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務訊息
＊ 研習會活動
1.「交通事故處理與鑑定實務」研習會（一）
於 104 年 3 月 12 日至 13 日於中央警察大學
舉辦完畢，參加學員含縣市警察局、財團法
人民間司法改革基金會、桃園地檢署、法律
事務所、保險公司等單位。
2.「金屬物件磨滅號碼重現技術」研習會於 104
年 4 月 17 日於中央警察大學舉辦完畢，參
加學員含縣市警察局、法務部調查局、憲兵
指揮部刑事鑑識中心、私立薇閣雙語高級中
學等單位。
3.「行動裝置鑑識的經驗與挑戰」研習會將於
104 年 5 月 28 日於中央警察大學舉辦，邀請
法務部調查局陳受湛科長講授「行動裝置鑑
識簡介」、劉秉昕調查官講授「行動裝置鑑
識工具使用心得」
、鄭健行調查專員講授「行
動裝置資料庫解析」及鑒真數位有限公司黃
敬博經理講授「行動裝置鑑識之發展與挑
戰」。
＊ 捐款名錄
03 月：東駒股份有限公司
邱蒼民董事長
50,000 元
施俊堯副理事長
5,400 元
連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呂明朝先生
100,000 元
方中民顧問
50,000 元

＊ 2015 年犯罪偵查與鑑識科學研討會
「2015 年犯罪偵查與鑑識科學研討會」將於 9
月 18 日假中央警察大學舉辦。第七屆第二次
會員大會亦將於當天召開。
徵求論文：
(一)犯罪偵查類：
1、偵查學理與實務；2、偵查法學；3、偵
查科技
(二)鑑識科學類：
1、生物鑑識；2、化學鑑識；3、物理鑑識；
4、現場勘察
(三)綜合議題：
1、鑑識法律；2、鑑識科學實驗室之認證等
鑑識科學相關之議題。
摘要截稿日期：2015 年 5 月 15 日
審查通知日期：2015 年 6 月 15 日(初審)
全文繳交日期：2015 年 7 月 15 日(複審)
＊期刊編輯委員會會議
3 月 18 日舉行第七屆第二次期刊編輯委員會議
會議內容包括：
提案一、
「補助投稿 Forensic Science Journal 作
業要點」。
提案二、如何強化 Forensic Science Journal 編
審委員會。
提案三、如何增加 Forensic Science Journal 稿
源。

2015「CSI 鑑識體驗營」活動計畫
一、活動主旨：
為推廣鑑識科學之科普知識，本營隊以犯罪現場勘察與重建為活動主軸，提供
多元、有趣的內容，在強調生活紀律的環境中，讓高中生從參與實際科學辦案
與實作中深刻體驗，藉由兼顧故事性與實作性特色，啟發邏輯思考能力(學習
力、觀察力、記憶力)，透過執行目標訂定與實踐能力(判斷分析能力、問題解
決能力、執行力)，並藉由分隊競賽，增進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意識，擴展學
生視野，進而開啟其追求自我夢想之根源動力。
二、活動目標：
1.增進青少年對科學探索之願力
2.培養青少年發掘問題及解決問題的關鍵能力
3.透過團隊運作的過程，培養青少年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之能力
4.培養青少年獨立思考與主動學習之行動力
三、活動時間：104 年 8 月 3 日~7 日(五天四夜)
四、活動地點：中央警察大學
五、招生對象：全國各高中職學生，人數 96 人(女生 48 人，男生 48 人)
提供 4~8 名助學名額(持低收入戶證明之學員，其報名費全額補助)
六、招收費用：每人 8000 元整(包含食宿、保險、上課講義、營手冊、營服等)。
七、報名方式：http://tafs.cid.cpu.edu.tw
八、辦理單位：
主辦單位：臺灣鑑識科學學會、中央警察大學
協辦單位：警察學術研究基金會、李昌鈺博士物證科學教育基金會
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
贊助單位：台北延平扶輪社、國際獅子會 300-B2 區 2015-2016 年度總監何碧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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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33304 桃園市龜山區大崗里樹人路 56 號科學館 301 室 電話：03-3286136 網址：http://tafs.cid.cpu.edu.tw

104 年 3 月 12 日至 3 月 13 日舉：

活動剪影

「交通事故處理與鑑定實務」研習會（一）
地點：中央警察大學世界警察博物館
(B3)國際會議廳

中央警察大學交通學系陳高村副教授
講題：交通事故肇事重建與原因分析

臺灣高等法院施俊堯法官
講題：交通事故的司法程序實務與案例研討

前臺北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識中心謝松善主任

新北市政府警察局督察室李宏振督察

講題：交通事故現場鑑識與刑事蒐證案例研討

講題：交通事故肇因分析相關法規與實務及案例探討

宗旨(Aim)
 推廣鑑識科學知識
 提升鑑識科學水準
 增進司法審判品質

104 年 4 月 17 日舉辦：「金屬物件磨滅號碼重現技術」研習會
地點：中央警察大學科學館地下一樓 B101 教室、209 教室

刑事警察局鑑識科黃金榮警務正
講題：金屬物件磨滅號碼重現理論與顯現

刑事警察局鑑識科高建成技士
講題：影像紀錄與結果詮釋

磨滅號碼重現實作（一）

磨滅號碼重現實作（二）

磨滅號碼重現實作（三）

磨滅號碼重現實作（四）

2015「CSI 鑑識體驗營」服務員培訓課程
授課單位：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
授課老師：何在群、邱建智、游佳瑞、胡瑋瀚、黃鈺玲、鄒翔年、邱修德、王靖晶
時間：4 月 25 日~26 日(星期六、日)
地點：中央警察大學警英樓西側二樓文康室

4 月 25 日(星期六)
08:00-08:30
08:30-09:00

09:00-12:00

報到
始業式

課程一：天龍八步第一步
成為輔導員的第一堂課

4 月 26 日(星期日)
08:00-08:20

報到

08:20-10:10

課程五：天龍八步第六步
隊輔觀念的建立與小隊帶
領

10:10-10:20

Take a Rest

10:20-12:00

課程六：天龍八步第七步
問題解決與溝通

午

12:00-13:00

餐

13:00-15:00

課程二：天龍八步第二步
破冰與建立團隊目標

13:00-15:20

課程七：天龍八步第五步
打造高效能團隊・任務

15:00-15:10

Take a Rest

15:20-15:30

Take a Rest

15:10-16:00

課程三：天龍八步第三步
打造高效能團隊・發現

15:30-17:30

課程八：天龍八步第八步
行動-挑戰極限

17:30-18:00

課程九：飛龍在天
反思與展望

18:00

結業式

16:00-18:00

課程四：天龍八步第四步
打造高效能團隊・試煉

＊CSI 鑑識體驗營服務員培訓花絮＊

張維敦理事長於 CSI 鑑識體驗營服務員開訓前致詞

各小組討論及繪製團隊核心價值海報

在遊戲中培養團隊挑戰極限及團結合作的決心

挑戰失敗後全體學員以體能訓練受罰

2 天培訓課程中學員發表感想及感謝

淬煉兩天後全體學員與張理事長、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
會何在群理事長及鄒翔年老師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