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務訊息
＊ 研習會活動

＊ 2016 冬令 CSI 鑑識體驗營報名情形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委託本會辦理 104 年度

本營隊將於 105 年 1 月 25 日至 29 日舉行，

調查人員訓練案之「現場勘察實務」研習

於 10 月 30 日起開放報名，報名參與人數訂

會，於 104 年 12 月 7 日至 9 日於新北市飛

為男生 60 名，女生 60 名，因報名十分踴躍，

航安全調查委員會本部上課。

最後總計報名人數男女均滿額達 437 名，男

第一天課程:邀請到新北市政府警察局刑
事鑑識中心陳福振警務正及張良帆警務正

生報名人數 151 名，女生報名人數 286 名。
＊ 2016 冬令 CSI 鑑識體驗營輔導員培

講授「勘察器材簡介」，內容有勘察器材之

訓計畫

種類與應用、實務作業；臺灣高等法院施俊

104 年 10 月 31 日輔導員甄選

堯法官講授「刑事訴訟 1」
，內容有刑事訴訟

104 年 11 月 28 日~29 日 移地訓練(桃園復

之實務、刑事訴訟之鑑定及作證。

興青年活動中心) /第一次籌備會

第二天課程: 邀請到刑事警察局刑事鑑識

104 年 12 月 27 日 第二次籌備會

中心程曉桂主任講授「物證監管」，內容有

105 年 1 月 22 日~24 日 營前訓練

物證之重要性、物證與調查之關係、物證監

105 年 1 月 25 日~29 日 2016 冬令 CSI 鑑識

管實務；前刑事警察局國際刑警科科長何招

體驗營

凡先生講授「偵訊整備及偵訊技巧」，內容

＊ 捐款名錄

有簡介人員偵訊應有之認識、簡介偵訊之效

11 月：綺華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元

用與功能以及偵訊之技巧及應用、偵訊實務

李俊億常務理事

及演練。

能量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8,000 元
100,000 元

第三天課程:邀請到前刑事警察局國際刑

12 月：蔡麗琴教授

8,000 元

警科科長何招凡先生講授「偵訊技巧」；臺

謝幸媚教授

8,000 元

北地方法院檢察署高一書檢察官講授「刑事

台北艋舺扶輪社

50,000 元

訴訟 2」
，內容有公訴實務、訴訟鑑定報告之

台灣警雁關懷協會

20,000 元

義務、鑑定報告與法庭作證。

延平扶輪社

＊ 能力試驗
今年度第二次能力試驗於 8 月公告申請,共
有 16 個單位申請參加，綜合結果報告於 11
月底公告於本會網站。

102,000 元

李昌鈺博士物證科學教育基金會
100,000 元
＊105 年「鑑識人員國外研習」遴選
自即日起接受申請，至 105 年 2 月 28 日截止。

2016 冬令 CSI 鑑識體驗營
輔導員培訓課程
課程時間：11/28（六）~ 11/29（日）
課程地點：桃園復興青年活動中心
11/28

11/29

07:30-07:40

學員報到

07:30-08:00

晨喚/晨操時間

07:40-08:40

路程/始業式

08:00-08:40

早餐

09:00-10:30

課程一
成為輔導員的第一堂課
08:40-12:00

課程七
打造高效率團隊

10:30-12:00

課程二
營隊概念與服務觀
午餐

12:00-13:00
13:00-14:30

課程三
活動設計與企劃

13:00-14:40

課程八
團隊反思引導技巧

14:40-16:10

課程四
團體活動帶領技巧

14:40-16:00

第一次籌備會議

16:20-17:50

課程五
諮商輔導技巧

16:00-17:30

回程

17:50-18:20

寢室分配

18:20-19:10

晚餐

19:10-21:00

課程六
打造 YES 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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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冬令 CSI 鑑識體驗營輔導員培訓花絮

10 月 31 日於中央警察大學小講堂進行輔導員甄選，
共選出 30 名輔導員

鄒翔年老師為學員上有關活動企劃相關的培訓課程

學員參與反思引導技巧中挑選明信片表達自我並做
小組討論

學員進行「賞鯨船」探索活動，訓練團隊合作，
培養默契

學員進行「團隊高牆」探索活動，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學員進行「低空獨木橋」探索活動，
訓練溝通協調能力

活動剪影

12 月 7 日蒲長恩副理事長於研習會開幕致詞

104 年 12 月 7 日-9 日舉辦：
「現場勘察實務」研習會專案
地點：新北市新店區北新路三段
200 號 11 樓(飛航安全調查
委員會)

新北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識中心陳福振警務正
講題：勘察器材簡介（槍枝種類介紹）

新北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識中心張良帆警務正

新北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識中心張良帆警務正

講題：勘察器材簡介（指紋採證實做）

講題：勘察器材簡介（鞋印採證實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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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實際操作指紋採證步驟

臺灣高等法院施俊堯法官
講題：刑事訴訟 1

刑事警察局刑事鑑識中心程曉桂主任

臺北地方法院檢察署高一書檢察官

講題：物證監管

講題：刑事訴訟 2

前刑事警察局國際刑警科科長何招凡先生
講題：偵訊整備

前刑事警察局國際刑警科科長何招凡先生
講題：偵訊技巧(偵訊影片觀賞)

各位鑑識學會會員台鑒：
趁此歲末年終之際，感謝全體會員的支持與奉
獻。展望新的一年，期盼諸位繼續給予學會指導及
鼓勵，使會務更加成長茁壯。
祝福各位工作順利
身心康泰

萬事如意

社團法人臺灣鑑識科學學會
全體理監事敬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