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務訊息
＊ 研習會活動
1.「交通事故原因調查」研習會於 105 年 3 月
30 日至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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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兵指揮
部、薇閣雙語高級中學、保險公司等單位。
2.「法庭交互詰問」研習會於 105 年 4 月 15 日
於中央警察大學新科學館模擬法庭舉辦完
畢，參加學員包含新北市政府警察局、基隆
市警察局、宜蘭縣政府警察局、桃園市政府
警察局、新竹市警察局、苗栗縣警察局、臺
中巿政府警察局、彰化縣警察局、嘉義縣警
察局、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法務部調查局、
內政部移民署、桃園地檢署、國防部軍事安
全總隊、憲兵指揮部、法律事務所、保險公
司等單位。
3.「金屬物件磨滅號碼重現技術」研習會於 105
年 4 月 21 日至 22 日於中央警察大學舉辦完
畢，參加學員為保安警察第三總隊部、刑事
警察局等單位。
4.「問題文件鑑識」研習會於 105 年 4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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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兵指揮部、內政部移民署、志伸（股）
有限公司、台灣鑑識科技有限公司等單位。
＊105 年鑑識人員出國研習補助名單
本會接受李昌鈺博士物證科學教育基金會
之委託，辦理 105 年鑑識人員出國遴選作
業，共有 11 位申請，遴選出 4 位，名單如下：

新北市政府警察局陳麒任巡官、法務部調
查局吳易璋調查官、海岸巡防署張廷嘉技
士及內政部移民署黃建勳科員。
＊ 捐款名錄
03 月：徐健民教授
10,000 元
楊秋和理事
786 元
楊詔凱副秘書長
611 元
姜雲生監事
1,869 元
森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元
04 月：綺華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元
黃榮裕先生
30,000 元
陳佳瑤律師
5,400 元
楊詔凱副秘書長
3,145 元
＊ 2016 年犯罪偵查與鑑識科學國際

研討會
「2016 年犯罪偵查與鑑識科學國際研討會」
將於 9 月 1 日至 2 日假中央警察大學舉辦。第
八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將於 9 月 2 日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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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數位鑑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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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年 5 月 5 日
審查通知日期：2016 年 6 月 5 日(初審)
全文截稿日期：2016 年 7 月 5 日(複審)

2016 暑期 CSI 鑑識體驗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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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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年 3 月 30 日至 3 月 31 日舉：

活動剪影

「交通事故原因調查」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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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跡證鑑識與肇事重建

台北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識中心許敏能技正
講題：交通事故現場刑事蒐證案例研討

中央警察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溫哲彥主任

中央警察大學鑑識學系張維敦教授

講題：影像處理技術在鑑定之運用

講題：汽車油漆採證與鑑定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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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年 4 月 15 日舉辦：「法庭交互詰問」研習會
地點：中央警察大學科學館 2 樓多功能研討會議室暨模擬法庭

臺灣高等法院施俊堯法官

臺北地方法院檢察署高一書檢察官

講題：刑事訴訟實務之鑑定作證相關問題

講題：法庭作證之公訴觀察

詮理法律事務所陳佳瑤律師
講題：辯護人與鑑定人之互動

模擬法庭活動（一）
：施俊堯法官、高一書檢察官、
陳佳瑤律師、陳福振警務正及藍錦龍股長以鑑定案例模
擬進行交互詰問攻防

模擬法庭活動（二）
：現場學員與庭上互動

模擬法庭活動（三）：現場學員提問參與

105 年 4 月 21 日至 22 日舉辦：「金屬物件磨滅號碼重現技術」研習會
地點：中央警察大學世界警察博物館國際會議廳暨科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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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及
各種材質磨滅號碼之顯現

刑事警察局鑑識科高建成技士
講題：數位記錄失落之文字世界及
鑑定書之書寫及結果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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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年 4 月 28 日舉辦：「問題文件鑑識」研習會
地點：中央警察大學世界警察博物館國際會議廳

刑事警察局鑑識科葉家瑜科長

興台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陳正雄董事長

講題：偽變造文件鑑定實務

講題：各種印刷版式的原理、特色及辨識方法

中央印製廠喻家聲副總經理
講題：安全文件鑑定

國立師範大學葉國新助理教授
講題：書畫鑑識
葉國新助理教授教導學員辨識書畫作偽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