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務訊息
109 年度辦理之研習會
上課日期

研習會名稱

研習會相關防疫措施
目前開放報名的 4 場研習會，上課地點在台灣
文創訓練中心，為配合政府防疫規定，場館公

7 月 13 日
7 月 14 日
7 月 15 日

數位鑑識研習會

共區域、廁所都會清潔及消毒，教室使用完畢
後，立即全面消毒清潔所有設備。室內社交安

法醫病理 2-槍傷研習會

全距離未達 1.5 公尺者，須配戴口罩，請學員自
備口罩上課，上課當天會量體溫，若有發燒現

7 月 21 日

8 月 12 日
暫定 9 月

道路交通事故原因分析與責任鑑

象，請先安心在家休養觀察，暫勿入館。

定研習會(4)

1. 數位鑑識研習會報名網址：
http://tafs.cid.cpu.edu.tw/20200713/
(7 月 6 日截止，已額滿，欲排候補請與秘書
處聯絡)
2. 法醫病理 2-槍傷研習會報名網址：
http://tafs.cid.cpu.edu.tw/20200715/
(7 月 6 日截止)
3. 道路交通事故原因分析與責任鑑定研習會(4)
報名網址：
http://tafs.cid.cpu.edu.tw/20200721/

道路交通事故原因分析與責任鑑
定研習會(5)
新興毒品初步篩檢研習會

暫定 10 月 16 日 刑案現場處理案例研習會(北部)

暫定 10 月 23 日 刑案現場處理案例研習會(中部)
暫定 10 月 30 日 刑案現場處理案例研習會(南部)
暫定 11 月 6 日 DNA 鑑定統計進階研習會
11 月 20 日

根本原因分析研習會

暫定 12 月

交通事故處理實務進階 1 研習會

暫定 12 月

公開來源情資技術初階研習會

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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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交互詰問研習會

臺灣鑑識科學學會

(7 月 14 日截止)
4. 道路交通事故原因分析與責任鑑定研習會(5)
報名網址：
http://tafs.cid.cpu.edu.tw/20200812/
(7 月 31 日截止)

能力試驗
109 年能力試驗共有 19 個單位申請參加，6 月
底已寄出檢體給各實驗室，能力試驗回報表於 8
月 31 日截止收件。

周振貴 /臺灣鑑識科學學會會員、中央警察大學科學實驗室區隊長

無人載具簡介
無人載具根據陸、海、空應用範疇與其功能，可區分為 1.空:無人航空載具(Unmanned Aerial
Vehicle，縮寫：UAV)或稱無人飛行器系統(Unmanned Aircraft System，縮寫：UAS)；2.陸:無人地面
載具(Unmanned ground vehicle、UGV)；3.海:無人水面載具(Unmanned Surface Vehicle，縮寫為 USV)
或 稱 自 主 水 面 載 具 (Autonomous Surface Vehicles ， 縮 寫 為 ASV) 與 無 人 水 下 載 具 (Unmanned
Underwater Vehicles，UUV)也稱無人潛航器(或稱水下無人機(Underwater Drones)等。
無人載具最大的特色就是不需要駕駛員在載具上操作即可使用遙控、導引或自動駕駛來控制的
交通運輸工具。其中無人航空載具(俗稱無人飛機、無人機等)用途上可簡易分為軍用和民用，軍用
無人機最早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即被開發使用，作為軍事訓練、偵查工作與攻擊行動工具。2013 年
知名空拍攝影師齊柏林導演之「看見臺灣」，以鳥瞰視角來講述臺灣環境現況，成功喚起臺灣人對
家園土地的重視，雖然該部影片並未使用無人機拍攝，但已引起民眾對「航拍」產生好奇心，加上
近年來商業用無人載具發展迅速且成本低廉，操作使用更是簡易，由於機動性高，可以不同角度攝
影，使得越來越多民眾搶購入手，造成一股無人機航拍風潮。
無人機應用多元，目前已成功用於影視航拍、測繪航測、高壓線巡查、國土資源勘察與測繪、
水資源勘察、搶險救災、農藥噴灑、新聞賽事直播、野生動物跟蹤與保護及商業表演等領域，越來
越多的行業利用無人機優勢來取代傳統的工作方式，提升效益、成本與安全性1。2019 年屏東市政
府邀請 Intel 無人機團隊，在屏東燈會進行無人機表演，以 300 台裝載 LED 燈的無人機整齊排出「屏
東」、「TAIWAN」及黑鮪魚等複雜圖形，獲空前迴響，更讓臺灣燈會創出破千萬人次參觀紀錄2。
對於警察領域中，已有多項無人機應用。對於國家公園幅員廣闊，可利用無人機空拍監控山區；
在各項陳抗場合中可在現場上空進行蒐證錄影，讓警方得以第一時間掌握現場狀況，另在夜間巡檢、
災難救援或馬拉松活動上皆可運用，例如在國際海洋音樂祭執行海岸線巡航警戒、民眾落水搜救任
務等，充分發揮救災效能，節省搜救時間及人力。搭配警用無人機傳輸系統，結合警政署警政內部
區域網路，將現場影像回傳指揮處所，協助執行各項現場攻堅圍捕等特殊任務，讓歹徒無所遁形，
同時保障員警在惡劣環境下的人身安全。在交通事故或刑案現場處理方面，可利用無人機進行觀測，
迅速且詳實記錄現場，減少處理時間、提高處理品質公信力與精確度，有助後續事故肇因分析與鑑
定3 。

1
2

3

每日頭條，2019 無人機應用技術未來發展，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tech/eyngboz.html。
點亮屏東燈會的 Intel 無人機團隊，練功 5 年將顛覆百年煙火文化，原文網址：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4187/intel-drone-light-show。
車禍處理新利器，花蓮首創空拍機出動蒐證，原文網址：https://168.motc.gov.tw/theme/news/post/190612110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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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機法規簡介
無人機活動發展迅速，其產生的事故也時有所聞。常因錯誤操作或天氣干擾而使無人機失事墜
落，不僅可能受傷或喪命(如 2019 年墾丁龍磐公園遙控飛機致死意外事件)，更可能引發嚴重空安
危機，世界各地曾發生多宗無人機闖入機場事故，輕則造成機場暫時關閉，航班不能正常運作，嚴
重者還可能造成飛機失事引發空難事件等憾事。因此制定使用規範必不可少，臺灣交通部民用航空
局參考澳洲、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家立法經驗與國際民航組織規範，推動於「民用航空法」中增
訂遙控無人機專章及相關授權法規命令修法工作，終於 2020 年 3 月 31 日起施行。對於使用無人機
區域，將由中央與地方政府管理劃分，飛行操作空域在 400 呎內以下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管理，
其餘(如：400 呎以上、禁限航區、機場四周)由中央(民航局)管理。
對於無人機操作，民航局也公告 10 大限制(民用航空法【遙控無人機專章】第九十九條之十四)，
其使用口訣為「5 要、5 不要」：
1. 要在白天飛行
2. 要在視距內進行操作
3. 要低於 400 呎活動
4. 要隨時監視遙控無人機之飛航及其周遭狀況
5. 要遵守管理規則之操作限制
6. 不得與其他航空器、建築物或障礙物接近或碰撞
7. 不得投擲或噴灑物件
8. 不得裝載危險物品
9. 不得於人群或室外集會遊行上空活動
10.不得同一操作人同一時間控制二架以上遙控無人機
其中，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經民航局能力審查核准後，部分使用規範可豁免，惟從事核准之
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前，應向民航局申請許可及取得活動場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相關中央
主管機關之同意。

無人機考證簡介
若使用重量二百五十公克以上之遙控無人機及政府機關（構）
、學校或法人所有之遙控無人機，
不僅需向民航局辦理無人機註冊與登記，操作人若操作最大起飛重量(2 公斤以上之無人機)之無人
機或使用政府機關（構）、學校與法人所有之遙控無人機，需達到法定年紀且經測驗合格，由民航
局發給操作證後，始得操作。而操作證因使用對象不同可分為學習操作證、普通操作證與專業操作
證。針對學習操作證部分，僅需線上提出申請，無需進行學術科測驗，惟使用時需持有普通操作證
或專業操作證之操作人在旁指導，且無人機學習操作最大起飛重量不得逾 15 公斤。若使用政府機
關（構）、學校或法人所有之遙控無人機及自然人所有最大起飛重量十五公斤以上之遙控無人機則
必須持有專業操作證，而每張操作證使用期限皆為 2 年，若操作者未領有操作證，將可罰 6 至 30
萬並得沒入遙控無人機。
操作證如表 1，依級別、目的與重量可分為基本級 I2(2 公斤以下)、基本級 I、高級 Ia2(2 公斤
以下)、高級 Ia(2-15(不含)公斤)、高級 Ib(15 公斤以上)。此外，高級術科組別更區分為 G1 至 G3
三組。G1 組其飛航活動之實際高度得逾距地面或水面 400 呎、得於夜間飛航且得以除矯正鏡片外
之任何工具延伸飛航作業距離；G2 組則得以使用遙控無人機投擲或噴灑任何物件；G3 組得於人群
聚集或室外集會遊行上空活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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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操作證說明4

自然人
目的
重量
未達 2 公斤

法人

個人休閒娛樂用
(無例外限制排除)

法人

執行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執行業務
專業基本級操作證
(無例外限制排除)

專業高級操作證
(可例外限制排除)

免操作證

2 公斤以上、
未達 15 公斤
(裝置導航設備)

普通操作證

15 公斤以上、
未達 25 公斤

同專業基本級操作證

25 公斤以上、
未達 150 公斤

同專業基本級操作證

II

IIc

150 公斤以上

同專業基本級操作證

III

IIId

Ia(未達2kg註記)
I(未達2kg註記)
Ib

考取操作須通過學科與術科測驗，其中學科內容涵蓋專業飛行知識、相關氣象與物理知識等，
詳細如表 2。而進行術科測驗前，受測者須提前進行體格檢查(受測者身體及精神狀況良好，其視、
辨色力、聽力、四肢及活動能力標準與普通小型車體檢項目類似)。受測者不僅需自備測驗用之遙
控無人機，更需於測驗前先行繳交「系統知識填答表」
，充分了解無人載具之類型與構造(如：最大
起飛總重、螺旋槳或旋翼規格、遙控設備與頻率、滯空時間)，並由監評教官執行任務提示、說明
測驗程序及安全注意事項後才得以進行測驗。術科項目(如表 3)中除「飛行前檢查」、「口頭問答」
及「飛行後檢查」等項目外，其餘包含航線設定與實際測驗項目之操作必需於限時 30 分鐘內完成。
附帶一提，應考高級操作證者，需依據考場區域座標、操作限制排除事項等，另行填寫「政府機關
構、學校或法人活動計畫書」，並於測驗前繳交。
表 2 學科測驗指南5

學科測驗
1. 民用航空法及相關法規
(1) 註冊管理
(2) 操作管理
2. 基礎飛行原理
(1) 牛頓運動定律
內
(2) 航空器的基本四力
容
(3) 無人飛機飛行原理
(4) 無人飛機飛行控制
(5) 無人直昇機飛行原理
(6) 無人直昇機飛行控制
(7) 無人多旋翼機飛行原理

4

5

3. 氣象
(1) 密度高度
(2) 大氣壓力的測量
(3) 風的影響
(4) 障礙物對風的影響
(5) 風切
(6) 大氣的穩定性
(7) 逆溫
(8) 溫度與露點
(9) 雲系
(10) 氣團

4. 緊急處置與飛行決策
(1) 航空生理學
(2) 緊急處置原則
(3) 飛行決策

資料來源：遙控無人機「飛行操作與活動區域」說明會會議簡報，網址：
https://www.caa.gov.tw/Article.aspx?a=2969&lang=1。
資料來源：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遙控無人機操作證學科測驗，筆者自行整理，網址：
https://www.caa.gov.tw/Article.aspx?a=2620&la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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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無人多旋翼機飛行控制
(9) 載重與平衡
(10) 重量變化與重心移動的影響

(11) 鋒面
(12) 山區飛行
(13) 積冰
(14) 雷雨的循環
(15) 航空氣象服務
表 3 術科測驗指南6

測驗項目
第一組(G1組)
1.距地面或水面400呎區
2.視距外操作
3.夜間飛行

高
級
術
科
測
驗
項
目

第二組(G2組)
投擲或噴灑物件

第三組(G3組)
人群聚集或室外集會遊行上空活動

1. 飛行前檢查
2. 設定飛行任務
3. 正常航線起飛-定點起降及四面停懸
(G1及G3組必需使用姿態模式執行；G2組以GPS
或姿態飛行模式執行。)
4. 執行飛行任務(1) 8字水平圓
(2) 矩形航線
(G1組：燈號識別矩形航線；
G2組：精準循跡矩形航線；
G3組：矩形航線)
(3) 任務模式飛行(G1、G2組)或
興趣點飛行(G3組)
5. 結束飛行任務
(1) 定點降落於圓形範圍內
(2) 過程中必須控制穩定
6. 緊急程序處置
(1) 迫降航線處置。
(2) 異地迫降處置。
(3) 第一人稱飛行
(4) 空中緊急避障處置
7. 飛行後檢查

通過學術科後，測驗考官當天立即給予考生合格證明(如圖 1)，而考生試後需自行上網至「交
通部民用航空局遙控無人機管理資訊系統」進行操作證登錄，並繳完費後得以收到操作證(如圖 2)。
一般民眾或無人機廠商亦可利用該系統申請遙控無人機註冊或檢驗、登錄相關無人機產品資訊及申
請國外進口無人機認可等業務。關於無人機飛行空域，民航局彙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規範之限
航與禁航區域，製作「活動區域範圍查詢 GIS」(如圖 3)，方便無人機使用者上網查詢，使用者只
要輸入經緯度或是地址即可了解活動空域，避免飛友因誤飛而觸法。

6

資料來源：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遙控無人機操作證術科測驗，筆者自行整理，網址：
https://www.caa.gov.tw/Article.aspx?a=2621&la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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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遙控無人機操作證學術科合格證明

圖 2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遙控無人機操作證學術科合格證明7
(依序為學習操作證、普通操作證及專業操作證)

圖 3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遙控無人機管理資訊系統-活動區域範圍查詢 GIS8

7
8

資料來源：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遙控無人機操作證術科測驗，網址：https://www.caa.gov.tw/Article.aspx?a=2621&lang=1。
資料來源：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遙控無人機管理資訊系統-活動區域範圍查詢，網址：https://drone.ca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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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FPV Australia 飛行學院
除了臺灣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推行無人機規範與認證外，世界各國同樣針對自身國情需要，進行
無人機管制與規範，例如若於英國使用 250 公克至 20 公斤之間的無人機需要先行註冊與登記，且
登記使用人需要上網參加能力測試，證明瞭解相關的安全、保密和隱私條例；於日本部分空域操作
無人機必須獲得土地、運輸和旅遊等相關政府單位的許可，以確保安全。筆者曾至澳洲 FPV Australia
飛行學院進行無人機操作培訓。FPV Australia 是澳洲航空安全局(CASA)認可之無人機飛行學院。
參加培訓時，由飛行學院派遣飛行經驗豐富、無人機法例及安全操作也相當熟悉的臺灣及香港教練
團隊，至臺灣分校進行為期 2 天之學、術科教學，接續學員們在澳洲雪梨郊區，由澳洲主教練進行
第 2 次學、術科教學，並於澳洲 FPV Australia 總部完成考核。相關課程、教材、時間安排、考核
題目內容，完全根據 CASA 標準規劃，符合國際民航組織(ICAO)RPAS 訓練標準。
澳洲學院學科課程包含下列課程9:
1.

Meteorology 氣象學

2.

Aviation Language 航空語言

3.

Threat and Error Management 威脅與疏失管理

4.

Risk Management Principles 風險管理原則

5.

Map Reading & Direction 航空地圖及方向

6.

Principles of Flight 飛行原理

7.

Lipo batteries 鋰電池

8.

Pre and post flight checklist 飛行規劃

9.

Ground crew operations and relevant procedures 飛行團隊

課程教材如下，如圖 4：
1. Remote Pilot License(RePL) Student Training Manual 學生培訓手冊
2. The En-Route Chart(ERC) 航線圖
3. The Civil Aviation Regulations(CAR) 民航條例
4. The Civil Aviation Advisory Publication(CAAP) 民航諮詢刊物
5. The En-Route Supplement Australia(ERSA) 澳洲飛行航線補充
6. NOTAMS(Notice to Airmen) 飛行員提醒資訊

圖 4 澳洲 FPV Australia 飛行學院授課內容及教材

9

資料來源：FPV Australia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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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學院術科測驗內容10：
1. 定點起降(需至少離地 2 公尺，且懸停 10 秒)
2. 飛行逾 10 米(超過角錐)並返回(至少離地 2 公尺)
3. 使用 A 模式(關閉 GPS 模式)飛行逾 10 米(超過角錐)，並返回(至少離地 2 公尺)
4. 直線飛行 10m 後 108 度返回(無需旋轉飛機，保持飛機朝向)
5. 8 字水平繞圓
6. 以反方向進行 8 字水平繞圓
7. 完成垂直矩形(垂直升高 5m，並平移 10m)
8. 以 45 度角斜飛，並於空中完成平行矩形，並以 45 度斜飛返回
9. 完成 3 點圓錐來回，並維持飛行器皆正面朝前移動
10.準確飛行至測驗官指定位置(約 30m，以 3 次機會為限)
檢視臺灣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公告之學、術科測驗基準與澳洲 FPV Australia 飛行學院之 Remote
Pilot License Student Training Manual (學生培訓手冊)與術科測驗內容，下面將說明澳洲 FPV
Australia 飛行學院課程特殊地方。
首先在 FPV Australia 培訓手冊中最特別為第一章節「FORM OF THE EARTH」與第二章節「AIR
LEGISLATION」
。在「FORM OF THE EARTH」章節中，介紹地磁方向、子午線、時區、經緯度、
風 速 等 基 礎 地 球 科 學 與 飛 航 觀 念 ， 學 員 必 須 學 會 各 國 時 區 換 算 及 夏 令 時 間 計 算 。 而 「 AIR
LEGISLATION」中提及「Aviation Language(航空語言)」與「Map Reading & Direction(航空地圖及
方向)」
，裡面詳細介紹關於澳洲空域法規、參考資料、飛行指南、空域電波代碼、無線電頻率、空
域分類等，學員得以了解並判讀相關空域使用訊息11，例如：
MIL HEL OPS WILL TAKE PLACE WI 60NM OF SYDNEY AD
ACFT USING LGT ENHANCING DEVICES AND MAY NOT DISPLAY EXTERNAK LGT.
SFC TO 3500FT AMSL
FROM 06 272200 TO 07 141600
HN
內容提及距離雪梨機場 60 海浬，因有軍用直昇機(MIL HEL)出入，在 6 月 28 日上午 08 時(06 272200)
至 7 月 15 日上午 02 時(07 141600)，每日日落至日出這個時段(HN)，地面至 3500 英呎(SFC TO
3500FT)等空域，不得使用光源加強器。抑或空域 CLASS A、C、D、E 及 G 所蘊含之定義及限制，
查看地圖或系統來規劃無人機使用航線(如圖 5)，以及記載鄰近機場聯繫方式，提供飛航員或無人
機使用者可以致電通報申請與尋求協助。對比臺灣無人機教材、課程及規範，僅提供系統供了解是
否為限或禁航區，較少提及此部分。

10
11

資料來源：FPV Australia Taiwan。
資料來源：Remote Pilot License (RePL) Student Training Manual- PART 2- AIR LEGISLATION, 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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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shows an OzRunways screenshot showing Camden Tower frequency 120.112

在術科測驗部分，除了第 3 項指令為使用 A 模式執行飛行任務，其餘皆可使用 P(GPS)模式，
與臺灣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測驗基準不同。另外，依據臺灣測驗基準，考生執行飛行任務之 8 字水平
圓時，先向左前方以逆時針繞行 4 角錐所構成之圓弧，水平盤旋一圈後，再向右前方以順時針繞行
另 4 角錐所構成之圓弧水平盤旋一圈，且僅執行 1 次 8 字水平圓測驗。而澳洲 FPV Australia 術科
考核中，必須執行 2 次 8 字水平圓(第 5 與第 6 項)飛行任務，受測者得以自行選擇先向左或右前方
以逆時針或逆時針方式 8 字繞行 2 圓弧，惟第二次時需改採另一方向執行。此外，澳洲 FPV Australia
飛行學院結合澳洲無人機使用規範，融入「駕駛無人機時，飛機需至少離非操作人員 30 英呎以上
安全距離」規範準則，特別設計第 10 項術科操作，執行者需將無人機準確盤旋於測驗官指定位置(約
距離起飛點 30 英呎)，且僅有 3 次機會得以修正。而澳洲 FPV Australia 飛行學院之第 7 項與第 8
項術科內容也是特有測驗飛行任務，測驗考生是否能準確操控無人機，依循指定路徑飛行。
此次培訓實屬難得經驗，為 FPV Australia Taiwan 第二期 RePL 課程，參與的學員雖只有 6 位，
因每位學員工作屬性大相徑庭，受訓目的也截然不同，在這因緣際會下一起出國受訓，分享各自豐
富的飛行經驗與工作心得，提供借鏡與參考。也因彼此間互相幫助與學習，全員得以在異鄉順利完
成考核。培訓過程雖然艱辛，卻也造就難得的回憶與友誼。無人機在臺灣使用度越來越頻繁，雖然
設計日益簡便，操作者入門門檻低，但使用時仍需依循規範與使用方式，注意自身、他人與飛機安
全，才能達到效益最大化。

12

資料來源：Remote Pilot License (RePL) Student Training Manual-PART 2- AIR LEGISLATION, Fig 2.1, 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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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地研究心得分享
楊文超 /臺灣鑑識科學學會監事、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學學系助理教授

「世界很大」，在國內教育體制下，學習知識與累積能力，認識世界很大，有個外國月亮比較
圓的想法，任職後雖未至國外進修，亦因公務、學術或旅遊需求，出國與一些國際產業界專家與學
者進行聯繫與討論，轉職後，因研究計畫需要及評估未來鑑識發展，提出人工智慧於鑑識應用與影
像溯源技術之移地研究申請，感謝學校及系上老師的支持與認同，順利成行，一些生活感觸及想法
與各位先進分享。


差異性
教導「自由」觀念方式具差異，美國國小入學前，學校先提供父母與小孩的義務與權利規範，

皆須同意並簽署再入學，校園中常見「Treat people with respect if you want to be respected」之類的
標語，提醒不要忘記相互的尊重，若對小孩進行過度的責罵與教訓，學校也會邀請進行座談或遭鄰
居報警處理，父母也常提醒，自由須以不侵犯他人之自由為基礎。在國內，父母多著重小孩課業，
亦常聽見對小孩講出「沒關係啦，反正沒警察」等回應。感覺國內更加提倡個人自由，自由觀念更
為多元且靈活，但有時也因過度要求個人自由，而侵犯他人自由，常發生抱怨或爭吵。
個人信用透明性具差異，美國信用制度，深深的影響著其社會與生活作息，如購物、租屋、會
員申請、投資活動或保險購買等各種活動，都與個人信用評分（如 FICO score 等）相連結，評比
正常時，皆可便利地進行各式消費行為，如有評分低下問題，各式消費活動，多被要求以更高金額
進行或有無法進行的困難，故多數人注重維護其自身信用。在國內，近年來開始推行個人信用評分，
資料須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進行申請，由於十分重視個人隱私與個資保護，目前僅提供個
人自身信用查詢及金融機構申請查詢。信用評分制度的建立，對於金融與社會制度影響很大，有利
於促進金融消費行為的公平性與安全性，但也容易造成階級差異與破產後重生的障礙。


建議
有夢最美，築夢踏實，異地研究中，應邀參加了其他學者的研究工作會議，其中感受最深的就

是對於研究的議題討論開放性與計畫執行務實性，不管是 NSF 或 NASA 的補助研究計畫，亦或大
學內部的研究計畫，在執行時，都進行了 6 個月到 1 年的先期評估與開放性研討，評估議題是否適
切，是否值得執行，具體例子如探討人工智慧安全研究，先表述人工智慧進行語言溝通時，會出現
僅有人工智慧方懂得的語言等實際案例，討論此項研究議題是值得投入研究的議題，再進行期程與
成本評估，提出執行計畫書進行研究，即使研究結果出乎預期，也會務實的進行探討及檢討建議，
除了成果的交付外，研究團隊亦持續成長。憶起 4 年前的現場勘查行動 APP 的初探研究，雖當時
TAFS Newsletter,34,2020 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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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板行動裝置（Pad）才剛出現，國外初見於學術期刊（Forensic Science International）文章建議
及市場上出現 CrimePad 的現場勘查行動 APP，基於學生的熱情參與及學術的開放性，進行了行動
裝置的系統與網路效能及其運用於現場勘查的可行性評估，並參考了一些教科書與加拿大暴力犯罪
分析系統建置，於犯罪偵查與鑑識科學研討會中提出研究結果及系統開發建置建議，期能拋磚引玉，
讓更多的人評估此項科技於鑑識科學應用的未來性，惜於與會時，鑑識實務長官卻認為此項科技不
切實際，認為不可能執行，因而也停止了後續的研究進行。最近，新北市與台北市政府警察局鑑識
中心不但進行現場勘查行動 APP 研究與建置，並提出相關成果報告。當時如持續支持學生想法，
或許可以加速此項技術於鑑識科學應用，並使學生更熱愛與投身鑑識工作。
期待他人改變，不如自身做起，出國前，常感壓力沉重，恐無法指導好學生。出國後，或是文
化抑或環境差異，當地人對於許多事務處理都是靠自己，少聽到他們的抱怨。體會到，生命中如果
遭遇到不合己意環境，就改變它，如果沒辦法改變，就從自身開始，讓自己可以正向面對生活，並
認知到每個人都必須對自己負責，個人無法也不該對他人的人生負責。人都會死，是眾所皆知的通
則，從出生就開始走向死亡，簡單估計，工作約佔生命中約 8 分之 1 的時間，日復一日，如果僅完
成例行工作內容，有點浪費自己的生命與能力，如反思自我有哪些能力特質，可再精進工作內容或
程序，或使工作更圓滿完成，一方面可以肯定自我，另一方面也可以自我實現。回國後，應用這個
觀點於教學與研究上，亦發現學生更有熱情於所授課業及所研究問題上，也更有熱情過生活。
在現今科技多元發展及跨領域研究蓬勃的世代，英國牛津大學馬丁學院 2013 年研究報告[1]，
指出 2033 年美國將有高達 47％的職業，具高風險因應科技所消失或改變，Mckinsey 公司也提出報
告，預估 2030 年全球將有 8%-9%勞動力將出現於新型態職業[2]，未來的犯罪偵查與鑑識工作必將
有所因應改變，除在專業工作上的不斷精進，漸進學習新世代觀念與科技的變化，使服務單位更有
活力不斷創新，不被淘汰。
「世界亦很小」
，我們仰望著同一個月亮，對於事物的評價或者自身的評價，源於認知與認同，
何妨正視自身真正想法與期望，知足常樂，在不實訊息與新聞充斥的現今，不如放下抱怨與批判，
真正了解事件本末，真誠地過生活。
參考資料：
1. Frey, C. B. and Osborne, M. A.,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zation?”
https://www.oxfordmartin.ox.ac.uk/downloads/academic/The_Future_of_Employment.pdf.
2. Manyika, J., Lund, S., Chui, M., Bughin, J., Woetzel, J., Batra, P., Ko, R., and Sanghvi, S., “Jobs lost, jobs
gained: What the future of work will mean for jobs, skills, and wages.”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future-of-work/jobs-lost-jobs-gained-what-the-future-of-work-wil
l-mean-for-jobs-skills-and-w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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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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essional Review and Commentary 之部分內容如下，敬請參考訂閱。

NEW BOOKS AND BOOK REVIEW
New Forensic Science Books

Book Review

A Hands-On Introduction to Forensic Science:
Cracking the Case, 2nd ed

Introduction to Forensic Science and
Criminalistics, 2nd ed

M. M. Okuda, F. H. Stephenson
CRC Press: Boca Raton, FL, US; 2019

H. A. Harris, H. C. Lee
CRC Press: Boca Raton, FL, US; 2019
Reviewed by
Robert M. White, Sr.
RMW Consulting, Inc.
Naples, Florid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239-776-1241; rmquail@comcast.net

Battlefield Forensics for Persian Gulf States:
Regional and U.S. Military Weapons, Ammunition,
and Headstamp Markings
D. Mikko, W. Bailey
CRC Press: Boca Raton, FL, US; 2019
Behavioral Forensics: Using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in Psychological Court Evaluations
D. Ruben
Academic Press/Elsevier: Waltham, MA, US; 2019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Forensic Issues in
Evidence, Impact and Management
I. Bryce, Y. Robinson, W. Petherick, Eds
Academic Press/Elsevier: Waltham, MA, US; 2019
Crime Lab Report: An Anthology on Forensic
Science in the Era of Criminal Justice Reform
J. Collins
Academic Press/Elsevier: Waltham, MA, US; 2019
Crime Scene Processing and Investigation
Workbook, 2nd ed
C. R. Ramirez, C. L. Parish-Fisher
CRC Press: Boca Raton, FL, US; 2019
․․․․․

This is the second edition of the book Introduction
to Forensic Science and Criminalistics, which is
designed to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the basics of
forensic science and criminalistics. As a valuable aid to
teaching students, each chapter has a high-profile case
at the beginning, which should interest any student who
might enter the targeted fields. Other cases germane to
the material in the chapter are presented in “Case Study”
boxes wherever useful in a chapter. Likewise, wherever
the science of a case needs further explanation, “Science”
sidebars are inserted into the chapter. Once interest is
piqued by the lead case, the learning objectives of each
chapter are stated clearly in the “Objectives” box.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reader with as much visual supplementation
as possible, photographs and examples of actual results
such as for bloodstains and thin-layer chromatography
(TLC) are inserted throughout each chapter. At the end
of each chapter, “Key Terms” are listed to reemphasize
critical points in the material presented in the chapter.
In order to challenge a reader’s comprehension of the
material in each chapter, “Review Questions” along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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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l in/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are also offered at
the end of each chapter. Each chapter is well referenced.
Chapters 1 and 2 define the basics for forensics/
criminalistics and look into admissibility of evidence,
which is critical in the legal field. Basic definitions,
which are used in subsequent chapters, are given to
provide the reader with clear meanings for terms such
as identification, corroboration, and documentation.
Chapter 3 brings out the important distinction
between crime scene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Excellent
practical information for types of scenes, the actual steps
involved in scene processing, scene security, evidence
recognition, documentation, collecting and preserving
physical evidence, scene analysis, and reconstructions

are laid out. As is found throughout the book, noteworthy
crimes and their investigation are presented to emphasize
the use of the techniques described.
Chapter 4 covers the examin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patterns for reconstruction. As is true for all chapters,
Chapter 4 starts out with a high-profile case. The case
described involves blood spatter analysis. Blood spatter
angle and angle of incidence may be somewhat confusing
to a novice. However, the two calculations are clarified
quite nicely in Sidebar 4.1. Patterns such as those seen
with breaking glass and post-fire burn patterns are
interesting to even the casual observer.
․․․․․

TEITELBAUM'S COLUMN ON FORENSIC SCIENCE
—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Alphonse Bertillon — Whose Legacy as a Pioneer
in Criminal Identification Was Undone by Fingerprinting — May Have Solved the World’s First
Fingerprint Murder Case
Jeff Teitelbaum
Forensic Science Library Services
Washington State Patrol
Seattle,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 206 262 6027; Jeff.Teitelbaum@wsp.wa.gov
A newspaper headline from 1902 (Figure 2) neatly
sums up this story.

Figure 2. 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 December
28, 1902 [Public domain].

Before fingerprinting became the standard for
identifying criminals in the late 1800s, Alphonse Bertillon
singlehandedly created an identification system that was
based on a complex series of physical measurements
and photographs. He called his system Anthropometry,
and it was adopted and used by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 from England, France, and Switzerland to Russia
and in many parts of the US. Anthropometry was a
towering achievement. For the first time, records of
extremely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criminals could be
maintained, organized, and accessed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identity of a suspect. Bertillon was also a pioneer in
the use of the camera for criminal identification purposes,
and he is often credited as the inventor of the criminal
mugshot. Although cameras had been utilized by police
departments for several decades, Bertillon indisputably
formalized the use of photography as a system of criminal
identification and documentation in the late 1880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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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lphonse Bertillon [Wikimedia Commons].

Bertillon officially established the Anthropometric
Service within the Paris Prefecture in 1885, and his
system would enjoy years of success. Toward the end
of the century, however, the focus on fingerprinting as
a tool for identifying criminals began to attract
many law enforcement practitioners. Bertillon’s
anthropometric system, while theoretically sound,
could be rendered virtually useless due to factors such
as the variables of the measuring tools or the quality of
the training of the person taking the measurements.
One writer commented:
“I have seen so-called experts measuring prisoners
without even knowledge of where to place the instruments,
obtaining results so ludicrously inaccurate as to eliminate
any chance of identification.”

Bertillon strongly resisted the field of fingerprinting as an
enemy to his beloved measuring system. Even though he
respected his friend, Francis Galton, who had developed
one of the earliest fingerprint classification systems,
fingerprints had never solved a major crime. Still, Bertillon
realized that fingerprints did have value and soon
began incorporating them into his criminal file records,
even developing new techniques for photographing
fingerprints.
․․․․․

COMMENTARY
Forensic Science in the UK — At a Crossroads or at the Edge of a Precipice?
John Cassella received a degree in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s and chemistr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in 1988 and a
doctorate in orthopedic pathology from
the 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 (Royal
National Orthopaedic Hospital: Stanmore,
UK). He has published widely in medical
and related biomedical sciences and in
forensics. Working in many of London’s
major teaching hospitals in medical
research and teaching medical students
as a lecturer in biomedical sciences
and subsequently a reader (associate
John P. Cassella
professor) in biomedical sciences and
“programme leader” for the forensic Department of Criminal Justice
science degree at the University of Derby.
Staffordshire University
He joined Staffordshire University in 2005, Stoke-on-Trend, Staffordshire
teaching elements of forensic pathology as
United Kingdom
well as techniques of human identification
j.p.cassella@staffs.ac.uk

United Kingdom House of Lords Report
“A free society is dependent on the rule of law which in
turn relies on equality of access to justice. Simultaneous
budget cuts and reorganisation, together with exponential
growth in the need for new services such as digital
evidence has put forensic science providers under
extreme pressure. The result is a forensic science
market which, unless properly regulated, will soon
suffer the shocks of major forensic science providers
going out of business and putting justice in jeopardy.”
(Lord Patel,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2019 House
of Lords, United Kingdom)

On May 1, 2019, a 66-page report was produced
for public dissemination by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lect Committee in the United Kingdom House of
Lords, the highest of seats in UK government [9]. This
report had many hundreds of pages of written testimony
appended to it as well as transcribed oral testimony
(and videoed evidence on-line) given to the inquiry:
https://www.parliament.uk/forensic-science-lords-inqui
ry. It represented hundreds of hours of work by numerous
institutions, companies, groups, and individuals. The
committee’s report cited those persons (forensic scientists,
representatives of forensic science providers, legal
representatives, etc.) who presented oral evidence and
written evidence testimony, correspondence with
government ministers, and a variety of associated
evidence. The report was titled “Forensic Science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 Blueprint for Change”.
From its very title therefore, implicit in the paradigm
of this report was indeed a need for change and a
possible blueprint for that change.
Among its many points, the report noted acutely
that:

and body recovery from disaster situations.
Conferred a Professorial Chair in
Forensic Science Education in 2008 with
over 70 journal publications and books,
Dr. Cassella sits on a number of groups
that work at a national level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delivery of forensic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links between academia, the
forensic industry, and UK police services.
He sits on a former Home Office Group
(now part of DSTL) for search techniques
development and is a workstream lead
for “rapid services and custody suites”
for the Staffordshire Police-Staffordshire
University partnership. John is an
associate with Kenyons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Services and was deployed
to Grenfell Tower in 2017.

The UK was once regarded as world-leading in
forensic science but an absence of high-level
leadership, a lack of funding, and an insufficient
level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now means the
UK is lagging behind others. The forensic science
market is not properly regulated, creating a state of
crisis and a threat to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Despite the desire to be world-leading and to
develop research to keep at the forefront of technology,
a key concern must be the comments concerning a lack
of regulation and indeed a clear threat to the facilitation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CJS).
There exists at this time then the opportunity to
improve many aspects and facets of UK forensic science
or to run the risk that something detrimental could occur.
What is meant by that? Simply put, that the possibility
exists that a process or procedure is not conducted to the
optimal standard or that a test is not done or is poorly
interpreted or reported, which results in an innocent
person being convicted or a guilty person being found
not guilty in the UK courts. This must not be considered
as scaremongering, for it is not intended to be but it is the
worst-case scenario that the hard-working scene-of-crime
officers and forensic scientists in the UK always have
in the back of their minds so they can be confident they
have considered all aspects of their evidence coll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continuity and the subsequent testing
and reporting in whichever discipline they wor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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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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鑑識研習會•課程表》
數位鑑識已應用於犯罪偵查近 30 年，直至近年來網通科技快速發展及國內犯罪模式改變，數位證
物已成為我國最常見的犯罪證物，數位鑑識概念已是執法人員必備的基本知識。本研習會將涵蓋數
位鑑識原則、檔案系統介紹及刪除還原、Windows 鑑識、手機鑑識及網路鑑識等領域，以便全方
面認識數位鑑識價值及限制；另將於課堂以簡易工具實現數位鑑識目的，使理論與實務結合，加深
學員印象。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13 日~14 日（星期一、星期二）
地點：台灣文創訓練中心松江 1 館 751 教室(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31 號 7F-1)
(捷運松江南京站 7 號出口步行約 3-5 分鐘)
報名對象：限警、調、軍、檢、法院體系之公務人員
※學員需自備：筆記型電腦

第一天( 7 月 13 日)
時

間

主

講

報

09:00~09:30

09:30~10:50

題

到

數位鑑識簡介

陳詰昌技正

1. 數位證物與證據
2. 現場勘查程序
3. 數位鑑識程序

刑事警察局
科技研發科
休息時間

10:50~11:10
儲存裝置與檔案系統介紹
11:10~12:30

黃翔偉警務正

1. FAT 檔案系統
2. NTFS 檔案系統
3. ExFAT 檔案系統

刑事警察局
科技研發科
午餐時間

12:30~13:30
檔案系統復原與工具
13:30~14:50

座

黃翔偉警務正

1. 分區表復原
2. 格式化復原
3. 檔案刪除復原

刑事警察局
科技研發科
休息時間

14:50~15:10
Windows 鑑識
15:10~16:30

15

1.
2.
3.
4.
5.

記憶體分析
註冊表分析
檔案 Metadata 分析
事件日誌分析
執行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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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翔偉警務正
刑事警察局
科技研發科

第二天( 7 月 14 日)

時

間

主

講
報

09:00~09:30

09:30~10:50

題

座

到
陳詰昌技正

手機取證簡介

刑事警察局

手機取證流程與規範

科技研發科

休息時間

10:50~11:10
Andorid 手機取證介紹
1. 邏輯擷取
11:10~12:30

陳詰昌技正

2. 物理擷取

刑事警察局

Apple 手機取證介紹

科技研發科

1. 備份取證與邏輯擷取
2. 物理取證

午餐時間

12:30~13:30
網路鑑識
13:30~14:50

陳詰昌技正

1. 日誌分析

刑事警察局

2. 網路協定與封包分析

科技研發科

3. 網路鑑識之運用

休息時間

14:50~15:10
雲端鑑識
15:10~16:30

1. 雲端服務分類
2. 雲端取證工具
反鑑識手法介紹

黃翔偉警務正
刑事警察局
科技研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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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醫病理 2-槍傷研習會‧課程表》
槍傷的法醫病理鑑定偵查重點在射程(Range)與射擊方向(Direction)。其中射程判定主要依據槍口印痕
(Muzzle imprint)、煙硝(Soot)及火藥刺青(Gunpowder stippling)判定。射擊方向主要從確認射入口
(Entrance)與射出口(Exit)來釐清與判定。射程與射擊方向分析，對於死亡方式歸類極其重要。以手槍
(Handgun)、來福槍(Rifle)及獵槍(Shotgun)分述之。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15 日（星期三）
地點：台灣文創訓練中心松江 1 館 751 教室(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31 號 7F-1)
(捷運松江南京站 7 號出口步行約 3-5 分鐘)

時

間

09:00~09:30

主

題

報

到

講

座

槍傷(I)
09:30~10:50

1. 案例統計與分析
2. 槍傷法醫病理

休息時間

10:50~11:10

11:10~12:30

槍傷(II)

潘至信 研究員

槍傷的射程與射擊方向

午餐時間

12:30~13:30

13:30~14:50

槍傷(III)
槍傷法醫解剖案例探討(一)

休息時間

14:50~15:10

15:10~16:30

槍傷(IV)
槍傷法醫解剖案例探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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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法醫研究所
法醫病理組

《道路交通事故原因分析與責任鑑定研習會(4)•課程表》
事故處理階段：事故跡證鑑識
教學目標：藉由數學、物理常見的簡單定理定律，解釋碰撞運動與現象，解讀事故現場跡證特徵，
了解跡證意義，重建碰撞行為，釐清事故發生原委。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二）
地點：台灣文創訓練中心松江 2 館 SN204 教室(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31 號 2 樓之 4)
(捷運松江南京站 7 號出口步行約 3-5 分鐘)

時

間

主

題
報

09:00~09:30

講

座

到

事故跡證鑑識
09:30~12:30
（休息時間：
10:50~11:10）

1.碰撞力學(作用力特徵)
2.碰撞主體物質特性與碰撞結果跡證特徵
3.向量分析(力的合成與分解、動量守恆)
4.碰撞與運動學
5.力矩與旋轉
6.實際案例研討

陳高村副教授
中央警察大學
交通學系

午餐時間

12:30~13:30
事故跡證鑑識與肇事重建
13:30~16:30
（休息時間：
14:50~15:10）

1.跡證鑑識與修辭學
2.跡證鑑識結果與交通行為重建
3.交通行為重建結果與表達
4.違反交通規則法條與犯罪構成要件
5.肇事經過描述與鑑定(鑑識勘查)報告撰寫
6.實際案例研討

陳高村副教授
中央警察大學
交通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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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事故原因分析與責任鑑定研習會(5)•課程表》
事故處理階段：肇事重建與肇因分析
教學目標：藉由車輛行過程的力學分析，導出平衡穩定公式，探討各相關變數對於行車安全之影響，
並經由翻車事故案例介紹相互印證，釐清導致車輛發生翻車事故之關在因素，除了解事故發生原委
外，亦可做事故防制策略研擬之依據。
事故處理階段：肇事重建
教學目標：認識機械式行車紀錄原理與特徵，嫻熟調查蒐證技術，鑑識解讀行車紀錄意義之操作方
法與要領，重建事故車輛交通行為，釐清事故發生原因。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12 日（星期三）
地點：台灣文創訓練中心松江館 752 教室(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31 號 7F-1)
(捷運松江南京站 7 號出口步行約 3-5 分鐘)

時

間

主

題
報

09:00~09:30

講

座

到

翻車事故鑑定
09:30~12:30
（休息時間：
10:50~11:10）

翻車事故的力學原理
2.常見的翻車事故類型與原因探討
3.重大交通事故調查與鑑定
4.梅嶺翻車事故
5.仰德大道翻車事故
6.司馬庫斯翻車事故
7.國五轉國三蝶戀花遊覽車事故

陳高村副教授
中央警察大學
交通學系

午餐時間

12:30~13:30
機械式行車記錄鑑識
13:30~16:30
（休息時間：
14:5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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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機械式行車紀錄原理與特徵
2.機械式行車紀錄調查採證
3.機械式行車紀錄鑑識解讀
4.行車紀錄鑑識結果與表達
5.交通行為事件重建
6.實際案例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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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高村副教授
中央警察大學
交通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