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刑事鑑識與司法正義

主講人： 謝松善

日 期：108年04月28日

時 間：上午10：00─12：00
地 點：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南館國際演藝廳







刑事科學專業領域

刑事毒物學

刑事血清學

刑事工程學

刑事攝影學

刑事法醫學

刑事人類學

刑事齒科學

刑事昆蟲學

刑事植物學

刑事精神醫
學



刑事科學專業領域

刑事物理學

刑事化學

文書鑑定

槍彈鑑識

指紋鑑識

火災鑑識

語音鑑識

痕跡鑑識

測謊鑑識

血跡型態分
析



刑案現場處理程序﹝初步處理﹞

接獲報案

瞭解案情

救護傷患

逮捕嫌犯

現場觀察

跡證保全

現場封鎖

案情通報



刑案現場處理程序﹝初步處理﹞

接獲報案
迅速抵達現場

備妥應勤裝備

瞭解案情
瞭解案情內容

留置必要證人

救護傷患
確認當事人是否有救

連絡救護緊急送醫

救護前後照相記錄

陪同送醫錄音蒐證

蒐集衣物採取跡證

調閱影印醫療記錄



刑案現場處理程序﹝初步處理﹞

逮捕嫌犯
逮捕現行犯或清查嫌疑人

注意歹徒是否仍藏匿現場

現場觀察
記錄到達時之現場狀態

記錄到達時之在場人員

注意進入現場路線及腳步

觀察是否另有死者或傷者

注意現場圍觀群眾

跡證保全
危險物品緊急處理與記錄

戶外跡證暫時保護或處理

環境因素考量屍體之處置

現場封鎖
界定現場封鎖範圍

設立三道封鎖線

記錄進出之人員與時間

嚴密現場封鎖警戒

案情通報



刑案現場處理程序﹝初步處理﹞

逮捕嫌犯
逮捕現行犯或清查嫌疑人

注意歹徒是否仍藏匿現場

現場觀察
記錄到達時之現場狀態

記錄到達時之在場人員

注意進入現場路線及腳步

觀察是否另有死者或傷者

注意現場圍觀群眾

跡證保全
危險物品緊急處理與記錄

戶外跡證暫時保護或處理

環境因素考量屍體之處置

現場封鎖
界定現場封鎖範圍

設立三道封鎖線

記錄進出之人員與時間

嚴密現場封鎖警戒

案情通報



刑案現場勘察



刑案現場處理程序﹝現場勘察﹞

勘察任務
研究犯罪狀況

蒐採各種跡證

製作勘察記錄

完整包裝封緘

提供偵審依據

勘察步驟
由外而內

由近而遠

由低而高

由左而右或由右而左

由明顯而潛伏



刑案現場處理程序﹝現場勘察﹞
勘察採證要領
戴帽套、手套及鞋套進入現場
細心反覆勘察採證
冷靜客觀分析
注意可疑或異常處所
確實做到資料保密
屍體不宜亂動
注意採證必須合乎法律程序



刑案現場處理程序﹝現場勘察﹞
現場預勘
任務分工
現場記錄
現場照相
現場錄影
現場錄音
現場筆記
現場測繪

物證蒐尋

物證採集

物證包裝

物證封緘

物證保存

物證鑑定

現場重建



刑案現場處理程序﹝現場勘察﹞

物證採集注意事項
採集前必須照相或記錄採

證的位置
採集足夠可供化驗的量
採集供比對之標準品
避免物證遭受污染
依循法律程序處理
講究採證保存的方法

物證包裝、封緘及
保存注意事項

注意生物性跡證之包裝
注意微物跡證之包裝
注意縱火案跡證之包裝
注意衣褲物證之包裝
注意槍彈證物之包裝
注意危險物品之包裝
注意封緘程序完備
注意包裝袋資料記錄完整
注意證物管制鏈之完整



刑案現場處理程序﹝現場勘察﹞

物證蒐尋範圍
進入通路

入口

現場

出口

逃離路線

暴力犯罪被害人之身體

車輛

其他相關處所

物證蒐尋標的
因犯罪所用之物

因犯罪所生之物

因犯罪所得之物

因犯罪所變之物

因犯罪所毀損之物

因犯罪所藏匿或湮沒之物

因犯罪所遺留或遺棄之物

其他與案件相關之物



刑案現場物證之類別

暫時性物證

情況性物證

型態性物證

關聯性物證

移轉性物證

醫療性物證

數位性物證



刑案現場物證之類別

暫時性物證
例如現場氣味、溫度、火焰或

煙霧的顏色、物品冷熱或乾濕狀態

等。



刑案現場物證之類別

情況性物證
例如現場燈光、電視、音響、電
扇、冷氣、水龍頭、門窗及瓦斯等
開關情形、汽車引擎是否發動、鑰
匙、排檔及手煞車位置、衣櫥、抽
屜及拉鍊是否打開、槍枝是否上膛
或保險等。



刑案現場物證之類別

型態性物證
(一) 血跡型態

(二) 玻璃破裂型態

(三) 火災燃燒型態

(四) 傢俱擺設型態

(五) 射擊彈道型態

(六) 追逐拖拉型態

(七) 輪胎或煞車痕跡型態

(八) 犯罪手法型態

(九) 衣服或物體型態

(十) 槍擊殘跡型態

(十一) 翻倒損壞型態

(十二) 屍體姿勢型態



刑案現場物證之類別

關聯性物證
例如現場發現嫌犯的皮夾、證件

或跡證、碎片物理痕跡的吻合、顯現

之槍枝、引擎號碼及嫌犯處所找到失

竊贓物或被害者物品等。



刑案現場物證之類別

移轉性物證
人與人、人與物及物與物的接

觸所相互轉移之物證，例如血跡、體

液、組織、毛髮、纖維、泥土、雜草

、灰塵、花粉、玻璃、油漬及油漆等。



刑案現場物證之類別

醫療性物證
例如嫌犯或被害人的醫療診斷

紀錄、病歷、藥袋、藥品及法醫相

驗或解剖報告等。



刑案現場物證之類別

數位性物證
例如手機、平板電腦、手提電腦

、桌上型電腦等資訊產品與設備，及

其所顯示或儲存的通訊與連繫內容等。



刑案現場物證之性質

生物性物證
血液

精液

唾液

毛髮

組織

植物等

化學性物證
玻璃

火藥

纖維、紙張

土壤、金屬

油漆、塑膠

毒品、化學藥劑等



刑案現場物證之性質
物理性跡證
指紋

槍彈

筆跡

書寫壓痕

工具痕跡.號碼重 現

足跡及輪紋等

其他跡證
標記

聲紋

測謊

錄影

照片

狀態等



刑案現場物證之檢驗

一般辨識

分析鑑定

屬性歸類

部分個化

個化比對

現場重建



物證在犯罪偵查上之之功用

提供犯罪訊息

研究犯罪模式

連結嫌犯與被害人

之關係

連結個人與犯罪現

場之關係

證明自白或證言之真

實性

確認嫌犯身份

瞭解物證性質及來源

提供偵查方向

重建刑案現場



四向連結理論

•物證

•犯罪現場

•嫌犯

•被害人



刑案現場蒐證之目的

現 場 被 害 人

嫌 犯 物 證



刑案現場重建之意義

以刑案現場及犯罪有關連之人、事、時、
地、物為基礎，運用科學方法、器材設備及
鑑識技術，蒐集、採取與鑑驗現場相關跡證，
並綜合分析研究與犯罪現場相關的各項情況
資料，再依「因果關係」 、「經驗法則」
及 「邏輯思維」等方法，推理論證與研判
重建案件發生經過，瞭解犯罪事實真相，作
為犯罪偵查及司法審判之依據。



刑案現場重建之證據

人證、物證和書證

物證與供述證據

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

證據價值和證據能力



刑案現場重建之步驟

資料蒐集

初步臆測

假設建立

科學驗證

理論形成

現場重建



刑案現場重建之基礎

縝密的現場勘察
完整的現場蒐證
精密的物證鑑識
相關的科技整合
落實的偵查資訊
合理的邏輯推論
細膩的拼圖重建



刑案現場重建之類型

時間之研判

地點之研判

位置之研判

方向之研判

順序之研判

過程之研判

動作之研判

姿勢之研判

狀況之研判

人物之研判

案情之研判

相關性之研判



一、前言

二、刑事鑑識的內涵？

三、刑事鑑識相關科學的簡介

四、刑案現場物證之種類

(一)暫時性物證

(二)型態性物證

(三)情況性物證

(四)移轉性物證

(五)關聯性物證

五、何謂司法正義？

六、我國刑事訴訟程序之探討

(一)自由心證的原則

(二)無罪推定的原則

(三)合議庭及公訴辯護

(四)交互詰問制度

(五)刑事妥速審判法

七、刑事鑑識與司法正義的關聯性

八、國內「刑事鑑識與司法正義」案例探討

(一)蘇建和等三人涉嫌強盜殺人案

(二)江國慶(許榮洲)涉嫌殺人案

(三)鄭性澤涉嫌殺警案

(四)洪仲丘疑遭過度操練致死案

九、結語



一、前言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犯事
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犯罪偵查工作主要在於蒐集犯罪證據，調查犯
罪事實，證明嫌犯身份及確定犯罪行為。而司法
正義指的是運用合法、正當、公平的方法調查犯
罪、蒐集證據，並經過獨立、公正、客觀、公開
、合理的審判辯論程序，獲得較為符合社會正義
的司法判決。



二、刑事鑑識的內涵

(一)一般所稱的「刑事鑑識」及「CSI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是指刑案現場勘察、蒐證及物證的分析、鑑定與解釋的作為

及所依據的鑑識科學(Forensic Science)而言。

(二)因此「刑事鑑識」的內涵是運用科學方法、器材設備及鑑識

技術，蒐集、採取與鑑驗現場相關跡證，並綜合分析研究與

犯罪現場相關的各項情況資料，再依「因果關係」、「經驗

法則」及「邏輯思維」等方法，推理論證與研判重建案件發

生經過，了解犯罪事實真相，作為犯罪偵查及司法審判之依

據。



三、刑事鑑識相關科學的簡介
刑事鑑識相關科學的專業領域

(一)刑事毒物學 (二)刑事人類學
(三)刑事血清學 (四)刑事齒科學
(五)刑事工程學 (六)刑事昆蟲學
(七)刑事攝影學 (八)刑事植物學
(九)刑事法醫學 (十)刑事精神醫學
(十一)刑事物理學 (十二)火災鑑識
(十三)刑事化學 (十四)語音鑑識
(十五)文書鑑定 (十六)痕跡鑑識
(十七)槍彈鑑識 (十八)測謊鑑識
(十九)指紋鑑識 (二十)血跡型態分析



四、刑案現場物證之種類

(一)暫時性物證

例如現場氣味、溫度、火焰或煙霧的顏色、物品冷熱或

乾濕狀態等。

(二)型態性物證

1.血跡型態 2.玻璃破裂型態

3.火災燃燒型態 4.傢俱擺設型態

5.射擊彈道型態 6.追逐拖拉型態

7.輪胎或煞車痕跡型態 8.犯罪手法型態

9.衣服或物體型態 10.槍擊殘跡型態

11.翻倒損壞型態 12.屍體姿勢型態

(三)情況性物證

例如現場燈光、電視、音響、電扇、冷氣、水龍頭、門窗及瓦

斯等開 關情形、汽車引擎是否發動、鑰匙、排檔及手煞車位置

、衣櫥、抽屜及拉鍊是否打開、槍枝是否上膛或保險等。



(四)移轉性物證

人與人、人與物及物與物的接觸所相互轉移之物證，例如血跡
、體液 、 組織、毛髮、纖維、泥土、雜草、 灰塵、 花粉、玻璃
、油漬及油漆等。

(五)關聯性物證

例如現場發現嫌犯的皮夾、證件或跡證、碎片物理痕跡的吻合

、顯現之槍枝、引擎號碼及嫌犯處所找到失竊贓物或被害者物品

等。

(六)醫療性物證

例如嫌犯或被害人的醫療診斷紀錄、病歷、藥袋、藥品及法醫

相驗或解剖報 告等。

(七)數位性證物

例如手機、平板電腦、手提電腦、桌上型電腦等資訊產品與設

備，及其所顯示或儲存的通訊與連繫內容等。



五、何謂司法正義？

(一)所謂司法正義，就是國家要公平、公正地保障刑事訴訟中

各方主體的基本人權及合法利益，所有司法機關及偵審人

員，必須遵守正當的法律程序，本著法律專業素養與道德

良心，依法獨立審判，並確保法律的正確理解與適用，使

得普遍認知的社會正義獲得伸張，司法為民的理念得以實

現。

(二)司法正義指的是運用合法、正當、公平的方法調查犯罪、

蒐集證據，並經過獨立、公正、客觀、公開、合理的審判

辯論程序，獲得較為符合社會正義的司法判決。

(三)現代司法理念，判斷司法正義的標準有司法公正、

司法中立、司法文明、司法公開及司法效率。



六、我國刑事訴訟程序之探討？

(一)自由心證的原則

1.我國現行的司法制度係採大陸法系的自由心證制度，由檢察官依據調

查的犯罪事證，做為起訴與否的依據，起訴後再由法官經由法庭的辯

證程序，作事實的認定及有罪與否暨罪刑輕重之判定。

2.由於司法官個人的學識經驗、生活歷練、成長背景、家庭環境等均有

所不同，所以對於同一件事物的認知可能會有所不同，加上蒐證不足，

因此，不同司法官對同一案件自由心證的結果有時會產生很大的差異，

造成司法判決的鐘擺效應。

(二)無罪推定的原則

1.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

為無罪」。第2項「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

實」。

2.司法審判有罪或無罪的認定，有時很難有一個確定性的結果，最主要

是看蒐集之證據能證明犯行的程度，有時又牽涉證明程度認知的

問題，是否足夠形成司法官的心證而已。



(三)合議庭及公訴辯護

1.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

2.師法英美法系施行陪審團制度之芻議。

3.公訴蒞庭檢察官自主性、客觀性及公正性之探討

(四)交互詰問制度

在司法改革聲浪推動及催促之下，刑事訴訟法作了很大的修訂，其

中主要是訴訟制度的變革，在現行大陸法系的自由心證制度之下，採行

英美法的當事人進行主義，由控方及辯方蒞庭進行犯罪事實的辯論，再

由審判官作事實的認定及有罪與否暨罪刑輕重之判定。必要時並可傳訊

偵查、鑑定人員或相關證人出庭作證，以釐清犯罪事實真相。當然，相

關事證在兩造雙方的激辯之下，真相自然是愈辯愈明，事實自然逐漸明

朗。而辯論的過程中，事實的認定是靠雙方的舉證與說明。因此，於當

事人蒞庭制度實施後，基於控方與辯方對於事實呈現與認定的辯論，偵

查及鑑定人員出庭說明的機會必然增多。

(五)刑事妥速審判法

1.限定流程及次數的審判，最終的判決一定是最公平、公正的？

2.有爭議的訴訟案件長時間無法解決，在速審法的限定下，最

終一次的判決有如擲骰遊戲，由機率來決定一個人的生死。



七、犯罪偵查及刑事鑑識有關司法正義的問題

(一)以往辦案的思維邏輯與偵查流程

接獲情報(或蒐集線索)、查緝嫌犯、逮捕偵訊、取得自白、蒐集

證據、證明犯行及移送法辦

正確辦案的思維邏輯與偵查流程

接獲報案(或蒐集情報)、現場勘察、蒐集證據、現場重建、發現

嫌犯(或查緝嫌犯)、逮捕偵訊、取得自白、證明犯行與印證自白

的真實性

(二)刑求的問題

(三)栽贓的問題

(四)現場蒐證的問題

(五)物證檢驗的問題

(六)物證移轉監督鏈(Chain of custody)

(七)結果詮釋的問題

(八)私人鑑定制度的挑戰

(九)司法人員公正性的問題



八、刑事鑑識與司法正義的關聯性

司法偵審的過程中，必要時並可傳訊偵查、鑑定人員或相關證人出庭作證，

以釐清犯罪事實真相。因此，於當事人蒞庭制度實施後，基於控方與辯方對

於事實呈現與認定的辯論，偵查及鑑定人員出庭說明的機會必然增多。

相對的，證據的蒐集、鑑定、說明與呈現及鑑定人的資格、實驗室的認證、

檢驗過程的控制與物證蒐集的合法性、完整性、合理性等均變成攸關訴訟成

敗的重要關鍵。我國目前刑事鑑識有關司法正義之問題：

(一)科學物證的連結證明。

(二)言詞證據的合理懷疑。

(三)犯行認定的邏輯基礎。

(四)採證、封緘及送驗流程的完整性。

(五)採證及鑑定人員能力質疑與資格認證。

(六)採證及鑑定人員人格品操的公正性。

(七)刑事實驗室鑑定能力與等級認證問題。

(八)鑑定結果的詮釋與詰問。

(九)物證鑑定過程與方法的正確性檢視與辯論。

(十)刑案現場保全的嚴密性。

(十一)現場勘察採證的完整性。

(十二)私人或雙方專業鑑定證人的檢視與辯論。

(十三)現場指揮官鑑識概念與能力不足。



九、國內「刑事鑑識與司法正義」
案例探討課前說明

一、不針對個案審判的結果做評論及探討。

二、希望不影響您對個案的看法或立場。

三、僅對個案刑事科學鑑定的爭議點做說明。

四、不要因此有不同立場或觀點的激烈爭辯。

五、對個案審判的結果予以尊重，但重要的是過

程中所學到的經驗與教訓。

六、對案發當時的司法偵審與現場鑑識的做法，

沒有批評，只有探討，因為有時空、

背景、認知及做法上的落差。



(一)大安分局轄區張０華命案

時間：90年6月



(一)張靜華失蹤案(無屍命案)

1.現場勘察採證全面完整，以物證揭穿嫌犯謊言。

2.現場鑑識與刑事偵查必須相輔相成、密切合作。

3.證物移轉監督鏈（chain of custody）之完整
性。

4.以不合邏輯之異常跡證作合理的犯行推論。



(二)內湖瑞光路幼稚園女老師命案
時間：98年12月



(二)內湖瑞光路幼稚園女老師命案之省思

1.現場血跡必須拍照、標註及進行血源位

置重建

2.現場血跡及彈道重建結果必須與嫌犯供

述或表演進行比對

3.最先進入現場員警或救護人員應盡可能

作救護前後初步現場拍照紀錄

4.現場採證、重建及鑑定人員出庭作證說

明之重要性

5.現場勘察重建人員責任的承擔，要求

做到50分或100分。



(三)羅武雄、鄭性澤涉嫌殺警案
時間：91年1月



(三)鄭性澤涉嫌殺警案

1.現場證物拍照出現位置不同之問題。

2.現場彈孔必須拍照、標註及重建。

3.現場彈道重建結果必須與員警及嫌犯供

詞進行比對。

4.最先進入現場員警應作初步現場拍照，

並對於現場採取槍枝的位置必須進行拍

照紀錄。



(四)洪仲丘疑遭過度操練致死案
時間：102年7月



(四)洪仲丘疑遭過度操練致死案
1.刑案現場保全的重要性。

2.現場勘察採證、封緘及送驗流程的時效性與完整性。

3.採證及鑑定人員身分的客觀性與公正性。

4.採證及鑑定人員能力質疑與資格認證。

5.法醫對死亡原因鑑定專業與資格問題。

6.法醫鑑定結果的不同詮釋與交互詰問。

7.任何事件的說明與澄清均必須以物證為基礎，因為人證是

可變的。

8.私人或雙方專業鑑定證人的檢視與辯論。

9.危機處理的醫學專業與程序速度。

10.政治、媒體、輿論、民意及家屬意見對軍(司)法偵查與

審判之影響。

11.犯罪偵查及現場勘察必須客觀公正，對被告有利

及不利之證據均應採證，不可預設立場，憑主觀

認定來辦案。



(五)吳銘漢夫婦命案

(蘇建和案)



(五)蘇建和等三人涉嫌強盜殺人案

1.現場全面採證之觀念。

2.肯定是一種證明，否定也是一種答案，沒有採證就永遠

無法釐清。

3.現場鞋印採證之重要性。

4.現場即使已遭破壞，仍必須全面進行採證及排除比對。

5.重大案件屍體解剖之重要性。

6.被害人衣褲留存採證之必要。

7.現場拍照必須連貫、清晰及達辨識的目標。

8.現場血跡必須拍照、標註及進行血源位置重建。

9.現場重建結果必須與嫌犯供述或表演進行比對。

10.現場必須嚴密封鎖、警戒及管制。

11.最先進入現場員警必須作初步現場拍照。

12.物證不足造成司法審判的鐘擺效應。



(六)空作部謝姓女童命案

(江國慶案)



(六)江國慶(許榮洲)涉嫌殺人案

1.現場證物必須完整轉接及遵守證物移轉監督鏈。

2.現場證物必須分層、分級、分類編號採證與紀錄。

3.現場勘察、採證、重建與鑑定不能受到偵查作為與涉

嫌對象的影響。

4.現場重建與嫌犯表演之比對。

5.現場必須嚴密封鎖、警戒及管制。

6.刑求逼供之問題(刑求=違法、刑求=冤獄？)

7.政治、媒體及民意對司法審判之影響。

8.不同之鑑定意見應予以尊重，提供法官審判自由心證

之參考。

9.證據呈現有利及不利被告百分比率的概念。



案例探討後的省思
一、程序正義即司法正義？司法正義即實質正義？

二、法官不是神，卻必須做神的工作。司法判決即代表事實真相？

一、司法審判必須秉持無罪推定原則，講求證據法則與合乎經驗邏輯。

二、我們的司法審判是否會受到輿論、民粹或家屬的影響？政治的作為是否會影

響司法判決的結果？

三、單存的司法案件有無可能轉變為政治問題？

四、自白有無刑求逼供之問題(刑求=違法、刑求 =冤獄？)

五、以前有罪判決自由心證的百分比可能只要 60─70，現在有罪判決自由心證

的百分比可能需達90─100。

六、司法審判的結果應該不是對與錯的問題？其應該是證據足夠與否及認知與心

證差異的問題。

五、多元的社會與法庭制度應可容納不同的意見與聲音，而且大家應相互尊重。

六、司法制度是我們共同訂定的遊戲規則，大家必須遵守。如果認

為司法判決無法伸張正義，那只有訴諸道德的規範或因果循環。



十、結語

隨著時代進步及人權高漲，犯罪偵查及法庭

審判均必須講求科學證據，經由現場之勘察分析

及物證之蒐集檢驗，可重建研判案件發生經過與

了解犯罪事實真相，證明嫌犯及確認犯行。刑事

鑑識是科學辦案的基礎，可以提供犯罪偵查重要

的訊息，但所有犯罪偵查與司法審判是整合性的

工作，非團隊合作難竟全功，必須結合司法、偵

查、勘察、鑑定、法醫及其他專家意見，並嚴格

遵守程序正義，運用合法、正當、公平、科學的

方法調查犯罪、蒐集證據，並經過獨立、公正、

客觀、公開、合理的審判辯論程序，才能獲得正

確的判決結果，實踐司法的實質正義，真正

達到勿枉勿縱之目標。



報 告 完 畢
敬 請 指 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