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務訊息
＊ 研習會活動
1.「交通事故處理與鑑定實務」研習會（二）
於 104 年 10 月 1 日於中央警察大學舉辦完
畢，參加學員包含縣市警察局鑑識單位、交
通警察隊、財團法人汽車交通事故特別補償
基金、律師及產險業等單位。
2.「問題文書鑑識」研習會於 104 年 10 月 16
日於中央警察大學舉辦完畢，參加學員包含
縣市警察局鑑識單位、法務部調查局、中央
印製廠、內政部移民署、國防部軍事安全總
隊、憲兵指揮部、憲兵訓練中心及壽險業等
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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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9 月
月 18 日假中央警察大學舉辦。由孟憲輝院長
主持，特別演講邀請到國立中央大學洪蘭講座
教授，演講題目為「暴力犯罪的大腦檔案」，
與會人數含報名人數、嘉賓及工作人員共 400
多人，並於中午召開本會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
會，張維敦理事長主持會員大會及閉幕式，本
次研討會口頭發表 48 篇及海報發表 20 篇，總
共 68 篇論文。
＊ 捐款名錄
09 月：蕭開平常務理事
1,000 元
李俊億常務理事
1,000 元
10 月：謝明道慈善公益基金會 50,000 元

＊ 2016CSI 冬令鑑識體驗營
營隊活動主旨：
為推廣鑑識科學之科普知識，提供科學辦案的
體驗情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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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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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特色內容，提高學員的專注力，啟發邏輯思考
能力，透過執行任務目標，增進判斷分析能力
與問題解決能力，並藉由分隊競賽，強化人際
關係與團隊合作，培養溝通與協調能力。一方
面擴展學生視野，敢於逐夢，開啟其追求自我
夢想之根源動力，另一方面，涵養感恩的心，
力求蛻變，實踐更多不可能成為可能。
營訓：思考力、行動力、團隊力之培養
營標：化不可能為可能

營隊活動時間：105 年 1 月 25 日~29 日(五天
四夜)
營隊活動地點：中央警察大學
學員招生對象：全國各高中職學生，招收人
數 120 名(男生 60 名，女生 60 名)
報名費用：每人 9,200 元整(含三餐、住宿、
保險、教學活動費、實驗材料費、營隊手冊、
營服等)。提供至多 8 名助學名額(持鄉鎮區
公所出具之低或中低收入戶證明之學員，其
報名費減免為 4,600 元)。

營隊活動流程計畫
1 月 25 日
(星期一)

1 月 26 日
(星期二)

1 月 27 日
(星期三)

1 月 28 日
(星期四)

1 月 29 日
(星期五)

黎明號角 06:30~07:00
報到
08:30~09:30

晨光早操 07:00~07:30
早餐/值星官時間 07:30~08:30

相見歡
09:30~10:00
認識警大
10:00~11:00
始業式
11:00~11:30

課程(3)
墨水鑑定
08:30~09:50

課程(6)
微物跡證鑑定
08:30~09:50

小憩片刻 09:50~10:10
課程(4)
體液與
血跡型態鑑定
10:10~11:30

課程(7)
刑事攝影
10:10~11:30

回到
刑案現場
08:30~09:00
CSI
抽絲剝繭
(分隊競賽)
09:00~11:30

Happy Ending
08:30~10:00

啟航-飛揚的一代
10:00~11:30

午餐 11:30~13:00
值星官時間 13:00~13:20
開啟鑑識之門
13:30~14:20
小憩片刻
14:20~14:30
課程(1)
指紋採證
14:30~15:50
課程(2)
指紋鑑定
16:00~17:20

課程(5)
鞋印鑑定
13:30~14:50

課程(8)
筆跡鑑定
13:30~14:50

小憩片刻 14:50~15:00
射擊高手
(情境模擬射擊)
15:10~17:10

武動青春
(綜合武術)
15:10~17:10

小憩片刻
17:10~17:20

CSI
絕不放棄
(分隊競賽)
13:00~16:00

英雄勳章
結業式
13:00~15:00

鑑識報告
(小隊簡報)
16:00~18:00

晚餐 17:20~18:20
盥洗 18:20~19:30
團隊凝聚之夜
19:30~21:30

團隊合作之夜
19:30~21:30

團隊挑戰之夜
19:30~21:30

賦歸
團隊反思之夜
19:30~21:30

秉燭夜話 21:30~22:00
養精蓄銳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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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 日舉辦：
「交通事故處理與鑑識實務」研習會（二）
地點：中央警察大學警察博物館國際會議廳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蕭開平組長

臺北地方法院檢察署高一書檢察官

講題：交通事故法醫鑑識與傷害型態之詮釋

講題：交通事故之偵查與法庭公訴實務

104 年 10 月 16 日舉辦：
「問題文書鑑識」研習會
地點：中央警察大學警察博物館國際會議廳

工業技術研究院張信貞主任

法務部調查局蒲長恩處長介紹講師張絹慧科長

講題：數位噴印來源之辨識-噴墨噴印及 3D 列印

講題：文書同一來源鑑別之研討

中央印製廠楊振億副課長

故宮博物院洪順興助理研究員

講題：塑膠鈔券之防偽辨識要點

講題：文書材質劣化之分析與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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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

特別演講題目: 暴力犯罪的大腦檔案

主持人：孟憲輝院長

刁建生校長、孟憲輝院長、王勝盟主任、張維敦理事長

特別演講：國立中央大學洪蘭講座教授

張熙懷檢察官、黃女恩分局長、程曉桂主任、葉家瑜科
長、白崇彥主任及廖有祿教授等均到場聆聽大會演講

第一會場教學大樓 1D 教室

第二會場教學大樓 1B 教室

主講人：翁照琪股長

主持人蒲長恩處長及主講人陳振煜股長

題目：以 Google 協作平台建構半封閉性鑑識資訊共享交

題目：一場揭露的戰爭—Nichd 訪談技術運用於兒少及

流網頁~以雲林縣警察局鑑識科為例~

智能障礙者實務案例之淺探

第三會場教學大樓 2D 教室

第四會場教學大樓 2B 教室

主講人：鑑識系林靜芬博士生

主持人程曉桂主任及主講人陳家維巡官

題目：尿液鑑別試驗之靈敏度與特異性評估

題目：故佈疑陣殺人案現場勘察案例探討

研討會花絮

刁建生校長、孟憲輝院長、白崇彥主任、張維敦理事長與大
會演講來賓洪蘭教授相見歡

孟憲輝院長、王勝盟主任與白崇彥主任參觀廠商展示

張維敦理事長及王勝盟秘書長主持本會第七屆第二次
會員大會，程曉桂副理事長、施俊堯副理事長及孟憲輝
常務監事列席

張維敦理事長主持 2015 年犯罪偵查與鑑識科學研討會
閉幕式並請李俊億常務理事抽獎

張維敦理事長、程曉桂副理事長與摸彩得獎會員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