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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中小學人權教案徵選設計比賽教案格式 

組別：□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 

課程名稱 聽證據說話？鑑識科學中的人權議題 

人權主題（地點） 
冤獄(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台北地方法院、法務部調查局) 

另外此課程希望邀請司改會到校進行演講及模擬法庭活動 

適用年級 
高中一、二年級。 

本課程可做自然探究與實作或多元選修，各校照課程安排調配 

教學時數 課室中教學活動 10 節(2 節/週，共進行五週)、校外參訪 1 日(含路程) 

設計理念 

化學是一門生活中的應用科學，其中『化學鑑識』協助辦案更是讓很多

同學感興趣的重要應用。學習科學知識後，學生可以邏輯思考、舉出事

證讓證據說話，但有誤差的證據卻可能使人變得獨斷，導致號稱科學的

證據，反而成為將人推入火坑的武器。 

本課程會先以化學鑑識引入，透過實作讓學生確實了解背後的化學原

理，再以實際案例讓學生深思被『證據』『誣陷』的感受，最後帶入冤

獄的實例，強化學生在科學學習之餘，能從人權的角度去思考各種看似

指證歷歷的證據帶來的傷害，進而培養學生對於人權的重視，成為同時

懷有科學素養及人文思考的未來人才。 

教學目標 

(取自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探究與實作學習表現) 

(一) 探究能力-思考智能 

1. tr-Vc-1 理解自然科學知識或理論及其因果關係，或提出他人

論點的限制，進而提出不同的論點。 

2. tc-Ⅴc-1 能比較與判斷自己及他人對於科學資料的解釋在方

法及程序上的合理性，並能提出問題或批判。 

(二) 探究能力-問題解決 

1. po-Ⅴc-1 能從日常經驗、科技運用、社會中的科學相關議題、

學習活動、自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中，汲取資訊並進行有

計畫、有條理的多方觀察，進而能察覺問題。 

2. pe-Ⅴc-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物品、器材儀器、

科技設備與資源，能適度創新改善執行方式。能進行精確的質

性觀測或數值量測，視需要並能運用科技儀器輔助記錄。 



 

  

 
2 

3. pc-Ⅴc-1 能理解同學的探究過程和結果（或經簡化過的科學

報告），提出合理而且較完整的疑問或意見。 

(三) 科學的態度與本質 

1. ai-Ⅴc-1 透過成功的問題解決經驗，獲得成就感。 

2. ai-Ⅴc-2 透過科學探索與思考對生活週遭的事物產生新體驗

及興趣。 

3. ah-Ⅴc-1 了解科學知識是人們理解現象的一種解釋，但不是

唯一解釋。 

4. ah-Ⅴc-2 對日常生活中所獲得的科學資訊抱持批判的態度，

審慎檢視其真實性與可信度。 

5. an-Ⅴc-3 體認科學能幫助人類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但並不

能解決人類社會所有的問題，科技發展有時也會引起環境或倫

理道德的議題。 

能力指標/ 

學習重點及素養 

一、 學習重點(學習內容) 

(取自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探究與實作學習內容) 

(一) 發現問題 

1. 推測所觀察現象的可能成因。 

2. 利用報紙、圖書、網路與媒體蒐集相關資訊，判斷來源的可靠性。 

3. 閱讀與理解資訊內容。 

4. 整理並提取適當的資訊 

5. 依據觀察所得，經由蒐集資訊、閱讀和討論等過程，提出適合

科學探究的問題。 

(二) 規劃與研究 

1. 判定與研究問題相關的影響因素，並分析因素間的關係。 

2. 依據所提出的問題，計劃適當的方法、材料、設備與流程。 

3. 正確且安全的操作器材設備。    

4. 設計適當的紀錄格式並詳實記錄。    

5. 有系統性的收集定性或定量的資料數據或檢視最佳化條件。 

(三) 論證與建模 

1. 由探究過程所得的資料數據，整理出規則，提出分析結果與相

關證據。    

2. 比較自己、同學與其他相關的資訊或證據的合理性與正確性。 

3. 由資料數據顯示的相關性，推測其背後可能的因果關係 

4. 嘗試由探究結果建立合理模型以描述所觀察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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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表達與分享 

1. 適當利用口語、文字、圖像、影音或實物等表達方式，呈現自

己或理解他人的探究過程與成果 

2. 傾聽他人的報告，並能提出具體的意見或建議 

3. 評估同學的探究過程、結果或模型的優點和限制，並提出合理

的疑問或提出改善方案 

4. 反思探究成果的應用性、限制性與改進之處 

5. 對各類科學資訊進行評估與判斷，審慎檢視其真實性與可信度 

6. 了解科學知識是人們理解現象的一種解釋，但不是唯一的解釋 

二、 核心素養 

(取自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核心素養) 

(一) 自主行動(A) 

1. 自 S-U-A1 理解科學的進展與對人類社會的貢獻及限制 

2. 自 S-U-A3 具備從科學報導或研究中找出問題，根據問題特

性、期望之成果、對社會環境的影響等因素，運用適合的儀器、

科技設備等，獨立規劃完整的實作探究活動，進而根據實驗結

果修正實驗模型，或創新突破限制 

(二) 溝通互動(B) 

1. 自 S-U-B1 能合理運用思考智能，有效整理自然科學資訊或數

據，並能利用口語、影像、文字，或嘗試以新媒體形式，較廣面

性的呈現相對嚴謹之探究過程、發現 

2. 自 S-U-B2 能從社會中的科學相關議題中，適度運用有助於探

究、問題解決及預測的資訊，進而能察覺問題或反思媒體報導

中與科學相關的內容，以培養求真求實的精神。 

(三) 社會參與(C) 

1. 自 S-U-C1 培養主動關心自然相關議題的社會責任感 

2. 自 S-U-C2 能從團體探究討論中，主動建立與同儕思辯、溝通

協調與包容不同意見的能力。 

預計參訪地點 

（若無可免填） 

台北地方法院、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法務部調查局 

另外此課程希望邀請司改會到校進行演講及模擬法庭活動。 

教學資源與策略 

1. 本課程以新課綱的多元選修課程為依據，將總綱中的核心素養三面

九項與自然領鋼中的學習表現皆納入課程設計重點，欲使學生對人

權的學習不受科目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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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科學的應用層面甚廣，利用知識為載具培養科學邏輯與思考，

更強調面對真相的態度，在令人感興趣的鑑識科學課程下，搭載延

伸思考、分析實情的訓練，確實引導學生由自然領域課程跨科思考

監獄人權與冤獄議題。 

3. 科學、科技是未來仰賴的工具，但全盤信任這些工具亦可能造成誤

差。本課程以多個冤獄案例為探討，在以科學洗刷嫌疑的案例外，

還納入因科學而誤判的案例，除了培養學生對科技反思，更藉由案

例引發學生對人文議題、社會輿論、人權問題深入省思。 

4. 探究實作課所欲培養學生的能力，不僅可用實驗設計、操作來達

成，更可從議題探討達成目的。本段課程即是以冤獄議題之報告作

為課程評量，訓練學生運用媒體蒐集資料、取捨並整理消化後，以

科學角度審視進而提出自己論點，擴大自己視野。 

5. 高中學生對於所學之學科知識總抱持著不知如何使用的空虛感，故

課程結束後，安排一整天(含路程)的參訪活動，讓學生能透過實地

參訪、導覽解說，更了解司法運作及案件調查的過程，確實體驗知

識的應用，充實自己對人生規劃的思考廣度。 

教學過程 

第一週：踏入犯罪現場 

課程說明 

想像中的命案現場總是『血跡斑斑』，但我們應該引導學生先探討的主

軸卻是現場的紅色印記究竟是不是血跡。血跡液可能是其他動物血跡而

非人血，所以我們應該確認為人血後，才進一步探討血跡留下的型態又

代表什麼意義，如此層層推進而不躁進，方能達到探究課程讓學生以系

統思考冷靜推理的目的。 

本週課程的第二部分則是將血跡的概念應用於刑事鑑識中，以蘇建和案

(或稱吳銘漢夫婦命案)為範例，先簡述並以李昌鈺博士提出的無罪理

由，並讓學生分組蒐集素材進行分享。 

 

教學材料 

教學教材 投影片、課程學習單(包含血跡實驗及蘇建和案探討) 

實驗藥品 假血(採買市售假血，或自行調配)、血液樣本、沾有疑

似血跡的證物、還原態酚酞、雙氧水、人血鑑定盒 

實驗器材 鐵架、滴管、50mL 燒杯、試管夾、萬用夾、方格紙、

量角器、長尺(100 cm)、記分板(或其他可固定角度之

板狀物)、錶玻璃、棉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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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內容 

一、 血清學概論(20 min) 

(一) 血液特性：簡介血漿、血球、抗體、抗原、血型 

(二) 進入疑似案發現場流程說明： 

可疑紅色液體採樣→血液推定試劑→血液驗證試驗 

此段落先簡述流程，並介紹推定試劑(便於攜帶，可在現場使

用，初步判定是否為血跡)、血液驗證試劑(將是血跡的物質採

樣，進一步驗證是否人血) 

(三) 血液推定試劑原理說明： 

1. 卡斯特-梅爾呈色試

驗 (Kastle Meyer 

color test)：主要成

分為還原態酚酞及

雙氧水，遇血跡會使

酚酞由無色變紅色。 

2. 本試劑除了人血外

也可能跟辣椒反應，故可採用染色辣椒水亦有機會產生偽

陽性反應。若還原酚酞不好準備，亦可以使用亞甲藍配置。 

(四) 血液驗證試驗： 

1. 泰奇曼試驗(醋酸與氯化物)、高山試驗(吡啶 pyridine)

等。由於需要烘烤，建議教師可先行完成後展示。 

2. 人血鑑定盒：市售一次性產品，目前在現場勘查實際使用

的工具，僅需少量血跡即可驗證樣品是否為人血 

(五) 血跡型態說明：噴濺型、滴落型、空白型態 

二、 血跡反應與噴濺型態實作(40 min) 

(一) 卡斯特-梅爾呈色試驗、人血鑑定盒實作： 

1. 給予數個沾有疑似血跡的物證，供學生以棉棒採集並進行

試驗，依照實驗結果說明哪個物證上染有血跡。 

2. 要求學生再次採集該物證上的血跡，以人血鑑定盒確認該

樣品是否為人血。 

(二) 滴落高度產生血跡型態差異實作： 

1. 用 50 mL 燒杯取用假血液 20 mL，以滴管測試並練習控

制每次滴落液體為 1 滴(0.05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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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討論實驗操作時欲測試的 8種滴

落高度，寫在學習單的表格，並

說明為什麼要選用這些高度 

3. 完成實驗裝置架設，經檢查無誤

始可進行操作 

註：血跡滴落到的材質種類亦會影響

最終結果，但此處僅以方便易取得之

紙張(或方格紙)做為媒介進行探討 

(三) 噴濺角度對血跡型態實驗步驟 

1. 討論欲測試 8 種滴落角度，

書寫於學習單表格 

2. 改變實驗裝置，經檢查無誤

後可以進行實驗 

3. 紀錄實驗結果，並說明不同

條件下血跡型態差異 

三、 人權議題討倫：蘇建和案(40 min) 

(一) 蘇建和案簡介： 

1. 1991 年 3 月 24 日，發現吳銘漢夫婦被人謀殺，現場菜

刀及浴室都留有毛髮，且有血指印等殘留 

2. 警方追查到王文孝犯案，王文孝一開始供稱只有一人犯

案，但之後卻改稱有包含蘇建和在內的數名共犯。 

3. 1992 年 1 月 11 日王文孝被處死刑，隔日蘇建和等三人

有罪被判刑，經多次上訴更審仍判有罪。1995 年三人透

過辯護律師提告，指出警調單位有刑求逼供。 

4. 2003 年三人獲判無罪，但數月後又撤銷無罪判決，2007

年鑑識專家李昌鈺審視相關資料並提出疑點 

5. 至 2012 年三人終於獲判無罪、全案不可再上訴。 

(二) 延伸思考 

刑事妥速審判法簡介 

(三) 短片：李昌鈺談蘇建和案 

1. 由於上周課程進行了血跡型態實作，故本週案例說明僅擷

取李昌鈺博士針對案發現場血跡型態描述的片段 

2. 藉由李昌鈺對現場的說明，讓學生理解如何將現場證據做

合理推理，從而找出證據推翻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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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權議題討倫─蘇建和案 

1. 證據探討：以結果論三人無罪，那麼過去的證據有哪些被

曲解、捏造？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2. 應用討論：如果蒙受不白之冤，又能如何為自己發聲？ 

3. 時空背景：台灣當時社會的氛圍、輿論壓力，是否也可能

是冤獄兇手？ 

延伸影片：電影《惡人》探討犯人周遭朋友、家屬，受到

社會輿論、媒體壓迫，並被生活周遭人們排擠，藉此探討

所謂『善惡、好壞、正義』的電影。 

(五) 司法改革委員會簡介：下文改寫自司改會網站 

(https://www.jrf.org.tw/) 

1995 年 11 月，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籌備處正式成立，兩年

後，募足了成立財團法人必需的基金，更凝聚了一批對司法改

革有熱誠的各界同志，包括了律師、學界、民意代表，結合了

行動與知識，終於邁開司法改革的步伐。 

司改會的工作分為立法研究、監督評鑑、教育推廣、個案追蹤

四大類，其下分別設置數個工作小組，以不同的面向及角度，

同時邁向一致的目標—司法改革。 

 

第二週：『指』證歷歷-指紋探案 

課程說明 

本週課程會介紹鑑識科學中重要工具─指紋。先針對指紋的生物特行進

行說明，簡介發展歷史、特性及型態後，讓學生實際進行顯色實驗，體

驗附著方式顯色的碳粉法以及化學藥劑進行反應的寧海德林法。 

體驗完成後簡介指紋資料庫以及指紋掃描建檔的數種方式(例如光學

式、電容式等)，說明指紋資料庫的用途，並以『建立指紋檔案是否觸

犯隱私』做為議題開放同學分組討論。 

 

教學材料 

教學教材 投影片、學習單(指紋採集及議題討論) 

實驗藥品 碳粉或磁性粉末、硝酸銀、寧海德林、甲醇、異丙醇、

石油醚 

實驗器材 白色馬克杯(按捺指紋用)、兔毛刷或磁性筆刷、100mL

噴瓶、印泥、A4 紙張 

https://www.jr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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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內容 

一、 指紋說明(15 min) 

(一) 指紋簡介 

指紋是手指末端皮膚凹凸，由於樣貌複雜多樣，目前沒有找到

具有相同指紋的兩人，故可做為偵查辨明身分的工具。手指皮

膚汗腺隨時排泄汗液，觸摸物體後會有殘留，汗液成分包含

水、蛋白質、酯質等，可以透過一些化學方法與不同成分反應

造成顯色並加以採集。 

(二) 指紋型態簡介 

依照指紋型態有多種分類法，目前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分類方式

採八大型態分類：紋型線、內端及三角、箕形紋內端、箕形紋

外端、斗形紋內端、斗形紋外端、追跡線、指紋類型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ngerprint) 

(三) 指紋的採集、顯現方法介紹： 

主要是透過外加物質，與手指按壓後殘留的液體及有機物發生

附著或化學反應使之顯現。 

常見的方式是利用粉末(例如碳粉、磁性粉末)附著在手指殘留

物，進而使指紋顯現。但指紋殘留在紙張或是放置時間較長，

粉末不易附著，這時就會藉由化學藥品輔助，例如碘燻法、三

秒膠法、寧海德林法。 

二、 指紋採集方式簡介與實作(35 min) 

(一) 特徵點分析： 

1. 在學習單上用印泥蓋出自己的指紋(大約 3~4 指即可) 

2. 分析自己的指紋，並在指紋印上圈出指紋的特徵點，說明

該特徵點的名稱。 

(二) 粉末法實作 

取一淺色馬克杯，在杯壁上

按捺指紋後，小心放置。在

盡量不觸摸的情況下，於杯

壁輕刷碳粉至指紋顯現。注

意碳粉不可刷太多或太用

力，以免指紋顯現困難。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nger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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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寧海德林法 

在一般影印紙上按捺指紋，並

以寧海德林藥劑浸濕(紙張較

小可以浸泡寧海德林溶液，較

大張則可用噴灑方式進行)。浸

泡後的影印紙可以烘烤或自

然陰乾。 

注意 寧海德林會引起過敏反應，實驗需在抽風廚或通風良好

的地方進行。 

三、 人權議題討論：指紋資料庫與隱私權(50 min) 

(一) 指紋資料庫、辨識系統簡介：光學式、電容式、超音波感測式 

(二) 台灣案例： 

台灣的兵籍登錄資料除一般個資外，亦包含指紋，但兵籍資料

的檔案卻被用在刑事偵查案件中，協助破獲案件同時，指紋取

得目的與用途不同的爭議卻也浮上檯面。經過釋憲，民國 90

年後當兵的役男均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指紋建檔，之後由於役

男健檢是配合醫院，所以不再需要採集指紋。 

小組思考下列問題，並彼此分享觀點： 

1. 你覺得兵籍資料的指紋被用在刑案偵查是否違反人權、強

制建立指紋資料庫是否有侵犯隱私權？ 

2. 進入某些國家，在海關時亦會被要求按捺指紋。請就上述

討論中你的論點，延伸推論此行為是否侵犯人權或隱私權 

3. 牙齒齒模是近年來興起，可用來推論死者身分的資訊。請

討論牙醫醫療行為後的齒模檔案被用來偵查案件，此行為

是否侵犯人權或隱私權。 

(三) 世界咖啡館討論議題： 

1. 全班各組派代表，抽籤決定針對『兵籍資料蒐集指紋』持

正面或反面意見 

2. 小組討論後完成意見宣傳海報 

3. 以世界咖啡館形式讓學生至各小組聆聽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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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DNA 鑑定與冤獄 

課程說明 

本週要讓學生探討鑑識科技、科學理論的侷限性，並從中討論冤獄與司

法層面的問題。由於 DNA 在一般認知上被視為鑑定的鐵證，不會受人

懷疑，所以本課程一開始就以日本足立事件為例，讓學生意識到科學證

據並非絕對正確，再由日本回到台灣，談論身邊真實發生的冤獄事件。 

學生在第一週案例看到科學證據可能無法發聲，第二週思考受害人與加

害人隱私權與保障間複雜議題，在第三週則會進入司法體系造成的冤獄

問題，有無罪證據亦被判過無罪，卻仍被當罪犯對待的無辜生命。藉此

回顧之前提到的司改會，將對現況的無力感昇華為改革動力。 

 

教學材料 

影片標題 段落內容描述 播放片長 

徐自強的 

練習題 

電影預告。預告剪輯了被判刑一直到終

於獲釋的重要片段，包含義務辯護律師

的說詞，以及徐自強本人獲釋後對於此

生無法排除所有人嫌疑、永遠不可能清

白的感嘆。 

2min 

《台灣大代誌》 

蕭明岳販毒案 

無辜毀一生 

本影片為蕭明岳案的新聞專題，除簡介

蕭明岳案前因後果，亦包含檢察官偵訊

過程中引誘嫌犯供出蕭明岳的片段。 

6min 

日劇： 

《99.9 不可能

的翻案》 

日本刑案有 99.9%會判有罪，本劇則以

刑事案件辯護律師為主角，為求 0.1%

翻案可能，努力尋求真相、架設模擬案

件場景的探案過程。 

預計節火災命案現場申請重審時使用

的火災模擬片段。 

12 min 

 

授課內容 

一、 DNA 鑑定介紹(10 min) 

(一) 原理： 

1985 年英國學者注意到人體中 DNA 的鹼基序列因人而異，

而連結到可以以此做為辨識身分的方式。概念相似的應用可應

用於親子鑑定。 



 

  

 
11 

(二) 聚合酶鏈鎖反應（PCR）： 

現場採集的微量跡證，只能提供極少量的 DNA 供檢驗，此時

可利用 PCR 技術，大量複製至量足以供鑑定使用。 

二、 日本冤獄─足利事件介紹與討論(30 min) 

(一) 案件經過： 

1990 年 5 月 12 日，日本足利市發生一起 4 歲女童慘遭姦殺，

並棄屍於河濱的案件。隔年 12 月，日本警方利用當時新科技

『DNA 鑑定』為證據，逮捕菅家利和先生。 

(二) 後續： 

由於本案疑點眾多，後來申請重新鑑定。在 2009 年(時隔 17

年)才發現嫌犯 DNA 與菅家先生不符合，發生誤判原因是當

時鑑定技術不夠好。同時更翻出兩段偵訊過程的錄音帶，發現

菅家先生在檢察官一連串封閉式質疑中哭著坦承犯案。 

(三) 影響： 

此案被做為鑑識科劑濫用的案例，同時引發利用 DNA 重新鑑

定還予受刑人清白的議題以及保留少量樣本待科技進步後可

以再驗證的制度探討。 

(四) 延伸討論：日劇《99.9 不可能的翻案》 

在日本由檢察官起訴的犯人，進入刑事訴訟後有 99.9%會被

判有罪。本劇透過刑事辯護律師的角度，講述為委託人追查真

相並在法庭上以證據翻案的故事。 

三、 台灣冤獄討論(50 min) 

(一) 徐自強的練習題(片段) 

1984 年黃春樹命案的兩名嫌犯供稱徐自強為命案共犯，經過

數日躲藏後徐自強被逮捕入獄。 

入獄後不久，家屬找到案發當時徐自強不在現場的證據─家裡

附近遊局的監視攝影畫面。以此提出證據希望能洗刷冤屈。 

全案疑點重重，除了敘述徐自強在命案現場事蹟前後矛盾外，

嫌犯更曾自白自己冤枉徐自強，亦親筆簽名表達所言屬實，但

此證據依然無法翻案。隨後嫌犯又改口推翻自白。 

經過 21 年訴訟，終於在 2016 年 10 月 13 日判徐自強無罪 

延伸閱讀：《1.368 坪的等待：徐自強的無罪之路》 

(二) 蕭明岳案(片段) 

此案為司改會台中辦公室 2018 年重點救援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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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1 年蕭明岳被其他被告指認為販毒集團老大，但除了被

告證詞，本案並無直接證據指向被告涉案。 

影片除了介紹事發經過外，亦有檢察官誘導取供的偵訊片段。 

(三) 冤獄平反協會介紹(下午取自冤平會網站) 

(http://twinnocenceproject.org/index.php) 

構想濫觴於美國 Barry C.Scheck 與 Peter Neufeld 二位律師

於紐約所創辦的「無辜計畫」（Innocence Project），自 1992

年創立至今，已成功透過 DNA 鑑定讓超過 300 位冤獄受害人

獲得平反。 

延伸影片：《NGO 觀點冤獄平反協會》公共電視 

 

第四週：專題演講與活動 

課程說明 

本週課成欲邀請司改會成員到校演講，說明目前運作狀況、重點案例

等。除專題演講外，亦需要司改會協助帶領學生進行模擬法庭活動，體

驗司法審判過程。 

 

第五週：小組報告成果發表 

課程說明 

本週由小組進行口頭報告，預計分為 8~10 組學生輪流報告，每組報告

時間 8~10 分鐘、問答 2 分鐘。同時進行報告內容以及問答狀況的小

組互評。 

 

參訪活動 

課程後預計安排一整天參訪活動，增加學生對各議題與相關工作了解，

並連接具體職涯。時程安排與參訪地點說明如下： 

時間 活動內容 說明 

6：40~ 去程交通 

於花蓮車站搭程 401 次普悠瑪列車(預計

8：42 抵達台北)出發在台北轉乘遊覽車(若

人數較少，可轉乘其他大眾運輸工具) 

9：30~ 
台北 

地方法院 

地方法院參訪內容包含硬體設施參觀、法

院簡介影片，以及旁聽法庭三部分。由於

課程中已進行過模擬法庭，透過真實法院

審理過程，加深學生印象。 

http://twinnocenceproject.org/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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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景美人權 

文化園區 

由於學生在歷史課已經聽過白色恐怖相關

始末，在此課程中更探討了冤獄，故安排

午餐後學生至景美文化園區參訪，親眼見

識獄中生活，加深人文反思：什麼樣的人

應該受到這樣對待？ 

14：00~ 
法務部 

調查局 

調查局參訪內容包括：業務介紹影片、反

毒陳展館、展抱館、鑑識科學處。透過調

查局參訪，可以實地見證所為科學證據的

濫觴處，並讓有治朝此發展的學生一窺調

查的神秘面紗。 

18：00~ 返程交通 

搭程 436 次 18：00 由台北出發的普悠瑪

列車返回花蓮(預計抵達花蓮車站時間：

20：01) 

 

教學評量 

課後報告(100%)：此作業為小組報告，分為書面作業(40%)及口頭報告

(40%)兩部分。另需聽講後給予他組回饋(20%) 

1. 主題：找一個真實發生，或影集、電影、動畫甚至遊戲中的冤獄平

反案例為主題發想，報告須包含下列項目，且須請盡可能客觀說明

事發經過後，闡述小組討論的獨特論點： 

(1) 事件敘述，盡可能包含人事時地物。 

(2) 逮捕做為嫌犯的證據。 

(3) 如果要翻案的證據，可能要找到的證據 

(4) 相關法律議題討論，主角於過程中人權受損及其他傷害 

2. 書面報告(40%)：總字數 3000 字以內，以 word 或 pdf 檔案寄送

至教師電子信箱。 

3. 口頭報告(40%)：於第五週上課時進行小組報告預計分為 8~10 組

學生輪流報告，每組報告時間 8~10 分鐘、問答 2 分鐘。同時進

行報告內容以及問答狀況的小組互評。 

4. 給予回饋(20%)：在他組報告後，當場提問討論或在互評表上面給

予實質性建議或其他方面回饋。 

參考資源 

（補充教材、引用

資料來源、小提

醒……）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自然科學領域 

《破案實錄》李昌鈺 時報出版社 

《犯罪手法》、《犯罪剖繪》系列書 約翰‧道格拉斯 麥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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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案關鍵》陳用佛等 獨立作家出版社 

《Principles of Bloodstain Pattern Analysis: Theory and Practice》James 等 

高雄鑑識中心：http://www.kmph.gov.tw/cp.aspx?n=65EEF82B2544AC63 

鑑識科學學報：http://fsjournal.cpu.edu.tw/ 

司法改革協會：https://www.jrf.org.tw/ 

冤獄平反協會：http://twinnocenceproject.org/index.php 

鄭南榕基金會：http://www.nylon.org.tw/ 

社團法人臺灣鑑識科學學會：http://tafs.cid.cpu.edu.tw/ 

判決書查詢系統：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 

維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in_Page 

東森新聞：https://news.ebc.net.tw/ 

蘋果日報：https://tw.appledaily.com/ 

自由時報：http://www.ltn.com.tw/ 

公共衛視：https://www.pts.org.tw/ 

教學省思 

長久以來科學教育會教導學生邏輯思考、讓證據說話，但證據可能會因

為人為誤差失靈，更可能在複雜體制中被吞沒。本教案想透過令人感興

趣的鑑識科學為主題，包裝更深刻複雜的人文與科技應用省思，期望課

程能在情意層面帶給學生以下三部分省思： 

1. 不可盡信實驗：實驗可能有缺失，信任科學證據的同時，亦不可因

此獨斷，因為篤信錯誤的實驗結果而看不到其他證據，影響不只是

判斷錯誤，更可能葬送他人一生的清白。 

2. 為人權發聲：本課程多次討論到冤獄，除了證據失誤，也有司法層

面上可以改善的地方，雖然每個人的力量都很小，但集結起來就可

能成為想司改會、冤平會這樣有組織有力量的團體，為信仰發聲。 

3. 生活實踐：課後作業為尋找冤獄平反案例，並仔細整理資料梳理事

發過程。透過這樣練習，可以直接將課堂體會帶入案件中，在小組

激盪中培養出自己的論點。 

以往在人權議題討論上，多為人文社會學科(例如公民、歷史科)，但其

實在充滿人的社會上，任何學科應該都可將這些議題納入討論，切莫以

學科為由，忽視全人教育的大好機會！ 

本教案屬於新課綱的自然科必修探究與實作課程中的一部分，設計緣由

即是有感於高中教育時常受學科限制，導致化學課學生往往只注重化學

相關知識，忽略生活相關的人文議題，所以希望在教育改革關鍵時刻，

提出橫跨人文與科學項度的課程設計，將人權議題融入科學教育，並讓

科學教育更貼近生活應用。 

 

http://www.kmph.gov.tw/cp.aspx?n=65EEF82B2544AC63
http://fsjournal.cpu.edu.tw/
https://www.jrf.org.tw/
http://twinnocenceproject.org/index.php
http://www.nylon.org.tw/
http://tafs.cid.cpu.edu.tw/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in_Page
https://news.ebc.net.tw/
https://tw.appledaily.com/
http://www.ltn.com.tw/
https://www.pts.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