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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ndroid手機在全球市佔率高達 80%以上，其邏輯運算、多媒體能力、上網瀏覽網

頁與交易、雲端儲存個人相關資訊(如照片、影音等)，如同一台攜帶式的的小型電腦。

由於功能強大更讓行動裝置帶來的便利性成為有心人士的犯罪工具，儲存著大量的電磁

記錄，這些記錄是具備鑑識價值的數位證據。本研究主要萃取 Android手機的數位證據，

並藉由整合國際標準 ISO27037:2015和 ISO27043:2015，及探討國內學者林宜隆教授所

提出的數位證據鑑識標準作業程序(DEFSOP)的有效性，且建立修正版 DEFSOP，符合

ISO27037及 ISO27043 國際標準，並進一步提供偵辦人員偵辦之依循標準，以強化鑑識

單位之數位鑑識證據的有效性及法庭上公信力，提升整體證據能力及證據證明力。 

 

關鍵詞：Android、IOS27037:2015、IOS27043:2015、數位證據鑑識、標準作業程序

(DEF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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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現今無線網路技術的進步與 4G行動通訊協定的成熟加上行動裝置的普及，在

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並且持有的年齡層也逐漸下降，人們使用行動裝置不再只是侷

限通話或傳簡訊。透過網路與智慧型手機提供的功能，改變使用手機的方式，例如，

通訊軟體取代傳統電話方式，儲存個人相關資訊於手機或雲端，透過上網瀏覽圖文

與影音或網路購物等。目前我國高檢署已規劃於台北、新北、桃園、新竹、台中、

台南、高雄和花蓮等地檢署陸續成立數位採證中心，主要目標是擷取數位證據和毒

品資料庫整合，進行大數據分析，擴大販毒網絡的查緝；詐欺及賄選等案件也可透

過數位採證深入追查。 

    科技所帶來的便利潛藏著危機，行動裝置經常被當作犯罪工具，也讓網路犯罪

案件層出不窮，不同於以往的物證與書證，犯罪證據已轉為數位證據，必需由專業

鑑識人員從犯罪所涉及的行動裝置中找到犯罪證據，並將犯罪證據萃取出來進行證

據保全、分析及鑑定等作業程序，最後利用證據還原犯罪現場，並做為法庭的呈堂

證據，為了提升數位證據的法律效益，其蒐集、保存、分析、萃取、鑑定、呈現及

檔案建立需要透過標準化作業程序執行，手持裝置犯罪實例以利用新興行動支付盜

刷信用卡犯罪為例。 

在數位證據鑑識作業中，資料的萃取已有工具軟體可以使用，在多個工具的交

互運用下，萃取各式需要的的證據已經不是問題，較為困難是如何妥善運用國際數

位證據相關標準(如 ISO27037及 ISO27043)和這些數位證據，搭配各種驗證、整理

方法，使其發揮最大效能，提升整體證據能力及證據證明力。 

    

二、 文獻探討 

    探討數位證據鑑識與電腦鑑識的內容，並將行動裝置使用雲端平台分析比較，

以建置行動裝置數位證據鑑識標準作業程序，提升科技犯罪偵查能力，以及偵查人

員偵辦案件之能量，增強數位證據保全能力。 

(一) 數位鑑識語數位證據 

1. 數位鑑識 

    「數位鑑識」，是使用科學技術進行搜索和鑑定、找出關連性、運用

各種技術將數位證據文件化，並找出與所需相關的數位證據。或者，確認

意圖進行破壞的未經授權行為，並從系統中找出這些不法行為的證據。換

句話說，就是在所蒐集到的數位資料中找出關鍵性的證據，能夠證明犯罪

事實的證據。學者林宜隆提出數位鑑識所涵蓋的範圍為：電腦、網路設備、

個人數位助理、行動電話、數位相機、記憶卡等數位設備，凡是以數位方

式儲存的相關設備都包含在數位鑑識的領域裡，應包含電腦鑑識（Computer 

Forensics）、資料鑑識（Data Forensics）、軟體鑑識（Software 

Forensics）、網路鑑識（Network Forensics）及行動裝置鑑識(Mobile 

Device Forensics)等[1]。 

2. 數位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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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證據，又稱為電子證據，是以數位形態儲存或傳輸，並可作呈堂

證據用的數位電子資訊，由控方或辯方其中一方呈上作為法庭案件裁判時

的理據。學者林宜隆教授，將數位證據定義為，任何使用電腦或相關電子

設備儲存、傳輸的電磁紀錄，包含：訊息、圖片、影音、座標定位、符號

或其他資料，凡是可以透過適當設備讀取出來的電磁紀錄，可用於支持或

反證犯罪，或可以用來表達犯罪動機、犯罪現場等關鍵要素都可稱為數位

證據[2]。 

(二) Android手機作業系統 

Android 系統常見的非官方中文名稱為安卓，是一個基於Linux核心的開

放原始碼行動作業系統，由Google成立的Open Handset Alliance（OHA，開

放手機聯盟）持續領導與開發，主要設計用於觸控螢幕行動裝置如智慧型手

機、平板電腦、智慧手錶其他可攜式裝置。 

從圖 1中可以看出，Android系統架構為四層結構，從上層到下層分別是

應用程序層、應用程序框架層、系統運行庫層以及 Linux內核層[4]。 

 

 

 

 

 

 

 

 

 

 

 

 

 

 

 

 

圖 1、Android系統架構圖 

資料來源：(IT閱讀，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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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智慧型手機作業系統市占率比較 

    根據國際研究暨顧問機構 IDC 報告指出，前六大手機廠商（三星、蘋果、

華為、Oppo、小米、VIVO）的出貨量都有成長。除了蘋果之外，其他 4 家廠

商的市占率也都有提升。市占率 22.3%、穩居市場龍頭的三星，智慧手機出

貨量再次超越其他廠商，競爭對手蘋果的出貨量只有其一半。受此影響，三

星與蘋果的差距又進一步拉大，三星的領先優勢也由此擴大。 

 

 

 

 

 

 

 

 

圖 2、2017~2018年前六大智慧型手機市占率排名表 

資料來源：(Trendforce，2018) 

 

(四) 智慧型手機作業系統比較 

    智慧型手機發展至今，相關產業已經非常成熟，就三大平台 IOS 、 

Android和 Windows Phone之間的戰爭從商場上到使用者始終沒有停過，專屬 

iPhone 的 IOS 有獨特的軟體生態和蘋果設計思維、Android 則是 Google 研

發的系統、而 Windows Phone 是微軟研發的一款行動作業系統，這三款作業

系統如表 1所示。 

表 1、各作業系統分析比較表(本研究整理) 

 Android iOS Windows Phone 

開發公司 Google Apple Microsoft 

系統使用費用 完全免費 （其他公司無法使用） 需繳納高額專利使用費 

系統使用成本 低 （其他公司無法使用） 較高 

系統使用相容性 佳 差 同系統手機相容性較佳 

系統屬性 開放性 封閉性 封閉性 

雲端整合 Google Cloud Apple iCloud Microsoft Cloud 



2018 年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應用程式來源 Google Play App Store Market 

辦公室應用程式 文件、試算表、簡報 iWork Mobile Office 

資訊安全性 中等 高 高 

 

三、 建立行動裝置數位證據標準作業程序 

(一) 數位證據鑑識標準作業程序 

    參考國內學者林宜隆教授所提出數位證據鑑識標準作業程序，提出修正為

數位證據保全標準作業流程，可分為原理概念階段、準備階段、操作階段及報

告階段，其中又以操作階段最為重要，如圖 3說明： 

 

 

 

 

 

 

 

 

 

 

 

 

圖 3、數位證據鑑識標準作業程序 DEFSOP架構圖 

資料來源：(林宜隆，2004) 

(二) ISO/IEC 27037：2012 (數位證據識別、蒐集、萃取與保存指引) 

    IS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國際標準化組

織（簡稱 ISO）成立於 1947年 2月 23日，是製作全世界工商業國際標準的各

國國家標準機構代表的國際標準建立機構，總部設於瑞士日內瓦，成員包括

162個會員國。該組織自我定義為非政府組織，官方語言是英語、法語和俄語。

參加者包括各會員國的國家標準機構和主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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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27037:2012 是國際標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針對數位證物識別、收集、獲得與保存所訂定的指南，

提供資訊安全事件調查過程中，對事件分析進行數位證據處理時，可依循的標

準與指南，對於數位鑑識調查標準如何適用雲端服務環境，雲端安全聯盟 (CSA) 

特別提出「Mapping the Forensic Standard ISO 27037 to Cloud Computing」，

訂定識別、收集、獲得與保存 數位證據的指南。對於負責數位證據識別、蒐

集、擷取與保存作業的相關人員，包括數位證據第一線應變人員(Digital 

Evidence First Responders，DEFR)、數位證據專家 (Digital Evidence 

Specialist，DES)、事件應變專家及鑑識實驗室管理者等，ISO 27037:2012

可提供相關指引，但不能取代司法體系的特定要求，如數位證據在法庭上的證

據能力、證明力、相關性及其他司法要求及認定等，ISO 27037:2012 國際標

準數位證據處理程序提供處理潛在的數位證據的具體程序，所提出的數位證據

處理程序分成四個階段，分別為識別階段(Identification)、蒐集階段

(Collection) 、萃取階段(Acquisition)及保存階段(Preservation)[6]。 

 

1. 識別階段(Identification): 

識別階段牽涉到搜索犯罪現場時必須辨識任何可能含有潛在數位證據

的任何儲存裝置、文件、紙張、電腦、網路設備等等，此階段同時也必須

在同一個準則之中，在對證據最小程度破壞且能取得最好證據的方式進行

蒐集、萃取等。 

2. 蒐集階段(Collection): 

蒐集是一個裝置在數位證據處理程序的流程，也許從被刪除的資料之

中包含了潛在的數位證據。包含潛在數位證據的裝置可能有多個狀態，它

可能是正在運作或是關閉的，不同的方法和科技工具必須依賴該裝置的狀

態。 

3. 萃取階段(Acquisition): 

萃取流程牽涉到數位證據的重建和記錄使用的方法和動作執行。處理

人員必須依據  不同的情況、損失、時間、文件以判斷採取合適的萃取方

式。 

4. 保存階段(Preservation): 

必須保證潛在的數位證據在整個調查期間是可以使用的，這一點相當

重要，保存程序必須保護也許會被破壞或竄改的潛在的數位證據和數位裝

置。保存程序應該開始和維持遍及整個數位證據處理程序，並開始於數位

裝置、潛在數位證據的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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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ISO27037數位證據處理程序圖 

(三) ISO/IEC 27043：2015 (資安事件調查原則與處理程序) 

1. 本國際標準提供基於常見事故調查程序理想化模型與涉及各種事件數位證

據調查方案的指導方針。包括從事件前通過的調查準備，以及一般注意事

項的諮詢程序。許多種類的調查數位，如即時資料 （如網路和易失性資料

的調查），調查數位家電數位錄影機、遊戲機和控制系統等。然而，數位

的調查程序中，被制定適用於任何類型的數位調查的方式。 

2. 本本國際標準包含準備程序、開始程序、獲取程序、調查程序、同時進行

程序及其各項子程序(如圖 3)，各項執行程序如下： 

a. 準備程序 

本類型係事件發生前的調查處理流程，且該程序是數位調查程序

可選擇性的，因為它本是組織執行的特定權力，而不是研究人員的任

務。準備程序分規劃程序類型、執行程序類型和評估程序類型及其子

程序等。 

b. 開始程序 

包括處理事件的第一次反應和規劃，以及其他數位事件調查程序

的準備，開始流程，包括事件檢測程序、第一次回應程序、規劃程序

與準備程序。 

c. 獲取程序 

獲取的程序類包括與潛在數位證據蒐集的有關程序。包括潛在數

位證據識別程序、潛在數位證據蒐集程序、潛在數位證據運送程序與

潛在數位證據儲存程序。 

d. 調查程序 



2018 年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調查程序類型包括事件調查、數位原因的調查，流程包括：潛在

數位證據採集、潛在數位證據審查和分析程序、數位證據的解釋程序、

呈現文件程序和調查完成程序。 

 

 

 

 

 

 

 

 

 

 

 

 

 

圖 5、數位調查程序架構統整圖 

資料來源：參考 ISO27043：2015及本研究自行整理 

 

(四) DEFSOP與 ISO27037: 2012、ISO27043: 2015比較分析 

1. 為驗證數位證據鑑識標準作業程序（DEFSOP）的嚴謹度與符合實際運作，

本研究比較其作業程序是否符合 ISO/IEC 27037:2012、及 ISO/IEC 

27043:2015 等國際標準。歸納以上，對照國內學者林宜隆教授所提出的數

位證據鑑識標準作業程序(DEFSOP) 是從事件發生前的預防，到事件發生後

將數位證據蒐集、分析、鑑定、報告之後進入法院與案件建檔為止，其各

項處理程序規範均與 DEFSOP 四大階段完全符合(如圖 6)[3]。 



2018 年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圖 6、DEFSOP與 ISO27037、ISO27043對照圖 

資料來源：參考 DEFSOP、ISO27037、27043及本研究整理 

2. 比較分析結果 

(1) ISO 27037:2012，主要是定義數位證據處理的過程，與 DEFSOP比較，

主要作業程序在 DEFSOP的原理概念階段及操作階段。DEFSOP所提出

之作業程序皆符合 ISO 27037:2012 。 

(2) ISO 27043:2015，主要是定義為資安事件調查原則與處理程序方式，

與 DEFSOP 比較，主要作業程序在 DEFSOP的操作階段及報告階段。

DEFSOP 所提出之作業程序皆符合 ISO 27043:2015。 

(3) 經過上述比對(如圖 6)，DEFSOP的四階段程序，完全符合 ISO 

27037:2012 及 ISO 27041:2015，並且提供更完整的數位證據鑑識標準

作業程序。 

(4) 將比較結果以表格綜合分析，如表 2。 

表 2、數位鑑識 DEFSOP 與 ISO國際標準作業程序比較表 

          標準 

原則(方法) 
DEFSOP ISO/IEC 27037 ISO/IEC 27043 New DEFSOP 

適法性 ◎ ╳ ◎ ◎ 

完整記錄原則 ◎ ◎ ◎ ◎ 

最佳證據原則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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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侵害原則 ◎ ◎ ◎ ◎ 

證據完整性 ◎ ◎ ◎ ◎ 

事前原則 ◎ ╳ ◎ ◎ 

事中原則 ◎ ◎ ◎ ◎ 

事後原則 ◎ ╳ ◎ ◎ 

準備工具及勤前教育 ◎ ╳ ◎ ◎ 

確定人事時地物 ◎ ╳ ◎ ◎ 

蒐集對象 

基本資料 
◎ ╳ ◎ ◎ 

授權及資安政策 ◎ ╳ ◎ ◎ 

現場勘查與攝影 ◎ ╳ ◎ ◎ 

識別與紀錄 ◎ ◎ ◎ ◎ 

保存與保全 ◎ ◎ ◎ ◎ 

收集與備份 ◎ ◎ ◎ ◎ 

搜索與扣押 ◎ ◎ ◎ ◎ 

備份及記錄 ◎ ◎ ◎ ◎ 

檢查與搜尋 ◎ ◎ ◎ ◎ 

分析與保管 ◎ ◎ ◎ ◎ 

資料萃取 ◎ ◎ ◎ ◎ 

比對 ◎ ◎ ◎ ◎ 

個化 ◎ ◎ ◎ ◎ 

犯罪現場重建 ◎ ◎ ◎ ◎ 

撰寫、呈現及簡報 ◎ ╳ ◎ ◎ 

驗證鑑識結果 ◎ ╳ ◎ ◎ 

法庭準備 ◎ ╳ ◎ ◎ 

案件建檔與學習 ◎ ╳ ◎ ◎ 

 

四、 裝置案例分析 

案例：偵破利用新興行動支付盜刷信用卡犯罪 

發稿時間 2017/8/25 上午 10:22 

查獲地點 新北市蘆洲、三峽區 

查獲嫌犯 黃○岡（男、81年次）、鍾○程（男、80年次） 

相關資料 

    106年 4月陸續有銀行、網路商場、實體商店等業者遭信用卡盜刷，故派員至

本局電信偵查大隊報案，經追查發現本案係歹徒先取的被害人個人資料、銀行信用

卡號，躲過銀行身分認證機制，成功申請行動支付服務後，再利用網路購買 3C產

品、服飾、化妝品等精品，或者直接以手機支付飯店住宿或到店家實體消費，由於

行動支付商店消費時不需要任何姓名簽署或提供身分證明，不容易遭鎖定追查，全

案經透過專案小組緝而不捨調閱資料，終鎖定黃、鍾 2嫌涉案重大，並報請新北地

方法院檢察署(義股)陳檢察官香君指揮偵辦，以擴大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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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歹徒鎖定行動支付係因不需要取得實體卡片透過認證，即可透過手機盜

刷，但仍順利由電信偵查大隊拆解犯罪手法，於 8月 24日前往臺北市、新北市嫌

犯住所，逮捕黃姓、鍾姓 2嫌犯到案，並查扣手機、電腦、精品等證物，初步偵詢

後坦承犯行，依法究辦。 

民眾對於自身信用卡及個人資料應妥善保存，防止外洩後可能衍生的信用卡盜

刷犯罪，另外對於有異常信用卡交易，應主動通報所屬銀行，避免財產損失擴大，

對於新興詐欺手法如有疑慮或無法研判者，可撥打警政署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查

證，千萬不要輕忽，只有仔細多方查證，才能避免遭到受騙，案例驗證如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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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案例分析與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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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 

本研究透過數位證據鑑識領域專家對於數位偵查及鑑識的定義，了解行動裝置

數位證據鑑識之概念及意義，說明進行每項鑑識步驟之目的、執行程序與手機偵查

及數位證據蒐集、分析之有效性與鑑識過程之合法性，並與國際標準化組織所提出

的行動裝置數位保全標準作業程序比較，再次驗證學者林宜隆教授所提出的鑑識程

序考慮了數位證據的合法性，補強數位證據能力與證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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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droid mobile phones have a global market share of more than 80%. Their logic 

calculations, multimedia capabilities, web browsing and transactions on the Internet, and 

cloud-based storag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hotos, videos, etc.) are the same portable 

minicomputers. Due to its powerful functions, the convenience of mobile devices has become 

a criminal tool for people with compassion, and they have stored a large amount of 

electromagnetic records. These records are evidence of their worth. This study mainly extracts 

digital evidence from Android mobile phones and explor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DESFOP 

standard proposed by Professor Lin Yilong of the country through ISO27037:2015 and 

ISO27043:2015, and establishes a revised version of DEFSOP in accordance with ISO27037. 

ISO27043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nd further provide the standards for compliance of 

investigators in investigation, to strengthen the validity of forensic evidence and the public 

credibility of the court, so as to enhance the overall evidential abilities and proofs. 

 

Keywords: Android, IOS27037:2015, IOS27043:2015, Digital Evidence,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DEFS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