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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事長的話
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在全體理監事同仁的共同攜手合作努力下，又過了非常實質
而豐盛的一年。今年除了透過國科會的贊助，繼續聘請李昌鈺博士回國就“冷案之偵查”
發表專題講學外，仍將與中央警察大學鑑識科學系、科學實驗室及中華民國刑事偵防協
會，合作舉辦「2009 鑑識科學研討會」，並且預計聯合上述單位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
察局、法務部調查局、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台灣大學法醫學研究所等，持續合作辦理鑑
識科學十五項專業之研習會。在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TAF）之協助下，仍將合作
舉辦兩次生物鑑定類的能力試驗，以推動國內鑑識工作之認證制度朝國際化發展。
全球刑事鑑識之實驗室每隔若干年就以倍數增加，並且逐步以衛星導航系統取代傳
統運作，De Forest 教授曾經應邀在第 90 屆加州刑事鑑識學人協會（California Association
of Criminalists）特別演講時，提及科技進步之神速，令鑑識科學領域及技術突飛猛進，
然而發展速度之快，卻導致本質問題之失焦，甚多鑑識工作之從業人員，對於鑑識科學
以及鑑識工作實務之了解，顯然有待加強而期勉大家。
鑑識科學家/鑑識科技從業人員在司法案件中所佔的角色，可能在起訴立場，也可
能是在辯護一方，鑑識專業人員究竟是以專業為主，或是以通才較好，也許有討論空間，
但必須竭盡所能運用專業知識，都不外以判定事情的真偽為依歸。國內執法單位幾年來
除中央警察大學鑑識科學系所畢業生之分發外，陸續延攬一些國內各一流學府之博碩士
高學位人才，素質提升令人可喜，然鑑識人員工作之本質，雖在貢獻各種科學的專業知
識與技術為導向，除能幫助消化執法單位相當的工作量外，卻以解決社會之司法問題為
終極目標，我們歡迎之餘也期望這批非中央警察大學畢業生之新鮮生力軍，都能體認此
一精神，而發揮其潛力於解決鑑識工作之全面相問題。
司法制度之目的在追求正義與公平，鑑識科學家之職責在貢獻其科學專業知識，運
用科學技術與方法，以追求司法之正義。學會自創會以來所提供之服務項目，期勉許多
案件避免進入司法程序，減少司法程序之資源浪費。主辦活動的內容，逐年增加了現場
重建、數位影像鑑識、交通事故現場處理、資安鑑識、法庭交互詰問及鑑識攝影等項目
。參與學會活動之單位，也從原有的警察大學及執法機關外，增加不少醫院與研發單位
之民間團體。這些成果顯然都是大家通力合作的結果。個人預祝今年的發展順利，大家
的豐收可以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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冷案偵查應制度化
刑案發生後，當所有的偵查線索都已查盡，案情仍無法突破，整個案件逐漸被遺忘，
便成了所謂的「冷案」。儘管社會會遺忘，媒體會遺忘，但被害人或其親友則不可能將
記憶一筆抹去。若能重啟偵查，因而破獲部分冷案，除可使被害人或其親友的情感獲得
撫慰，維護被害者的基本人權，讓犯罪人無法遁逃之外，更能提升警察的專業形象，伸
張公平與正義，促進祥和與安定，符合全國人民的共同期待。
由於媒體的報導以及國外冷案偵查的具體成效，近來我國也有重視冷案偵查的呼籲
和規劃。因每件冷案都有其難以突破之瓶頸，原始檔案或證據資料也未必完整，故須有
嚴謹的規劃，才可能有實質成效。首先，必須在執法機關內成立專責單位，人力多寡不
拘，但一定要有全時人員專責刑案分析和偵查工作，且機關首長必須全力支持，才可能
成功。另可考慮引進退休偵查人員擔任志工，協助個案的發掘、資料整理和分析，並提
供經驗以為參考。延聘偵查與鑑識學者專家協助，也可在全面方針之擬定及偵查或鑑定
技術之應用方面提供諮詢。
其次，必須發展出標準化的冷案偵查指引，以明確分工、提高效率。在程序上需先
挖掘出所有的未破懸案，根據既定之標準，逐案分析以找出偵辦之優先順序，以免資源
無謂之浪費。決定優先順序時，可以量化的表單評定個案分別在物證及現場、目擊證人、
嫌犯等三部分的得分，加總後作為排序之依據。例如，採得生物性跡證、現場勘查記錄
完整、有目擊者、有嫌犯者得分較高，反之則得分較低。接著才進行偵查並運用物證鑑
定技術以求突破。舉辦研習訓練和研討會是接著必須進行之工作，經由職前訓練可使專
職人員熟悉冷案偵查的意義、掌握可用資源並習得執行要領。在職訓練和案例研討則可
分享資訊、交換經驗，形成專業團隊，使偵查技巧更加進步，廣泛瞭解不同類型冷案的
偵破關鍵。
最重要的是建立並充實犯罪情資和各類物證的資料庫。分析晚近國內外破獲之冷案
可發現，現場跡證在物證資料庫之鑑定比中是冷案突破之關鍵，其中尤以 DNA 和指紋
等人別資料庫之貢獻最大。缺乏此等鑑識資料庫，冷案偵查恐將難有顯著實效。惟人別
鑑識資料庫之建立難免對人民之生活、隱私和自由帶來衝擊，產生立法阻力，故建立資
料庫時需兼顧資料儲存之安全，並將用途嚴格限定於司法目的，兼顧人權，使衝擊減到
最小，才能在合理保障人權之原則下，完成維護社會治安之任務。
吾人衷心期盼，在完善的偵查法制之下，先進的鑑識科技能發揮最大效能，在解決
冷案方面有具體顯著的貢獻，讓鑑識科學在確保人民安全、維護司法正義上，扮演更積
極而有建樹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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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國家級刑事鑑識科學研究中心及實驗室」議題的探討
柳煌
壹、前言：
近年來，由於社會大環境改變，國際鑑識大師李昌鈺博士，及電視影集 CSI 的風潮
帶動，加上全國鑑識科學工作同仁的努力，在幾件重大政治及治安事件中，鑑識科學都
扮演了重要角色，也因此受到社會百姓前所未有的關注，基本上這是件值得高興的事，
但諸如鑑定方法是否合乎科學原理，鑑定品質是否經得起法庭考驗，鑑定結果是否已達
到客觀公正要求等問題，也同時受到了社會大眾比較嚴格的檢驗。
目前國內仍以政府體制上的公立鑑識實驗室為主流，各實驗室無論使用儀器、鑑定
方法、或人員素質、均相去不遠，按理說鑑定結果應該一致，但偶而也會發生鑑定結果
相左的現象，造成院檢案件偵審及社會大眾信心上，極大的困擾。因此馬總統有「增設
獨立鑑識機構，以確保鑑定報告之公正性，避免冤獄」的競選政見，有人解讀此政見為，
要將目前國內各鑑識科學實驗室，加以整合建置「國家級刑事鑑識科學研究中心及實驗
室」，來負責全國所有相關案件的檢驗鑑定事項。為落實政府政策指導，法務部曾於去
（97）年 10 月召集相關實驗室及學術機構開會研商，集思廣益，希望瞭解各方看法，
評估其可行性，以供政策參考。會議中各與會實驗室代表對於增加鑑識資源、提升鑑定
品質、實驗室認證等有共識，但對於整合各實驗室建置成立單一的國家級鑑識實驗室，
各單位均認為從理論上，或實務上仍有許多必須考量的因素，實應從長計議為宜。此一
議題，在鑑識科學界廣為討論，餘波盪漾，未來國內鑑識科學實驗室的整合分工，確為
值得深思及探討的課題。為拋磚引玉，擬就此重大政策提出個人管見，期盼此一政策的
未來發展能符合社會國家及全體人民的利益。
貳、成立鑑識科學國家實驗室之利：
一、鑑識業務資源集中事權統一：可網羅全國鑑識科學人才，集中於同一實驗室，並
將儀器、經費、技術集中運用，預期將可發揮統合的效能，再賦予該實驗室鑑識
科學專一任務，負責檢驗鑑定全國所有相關案件證物，亦可發揮權責分明功效。
鑑定結果不一致的情事，將從此不再發生，也許這是院、檢單位或非當事人最想
見到的局面，以為可以就此一勞永逸。
二、實驗室位階提高有助於士氣提升：可以使目前各單位處於次一位階之鑑識實驗
室，提升為統合的獨立機構，預期將於爭取經費、進用新血輪、建立標準作業程
序、完善規模、同仁敘薪及升遷管道等方面，均可較目前容易且順遂，因此將有
助於實驗室運作及士氣提升。
三、可避免重複投資實驗室造成浪費：資源既已集中，且為專責機構、自無再設其他
鑑識實驗室之必要，因此將可避免重複投資實驗室，也就不會造成浪費，這也是
一般人主張建置成立國家級刑事鑑識科學研究中心及實驗室重要原因之一。
參、成立鑑識科學國家實驗室之弊：
一、單一鑑識科學國家實驗室無法因應複雜社會需求：民主開放社會與專制體制社會
最大差異，在於多元化、複雜化，司法偵審可能需求鑑定之證物，包羅萬象，品
項繁雜。事實上，任何民主先進國家，實務上均不可能以單一鑑識科學國家實驗
室，即能滿足複雜的民主開放社會司法需求。以美國為例，市級、郡級、州級、
聯邦級，大小鑑識科學實驗室，至少在 400 間以上，分別鑑定各種類型之證物，
彼此既競爭又合作，從某方面而言是相互監督競爭，從另方面而言又是相互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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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百花齊放，共存共榮，如建置單一鑑識科學國家實驗室，即不可能呈現此
榮景。
二、單一鑑識實驗室缺乏複驗機制一旦出錯難以補救：目前體制，如某一實驗室鑑定
結果，於院檢審理過程，審辯雙方發生爭議，可以送往另一實驗室再作鑑定，如
兩者結果一致，則可增強原鑑定結果的公信力；如鑑定結果不同，則可採取會同
檢驗，或檢討雙方使用方法、原理、檢驗步驟，以使真理愈辯愈明，達到除錯及
追求真相目的。如成立鑑識科學國家實驗室後，鑑定結果很容易即可拍板定案，
但一旦出錯，將因缺乏複驗機制，要想挑戰其鑑定結果，困難重重，真相將難以
辨明。此情況一旦發生，將對司法公信力及人民權益，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傷。
三、單一實驗室因缺乏實驗室間競爭容易導致僵化：競爭為進步的重要動力，如成立
單一鑑識科學國家實驗室，國內各鑑識科學實驗室從此定於一尊，國內將無其他
實驗室競爭挑戰。該實驗室的技術精進，品質提升，將完全取決於該實驗室領導
人，及相關同仁的認知與良知，從此少掉了實驗室間競爭動力，不小心就會落入
自滿僵化危機。
四、單一鑑識實驗室難以同時兼顧大小案件證物：國內民主開放社會已成形，以目前
及未來治安狀況評估，各類犯罪案件仍必快速增加，待鑑定之大小刑案證物，將
有如排山倒海般湧進實驗室，已為必然趨勢，在鑑定時效及鑑定品質雙重要求壓
力下，會使專責鑑識科學國家實驗室難於因應，對於大小案件、例行案件或特殊
案件間，品質與時效間，將會有顧此失彼、難以掌控的困擾，總難兩全。
肆、鑑識科學實驗室未來整合方式可思考的方向﹕
多年來，因配合檢警調偵辦案件，人民司法訴訟及法庭審判等實務需要，已形成目
前國內各鑑識科學實驗室之分工模式。未來整合應參考此基礎，使其效率更為提升，以
發揮更大的功能：
一、強化現有鑑識科學實驗室大方向分工：刑事警察局鑑識中心著重刑案現場勘驗、
微物證據及偵查案件證物鑑定；調查局鑑識科學處，不做現場勘驗，以支援院檢
偵審案件證物鑑定為主；憲兵司令部刑事鑑識中心，以支援軍中刑案證物鑑定為
主；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從事法醫相關證物鑑定；中央警察大學鑑識科學系所，
職司培養鑑識人才及研究；台大法醫學研究所，職司培養法醫師人才及研究，雖
然各實驗室均從事鑑識相關業務，但服務重點及方向並不相同，存在著既合作又
競爭的關係。如能持續受到政府經費支持，維持分工合作良性發展，對未來國家
司法公正形象，及社會百姓人權保障，必能作出重大貢獻。
二、建立各鑑識科學實驗室的特色：各鑑識科學實驗室除建立其基本鑑識能量，以為
必要時進行複驗，發現真實之用，亦均努力培養其各自特殊專長，以滿足多元社
會各方面不同的需求，爭取各該實驗室生存的空間。如數量龐大之吸毒案相關保
護管束人尿液篩檢工作，公立鑑識科學實驗室無力承擔，乃委託經管制藥品管理
局認可設立之十餘間「濫用藥物尿液檢驗實驗室」檢驗，遇有爭議，仍由公立鑑
識實驗室負責複驗，擔任把關角色。
三、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可扮演協調仲裁角色：目前國內各鑑識實驗室分別隸屬其
上級司法偵查機關，以支援各該機關辦案為主要任務，亦受理院檢及其他公務機
關職掌業務內需鑑定之證物，雖具專業技術，因缺乏橫向聯繫，致未能發揮應有
的專業功能，所幸於民國 91 年，在李昌鈺博士倡議，及國內各鑑識科學實驗室
共襄盛舉下，成立了「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
，從此鑑識科學界有了溝通平台，
也建立起橫向連繫管道，為各鑑識科學實驗室發聲，爭取經費支持，舉辦技術訓
練、績效測試、學術研討會等，對統一標準作業程序，交換工作經驗，提升鑑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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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等，做出了極大的貢獻。
四、鑑識科學實驗室成為國家科技預算受補助單位：自民國 94 年開始，行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將鑑識科學實驗室列為政府科技預算受補助單位，在政府行政經費逐
年緊縮情況下，幾年來，此項科技預算，已成為各鑑識科學實驗室推動研究發展，
提升鑑識工作品質主要經費來源，此項經費補助如能持之以恆，並逐年略為增
加，對未來鑑識科學技術之發展，將發揮極其深遠的影響。
五、國內所有鑑識實驗室應通過實驗室認證：早期鑑識實驗室，並無認證的觀念與壓
力，起因於 1996 年亞特蘭大奧運，世紀公園爆炸案相關證物鑑定，美國聯邦調
查局（FBI）實驗室鑑定過程發生嚴重疏失，美國全國譁然，檢討認為 FBI 實驗
室作業程序不夠嚴謹，鑑識實驗室認證的問題開始受到重視，並掀起全球鑑識實
驗室認證的風潮，認證的精神在於檢驗儀器的定期校正、標準品來源的嚴格要
求、檢驗流程的詳實記錄、原始數據的完整保存、檢品污染錯置的預防，及完全
品管、品保設計等，都與檢驗品質提升，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通過實驗室認證，
已成為一個鑑識實驗室是否合格的指標，也成為案件法庭辯論攻防的焦點，未來
國內各鑑識實驗室都應朝通過認證方向努力。
六、透過進修訓練提升鑑識科學人員素質：鼓勵鑑識科學同仁進修中央警察大學鑑識
科學研究所、台灣大學法醫學研究所或國內外相關研究所，取得更高級學位。參
加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或國內外鑑識技術專業訓練，厚植研發能力。並於時機
成熟時，建立國內鑑識工作證照制度，要求所有實際執行鑑識工作同仁必須擁有
相關專業證照，以提升鑑識科學人員素質。
七、應定期接受國內外機構之外部績效測試（PT）檢驗：為確保各鑑識實驗室經常執
行檢驗鑑定案件的品質，應定期採購國內外專業機構之外部績效測試（PT）檢
體進行檢驗，並將檢驗結果回寄測試單位，核對原始檢體標準數據，以透過外部
績效測試方式，自我評估各該實驗室的檢驗品質。
伍、結語
全球化的結果，世界成了地球村，先進國家帶動風潮，全球各國隨之跟進，已成必
然的趨勢。民主化結果，犯罪情勢加劇，國際交通便利化，使跨國犯罪層出不窮，大大
增加了犯罪偵查的困難度。人權觀念的重視，也對犯罪證據的要求較以往更為嚴謹，再
再都使得鑑識科學面臨前所未有的挑戰，有云﹕「危機就是轉機」，鑑識科學實驗室及
所有工作同仁，面對社會民眾殷切的期待，如能齊心努力，順利轉型成功，必能對國家
社會百姓做出更大的貢獻。（作者為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副理事長、法務部調查局研
究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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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死者之司法人權
李俊億
在台灣，我們的醫療水準讓我們引以為傲，因為五十年前與五十年後的今天，我們
就診的醫療環境幾乎是兩個不同的世界。現在有驗血、驗尿、X-光、超音波、電腦斷層、
磁振攝影等先進科技協助醫療診斷，讓我們很放心。但同屬醫學領域的法醫學，則似乎
是被遺忘的，五十年前解剖屍體的環境與五十年後的現在差異不大，台灣醫學的進步對
法醫學而言，影響似乎非常有限，許多應該可以應用在法醫學的先進醫學科技，卻很少
被應用在法醫檢驗與鑑定上，非常可惜。尤其法醫所參與的案件大都是重大刑案或是極
為關鍵的證物，稍有不察即對犯罪追訴的成敗影響極大，因此有以法醫科技的進步是司
法人權的重要指標之一，顯示出法醫科技的重要性。近日「活人」的司法人權因陳前總
統與其舊屬高官涉入貪瀆案件遭受羈押而引起社會關心，其實「死者」的司法人權也非
常重要，千萬不要等到有高官出現時才開始受到重視。有關改善死者之司法人權的努
力，在法醫鑑識方面，個人覺得目前最重要的有下列四項：
一、興建法醫科技大樓
目前法醫的工作場所在殯儀館，這對法醫解剖前所需進行的各項檢驗、解剖時的污
染隔離與解剖後的檢體保存與污水處理等，都難以配合，嚴重影響了法醫鑑定的品質。
依據目前我國的經濟能力與人權要求，我們應該有能力，讓法醫鑑定的場所在擁有先進
檢驗設備與污染控制的法醫科技大樓中進行，以維持法醫的專業，保證法醫鑑定的品質
以及對死者的尊重。
二、引進先進的法醫檢驗科技
「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法醫解剖應在各種儀器設備齊全的實驗室中進行。
舉凡屍體的衣著、外觀、皮膚、指甲、刺青、咬痕、體液、微物、屍斑等，在各種不同
光源的照射搜尋下，所有蛛絲馬跡將無所遁形。此外，以虛擬解剖技術（Virtopsy）
，在
解剖前以 X-光、電腦斷層與磁振攝影先行檢驗屍體，除可保全證據外，亦可初步研判
死因。而解剖時更應配合各種攝影、錄影記錄，觀察與採證鉅細靡遺。另檢體鑑定應在
同一大樓的毒物組與血清組進行，以確保檢體傳遞無污染與腐敗之虞，如此的法醫鑑定
才符合現代化國家最基本的要求。
三、推動認證的法醫鑑定實驗室
實驗室認證制度已經成為國際的共識，而鑑識實驗室的認證亦正在國內推動中。因
此國家唯一的法醫鑑定實驗室，更應率先具備認證的水準，甚至應成為能力試驗的執行
機構，始符合國家設立法醫研究所的期待。
四、積極培養法醫專業人才
依據法醫師法積極配合法醫專業人才的培養。目前台大法醫學研究所 1-5 年級甲組
研究生有 9 名，乙組研究生有 30 名，自今年開始將陸續有乙組研究生畢業而投入法醫
鑑定的工作，預估五年後至少會有 20 名合格的法醫師在各地檢署服務。我們無法繼續
期待醫師放棄高薪來從事法醫師的工作，因此在制度上制訂法醫師法，除了保留醫師可
以經由受訓並通過專技考試以擔任法醫師外，另開啟非醫科的學士後法醫學研究所的管
道，亦即在法醫學研究所至少研習 170 學分且通過專技考試及高等考試後亦可擔任法醫
師。未來的法醫師將是受過完整的基礎醫學、法醫學與鑑識科學教育的專業人士。
最後，在改善死者之司法人權上，除了上述政府機關在軟硬體的建設配合外，法醫
人員所應堅持的客觀公正與最高品質的鑑定，更是死者之司法人權的直接保障。過去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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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法醫鑑定疏失的案例讓我們的司法賠上草菅人命、浪費司法資源與被告青春歲月的污
名，這種教訓不能再發生了。（作者為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理事，法務部法醫研究所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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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立新局—首任北縣鑑識中心主任的挑戰
黃女恩
台北縣政府警察局因應台北縣升格為準直轄市，組織有了新格局與編制，鑑識單位
由原鑑識課改制為刑事鑑識中心，個人有幸蒙長官提攜擔任第一任北縣鑑識中心主任，
深覺責任重大，期許自己能不負長官拔擢，帶領這個優秀的鑑識專業團隊開創新局，建
立北縣鑑識中心的穩健發展基石。12 月 1 日到任後，著重於從轄區特性與業務情形提出
適合臺北縣鑑識專業發展的策略與努力方向，奠定穩定治安的重要基石。
一、建構 CSI 鑑識團隊迅速打擊犯罪
台北縣人口將近 4 百萬，轄區特性包括人口密集的都會社區及人口較分散的鄉村、
山區、海邊等，各式各樣刑事案件種類繁多，堪稱為集台灣各縣市轄區之縮影，因此成
就本中心各員豐富之現場勘察經驗。但是，以往勘察採證獲得證物均須仰賴刑事警察局
鑑識單位提供鑑定服務，龐大鑑定公文往返與鑑驗需求，給刑事警察局帶來極大負荷與
工作量。中心升格前已感受鑑定服務需求之殷切，在各級長官爭取努力下，中心成立了
DNA 實驗室，但囿於經費及人員編制等，其他鑑定業務仍無法推展。今後除仍持續重
視現場勘察工作外，對於鑑定業務之推展，將是努力的方向，期望能在現場勘查採證後，
經由中心的鑑定，能即時獲得鑑定結果，提供更深入精確的偵查線索，協助犯罪偵查，
達到如國外 CSI 影集鑑識偵查一體，迅速掌握偵查方向打擊犯罪之理想。
目前中心待努力推展的鑑定業務包括：
1.DNA 鑑定認證與擴展：中心自 97 年 1 月起開始受理轄區分局的 DNA 鑑定案件，
目前中心 DNA 鑑定仍以竊盜案件為主，所有鑑定結果以公文往返和刑事警察局法
醫室 DNA 資料庫比對，雖然比對成果績效很好，97 年度比中竊嫌身分者，高達 548
件，但是此項業務仍有成長空間。我們正努力尋求實驗室認證，希望能在認證後，
全方位受理本轄刑案證物 DNA 鑑定(性侵害案件除外)，以掌握破案先機，提升偵
查效能。同時建立本局 DNA 鑑定紀錄查詢比對系統，加強和各警察單位 DNA 資
料庫分享與整合。
2.微物跡證鑑定：目前在刑事警察局鑑識科協助下，我們已建置實體顯微鏡檢驗流
程，針對油漆、車漆等已提供初步篩選鑑定服務，對案件研判雖有幫助，但是無法
提供成分分析等較精確的鑑定，仍無法充分發揮微物跡證之效能。雖然刑事警察局
鑑識科可以協助重要刑事案件之微物成分分析鑑定，但是受理案件數量有所限制，
本局日常勘察的車禍案件、一般刑案微物跡證通常無法應用到此鑑識資源，因此購
置相關儀器如 FTIR、micro ATR、SEM-EDS，將能建立非破壞性的微物鑑定方法，
除油漆、車漆外，纖維、射擊殘跡、偽幣（金屬）、火藥、爆裂物、毒品等均能快
速獲得比對資訊，必要時加上 GC/MS 儀器的分析結果，對現場發現的微物跡證將
能快速獲得更深入的資訊，即時協助刑案偵辦。
3.空氣槍動能鑑定：歹徒持槍犯案是民眾感受生命威脅最深刻的案件，但是，是否為
真槍或是玩具槍、一般空氣槍呢？我國是槍枝管制國家，所有火藥槍非經許可都不
能擁有，但是空氣槍是否管制卻是以其是否有殺傷力作為依據，因此市面上各式空
氣槍均有販售，也經常被歹徒利用作為犯案工具，更有不法之徒加以改造用以威脅
他人生命身體安全，但是員警查獲空氣槍時並無法判定其是否為管制槍枝，因為空
氣槍之殺傷力認定，無法單就其外觀、構造及功能直接判斷，目前本局查獲槍枝均
須送至刑事警察局鑑識科物理組鑑定，鑑定數量龐大，加上公文往返，時常影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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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時效，因此一方面減輕刑事警察局空氣槍鑑定的負擔，一方面也提升本局槍枝的
查緝鑑定時效，本中心購置與刑事警察局相同規格之測速儀器，亦具備槍彈鑑識專
業之人才，希望能受理本局各單位所查獲的空氣槍鑑定，將查獲空氣槍枝實際試
射，以其發射彈丸的速度和彈丸重量、直徑計算發射動能及單位面積動能研判鑑定
殺傷力，作為查緝、扣押槍枝、司法追訴刑責之依據。
4.毒品鑑定：本局轄區涵括人口集中的大台北中心及人口較分散的郊區，有大量毒品
購買需求市場，不法之徒乃利用人跡較少的郊區工廠、住家製造毒品，就近供貨，
今年本局查獲的大規模地下毒品工廠，K 它命成品量高達 12 公斤，規模之大、流
入市場之量都令人憂心，但是中心對各單位查獲之可疑毒品，目前無法提供鑑定服
務，完全仰賴刑事警察局鑑識科化學組協助，以本局案件數量之多，若能針對查獲
較多的毒品類別進行篩檢鑑定，加以培育地下毒品工廠之化學鑑識家，較不常見的
毒品再後送刑事警察局鑑定，亦是減輕刑事警察局業務負擔增進鑑定時效的可行策
略。
二、7-11 現場勘察專業團隊
中心分三股辦理相關業務與支援現場勘察工作，有三位資深且現場勘察經驗豐富的
股長，為充分運用鑑識人力，因應刑案發生時段特性，我們採輪週制度，每股輪值一週，
當週發生案件由值週的股長帶隊負責現場勘察採證、物證鑑驗。中心部分鑑識巡官、警
務員派駐分局，和分局偵查隊鑑識小隊人員並肩作戰，組成即時到達現場的優秀第一線
鑑識團隊，較重大案件分局需要支援勘察時，中心不分日夜、假日均全力支援。分局勘
察的案件，包括死亡案件（含殺人、意外死亡、不明原因死亡及自殺）、槍擊案件、爆
裂物、縱火、強盜、擄人勒贖案件、陌生人性侵害案、其他特殊重大敏感性案件等。要
求分局勘察案件後藉由本局內部網路即時通報中心，中心值週股長負責審查，必要時提
出需補充查證事項，責由分局再深入勘察採證，值週股長認為須由中心支援案件，即由
中心主動派人支援勘察。本中心對於勘察勤務運作建立制度，任何時刻均有專責處理人
員，因應治安繁重之工作。如此建構一個緊密合作、協調互補、隨時機動出擊的鑑識勘
察團隊。
在勘察技術精進方面，希望透過人員的持續教育訓練，提升分局鑑識小組成員與本
局鑑識人員之技術，藉由辦理小型鑑識技術研討會，邀請專家學者授課，提昇鑑識專業。
持續調訓各分局鑑識小組人員施以「刑案現場勘察訓練」，藉由各分局案例相互觀摩及
最新採證技術之傳授，大幅提昇採證人員犯罪現場採證能力。同時賡續辦理基層員警鑑
識訓練，以強化基層員警鑑識知能與採證技術。
希望中心於順利獲得實驗室認通過後，能持續推展現場勘察認證，加強人員能力要
求、勘察設備校正與量測追溯、初步試驗確效要求、完整紀錄、勘察報告內容要求等，
建立一個符合中心品質政策「提供可靠、正確、公正的測試結果，並持續改善服務品質」
的有品質保證的現場勘察專業團隊。
三、即時發揮指紋、DNA 檔案打擊犯罪功效
我的職場生涯總是在創新中求發展，民國 74 年從中央警官學校畢業後，我加入國
內第一套指紋自動化比對系統建置團隊，在刑事警察局指紋室學習指紋採證與鑑定，當
在現場發現潛伏指紋運用科技顯現，再和嫌犯指紋卡比對，比中證明嫌犯確實到過現
場，因而協助破案時，那種運用科技抓壞人的成就感，支持我在刑事鑑識領域一路走來。
我樂在其中之餘，更希望這個領域能更成長茁壯，讓科技來協助我們發現真相，讓清白
無辜者盡速獲得釐清，讓犯罪者無所遁形。在指紋室七年期間，我感受到指紋對犯罪偵
查的重要性，但是要真能將指紋的功能發揮，還是要有完整的指紋檔案與電腦化的快速
比對系統，目前刑事警察局已成功建置指紋電腦化系統，能提供快速的指紋比對，但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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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式的系統管理應用方式，讓寶貴的辦案時間在公文往返中流失，殊為可惜，過去我
扮演和人民隱私權益攸關的指紋、DNA 檔案管理角色，我深切明白有效確實的檔案管
理是人民信賴政府的基本要求，但是有效運用檔案發揮建檔功能，讓龐大的建檔預算經
費發揮成效，也是我們要努力的方向，希望能經由妥善規劃建立和刑事警察局鑑識檔案
即時查詢比對的管道，建構一個可以讓人民信賴又能即時發揮指紋、DNA 檔案打擊犯
罪功效的北縣鑑識中心。
四 、 整合鑑識成果與犯罪情資協助嫌犯查緝
針對轄內因指紋、DNA 鑑識比中之特定涉嫌人，進行比中結果之連結分析，主動
結合涉嫌人犯罪情資分析、提供本局偵查單位查緝參考依據，並加以管制，追蹤嫌犯移
送、起訴情形。目前這項工作成效斐然，深獲本局林國棟局長重視，每週於本局週報中
報告查緝績效並要求分局重視。
結合鑑識成果、路口監視設備影像、犯罪發生情資等進行整合分析，是現在科技時
代辦案的最佳對策，2006 年我到訪英國伯明罕警局，發現他們雖然是地區性警局，但是
指紋系統可連結國家犯罪指紋檔案，現場指紋可以在警局指紋終端機輸入，比對結果可
以在警局看到，經由兩位合格專家確認，可以發出指紋比對報告。DNA 鑑定也是如此
模式，伯明罕街頭監視設備林立，到處都有監視器存在警語，這個 DNA 檔案量全世界
最大、監視錄影設備密度全世界之冠的國家，犯罪情資整合中心是他們最重要的打擊犯
罪核心部門，他們甚至可以線上指揮街頭巡邏人員逮捕嫌犯，這樣的全面掌握犯罪資
訊，主動出擊是我們可以學習的。
目前本局雖無專責處理犯罪情資探勘人員，但本中心從證物資料庫著手，再從全國
各類資料庫連結相關情資，對於鎖定特定嫌犯，已有具體績效顯著，本中心將以此為基
礎逐步擴大，爭取時效，早一日把犯罪者送進司法程序，就可減少他再犯案的件數，並
達到犯罪預防的目的。希望藉此作為以充分發揮鑑識成果，擴展鑑識協助犯罪偵查的功
能。
五、期許
來到台北縣服務，第一線接觸犯罪現場，和直接負責犯罪偵查的同仁並肩作戰，對
我是全新的挑戰，期許自己能不負所託，和各單位充分協調合作，激勵北縣鑑識團隊努
力精進，團結合作，作為台北縣民專業的鑑識服務後盾、為台北縣治安盡心力。也希望
鑑識園地老師先進們繼續給我指導，希望我們的努力能漸次達成大家對國內鑑識專業的
要求與期待。（作者為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理事，台北縣政府警察局刑事鑑識中心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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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車定位追蹤與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關連性探討
吳宗憲
壹、前言
拜科技發達之賜，司法警察於跟監犯罪嫌疑人時多使用汽車定位追蹤器，藉由安裝
該設備於犯罪嫌疑人之車上，即可遠距離掌控其行蹤，此於毒品案件之查緝，為進一步
瞭解其上、下游之關係，更是廣受運用。惟此與通訊監察是否有所關連並應受其規範，
實值討論。
貳、定位技術原理
利用汽車追蹤器對犯罪嫌疑人進行掌控，其中涉及兩項科技技術之結合，一為衛星
定位接收技術，另一為訊號之傳遞與圖資之轉換。
一、衛星定位接收技術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 System，GPS)，是結合衛星及無線技術之導航系
統，主要是以同步測距碼(Synchronized Ranging Codes)來計算衛星到地面接收機間之距
離，並藉此提供精確之定位。在連續定位之情形下，能提供使用者精確之定位、速度、
方向及時間。
GPS 系統架構共含有三大部分：衛星、地面監控站及接收機（地面使用者）
。
（一）GPS 衛星星系共有 6 個軌道，距地球表面 20,190 公里，每個軌道上有 4 顆衛星，
共有 24 顆衛星，每一軌道面和地球之赤道面呈 55 度之夾角，每顆衛星彼此相距
90 度，每 11 小時 58 分繞行地球一週，如此之分布設計，可確保地球表面任何地
點在任何時間，其向上 15 度之仰角，隨時會有 4 至 8 顆衛星供其定位；向上 10
度仰角，隨時會有 10 顆衛星供其定位1。
（二）地面監控站共有五個，包含四個地面資料上載站和一個運作控制中心，均選在適
當之經度區間距離，主要做為追蹤衛星及檢查校正之用，包括衛星之星曆、高度
、位置、編號與時間等資料。
（三）接收機主要係接收衛星下傳之訊號，包括接收天線、訊號處理及傳送設備等。接
收天線收到衛星訊號後，經過訊號處理器之處理，可將衛星定位之訊號藉由傳送
設備輸出，視使用者之需求，配合圖資之轉換以顯示於相關設備上。
對於接收機所在位置之定位，理論上接收機只要收到三顆衛星之訊號即可完成定位
，但實際上尚有些許誤差存在，此時須透過第四顆衛星進行修正，故利用四顆 GPS 衛
星得到距離及時間偏差之量度，來解含有四個未知數之方程式，包括接收機所在位置之
座標（即 X、Y、Z）及時間偏差，因而 GPS 接收機可以計算出正確之位置(X、Y、Z)
和時間。
二、訊號之傳遞與圖資之轉換
在犯罪偵察上，為擴大 GPS 之應用以掌握對象之行蹤，在接收機之傳送設備上，
使用 GSM（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系統，以便於透過已建置完成並
密佈全台之行動通訊網來作遠距離之通訊，包括向遠端監控者傳送接收機所在之衛星定
位訊號，以及接收遠端監控者對接收機下達之指令訊號。此外為便於遠端監控者對衛星
定位訊號之觀察，透過人機介面，包括訊號處理、電子地圖及地理資訊系統 GIS（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等，將接收自接收機之訊號轉換在已內建之電腦或 PDA
上，如此，可即時掌控接收機所在之位置。
就犯罪偵查而言，在調查蒐證與緝捕嫌疑人時，為蒐集對象活動狀況、掌控對象行
1

詹明華、李文章，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在犯罪偵防上之應用，刑事科學，第 59 期，2005 年 9 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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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並確定對象住處，通常必須實施跟監，此乃為達成犯罪偵查任務，對特定之人或物等
偵查對象所為之一種秘密而持續之觀察活動，其目的為發現不法、掌握可能之犯罪證據
及共犯2。汽車追蹤器進行輔助跟監，即是將接收機置於對象之車上，利用衛星定位接
收技術及訊號之傳遞與圖資之轉換技術，將對象之行蹤，包括位置、移動方向及移動速
度等，清楚顯示於遠端監控者之電腦或 PDA 上。
參、法律之適用疑義
司法警察機關為了偵查犯罪之需要，並有效隱匿自身之跟監行為，常藉助汽車追蹤
器對犯罪嫌疑人進行掌控，其目的不外乎瞭解犯罪嫌疑人之生活作息、掌握犯罪可能發
生之第一時機並藉此追查相關之共犯，此在毒品交易案尤見其實益。
就司法警察使用汽車追蹤器追蹤犯罪嫌疑人而言，雖係藉由追蹤者（司法警察）與
被追蹤者（犯罪嫌疑人）間之「通訊」，而將位址資料傳回至追蹤者，以掌控被追蹤者
之行蹤，惟此之「通訊」與傳統通訊之概念相較是否相同，應如何將其定位，實有進一
步探討之必要。
以憲法保障之人民秘密通訊自由而言，其價值在於保障通訊者雙方更屬核心領域之
隱私權。惟使用汽車追蹤器進行通訊時，係由追蹤者主動與被追蹤者通訊，兩者均由追
蹤者主導、掌控，其回傳至追蹤者之訊息內容，係被追蹤者之位址資料，而非被追蹤者
（犯罪嫌疑人）欲進行交換訊息之實質通話內容，因此，與憲法欲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
由之目的不符。
就通訊保障與監察法而言，第四條對於受監察人之定義，因犯罪嫌疑人之行蹤可能
不定，除固定之通訊方法外，亦有可能藉助相關人之通訊設備進行連絡以逃避監察，因
此，尚包括為其發送、傳達、收受通訊或提供通訊器材、處所之人，著重於對犯罪嫌疑
人提供幫助者。但就置於被追蹤者車上之通訊設備及其通訊所須之門號而言，其所有者
係追蹤者本身並非犯罪嫌疑人，且該設備存在之目的亦非供犯罪嫌疑人主動使用，而係
在犯罪嫌疑人不知情之狀況下，藉助該通訊傳遞有關之位址資料，此與該法之受監察人
尚屬有間。
另依該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所謂之通訊，應以有事實足認受監察人對其通訊內容
有隱私或秘密之合理期待者為限。如就本文以上之論述，該項通訊實非屬犯罪嫌疑人所
為之通訊，故自無對其通訊內容有無隱私或秘密合理期待之問題；如以通訊設備之所有
者而視為受監察人時，則受監察人亦為追蹤者本身，對自身所有之設備雙方進行之通訊
，實無監察可言。
當個人屬性被抽離成文字之描述或紀錄時，如果其指涉之客體為獨一且個人化，則
此等資料即含有高度之個人特性而常態能辨識該個人之本體，此可為間接之個人屬性而
亦應以隱私權加以保護3。
回歸問題本身，本文以為造成法律上解釋困難之原因，實因科技發展一日千里，由
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於立法規範當時，係基於傳統之監察概念而訂定，並無汽車定位追
蹤之科技產品，因此，以現今科技技術產生之問題，自無法在法律解釋上完全適用。
既然通訊保障及監察法不能適用，偵查機關在使用上即無規範可資遵循，相對於言
，被追蹤者是否有容忍偵查機關追蹤之義務？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警察對於下列情形之一者，為防止犯
罪，認有必要，得經由警察局長書面同意後，於一定期間內，對其無隱私或秘密合理期
待之行為或生活情形，以目視或科技工具，進行觀察及動態掌握等資料蒐集活動：一、

2
3

詹明華、李文章，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在犯罪偵防上之應用，刑事科學，第 59 期，2005 年 9 月，頁 12。
許文義，資料保護之法基礎，法與義，五南圖書，頁 235 至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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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最輕本刑五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二、有事實足認其有參與
職業性、習慣性、集團性或組織性犯罪之虞者。」
本條之「科技工具」顯然較符合使用汽車追蹤器之法源依據，惟尚有以下之疑義：
一、依該法第二條之規定，所稱警察，係指警察機關與警察人員之總稱，並不包括刑事
訴訟法第二百三十條及第二百三十一條所規定其他尚得以偵查犯罪之司法警察
（官）
。
二、該條僅限於防止犯罪，對於已有犯罪事實之控制下交付是否亦有其適用並未明確規
範。
三、如何認定有犯罪之虞者，其行為或生活情形無隱私或秘密之合理期待。
依該條規定，於汽車上裝置追縱器，司法警察得藉其行駛之路徑掌握被追蹤者
之行為或生活情形者，必無隱私或秘密之合理期待始得為之，否則將造成對被追蹤
者隱私權之侵害。至於隱私權之合理期待，除應探究被追蹤者之主觀意圖外，尚須
藉由外在之客觀事實加以判斷。以被追蹤者之汽車行駛於道路上為例，基於犯罪者
隱匿犯罪跡證之心理考量，雖行駛於道路上，亦應有主觀隱私或秘密之合理期待，
但就外在之客觀事實而言，既然在道路上行駛，路上人車往來頻繁，且多佈有因治
安需要之監視錄影設備，故被追蹤者已無隱私或秘密之合理期待4。
肆、結語
經由以上之分析，汽車追蹤器所探得之隱私，只是「用車人在路上之行蹤」，則其
功能只不過是警方在「跟監」時視覺之輔助器，與望遠鏡無異，依目前我國之法律，應
無須司法機關之令狀許可5。故私人汽車於道路上行駛之路徑，應屬公開之資訊，而非
隱私權保障之範圍。
一九八三年，美國最高法院肯認在 U.S.v.Knotts 案中，員警得任意在他人之汽車裝
置汽車追蹤器，以追蹤該汽車之動向並不構成搜索6。其理由為：
一、警察在監視行動中，不僅依賴追蹤器，亦以目視觀察，追蹤器所提供之訊息，警察
在公共場所或道路中目視觀察亦可得之，當被告行駛於道路上時，已向他人透露其
往來之動向，故無隱私權之合理期待。雖然警察曾使用追蹤器，但不影響警察目視
跟監行為之合法性。
二、追蹤器僅有限度的被使用，只顯示被告在道路等公共場所之動向，未顯示屋內之活
動。因此，政府裝置追蹤器在人民之財產上，監視人民在公共場所之行動不構成搜
索行為，不需搜索票，但若追蹤器顯示人民在私人處所之活動，則構成搜索行為，
必須事先取得令狀，此乃因警察無令狀裝置追蹤器，得到在私人處所外所不能取得
之資訊，與擅自進入私人處所之行為相同之故7。
由於以追蹤器顯示人民在公共場所之活動不構成搜索，是否表示政府任意、隨時、
長期以追蹤器監控人民在公共場所之活動，亦為合法？法院在 U.S.v.Knotts 案中亦知政
府有可能濫權，因此表示若出現政府撒下天羅地網之方式監視人民，屆時將會以其他憲
4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施行細則第二條第四項規定：
「本法第三條第二項所稱有事實足認受監察人對其通訊內
容有隱私或秘密之合理期待者，應就客觀事實加以認定。」
5
陳瑞仁，
「鼓勵科學辦案，不走刑求老路」，聯合報，2002 年 9 月 16 日。
6
U.S.v.Knotts,460 U.S.276（1983），參王兆鵬，新刑訴、新思維，元照出版社，2004 年 10 月，頁 72
。
7
United States v.Karo,468 U.S.705(1984)，該判例認為：「對私人住宅不能監視之地方使用電子監測
儀，係侵犯了在私人住宅內之個人隱私權，因此，不能無令狀使用電子監測儀。」參 Rolando V.del Carmen
著，張鴻巍譯，美國刑事訴訟，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 年 10 月，頁 307 至 308、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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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法理決定其合法性。
惟該見解隨後被美國國會於一九八六年制頒之「電子通訊秘密保護法」所推翻，該
法明定，非經法定程序由法院發給許可令，員警不得在他人汽車裝置追蹤器，如有違反
者，其搜獲之證據應予排除8。
至於我國，對於用車人在路上之行蹤，因不具有隱私或秘密合理之期待，故應有警
察職權行使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之適用，且就其通訊之性質而言，與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所
指之通訊架構有異，本文以為尚不構成無令狀監察或違法行為。（本文作者為中華民國
鑑識科學學會會員、法務部調查局通訊監察處調查官）

8

林輝煌，論證據排除，元照出版社，2003 年 9 月，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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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鑑定報告簡述
施俊堯
一、前言
刑事鑑定專業之主要工作範圍有：犯罪現場、實驗室與法庭。犯罪現場重建處理、
實驗室證物檢驗為刑事鑑定人熟悉之領域，但至法庭作證報告或接受訊問、詢問、詰問、
對質等，則需要熟悉刑事訴訟法與實務運作，而且耗費時間，因此，實務上有鑑定人不
願到法庭作證而要求以書面報告或者函查代替之情形，為此，司法院於 93 年 3 月 2 日
公布「禮遇刑事案件鑑定人實施要點」，希望提高刑事案件鑑定人到庭意願，以利訊問、
詢問、詰問、對質與交互詰問之實施。
刑事鑑定人減少出庭作證之希望，實際上與法律規定之原則相同。依據刑事訴訟法
第 206 條第 1 項：「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以言詞或書面報告」，與第 3 項：
「以書面報告者，於必要時得使其以言詞說明」之規定。鑑定報告分為書面與言詞報告
二大類。且規定刑事鑑定，原則上出具書面鑑定報告，於必要時，才需要鑑定人到法庭
言詞說明、接受詰問。因此，理論上鑑定人出庭作證之機會並不多。然而，為何法院仍
需要通知鑑定人到法庭作證，主要原因即為鑑定人所出具之書面報告不詳盡或有疑義，
法院無法從書面報告記載之內容充分理解鑑定過程與結果解釋，以鑑定報告結果獲得心
證作出判斷，或因當事人聲請認為聲請符合規定，通知鑑定人出庭作證以言詞說明或接
受詰問，用以確認鑑定證據之證據能力與證明力。
因此，鑑定人希望減少出庭作證，在現行刑事訴訟制度下，積極可行之方式為鑑定
人宜出具詳盡完備而無疑義之書面鑑定報告。但鑑定人如果被通知必須出庭言詞說明報
告與作證詰問，因為作證陳述內容是否被法院採用，關係鑑定人專業與機關聲譽，更需
要作妥出庭作證各項準備。
最近約二、三十年來，因為電腦與科技進步，鑑定被大量運於刑事審判實務，用以
協助判斷事實，但也同時產生對於鑑定報告之理解與可信度之疑問。各類刑事鑑定都有
其專業工作範圍所運用之科學技術與專有名詞，這些專業技術用語，撰寫於鑑定報告，
對於同樣領域之鑑定者，在閱讀與判斷上並無疑義，但是對於並非該鑑定專業之法院、
當事人而言，閱讀與理解記載有專業技術與用詞之鑑定報告，應有相當難度，以法律有
檢驗規定之濫用藥物尿液檢驗作業準則為例，毒品尿液鑑定報告之記載雖相當簡要，但
卻使用以下專業用詞：「初步檢驗」、「確認檢驗」、「ng/ml」、「陽性」、「可檢
驗出最低濃度」、「線性範圍上線濃度」、「酵素免疫分析法」、「氣相層析質譜儀
GC/MS」、「閾值濃度 cutoff」、「可定量濃度 LOQ」等，這些名詞，對於化學鑑定專
業者相當熟悉，但是對於法院與當事人而言，卻屬於陌生之專業用詞，在理解上或有困
難。
因此，歷年來不同之法院對於尿液鑑定報告內容之相同或不同問題，一再向鑑定機
關反覆函查，而耗費鑑定機關答覆之資源，最後主管機關行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理
局，於 94 年 6 月將各法院一再查詢關於尿液鑑定之相關問題，編輯成「專業濫用藥物
檢驗相關解釋彙編」，用以提供法院參考。相同情形也發生在其他各類之刑事鑑定報告。
因此，刑事鑑定書面或言詞報告之內容有無疑義，如何改善用以避免法院與當事人產生
疑問，是鑑定人在製作書面報告與言詞說明時所必須慎重思考之問題。
二、刑事鑑定報告規定
刑事訴訟法規定之鑑定有個人與機關鑑定二種，分別規定於第 198 條之鑑定人與第
208 條之機關鑑定。第 198 條之鑑定人為個人，鑑定人由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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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事項有特別知識經驗者，或經政府機關委任有鑑定職務者選任一人或數人。第
208 條之鑑定為機關鑑定，機關鑑定之工作有二種，一種為由法院或檢察官得囑託醫院、
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團體為鑑定，一種為審查他人之鑑定。
依據第 206 條鑑定報告之規定，刑事鑑定報告分為言詞或書面報告二種。不論個人、
機關鑑定，均需出具書面鑑定報告。如需以言詞報告或說明時，個人鑑定即由鑑定人為
之，而機關鑑定即由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為之。
刑事訴訟法對於鑑定言詞或書面報告之內容，並無詳細規定，僅於第 206 條第 1 項
規定：「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以言詞或書面報告」，亦即，鑑定書面報告
必須記載鑑定之經過與結果，以言詞報告亦同。
鑑定書面報告不詳盡或有疑義，如僅簡略記載鑑定結果，而未載明其鑑定經過，實
務認為此種書面報告係欠缺法定記載要件，但如可以補正 (94 台上 6881 號)，法院應先
命受囑託機關補正，必要時並得通知受囑託機關實施鑑定之人以言詞報告或說明，使之
完備，如鑑定機關不補正或無法補正(如鑑定結果係無依據之主觀推論，或鑑定證物已
經耗盡，即無法補正)，則該鑑定報告即屬於欠缺法定記載要件而不得作為證據。實務
上通常以函查方式，由鑑定人或鑑定機關先以書面方式補正，如無法補正或仍不詳盡而
有疑義，則通知鑑定人到庭說明或接受詰問。
鑑定言詞報告雖係以言詞說明，但鑑定人出庭報告或說明，伴隨可能有刑事訴訟法
之訊問(第 248 條第 1 項)、詢問(第 163 條第 1 項) 、詰問(第 166 條第 1 項)、對質(第 169
條)等法定程序，訊問由法院為之，詰問、詢問則為由當事人、代理人或辯護人為之(第
163 條第 1 項、第 163 條之 6)，對質由被告質問鑑定人(第 184 條) ，各種程序發問主體
與發問規定、發問目的均不同。
三、刑事鑑定書面報告
鑑定書面報告為文書證據，法院必須調查此項鑑定報告文書之證據能力與證明力
後，才能決定是否以鑑定書面報告證據作為判斷事實之基礎。
鑑定書面報告證據能力部分，指鑑定書面報告記載有法定事項內容，屬於形式事項
之調查，包括選任鑑定程序，依據法定文書格式記載，鑑定人結文(實務見解認為機關
鑑定不需附結文)(92 台上 3817 號)，與具有鑑定經過與結果之內容。如：尿液鑑定報告，
必須依據「濫用藥物尿液採集作業規範」法定程序採取尿液，由檢察官或法院送由符合
濫用藥物尿液檢驗機構認可基準規定之尿液檢驗機構鑑定，且依據「濫用藥物尿液檢驗
作業準則」鑑定方法所為之尿液鑑定報告，始具備證據能力，而可以作為判斷有無施用
毒品之依據。
鑑定書面報告證據證明力部分，指鑑定書面報告所記載內容之可信度，屬於實質事
項之調查，包括鑑定方法過程正確可信性與結果客觀性，例如：尿液鑑定報告之機構經
認可後，每三個月應接受績效監測一次及委驗機構之盲績效監測，其準確性達百分之九
十以上，無假陽性結果出現，符合品質管制及品質保證規定，所為鑑定過程遵循初步檢
驗及確認檢驗之法定程序，過程並無錯誤，該鑑定書面報告始具備高度可信證據證明力。
鑑定書面報告必須符合法定條件具備證據資格之證據，始具備證據能力，而可以作
為判斷事實之依據。具備證據能力之鑑定書面報告，必須具備正確可信性且與事實相符
始為具備高度證明力之證據，可以此為依據判斷事實。例如：尿液鑑定報告係合法採尿，
依據法定程序彌封送驗，檢驗機關經過認可，使用法定之初驗與氣相層析質譜儀方法覆
驗，所為產生之結果高於閾值，判斷為陽性，因具備證據能力與證明力即可作為認定施
用毒品之依據。如果，尿液係非法取得，亦未依據法定程序彌封送驗，即因為程序違法
而無證據能力，縱使鑑定結正確且為陽性並具備證明力，但仍因無證據能力而不得作為
認定施用毒品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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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審查刑事鑑定書面報告之內容，分為形式與實質二方面。形式方面為證據能力
事項，實質方面為證據證明力事項。
關於鑑定書面報告之形式方面，係指鑑定報告在外觀上應具備之法定要件。分為鑑
定書面報告書與附件。刑事鑑定書面報告如為公務機關所出具，該鑑定書為公文書，應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39 條：「文書，由公務員制作者，應記載制作之年、月、日及其所
屬機關，由制作人簽名」規定記載。刑事鑑定書面報告如為非公務機關之鑑定人個人所
出具，該鑑定書為私文書，應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53 條：「文書由非公務員制作者，應
記載年、月、日並簽名。其非自作者，應由本人簽名，不能簽名者，應使他人代書姓名，
由本人蓋章或按指印。但代書之人，應附記其事由並簽名」之規定記載。刑事書面鑑定
報告必須記載之內容，在刑事訴訟法第 206 條第 1 項僅規定：「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
然而，鑑定經過必須詳細而非簡略，至於鑑定結果則需明確而非模糊不精確。審判實務
認為機關鑑定之書面報告不需由鑑定人出具結文，但個人鑑定之鑑定書面報告則應附鑑
定人結文。刑事訴訟法第 158 條之 3 規定：「鑑定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其鑑定意
見，不得作為證據」，在擔保鑑定意見係公正誠實之可信性，未依法具結，依證據絕對
排除法則，當然無證據能力，不得作為證據 (97 台上 2882 號)。
關於鑑定書面報告之實質方面，係指鑑定報告記載之鑑定過程正確可信。鑑定過程
有法定與非法定二種。法定方式係指鑑定方法與過程必須依據法規進行，例如：關於尿
液鑑定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 33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訂定之濫用藥物尿液檢驗作業準
則，尿液鑑定程序需依據該作業準則程序進行。至於非法定之方法，係指鑑定方法並無
明文規定，鑑定人可使用該專業領域之各種方法鑑定，例如：各測謊鑑定機關使用之不
同鑑定方法，目的均在鑑定受測者有無不實反應，刑事警察局係使用「熟悉測試法」、
「區域比對法」、「緊張高點法」 (97 台上 4841 號)，法務部調查局則使用「控制問題
法」、「混合問題法」(98 台上 422 號)對於被告進行測謊鑑定。使用鑑定方法雖各有不
同，只要結果正確與事實相符，即因可信度高而具備證據證明力。
刑事鑑定書面報告必須具備形式與實質要件，亦即具備證據能力與證明力，始能作
為認定事實之依據。鑑定報告符合形式要件要求並不困難，例如：刑事書面鑑定報告有
鑑定人簽名、記載有鑑定經過與結果、附有鑑定人結文，即符合形式要求，此部分從鑑
定書面報告之表面記載即可審查。鑑定書面報告具備實質要件之調查斷較為困難，實務
上認為鑑定書面報告必須記載鑑定經過，且不宜簡略記載，如謹記載「性能檢驗法」，
而為記載該檢驗法之過程，所謂鑑定經過應指在實驗室所操作之各種程序步驟，以及使
用儀器過程。
特定鑑定事項如審判實務對於鑑定書面報告有特殊要求，係該項鑑定人製作鑑定書
面報告所必須注意者，例如測謊鑑定報告：須受測人同意配合、依賴施測人員之技術與
經驗、測謊儀器須良好且運作正常、受測人身心及意識狀態須正常等項 (93 台上 4405
號)。
四、刑事鑑定言詞報告
刑事鑑定，為檢察官、審判長、受命法官指定有特別知識經驗之第三人對於某事項
陳述其判斷意見，此第三人為鑑定人或鑑定機關。鑑定目的，在於發見真實，以供法院
之採證，係替代性之調查證據方法，以判斷意見為證據資料。鑑定人應將鑑定之經過及
其結果，向法院以言詞或書面報告。刑事鑑定，原則上以書面報告記載鑑定經過以及結
果，必要時鑑定人才需要以言詞說明。實務上認為鑑定人以書面報告者，有無必要再命
其到庭以言詞說明，以及鑑定是否已臻完備，而無另送鑑定之必要，事實審法院有依法
審認之職權 (87 台上 1887 號)。鑑定書面報告有不完備 (28 上 2903 號)、簡略記載檢查
結果而未載明檢查經過 (94 台上 7135 號)、不詳盡 (85 台上 2207 號)、有疑義 (40 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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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號)等情形，即需要言詞說明。鑑定人將鑑定經過及其結果，向法院以言詞報告時，
準用人證規定，得由當事、代理人或辯護人直接詰問之。
鑑定人至法庭以言詞說明或報告關於鑑定之經過與結果，其方式並無明文規定，然
鑑定人於法庭上之報告或說明，必須記載於筆錄，鑑定人宜先準備書面補充報告資料，
於開庭言詞說明時提出，並附記於筆錄，為使言詞說明容易理解，鑑定人得於法庭上以
動態示範講解方式輔助說明。
鑑定人至法庭言詞說明或報告以外，尚有訊問、詢問、詰問、對質等情形，訊問為
法官對於書面鑑定報告內容有疑義之訊問，詢問與詰問不同，係探詢鑑定書面報告之意
義。所謂交互詰問，係指當事人雙方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166 條以次規定所為之輪流盤問，
因為多數之案件，鑑定書面報告為檢察官起訴之依據，理論上，應先由檢察官為主詰問，
藉詰問使鑑定人說明意見或判斷，再經由被告反詰問，以檢驗鑑定人意見之可信性，藉
以發見實體之真實，然而，實際運作上，檢察官對於鑑定書面報告並無意見，很少聲請
對鑑定人為主詰問，而是被告與辯護人對鑑定人為主詰問，且主詰問之內容即直接質疑
鑑定書面與言詞報告之經過與結果(最高法院 97 年度台上字第 5606 號判決)。過程中常
有誘導詢問情形，而誘導詢問，係指對於鑑定人進行詰問時，詰問人以明示或默示方式，
將期待受詰問人回答之內容嵌入問話當中，使受詰問人之鑑定人為附和陳述(97 台上
3936 號)。此係鑑定人接受詰問所必需注意者。至於對質，係由數被告、鑑定人就同一
或相關連事項之陳述有不同或矛盾時，使其等同時在場，分別輪流對疑點加以訊問或互
相質問解答釋疑(釋字第 582 號解釋理由書)。
五、報告問題改善建議
從司法院法學資料檢索系統儲存判決資料，以關鍵詞句搜尋，可以發現許多因為鑑
定書面或言詞報告不完備，而發回更審無法判決確定之情形，茲將常見之問題分述如
下：01、鑑定書面報告內容不完備或矛盾。02、鑑定書面報告內容記載論述不一。03、
鑑定書面報告專業用詞不易理解。04、書面鑑定報告無補充說明或附件。05 對於鑑定正
確可信性之說明不足。06 鑑定書面報告內容不合法定格式。07 反覆為相同事項言詞說
明或作證。08 言詞報告與詰問未作適當之準備。09 報告說明意見判斷缺乏引述資料。
10 報告說明內容語意不明產生疑義。
而改善鑑定報告建議可由下列方面著手：01、蒐集法院函查內容補充鑑定報告。02、
鑑定書面報告採取覆核審查制度。03、以非專業觀點補充鑑定書面報告。04、補充書面
鑑定報告之說明與附件。05、鑑定審查制度與鑑定可信度說明。06、依刑事訴訟法規定
記載鑑定報告。07、將鑑定作證詢問內容作書面說明。08、言詞報告與詰問宜事先作妥
準備。09、言詞報告說明必需引述來源資料。10、鑑定人需熟悉作證法規明確陳述。
六、結論
刑事鑑定係因應法院審判具體案件為發現真實而調查證據之一種方法，鑑定人將鑑
定經過與結果，作成言詞或書面報告，提供專業意見或判斷，目的在協助法院判斷事實。
鑑定報告係具備專門知識技能者，使用公正客觀科學方式鑑定後所作成之意思表示，而
使法院與當事人充分理解鑑定言詞或書面報告之內容，為鑑定人之職責。依據刑事訴訟
法第 206 條規定，鑑定以書面報告為原則，為傳聞法則之例外，有必要時才需要為言詞
說明或報告，因此，鑑定書面報告之製作相當重要。鑑定人製作書面鑑定報告必須考慮
沒有鑑定專業知識背景之法院與當事人理解之情形，必須以法院與當事人能理解為考
量，製作鑑定書面報告，雖需使用專有術語記載鑑定過程與結果，但運用補充說明作為
附件，以協助非專業者充分理解，可以減少因為有疑義而被要求以言詞說明、報告之機
會。鑑定報告之過程與推論，引用有依據之科學驗證過程或者該專業領域普遍接受之原
理原則，可以增加鑑定報告之公信力與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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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人如需至法庭就鑑定事項為言詞說明或報告，宜事先作妥適當準備，熟悉刑事
訴訟法關於作證詰問之規定，準備關於鑑定事項常見之問題，包括鑑定人個人之身分、
學經歷資料，鑑定詳細過程與推論依據，參考資料與學術或研究報告依據，在法庭上引
用各種輔助工具(圖表、模型、實物展示、示範操作、簡報等)，且以非專業之用詞，明
確陳述意見，用以協助法院與當事人瞭解鑑定過程與鑑定之正確性，以符合刑事鑑定係
為協助調查證據發現真實之基本意旨。（作者為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顧問，臺灣高等
法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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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液相層析離子阱質譜儀建立 600 種二次質譜資料庫
快速篩驗及確認生物檢體中毒藥物成分－以鴉片類為例
劉秀娟 1, 2 、何秀娥 2、劉瑞厚 3、林棟樑 1
1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 毒物化學組
2
台北醫學大學 藥學系
3
輔英科技大學 醫技系

＊本文為 2008 年鑑識科學研討會化學鑑識類得獎論文

摘要
近年來隨著液相層析質譜分析法的技術進展，已提供了一個發展更具有專一性檢測
的機會，亦即使用單一種分析方法來達到篩驗及確認的兩種檢測目的，在法醫毒物或臨
床毒物實驗室的應用正快速增加。本研究的目的在於針對生物檢體中常見毒藥物成分利
用液相層析離子阱質譜儀作為初步篩驗及確認檢驗用途的一種分析方法。本研究以液相
層析電噴灑離子阱質譜儀檢測，首先將每一種標準品配製濃度為 1-10 μg/mL，分別將
10 μL 注入儀器，經層析管分離、離子阱質譜儀選取母離子(M+1)，再以線性增加碰撞
能量技術將母離子碰撞為子離子，選取子離子之二次質譜圖及滯留時間，並將其建檔為
標準正電離子模式二次質譜圖資料庫。送驗檢體經液相-液相或固相萃取法處理後，注
入儀器進行檢測，並使用儀器分析軟體對於送驗檢體進行圖譜搜尋比對，以滯留時間鎖
定比對範圍，比對結果以 Fit、Reverse Fit、Purity 三項進行評分。本所目前已建立超過
600 種以上毒藥物 ESI-MS/MS 之二次質譜圖譜資料庫，包含鴉片類、安非他命類、鎮靜
安眠藥、抗憂鬱劑、農藥及一般常見藥物等。同時我們使用了許多死亡解剖後之檢體及
美國病理學會盲樣能力測試檢體來確認分析方法的專一性，結果在待測物滯留時間內並
沒有明顯的干擾物質存在，此一方法與傳統二步驟之免疫分析法及氣相層析質譜分析法
相比較，在檢測毒藥物的能力方面在檢出率與檢驗時效已有重大突破及明顯提昇。
關鍵字：未知毒藥物篩驗及確認、液相層析質譜分析法、二次質譜圖資料庫
前言
傳統毒藥物初步篩驗的方法常用的包括免疫分析法、液相層析二極體陣列檢測法
(HPLC-DAD)、氣相層析氮磷檢測法(GC-NPD)及氣相層析質譜檢測法(GC-MS)。免疫分
析法是目前生物檢體之毒藥物初步篩驗所普遍使用之方法，但免疫分析法係依毒藥品品
項做個別單一項目檢驗，每一種試劑只能做特定一類毒藥物篩驗，無法同時進行多種毒
藥品篩驗，對多重毒藥物濫用之篩驗造成了檢驗限制與瓶頸。GC-NPD 及 GC-MS 對檢
測之毒藥物必需能氣化始能進行檢測，有些對熱不安定、極性高或分子量大無法氣化之
毒藥物成分則無法進行分析，必需進行衍生化反應始可產生氣化進行分析，衍生化反應
耗時費力且增加檢驗成本，亦不一定達到預期效果。GC-NPD 只依據毒藥物於儀器特定
條件下所出現之滯留時間來做比對研判，其可靠性較顯不足。GC-MS 除依據滯留時間
來做比對研判外，亦可與市售之各種毒藥物標準質譜圖做比對研判，在法庭上是最具有
證據力與公信力之檢測方法，但其檢測檢體須氣化，而影響生物檢體內極性較高之毒藥
物代謝物之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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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DAD 其檢測檢體不須氣化，對極性較高之毒藥物代謝物較容易檢測，且能
由實驗室自己建立每種毒藥物及其代謝物之二極體陣列之紫外光譜圖，除依據滯留時間
來做比對研判外，又輔以紫外光譜圖做資料庫比對，是一種二維比對法，較 GC- NPD
之一維比對法，更廣泛應用於法醫毒物或臨床毒物實驗室，該檢測方法在系統毒藥物分
析上其實用性僅次於 GC-MS。HPLC-DAD 在系統毒藥物分析上亦有其缺點，若毒藥物
或其代謝物對紫外光無法吸收或吸收很弱，則無法檢出。
近年來液相層析質譜儀在靈敏度與專一性及偵測藥物種類上的優勢，已逐漸取代免
疫分析法、GC-MS 及 HPLC-DAD 在一般未知物篩驗或系統毒藥物分析之地位，在法醫
毒物或臨床毒物實驗室的應用正快速增加。液相層析質譜分析法一般應用於未知毒藥物
檢測上可分為下列四種方式，(1)單段四極柱(Single quadrupole) LC-MS 將毒藥物標準品
以離子源碰撞誘導解離方式(in-source collision-induced dissociation) 進行全質譜掃描，並
將其建檔為標準圖譜資料庫，檢品以不同之電壓掃描，當波峰大於預設強度閾值時，所
得 之 檢 品 質 譜 圖 可 與 建 檔 之 標 準 圖 譜 資 料 庫 進 行 比 對 分 析 [1,2] 。 (2) 串 聯 質 譜 儀
LC-MS-MS 結合 Data 或 Information- Dependent Acquisition (DDA 或 IDA)方式，檢品首
先以全質譜掃描模式進行一次質譜的掃描，當測得的一次質譜中單一離子(母離子)強度
大於設定之閾值時，儀器自動切換成針對該離子進行二次質譜掃描，即可得到二次質譜
圖(子離子)，亦可將毒藥物標準品之二次質譜圖建檔為標準圖譜資料庫，與檢品內之未
知成分進行比對分析，此方式可適用於三段四極柱(Triple quadrupole)或離子阱(Ion trap)
之串聯質譜儀[3]。(3) 串聯質譜儀 LC-MS-MS 結合多重反應偵測模式(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ing, MRM)，即同時鎖定毒藥物母離子和其某一特定的子離子的技術，大幅增加
了分析測定毒藥物的選擇性及靈敏度，可針對檢品中大量選定之特定成分進行離子監測
[4]。(4)四極柱串聯線性離子阱質譜儀(Hybrid triple-quadrupole linear ion trap system)結合
增強子離子掃描模式(Enhance product ion, EPI)，檢品母離子經碰撞產生子離子，此子離
子會滯留於離子阱中積蓄一定之強度後進行子離子質譜掃描，亦可將毒藥物標準品之二
次質譜圖建檔為標準圖譜資料庫(EPI spectra library)，與檢品內之未知成分進行比對分析
[5]。
近年來有些應用單一儀器或相似模式之儀器發展及建立子離子或二次質譜資料庫
之報導，如 2000 年 Bauman 等人以離子阱之串聯質譜儀建立含 1000 個質譜圖之資料庫、
Weinmann 和 Dresen 等人利用三台相同廠牌之三段四極柱串聯質譜儀建立 800 個化合物
之子離子二次質譜圖及其再現性之研究[6]、Sauvage 等人以四極柱串聯線性離子阱質譜
儀建立 1250 個 EPI spectra library 對毒藥物進行篩驗[5]。一般用於未知毒藥物篩驗所使
用之二次質譜圖都是經由碰撞誘導解離方式所得到之質譜圖，但不同條件(碰撞能量不
同)所得到之質譜圖亦不同，因此必須使用相同廠牌之相同儀器，且儀器設定條件均相
同時所建檔為標準圖譜資料庫始可共同使用。所以至今未有市售如 GC-MS 標準圖譜資
料庫之 LC-MS 標準圖譜資料庫可供各種廠牌儀器使用，僅限於每一實驗室自己建檔自
己使用，例如 ABI 公司所生產之四極柱串聯線性離子阱質譜儀(Q-Trap)大都實驗室採用
20、35、50V 三種不同之碰撞能量來建檔標準圖譜，每一種毒藥物成分均有三張圖譜與
檢品中未知成分進行分析比對，其他廠牌之儀器則無法使用這套標準圖譜。
本研究為開發研究建立一套以離子阱之串聯質譜儀結合線性增加碰撞能量(ramped)
技術之毒藥物標準二次質譜圖資料庫(MS/MS spectra library)，並應用於一般未知毒藥物
篩驗之法醫及臨床毒物案件分析。線性增加碰撞能量技術即以低碰撞能量(30%)慢慢增
加至高碰撞能量(200%)所得之平均子離子二次質譜圖為標準圖譜，每一毒藥物成分只有
一張圖譜供比對分析，該項技術較具有專一性、重複性及再現性。本研究開發一簡單方
便且靈敏度高的液相層析質譜(LC/MS)分析方法，預計建立超過 600 種以上毒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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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MS/MS 之二次質譜圖譜資料庫，包含鴉片類、安非他命類、鎮靜安眠藥、抗憂鬱劑、
農藥及一般常見藥物等，並將使用了許多死亡解剖後之檢體及美國病理學會盲樣能力測
試檢體來確認分析方法的專一性。
實驗方法
1. 實驗試劑
甲醇、乙酸乙酯為 JT Baker 公司 LC 級。純水為 Lab-Scan LC 級。甲酸為 Merck 公司
試藥。標準品均購自於 Cerilliant、Sigma 或藥品公司。Isolute HCX (130mg)購自
International Sorbent Technology 公司，Toxi-Tube A 購自 Varian 公司。
2. 實驗儀器
液相層析儀：Agilent 1100 Series
Column : Zorbax SB-Aq (150 mm x 2.1 mm, 3.5 μm particle)
Column temperature : 30℃ Injection volume : 10 μL
Flow rate : 0.4 mL/min
A: Water (0.1% Formic acid) B: Methanol (0.1% Formic acid)
0-4 min, 90% A；4-22 min, 90% to 0% A
22-25 min, 0% A；25-26min, 0% to 90%A
離子阱質譜儀：Agilent LC/MSD trap XCT
Ionization : ESI Positive
Gas temperature : 350℃
Drying gas : 10 L/min
Nebulizer pressure : 40 psi
Capillary voltage : -3500V Scan range : 100-500 m/z
3. 檢體來源
院檢送驗之相驗或解剖之死亡案件屍體所採之檢體，先以GC/MS以全圖譜掃描經
資料庫比對篩驗後，剩餘之萃取物吹乾後再溶解以建立之LC/MS系統進行分析比對。
4. 實驗方法
(1)建立資料庫
將每一種標準品配製於A:B 90:10 (v/v)溶液中，標準溶液配製濃度為1-10 μg/mL，
分別將10 μL注入儀器，經層析管分離、離子阱質譜儀選取母離子(M+1)，再以線性增
加碰撞能量技術將母離子碰撞為子離子，選取子離子之二次質譜圖，並將其建檔為標
準二次質譜圖資料庫，供送驗檢體內未知毒藥物分析比對使用。
(2)固相萃取
1 mL檢體加入1 mL Phosphate buffer混合均勻，於3500 rpm離心10分鐘，取上清液
以Isolute HCX進行萃取，萃取液於50℃下氮氣吹乾，吹乾後殘留物加入100 μL A:B
90:10 (v/v)溶液溶解，注射10 μL至LC/MS分析。
(3)液-液相萃取
Toxi-Tube A加入4 mL去離子水，再加入1 mL血液、尿液等生物檢體，密蓋混合
均勻後置於旋轉式試管震盪器震盪15分鐘，再離心將有機層移到乾淨玻璃試管，於50
℃下氮氣吹乾，吹乾後殘留物加入100 μL A:B 90:10 (v/v)溶液溶解，注射10 μL至
LC/MS分析。
結果與討論
1. ESI-MS/MS 之圖譜資料庫
建立毒藥物及其代謝物標準品正電離子模式二次質譜圖及滯留時間，並將圖譜儲
存於資料庫中，目前本所已建立超過 600 種以上毒藥物 ESI-MS/MS 之二次質譜圖譜
資料庫，包含鴉片類、安非他命類、鎮靜安眠藥、抗憂鬱劑、農藥及一般常見藥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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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鴉片類為例共計 21 種成分，分別注入儀器分析，每一種成分之滯留時間及二次質
譜圖，如 Table 1 及 Figure 1；第一個化合物於 1.9 分鐘出現，最後一個化合物於 16.4
分鐘出現，藉由結合 Retention time，Precursor ion、Product ion spectra 之分析比對達
成分析方法的選擇性。成分相似如 Morphine、Hydromorphone、Oxymorphone 或
Codeine、Oxycodone、Hydrocodone 均能有效分離檢測，其功能較 GC/MS 更具有專一
性及選擇性。
2. 資料庫搜尋
利用分析軟體之資料庫搜尋工具進行圖譜比對，搜尋結果以三項標準分類(1)
Purity (P)：未知樣品與已知圖譜中未吻合離子峰。(2) Fit (F)：標準圖譜對未知樣品吻
合之程度。(3) Reverse fit (RFit)：未知樣品對標準圖譜吻合之程度。此一標準的範圍
為最低0最高1000。本研究每一毒藥物成分均有其特定之滯留時間，在資料庫搜尋時
可限制其每一成分之滯留時間範圍，較國外所發表之LC/MS-MS之資料庫搜尋方法，
更有效率，準確性更高。
3. 最低可偵測濃度之評估
空白檢體（血液、尿液）添加鴉片類標準品以 1000、500、200、100、50、25、
20、10、5、2.5、1 ng/mL 濃度漸減方式作最低可偵測濃度(LOD)之評估，各成分分析
結果如 Table 1 。固相萃取法在血液和尿液最低可偵測濃度都低於 50 ng/mL，液-液相
萃取法在血液和尿液中，除了 Normorphine 和 Noroxymorphone 之外，其最低可偵測
濃度也都低於 50 ng/mL。該檢測方法之 LOD 非常低有利於生物檢體內鴉片類成分及
其代謝物之檢測。
4. 美國病理協會(CAP)準確性能力測試
本所每年均依認證實驗室規範參加外部準確度能力測試，毒物化學組以參加美國
病理協會之血液一氧化碳檢測、血液酒精濃度檢測及毒物分析檢測等三項，每年檢測
結果在定性方面檢測率為 90%以上，定量方面準確度大都在 2 個標準差之內以內。以
95 年度第二次毒物分析檢測為例，應用本所所建立之 LC/MS-MS 二次質譜圖譜資料
庫 來 分 析 CAP 所 送 驗 之 毒 物 檢 體 ， 經 分 析 結 果 ： 編 號 T-09 含 Morphine 、
Dihydrocodeine、6-Acetylmorphine、 Codeine，其分析圖譜如 Figure 2。
5. 死亡案件檢體分析
收集本組以螢光偏極免疫分析法及氣相層析質譜分析法檢測出鴉片類成分之案件總
計 12 件，並以 LC/MS 分析，其結果整理列表如 Table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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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
6-AM、Acetylcodeine 的存在可確認為海洛因使用者，在 12 案例中，藉由 LC/MS 可
鑑別出 10 件為海洛因使用者而在 GC/MS 則只能鑑別出 5 件，因此藉 LC/MS 分析可
協助區別尿液中鴉片類成分來源之研判。
藥物過量往往是導致海洛因使用者死亡之主要原因，因藥物之交互作用所以多重
藥物濫用更是大大增加急性呼吸抑制所造成死亡的風險，在鴉片類藥物中毒案例中常
常發現併用例如酒精、苯二氮平類等會造成呼吸抑制的藥物，在 12 案例中併用苯二
氮平類或其他鎮靜安眠藥物有 6 件，在此研究中其他可與鴉片類藥物作用的藥物可同
時檢出，此方法可應用在法醫毒物案件上，提供予法醫師對於死亡原因更精確的研判。
6. 頭髮與指甲檢體分析
收集 92 年度桃園女子監獄所採集之吸毒戒治者之頭髮與指甲檢體各 12 件，並以
LC/MS 分析。12 件頭髮檢體能檢出 Morphine 成分者，同時亦均能檢出 6-AM，另有
11 件檢出 Acetylcodeine 成分；6-AM 與 Acetylcodeine 在國外許多文獻指出該二種成
分為海洛因施用者之生物指標，因此能由生物檢體內能檢出此二成分之一者，即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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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認為海洛因使用者[7]。本研究所使用之 LC/MS-MS 之最低可偵測濃度極低，對
6-AM 與 Acetylcodeine 之檢測較 GC/MS 有較高之敏感度，可應用於生物檢體中鴉片
類毒品來源之研判。在 12 件海洛因吸毒者頭髮中，亦發現有 8 件與甲基安非他命併
用 ， 其 他 併 用 之 藥 物 有 Diphenhydramine 、 Chlorpheniramine 、 Tramadol 、
Dextromethorphan、Trazodone 等，顯示國內多重藥物濫用有愈趨嚴重之趨勢。有關相
同檢體來源之指甲檢體，發現指甲積存之毒藥品成分較頭髮為低，檢出之成分也較
少，此與 92 年度以 GC/MS 檢測頭髮與指甲內安非他命類成分之結果相似。
結論
本研究提供一簡單、快速、靈敏、新的 LC/MS 方法，達到有效分離、篩驗及確認
廣範圍生物檢體及證物中所含的鴉片類藥物。此方法的專一性已使用許多的生前及死亡
後檢體，在待測藥物特定滯留時間範圍內均未發現有明顯的干擾物質存在，此方法已成
功地應用在我們實驗室較之傳統常規性兩步驟（FPIA and GC-MS）檢測方法，檢出效率
及檢驗準確度已明顯大幅提昇至少 30%以上，對國內毒藥物物檢測技術之提昇有突破性
之貢獻。

Table 1. Detection of 21 opiates by LC/MSD Trap
Compound

Retention
time (min)

Molecular
wt. (m/z)

Precursor
ion (m/z)

Product
ion (m/z)

Normorphine
Dihydromorphine
Morphine
Noroxymorphone
Oxymorphone
Hydromorphone
Nalorphine
Norcodeine
Dihydrocodeine
Naloxone
Codeine
Noroxycodone
Oxycodone
Naltrexone
Hydrocodone
6-Acetylmorphine
6β-Naltrexol
6-Acetylcodeine
Heroin
Norbuprenorphine
Buprenorphine

1.9
2.1
2.2
2.5
2.6
3.1
4.9
5.1
5.3
5.4
5.7
7.0
7.3
8.1
8.6
8.9
9.4
12.8
13.0
15.1
16.4

271.3
287.4
285.3
287.3
301.3
285.3
311.4
285.3
301.4
327.4
299.4
301.3
315.4
341.4
299.4
327.4
343.4
341.4
369.4
413.6
467.7

272.3
288.3
286.4
288.3
302.5
286.4
312.4
286.4
302.4
328.4
300.5
302.3
316.3
342.6
300.5
328.5
344.5
342.4
370.4
414.6
468.6

254.2
187.0
201.2
270.2
284.3
185.2
270.2
268.2
200.5
310.3
215.1
284.2
298.3
324.4
199.0
211.0
326.2
225.1
328.2
396.3
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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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D (ng/mL)
Urine
Blood
SPE LLE SPE LLE
50
500
50
1000
25
50
25
50
20
20
20
20
50
200
50
500
25
10
10
5
20
20
20
20
20
10
20
10
10
10
20
20
10
5
10
5
20
2.5
10
20
10
10
10
10
20
50
20
50
20
50
10
20
5
10
5
2.5
10
10
20
20
20
5
20
20
1
2.5
1
2.5
10
5
10
10
10
5
10
20
5
20
20
50
2.5
2.5
2.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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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ummary of compounds identified in 12 postmortem cases.
Case

Sample

Compounds screen and confirmation By
ESI-MS/MS library

Compounds screen and confirmation By
GC/MS library

1

Blood

ND＊

2

Vitreous

3

Vitreous

4

Blood

Morphine, Codeine, Diphenhydramine,
Noscapine, Diazepam
Morphine, Codeine, 6-Acetylmorphine,
Acetylcodeine
Morphine, Codeine, 6-Acetylmorphine,
Chlorpheniramine
Codeine, 6-Acetylmorphine, Mirtazapine,
Zolpidem, Flurazepam
Morphine, Codeine, Chlorpheniramine,
Mirtazapine, Flurazepam, Sulpiride
Morphine, Codeine, Chlorpheniramine,
Methamphetamine
Diphenhydramine, Dextromethorphan
Morphine, Codeine, 6-Acetylmorphine,
Acetylcodeine, Diphenhydramine,
Dextromethorphan, 7-Aminonitrazepam
Heroin, Morphine, Codeine,
6-Acetylmorphine, Diphenhydramine,
Dextromethorphan
Morphine, Methamphetamine,
7-Aminoflunitrazepam
Heroin, Morphine, Codeine,
6-Acetylmorphine, Acetylcodeine,
Methamphetamine
Heroin, Morphine, Codeine,
6-Acetylmorphine, Acetylcodeine, Noscapine
Morphine, Codeine, 7-Aminoflunitrazepam
Heroin, Morphine, Codeine,
6-Acetylmorphine, Acetylcodeine,
7-Aminoflunitrazepam
Heroin, Morphine, Codeine, Acetylcodeine,
Noscapine
Morphine, Codeine, Atropine
Morphine, Codeine, 6-Acetylmorphine
Acetylcodeine, Atropine
Morphine, Codeine
Morphine, Codeine, 6-Acetylmorphine,
Acetylcodeine
Morphine, Codeine, 7-Aminoflunitrazepam,
Zolpidem, Clothiapine, Desalkyflurazepam
Morphine, Codeine, 7-Aminoflunitrazepam,
6-Acetylmorphine, Zolpidem,
Chlorpheniramine, Amphetamine,
Methamphetamine, 2-Hydroxyethylflurazepam
Morphine, Codeine, 6-Acetylmorphine,
Clothiapine, Zolpidem, Chlorpheniramine,
Methamphetamine
Morphine, Codeine, Noscapine
Morphine, Acetylcodeine, Noscapine
Morphine, Acetylcodeine, Noscapine
Heroin, Morphine, Codeine,
6-Acetylmorphine, Acetylcodeine

Vitreous
5

Blood

6

Blood
Urine

Gastric

7

Blood
Oral fluid

Syringe
8

Blood
Urine

Syringe
9

Blood
Urine

10

Blood
Gastric

11

Blood
Urine

Gastric

12

＊

Blood
Urine
Gastric
Syringe

Not de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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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 (FPIA : Opiates 90 ng/mL)
ND (FPIA : Opiates 138 ng/mL)
Mirtazapine
Mirtazapine
ND
Dextromethorphan
Dextromethorphan, Levorphanol

Dextromethorphan

ND
Methamphetamine

Codeine, Acetylcodeine
ND
6-Acetylmorphine

Codeine
Atropine
Codeine, 6-Acetylmorphine, Acetylcodeine
ND
ND
ND
Codeine, 6-Acetylmorphine, Clothiapine,
Zolpidem, Desalkyflurazepam

Codeine, Zolpidem

ND
Codeine, 6-Acetylmorphine
Codeine, Acetylcodeine, 6-Acetylmorphine
Heroin, Codeine, 6-Acetylmorphine,
Acetylcode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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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ESI-MS/MS spectra of opiates using SmartFrag (a ramp of 0.3 to 2.0 V) by LC/ ion trap
mass spectro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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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ompounds identified in CAP external proficiency test sample (T-09U) include morphine,
dihydrocodeine, codeine and 6-acetylmorp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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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persed pollen assemblages recovered from soil and dust samples are characterised by
the pollen types present and their relative occurrence in a 200 or more grain count. From this,
a palynologist can qualitatively determine if samples are from the same locality. Unlike some
types of forensic evidence, no two pollen assemblages will be theoretically identical because
of numerous taphonomic processes. The disadvantage of this qualitative type of analysis in a
forensic case is the difficulties in convincing lay persons that minor differences in pollen
assemblages from the same locality is normal. Although statistical analysis can not replace
qualitative assessment in this discipline, it may support and validate it in courts.
This project focused on determining the degree of dissimilarity that can occur between
pollen assemblages from the same site and other localities. Three replicate soil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each of ten quadrants within a small isolated garden considered a potential
assault location. Pollen analysis of these samples and soil samples from three different
environments was conducted and the results statistically analysed.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natural range of dissimilarity between replicate, comparator and evidentiary pollen
assemblages from the same locality can be delimited. These findings will potentially assist in
the future presentation and validation of palynological evidence in courts.
Key words: forensic science, forensic palynology, statistics
Introduction
Over the more than 50 years palynology has been used as a geological and geographical
tool, and more recently a forensic tool [1-4], compara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pollen
assemblages has been demonstrated to be unsatisfactory [5-7]. Dispersed pollen assemblages
recovered from soil and dust samples are characterised by the pollen types present and their
relative occurrence in a 200 or more grain count [8], and many thousands of pollen grains
are subsequently scanned to qualitatively compare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rare species of
interest. The identification of pollen types in pollen assemblages from crime scenes, victims,
suspects and objects of interest can be used to prove or disprove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1-4, 9, 10].
Qualitative assessments of the similarity or dissimilarity of pollen assemblages are
based on the presence of key plants at a location, their type of pollen dispersal (e.g. wind or
animal vectors) and th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of the palynologist. However, pollen
assemblages from the same locality will not be theoretically identical because of numerous
taphonomic processes [5, 6, 11] such as the amount of pollen particular plants produce and
how they disperse it. It is sometimes hard for courts to understand that minor differences
between pollen assemblages are normal. Due to the common use of statistic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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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of DNA evidence in recent years, courts are expecting other forensic disciplines
to provide statistical analyses to illustrate the similarity or differences between comparator
(control samples from scenes) and evidentiary samples (collected from items and persons of
interest). Statistical data can be graphically and simply illustrated in a format that lay
persons can easily understand [12]. Although statistical analysis cannot replace qualitative
analysis in the presentation of palynology evidence in courts, it may support and help
validate it in courts.
This project focused on determining the degree of dissimilarity that can occur between
pollen assemblages from the same site and other localities. Both traditional qualitatively
assessment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replicate soil samples collected from a small sheltered
garden, and one sample each from three other localities, were conducted to determine the
dissimilarity degree between their pollen assemblages.
Material and Methodology
1. Study Sites
1.1 The project garden and sample collection
The garden was at the former Southside Christian Centre, Forrest Road
intersection of Fifth Rd in Armadale, Western Australia. This garden is the site at
which a complainant alleged she had been raped in 2005. The defendant, Garry Narkle,
was acquitted. This garden is hereafter termed the “project” garden. The project
garden comprised two garden beds with a pathway between them and was located in a
sheltered alcove at the entrance to the building (Photo 1).

Photo 1. The project garden

The project garden was separated into ten one metre square quadrants. Three
replicate soil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each quadrant, and thre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over the whole garden. (Photo 2). Figure 1 lists the type of plants in
the garden and illustrates their relative positions.

Photo 2. Ten quadrants in the project garden. (Left) the 4 x 2 m garden at the left side
of the path. (Right) the 1 x 2 m garden at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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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biscus rosa-sinensis
1

2

3

4

5

6

7

8

9

10

Philodendron selloum
Agonis flexuosus
Nephrolepsis exaltata
Jasminum polyanthum
Narcissus sp.
Wall.
Path

Figure 1. Sketch of vegetation and quadrants in the project garden
1.2 Additional samples
Additional soil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ree other localities. These were from
a Banksia Woodland (Kings Park), a wetland (Becher Point) and a pine forest
(Murdoch University) in Western Australia. An extra sample from the project garden,
collected in 2005, was also analysed.
2. Palynological Analysis
2.1 Sample preparation
The soil samples were chemically processed to remove all minerals and unwanted
organic matter. The minerals were removed using hydrocholoric acid and hydrofluoric
acid treatments, and the pollen contents and extraneous organic matter was removed by
Acetolysis [13, 14]. Small portions of the organic residues were permanently mounted
onto glass microscope slides.
2.2 Microscopic analysis
A 300 grain count was done on one slide for each sample using an Olympus BX60
microscope and Olympus DP11 camera to characterise the pollen assemblage. Two
more slides were then scanned to look for specific species and for the frequency of
target species (plants in the garden).
2.3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pollen counts from the three replicate samples in each quadrant were combined,
and the Bray-Curtis Index was used to transform these pollen counts into a
dissimilarity matrix. From this, the degree of dissimilarity between all pollen
assemblages studied was shown in a dendrogram and 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NMDS). An analysis of similarity (ANOSIM) was also conducted on the
replicate samples from the ten quadrants of the project garden.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1. Qualitative Analysis
The dominant pollen types in all quadrants and the locality samples are Myrtaceae
spp (37.9% to 45.9%), Agonis flexuosus (11.5% to 25.2%) and Poaceae spp (7.9% to
12.4%). Nephrolepsis exaltata spores are also common in some quadrants (0.5% to
14.6%). Of the plants identified in the project garden, pollen of Jasminum polyanthum,
Philodendron selloum and Sourgrass, and Nephrolepsis exaltata spores, occur in all
quadrants and the overall garden (locality) samples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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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grass
Poaceae sp.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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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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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hrolepsis
exaltata
Narcissus sp.
Myrtaceae spp

Figure 2
The percentage occurrence
of selected palynomorphs in
all quadrants of the project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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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quadrants in this group is that pollen of A. flexuosus
ranges from 11.5% to 25.2% and it is less prominent in quadrants 6, 7 and 8 (Fig. 3a). The
percent occurrences of Nephrolepsis exaltata spore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quadrants
3 to 8 (10.1% to 14.6%) than quadrants 1, 2, 9 and 10 (0.5% to 4.4%) (Fig. 3b).
Philodendron selloum plants were planted in quadrant 2 and the junction of quadrants 3, 4,
5 and 6, with their foliage spreading across quadrants 1 to 6, but the percent occurrences
of P. selloum pollen is similar in all quadrants (0.5 % - 2.4 %) (Fig. 3c).
Most of the palynomorph types present are consistently found in similar amounts
across the garden. Their distribution was generally not related to where their parent plants
were growing, making it difficult to use them to differentiate the quadrants. Nephrolepsis
exaltata is the only exception, with its spores more common in the assemblages from
quadrants in which it was growing, enabling some quadrants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s.
Agonis flexuo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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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percent occurrence of
three palynomorphs in
quadrants of the project
garden

8

1.3%

c

Thes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ollen assemblages collected from
areas closely adjacent is very small, but in some instances may be significant enough to
differentiate them. The differentiation is dependent on the types of plants, the location of
plants in the garden and the nature of the garden (e.g. confined, sheltered). If this project
garden area was part of a large open garden instead of being secluded, additional plants
nearby and in the general area would contribute to the pollen assemblages making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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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ier to differentiate.
2. Statistical Analysis
2.1 Analysis of similarity (ANOSIM)
ANOSIM is a method to test if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or
more
groups of samples. In this projec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plicate
samples from the same quadrant, and the different quadrants, were tested by ANOSIM.
The results are that the R-value of ANOSIM for these replicate samples is 0.115
and the P-value is 0.014. This R-value means that the replicate samples in each
quadrant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or from the samples collected
in different quadrants. Within the 98% confidence limits,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samples collected from th different quadrants or between replicate samples in
each quadrant.
2.2 Dendrogram
A dendrogram is made by linking the most similar pair of samples and then the
next most similar pair and so on until all samples have been clustered [15]. These
similarities depend on the degree of the dissimilarity.
The results of the combined replicate samples for each quadrant in the project
garden, the soil samples from other localities (BP, KP, MD), and the soil sample
collected previously in the project garden (PAST), are illustrated in a dendrogram in
Figure 4. This shows that the degree of dissimilarity of all soil samples from the
project garden, including that collected from the garden at a different time, fall below
0.3. The project garden samples, excluding that collected previously, have a
dissimilarly index of 0.15 and the dissimilarity indexes for all the samples from other
localities are greater than 0.5.
2.3 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NMDS) is a good tool to illustra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biological communities [12]. The quadrant samples in the
project garden showed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each other in NMDS and samples from
other localities were found to be much more different from the samples from the
project garden (Fig. 5).

PAST
MD
KP
BP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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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Dendrogram of combined samples in
the project garden and other locality
samples. Numbers denote the
quadrant number where combine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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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NMDS of all samples collected from
the project garden and different

The eleven combined quadrant and locality samples from the project garden were
grouped by the blue circle showing they are closely similar. The samples BP, MU and
KP are a relatively large distance from the garden samples due to the totally different
vegetations in these localities.
The NMDS result statistically illustrate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amples collected from the project garden and the other locality samples, and showed
that the degree of dissimilarity between samples from the same locality can be
delimited.
Conclusions
The traditional qualitative method of analysing pollen assemblages uses the presence of
palynomorphs and their relative percent occurrence to differentiate pollen assemblages. On
the other h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uses mathematical formulas to calculate the dissimilarity
degree between pollen assemblages and shows these results graphically.
This study has shown that pollen assemblage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a small garden are
statistically representative of the whole garden, but it is also possible to qualitatively
differentiate the pollen assemblages from different areas within the same garden. The natural
range of dissimilarity between samples collected from the same locality can also be
statistically delimited. If the natural degree of dissimilarity between replicate samples from a
crime scene can be determined, it can be used to illustrate the degree of dissimilarly between
crime scene comparator samples and samples collected from a suspect, victim or items of
interest (evidentiary samples). This will assist courts (the judiciary and jurie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al variation in pollen assemblages and help validate palynological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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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攜式數位顯微照相機在刑案現場工具痕跡之應用
蔡俊章 1、溫哲彥 2、羅時強 3、范兆興 3、
余秋忠 3、林明鋒 3、王喬立 3、程志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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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 2008 年鑑識科學研討會現場重建類得獎論文
摘要
在刑案現場，工具痕跡往往都會存在歹徒破壞之物上，由於各類刑案犯罪工具之差
異性，造成工具痕跡是竊盜案現場最常見的痕跡之一。竊盜犯利用工具(如鉗子、鐵橇、
螺絲起子等)破壞鐵窗、門鎖、抽屜及保險箱後侵入竊取財物，並重覆地使用相同的工
具再次犯案，因此，這些工具痕跡將成為重要的關連性證據。工具痕跡具有出現機率高、
易發現、易採取、不易消失或破壞、立體感強等特點，可供以研判犯罪手法、犯罪歷程、
案件真偽及工具種類等，根據工具痕跡比對結果，刑案偵查人員將可關連不同地方之竊
盜案件，提昇竊盜案件破案數。
然而，工具痕跡的形成是作用力、工具和被破壞客體等共同作用的結果，易因作用
力方向、工具和被破壞客體的材質特性而具有多變性及複雜性，本文將探討利用可攜式
數位顯微照相技術採取刑案現場工具痕跡之可行性，並讓現場勘察人員能迅速且有效地
採集刑案現場工具痕跡，以利刑事鑑識人員鑑定及提昇刑案偵破數。
關鍵字：工具痕跡、顯微照相、線形痕跡、影像融合

前言
在刑案鑑定上，工具痕跡屬於非常重要的關連性證據，經由工具痕跡的鑑定，犯罪
工具與刑案現場或各案刑案現場之間都可緊密關連在一起。李昌鈺博士指出，任何一個
犯罪嫌疑人的行為都會導致刑案現場各項微物跡證的變化，刑案偵查人員透過這些變化
分析及研判，就可以辨識案件的基本情況，證明犯罪事實，證明犯罪嫌疑人與案件之關
係，而工具痕跡則是微物跡證中最不易被破壞且可達個化程度之跡證。然而，工具痕跡
具有廣泛性和複雜性，若無一套便利的採取工具協助刑事鑑識人員減少人力採集之困
難，這些工具痕跡將持續被遺忘與忽略在刑案現場裡。
工具痕跡是指運用工具破壞某種物體時所留下的痕跡，它是工具表面結構的映像。
在刑案現場中，通常都會發現工具痕跡的蹤跡，特別是在竊盜案現場，根據犯罪工具與
被破壞物表面的接觸差異而產生線形痕跡或凹陷痕跡等二種型態。在本文中，我們將以
現場線形痕跡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因為目前它是最耗損人力比對鑑定的痕跡種類，當
工具以不同的角度接觸被破壞物表面時，將會產生不同的線形痕跡，因此，鑑定人員常
需測試不同角度的工具痕跡型態。以螺絲起子(screwdriver)為例，鑑定人員必須根據每面
痕跡製作最少 4 種不同角度的測試痕跡(test marks)，所有的測試痕跡都必須和現場痕跡
進行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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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內政部警政署各類刑案統計結果，94 年度發生刑案 555109 件，其中竊盜案件發
生 328154 件，佔 59.11 百分比，顯見竊盜案件仍佔全般刑案大多數。當歹徒清楚知道侵
害被害人財物時應戴手套以避免留下指紋時，在刑案現場採集到歹徒指紋已成為越來越
無法達成的夢想，然而，歹徒為達侵入或使被害人無法反抗之目的，勢必藉助工具以破
壞保全設備(如鐵窗、門鎖等)，在破壞過程中，工具表面結構痕跡將紀錄在現場被破壞
物上，刑事鑑識人員藉由工具痕跡鑑定，可判斷犯罪工具種類、現場的真偽、犯罪的手
法、歹徒可能從事的職業與特質，從而分析案情、確定和縮小偵查範圍，採取必要的偵
查借施，關連工具與刑案現場、工具與歹徒之關係，讓歹徒無所卸責。
由於工具痕跡易因施力角度、材質等問題，造成鑑定比對上的困難，其與槍彈上工
具痕跡具有高再現性不同，因此，如何有效率地將現場工具痕跡數位化及儲存，供日後
客觀的統計分析使用，此舉將可大幅提高刑案現場勘察人員採取工具痕跡之意願。
實驗方法
一、儀器設備：
1.顯微照相機：
本實驗利用 X-Loupe G20 可攜式顯微鏡相機(如照片 1)拍攝刑案現場工具痕
跡，並與 macro 鏡頭拍攝之工具痕跡作比較。

(a)

(b)

(c)

(d)

照片 1：X-Loupe G20 可攜式顯微鏡相機(a)正面照、(b)背面照、(c)頂部照、(d)底部照。

2.可更換式顯微物鏡：
適用 X-Loupe G20 可攜式顯微鏡相機之可更換式顯微物鏡分別為 60X、150X、
300X，解像力(Resolution)分別為 90.5、181 及 228 lp/mm，均具有 8 顆低角度 LED
燈，可切換不同光源方向。
3.近攝鏡頭：Canon EF 100 mm F2.8 macro。
4.球型雲台：利用球型雲台迅速且粗略地將鏡頭調整與拍攝面平行。
5.雙向微調雲台：UN-5694 可左右 55mm 及前後 50mm 微調，適用於微距攝影，如照
片 2 所示。

照片 2：UN-5694 雙向微調雲台。

二、數位影像處理：
1.影像融合(Image Composition)：
由於工具痕跡屬於立體痕跡，不同角度的光源對於工具痕跡的建檔品質有著決
定性影響，如照片 3 所示，不同角度的光源已明顯造成紋線顯現的差異，(a)10 點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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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側向光源情形，(b)為 4 點鐘方向側向光源情形，當光源的方向有所不同時，紋
線的陰影特徵亦有所不同；而(c)、(d)影像即無法紀錄工具痕跡特徵。特徵紋痕的品
質將嚴重影響未來系統檢索比對之效能，在此，我們將應用影像融合(image fusion)
技術在鑑識領域應用之成就，以影像融合技術提昇特徵紋痕之品質，並探究這樣的
處理方式在鑑識領域應用上之影響。

(a)

(b)

(c)

(d)

(e)
照片 3：(a)10 點鐘方向光源情形；(b)4 點鐘方向光源情形；(c)為 7 點鐘方向光源情形；(d)為 1 點鐘方向
光源情形；(e)為(a)和(b)影像融合結果。

2.影像併合(Photomerge)
影像併合係利用影像併合特徵(photomerge feature)將多張部份影像重疊在一
起，此舉除可將主體之外的影像排除，並提高影像鑑定特徵。如照片 4 所示，(a)為
標準鏡頭所拍攝，由於必需站在比較遠的地方才能將主體物一次拍攝下來，所以影
像中會有其他干擾物(如車輛、樹)存在；(b)為主體物多張影像併合結果，每張影像
均站在離主體物較近的地方拍攝，故未拍攝到其他干擾物；(c)係擷取(a)玻璃櫥窗上
廣告影像；(d)係擷取(b)玻璃櫥窗上相同之廣告影像，經由(c)、(d)比較結果，併合影
像具有較高解晰度。

(a)

(b)

(c)

(d)

照片 4：(a)標準鏡頭拍攝情形；(b)不同角度影像併合結果；(c)由(a)擷取之廣告影像；(d)由(d)擷取之廣告
影像。

結果與討論
一、顯微照相與近攝照相之差異：
MTF 特性圖是 Modulation Transfer Function 的簡稱，是一種測試鏡頭反差對比
度及銳利度的評估方法。一般鏡頭大都以 10 lp/mm 及 30 lp/mm 作為 MTF 特性圖評
估標準，由於顯微鏡頭解像力均遠大於一般近攝鏡頭，在光圈全開情形下，將直接
以近攝鏡頭及顯微鏡頭拍攝所得之工具痕跡影像作比較。如照片 5 所示，(a)為近攝
鏡頭所拍攝之工具痕跡，(b)為顯微鏡頭所拍攝之工具痕跡，在相同倍率下，將相同
位置之工具痕跡排列於(c)及(d)，從(c)、(d)即可清楚辨視，以顯微照相機所拍攝之工
具痕跡具有較高解像力(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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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照片 5：相同工具痕跡在相同倍率下，(a)以近攝鏡頭拍攝；(b)以顯微照相機拍攝；(c)以近攝鏡頭拍攝之
工具痕跡情形；(d)以顯微照相機拍攝之工具痕跡情形。

二、光源：
若拍攝光源幾乎平行於物體表面的話，對於物體表面輕微的高度變化或表面細微特
徵能較為清楚紀錄。雖然市面上已有“低角度環形光源＂販售，然基於刑案現場操作方
便性，本研究曾以“蛇燈＂作為低角度光源，亦能得到品質不錯的影像。由於顯微照相
機將光源內建於鏡頭內，除同軸光源外，顯微物鏡亦具有低角度光源，照片 6 顯示 50
元硬幣在不同方向光源方向拍攝下所造成的影響，不同光源方向將造成紋痕有不同的陰
影位置，當以環型光源拍攝時，如照片 6(i)，主要紋痕部份會被拍攝下來，但較細微紋
痕部份則模糊。照片 6(j)則是將(a)-(b)影像融合後的影像，該影像完整紀錄了主要輪廓
和細微特徵，可作為日後鑑定主要依據。

(a)

(b)

(e)

(c)

(f)

(g)

(i)

(d)

(h)

(j)

照片 6：以不同角度光源拍攝硬幣情形, (a)右方光源；(b)下方光源；(c)左方光源；(d)上方光源；(e)右上
方光源；(f)右下方光源；(g)左下方光源；(h)左上方光源；(i)環型光源；(j)影像融合情形。

三、較大倍率拍攝問題：
1.球形像差：
由於透鏡邊緣與中央的焦點並不一致，當光線經過球形曲面透鏡時，那些離主
軸較遠的光線，經鏡面反射後會聚到主軸上的另外一點; 這樣的結果就形成了模糊
的像，此種效應稱為球面像差。由於高倍率鏡頭景深非常短，球形像差所造成的模
糊現象更為明顯，如照片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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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8：工具痕跡影像之球形像差情形。

2.對焦不易：
由於顯微照相機鏡頭景深非常短，加上球形像差影響，要 1 次紀錄到完整且清晰的
工具痕跡影像，非常不易，建議檢視工具痕跡後，以顯微照相機拍攝多張不同位置之工
具痕跡後，再以影像併合技術建構完整且清晰工具痕跡影像。如照片 9 所示，經檢視該
工具痕跡後發現，較清晰且未受破壞之工具痕跡為前半部，分別以顯微照相機拍攝工具
痕跡左半部及右半部，二張影像均需有部份重疊，經影像併合後即可得到完整且清晰之
影像。

(a)

(b)

(c)

照片 9：(a)工具痕跡左半部；(b)工具痕跡右半部；(c)經由(a)、(b)影像併合後結果。

結論
本文研究之目的，主要在探討以可攜式數位顯微照相機拍攝刑案現場中非常重要且
不易採取之工具痕跡，並作為日後工具痕跡鑑定依據，對於刑案現場中可攜回實驗室以
實體顯微鏡處理之跡證，本文不建議以顯微照相機拍攝。然而，對於刑案現場上需快速
篩檢之微物跡證，顯微照相機可作為刑案現場勘察人員另一項蒐證利器，如交通事故案
件，車體刮擦痕跡上油漆堆積方向之紀錄與研判、被害人或肇事者衣物上玻璃碎片、油
漆碎片及織物纖維破裂痕跡快速檢視；可疑偽造文書檢視；可疑偽造硬幣檢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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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頻譜特徵參數應用於語者辨識之評估
徐健民 1、吳冠宇 2
1

中央警察大學鑑識科學學系
2
台中市警察局鑑識課

＊本文為 2008 年鑑識科學研討會物理與工程鑑識類得獎論文
摘要
邇來相關語者識別技術之研究，多以線性預估模型模擬聲波並演算線性預估係數與
倒頻譜係數，計算標的語音之差距來研判語音是否來自相同語者。本文另以倒頻譜為研
究標的，進行語者辨識能力之評估。倒頻譜係語音波形經過二次的傅立業轉換之圖譜。
倒頻譜之主要波峰為基頻峰，能表現語者之聲帶振動特性：基頻峰之頻率代表聲帶振動
之頻率；基頻峰之強度代表聲帶振動的幅度。本研究先行評估個別字音連續變化情形的
人別辨識率，效果未如預期。續改以平均倒頻譜進行吻合比對，評估雜訊濾除閾值、吻
合比對模式與有效參數之擷取對於鑑別力的優劣影響，希冀逐步建立另一種系統化語者
辨識步驟，供實務單位參考。
為了排除倒頻譜之雜訊影響強度差異的評估，本研究預先以雜訊平均值加 2.5 個標
準差來篩選倒頻譜強度。在訊號強度差異之參數諸元中以倒頻譜強度差異平均值的辨識
能力比較理想。本研究兩階段進行鑑別力評估，第一階段以基頻差值進行篩檢，同人於
臨界閾值內約 96﹪、不同人約 42﹪；第二階段續以強度差值平均值進行篩檢，同人於
臨界閾值內約 76﹪、不同人約 14﹪。此結果顯示，雖然相同語者被誤判為不同語者之
機率相對提高，然不同語者被誤判為相同語者之機率降低約三分之一，對於排除比對有
相當效果。
關鍵字：語者辨識、倒頻譜
前言
一般人僅經由語音的聆聽，毋須透過視覺確認，亦能夠準確地辨識出該語音係來自
熟識的某位親友。這種「聽聲辨人」的感官經驗，究係如何自人類知覺神經與大腦運作
進行綜合研判，吾等難以詳盡瞭解。惟能推測，人類的語音必定有某些特徵，可藉以辨
別來自不同人的不同聲音。
個體語音差異使聽者能辨認語者的因素，可分由幾個面向探討：1.發聲器官的差異：
聲帶、口腔等生理構造不同造就差異。2.說話型態的差異：說話速度、聲響、口音的差
異。3.說話內容的差異：教育、學習環境造成之內涵差異。說話型態與說話內容可藉由
模仿而造成語者辨識上之混淆，而發聲器官的差異是天生的，難以逼真模仿，故語者辨
識系統採用發音的聲學特徵（Acoustic feature）作為辨識的參數。
目 前 鑑 識 科 學 領 域 進 行 語 者 鑑 定 的 方式 ， 係 依 據 國 際 鑑 識 學 會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dentification, IAI）及美國錄音證據學會(American Board of Recording
Evidence, ABRE）針對聲紋比對所訂定的標準流程，採用聆聽法與圖譜分析法，此分析
流程需藉由鑑定人相當的經驗始能有效的進行鑑定。
數位信號處理技術日漸成熟的今日，語音特徵參數可以迅速經由演算而擷取，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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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者辨識的研究足以突破以往的限制，嘗試建立另一個客觀的鑑定流程與標準。綜觀近
期以數位信號處理技術分析語音的研究，多以線性預估模型（Linear prediction coding
model, LPC model）為基礎，演算線性預估係數（Linear prediction coefficients）
、倒頻譜
係數（Cepstral coefficients），進行語音差異的比較。而本研究將以經過二次傅立業轉換
（Fourier transform）的倒頻譜（Cepstrum）為研究基礎，從倒頻譜圖形中擷取特徵參數，
評估何種特徵參數足以有效辨別不同來源的語音。希冀能建立有效的判別依據，作為實
務上語者鑑定之參考。
方法與材料
本研究收集校內三十九位男性及十三位女性學生的語音樣品。語音樣品以 KAY CSL
4300 電腦語音處理分析儀進行語音錄製。錄製語音之取樣率為 10000Hz，取樣之數據
以 16 位元儲存，並以 *.nsp 的檔案格式儲存。
錄製的語音共有六句，其語料內容分別為：1.你的孩子在我手裡；2.準備一千萬元；
3.不准報警；4.中央警察大學；5.鑑識科學研究所；6.研究生中隊。每人每句語料內容以
常態說話方式連續發音三次，分別儲存在三個檔案中，並於間隔一段日期後再進行錄音
存檔。語音錄製於實驗室中進行，避免其他雜聲干擾，以較單純的語音樣本進行倒頻譜
特徵參數的擷取與評估。
錄得之語音以本實驗室開發的電腦軟體 VoiceAnal 及 VoiceComp 進行語音分析
與比對。語音檔案經讀取後，顯示語音波形圖及播放語音內容，以人工目視與聆聽擷取
欲分析或比對的字音內容。擷取的字音內容分隔成數個音框進行分析比對。一個音框的
語音數據為 512 個取樣點，相鄰兩音框間隔 170 個數據點數。每個音框的數據以 Hamming
window 權重視窗進行數據處理。權重處理後的數據後以快速傅立葉轉換（FFT）進行運
算。所得結果轉換為強度，形成以第 n/2 點位置為中心的對稱圖，其前 256 點強度與頻
率構成的圖譜稱為頻譜圖。頻譜圖中各頻率的強度取對數值再進行快速傅立葉轉換，並
將運算結果轉換成強度，取前二分之一（128）點的數據即構成倒頻譜。所得倒頻譜得
以進行參數分析或平均倒頻譜比對。本實驗流程如圖 1 所示：

圖 1 實驗流程圖
若將一個字音之數個音框所得連續倒頻譜加成後平均，可得此字音的平均倒頻譜以進行

比對分析。倒頻譜之低倒頻部份數據與語句內容有關，高倒頻部份與基頻有關，所以取
倒頻大於 4 mSec 的倒頻部份進行分析比對。
欲觀察分析字音之倒頻譜的時間變化情形，先求取各音框之倒頻譜分析範圍的參
數。這些參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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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倒頻譜分析範圍強度最大位置的倒頻 C(m)，m 為音框序。
2. 以倒頻譜分析範圍的相對強度為權重，計算一次方權重倒頻平均數 C1(m)及其標準差
D1(m)。若倒頻譜分析範圍由時序 k＝a 到 k＝b，則
b

∑ z (k ) ⋅ k

C1 =

k =a
b

∑ z (k )

×

2000
R

k =a

b

D1 =

∑ (k − C ) ⋅ z (k )
2

1

k =a

b

∑ z(k )

×

2000
R

k =a

3. 以倒頻譜分析範圍的相對二次方強度為權重，計算二次方權重倒頻平均數 C2(m)及其
標準差 D2(m)。若倒頻譜分析範圍由時序 k＝a 到 k＝b，則
b

∑ z (k ) ⋅ k
2

C2 =

k =a
b

∑ z (k )
2

×

2000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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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D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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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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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2 (k )

∑ z (k )
2

×

2000
R

k =a

以 C(m)為橫標，C1(m)為縱標，繪製一字音之 C(m)與 C1(m)的變化圖。同法繪製一字
音之 C(m)與 D1(m)的變化圖及 C1(m)與 D1(m)的變化圖。觀察相同或不同字音之同人的
變化圖及比較不同人間的變化圖。
將字音隨時間變化之數個連續倒頻譜加總平均得平均倒頻譜，並求平均倒頻譜的
參數：
1. 平均倒頻譜分析範圍強度最大位置的倒頻為 C 。
2. 平均倒頻譜分析範圍強度一次方為權重求倒頻平均數為 C1 ，其標準差為 D1 。
3. 二次方權重倒頻平均數為 C 2 ，其標準差為 D2 。
繪製兩參數分佈圖如同前段所述。
觀察單一字音之倒頻譜連續變化情形與平均倒頻分佈情形後，取兩語音樣本進行
平均倒頻譜縮圖重合比對。進行倒頻譜縮合時，分析程式以最高倒頻峰為基準，若比
對的兩字音的最高倒頻峰時序位置分別為 T1 及 T2，且 T2 > T1，則以分數 T1/T2 為基準
適度調整大小尋求最理想分數來縮小屬於 T2 之倒頻譜的倒頻座標。此理想分數能使屬
T1 之倒頻譜與縮合後 T2 倒頻譜的強度差值總和達最小值。圖 2 為字音「備」之不同
人的倒頻譜，第二語音的倒頻譜的倒頻座標縮小 21/32 後再與第一語音的倒頻譜進行
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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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字音「備」之不同人的倒頻譜縮合情形
結果與討論
本實驗分三階段評估各種倒頻譜參數在語者識別上之優劣。第一階段評估字音之連
續音框的倒頻譜參數變化；第二階段評估字音之平均倒頻譜參數。第三階段以平均倒頻
之參數比對兩語音間的差異。
一、連續音框倒頻譜參數評估：
參酌 R.Rodman 等學者以語音之頻譜圖參數的變化圖進行語者識別評估有顯著效
果。本研究評估語句之倒頻譜參數的連續變化圖形是否具有個化性質。
將語句「你的孩子在我手裡」，切割成「你」、「的」、「孩」、「子」、「在我」、「手」、
「裡」等七個分析單元。獲取每一個分析單元之連續音框的倒頻圖譜。從這些連續音框
的倒頻圖譜，擷取最高峰倒頻、倒頻平均數、倒頻標準差等三項參數，依音框順序取兩
項參數分別以「最高峰倒頻 vs.倒頻平均數」、「最高峰倒頻 vs.倒頻標準差」、「倒頻平均
數 vs.倒頻標準差」繪製二度空間變化圖，觀察這些參數的變化圖是否會有特殊代表圖
形。結論如下：
1. 任何兩參數隨音框的變化圖形並不足以代表個人特性。
2. 同人相同字音的分佈比同人不同字音的分佈還要集中，表示語者辨識比對時宜以相
同字音作為比對單元。
3. 不同人相同字音的分佈情形可以區分出不同語者。
4. 最高峰倒頻的辨識能力較高。
二、平均倒頻譜參數評估：
因連續音框倒頻譜參數的變化圖形並無法有效顯現個人字音的特性，故將字音的所
有連續音框的倒頻譜加成後進行平均，以平均倒頻譜代表該字音的圖譜。然後從平均倒
頻譜中擷取最高峰倒頻、倒頻平均數、倒頻標準差、倒頻二次方加權平均數等四個參數，
進行辨識能力之評估。
觀察倒頻平均數與倒頻二次方加權平均數的二度空間分佈圖，圖形顯示兩參數呈極
強的正相關。所以倒頻二次方加權平均數與倒頻平均數的辨識力並沒有顯著的差別。另
比較不同人間最高峰倒頻與倒頻平均數兩參數的分佈圖，可發現倒頻譜平均數雖因人而
異，但差異並不大，仍以最高峰倒頻有較佳的辨識能力。在不同人間倒頻平均數與倒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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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差分佈圖的比較中顯示不同語者之倒頻標準差的差異相當微弱，不足以辨識語者的
異同。
綜觀最高峰倒頻、倒頻平均數、倒頻標準差、倒頻二次方加權平均數等四個參數，
仍以最高峰倒頻之辨識能力為最佳。
三、平均倒頻譜縮圖重合比對
總結前二階段的參數比較中以最高峰倒頻的辨識力最佳，最高峰倒頻的倒數即為語
者的基頻，意味著基頻仍是語者辨識最重要的比對依據之一。而倒頻譜最高峰倒頻的倍
數（2 倍及 3 倍）位置所出現隨倍數增加而強度遞減的較弱倒頻，其波峰強度有無出現
及強度大小因人而有差異，以前兩階段研究結果顯示，這部分強度的特徵以平均倒頻或
倒頻標準差無法顯著表現不同語者間的差異。
相同語者之語音，其倒頻圖譜類似，相同字音更加類似，故倒頻圖譜吻合比對是值
得評估的一種方法。而在比對之前，必須排除倒頻譜中之雜訊干擾以增強圖譜的辨別能
力。雜訊的判斷是將分析的 n 個倒頻數據以其強度小到大排序得 y(i)，i=1、2、…、k、…、
n 。計算前 k 個數據的平均值 y 與標準差 s 。以 m 個標準差為判斷的依據，若
y(k +1) ≥ y + ms ，則 y + ms 是判斷雜訊的閾值。反之，則將 y (k + 1) 加入雜訊重新計算平
均值與標準差，並重新評估閾值。若比對的兩強度皆小於閾值，則認定為雜訊不加以比
對，否則計算兩強度的差異。評估中檢測的 m 值計有 2、2.5 及 3，以強度差值平均為
評估依據，結果當 m=2.5 時，最能將將不同語者分開。
排除雜訊後進行倒頻譜縮圖重合，分析程式以最高倒頻峰為基準進行縮合。兩倒頻
譜縮合後，原則以強度差值當作比較兩倒頻譜差異之憑據。本研究評估以下四種由強度
差值衍生而出之參數的鑑別力高低：1.基頻強度差值；2.強度差值總和值；3.強度差值平
均值；4.強度差值最大值。
綜合前二階段連續倒頻譜變化圖平均倒頻譜之比較與分析結果，針對同人與不同人
之差異分辨，擬以頻率差異與強度差異兩類參數分兩步驟篩檢。第一步驟，先以基頻頻
率差值進行臨界閾值篩檢，第二步驟再以強度差值相關參數篩檢，以提升語者辨識之鑑
別能力。兩步驟篩檢操作模式如圖 3 所示。
2nd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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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二步驟篩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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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驟篩檢先以統計分配圖約略觀察之，圖 4 為基頻頻率差值以間格 10Hz 為區
格單位的次數統計分配圖。不同人在基頻頻率差值 40Hz 以下約仍有約 45﹪之機率存
在。故另進行第二步驟之強度差值參數篩檢，以期提高同人與不同人差異之辨別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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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基頻頻率差值區間次數分配圖
同人與不同人之差異比較的臨界值計算，以同人數據之平均加上 1 倍標準差或 2 倍
標準差進行評估。基頻頻率差值之閾值若設定為平均值加 1 倍標準差（21.28），則同人
在閾值內之機率為 90.48﹪，不同人在臨界閾值內機率為 30﹪，若臨界閾值設定為平均
值加 2 倍標準差（33.74），則同人在閾值內機率與不同人在閾值內之機率均提高，就比
對是否為同人而言，型Ⅰ誤差的降低，相對提高型Ⅱ誤差，詳細數據如表 1。
表 1 基頻頻率差值之臨界閾值設定與其辨識能力

篩選閾值設定

分析群體

平均值

同人

+
1 倍標準差

不同人

平均值

同人

+
2 倍標準差

不同人

篩選範圍

基頻頻率差值

閾值內

90.48%

閾值外

9.52%

閾值內

30.00%

閾值外

70.00%

閾值內

96.83%

閾值外

3.17%

閾值內

42.50%

閾值外

57.50%

本研究基頻差值之篩檢以同人數據之平均值加 2 倍標準差（33.74）為臨界閾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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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數據有 122 組、不同人數據有 51 組通過第一階段篩檢。第二步驟續以四種強度差值
相關參數之臨界閾值分別進行第二次之篩檢。圖 5 至圖 8 為四種參強度差異衍生數各自
區分六個數據間格之統計分配圖。結果顯示強度差值平均值之區能分力最佳，最能有效
的區別同人分配曲線與不同人分配曲線，同時降低型Ⅰ誤差與型Ⅱ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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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基頻強度差值區間次數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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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強度差值總和值區間次數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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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強度差值最大值區間次數分配圖
表 2 為強度差值衍生參數臨界閾值之設定與分別經過二步驟篩檢的效果分析數據，
不論何種基頻強度差值相關參數，以同人群組之平均值加 1 倍標準差當作臨界閾值進行
第二階段篩檢而言，雖然同人在閾值內之機率降約 96﹪至約 75﹪，然不同人在閾值內
之機率下降三分之一，由約 42﹪降至約 14﹪，能有效減少不同人被認定為同人的型Ⅱ
誤差機率。
表 2 強度差值衍生參數臨界閾值之設定與其辨識能力
臨界閾值設定 分析群體 篩檢範圍 基頻強度差值 強度差值總和值 強度差值平均值 強度差值最大值
平均值
+
1 倍標準差

平均值
+
2 倍標準差

同人

不同人

同人

不同人

閾值內

76.19%

74.60%

77.78%

76.98%

閾值外

23.81%

25.40%

22.22%

23.02%

閾值內

15.00%

14.17%

14.17%

16.67%

閾值外

85.00%

85.83%

85.83%

83.33%

閾值內

93.65%

93.65%

92.06%

92.06%

閾值外

6.35%

6.35%

7.94%

7.94%

閾值內

34.17%

35.00%

33.33%

34.17%

閾值外

65.83%

65.00%

66.67%

65.83%

結論
基頻是每一個人言語時的特性，本研究中語音比對方式先以基頻頻率差異的大小
進行識別。續以亦具有個人特性的倒頻譜的圖形進行吻合比對。惟每個人的基頻並非定
值，會有飄移變化，倒頻譜也隨之產生變化。故以倒頻譜的吻合程度來增加語音的鑑別
力必先將比對倒頻譜的倒頻座標以適當的比例進行縮合，始依據強度差異的大小進行鑑
別。為了排除倒頻譜之雜訊影響強度差異的評估，擷取雜訊之平均值及標準差，以雜訊
平均加 2.5 倍標準差為閾值濾除雜訊，復以圖譜重合後之基頻頻率差值與強度差值相關
參數進行二步驟篩檢。
強度差異參數諸元中以倒頻譜強度差異平均值的辨識能力較為理想。經基頻頻率
差值第一步驟篩檢後，不同人分佈約 42﹪在臨界閾值內。經第二階段以強度差值平均值
進行篩檢後，不同人分佈在臨界值內之機率降至三分之一約 14﹪，不同人之辨識能力有
顯著提升效果。雖然同人數據續經第二步驟篩檢後，皆在閾值內之組數由第一階段之約
96﹪降至約 76﹪，提高了型Ⅰ誤差，惟在「寧錯放千人，毋錯殺一人」之前提下，捨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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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低型Ⅰ誤差之追求，本文務實得以降低型Ⅱ誤差為目標進行篩檢參數之設定，以期先
行強化排除相異語者之鑑定的正確率，爾後以此為基礎繼續精進研究其他可行方法或有
效參數以提高相同語者鑑定成功之正確率。
參考文獻
[1]王小川，語音信號處理，全華科技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3-2 頁，2005 年
[2]Voice Comparison Standards, J. forensic Ident., 41(5), 1991.
[3]陳怡誠，語者辨識技術簡介－聆聽∕圖譜分析法，刑事科學四十九期，內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編印，56-59 頁，民國 89 年 3 月。
[4]謝宗安，基頻脈衝對語者鑑定影響的探討，中央警察大學碩士論文，民國 88 年。
[5]R.Rodman, et al., Forensic speaker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spectral moments, Forensic
Linquistic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Pres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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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業於 97 年 11 月 7 日(星期五)假中央警察大學推廣教育訓練中心 106 階梯教室
舉辦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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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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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年度會員大會會議紀錄
一、時
間：97 年 11 月 7 日(星期五) 中午 12 時 10 分
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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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人，出席人數 297 人，含委託出席 45 人)。
四、主
席：林理事長茂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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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九十八年度工作計畫如下表，提請大會討論案。
說明：本案經 97 年 10 月 8 日第三屆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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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年度工作計畫(98/01-98/12)
編號

項

1

募集經費

2

召開常務理監事會

3

召開理監事會

4

目

辦理進度
適時辦理

主辦單位
理事長

3、6、9、11 月 秘書處
3、9 月

秘書處

推廣國內鑑識科學教育

適時辦理

秘書處

5

延攬新會員

適時辦理

秘書處

6

辦理 98 年度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會員大會

11 月 13 日

秘書處

7

能力試驗

3 月及 9 月

認證委員會

8

2009 年李昌鈺博士物證科學講座

6 月及 12 月

秘書處

9

「資安鑑識工作」研習會

預定 3 月

學術委員會

10

「金屬物件磨滅號碼重現技術」研習會

預定 4 月

學術委員會

11

「安全文件防偽設計與鑑識」研習會

預定 5 月

學術委員會

12

「毒品工廠勘查與鑑定」研習會

預定 5 月

學術委員會

13

「現場處理與重建」研習會

預定 6 月

學術委員會

14

「微量證物鑑定」研習會

預定 7 月

學術委員會

15

「影像處理與鑑定實務」研習會

預定 7 月

學術委員會

16

「血跡型態分析」研習會

預定 8 月

學術委員會

17

「指紋採證技術與處理」研習會

預定 8 月

學術委員會

18

「DNA 鑑定」研習會

預定 9 月

學術委員會

19

「交通事故現場處理」研習會

預定 9 月

學術委員會

20

「法醫與交通事故鑑定」研習會

預定 10 月

學術委員會

21

「2009 鑑識科學」研討會

11 月 13 日

學術委員會

22

出版本會第七期會刊

4月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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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擬定九十八年度預算 (附件二)，提請大會討論案。
說明：九十八年度預算已於 97 年 10 月 8 日第三屆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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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預算表
中華民國 98 年 1 月 1 日至 98 年 12 月 31 日止
科目
款

項

目

預算數
名

稱

收入

1

上年度預算數

本年度與上年
度預算比較數

2,000,000

2,020,000

-20,000

1

會員捐款

30,000

30,000

0

2

補助收入

400,000

100,000

300,000

3

入會費

40,000

30,000

10,000

4

常年會費

360,000

300,000

60,000

5

研習會收入

1,120,000

1,500,000

-380,000

6

其他收入

50,000

60,000

-10,000

2,000,000

2,020,000

-20,000

125,000

110,000

15,000

支出

2

辦公費

1
1

辦公設備

50,000

50,000

0

2

郵資

40,000

40,000

0

3

郵電

20,000

15,000

5,000

4

文具

15,000

5,000

10,000

業務費

825,000

900,000

-75,000

1

業務推展

160,000

150,000

10,000

2

會刊編印

65,000

50,000

15,000

3

雜支

320,000

400,000

-80,000

4

演講

300,000

300,000

0

人事費

920,000

900,000

2

說明

二名工作人員全

3

20,000 年薪給(含勞健保
補助及勞退金)

4

雜項支出

30,000

30,000

0
依規定提撥收入
總額 20%以下作

5

預備基金

80,000

80,000

0 為準備基金;決算
發生虧損時得不
提列

理事長：林茂雄
決議：照案通過

常務監事：徐健民

秘書長：王勝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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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審核九十六年度收支決算表、現金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錄、基金收支
表，提請大會討論案。
說明：九十六年度基金收支表、收支決算表、現金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錄，
已於 97 年 2 月 25 日第三屆第六次理監事聯席會議討論通過，同意提請今年會
員大會討論後函報內政部核備。
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
收 支 決 算 表
中華民國 96 年 1 月 1 日至 96 年 12 月 31 日止
科目
決算與預算比較數
決算數
預算數
說明
款 項 目
科目
增加
減少
1,630,000
收入
1
2,941,935
1,311,935
會員捐款
50,000
1
55,749
5,749
補助收入
250,000
2
744,000
494,000
入會費
30,000
3
37,200
7,200
常年會費
300,000
4
353,400
53,400
研習會場次增加
研習會收入
700,000
5
1,596,500
896,500
其他收入
300,000
6
54,086
245,914
能力試驗收入
0
7
101,000
101,000
1,630,000
支出
2
2,434,624
804,624
辦公費
65,000
1
92,489
27,489
30,000
1 郵資
37,466
7,466
15,000
2 郵電
13,209
1,791
10,000
3 文具
11,014
1,014
0
4 印刷
30,800
30,800
10,000
5 辦公設備
0
10,000
研習會場次增加
業務費
2
1,084,369
530,000
554,369
100,000
1 業務推展
193,620
93,620
50,000
2 會刊編印
56,000
6,000
250,000
3 雜支
483,918
233,918
130,000
4 演講
350,831
220,831
保險補助費由雜
人事費
800,000
3
891,549
91,549
項支出分為人事
雜項支出
150,000
4
14,704
135,296 費
依規定提撥收入
專案計劃支出
0
5
251,513
251,513
總額 20%以下作
為準備基金；決算
準備基金
85,000
6
100,000
15,000
發生虧損時，得不
本期餘絀
3
507,311
0
507,311
提列
理事長：林茂雄 常務監事：徐健民
秘書長：王勝盟 總務：邢攸芬 會計：呂敏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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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
現 金 出 納 表
中華民國 96 年 1 月 1 日至 96 年 12 月 31 日止
收入
科目名稱

支出
金額

科目名稱

金額

上期結存

1,087,448

本期支出

2,511,284

本期收入

2,970,035

本期結存

1,546,199

合

4,057,483

合

4,057,483

計

理事長：林茂雄 常務監事：徐健民

計

秘書長：王勝盟 總務：邢攸芬 會計：呂敏禎

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
資 產 負 債 表
中華民國 96 年 12 月 31 日
資產

負債、基金暨餘絀

科目名稱

金額

科目名稱

現

金

1,546,199

準備基金

銀行存款

310,033

辦公設備

239,479

合

計

餘

合

2,095,711

理事長：林茂雄 常務監事：徐健民

絀

計

金額

310,033
1,785,678

2,095,711

秘書長：王勝盟 總務：邢攸芬 會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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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年 12 月 31 日
財產編
會計科目
號

購置日期

單 數
位 量

910001 辦公設備 沙發

91.11.04

組 壹

30,000 科 301 室

910002 辦公設備 傳真機

91.11.25

台 壹

6,980 科 3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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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4.23

台 壹

44,900 科 301 室

96.12.21

張 壹

3,660 科 301 室

960423 辦公設備

財產名稱

A3 雙面列印
雷射印表機

961221 辦公設備 辦公椅
合

計

理事長：林茂雄 常務監事：徐健民

金額

存放地點

239,479
秘書長：王勝盟 總務：邢攸芬 會計：呂敏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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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
基 金 收 支 表
中華民國 96 年 1 月 1 日至 96 年 12 月 31 日止
收入
科目名稱

支出
金額

準備基金

科目名稱

金額

310,033 準備基金

歷年累存
本年度利息收入
本年度提撥

209,823

支付退職金

0

210

支付退休金

0
存入華南銀行專戶

100,000
結

理事長：林茂雄 常務監事：徐健民
決議：照案通過

餘

310,033

秘書長：王勝盟 總務：邢攸芬 會計：呂敏禎

第四案：擬調整員工待遇，提請大會討論案。
說明：九十八年度員工待遇調整案已於 97 年 10 月 8 日第三屆第八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討論通過，同意提請今年會員大會討論。
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九十八年度工作人員待遇表

職稱

姓名

性
別

出生
年月日

助理

呂敏禎

女

63.02.18

助理

邢攸芬

女

56.02.17

理事長：林茂雄 常務監事：徐健民
決議：照案通過。

出生地

到職
年月日

月支
薪餉

調整
待遇

說
明

依據國
科會專
93.01.01
31,400 任助理 年終獎
調薪標 金為
準工作
滿一年 1.5 個
台灣
月
94.03.01
29,400 者調整
花蓮
一職級
700 元
秘書長：王勝盟 總務：邢攸芬 會計：呂敏禎
台灣
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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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修改本會部分章程，提請大會討論案。
說明：本會有關副理事長之選任，本案已於 97 年 7 月 23 日第三屆第七次理監事聯席
會議同意提請會員大會修改章程第十七條。修改章程第二十一條，本案已於 97
年 10 月 8 日第三屆第八次理監事聯席會議討論通過，同意提請會員大會討論。
原條文

第
十
七
條

第
二
十
一
條

修正後條文

理事會置常務理事七人，由理事互選之，
並由理事就常務理事中選舉理事長一
人、第一副理事長及第二副理事長各一
人。
前項理事長選舉中選舉得票數最高者為
理事長；副理事長選舉中，得票數最高者
為第一副理事長，第二高票者為第二副理
事長。
第三副理事長由理事長從常務理事中指
定ㄧ人擔任。
理事長對內綜理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
會，並擔任會員大會、理事會、常務理事
會主席。
理事長因事不能執行職務時，由第一副理
事長代理之，第一副理事長不能代理時，
由第二副理事長代理之，第二副理事長不
能代理時由第三副理事長代理之，第三副
理事長不能代理時，由常務理事互推一人
代理之。
理事長、副理事長、常務理事出缺時，應
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理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 2 年，連選 理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 2 年，其連
選連任者不得超過三分之二(理事 14 人，
得連任。理事長之連任以一次為限。
監事 5 人)。理事長之連任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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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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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案通過。
八、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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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選舉事項：

1.
2.
3.

4.
5.
6.

監票人員：林文玲、楊易達、蒲長恩、廖哲賢。
唱票、記票人員：董譯澤、李信宏、洪可欣、茆璨鵬、陳威璋、楊博丞、許秉詮、
黃家興、吳 旻駿、江豐宇、吳又融、鍾雨靜。
理事(二十一人，由會員選之): 林茂雄(98 票)、程曉桂(98 票)、侯友宜(86 票)、蕭
開平(82 票)、孟憲輝(80 票)、方中民(78 票)、柳煌(76 票)、黃女恩(75 票)、謝松善
(73 票)、葉家瑜(73 票)、李俊億(73 票)、劉瑞厚(70 票)、王勝盟(69 票)、許敏能(63
票)、蒲長恩(61 票)、張維敦(61 票)、林故廷(60 票)、溫哲彥(53 票)、王先庚(50 票)、
謝幸媚(47 票)、蔡麗琴(35 票)等二十一位。
監事(七人，由會員選之)：徐健民(97 票)、楊秋和(88 票)、姜雲生(67 票)、郭宗禮
(43 票)、徐榮發(62 票)、周俊銘(42 票)、李承龍(38 票)等七位。
候補理事(七位)：卓琍玲(34 票)、簡孟輝(25 票)、胡仕雄(23 票)、李經緯(20 票)、
高麗姬(19 票)、姜恩威(18 票)、李協昌(18 票)等七位。
候補監事(二位)：郭守明(23 票)、王健行(22 票)等二位。

十、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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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年鑑識科學研討會
「2008 年鑑識科學研討會」於 11 月 7 日(星期五) 假中央警察大學推廣教育訓練中
心舉行，由本會與中央警察大學鑑識科學學系、科學實驗室、偵查與鑑識科學研究中心、
中華民國刑事偵防協會、財團法人李昌鈺博士物證科學教育基金會與法務部科技發展組
共同舉辦我國鑑識科學領域的年度盛會，與會貴賓及來自學術界、各鑑識單位等共三百
餘人。

本年度研討會發表論文共 66 篇，其中宣讀發表論文 58 篇、壁報論文 8 篇，學術與
實務兼備。而大會演講部分，特別邀請本會榮譽理事長駱宜安教授就「濫用藥物對人體
的生理作用」之主題發表精采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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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討會為獎勵致力於「鑑識科學」研究之後進，以提昇鑑識科學之研究發展，閉
幕典禮上同時頒發「傑出青年研究論文獎」，論文獲獎名單如下：
一、現場重建類得獎者：
可攜式數位顯微照相機在刑案現場工具痕跡之應用
蔡俊章、溫哲彥、羅時強、范兆興、余秋忠、林明鋒、王喬立、程志強

二、化學鑑識類得獎者：
以液相層析離子阱質譜儀建立 600 種二次質譜資料庫快速篩驗及確認生物檢體中毒
藥物成分-以鴉片類為例
劉秀娟、何秀娥、劉瑞厚、林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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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物鑑識類得獎者：
The variation in spatially adjacent pollen assemblages from a potential
assault location
Han Lin and Lynne Milne
四、物理與工程鑑識類得獎者：
倒頻譜特徵參數應用於語者辨識之評估
徐健民、吳冠宇
「2009 年鑑識科學研討會」預定於 98 年 10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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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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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度理監事會議重要決議內容
會議名稱

第三屆第六次理監事聯席會

重要決議內容
1、審核 96 年度收支決算表、現金出納
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錄、基金收
支表。

時間

97.2.25

1、提請會員大會修改章程第十七條。

第三屆第七次理監事聯席會

97.7.23

1、編造 98 年度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
及員工待遇表提請會員大會討論。
2、提第四屆理監事候選人參考名單。
第三屆第八次理監事聯席會

3、提請會員大會修改章程第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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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團體(個人)名錄
97 年 1 月至 12 月止
捐款人(團體)
柳

金額

日期

煌

5,000

97.03.14

林茂雄

650

97.03.24

黃女恩

2,200

97.03.28

李俊億

4,000

97.03.28

謝幸媚

2,400

97.05.16

240,000

97.05.26

程曉桂

2,200

97.08.20

李俊億

18,000

97.09.04

謝幸媚

9,000

97.09.04

蔡麗琴

9,000

97.09.04

林茂雄

2,500

97.09.05

王勝盟

1,000

97.10.01

100,000

97.10.02

李俊億

1,000

97.10.06

林茂雄

865

97.11.03

郭守明

5,000

97.11.07

林茂雄

1,000

97.11.07

駱宜安

4,000

97.11.07

百舜商行

3,000

97.11.20

謝幸媚

9,000

97.12.08

蔡麗琴

9,000

97.12.08

李俊億

18,000

97.12.11

財團法人李昌鈺博士
物證科學教育基金會

200,000

97.12.23

大猩猩科技

中華民國刑事偵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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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 97 年度大事紀
97.03

舉辦 97 年第一次生物鑑定類能力試驗

97.03.28

舉辦「鑑識科學實驗室認證」研習會

97.03.31

協辦「釋字 631 號解釋與監聽法制評析」學術研討會

97.04.10~11

舉辦「金屬物件磨滅號碼重現技術」研習會(第一梯次)

97.04.17~18

舉辦「金屬物件磨滅號碼重現技術」研習會(第二梯次)

97.04.24~25

舉辦「金屬物件磨滅號碼重現技術」研習會(第三梯次)

97.04.29

舉辦「資安鑑識工作」研習會

97.05.01

協辦 2008 犯罪偵查學術與實務研討會

97.05

出版第六期會刊

97.05.16

舉辦「鑑識科學論文寫作」研習會

97.05.30

舉辦「安全文件防偽設計與特徵辨識」研習會

97.06.09~10

協辦 2008 年李昌鈺博士第一次物證科學講座

97.07.18

舉辦「製毒工廠勘察及鑑定研習會」研習會

97.07.25

舉辦「DNA 鑑定」研習會

97.08.14

舉辦「非吸水性檢體指紋採驗」研習會

97.08.20~22

舉辦「血跡型態分析」研習會

97.09

舉辦 97 年第二次生物鑑定類能力試驗

97.09.26

舉辦「 現場處理與重建」研習會

97.10.17

舉辦「 交通事故現場處理」研習會

97.10.20

舉辦「 法醫鑑定與交互詰問」研習會

97.11.7

召開 97 年度會員大會

97.11.7

舉辦「2008 年鑑識科學研討會」

97.12.01~02

協辦 2008 年李昌鈺博士第二次物證科學講座

64

訊

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會刊第七期

會

訊

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第四屆組織
理

事

長：林茂雄

第一副理事長：程曉桂
第二副理事長：柳

煌

第三副理事長：蕭開平
常

務 監 事：徐健民

監
常

事：郭宗禮、姜雲生、徐榮發、楊秋和、李承龍、周俊銘
務 理 事：方中民、謝松善、孟憲輝

理

事：李俊億、侯友宜、劉瑞厚、王先庚、張維敦、葉家瑜、黃女恩
林故廷、許敏能、溫哲彥、蔡麗琴、卓琍玲、簡孟輝、胡仕雄

秘

書

處：秘書長：王勝盟
會計：呂敏禎

副秘書長：蒲長恩、彭莉娟
總務：邢攸芬

認 證 委 員 會：徐榮發、李俊億、程曉桂、孟憲輝、方中民、蕭開平、謝松善
張維敦、黃女恩、李承龍、林故廷、蔡麗琴
學 術 委 員 會：楊秋和、侯友宜、王先庚、程曉桂、郭宗禮、姜雲生、謝松善、張維敦
黃女恩、李承龍、許敏能、周俊銘、葉家瑜、卓琍玲、簡孟輝、胡仕雄
會刊編輯委員會：孟憲輝、徐健民、柳

煌、溫哲彥、蔡麗琴

期刊編輯委員會：劉瑞厚

會員人事動態
1.侯理事友宜調任中央警察大學校長。
2.葉理事家瑜榮升刑事局鑑識科科長。
3.李理事俊億榮調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所長。
4.黃理事女恩榮升臺北縣政府警察局刑事鑑識中心主任。
5.法務部調查局資訊室閻鎖琳主任調任簡任 12 職等研究委員。
6.林理事故廷榮升刑事警察局研究員。
7.彭副秘書長莉娟榮升刑事警察局研究員。
8.高雄市政府警察局林警務員永鈞榮獲教育部 97 年公費留學獎學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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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屆顧問
1.

劉令祺：司法院刑事廳廳長

2.

謝銀黨：行政院顧問

3.

伊永仁：內政部警政署副署長

4.

黃茂穗：刑事警察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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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學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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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念陵：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副執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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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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十一月七日會員大會 第四次修訂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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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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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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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五

第 十六

第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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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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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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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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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執行監事會移(交)付辦理事項。
八、其他應執行事項。
條 理事會置常務理事七人，由理事互選之，並由理事就常務理事中選舉理事
長一人、第一副理事長及第二副理事長各一人。
前項理事長選舉中選舉得票數最高者為理事長；副理事長選舉中，得票數
最高者為第一副理事長，第二高票者為第二副理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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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副理事長由理事長從常務理事中指定ㄧ人擔任。
理事長對內綜理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理事會、常
務理事會主席。
理事長因事不能執行職務時，由第一副理事長代理之，第一副理事長不能
代理時，由第二副理事長代理之，第二副理事長不能代理時由第三副理事
長代理之，第三副理事長不能代理時，由常務理事互推一人代理之。
理事長、副理事長、常務理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十八 條 常務理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處理日常事務或臨時、急迫之案件。
二、執行會員大會及理事會之決議案。
三、召集理事會議。
第 十九 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理事會工作之執行。
二、審核年度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 二十 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議
召集人及主席。
常務監事因事不能執行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理之，未指定或不能指
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理之。
監事會主席 (常務監事) 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二十一條 理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 2 年，其連選連任者不得超過三分之二(理
事 14 人，監事 5 人)。理事長之連任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二條 理事、監事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 (會員代表) 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理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三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副祕書長及庶務人員數名，承理事長之命處理本會事
務。
前項秘書長、副秘書長及庶務人員，由理事長提名經理事會通過後聘免之，
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但秘書長之解聘應先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一項工作人員不得由選任之職員擔任，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
理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以利各專業學術之推展。
其組織簡則經理事會通過後施行，修改時亦同。
第二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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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會

第二十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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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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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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四條 本會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
團體所有。

第六章

附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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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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資料（服務機關、職稱、聯絡方式等）若有異動，請上學會網站填表通知本會
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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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會訊息
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 2009 年研習會
項

目

預定日期(月份)

法庭交互詰問研習會

3

交通事故處理程序研習會

4

金屬物件磨滅號碼重現研習會

4

安全文件防偽設計與鑑識研習會

5

現場處理與重建研習會

6

鑑識攝影研習會

6

資安鑑識工作研習會

7

微物跡證顯微鏡篩檢研習會

7

Adobe photoshop 影像處理軟體在刑事鑑
識之應用研習會

7

血跡型態分析研習會

8

指紋採證技術研習會

8

化學毒品地下工場勘查技術研習會

9

DNA 鑑定研習會

9

交通事故現場痕跡之識別研習會

9

法醫與交通事故鑑定研習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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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訊息
2009 年鑑識科學研討會暨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年會
一、日期：98 年 10 月 30 日（星期五）
二、地點：中央警察大學推廣教育訓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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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警察大學偵查與鑑識科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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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李昌鈺博士物證科學教育基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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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理與工程鑑識：槍彈鑑識、筆跡與文書鑑定、指紋鑑識、痕跡與印痕鑑
識、影音與電腦分析鑑定。

4、現場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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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年研討會將於 10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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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年鑑識科學研討會〞
。中華民國鑑識科學學會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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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年 7 月 15 日。為鼓勵青年鑑識人才踴躍發表研究論
文，謹訂於本研討會中，設立「傑出青年研究論文獎」，審查辦法請參閱第十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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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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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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訊息請至本會網址 http://tafs.cid.cpu.edu.tw/參考。
（二）為了解作者發表之所需，另備有論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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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論文審查結果之通知：
主辦單位將於 2009 年 8 月 15 日前，以電子郵件通知通訊作者。
九、通過論文審查作者請於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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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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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米的位置及膠帶供張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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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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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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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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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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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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年鑑識科學研討會論文摘要投稿須知
一、論文摘要 500 字左右；內容包括題目、研究目的或擬解決的問題、研究方法（問
題解決方式）、結果。
二、為了解作者發表之所需，另備有論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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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論文摘要格式：

1. 請使用 A4 紙張，以 Microsoft word 排版及 DOC 格式撰寫。
2. 上、下、左、右邊界請各留 2.5 cm。
3. 論文字體中文字型為標楷體，英文字型為 Times New Roman，行距為固定行高
16pt。
4. 標題、作者、機構等排列順序如下方所示。
論文發表人之姓名請加下標線，若有多位作者且分屬不同機構，請依序分別以
阿拉伯數字標註所屬機構。
5. 聯絡作者姓名請以星號（*）標示之，並附 e-mail 及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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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機構名稱一(12 號字)
服務機構名稱二(12 號字)
＊

聯絡方式(12 號字)
摘要 (12 號字)

關鍵字(詞) (12 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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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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鑑識
□物理與工程鑑識
□現場重建
□其他與鑑識科學相關之議題

2.

報告人之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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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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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