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務訊息
＊ 2017 年犯罪偵查與鑑識科學研討會
「2017 年犯罪偵查與鑑識科學研討會」於 9 月
15 日假中央警察大學舉辦。由刁建生校長主持，
特別演講邀請到本會程曉桂監事，演講題目為
「從美國 2016 年總統科技顧問報告 PCAST 的
現況發展談起」，接著是 105 年度「鑑識科技
量能精進暨服務躍升」科技計畫發表，由刑事
局黃女恩主任主持，與會人數含報名人數、嘉
賓及工作人員共 363 人。中午在新科學館多功
能會議室召開本會第八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由
張維敦理事長主持。本次研討會口頭發表 36 篇
及海報發表 28 篇，總共 64 篇論文，閉幕式在
黃女恩主任進行會員歡樂的摸彩活動下結
束。
＊ 研習會活動
「公開來源情資分析技術初階」研習會於 106
年 9 月 22 日於中央警察大學舉辦完畢，參加
學員包含刑事警察局、各縣市警察局刑事警察
大隊、鑑識科人員、內政部移民署、法務部廉
政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航空警察局、臺灣
高等法院檢察署、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檢察署、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憲兵指揮
部、國防部軍事安全總隊等單位。本課程由刑
事警察局科技犯罪防制中心林豐裕主任及黃
健誠博士主講，初階課程讓學員了解蒐集公開
來源情資之管道、工具、技巧及分析方法，包
含各項操作步驟說明並配合實機操作演練，是
網際網路時代非常重要且實用的基本技能，講
師親自指導學員實作，學員收穫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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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冬令 CSI 鑑識體驗營報名
營隊時間：107 年 1 月 29 日~2 月 2 日(5 天 4
夜)
營隊活動地點：中央警察大學
學員對象：全國各高中職學生(含五年制專科
學校一至三年級生)；136 名開放線上報名，
12 名助學名額，12 名協辦單位推薦報名，合
計招收 160 名(男生 80 名，女生 80 名)。
報名費用：每人新臺幣 10,000 元(含餐費、住
宿、保險、教學活動費、實驗儀器維護費及
材料費、實驗衣、營隊手冊、營服、背袋、
銅質營章及海報乙幀等)。助學名額需繳交鄉
鎮市區公所出具之低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經審查錄取助學名額者全額補助報名費用，
但需繳交新臺幣 1,000 元保證金，確實全程參
與營隊並遵守規定，保證金將於營期最後一
天全額退還。
報名時間：106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28 日止。
(106 年 10 月 29 日上午 9:00 開放線上報名)
＊ 捐款名錄
09 月：警察學術研究基金會
李俊億教授
10 月：警察學術研究基金會
楊文鐸教授
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曾順榮先生
王碧惠小姐
森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能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元
1,000 元
100,000 元
2,000 元
50,000 元
100,000 元
100,000 元
100,000 元
100,000 元

鑑識科學學報（Forensic Science Journal，FSJ）係由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學學系）與臺灣鑑
識科學學會所共同出版發行之國際專業期刊；其宗旨係為闡述自然科學、醫學、工程學及社會科學
在司法事務上之應用，並提供一個有利於相關新知、技術、經驗與理念快速交流的國際性平台。
本期刊現階段每半年出版一次（4 月及 10 月），唯將積極力謀擴編為季刊，冀能儘早榮登 SCI
期刊之林。本期刊之內容範圍涵蓋現代鑑識科學所賴以滋養茁壯的諸多學術與實務領域，如化學、
毒理學、生物學、病理學、血清學、牙科學、人類學、地質學、精神病學、犯罪學、火災殘跡分析、
環境檢驗、測謊、犯罪心理學及數位犯罪偵查等，以及日益重要但過去較少探索之數學、統計、工
程、光電子學、遙測、判例、倫理、教育、行為科學、語言學、數位證據與電腦科技等，歡迎對鑑
識科學有興趣的先進、學者、專家踴躍投稿。
本期刊接受之文章範圍如下：完整研究論文（full paper）、技術報告（technical note 或 note）、
快訊論文（communication）、回顧論文、綜論（review）、案例報告（case report）、編評、社論
（commentary）及讀者來函與作者回應（letter and author(s) response）。
◎期刊網址：http://fsjournal.cpu.edu.tw/
◎投稿及聯絡：請將論文 email 至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學學系-陳用佛副教授之信箱
nanoforensics@mail.c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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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犯罪偵查與鑑識科學研討會花絮＊
2017 年犯罪偵查與鑑識科學研討會開幕式
主持人：刁建生校長

特別演講: 臺灣鑑識科學學會 程曉桂監事
講題：從美國 2016 年總統科技顧問報告 PCAST 的現況
發展談起

105 年度「鑑識科技量能精進暨服務躍升」科技計畫發表
發表人：中央警察大學 蔡麗琴教授
題目：篩選牛樟基因體中具多型性之 STR 基因位

參加研討會人員於休息時間參觀海報論文展示

參加研討會人員參觀展示廠商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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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會：科學館多功能會議室２
第一會場：科學館多功能會議室１

主講人：潘佩琪巡官

主講人：邱光月研究助理

題目：以 STR 多重引子 PCR 複製技術建立牛樟鑑定

題目：國造 T91 步槍連發性槍擊命案的法醫病理學探討

系統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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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良帆警務正

主講人：羅士翔執行長

題目：查獲製造 TATP 炸藥現場勘察與偵查案例分享

題目：科學鑑定之司法判讀與刑事案件確定後之證物
保管

會員大會&閉幕式
會員大會中石台平
監事臨時動議提案

張維敦理事長及楊詔凱秘書長主持本會第八屆第二次會
員大會，黃女恩副理事長、蒲長恩副理事長、謝松善副
理事長及孟憲輝常務監事列席

黃女恩副理事長主持閉幕式及會員抽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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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會花絮

106 年 9 月 22 日舉辦：「公開來源情資分析技術初階」研習會
地點：中央警察大學新科學館 2 樓多功能會議室

刑事警察局科技犯罪防制中心 林豐裕主任

黃健誠博士

講題：公開來源情資分析技術簡介(1)

講題：公開來源情資分析技術簡介(2)

公開來源情資分析技術實作課程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張佩嫈警務員協助學員
社群網路情資搜尋技巧實作

林豐裕主任及黃健誠博士指導學員情資搜尋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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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冬令 CSI 鑑識體驗營
營隊活動流程計畫
1 月 29 日
（星期一）

1 月 30 日
（星期二）

始業式
10：00~10：40
開啟鑑識之門
10：45~11：30

2月1日
（星期四）

2月2日
（星期五）

黎明號角 06：30~07：00

報到
08：30~09：30

相見歡
09：30~10：00

1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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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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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6）
刑事攝影
10：10~11：30

刑案現場
08：20~10：10

CSI
抽絲剝繭
（分隊競賽）
10：10~11：50

Happy Ending
08：30~10：00

英雄之旅
航向未來
10：10~11：30

午餐 11：30~13：00
認識警大
13：1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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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17：20

CSI
絕不放棄
（分隊競賽）
13：00~14：40

課程（4）
指紋採證
14：30~15：50

課程（8）
文書鑑定
14：30~15：50

重返刑案現場
14：4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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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17：20

英雄勳章
結業式
13：00~15：00

晚餐 17：20~18：20
盥洗 18：20~19：30
團隊啟動之夜
19：30~21：30

團隊凝聚
同心協力之夜
19：30~21：30

迎向挑戰
超越顛峰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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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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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處理實務初階 3」研習會
日期：106 年 11 月 17 日 地點：新竹安全駕駛教育中心

本研習會目的讓參與者從肇事重建後端者角度，重新檢視交通事故處理及肇事重建流程，了解交通
事故處理勘察、蒐證、紀錄、肇因分析、車速推估，並充分結合戶外實務操作演練，兼顧理論與實
務。本課程適合保險從業、鑑識、司法、交通事故處理、責任鑑定人員、調解人員之初學者。本課
程涵蓋感知反應時間距離及過失判斷、以監視器推估等速車輛車速並進行車輛甩尾實作，對肇事原
因判斷有相當大之助益，是極實用且重要的基本功。

時

間

主

題

講
報

08:30~09:00

到

感知反應時間、距離與過失判斷
09:00~10:20

座

1. 感知反應時間
2. 感知反應距離
3. 過失判斷

蘇梓見主任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保安警察大隊勤務指揮中心

休息時間

10:20~10:40

車速推估-監視器、行車影像紀錄器(等速)

10:40~12:00

1.
2.
3.
4.
5.

何謂影片畫格
等速運動車速推估要領
播放軟體操作
製作簡易時空圖
列出車速推算過程

車速推估-甩尾(含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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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保安警察大隊勤務指揮中心

午餐時間

12:00~13:30

13:30~16:30

蘇梓見主任

1.
2.
3.
4.
5.

弧的測繪
弧的半徑計算
甩尾過程介紹
臨界速率計算
甩尾及測繪實作

臺灣鑑識科學學會

蘇梓見主任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保安警察大隊勤務指揮中心
助教：
1.林文斌警員╱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2.新竹安全駕駛教育中心教練

「新興毒品鑑定」研習會
日期：106 年 11 月 24 日 地點：中央警察大學科學館 2 樓多功能會議室

國內新興毒品濫用情形嚴重，因施用新興毒品致死之案例日益增加，影響國民健康及社會治安甚鉅；
本研習會邀請各單位鑑定專家講授國內新興毒品濫用現狀、鑑定技術發展及相關管制作為，期提升各
鑑定單位技能，有效檢出並統計各種新興毒品濫用情形，供擬定相關防制政策之參考。

時

間

主

題

講

08:30~09:00

報

到

09:00~10:20

新興精神活性物質之濫用與毒物化學家所面臨之挑
戰：從化學結構之確立到代謝物鑑定
1. NPS 之濫用及各國管制情形。如何管制？正面條列
或抽象性一次列管？如何執行？
2. 如何鑑定 NPS 之化學結構？需要何種儀器？如何運
用該等儀器？
3. NPS 化學結構之確立與進行血液、尿液及毛髮等檢
體中 NPS 代謝物鑑定之關聯。
4. NPS 代謝物研究與閾值之探討。

10:20~10:40

休息時間

10:40~12:00

NPS 種類及型態
1. NPS(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s)之類別介紹
2. NPS 之結構解析
3. NPS 之市場現況、趨勢及型態

12:00~13:30

午餐時間

13:30~14:50

生物檢體內新興毒品鑑驗現況及相關死亡案件探討
1. 前言：新興毒品介紹
2. 全球新興毒品概況
3. 新興毒品質譜資料庫建檔
4. 生物檢體內新興毒品篩驗方法
5. 生物檢體內新興毒品定量方法
6. 相關死亡案件探討

14:50~15:10

休息時間

15:10~16:30

新興毒品之濫用趨勢與防制策略
1. 新興毒品之介紹
2. 新興毒品之濫用趨勢
3. 新興毒品之管制措施
4. 新興毒品之鑑識策略

座

王鐘鋒博士
法務部調查局
鑑識科學處
調查官

謝金霖博士
刑事警察局鑑識科
研究員

劉秀娟博士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
毒物化學組
副研究員

王勝盟博士
中央警察大學教授兼
學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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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鑑定」研習會
日期：106 年 12 月 15 日 地點：中央警察大學科學館 2 樓多功能會議室

本研習會目標為讓參與研習之學員溫故並知新，對於 DNA 鑑定技術之方法及應用，能有更進一步的
了解。本研習會內容涵蓋人類檢體鑑定與非人類檢體鑑定之重要議題，包含刑事 DNA 鑑定所面臨的
挑戰、親緣鑑定之演算、無名屍之身分鑑定及植物 DNA 鑑識等議題的探討，可提供鑑識人員在鑑定
工作上的參考。本課程適合刑事鑑識、法醫實務工作、親緣鑑定實驗室及對刑事 DNA 鑑定有興趣之
人員參與。
時

間

主

題

講
報

08:30~09:00

座

到

刑事案件 DNA 鑑定面臨的挑戰
09:00~10:20

1.
2.
3.
4.

5.
10:20~10:40

刑事 DNA 鑑定面臨的挑戰
PCAST 有關 DNA 部份與因應
DNA 混和型別判斷與報告
DNA 建檔資料的運用探討
刑事案件確定後去氧核醣核酸鑑定條例因應
休息時間

黃女恩主任
刑事警察局
刑事鑑識中心主任
兼生物科科長

親子鑑定之演算邏輯

10:40~12:00

1.
2.
3.
4.
5.
6.

DNA 鑑定系統介紹
二人親緣鑑定
雙親三人親子鑑定
多人親緣鑑定
X-STR 親緣鑑定
單倍型親緣鑑定

李俊億教授
臺大醫學院
法醫學科暨研究所

午餐時間

12:00~13:30

無名屍身分鑑定實務
13:30~14:50

1.
2.
3.
4.

林俊彥組長

無名屍比對鑑定流程
申請無名屍比對注意事項
無名屍 DNA 檢體回溯建檔
無名屍比對實務案例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
血清證物組
休息時間

14:50~15:10

植物 DNA 分析於刑事鑑識應用之研究──
以罌粟物種鑑定為例
15:10~16:00 1. 刑事植物學

2. 常見毒品原植物
3. 植物物種 DNA 條碼
4. 建置罌粟物種 DNA 鑑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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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心儀博士
法務部調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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