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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冬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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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1 月 29 日 ~2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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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鑑識科學學會、中央警察大學 

    指導單位：科技部 

    協辦單位：桃園市政府、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中央警察大學校友總會 

              財團法人警察學術研究基金會、中華航空公司、財團法人李昌鈺博士物證科

學教育基金會、內政部警政署警察廣播電臺、綺華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森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創意家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延平扶輪社、東駒

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南區扶輪社、社團法人台灣警雁關懷協會、謝明道慈善

公益基金會、美國佛州教育聯盟、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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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營隊活動流程 

1 月 29 日 

（星期一） 

1 月 30 日 

（星期二） 

1 月 31 日 

（星期三） 

2 月 1 日 

（星期四） 

2 月 2 日 

（星期五） 

報到 

08：30~09：30 

黎明號角 06：30~07：00 

晨光早操 07：00~07：30 

早餐/值星官時間 07：3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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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紋鑑定 

08：30~09：50 

刑案現場 

08：20~10：10 Happy Ending 

08：30~10：00 

始業式 

10：00~10：40 
小憩片刻 09：50~10：10  CSI 

抽絲剝繭 

（分隊競賽） 

10：10~11：50 

開啟鑑識之門 

10：45~11：30 

課程（2） 

真偽酒鑑定 

10：10~11：30 

課程（6） 

刑事攝影 

10：10~11：30 

英雄之旅 

航向未來 

10：10~11：30 

午餐 11：30~13：00 

認識警大 

13：10~15：10 

課程（3） 

微物跡證鑑定 

13：00~14：20 

課程（7） 

鞋印鑑定 

13：00~14：20 

CSI 

絕不放棄 

（分隊競賽） 

13：00~14：40 

英雄勳章 

結業式 

13：00~15：00 

小憩片刻 14：20~14：30  

射擊高手 

-射擊訓練 

15：20~17：20 

課程（4） 

指紋採證 

14：30~15：50 

課程（8） 

文書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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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 17：20~18：20 

盥洗 18：20~19：30 

團隊啟動之夜

19：30~21：30 

團隊凝聚 

同心協力之夜 

19：30~21：30 

迎向挑戰 

超越巔峰之夜 

19：30~21：30 

團隊反思之夜 

19：30~21：30 

秉燭夜話 21：30~22：00 

養精蓄銳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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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營隊組織 

 

 

十、輔導員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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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招募 90 人參加甄選) 

   將於報名後通知參加「輔導員甄選營」，選出「2018 冬令 CSI 鑑識體驗營」輔導員成員並 

   參加培訓。 

 

 

 

 

 

2018冬令CSI鑑識體驗營成員組織編制
營主任

執行長

課程指導教授

顧問群

副執行長 營本部秘書

隊輔長

課程長

活動長 生活長 文宣長

隊輔組員活動組員 生活組員 文宣組員

輔導員總召

課程老師 輔導員副總召兼值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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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輔導員培訓計畫     

1、 A4 學習系統 

    以人為始的學習系統，強調每個人的心靈都是一張白紙，洛克認為人的心靈開始時就像

一塊「白紙」(tabula rasa)，透過不同觀念可以造就不同性格，觀念分為兩種：感覺的觀

念和反思（reflection）的觀念，感覺來源於感官感受外部世界，而反思則來自於心靈觀

察本身。採用行動式學習的培訓方式，讓學生能夠透過活動體驗，重新建立新的正確價

值觀。 

   A4 學習系統的階段，從「態度」轉變→「能力」提昇→「團隊」效能→付諸「行動」 

 

態度 

Attitude 

學習指標關鍵字： 

熱情、決心、刺激、夢想、投入、覺察 

能力 

Ability 

學習指標關鍵字： 

觀察法、評估法、表達、魅力、創意、思

維 

團隊 

A team 

學習指標關鍵字： 

合作、領導、服務、溝通、信任、問題解

決 

行動 

Action 

學習指標關鍵字： 

勇氣、堅持、對話、方案、設計、目標管

理 

 

2、輔導員成長階梯 

（OK → YES → GOOD → PERFECT） 

A. 熱情：從激發學習動機開始，讓學員開始「發現」，透過觀察的方法，發現自己的熱

情來源，進而提供熱情影響他人，讓團隊成員可以透過主動積極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

找回人失去的熱情與純真。 

B. 服務：建立「今天你為團隊服務，明天團隊為你服務」的家人情誼，讓組織裡成員之

間的關係能夠變成彼此服務互相學習的關係，並且透過協助組織內其他成員，讓組織

成員可以發揮更高效能。 

C. 堅持：熱情和服務的關鍵就是堅持不放棄，讓成員學習碰到任何問題時，都要秉持「堅

持到底、永不放棄」的精神，掌握行動的關鍵因子，透過「下定決心→持續投入→堅

持到底」的行動準則，打造團隊的核心價值。 

D. 典範：從木桶定理導入團隊思維，並從團隊當中找尋優秀典範，發揮正向影響力，避

免劣幣驅逐良幣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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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輔導員培練指標能力 

 

(1)思考力:培養輔導員獨立思考、全面思考、系統思維的能力 

(2)團隊力:培養輔導員融入團隊、群性發展、團隊溝通與合作能力 

(3)行動力:培養輔導員設定目標、解決問題、執行與落實當責能力 

4、輔導員培訓系列課程 

   (1)培訓營：服務觀念態度養成及團隊建立、團體活動帶領技巧、活動企劃撰寫與實作、     

             肢體開發與戲劇 

   (2)共識營：團隊凝聚與建立默契、優秀輔導員團隊契約 

   (3)領袖營：體驗引導與反思、溝通技巧與人際關係 

   (4)行前營：當期輔導員營隊執行與實務 

   (5)周末營：多元能力之拓展（各期輔導員） 

(四)輔導員職責 

    1.參與營期前之輔導員訓練營、籌備會、營前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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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費用 

   全程參與「2018 冬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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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服務日期(須全程參與)      

106 年 11 月 11 日 輔導員甄選營(中央警察大學) 

106 年 11 月 25 日~26 日 輔導員培訓及共識營/第一次籌備會 

106 年 12 月 16 日 領袖營/第二次籌備會(中央警察大學) 

107 年 1 月 26 日~28 日 行前營(中央警察大學) 

107 年 1 月 29 日~2 月 2 日 2018 冬令 CSI 鑑識體驗營(中央警察大學) 

(七)輔導員徵選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6 年 10 月 31 日止。   

   報名網址：https://goo.gl/SbTt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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