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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事長的話
本會在顧問團的指導，理監事及秘書處所有同仁的共同努力耕耘下，遵循著
創會宗旨邁向第四年，繼續為推廣鑑識科學知識、提昇鑑識科學水準與確保司法
審判品質努力。
為了推廣鑑識科學認證制度，去年曾召開認證計劃座談會及小組會議，並舉
辦一系列研習會，包括「實驗室認證規範 ISO/IEC 17025 訓練」研習會、「量測不
確定度」研習會、「測試實驗室主管訓練」研習會、「實驗室內部稽核」研習會；為
提昇鑑識科學水準，舉辦「刑事 DNA 鑑定」研習會、「實體顯微鏡在鑑識科學上之
應用」研習會、
「法醫與交通事故鑑定」研習會，並出版第三期會刊以推廣鑑識科
學知識；一年一度的「2005 年犯罪偵查與鑑識科學研討會」及 2005 年會員大會亦
如期舉辦，搭起學術及實務交流的舞台，讓偵查與鑑識兩領域的學者專家發表研
究成果，為科學辦案奠定更堅實的基礎。
今年將繼續舉辦認證相關課程，以協助引導國內鑑識實驗室採行認證制度；
另四月將舉辦「影像處理與鑑定」研習會、「 DNA 鑑定」研習會，五月舉辦「鞋
印採證技術」研習會，六月舉辦「法醫解剖攝影實務」研習會，七月舉辦「法醫
解剖鑑定書解讀」研習會，八月舉辦「血跡噴濺痕重建」研習會，九月舉辦「交
通事故勘察技術交流」研習會，十月舉辦「顯微鏡在鑑識科學上應用」研習會，
此外，十一月將舉辦「2006 年鑑識科學研討會」及召開 2006 年會員大會並同時進
行本學會第三屆理監事選舉。活動雖然頻繁，但各位的支持與參與，成為我們不
可或缺的動力來源。
感謝鑑識科學學會所有理監事、會員及秘書處所有同仁的參與、支持與努力。
最後敬祝大家狗年旺旺，身體健康、事事如意！！

理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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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鑑識中心的核心工作—
以日本與美國鑑識制度為借鏡

社論

自去年起各縣市政府警察局已陸續成立刑事鑑識中心或鑑識課，顯見國內鑑識
科學領域即將走向更專業化與全面化。因此，各主管首長或上級機關應重視並及
早規劃如何健全發展所有新設立的鑑識單位，以發揮應有的角色功能。落實科學
辦案的理想目標即需將各種科技應用於犯罪偵查與物證鑑識之中；換言之，所有
參與現場處理與物證鑑析之相關人員，包括制服警察、偵查人員與鑑識人員，均
需具備良好的偵查科技與鑑識科學知能，而鑑識實驗室更需建構完備的儀器設備
與方法。為達成此一目標，當前中央與地方鑑識機關部份應先確立其核心工作項
目，依此營造更健全的鑑識工作環境。以日本與美國鑑識制度為借鏡，建議國內
鑑識單位（含刑事鑑識中心與鑑識課）至少應將重大刑案現場勘察、訓練、鑑定、
與研究發展等列為四大核心工作目標。
一、重大刑案現場勘察
目前內政部警政署所轄各鑑識單位，除刑事局以外，其他刑事鑑識中心與鑑
識課多數僅以重大刑案現場勘察為其主要重點工作，而且常將每年重大刑案現場
勘察的數量列為單位的工作績效。雖然在轄區內大多數犯罪現場均需進行現場勘
察與採證，然實際上鑑識單位的人力資源確實不敷需求，通常皆僅負責較重大的
刑案現場處理。為能獨立有效處理各種現場，並加強相關人員的教育訓練，對於
勘察所需的裝備、器材與作業流程，各級鑑識單位應逐步充實整備。未來為確保
現場勘察的作業品質，各單位亦需參與鑑識實驗室之「現場勘察類」認證，依據
ILAC G19 所規範認證之現場勘察類項目，其範圍包括包括犯罪現場勘察、證物搜
尋、電腦模擬、攝影、火災調查、血跡噴濺型態研判等。
二、訓練
隨著科技的快速進步，從犯罪現場勘察到實驗室鑑識的技術不斷地推陳出
新，為使各層級之制服警察，偵查人員與鑑識人員均能熟悉各種新穎的技術與觀
念，研習訓練是推廣知識技能的不二法門。訓練的分工可分為兩個層級，第一個
層級是由中央級實驗室(如刑事局鑑識中心)將所研發成熟的鑑識技術或勘察方
法，負責訓練地方層級的鑑識中心或鑑識課，協助並加強其物證鑑識與現場勘察
能力，一方面分擔中央級實驗室之工作負擔，提升物證鑑識之效能，另一方面亦
可因應各地方法院因要求鑑定人蒞庭作證，所引發之財務負擔問題；第二個層級
是由地方鑑識中心進而往下訓練各分局和派出所中的鑑識小隊、偵查員與制服警
員，增強其現場處理與採證能力。如此鑑識知識、現場處理與採證工作等技術才
能植基至負責偵查犯罪的所有人員，全面落實科學辦案的總體目標。
三、鑑定
在日本，每一個縣市級地方科學搜查研究所(相當於我國縣市政府警察局鑑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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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或鑑識課)可自行鑑定該轄區約達 90%之證物，餘約 10%證物屬於較高鑑定難
度之案件，再委請中央級科學警察研究所協助鑑定。地方警察局所採取之物證，
如應用之前曾由科學警察研究所所訓練過的鑑定技術即可進行鑑定時，科學警察
研究所將不再受理地方警察局之委託鑑定，需由地方科學搜查研究所自行負責處
理。此外，為嚴格要求鑑定品質的一致化，對於地方科學搜查研究所所出具的鑑
定報告，若當事人或法官不服時，科學警察研究所亦拒絕再受理鑑定。在美國，
刑事鑑識實驗室屬於自由發展的系統，大的單位從聯邦到州政府各設立鑑識實驗
室，小的單位從各市政府警察局或郡警察部門亦可設立實驗室，全國約有 320 個
大小不等之鑑識實驗室，依照各自之能力、經費與地區特性發展自己的實驗室規
模，解決轄區內部的大部份證物鑑定問題，各自面對法庭中的交互詰問。目前國
內各鑑識單位的工作仍停留在重大刑案的現場處理與採證上，所採之物證幾乎全
交由刑事局負責鑑驗，造成刑事局鑑識中心超負荷的工作量。比照美日的經驗，
未來各鑑識單位理應自行負責轄區內的大部分證物鑑定工作，如此才能有效提供
各單位更即時的鑑定與偵查需求，並解決因鑑定衍生之財政與出庭作證等相關問
題。
四、研究發展
鑑識科學與其他領域的科學一樣，永遠存在著新的問題待解決，當鑑識工作
人員進行證物鑑定時，必然也常遭遇既有方法無法解決的難題，只有不斷進行新
問題的研究與實驗，才能有所突破與發現，再透過研究所得新知的分享，鑑識科
學學術才能與日俱。在日本，日本法科學技術學會每年舉辦年會，會議議程通常
分兩日舉行，共分五場次同時以口頭發表，第一場次為法生物、第二場次為法化
學與法藥毒物、第三場次為火災、爆炸、機械與交通事故、第四場次為影像、聲
紋、槍彈、工具痕與現場鑑識、第五場次為法心理與法文書。每年所發表之論文
約 170 篇，參與的演講者普及地來自全國各科學搜查研究所、科學警察研究所與
其他大學，顯示鑑識實驗室參與研究發表之單位相當平均。在美國，美國鑑識科
學學會年度會議議程通常分 5 日舉行，議程內容緊湊多元，共分為早餐、午餐研
討會，由不同學科分組召集舉行，其他學科分組亦舉行該分組年度會議與講習會，
論文發表部份分口頭發表與壁報論文兩種，每年共約 500 篇論文，會議分組有刑
事鑑識、工程科學、一般分組、法理學、牙科學、病理與生物、人類學、心理與
行為科學、法文書、法藥毒物等。這樣的規模是全世界最大的鑑識科學學術會議。
在國內本學會自 2002 年成立起也舉辦各種學術研討會與研習會，搭建許多交流研
究成果的舞台，只有當各鑑識中心與鑑識課人員的全面性參與研究，透過在鑑識
科學例行的研討會與期刊發表與分享，達到集思廣益之效，國內鑑識科學也才能
早日迎頭趕上國際的水準。
總之，鑑識實驗室是科學偵查的後盾，欣見國內各地方鑑識單位的獨立設置，
期盼各鑑識單位能基於定位朝向明確的核心工作目標，並依此擬定並執行中長期
施政策略、遴選人才、營建廳舍、購置儀器設備、參與認證制度等計畫，均衡健
全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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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法醫制度回顧與展望

鑑識專題

方中民
法醫科學包括了(1)法醫病理學及(2)毒物學(3)警察科學如血清、指紋、槍
枝……等(4)臨床法醫學，包括法醫精神學、性侵害如強姦案件之鑑定(5)法齒學、
體質人類學等；在民主法治國家奉行罪刑法定，有證據才能審判及定罪，因此現
代刑案及民事訴訟均以搜證，提供證據為主要重點。
目前法醫之現況是案件發生，報管區警察單位，經觀察後報上級轉報各地檢
署，指派檢察官、法醫、書記官會同警察進行現場勘驗，屍體檢查（多數由地檢
署法醫，包括法醫師、檢驗員）為能確實死因及死亡方式，經偵查筆錄後出具相
驗屍體證明書，屍體發回。
如案情重大或某些問題不能解決，進一步請法務部法醫研究所顧問醫師（法
醫病理專科醫師）協助實施複驗或屍體解剖（包括了病理大體檢驗、組織切片、
毒物分析、血清證物等之檢驗）
，在取得鑑定報告書後由檢察官綜合予以結案，或
以證據依責任（刑事）對當事人提起公訴。法院在受理審判時之辯論及交互詰問
對證據及鑑定經過，在原被告之申述辯護下，往往鑑定人要再要求司法單位提供
更進一步的資料。
命案及犯罪現場是越來越科技及艱難，時效、正確都是需要嚴格執行，為達
到這個目的，人力、技術、器材，包括了很多的軟、硬體的需求是少不了的。因
應變化，集中人才、器材及應有適當場所才能事半功倍，否則將形成浪費及水準
不夠之窘境。公權力及公信力是互相關連的，司法機關及警察部門，檢、調、警
的團隊如果不能整體性的做出公正、公平的鑑定，又如何取信於百姓，但如果因
為制度之不健全致發生不良之結果，對當事人而言，亦是很難堪的。
民主法治最重要保障人權，人權之維護要靠鑑定之正確及有效的時效，鑑定
工作之執行在在都是運用各種專業的科技並善用理論物證檢驗的建立，故不是祇
以經驗為足夠，但如科技之專業訓練不足，再加上經驗不足，那結果常會造成誤
判的悲慘情事。
近多年來，台灣在法醫鑑識上已是相當進步，主體制度下不比先進國家差，
但如果嚴格來思考，發現未能發揮整體的力量，且經費及人力未能妥善運用、安
排及培育，這種情況應該是該負責的人未能盡責，因此也有人指說我們做的不夠，
我們應該承認這是事實，經過多少年的努力整合、溝通協調各個相關的單位，目
前至少還能經常交換資料及經驗，以幾年前之新加坡航空公司空難而言，在四天
半內完成 84 具完全燒灼毀損的焦黑屍體的人身鑑定工作，我們的結果得到世界的
注目及讚許，是團隊的精神、是無私及使命感的成果，今後將應努力再接再勵，
以專案之要求達到普及。
任何一個案例都是把專精讓它成為例行的標準作業程序，實務上是不能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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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得十分清楚的，如果合理的制度、受尊重重視的制度，目前能做的恐怕是協調
及整合將(1)人才表列分析，(2)器材調查評估，(3)場所之地理分配，(4)長程及中短
程的各年度計劃達到人員之專業訓練，無論是養成的或再教育的，(5)國家的經費
應全力支援，比照國科會、國家衛生院、科學園區等之發展全面的推動，(6)以團
隊之組合人員做深遠可行的政策，並應有配套的法源，提供給政府去實施，並希
望是能久能遠的專業制度，不必因輪替而有所變動，否則無法持續性的努力及發
展，及保持中立、大公無私、有遠景及願景。多鼓勵年輕人的參與，在位者要思
考如何去發掘、照顧、獎勵、培育人才，合理人性化的待遇：包括薪資、工作時
數及工作場所等都應該一併研究。
以目前台灣的實際情況，要讓法醫科學能在短時間內達成整體提昇的效果建
議如下：
成立國家級的法醫科學院或局，隸屬於行政院或司法院都可以，並應比對類
似飛安委員會之等級有獨立的場所、經費。人才與器材，從目前各單位去徵召統
合管理，仍然是分為法醫病理、毒物學及警察科學。目的業務自然是法醫任務，
不過變成單一窗口的作業模式，使工作效率時間可以縮短很多，人員也能有效運
用，器械亦能充分發揮功能，節省公帑。因係獨立單位，在經費、薪資及人員進
用方面才能吸引人才，留住人才，並可以實施在職訓練及養成教育。
國內法醫科技人員不是沒有，但是數目及年齡分配上如不及早準備，會出現
不足及斷層現象，法醫師法通過了，配套措施恐有執行上的困擾，緩不濟急及牛
步，更增加難度。
法醫師在世界各國均以醫師擔綱，在時代潮流中，醫師應有專業（病理學及
法醫病理學）的基礎訓練，再在經過證照認證制度之要求，程度上才會到達一定
的水準，不會比國外遜色，醫師一定不會當法醫師嗎？祇要有合適的條件，比照
醫院、醫學中心的狀況，不見得找不到人。在案例日益增加（因辦案的要求、老
百姓自我認識的了解）是避免不了，也少不了的，及早準備免得到時候應付不來，
招來民怨及批評，經費、人員之編列應以實務為主，從寬從遠去估算，自民國 79
年法務部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法醫中心成立之時，每年解剖案例 200 多件一年，
當時之估算每年應會有 10～15％之增加率，到民國 87 年轉換為法醫研究所時已達
千例，到今年（民國 94 年底）已破 2300 例，不會再增加了嗎？不可能的，祇有
加多，加上審判制度之革新，可以預見未來的業務會更多、更複雜。
解剖場所往往反映這個國家有沒有用心、重視這一環，草創時期可以馬虎點
配合政經的發展，如今還能以委屈了來過關嗎？！現代化合條件的解剖場所及其
周邊的設施是對司法人員起碼的尊敬，雜亂的環境，在當事人的心目中有些什麼
樣的觀感，台灣錢淹腳目，卻讓這些為公義工作人員如此“委屈”。另一方面如碰到
感染性的案例，到時候又能怎樣說明嗎！？
實驗室之認證是遲早的事情，如果我們關起門來，在國內而言也會要求，何
況我們現在還有國際間的接觸，不能有夜郎自大的心態，關起門來做皇帝，經不
起考驗就是經不起，不必用任何藉口來掩飾，國外專家要求參觀時，如果我們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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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們參觀時，就是一個指標，對國家形象絕對加分。就法醫科學的主軸，法醫
解剖的設施而言，調查局及目前的刑事局、警察大學、法醫研究所等某部份是可
以曝光的，整體來看要到某種程度則仍有一大段距離，還有許多空間去發展。
珍惜人才、愛護儀器、不浪費國家資源是應該努力去達成，可惜法醫科技牽
涉到公權力、公信心，所以不可能 BOT，“委外”是目前流行的玩意，法庭科學祇
是很少的部會可以做，近鄰日本的科學警察研究所，美國的 FBI 都不涉入法醫病
理部份，似乎這是將來在改進中應該慎重考量的部份，死亡證明書、相驗屍體（解
剖）證明書，應該由醫師出具。而檢察官背書的時代應該過去了，該還給檢察官
們多點時間及空間。
刑事訴訟是免費的，是既定的法規。國家經費來自百姓，充分回饋難道不應
該嗎？！軍事、經濟、司法、教育及醫療是施政上重大的議題及導向，在百分比
上應該予以重視，司法的經費上更應該如健保一樣重視每個當事人的權益。
另外，一個重要的目標是人員之養成、培育及再教育，輪替不應祇是政黨（為
了民主）
，專業人員亦應該有新陳代謝，但不是搶位子，是希望適人適才，才能有
好結果，國內培育的單位不多，再教育時可用師資還能充足，在職人員應該有年
度之分期逐步進行系統的加強教育，穩定的人才任用辦法，使專業人口不致迭失，
統一任用之位階及待遇，不致發生職務調任所引起的困擾。考核標準儘量以工作
績效為基礎，但亦應考慮有些不同的困難度所產生的差異。清廉品德更是專業道
德的要件。這些寶貴的人才是國家的資源，希望每個工作人員能自基層做起直至
退休，堅持本位工作俾能對社會有所貢獻。
結論是如果有心，鐵杵也會磨成針，但也企望相關單位及政策負責人能深入
了解，大力予以協助，使我國民主法治的發展更上層樓。
(本文作者為法務部法醫研究所顧問召集人，本學會副理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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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指數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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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俊億
計算邏輯
親子鑑定是以科學的方法對可能具有親子關係的當事人的遺傳標記進行驗
證，以研判兩者是否具有血緣上的親子關係之行為。在鑑定的過程中遺傳標記的
鑑定與親子指數（paternity index PI）之計算是親子鑑定的關鍵工作，遺傳標記的
鑑定因為有檢驗試劑套組及精密的分析儀器，使得基因鑑定的正確性較無疑義；
但親子指數之計算模式，因表現型與基因型不同而有些微差異，但不論是表現型
或基因型，親子指數之計算邏輯都相同，即計算疑父（alleged father）（假設父、
爭議父、疑似父）提供生父必備對偶基因型（allele）的機率與隨機男子也具備相
同對偶基因型的機率之比值（PI）。
若小孩（C）基因型為 PQ、M 代表生母、AF 代表疑父、RM 代表隨機男子，
AF 提供 P 的機率是 P(AF : P)、M 提供 Q 的機率是 P(M : Q)、AF 提供 Q 的機率是
P(AF : Q) 、M 提供 P 的機率是 P(M : P) 、RM 提供 P 的機率是 P(RM : P) 、RM
提供 Q 的機率是 P(RM : Q)，則 PI 值的計算通式如下：
P( AF : P) P( M : Q) + P( AF : Q) P( M : P)
PI =
P ( RM : P) P( M : Q) + P( RM : Q) P ( M : P)
在二人組的親子鑑定中，若缺少生母，則其機率以 RM 數據取代。
本文在表現型方面以 ABO 血型為例模擬親子組合提供參考，基因型方面的模
擬研判則適合任何體染色體上的基因系統。
ABO 表現型之親子指數計算
由於 ABO 表現型的鑑定結果只能表現出顯性的 A、B 與 AB 或雙隱性的 O 型，
A 型究竟是 AA 或 AO 型、B 型究竟是 BB 或 BO 型，無從得知，因此，在親子指
數計算時，各種可能情況都必須列入考慮。例如母、子與疑父都是 A 型時，三者
都有可能是 AA 或 AO 型，因此，必須將組成小孩 AA 或 AO 型的三種父母組合情
形都列入考慮，即父提供 A 母提供 A、父提供 A 母提供 O 與父提供 O 母提供 A。
若 A 之重複率為 a、B 之重複率為 b、O 之重複率為 r，則父是 AA 之機率為：
a2
a
=
2
a + 2ar a + 2r
父是 AO 之機率為：

2ar
2r
=
a + 2ar a + 2r
2

父提供 A 之機率為： 1 ×

a
2r
a+r
+ 0.5 ×
=
a + 2r
a + 2r a + 2r
7

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會刊第四期

鑑識專題

父提供 O 之機率為：

0.5 ×

2ar
r
=
a + 2ar a + 2r

PI =

X
Y

親子指數

2

2

⎛ a + r ⎞⎛ r ⎞
⎛ a+r ⎞
X =⎜
⎟
⎟⎜
⎟ + 2⎜
⎝ a + 2r ⎠⎝ a + 2r ⎠
⎝ a + 2r ⎠

⎛ a+r ⎞ ⎛ a+r ⎞ ⎛ r ⎞
Y = a⎜
⎟ + r⎜
⎟ + a⎜
⎟
⎝ a + 2r ⎠ ⎝ a + 2 r ⎠ ⎝ a + 2r ⎠
其他可能之 ABO 血型組合之親子指數如表一，若能直接鑑定出 ABO 基因型，則
親子指數之計算可參考下列簡化的基因型計算模式。
表一

親子鑑定中 ABO 血型表現型組合之親子指數

母

子

疑父

PI

母

子

疑父

PI

O
A
A
B
B
A
A
A
A
B
AB
AB
O
B
B
B
B
A
AB
AB
O

O
O
O
O
O
A
A
A
A
A
A
A
A
B
B
B
B
B
B
B
B

O
A
B
B
A
A
AB
O
B
A
A
AB
A
B
AB
O
A
B
B
AB
B

1/r
1/(2r)
1/(2r)
1/(2r)
1/(2r)
X1/Y1(註一)

A
A
B
B
AB
AB
AB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AB
AB
AB
AB
AB
AB
AB
O
O
O
A
A
A
A
B
B
B
B
AB
AB
AB

B
AB
A
AB
A
B
AB
O
A
B
O
A
B
AB
O
A
B
AB
A
B
AB

(b+r)/(b(b+2r))
1/(2b)
(a+r)/(a(a+2r))
1/(2a)
(a+r)/(a(a+2r))
(b+r)/(b(b+2r))
1/(a+b)
1/r
1/(2r)
1/(2r)
1/(2r)
X3/Y3(註三)

1/(2a)
1/r
1/(2r)
(a+r)/(a(a+2r))
1/(a+r)
1/(2a)
(a+r)/(a(a+2r))
X2/Y2(註二)
1/(2b)
1/r
1/( 2r)
(b+r)/(b(b+2r))
1/(b+r)
1/(2b)
(b+r)/(b(b+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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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r)
(a+r)/(2a(a+2r))
1/(2r)
1/(4r)
X4/Y4(註四)
(b+r)/(2b(b+2r))
(a+r)/(2a(a+2r))
(b+r)/(2b(b+2r))
(a+b)/(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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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X1、Y1分別為上述內文分析中的X與Y值。
註二：X2、Y2分別為上述內文分析中X與Y值中以b取代a。

⎛ a+r ⎞ ⎛ a+r ⎞ ⎛ r ⎞
註三： X 3 = a⎜ a + 2r ⎟ + r ⎜ a + 2r ⎟ + a⎜ a + 2r ⎟
⎝
⎠ ⎝
⎠ ⎝
⎠

Y3 = a 2 + 4ar

註四： X4、Y4分別為X3、Y3中以b取代a。
基因型之親子指數計算
親子鑑定結果若能直接顯示基因型結果，則親子指數之計算較為單純，目前
常用的計算模式有兩種，一是前述親子指數計算模式（PI），一是將所有不能排除
的對象都納入計算的的模式，稱為不能排除的隨機男子法（random man not excluded
method RMNE）
，計算出所有不能排除的隨機男子之機率，當不能排除的對象之數
值越低時，則檢測對象是生父的可能性將越高。
一、PI 計算模式
1. 父母子三人進行親子鑑定者，若母子有一個對偶基因型相同，則直接比較

AF 與 RM 提供另一對偶基因型之機率。若母子有兩個對偶基因型相同，
則需交叉比較 AF 與 M、RM 與 M 提供兩個對偶基因型之機率。
2. 若為單親，如父子或母子二人進行親子鑑定者，比較 AF（M）與任何女
子（RW）（男子）組成小孩基因型之機率與 RM（RW）與任何女子（男
子）組成小孩基因型之機率。
3. 若雙親都待鑑定者，比較 AF 與 AM（alleged mother）組成小孩基因型之
機率與 RM 與 RW 組成小孩基因型之機率。
二、RMNE 計算模式
1. 父母子三人進行親子鑑定者，若母子有一個對偶基因型相同，如子：PQ、
母：QR，則任何含有 P 對偶基因型的男子都屬不能排除的隨機男子，其
機率為：
令 P：p、Q：q
RMNE = p 2 + 2 p (1 − p) = p(2 − p)
2. 父母子三人進行親子鑑定者，若母子有兩個對偶基因型相同，如子：PQ、
母：PQ，則任何含有 P 與 Q 對偶基因型的男子都屬不能排除的隨機男子，
其機率為：
令 P：p、Q：q RMNE = ( p + q) 2 + 2( p + q )(1 − ( p + q)) = 2( p + q) − ( p + q) 2
3. 若為單親，如父子或母子二人進行親子鑑定者，如子：PQ、母或父：PR，
則任何含有 P 與 Q 對偶基因型的男或女子都不能排除，其機率計算方式
與上式相同：
令 P：p、Q：q
( p + q) 2 + 2( p + q)(1 − ( p + q ))
4. 若雙親都待鑑定者，如子：PQ，則父母必為（PX）與（QY）之組合，X
代表 P 以外之對偶基因型，Y 代表 Q 以外之對偶基因型，則任何不能排
除的隨機父母（RPNE）的機率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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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NE = ( p 2 + 2 p (1 − p ))(q 2 + 2q(1 − q))

表二是 PI 與 RMNE 法各種可能組合之計算結果，表三是雙親都待鑑定者之
各種可能組合之計算結果。
表二 PI 與 RMNE 法各種可能組合之計算結果
母

子

疑父

PI

RMNE

P

P

P

1/p

p(2-p)

P

P

PQ

1/2p

p(2-p)

P

PQ

PQ

1/2q

q(2-q)

PQ

PQ

PQ

1/(p+q)

2(p+q) – (p+q)2

PQ

P

P

1/p

p(2-p)

PQ

PQ

P

1/(p+q)

2(p+q) – (p+q)2

PQ

P

PQ

1/2p

p(2-p)

P

PQ

Q

1/q

q(2-q)

PQ

QR

R

1/r

r(2-r)

P

PR

QR

1/2r

r(2-r)

PQ

QR

PR (or RS)

1/2r

r(2-r)

PR

PR

QR

1/2(p+r)

2(p+r) – (p+r)2

PR

QR

QR

1/2q

q(2-q)

PR

R

QR

1/2r

r(2-r)

無

PQ

Q

1/2q

2(p+q) – (p+q)2

無

PQ

PQ

(p+q)/4pq

2(p+q) – (p+q)2

無

PQ

QR

1/4q

2(p+q) – (p+q)2

無

Q

Q

1/q

q(2-q)

無

Q

QR

1/2q

q(2-q)

表三

雙親都待鑑定者之各種可能組合之計算結果。

疑父

疑母

子

PI

PS

QR

PQ

1/8pq

PS

Q

PQ

1/4pq

P

P

P

1/p2

PQ

PQ

PQ

1/4pq

PQ

PS

P

1/4p2

PQ

P

P

1/2p2

P

Q

PQ

1/2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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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台大醫學院法醫學科教授，本學會副理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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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友宜
一、前言
以國內警察體系的刑事鑑識環境，當刑事警察局刑事科技中心大樓起建、各
縣市警察局擴編成立鑑識課時，刑事鑑識「硬體」發展也邁向了一個新紀元，而
刑事鑑識「軟體」發展，我們認為可在專業鑑識人典範中找到答案。一位是被稱
為「臺灣刑事鑑識之父」的翁景惠先生，雖然故人已逝，但他在鑑識界努力的成
果已立下了豐厚的基礎；另外一位是美國人稱他做「當代福爾摩斯」、「現場重建
之王」的李昌鈺博士，早期臺灣派員赴美學習鑑識新知，都是在康州實驗室跟著
李博士學習的，而他卓越的成就，大家也有目共睹，最近DISCOVERY頻道把他列
為具有代表性的《 台 灣 人 物 》。由此可知「專業」是受人尊敬與自我肯定的唯一
方法，而專業的發展是立基於「創新」與「服務」之上的，
「創新」係指其專業並
非滿足於現在成就或現代科技，而應有心學習最新鑑識方法，以新思維去面對未
來挑戰；而「服務」係用專業來為司法正義、對社會治安、尤其是對被害人來伸
出援手，做最有效率的付出。
最近幾年來，在「法庭交互詰問制度」及「嚴格證據法則」下，鑑識責任加
重、工作加倍，刑事實驗室鑑定分析工作也起了微妙的變化。傳統上，除了CSI劇
情所塑造的超級形象外，刑事實驗室的工作通常是由穿著白袍的實驗室人員直接
面對送鑑證物，進行一連串複雜的高科技儀器分析，然後交出厚厚的報告，國內
外的實驗室工作大多屬於此。當然，有時候，這些專家也會應現場勘察人員請求
到前線作現場支援，提供專業上意見，以利案件日後在起訴審判上更具品質。
在面對造成社會輿論的重大命案、爆炸案、綁架案，除了刑警強化偵查作為
外，如何落實科學辦案、提升現場勘察品質並運用高科技鑑識儀器鑑定等都是重
要的一環，雖然因為鑑識團隊同仁的努力，讓鑑識專業有了長足的進步，但鑑識
環境的挑戰是不待人的，因為時代進步快速的推演，我們不僅是要跟得上，還要
迎頭趕上，讓臺灣鑑識技術的發展成為世界鑑識版圖上不可或缺的一環。
二、刑事鑑識新思維
就在這些年，一些策略專家開始推動情資導向的警察策略的概念（
，換句話說，透過案件分析、統計以及時空、犯罪地圖剖
Intelligence-Led Policing）
繪（Crime Mapping）、犯罪手法、犯罪追蹤、資料探勘、GPS、GIS、CCTV等結
合，讓犯罪分析工作更見活潑化與圖像視覺化，帶動而來的是數個策略分析、犯
罪預測與建立犯罪之間的關連性。
在此種策略思維下，刑事鑑識亦同步開啟了新的領域，也就是FLINTS（Forensic
Led Intelligence System），刑事鑑識導向之策略系統，換句話說，鑑識不再只是傳
統資料的分析，它可用連結方式來提供偵查，甚至可以追溯犯罪源頭。例如，近
年來，以美國為最重要角色的工作─「毒品剖繪」，即是從大量查獲的海洛因、高
根案件中，分析其物理、化學等毒物特性，進而追溯可能源自何區域，甚至可能
的犯罪集團；而藥錠類毒物亦有可能從外觀型態分析加上化學成份而建立不同群
落，提供偵查及起訴資料之用。
以刑事局來說，對於地下毒品工廠，需由幹練的偵查員、檢察官、現場勘察
人員、刑事化學家所組合成的團隊，才可能找到更多深入資訊，去區別原料、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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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路徑、產品製程工作等；當然，319槍擊案係由彈頭、彈殼的分析進而溯源找到
製造者唐守義，在國際上亦屬很漂亮的典型案例；而薛球、陳益華強盜集團案，
也利用現場的物證，經過一系列邏輯的分析方式，建立其間關連性，才能破案。
另外，刑事局化學組鑑識人員化被動為主動，多次提出新型毒品成份的發現，諸
如2C-B、2C-I、2C-C，並提請列為法定列管毒品，也就是從毒品分析到形成毒品
防制決策。因此，實驗室的工作不再是偵查過程中的最末端，有時反而是在最前
端，甚至透過例行電腦程式分析，自動產生關連性結果，並對新型犯罪手法提出
示警。
以英國作法為例，其對於指紋、DNA、鞋印建立住宅竊盜的關連性，當然，
也可以結合犯罪手法分析、犯罪時間、地點及CCTV，從而建立不同個案之間的關
連性，再以偵查手段去突破。另外，也有一個值得參考的案例，英國曾發生一起
重大刑案，經過DNA檔案比對後，雖未相符，但卻與其中一筆具有相當高的關連
性，研判嫌犯可能是其兄弟，後來經警方進一步調查，最後案件也偵破了。
三、刑事鑑識策進作為
刑事警察局建置刑事科技中心時，該中心以「正確」、「品質」、「安全」、「效
率」作為核心價值，我們認為可在此核心價值下提出相關作為：
（一）普及現場處理與鑑識知能
警政署對於提升基層刑事鑑識能力向極重視，多年來也不斷透過各項教育訓
練、舉辦專業講習及邀請李昌鈺博士等刑事鑑識專家返國講授等機會，灌輸各級
警察同仁有關科學辦案之觀念以及物證鑑識的重要性，此外，為提升整體刑事鑑
識水準，確保刑案現場勘察採證品質，並修訂函頒「警察偵查犯罪規範」及「刑
事鑑識規範」，將現場勘察、刑案證物採取與處理、刑案證物包裝、封緘、保管
與送驗等，律定相關處理原則與作業程序，要求各級警察人員，務必運用科學技
術與方法勘察現場、蒐集證物，以作為犯罪偵查及法庭審判之證據。
隨著國內社會治安情勢演變與司法制度之要求，以及民眾對治安滿意度之期
待日殷，期盼未來能普及基層警察同仁均具有現場處理觀念，落實刑案現場封鎖
及跡證保全工作，並進一步提升勘察採證能力與鑑識專業技能，建置模組化之教
育訓練課程，規劃長期性、系統性之刑案現場採證基礎訓練，以深耕刑案現場處
理工作。
（二）提供多元學習平台
知識就是力量，專業知識能否快速分享，將是未來整體刑事司法體系原動力
的關鍵。例如刑事警察局為使複雜之毒品地下工廠，能在第一線偵查人員及現場
勘察人員前，先期掌握第一手資訊，使其在未有刑事化學家到達現場前亦能有效
掌控現場，已建立藥錠型毒品地下工廠智慧庫資訊平臺，運用此平台之資訊讓偵
查人員對於藥錠型毒品地下工廠之「蒐證更具效率」。
期盼未來能夠透過刑事警察局知識管理平臺，建置刑事鑑識知識網，提供更
多元的學習管道與環境，讓全體警察同仁與院檢司法人員，能適時查詢、主動學
習，進而確保案件偵辦品質，提升司法審判之定罪率，也避免司法警察機關在人
力、物力等偵查作為上之重覆與浪費。
（三）建立鑑識專業團隊
我國刑事訴訟制度已修正為改良式當事人進行主義，法庭交互詰問活動與採
取嚴格證據法則已是未來不可避免之要求，鑑識工作在司法制度要求及國內人權
保障之呼聲下，確實面臨極大之考驗。目前各警察機關均已擴編成立鑑識專責單
位，相關鑑識專業人力應儘速規劃補充，鑑識人力來源則應破除原有思維，開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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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取才管道，以廣納優秀鑑識人才，同時應強化中央與地方鑑識組織運作，活
絡鑑識人力交流培訓，方能有效因應時代潮流之發展及實務工作需求。
（四）妥善運用鑑識資源
近年來由於刑事鑑識日漸受到重視，刑事鑑定案件大幅成長，惟由於國家財
政問題，相關之鑑識經費明顯不足，影響各項鑑驗業務之推展。由於鑑識資源有
限，鑑識相關部門應進行績效與成本分析，各相關鑑識單位尤應加強合作，善用
、共享鑑識資源，將得來不易之經費與有限的鑑識資源做最有效率的運用。另為
維鑑驗業務之順利推展，執行鑑識業（勤）務所需之相關經費，建議應排除於各
機關年度預算經常門通案刪減項目，並視案件及檢體增長情形，適度寬列額度，
俾維持刑事實驗室之基本運作。
（五）加強國際合作交流
面對日益複雜之犯罪型態及精細之犯罪手法，提升科學鑑識能力與水準，已
成為世界各先進國家共同追求之目標。我國標榜「人權立國」，更應與先進國家
共同致力於鑑識科技之投資與發展，有效提升鑑識科技能力與水準。因此，未來
仍應重視鑑識科技領域之研究發展，遴派優秀鑑識人員出國參與各項專業研討會
、鑑識年會或研習課程，發表論文、海報或進行專題演講，並鼓勵同仁積極於國
際專業期刊發表論文等，加強與國際社會之鑑識領域合作，持續推動國內鑑識領
域之發展。
四、結語
鑑識工作的挑戰雖然鉅大，但和刑事偵查一樣，有一種無法言喻的成就感，
有替被害人、替國家司法伸張的正義感，所代表的正是一種理念的堅持與專業的
可貴。
鑑識學會在這些年來對於鑑識實務單位提供了最大的協助，不論是訓練、
研討會、學界與實務界的合作等，建立很強的鑑識團隊合作意識。對於鑑識未
來發展，我們是樂觀期待的，而鑑識團隊也應建立標竿學習及管理流程，培塑
組織追求卓越之企圖心及典範學習之行政風氣，藉由「標竿學習」來達到服務
品質學習目的，進而達到全面性組織學習，做一個堅守理想的鑑識專業人。
（本文作者為內政部警政署署長，本學會副理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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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身分證捺印指紋與保障人權

鑑識專題

孟憲輝
＊本文為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審理「會台字第 7775 號聲請案」言詞辯論鑑定報告書

一、國民身分證的功能與目的
國民身分證有兩項基本功能：一為「確認身分」 (Verification of an identity)，
即用來證明某人所宣稱之身分為真實；另一為「辨識個人」 (Identification of a
person)，即用來辨識某一身分不明之存活或死亡個體。任何以「證明身分」或「辨
識個人」為基本需求或要件的行為均可經由國民身分證來達成，因此，國民身分
證可因各種法律之規定、各種團體之要求和個人之需要衍生出更多的功能和目
的，以確保個人應享的權利、執行應盡的義務、維護個人與個人或個人與團體間
各項互動的合法、合理和公平。世界各國是否採行國民身分證或類似制度及其採
行方式深受其歷史、社會、文化、政治、法律制度和基本價值等背景因素之影響，
因此，各國立法例雖可供審理時之參考，但仍應以我國特有的各項背景因素作為
判斷的主要依據。
二、國民身分證登載之內容
根據 2003 年加拿大政府透過外交部門調查的結果，全世界共有 101 個國家(不
含我國)設有國民身分證制度，其中 19 國為志願性，其餘均為強迫性。此外，許多
歐洲和美洲國國家現也都就國民身分證制度相關議題進入立法程序或展開政策討
論。國民身分證登載的內容也深受前述背景因素之影響，故各國之差異極大，但
幾乎所有國家都包括：姓名、照片、身分號碼等基本資料，註記地址、生日、出
生地者也甚多，亦有包含父母姓名、職業、婚姻狀態、指紋和個人簽名者，僅有
極少數國家註記眼球顏色、身高、膚色、髮色或血型等較具歧視爭議或個人隱私
之資料，例如德國的身分證(personalausweis)即載有身高和眼球顏色等資訊。國民
身分證包含指紋資料者，計有 23 個國家。
三、證明身分用資料之類型
可資「確認身分」或「辨識個人」的基本資料可分成三類：第一類是「所有
之物」(Something you have)，如身分證、印章、名片、其他證照等； 第二類是「所
知之事」(Something you know)，如密碼、身分證字號、親屬姓名、生日、住址等；
第三類是「本體特徵」(Something you are)，如容貌、DNA、指紋、聲紋、虹彩、
視網膜、簽名等。
「所有之物」證明身分之能力取決於其所具備之公信力和資訊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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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異性，例如政府核發之身分證優於自印的名片，附有照片的證件優於無照片者，
「所有之物」另有被竊或遭偽變造的疑慮，故需有嚴密的防偽和防冒用措施。
「所
知之事」證明身分之能力取決於其內容之個異性和是否廣為人知，最大弱點是易
因遺忘而失其效力。
「本體特徵」因不會失竊或遺忘，且個異性高，是證明身分的
最佳方法。將其附加在「所有之物」上更有防止冒用之效果，證照上附加照片即
為此種目的。若利用科學儀器擷取或量測「本體特徵」
，並將所得資訊數位化，以
便儲存和比對，便稱為「生物量測特徵」(biometric identifiers)，指紋掃描影像即屬
其中之一。在諸多「生物量測特徵」中，由於指紋的個異性高、擷取其資訊時不
侵犯人體、處理和使用均方便、不包含其他如遺傳特徵之個人隱私資料，其廣被
用於身分辨識之程度僅次於臉部相片。
四、指紋與基本人權
由於指紋是直接存在人體的「本體特徵」
，其產生之掃描影像當然是「個人資
訊」(personal information)的一種，也是人格權和隱私權的一部分，但捺印指紋是
否即等同於侵犯人民的資訊隱私權和自主權，並進而擴大到侵犯人性尊嚴，進而
再擴大到危害一切基本權力的核心?實有深入理性探討之必要。
先從所有生物所由來的自然法則「演化」(evolution)的角度來看，自地球上演
化出生物以來，絕大部分的生物物種都已滅絕，即便是軀體龐大、雄霸地球達一
億多年的恐龍，現在也僅剩少數殘留的化石供地球新生的「霸主」人類研究參觀。
可見，唯有能在地球上「生存」和「繁衍」的生物物種才能實踐其個體和群體的
存在意義與目的，因此「生存」才是生物(包括人類)基本權利的核心，接著則是「繁
衍」，與自由意志相關的其他基本權利(包含人性尊嚴)均屬位階較低而附屬其上的
權利。即便是高度尊崇人性尊嚴的德國，其聯邦憲法法院也認為「人的生命一形
成，即有其尊嚴」
，可知若無生命之形成，亦即未繁衍出生存的個體，即無所謂的
人性尊嚴。可見人性尊嚴仍是以「生存」和「繁衍」這兩種基本權利為根本而衍
生出來的基本權利，並非所有基本權利的真正核心。德國之所以將保護人性尊嚴
之規定明列於基本法的第一條，乃起因於其曾受殘酷踐踏人性尊嚴的納粹政權統
治之歷史背景，故以此警示政府和人民保護人性尊嚴之重要，並不能據此推論證
明人性尊嚴的價值高於生命的存在和繁衍，是所有基本權力的核心。為了維護群
體的「生存」和「繁衍」，以法律適當地限制部分基本權力，不僅符合自然法則，
也是憲法所明文規定的重要事項。
因此，將指紋(個人資訊的一種)和人格權及隱私權畫上等號，再將人格權及隱
私權和人性尊嚴畫上等號，又將人性尊嚴和基本權力的核心畫上等號，接著推論
出「捺印指紋侵犯基本權力的核心，所以捺印指紋違憲」的說法，不僅存著嚴重
的邏輯錯誤，也完全不符合「演化」的自然法則。
五、我國捺印指紋的歷史、社會和文化背景
由於基本權力的概念並非自然科學的原理或法則，無法予以標準化、量化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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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化，也常因歷史、社會和文化背景的差異而有不同的價值評斷，尤其是非屬
核心的權利更易產生此種現象。例如「黔面」或「紋身」在許多古今社會裡都會
遭到歧視，被視為是罪犯或歹徒的標記，但是在我國原住民泰雅族社會，它則是
身分地位和美麗的象徵，更是祖先留給後世子孫一項認祖歸宗的約定，充滿神聖
的意義和優美的意境。捺印指紋在不同背景的社會裡也存在著類似的現象，有些
人(尤其是西方人或接受西方教育的東方人)認為只有犯罪人才捺印指紋，因此將捺
印指紋視為侵犯人權的行為。事實上將指紋運用到犯罪偵防是西方國家晚進才發
展出來的科技，雖然我國目前也運用指紋鑑識作為犯罪偵查手段，但在我國歷史
上指紋一直是身分辨識工具和信用的表徵，西方國家則未聞有以指紋作為身分辨
識方法的歷史或習慣。我國歷史上荷蘭統治和鄭成功領台時期，漢人祖先和平埔
族先住民簽定地契時，都會捺印包含指紋的掌印作為證明身分和保證信譽的標
記，位於 228 和平紀念公園內的台灣博物館典藏的古代地契真跡可為佐證。這種
在重要文件上捺印指紋的傳統習慣一直延續至今，目前社會上仍有許多涉及公權
力或私權利的場合以捺印指紋來為證明身分，例如借據、契約、手術同意書或領
取選票等皆屬之，人民也都視為當然而不認為人權遭受侵犯。因此，從歷史、社
會和文化背景的角度來看，我國大部分人民所表達接受捺印指紋的意見，係根據
既有的生活習慣和本土價值觀念所做自主性判斷，而非對於人權的無知。如果直
接引用西方的價值觀念以及人權觀念高度擴張推論的結果強加於大部分人民的自
由意志之上，並為大部分受過相當教育的人民冠上「缺乏人權觀念、不知保護自
身權利」的名號，不僅有侵犯人民意見表達自由之虞，更傷害了我國固有的價值
和生活情感。建請大法官會議審理本案各項爭議點時均能慎重考量我國與西方國
家歷史文化背景的差異，參酌外國法律概念不宜全盤移植的基本理念，體察大部
分人民的自主性判斷，做出最符合國情、最能保障人民利益的決定。
六、其他事項
此外，全世界已有 23 國建立身分證的指紋檔案(詳參附註)，也有許多國家正
進行相關的立法程序，準備立法，或就此事項公開討論，民意調查的結果顯示，
絕大部分國家的多數人民也都支持捺印指紋，但或多或少仍有反對的聲音，其中
主張捺印指紋侵犯隱私權的團體也不在少數，但尚未聞任何一個國家的反對團體
尋求憲法法庭做成違憲之判決，快速而直接的將具高度身分證明價值、且相較於
其他「生物量測特徵」害處最小的指紋完全排除其全國性使用之可能性。我國在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以來，贊成和反對捺印指紋雙方均能自由地在公共媒體和公開
場合表達各自的觀點，將所支持的理念灌輸給民眾，但至目前止仍無法改變絕大
部分民眾贊成捺印指紋的民意，若有一方因不能經由理性討論達到其目的，即企
圖以釋憲方式一舉擊敗不同的意見，豈不可能造成另一種型式的人權箝制?
另敦請大法官會議考慮的是，捺印指紋或使用其他「生物量測特徵」作為全
面性身份辨識措施是一種全球性的趨勢，隨著科技的進步和全球秩序的改變，立
法建立此類身份辨識制度之國家勢必逐漸增加，我國若做出違憲的解釋，數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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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發現大部分國家都已實施指紋捺印政策，且成為影響國家外交、國際合作、人
民入境外國和國際貿易的關鍵因素時，我國如何能推翻原有解釋而不損及大法官
會議崇高的尊嚴與地位以及憲法解釋的周延性和穩定性?
七、結論
指紋固屬人民人格權和隱私權的一部份，然依據生物「演化」的自然法則、
邏輯推理和我國固有的歷史文化背景，參酌全球趨勢，兼慮大法官會議的崇高地
位與尊嚴，以及憲法解釋的週延性和穩定性，建請憲法法庭就我國戶籍法關於領
取身分證需捺印指紋之規定，做出不違憲的判決。
附註：關於有國民身分證制度國家之詳細資料請參照加拿大國會議員 Joe Fontana
於 2003 年 10 月提出之期中報告”A national identity card for Canada? Report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之附錄 B（頁碼 31
至 46），共有 101 個國家(不含我國)設有國民身分證制度，其中 19 國為志
願性，82 國為強迫性，但志願性國家中有許多歐洲國家身分證是日常生活
所需之身分證明文件，普及率極高，例如法國、瑞典、瑞士、賽普魯斯等
皆屬之。由該表不含我國可知其資料並不十分完整，亦即實際上必然超過
101 國，且該資料為 2003 年之資料，近年來之世界趨勢為設立身分證制度
而非取消身分證制度，設有國民身分證制度之國家必然超過 101 國。另根
據表格內容可知領取身分證需捺印指紋之國家有：Bosnia and Herszegovina
（波斯尼亞）
、Botswana（波茲瓦那）
、Brazil（巴西）
、Cuba（古巴）
、Ecuador
（厄瓜多爾）
、Egypt（埃及）
、Honduras（宏都拉斯）
、Italy（義大利）
、Malaysia
（馬來西亞）
、Mali（馬利）
、Maunitania（毛利塔尼亞）
、Mexico（墨西哥）、
Nigeria（奈及利亞）
、Oman（阿曼）
、Pakistan（巴基斯坦）
、Panama（巴拉
馬）
、Paraguay（巴拉圭）
、Peru（秘魯）
、South Korea（韓國）
、Spain（西班
牙）
、Syria（敘利亞）
、Thailand（泰國）
、Tunisia（突尼西亞）
、United Arab
Emirates（阿拉伯聯合大公國）
、Uruguay（烏拉圭）
、Vietnam（越南）等共
計 26 國，其中波斯尼亞、阿曼、阿拉伯聯合大公國等三國在 2003 年的資
料顯示將實施或即於 2004 年實施，故當時實際實施捺印指紋的國家有 23
國。另根據徐正戎教授的鑑定資料法國和葡萄牙也都捺印指紋，根據內政
部資料新加坡亦捺印指紋，因此，全世界總共至少有 26 個國家於請領身分
證實需捺印指紋。

(本文作者為中央警察大學鑑識科學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本學會常務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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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衍生法與檢量方法在低濃度巴比妥系藥物
定量分析上之效能比較
周修毅1*、張維敦2、王健行3、梁楊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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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scrumhalf009@yahoo.com.tw; Tel:03-3281990
＊本文為 2005 年犯罪偵查與鑑識科學研討會化學鑑識類得獎論文
摘要
本研究探討不同化學衍生法與檢量方法，在同時分析尿液中低濃度多種巴比妥
系藥物時之定量效能比較。結果顯示當使用未衍生的方法時，巴比妥系藥物在層
析圖上呈現拖尾現象，嚴重影響波峰面積積分的準確性，且在擬定的溫昇計畫分
離結果中未出現 Phenobarbital 波峰，其偵測極限（LOD）約在 40 ng/mL，而當使
用甲基化衍生法或乙基化衍生法可明顯降低偵測極限，約為 10-20 ng/mL。相較於
未衍生法與乙基化衍生法，如使用甲基化衍生法可明顯降低定量極限（LOQ）
，以
線性檢量方法評估 Butalbital 、 Pentobarbital 、 Secobarbital 之定量極限約在 20
ng/mL，Amobarbital 與 Phenobarbital 之定量極限約在 40 ng/mL。
比較檢量方法之效能顯示，以多項式檢量方式測定低濃度樣品之結果較佳，可
獲取 Butalbital、Amobarbital、Pentobarbital 與 Secobarbital 之定量極限均約在 20
ng/mL ； Phenobarbital 之 定 量 極 限 約 在 10ng/mL 。 以 線 性 方 法 進 行 檢 量 時 ，

Butalbital、Pentobarbital、Secobarbital 之定量極限約在 20 ng/mL；Amobarbital 與
Phenobarbital 之定量極限約在 40 ng/mL。而以單點與雙曲線檢量方法之定量效能
則較差。經以選定之較佳條件進行方法之 Intraday 精密度評估，結果變異係數在
4.1-5.0%之間，並以 one-way ANOVA 進行 Interday（連續五天）精密度結果檢定（p
＞ 0.05 ），顯示平均數間無顯著性差異。又取三種標準濃度溶液，高濃度（ 2000
ng/mL）、中濃度（200 ng/mL）、低濃度（20 ng/mL）進行準確度分析，結果高濃
度與中濃度之準確度偏差在 0.59-7.4%之間，而低濃度之準確度偏差較大，約在
-23-36%之間。Butalbital、Pentobarbital、Secobarbital 在低濃度線性極限（LOL）
範圍約在 20-2400ng/mL 之間，高濃度線性極限範圍約 500-9600ng/mL；Amobarbital
與 Phenobarbital 在低濃度線性極限範圍較短，約在 40-2400ng/mL；在高濃度的線
性極限範圍亦較短，約 1000-9600ng/mL。
關鍵字：化學衍生法、檢量方法、定量分析、巴比妥系藥物、偵測極限、定量極
限、線性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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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物檢體中低濃度藥物的測定是鑑識實驗室經常遭遇的問題，使用氣相層析
質譜法（GC/MS）結合內標準法進行定量測量已是實驗室例行的分析方法。基於
與分析物相似的物理與化學性質，內標準物的選擇乃以同位素藥物為最適當[1]，
而同位素藥物又以氘（2H）取代之藥物最廣用。除內標準物的種類外，影響低濃
度藥物定量分析效能的主要因素，尚包括分析物與同位素內標準藥物間之離子交
互污染[2]，分析物的強度[3, 4]，氣相層析儀之溫昇計畫[4,]，檢量方法[5]與化學衍
生法[6]等。
為獲取尿液中低濃度巴比妥系藥物較佳化之定量效能，本研究擬比較分析化
學衍生法與檢量方法在低濃度之定量效能。為探討同時分析尿液中多種巴比妥系
藥物之可能性，選定五種藥物進行分析，包括第三級管制藥品中之四種
Barbiturates：Amobarbital、Butalbital、Pentobarbital、Secobarbital、與另一種非第
三級管制藥品 Phenobarbital。
實驗方法

1. 標準溶液：
分析物：Amobarbital、Butalbital、Pentobarbital、Secobarbital、Phenobarbital，
純度 99% ，濃度 1 mg/mL ，購自於 CERILLIANT 。內標準物： 2H5-Butalbital 、
2
H5-Pentobarbital、2H5-Secobarbital、2H5-Phenobarbital，純度 99%，濃度 100 μg/mL，
購自於CERILLIANT。標準溶液濃度：10、20、40、80、150、200、250、500、1000、
2000 ng/mL。
2. 衍生劑：
Tetramethylammonium hydroxide (TMAH; 25wt%甲醇溶液 ) ：購自於 Acros
Organics。Dimethyl sulfoxide (DMSO)：購自於 TEDIA company, Inc。Iodomethane：
購自於 Ferak。
3. 衍生方法：
甲 基 化 衍 生 法 [2,4] ： 經 萃 取 並 吹 乾 後 之 樣 品 ， 加 入 新 鮮 配 製 的
DMSO/TMAH(20:1) 100 μL，Vortex 30 秒。加入 25 μL iodomethane，Vortex 30 秒，
靜置 5 分鐘。加入 400 μL 0.1N HCl 及 2 mL Isooctane，Vortex 2 分鐘。1500x 離心
5 分鐘後，小心吸取上層液吹乾。再以 EA 溶解後，取 1μL 注入 GC/MS。
乙基化衍生法[7]：經萃取並吹乾後之樣品，加入新鮮配製的 DMSO/TMAH(20:1)
100 μL，Vortex 30 秒。加入 25 μL Ethyliodide，Vortex 30 秒，靜置 5 分鐘。加入
400 μL 0.1N HCl 及 2mL Isooctane，Vortex 2 分鐘。1500x 離心 5 分鐘後，小心吸取
上層液吹乾。
4. 固相萃取法
固相萃取管柱購自Varian Incorporation (USA)之Bond ElutTM Certify IITM管柱
（Part Number：1210-2080），固相萃取步驟由Varian公司提供。
20

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會刊第四期

鑑識專題

5. 氣相層析質譜儀：
採用 HP 6890 氣相層析儀，HP 5973 質譜儀，分離管柱採用 DB-5MS（管柱長
30 m；內徑 0.25 mm；膜厚 0.25 μm）。
6. 偵測極限、定量極限與線性極限[8]：
偵測極限（ limit of detection, LOD ）被定義為為被稀釋濃度樣品在與 200
ng/mL 濃度樣品點之 2% 滯留時間內之波峰，其離子比值在 200 ng/mL 濃度樣品點
之 20%內之最低濃度點。
定量極限（limit of quantitation, LOQ）
：取 200 ng/mL 濃度樣品稀釋至 10 ng/mL
濃度，配製一系列標準溶液，以離子強度比值建立一條檢量線，被稀釋濃度樣品
符合上述條件外，且經以定量分析結果在理論濃度 20%內之最低濃度點。
線性極限（limit of linearity, LOL）
：所有標準溶液所獲致之離子對比值，經檢
量方法(calibration approaches)所計算之觀察濃度(observed concentration)，此檢量線
之線性相關係數（correlation coefficient）必須大於 0.990，其 LOL 定義為觀測濃度
小於理論濃度(theoretical concentration)20%內之濃度範圍。
結果與討論
所有較佳化的分析條件係依本研究小組曾經評估之結果[9]，選定氣相層析儀
之溫昇計畫為初溫 50℃，以每分鐘 20℃之速率升至 260℃，末溫維持三分鐘；內
標準物選定為分析物之同位素標定內標準物（isotopic analog）
，Amobarbital因無其
2
同位素標定內標準物，故採用 H5-Pentobarbital為內標準物，內標準物添加量為 50
ng/mL；溶洗液使用量為 90 μL；質譜儀電子倍增管電壓相對增加 150 volts。選
擇 離 子 偵 測 模 式 (Selected Ion Monitoring) 選 定 之 分 析 物 定 量 離 子 依 序 如 下 ：
Butalbital：m/z 196；Amobarbital：m/z 169；Pentobarbital：m/z 169；Secobarbital：
m/z 196 ； Phenobarbital ： m/z 232 ； 同 位 素 內 標 準 物 之 定 量 離 子 依 序 如 下 ：
2
H5-Butalbital：m/z 201；2H5-Pentobarbital：m/z 189；2H5-Secobarbital：m/z 201；
2
H5-Phenobarbital：m/z 232。

1、化學衍生法對定量效能之影響
未衍生的巴比妥系藥物，在層析圖上呈現拖尾現象，此將嚴重影響波峰積分
的準確性，且以選定之昇溫計畫進行分離時，層析分離結果未測出Phenobarbital波
峰，詳如圖 1。使用未衍生法定量五種分析物的偵測極限均甚高，約在 40 ng/mL，
若使用甲基化衍生法對偵測極限可明顯降低至 10-20 ng/mL之間。表 1 之結果顯
示：未衍生方法與乙基化方法，五種分析物的定量極限均甚高（多數超過 200
ng/mL ），當使用甲基化衍生法時，定量極限可明顯降低至 40 ng/mL 以下（除
Amobarbital為 80 ng/mL之外，因使用2H5-Pentobarbital為內標準物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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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化學衍生法在尿液中巴比妥系藥物之偵測極限與定量極限結果之比較（單位：ng/mL）
衍生方法

甲基化

未衍生

乙基化

LOD

LOQ

LOD

LOQ

LOD

LOQ

Butalbital

20

40

40

500

10

200

Amobarbital

20

80

40

500

10

200

Pentobarbital

20

20

40

80

10

200

Secobarbital

20

20

40

40

40

200

Phenobarbital

10

40

150

150

*ND

*ND 未被偵測出。

圖1、未衍生之五種尿液中巴比妥藥物總離子層析圖。Butalbital：7.90 min；Amobaribital：
8.20 min；Pentobaribital：8.30 min；Secobaribital：8.6 min；Phenobarbital：未被偵測出。

2、不同檢量方法對定量效能之影響
比較使用不同檢量方法的定量效能。包括：單點校正、線性校正、雙曲線校
正與多項式校正。檢量方程式如下：
（1）單點校正

（2）線性校正：y=b0+b1x
（3）雙曲線：y=(b1+x)/(b2x+b3)
（4）多項式：y=b0+b1x+b2x2+b3x3

表 2 中之結果顯示：使用單點與雙曲線校正方式之定量極限比線性與多項式
高，主要涉及的影響因素是（一）在低濃度標準溶液中，分析物受內標準之離子
交互污染影響，離子對強度比值高於理論值；
（二）在高濃度標準溶液中，分析物
與內標準物間形成「非等比例離子化效率」現象，分析物的強度大而離子化效率
比內標準物為低，造成離子對強度比值低於理論值。而以線性校正與多項式校正
可得到較低的定量極限，依多項式校正多可獲致比偵測極限更低之定量極限，然
因定量極限依定義需以先通過偵測極限為前提，因此定量極限幾乎皆為偵測極
限。雖然非線性的多項式校正計算處理過程較為繁複，若要取得較低的定量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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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則使用多項式校正仍然可行。
表 2、不同檢量方法對尿液中巴比妥系藥物定量結果之比較（單位：ng/mL）
單點

線性

雙曲線

多項式

Butalbital

40

20

40

20

Amobarbital

40

40

40

20

Pentobarbital

20

20

40

20

Secobarbital

40

20

20

20

Phenobarbital

40

40

40

10

3、精密度、準確度與線性極限之評估
（1）一日內(intraday)之精密度評估
建立一條檢量線作為一天內測定不同批次樣品的精密度，取含濃度為 200
ng/mL 五種分析物之尿液樣品，一日內共計測定六次。表 3 中之結果顯示變異係數
在 5 %之內。顯示單一個人在同一天內之測定，可獲得理想的再現性。
表 3、以線性檢量方法檢量，分析物濃度在 200 ng/mL 之精密度(N=6)
Mean

S.D.

C.V.(%)

Butalbital

202.6

9.3

4.6

Amobarbital

198.1

8.2

4.2

Pentobarbital

192.3

8.3

4.3

Secobarbital

203.2

10

5.0

Phenobarbital

203.4

8.3

4.1

（2）數日間(interday)之精密度評估
每日重新建立一條線性檢量線共測定三次，連續測定五天，為評估不同天所
測定之數值間是否存在顯著性差異，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進行檢定。表 4 中結果顯示經 ANOVA 進行連續五天的平均數差
異檢定（p＞0.05），顯示平均數間無顯著性差異，具有極佳的精密度。
表 4、濃度 200ng/mL 之五種分析物，以線性檢量方法連續五天分別測定之結果
(N=3)

Butal.

Amo.

Pento.

Seco.

Pheno.

mean（S.D.）

mean（S.D.）

mean（S.D.）

mean（S.D.）

mean（S.D.）

1st day

202.63

198.05

192.33

203.21

203.37

2nd day

(2.72)
204.91

(2.61)
201.74

(2.13)
194.01

(2.77)
205.08

(2.52)
208.01

(3.03)

(3.30)

(2.41)

(3.75)

(1.99)

3rd day

198.43

198.01

188.89

204.72

198.72

(1.98)

(2.15)

(2.38)

(2.50)

(1.98)

4th day

207.93

201.64

193.94

209.99

201.56

(3.74)

(2.58)

(2.08)

(2.08)

(2.33)

5th day

201.35

195.70

189.78

199.00

203.86

(3.67)

(2.49)

(2.62)

(2.41)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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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準確度的結果
建立一條線性檢量線分別測定 20、200、2000 ng/mL 等三個標準濃度點樣品，
所測出之濃度以百分比偏差度表示其準確度。表 5 中結果顯示：高濃度與中濃度之
準確度偏差在 0.59% - 7.4%之間，而低濃度之準確度偏差較大，在-23% - 36%之間。
低濃度點因已接近定量極限，其結果偏差較大，實際進行低濃度分析物測量時，可
採取多次測量再求取平均值之方式，以避免造成誤差。
表 5、三種不同濃度之尿液中巴比妥系藥物，經以線性檢量方法測量之結果比較
2000(ng/mL) （偏差％）

200 (ng/mL) （偏差％）

20 (ng/mL) （偏差％）

Butalbital

1.18

6.20

-23.2

Amobarbital

1.18

3.23

17.2

Pentobarbital

0.846

0.990

7.94

Secobarbital

0.589

6.12

21.2

Phenobarbital

2.75

7.37

36.8

（4）線性極限之評估
為評估分別適用低濃度與高濃度之線性濃度範圍，標準溶液濃度範圍涵概從
10 ng/mL 至 9600 ng/mL，依據線性極限定義之評估結果顯示：適合 Butalbital、
Pentobarbital、Secobarbital 低濃度測定範圍約在 20-2400 ng/mL 之間，高濃度可測
範圍約 500-9600 ng/mL。Amobarbital 與 Phenobarbital 在低濃度的測定範圍較短，
約在 40-2400 ng/mL；在高濃度的範圍亦較短，約 1000-9600 ng/mL。實務上故若
需測定不同濃度範圍之樣品，應依需配置不同線性極限範圍之標準溶液。
表 6、五種尿液中巴比妥系藥物之線性範圍
低濃度線性範圍(ng/mL)

高濃度線性範圍(ng/mL)

Butalbital

20-2400

500-9600

Amobarbital

40-2400

1000-9600

Pentobarbital

20-2400

500-9600

Secobarbital

20-2400

500-9600

Phenobarbital

40-2400

1000-9600

結論
以氣相層析質譜法同時進行尿液中多種巴比妥系安眠藥物之定量分析時，除應
考慮同位素內標準物、內標準物添加量與溫昇計畫外，化學衍生方法與檢量方法
亦是改進降低偵測極限與定量極限的重要因素，未衍生與乙基化衍生法顯然極不
適合低濃度 Barbiturates 之分析。檢量方法方面則以線性與多項式的效能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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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the technology progressing, using digital imaging (photographing) devices has
become more popular. However, the advantage of the digital data, easy to be modified
and stored, becomes serious challenges when using digital images in court. The
challenge is the method of verifying digital image evidence in court is not established
perfectly.
The traditional evidence verification method in court is to check the integrity of the
chain of custody of evidence. However, since using the advantage of the digital image,
can be easily transmitted by Internet or mobile devices, it is not easy for us to check the
integrity of the chain of custody.
In this article, we use the Public-Key Infrastructure (PKI), Public-Key Cryptography
and digital watermarking techniques to design a novel protocol for enhancing the
credibility and integrity of digital images. The main concept of our method is to embed
the encrypted watermarks in the least significant bits (LSB) part of digital images.
Using encrypted watermarks (encrypted by the Public-Key Cryptography) can protect
the watermarks without tampering or forging. Embedding the encrypted watermarks in
LSB part of digital images is to make the least distortion of the digital images. With the
proposed protocol, we can verify the integrity of digital images by the embedded
watermark and correct public-key. Then, we can find out the modified regions on the
image. With the proposed method, we can enhance the credibility and integrity of
digital images. It is helpful to verify the integrity of digital images in court.
Key Words: Digital Image Forensic, Digital Image, Credibility, Integrity, Public-key
Cryptography

Introduction

By the progressing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people use more digital image devices
to record images. Such as using digital camera, DVR or other digital imaging devices to
image and storing in hard disc(HD), compact disc(CD), digital video disc(DVD) or
other mobile storage devices. And by the property of digital data, both of the digital
photos and videos, we can display, copy, modify, and transmit easily. Although using
digital images has the above advantages, it also has disadvantage to be evidence in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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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water that bears the boat is the same that swallows it, the easy
modifying property of using digital images is not only helpful to extract the information
of image but harmful to keep the integrity of digital image evidence. It is because the
modification of digital images is insignificant and is hard to verify the integrity of
digital images evidence if without original images.[1]
According the foregoing, we design a protocol with Public-Key Infrastructure
(PKI)[2,3], Public-Key Cryptography[2,3,4] and digital watermarking techniques[5,6]
to keep and verify the integrity of the digital image. And we embed the encryption
watermark in the least-significant-bit (LSB) plate of digital images[5,6] to avoid
interfering the information of the digital image. We describe the techniques that we used
and our method in session II and simulate a novel test to verify the integrity of digital
image with our method in session Ⅲ. Finally we conclude the result and our future
work.
Methods

In this session, we describe the techniques that we used, including the PKI
(Public-Key Infrastructure), Public-Key Cryptography and digital watermarking
techniques, and proposed method.
Public-Key Infrastructure
Public-Key Infrastructure(PKI) is a security architecture that provides an increased
level of confidence for exchanging information over an increasingly insecure Internet. It
can offer its users the following benefits:[7]
1. certainty of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sent and received electronically.
2. certainty of the source and destination of that information.
3. assurance of the time and timing of that information (providing the source of time
is known).
4. certainty of the privacy of that information.
5. assurance that the information may be introduced as evidence in a court or law.
These benefits are delivered by a mathematical technique called public key
cryptography that uses a pair of keys to verify the identity of the sender (signing) and/or
to ensure privacy (encryption). We illustrate the application of PKI, certainty of the
source and destination of that information, with Fig.1.

27

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會刊第四期

鑑識專題

iMac

Fig.1 The illustr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PKI
The explanation of the scenario:
1. Vincent creates a pair of keys and send his public key to the certificate
authority(CA).
2. Vincent encrypts his file with his privacy key.
3. Vincent sends his encrypted file to Kai.
4. Kai requests the CA to get Vincent’s public key.
5. CA sends Vincent’s public key to Kai.
6. Kai decrypts the encrypted file with Vincent’s public key.
7. If the decrypted file can be read, it can make sure the encrypted file is sent by
Vincent.
Public-Key Cryptography
The public-key cryptography means that encrypting data with the public key and
decrypting the encrypted data with the pair privacy key. By the technique, we can
encrypt the watermark with the privacy key of the imaging institution or the third
authentic institution, and be sure the data cannot be modified or forged by anyone
without the privacy key.
Up to now, the public-key cryptography has two most popular algorithms: RSA and
Elliptic Curve Cryptography (ECC). They have been used in electronic commercial
products for years. Since the RSA algorithm is mature, we choose the RSA algorithm in
our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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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SA algorithm is based upon Fermat’s and Euler’s theorems [2,3,4]:
(1) Fermat’s theorem
If p is prime and a is a positive integer not divisible by p, then
a p − 1 ≡ 1 mod p .

(1)

(2) Euler’s theorem
For every a and n that are relatively prime
a φ (n ) ≡ 1 mod n .

(2)

The RSA algorithm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We first choose two primes, p and q, and compute
n = pq .

(3)

We randomly choose the encryption key, e, such that e and (p-1)(q-1) are relatively
primes. Finally, we use the Euclidean algorithm to compute the decryption key, d, such
as
ed = 1 mod( p − 1)( q − 1) .

(4)

The numbers e and n are the public key; the numbers e and d is the privacy key.
To encrypt a message, m, we first divide it into numerical blocks (smaller than n).
The encrypted message, c, will be made up of similar size messages blocks, ci. The
encryption formula is
ci = mie mod n

.

(5)

To decrypt an encrypted message, we take each encrypted block ci and compute
mi = cid mod n

.

(6)

By the Fermat’s and Euler’s theorems (all mod n), we can obtain
cid = (mie ) d = mied = mik ( p −1)( q −1)+1
k ( p −1)( q −1)
i

= mi m

(7)

= mi *1 = mi

Digital Watermarking techniques
Digital watermarking means embedding authentication information in host image to
proof the ownership, transaction tracking, content authentication, or etc.[5] In our
proposal protocol, we use digital watermarking techniques to authenticate the 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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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ntent. We describe the digital watermarking techniques as follow.
We can classify the digital watermarking techniques by the workspace:
1. Spatial Domain: the method is to use replace, modify, XOR or other operations and
modulate the gray-level or amplitude of host image to embed watermark. The advantage
is the embedding operation is simple and implement easily, and the disadvantage is the
embedded watermark is not robustness.
2. Transform Domain: the method is to use math function to transform the host image
and watermark to be frequency value at first. Then using replace, modify, XOR or other
operations to embed watermark frequency value in the host image value. Finally inverse
the embedded host image value back. There are many famous math function used in
transform domain, such as 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 (DFT), discrete cosine transform
(DCT), discrete wavelet transform (DWT) and etc. The advantage is the embedded
watermark is high robustness, and the disadvantage is the embedding operation is more
complex.
In the proposal protocol, we use the LSB embedding method to make sure of interfere
the information of image least. Then we describe the simple LSB watermarking
algorithm as follow:[6]
Embedding process: least significant bit substitution
for i = 1,..., l (c) do
si ← ci
end for
for i = 1,..., l (m) do
compute index ji where to store i th message bit

s ji ← c ji U mi
end for
Extraction process: least significant bit substitution
for i = 1,..., l (m) do
compute index ji where the i th message bit is stored
mi ← LSB (ci j )
end for
We make two examples of simple LSB watermarking algorithm to show the
interference in host image and use two famous statistics, Mean Squared Error(MSE) and
Peak Signal to Noise Ratio(PSNR), to measure the distortion.(show as table 1)
MSE 

1
N1 ⋅ N 2

N1 −1 N 2 −1

∑ ∑ ( x [ n , n ] − xˆ [ n , n ])

n1 = 0 n2 = 0

1

2

1

2

2

(8)

where x[] and x̂ [] are the original and embedded watermark image, respectively; N1
and N2 are finite extents of image in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irection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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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 and n2 are the row and column index of image, respectively.[8]
PSNR  10 ⋅ log10

(2

B

− 1)

(9)

MSE

where B represents the intensity or brightness of the image.[8]
Example No.
Example 1 (monochrome)
Example 2 (color)

Watermark

Original
Image

Embedded
Image

MSE

0.5098

0.5043

PSNR

51.0568

51.1038

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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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Method
Our novel protocol can divide into two procedures, one is the embedding procedure
and the other is extracting procedure.
The embedding procedure of our method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eps (We
illustrate the embedding procedure in Fig.2). In the first step is to read two images, one
is to be original watermark and the other be the original image, and binary a special
image with threshold 128 to be the original watermark. In the second step is to encrypt
original watermark with the privacy key of imaging institution. In the last step is to
embed the encrypted watermark in the least-significant-bit plate of the original image to
replace the original least-significant-bit plate.

Fig.2 The embedding procedure
The extracting procedure of our method can also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eps (We
illustrate the extracting procedure in Fig.3). In the first step of all is to get Public-key of
imaging institution through Public-Key Infrastructure (PKI). In the second step is to
extract the least-significant-bit (LSB) plate of embedded image. In the third step is to
decrypt the LSB plate of embedded image with Public-key of imaging institution to get
the original watermark.

Fig.3 The extracting procedure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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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simulate a novel test to verify the integrity of digital image with our method (use
public-key (5,129) and privacy-key (17,129)) as follow:

The Embedding Procedure:
In the first step, we use a image of real criminal case as Fig.4 and a original
watermark with gray-level threshold 128 as Fig.5.

Fig.4 The original image

Fig.5 The original water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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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econd step, we use RSA encryption algorithm with a simple privacy-key
(17,129) to encrypt our original watermark(Fig.5), then generate the encrypted
watermark as Fig.6.

Fig.6 The encrypted watermark
In the final step, we use the encrypted watermark to replace to the LSB plate of the
original image, and then generate the embedded image as Fig.7.

Fig.7 The embedded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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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embedding watermark, we try to modify the license plate of the embedded
image with Adobe Photoshop CS and the result shows as Fig.8.

Fig.8 The modified image

The Extracting Procedure:
In the first step, we get Public-key(5,129) through Public-Key Infrastructure (PKI). In
the second step, we extract the least-significant-bit (LSB) plate of the modified image,
the result as Fig.9.

Fig.9 The LSB plate of the modified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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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third step, we decrypt the LSB plate of embedded image with the correct and
error public-key to get the original watermark, the result as Fig.10 and Fig.11,
respectively.

Fig.10 The exacted watermark with correct public-key(5,129)

Fig.11 The exacted watermark with error public-key(2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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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last step, we compare with the binary plate of the embedded image (with
gray-level threshold 128) and the decrypted watermark, then get the verify result.
Discussion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novel protocol for verifying the integrity of digital images
and finding out the modified part. We make a novel experiment with a real criminal
image to test our protocol. By the experiment results, we can verify the accuracy and
effectiveness with our protocol.
Although we use the RSA algorithm to be the public-key cryptography in this paper,
it can be replaced if there is any new developed public-key cryptography.
Up to now, we can apply our protocol in non-compression images (monochrome and
color images). By the progress of digital imaging technology, the low-compression rate
image is also used to photo the crime scenes. We will continue our work to design a new
protocol that can be helpful to verify the integrity of low-compression rate digital
images in court in the future.
Finally, we hope the proposed protocol can be applied in imaging devices to keep the
integrity of digital images, it is helpful to check the integrity of digital images in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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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四年度會員大會活動訊息

活動(一)

本會業於九十四年十月十四日（週五）假中央警察大學推廣教育訓練中心舉
辦九十四年會員大會，共計約有三百餘名會員參加。當日並與中央警察大學共同
舉辦「2005 犯罪偵查與鑑識科學研討會」，本次會員大會紀錄如下：

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九十四年度會員大會會議紀錄
一、時
二、地

間：九十四年十月十四日(星期五) 中午十二時十分
點：中央警察大學推廣教育訓練中心 (106 階梯教室)

三、出席人員：理事長、副理事長、秘書處工作人員、所有與會人員
(應出席人數 547 人，出席人數 275 人，含委託出席 42 人)。
四、主
席：李副理事俊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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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九十五年度工作計畫如下表，提請大會討論案。
說明：本案經九十四年十月四日第二屆第四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決議通過，同
意提請會員大會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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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九十五年度工作計畫(95/01-95/12)
項
目
辦理進度
主辦單位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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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月

秘書處

4

鑑識科學相關重大問題之座談會

即時辦理

秘書處

5

落實國內鑑識專家資料庫系統

即時辦理

秘書處

6

推廣國內鑑識科學教育（與各大學法律學
適時辦理
系合辦教學或研討會）

秘書處

7
8
9

延攬新會員
辦理九十五年度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
會員大會
實驗室認證規範 ISO/IEC 17025
（含 ILAC G19）訓練

10

「量測不確定度」研習會

11

「測試實驗室主管訓練」研習會

12

「實驗室內部稽核」研習會

13

「能力試驗訓練」研習會

14
15
16

適時辦理

秘書處

95 年 11 月 10 日

秘書處

與相關單位、人
員協調後辦理
與相關單位、人
員協調後辦理
與相關單位、人
員協調後辦理
與相關單位、人
員協調後辦理
與相關單位、人
員協調後辦理

「監視錄影系統介紹及影像處理與鑑定」
預定 95 年 3 月
研習會
「 DNA 鑑定」研習會
預定 95 年 4 月
「鞋印採證技術」研習會（限鑑識課人員
預定 95 年 5 月
參加）

認證委員會
認證委員會
認證委員會
認證委員會
認證委員會
學術委員會
學術委員會
學術委員會

17

「法醫解剖攝影實務」研習會

預定 95 年 6 月

學術委員會

18

「法醫解剖鑑定書解讀」研習會

預定 95 年 7 月

學術委員會

19

「血跡噴濺痕重建」研習會

預定 95 年 8 月

學術委員會

20

「交通事故現場勘查技術交流」研習會

預定 95 年 9 月

學術委員會

21

「顯微鏡在鑑識科學上應用」研習會（Ⅲ） 預定 95 年 10 月

學術委員會

22

「2006 犯罪偵查與鑑識科學」研討會

95 年 11 月 10 日

學術委員會

23

出版本會第四期會刊

預定 95 年 4 月

會刊編輯委員會

24

籌畫出版本會第五期會刊

依進度執行

會刊編輯委員會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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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修改本會部分章程，提請大會討論案。
說明：為適用本學會通過團體標章之註冊申請及為使學會會務順利推
展，同意提會員大會修改章程第八條、第十一條及第二十一條，
本案已於 94 年 6 月 23 日第二屆第三次理監事聯席會議討論通過，
同意提請會員大會討論。

第
八
條

第
十
一
條
第
二
十
一
條

原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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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閱覽本會刊物。
三、享有本會舉辦各項活動之
優惠權利。
但學生會員及團體會員無前項
第一款之權利。

修正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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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閱覽本會刊物。
三、享有本會舉辦各項活動之
優惠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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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使用。
但學生會員及團體會員無前
項第一款之權利。

會員喪失會員資格或經會員
會員喪失會員資格或經會員
大會決議除名者，即為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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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理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 理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
兩年，連選得連任。理事長、 兩年，連選得連任。理事長之
副理事長之連任以一次為限。 連任以一次為限。

決議：同意李副理事長俊億之建議，將第八條第二項改為免費閱覽本會文書刊
物。同意林常務監事茂雄之建議，將第八條第四項將「方可使用」改為
「享有團體標章使用權」。其餘均照案通過。
第三案：擬定九十五年度預算 (附件三)，提請大會討論案。
說明：九十五年度預算已於 94 年 10 月 4 日第二屆第四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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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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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九十五年度收支預算表
中華民國九十五年一月一日至九十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科目
款項目

1

名

本年度與上年度
上年度預算數
預算比較數

預算數
稱

收入

增加

減少

1,750,000

2,590,000

840,000

100,000

50,000

1

會員捐款

50,000

2

補助收入

550,000

3

入會費

4

300,000 250,000

50,000

60,000

10,000

常年會費

300,000

430,000

130,000

5

研習會收入

500,000

1,400,000

900,000

6

其他收入

300,000

300,000

1,750,000

2,590,000

840,000

辦公費

112,500

158,000

45,500

1 辦公設備
2 郵資

37,500

48,000

10,500

30,000

30,000

3 郵電
4 文具

30,000

30,000

15,000

50,000

35,000

業務費

640,000

1,410,000

770,000

1 業務推展

260,000

560,000

300,000

2 會刊編印
3 雜支

100,000

150,000

50,000

200,000

300,000

100,000

80,000

400,000

320,000

810,000

850,000

40,000

2

支出

1

2

4 演講
3 人事費
1 員工薪給

800,000

800,000

2 工讀
4 雜項支出

10,000

50,000

100,000

50,000

5

預備基金
理事長：駱宜安

87,500
秘書長：張維敦

決議：照案通過
八、臨時動議：無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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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122,000
會計：呂敏禎

二名工作
人員全年
薪給

40,000
50,000
34,500
製表：呂敏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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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犯罪偵查與鑑識科學研討會」
--犯罪偵查與鑑識科學之深耕與生根

活動(二)

孟憲輝，張維敦
近來我國治安之改善成效卓著，大眾高度關切的電話詐財案件明顯減少，多
名嚴重威脅治安的要犯陸續就逮，低迷許久的治安滿意度終於回升，這是全國執
法人員不辭辛勞、勉力付出的成果。肩負培育警察幹部重責的中央警察大學，除
了扮演智庫角色之外，更期許透過學術與實務的交流，共同研發具體實用的偵查
與鑑識技術，以利於提升犯罪偵防效率，加速改善治安。中央警察大學從 93 年起
與刑事警察局合作執行國家科學委員會的鑑識科學相關專案研究計畫，與各部會
所屬偵查與鑑識單位之互動也更加頻繁，在學術及經驗交流、推廣教育及深造教
育資源共享、研究發展和推動鑑識實驗室認證等方面都有具體績效，充分反映出
我國偵查與鑑識領域的蓬勃發展。
「2005 年犯罪偵查與鑑識科學研討會」於 94 年 10 月 14 日(星期五)上午 8 時
30 分於中央警察大學推廣教育訓練中心舉行，由中央警察大學刑事警察學系、鑑
識科學學系、科學實驗室與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共同主辦，中華民國刑事偵防
協會協辦。本研討會是全國偵查與鑑識專業人員的年度盛會，與會貴賓有法醫研
究所王崇儀所長、清華大學凌永健教授、刑事警察局林德華副局長、調查局第六
處柳煌處長及來自學術界、各鑑識實務單位、法學界等三百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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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品質是評估鑑識機構最重要的指標，唯有透過完善的品質保證措施，確
保鑑識結果的正確性和可信度，才能真正達到司法公平、公正及提高訴訟效率與
品質的目的。實驗室認證制度是確保鑑識機構品質的良好方法，先進國家的鑑識
實驗室多已通過認證。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與中央警察大學及全國認證基金會
從 93 年起開始合作推動鑑識實驗室之認證計畫，至目前止已針對全國各鑑識實驗
室之專業人員完成多梯次的認證訓練課程。因此，本次研討會特別邀請擔任全國
認證基金會董事長的經濟部標準檢驗局林局長能中就「我國認證制度的現況與展
望」發表專題演講，期能經由對認證制度的理解，凝聚推動鑑識認證制度的共識
與力量，共同為全面提升我國鑑識品質而努力。

本次研討會承襲慣例，分為「現場勘查」、「偵查科技」、「偵查法制」、「物理
鑑識」、「化學鑑識」、「生物鑑識」、「其他與犯罪偵查鑑識科學相關議題」等七個
領域分組研討，發表之研究論文共六十一篇，篇篇各具獨到之發現、見解或貢獻，
值得一讀再讀，作為啟發研究靈感、充實教學訓練內容、從事偵查鑑識實務工作
和規劃前瞻性鑑識制度的重要參考資料。
研討會在中央警察大學蔡校長德輝及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駱理事長宜安大
43

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會刊第四期

活動(二)

力支持及所有國內外專家學者的熱心參與下，與會人員相互交換最新研究成果，
分享彼此辦案心得，提供了實務與學術單位許多偵查、鑑定與研究主題上之參考，
藉此深耕犯罪偵查與鑑識科學兩領域，並期望能因此而生根。
本研討會為獎勵致力於「偵查」與「鑑識」兩學域研究之後進，以提昇犯罪
偵查與鑑識科學之研究發展，閉幕典禮上同時頒發二項「傑出青年研究論文獎」，
本年度「傑出青年研究論文獎」論文獲獎名單如下：
一、化學鑑識類得獎者：周修毅(刑事警察局鑑識科巡官)
得 獎 論 文 題 目 ： 化學衍生法與檢量方法在低濃度巴比妥系藥物定量分析之效能比較

二、物理鑑識類得獎者：楊文超(中央警察大學科學實驗室區隊長)
得 獎 論 文 題 目 ： Using watermarking techniques to enhance the credibility and

integrity of digital image evidence

繼本研討會之後，「2006 年鑑識科學研討會」預定於 95 年 11 月 10 日假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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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大學推廣教育訓練中心舉行，歡迎各實務單位、學校與研究機構的學者專家，
即早準備相關之主題研究，屆時能踴躍報名參加，共襄盛舉。

(孟憲輝為中央警察大學鑑識科學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本學會常務理事；
張維敦為中央警察大學刑事警察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本學會秘書長)
編按：兩篇「傑出青年研究論文獎」得獎論文內容均具有高度參考價值，特轉載
刊登於本期會刊「鑑識專題」專欄，供讀者參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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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年度理監事會議重要決議內容
重要決議內容

時間

1.函復司法院秘書長：本會暫不
受理鑑定服務，計畫將於今
年 10 月底建立鑑識科學專家
資料庫並授權各級法院上網
查詢。
2.第十七屆國際法庭科學大會
將於 8 月 21 日至 8 月 26 日
第二屆第一次常務理監事會議
於香港會議中心舉行，本學
會將協助本會會員組團參加
會議。
3.本會與全國認證基金會合辦
實驗室認證相關課程。
4.邀請各單位相關人員成立執
行編輯委員會。

94.03.24

1.為避免本會會徽遭不法人士
冒用，影響學會信譽，將向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註冊申請
團體標章。
2.為適用本學會通過團體標章
之註冊申請及為使學會會務
第二屆第三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順利推展，同意提請會員大
會修改章程第八條、第十一
條及第二十一條。
3.因各單位公務繁忙，故期刊編
輯委員會暫時不運作，待時
機成熟後再進行。

94.06.23

1.將學會證書改為 A4 尺寸，且
第二屆第四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內容含有中英文版。
2.日後研習會所邀請講師之單
位，開放一個免費的名額。

94.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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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本會發文給司法院、法務部
及全國律師公會，說明為掌
握國內外最新鑑識資訊與國
內鑑識資源，本會李副理事
長俊億已由國科會經費補助
建立「鑑識資源資訊網」
，歡
第二屆第二次常務理監事會議 迎各單位參考利用。
2.擇期由本會邀請幾所大學
法律學系或律師公會合辦
有關「鑑識科學與刑事法
學」研討會。
3.計畫於 95 年 5 月左右由本會
理監事同仁組團，至上海、
遼寧或北京進行刑事鑑識技
術方面交流研討活動。
4.建立鑑識科學領域通用的專
有名詞，以利法庭交互詰問
或實驗室認證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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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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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團體（個人）名錄（94 年 3 月至 12 月止）
捐款人

金額

捐款日

1,600

94.07.06

元利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94.08.31

中華民國刑事偵防協會

250,000

94.08.31

李俊億

1,000

94.10.31

張維敦

1,000

94.10.31

李俊億

655

94.11.30

李俊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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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經費收支表（95 年 3 月 31 日）
科

目

現金
辦公設備

金

額

科

金

額

1,075,283

會員捐款

6,000

190,919

補助收入

100,000

0

代付款

目

3,000

入會費

辦公費-郵資

4,358

常年會費

10,500

辦公費-郵電

2,826

研習會收入

80,000

辦公費-文具

687

其他收入

42,193

辦公費-印刷

0

基金餘絀

1,616,648

業務費-業務推展

39,490

以下空白

業務費-會刊編印

0

業務費-什支

28,564

業務費-演講

17,000
254,000

人事費
雜項支出

35,597

準備基金

209,617

合

計

理事長：駱宜安

1,858,341

合

秘書長：張維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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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會計：呂敏禎

1,858,341
製表：呂敏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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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 94 年度大事紀
94.01.31

召開國內刑事鑑識實驗室認證計畫工作小組第一次座談會

94.02.25

舉辦「監視錄影系統介紹及影像處理與鑑定」研習會

94.03.09

召開國內刑事鑑識實驗室認證計畫工作小組召集人會議

94.03.16

召開鑑識實驗室 ISO/IEC 17025 訓練課程講義編輯工作小組會議

94.03.24

召開第二屆第一次常務理監事聯席會

94.03.30

召開鑑識實驗室 ISO/IEC 17025 訓練課程講義編輯工作小組第二次會
議

94.04.11~13

舉辦「實驗室認證規範 ISO/IEC 17025（含 ILAC G19）訓練」研習
會

94.05.11~12

舉辦「量測不確定度」研習會

94.05.19

出版第三期會刊

94.05.25

參加 ILAC G19 特定規範審查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

94.06.01~02

舉辦「測試實驗室主管訓練」研習會

94.06.07

參加 ILAC G19 特定規範審查工作小組第二次會議

94.06.15~16

舉辦「實驗室內部稽核」研習會

94.06.23

召開第二屆第三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

94.06.28

參加 ILAC G19 特定規範審查工作小組第三次會議

94.07.06

舉辦「刑事 DNA 鑑定」研習會

94.08.02

參加 ILAC G19 特定規範審查工作小組第四次會議

94.08.08~10

舉辦「實體顯微鏡在鑑識科學上之應用」研習會

94.08.21~26

第十七屆國際法庭科學大會 IAFS

94.09.15~16

舉辦「法醫與交通事故鑑定」研習會(第二梯次)

94.10.04

召開第二屆第四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

94.10.14

舉辦「2005 犯罪偵查與鑑識科學」研討會暨召開九十四年度會員
大會

94.11.7~9

協辦「2005 年國際鑑識科學研討會」

94.12.27

召開第二屆第二次常務理監事聯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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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第二屆組織
理

事

長： 駱宜安

第一副理事長： 方中民
第二副理事長： 侯友宜
第三副理事長： 李俊億
常

務 監 事： 林茂雄

監
常

事： 徐健民、柳煌、蕭開平、姜雲生、楊秋和、石台平
務 理 事： 謝松善、程曉桂、孟憲輝

理

事： 陳

理、蒲長恩、林棟樑、葉家瑜、彭莉娟、黃女恩、許敏能、

林故廷、高麗姬、柳如宗、謝幸媚、溫哲彥、卓琍玲、蔡佩潔
秘

書

處： 秘書長：張維敦
會

副秘書長：王勝盟、吳慶鴻

計：呂敏禎

行政秘書：呂敏禎、邢攸芬

認 證 委 員 會：李俊億、陳理、 林棟樑、彭莉娟、高麗姬、卓琍玲、林故廷、
謝幸媚
學 術 委 員 會：楊秋和、程曉桂、蒲長恩、黃女恩
會刊編輯委員會：孟憲輝、方中民、溫哲彥、葉家瑜、蔡佩潔
期刊編輯委員會：溫哲彥、白崇彥、姜雲生、許敏能、柳如宗、蒲長恩、黃女恩

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各委員會職掌
一、認 證 委 員 會：推動鑑識科學認證制度
二、學 術 委 員 會：舉辦鑑識科學學術研討會與研習會
三、會刊編輯委員會：發行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會刊
四、期刊編輯委員會：發行期刊

會員人事動態
1.侯副理事長友宜 95 年 3 月初榮升內政部警政署署長。
2.溫理事哲彥送審教授通過，並溯自 93 年 8 月 1 日起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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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各

位會員若有人事異動，請將「會員資料異動更正表」
（附錄於后）傳真至本會或上本會網站（http：
//tafs.cid.cpu.edu.tw）下載檔案後回傳至本會電子信箱（tafs@mail.c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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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第二屆顧問
1. 施茂林：法務部部長
2. 葉盛茂：法務部調查局局長
3. 謝銀黨：中央警察大學校長
4. 劉令祺：司法院刑事廳廳長
5. 王崇儀：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所長
6. 李昌鈺：美國康乃狄克州首席科技顧問
7. 劉瑞厚：輔英科技大學醫事技術研究所教授
8. 黃金旺：中原大學化學系教授
9. 凌永健：清華大學化學系教授
10. 鄧學仁：中央警察大學法律系教授
11. 翁玉榮：中央警察大學法律系教授
12. 陳志龍：台灣大學法學院教授
13. 施俊堯：台灣高等法院法官
14. 張熙懷：台灣地方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15. 戚偉明：三軍總醫院臨床病理科主任、台灣臨床檢驗標準協會理事
長
16. 周念陵：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副執行長、兼任中華民國實驗室
認證體系(CNLA)秘書處處長
17. 尹繼源：佳生科技顧問有限公司副總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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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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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四年十月十四日會員大會修訂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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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立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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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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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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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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七 條

第 十八 條

第 十九 條

第 二十 條

第二十一 條
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四條

七、執行監事會移(交)付辦理事項。
八、其他應執行事項。
理事會置常務理事七人，由理事互選之，並由理事就常務理事中選舉
理事長一人、第一副理事長及第三副理事長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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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高票者為第三副理事長。
第二副理事長由理事長從會員中指定ㄧ人擔任。
理事長對內綜理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
理事會、常務理事會主席。
理事長因事不能執行職務時，由第一副理事長代理之，第一副
理事長不能代理時，由第二副理事長代理之，第二副理事長不
能代理時由第三副理事長代理之，第三副理事長不能代理時，
由常務理事互推一人代理之。
理事長、副理事長、常務理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常務理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處理日常事務或臨時、急迫之案件。
二、執行會員大會及理事會之決議案。
三、召集理事會議。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理事會工作之執行。
二、審核年度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
會議召集人及主席。
常務監事因事不能執行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理之，未指定或不
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理之。
監事會主席 (常務監事) 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理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兩年，連選得連任。理事長之連任以一
次為限。
理事、監事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 (會員代表) 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理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副祕書長二人及庶務人員數名，承理事長之命處
理本會事務。
前項秘書長、副秘書長及庶務人員，由理事長提名經理事會通過後聘
免之，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但秘書長之解聘應先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一項工作人員不得由選任之職員擔任，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
項由理事會另定之。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以利各專業學術之
推展。其組織簡則經理事會通過後施行，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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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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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得由理事會聘請名譽理事長一人，名譽理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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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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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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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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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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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於會計年度終了後二個月內由理事會編造年度工作報告、收支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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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條

第六章

附

第三十五條
第三十六條
第三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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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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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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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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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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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會須經理事會議審核通過後，依章程規定繳納入會費及常年會費。
(每年 6 月及 11 月召開理監事會議審核入會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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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鑑 識 科 學 學 會 基 本 會 員 入 會 申 請 書
中文姓名

性

別 □男 □女 身分證字號

英文姓名

出生年月日

年 月

日會員編號

學 歷

經 歷

現 職

專 長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可以提供團體之服務

□□□□□

□□□□□

（宅）

電 話 (公）

（手機）

（警用）

電 子 郵 件 信 箱

傳 真
審
年
月
查
屆第
日 第
期 理事會議

日
次

審
查
結
果

□通過（□基本會員
□不通過

□學生會員）

原因：

申 請 人：
中

華

民

國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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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鑑 識 科 學 學 會 學 生 會 員 入 會 申 請 書
中文姓名

性

別 □男 □女 身分證字號

英文姓名

出生年月日 年

月

日會員編號

就讀學校

就讀科系

(級別)
系(科)別

校名

起

訖

學 歷

專 長

可以提供團體之服務

□□□□□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電 話 (公）

（宅）

傳 真

電 子 郵 件 信 箱

審
年
月
查
日 第
屆第
期
理事會議

日
次

審
查
結
果

（行動）

□通過
□不通過

原因：

申 請 人：
中

華

民

國

年
60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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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鑑 識 科 學 學 會 團 體 會 員 入 會 申 請 書
公司或團體
統一編號
中文名稱
公司或團體
英文名稱
負

職

稱

姓

名

責
人

營 業
項 目

通 訊

□□□□□

地 址
聯

姓

名

電

話

傳

真

手

機

絡
電子郵件信箱

人
審
查
日
期

年
日第

月
屆
次理

第

審
查
結
果

□通過（會員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不通過

原因：

事會議

申 請 人：
中

華

民

國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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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資料異動更正表
*會員資料（服務機關、職稱、聯絡方式等）若有異動，請填妥本表擇
下列方式一通知本會更正。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異動內容

本人簽名：
中華民國

學會地址：33304 桃園縣龜山鄉大崗村樹人路 56 號
中央警察大學科學館 301 室
學會電話：03-3286136 傳真：03-3286138
學會網址：http://tafs.cid.cpu.edu.tw/
E-mail ：tafs@mail.c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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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會訊息：
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 2006 年研習會（預定）
項

目

預定日期

「鑑識科學實驗室文件製作」研習會

3 月 31 日

「影像處理與鑑定實務」研習會

4 月 21 日

「 DNA 鑑定技術交流」研習會

5 月 12 日

「鞋印採證技術」研習會

6月

「法醫解剖攝影實務」研習會

7月

「法醫解剖鑑定書解讀」研習會

7月

「血跡噴濺痕重建」研習會

95 年 8 月

「交通事故勘查技術交流」研習會

95 年 9 月

「顯微鏡在鑑識科學上應用」研習會（Ⅲ）

95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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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訊息：
2006 年 鑑 識 科 學 研 討 會 暨 中 華 民 國 鑑 識 科 學 學 會 年 會
一、日期：95 年 11 月 10 日（星期五）
二、地點：中央警察大學教育推廣中心
33304 桃園縣龜山鄉大崗村樹人路 56 號
三、主辦單位：
中央警察大學鑑識科學學系
中央警察大學科學實驗室
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
四、協辦單位：中華民國刑事偵防協會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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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與電腦分析鑑識。
4、現場勘察、車禍調查。
(三)其他與鑑識科學相關之議題：如鑑識科學實驗室之認證等。
六、研討會訊息說明：
2006 年研討會將於 11 月 10 日（星期五）假桃園縣龜山鄉中央警察大學
舉辦。研討會名稱訂定為〝2006 年鑑識科學研討會〞
。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
95 年度會員大會亦將於當天召開並進行第三屆理監事改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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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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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請參閱第十二項說明。
研討會進行以口頭發表論文為主，會議語言為中文，主辦單位將組成論
文審查委員會，依限期內所收到之論文摘要內容與類別從優擇選。
七、投稿方式：
（一）論文摘要 500 字左右；內容包括題目、研究目的或擬解決的問題、研究
方法（問題解決方式）、結果。
（二）為了解作者發表之所需，另備有論文作者發表資料調查表，請與論文摘
要一倂寄至如下E-mail地址：(tafs@mail.cpu.edu.tw 楊秋和教授收)。
（三）主辦單位收到摘要投稿後將隨即以電子郵件回覆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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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論文審查結果之通知：
主辦單位將於 2006 年 8 月 15 日前，以 E-mail 及書面文件個別告知通訊
作者。
九、通過論文審查作者請於 2006 年 9 月 15 日前繳交論文全文，全文格式請參考
本會網址上之樣本 http://tafs.cid.cpu.edu.tw/。
十、口頭發表論文：
(一)內容：
1、報告內容須與投稿摘要內容一致。
2、內文報告之前須先向聽眾提述所發表論文之性質與目的。
3、結果之報告須有充分時間之分配，並須以簡單明瞭方式敘述研究結
果之內容與意義。
4、內容報告之末，須歸納出研究發現或結果之精簡結論。
(二)時間：每篇論文發表時間為 20 分鐘，含 5 分鐘之討論時間。論文發
表時間之管控與調整由場次主持人執行。
(三)設備：論文發表場地備有液晶投影機、幻燈片放映機、遙控器、手提
電腦、雷射光筆、麥克風、螢幕等標準配備。
十一、壁報發表論文：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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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製備方面：論文作者可自行選擇圖、表、內文、照片等資料之展出型式。
(三)壁報貼示：研討會會場提供每篇論文長 2 米寬一米的位置及膠帶供張貼。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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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民 國 鑑 識 科
學學會會員資格；
(二 )審 查 規 範 ：
1、初 選：每 一 組 之 論 文 投 稿 篇 數 須 大 於 十 篇，若 篇 數 不 足 十 篇，
則不予以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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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複 選：於 每 組 篩 選 出 符 合 審 查 資 格 之 競 爭 者，每 組 競 爭 者 論
文須大於五篇，若篇數不足五篇，則不予以審核；
3、每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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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聯絡方式：
（一）鑑識科學學系：呂貞憬助教 電話：03-3285187
警用：733-4261 E-mail：una027@mail.cpu.edu.tw
（二）科學實驗室：黃麗虹助教
電話：03-3281823
警用：733-4232 E-mail：iris6788@mail.cpu.edu.tw
（三）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呂敏禎、邢攸芬助理 電話：03-3286136
警用：733-4269 E-mail：tafs@mail.c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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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作者發表資料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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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鑑識類
□化學鑑識類
□物理鑑識類
□現場勘查、車禍調查類
□其他

2.

報告人之姓名：________________
郵寄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
3.

研討會現場備有如下標準設備：液晶投影機、遙控器、手提電腦、
雷射光筆、麥克風、螢幕。
您是否仍需要其他額外的設備？
□不需要。
□需要(請提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1：欲使用 power point 方式報告者，請另備報告內容之光碟片或磁片。
備註 2：欲以幻燈片方式報告者，為免片盤不敷使用或臨時放置出錯，請自備
圓形片盤（80 片型）將幻燈片預先放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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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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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年ㄧ期，於每年三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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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本會會刊編輯委員會（una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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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