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務訊息
歡迎踴躍投稿 Forensic Science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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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會員投稿 Forensic Science Journal 可獲
獎勵金，詳情請參考本會網頁。
▶獎勵投稿 Forensic Science Journal 作業要點：
http://tafs.cid.cpu.edu.tw/FSJ-reward.pdf
▶獎勵投稿 Forensic Science Journal 申請表：
http://tafs.cid.cpu.edu.tw/FSJ-form.docx
近期通過申請獲得獎勵金之會員：
(1)第 18 期：陳怡靜、林佩蓁、蕭宇廷、張廷嘉。
(2)第 17 期：鄧思源、蕭宇廷(2 篇)、顏偉倫。

2020 冬令 CSI 鑑識體驗營

殘跡分析、環境檢驗、測謊、犯罪心理學及

本營隊於 109 年 1 月 19 日至 23 日假中央警察

數位犯罪偵查等，以及日益重要但過去較少

大學舉辦完畢，高中教師營共有 32 位高中職理

探索之數學、統計、工程、光電子學、遙測、

科教師參加，高中學生營共有來自全國各地 160

判例、倫理、教育、行為科學、語言學、數

位高中職學生參加，請參閱 CSI 鑑識體驗營心

位證據與電腦科技等，歡迎對鑑識科學有興

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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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名錄

（full paper）、技術報告（technical note 或

李俊億教授

8,000 元

note）、快訊論文（communication）、回顧

謝幸媚教授

10,000 元

論文、綜論（review）
、案例報告（case report）、

蔡麗琴教授

8,000 元

王靜芳小姐

30,000 元

東駒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元

綺華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元

謝明道社會福利公益信託

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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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稿 件 email 至
nanoforensics@mail.cpu.edu.tw(中央警察大學
鑑識科學學系陳用佛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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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鈦國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元

數位鑑識

（刑事警察局科技研發科技正）

一、前言
刑案現場是證據寶庫，更是破案關鍵。各類刑案偵查均始於現場勘查取證，而現
場證物處理完善程度往往關乎案件之成敗。對於槍擊、強盜等傳統刑案，第一線處理
員警或調查人員均已建立現場保護觀念與對應標準程序。然而當前社會環境與犯罪趨
勢，新興詐欺、經濟、網路犯罪等已成主流案類，甚至於毒品交易案件等均使用網通
科技作為犯罪工具或交易媒介，相較於傳統暴力犯罪現場可由肉眼直接關聯、辨識相
比，新型態現場較不易被理解與認知，更遑論對各類證物之蒐證。
二、數位現場定義
犯罪現場係指犯罪行為實施之場所，即犯罪發生或發現之場所。以網路詐騙為例，
渠犯罪行為經由網路實現，犯罪者利用數位設備(電腦、智慧型手機或平板等)連結網路
服務商(中華電信、台灣固網等)之網際網路服務登入網路內容提供商(Yahoo、PChome、
LINE、Facebook 等)提供之網路空間，對於同一網路空間之其他用戶進行詐騙；此類犯
罪型態經由網路將被害人、犯罪者及網路空間串連起來且缺一不可，而依據路卡交換
原則(Locards’Exchange Principle)，被害人、涉嫌人與現場相互間透過網路連結並留下
證據，因此犯罪證據散落在犯罪者與被害人之數位設備、網路服務商及網路內容提供
商之「數位現場」之中，而非僅限於犯罪者所使用之數位設備而已。由此可見，數位
現場之取證以被害人報案為起點，至雲端空間紀錄取證，結束於涉嫌人搜索逮捕現場，
而各環節所取得之數位證據則可相互關聯驗證，因此對科技犯罪之刑案現場應採更寬
廣視野來看待，而非僅侷限一隅。
三、現場各類數位證物取證
現場數位證物取證標的概分為電腦類(伺服器、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行動裝置
類(智慧型手機、平板)及儲存裝置(外接式儲存裝置及數位設備連結之雲端空間)，而現
場取證主要為快速釐清現場數位證物是否存留案件關鍵證據，做為現場證物扣押及強
制處分之依據，另其餘進階鑑識工作，耗時較長且技術門檻高，建議交由數位鑑識實
驗室處理。故現場取證以備份證物當時狀態及易消逝性資料(記憶體、網路連線、雲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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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檔案等)為主，為能符合刑案現場取證時效性與完整性要求，國外已經有多種現場
初步取證工具(Digital Forensic Triage)發表(OSTriage、Nirsoft Launcher、UFO、WinFE、
Andriller 等)，提供處理員警依照狀況選擇適宜工具進行初步取證及備份；另有關國內
現場證物蒐證原則與規定亦可參閱警政署頒發之「刑案現場數位證物蒐證手冊」
，本文
針對各類證物處理，簡要介紹其取證方式與工具:
(一) 電腦類:電腦系統以 Windows、MacOS 及 Linux 等 3 類為大宗，而現場取證方式可
依其開、關機狀態，採取不同取證方式與工具:
1.

開機狀態(Live Forensics):現場遇有電腦類證物，可輕移滑鼠後，由螢幕確認其
開關機狀態；如為開機且無密碼保護前提下，可以使用預載免安裝取證工具之
外接式隨身碟或光碟進行初步取證。目前刑事警察局已開發 Windows 系統現
場綜合性取證工具 CIB Triage；另 MacOS 及 Linux 系統則可採 RECON、
MacQuisition 或自行編寫之 shell script 進行處理。開機狀態下取證，難免會影
響系統部分內容，但應該注意在不更改關鍵證物之前提下進行，並採最小變動
之原則進行取證。如同傳統鑑識現場勘查，在鑑識人員進行現場勘查採證時，
其實也可能破壞現場證物，只能以最少破壞原則進行處理，所以數位證物處理
應由受過訓練人員有限度範圍內進行取證。

2.

關機狀態(Dead Forensics):電腦若處於關機狀態，建議攜回數位鑑識實驗室進行
鑑驗為宜，避免進一步更動磁碟電磁紀錄。如確有現場進行初步勘驗需求，建
議使用載有開機系統外接裝置(LiveCD 或 USB 隨身碟)開機，並使用軟體進行
防寫工作。以 Windows 系統為例，可利用 WinPE 為基礎，將系統安裝於 USB
隨身碟，後再將相關取證工具置於該 USB 隨身碟備用，目前此類常見工具有
WINFE(Windows Forensic Environment)、CAINE、SANS SIFT 等可供選擇使
用。

(二) 行動裝置:行動裝置取證方法依其技術程度分為人工取證(Manual Extraction)、邏輯
取證(Logical Extraction)、物理取證(Physical Extraction)及晶片解焊(Chip-off)等，除
晶片解焊(Chip-off)方式外，其餘取證方式均須於證物開機狀態下進行，而現場最
常使用之方式，又以人工取證(即螢幕翻拍)及邏輯取證(即備份)為主，因此以邏輯
取證應用於 Android 及 iOS 裝置進行介紹:
1.

Android 設備:該系統為目前行動裝置市佔率最高之作業系統，Google 公司釋出
ADB(Android Debug Bridge)工具提供開發者進行系統測試，而現場取證人員亦
可利用該工具進行備份取證及螢幕畫面擷取(adb exec-out screencap)；此類備份
取證方式通稱為邏輯取證(Logical Extraction)，並無法對行動裝置內刪除檔案進
行還原鑑識，惟對於及時擷取重要證物仍有其必要性。行動裝置送驗時，依照
蒐證手冊規定為避免資料遭遠端刪除，要求將行動裝置切換至飛航模式，避免
連網衍生之風險；惟部分通訊軟體對話歷史紀錄並非全數儲存於本機端 SQLite
資料庫，如 Telegram、Facebook Messenger 等，若於開啟飛航狀態前，無法進
行雲端同步及螢幕畫面擷取，恐於事後遭刪除而無法取得關鍵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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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OS 設備:蘋果公司所生產設備均可透過 iTune 或 iCloud 進行備份，因此對此類
設備進行初步取證方法，建議可以 iTune 進行備份後，再以 UFED 4PC 等鑑識
軟體對備份後之檔案進一步解析。

(三) 儲存裝置:現場常見儲存裝置有 USB 拇指碟、外接式硬碟、各式記憶卡外，另有網
路磁碟機(NAS)、雲端磁碟(Cloud Storage)等，本文依其物理特性，茲分類介紹如
下:
1.

實體證物線下存取:常見證物有 USB 拇指碟、外接式硬碟、記憶卡等，由於不
具有獨立系統，此類證物需與電腦或行動裝置等設備連接後，才能感知其內容；
另部分證物可能以密碼加密保護(如 BitLocker)，扣押當下如正插用於電腦設備
上，建議可將記憶體內容以鑑識工具(如 FTK Imager、Belkasoft Ram Capture)
取證備份，俾利後續密碼破解使用。

2.

實體證物線上存取:常見證物以網路磁碟機(NAS)為代表，尤其在 10 人以下微
型企業中最為常見，此類證物具有獨立作業系統、儲存媒體及連網功能，並經
由區域網路與其他電腦或行動裝置連接分享數位檔案；另外市售網路磁碟機硬
體規格愈來愈高端，部分網路磁碟機(NAS)設備亦有創建執行虛擬機器(Virtual
Machine)功能，因此此類證物功能已等同電腦設備等級。由於此類設備並未有
配置輸入與輸出裝置(顯示卡、鍵盤、滑鼠等)，因此遭忽略可能性極高，惟由
勘驗現場網路分享器及涉案電腦等仍可發現其存在，建議於初步檢視並備份重
要證據後，交由實驗室人員進行刪除還原等鑑識工作。

3.

虛擬證物線上存取:雲端服務將實體設備虛擬化，不再存有實體除碟位置與設
備，所有檔案與數位資料均透過網路進行交換。一般而言，通常將雲端服務分
為基礎設施即服務(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平台即服務(Platform as a service)
及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等 3 類，分別對應之代表性產品有 Amazon
EC2、Google App Engine 及 Office 365。由於雲端服務將儲存空間虛擬化，相
關數位證據儲存位置散落於世界各處，已無具體設備可供查扣，因此於現場發
現嫌犯使用雲端服務時，必須及時進行遠端取證，然其取證深淺程度仍受限於
用戶帳號對雲端服務之權限。舉例而言，以 office 365 為例，用戶僅能將雲端
虛擬空間進行檔案建立、修改、存取與備份，取證時受限於服務之功能，無法
對該網路空間進行刪除檔案還原。

四、數位取證面臨之挑戰
由於數位設備多元化及內部儲存容量級數成長，造成數位證物平均鑑驗時間大幅
增加；除此之外，數位證據以由過去單一主機鑑識取證分析進階到跨主機、跨平台間
之分析，這些因素對數位鑑識亦造成取證分析障礙。惟個人由近年科技發展趨勢及現
場犯罪態樣觀察，認為目前對數位鑑識最主要挑戰有以下 4 項:
(一) 反鑑識手法:數位鑑識方法主要以刪除還原及內容分析為主，而目前已有多種永久
刪除工具，如 Sysinternals sdelete，關鍵檔案用此類工具刪除後，無法以數位鑑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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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復原；另外檔案內容分析亦遭遇加密或圖像資料隱藏(steganography)等方式躲
避現有數位鑑識分析，因此需要更深入更多元之鑑識分析方法，才能有效突破反鑑
識工具封鎖。以第一銀行 ATM 盜領案為例，駭客利用 sdelete 進行滅證後，鑑識人
員在受駭 ATM 電腦系統之 Prefecth 資訊發現惡意程式執行證據，並比對對應時間
之防火牆紀錄發現駭客來源。由此建議鑑識人員揚棄過去直線式思考慣性，多元思
考各類證據並歸納分析後，證明待證事實。
(二) 虛擬化技術:為讓硬體設備能被更高效地利用，虛擬化技術使得單一設備具備多種
系統服務之場景得以實現。例如，國內常見虛擬私人主機(VPS)服務，一臺實體主
機上可能有數個至數十個相互獨立作業系統正在運行，並共享同樣之硬體資源。對
於此類主機而言，其硬體都是由虛擬系統進行配置，對鑑識人員並無從得知詳細配
置狀況；因此取證人員如何在處理時間有限的狀況下，對涉案系統進行有效辨識與
完整取證是面對虛擬主機取證的難題；尤其在虛擬化主機遭移除後，能否有效運用
數位鑑識對涉案主機進行復原與分析，這些都是虛擬化技術對數位鑑識可能造成之
衝擊。
(三) 雲端運算:雲端服務常使用虛擬化技術，但與虛擬化不同之處，雲端運算對數位鑑
識衝擊應該著重於遠端取證。未來 5G 正式商轉後，網路頻寬大幅增加後，作業系
統、應用程式或儲存空間可能漸漸由終端往雲端靠攏，例如 ChromeOS 就是代表性
產品，而面對各類雲端服務架構、系統控制權、法令規範等落差極大前提下，雲端
運算環境下之數位鑑識，無疑將會是另一項艱難挑戰。
(四) IoT 設備:穿戴裝置、智慧家庭甚至於智慧城市概念出現後，隨著 5G 問市，IoT 設
備將可能運用於商業、工業及生活方面，但是 IoT 設備之軟硬體架構及介面等均有
不同程度的差異，以目前數位鑑識仰賴商業化軟體或工具之程度，對於各類 IoT 設
備取證是否能有統一標準，抑或有新取證方式，都是數位鑑識面對新科技所要進行
調整之方向。
五、結語
數位鑑識因資通訊技術進展速度及數位證據難以個化等特性，而與傳統鑑識有截
然不同發展。由於數位鑑識技術與科技發展有密切關聯性，因此數位鑑識技術進展與
更新速度相較於傳統鑑識快速。另外絕大多數之數位證據無法像傳統鑑識 DNA 及指紋
具有個化之能力，偏向輔助偵查情報與情況證據，仍需有其他相關事證交互驗證，因
此未來數位取證勢必與科技發展及調查工作更緊密結合，才能發揮數位鑑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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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nsic Science Review
《鑑識科學綜論》
Forensic Science Review 於民國 78 年由中央警察大學顏世錫前校長創刊，劉瑞厚教授擔任
主編至今。本期刊於 2013 年被收於 Elsevier Scopus，現已納入下列機構與搜尋平台：美國
國會圖書館、MEDLINE/PubMed、Elsevier、EBSCO、ProQuest、Cengage。
本期刊一年二期，於每年 1 月及 7 月出刊。以下摘錄第 32 卷第 1 期（2020 年 1 月出刊）
目錄及部分內容如下，敬請參考訂閱。
Forensic Sci Rev 32:1–81 (Vol. 32, Issue 1)
Januar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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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Applications of Nanopore Sequencing for
Forensic Analysis
C. L. Hall1, R. R. Zascavage2, F. J. Sedlazeck3, J. V. Planz1
1

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Immunology and Genetics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
Fort Worth, Texa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

Department of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Arlington, Texa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3

Human Genome Sequencing Center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Houston, Texa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FERENCE: Hall CL, Zascavage RR, Sedlazeck FJ, Planz JV: Potential applications of nanopore sequencing
for forensic analysis; Forensic Sci Rev 32:23; 2020.
ABSTRACT: Advancements in DNA sequencing technologies are occurring at a rapid rate. Various platforms
have proven useful in all aspects of health and science research, from molecular diagnostics in cancer research to
spore identification in bioterrorism. In the field of forensics, one particular single-molecule sequencing platform
shows promise for becoming a viable solution for small to midsize forensic laboratories.
Oxford Nanopore Technologies (ONT) has developed a portable, nanopore-based sequencing instrument that
has already been utilized for on-site identification of Zika and Ebola viruses, full genome sequencing, evaluation
of DNA and RNA base modifications, and enrichment-free mitochondrial DNA analysi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is technology creates possibilities relevant to standard DNA sequencing, direct analysis of forensic samples,
including blood, semen, and buccal swabs, mitochondrial DNA analysis, SNP and STR analysis, familial
identification, and microbial identification for bioterrorism and geolocation. The small size of the platform, its low
cost, and its requirement of only basic laboratory equipment makes this platform well suited for small laboratories
wishing to begin developing expertise in sequence-based forensic analyses.
Herein, we outline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applications of nanopore sequencing technologies and their
potential application in forensic analysis. We address current and potential techniques in mitochondrial DNA
analysis, SNP and STR typing, and microbial identification. Additionally, we discus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library preparation and data analysis tool further streamlining the sequencing process that integrate workflows in
laboratories or in remote field scenarios.
KEYWORDS: Forensic DNA, microbial forensics, mtDNA, nanopore sequencing, SNP, ST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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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hicle Safety Features Aimed at Preventing
Alcohol-Related Crashes
R. B. Voas
Pacific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Beltsville, Maryland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FERENCE: Voas RB: Vehicle safety features aimed at preventing alcohol-related crashes; Forensic Sci Rev
32:55; 2020.
ABSTRACT: This review focuses on the role of motor vehicles in the prevention of alcohol-related fatal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alcohol significantly affects brain function, it is natural to make drivers the prime targets for
impaired-driving–prevention programs. However, the prevalence, design, ease of operation, and safety features of
motor vehicles, as well as state regulations of their operation,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crash occurrences,
particularly those involving alcohol. This review begins with a discussion of why the automobile became the central
technological device in the alcohol-related fatality problem and then moves on to an overview of motor vehicle
safety programs that have impacted impaired driving. The article then presents an extended discuss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vehicle-based, alcohol-detecting ignition interlock devices (interlocks), which provided the principal
specific vehicle-based effort in the 20th century to separate alcohol consumption from driving. The review ends with
a commentary on the issues that will arise in managing operator impairment in autonomous (self-driving)
vehicles—the probable principal 21st-century effort to reduce impaired driving and eliminate alcohol-related crashes
by minimizing the role of the driver.
KEYWORDS: Alcohol-related crashes, autonomous vehicles, impaired driving, safety vehicles, vehicle
confiscation, vehicle impoundment, vehicle interlocks, vehicle licensing, vehicle safety programs.

INTRODUCTION
Objectives of This Review
It is well understood by safety researchers and
policymakers that highway crashes involve three factors:
the driver, the vehicle, and the roadway. However, when
it comes to the special category of alcohol-related
crashes, the driver receives most of the attention. This is
logical given that overconsumption of alcohol impairs
both cognitive and psychomotor functioning and
increases the risk of crashes and injuries on roadways.
This review notes the substantial success that has been
achieved through laws and programs focused on the
drinking driver, which have included a broad range of
activities such as educating the public and treating
problem drinkers, as well as enacting and enforcing
driving-while-impaired (DWI) laws. However, progress
in both roadway and automotive technology has also
produced substantial safety benefits, some of which are
particularly relevant to reducing alcohol-related crashes.
Because of the more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played by the motor vehicle and the roadway, those

achievements have not been recognized as contributions
to impaired-driving program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highlight the role of automotive technology and the
public policies related to motor vehicle operation on the
observed reduction in alcohol-related crashes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expected impact of vehicle factors
in the 21st century.
․․․․․

◤Forensic Science Review 訂購方式◢
劃撥帳號：19726245
戶名：社團法人臺灣鑑識科學學會
訂閱身分
會員(個人)
會員(團體)
非會員(個人)
非會員(團體)

費用(一年二期)
新臺幣 500 元(含郵資)
新臺幣 1000 元(含郵資)
新臺幣 1000 元(含郵資)
美金 80 元(含郵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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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故事記錄者的故事
2020 冬令 CSI 鑑識體驗營輔導員
文宣組葉軒甫
當初抱持著對成為隊輔的嚮往，參加了 CSI 鑑識營的甄選，時間飛逝，這幾個月的時間似乎
都在營隊結束的那一瞬間被濃縮，化成昨日的回憶-彷彿觸手可及，在朦朧之中，我的思緒被緩緩
拉回徵選的那一天。
在整個甄選中其實我都很緊張，其實我不能夠明白一個稱職的隊輔該擁有怎樣的特質，活潑和
外向之外，又有什麼該具備的能力?這些疑問被接下來一個接著一個的問題淹過，我決定順其自然，
用最短的時間粉碎自己的疑慮，全心全意面對徵選過程中的每個課題，當我踏出甄選的場地，才真
正鬆了一口氣。
甄選到公布期間，我每天都像有強迫症一樣，瘋狂地刷新我的信箱，盼望著早日看到結果。我
永遠記的公布的那天是星期二，當上完課我一看手機，偋住氣，慢慢將通知信往下滑，顫抖的手和
緊咬的嘴唇在看到我名字的同時，瞬間拋開了這數天所有等待的焦慮和擔心，上揚的嘴角藏不住我
的喜悅，並且許諾自己會全力以赴。
緊接著就是兩次的培訓，除了將我們輔導員彼此間的距離拉近，更是讓我們從團體蛻變成一個
團隊的過程，當我們在爭論核心價值時，也同時塑造出想成為的自己-為了更好的團隊願意付出的
自己。只可惜，我被分到的職位卻不是隊輔，而是幕後的文宣組，這其實讓我失落了一陣子，因為
正就是國高中參加了數十次的營隊，對隊輔這個位子充滿了仰慕，我從之前的隊輔上學到了很多，
也期許著自己能夠帶給學員這種正面的深遠影響，雖然錯愕，但我仍沒忘記當初許諾自己的全力以
赴，抱持著學習的心態，就這樣來到了僅有五人的文宣組。
凍結的空氣中瀰漫著生疏的氣氛，從一開始見面充滿了尷尬和不安感，到行前營的三天一同合
作的時間卻把我們變成像是認識十年的好友，我們一起搞笑和熬夜度過這次的營隊，縱使疲憊到隔
天起不來，還是會有人挺身幫忙扛起工作，尤其要感謝組長，縱使熬到再晚，只要工作還沒完成他
就不會倒下，這樣超乎常人的毅力一直堅持到他剪完最後一支影片、整理完最後一張照片才結束，
我們其他組員第一次參加只能懵懵懂懂從旁輔助，希望自己能幫上那麼一點忙。
文宣組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幕後，總是特立獨行，當大家嚴肅立正時，我們卻拼命移動找尋最
好的角度，捕捉每個人認真的臉龐和開懷大笑的側臉，每天在整理照片的時候，看到我技術的進步
都有一種莫名的成就感，好像正在將每個人的故事用照片記載下來一樣，雖然和學員的交流並不多，
但也逐漸認識了活潑的你們，我們也在營期的推進中一同學習和成長，直到最後一個晚上，在秉燭
夜話時大家感性的向隊輔表達感謝和對生活組的愛戴時，是我第一次感到惆悵，因為當大家爭相和
輔導員合照時，我卻是在相機後方的人，而不是留下珍貴照片的人，當晚我埋頭瘋狂整理照片，我
才在整理照片的過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仿佛與照片中的你們一起悲傷、一起大笑，紀錄你們的同
時，其實也正在記錄著自己在營隊期間的足跡，其實隊輔和隊員一樣，我們都投入了生命和專注在
這裡，各自遺留了思念在這，並帶走了更完整的自己，此時的我一想到自己拍的照片能被某個人珍
藏這些你們喜愛的瞬間，好像也就沒什麼好遺憾了，我閉上眼，徜徉在令人滿足的回憶間，這個寒
冷的季節也因為你們有了溫度，謝謝第十屆的所有工作人員和伙伴們，化做星辰點綴在我成長了路
上，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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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變
衛道中學/鍾安妍 CSI-0100803
蛻變，原指蝴蝶展翅高飛前必須經歷的最後一個掙扎 。在這裡，向前一步是輝煌，向後一步，
則是回到它那一塵不變的黑暗生活裡。此時的它，沒有退路，就如同來到這裡的我一樣。
鑑識營-這個我期待己久的營隊。它不僅能體驗到許多有關鑑識的課程，更能夠使學員們體驗
到些許警大中的生活內容。但卻在營隊來臨的前幾天，我莫名的退縮了，之前報名時的興奮及期待
感，卻不知為什麼全化成了緊張及擔憂。害怕著第一次參加營隊的自己會不會對於陌生的生活有極
大的不適應，會不會到了那裡，自己卻交不到任何的朋友，好多好多的可能性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
甚至有了放棄的想法，但到了最後，一想到自己一開始報名的初衷，我還是勇於踏出了那一步。
一到了警大，進去教室時大家的安靜頓時讓我想起了來營隊前的擔心。但當我放好行李坐下後，
讓我驚訝的是身旁的小隊員，她竟然主動來和我聊天。此時的我，所有的擔心全部都被抛諸腦後，
彷彿找到避風港，使我不再那麼擔心接下來要迎接來的一切。開始活動後，第一個嚇到我的便是生
活組許多嚴格的規定，在來之前，就己經知道在營隊中的生活是很有紀律的。但我沒想到，只要不
經意的忘記了營隊中的要求，就會被糾正。
「有時候覺得難，只是因為不習慣。」這些看起來嚴格，
甚至感到厭煩的規定，到了最後一天，大家也漸漸的習慣了它。但也是因為這些嚴格的規定，才使
營中的我們有所改變及成長。
當然在這營隊中，我們也上了許多課程，有文書、真偽酒、微物跡證、指紋採證、藥毒物、鞋
印等鑑識專業課程，這些課程在最後分組競賽時也都派上了用場。讓我們擁有了當偵探那身歷其境
的感覺。
最後的重頭戲，當然就是第四天的分隊競賽。當我們到了現場，小心翼翼的我們，深怕一個不
小心錯過了關鍵的證據或是破壞了現場，讓小組就這樣錯失了分數。其實在一開始的我們，因為太
多的證物，也不清楚哪個是重要的，哪個是不重要的，讓我們十分慌張、手足無措。但之後，我們
分工合作，一些人討論可能的作案過程，一些人檢驗證物，一些人再將先導片看清楚不放過任何的
細節。當然，在這過程中大家也有許多意見不合、爭執的時候，每個人都想使這個團隊變的更好，
但每個人的表達方式卻不一樣。原本 20 個陌生人來到這裡相遇，能相處的時間卻只有短短的五天，
20 個不同的個性，要使我們的默契培養出來，確實有點困難，但我們的互相包容，接納彼此的意
見，甚至困難時互相幫忙，使我們的默契漸漸的培養出來。雖然最後，我們的成績並不是最好、最
優秀的，但在我們 20 個人的心中，是最棒的一個小隊!
當天晚上的晚會，讓我們從白天分隊競賽時緊張的心情逐漸放鬆下來。每個小隊輪流表演著他
們精心準備的小隊劇，當然，我們小隊也不例外，看著一個個的小隊劇漸漸結束，似乎也代表著我
們的營隊快到了尾聲。雖然每一小隊的戲劇看似不同，但其實都同時在訴說著每個人這五天的經歷，
和我們許多共同的回憶。結束後，我們回到了小隊教室，這時的我們也逐漸把自己的心房打開，和
大家分享著這幾天的感受興心得。聽著大家說出自己因為這幾天學到了許多，讓我不禁反問自己，
在這幾天，我到底學到了什麼?回顧第一天剛來時那帶著忐忑心情的自己，和現在跟大家相處得很
好、也漸漸習慣著這裡生活方式的我，應該多少有些改變及成長吧。明知道這並不是個輕鬆的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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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初堅持的理由到底是什麼?也許就只是想看見那改變後的自己到底會是什麼模樣。
營期的最後一天，大家在教室中的沉寂，也似乎在為我們的相遇畫下逗號。而「寫給未來的自
己一封信」也成了我們營期中的最後一個活動，教室靜的只剩筆滑動的聲音，大家認真的寫著，這
封信，不僅僅只是一封普通的信，它承載了許多對於自己種種的期許及夢想，把對自己的承諾寫於
紙上，寄出，讓我們牢記上面所寫的一言一語。
「Make impossible possible」這句話，從營隊結束後
就一直記在我心中，使得夢想不再只是隨口說說。讓一年後再次看到這封信的自己，再次的反問一
次，這些夢想，我做到了多少?而是否又會感謝那一年前曾經努力的自己?
毛毛蟲為了褪去自己醜陋，經歷了許多磨鍊、化蛹、最終才成了美麗飄然的蝶。而我，如同那
隻渴望蛻變的毛毛蟲，第一天時放下了自己所有的身段，全心全意完全投入其中，努力吸取在這所
學會的一絲一毫，沒有一次的付出會是徒勞無功，到了第五天時，己經歷過重重考驗的我，成了人
人稱羡的蝶，展翅高飛。

黃女恩理事長頒發輔導員服務證書

防身術

刑事攝影

指紋採證與鑑定

結業式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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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進義勇門，見識鑑識營
中山大學附中地球科學老師/謝隆欽
營隊的最後一天，營主任引領老師們來到鑑識學會圖書中心，好事多磨，幾經波折之後，老師
們總算入得大觀園，見識到諸多珍藏的中外精選書籍。
「回去要好好唸書!」
大家如獲至寶般地驚喜翻閱後，我聽到了這句話。相信是許多認真老師參加完這豐富的鑑識科
學體驗營隊後，誠摯的肺腑心聲。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引自《禮記ꞏ學記》）
是啊，該用專業知識和豐富見聞引領莘莘學子的老師們，曾幾何時，不再能將進修成長擺在教
學生涯中的第一要務，而往往只能被動地接受被交辦的大小任務？
感謝中央警察大學於學測之後，立即辛勞辦理營隊，讓老師們在陪伴學測戰士打完關鍵一仗之
後，得以轉身來到桃園龜山，凡事拋棄地見識到鑑識科學的堂奧；雖然鑑識科學的本質仍是物理、
化學、生物等基礎科學的應用，但刑案的素材千奇百怪，犯罪情境扣人心弦，經過一學期新課綱鉅
變操勞後的困頓心靈，在此迭受激盪，蒙受啟發，甚至明心見性。被磨蝕後的教學熱情，在這營隊
的多元課程中，又被重新燃起！
謝謝教授先進們指導，謝謝 2 位助教的陪伴關照，並於「深夜刑堂」讓我們見識到複雜嚴謹又
青春洋溢的刑案情節。五天的營隊內容不但精彩紛呈，體驗過整個營隊的課程之後，身為教師，更
能深刻體會到課程設計之匠心獨運與巧思獨到。鑑識科學在刑案中的抽絲剝繭，正好符應了 108
新課綱自然領域探究與實作強調「發現問題」、「規畫與研究」、「論證與建模」、「表達與分享」
的四大過程，值得推薦給更多自然科老師們前來參與，領會鑑識科學的切身價值與實用入世。
「我家人也是警察，從小就沒有在家過年。」
臨別前，在警大門口的「義勇」雕塑旁，聽到班長娓娓道來，更能感恩軍警們的無私奉獻。除
夕夜行文至此，一道警笛聲畫過遠方街道，我的視線從螢幕轉向窗外，心頭不禁一揪......誠盼天下
太平！鑑識科學能備而不用！

教師營參觀鑑識學會圖書中心

教師營教案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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