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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訊息
研習會活動
1.「數位鑑識初階」研習會於 110 年 11 月 1 日及 8
日及「數位鑑識進階」研習會於 110 年 12 月 3 日及
6 日在 IEAT 會議中心舉辦完畢，參加學員來自內政
部移民署、法務部廉政署、海巡署偵防分署、國防部
軍事安全總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及各縣市警察
局。
「數位鑑識初階」研習會邀請刑事警察局黃翔偉
警務正、林芳如警務正、黃翰文股長及長庚大學許
晉銘助理教授主講，課程內容涵蓋鑑識原則及程序、
現場數位採證電腦手機等領域，結合重要的基礎理
論實務工具操作，建立學員對於數位鑑識的理解及
認識。
「數位鑑識進階」研習會則由刑事警察局黃翔
偉警務正及林芳如警務正主講，介紹常見的網路攻
擊手法、Windows 系統鑑識、網路鑑及資安識等領

3.「DNA 鑑定及其統計分析」研習會於 110 年 11 月
26 日在 IEAT 會議中心舉辦完畢，參加學員來自刑
事警察局、法務部調查局、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新北
憲兵隊、法律事務所、各大醫院醫檢科、生技公司及
各縣市警察局等單位。本次課程由刑事警察局生物
科蘇志文博士主講，本研習會課程除了針對一般的
初學者外，另外也針對目前實務上會碰到的親屬關
係鑑定及混合型別的研判分析，進一步以常見及較
複雜的案例加以舉例說明，期能對於目前或未來將
從事相關 DNA 鑑定工作或想要重新學習相關基本
知識者，提供深入淺出的課程內容。
4. 「CSI 鑑識體驗營高中教師周末充電營(4)」於 110
年 12 月 18 日在台中文心會議室舉辦，參加學員為
高中理科教師，課程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吳孟芳警
務員與蕭宇廷警務正、雲芝聯合鑑定顧問有限公司

域，結合重要的基礎理論及實務工具操作加深學員

陳建同鑑定人介紹鑑識科學專業相關領域之知識，

對於資安鑑識之印象。

並邀請大葉大學教學資源中心鄭孟玉主任分享教學

2.「製造毒品案件勘察」研習會 3 於 110 年 11 月 12

技巧，參加學員們學習回饋皆表示獲得滿滿正能量。

日在 IEAT 會議中心舉辦完畢，參加學員來自法務部

常務理監事會議

調查局、刑事警察局、海巡署偵防分署、民用航空局
航空醫務中心、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地方檢察署、地方法院、新北憲兵隊、憲兵指揮部及

12 月 27 日舉行第 10 屆第 1 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

鑑識科學學報

各縣市警察局。課程由雲林縣警察局謝金霖科長主

Forensic Science Journal 第 20 卷已經出刊

講「製造甲基安非他命毒品案件勘察實務」及「製造

◎期刊網址：http://fsjournal.cpu.edu.tw/

大麻案件勘察實務」
。藉由特殊製毒勘察案例分享，
讓鑑識人員瞭解勘察採證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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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之角色與權利義務(上)
---兼與證人、鑑定證人相比較--吳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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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本文曾發表於中央警察大學法學論集 12 期，2007 年 4 月，155-180 頁，今應臺灣鑑識科學學會之邀，配合相關法
律之增修而予以局部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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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基於證據裁判主義（刑訴法第 154 條第 2 項）規定以及隨著人權、法治觀念之轉變，刑
事司法機關（特別是法院）在刑事案件之處理時，越來越重視證據之要求，同時再加上犯罪
手法不斷的推陳出新、多樣化以及科學技術發展日新月異，因而刑事司法機關對於案件事實
之認定，也越來越依賴科學鑑定（鑑識）。
有許多案件，當其涉及高度專業知識經驗時，經常必須藉助科學鑑定而取得證據，以便
確定其犯罪事實，例如死因鑑定、體液鑑定、DNA 鑑定、精神鑑定、指紋鑑定、文書鑑定、
槍彈鑑識、影像鑑定、毒物鑑識、火災原因鑑定、交通事故鑑定等等。
科學鑑定之結論不僅有助於證據取得與事實釐清，而且使得法院之審判結果更具有說服
力，尤其是在欠缺相關人證或人證不具可靠性之情況下，科學鑑定往往成為整個案件之判斷
關鍵，影響案件當事人之權益甚鉅 1，這正是科學鑑定日趨受到重視之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科學鑑定在刑事訴訟程序上漸次深受刑事司法機關之倚賴，伴隨而來的是，
鑑定證據與鑑定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上的相關問題便有釐清之必要，例如鑑定證據之必要性、
關連性與信用性等、鑑定人之適格性、角色與權利義務等 2。本文則是側重於鑑定人在刑事訴
訟程序的角色與權利義務之探討，先予敘明。

貳、刑事訴訟法上之鑑定概念與鑑定人角色
一、刑事訴訟法上的鑑定概念
刑事訴訟法學所稱之鑑定概念與刑事鑑識科學（Frensic Science）所稱之鑑定並不完全相
同 3，申言之，在刑事訴訟法上，所謂鑑定（Gutachten）指的是一種調查證據之方法，係法
院或檢察官為了取得證據資料，於審判或偵查中，選任有特別專業知識經驗之第三人，就個
案之特定具體事項，加以分析、實驗或臨床診斷而作判斷，以作為檢察官追訴或法院審理之
參考 4。此等從事鑑定之人即為鑑定人，依照我國通說，鑑定人可以為自然人，亦可為機關團
體（所謂機關鑑定或囑託鑑定，即刑訴法第 208 條第 1 項前段：「法院或檢察官得囑託醫
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團體為鑑定或審查他人之鑑定，並準用第 206 條至第 206 條之
1 之規定」） 5。

1

例如在「八里雙屍命案」中，法官參考心理鑑定報告，認為被告謝依涵具有「可教化」，未判處其死刑，因而有媒
體以如次標題報導，
「一句可教化 謝依涵免死」
「鑑定人成地下法官」
（自由時報，2017 年 1 月 12 日，B5）

2

張麗卿，鑑定制度之改革，月旦法學 97 期，2003 年 6 月，128 頁。

3

刑事鑑識科學，乃指應用自然科學的知識和方法，對於證物予以鑑定（Idetification）、個化（Individualization）
和評估（Evaluation），用以重建犯罪現場（Crime scene reconstruction），提供偵查方向及法院判定刑期參考依據
之學問。所謂鑑定，即尋找並證明證物之類特徵（Class characteristics），例如不知名的白色粉末，經分析
化驗的結果，證明他是海洛英（Heroin），這個過程就是鑑定，因為只要是海洛英都會有相同的反應，亦即有相
同的類特徵。參閱駱宜安，刑事鑑識學，2003 年 1 月，3 頁以下。

4

林山田，刑事程序法，2004 年 9 月，423 頁；朱石炎，刑事訴訟法（上），2003 年 10 月，214 頁。

5

褚劍鴻，刑事訴訟法論（上），2000 年 9 月，324 頁；林山田，同註 3，423 頁；朱石炎，同註 3，215 頁；林
俊益，刑事訴訟法（上），2006 年 9 月，521 頁；反對意見卻是認為，所謂鑑定人，依其性質（亦即，具有證
人之性質），仍以自然人為限，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只不過受檢察官或法院之囑託而選任事實上之
鑑定人而已：唯有實際從事鑑定之人，始為鑑定人。（黃東熊/吳景芳，刑事訴訟法論，2002 年 9 月，240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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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人以其專業知識參與刑事司法機關對於犯罪事實之認定或證據問題之解決，有關其
專業知識經驗之提供，通常以下列三種方式進行 6：
a.報告某個專業領域之普遍的知識（所謂經驗法則 Erfahrungssätze）：例如新生兒在其
出生 6 個小時以後，其腸、胃會充滿空氣。
b.經由唯有以專業知識為基礎始有可能察覺或得知之待驗事實之確定（所謂專業知識
的事實確定 sachkundig fesgestellten）：例如確定死亡的新生兒甲之腸內並沒有空氣。
c.從根據專業知識所確定的事實，並依照科學規則而導出對於證據問題之意義（所謂
推論 Schlussfolgerungen）：例如由於新生兒甲之腸內並無空氣，故推導出甲係於出生 6 個小
時以內死亡。
而依照我國刑訴法之規定與精神，鑑定之實施，應以在法院內進行為原則，但於必要
時，得使鑑定人於法院外為鑑定。鑑定人於法院外為鑑定時，得將關於鑑定之物，交付鑑定
人。因鑑定被告心神喪失或身體之必要，得預定七日以下之期間，將被告送入醫院或其他相
當處所（刑訴法第 203 條）。此外，行鑑定時，如有必要，法院或檢察官得通知當事人、代
理人或辯護人到場（刑訴法第 206 條）。
二、鑑定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上的角色
如前所述，由於鑑定人之鑑定意見往往攸關法院判決爭點之解決，因此，有些人甚至認
為，鑑定人實際上已扮演了法官的部分角色，無論是相較於專業的或外行的法官，鑑定人都
像是「鑑定人法官」而擴大了法庭的意義；在極端的情形下，法官可能認為，他對裁判無須
負責，因為他是信賴鑑定人之專業知識而為裁判；而鑑定人也認為他不須負責，因為其僅是
提供某項專業知識或具體的認知給予法官支配，他本身並未完成任何裁判 7。
惟無論如何，法官與鑑定人應各有所司，在採用鑑定人意見時，雖然法官對該判決基礎
並無足夠的專業能力加以判斷，但仍應對其裁判結果負責任，故而文獻上充其量有認為，鑑
定人乃是法官之輔助者 8。
至於實務上也是主張：「刑事訴訟法之鑑定，乃使有特別知識或經驗者，在訴訟程序上，
就某事項陳述或報告其判斷之意見，藉以補充法院之知識，協助法院判斷事實之真偽，屬證據
資料之一種；因鑑定僅具補充法院認識能力之機能，鑑定意見能否採取，屬證據證明力問題，
賦予法院自由判斷之權，故鑑定結果，對法院而言，並無必須接受之拘束力，對於涉及專業事
項之鑑定意見，法院除須經直接言詞的調查證據程序，調查鑑定意見之適格性與可信度外，仍
應綜合卷內全部資料予以判斷，且應於判決理由說明得心證之理由，否則自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復按刑法之所謂精神耗弱，係指行為時之精神，對於外界事務之判斷力較之普通人之平均程度
顯然減退者而言；犯罪行為人於行為時之精神狀態，固屬精神醫學之專門領域，非經專精於精
神醫學之人或機構診察鑑定，不易判斷，但『精神耗弱』係法律用語，屬於行為有責性之判斷

6

Vgl.Roxin, Srtafverfahrensrecht, 25.Aufl. 1998, §27 Rn.1; Esenberg, Beweisrecht der StPO, 5.Aufl. 2006, Rn.1501

7

朱富美，科學鑑定與刑事偵查，2004 年 1 月，31 頁。

8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論（上），2020 年 9 月，580 頁；薛瑞元，刑事訴訟程序中「機關鑑定」之研究，台灣大
學法研所碩士論文，2001 年 1 月，5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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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非屬精神醫學判斷，而係屬於法律判斷，應由法院於不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原
則下，依職權判斷，不得視為一種單純之醫學或心理學上概念，進而以此概念代替法院之判
斷，……因此，法院不得專憑醫學鑑定報告，作為判決之唯一證據，而應就全部卷證資料，踐
行調查程序及參酌被告之犯案過程，資以判斷行為人於行為時之精神狀態，以定其責任能力。」
9

由此可見，儘管鑑定人之鑑定結果對於刑事案件之起訴或審判經常有關鍵性的影響，但我
國學說與實務普遍認為，鑑定人與證人同樣是屬於人之證據方法，均係以其供述----證言或鑑
定意見作為證據，均為協助國家發現真實之第三人。至於鑑定人與證人之區別，在學說上向有
爭論與困難 10，惟通說認為，鑑定人須具有專門的知識經驗，而證人則是以親身見聞之事實為
陳述，不以具有專業知識為必要；鑑定人雖以具有專門知識經驗為必要，但通常同一專業領域
中具有相同知識經驗者不會只有一人，故具有可替代性，而證人因係對於親身見聞事實之陳述，
因此具有不可替代性 11。

參、鑑定人之選任 12
一、鑑定必要性（以任意鑑定為原則）
刑訴法第 198 條：「鑑定人由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就下列之人選任一人或數人充
之：一 就鑑定事項有特別知識經驗者。二 經政府機關委任有鑑定職務者。」至於案件在何
種情況下之何種事項，應委請鑑定人實施鑑定，我國刑訴法並無規定，一般亦均認為，原則
上係由法院或檢察官本於職權自由裁量之 13。例如：「判斷文書之異同，原非以鑑定為必要之
方法，而法院核對筆跡，本為調查證據方法之一種，其有關通常之書據，若一經核對筆跡，
即能辨別異同時，法院本於核對之結果，依其心證而為判斷，雖未送請鑑定機關實施鑑定，
不得指為違法。」 14、「上訴意旨指摘原審未送鑑定其精神狀態。惟刑事訴訟法第 203 條第 3
項關於被告心神之鑑定，雖有得送入醫院或其他適當處所之規定，然其是否有此移送鑑定之
必要，事實審法院仍有自由裁酌之權。」 15、「精神是否耗弱，固指行為當時之精神狀態而

9

最高法院 94 年台上字第 2074 號判決。不過實務上卻也有不少法官或檢察官往往希望鑑定人能夠直接回答法律
上的判斷問題，例如「殺傷力」、「過失」等。

10

相關意見爭論與難題，參閱李貞儀，刑事鑑定制度之研究，1998 年 6 月，6 頁以下

11

參閱李貞儀，同註 10，1 頁；林宜民，依新修正刑事訴訟法論法庭活動----以鑑定為中心（司法院研究年報第
25 輯第 15 篇），2005 年 11 月，36 頁

12

在英美法中，鑑定人被稱為「專家證人」（expert witness），其可由當事人選定或法院指定，與專家證人相對
的，其他的證人則稱為「一般證人」（lay witness）。不論是「一般證人」或「專家證人」，其在訴訟程序上的
地位同屬證人。在英美法當事人進行主義之下，由於當事人得自己選定專家證人，且專家證人受有委任者之
報酬，當事人雙方皆得委任對己有利之專家作證，於是在法庭上所呈現出來的便成為「專家之戰」（Battle of
Expert），當事人雙方除了對於專家證言的內容進行質疑詰問之外，為了攻擊專家證言的信用性以影響陪審團
的心證，往往會成為對出庭專家證人的專業能力外，如品德、甚至包括交通違規、酗酒紀錄等非關案情之個
人隱私，或是該次出庭作證所受之報酬等的口水戰，令不少專家望之卻步。參閱林宜民，同註 11，47 頁以下。

13

張麗卿，刑事訴訟法理論與運用，2001 年 8 月，336 頁；朱富美，同註 7，37 頁

14

最高法院 85 年台上字第 2104 號。

15

最高法院 88 年台上字第 84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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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惟行為當時之精神狀態究竟如何，往往未必徒憑事後精神狀態所可追溯鑑定真確，事實
審法院仍非不得視個案情節，綜合被告行為當時各種言行表徵，就顯然未達此程度之精神狀
態者，逕行判斷，並非對是否精神耗弱之認定，概須送請醫學專家鑑定，始得據為審斷之基
礎。」 16
不過在某些案件，最高法院卻係認為，非經鑑定不可，例如：「原判決以扣案之搗碎
器、壓製器均有白色海洛因粉末之殘渣，認該等器具甫經使用過，而以之作為上訴人有本件
犯行之佐證。然白色粉末是否含海洛因成分，為求真確，應囑託專門機構予以鑑定。乃原審
未將之囑託專門機構鑑定明白，即逕以當庭勘驗之方式，謂系爭白色粉末為海洛因殘渣，要
嫌速斷。」 17、「被害人頭部受傷，腦挫傷出血結果是否致使被害人語言功能發生障礙？有無
引發癲癇症之可能！此等受傷之後遺症是否屬於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乃屬醫學上之專門
學問，非有醫學研究之人予以診療鑑定，不足以資判斷。非可僅由未具醫學專門學識之法院
依短暫、片段之訊問、觀察即可判斷。」 18、「指紋之同異，非經指紋學專家精密鑑定，不足
以資識別，原審命上訴人當庭所捺之左大指指紋，與被告提出之賣契及收清字據所蓋用之左
大指指紋，予以比對，大致固屬相同，但既未選任指紋學專家依法鑑定，則該兩項指紋是否
絲毫無異，仍屬無由識別，即難專憑職司審判者之自由比對，可資認定。」 19、
二、鑑定人之選任權人
（一）以法院與檢察官為限？
在實務上由警察機關或其他機關送請鑑定或者直接由偵查機關內部單位（如警政署刑事
警察局、法務部調查局）進行鑑定之情形，也是相當普遍，惟司法警察（官）是否有選任鑑定
人之權限？抑或僅限於審判長、受命法官與檢察官？對此，文獻上大多數採取後者之見解 20，
實務上亦同，如：「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八條規定：『鑑定人由審判長、受命推事 (法官)或
檢察官就下列之人選任一人或數人充之：一、就鑑定事項有特別知識經驗者。二、經政府機關
委任有鑑定職務者。』，又鑑定人應於鑑定前具結，其結文內應記載必為公正誠實之鑑定等語，
復為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二條所明定。卷查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台灣省建築師公會就『博士的家』建築物倒塌案所做之鑑定報告書，係受台北縣政府之委託所
為，既非由法官或檢察官依法選任，且原審未命履行鑑定人具結程序，其在程序上已欠缺法定
條件，即難認為合法之證據資料。」 21
相反的，少數意見認為：
「現行刑事訴訟法雖然僅就法官與檢察官使鑑定人所為之鑑定為
規定，但為偵查之必要，於事實上，司法警察官亦得使鑑定人為鑑定」22，而實務上亦有認為：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民國九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刑偵五字第○九二○○四六一一七號
16

最高法院 88 年台上字第 930 號。

17

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2159 號。

18

最高法院 85 年台上字第 193 號。

19

最高法院 32 年台上字第 2136 號。

20

朱石炎，同註 4，215 頁；黃朝義，刑事訴訟法（證據篇），2002 年 11 月，281 頁

21

最高法院 92 台上字 3817，相同意旨者，93 年台上字第 1774 號、94 年台上字第 7325 號。

22

黃東熊/吳景芳，同註 5，2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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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驗通知書，係高雄縣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移請鑑定，而刑事訴訟法並無限定只有法院及檢察
官委託鑑定始具有證據能力之明文，上開鑑驗通知書復經鑑定證人曾崑民到庭說明甚詳，……
因認上開鑑驗書亦有證據能力，經核於法均無不合。」 23
對此問題，本文認為，就我國現行刑訴法之設計而言，除了法院與檢察官外，其他機關
或私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上並無選任鑑定人之權限，當無疑義；然而，考量到現實上之需要以
及可行性之問題，將鑑定人之選任權限予以適度開放，確實有其必要，惟此部分應透過修法
以謀求解決。
（二）概括選任之問題
如前所述，警察並無選任鑑定人之權限，但現實上警察在偵查階段，基於犯罪事實調查之
需要，有不少證物確實必須先經由鑑識，以查明相關人是否涉有犯罪，進而決定是否移送檢察
官以追訴該犯罪；如果每個有待鑑定之案件均須由檢察官出面選任鑑定人，則在實務運作上可
能頗為不便，因此，遂出現所謂概括選任鑑定人之便宜作法，即由檢察機關發函各警察機關與
檢察官而概括選定鑑定機關與鑑定人 24。
惟如此作法在實務上卻曾引起討論如次 25：某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為方便偵查程序之
鑑定作業，乃發函指示司法警察（官）等偵查輔助人員於案件未移送檢察官偵辦前之調查犯
罪階段，得依概括授權自行將尿液、血液、毒品、槍砲、彈藥、刀械等證物送請檢察機關預
先核定之專責鑑定人或鑑定機關（團體）實施鑑定，此時該鑑定人或機關（團體）所出具之
書面鑑定報告，是否具有證據能力？
甲說：依刑訴法第 198 條、第 208 條之規定，所謂鑑定乃指於刑事訴訟程序中為取得證據資料
而由檢察官或法官指定具有特別知識經驗之鑑定人、學校、機關或團體，就特定之事物，
以其專業知識加以分析、實驗而作判斷，以為偵查或審判之參考。故而，不論鑑定人或鑑
定機關、學校、團體，均應由檢察官或法官視具體個案之需要而為選任，始符合刑訴法第
198 條、第 208 條之規範本旨，本例所示之鑑定程序違反上開規定，逕由司法警察（官）
將相關證物送請預先核定之鑑定人或鑑定機關〈團體〉從事鑑定，該鑑定人或鑑定機關
（團體）所為鑑定意見，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亦無從認係刑事訴訟法第 206
條所定之傳聞例外，依新修正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第 1 項之規定，其鑑定意見不得作為
證據。
乙說：司法警察等偵查輔助人員於案件未移送檢察官偵辦前之調查犯罪階段，依據檢察長之概
括授權，先行將尿液、血液、毒品、槍砲、彈藥、刀械等證物送請檢察機關預先核定之專
責鑑定人或鑑定機關（團體）實施鑑定，基於檢察一體原則，該鑑定人或鑑定機關（團
體）亦應視同受承辦檢察官所選任或囑託而執行鑑定業務，其等出具之書面鑑定報告應
屬刑事訴訟法第 206 條所定之傳聞例外，當具有證據能力。

23

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4916 號。

24

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92 年 9 月 9 日檢文允字第 0921001203 號函暨法務部檢察司 92 年 9 月 17 日法檢司字第
0920803923 號函。

25

刑事訴訟新制法律問題彙編，2003 年 8 月，15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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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結果：採乙說
依照本文見解，鑑定乃是針對個案之具體事項，由法院或檢察官選定第三人，請求其表示
專業之判斷意見，以作為檢察官起訴或法院審判之參考，倘若由檢察長在非針對個案之具體事
項之情形下而預先概括選任鑑定人或鑑定機關，然後再由警察機關視案件之需要送請鑑定，此
顯然與現行刑訴法有關鑑定制度之設計有違。關於本問題之斧底抽薪之道，一如本文前所主張
的，只要在刑訴法上賦予警察有選任鑑定人之權限，則此等爭議便可迎刃而解。

肆、鑑定人之拒卻
所謂鑑定人之拒卻，乃是當事人對於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所選任之鑑定人，表示
拒絕，請求變更。由於鑑定人之鑑定經常成為法院認定事實之基礎，影響裁判結果至鉅，自
應慎重為之，因此，儘管鑑定人係由法院或檢察官所選任的，但如鑑定人具有一定的身分，
而足認其鑑定有不公平之虞者，應允許當事人聲明拒卻。
一、拒卻之原因
當事人得依聲請法官迴避之原因，拒卻鑑定人（刑訴法第 200 條第 1 項本文），依此，
得拒卻鑑定人之原因與得聲請法官迴避之原因原則上相同 26。不過，不得以鑑定人於該案件
曾為證人或鑑定人為拒卻之原因（同條項但書）。
此項拒卻須由當事人聲請，而與法官之應行自行迴避，否則即認為違背法令有異，故如
鑑定人雖具有拒卻之原因，但當事人未予聲明，致鑑定人而為鑑定者，其鑑定仍屬合法，足
採為判決之基礎。至於法院或檢察官如囑託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為鑑定時，其實際
參與鑑定之人，如具有拒卻之原因，當事人亦得聲請拒卻，惟不得以該機關、醫院、或學校
為拒卻之對象 27。
二、聲請拒卻之時間
當事人聲請拒卻鑑定人，應於鑑定人就鑑定事項為陳述或報告前為之（刑訴法第 200 條
第 2 項本文），此應係考慮到當事人有可能因鑑定人之陳述或報告不利於己，為拖延時間而
聲請拒卻。但是如果拒卻之原因發生在鑑定人陳述或報告之後，或當事人知悉在後，則仍得
聲請拒卻（同條項但書）。
三、聲請拒卻之准駁
當事人聲請拒卻鑑定人之許可或駁回，在偵查中由檢察官以命令為之，而在審判中，則
由審判長或受命法官裁定之（刑訴法第 201 條）。

26

刑訴法第 18 條：「當事人遇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聲請法官迴避：一 法官有前條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二、
法官有前條以外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第 17 條：「法官於該管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
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一 法官為被害人者。二 法官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八親等內之血親、
五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者。三 法官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約者。四 法官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
定代理人者。五 法官曾為被告之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曾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
人者。六 法官曾為告訴人、告發人、證人或鑑定人者。七 法官曾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之職務者。八 法官
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

27

褚劍鴻，同註 5，3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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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nsic Science Review
《鑑識科學綜論》
Forensic Science Review 於 1 9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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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3 年被收錄於 Elsevier Scopus，現已被納入下
列機構與搜尋平台：美國國會圖書館、MEDLINE/PubMed、Elsevier、EBSCO、
ProQuest、Cengage。付費訂戶有限，但也遍及卅餘國。
本期刊一年二期，於每年一月及七月出刊。以下為第 卅三 卷第 二 期（2 0 2 1 年
7 月出刊）Professional Review and Commentary 之部分內容，敬請參考訂閱。

ADVANCING THE PRACTICE OF FORENSIC SCIENCE IN THE US — UPDATE
Advancing the Practice of Forensic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 The Role of Forensic
Science Standardsa
Julie Howe1,b*, Pam King2,b, Jeri D. RoperoMiller3,b, Gregory E. Berg4,b, Mary McKiel5,b
1
Department of Clinical Health Sciences
Doisy College of Health Sciences
Saint Louis University
Saint Louis, Missouri
2
Minnesota District Court, 3rd Judical District
Rochester, Minnesota
3
RTI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riangle Park, North Carolina
4
Defense POW/MIA Accounting Agency
Honolulu, Hawaii
5
McKiel Group, LLC, Standards Consultants
Arnold, Maryland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ulie.howe@health.slu.edu
Forensic science based on sound practices and
presented in an unbiased manner contributes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today’s courtrooms, reliance
on forensic evidence is increasing but if sound scientific
principles are not applied, serious errors can occur. As
we know, the best scientific practices are not static and
they continue to evolve. For example, due to continued
research, technology advancements, and changing
applications, deoxyribonucleic acid (DNA) evidence is
now generally accepted as reliably scientific. The same
can be said of toxicological evidence, which is rooted in
traditional science. However, other forensic disciplines
have not necessarily adhered to the same level of scientific
rigor. Therefore, it is of no surprise that the 2009
landmark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 Report
Strengthening Forensic Science: A Path Forward
identified numerous forensic science weaknesses in th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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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calling into question the validity of
several methods/techniques and thus reemphasizing th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scientific process in forensic
science [1].
The purpose of the NRC report was to assess how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could be made in forensic
science since there were vague, unenforced, or no
standard protocols governing forensic practice in a
given discipline. Furthermore, the quality and variability
of forensic practice was questionable due to “the absence
of adequate training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rigorous
mandatory certifi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programs,
adherence to robust performance standards, and effective
oversight.” [1] Among their many recommendations,
the NRC concluded,
“The bottom line is simple: In a number of forensic
science disciplines, forensic science professionals
have yet to establish either the validity of their
approach or the accuracy of their conclusions,
and the courts have been utterly ineffective in
addressing this problem.” [1]

Then, in 2016 the 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CAST) published a report
titled Forensic Science in Criminal Courts: Ensuring
Scientific Validity of Feature-Comparison Methods,
noting that there were still two major gaps in forensic
science:
“(1) the need for clarity about the scientific standards
for the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forensic methods
and (2) the need to evaluate specific forensic method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y have been scientifically
established to be valid and reliable.” [2]

Their key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standardization and
best practices for many of the forensic disciplines,
particularly for pattern evidence such as toolmarks, shoe
prints, and firearm analysis.
․․․․․

TEITELBAUM'S COLUMN ON FORENSIC SCIENCE
—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The Bureau of Forensic Ballistics

Jeff Teitelbaum
Forensic Science Library Services
Washington State Patrol
Seattle,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eff.Teitelbaum@wsp.wa.gov
What we need is a reliable method of determining
from the bullets the type of weapon that fired them.
I am trying to catalogue all firearms ever manufactured
in this country which might today be used by
criminals. [1]

Thus began Charles E. Waite in his 1920 letter to
every firearms manufacture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letter continued:
This means having precise data on the construction,
date of manufacture, caliber, number, twist and
proportions of the grooves and lands, as well as
type of ammunition of as many guns as possible.
I know that impressions of the grooves and lands
can be found on bullets. The angle and direction
of the rifling as well as the precise caliber can be
determined from the bullet. If I had a register of
al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ll types of guns, I would
be in a position to determine the weapon used in
a given homicide.

Waite was not a firearms expert; he was an
investigator in the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In 1917, a murder trial that was not even one
of his cases caught his attention; the case would change
the direction of his life, and it would change the direction
of the field of firearms investigations.
In terms of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Calvin Goddard
(1891–1955) is widely recogniz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pioneer in the field of forensic ballistics, and his work at
the Scientific Crime Detection Laboratory in Chicago
established the field on a solid scientific foundation. But
the groundwork that led to Goddard’s involvement in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and specifically firearms
identification, began with Charles Waite (1865–1926),
a man whose name is far less familiar even to many
current forensic firearms practitioners.

The case that launched Waite into his obsession
with firearms identification involved a farm worker in
upstate New York named Charles Stielow, who was
convicted in 1915 of fatally shooting his employer and
his employer’s housekeeper. Waite was horrified at the
amateurishness of the courtroom testimony of the
firearms “expert” and he asked Governor Charles
Whitman if he could investigate the case on his own.
Enlisting the help of a microscopist at Bausch & Lomb,
Waite examined the bullets recovered in the murders as
well as some bullets test-fired from a revolver that
Stielow owned; he determined that the respective
markings were completely different. This result, along
with other evidence developed during an investigation
by the deputy attorney general, led Gov. Whitman to
commute Stielow’s sentence and release him from
prison in 1918.
Waite subsequently decided that to improve the field
of firearms identification, he would need information
about every gun manufactu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No
one had ever compiled this kind of information before,
and he soon found that the records of most gun companies
were in a terrible state of disorder; he often needed to work
for months at a given company to locate and organize
the manufacturing specifications. Calvin Goddard would
later write: “After three years of exhaustive travel and
research, he (Waite) had detailed technical data on every
firearm from every major and minor gun maker in the
US. At the same time, he commenced a collection of
sample unfired bullets, empty primed shells, loaded
cartridges, and specimen firearms, in every possible
make, type, caliber, and variety.”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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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ARY
Jurisprudence and Ethical Dilemmas on the Autonomy of Illicit Substance Users —
A Greek Perspectivea
Maria-Valeria Karakasi, Dimitrios-Vaios Kostimbas, Pavlos Pavlidis*
Greece
*pavlidi@med.duth.gr
Substanc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as Determinants
of Substance Abuse
Substance abusers are often treated with hostility
and viewed as individuals living parasitically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 rather than as people in need of help
[1]. Society seems reluctant to forgive drug addicts for
their choices and their divergence in general, and this
attitude may even continue after their detoxification.
Indeed, social representations of addicts are often
characterized by fears, prejudice, stereotypes, and
systemic racism. On the contrary, consumer of legal
substances such as alcohol, tobacco, energy drinks, and
caffeine generally are socially acceptable and do not get
stigmatized, with the exception of some borderline
alcohol-dependent individuals [2].
Therefore, substance abuse does not occur in a
neutral and indifferent environment, but in a society
having a series of reactions to the phenomenon. These
reactions are concentrated on a dynamic that confronts
substance abusers with the rest of society and greatly
influences consumer behavior itself and the phenomenon
of substance abuse in general.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substance and the individual, another determinant of the
problem is society — in particular, the way society
perceives the phenomenon of substance abuse. The
social perception of drug use is negative and certainly
disproportionate to the real consequences of the
phenomenon. This behavior is partly based on reasonable
justifications, linked to the serious social implications of
uncontrolled substance abuse [3].
It should first be noted that every social phenomenon
has symbolic importance and corresponds to the values
defined by the political-philosophical system within
which 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 develop. Therefore, the
recognition of drug abuse and dependence as a social
problem is very much linked to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context within which the phenomenon develops, but also
provides for the social reaction it entails. Substance abuse
and addiction, in addition to being a pharmacological
phenomenon, is also an antisocial and self-punishing
behavior.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the phenomenon
becomes apparent in four main manifestations of social
dysfunction:
•

The harmful effects of substance-use disorder on
the users’ physical and mental-emotional health —
and thus, to an extent on public health [4];
• Its detrimental effects on their families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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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會花絮
「數位鑑識初階」研習會
日期：110 年 11 月 1 日及 8 日
地點：台北 IEAT 會議中心

講座：刑事警察局黃翔偉警務正
講題：數位鑑識簡介

講座：長庚大學許晉銘助理教授
講題：電腦數位鑑識

講師請學員分組討論

講座：刑事警察局黃翰文股長
講題：行動裝置數位鑑識

「製造毒品案件勘察」研習會 3
日期：110 年 11 月 12 日 / 地點：台北 IEAT 會議中心

講座：雲林縣警察局謝金霖科長
講題：「製造甲基安非他命毒品案件勘察實務」及「製造大麻案件勘察實務」
TAFS Newsletter,43,2021 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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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鑑定及其統計分析」研習會
日期：110 年 11 月 26 日 / 地點：台北 IEAT 會議中心

講座：刑事警察局生物科蘇志文博士
講題：DNA 鑑定基礎統計方法介紹

學員以軟體進行混合型別分析計算

「數位鑑識進階」研習會
日期：110 年 12 月 3 日及 6 日 / 地點：台北 IEAT 會議中心

講座：刑事警察局林芳如警務正
講題：網路攻擊手法

講座：刑事警察局黃翔偉警務正
講題：網路鑑識

講師指導學員實作課程1

講師指導學員實作課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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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 鑑識體驗營-高中教師周末充電營(4)
日期：110 年 12 月 18 日 / 地點：台中文心會議室

講座：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吳孟芳警務員
講題：會一會宋慈-從洗冤集錄談鑑識之今昔

講座：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蕭宇廷警務正
講題：光源與觀察

講座：雲芝聯合鑑定顧問有限公司陳建同鑑定人
講題：文書鑑定教育推廣自動好

講座：大葉大學教學資源中心鄭孟玉主任
講題：創造快樂學習的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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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災調查研習會‧課程表》
火災案件除涉刑事責任釐清，其調查結果亦牽動民事及保險理賠，影響當事人及受災戶權益甚鉅，
足見火災調查之重要性。但火場經長時間高溫燃燒、搶救人員射水、拆缷破壞，原起火物及現場物
體擺放原形（狀）早已不復存在，增加調查之困難性。本研習會將透過現場勘察程序、技術、採證、
證物鑑定及案例說明，建立學員對於火災調查工作的認識。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2 月 18 日（星期五）
地點：IEAT 會議中心 1003 教室(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50 號 10F)
授課對象：限警、消、調、軍、檢察及法院體系之公務人員、司法實務工作者

時

間

主

題

09:00~09:30

講
報

到

火災調查概論及現場勘察技術
09:30~10:50

1、火災調查程序
2、現場勘察技術

10:50~11:10

王惠慧副大隊長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火災鑑識中心

1、電氣火災原因與研判證據
2、案例說明

12:30~13:30

午餐時間
縱火火災調查及案例說明

13:30~14:50

林如瑩專員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火災調查科

1、縱火手法與研判證據
2、案例說明

14:50~15:10

休息時間
微小火源火災調查及案例說明

15:10~16:30

15

林如瑩專員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火災調查科

休息時間
電氣火災調查及案例說明

11:10~12:30

座

1、微小火源發火機制與研判證據
2、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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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慧副大隊長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火災鑑識中心

各位會員台鑒：
值此歲末年終之際，感謝全體會員長久的支持與
奉獻。今年仍受 COVID-19 影響，停辦若干活動，展望
新的一年，期盼諸位繼續給予學會指導、鼓勵及支持，
使本會各方面的會務更加成長茁壯。
祝福各位工作順利
身心康泰

萬事如意
社團法人臺灣鑑識科學學會
理事長黃女恩暨全體理監事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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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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