Paper-average
Image surface area(nm2)
26341082
25853088
26097085±243997
Image projected surface
25000000
25000000
25000000±0
area(nm2)
Image surface area
5.36
3.41
4.4±1.0
difference(%)
Image Ra(μm)
0.135
0.0807
0.108±0.027
Image Rq(μm)
0.0959
0.0621
0.079±0.017
Image Rmax(μm)
0.915
0.513
0.714±0.201
表格 14：陳舊油性印泥樣品以 AFM 掃描所得之表面粗糙度參數平均比較
Image surface
Image projected surface
Image surface area
2
2
area(nm )
area(nm )
difference(%)
Image Ra(μm)
Image Rq(μm)
Image Rmax(μm)
29983138±40378
25000000±0
19.95±0.15
F
0.152±0.045
0.123±0.038
0.912±0.239
26103871±96631
25000000±0
4.415±0.385
G
0.069±0.011
0.055±0.01
0.484±0.061
26313293±306053
25000000±0
5.255±1.225
H
0.081±0.023
0.064±0.019
0.482±0.059
26399822±114366
25000000±0
5.6±0.46
I
0.055±0.01
0.043±0.008
0.367±0.037
26097085±243997
25000000±0
0.133±0.017
J
0.086±0.019
0.067±0.018
0.558±0.092
26097085±243997
25000000±0
4.385±0.975
Paper
0.108±0.027
0.079±0.017
0.714±0.201
表格 15：新舊印泥樣品 F 之表面粗糙度比較
F-Fresh
F-Old
Image surface area(nm2)
26401742±293830
29983138±40378
Image projected surface
25000000±0
25000000±0
area(nm2)
Image surface area
5.6±1.2
20.0±0.2
difference(μm)
Image Ra(μm)
0.094±0.018
0.152±0.045
Image Rq(μm)
0.079±0.017
0.123±0.038
Image Rmax(μm)
0.498±0.039
0.912±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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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6：新舊印泥樣品 G 之表面粗糙度比較
G- Fresh
G-Old
2
Image surface area(nm )
28318907±431915
26103871±96631
Image projected surface
25000000±0
25000000±0
area(nm2)
Image surface area
13.3±1.7
4.4±0.4
difference(%)
Image Ra(μm)
0.086±0.019
0.069±0.011
Image Rq(μm)
0.067±0.018
0.055±0.01
Image Rmax(μm)
0.558±0.092
0.484±0.061
表格 17：新舊印泥樣品 H 之表面粗糙度比較
H- Fresh
H-Old
2
Image surface area(nm )
27383115±148971
26313293±306053
Image projected surface
25000000±0
25000000±0
area(nm2)
Image surface area
9.5±0.6
5.3±1.3
difference(%)
Image Ra(μm)
0.11±0.004
0.081±0.023
Image Rq(μm)
0.088±0.002
0.064±0.019
Image Rmax(μm)
0.609±0.004
0.482±0.059
表格 18：新舊印泥樣品 I 之表面粗糙度比較
I- Fresh
I-Old
Image surface area(nm2)
26497634±29384
26399822±114366
Image projected surface
25000000±0
25000000±0
area(nm2)
Image surface area
6.0±0.1
5.6±0.5
difference(%)
Image Ra(μm)
0.093±0.044
0.055±0.01
Image Rq(μm)
0.076±0.038
0.043±0.008
Image Rmax(μm)
0.498±0.182
0.367±0.037
表格 19：新舊印泥樣品 J 之表面粗糙度比較
J- Fresh
J-Old
2
Image surface area(nm )
27266483±68285
28318907±431915
Image projected surface
25000000±0
25000000±0
area(nm2)
Image surface area
9.1±0.3
13.3±1.7
difference(%)
Image Ra(μm)
0.085±0.002
0.086±0.019
Image Rq(μm)
0.07±0.002
0.067±0.018
Image Rmax(μm)
0.496±0.052
0.558±0.092
觀察不同時期之水性印泥樣品，發現三百日後各印泥之樣品表面地區差異呈現大幅
增加，部分則大幅下降，並無一定的趨勢。原因可能來自於掃描區域的不同，而受到紙
張纖維本身高低落差的影響，所以同一樣品間對於各粗糙度之參數並無一定的再現性。
由於懷疑油性印泥之溶劑黏滯性過高造成探針沾黏之故，我們將新鮮油性印泥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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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55℃烘乾十五小時後再以 AFM 掃描，仍舊發現探針沾黏情形嚴重，未有明顯改善，
而放置三百日之後的樣品始能獲得具有一定品質的圖譜，但仍有部分探針沾黏之情形，
因此 AFM 或許並不適合用以進行油性印泥之掃描。
綜合以上觀察，如要以 AFM 觀察印泥樣品，首先新鮮油性印泥樣品將造成嚴重探
針沾黏情形，造成掃描品質不佳；如欲以各粗糙度參數辨別不同印泥，則受到掃描區域
不同而使數據之再現性不高，使得在比對的工作上受到嚴重的限制。僅發現不同之水性
印泥之成像外觀上有不同的特徵，且其特徵在三百日後並未出現明顯的改變，因此可作
為辨別不同樣品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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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for Latent Fingerprint Development using
Low Vacuum Sublimation of Ninhydrin
低真空寧海德林蒸鍍顯現潛伏指紋之初探
陳俊傑 1、陳明正 1、王光全 2、廖哲賢 2、程曉桂 3、楊詔凱 4、王勝盟 4
1

彰化縣警察局鑑識課
2
刑事警察局指紋室
3
刑事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
4
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學系
本文為 2013 年鑑識科學研討會「傑出青年研究論文獎」化學鑑識類
得獎論文
摘要
 利用真空技術使化學物質由固態昇華為氣態而顯現指紋，在國內外均少見，刑事警
察局設計並製作一台可達低度真空、內含加熱蒸鍍源之設備，運用於不易採證之特殊材
質的潛伏指紋顯現，本文建立該儀器設備之各項變數因子：化學藥品之藥劑量、蒸鍍源
之升溫程式(藥品昇華效率)、檢體之置放位置與旋轉速率、真空度(連續真空或暫停抽壓)
、真空腔體溫度的影響、不同材質紙張之指紋顯現。
本文實驗證實：正面蒸鍍效果明顯優越，使用化學劑量達 500mg，可達立即顯現深
紫色紋線之指紋，但發現檢體表面有大量粉末顆粒附著，甚至儀器亦有很多藥品粉末殘
留之缺點；另針對寧海德林建議使用升溫程式四設定可成功顯現指紋，不會造成突沸噴
濺與化學藥劑浪費。本實驗將此儀器運用於特殊材質紙張（感熱紙及紙鈔）之潛伏指紋
增顯。在感熱紙的部分，確實可以避免造成感熱紙變黑且在不影響紙張上字跡的前提下，
成功顯現潛伏指紋；在紙鈔部分也有相同效果，惟對於成分複雜之紙鈔類證物，其顯現
之效果依其部位表面成分或材質本身吸水性而不同，尚無一致性。本方法為無溶劑的指
紋增顯法，具環保與綠色化學技術優勢。
關鍵字：鑑識科學、潛伏指紋、真空技術（vacuum technology）、昇華（sublimation）、
寧海德林、感熱紙(thermal paper)、紙鈔
前言
真空(Vacuum)定義為低於一大氣壓之空間，而其與一般大氣壓力下有不同的特性，
如真空下氣體分子極少，使平均自由徑變大，降低分子間碰撞機率，也會降低分子間互
相作用的反應，亦能降低帶電粒子在運動過程中之碰撞損失。真空技術已廣為運用於各
科學領域，其中在減少分子間碰撞及作用，降低固態分子沸點方面，可使固態材料在較
低溫條件下被昇華(sublimation)為氣態分子，並因為真空之潔淨環境，不會在昇華後即
與空氣反應，而能在物件表面叢聚成薄膜，從而衍生出低壓膜成長、離子蝕刻、真空鍍
膜等工業技術[1]。
鑑識科學屬於應用科學一部份，許多鑑定技術均建立在各種科學領域下，其中潛
伏指紋顯現技術涉及物理與化學等方法[2]，此真空技術運用於潛伏指紋顯現上在國內外
均屬少見，經回顧國內外文獻，主要可分為兩大類：第一為真空金屬鍍膜法（Vacuum
Metal Deposition;簡稱 VMD）[3]運用在非吸水性檢體上之潛伏指紋增顯，其利用兩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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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金與鋅）在高真空條件下昇華(sublimation)、蒸鍍(evaporation)、沈積(deposition/
de-sublimation)，因對潛伏指紋有有差異性而增顯出指紋紋線，第二為利用真空技術使
化學物質昇華（sublimation）
、沈積或作用而顯現指紋，此種技術又更為罕見，目前僅有
德國聯邦刑事警察局（BKA）的 Lothar Schwartz 與 Inga Frerichs 提出一新指紋顯現方法
屬之，以下為其實驗概述：在真空條件下加熱寧海德林，使其昇華，應用氣態寧海德林
顯現紙鈔、感熱紙等特殊用紙上之潛伏指紋，該設備使用 50 公分長、寬、高的真空室，
其前方有一玻璃門，其內有可控制溫度之加熱裝置（5cm 直徑、底座 10cm）
，檢體固定
在真空室之上方，距離加熱裝置之最小距離為 15 公分。將固定量之寧海德林放在加熱
裝置上，壓力降低為 2mbar(0.2kPa、1.5mm Hg 或約 0.002atm)，持續 5 到 10 分鐘後，最
後將加熱裝置打開，開始使用。昇華之溫度到達後（約 1 分鐘）開始倒數計時。在相同
條件下，為加速及顯現指紋，所有測試檢體（test sample）處理寧海德林後，置放於攝
氏 50 度、濕度 50%RH 之氣壓室持續 30 分鐘，結果顯示 50mg 寧海德林加熱 150℃、30
分鐘，在紙鈔與感熱紙均可成功顯現潛伏指紋。[4]
本文即希望可以運用真空技術於潛伏指紋顯現之研究，探討在非一大氣壓之環境，
即在真空環境之不同特性下指紋顯現之發展性，可否克服現行對特殊材質紙張（例如感
熱紙與紙鈔）之採證困境[5-6]。
實驗材料與方法
一、實驗設備
依據真空程度區分為低真空（約在 10-3 Torr）
、高真空（約在 10-6 -10-9Torr）
、超高
-9
真空（10 Torr 以下）等，因設備條件需求差異甚大，抽氣設施由低真空(low vacuum)
所需之機械幫浦、高真空(high vacuum)所需之擴散幫浦到超高真空(ultra-high vacuum)之
離子幫浦設備。鑑識領域運用真空技術的指紋顯現設備，以高真空之真空金屬鍍膜(VMD)
設備在 1968 年首次運用於指紋顯現，而較廣為人知。
本實驗為能解決極性有機溶劑對特殊材質紙張常見之干擾，導致無法顯現指紋，
甚至破壞證物本身訊息之問題；於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指紋室建置一台可達低真空（約在
、內含加熱蒸鍍源之設備[7]，因國外尚無相關商品，因此必須自行設計，經過
10-3 Torr）
與真空設備製造公司不斷溝通並針對指紋增顯用之相關功能進行改良，先期以寧海德林
蒸鍍顯現紙張上潛伏指紋進行研究。
二、實驗方法設計
將指紋捺印在吸水性檢體上，放置於真空腔體內顯現並進行比較，以瞭解儀器操作
之基本設定與各項變數因子之差異性。
指紋檢體製作：由三位不同人員，以運動條件模擬嫌犯犯案時之高張力生理現象，
以 A4 紙張、感熱紙及紙鈔為檢體，同一張紙上分別捺印雙手指掌紋，捺印完指掌紋，
先常溫條件下存放一個月，再進行下述各項變數因子。另美金與新台幣紙鈔則因為面積
關係，僅捺印指紋，未捺印掌紋。
儀器操作與照相設定：以玻璃瓶秤裝寧海德林試劑，置放蒸鍍源內，並設定八段升
溫程式之溫度與持續加熱時間，在抽真空到 50-100 m(10-3)Torr 時，開啟蒸鍍源使藥劑開
始加熱數分鐘（視升溫程式設定）
，並使檢體在真空腔體中停留 20 分鐘後取出立即照相，
另置放於一大氣壓下，隔日再照相一次，第三日再照相一次。
(一)寧海德林之藥劑量比較
以玻璃瓶分別秤裝 50、100、150、250 及 500mg 之寧海德林試劑，並同時將 A4
紙張對折，一面向下面對蒸鍍源（正面）
，另一面朝上（背面）
，證物台不旋轉，探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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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真空腔體內，在蒸鍍源正面或背面之何差異。
(二)蒸鍍源之升溫程式(藥品昇華效率)
儀器設計預留 8 段升溫程式之溫度與持續加熱時間之設定，寧海德林分子量為
178.14，在正常氣壓下，約攝氏 241 度可以由固態分解成氣態（gas phase）
，但低於 1atm
下寧海德林昇華溫度則無資料可供參考。經設定為多種升溫程式並觀察實驗結果，再逐
步調整最佳化升溫設定，另以 250mg 寧海德林為標準，逐步調整溫度與持續加熱時間。
(三)檢體之置放位置與旋轉速率
證物承載台為可抽取且可調整大小之夾持裝置，在真空腔體內可 360 度旋轉證物，
並可設定旋轉速度，檢體旋轉速率(1-20rpm)。分別測試在不旋轉與旋轉狀態下對指紋顯
現之效果差異性，另該證物承載台位於兩蒸鍍源位置上方，距離約 20 公分。
(四)真空度(連續真空或暫停抽壓)
真空腔內的壓力為持續抽真空狀態，或可手動關閉幫浦、關閉閥門兩種。
(五)真空腔體溫度的影響
真空腔體外部有加熱溫控裝置，最高可加熱到 150℃，並能使真空腔體溫度維持在
特定溫度。
(六)不同材質紙張顯現情形
針對 A4 影印紙、感熱紙及紙鈔(美金與新台幣)三種，但感熱紙種類較多，先以常見
傳真用紙為實驗素材。
結果與討論
一、儀器設備設計與製作
本儀器設計概念為達粗略真空條件（約在 10-3 Torr）
，使分子具有與一大氣壓下之不
同或特殊性質，以探討運用於指紋顯現之效果。本儀器為不銹鋼真空腔體，空間約為直
徑 40 公分、長 50 公分之圓柱形腔體，經實際測試以機械式幫浦、真空壓力計檢測約達
50mTorr，加熱方式為電阻式蒸鍍源(thermal evaporation)，並搭配觸控方式之人機操作介
面，如圖一。
經實際測試，在低真空狀態下，以電阻加熱方式、直接昇華寧海德林固體，使其佈
滿在真空腔體內，與證物台上檢體產生物理或化學等反應(此與一大氣壓下現象不同)，
而顯現潛伏的指紋。儀器之真空腔體內相關裝置，如圖二。

電子訊號設備
觸控、人機操作介面

不銹鋼真空腔體

機械式幫浦

圖一、儀器設備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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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腔體
∅40X50cm

證物台

電阻式蒸發源

圖二、不鏽鋼真空腔體內部結構

二、實驗結果與討論：
(一)寧海德林之藥劑量
藥劑量與顯現所需時間有關係，當使用劑量達 250mg 與 500mg 時，檢體取出後靜
置於一大氣壓下，1 小時內及出現明顯紫色指紋紋線，且表面有大量粉末顆粒附著，如
圖三、四。而 150mg 以下劑量則需要靜置至隔天才開始有紋線出現，且所顯現指紋之顏
色為較淡之粉紫色。

圖三、500mg 寧海德林昇華後，立即顯現深紫色紋線(A4 影印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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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寧海德林粉末顆粒分佈附著於紙張表面之狀態
當證物台固定呈不旋轉狀態，向下面對蒸鍍源之顯現效果明顯高於朝上(背面)檢體，
有明顯差異(如圖五)，正面顯現之指紋如同一般所稱之鍍膜效應，而背面因有空間差異，
蒸鍍時並無直接鍍膜之效果，僅有因為昇華在真空腔內之化學物質反應，雖一樣會有指
紋紋線出現，但無粉末顆粒附著。

背面

正面

圖五、正面立即顯現深紫色紋線(A4 影印紙)
(二)蒸鍍源之升溫程式(藥品昇華效率)
經如表一實驗設定，發現當 250mg 寧海德林在 50mTorr 時，由真空壓力計得知壓力開
始急遽上升，可能為寧海德林開始較大量昇華之溫度（約於 90℃），若此時升溫太快，
有出現突沸與粒子濺出現象，故可搭配真空壓力計作調整，使藥劑均勻昇華為第一要件，
實驗結果發現：設定四為調整後之針對寧海德林在真空環境下較佳之昇華顯現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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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升溫程式設定實驗--寧海德林
設定一

設定二

設定三

設定四

溫度
(℃)

時間
(秒)

溫度
(℃)

時間
(秒)

溫度
(℃)

時間
(秒)

溫度
(℃)

時間
(秒)

1

50

10

50

10

80

30

80

30

2

100

20

90

30

85

30

85

30

3

150

20

100

30

90

30

90

30

4

150

20

125

20

100

30

100

30

5

250

30

200

30

125

30

125

30

6

250

100

250

20

250

60

175

60

7

300

10

300

30

300

60

200

60

8

16

30

16

30

16

30

250

90

粗體底線，為有突沸與粒子濺出現象。
另由表二所記錄之真空壓力計與設定四之升溫程式之關係，得知 2 處壓力明顯上升之
區段，一處是 80℃升溫到 100℃時(66 升到 120mTorr)，為寧海德林藥劑昇華，二是 200
℃升溫到 250℃(72 升到 85mTorr)，乃因玻璃瓶太長，加熱線圈無法包覆所致，第一次
昇華後，鍍在玻璃瓶上方造成試藥的浪費，如圖六。
表二、升溫程式與壓力之關係--寧海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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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體殘留

圖六、晶體殘留於玻璃瓶，可目視晶體噴出
(三)檢體之置放位置與旋轉速率
原始設計有左右各一個電阻式蒸鍍源，以備未來需進行兩次不同試劑之接續蒸鍍，
經實驗證實，正面鍍膜效應遠大於背面，但過度蒸鍍將使正面有粉末顆粒附著於表面，
且耗費大量化學藥劑。而證物台之旋轉設計則為使證物蒸鍍均勻，速率最高 20rpm，實
驗結果無明顯差異。
(四)真空度(連續真空或暫停抽壓)
 抽低真空後（約 90mTorr），將檢體放置於真空腔體內部，檢視持續抽氣與關閉閥門
不抽氣，對指紋增顯初步未發現明顯差異。
 感熱紙檢體於低真空環境顯現後，將檢體取出切半，一半靜置一大氣壓下另一半立
即回放真空腔體內，隔日再觀察照相，發現因為真空環境太過乾淨，可能缺少水分幫助
指紋之化學反應，故無任何指紋紋線出現，經取出置放一大氣壓下，約 1 到 2 小時，即
開始有淡紫色紋線出現，靜置隔日再照相，如下圖七所示。
真空腔內、隔日

一大氣壓下、隔日
均在大氣壓下
在隔一日


圖七、感熱紙檢體置於真空腔體（圖左上）及一大氣壓下（圖左下）
，
另取出後均一大氣壓下置放隔日之顯現情形（圖右）
(五)真空腔溫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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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空腔體加熱至 100℃，使藥劑不易結晶在腔體內壁而降低試劑在真空環境之濃度，
對指紋顯現之效果影響不大，但使藥劑之使用更符合經濟效益，且使藥劑殘留較少，將
較少昇華於實驗室內，可降低對影響操作人員健康之影響。

圖八、真空腔外加熱帶設計（加熱溫控設備）
(六)不同材質紙張
 感熱紙在使用有機溶劑下容易導致檢體證物表面變黑影響指紋顯現甚至破壞證物，
在以上條件下、以本真空技術儀器，將可在成功顯現指紋。
 針對新台幣與美鈔之紙鈔，美鈔部分以升溫程式設定四方式增顯，發現有粉紫色紋
線，經轉灰階後照片如圖九。另經實驗發現，若為吸水性不佳且有油墨於其表面之紙鈔
檢體，如圖十，顯現之效果較不佳，故其於不同材質紙張之顯現效果並無一致性。
不同材質紙張如感熱紙種類多樣性，及紙鈔因外部油墨關係，影響實驗結果與一致
性，為本文實驗限制。

圖九、指紋顯現情形(在美鈔上情形)

圖十、指紋顯現情形(在新台幣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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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正面鍍膜效果明顯優越，指紋紋線一小時內即顯現深紫色紋線，但是所需化學藥劑
量也要較多（500mg）
，且檢體表面有大量粉末顆粒附著，甚至儀器亦有很多藥品粉末殘
留，不易清潔且易造成採證人員不小心吸入而影響健康。不同化學藥劑，需要不同溫控
程式，針對寧海德林建議使用升溫程式四之設定，不會突沸噴濺，或修正加熱線圈長度，
避免浪費化學藥劑，相關條件與結果比較可參考表三，另應用於其他化學藥劑時，可搭
配真空壓力計作調整，找出適當之升溫程式。另本方法為無溶劑的指紋增顯法，兼具環
保與綠色化學技術優勢。
 本儀器在使用於特殊材質紙張，確實可以在避免造成感熱紙變黑前提下，成功顯現
潛伏指紋，也可以顯現紙鈔上指紋，惟其顯現之效果無一致性。後續將持續採用數位化
訊號控制真空腔體參數，系統性來評估不同試劑對效果無一致性之紙鈔檢體顯現潛伏指
紋進行研究，並建立此儀器運用於各類紙張檢體潛伏指紋顯現之標準作業程序。
表三、低真空寧海德林鍍膜顯現指紋比較一覽表

腔體
空間
儀器
設備

實驗
條件

真空度

2-5mbar(1.5-3.75 Torr)

50-100 mTorr

檢體離
蒸鍍源
化學
藥劑
蒸鍍源
的溫度

15 cm

20 cm

500,250,200,100,50 mg

500,250,200,100,50 mg

蒸鍍源

電阻加熱器

作用
時間
取出腔
體後
最佳
條件
實驗
結果

德國聯邦刑事警察局（BKA）的
台灣內政部警政署
Lothar Schwartz 與 Inga Frerichs[4]
刑事警察局指紋室
不銹鋼腔體
Vacuum chamber
(50X50X50 cm)
(直徑 40 cm 圓柱體 X 長 50 cm)

檢體

優缺點

100,125,150,200,250℃

程式化升溫條件，從 90-100℃開
始昇華，使壓力計上升
電阻加熱器、玻璃瓶
(直徑 2cm X 高 6cm)

30 min

6＋20min

1 atm, 50℃, 50％RH, 30 min

1 atm, RT, O/N

50mg Ninhydrin
最佳溫度 150℃

150mg Ninhydrin
90-100℃

影印紙、感熱紙、紙鈔(EURO)

成功顯現影印紙、感熱紙、紙鈔
(E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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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印紙、感熱紙、紙鈔
（NT, US ）
1.成功顯現影印紙、感熱紙、紙
鈔
2.檢體可彈性旋轉
3.儀器有彈性設計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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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1 日司法院院台廳刑一字第 1020020409 號令
行政院院臺法字第 1020047618 號令會同修正發布第 8～10 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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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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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四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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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五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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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六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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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七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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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八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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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偵查之具體內容及所得心證。
四、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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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得發表公開聲明指稱被告或犯罪
嫌疑人有罪，或對審判結果作出預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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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或重大經濟、民生犯罪案件，被告或犯罪嫌
疑人已經拘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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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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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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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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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對於媒體報導與偵查案件事實不符之澄清。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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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反偵查不公開而洩密或妨害名譽者，依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三百十
六條或第三百十條處斷；其他法令有特別處罰規定者，依其規定。
違反偵查不公開，應負行政或懲戒責任者，應由各權責機關依法官法、公
務員懲戒法、公務人員考績法、律師法等相關法令規定程序調查、處理，
並按違反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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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第九條及第十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八條 下列事項於案件 第八條 下列事項於案件
偵查中，除法令另有規
偵查中，除法令另有規
定者外，不得公開或揭
定者外，不得公開或揭
露之：
露之：
一 被告、少年或犯罪
一 被告、少年或犯罪
嫌疑人之供述及是
嫌疑人之供述及是
否自首或自白。
否自首或自白。
二 有關傳喚、通知、
二 有關逮捕、羈押、
搜索、扣押、勘驗、
訊問、詢問、通訊
現場模擬、鑑定、
監察、拘提、逮捕
限制出境、資金清
、羈押、搜索、扣
查等，尚未實施或
押、勘驗、現場模
應繼續實施等偵查
擬、鑑定、限制出
境、資金清查等，
方法或計畫。
三 實施偵查之具體內
尚未實施或應繼續
實施等偵查方法或
容及所得心證。
計畫。
四 有湮滅、偽造、變
造證據之虞。
三 實施偵查之方向、
進度、技巧、具體
五 被害人被挾持中尚
內容及所得心證。
未脫險，安全堪虞
四 足使被告或犯罪嫌
者。
疑人逃亡，或有湮
六 偵查中之卷宗、筆
滅、偽造、變造證
錄、錄音帶、錄影
據或勾串共犯或證
帶、照片、電磁紀
人之虞。
錄或其他重要文件
或物品。
五 被害人被挾持中尚
七
犯罪情節攸關被
未脫險，安全堪虞
告、犯罪嫌疑人或
者。
其親屬、配偶之隱
六 偵查中之卷宗、筆
私與名譽。
錄、錄音帶、錄影
八 有關被害人之隱
帶、照片、電磁紀
私、名譽或性侵害
錄或其他重要文件
案件被害人之照
或物品。
片、姓名或其他足
七 犯罪情節攸關被告
以識別其身分之資
、犯罪嫌疑人或其
訊。
親屬、配偶之隱私
九 有關少年之照片、
與名譽。
姓名、居住處所、
八 有關被害人之隱私
就讀學校、家長、
、名譽或性侵害案
家屬姓名及其案件
件被害人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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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
款、第三款、第四款
規定範圍過廣，略顯
空泛，爰為文字修正
，以求周妥。
二、案件在偵查中，如偵
查機關或偵查輔助機
關發表公開聲明指稱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
罪，或對日後審判結
果作出預斷，極易誤
導媒體或社會大眾，
形成公眾預斷，有影
響司法程序公平性之
虞，且可能損及被告
或犯罪嫌疑人之名譽
，爰於本條第二項增
訂「亦不得發表公開
聲明指稱被告或犯罪
嫌疑人有罪，或對審
判結果作出預斷」，
以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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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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得發表公開聲
明指稱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有罪，或對審判結果
作出預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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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社會治安有重
大影響或重大經
濟、民生犯罪案
件，被告或犯罪嫌
疑人已經拘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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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社會大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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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一、為宣示政府查緝犯罪
之決心或作為，對於
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
或重大經濟、民生犯
罪案件，被告或犯罪
嫌疑人已經拘提、逮
捕，其犯罪事實查證
明確者，經審酌公共
利益之維護或合法權
益之保護，認有必要
時，適度公開偵查資
訊，以維護社會治安
及安定民心，誠屬必
要，爰修正本條第一
項第一款，以求周延
。又修正本條第一項
第一款已納入現行條
文第一項第三款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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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身體、自由、
財產之安全，有告
知民眾注意防範之
必要。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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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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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對於媒體報導與偵
查案件事實不符之
澄清。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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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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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自首，經調查與
事實相符，且無勾
串共犯或證人之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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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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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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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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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媒體報導與偵
查案件事實不符之
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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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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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規定，本條第一項
第三款已無繼續適用
之必要，爰予刪除。
二、偵查不公開原則除維
護偵查程序之順利進
行及真實發現外，並
須兼顧被告、犯罪嫌
疑人、被害人或其他
利害關係人之名譽、
隱私、安全，本條第
一項第四款規定易導
致不妨礙偵查即可公
開或揭露之不當聯想
，爰予刪除。
三、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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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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洩密或妨害名譽者，
依刑法第一百三十二
條、第三百十六條或第
三百十條處斷；其他法
令有特別處罰規定者，
依其規定。
違反偵查不公開，
應負行政或懲戒責任
者，應由各權責機關依
法官法、公務員懲戒
法、公務人員考績法、
律師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程序調查、處理，並按
違反情節輕重予以懲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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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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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於人民財產權或人
身自由為限制者，應
以制定法律之方式規
定之，雖非不得以法
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
命令為補充規定，惟
須自授權之法律規定
中得預見其行為之可
罰，其授權始為明確
。依本法第二百四十
五條第五項規定文義
暨立法理由觀察，並
未有得為人民財產權
或人身自由限制之授
權意旨，如於本辦法
中逕為該等規定，將
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及授權目的而有違憲
之虞。惟為落實偵查
不公開原則，依本辦
法第五條所定應遵循
偵查不公開原則之人
，如有違反偵查不公
開原則之行為，其涉
及洩密或妨害名譽罪
責者，應依法追訴，
依刑法第一百三十二
條、第三百十六條之
洩密罪，或刑法第三
百十條之誹謗罪處斷
，以昭炯戒，爰於第
一項規定予以明定，
並增訂其他法令有特
別處罰規定者，依其
規定，以資概括。至
於所稱其他法令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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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處罰規定者，例如
公務員違反偵查不公
開而收受賄賂或圖利
者，則應依貪污治罪
條例第四條、第六條
處斷，附此敘明。
二、依本辦法第五條所定
應遵循偵查不公開原
則之人，範圍甚廣，各
有所司，其監督管理機
關互異，如應負行政、
懲戒責任者，調查、處
理程序亦有不同，殊難
明定調查、處理之機關
，應由各權責機關依法
官法、公務員懲戒法、
公務人員考績法、律師
法等相關法令規定程
序調查、處理，並按違
反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爰增訂本條第二項規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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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0056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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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6004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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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7000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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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0146310 號函核
定修正「檢察、警察、
調查暨廉政機關偵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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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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003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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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0146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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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001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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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60002669 號函
修正發布「海岸巡防機
關人員獎懲標準表」。
（四）司法院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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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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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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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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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7 年 12 月 26 日司法
院 院 台 人 三 字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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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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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014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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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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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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二條、第十一條、第十五條修正
條文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10 日內政部台內警字第 10308714563 號令及 103 年 6 月 11 日內政
部內授警字第 10308715461 號書函修正發布第 2、11、15 條條文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原住民：指原住民身分法第二條所定之原住民。
二、漁民：指實際從事沿岸採捕水產動物並持有漁船船員手冊之國民。
三、自製獵槍：指原住民為傳統習俗文化，由申請人自行獨力或與非以營
利為目的之原住民協力，在警察分局核准之地點，並依下列規定製造完
成，供作生活所用之工具：
(一)填充物之射出，須逐次由槍口裝填黑色火藥於槍管內，以打擊底火或
他法引爆，或使用口徑為零點二七英吋以下打擊打釘槍用邊緣底火之空包
彈引爆。
(二)填充物，須填充於自製獵槍槍管內發射，小於槍管內徑之玻璃片、鉛
質彈丸固體物；其不具制式子彈及其他類似具發射體、彈殼、底火及火藥
之定裝彈。
(三)槍身總長（含槍管）須三十八英吋（約九十六點五公分）以上。
四、自製魚槍：指專供作原住民或漁民生活工具之用，由申請人自行獨力
或與非以營利為目的之漁民或原住民協力，在警察分局核准之報備地點製
造完成，藉橡皮之拉力發射以鋼鐵、硬塑膠或木質作成攻擊魚類之尖銳
物，非以火藥等爆裂物發射者。
第 十一 條 機關（構）、團體經許可購置之槍砲、彈藥，應於其內部之適當場所，設
置鐵櫃儲存。槍砲、彈藥分開儲存、集中保管。鐵櫃必須牢固，兼具防盜、
防火及通風設備。
原住民經許可持有之自製獵槍、彈藥，於其住居所之儲存、保管，亦同。
第 十五 條 原住民因其傳統習俗文化，供作生活工具之用，得申請製造、運輸或持有
自製之獵槍、魚槍。
漁民因實際從事沿岸採捕水產動物需要，得申請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
魚槍。
原住民或漁民有第八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製造、運輸或持
有自製之獵槍或魚槍。但有本條例第二十條第四項情形者，不在此限。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報第 20 卷第 112 期，21593~21594 頁、行政院公報第
20 卷第 107 期，205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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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二條、第十一條、第十五條修正
草案總說明
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於九十一年十月二日發布施行，
曾於九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九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及一百
年十一月七日四次修正施行。茲配合尊重原住民族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等意旨，
放寬原住民得申請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獵槍、魚槍之要件，以保障其合法權益，並修
正「自製獵槍」之定義，以切合實際需求，爰擬具本辦法第二條、第十一條、第十五條
修正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考量原住民自製獵槍，乃為從事狩獵、祭典、文化及技藝傳承之傳統本質，供作生
活所用之工具，增訂自製獵槍使用打擊打釘槍用邊緣底火空包彈相關規範。（修正
條文第二條）
二、增訂原住民自製獵槍、彈藥置放、保管規範。（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三、配合自製獵槍定義修正，修正原住民得申請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獵槍、魚槍之
情形。（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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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二條、第十一條、第十五條修正
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
下：
下：
一、 原住民：指原住民身
一、 原住民：指原住民身
分法第二條所定之原
分法第二條所定之原
住民。
住民。
二、 漁民：指實際從事沿
二、 漁民：指實際從事沿
岸採捕水產動物並持
岸採捕水產動物並持
有漁船船員手冊之國
有漁船船員手冊之國
民。
民。
三、 自製獵槍：指原住民
三、 自製獵槍：指原住民
傳統習慣專供捕獵維
為傳統習俗文化，由申
生之生活工具，由申請
請人自行獨力或與非
人自行獨力或與非以
以營利為目的之原住
營利為目的之原住民
民協力，在警察分局核
協力，在警察分局核准
准之地點，並依下列規
之報備地點製造完
定製造完成，供作生活
所用之工具：
成；其結構、性能須逐
(一) 填充物之射出，須逐
次由槍口裝填黑色火
次由槍口裝填黑色火
藥於槍管內，以打擊底
藥於槍管內，以打擊
火或他法引爆，將填充
底火或他法引爆，或
物射出。其填充物，指
使用口徑為 零點二
可填充於自製獵槍槍
七英吋 以下打擊打
管內，遠小於槍管內徑
釘槍用邊緣底火之空
之固體物如玻璃片、彈
包彈引爆。
丸等，供發射之用。
(二) 填充物，須填充於自
製獵槍槍管內發射，
小於槍管內徑之玻璃
片、鉛質彈丸固體
物；其不具制式子彈
及其他類似具發射
體、彈殼、底火及火
藥之定裝彈。
(三) 槍身總長（含槍管）
須三十八英吋（約九
十六點五公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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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由於原住民自製獵槍，依
本質文化傳統，於生活中
從事狩獵、祭典、文化技
藝傳承使用，依據原住民
族基本法第十條、第十九
條規定，並參考最高法院
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二十
日 台上字第五○九三號
判決意旨，考量原住民之
生活習慣改變，少以捕獵
維生，及槍砲彈藥刀械管
制條例第二十條規定意
旨，爰修正第三款自製獵
槍之定義：
一、 原住民自製獵槍，
係供傳統習俗文化
生活工具之用，將
「原住民傳統習慣
專供捕獵維生之生
活工具」修正為「原
住民於其傳統習俗
文化供作生活所用
之工具」，並配合語
意調整，俾利明瞭。
二、 自製獵槍為符傳統
習俗文化，供作生活
工具之用，增訂使用
打擊打釘槍用邊緣
底火之空包彈（即工
業用底火，俗稱喜得
釘），且打擊打釘槍
用邊緣底火之空包
彈口徑，最大限為
零點二七英吋 ，並
利安全使用。
三、 考量自製獵槍使用
之用途，明列相關填
充物材質，以免使用
鋼鐵硬材質之彈丸
材料，致穿透性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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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機關（構）、團體 第十一條 機關（構）、團體
經許可購置之槍砲、彈藥， 經許可購置之槍砲、彈藥，
應於其內部之適當場所，設
應於其內部之適當場所，設
置鐵櫃儲存。槍砲、彈藥分
置鐵櫃儲存。槍砲、彈藥分
開儲存、集中保管。鐵櫃必
開儲存、集中保管。鐵櫃必
須牢固，兼具防盜、防火及
須牢固，兼具防盜、防火及
通風設備。
通風設備。
原住民經許可持有之
自製獵槍、彈藥，於其住居
所之儲存、保管，亦同。

第十五條 原住民因其傳統 第十五條 原住民因狩獵、祭
習俗文化，供作生活所用之
典等生活需要，得申請製
工具，得申請製造、運輸或
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獵
持有自製之獵槍、魚槍。
槍、魚槍。
漁民因實際從事沿岸
漁民因實際從事沿岸
採捕水產動物需要，得申請
採捕水產動物需要，得申請
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魚
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魚
槍。
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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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傷力大，誤擊易造
成致命意外。
四、 考量自製獵槍槍身
太短，於林間打獵易
因碰撞或掉落而使
槍口朝向用槍者，致
生意外，且易於隱
藏，而淪為犯罪工
具，爰明定槍身總長
度。
一、 本次修正自製獵槍
之定義，增加使用打
擊打釘槍用邊緣底
火之空包彈，益增危
險性，為加強原住民
對自製獵槍之儲存
及管理，避免未成年
人取得發生意外，或
遭歹徒或竊賊竊取
使用淪為犯罪工
具。是以，原住民個
人許可持有之自製
獵槍、彈藥之儲存、
保管，應比照第一項
機關（構）、團體經
許可購置之槍砲、彈
藥儲存保管規定辦
理，爰增訂第二項。
二、 原住民經許可持有
之自製獵槍、彈藥儲
存、保管規定，包括
第十九條所規範原
住民相互間販賣、轉
讓、出租、出借或寄
藏而持有自製之獵
槍。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三
十條規定，政府處理原住
民族事務，應尊重原住民
族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
值觀，保障其合法權益。
現行規定第一項，規定原
住民因「狩獵、祭典」等
生活需要，始得申請製

社團法人臺灣鑑識科學學會會刊第十二期

原住民或漁民有第八
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者，不得申請製造、運輸或
持有自製之獵槍或魚槍。但
有本條例第二十條第四項
情形者，不在此限。

法規報導

原住民或漁民有第八
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者，不得申請製造、運輸或
持有自製之獵槍或魚槍。但
有本條例第二十條第四項
情形者，不在此限。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報第 20 卷第 95 期，18391~183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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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運輸或持有自製獵
槍、魚槍，實際上已限縮
了原住民族之權益，爰參
照上揭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三十條及本條例第二
十條第二項所定「供作生
活工具之用」之規範意
旨，將「因狩獵、祭典等
生活需要」修正為「因其
傳統習俗文化，供作生活
所用之工具」，以保障原
住民族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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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活動訊息
本會業於 102 年 9 月 27 日(星期五)假中央警察大學推廣教育訓練中心 106 室召開
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共計有 203 名會員參加，本次會員大會紀錄如下：

社團法人臺灣鑑識科學學會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2 年 9 月 27 日(星期五) 中午 12 時
二、地
點：中央警察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10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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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人，出席人數 203 人，含委託出席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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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度工作計畫如下表，提請大會討論案。
說明：本案經 102 年 9 月 9 日第六屆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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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度工作計畫(103/01-103/12)
編號
項
目
辦理進度
主辦單位
1

募集經費

適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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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度臺灣鑑識科學學會會員大會

103 年 9 月

秘書處

7

「2014 鑑識科學」研討會

103 年 9 月

秘書處

8

能力試驗

3 月及 9 月

認證委員會

9

出版本會第十二期會刊

103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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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度預算，提請大會討論案。
說明：103 年度預算已於 102 年 9 月 9 日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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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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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止
科目
上年度
本年度與上年
預算數
說明
預算數 度預算比較數
款 項 目
名
稱
1

收入

2,700,000

2,200,000

500,000

1

會員捐款

60,000

55,000

5,000

2

補助收入

500,000

500,000

0

3

入會費

20,000

40,000

-20,000

4

常年會費

300,000

300,000

0

5

研習會收入

950,000

940,000

10,000

6

能力試驗收入

350,000

350,000

0

7

委託收益

500,000

0

500,000

8

其他收入

20,000

15,000

5,000

2,700,000

2,200,000

500,000

120,000

120,000

0

1 郵資

50,000

40,000

10,000

2 郵電

15,000

15,000

0

3 租金電費

20,000

30,000

-10,000

4 文具

15,000

15,000

0

20,000
1,435,000
150,000
40,000
895,000
300,000
50,000
1,055,000
909,000

20,000
943,100
150,000
60,000
383,100
300,000
50,000
1,041,900
901,800

146,000

140,100

40,000

45,000

2

支出
1

2

3

辦公費

5 印刷
業務費
1 業務推展
2 會刊編印
3 雜支
4 演講
5 臨時工
人事費
1 員工薪資
2 保險費及勞退金

4

5

雜項支出

準備基金

50,00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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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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91,900 年度業務費與辦公
費支出不得少於總
0 支出 40%
-20,000
511,900
0
0
13,100
7,200
健保、勞保、勞退

5,900 金、二代健保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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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邢攸芬 會計製表：呂敏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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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審核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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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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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 2 月 5 日第六屆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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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年 1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止
收入
支出
科目名稱
金額
科目名稱
金額
準備基金
593,184 準備基金
歷年累存
587,748 支付退職金
0
本年度利息收入
5,436 支付退休金
0
本年度提撥
存入華南銀行專戶
結
餘
59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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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 金 出 納 表
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1 日至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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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8,528

本期支出

2,739,750

本期收入

2,487,126

本期結存

2,685,904

合

5,425,654

合

5,425,654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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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
科目名稱

社團法人臺灣鑑識科學學會
資 產 負 債 表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31 日
負債、基金暨餘絀
金額

科目名稱

金額

庫存現金

64,990

準備基金

593,184

郵局存款

2,620,914

累計餘絀

3,236,582

華南銀行存款-基金

593,184

本期餘絀

(254,297)

辦公設備

296,381

合
計
3,575,469
3,575,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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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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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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年 1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止
科目

預算數

2,473,576

2,200,000

273,576

1

收入
會員捐款

115,120

55,000

60,120

2

補助收入

540,000

300,000

240,000

3

委託收益

0

330,000

4

入會費

43,000

20,000

23,000

5

常年會費

324,900

300,000

24,900

6

研習會收入

1,104,750

900,000

204,750

7

能力試驗收入

316,200

290,000

26,200

8

其他收入

29,606

5,000

24,606

2,727,873

2,200,000

527,873

1

支出
辦公費

123,020

115,000

8,020

1 郵資

57,728

40,000

17,728

2 郵電

12,941

15,000

2,059

3 租金電費

18,681

25,000

6,319

4 文具

12,532

15,000

2,468

5 印刷

21,138

20,000

1,138

1,543,855

980,000

563,855

1 業務推展

125,126

120,000

5,126

2 會刊編印

38,000

60,000

3 雜支

948,736

300,000

648,736

4 演講稿費

351,608

300,000

51,608

5 臨時工

80,385

200,000

3

人事費

1,015,098

1,010,000

4

雜項支出

11,100

45,000

5

報廢損失

34,800

0

6

準備基金

0

50,000

本期餘絀

(254,297)

0

款 項 目
1

2

2

3

決算與預算比較數

決算數

科目

業務費

增加

減少

說明

330,000

22,000

119,615
5,098

委託業務及
能力試驗臨
時工
二名工作人
員全年薪給
(含勞健保補
助及勞退金)

33,900
34,80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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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產目錄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31 日
財產
編號

會計科目

財產名稱

購置日期

單 數
位 量

金額

存放地點

說
明

91.11.04 組 壹 30,000 科 301 室
91.11.25 台 壹 6,980 科 301 室
92.05.30 台 壹 46,000 科 301 室

910001 辦公設備 沙發
910002 辦公設備 傳真機
920001 辦公設備 印表機
921115 辦公設備 電腦
930213 辦公設備 數位相機
931018 辦公設備 彩色印表機

92.11.15 台 壹 37,000 科 301 室
93.02.13 台 壹 16,700 科 3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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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423 辦公設備 A3 雙面列印雷射印表機
961221 辦公設備 辦公椅

96.04.23 台 壹 44,900 科 301 室
96.12.21 張 壹 3,660 科 301 室
97.12.10 台 壹 36,000 科 301 室

971210 辦公設備 ASUS 14"筆記型電腦
981026 辦公設備 ASUS D765 桌上電腦

369

科 301 室

1,680

科 301 室

98.10.26 台 壹 20,300 科 301 室
99.04.19 台 壹 7,665 科 301 室
101.12.03 台 壹 33,127 科 301 室

990419 辦公設備 雷射傳真機
1011203 辦公設備 HP 8300EM 桌上電腦

合 計
296,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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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擬調整員工待遇，提請大會討論案。
說明：103 年度員工待遇調整案已於 102 年 9 月 9 日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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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臺灣鑑識科學學會 103 年度工作人員待遇表
職稱

姓名

助理 呂敏禎
助理 邢攸芬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出生地

到職
年月日

月支
薪餉

女

-

-

93.01.01

34,500

女

理事長：孟憲輝

-

常務監事：徐健民

-

94.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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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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待遇

說明

調整 400 元

＊年終獎金
為1.5個月

32,500
總務：邢攸芬

製表：呂敏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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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年鑑識科學研討會
「2013 年鑑識科學研討會」於民國 102 年 9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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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討會特別邀請國際知名的刑事鑑識專家李昌鈺博士以「現代偵查科技新趨勢」為
題，分享辦案經驗，為國內鑑識人員剖析未來科技偵查的新趨勢，增進所有與會人員在
科技偵查領域的新穎觀念與知識。
在分組研討中，分「生物鑑識」
、
「化學鑑識」
、
「物理鑑識」
、
「現場勘察」及「綜合
議題」等主題，計有口頭論文發表 58 篇及壁報論文發表 25 篇，總共 83 篇學術研究論
文。

圖 1「2013 年鑑識科學研討會」開幕式

圖 2 李昌鈺博士擔任大會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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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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傑出青年研究論文獎」，論文獲獎名單如下：
化學鑑識類
題目：低真空寧海德林蒸鍍顯現潛伏指紋之初探
作者：陳俊傑、陳明正、王光全、廖哲賢、程曉桂、楊詔凱、王勝盟

圖 3 孟理事長憲輝頒發陳警務正俊傑「傑出青年研究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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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理監事會議重要決議內容
會議名稱

重要決議內容

日期

1.擬定聘請第六屆顧問名單。

第六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第六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2.審核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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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修訂兩岸專有名詞解釋對照。
4.訂定兩岸交流參訪原則。
5.訂於 9 月 27 日舉辦 102 年鑑識科學
研討會。
6.增加郵局匯款繳納會費方式。
1.擬定 103 年度工作計畫、員工待遇、
預算。
2.擬定講師交通補助費以縣市之原則
定額給付。
3.審查 2013 年鑑識科學研討會「傑出
青年研究論文獎」。
4.同意設立 DNA 委員會。
5.增聘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系黃朝義教
授為本會第六屆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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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團體(個人)名錄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
捐款人(團體)

金

額

日

楊文鐸

6,000

102.01.14

謝幸媚

8,000

102.06.10

蔡麗琴

8,000

102.06.10

孟憲輝

936

102.06.14

蔡佩潔

3,435

102.06.17

李俊億

8,000

102.06.19

李俊億

2,200

102.06.19

謝幸媚

2,200

102.06.19

蔡麗琴

2,200

102.06.19

侯友宜

2,000

102.07.01

蕭宇廷

4,337

102.07.01

孟憲輝

4,000

102.08.02

張良帆

2,400

102.08.23

孟憲輝

1,000

102.09.05

財團法人李昌鈺博士
物證科學教育基金會

100,000

102.09.12

王勝盟

15,500

102.09.23

李俊億

1,000

102.09.27

謝幸媚

10,000

102.12.02

蔡麗琴

10,000

102.12.02

李俊億

10,000

102.12.10

財團法人李昌鈺博士
物證科學教育基金會

100,000

102.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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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大事紀
102.01.23

舉辦「刑案現場三維空間重建原理與技術應用」研習會

102.03

舉辦 102 年第一次生物鑑定類能力試驗

102.03.21

舉辦「交通事故處理與鑑定實務」研習會(四)

102.04.11~12

舉辦「金屬物件磨滅號碼重現技術」研習會(第一梯次)

102.04.18~19

舉辦「金屬物件磨滅號碼重現技術」研習會(第二梯次)

102.04.29~30

舉辦「金屬物件磨滅號碼重現技術」研習會(第三梯次)

102.05

出版第十一期會刊

102.05.17

舉辦「現場勘察報告製作與在法庭上之證據能力」研習會

102.05.28

協辦「2013 年鑑識論壇研討會」

102.05.30

協辦「2013 年犯罪偵查學術與實務研討會」

102.06.19

舉辦「親緣鑑定」研習會

102.07.05

舉辦「身份證、護照、超券等偽變造文件鑑定」研習會

102.07.17

舉辦「數位攝影原理與現場證物攝影」研習會

102.07.24

舉辦「交通事故處理與鑑定實務」研習會（五）

102.08.02

舉辦「常見涉案半自動手槍鑑定」研習會

102.08.16

舉辦「數位鑑識推廣與應用」研習會

102.08.26

舉辦「火災原因調查與鑑定」研習會

102.09

舉辦 102 年第二次生物鑑定類能力試驗

102.09.27

召開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102.09.27

舉辦「2013 年鑑識科學研討會」

102.10.30~11.01

舉辦「現場勘察實務」研習會(第一梯次)

102.11.06~11.08

舉辦「現場勘察實務」研習會(第二梯次)

102.11.26

舉辦「筆跡鑑定」研習會

102.12.29

協辦「2013 神探科學營」-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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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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警察局鑑識課課長周俊銘調任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專員(102.6)。
2.刑事警察局巡官蘇至誠升任刑事警察局技士(102.6)。
3.孟理事長憲輝榮兼中央警察大學警察科技學院院長(102.9)。
4.刑事警察局組長蔡覲城升任新竹縣政府警察局鑑識課課長(102.10)。
5.新竹縣政府警察局鑑識課課長楊易達調任彰化縣警察局鑑識課課長(102.10)。
6.彰化縣警察局鑑識課股長陳明正升任嘉義縣警察局鑑識課課長(102.10)。
7.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股長陳博文升任新竹市警察局鑑識課課長(102.10)。
8.彰化縣警察局警務員廖光啟升任彰化縣警察局股長(102.11)。
9.法務部調查局魏得寶副處長升任鑑識科學處處長(103.01)。
10.刑事警察局黎添來警務正升任刑事警察局股長(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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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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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社團法人臺灣鑑識科學學會會刊第十二期

第二十五條

第四章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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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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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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研習會訊息
項

目

預訂月份

「交通事故勘察鑑定與詰問」研習會

3 月 23 日

「毒品製造工廠型態與分析」研習會

4 月 11 日

「金屬物件磨滅號碼重現技術」研習會

4 月 15~16 日
4 月 21~22 日

「數位攝影原理與現場證物攝影」研習會

5 月 30 日

「火災殘跡鑑定與認證」研習會

6 月 24 日

「刑案現場處理案例」研習會

7 月

「Sketch Up 3D 刑案現場測量繪圖」研習會

7 月

「刑案現場與鑑識攝影」研習會

8月

「GSW Fatalities」研習會

8 月

「問題字跡、印文鑑定與應用」研習會

9月

「生物動力學應用於法醫鑑識研究」研習會

9 月

「法院引用鑑識結論探討」研習會

10 月

「筆墨與印刷品鑑定」研習會

11 月

「聲紋相關簡介與訓練」研習會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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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訊息
2014 年鑑識科學研討會
一、日期：103 年 9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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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鑑識科學研討會」將於 9 月 19 日假中央警察大學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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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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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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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受限於人力，辦理大陸地區專家學者來臺參加研討會時，採團進團出的方
式辦理，由於本會旨在進行學術交流，因此本會邀請函僅發給論文發表人或共同作
者，同時學術交流團也必須有旅行社負責安排交通飲食住宿等。相關文件請參考入
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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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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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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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前，以電
子郵件通知通訊作者，通過初審者請於 7 月 15 日前繳交論文全文。論文全文複審
結果除有特殊情況由主辦單位個別通知外，將直接刊登於研討會論文集中，不另行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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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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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內容報告之末，須歸納出研究發現或結果之精簡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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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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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3-3285187
警用：733-4261 E-mail：lj2000@mail.c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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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鑑識科學研討會
摘要投稿須知
請於 103 年 5 月 15 日前，以 E-mail 方式提交論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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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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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號字)

內容(12 號字)
關鍵字(詞) (12 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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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鑑識科學研討會
論文投稿資料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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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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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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7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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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以 Microsoft word 排版撰寫，上、下、左、右邊界請各留 2cm，版面配置為一欄(請
參考範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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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題目請以 14 點粗體，作者(含服務單位及聯絡方式)及其他內容以 12 點字體，單行
間距繕打。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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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論文摘要：500 字以下，關鍵詞 3-5 個。
（e） 前言
（f） 實驗方法（若為綜合議題或現場勘察之論文，請寫所用方法或技術）
（g） 結果與討論
（h） 結論
（i） 參考文獻
五、本文內分段之標號方式，中文稿應依壹；一、；(一)；1.；(1)；甲.；(甲)……之次
序，英文稿依Ｉ、(Ｉ)；1.；(1)；A.；(A)；a.；(a)……之次序為之。
六、圖表請整合於本文內適當位置，表號及表名應置於表之上方；圖號及圖名則置於
圖之下方，圖表序號與內文須相同。如係引用之資料，應註明出處。
七、參考文獻：置於內文最後，其序號與內文相同，內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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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註譯使用”文後註”方式，註釋與參考資料之格式範例如下：
1. Fisher, A. B., McDonald, C.D., and Johnson, E. F., An Introduction to Forensic
Sciences, General Publications, New York, 1999.
2. Fisher, A. B., McDonald, C. D., and Johnson, E. F., “Forensic Science,”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Vol. 44, No. 1 Jan. 1999, pp.31-37.
3. Fisher, A. B., and McDonald, C. D., “Fingerprint Development Methods,” Report
1234, American Academy of Forensic Sciences, Colorado Springs. Co, 1999.
4. Fisher, A. B., and Johnson C.D., “Homicide Investigation,” Presented at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orensic Sciences, sponsored by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Forensic Sciences, Colorado Springs, Co, May 1999.
5. 王大中，槍傷之研究，刑事科學，刑事警察局印行第 35 期，民國 82 年 3 月，頁
41-56。
6. 李小玉，儀器分析，理科書局印行，台北，民國 82 年，再版。
九、論文全文製作時，請參考鑑識科學學會網址(http：//tafs.cid.cpu.edu.tw)格式範例。
十、論文全文繳交之 E-mail 地址：tafs@mail.c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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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鑑識科學研討會
論文海報發表規則及相關規定
項目
海報發表時間

9 月 19 日（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17 時
請海報論文發表者於上午 10：00~10：20 分及下午 14：40~15：00 至發
表處接受提問

Ａ０全開直式
海報格式

海報內容格式

備註

內容

海報須由發表者自備。
寬

（寬 84 cm×長 120 cm）
1. 標題：
包含題目與作者資料，依序為：
題目：
作者姓名：
單位名稱
2. 內容：
自行規劃，以呈現研究成果為宜。

海報顏色

不拘

海報張貼時間

會前佈置
發表者在 9 月 16 日（二）前將海報寄達
中央警察大學，由工作人員統一代為張
貼。

Poster
長

發表者自行撤除攜 回，
未撤除者，將由工作人員
海報撤除時間
9 月 19 日（五）下午 17 時 00 分
代勞，唯海報若有破損或
遺失的情形，恕不負責。
海報寄送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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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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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鑑識科學研討會
「傑出青年研究論文獎」審查辦法
ㄧ、審 查 資 格 ：
1、填寫「傑出青年研究論文獎」申請書；
2、年齡須為 35 歲以下，或為在學學生；
3、共同作者請推派一人申請，該代表須具備社團法人臺灣鑑識科學學會會
員資格；
二、審查規範：
1、初選：每 1 類別之論文投稿篇數須大於 10 篇，若篇數不足 10 篇，則不予以審
核；
2、複選：於每類別篩選出符合審查資格之競爭者，每類別競爭者論文須大於 5 篇，
若篇數不足 5 篇，則不予以審核；
3、每類別之文章分別由兩位審查委員審核評分，評分結果再由「傑出青年研究論
文獎」審查委員會遴選得獎人。
三、審查結果將於研討會閉幕式中宣告，並頒發得獎人獎狀及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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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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