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務訊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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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9 月月 1 日中午至 2 日假中央警察大學偵查與
鑑識科技大樓舉辦。由刁建生校長主持，邀請
美國德州休士頓大學刑事司法學院 Lyons 院長
及內政部葉俊榮部長擔任貴賓致詞，大會演講
邀請到李昌鈺博士 Dr. Henry C. Lee (美國)、梁
時中先生 Mr. S. Chung Leung (香港)、Ms. Dana
Sonenfeld (以色列)、劉瑞厚教授 Professor Ray
H. Liu (美國)、Dr. Barry K Logan (美國) 、Dr.
Hallvard Gjerde (挪威)及本庄武教授 Professor
Takeshi Honjo（日本）等七位國際專家學者發
表演說，以及 9 月 1 日下午還有安排「刑事司
法被害人保護論壇」。本次研討會口頭論文發
表 40 篇及海報發表 25 篇，總共 65 篇論文。
與會人數含報名人數、嘉賓及工作人員共 400
多人。本會並於 9 月 2 日中午召開第八屆第一
次會員大會並改選第八屆理監事，由張維敦理
事長主持會員大會及研討會閉幕式。
＊ 理監事會議
9 月 12 日舉行第八屆第一次理監事會議
報告事項：
第八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於 9 月 2 日召開並舉行
第八屆理監事改選。
選舉事項：
選出第八屆常務理事、常務監事及理事長、
副理事長。
提案討論：新會員審查。

臨時動議：
理事長指定第三副理事長、2 位理事辭職遞補
案、秘書長及副秘書長聘任案及各委員會主
任委員提名。
＊ 捐款名錄
09 月：林故廷理事
1,000 元
李俊億理事
1,000 元
綺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元
10 月：東駒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元
＊ 2017 冬令 CSI 鑑識體驗營
輔導員招募時間：105 年 10 月 12 日至 25 日
輔導員甄選時間：105 年 11 月 12 日
營隊活動時間：106 年 1 月 22 日~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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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名
開放線上報名，6 名助學名額，14 名協辦單
位推薦報名，合計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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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服及銅質營章等)。提供至多 6 名助學優惠
名額(持鄉鎮區公所出具之低或中低收入戶
證明之學員，報名費減免為 4,600 元)。
營隊報名時間：105 年 10 月 30 日上午 9:00
開放線上報名，線上報名依時間先後次序為
優先取捨之依據，主辦單位保留資格審查之
權利，報名至 11 月 30 日止。

2017 冬令 CSI 鑑識體驗營
營隊活動流程計畫
1 月 22 日
（星期日）

1 月 23 日
（星期一）

1 月 24 日
（星期二）

始業式
10：00~10：40
開啟鑑識之門
10：45~11：30

1 月 26 日
（星期四）

黎明號角 06：30~07：00

報到
08：30~09：30

相見歡
09：30~10：00

1 月 25 日
（星期三）

晨光早操 07：00~07：30
早餐/值星官時間 07：30~08：30
課程（1）
體液與血跡型態
鑑定
08：30~09：50

課程（5）
指紋鑑定
08：30~09：50

刑案現場
08：20~09：20

小憩片刻 09：50~10：10
課程（2）
真偽酒鑑定
10：10~11：30

CSI
抽絲剝繭
（分隊競賽）
09：20~11：45

課程（6）
刑事攝影
10：10~11：30

Happy Ending
09：00~10：00

啟航-飛揚的一代
10：00~11：30

午餐 11：30~13：00
認識警大
13：30~14：20

課程（3）
微物跡證鑑定
13：00~14：20

課程（7）
鞋印鑑定
13：00~14：20

小憩片刻 14：20~14：30
射擊高手
(射擊訓練)
14：30~17：20

團隊凝聚之夜
19：30~21：30

CSI
絕不放棄
（分隊競賽）
13：00~15：15

課程（4）
指紋採證
14：30~15：50

課程（8）
筆跡鑑定
14：30~15：50

重返刑案現場
15：20~16：00

武動青春
（防身術）
16：00~17：20

武動青春
（防身術）
16：00~17：20

鑑識報告
（小隊簡報）
16：00~18：00

晚餐 17：20~18：20

晚餐 18：00~19：00

盥洗 18：20~19：30

盥洗 19：00~20：00

團隊合作之夜 19：
30~21：30

團隊挑戰之夜
19：30~21：30

秉燭夜話 21：30~22：00
養精蓄銳 22：00~

團隊反思之夜
20：00~22：00

英雄勳章
結業式
13：00~15：00

賦歸

2016 年犯罪偵查與鑑識科學國際研討會花絮

2016 年犯罪偵查與鑑識科學國際研討會開幕式

研討會開幕貴賓致詞:

主持人：刁建生校長

美國德州休士頓大學刑事司法學院 Lyons 院長

大會演講:李昌鈺博士 Dr. Henry C. Lee

研討會開幕貴賓致詞:內政部葉俊榮部長

講題：偵查與鑑識科技發展新趨勢

大會演講: Ms. Dana Sonenfeld
講題：以色列查獲的爆炸物－變化與發展

大會演講: 劉瑞厚教授 Professor Ray H. Liu
講題：美國在提昇鑑識科學實務的努力與進展

大會演講: Dr. Hallvard Gjerde
講題：受非酒精藥毒品影響之駕駛

李昌鈺博士與葉俊榮部長相見歡

刁建生校長與周春米立法委員、大會演講嘉賓本庄武教
授及林裕順教授晤談甚歡

孟憲輝院長接待大會演講嘉賓梁時中先生

憲兵指揮部許昌中將與大會演講嘉賓 Dr. Barry K Logan
交換名片

☆刑事司法被害人保護論壇

與談人：現代婦女基金會林美薫副執行長
講 題：跟蹤糾纏法制探討

主持人：顧立雄主任委員
發表人：許福生教授
與談人：陳運財教授、朱朝亮檢察官
講 題：被害人訴訟參加

主持人：邱明弘副廳長 案例報告：洪文玲博士生
發表人：王順隆股長
講 題：被害人保護偵查策略

☆論文發表

第一會場：新科學館多功能會議室１

第二會：新科學館多功能會議室２

主講人：劉秀娟副研究員

主講人：鄧思源調查專員

題目：應用 QuEChERS 分散式固相萃取法於屍體油性基

題目：常見 Android 仿真器及反鑑識隱藏訊息應用程式的

質檢體內毒藥物鑑驗之研究

研究

第三會場：新科學館電子會議室

第四會場：新科學館國際會議廳

主講人：何彥承警務正

主講人：黃純英副研究員

題目：
「鑑識、偵查」情資整合－以本局李 OO 袋屍命

題目：法醫牙齒 DNA 鑑定之研究

案為例

☆第八屆會員大會

第八屆會員大會高大宇副教授臨時動議提案

張維敦理事長及王勝盟秘書長主持本會第八屆第一次
會員大會，程曉桂副理事長、蒲長恩副理事長及孟憲輝
常務監事列席

第八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日期:105 年 9 月 12 日

常務理監事、理事長及副理事長選舉

地點:天成大飯店

第八屆張維敦理事長與孟憲輝常務監事印信交接儀式

記票：王柔縈秘書 唱票：邢攸芬秘書 監票：曾春僑監事

黃女恩第一副理事長發表當選感言

蒲長恩第二副理事長發表當選感言

謝松善第三副理事長發表當選感言

☆各委員會工作進度
社團法人臺灣鑑識科學學會第八屆組織
理事長

張維敦

第一副理事長

黃女恩

第二副理事長

蒲長恩

第三副理事長

謝松善

常務監事

孟憲輝

監事
常務理事

程曉桂、石台平、廖哲賢、姜雲生、楊文超、
曾春僑
林茂雄、葉家瑜、王勝盟
侯友宜、施俊堯、彭莉娟、蕭開平、李俊億、

理事

溫哲彥、林故廷、李經緯、楊秋和、許敏能、
卓琍玲、蔡佩潔、林俊彥、謝金霖

秘書長
副秘書長

楊詔凱
程志強、李協昌、蔡坤良

＊認證委員會：105 年第二次能力試驗
共 17 家實驗室申請，10 月 31 日前回
報表收件、與 TAF 合作修訂親緣 DNA
鑑定實驗室認證技術規範。
＊授證委員會：專業鑑識人才授證計
畫規畫中。
＊期刊編輯委員會：Forensic Science
Journal 目前收稿 5 篇，歡迎各位以今
年研討會論文投稿，預計 12 月出刊。
＊學術活動委員會：將針對指紋、槍
彈、交通、文書、鞋印、藥物、毒物、
血跡型態、數位鑑識及測謊進行系統
化課程設計，未來可以提供不同深度
的課程供本會會員、司法人員及對鑑
識科學領域有興趣的民眾選擇。
＊公共事務暨財務委員會：原「財務
委員會」更名為「公共事務暨財務委
員」，處理對外事務及健全財務管理。
＊鑑識倫理委員會：組織簡則細部修
訂，鑑定倫理守則初步規劃。

105 年 10 月 28 日舉辦：
「刑案現場處理案例」研習會
地點：中央警察大學警察博物館國際會議廳

刑事警察局鑑識科葉家瑜科長
講題：臺鐵爆炸等案例探討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識中心彭莉娟主任
講題：木柵焚化廠爆炸等案案例探討

新北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識中心程志強股長
講題：罕見 TATP 炸藥現場勘察與偵查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識中心李昭慶警務正
講題：中橫公路連續桶屍案-桶桶相連、環環相扣

宜蘭縣警察局鑑識科蔣文安科長
講題：楊勝伊命案案例探討

花蓮縣警察局鑑識科黃孟隆科長
講題：五子命案案例探討

12 月研習課程
時

「交通事故處理與鑑定」研習會
日期：105 年 12 月 2 日

間

主

地點：警大警察博物館國際會議廳

題

講
報

08:30~09:00

座

到
程志強股長
新北市警局刑事鑑識中心

09:00~10:20 交通事故現場重建之案例
休息時間

10:20~10:40

高一書檢察官
臺北地方法院檢察署

10:40~12:00 交通事故之偵查與法庭公訴實務
午

12:00~13:30

13:30~16:30 交通事故現場測繪及攝影（含實作）

餐
蘇梓見組長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毒品製造工廠型態與趨勢」研習會
日期：105 年 12 月 5 日
時

間

地點：警大警察博物館國際會議廳
主

題

講
報

08:30~09:00

到
葉家瑜科長
刑事警察局鑑識科

09:00~10:20 國內常見毒品製造工廠型態與趨勢
休息時間

10:20~10:40
10:40~12:00

座

製毒案例查獲毒品先驅原料趨勢及現
行毒品製造工廠認定標準

12:00~13:30

午

楊勝雄警務正
刑事警察局鑑識科
餐
王捷拓檢察官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13:30~14:50 製造毒品之證據蒐集與法律
14:50~15:10

休息時間

15:10~15:50 卡西酮類新興毒品及合成案例探討

周修毅巡官
刑事警察局鑑識科

15:50~16:30 類大麻活性物質之探討

柯建民巡官
刑事警察局鑑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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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