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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冤案疑雲談虛擬實境(VR)的運用

•擴增實境(AR)在犯罪偵查運用

•AR SHARE實做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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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想像力的極限!
別讓貧瘠的思維，限制未來的想像

興趣引導學習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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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Forensic Scienc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Nature Science to 
matter of the Law



2020年8月17日 Dr.Jeff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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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nsic Science
中文翻譯名詞
刑事科學、刑事鑑識
警用科學、物證科學
物证技术、刑事技术
刑偵科技、法證科學
偵查科技、法醫科學
司法科學、法庭科學

科學 法學
鑑
識
科
學



跨領域的鑑識科學

物理（指紋、彈道、文
書、血跡噴濺學、工具
痕跡、印痕、聲紋等）

化學（微物、藥毒物、
火災及縱火劑、爆裂物、
玻璃、油漆、土壤等）

生物（法醫、血清學、
DNA、人類學、昆蟲學、
齒科學、精神鑑定、鑑

識護理）

新科技與其他（輻射核
鑑識、數位鑑識電腦、
鑑識工程、 3D技術、

AR、VR運用等）

跨領域

科技整合



國際鑑定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dentification,IAI)認可的鑑識科學專業分類表

生物鑑定資訊系統 鑑識實驗室分析

血跡型態鑑定 鑑識牙科

犯罪現場調查 鑑識攝影與電子數位影像

數位證據 鑑識足跡

槍械和工具痕跡 指紋辨識

鞋印及輪胎檢測 文書鑑定

鑑識人類學 鑑識藝術2020年8月17日 Dr.Jeff Lee



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和司法部（DOJ）於2014年2
月宣布，由NIST成立科學領域的組織委員會

（THE ORGANIZATION OF SCIENTIFIC AREA COMMITTEES FOR FORENSIC SCIENCE,OSAC）

2020年8月17日 Dr.Jeff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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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操作、非紙上談兵

技術是實作學習才會的！
沒有人看書學游泳、一定要下水才會游泳

鑑識與現場勘察技術也必須實作練習



2020年8月17日 Dr.Jeff Lee



簡介：學術經歷

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學系 學士（第一屆）
韓國警察大學 訪韓代表
中央警察大學刑事幹部講習班、電腦犯罪講習班
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學研究所 碩士（第一屆）
新加坡大學醫學院 訪問學者
美國紐海芬大學李昌鈺鑑識科學學院 訪問學者
美國康州警政廳刑事科學實驗室 訪問科學家
國立清華大學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博士
美國紐海芬大學 榮譽校友
國立清華大學原子科學院 傑出校友
華東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 講座教授
西安交通大學法醫學院 客座教授
卡達警官學院 特聘鑑識專家

2020年8月17日 Dr.Jeff Lee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zh/0/00/Taoyuan_Central_Police_University_,Taiwan.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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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不同的歷練
⚫ 新竹市警察局刑警隊鑑識組 巡官、組員
⚫ 新竹市警察局鑑識課警務員、股長兼代理課長
⚫ 台大、清華、交通、中正、警大、東吳 兼任老師
⚫ 台灣鑑識科學學會 發起人、籌備委員、理事、監事
⚫ 美國鑑識科學學會（AAFS） 副會員、正會員
⚫ 李昌鈺博士物證科學教育基金會 監察人、董事

⚫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兼任研究委員

⚫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學會 理事
⚫ 社團法人台灣冤獄平反協會 理事
⚫ 國際縱火調查人員協會臺灣分會 理事
⚫ 國科會「千里馬專案」公費留學
⚫ 教育部「專案培育重點科技短期研究人員」公費留學
⚫ 李昌鈺博士物證科學教育基金會 國外研習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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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翻譯人(DEATH‘S ACRE)
人體牧場參訪

新竹市警察局鑑識課

李 承 龍



「屍體農場」的由來

⚫ (Dr.Bass)巴斯博士在1977年負責鑑定一具保存
完好的屍體，因為屍體肌肉完好，還顯現健康的
粉紅色，所以斷定死亡時間不會太長，大約才死
了一年。

⚫ 可是他錯了，事實上那具屍體是在美國內戰時期，
死於戰場的威廉姆·夏伊陸軍上校，後來被用密
封的鉛製棺材埋葬了。巴斯沉思著說：「我算錯
了113 年！這使我意識到我們對死亡是多麼無知，
我認為惟一的辦法就是對腐爛的屍體繼續加以觀
察。」從那以後，巴斯就利用他在「屍體農場」
的研究，破獲許多恐怖的大案。

http://failforum.net/forum/redirect.php?fid=211&tid=795823&goto=nextold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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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農場

-The Body Farm-
Bass is the founder of the world's only Body Farm, in Knoxville, Tennes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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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現場邏輯推理的迷思？

屍體會說話？

證據會說話？

犯罪行為的先後順序？



屍體會說話？



張舉燒豬

u 殺人後焚燒屍體的作案手段被稱為『完美謀殺
案』。有婦殺其夫者，因放火燒舍，佯稱夫死
於火，其弟訟之，檢官乃取二豬，一殺一活，
積薪焚之。察死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
因驗其屍，口果無灰，以此鞫之，婦乃伏罪。

u 五代《疑獄集》的案例。《折獄龜鑑》引用。

u 三國吳國末年（220—280年），我國首次進行
了燒死的動物試驗，發現了生前燒死與死後燒
屍的初步鑑別法。燒死的屍體姿態呈鬥拳或自
衛時的特殊姿態



物證會說話？





u 福爾摩斯和華生外出
野營。到了半夜，他
把華生叫醒說『你看
到頭上滿天星斗， 你
推理出什麽來？』華
生說：我看到百萬的
恒星，很有可能有些
跟地球一樣，可能有
生命存在。”他聽完
華生後說：「華生，
你這個大傻瓜，有人
把帳篷偷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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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人文科技的鑑識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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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學人與法律人的鴻溝

如何搭起溝通的橋樑





法官應透過這三點試著了解：這個證
據背後的科學方法是怎麼運作

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chin-mong-hwa-criminal-law-procedure-evidence/





-鑑識科學-
與犯罪者鬥智的科學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壞人犯案

湮滅證據

偵查人員

發現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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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的重大刑案勘查經驗

⚫ 南華國中女童姦殺案

⚫ 殺妻詐領3400萬保險金案

⚫ 剝臉皮命案

⚫ 清大女研究生王水命案

⚫ 華碩工程師命案

⚫ 交大女八舍性侵害案

⚫ 新竹貨運強盜案

⚫ 交大研究生電擊致死案

⚫ 夜歸人TV Pub遭縱火案

⚫ 殺人魔焚屍姦屍命案

⚫ ………………………等上百件社會重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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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現場證據的迷思
司法科學的重要

案情撲朔迷離！

說法不一！

但真相只有一個！

您應如何採信？



每個國家都有犯罪傳說，您相
信得罪黑手黨會被放在鐵桶裡

溶得屍骨不留的傳言嗎？

「報告，全都丟進桶子了。」「嗯，很好。」（圖片／《教父》）



傳統與未來的犯罪現場

Ｖ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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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二十幾年終於學會…
那些年，

我們如何處理傳統犯罪現場？
如何保留犯罪證據？

現場封鎖線？

刑案斑馬線、刑案走廊？

勘查服、鞋套、帽套等防護裝備？

如何保全證據？如何採證？





現場封鎖、保全跡證



手套？生物跡證放
在塑膠袋？

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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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市商圈狼白晝擄女性侵

file:///F:/982授課資料/竹大982鑑識科學與犯罪預防課程/中市商圈 狼白晝擄女性侵   頭條要聞   蘋果日報   20100528   昔日新聞   壹蘋果網絡.f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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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識大學堂：指紋篇

被害人皮膚上能留下嫌犯指紋嗎？

您知道如何採取指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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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識大學堂：皮屑DNA篇

被害人皮膚上能留下嫌犯皮屑DNA嗎？

您知道如何採取皮屑DNA？



R.A.H. van 
Oorschot.(1997).

DNA Fingerprints from 
Fingerprints.

Nature, June 19, 1997: 
767.

A. Findlay, P. Taylor, 
R. Quirke, A. Frazier, 
and A. Urquhart.1997.
`DNA Fingerprinting 
from Single Cells.
Nature, October 9, 
1997:555-556.

理論基礎

http://www.bioforensics.com/conference07/Transfer/FingerprintsFromFingerprints.pdf
http://www.bioforensics.com/conference07/Transfer/FingerprintsFromSingleCells.pdf






刑事鑑識手冊

⚫ §62、現場體液或體液斑跡之採取原則如下：

⚫ （一）現場體液證物：得以無菌之乾淨棉棒
或紗布吸取體液證物後晾乾。

⚫ （二）現場體液斑跡證物：得以無菌之乾淨
棉棒或紗布沾生理食鹽水或蒸餾水擦拭證物
斑跡後晾乾，裝入紙袋中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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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鑑識人員，眼睜睜看著定罪的證
據流失，導致成為冷案，此心境是一

般人很難理解的無奈！

您知道如何採取皮屑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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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DNA鑑定需要多少時間？

羈押中的被告，正等著DNA鑑定結果還他清白？

幾個月
幾週
幾天

幾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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鹹豬手事件簿
(儘管如此我沒做過)
法院不是發現真相的地方，

只是一個用所蒐集的證據，

來判斷被告是否有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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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B型父母，會生出O 型兒嗎?
O型的父親，會生出AB型兒嗎?
雙B型父母，會生出AB型兒嗎?

刑事血清學重要嗎?

會不會造成冤獄??



2020年8月17日 Dr.Jeff Lee



2020年8月17日 Dr.Jeff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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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17日 Dr.Jeff Lee



老公到法院告老婆不忠，
因為他不會生下這麼醜的孩子

老婆承認婚前曾整容過。於是老公告欺詐，讓他以為她是
美麗的，最後法官判老婆賠償120.000美金。

DNA證明孩子確實是他的！

2020年8月17日 Dr.Jeff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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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現場的迷思

很難鑑定肇事真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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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rd’s Principle of Exchange

Anytime there is contact between two surfaces, 

there will be a mutual exchange of matter 

across the contact boundary

路卡（1877–1966）是著名的法國犯罪學家
、鑑識科學家，同時創建了法國里昂大學鑑
識科學研究所，是鑑識科學的先驅之一。



肇事逃逸案

警員值勤時，慘遭不明車輛撞擊，涉案
車輛肇事逃逸不久後被找到了！然而這
件高速公速撞死警員的案件中﹐肇事車
輛上卻找不到任何毛髮﹑組織或衣服碎
屑…該如何舉證這是肇事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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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遭撞 肇逃車牌浮印保險桿

〔記者葉永騫／東港報導自由時報97.2.14〕吳姓男
子在高雄市開車撞上黃姓男子駕駛的汽車，隨即肇事
逃逸，黃某原本自認倒楣，不料汽車送修時，保險桿
上竟明顯印著肇事車輛的車牌，警方也因此找到肇事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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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孔的迷思

衣服彈孔研判自殺？他殺？



彈孔的迷思
能否由衣服彈孔研判自殺？他殺？

2020年8月17日 Dr.Jeff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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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匪槍戰雙方各開3槍,擋風玻璃上有六個彈孔

圖片來源 http://news.gd.sina.com.cn/news/20120410/1273540.html

誰先開槍?人正不可靠，如何研判彈孔射擊順序?出入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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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孔裂痕研判開槍順序及方向
從六個彈孔找出第一槍，再判斷出入方向
即可研判誰先開槍?讓物證說話！！

http://www.szlyglass.com/en/images/Bullet-proof%20glass.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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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祖宗的智慧
重證據，輕口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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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技術在CSI犯罪現場的運用



拍攝犯罪現場



3D Scene Digitizer



3D Scanners in Crime Scene

Source：Leica TruView



現場測繪技術引進
犯罪現場的3D掃描模型



方法概述 – 2D/3D







案情簡介 – 三死囚案

蘇OO案，又稱三死囚案，是1990年

代台灣震驚社會，轟動一時的重大

刑事案件，犯罪現場採獲跡證比對

出已經槍決伏法的王OO外，另外蘇

OO、劉OO及莊OO三人也以「結夥強

盜、強姦、殺人」等罪名宣判死刑

。三人歷經21年的訴訟，2012年8

月31日，台灣高等法院的再更三審

判決無罪，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的規

定，檢察官不得上訴，本案定讞。



2D v. 3D 呈現
藉由建立之3D犯罪現場技術，改善傳統2D犯罪現場紀

錄的缺點。首先以SketchUp軟體建模，再利用Vizard 

3D，配合同比例放大的真實刑案現場相片，重建三維

模型的犯罪現場，以科學的方式證明嫌犯是否無辜，

並為法官的決策提供重要依據。



建模概述（1/2）



結果呈現（1/2）



結果呈現（2/2）



Introduction

• The competitions encourage the most innovative uses of 

visualization  techniques and develop their applications to 

visualization systems.

• The potential for the legal field, researchers and legal scholars 

around the world are investigating the application of new 

visualization Technique for Forensic Education.



未來科技的發展方向

造福人群
提升人類
生活品質

未來犯罪
恐怖攻擊
網路詐騙

新興科技







未來3D列印科技犯罪的隱憂

3D列印，是未來的趨勢。

3D列印武器、毒品跟仿冒
品是否會氾濫，成為擔心
的問題。

透過軟硬體的發展，3D列
印將顛覆目前的製造技術
，但如何控管卻成為一大
挑戰，是否會變成治安死
角?



3D 列印的金屬槍



3D printer-Gu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a3M6PmPhb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a3M6PmPhb8


物聯網帶來的便利與隱憂

物聯網，使得遠端謀殺變得相對簡單。

此類謀殺被逮住的機率顯著下降，被定罪的
可能性減少，縱觀人類歷史，如果找到殺人
的新手法，最後一定會用上。

IID (Internet Identity)總裁Rod Rasmussen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所有東西都連上了網路，無所不「駭」？

內耳助聽器

胰島素幫浦
心律調整器

心律復甦電擊器

雲端醫療的技術

轉變遙控殺人，有何困難？



物聯網
（不可知的，突然變為可知）

食品從田裡到餐桌的動向追蹤。

餐廳在盤子放電子標籤，知道盤子放什麼食物、
食客是誰、侍者從廚房上菜到桌上又花了多久。

爆發大腸桿菌疫情，不用叫500間餐廳都停業，
也不會不知是雞肉還是牛肉出了問題。

知道哪間餐廳、食品供應商出問題、哪位顧客身
體不適，快速聯絡解決。

物聯網和數十億個感應器，創建環境智慧（
ambient intelligence）網路，能夠思考、感應
、感覺，大大有助於整個可知的世界。



德州汽車中心
WebTeckPlus

◆解決貸款車的貸款遲交和車輛回收問題。

◆ WebTeckPlus系統：撲克牌大小，隱藏在儀表板下
方，透過無線網路傳遞訊號，遠端遙控「關閉汽車
點火系統，或是命令喇叭開始響起」。

◆駭客入侵德州汽車中心的遠端車輛防啟動系統，把
全城客戶的車輛都關了。

◆德州汽車中心想重新啟動這些汽車，但已經無力回
天，因為駭客同時還竄改資料庫記錄，更動車輛識
別號碼、還把車主的名字都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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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發展如同雙刃刀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傳統的犯罪手法，搭上網路科技的便車，
搖身一變，成為資訊外裝的歹徒。

利用網路媒介、遠端行騙的虛擬詐騙手法
、透過社交軟體聯繫，取代傳統皮條客的
賣淫集團，將網路伺服器變成世界性賭場
的線上簽賭犯罪集團，有些具規模的組織
犯罪，甚至還會利用電腦化的資訊管理，
進行人員、帳目數位化，以便管理控制。



未來科技犯罪的隱憂



由國際原子能總署和世界衛生組織
所主導的車諾比論壇在2005年所提
出的車諾比事件報告中，共56人死
亡（47名救災人員，9名罹患甲狀
腺癌的兒童），並估算暴露在高度
放射線物質下的大約60萬人中，將
額外有4,000人將死於癌症。



H5N1禽流感重大消息！！
在沒日沒夜的研究後，

我們發現了…

生物科技的危機



講求客製化的世代
「個人化的生化武器」

既能治癌…

必能致癌！

針對特定人士OK！

針對特定細胞OK！



破解密碼DNA：
生物工程、改良DNA，毒品無限量供應？

伊波拉病毒 炭疽病毒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犯罪
現場，要如何勘查？

還記得面對爆裂物的現場，如何勘查？









1995年3月20日，奧姆真理教對發動恐怖攻擊
，麻原彰晃，利用早上通勤時間在東京地鐵5
班列車散布沙林毒氣。 當時日本警視廳無線
電通話，有人丟了包著報紙的液體，有40到
50人都是昏倒的狀態，是事故還是意外，詳
細情形不清楚。
結果毒氣事件造成13人死亡、6300人輕重傷
，是世界上第一次化學恐攻。

詳細報導請見：
news.tvbs.com.tw/local/572037?from=Copy_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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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冤案疑雲

談虛擬實境(VR)的運用



影片來源：Youtube



案情簡介 – 十三姨KTV殺人事件

鄭OO案，2002年1月5日晚上，

羅OO與鄭OO等七人在豐原市某

KTV持槍濫射並與前往處理之員

警發生槍戰，造成其中一名員

警殉職，羅被擊斃、鄭則腿部

中彈。法院認定，殺警之人非

已死亡之羅OO而是鄭OO，鄭被

判死刑確定，案情詳見最高法

院刑事判決（九十五年度台上

字第二八五三號）。

2014年3月12日，監察院李復甸

委員提出鄭OO案的調查報告，

認為鄭OO殺警案偵辦過程重大

違法瑕疵，要求法務部轉請最

高法院檢察署等研提非常上訴

及再審。2017年10月26日，臺

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再審終結

，改判無罪；同年11月21日，

檢察官未上訴，鄭OO無罪確定

。



使用Sweet Home 3D軟體，依刑案現場繪製KTV現場平面

圖，包括偵查員蘇O丕、鄭性澤等在場人士位置及蘇O丕

配槍、彈殼散落場所。軟體同時以3D方式呈現，透過不

同視角、高度等觀看視點，模擬重現當時場景；成果更

能匯出至Unity，透過VR呈現。



結果呈現



Gun Shot Reconstruction



The Future of Police-ViewCop
Road Traffic/Parking Control



The Future of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and 

Education



前言

大多數司法人員是懷著伸張正義的信念從事
法律工作，只是實踐方式出了問題

法官總是被告誡不要和外界有太多接觸，以
免影響獨立審判，所以很多人一就任就被關
在象牙塔裡，即使再聰明的人，都很難跟得
上時代。」法律精英與社會脫節的原因。

「司法無法親近人民、不被人民信任、司法
無法有效打擊犯罪，司法失去作為正義最後
一道防線的功能，是人民普遍的感受。」
2016/5/20，蔡英文總統就職演說

2020年8月17日 DR.JEFF LEE



法官的天職

維護正當法律程序及司法的純潔性

法律人天職何在？簡單說，就在協助、

保護有受保護需要的人～前大法官許宗力

法官的角色絕對不在與檢察官聯手打擊
被告，而在確保公平審判及保障人權。

2020年8月17日 DR.JEFF LEE



法官大人，這個證據，
您不調查嗎？

刑事訴訟法第163條（職權調查證據）

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得聲請調
查證據，並得於調查證據時，詢問證人、鑑
定人或被告。審判長除認為有不當者外，不
得禁止之。

法院為發見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
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
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

法院為前項調查證據前，應予當事人、代理
人、辯護人或輔佐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告訴人得就證據調查事項向檢察官陳述意見
，並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調查證據。

2020年8月17日 DR.JEFF LEE



八
成
民
眾
不
知
道
法
官
與
檢
察

官
的
差
別
，
法
律
教
育
失
敗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1606230022/%E5%A4%B1%E

8%A1%A1%E7%9A%84%E6%AD%A3%E7%BE%A9

2020年8月17日 DR.JEFF LEE



偵查證據與審判證據到底有何不同?

司法人員不知偵查證據與審判證據的差別，
鑑識教育失敗!!

司法正義因冤枉被踐踏，如何善用鑑識獲得
伸張

如何讓「證據說話」，使案情真相大白，緝
獲真兇，含冤者得以沉冤昭雪。除刑事外，
民事也越來越重要，如遺囑等文書鑑定

瞭解鑑識科學如何協助司法，熱衷推廣鑑識
科學教育-強化科學證據。

DR.JEFF LEE2020年8月17日



推廣鑑識教育動機
-莫忘初衷-

近二十年的實務經案發覺，基層同仁缺
乏講求科學辦案精神，也欠缺現場處理
應變能力，不知如何讓證據說話。

過去不法的『偵訊』所造成冤獄，未來
可能因不法的『鑑識』造成。



《洗冤錄詳議》

開頭曰：「事莫大於人命，罪大莫於死
刑，殺人者抵法故無恕，施刑失當心則
難安，故成指定獄全憑死傷檢驗。倘檢
驗不真，死者之冤未雪，生者之冤又成
，因一命而殺兩命數命，仇報相循慘何
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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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司令部女童性侵案

江國慶 vs 許榮洲



江國慶冤案

案由是一位五歲的女童遭姦殺，而當時是軍方專案
偵辦小組速偵速審，江國慶當年以犯人的身分於
1997年8月13日被執行槍決，當時年僅21歲。
江國慶的父親為了替自己的兒子平反找出真兇而奔
走了15年的時間，最後真相大白了江國慶是被冤枉
的，但江父也已去世了，看不到遲來的正義！



http://news.pchome.com.tw/society/tvbs/20130402/index-13648701530602939002.html


現場(廁所窗戶)木條指紋照片
(經寧海德林藥劑顯現後)



沒有木條可驗就
無法發現真相？
⚫ 制度的改善！！



化妝品使用前、後膚質的照片

化妝品使用前 化妝品使用後



血指紋或潛伏指紋？？
實驗前、實驗後的照片！！

經寧海德林藥劑顯現後未經藥劑處理前的照片？

犯罪現場的原
始照片？



符合科學精神的實驗記錄
（建立證物實驗記錄）

證物實驗記錄本



區塊鏈的特性
1. 去中心化
2. 不可竄改
3. 資訊透明
4. 具備時戳
5. 可追溯

區塊鏈具有公開、不可竄改、具備時戳、可追溯等特
性，正好與司法證據保全完整性一致，使得該技術能
應用於證物管理系統，追蹤資訊來源、確保證物相關
資訊和移交記錄的真實性，提升證物可信度。適合將
區塊鏈技術的特性應用在司法領域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471



區塊鏈應用在證物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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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證科學的重要

人證與物證，您相信哪種證物？

『眼見為真』？

看錯？想錯？還是故意說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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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錯？
想錯？
記錯？
聽錯 ?
說謊？

錯
誤
的
比
例
多
高
？

證
人
親
眼
目
擊
、
指
證
歷
歷
？



5項冤獄形成之原因

1.錯誤的自白

2.證人的錯誤指認

3.科學鑑識的失誤

4.不可靠的線人

5.不適任的辯護律師

2020年8月17日 Dr.Jeff Lee



影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_-a0fwkv8&t=15s

擴增實境(AR)

在犯罪偵查之運用與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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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AR技術，實作證物號碼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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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鑑識科技的發展

衍生的冤獄問題



2020年8月17日 Dr.Jeff Lee



2020年8月17日 Dr.Jeff Lee



2020年8月17日 Dr.Jeff Lee



李昌鈺博士聲明稿
2019.7.14

鑒於近日謠言四起，本人特發表聲明如下：關於“今
日頭條”報導三宗兇殺案罪犯被判刑是因為我的鑒定
錯誤導致

一、此事是辯護律師製造的舊聞。在美國，一直以
來很多案件，律師都會利用媒體、網站攻擊專家證
人，希望重審。

二、我已召開新聞發佈會，重伸三十年前我的鑒定
結果完全正確，我的證詞毫無錯誤。網站報導完全
歪曲事實。

三、法院判刑與否，是法官與陪審團的權職，我作
為科學家，只根據物證鑒定結果提供科學證據。

2020年8月17日 Dr.Jeff Lee



李昌鈺博士的說明與建議
⚫ 李昌鈺博士認為鑑識科學過去30年進步良
多，但強調這並不意味他多年前做的鑑識
「不正確」。

⚫ 建議康州當局邀集退休法官、科學家等人
士組成委員會，針對刑事鑑識有爭議的舊
案一一檢視。

2020年8月17日 Dr.Jeff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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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強化科學證據



司法改革的利器

⚫ 前（2017）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
多次提到司法科學教育極為欠缺，建議
成立「國家級司法科學委員會」，強化
司法發現真實的能力、減少冤獄發生。

⚫ 提出九大改革方案，第一項「使用先進
的檢驗科技，加強法醫與鑑識效能」。

⚫ 善用科技，讓落後的社會，以蛙跳式，
跨越過中間的陣痛期，直接超前躍進。

2020年8月17日 Dr.Jeff Lee



2010年5月，共同主持NAS委員會的哈里·愛
德華茲法官（Judge Harry Edwards）強調

⚫ 如果法院盲目遵循基於無根據的科學前
提之先例，將導致不公正的結果。

⚫ 當曾被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科學方法被
修改或失去信譽時，司法系統必須適應
變化的科學環境。

⚫ 這些評論凸顯鑑識科學面臨的一項重大
挑戰，即在試圖接受新發現和展望未來
的同時，處理回顧過去的司法系統。

Dr.Jeff Lee2020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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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備鑑識實驗室和人員

⚫ 全台鑑識人員大約僅600多名，相較法官
2142名 ，檢察官1352名而言，實難發揮
科學辦案的功效。

⚫ 證物堆在實驗室，等待鑑定的環境若未
妥善控制，可能導致證物敗壞。

⚫ 鑑識人員手上案子越來越多時，時間越
來越緊迫，鑑定的品質難免受到影響。

2020年8月17日 Dr.Jeff Lee



荷蘭法醫學院（NFI）
改善鑑識服務

⚫ 「DNA 6 h」服務：現在提供犯罪現場
DNA處理和六小時內的DNA數據庫比較。

⚫ 通過實施服務水平協議和改進流程，NFI
消除了18,000個案例積壓，並將平均交
付時間從140天（2007年）減少到不到14
天（2012年） .

T.B.P.M. Tjin-A-Tsoi, Trends, Challenges and Strategy in the Forensic Science Sector, March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forensicinstitute.nl/about_nfi/, 2013 (accessed 25.03.15).
2020年8月17日 Dr.Jeff Lee



強化鑑識科學之道

⚫ 獨立的刑事科學實驗室：使其最大程度的獨
立化或在法治社會下推行自治化

⚫ 提高報告的標準：建立有關鑑識科學調查的
標準專有名詞，且說明鑑識科學中的準確性，
可靠性和有效性

⚫ 研究的必要性，專業人員的培養：很少鑑識
人員家有機會進行研究，亦只少數學者有能
力去做鑑識研究，研究經費不足，對鑑識科
學的研究遭受拖累。

2020年8月17日 Dr.Jeff Lee



台大法律系修課學生心得

鑑識的基本知識不論是對檢察官偵辦案件，或從
事辯護的律師都相當重要。但顯然大學教育，或
實務工作者對這領域都相當得不重視。大學有相
關鑑識課程更是少之又少，個人認為這樣的現象
是相當不可被接受的。如果從事司法工作的人，
對於鑑識全然無基本的了解，如何期待檢察官獲
知正確的偵查結果？律師能夠給予被告有效的辯
護？因此，個人認為在大學時代扎根相關的鑑識
教育是相當重要的事情，希冀將來的主政者能夠
有所改變。

2020年8月17日 Dr.Jeff Lee



李承龍 158

今天的分享，您學到什麼？

重證據、輕口供、避免冤獄

人證會看錯、鑑識科學很關鍵



努力目標

鼓勵各大專院校法律學院推廣鑑識
科學教育，尤其司法人員更應具備
鑑識科學常識，應比照美國成立鑑
識科學研究中心、培訓在職司法人
員，推動司法人員鑑識專業認証等
相關制度。

2020年8月17日 Dr.Jeff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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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現場處理是犯罪
偵查的起點，也
是刑案能否偵破
之主要關鍵，能
讓嫌犯在法庭上
俯首認罪，就是
物證。
物證不會講話，
也不會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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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lee0315@gmail.com

TEL:886-91939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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