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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法醫解剖專業訓練計畫申請簡章 

 

壹、訓練宗旨 

增進法醫解剖之專業知識與能力，以提升鑑驗水準。 

貳、法源依據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組織法第 2條第 1項第 6款：「本所掌理下列

事項…六、法醫人員之培訓。」 

參、申請人員資格 

申請資格：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 具有法醫師證書，於法務部所屬機關任職 3年以上，經服

務機關同意參加訓練者。 

二、 具有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證書者。 

肆、申請程序 

一、112年度本所接受新申請訓練名額為 2至 3名。受理期間為

111年 10月 1日至 10月 31日止（以郵戳為憑）。 

二、欲申請參加本訓練者，請備妥下列文件： 

(一) 法醫師證書影本或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證書影本。 

(二) 病理專科醫師應提出病理專科醫師證書影本。 

(三) 填具「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法醫解剖專業訓練申請表」。 

(四) 填具「法醫研究所辦理法醫解剖訓練注意事項暨同意

書」。 

(五) 填具「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保密切結書」。 

(六) 擔任公職者，應提出服務機關同意證明文件。 

(七) 擔任公職者，請檢附「公務人員履歷表〈一般〉」(含年

資、考績)。 

上述文件以迴紋針夾於左上角，並寄至 23552新北市中和區

民安街 123號法醫研究所病理組陳奕宏技士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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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申請人數逾本所容訓人數，以法務部所屬機關現職人員

及病理專科醫師優先。並由本所就申請人之任職年資、考績

及工作表現等，擇優錄取，評比結果相同者得為增額錄取。 

四、111年 12月上旬通知錄取人員並寄發「法醫解剖專業訓練

學習手冊」。 

五、訓練期間以 112年 1月 1日開始起算。 

六、如有必要可請本所發函給受訓人員及工作單位，以利受訓

人員請假。 

七、訓練前應完成體檢(包括胸部 X光檢查、HIV、梅毒、B、C

型肝炎檢查)，並將體檢報告送本所備查。 

伍、師資 

一、解剖訓練師資：藉由解剖實務，各解剖案件鑑定人負責指

導受訓人員參與執行法醫解剖，由下列擔任。 

(一) 本所法醫病理組組長、研究員、副研究員 

(二) 本所遴聘之兼任研究員  

(三) 師資名單： 

姓名 資格 

許倬憲 本所病理組組長 

潘至信 本所病理組研究員 

曾柏元 本所病理組副研究員 

蕭開平 本所兼任研究員 

饒宇東 本所兼任研究員 

孫家棟 本所兼任研究員 

陳明宏 本所兼任研究員 

胡璟 本所兼任研究員 

羅澤華 本所兼任研究員 

劉景勳 本所兼任研究員 



4 
 

莊傑仰 本所兼任研究員 

尹莘玲 本所兼任研究員 

王約翰 本所兼任研究員 

二、 導師：本所指定一位訓練師資作為受訓人員之導師。導師

負責接受受訓人員之諮詢、指定受訓人員於法醫學術研討

會報告之專題、指定受訓人員於死因研討會報告之案例，

及負責該受訓人員之考核。 

陸、 訓練內容及期程 

一、訓練期間為期 1年，最長不得逾 5年。訓練期間以 1月 1

日至同年 12月 31日為 1年度。 

二、受訓人員應於訓練師資（解剖案件鑑定人）指導下全程到

場並參與執行法醫解剖（含顯微觀察），撰寫該案法醫解剖

訓練報告，由該訓練師資簽核，始完成解剖案例。 

三、本訓練應完成總解剖案例數 100例以上，且 受訓人員每年

度至少完成 25例解剖案例，未達 25例之年度，該年度之解

剖案例數不列入總解剖案例數計算。 

四、總解剖案例數至少包含交通事故 5件、鈍挫傷（含高墜）5

件、銳器傷 5件、頭部外傷 5件、毒物 5件、溺死 5件、槍

擊 5件、窒息（含悶死、勒死）5件、火災 5件、工安事故

5件、無名屍案件 5件、疑似性侵害案件 3件、一至六歲兒

童死亡案件 3件、一歲以下嬰兒死亡案件 3件。單一案件若

符合多種案件類型，得同時列入計算。 

五、由本所指定一位訓練師資（解剖案件鑑定人）擔任 1-2位

受訓人員之導師，負責該受訓人員之指導與考核。該導師負

責之解剖案件，受訓人員宜全程到場參與執行解剖，如未能

到場應事先請假。 

六、受訓人員參與執行解剖案件不限所屬地檢署或所屬導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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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亦得跨區參與其他地方檢察署或其他訓練師資之解剖

案件，並得累積案例數。 

七、受訓人員應參與本所學術活動： 

(一) 法醫學術研討會：為評定受訓人員的基本醫學知識、法

醫專業知識、教學解說能力，受訓人員應由導師指定一

專題，並於本所法醫學術研討會報告。 

(二) 死因審議會：為評定受訓人員的死因論述能力，受訓人

員應由導師指定至少一案件，於本所死因審議會報告。 

柒、本所各地區集中解剖時段 

 

 

 

 

 

 

 

 

 

 

 

 

捌、受訓人員責任 

一、應積極爭取學習機會，主動詢問案件並與解剖案件之訓練

師資聯繫。 

二、受訓人員應遵循並配合訓練師資指導，全程到場並參與執

行法醫解剖（含顯微觀察），撰寫該案法醫解剖訓練報告。 

三、本所指定導師負責受訓人員之指導，導師負責之解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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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受訓人員宜全程到場參與執行解剖，如未能到場應事先

請假。 

四、受訓人員在受訓時應衣著整齊，解剖所需防護耗材（如手

套、隔離衣等）由受訓人員所屬單位提供。受訓人員至解剖

地點之交通工具應行自理，如受訓區域為北部地區且本所已

派公務車，得跟車前往，請主動聯繫並請準時。 

五、受訓人員在受訓期間，受訓所得有關案件之文件資料、照

片、錄音及其他有關檢體證物等應嚴守保密及偵查不公開的

原則。 

六、受訓人員應填寫「法醫解剖訓練清冊」及撰寫「法醫解剖

訓練報告」，自行保存並於訓練期滿時繳交至法醫病理組。 

玖、暫停訓練 

一、 擔任公職者如因公務或事實暫時無法接受訓練者，由所屬機

關來函申請暫停訓練，暫停期間以 1年為限，暫停期間屆滿

後自動繼續計算訓練期程。 

二、 暫停訓練期間不列入訓練期程計算，暫停訓練前之解剖案例

數於繼續受訓後得合併計入總解剖案例數。 

壹拾、終止訓練 

一、受訓人員於訓練期間應接受訓練師資之指導，如有違反致

影響解剖正常作業，情節重大者，本所得終止該受訓人員之

訓練資格，並函知所屬機關。 

二、受訓人員因故事實上無法繼續訓練，擔任公職者應由所屬

機關來函申請終止訓練，非擔任公職者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向本所提出終止訓練。 

三、經終止訓練者，其總解剖案例數歸零計算。 

壹拾壹、訓練評核 

一、受訓人員經訓練 1年以上，並達成第陸點第三及四項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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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數為訓練期滿。 

二、受訓人員應於訓練期滿，繳交「法醫解剖訓練清冊」及

「法醫解剖訓練報告」，並由導師填寫「解剖訓練考核表」

以評核受訓人員，送評核委員會複核。前述委員會由本所所

長召集各組室主管及該受訓人員導師等相關人士組成。 

(一) 受訓人員經評核為甲等以上者為訓練合格。 

(二) 受訓人員完成法醫解剖訓練，經評核乙等者，應延長訓

練 1年，該年需完成解剖案例數至少 40例，於訓練期滿

後，由導師重為評核。 

(三) 受訓人員完成法醫解剖訓練，經評核丙等者，為訓練不

合格；受訓人員未能於訓練期程內完成訓練者，視同丙

等。 

三、經判定應延長訓練者，訓練期滿後，同前項方式由導師填

寫「解剖訓練考核表」重為評核。解剖案例數未達 40例

者，視同未完成訓練。 

四、訓練不合格，得重新申請受訓，並以 1次為限，其案例數

歸零計算。 

五、評核結果函知受訓人員，受訓人員為擔任公職者，副知所

屬機關。 

壹拾貳、訓練完成 

受訓人員經評核甲等以上者，由本所發給解剖訓練完成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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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法醫研究所 

法醫解剖專業訓練申請表 

姓  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證書類型 □法醫師   □解剖病理專科醫師   □醫師(中醫、牙醫)  

證書字號*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手機  希望受訓縣市  

電子郵件信箱  

預計訓練期間   至 

簡述訓練目的 

 

 

＊註：請檢附證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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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醫研究所法醫解剖專業訓練 

注意事項暨同意書 

一、 訓練期間本所不提供薪資，住宿、膳食、交通、保險及其

他生活必需事項。解剖所需防護耗材（如手套、隔離衣

等）由受訓人員所屬單位提供。 

二、 訓練前應完成體檢(包括胸部 X光檢查、HIV、梅毒、B、

C型肝炎等檢查)，並將體檢報告送本所備查。 

三、 訓練期間應接受相關人員之指導，並遵守本所相關規定，

如有違反規定以致影響本所正常作業者，本所得終止訓

練。 

四、 使用本所公務資料，應填具「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保密切結

書」，善盡資訊保密的義務，並嚴禁取用任何公物作為己

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已詳細閱讀本受訓注意事項，並同意配合施行。 

  

   此致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 

  

立同意書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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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保密切結書 

 

茲立書人         同意遵守以下約定條款，善盡資訊保密的義務：  

第一條：公務機密之保密  

1. 訓練期間為維護公務機密及監理業務個人資料保護，對於經核定

機密等級與解密條件，或職務上相關之公務機密及個人資料，就

其內容之一部或全部負保密之責。  

2. 恪遵保密檢查及安全管制規定，不私自蒐集或洩漏業務資訊。  

3. 保密之義務，不因訓練結束而終止。如有違反，依法負刑事、民

事及行政責任。  

第二條：訓練期間使用公務電腦、網路及相關電腦資源，應確實遵

守下列事項：  

1. 公務電腦、網路及相關電腦資源係以作為公務使用為原則。任何

個人用途之使用均不得妨害公務。  

2. 個人使用公務電腦、網路及相關電腦資源，不任意安裝或下載非

公務需要、非經合法授權或有安全性疑慮(含任何自非政府機關

網站下載)之軟體或資料，或利用從事惡意破壞行為。  

3. 公務電腦、網路及相關電腦資源之使用，基於資訊安全相關考

量，主管科室及政風人員得不經個人同意，依主管業務進行稽

核，或調整使用方式，不得異議。  

 

立書人姓名：               （簽 章） 

職      稱：                服務機關： 

身份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