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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事長的話
本會在創會駱理事長宜安先生的睿智領導，方中民教授、李俊億教授、侯友宜署長
等三位副理事長及全體理監事的熱心參與，各委員會的努力付出，全體學會顧問的大力
支持，張秘書長維敦與王副秘書長勝盟的不辭辛勞，以及秘書處同仁的賣力工作下，遵
循「推廣鑑識科學知識、提升鑑識科學水準、確保司法審判品質」之創會宗旨，已經在
台灣護持鑑識科學的各項活動邁向第五年。
回顧自誕生至今連續四年多來，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能夠從無到有，平實發展逐
漸獲得國內刑事司法各界的肯定及鼓勵，確實值得驕傲。從歷年舉辦的各項研習會參加
人數之盛況，清楚證實學會確實為鑑識科學工作者建立了一個良好的界面與平台。沒有
以上所有有心人士的貢獻，學會的發展不可能有今天！
去年為繼續推動國內各鑑識實驗室採行認證制度，本會舉辦了認證相關的研習會，
引起各鑑識相關單位的熱烈迴響，從參加學員的踴躍，可見一斑。並且共同參與舉辦了
「2006 年鑑識科學研討會」，協辦了「2006 犯罪偵查學術與實務研討會」，國內不論刑
事司法或偵查鑑識領域的專家學者，相繼發表精湛的研究成果，使得有志一同的鑑識同
好，得以分享他們的知識精華與智慧結晶。
秉承過去既有的傳統與策劃，今年學會將繼續促進學術交流的活動，聯合司法院刑
事廳、刑事警察局刑事鑑識中心、法務部調查局第六處、台灣大學法醫學科、管制藥品
管理局、中央警察大學等單位，陸續籌辦十七個專題：如何做好專家證言、金屬物件磨
滅號碼重現技術、鞋印及輪胎印痕採證技術、微量證物、指紋採證技術與處理、毒品鑑
定、血跡噴濺痕重建、數位鑑定、印刷材料與印刷品鑑定、通訊偵查、影像處理與鑑定
實務、DNA 鑑定、交通事故原因調查、法醫解剖鑑定、物證攝影、鑑識實驗室認證暨
現場處理與重建之研習會，並辦理 2007 鑑識科學學術研討會，讓國內鑑識工作的內涵，
更加充實。
再次衷心感謝全體學會顧問的大力支持，全體理監事的熱心參與協助，秘書處所有
同仁的辛勞，認證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及會刊編輯委員會諸位委員的努力付出。我誠摯
地希望大家持續扶持，攜手共進，創造鑑識學會更蓬勃的未來！敬祝大家猪年諸事順
遂，平安吉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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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合作凝聚國內更壯沃的鑑識科學能量

社論

社

論

鑑識科學隨著時代的巨輪不斷往前推進與擴展，早期鑑識科學僅偏重在現場指紋採證比
對、槍彈鑑識、文書鑑定與法醫解剖病理檢驗等範圍。近年來已發展出包括刑事牙醫學、刑
事人類學、刑事工程學、藥毒物鑑識、微物鑑識、痕跡鑑識、DNA 鑑識、刑事植物學、聲紋
鑑識與各種現場重建技術等。刑事病理學領域也開始著重刑事昆蟲學、刑事考古學（Forensic
Taphonomy）與刑事護理學（Forensic Nursing）
。在資訊與通信方面則發展有關電腦與網路犯
罪之偵查與鑑識技術、影像分析技術等，特別是從最近的國外書籍內容發現，社會科學的相
關領域已大幅被納入在鑑識科學之中，包括刑事心理學、刑事精神醫學、犯罪剖繪（Criminal
Profiling）、犯罪手法（Modus Operandi）及簽名特徵（Signature）在案件關聯上之應用，法
理學(jurisprudence)、哲學與邏輯等，足見國際上鑑識科學領域仍不斷蓬勃發展當中。
交互詰問乃當事人進行主義訴訟制度的最重要表徵，透過交互詰問方式讓所有證據的證
據力與證明力在法庭上接受考驗，因此國內鑑識科學的發展需求當更形迫切，比較國際間其
他專業領域的進步情況，各單位亦應深思如何才能廣泛發展更多元化的鑑識技術，以加速提
升應有的專業水準。在有限的組織人力與資源之下，國內各部會相關鑑識單位可依據本學會
的主旨與任務，落實組織分工，更進一步加強合作，凝聚更壯沃的鑑識科學能量。未來至少
可在教育訓練、實驗室認證、期刊發行等三方面共同努力。
一、教育訓練方面
在美國僅在年會期間即舉辦約三十場研習會，加上平時在各處所舉辦的研習會可說是不
計其數，國內已有相當多位鑑識人員參與過美國各地所舉辦的研習會。專業人才的培訓，除
學校教育部份之外，在職訓練亦不可或缺，在國內由過去已舉辦的各種研討會或研習會中獲
悉，參與的講師與論文發表人員幾乎都涵蓋各鑑識單位（包括警察大學）
，目前本學會學術委
員會所推動的各種研習會，正需要各單位更積極投入，提供研習題目與師資，以提高更充沛
的教育訓練能量。
二、實驗室認證方面
本學會與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為推動鑑識實驗室認證制度，已舉辦多次
ISO/IEC17025 之講習會及其他相關之訓練課程，此外，關於認證相關之技術規範亦協助全國
認證基金會進行審定與規劃。全國認證基金會已於 2005 年 8 月 25 日與 American Society of
Crime Laboratory Directors/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Board (ASCLD/LAB)簽署合作協議備忘錄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MoU）
，建立雙方正式之技術交流機制，促進彼此合作關係
與信心，並可藉由聯合評鑑的活動，加強國內鑑識科學實驗室的專業性與國際性，甚至獲得
相互認可，擴大認證之效益。期望未來各單位間在推動認證制度方面，彼此合作支援，相互
學習，早日通過各專業領域之認證，以提升鑑識實驗室之鑑驗品質。
三、期刊發行方面
專業學術期刊是研究成果發表的主要園地，國內目前與鑑識科學有關的期刊包括有：刑
事警察局發行之「刑事科學（中文為主）」
（每年 2 期）
；警察大學發行之「Forensic Science Review
（英文）」
（每年 2 期）與「Forensic Science Journal（英文）」
（每年 1-2 期）
。為使中華民國的
鑑識科學在國際間更有能見度，統合國內已發行之期刊與其他單位之資源，特別是稿源部份，
發行一本每年出版 4 期的國際化鑑識科學專業期刊，乃大家必須合作完成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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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鑑識科學的發展歷程及未來展望
柳

煌

一、前言
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成立迄今，不覺中，已進入第五個年頭，學會在駱前理事長
及中央警察大學多位師長的努力下，這幾年真可說是成果非凡，在提昇國內鑑識科學技
術水準，凝聚鑑識工作同仁共識，推動國內鑑識實驗室認證各方面，都有超乎預期的驚
人貢獻。在此，謹向所有曾為學會貢獻心力的同仁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民國九十五年鑑識科學年會選出新的理監事，在林理事長欲擴大參與的考量下，被
徵召出任副理事長的職務，又獲會刊編輯委員會邀稿，要我在本期會刊寫一篇文章，與
同仁分享共勉，苦思良久，值此鑑識科學，正待振翅高飛，大展鴻圖之際，也許，利用
機會回顧一下前輩們篳路藍縷，艱苦開創，為國內鑑識科學奠下基礎的歷程，將對我輩
得以承先啟後，並鼓勵年輕同仁在未來戮力奮發，使鑑識科學水準更提昇，為司法正義
提供更好的服務，也在社會大眾心目中建立更值得信賴的形象，將別具意義。
二、國內鑑識科學的開始
國內鑑識科學組織架構始於民國三十五年，當時中央政府於內政部警政總署設刑事
處及刑事實驗室，各省警務處設刑事科。
臺灣光復之初，在省行政長官公署警務處第一科設調查股，第三科設鑑識股，民國
三十五年將上開調查、鑑識兩股，及另增設之研究股，三者合併成立為刑事室（即目前
刑事警察局的前身）。
調查局早年並未參與鑑識工作，民國四十五年，為支援各級法院、檢察署偵審案件
需要，應要求於當時隸屬司法行政部（即法務部前身）的調查局成立鑑識部門，草創時
期是從當時司法大廈邊角一間辦公室開始的。
三、國內鑑識科學的演進
由於民國三、四零年代間，臺灣社會正處戒嚴時期，社會秩序井然，治安性犯罪極
少，因此，初期的鑑識科學任務單純，大致上，指紋採取及鑑定、筆跡鑑定、照相攝影
等，即已解決了大部分的工作，因需求很少，鑑識科學少有用武之處，亦無發展的誘因。
隨後民國五零年代，經濟仍不發達，社會普遍貧困，因發生影響軍紀的盜賣軍油問
題，軍中不肖駕駛兵將為防盜賣添加紅色素的軍油，經脫色變造後盜賣牟利，為整飭軍
紀，政府大力查辦此類案件，因涉案軍油需要鑑定，證明原為軍油，曾遭變造，才能據
以定罪，予鑑識科學良好機會，利用濾紙色層分析法，鑑定涉案油品，為司法偵審提供
服務。
民國六零年代，雖已開始引進一些光譜分析儀器，但在鑑定實務上，仍以化學呈色
法、各式薄層分析法、血型、血清型等檢驗為主，以目前標準看來，這些鑑定方法，也
許覺得過於粗糙，甚至危險，不合法庭嚴格罪證檢驗的要求，但在當時，薄層分析法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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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先進的方法，在許多案件偵查上扮演重要鑑識功能，氣相層析儀則開始用在一些較
複雜、重要的案件。
民國七零年代，由於臺灣社會經濟起飛，政府財政漸趨寬裕，各式精密、昂貴分析
儀器得以陸續引進，硬體方面快速充實，惟因軟體方面並未能相應配合，儀器使用的純
熟度仍不理想，且各單位採購儀器均有好高騖遠，求新求好，不夠務實的現象，以致造
成不少浪費，十分可惜。鑑識工作同仁，在此段時期，亦開始有較多機會出國研習，得
以吸收他人經驗，在觀念上及作法上都有相當的調整。此一年代，在鑑識科學上值得記
錄的是，時任中央警察大學校長的顏世錫先生，邀請李昌鈺博士籌劃，召開國內第一次
「鑑識科學國際會議」，一方面大幅提昇政府機關對鑑識科學的注意，一方面也為國內
鑑識科學工作同仁，建立許多參與國際鑑識技術合作的管道。
民國八零年代，應為鑑識科學界變化最大的年代，不止在國內如此，國際上亦然。
以 DNA 鑑定技術為例，記得當年 DNA RFLP 技術剛推出不久，尚來不及推廣，DNA DQA
點墨鑑定接著推出，也只用了一段很短的時間，PCR STR 技術一出來，立即改變了 DNA
鑑識的全貌。毛細管 DNA 自動定序儀，由一根發展成十六根，再發展九十六根毛細管，
再加上樣品自動處理設備的推出，使以前需要兩星期才能完成的鑑定，如今只要一、兩
小時即可完成，許多國家已在考慮建立全民 DNA 檔案了，這真是當初始料所未及的。
化學分析也因 GC/MS 資料庫的完備化，使一般案件的鑑定，較以往快速方便多了，使
大部分鑑識工作同仁行有餘力，利用各種儀器，研究開發各種對新出現違禁藥物的鑑定
方法。此一年代，最值得紀念的是，中央警察大學在顏校長推動下，設立鑑識科學系，
而且，迅速發展至碩士、博士研究所課程，這是對國內鑑識科學工作影響極大的關鍵因
素。鑑識科學系畢業同學，投身各級警察局工作，對於維持犯罪現場完整，從事現場採
集證物、現場紀錄、攝影、及罪證遞送等，一改以往雜亂無章的作法，為嚴謹的標準作
業程序，成為國內鑑識科學劃時代的進步。鑑識科學碩士、博士研究所課程，對提昇各
實驗室鑑識技術水準，更是影響深遠、功不可沒。
民國九零年代，是一個民智大開，社會急遽變化的時代，毒品、暴力犯罪案件氾濫，
加以人權意識高漲，法制漸趨完備，使鑑識科學在此雙重壓力及實務需求下，不得不作
極大的調整，以滿足社會的期待與需要。此一年代重大事件，有民國九十二年九月刑事
訴訟新法的實施，由長久以來的「職權進行主義」改為「改良式當事人進行主義」，至
此，
「法庭交互詰問」成為常態，採取嚴格證據法則，及鑑識實驗室需要通過認證程序，
則已成為必然之發展。同時期，CSI 電視影集廣為傳播，且高收視率歷久不衰，雖然有
造成對鑑識科學期待過高的後遺症，但也有使普遍民眾更為重視鑑識科學的益處。另一
件極為重要的事，為民國九十一年九月，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正式成立，使國內鑑識
工作同仁，從此有了一個合作、溝通、協調，建立共識的平台。有以上客觀環境的需要，
再加上我全體鑑識工作同仁主觀群體的認知，深信國內鑑識科學的未來發展，必能與國
際同步，快速向前發展。
四、未來展望
回想國內鑑識科學工作，近二十年來，隨著國內社會政經情勢的演變、國際鑑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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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技術發展的進程，在多位如顏世錫、李昌鈺、吳東明、翁景惠諸位前輩的努力推動下，
經歷過一段快速發展的歷程，也已奠下了不錯的基礎。
展望未來，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必將在鑑識工作發展上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也
相信在林理事長領導及各位師長努力下，必能在推動增進民眾對鑑識科學的認識、增加
各機構鑑識工作人力、提昇鑑識技術水準、健全鑑識機構組織架構、加強國際合作關係
等各方面，發揮極大的功能。
因實務上的需要，早已不可能由單一鑑識實驗室承擔國內所有鑑識任務，目前不但
有政府部門所設立的各級實驗室，也有一些民間通過認證程序之實驗室參與鑑識工作，
未來如何分工合作，各自發展特色，或建立某項特殊檢驗樣品檔案，共同分享，以達到
資源整合、沒有浪費、相互支援、互通有無，既競爭又合作的境界，將是中華民國鑑識
科學學會最具挑戰性的任務，也是我們大家一起努力的目標，期盼所有鑑識同仁，共同
為鑑識科學的未來發展盡一份心力。
（本文作者為法務部調查局秘書室研究委員，本學會副理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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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勝盟
為什麼將題目訂為「希望」？因為這需要所有「鑑識人」的努力、是團隊合作、是
接力賽，不是單兵獨將可以達到終點的。
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Taiwan Academy of Forensic Sciences, TAFS)自九十一年九
月十四日成立至今，已經四個多年頭了，在第一、二任理事長駱宜安副校長、理監事會、
各委員會、秘書長張維敦教授及秘書處工作同仁的辛勤耕耘下，篳路藍縷，從無到有，
建立制度、籌畫研習會、研討會、推動認證等，使得學會運作日漸步入軌道，也證明了
一件事，只要有心－就會有收穫。
個人自從去年會員大會改選理監事會後，經理事長提名，理事會通過後聘任為本屆
秘書長，自從接任以來，承理事長之命，依循著前任理事長與秘書長拓展出的「學會藍
圖」，秉持著虛心學習、努力實踐之精神與態度，希望能扮演稱職角色，提升會員對學
會認同感、創造學會價值，並以加入鑑識學會為榮。
鑑識學會主要宗旨為：「推廣鑑識科學知識，提昇鑑識科學水準，確保司法審判品
質」
。因此，本學會所有活動也以此為指導方針，同時亦參考美國鑑識科學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Forensic Sciences)及日本法科學技術學會（Japanese Association of Forens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之活動情形，關於本學會之發展，下列幾項是值得推動的：
一、強化各鑑識領域之均衡發展
國際實驗室認證聯盟(International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Cooperation；ILAC)認證
技術委員會所提出之 ILAC G19 的規範中，列舉了十二大類，八十幾種認證項目，為鑑
識科學之特別規範。以 ILAC G19 之認證項目中，有些部分在國內尚未被開發，我國鑑
識科學領域應朝著深度與廣度發展。
二、推展鑑識實驗室認證制度
本學會與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為推動鑑識實驗室認證制度，已舉辦多次之
ISO/IEC 17025 之講習會及其他相關之訓練課程，此外，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也將
於今年與本學會簽訂推動鑑識科學實驗室認證「合作備忘錄」，期望展開未來國內鑑識
實驗室各個領域之認證制度，以提升鑑識實驗室之品質。
三、提升網路犯罪偵查與數位證據鑑定技術水準
隨著科技時代的進步，資訊之發展日新月異，傳統犯罪偵查方法已不足以應付網路
科技犯罪之偵查，而傳統之比對鑑識技術也不足以鑑定數位化證據，因此，提升資訊科
技鑑定技術應用在網際網路犯罪之偵查鑑定及數位化證據、影像處理及鑑定也是當前學
會推展方向。
四、建立鑑識資料庫及擴充鑑識人力資源資料庫
面對錯綜複雜及一無所知的證物種類及來源判定，鑑識人員的鑑識工作猶如大海撈
針，而完整鑑識資料庫的建立，對於鑑識工作就猶如探囊取物、易如反掌了。
鑑識資料庫可分為人力方面與物力方面，在人力方面，本學會李副理事長執行國科
會委託之建立鑑識科學資源研究資料庫研究計畫中，已登錄有數百筆資料，為網羅更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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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識人才，本學會亦積極宣傳及擴充鑑識人力資源資料庫，使相關領域人員之專業有機
會貢獻在鑑識科學領域，同時提升國內鑑識科學研究水準。
在物力方面，為能即時解決刑案現場物證比對鑑定之需求，各種鑑識資料庫之建立
更是迫切，諸如：汽車油漆資料庫、鞋印資料庫、指紋資料庫、纖維資料庫、輪胎印痕
資料庫、DNA 資料庫、毒品來源資料庫…等等，目前除建立有性侵害案件之嫌犯 DNA
資料庫及部分指紋資料庫、鞋印資料庫外，其它資料庫之建立，值得推動。
五、強化微量證物鑑識能力
傳統的鑑識科技往往無法克服微量證物靈敏度的極限，隨著現代鑑識科技及儀器感
度的提升，許多微量鑑識無法突破的瓶頸，都將一一獲得解決。例如：撞車後微量玻璃、
油漆片，遺留在現場的毛髮、纖維，現場少量的血痕、唾液及其他體液、微量之土壤成
分、輪胎痕跡成分等等的鑑定。這些都是刑案現場中最容易遺留的微量證物，但也最容
易被忽略，主要原因則在於微量跡證採證與鑑定均不易，一方面由於證物量有限，另一
方面則是由於樣品前處理方法或儀器之靈敏度不足，導致微量證物鑑識之效果不彰，因
此未來必須強化微量證物之鑑識能力，方能「明察秋毫」。
六、積極籌辦國際級鑑識科學專業期刊
專業學術期刊是研究成果發表的主要園地，國內目前與鑑識科學有關的期刊有：刑
事警察局發行之「刑事科學（中文為主）」
（每年 2 期）
；警察大學發行之「Forensic Science
Review（英文）」（每年 2 期）與「Forensic Science Journal（英文）
」（每年 1~2 期）。
期望統合國內已發行之期刊與相關資源，發行一本每年至少出版 4 期的國際級鑑識
科學專業期刊，以全面提升鑑識科學學術水準。
（本文作者為中央警察大學鑑識科學學系教授，本學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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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除之金屬打印字跡的重現
徐健民
金屬材質的器具為便利紀錄、辨識或管理，常會在用品上打印文字或序號。汽車或
機車的引擎及零件或槍枝上是常見打印有文字序號的器具。每個器具的序號都不相同。
為了管理上的方便，這些序號都有登記存檔。例如汽機車的引擎號碼就紀錄在汽機車的
行車執照上。檢查引擎號碼就可知道汽機車的來源正當性。犯罪者為隱瞞事實或非法牟
利，常將打印在金屬表面的的字號磨掉，甚或重新打印。磨滅的方法不外乎銼刀、尖銳
工具、砂輪、甚或車床，將金屬表面磨除，以消除凹陷字跡。有些以鎚打方式來毀滅字
跡。有些將金屬焊入凹陷字跡上以隱蔽字跡。有些於磨除後的表面再加以處理使近似於
原來的顏色。金屬的銹蝕也會使字跡消除。
金屬器具在製造過程中由熔融金屬慢慢冷卻到固化點時形成許多不規則形狀及大
小不等且互緊靠在一起的晶粒。所以金屬器具是屬於多晶性物質。成型的器具若經鎚
打、壓印等冷工處理，在施工部位的金屬顆粒產生相對性的滑動或移動而破壞原來的晶
格結構，變成許多較小的晶粒。愈接近施工位置晶格破壞的情形愈嚴重，距離施工位置
較遠的晶格破壞程度較輕微。金屬物質在打印序號時，字跡凹陷周圍及凹陷下方的晶格
受到擠壓而有不同程度的破壞。隨深度的增加，破壞程度降低。字跡被磨除，晶格破壞
的輪廓尚存。晶格結構的變化會改變金屬物質的一些性質。經冷工處理後金屬物質的硬
度、脆度、電阻、化學活性等會增加，延展性、衝擊力、導磁性等會下降。在金相學
(metallography)及冶金學(metallurgy)的領域中就利用這些微小的性質差異來觀察晶格的
變化。這些技術被用以顯現被磨除的字跡，使磨除字跡有重現的希望。
金屬物質上之打印字跡被磨除的程度以磨除率(removal depth; Rd)表示之。其定義如
下

Rd =

磨除厚度
號碼打造深度

金屬打印字跡磨除到眼睛無法查覺的程度通常不需達到Rd =1。此乃磨除的金屬屑
填塞在尚存的凹槽中而使字跡消失。各種材質達到無法查覺字跡存在的Rd 有所差異，
例如合金鋼約 0.88，鋁合金約 0.73，鋅合金約 0.88。
磨除字跡顯現的前置作業是先以適當的溶劑清除物件上的油漬、油漆及污物。繼以
240 號或 320 號的氧化鋁砂紙將物件表面磨平。然後用拋光膏以拋光輪進行拋光，使物
面光滑如鏡。研磨拋光過程必須隨時滴加 50%的丙酮水溶液，用以降低研磨面的溫度。
因為溫度升高有助於晶格的復原，不利字跡的顯現。拋光後以己烷洗除拋光物質。較深
的刮痕或凹陷點不要刻意磨除。因為研磨太深不利字跡的顯現。磨除字跡的顯現方法計
有化學法、電解法、超音波氣穴蝕刻法、磁粒法及熱處理法。
化學法(chemical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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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字跡位置下的晶格受敲擊破壞變形，化學活性增大，受化學試劑溶解的速度比
較快，且晶格較細，對照射光之反射與背景晶格有所差異，而呈現較暗或較亮的灰階使
字跡顯現。這就是化學顯現法。通常印模正下方的晶格變形的程度低於印模界邊下的晶
格變形，所以字跡邊緣痕跡往往先顯現出來。鋁材質甚至可使晶粒大小顯現出來，由於
晶粒的大小差異而使字跡顯現出來。
化學法是在拋光並洗淨的金屬面以玻棒、滴管或棉塊在光滑面塗上薄薄的一層化學
蝕刻液。浸置約 1 分鐘後以丙酮噴洗，觀看字跡的顯現。如果沒有顯現，將蝕刻液擦除
並重新滴加。浸置時間可以加長。字跡顯現以丙酮噴洗，令其蒸乾並輕輕擦拭可增加字
跡的清晰程度。顯現時以明亮的燈光照射，並改變照射角度來增加輪廓的對比，以增強
顯現效果。蝕刻期間必須隨時觀測。因為字跡隨時都可能顯現出來，顯現後再繼續蝕刻
字跡可能消失，所以必須隨時紀錄或攝影顯現的部位，以待最後作綜合性的判斷，並推
測所有可能的字跡。顯現後的金屬面很容易生鏽。為保存顯現的金屬面，表面以水洗淨，
然後以丙酮沖洗。在其上塗上油脂或透明漆則更理想。試劑的選擇以反應速率適中的為
宜。反應慢的試劑耗時，反應快的試劑不易由反應差異來顯現字跡。如果Rd < 1 打印字
跡的凹槽尚存，填塞在凹槽的金屬屑與器物材質的理化性有很大的差異，用化學腐蝕很
容易就可將金屬屑溶除，顯現的字跡也很清楚。
電解法(electrolytic method)
電解法是將電源供應器的正端(+)接在金屬樣本，負端(-)接金屬夾，金屬夾夾棉球，
以棉球沾取電解液在金屬面往覆擦拭，並隨時更新棉球及電解液，同時密切注意字跡重
現的情形。施加的直流電壓通常設在 6 伏特，電流不超過 1.5 安培為宜。施加直流電壓
使化學的氧化還原反應分別在電極的正端及負端反應。如果使用的試劑與化學法相同，
施加電流會使反應加速，顯現的時間較短。但一般電解法使用化學活性較低的試劑。
超音波氣穴蝕刻法(ultrasonic cavitation etching method)
氣穴現象(cavitation)是當液體局部的壓力減低因而產生蒸氣氣泡的現象。當固體物
快速通過液體就會產生此現象。此氣泡含有較高的能量，會腐蝕其通過的金屬表面。將
磨除字跡的物體放入水中，以超音波震動(每秒鐘震動 2 萬次)所產生的氣穴來蝕刻磨除
字跡的金屬物體。氣穴對硬度較低的位置蝕刻較快。如果 RD<1，填塞的凹穴的金屬碎
削先被清除所以顯現的字體是凹陷的。如果 RD≧1，晶粒變形部分的硬度較大，受蝕刻
的速率較慢，所以顯現的字跡呈現凸出狀。如果樣本經過拋光處理，字跡顯現所需的時
間較短。
磁粒法(magnetic particle method)
磁粒法使用於鐵磁物質上磨除字跡的重現。先將磨除面拋光，然後磁化，再將鐵粉
噴灑於拋光面上。由於晶格變形區與其他背景區的磁化差異產生磁漏(magnetic leak)現
象，使鐵粉聚集於字跡邊緣所產生的南北兩極而使字跡顯現。不能磁化的不銹鋼經冷工
處理的變形晶格可被磁化，則是磁粉聚集在整個字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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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磁物質有三種磁化法。(1) 直流電磁化法：將低電壓及大安培的直流電通過檢測
物。(2) 馬蹄形磁鐵磁化法：將檢測物體與馬蹄形磁鐵的兩極接觸。(3) 線圈電流磁化
法：將檢測物體繞上線圈，線圈通入直流電。以設備費用、操作簡便性、佔地空間及顯
現效果考量，以大形馬蹄形磁鐵進行磁化是首要之選。
鐵粉的使用可分成三類。(1) 乾性鐵粉。(2) 懸浮鐵粉：將鐵粉懸浮在適當的溶劑
中，以噴霧器噴灑。(3) 懸浮螢光鐵粉：使鐵粉附著一層螢光試劑，然後懸浮在適當的
溶劑中，以噴霧器噴灑，並以紫外燈照射，觀察螢光。螢光鐵粉顯現字跡最清晰。懸浮
鐵粉效果近似螢光鐵粉，但比較不清晰。乾性鐵粉效果最差。
磁粒法不會破壞金屬表面，是非破壞性的重現方法。如果繼續使用其他方法並不會
受到影響。所以鐵質物體可先試以磁粒法重現。

熱處理法(heat treatment)
金屬物體的晶粒變形區與背景晶粒有相當差異，熱處理時的氧化速率不同，形成氧
化物的組成亦有差異。將金屬物體的拋光面以氧/天然氣火焰逐漸加熱，待樣本冷卻以細
砂紙磨除沉積的碳粒，由字跡與背景的顏色差異而使字跡顯現。加熱的方法區分為間接
加熱法(indirect heat)與直接加熱法(direct heat)兩種。間接加熱法的火焰由磨除面的反面
逐漸加熱。熱傳導到磨除面有利磨除面氧化物的形成。直接加熱法的火焰直接逐漸接觸
磨除面加熱。火焰加熱過程需注意磨除面的顏色變化及字跡的顯現。間接加熱的效果優
於直接加熱法。
顯現方法之效率評估
在真正金屬打印序碼磨除案件中，磨除程度不一。磨除率愈大顯現所需的時間愈
長，且愈不容易顯現。在評估方法的優劣時，採用可使 50%的磨除字跡顯現的磨除率，
稱為半顯現磨除率(half-recovery removal depth)RD50 。以合金鋼而言，磁粒螢光法的
RD50=1.15，超音波氣穴法的RD50=1.40，25%硝酸化學蝕刻法的RD50=2.15，Fry’s試劑化
學蝕刻法的RD50=3.00，Turner’s試劑電解時苛法的RD50=3.10。經重複實驗RD50的誤差約
在±10%左右。
就鐵材質而言，各種顯現方法的RD50值介於 1.00 到 5.90 之間。化學法及電解法比
較有效。適當的試劑選擇都可使RD50大於 3。也就是說所有含鐵材質打印時晶粒變形延
伸 3 倍的深度以上。以Turner’s 試劑來顯現不銹鋼甚至可達 5.9。Fry’s 試劑的組成為 90
克CuCl2+120 mL HCl+100mL H2O，對各種鐵材質都有效果，且顯現清晰，RD50也相當
大。以Turner’s 試劑(2.5g CuCl2+40 mL HCl + 25 mL C2H5OH + 30mL H2O)電解顯現也有
類似的效果。對一些材質以Turner’s 試劑電解顯現比Fry’s 試劑之化學顯現的RD50大，
且需時較短。化學與電解法以外的其他方法的顯現效果並不理想。但是間接加熱法對鑄
鐵及磁粒法對工具鋼卻有不錯的效果。
對鋁合金而言，氯化鐵(25g FeCl3 + 100 mL H2O)電解蝕刻的效果較理想，其
RD50=2.40。對化學蝕刻而言，以酸性氯化鐵(25g FeCl3+25 mL HCl +100 mL H2O)及含氫
氟酸的混合酸(2 mL HF +24 mL HCl +12 mL HNO3+2 mL H2O)兩種試劑的成效較最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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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銅以酸性氯化鐵、鉻酸(20 g CrO3+1.5 g Na2SO4+100 mL H2O)及 25%硝酸的顯現
效果最好。顯現的清晰度都不錯，其RD50約 2.60。酸性氯化鐵顯現所需時間最短。酸性
氯化鐵改用電解蝕刻並無法改進顯現效果。25%硝酸改用電解蝕刻效果變差，因為電解
使蝕刻速率太快反而降低顯現效果。超音波氣穴法顯現效果也不比化學或電解顯現差。
就鋅合金而言，鉻酸的化學蝕刻的顯現效果最好，RD50=3.50。其次是 10% NaOH
溶液的電解蝕刻。超音波氣穴法及間接加熱法的效果都比較差。但沒有一種方法可以清
晰顯現。
不含鐵的金屬材質，尤其是鋁合金及黃銅，其RD50皆低於含鐵材質。這些材質較軟，
打印時應力傳遞的距離較淺，晶粒變形的深度也較淺的緣故。
欲選擇最理想的方法重現磨滅字跡，必須先了解樣本的主要材質。先檢視材質的物
性。例如材質是否可磁化，密度的高低(鋁的密度低，鉛的密度高)，質地的軟硬(鉛的質
地較軟)作初步的判斷。繼將金屬面以砂紙磨淨，以化學的點滴試驗檢測金屬成分。綜
合這些資料以選擇較理想的顯現方法。

參考資料
1. R.S.Treptow, “Handbook of Methods for The Restoration of Obliterated Serial Number”,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 U.S.A., 1978
（本文作者為中央警察大學鑑識科學學系教授，本學會常務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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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法庭作證
施俊堯
一、前言
過去自然科學儀器設備技術都不發達的年代，警察偵查犯罪與檢察官起訴案件以及
法院認定犯罪事實，多以人為陳述為證據，更有肯定自白認為不得事後聲請再審之解釋
1
，因此，取得被告自白或告訴人指訴為警察偵查犯罪重點，也讓許多寶貴物證因司法
警察重視人證或無蒐集物證之觀念與技術，使得物證滅失。
依據證據認定犯罪事實為刑事訴訟之精神，合法蒐集證據也是司法警察之職責，人
為陳述受各種生心理因素影響，過於強調此項證據取得，有造成錯誤可能，因此，在美
國已有許多重罪因使用DNA技術鑑定確認誤判而釋放被告的案件 2。最高法院雖於 80 年
間已肯認物證之證據能力 3 ，然時至今日從最高法院審結案件觀察，仍有高達約七分之
一之案件對自白有所爭執 4 ，因此，司法警察蒐集之證據需兼顧可信度較高之物證，是
現在與未來刑事訴訟發現真實之重點。
多數之物證需鑑定人以專業知識技術、經驗使用科學儀器設備判斷後，依刑事訴訟
法第 206 條規定作成書面鑑定報告。92 年 2 月 6 日刑事訴訟法修正前，鑑定人於作成書
面報告後，有不願意出庭作證之情形，然刑事訴訟法修正後第 166 條規定採詰問制度，
鑑定人需到法庭作證，而最高法院也逐漸就不同鑑定證據能力訂立審查門檻，如要求測
謊鑑定必須具備專業知識經驗、設備環境 5 、鑑定方法過程與結果必須詳細記載於鑑定
報告 6 ，因此，鑑定作證成為訴訟必備程序，例如，審判實務上級即常見槍彈鑑定人到
庭為鑑定殺傷力過程作證 7 。
由於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傳聞法則規定及被告詰問證人權利之重視 8 ，未來鑑定人
到法庭作證接受詰問用以正確發現真實，是必然之趨勢，況且，鑑定人也有義務為自己
所作鑑定報告，在被法院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前，就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對鑑定報告
之疑問，逐一詳細說明鑑定經過方法與結果推論依據，使訴訟當事人信服，並彰顯科學
鑑定之客觀與正確性。
因此，鑑定人宜了解有關刑事訴訟相關法規有關鑑定詰問、對質等規定，以及詰問
過程實際狀況，熟悉詰問規則準備適當詰問內容，除為自己專業鑑定作詳細之刑事訴訟
法第 206 條之言詞說明外，更有將從事之專業鑑定以淺顯易懂詞句，使法院與訴訟程序
當事人、辯護人等充分理解，作出正確判斷之義務。
二、鑑定法庭作證準備
刑事審判實務過去將鑑定報告視為僅供參考之證據，如 57 年台上字第 3399 號判
例：「刑事訴訟採職權調查主義，鑑定報告祇為形成法院心證之資料，對於法院之審判
並無拘束力，故待證事項雖經鑑定，法院仍應本於職權予以調查，以期發見事實之真相，
不得僅以鑑定報告作為判決之唯一依據」 9 之內容，即事實審法院判斷證據不受鑑定報
告拘束，因此，鑑定人對到法庭作證沒有壓力，也常見鑑定人未妥善準備即到庭作證，
或有陳述不嚴謹未引用正確數據 10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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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刑事訴訟法關於傳聞法則以及交互詰問制度修正，鑑定人必須到法庭作
證，而且如果未作妥善準備即到庭作證，即有可能無從在法庭應付具備經驗辯護律師的
詰問，而刑事訴訟法規定鑑定人到庭作證，並不單純僅為詰問，還包括訊問與對質、說
明等法定作證事項。
以對質而言，刑事訴訟法第 169 條規定賦予被告與鑑定人「對質」之權利，而刑事
訴訟法第 197 條、第 184 條規定，更規定有因發見真實之必要，得命鑑定人與鑑定人，
或與被告對質之情形，更且在偵查中，依據第 248 條第 1 項規定，有被告親自詰問鑑定
人之規定，對於鑑定人而言，如並非經常到法庭作證，或對鑑定作證之前述各種法定陳
述過程熟悉，很有可能在法庭上無法答覆被告各種狀況之詰問、對質或妥適處理有經驗
辯護律師之詰問。
且需要鑑定之事項可能包括物理、生物、化學、法醫等等，或者鑑定實務上少見之
鑑定案件，如果沒有事先作準備，即無法在法庭面對各種突來之問題而作客觀公正誠實
之意見陳述。以最高法院 93 年度台非字第 212 號判決為例，此案係鑑定國家考試電腦
答案卡「明顯塗改後為正確答案」鉛筆劃記與「未塗改之答案」鉛筆劃記，是否同一時
間內所為，且鉛筆墨跡所含元素成分，塗劃方式外觀特徵是否不同，考試時是否使用不
同二枝鉛筆作答，答案卡是否於考試完畢以後再經塗改。參與鑑定之鄭家齊證稱：「壓
痕儀及光譜文書檢查儀並沒有辦法鑑定出文字書寫時間，於承辦十六年業務內，關於類
似案例只承辦過一次。如果相同品牌，只能鑑定是否出於同一廠牌，但是無法鑑定是否
同一枝筆，同一人不同題目劃記力道有可能不同」
。參與鑑定之許甥欽則證稱：
「鑑定鉛
筆劃記化學元素組成成分，沒有辦法鑑定出鉛筆劃記時間，做本案鑑定前，未曾有作過
同樣鑑定，但是有拿市售的鉛筆來分析，這是第一次做鉛筆元素分析之鑑定，沒有去比
對正確答案，但送驗資料有提供明顯塗改後為正確答案之題號，明顯塗改後為正確答案
是送驗中本來就附的」等語。而刑事警察局鑑定人林本源則證稱：
「儀器判定元素成分，
經塗改與未塗改是相似。相同是指百分之百，相似是藉由儀器打出來之結果，無法判別
是否為相同，相似是沒有辦法判定是否同一枝筆，但可能是同一枝筆，也有可能不是同
一枝筆，同一品牌元素幾乎可能是相似。如生產過程有干擾就不一定，塗改與未塗改劃
記沒有辦法鑑定」等語。在這個案件中，法院就通知三位鑑定人到庭作證，而鉛筆痕跡
鑑定事項有相當難度 11 ，即需先作準備。
在以上鑑定作證問答中，可知對儀器、鑑定結果分類、鑑定科技限制與過去之經驗
等等，均為鑑定詰問必須說明之事項。因此，鑑定人在到庭作證之前，可以從司法院法
學資料檢索系統中各法院之判決書中，以關鍵詞句搜尋所從事專業鑑定領域之鑑定人過
去到法院作證之陳述事項，更可以從最高法院判決中，歸納出辯護律師、被告等，對於
鑑定人之書面或言詞報告認為有爭議之處，預先蒐集資料作成一般鑑定作證必須準備之
問題，以及專業領域作證必須面對之問題，例如：刑事訴訟法第 166 條之 1 第 3 項第 1
款規定之鑑定人學經歷，為一般鑑定作證必須準備問題，而槍彈鑑定之殺傷力鑑定方法
與認定過程，即為槍彈鑑定者到庭作證所必須準備之專業事項。
三、鑑定法庭作證法規
鑑定作證詰問程序之主要規定於刑事訴訟法第 166 條至第 168 條，包括主詰問、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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詰問、覆主詰問與覆反詰問之範圍及方式、詰問次序及續行訊問、詰問之限制、聲明異
議權、聲明異議之處理等，鑑定人宜熟悉這些詰問程序規定，於詰問過程掌握詰問內容
之回答，並保護自己權益。理論上，對鑑定人詰問，需要詰問之當事人，熟悉詰問規則，
適當進行詰問，然被告多不熟悉詰問規則，而常有不當詰問情形，此時如他造當事人不
聲明異議，鑑定人宜適時提醒法院運用第 167 條（詰問之限制）
：
「當事人、代理人或辯
護人詰問證人、鑑定人時，審判長除認其有不當者外，不得限制或禁止之」之規定，保
護鑑定人。
為使鑑定人有意願到庭作證，以及尊重鑑定人之各種狀況，法院提供許多便利鑑定
人詰問之服務，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197 條準用第 177 條（就訊證人）
：
「證人不能到場或
有其他必要情形，得於聽取當事人及辯護人之意見後，就其所在或於其所在地法院訊問
之。前項情形，證人所在與法院間有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而得直接訊問，經
法院認為適當者，得以該設備訊問之。當事人、辯護人及代理人得於前二項訊問證人時
在場並得詰問之；其訊問之日時及處所，應預行通知之」之規定，機關鑑定人，如：中
央警察大學、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刑事警察局、法務部調查局等，均可在各鑑定機關設
置遠距影像即時通訊設備，與法院現有系統連結，而不必逐案奔波於各地法院作證以節
省時間。
且為提高刑事案件鑑定人到庭意願，以利交互詰問實施，司法院於 93 年 3 月 2 日制
定「禮遇刑事案件鑑定人實施要點」，依該要點，法官指定庭期前，會經由書記官事先
徵詢鑑定人方便到庭時間，酌留鑑定人請假、安排私人事務及準備出庭資料時間。寄發
鑑定人傳票時，附具「鑑定人到庭注意事項」，列載鑑定人之權利、義務、待鑑定、報
告或說明事項、預估開庭所需時間及應攜帶資料，並註明鑑定人若因到庭鑑定、報告或
說明而需法院於開庭前備妥相關資料時(如使用電腦投影設備輔助說明)，可事先通知法
院準備，以及法院及書記官連絡電話、法院地圖與可利用大眾運輸工具，以利鑑定人到
庭。
因此，鑑定人如無法到庭，可主動與書記官電話聯繫。要求法院提供接待及停車位
服務，法院亦設有鑑定人專用休息室，法庭內以適當方式區隔鑑定人與當事人，以免鑑
定人庭訊受干擾。法官進行交互詰問前，會曉諭行詰問者尊重鑑定人，於詰問進行中依
職權限制或制止明顯有礙鑑定人尊嚴之詰問。得依鑑定人請求，採用雙向電視系統將鑑
定人與法官、當事人、辯護人隔離而為訊問或詰問，或依刑事訴訟法第 169 條規定，於
鑑定人陳述時，命被告退庭，讓鑑定人得意自由陳述等。以上之鑑定法庭作證相關法規，
鑑定人於作證前，宜需事先了解。
四、鑑定法庭作證程序
鑑定法庭作證法定程序，包括刑事訴訟法第206條之說明、第166-6條訊問、第166
條之詰問、第169條之被告與鑑定人對質，與第184條之鑑定人與鑑定人對質等。
說明，為鑑定人說明鑑定經過及結果推論。訊問，為法院職權訊問，均為存在於鑑
定人與法院間之訴訟程序，比較單純。說明亦包括不同鑑定人意見之說明，多屬於對於
書面報告之補充，因此，鑑定人可就書面報告使用一般人得明瞭之言詞說明，法定之言
詞說明方式並無限制，鑑定人可使用現代化電腦投影、影片或製作模型圖、使用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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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展示、操作等方式，只需事先與法院取得聯繫準備相關器材即可。說明與訊問內容
多屬於鑑定報告內事項，鑑定人可事先準備。
例如關於聲紋鑑定之案件，聲紋鑑定人耿良才證稱：「所謂音質即聲音之品質，以
聆聽比對法及聲紋圖譜特徵比對法進行鑑定，所謂聲紋圖譜特徵比對法，即將送鑑之錄
音帶、光碟片之聲音類比化，透過電腦轉為數位化圖譜，可在電腦螢幕上看見四條共振
峰，由鑑定人根據四條共振峰之頻譜及形態，判斷聲紋特徵，此即所謂之聲紋，再配合
聆聽比對法，意即由錄音帶瞭解被鑑定人之性別、年齡、教育程度、口頭禪、講話語癖、
用語習慣等，並根據鑑定人之工作經驗，判斷二者之音色、腔調是否相符，由前述二種
比對法判斷，如音質相似率達百分之七十以上，即研判音質相同，意即被鑑定對象與送
鑑聲音原則上應係出於同一人」等語(臺北地院 94 年度訴字第 1731 號判決)，即屬於鑑
定事項說明。
詰問，需雙方當事人先後依詰問規則進行，程序為主詰問、反詰問、覆主詰問、覆
反詰問。由聲請訊問當事人先進行主詰問，反詰問內容，原則上受限制於主詰問，舉證
一方通常先主詰問，但刑事審判實務所見鑑定人詰問，常見辯護人或被告聲請並主詰問
鑑定人，並非由檢察官主詰問，而刑事案件之鑑定人通常係檢察官舉證之鑑定人，如檢
察官起訴製造毒品以調查局鑑定報告為證據，辯護人則聲請詰問鑑定人關於製造毒品之
鑑定方法。此項特性係鑑定人作證所必須先注意者，亦即必須先了解係何人聲請詰問，
事先作準備。
對質，則無任何規則直接當面質問，再由法院觀察對質動態形成心證，對質係憑質
問過程之雙方言詞表情，觀察何者陳述為真，屬於事實真偽之辯明，而非意見與判斷可
信之比較，被告如要求與鑑定人對質，且質問內容係事實有無，而非鑑定人意見與判斷
之可信度，即失去對質之法定效果，而被告常對鑑定專業不了解，所得對質內容有限，
亦可能僅係對事實有無之爭執，而與鑑定對事實之判斷意見不同，因此鑑定人如面臨被
告要求對質，宜要求法院對被告闡明鑑定人係可代替性，並非證人之不可代替性，鑑定
人並非親自見聞，所為判斷係依物證與專業，以免無從進行。實務上有被告係化學博士
質疑鑑定人就毒品製造過程推論以及氣相層析質譜圖解釋之案例 12 ，值得參考。
五、結論與建議
鑑定人到法庭作證，已是既定刑事訴訟法定程序，鑑定作證必須準備，也是各類鑑
定教科書之重點 13 。鑑定人到庭作證之任務包括：對個案陳述公正誠實客觀評價之判斷
過程與依據，協助法院發現真實，協助當事人了解鑑定過程，由於被告於刑事訴訟程序
可詰問鑑定人並與鑑定人對質，而鑑定人可能面對不同詰問經驗之辯護律師，所必須詰
問內容包括刑事訴訟法第 166 條之 1 第 3 項第 1 款之身分、學經歷法定詰問事項，以及
鑑定事項之過程與推論依據，因此，鑑定人使用非專業者所能理解之方式與言詞，在法
庭詳細說明鑑定過程，為所作鑑定報告之證據證明力為有效說明，均需要事前充分準
備。未作準備到庭作證，所為陳述即無從詳盡，而屬於審判實務所認為無證據證明力之
鑑定 14 。鑑定人於接受鑑定案件作成書面報告後，即需作妥到庭作證之準備，事前從司
法院網頁之法學資料檢索系統，蒐集此類案件當事人對於鑑定之相關辯解與詰問內容作
成題庫，且可於鑑定機關事先佈置電腦遠距視訊設備與法院連線，於接到開庭作證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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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先聯繫書記官，確認作證細節與所使用器材甚至於停車位置，或要求使用遠距視訊
設備與法院連線作證，以便能節省路途時間充分陳述協助發現真實，達到刑事鑑定之目
的。
（本文作者為高等法院法官，本學會顧問）

1

統字第1078號解釋文：審判中業經審核之自白，被告人在審判外復述者，不得據以請
求再審。

2

John M. Butler. Forensic DNA Typing, Elsevier Academic Press. P8. 2005.

3

80 年台上字第 4672 號判例要旨：金融機構為防制犯罪，裝置錄影機以監視自動付
款機使用情形，其錄影帶所錄取之畫面，全憑機械力拍攝，未經人為操作，未伴有
人之主觀意見在內，自有證據能力。
如 85 年度 7389 件，310 件與 1165 件分別爭執刑求與自白，95 年 8458 件，149 件

4

與 1492 件分別爭執刑求與自白，http://njirs.judicial.gov.tw/fjud/index_3.aspx。
92年度台上字第2282號判決對測謊鑑定之證據能力有五項審查門檻。
6
94年度台上字第7135號判決要求詳細記載鑑定過程與結果，未記載必須命鑑定人補正。
7
如 95 年度台上字第 372 號判決，鑑定人黃國政作證關於殺傷力鑑定過程。
8
如釋字第582號解釋文：憲法第十六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就刑事被告而言，
包含其在訴訟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刑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權利，即屬該等權利之一，
且屬憲法第8條第1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不得審問處罰」之正當法律程序所保
障之權利。為確保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證人於審判中，應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
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
9
本則判例於 92 年 3 月 25 日經最高法院 92 年度第五次刑事庭會議決議不再援用，理
由為法律已修正，判例不合時宜。
10
91 年度台上字第 4158 號判決記載：「法務部調查局於 84 年 11 月 6 日出具之 84 陸
三字第 84120330 八號按人面對陌生情境皆會產生緊張或恐懼之情緒，偵訊情境猶然，
惟犯罪嫌疑人恐懼法律後果遠甚於情境刺激，故可由其情緒之起伏判斷有無說謊，測
謊以再測法為其信度評估之依據，除案情刺激外其餘均已排除。人因應內外在刺激而
有所反應，並無既定模式，非如科學檢驗有其固定反應，測謊結果若非不能研判者，
就理論言，其可信度應達百分之一百」。
11
孟憲輝，徐健民，洪漢周，楊詔凱，以掃瞄電子顯微/X射線能譜分析法鑑析紙張上
鉛筆墨跡之研究，刑事科學，1999，47， 11-22。
12
如製造MDMA之被告為化學博士，高院 92 年度上更(二)字第 822 號判決。
13
Henry C. Lee., Advances in Fingerprint Technology. CRC Press, P389-P418. 2001.
14
不實不盡之鑑定，如 40年台上字第71號判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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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DNA 建檔制度

鑑識專題
羅元雅、柳國蘭

英國領土包括英格蘭、威爾斯、蘇格蘭（以上三地相連，合稱大不列顛）
、北愛爾蘭四大
部分，面積為 24 萬餘平方公里，約為台灣之 6.8 倍大，英格蘭人口 5,040 萬，蘇格蘭 510 萬，
威爾斯 300 萬，北愛爾蘭 170 萬，全國人口共 6,020 萬，約為台灣之 2.6 倍多。分析英國的鑑
識資源，根據 2005 年英國下議院科技委員會提出的刑事鑑識報告 1 ，英格蘭及威爾斯警政單
位 2004 年一年刑事鑑識經費支出約 4 億英鎊，其中 2.1 億英鎊（52﹪）係支付給警察單位，
主要用於指紋及現場採證工作之經費；其餘 1.9 億英鎊（48﹪）係由支付給民營鑑識公司所
提供之鑑定服務，主要有刑事科學服務中心（Forensic Science Service, FSS 2，在 1999 年取得
營運基金的狀態；於 2005 年 12 月改制為公辦民營公司）、LGC公司（Laboratory of the
Government Chemist, LGC Ltd 3 ，原來之政府化學實驗室於 1996 年民營化）及鑑識聯合公司
（Forensic Alliance Ltd.）等。英格蘭及威爾斯鑑識人員共計 4,680 人，其中具警察身分者約
990 名，消防人員約 190 名；其餘鑑識人員任職於民營鑑識公司，FSS公司約 2,500 名、LGC
公司約 700 名、鑑識聯合公司約 140 名。
DNA鑑識與英國有著一段特別深厚的淵源，自 1953 年英國劍橋大學科學家華森（James
Watson）與克里克（Francis Crick）提出了DNA雙股螺旋模型，展開分子生物學的時代，在
1985 年英國萊斯特大學的科學家傑佛瑞爵士（Sir Alec Jeffreys）提出DNA fingerprint的鑑定
技術，於 1987 年全球首次將DNA科技運用在犯罪偵查上，展開刑事DNA鑑定的扉頁。1995
年英格蘭與威爾斯開始建置DNA資料，該資料庫稱為國家DNA資料庫 4 （The National DNA
Database, NDNAD）
，是世界第一個建置的國家DNA資料庫，而蘇格蘭與北愛爾蘭各有其獨立
的DNA資料庫，上傳DNA型別到國家DNA資料庫。依據英國內政部公佈資料，截至 2005 年
12 月共有 345 萬筆參考人別DNA資料，檔案量是世界第一大；DNA建檔數量與全國人口比
例，英國 5.24﹪、美國 0.5﹪（目前美國人口超過 3 億人，近年各州紛紛修法擴大DNA採樣
對象，截至 2007 年 1 月檔案量已擴增至 411 萬筆 5，約佔人口比例 1.37﹪）
、加拿大 0.23﹪、
歐盟國家 1.13﹪、德國 0.41﹪、奧地利 0.98﹪、法國 0.11﹪，英國DNA建檔數量佔全國人口
比例是世界第一高。我國自 1999 年 2 月 3 日通過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例，從 2000 年 2 月 3
日開始施行至 2006 年 12 月已建置約 34,000 筆性侵害或重大暴力犯罪被告或涉嫌人DNA檔
案，約佔全國人口 0.15﹪。
英國如何得以建立如此龐大的刑事DNA資料庫？若沒有政府及國會的大力支持是不可
能達成的。英國經過幾次的立法演進，目前凡是被警察逮捕而留有紀錄的犯罪者（recordable
offence），皆可採集DNA樣本，分析DNA型別，建入資料庫。這類的犯罪係依國家警察檔案
條例所規範需登錄在國家級警察電腦系統（Police National Computer, PNC）的犯罪紀錄，含
括大部分犯罪，但並不包含違反交通規定者。採集DNA樣本的方式，可分為採集非體內樣本
（non-intimate sample）
，如口腔棉棒，係無須經由當事人同意即可進行；及體內樣本（intimate
sample），如血液，則必需當事人同意才可進行。此類採自嫌疑人DNA樣本可建入DNA資料
庫供作以前、現在或未來案件DNA比對用。於 2000 年 4 月英國政府斥資 2.4 億英鎊執行為期
五年的DNA擴建計畫（DNA Expansion Programme）
，在法律的授權與政府投入經費，造就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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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英國刑事DNA資料庫，以下簡述英國DNA建檔之法律沿革1、4、 6 、 7 。
1987 年全球首次將 DNA 科技運用在犯罪偵查上，隨後越來越多案件採用 DNA 證據，
在當時使用 DNA 證據並沒有特別的法源依據，與一般跡證（如：指紋、毛髮等）一樣，係
依據警察暨刑事證據法（The 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 1984, PACE）規定，僅有重大
刑案可採集涉嫌人檢體與證物進行分析比對。當時該法規定之體內樣本涵蓋甚廣，舉凡血液、
唾液、精液、體液、組織、陰毛、或任何從採集自人體孔口的棉棒等，皆需當事人同意才得
採集樣本。而非體內樣本，如：毛髮、指甲、其他非採集自人體孔口的棉棒等，只有在當事
人涉嫌重大刑案且經警察督察長（superintendent）以上層級長官核准後，才可未經當事人同
意下採集非體內樣本。且該法規定嫌疑人被排除嫌疑後，警察於偵查過程中搜集之參考檢體
必需銷毀。
幾年下來一方面意識到法庭DNA證據的威力，另方面亦意識到DNA分析可能侵害個人隱
私權，故英國在 1994 年制訂刑事司法暨公共秩序法（The Criminal Justice and Public Order Act
1994, CJPOA）
，以立法的方式擴大DNA採樣對象並建立國家DNA資料庫，該法將採自口腔之
唾液檢體原歸類為體內樣本更改列為非體內樣本，對依法起訴者不需經其同意即可採集非體
內樣本；對於可留有紀錄之犯罪嫌疑人在經其同意下可採集體內樣本。此外該法賦予警察可
將有紀錄的犯罪嫌疑人DNA型別與其他案件證物DNA型別進行搜尋比對，提供建置DNA資料
庫的法源依據，翌年英國獨步全球建立了國家DNA資料庫。因為DNA資料庫屢建奇功，協助
偵破許多刑案及陳年舊案，故於 1997 年修正刑事證據法（The Criminal Evidence（Amendment）
Act 1997）
，針對DNA資料庫建置以前，因犯性侵害罪、暴力犯罪及竊盜等案類，目前仍在監
獄服刑之受刑人，採集其非體內樣本，進行DNA比對與建檔，該法追溯效力，再次擴增DNA
檔案數量。
DNA證據的高度證明力，佐以刑事DNA資料庫之設置，使得DNA鑑定如虎添翼，成為政
府偵查犯罪的重要利器。此時大量DNA鑑定案件湧現，因實驗室人力不足，造成許多DNA鑑
定案堆積、延滯鑑定，當時英國依據 1984 年警察暨刑事證據法，對於在偵查過程中已排除之
涉嫌人或最後司法判決無罪者，於警察逮捕時所搜集的檢體必需銷毀，但因銷毀程序的錯誤，
造成不少應銷毀之涉嫌人的檢體與DNA檔案卻被錯誤的保留下來，當時有幾件案件經由DNA
資料庫比中應銷毀的涉嫌人DNA檔案，經調查後於審判時引用該DNA證據，但法庭最終裁定
被告無罪，在英國社會引發不少爭議與討論。以【R v Weir案】為例，Weir因涉嫌毒品案而採
集DNA樣本進行比對，隨即排除涉嫌而釋放，依當時英國法令，Weir的DNA樣本及檔案即應
被銷毀，英國警方卻誤將Weir的DNA檔案存置於資料庫中，造成後來發生的某件兇殺案現場
證物DNA型別比中Weir，Weir因而被逮捕並判決有罪。但上訴法院基於警察違法保留應銷毀
檢體的行為而撤銷原審有罪判決。再以【R v B案】為例，B因涉嫌竊盜而採集DNA樣本，隨
後因排除涉嫌而獲釋放，但B之DNA型別卻仍留存在DNA資料庫中，肇致後來鑑定的某老婦
人被性侵害案，在採自被害人陰道檢體中檢測出精子細胞DNA型別，經建入DNA資料庫比中
B，警方基於DNA鑑定結果而懷疑B涉嫌該起性侵害案，為了證明B與該案之關聯性，警察再
次採集B之樣本，並依據第二次採集DNA樣本之結果為起訴B性侵害老婦人之主要證據。英國
刑事法院裁判該DNA證據無證據能力，英國檢察總長對此提起非常上訴，但上訴法院駁回檢
察總長非常上訴，維持原審法院對於來自應被銷毀檢體之資料，不具證據能力之判決。DNA
檔案銷毀議題在英國投下震撼彈，是否所有不起訴處分或無罪判決者之DNA樣本及檔案都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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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被銷毀？當證據不足時，基於保障人權依罪疑為輕原則而推定無罪，但真實未必無罪，而
根據各項犯罪統計及研究，某些犯罪類型如搶奪、性侵害、竊盜及毒品等犯罪，屬連續犯及
再犯率較高之犯罪類型，形成「少數人犯下多數犯罪」的現象，如果能即時偵破進入司法程
序可以避免更多人被害，而且在犯較輕微罪時若未及時遏止、矯正，犯罪者往往心存僥倖而
愈加大膽可能犯下更多或更嚴重的罪，就好像台灣民間俗諺「細漢偷摘瓠，大漢偷牽牛」
；此
外在犯罪現場採集到生物跡證，利用DNA資料庫比對結果，僅能辯識生物跡證來源者，並非
等同已證明犯罪行為，犯罪與否仍須經由偵查和法庭交互詰問程序來辨證，是否應利用DNA
資料庫作為犯罪偵查之工具，縮短調查時間，即時伸張正義並避免更多人被害；而最終我們
要保護的是廣大市民的人身安全抑或是潛在犯罪者資訊隱私權等聲浪四起。最後英國在 2001
年增修刑事司法暨警察法（The Criminal Justice and Police Act 2001, CJPA）
，將 1984 年警察暨
刑事證據法保留樣本之規定，修正為允許保留不起訴處分或無罪判決確定者之DNA樣本及
DNA型別。旋即 2003 年制定的刑事司法法案（Criminal Justice Act 2003, CJA），允許警方對
可留有紀錄之被逮捕或拘留者進行DNA樣本採樣，即使被採樣者最後為不被起訴處分或無罪
判決確定，都會繼續保留DNA樣本及DNA檔案資料，而不需被銷毀，以達到犯罪預防及犯罪
偵查之目的。英國經由一連串的立法演變，逐次擴大DNA法定建檔對象，並由原先應銷毀不
起訴或無罪判決者DNA檔案改為永久保留，係立法者對DNA建檔制度的設計與應用，再佐以
政府資源的投入，成就今日英國DNA資料庫對於犯罪偵防之顯著功效，簡述如下。
1999 年秋天英國首相宣佈將提供特別經費擴大國家DNA資料庫，以有效打擊犯罪。翌年
四 月 英 國 政 府 投 入 2.4 億 英 鎊 ， 執 行 為 期 五 年 的 DNA 擴 建 計 畫 8 （ DNA Expansion
Programme）
，目的是取得所有已知犯罪者的DNA資料，同時並投入經費加強犯罪現場勘察與
鑑定，特別是與民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像是住宅竊盜、汽機車毀損或失竊等發生數量很大但
罪責較輕微的犯罪（volume crime），過去囿於資源不足且可資搜尋DNA檔案不多而乏人問
津，希望能因此獲得改善。DNA擴建計畫自 2000 年 4 月至 2005 年 3 月止為期五年，共建置
了 225 萬筆參考人別資料，較DNA資料庫開始設置的前五年（1995 年至 2000 年）資料量高
出 3 倍。在計畫的前四年出勤現場勘察次數較計畫實施前增加 10﹪，以計畫的第四年為例共
出勤 99.5 萬餘次現場勘察，因有效的鑑識加速偵查與審判之程序，基於犯罪機會成本提高達
到嚇阻犯罪之功效，到了計畫的第五年現場勘察反較計畫的第四年減少 8﹪。DNA擴建計畫
特別關注如竊案這類量大罪微的案件，以計畫第五年為例共發生 150 萬量大罪微案件，其中
66.6 萬件（45﹪）的刑案現場有進行犯罪現場勘察與鑑識（包括指紋、鞋印、監視器、DNA
等），較計畫前已有顯著改善。而從刑案現場證物取得DNA型別，因有效的現場勘察而有顯
著成長，現場證物DNA型別在計畫的第五年共 49,723 件上傳到資料庫，較計畫前增加 2 倍。
這些顯著成果使得涉嫌人與現場證物DNA型別比對相符（DNA matches）的案件在計畫的第
五年共有 40,169 件，較計畫實施前大幅增加 75%，因鑑識人員現場有效的採證與DNA建檔工
作的落實，使檢出之現場證物DNA型別其中八成與涉嫌人比對相符（40,169/49,723=80﹪），
僅不到兩成DNA結果不知來源者為誰，平均一個月有 3,300 件比對相符案件進入偵察與審判
階段。而其中是因現場證物DNA型別經建入資料庫比中特定人（DNA detections of matches）
共有 19,873 件，較計畫前增加了 2 倍多，令人讚嘆英國DNA鑑定比對相符的案件，其中半數
係提供偵查方向－鎖定特定嫌疑人（19,873/40,169=49﹪），經調查相關事證後進而成為法庭
證據。反觀國內，政府投資DNA鑑定經費一年不超過新台幣一仟萬，不到三十名鑑定人負責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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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刑事DNA鑑定工作，相較於英國的鑑識資源猶如天壤之別。本局一年平均受理 6,000 多
件DNA鑑定案，並仍在快速成長，因DNA比對相符案件未達 2,000 件，而因DNA證據指向未
知嫌犯而破獲之案件僅 100 多件，比對相符案不到三成與英國相比明顯偏低，有些係因為未
有效採證，有些係現場證物有送鑑定但偵破後卻未送涉嫌人進行比對，又因可資比對DNA檔
案數量有限，相形之下DNA資料庫發揮犯罪偵防功效仍有非常大之成長空間可待努力。
目前世界各國對於 DNA 鑑定結果除了成為法庭上判決之重要證據外，並期待可成為犯
罪偵查的利器。以前送 DNA 鑑定案件大都是命案、強盜、擄人勒贖、性侵害案等重大刑案，
如今更擴及到汽、機車竊盜案、侵入住宅竊盜、搶奪案、車禍、毒品等案件。唯目前在國內
法定強制採樣建檔對象為性侵害及重大暴力犯罪之涉嫌人或被告，可資搜尋之檔案數量有
限，基於憲法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理由，在目前法律授權密度不足下，而 DNA 之於個人
隱私更甚於指紋，宜以更審慎之態度面對與處理。目前歐美許多先進國家循修法途徑擴大
DNA 採樣對象，利用資料庫縮短犯罪偵查的時間，使犯罪者迅速繩之以法，伸張正義並達遏
阻之效；若犯罪偵查越冗長，讓犯罪者有一犯再犯的機會，將造成更大社會成本支出。而刑
事 DNA 鑑定技術也已從八 O 年代末萌芽期演進至成熟發展期，我國自 1999 年通過去氧核醣
核酸採樣條例迄今已過八年，應重新審視我國 DNA 建檔法源依據，唯有在法律授權明確下，
DNA 資料庫才得以成為犯罪偵查之利器。
（本文作者均服務於刑事警察局法醫室，本學會會員）
備註：本文係警政精進方案中出國研習計畫之「赴英研習 DNA 實驗室標準作業流程」及「赴
英研習 DNA 建檔作業」，出國期間：95 年 6 月 12 日~7 月 11 日，報告人：組長柳國
蘭、技士羅元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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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話的證據:鑑識科學案例
「新莊分局李○枝命案」

鑑識專題
林宏儒、廖宗宏、吳佩璇

前言
維護社會治安是警察無可旁貸之職責，然而隨著社會多元化的犯罪型態手法，警察
機關除應適時擬訂具體預防犯罪措施外，並全力推動強化鑑識科學，落實科學辦案，提
高迅速且確實的破案率，才能有效抗制犯罪。
鑑識科學近年來的蓬勃發展，已成為各國刑事司法人員無不卯足全力發展、構建投
入、培育大量鑑識人才、研發創新的破案技巧，為維護社會安定及提升犯罪防制效能中
最重要議題。
「刑警受理案件後，要負責案件的偵查，證人及證據的蒐集，以及最後的出庭作證。」
神探李昌鈺如是說。我們除了負責現場物證的蒐集、化驗及鑑識外，並要提供新線索，
導正偵查的方向，才能確認嫌疑犯身分及證明其犯罪，這才是成功的偵破案件執法者。
案情摘要
案情摘要：本案報案（發現）人張○淳為李○枝的女兒，於 95 年 9 月 19 日上午 8
時 30 分許起床發現父母親臥室外櫃子上留有父親（張○祺）所寫字條，字條內容描述
李女已死亡，而張○祺已離開現場不知去向，張○嘉（死者兒子）進入臥室確認母親李
○枝已無生命跡象後，遂立即向警方報案，員警到達現場後進行現場封鎖，並通知鑑識
小組前往勘察採證。

偵辦指南－鑑識科學
這個案件中有以下幾個偵辦方向：
１、了解案情：死者與嫌犯為婚姻關係。
２、現場跡證及各種型態：

圖1

現場圖

陳屍位置為自宅，且依據家屬筆錄，犯罪發生時間點應為 9 月 19 日清晨 2 時 30 分至 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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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30 分間，經勘察現場後發現，大門完整，門鎖無侵入破壞情形，屋內各可能出入口，
皆未發現外力侵入情形，門鎖及窗戶完整，無入侵型態，且死者衣著整齊覆蓋棉被，身
上未發現抵禦傷痕。研判可能為熟人所為。

圖2

大門門鎖狀況完整

死者房外發現『死亡紙條』
，上面寫著『李○枝死了』
，初步經家屬鑑定筆跡，確認為張
○棋（死者的先生）字跡，紙張來源為死者家中日曆，而紙張上指紋經鑑定比對，結果
為無法比對。

圖3

嫌犯留下的字條

圖4

紙張來源為自宅

死者身旁發現一只木棒，處理後未採獲可資比對之指紋，木棒上留有少許噴濺血跡，噴
濺血點位於木棒中央處，木棒兩側未發現轉移或噴濺血跡，嫌犯因行蹤不明，無法採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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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檢體作鑑定，遂以嫌犯兒子標準檢體為比對對象。

圖5

可疑兇器上發現噴濺血點

3、屍體傷痕型態：
死者頸部有勒傷、雙眼瞼有溢血點、左下顎有指甲痕、致死原因為勒死，無法確定致死
原因為手勒的抑或木棒勒的。

圖6

死者右頰有指甲彎月形印痕

4、家庭狀況：
嫌犯張男患有先天性糖尿病，待業中，家屬表示張○祺在案發幾天前曾多次表示輕生念
頭。
5、犯罪動機：
死者於妹妹經營之卡拉ＯＫ店上班，追求者眾曾與丈夫引發多次激烈口角。
6、偵查方向：
外勤同仁案發後查訪嫌犯的朋友、地區性醫院及嫌犯可能去向，很可惜皆一無所獲
說話的證據
「一位刑事人員，不管是偵查人員，或是刑事鑑識人員，在工作時都應該謹守『讓證據
來說話』的原則，不能忽略任何一個可能的重要線索。從不同的角度來通盤考慮全局，
才能找到真正的破案線索。」神探李昌鈺如是說！
重建犯罪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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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5 年 9 月 23 日下午 3 時左右，於新海橋下大漢溪堤旁發現一無名男屍，經家
屬初步確認為嫌犯張○祺，脫落的手皮送交指紋室鑑定，確認身分為張男。

圖7

採取屍體手皮鑑定身分

現場採集到的證物送驗後，木棒和紙張上的指紋，採驗結果皆無法連結；但 DNA
檢測的結果發現，木棒兩側轉移的皮屑細胞，Y-STR 型別與嫌犯的兒子型別為相符合。
結 語
本案雖然很快速破案了，但歷經首次偵查和鑑識的專業整合與迅速連結，不斷的
佐證案情是否與假設相符，由眾多的證物及偵查方向，將現場聯結出更完整的犯罪現場
重建。在一開始僅有一張日曆紙和木棒，到採驗指紋、血跡，得知這個家庭的背景，推
出可能的犯罪動機及犯罪人，最後找到犯嫌（已死），也確認凶器上的證據（皮屑細胞
來源）。
感謝所有參與這個案件的同仁與長官的指導，這個案件足以慰藉死者的在天之
靈，也是筆者在鑑識科學與偵查的畢生難忘的人生經歷。
（林宏儒為台北縣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大隊長、廖宗宏為台北縣政府警察局鑑識課課
長，本會理事、吳佩璇為台北縣政府警察局鑑識課警務員，本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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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公釐半自動手槍與衝鋒槍射擊後
彈殼上遺留工具痕跡之研究

鑑識專題

陳俊傑1，*、林茂雄2、楊文超2
1

2

彰化縣警察局鑑識課
中央警察大學科學實驗室

E-mail: *fs903057@ms1.chpb.gov.tw; Tel: 04-7619780
＊本文為 2006 年鑑識科學研討會物理鑑識類得獎論文
摘 要
槍擊案件現場就遺留彈殼之材質、口徑、長度與底部邊緣形狀等特徵，可先行區分
出係屬於步槍（來復槍）、手槍、轉輪槍或霰彈槍等，但現場若尋獲口徑 9X19mm 之無
邊彈殼，則不易判定為手槍或是衝鋒槍所屬。本研究以三種不同款式之 9mm 衝鋒槍、
十種不同款式之 9mm 半自動手槍，探討不同款式之槍枝在機械製造上之差異，使上膛、
定位、擊發、在裝填及退彈功能上各異其趣，造成在發射後彈殼上之工具痕跡有其差異
性，並觀察可否由射擊後彈殼上工具痕跡區分衝鋒槍與半自動手槍。而觀察之工具痕跡
主要有彈匣痕、槍機腹刮擦痕、抓子痕、退子痕、撞針痕、撞針滑痕、撞針洞刮擦痕、
撞針洞印痕及彈底紋等。
經本研究實證結果，三種衝鋒槍均發現有明顯之彈底切痕（cut-out mark），手槍無
此種痕跡，是以彈底切痕之出現可用以區分衝鋒槍與手槍，且 Mini UZI 衝鋒槍具雙彈
底切痕，H&K MP5 與 H&K SP89 衝鋒槍則僅出現單一彈底切痕，後者彈殼上具平行於
軸心等間距之彈室痕，因之，由彈底切痕與彈室痕之不同，又可以區分出不同類型之衝
鋒槍。
關鍵字：槍彈鑑識、分類特徵、衝鋒槍、彈室痕、彈底切痕
一、前言
近幾年來，查獲之制式槍枝除半自動手槍為主要之大宗外，也常有衝鋒槍出現，
歹徒使用之武器，用上火力愈來愈強大之衝鋒槍時，其所可能造成之傷亡，實在非常
可怕，所以刑事偵查人員及鑑識工作人員，在偵查現場及在鑑識工作時，對使用武器
類別之研判，以及用槍情狀之判斷上，不可不慎重。如果，負責偵查的警方可以在短
時間內判斷是出自於衝鋒槍或手槍，則能提高偵查線索之正確性。
一般而言，現場遺留之彈頭、彈殼依其口徑與長度，即可以區分出霰彈槍或步槍
之子彈，而手槍又可以分出口徑.22、.38、.40、.45 之不同口徑之手槍，衝鋒槍有部分
和手槍一樣使用手槍用子彈，即口徑 9 公釐之常見手槍用子彈，所以槍擊案現場之彈
殼、彈頭，均是九公釐口徑時，就無法區分出是 9 公釐之手槍或是使用 9 公釐之衝鋒
槍所射擊；但是，辨別歹徒使用手槍或衝鋒槍，對現場偵查人員非常重要，代表歹徒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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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力與警方所面臨之危險程度，雖然警方本就以高標準程序處理槍擊案件，但是如果
第一時間即判斷出現場之彈殼為衝鋒槍所射擊，可以讓第一線人員更小心謹慎、提高
警覺、防範未燃。
本研究希望由槍擊案現場拾獲之彈殼，雖均為 9 公釐口徑，經分析射擊後彈殼上
工具痕跡，與形成位置、型態等，希望在現場第一時間將 9X19mm 衝鋒槍和 9X19mm
半自動手槍區分，甚至提供偵查人員涉案槍枝之可能種類與廠牌之參考，如判斷烏茲
衝鋒槍涉案可能性很大。
二、方法與材料
一般遺留彈殼上工具痕跡：彈匣痕、槍機腹刮擦痕、推子痕、抓子痕、退子痕、撞
針痕、彈底紋、撞針滑痕、撞針洞印痕、撞針洞刮擦痕等，作為分類之依據。
（一）、實驗用槍枝：
1、衝鋒槍（Submachine Gun）
（1）以色列製，迷你烏茲(Mini UZI)衝鋒槍三把，槍號分別為 50624、50625、50626。
（2）德國製 H&K MP5 衝鋒槍二把，槍號分別為 AB005228、YU03557。
（3）德國製 H&K SP89 衝鋒槍二把，槍號分別為 87014、21-26037。
2、半自動手槍(Semi-autoloading pistol)
（1）匈牙利製 Kassnar 半自動手槍三把，槍號分別為 B29247、B4580054、B54083。
（2）美國製 Ruger P94 半自動手槍三把，槍號分別為 308-17711、308-41497、
308-44189。
（3）德國製 Heckler & Koch USP 半自動手槍三把，槍號分別為 24-9864、34-084986、
24-708。
（4）以色列製 Jericho 941F 半自動手槍三把，槍號分別為 F35512、145875、95307831。
（5）奧地利製 Glock 26，三把槍號分別 CCX079、BZW231、AAB0359。
（6）瑞士製 Sig-Sauer P226，三把槍號分別為 U529835、88018、U165091。
（7）巴西製 Taurus PT92AFS，三把槍號分別為 TPD79636、EBO88208、TPD79643。
（8）以色列製烏茲手槍（UZI pistol），一把槍號為 UP15260。
（9）美國製 Smith & Wesson 5906，三把槍號分別為 1102044136、VCD9223、
TZY9382。
（10）義大利製 Beretta 92FS，三把槍號分別為 BER365121Z、BER378940Z、
BER392313Z。
（二）
、實驗用子彈：義大利製 Fiocchi 9 X19 mm、9mm Luger 115grain 金屬全包衣 FMC
（full metal case）。
（三）、實驗儀器：Olympus SZ11 實體顯微鏡和 Nikon CP995 數位相機。
（四）
、試射條件與實作：分不同裝填量（單發、三發、五發裝填）
；不同裝填條件：進
彈室（快或慢速之拉或推滑套），射擊（自動退彈）或未射擊（緩退、急退）。
三、結果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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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共完成三款 7 把之 9mm 衝鋒槍與十款 28 把之 9mm 半自動手槍之實驗；衝
鋒槍與半自動手槍都使用 9X19mm Luger 之手槍子彈，針對以上衝鋒槍與自動手槍所進
行之實驗研究，發現由於槍械本身在裝填、閉鎖與退彈等機制之不同，遺留於彈殼上之
工具痕跡亦隨之變化。本研究觀察彈匣痕、槍機腹刮擦痕、抓子痕、退子痕、撞針痕、
撞針滑痕、撞針洞印痕、撞針洞刮擦痕及彈底紋等，並分析比較自動裝填手槍與衝鋒槍，
在彈殼上遺留痕跡之差異性。
根據實驗結果，本研究觀察彈殼上各種工具痕跡，其中彈匣痕、槍機腹刮擦痕、抓
子痕與退子痕，於手槍與衝鋒槍並無可歸類之分類特徵；但是撞針痕、撞針滑痕、撞針
洞印痕、撞針洞刮擦痕及彈底紋，則非常值得討論，痕跡分別說明如下：
（一）撞針痕（Firing Pin Impressions）
撞針打擊底火皿時所留下痕跡稱之撞針痕，其形狀、大小及深度均與槍枝之撞針
有關，而不同種類之槍枝，撞針末端的設計亦不相同，可提供辨識涉案槍枝種類之參考，
本研究之對象為區分衝鋒槍與自動裝填手槍。半自動手槍除 Glock 26 為矩形撞針痕外，
另 9 種槍均為直徑小於 1.5mm 之圓形撞針痕；衝鋒槍部分，H&K MP5 與 H&KSP89 撞
針痕為直徑 2mm 之圓形撞針痕，以色列製 mini UZI 衝鋒槍之撞針痕為直徑 2.5mm 之圓
形撞針痕。
根據實驗結果，本研究提供快速辨識撞針痕直徑大小之方法：9X19mm Luger 之手槍
子彈，彈頭直徑為 9mm(彈殼直徑約 10mm)，底火皿直徑約 4mm，如照片 1 所示；實驗
指出衝鋒槍枝之撞針痕呈現圓形，其直徑約 2mm 以上，而自動裝填手槍之撞針痕直徑
約 1.5mm，如照片 2，可以作為區別之分類特徵，但是研究發現烏茲手槍之外型相仿於
烏茲衝鋒槍，但無單發、連發之調整功能，大部拆解後發現撞針、抓退子等機構與烏茲
衝鋒槍相同，故遺留之工具痕跡也相似無法區分。

10 m m

4 mm

照片 1

9X19mm 子彈彈殼直徑 10mm，底火皿直徑 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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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Mini UZI 衝鋒槍之圓形撞針痕直徑約 2.5mm(左)，H&K USP 半自動手槍之圓
形撞針痕直徑約 1.5mm（右）
（二）撞針滑痕（Firing Pin Drag Marks）
9mm 口徑之半自動手槍一般為反作用式（recoil），即利用彈頭出槍口瞬間對槍管
產生反作用力，使槍管傾斜開栓，使完成拋殼並裝填下一發子彈。反作用力使連結的槍
管和滑套一起後退，退行一段距離後槍管傾斜下滑，如圖 1，此時滑套內的撞針尚未完
全縮回撞針洞內，使撞針刮擦正下降的彈殼底面撞針痕邊緣，而形成約在 12 點鐘位置，
由撞針痕邊緣向外延伸並逐漸變淺的凹槽狀撞針滑痕，如照片 3。

圖1

槍管下滑示意圖（取自詹氏武器年鑑，1999）

28

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會刊第五期

鑑識專題

撞針滑痕

照片 3

撞針滑痕(左，半自動手槍) ；無撞針滑痕（右，衝鋒槍）

衝鋒槍之自動操作模式為後擊式（blow back）或是延遲後擊式（delayed blow back）
，
為利用火藥能量直接作用在滑套上造成開栓並使之向後退卸彈殼，在利用複進簧力道推
下一發子彈上膛。槍管並無下滑情形發生，與半自動手槍情形不同。
本研究實驗結果顯示：衝鋒槍皆未出現過撞針滑痕，可以與衝鋒槍操作原理相互佐
證。而半自動手槍除 Beretta 與 Taurus 採用鍥狀物上下移動而開栓，槍管始終保持水平
而未傾斜下滑，所以不會形成撞針滑痕。其餘槍皆產生撞針滑痕，如 Ruger P94 、Jericho
941F、HK USP、Glock 26 撞針滑痕出現機率均為 100%，Kassnar 與 S&W5906 撞針滑
痕出現機率 92%，Sig SauerP226 撞針滑痕機率 72%。
（三）彈底切痕（Cutouts of the Breech Face)
實驗發現衝鋒槍於彈底出現特殊痕跡，經與槍機後座壁相比較，發現與後座壁有相
當關連，如 H&K MP5 與 H&K SP89 在 7-9 點鐘發現出現矩形切痕，而 Mini UZI 除 7-9
點鐘發現出現矩形切痕外，尚出現 2-4 點鐘方向之圓弧形切痕，而 UZI pistol 因槍械結
構相同，故也有相同痕跡，如照片 4。

照片 4

Mini UZI 雙彈底切痕：2-4 點鐘圓弧形切痕與 7-9 點鐘矩形切痕（左）
，產生痕
跡之部位（右）

為證實形成痕跡之機械部位，除觀察槍械本身相關結構外，另以影像處理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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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先以 Photoshop 依下列步驟做影像處理：步驟 1:彈殼影像先轉換呈灰階並翻轉；步
驟 2:後座壁影像先轉換成二元影像；步驟 3：將步驟 2 之後座壁二元影像調成透明與步
驟 1 之灰階彈殼影像，以撞針痕為基準點，再影像疊置，可清楚得知彈底切痕與後座壁
上切面之關係，如照片 5。半自動手槍即無此痕跡出現，可以為分類特徵。

步驟 1:
彈殼影像先轉換
呈灰階並翻轉

步驟 2:
後座壁影像先轉
換成二元影像

步驟 3：將步驟 2 之後座壁二元影像調成透
明與步驟 1 之灰階彈殼影像，以撞針痕為基
準點做影像疊置

照片 5

H&K MP5 彈底切痕疊置影像示意圖

探討其產生機制，為子彈擊發後彈殼向後撞擊，衝鋒槍之槍機後座壁之切面較近後
座壁之撞針洞，切面離中心約 1-2mm（以撞針洞為中心點），所以槍機後座壁之切面位
置，遺留於彈殼底面形成彈底切痕（Cutouts of the Breech Face）。而自動裝填手槍切面
相對位置較遠離撞針洞，切面離中心約 4mm（以撞針洞為中心點），如照片 6，故未留
下痕跡。

30

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會刊第五期

鑑識專題

H&K MP5

照片 6

Glock 26

後座壁上撞針洞中心與彈底切面之距離:衝鋒槍(左)與半自動手槍（右）

（四）彈室痕（Chamber Marks）
擊發時火藥燃燒產生之大量氣體，造成巨大壓力，在彈殼內部壓力由內向外，此
時子彈在彈室位置，此巨大壓力有時足以在彈殼圓桶部位置印出彈室壁上的細微痕跡，
或是彈殼正在向後退在彈殼圓桶部並刮擦彈室產生刮擦痕，由彈室造成之印痕或是刮擦
痕，均稱為彈室痕（Chamber marks），僅在射擊後才產生此痕跡。
實驗結果，在 HK MP5 與 SP89 中發現彈殼圓桶部末端（彈殼口部）出現平行於彈殼
軸心之等間距條狀印痕，如圖 2，半自動手槍無此痕跡，經檢視後發現此特殊痕跡是槍
枝進彈處彈室所形成，經以矽膠拓膜觀察，如照片 7 所示。

圖2

彈殼圓桶表面上之彈室痕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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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 HK MP5 之進彈處之特殊構造及矽膠拓模情形

經以矽膠拓膜確認比對，如照片 8，確認為彈室凹陷條狀之構造，可能作為增加衝鋒
槍抽殼、退殼順暢度之用。但是，Mini UZI 與 UZI pistol 無此類型之彈室痕，此為 H&K
MP5 與 SP89 衝鋒槍之特異痕跡。

照片 8

彈室痕比對：彈殼上彈室痕（左），矽膠拓膜槍枝之彈室痕（右）

四、結論
槍擊案件現場遺留之彈殼，應就彈殼之材質、口徑、長度與底部邊緣形狀特徵，
首先區分出係出自步槍（來復槍）、自動手槍、轉輪槍或霰彈槍等所屬。例如：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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霰彈彈殼圓桶部分大多為塑膠材質，下半部和底部為金屬，口徑為.41 吋以上，長度
2.75 吋(或更長)，彈殼底部形狀為有邊（Rimmed）
。來復槍之彈殼形狀大多呈現瓶子
形狀，如 M16 口徑為 5.56mm，彈殼長度 45mm，彈殼底部形狀為無邊(Rimless)。轉
輪槍，如.38special 轉輪槍，口徑約 9mm 長度為 29mm，且彈殼底部形狀為有邊
（Rimmed）。如果現場尋獲口徑 9X19mm 之無邊彈殼，可能不易判定為手槍或是衝
鋒槍，本研究經實驗常見之十款不同手槍 28 把與三款不同衝鋒槍 7 把，發現衝鋒槍
有明顯彈底切痕（cut-out mark），因此彈底切痕之出現，可供區分衝鋒槍與手槍。而
Mini UZI 衝鋒槍具雙彈底切痕，但 H&K MP5 與 H&K SP89 則僅有單一彈底切痕，且
後者具平行狀等間距之彈室痕，又可供分辨不同廠牌之衝鋒槍。本實驗由彈底切痕與
彈室痕，可以區分手槍與衝鋒槍，詳如圖 3 判定流程圖。

現場散落彈殼
1.彈殼材質--金屬或塑膠
2.口徑--.22、.38、.45 吋或 9mm 或 10mm 等
3.彈殼長度--17mm、19mm、23mm 或 45mm 等
4.底部邊緣形狀—有邊、無邊

塑膠材質→霰彈槍

9X19mm 彈殼

5.56X45mm→來復槍
彈殼底部有邊→轉輪槍

彈底切痕
無

有

本實驗之手槍
（未包含烏茲手槍）

本實驗之衝鋒槍
（含烏茲手槍）
平行彈室痕

無

有

HKMP5

Mini UZI
（含烏茲手槍）

圖 3 現場遺留彈殼判定槍種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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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複方甘草合劑
於尿液中嗎啡及可待因含量分析

鑑識專題

劉秀娟1, 2 *、林棟樑1、何秀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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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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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 2006 年鑑識科學研討會化學鑑識類得獎論文
摘要
如同罌粟子因素(poppy-seed defense)在美國所引起之爭議，在臺灣當受檢者尿液檢
測結果為鴉片類陽性反應時，有可能是因為服用複方甘草合劑(Brown mixture)而導致尿
液中可待因和嗎啡成分的出現。複方甘草合劑乃一常用之藥品，在藥品處方中含有鴉片
粉、鴉片酊或鴉片樟腦酊成分；由於海洛因的濫用為持續存在的嚴重社會問題，所以對
於服用複方甘草合劑所導致的尿液檢驗結果必須與之做一明確區隔。八種市售之複方甘
草合劑製劑經氣相層析質譜分析法定量分析，發現五種廠牌之錠劑每一錠所含可待因和
嗎啡之平均含量比值為 1：8.77 ± 0.15；三種不同廠牌液劑經分析結果 F 廠之液劑係含
阿片酊之液劑，每一毫升所含可待因及嗎啡之含量比值為 1：2.88。G 廠之液劑係含阿
片樟腦酊之液劑，每一毫升所含可待因及嗎啡之含量比值為 1：2.59。H 廠之液劑係不
含阿片之液劑，經分析結果均未檢出可待因及嗎啡成分。本研究分析方法為將尿液經水
解、萃取、TMS 衍生，最後以氣相層析質譜儀(GC/MS)檢測。實驗結果顯示此分析方法
對於尿液中可待因和嗎啡濃度的定量具有相當好的靈敏度與再現性，在檢量線濃度
50-1500 ng/mL 的範圍之內呈現良好的線性關係，精密度評估同日內及異日間確效的偏
差各在 1.04 ~ 5.69%及 1.02 ~ 3.46%之間；準確度評估同日內及異日間確效的偏差各在
-2.74 ~ 2.52%及-4.63 ~ 7.84%之間。收集服用複方甘草合劑（含錠劑和溶液劑）單一劑
量或多次劑量之志願者尿液檢體及海洛因毒品使用者之尿液檢體分析其內嗎啡和可待
因含量，實驗結果顯示不管是服用複方甘草合劑錠劑或溶液劑，尿液中嗎啡濃度通常不
會大於 4000 ng/mL。當尿液中嗎啡濃度大於 300 ng/mL 時，其嗎啡/可待因比值可大致
歸納為以下二種情況：(1)小於 3.0 為複方甘草合劑溶液劑使用者、(2)大於 3.0 為複方甘
草合劑錠劑或海洛因使用者。綜上所述，即服用複方甘草合劑不易導致尿液中嗎啡濃度
高於 4000 ng/mL，且無法利用尿液中嗎啡/可待因比值作為辨別複方甘草合劑錠劑和海
洛因使用者之依據。
關鍵字：複方甘草合劑、可待因、嗎啡、氣相層析質譜分析法
前言
如同罌粟子因素(poppy-seed defense) [1-5]在美國所引起之爭議，在臺灣當受檢者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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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檢測結果為鴉片類陽性反應時，有可能是因為服用複方甘草合劑而導致尿液中可待因
和嗎啡成分的出現。由於海洛因的濫用為持續存在的嚴重社會問題，所以對於服用複方
甘草合劑所導致的尿液檢驗結果必須與之做一明確區隔。雖然檢驗海洛因代謝物
6-Acetylmorphine (6-AM)的有無，可證明是否施用海洛因毒品，亦即 6-AM 是唯一在施
用海洛因後才可檢出之代謝物，在服用可待因、嗎啡或罌粟種子均無法檢出。但依據
E.J. Cone 等人的研究報告[6]指出，6-AM 在人體排泄的半衰期(half-life)非常短，一般為
0.6 小時，且在尿中的檢出時間也非常短，一般在施用 8 小時以後即無法在尿中檢出。
因此在尿中未檢出 6-AM，亦無法證明沒有使用海洛因毒品。
複方甘草合劑錠收載於中華藥典第二版[7]，至今臨床上還廣為使用於鎮咳止喘。複
方甘草合劑在藥品處方中依製劑的不同而有含鴉片粉(10.0 ~ 10.5% morphine)、鴉片酊
(0.9 ~ 1.1% morphine)或鴉片樟腦酊(0.045 ~ 0.055% morphine)成分的差異。以複方甘草合
劑錠為例，其組成分包括阿片粉、甘草浸膏、酒石酸銻鉀、安息香酸、樟腦、茴香油等。
由於複方甘草合劑係我國特有的藥品，在國外很少被使用，所以截至目前為止國內外尚
無有關複方甘草合劑製劑之分析及服用後尿液中嗎啡或可待因濃度變化及其藥物動力
學研究報告，所以對複方甘草合劑作一深入研究有其必要性。本研究開發一簡單方便且
靈敏度高的氣相層析質譜(GC/MS)分析方法，針對臺灣地區所使用複方甘草合劑藥品中
嗎啡和可待因之含量進行分析及調查，並探討服用複方甘草合劑之病患在其尿液中嗎啡
與可待因之排泄變化情形，希望經由此研究對於使用複方甘草合劑導致濫用藥物尿液檢
驗結果呈鴉片類陽性反應的可能性及影響能提供更多的資訊，並提出通則供作毒物學上
之詮釋，以利於辨別尿液中嗎啡與可待因之來源。
實驗方法
1. 實驗材料
(1)市售複方甘草合劑製劑：收集國內藥廠生產之市售複方甘草合劑製劑，計有錠劑五
種、液劑三種。
(2)院檢送驗施用海洛因之尿液：收集院檢單位送驗之施用海洛因毒品之尿液90件。
(3)服用複方甘草合劑製劑之志願者尿液：收集服用不同劑量複方甘草合劑製劑之志願
者尿液，依服用用後時區收集。
2. 實驗試劑
鹽酸、碳酸鈉、碳酸氫鈉、氫氧化鈉 E.Merck GR 級試藥。丁甲基醚、異丙醇、二
氯甲烷為 JT Baker 公司 LC 試藥。N-Methyl -N-(trimethylsilyl)-trifluoroacetamide (MSTFA)
為 Aldrich GR 級試藥。Codeine、Morphine、Nalorphine 標準品均購自於 Cerilliant 公司。
3. 實驗儀器
氣相層析質譜儀：Agilent
GC : 6890N Series II
MS : 5973N MSD
Column : HP-1MS (30 m x 0.25 mm ID x 0.25
Injector Temperature : 2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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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Temperature : 280 ℃
Oven: 120 (1) – 280 (6) @ 20 ℃/min
Sample volume: 2 L
Injection mode: Splitless
Acqusition Mode : SIM
Codeine-TMS
m/z: 371; 356, 343
Morphine-TMS
m/z: 429; 414, 401
Nalorphine-TMS
m/z: 455; 440, 414
4. 實驗方法
(1)複方甘草合劑中嗎啡與可待因含量分析
錠劑：取不同廠牌錠劑各五粒，分別置於試管內，各加入10 mL 0.5N HCl，以超音波振
盪器振盪30分鐘，將溶液取出1 mL至25 mL容量瓶內，加蒸餾水至25 mL，混勻後，取
2 mL檢測。（此為稀釋250倍之錠劑溶液）
液劑：取不同廠牌液劑各五瓶，分別量取1 mL，置於50 mL容量瓶內，加蒸餾水至50
mL，混勻後，取2 mL檢測。（此為稀釋50倍之液劑溶液）
依尿液中鴉片類成分定量方法進行酸解、萃取、衍生化及氣相層析質譜分析法定量分
析。
(2)服用複方甘草合劑製劑之病人尿液中可待因與嗎啡成分定量分析
本試驗經台北醫學大學人體試驗委員會審核通過計畫，人體試驗分別以 A(錠劑)
與 F(溶液劑)進行藥物動力學試驗之尿液分析。
單一劑量
服藥劑量：單次1錠、2錠、4錠、6錠。
單次5、10、15、20 mL。
多次劑量
服藥劑量：每次1錠、2錠、4錠。
每次5、10、15 mL。
一天三次，服用二天。
尿液收集時間：
A. 0 ~ 16小時：每2小時為一區間收集尿液。
B. 16 ~ 48小時：每4或8小時為一區間收集尿液。
C. 收集之尿液經螢光偏極免疫分析儀做初步篩驗，至鴉片類濃度低於50 ng/mL時，停
止採集尿液。
(3)尿液中可待因與嗎啡分析
取2 mL尿液檢品加入50 μL內標準品nalorphine（10 μg/mL），再加入1 mL 6N HCl，
酸化後的尿液置於120 ℃乾浴槽加熱水解1小時，放至室溫再以5 mL dichloromethane：
isopropanol（4：1, v/v）萃取後，取水層以0.47 mL 13N NaOH及1 mL Na2CO3/NaHCO3
buffer (pH 9.5)鹼化，再以5 mL dichloromethane：iso- propanol（4：1, v/v）萃取，離心
後將水層丟棄，有機層則移到乾淨玻璃試管，於50 ℃下氮氣吹乾。吹乾後殘留物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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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μL ethylacetate和50 μL MSTFA，密蓋混合均勻後於100 ℃加熱15分鐘進行衍生，反
應完成後放至室溫，注射2 μL至GC/MS分析。
結果與討論
本篇之研究目的在於比較服用錠劑和溶液劑二種不同劑型的複方甘草合劑後，其尿
液中可待因與嗎啡含量情形並探討其對濫用藥物尿液檢驗結果呈鴉片類陽性反應的可
能影響性。在進行藥物動力學試驗之前，我們藉由配製一系列之尿液標準品來評估分析
方法的穩定性及再現性，包括回收率的評估，嗎啡結合型酸水解效率，及 GC/MS 分析
條件的確效試驗等，結果如下所述。
1. 分析方法評估
(1)尿液中嗎啡結合態的水解效率評估
本實驗利用 morphine-3-β-D-glucuro- nide 評估，加入 6N HCl 在 120℃乾浴槽中進行
酸水解，實驗結果顯示水解 0.5 小時其效率可達 94.6%，1 小時可達 96.9%，2 小時可達
100.0%，4 小時則為 105.5%。
(2)尿液中可待因與嗎啡回收率評估
利用 50、125、250、500、1000 和 1500 ng/mL 六種濃度嗎啡與可待因尿液標準品進
行回收率檢測結果，codeine 回收率平均可達 94.8%，morphine 回收率可達 88.4%。
(3)分析方法的確效
Morphine 與 codeine 經水解、萃取、衍生之後進行 GC/MS 分析，結果如 Figure 1
所示。在濃度 50 ~ 1500 ng/mL 範圍下呈現良好的線性關係（Figure 2）。精密度評估同
日內及異日間確效的偏差各在 1.04 ~ 5.69%及 1.02 ~ 3.46%之間；準確度評估同日內及異
日間確效的偏差各在-2.74 ~ 2.52%及-4.63 ~ 7.84%之間，其精密度及準確度皆在可接受
範圍（CV%＜15%）
。
(4)偵測極限與定量極限
評估結果顯示尿液中 codeine 的偵測極限為 40 ng/mL，morphine 的偵測極限為 20
ng/mL。codeine 的定量極限為 40 ng/mL，morphine 的定量極限為 20 ng/mL。

Figure 1.

Total ion chromatogram (A) and mass spectra of TMS-derivatized codeine (B), morp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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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nd nalorphine (D).

Figure 2. Calibration curves plot for codeine (A) and morphine (B) each in urine fortified at concentrations of 50,
125, 250, 500, 1000 and 1500 ng/mL.

2. 複方甘草合劑製劑中可待因與嗎啡成分分析
在複方甘草合劑各廠牌製劑中可待因與嗎啡的含量分析結果如 Table I，錠劑中每錠
含 morphine 263.05 ~ 285.59 μg、codeine 30.17 ~ 32.41 μg，溶液劑 F（含鴉片酊）每 mL
含 morphine 134.91 μg、codeine 46.85 μg，溶液劑 G（含鴉片樟腦酊）每 mL 含 morphine
51.76 μg、codeine 20.00 μg，溶液劑 H 則未檢測出 morphine 與 codeine 二種成分。由以
上數據發現，五種不同廠牌之複方甘草合劑錠經分析結果 codeine 與 morphine 的含量並
無統計上的差異，平均含量比值為 1：8.77 ± 0.15；而複方甘草合劑液中 morphine 與
codeine 的含量由高至低依次為 F、G、H，比值分別為 1：8.77、 1：2.59 及未檢出可待
因與嗎啡成分。

3. 服用錠劑不同劑量之單一劑量
服用 1 錠複方甘草合劑於 4 小時可檢出嗎啡最大值為 379 ng/mL，其餘時間之尿液
嗎啡值均小於 300 ng/mL；服用 2 錠於 2 小時可檢出嗎啡最大值為 1590 ng/mL；服用 4
錠於 4 小時可檢出嗎啡最大值為 1232 ng/mL，服用 2 及 4 錠超過 8 小時後其尿液嗎啡值
即小於 300 ng/mL；服用 6 錠於 6 小時可檢出嗎啡最大值為 2525 ng/mL，超過 14 小時
後其尿液嗎啡值即小於 300 ng/mL。而所有尿液樣品中可待因濃度均未發現超過閾值 300
ng/mL。觀察每個志願者其尿液中嗎啡值大於 300 ng/mL，其嗎啡/可待因比值範圍為 4.98
~ 14.8，平均值為 10.11 ± 3.31，詳如 Table II 及 Figu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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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用錠劑不同劑量之多次劑量
觀察每個志願者所提供尿液樣品中其嗎啡濃度在 48 小時內皆會超過衛生署所定閾
值，在服用 4 錠者其濃度大於 300 ng/mL 者並可持續至 56 小時。而尿液樣品中可待因
濃度則一般不會超過閾值 300 ng/mL，只有在服用 4 錠者於 32 小時測得可待因濃度 379
ng/mL。分析結果服用 1 錠可檢出嗎啡和可待因最大值為 1020 ng/mL 和 136 ng/mL；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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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2 錠可檢出嗎啡和可待因最大值為 1988 ng/mL 和 289 ng/mL；服用 4 錠可檢出嗎啡和
可待因最大值為 2526 ng/mL 和 379 ng/mL。觀察每個志願者其尿液中嗎啡值大於 300
ng/mL，其嗎啡/可待因比值範圍為 4.88 ~ 13.35，平均值為 7.08 ± 1.56，詳如 Table III 及
Figure 3。
5. 服用溶液劑不同劑量之單一劑量
服用 5 mL
複方甘草合劑於 2 小時可檢出嗎啡和可待因最大值為 726 ng/mL 和
395 ng/mL，超過 4 小時後其尿液嗎啡和可待因值即小於 300 ng/mL；服用 10 mL 於 2
小時可檢出嗎啡和可待因最大值為 1935 ng/mL 和 1068 ng/mL，超過 6 小時後其尿液嗎
啡和可待因值即小於 300 ng/mL；服用 15 mL 於 4 小時可檢出嗎啡和可待因最大值為
2542 ng/mL 和 1194 ng/mL，超過 8 小時後其尿液嗎啡和可待因值即小於 300 ng/mL；服
用 20 mL 於 4 小時可檢出嗎啡和可待因最大值為 4074 ng/mL 和 2513 ng/mL，超過 16
小時後其尿液嗎啡和可待因值即小於 300 ng/mL。觀察每個志願者其尿液中嗎啡值大於
300 ng/mL，其嗎啡/可待因比值範圍為 1.31 ~ 5.96，平均值為 2.38 ± 1.22，詳如 Table IV
及 Figure 4。
6. 服用溶液劑不同劑量之多次劑量
觀察每個志願者所提供尿液樣品中其嗎啡濃度在 52 小時內皆會超過衛生署所定閾
值，在服用 10 mL 者其濃度大於 300 ng/mL 者並可持續至 80 小時。而尿液樣品中可待
因濃度大部分皆會超過閾值 300 ng/mL，在服用 10 mL 和 15 mL 者其濃度大於 300 ng/mL
者並可持續至 56 小時。
分析結果服用 5 mL 可檢出嗎啡和可待因最大值為 1744 ng/mL 和 675 ng/mL；服用
10 mL 可檢出嗎啡和可待因最大值為 3983 ng/mL 和 1522 ng/mL；服用 15 mL 可檢出嗎
啡和可待因最大值為 3802 ng/mL 和 1897 ng/mL。觀察每個志願者其尿液中嗎啡值大於
300 ng/mL，其嗎啡/可待因比值範圍為 1.76 ~ 7.58，平均值為 2.75 ± 1.31，詳如 Table V
及 Figu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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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院檢送驗海洛因施用者的尿液分析
收集各級法院及檢察署送請法務部調查局複驗之海洛因施用者的尿液，經 GC/MS
分析結果，嗎啡濃度大於 300 ng/mL 總計 90 件，其中嗎啡濃度大於 4000 ng/mL 之件數
計有 56 件，佔總件數 62.22%。觀察每件尿液樣品中嗎啡/可待因比值，發現比值範圍為
3.15 ~ 40.80，平均為 8.52 ± 4.03。因為海洛因施用劑量高且使用一段時間會產生耐受性
而必須增加使用劑量以達到相同效果，所以海洛因施用者尿液中嗎啡濃度常常遠高於服
用複方甘草合劑者，其濃度可高達數倍甚或數十倍以上。
由以上實驗發現，服用複方甘草合劑，從藥物的吸收到尿液的排泄相當迅速，一般
於服用後 2 小時即可在尿液中檢測得 morphine 或 codeine 成分，而服用後在 6-8 小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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尿液 morphine 或 codeine 之濃度值可維持在閾值 300 ng/mL 以上。
服用複方甘草合劑在正常治療劑量下其尿液中 morphine 濃度不易超過 4000
ng/mL；而在尿液中 codeine 濃度方面，服用溶液劑者不易超過 2500 ng/mL，服用錠劑
則通常在 500 ng/mL 以內。當 morphine 濃度大於閾值 300 ng/mL 時，觀察嗎啡/可待因
比值發現複方甘草合劑溶液劑使用者其比值小於 3.0，複方甘草合劑錠劑或海洛因使用
者其比值大於 3.0。
對於尿液中鴉片類成分來源研判，除了依據尿液中 morphine 和 codeine 濃度外，最
好能佐以輔助資料，例如海洛因毒品的查獲、受檢者身體上是否有施用毒品之針孔痕
跡、是否伴有明顯之戒斷症狀等臨床表徵，而複方甘草合劑之使用則需有藥品或醫師處
方證明才能客觀的綜合研判。

結論
濫用藥物之檢驗結果，尿液中毒品或其代謝物來源究係因服用合法藥品抑或使用非
法毒品的相關問題，時常造成司法單位偵辦毒品案件時之困擾，例如國內尿液檢驗實驗
室在受理司法單位偵辦毒品案件或外勞健檢之尿液檢驗時，當檢出呈鴉片類陽性反應
時，受檢者常會辯稱該鴉片類陽性反應係因服用感冒藥可待因或複方甘草合劑所導致，
而用以推卸刑責。但也有許多之案例確因服用感冒止咳藥物而導致結果呈鴉片類陽性反
應，誤判為施用海洛因毒品造成民眾權益之嚴重傷害。
本研究已成功建立一簡單、快速且靈敏度高的 GC/MS 分析方法，並用於分析複方
甘草合劑製劑及尿液中微量 codeine 和 morphine 成份。經實驗比較複方甘草合劑中嗎啡
和可待因含量，在五種錠劑間其含量相當，在三種溶液劑間則有明顯差異。服用複方甘
草合劑錠劑或溶液劑，尿液中 morphine 濃度通常不會大於 4000 ng/mL。當尿液中嗎啡
濃度大於 300 ng/mL 時，其嗎啡/可待因比值可歸納為以下二種情況：(1)小於 3.0 為複方
甘草合劑溶液劑使用者，(2)大於 3.0 為複方甘草合劑錠劑或海洛因使用者。綜而言之即
服用複方甘草合劑後尿液中嗎啡濃度不會大於 4000 ng/mL，而尿液中嗎啡/可待因的比
值無法用於分辨複方甘草合劑錠劑服用者和海洛因使用者。
參考文獻
[1]. Zebelman AM, Troyer BL, Randall GL, Batjer JD. Detection of morphine and codeine
following consumption of poppy seeds. J Anal Toxicol 1987;11:131-2.
[2]. Thevis M, Opfermann G, Schanzer W. Urinary concentrations of morphine and codeine
after consumption of poppy seeds. J Anal Toxicol 2003;27:53-6.
[3] Struempler RE. Excretion of codeine and morphine following ingestion of poppy seeds. J
Anal Toxicol 1987;11:97-9.
[4]. Pettitt BC, Jr., Dyszel SM, Hood LV. Opiates in poppy seed: effect on urinalysis results
after consumption of poppy seed cake-filling. Clin Chem 1987;33:1251-2.
[5]. Fritschi G, Prescott WR, Jr. Morphine levels in urine subsequent to poppy s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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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ption. Forensic Sci Int 1985;27:111-7.
[6]. Cone EJ, Welch P, Mitchell JM, Paul BD. Forensic drug testing for opiates: I. Detection
of 6-acetylmorphine in urine as an indicator of recent heroin exposure; drug and assay
considerations and detection times. J Anal Toxicol 1991;15:1-7.
[7].內政部中華藥典編修委員會，1959，中華藥典，第二版，第 326 至 326 頁，內政部，
台北。
本論文已刊載於：
Journal of Analytical Toxicology 30 (4): 225-231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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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年度會員大會活動訊息
會

訊

本會業於 95 年 11 月 10 日(星期五)假中央警察大學教學大樓 1B 教室舉辦 95 年會
員大會，共計約有三百名會員參加。當日並與中央警察大學共同舉辦「2006 年鑑識科學
研討會」，本次會員大會紀錄如下：

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九十五年度會員大會會議紀錄
一、時
間：95 年 11 月 10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10 分
二、地
點：中央警察大學教學大樓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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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 人，出席人數 231 人，含委託出席 39 人)。
四、主
席：方副理事長中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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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九十六年度工作計畫如下表，提請大會討論案。
說明：本案經 95 年 10 月 26 日第二屆第六次理監事聯席會會議決議通過，同意提請
會員大會討論。
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九十六年度工作計畫(96/01-96/12)
編號
項
目
辦理進度
主辦單位
1

募集經費

適時辦理

理事長

2

召開常務理監事會

3、6、9、11 月

秘書處

3

召開理監事會

3、9 月

秘書處

4

鑑識科學相關重大問題之座談會

即時辦理

秘書處

5

推廣國內鑑識科學教育

適時辦理

秘書處

6

延攬新會員

適時辦理

秘書處

7

辦理九十六年度會員大會

96 年 11 月 9 日

秘書處

8

生物鑑識相關議題研習會（一）

適時辦理

學術委員會

9

生物鑑識相關議題研習會（二）

適時辦理

學術委員會

10

物理鑑識相關議題研習會（一）

適時辦理

學術委員會

11

物理鑑識相關議題研習會（二）

適時辦理

學術委員會

12

化學鑑識相關議題研習會（一）

適時辦理

學術委員會

13

化學鑑識相關議題研習會（二）

適時辦理

學術委員會

14

實驗室認證相關議題研習會（一）

適時辦理

學術委員會

15

實驗室認證相關議題研習會（二）

適時辦理

學術委員會

16

現場重建相關議題研習會（一）

適時辦理

學術委員會

17

現場重建相關議題研習會（二）

適時辦理

學術委員會

18

「2007 鑑識科學」研討會

96 年 11 月 9 日

學術委員會

19

出版本會第五期會刊

96 年 4 月

會刊編輯委員會

20

籌畫出版本會第六期會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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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學會會務發展，同意提會員大會修改章程第二十五條，本案已於 95 年 8
月 7 日第二屆第三次常務理監事聯席會議討論通過。修改章程第十七條、第二
十三條及第三十一條，本案已於 95 年 10 月 26 日第二屆第六次理監事聯席會
議討論通過，同意提請會員大會討論。

第
二
十
五
條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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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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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理事會置常務理事七人，由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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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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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理事長一人、第一副理事長
及第三副理事長各一人。
及第三副理事長各一人。
前項理事長選舉中選舉得票數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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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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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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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高票者為第三副理事
長。
長。
第二副理事長由理事長從會員中 第二副理事長、第四副理事長及
第五副理事長由理事長從會員中
第 指定ㄧ人擔任。
十 事長對內綜理督導會務，對外代表 指定ㄧ人擔任。
事長對內綜理督導會務，對外代表
七 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理事會、
常務理事會主席。
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理事會、
條
事長因事不能執行職務時，由第一 常務理事會主席。
副理事長代理之，第一副理事長事長因事不能執行職務時，由第一
不能代理時，由第二副理事長代 副理事長代理之，第一副理事長
理之，第二副理事長不能代理時 不能代理時，由第二副理事長代
由第三副理事長代理之，第三副 理之，依此類推，若無副理事長
理事長不能代理時，由常務理事 代理時，由常務理事互推一人代
互推一人代理之。
理之。
事長、副理事長、常務理事出缺時，
事長、副理事長、常務理事出缺時，
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二
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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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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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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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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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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經費來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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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經費來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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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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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擬定九十六年度預算，提請大會討論案。
說明：九十六年度預算已於 95 年 10 月 26 日第二屆第六次理監事聯席會議討論通過，
同意提請今年會員大會討論，作為明年年度預算之執行依據，並函報內政部核
備。
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九十六年度收支預算表
中華民國 96 年 1 月 1 日至 96 年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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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0,000

1,750,000

減少
120,000

1

會員捐款

50,000

50,000

2

補助收入

250,000

550,000

300,000

3

入會費

30,000

50,000

20,000

4

常年會費

300,000

300,000

5

研習會收入

700,000

500,000 200,000

6

其他收入

300,000

300,000

1,630,000

1,750,000

120,000

辦公費

65,000

112,500

47,500

1 辦公設備

10,000

37,500

27,500

2 郵資

30,000

30,000

3 郵電

15,000

30,000

15,000

4 文具

10,000

15,000

5,000

業務費

530,000

640,000

110,000

1 業務推展

100,000

260,000

160,000

2 會刊編印

50,000

100,000

5,000

3 雜支

250,000

200,000

50,000

4 演講

130,000

80,000

50,000

2

支出
1

2

3

人事費

800,000

810,000

4

雜項支出

150,000

100,000

5

預備基金

85,000

87,500

理事長：駱宜安

秘書長：張維敦

會計：呂敏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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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二名工作
10,000 人員全年
薪給
50,000
2,500
製表：呂敏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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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擬定九十六年度員工待遇，提請大會討論案。
說明：九十六年度員工待遇已於 95 年 10 月 26 日第二屆第六次理監事聯席會議討論
通過，同意提請今年會員大會討論，作為明年年度預算之執行依據，並函報內
政部核備。

九十六年度工作人員待遇表

職稱

姓名

性
別

出生
年月日

出
生
地

到職
年月日

月支
薪餉

助理

呂敏禎

女

63.02.18

台灣
桃園

93.01.01

30,000

說明

＊年終獎金
為1.5 個月
助理

邢攸芬

女

56.02.17

台灣
花蓮

94.03.01

28,000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審核 94 年度現金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錄、基金收支表、收支決算表，
提請大會討論案。
說明：94 年度現金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錄、基金收支表、收支決算表已於
95 年 3 月 16 日第二屆第五次理監事聯席會議討論通過。依據「社會團體財務
處理辦法」第 13 條規定：社會團體應於年度終了後二個月內由理事會編造當
年度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連同現金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錄及基金
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具審核意見書，送還理事會，提經會員大會通過後，
於三月底前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因故未能如期召開會員大會者，可先經各該團
體理事監事聯席會議通過，呈報主管機關，事後提報大會討論通過後再報請主
管機關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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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
現金出納表
中華民國 94 年 1 月 1 日至 94 年 12 月 31 日止

收

入

科 目 名 稱

支
金

上 期 結 存

額

科 目 名 稱

1,044,625

本 期 支 出

$

2,408,643

本 期 結 存

$

1,303,612

$

3,712,255

本 期 收 入

$

2,667,630

合

$

3,712,255

計

理事長：駱宜安

出

合

秘書長：張維敦

金

計

總務：邢攸芬

額

會計製表：呂敏禎

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
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 94 年 12 月 31 日
資

產

科目名稱
現

負債基金暨餘絀

金
$

金

額
1,303,612

辦公設備

190,919

準備基金

122,117

合

計

理事長：駱宜安

$

科目名稱
基金餘絀

1,616,648

秘書長：張維敦

金

合
總務：邢攸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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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

1,616,648

$

1,616,648

會計製表：呂敏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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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
財產目錄
中華民國 94 年 12 月 31 日
財產編號

財產名稱

購置日期

單位

數量

金額

存放地點

910001 辦公設備-沙發

91.11.04

組

壹

$30,000

科 301 室

910002 辦公設備-傳真機

91.11.25

台

壹

6,980

科 301 室

910003 辦公設備-印表機

91.11.25

台

壹

5,390

科 301 室

920001 辦公設備-電腦

92.01.09

台

壹

34,800

科 301 室

920001 辦公設備-印表機

92.05.30

台

壹

46,000

科 301 室

921115 辦公設備-電腦

92.11.15

台

壹

37,000

科 301 室

930213 辦公設備-數位相機

93.02.13

台

壹

16,700

科 301 室

931018 辦公設備-彩色印表機

93.10.18

台

壹

12,000

科 301 室

940521 辦公設備-手推車

94.05.10

台

壹

369

科 301 室

940526 辦公設備-掃描器

94.05.26

台

壹

1,680

科 301 室

$ 190,919

合計
理事長：駱宜安

說明

秘書長：張維敦

總務：邢攸芬

會計製表：呂敏禎

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
基 金 收 支 表
中華民國 94 年 1 月 1 日至 94 年 12 月 31 日止
收入
科目名稱
準備基金
歷年累存
本年度利息收入
本年度提撥

支出
金額

科目名稱
0 準備基金
支付退職金
0
支付退休金
117
122000

金額
122117
0
0
存入華南銀行專戶

結餘
理事長：駱宜安

秘書長：張維敦

總務：邢攸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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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17
會計製表：呂敏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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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
收支決算表
中華民國 94 年 1 月 1 日至 94 年 12 月 31 日止
科目
款

項

目

決算數

說明

名稱

1

$

收入

1,947,847

1

會員捐款

34,255

2

補助收入

579,750

3

入會費

4

常年會費

386,200

5

研習會收入

719,700

6

其他收入

172,142

2

55,800

支出
1

辦公費

$

1,564,694

$

62,924

1 郵資

31,576

2 郵電

16,698

3 文具

10,818

4 印刷

3,832

2

$

業務費

675,612

1 業務推展

239,237

2 會刊編印

80,000

3 雜支

220,119

4 演講

136,256

3

人事費

$

715,690

4

雜項支出

$

110,468

3

383,153

本期餘絀

理事長：駱宜安

秘書長：張維敦

總務：邢攸芬

決議：照案通過。
八、臨時動議：無

53

會計製表：呂敏禎

訊

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會刊第五期

會

訊

九、選舉事項：
1.監票人員：浦長恩(理事)、殷瑞敏、孫翠蓮、陳全儀
2.唱票人員：茆璨鵬、林常安、黃家興、施信宏
3.發票、記票人員：李鴻裕、江豐宇、吳旻駿、潘銘烊、楊博丞、林俊甫
4.理事(二十一人，由會員選之): 林茂雄(82 票)、孟憲輝(77 票)、程曉桂(71 票)、侯友
宜(64 票)、 蕭開平(63 票)、蒲長恩(63 票)、謝松善(61 票)、方中民(58 票)、柳煌(58
票)、李俊億(58 票)、黃女恩(55 票)、溫哲彥(55 票)、許敏能(54 票)、劉瑞厚(52 票)、
林故廷(52 票)、林棟樑(52 票)、彭莉娟(52 票)、蔡佩潔(50 票)、葉家瑜(49 票)、柳
如宗(42 票)、謝幸媚(37 票)等二十一位。
5.監事(七人，由會員選之)：徐健民(72 票)、楊秋和(66 票)、閰鎖琳(62 票)、張維敦(62
票)、王勝盟(57 票)、姜雲生(54 票)、石台平(51 票)等七位。
6.候補理事(八位)：林俊彥(32 票)、蔡麗琴(31 票)、廖宗宏(30 票)、李承龍(29 票)、廖
哲賢(27 票)、鄭琨琪(26 票)、卓琍玲(25 票)、李經緯(25 票)等八位。
7.候補監事(二位)：郭宗禮(43 票)、徐榮發(39 票)等二位。
十、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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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年鑑識科學研討會」
以鑑識科學為核心的司法偵審制度已蔚然成為世界潮流，各國在鑑識領域所投注
的資源，更使其進步一日千里，其價值也深植人心廣被接受，近年來我國鑑識發展雖有
長足之進步，但仍待全面性之參與奉獻，才能續保不墜。
「2006 年鑑識科學研討會」於 11 月 10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00 分假中央警察大學
警察博物館國際會議廳舉行，由中央警察大學鑑識科學學系、科學實驗室、司法院、中
華民國刑事偵防協會與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共同主辦。本研討會是全國鑑識專業人員
的年度盛會，與會貴賓有刑事警察局黃茂穗局長、法醫研究所王崇儀所長、台北地檢署
張熙懷主任檢察官、清華大學凌永健教授、輔英科技大學劉瑞厚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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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醫是鑑識人員的專業伙伴，新實施的法醫師法是法醫制度法制化和法醫人才培
養的劃時代里程碑。因此，特別邀請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王所長崇儀就「法醫鑑定與法醫
師法」發表專題演講，期能經由對法醫師法的理解，促進法醫與鑑識人員之合作，共同
為維護人權及司法公正而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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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各單位鑑識菁英共襄盛舉，發表研究論文共六十一篇，涵蓋「現場勘查」、「物
理鑑識」
、
「化學鑑識」
、
「生物鑑識」和「其他」等領域，學術與實務兼備，內容新穎豐
富，足為啟發研究靈感、充實專業知識、從事鑑識實務和規劃鑑識制度之參考。
研討會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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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與研究主題上之參考，藉此深耕鑑識
科學領域，並期望能因此而生根。
本研討會為獎勵致力於「鑑識科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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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理鑑識類得獎者：
論文題目：9 公釐半自動手槍與衝鋒槍射擊後彈殼上遺留工具痕跡之研究
作者：陳俊傑、林茂雄、楊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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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學鑑識類得獎者：
論文題目：服用複方甘草合劑於尿液中嗎啡及可待因含量分析
作者：劉秀娟、林棟樑、何秀娥

「2007 年鑑識科學研討會」預定於 96 年 12 月 7 日假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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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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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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年度理監事會議重要決議內容
會議名稱
第二屆第五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第二屆第三次常務理監事會議

重要決議內容

時間

1、審核 94 年度現金出納表、資產負債
表、財產目錄、基金收支表、收支
決算表。

95.03.16

1、發函徵求會員有意願登記為理監事
候選人者，並將各縣市警察局、刑
事局、法醫研究所、調查局、憲兵
司令部...等鑑識單位之主管及學校
老師等，均列為候選人。
2、所有研討會論文僅公開論文摘要及
作者之網址，並修正過去公開之全
文資料為摘要形式。

95.08.07

3、提請會員大會修改章程第 25 條。

第二屆第六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1、司法院擬於網站之—法官論壇項下
設置「鑑識專業之諮詢信箱」
，請本
會予以協助，提供法官諮詢鑑識相
關問題，考慮本會之整體運作，以
及與各鑑識單位間之協調，對於法
院諮詢案件，先以下列方式處理：
(一)目前暫不用書面方式回覆，同
意提供司法院各領域專家學者名
單，請法院或法官直接以電話諮詢
方式辦理。(二)目前各鑑識單位也
經常接受法院以公文函詢或釋疑相
關鑑定案件之議題，本案亦建議司
法院或以公文方式向各相關鑑識單
位諮詢。
2、提請會員大會修改章程第 17 條、
23 條、3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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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團體(個人)名錄
95 年 1 月至 12 月止
捐款人

金

額

捐款日

100,000

95.03.14

李俊億

3,000

95.03.31

王勝盟

3,000

95.03.31

李俊億

2,600

95.05.12

駱宜安

638

95.07.14

楊秋和

1,818

95.07.14

李俊億

1,986

95.07.15

許敏能

3,200

95.08.18

張維敦

4,500

95.10.04

李俊億

1,000

95.10.25

150,000

95.10.26

郭守明

5,000

95.11.10

李俊億

1,000

95.11.13

百舜商行

5,000

95.11.20

中華民國刑事偵防協會

中華民國刑事偵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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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 95 年度大事紀
95.03.31

舉辦「鑑識科學實驗室文件製作」研習會

95.04.21

舉辦「影像處理與鑑定實務」研習會

95.04

出版第四期會刊

95.05.12

舉辦「 DNA 鑑定」研習會

95.06.15~16

舉辦「鞋印及輪胎印痕採證技術」研習會

95.07.15

舉辦「法醫解剖鑑定與鑑定書解讀」研習會

95.08.16~18

舉辦「血跡噴濺痕重建」研習會

95.08.21~25

協辦「鑑識科學領域評審員訓練」

95.10.03~04

舉辦「交通事故原因調查」研習會

95.10.13

協辦「2006 年犯罪偵查學術與實務研討會」

95.11.10

召開九十五年度會員大會暨第三屆理監事改選

95.11.10

舉辦「2006 年鑑識科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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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第三屆組織
理

事

長： 林茂雄

第一副理事長： 方中民
第二副理事長： 程曉桂
第三副理事長： 李俊億
第四副理事長： 柳

煌

第五副理事長： 張維敦
常
監
常
理
秘

務 監 事： 徐健民
事： 楊秋和、姜雲生、閻鎖琳、石台平、郭宗禮、徐榮發
務 理 事： 孟憲輝、蕭開平、謝松善
事： 侯友宜、劉瑞厚、林棟樑、葉家瑜、彭莉娟、許敏能、林故廷、柳如宗、蔡佩
潔、林俊彥、廖宗宏、李承龍、廖哲賢
書
處： 秘書長：王勝盟
副秘書長：溫哲彥、黃女恩、蒲長恩
會 計：呂敏禎
總 務：邢攸芬

認 證 委 員 會：李俊億、林棟樑、程曉桂、彭莉娟、柳煌、謝松善、李承龍
學 術 委 員 會：方中民、楊秋和、張維敦、蒲長恩、黃女恩、葉家瑜、許敏能
會刊編輯委員會：孟憲輝、徐健民、溫哲彥、蔡佩潔
期刊編輯委員會：蕭開平、閻鎖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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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警察局鑑識科程科長曉桂榮升刑事警察局簡任技正兼法醫室主任。
2.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黃隊長炳訓榮升花蓮縣警察局玉里分局長。
3. 刑事警察局鑑識科何組長俊哲榮升桃園縣政府警察局鑑識課課長。
4. 刑事警察局鑑識科邱組長麗宜榮升台中縣政府警察局鑑識課課長。
5. 刑事警察局鑑識科廖組長宗宏榮升台北縣政府警察局鑑識課課長。
6. 刑事警察局鑑識科李組長經緯榮升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鑑識課課長。
7. 刑事警察局鑑識科吳組長憲政榮升彰化縣政府警察局鑑識課課長。
8. 刑事警察局鑑識科陳組長文哲榮升台南縣政府警察局鑑識課課長。
9. 刑事警察局鑑識科簡警務正孟輝榮升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鑑識課課長。
10.王秘書長勝盟送審教授通過。
11.法務部調查局第六處柳處長煌調任秘書室研究委員。
12.法務部調查局第六處王副處長先庚升任法務部調查局第六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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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資料異動更正表」後，回
傳至本會電子信箱（tafs@mail.cpu.edu.tw）或傳真至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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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第三屆榮譽理事長
1. 謝銀黨：中央警察大學校長
2. 駱宜安：中央警察大學副校長

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第三屆顧問
1. 葉盛茂：法務部調查局局長
2. 劉令祺：司法院刑事廳廳長
3. 黃茂穗：刑事警察局局長
4. 王崇儀：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所長
5. 李昌鈺：美國康乃狄克州首席科技顧問
6. 凌永健：清華大學化學系教授
7. 鄧學仁：中央警察大學法律系教授
8. 施俊堯：台灣高等法院法官
9. 張熙懷：台灣地方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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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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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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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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四年十月十四日會員大會 第二次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五年十一月十日會員大會 第三次修訂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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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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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

第

八

條

第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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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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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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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續兩年未依照章程規定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
第 十 條 會員有違反法令、章程或不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理事會決議，予以
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 十一 條 會員喪失會員資格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即為出會。不得享有本會章
程第八條之權利，如違反團體標章之使用規定者，本會得依據商標法第六
十三條請求損害賠償。
第 十二 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理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 十三 條

第 十四 條

第 十五 條

第 十六 條

第 十七 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力機構，但在會員大會閉會期間，由理事會代行
其職權。
會員人數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例選出會員代表，召開會員代表大
會，行使會員大會職權。
會員代表任期二年，其額數及選舉辦法由理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後行之。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修改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理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年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數額及方式。
四、議決年度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六、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利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理事會定之。
本會置理事二十一人，監事七人，由會員 (會員代表) 選舉之，分別成立
理事會、監事會。
選舉前項理事、監事，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理事七人，候補監事二
人，遇理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
本屆理事會得提出下屆理事、監事候選人參考名單。
理事、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但不得連續辦理。通訊選舉辦法由理事會通
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行之。
理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選舉及罷免常務理事、理事長。
三、議決理事、常務理事及理事長之辭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擬訂年度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與決算。
六、執行會員大會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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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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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副理事長、第四副理事長及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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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類推，若無副理事長代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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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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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條

第四章

會

第二十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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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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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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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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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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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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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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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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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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函索取申請書填妥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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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會員資料(服務機關、職稱、聯絡方式)若有異動，請上學會網站填表通知本會更正。

68

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會刊第五期

會

研習會訊息
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 2007 年研習會（預定）
項

目

預訂日期

「專家證言交互詰問」研習會

3月

「金屬物件磨滅號碼重現技術」研習會

3 月~4 月三場

「鞋印及輪胎印痕採證技術」研習會

5月

「微量證物」研習會

5月

「指紋採證技術與處理」研習會

6月

「毒品鑑定」研習會

6月

「血跡噴濺痕重建」研習會

7月

「數位鑑定」研習會

7月

「印刷材料與印刷品鑑定」研習會

7月

「影像處理與鑑定實務」研習會

8月

「通訊偵查」研習會

8月

「DNA 鑑定」研習會

9月

「交通事故原因調查」研習會

9月

「法醫解剖鑑定」研習會

10 月

「法醫解剖鑑定與物證攝影」研習會

10 月

「鑑識實驗室認證」研習會

12 月

「現場處理與重建」研習會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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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訊息
2007 年鑑識科學研討會暨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年會
一、日期：96 年 12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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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與電腦分析鑑定。
4、現場勘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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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年研討會將於 12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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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鑑識科學研討會〞。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 96 年度會
員大會亦將於當天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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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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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年 9 月 16 日前，以電子郵件通知通訊作者。
九、通過論文審查作者請於 2007 年 10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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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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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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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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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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j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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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報告人之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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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傳真：
E-mail：
服務單位：
職稱：
郵寄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寄送議程公文)

3.

研討會現場備有如下標準設備：液晶投影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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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公文將依服務單位、職稱及郵寄通訊地址寄送至各單位，煩請務
必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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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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