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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智慧型手機的便攜性、便利性使智慧型手機廣為普及，隨著智慧型手機功能導向發

展、儲存空間增加，及無線網路的蓬勃發展，造成智慧型手機資訊安全性問題增加，智

慧型手機中存在佐證資訊及數據資料，因此提升手機鑑識和分析的必要性及需求。 

本研究透過整合開放原始碼之數位鑑識工具，並依據美國國家標準技術局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 NIST)之手機鑑識規章，進行Android智慧型手機鑑

識，以確保在司法審查上數位證據的佐證效力及公信力。 

關鍵字：數位證據、手機鑑識、智慧型手機、Android、手機鑑識工具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Forensic System Based on Open 

Source Software Android Smart Phone  

Abstract  

With the trend of smart phone performance is on the rise, large-capacity storage space that combined 

with the booming wireless network in turn. Th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ecurity issues of smart phones 

which have digital evidence and data, thus further increasing the needs for smart phone forensics and 

analysi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open source digital forensics tools to 

accord with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of the digital forensics. These 

regulations carry out forensics Android smart phones in order to ensure judicial review of the evidence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digital evidence and cred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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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智慧型手機根據國際研究暨顧問機構Gartner公佈，2009年第四季智慧型手機市調報

告，2009年銷售量達5380萬支，較2008年大幅成長41.1% [2]，隨著趨勢，手機在大眾生

活及工作中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工具，手機有單一使用者特性，加上無線網路蓬勃發

展，帶動行動商務，因手機的重要性，導致手機中存取資料安全性有顧慮，使手機成為

數位證據取證重要目標之一。 

手機鑑識蒐證資料來源主要包含SIM卡、手機記憶體、SD卡[6]。本研究將針對蒐證

現場開機狀態智慧型手機，以開放原始碼鑑識工具為基礎對Android智慧型手機進行數

位鑑識，為了使數位證據具法律效力，本研究將參考美國國家標準技術局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 NIST)的智慧型手機工具規範[3]及手機鑑識流程，

使數位證據具備證據能力。 

2. 文獻探討 

本研究著重於Android智慧型手機鑑識，依據研究所需彙整數位證據、手機鑑識、

智慧型手機定義，並介紹Android智慧型手機作業系統架構及手機鑑識工具等研究相關

文獻。 

2.1 數位證據 

數位證據是具有證明能力的資料，其儲存於電子設備中的資訊檔案或傳輸的二進制

數字[10]，涵蓋影音、圖像、數字等等檔案格式。手機中數位證據有電話簿、訊息、多

媒體訊息、日期時間、電子郵件信箱、瀏覽器紀錄等[8]，數位證據非實體物質，其具備

下列特性：可無限無差異複製、易修改變更、原始作者難以確定、有還原證據的可能性、

資料完整性驗證、人無法以直覺直接認識等性質。 

    為確保數位證據取證完整性及責任制度，妥善處理證據至關司法受理證據，數位證

據國際原則[4]，如下列所示： 

 在取證的過程中，必須在不改變數位證據及儲存介質的前提下進行。 

 當需要鑑識原始數位證據時，必須由專業鑑識人員進行鑑識工作。 

 流程所有細節包含、扣押、鑑識、儲存或轉換數位證據，皆須充分記錄及保存供審

查。 

 當鑑識人員進行數位鑑識時，必須要有辨法證明所採集之數位證據源自扣押的數位

設備或裝置。 

2.2 手機鑑識 

隨社會趨勢越來越著重資訊安全議題，數位鑑識目的為還原案情相關真像，供法庭

審理案情，數位設備的汰舊換新，日常生活中常見數位設備如電腦、網路、手機、數位

相機、硬體儲存設備等，而數位鑑識應用[7]廣泛包含了網路鑑識、手機鑑識、電腦鑑識、

記憶體鑑識等等，皆為常見鑑識項目。 

根據 NIST 手機鑑識流程[11]，為保存 (preservation)，蒐集 (acquisition)，檢驗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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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examination and analysis)，和報告呈現 (reporting)。 

 保存 (preservation)，主要目的確定搜索及識別可能存放有數位證據之設備，數位證

據因其無形的特性，造成鑑識過程中容易遭破壞，或採集證據時因處理不當受損，無

妥善保存數位證據原始狀態，將可能危及到數位證據的佐證能力。 

 蒐集 (acquisition)，將從犯案現場中取得的數位設備，以擷取映像檔方式或其它方

法，取得儲存於數位裝置中的數位資料。 

 檢驗及分析 (examination and analysis)，檢驗是將蒐集到的數位證據揭示，包含隱藏

檔案或遭刪除的檔案，分析則是將採集到的數位證據，透過現有資料將證據中與案情

高度相關的證據數據化或結合，以利協助釐清案情。 

 呈現 (reporting)：將數位證據分析結果，以清晰明瞭方式呈現，如報表文件，以提

升法庭審理作業效率。 

2.3 智慧型手機 

隨著科技技術進步，2009年手機銷售量下降，而智慧型手機銷售量增加，一般手機

功能已不足商業人士需求，智慧型手機定義[12]，如表1所示，智慧型手機鑑識上的難度

來自於手機接口種類繁多、作業系統不同及國內法律沒有制定統一鑑識標準程序[5]。 

 

表 1  智慧型手機定義 

項目 定義 

功能 具備語音及數據無線通訊功能個人管理功能 (PIM)，

如Contacts、Calendar和Alarm clock等等功能  

輸入模式 常見有按鍵式、語音輸入、觸控式、多點觸控式  

無線傳輸 IrDA、Bluetooth、WiFi  

作業系統 Symbian、iphone、Windows Mobile、Android、Palm、

RIM 等等  

處理器 多工的嵌入式微處理器  

 

根據 NPD 公布[9]，美國 2010 年第一季智慧型手機作業系統市場排名，Android 作

業系統智慧型手機銷售量快速成長，市占率提升到 28%，成為市占率第二大之智慧型手

機作業系統。 

Android 是 Google 以 Linux 為核心基礎所開發的開放原始碼手機作業系統[13]，手

機開發商及使用者只要有能力，將不受手機作業系統廠商限制，另外還提供了手機應用

程式開發者 Android Market，讓應用程式開發者可以銷售應用程式至世界各地，使用者

也可依個人需求合法下載所需應用程式，目前 Android SDK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最新開放版本為 2.1 版。 

Android 系統架構[1]，主要有四個層級，如圖 1 所示，最底層為 Linux Kernel，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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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2.6 版 Linux Kernel、第二層是函式庫及 Android Runtime，第三層是應用程式架構、

最上層則是應用程式。 

 

 

圖 1  Android 架構圖 

2.4 手機鑑識工具 

本研究以開放原始碼之鑑識工具 Android Forensics 為基礎，其提供蒐證 Android 手

機中儲存的瀏覽器記錄、通聯紀錄、聯絡方法、簡訊等資料，本研究目的為加強 Android 

Forensics 功能性及使其符合鑑識人員蒐證之需求。 

手機鑑識工具可分為軟體及硬體，軟體類鑑識工具常見有: Oxygen Forensic Suite、

MOBILedit! Forensic 和 EnCase®  Neutrino®  等等，傳輸資料方式 IrDA、Bluetooth、USB，

透過商業軟體鑑識工具，鑑識流程全程大多是於電腦端執行，透過實體或無線傳輸方式

將手機連接到電腦以達到鑑識目的。 

硬體鑑識工具箱如.XRY，透過鑑識工具箱中存放各類轉接口、空白 SIM 卡及 SIM

卡讀寫機等等工具以達到鑑識目的，本研究開發之鑑識工具與常見商業鑑識工具鑑識流

程比較表，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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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鑑識流程比較表 

鑑識流程 常見鑑識工具 本研究鑑識工具 

蒐證現場 

 

紀錄手機外部狀態，關機

並放入隔絕袋帶回  

紀錄手機外部狀態卸除使

用者 SD  

採集證據 

 

連接電腦端，執行鑑識軟

體進行蒐證 

置入鑑識 SD，並執行鑑識

軟體將證據蒐集到鑑識 SD  

分析 電腦端進行分析 電腦端進行分析 

呈現 電腦端進行呈現 電腦端進行呈現 

3. 系統架構 

發現犯罪現場或犯罪嫌疑人
開機狀態智慧型手機

是否裝置SD卡

卸載使用者SD卡 置入鑑識SD卡

透過電腦製作SD卡之映像檔 執行鑑識工具進行採證

透過電腦端鑑識映像檔

透過電腦端呈現
鑑識報表

將蒐集證據
儲存於SD卡

卸載鑑識SD卡

Yes

分析鑑識報告

No

 

圖 2  研究鑑識流程圖 

 

本研究將針對利用智慧型手機通訊犯罪，蒐證現場開機狀態下的智慧型手機，進行

現場採證，系統流程如圖 2 所示，當鑑識人員到犯罪現場取得開機狀態手機，鑑識人員

首先進行記錄手機外觀及外部狀態之描述性紀錄，(如透過文字或錄音方式記錄手機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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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狀態)，接續透過操作判斷手機是否載裝 SD 卡，若有則選擇卸載，利用電腦端進行使

用者 SD 卡鑑識流程，將鑑識 SD 卡置入手機，執行鑑識 SD 卡裝載本研究開發鑑識工

具，進行揮發性資料蒐集，反之原無載裝 SD 卡，則直接置入鑑識 SD 卡進行鑑識，將

鑑識蒐集證據存於 SD 卡。 

4. 系統實作 

本研究將針對利用智慧型手機通訊犯罪，蒐證現場開機狀態下的智慧型手機，進行

現場採證，以開放原始碼軟體鑑識工具 Android Forensics 為基礎，並提升鑑識工具完整

性，以符合數位鑑識採證的流程，以 Java 為主要開發語言，依據 Android API 及鑑識流

程建置鑑識工具，藉由 SD 卡搭載鑑識工具進行鑑識採證工作，以達成鑑識採證流程目

的，提供鑑識人員於蒐證現場完成採證工作，達成即時蒐證，以避免將手機關機所造成

證據揮發、損毀。 

參照 NIST 鑑識採證流程，首先建立鑑識檔案，鑑識人員需紀錄手機上的時間及手

動輸入鑑識日期時間 (為避免手機上的時間設定錯誤或誤差)、鑑識檔案編號、鑑識人員

名稱等資訊，如圖 3 所示，系統會在鑑識 SD 卡中建立一鑑識資料夾，並以鑑識人員輸

入鑑識檔案編號命名。 

 

 

圖 3  建立鑑識檔案 

 

蒐證手機當時狀態，包含手機目前記憶體狀態、執行中應用程式、手機電量、開機

時間等，如圖 4 所示，本研究透過 Java 撰寫應用程式執行 Linux shell command，使手機

於犯罪現場當時狀態得以採證，蒐證執行後自動產生一記錄文件檔案存放於鑑識 SD 卡

中鑑識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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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手機狀態蒐證 

 

本研究使用 Android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採集 SIM 卡資料包含

SIM 卡狀態、SIM 卡供應商、SIM 卡卡號等等，如圖 5 所示，執行蒐證後將自動以 .csv

檔案格式輸出蒐證資料並存放於鑑識 SD 卡中鑑識資料夾。 

 

 

圖 5  SIM 卡蒐證 

 

鑑識工具 Android Forensics 為基礎功能，如圖 6 所示，鑑識人員可以選擇其所需要

數位證據並將報表輸出至鑑識 SD 卡，如瀏覽器紀錄、通聯紀錄、簡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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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Android Forensics 鑑識工具選單 

 

鑑識人員回到鑑識實驗室後，透過 Linux 電腦開啟鑑識 SD 卡中存放的鑑識蒐證文

件檔案，即可看見蒐證報表，報表呈現方式如圖 7 和圖 8 所示。 

 

 

圖 7  蒐證通聯記錄資料內容 

 



2010 第六屆知識社群研討會 

 

 

圖 8  蒐證瀏覽器紀錄資料內容 

5. 結論 

目前多數商業版鑑識軟體，將蒐證現場所扣押的智慧型手機立即關機帶回，其無法

採集開機智慧型手機當下的執行狀態及數位證據，例如智慧型手機正在執行的應用程

式、開機時間等，且必須透過電腦端執行鑑識軟體進行鑑識流程，本研究依據 NIST 手

機鑑識流程，以 Java 開發鑑識工具，提供鑑識人員 Android Forensics 鑑識工具之功能外，

並提供蒐證智慧型手機資訊和狀態、安裝的 SIM 卡存在之證據，提供鑑識人員輸入備註

事項功能，並將完成蒐證檔案建立於 SD 卡，於蒐證現場立即進行蒐證，達到即時性及

採證目的，未來研究朝向將蒐證取得之證據，詳細分析並準確呈現證據，使鑑識人員迅

速取得案情所需證據，以利鑑識人員提升作業效率及證據的佐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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