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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暑期 CSI 鑑識體驗營 

輔導員甄選簡章 
一、營隊活動宗旨：   

 為提高學員的思考力、行動力及團隊力，活動透過科學辦案的體驗情境，讓青年學

子真切感受「學以致用」的成就感與喜悅感，改變正確的學習態度，並能瞭解警察維護正

義、打擊犯罪之專業與辛勞。本營隊備以「做中學」之體驗素材，以犯罪

現場勘察與重建為活動主軸，提供多元、有趣的課程，讓學生從參與實際

科學辦案與實作中深刻體驗，藉由兼顧故事性與實作性的特色內容，提高

學員的專注力，啟發邏輯思考能力，透過執行任務目標，增進判斷分析能

力與問題解決能力。在強調紀律、團隊的環境中，藉由分隊競賽，強化人

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培養溝通與協調能力。一方面擴展學生視野，樂在學

習，開啟其追求自我夢想之根源動力，敢於逐夢，另一方面，涵養感恩的

心，力求蛻變，學習李昌鈺博士的精神「Make Impossible Possible!」，讓更

多人生中的「不可能」成為「可能」。 

二、營徽 

 

 

 

  三、營訓：思考力、行動力、團隊力之培養 

四、營標：化不可能為可能 

 

    五、營隊活動時間：112 年 7 月 23 日 ~7 月 27 日(5 天 4 夜) 

六、活動地點：中央警察大學(桃園市龜山區樹人路 56 號) 

七、主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鑑識科學學會、中央警察大學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李昌鈺博士物證科學教育基金會、台北延平扶輪社、創意家行銷股

份有限公司、東駒股份有限公司、謝明道慈善公益基金會、捨得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協昌軸承有限公司、榮勝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展盛興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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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營隊活動流程 

2023 暑期 CSI 鑑識體驗營活動流程表 

7 月 23 日(日) 7 月 24 日(一) 7 月 25 日(二) 7 月 26 日(三) 7 月 27 日(四) 

報到 

08：30~09：30 

黎明響起 06：30~07：00 

美好晨光 07：00~07：45 

早餐時間 07：45~08：30 

相見歡 

09：30~10：00 

課程（1） 

體液與血跡型態 

鑑定 

08：30~09：50 

課程（5） 

真偽酒鑑定 

08：30~09：50 

刑案現場 

08：30~10：10 

預約優秀 

(寫一封信給未來的

自己) 

08：30~9：30 

始業式 

10：00~10：30 
小憩片刻 09：50~10：10  

CSI 

抽絲剝繭 

（分隊競賽） 

10：10~11：30 

蛻變時刻 

9：30~10：30 

開啟鑑識之門 

10：40~11：30 

課程（2） 

刑事攝影 

10：10~11：30 

課程（6） 

微物跡證鑑定 

10：10~11：30 
Our song 

10：30~11：30 

午餐 11：30~13：00 

警犬 

執勤 

介紹 

 

定向 

警大 

射 

擊 

訓 

練 

課程（3） 

鞋印鑑定 

13：00~14：20 

課程（7） 

指紋採證與鑑定 

13：00~14：20 

CSI 

絕不放棄 

（分隊競賽） 

13：00~14：40 
授勳時刻 

結業式 

13：00~15：00 

小憩片刻 14：20~14：30  

課程（4） 

文書鑑定 

14：30~15：50 

課程（8） 

藥物鑑定 

14：30~15：50 

重返 

刑案現場 

14：40~16：00 

武動青春 

（防身術） 

16：00~17：20 

武動青春 

（防身術） 

16：00~17：20 

鑑識報告 

（小隊簡報） 

16：00~17：20 

賦歸 

13：30~17：20 

分梯次 

同時進行 

晚餐 17：20~18：20 

引吭高歌 

18：30~20：30 

團隊凝聚 

18：30~20：30 

團隊合作 

18：30~20：30 

鑑識營之夜 

18：30~20：30 

秉燭夜話 20：30~21：00 

盥洗 21：00~22：20 

養精蓄銳 22：20~ 

備註:為提供更完善品質，主辦單位將保留活動調整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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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營隊組織 

 

十、輔導員甄對象及方式 

(一)參加對象  

   凡認同本營隊宗旨，期待自我成長，具備高度責任感、服務熱忱、抗壓性強之大專院校 

   學生(含研究生)，歡迎踴躍參加甄選。輔導員為志願服務，非打工性質，有意願參與者 

   請於報名前審慎自我評估。 

(二)輔導員甄選方式 

   將於報名後以 E-mail 通知參加「輔導員甄選」，甄選活動為一整天的流程，包括自我介紹、

分組完成任務及面談等，由任務中，觀察參與者面對問題時的反應與解決問題能力，甄選

出適合營隊的輔導員並參加培訓。(預計早上 9 點開始到下午 5 點結束) 

十一、輔導員職責 

    1.參與營期前之輔導員培訓、籌備會、行前營及營隊期間各項活動之規劃與執行。 

    2.專職負責學員生活起居、秩序維護等各項輔導事宜，並協助處理活動期間學員之生活 

      各項問題。 

    3.與學員共同作息同心協力，全程隨同學員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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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輔導員培訓 

未來領袖：領導力＋引導力 

領導力 
▶培養有效的溝通技巧 
你將學會如何與你的團隊溝通，並且學習如何有效地表達你的想法。 
▶建立高效的團隊 
你將學會如何激勵你的團隊成員，建立團隊文化和增進協作。 
▶提升決策能力 
你將學會如何做出明智的決策，並且學習如何運用創造力思考解決問題。 
▶領導力心態 
你將學會如何培養領導者的心態，包括如何管理壓力，如何建立信任，以及如何在變化
中保持穩定。 

引導力 
▶引導對話能力 

你將學會如何引導團隊成員對話，建立對話的場域和促進對話的技巧。 
▶共識達成能力 
你將學會如何讓一群人經過流程的引導和提問，使團隊成員產生共識。 

講師-邱建智 Mark 老師 
專業認證：Discus® DISC 國際雙證顧問講師、Everything DiSC®國際顧問認證、FDT® 
團隊協作五障礙認證講師、美國 AL®加速式學習國際版權認證講師、CO® Coaching 
Ourselves 國際認證顧問 

授課/輔導經驗：LINE、微軟、聯合利華、Merck(德商)、資生堂、WD、Deloitte、EY、
GUCCI、DHL、HP、Siemens、LG、Panasonic、SOGO、友華生技、中華汽車、裕隆汽
車、和泰汽車、友達、佳世達、光寶、緯創、工研院、資拓、信義房屋、國泰世華、元大
金控、遠東商銀、中國人壽、台灣人壽、格蘭富(瑞士商) 、台灣柏朗(德商)、誠品、林果良
品、台茂、郭元益、台灣健峰（中國）、阿里巴巴（台灣）…等 

工作經驗：Wisdom Cultural and Education Organization Taiwan COO、中華康輔教育
推廣協會副理事長、啟程管理顧問專案經理、達霖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客服副理 

專長領域：團隊問題解決、團隊凝聚共識營、戰略與願景會議、DISC 因人而異溝通、FDT
克服團隊協作的五大障礙、模範領導、基層主管力、團隊引導技術、當責執行力、基層主
管力、工作態度與思維、主動積極職能、團隊合作職能、問題分析與解決 

 

十三、服務津貼 

  全程參與「2023 暑期 CSI 鑑識體驗營」輔導員，本會提供培訓費用、營期食宿、保

險費用及交通津貼 2,000 元。 

十四、服務日期(須全程參與，請於報名前審慎自我評估)      

112 年 4 月 8 日(週六) 輔導員甄選 

112 年 4 月 29 日(週六) 輔導員培訓一 

112 年 7 月 1~2 日(週六~日) 輔導員培訓二暨籌備會 

112 年 7 月 20 日~22 日 行前營 

112 年 7 月 23 日~27 日 2023 暑期 CSI 鑑識體驗營 

十五、輔導員甄選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2 年 3 月 29 日止。   

      報名網址：https://pse.is/4rthu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