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濫用藥物流行趨勢及摻用雜質致肺動脈栓塞之組織病理變化特性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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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甲基安非他命近年來，已成臺灣地區主要的濫用藥物之一，由法務部調查局、內政部警政署等單
位偵破毒品數量統計發現，1991~1994 所破獲之安非他命量，為同期破獲總毒品量之 85%以上，1991
年至 2003 年 13 年間，於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法醫中心(簡稱法醫中心)及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接受臺灣各
地檢署委託法醫病理解剖死因鑑定案件中，因藥物濫用直接或間接死亡案件高達 1145 件，由 1991 年
至 2003 年度中，各年度之濫用藥物致死案件數及該年度案件比例（%）
，分別為 1991 年 9 例（3.4%），
36 例（9.2%），59 例（11.2%），28 例（4.1%）
，55 例（5.9%），90 例（7.8%）， 108 例（9.8%），109
例（9.5%）
，125 例（10.8%），115 例（9.6%）
，116 例（11.8%），106 例（11.5%）
，及 2003 年激增至
198 例（13.7%）。濫用藥物中海洛因由原產地偷運入境時，海洛因磚塊約含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之海洛
因純度，經分裝轉賣至小毒梟再至吸毒濫用者，純度僅剩下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由於時常摻用各種
混合物包括滑石粉、錠劑藥粉之賦型劑等不溶解於血液中之雜質來降低純度，故若濫用藥物者，利用
針頭注射含有雜質的毒品藥物，至腔靜脈經血液循環導致肺動脈栓塞。法醫在死因調查案件中男性，
32 歲，計程車司機，清晨被發現計程車停放在人行道上，死者倒臥於司機座方向盤上，面朝下，經報
請法醫師及檢察官相驗，並接受法醫病理解剖時發現，死者肺臟有明顯慢性肉芽組織增生、慢性纖維
化及巨大細胞肉芽組織增生，更發現肺臟小動脈管內有透明結晶狀栓塞異物，透過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及能量擴散 X-光分析，栓塞物含有大量之矽、鈉、鈣、鎂等無機物元素之成份，現場死者尚遺留有麻
黃素藥錠、針筒及針頭，符合死者由靜脈注射之錠劑內含「賦型劑」為不可溶解。由法醫案例分析顯
示，濫用藥物非常態濫用者併發症造成意外死亡之危害因素甚多。在社會問題的浮現，青少年對濫用
藥物之錯誤認識造成嚴重的結果，使濫用藥物致死案件日益嚴重。為了深植國民反毒觀念加強反毒教
育，防止濫用藥物及其併發症造成的不幸事件，建立道德規範，端正社會良好風氣，有關防毒、拒毒
之宣導工作，刻不容緩。此類濫用藥物致死案例之特異型態，可提供反毒教育及策略之參考。
關鍵詞：甲基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e)，海洛因（heroin），濫用藥物（illicit drug），多重濫用藥
物（Poly-drug abuse）

DNA 鑑識常用 STR 多型性相關評估數據 EXCEL 試算表程式研究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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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代鑑識科學關於人類個化之鑑定，莫不以複合式 STR 系統分析重覆率後作終極之研判，
美國聯邦調查局所採用之 CODIS 13 型即為 STR 多型性系統中個化效能之佼佼者，惟除此基本
13 型之外，尚有無數的 STR 系統也已被開發出來，作為輔助人別鑑定或親子鑑定之用。為了能
確實評估 STR 系統鑑別效能、個化之程度、計算親子指數及修正因對偶基因突變引起之親子指
數增減，必需分析哈溫比例之 p 值(p value of G-tests for HWE proportion)、對偶基因頻率分布、
異合子度之實際值及期望值(expected and observed heterozygosity (H))、多型性訊息內涵值
(polymorphism information content (PIC))、區別力(power of discrimination (PD))、符合率( match
probability (pM))、排除率( power of exclusion (PE))、 典型親子指數(typical paternity index)及典
型排除率指數( typical power of exclusion (Pet))等，而這些分析用之電腦程式大多分散於族群遺
傳研究相關之軟體中，研究者必需分別處理，另外經常因不同軟體之輸出入格式不同，不但增
加格式轉換之麻煩，亦提高錯誤發生之機率，對於沒有現成軟體支援之評量值計算，研究者還
必需以手工操作，時間並不經濟，因此建立一套不需格式轉換又能自動計算所有評量值之軟體
實有必要。本研究嘗試使用 EXCEL 試算表巨集程式，命名為 STRstatistics 2004.1，目的為直接
處理 ABI 公司 DNA 自動分析儀軟體 Genescan package 自動產生之數據，以此程式運用於台灣
地區隨機住民 1,000 人份之 CODIS 13 型，能在數分鐘內產生包含所有 STR 系統對偶基因型之
頻率及所有上述評估值之總表，該項表格即能直接運用於計算親子指數(PI)試算表之頻率檢索，
證實本程式運作正常。除上述常用之評估值外，本程式尚提供評估親子關係假陽性百分率分析
之功能，對於研判親子關係確認率應有所助益。

關鍵字︰鑑識科學、 STRs、哈溫比例、異合子率、區別力。

探討國人甲基安非他命致死案例之中腦黑質區病理形態學診斷意義之研究 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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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甲基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e）屬於中樞神經興奮濫用藥物類的一種，長期的使用會造成心理
的依賴性及生理的耐受性而成癮，繼之引起破壞性行為及安非他命精神病症、造成高他殺致死率，造成
社會不安。本研究在以國人使用甲基安非他命致死的危害，造成人體大腦黑質中多巴胺神經元之形態學
及功能性變化，並利用蘇木紫-伊紅染色（hematoxylin＆eosin stain）及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來觀察在甲
基安非他命使用後，中腦黑質有關兒茶酚胺（catecholamin）系統的代謝酶 tyrosine hydroxylase(TH)、
vesicular monoamine transporter（VMAT）、neuronal membrane DA transporter（DAT）及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GFAP）其組織形態學及功能的診斷意義。本實驗是收集台灣甲基安非他命致死案例，將死者中
腦黑質區(substantia nigra)取出，利用蘇木紫-伊紅染色及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在顯微鏡下觀察 TH、
VMAT、DAT 及 GFAP 連續橫向切面之陽性神經元的表徵，結果顯示蘇木紫-伊紅染色下安非他命組黑
質中黑色素細胞明顯變淡，黑質中存有的核仁與細胞核間出現似染色體活動異常增強現象
（metamorphosis）之變化，核仁明顯，核質不均勻分佈泡狀沉著，細胞質出現淡化區，邊緣出現顆粒環
狀化，並結集包圍於細胞質內面，以致呈現四圈輪帶狀現象。在免疫組織化學與雷射共軛焦顯微鏡觀察
TH、VMAT、DAT 陽性神經原的改變，發現在安非他命組，TH、VMAT、DAT 陽性神經元數目有減少
且顆粒狀反應鬆散分佈在細胞質邊的情形，相反的 GFAP 陽性神經膠原細胞有增生現象且聚集之表徵。
本實驗證實甲基安非他命會造成人體中腦黑質組織形態學的改變，且 TH、VMAT、DAT 陽性神經元減
少，GFAP 陽性膠原細胞增生現象。這些結果支持黑質多巴胺神經元的減少與甲基安非他命濫用有密切
相關。
關鍵字：甲基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e）
、黑質(substantia nigra)、多巴胺神經元(dopaminergic neurons)

顏色測定法應用於撞擊瘀傷之評估---以老鼠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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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顯微色彩色差計做為工具，探討撞擊力和撞擊部位不同對瘀傷顏色變化的影響，
並建立起一套評估瘀傷時間和撞擊力的方法。結果顯示，L*值在瘀傷後 1 小時便急速下降，12
小時之後即開始上升，到第 4 天上升才趨於緩和。a*值在撞擊後 1 小時即明顯上升，12 小時後
開始下降，第 3 天轉為負值而偏綠色，第 6 天開始上升，第 8 天上升才趨於緩和。b*值在撞擊
後 1 小時即明顯下降，一直到第 2 天趨勢並無明顯變化，但從第 2 天開始即明顯的上升，第 4
天變為正值，一直到第 9 天上升才趨於緩和。而撞擊力的不同會影響瘀傷顏色的飽和度，但顏
色變化趨勢大至相同，不同的只在於越重的撞擊L*a*b*值變化越大，但不論以時間或撞擊力觀察
瘀傷顏色的變化，都出現明顯的亮度停滯帶(unchanged lightness zone)或顏色停滯帶(unchanged
color zone)。前後肢瘀傷顏色變化具有一致性。
關鍵字：撞擊瘀傷、顏色測定法、瘀傷時間評估、瘀傷撞擊力評估

微量DNA鑑定所可能產生效應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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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因為DNA 鑑定之高鑑別力，因此在刑事鑑定上廣受應用，再加上PCR放大技術的發明，更
提高了鑑定的靈敏度，且多組基因同時進行放大技術的使用，更大幅提高DNA 鑑定的鑑別力。
由於PCR複製技術的成功應用，讓鑑定人員更致力於微量的檢體的DNA 鑑定技術的研究。
對於尋找鑑定微量檢體的方法並致力解釋其鑑定結果的研究，我們稱之為微量 DNA 鑑定
（ low copy number typing 簡 稱 LCN ）， 英 國 學 者 Gill 於 2000 年 在 Forensic Science
International提出相關研究及討論【註1】。其定義為當檢體template DNA低於100pg即稱之為
low copy number，大約是17個基因組雙倍體DNA （diploid of genomic DNA） 雙倍體的量，
也就是人體17個細胞之體染色體DNA，
【註2】並將PCR cycles數，從28 cycles提高到34 cycles
【註3】
。

各種以血液直接進行 PCR 方法的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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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許多抗凝血劑和血液中許多成分，均會抑制Taq 酵素的活性。傳統使用血液檢體做PCR的
處理過程是耗時的，所以必須先將這些抑制成分去除，然後再純化DNA做PCR。當很多檢體操
作時，這些處理步驟會增加交叉污染的機會。所以直接加入血液做PCR，可以減少這些缺點。
為了加速直接以血液做PCR分析，目前已問市的血液直接PCR商品有Novagen, BloodDirectTM
PCR Buffer Kit 及 SIGMA, Extract-N-AmpTM Blood PCR Kits 這兩種商品，這些商品使用過後來
做評估，這些產品皆可允許使用過抗凝血劑的少量血液，來做直接PCR反應。這些新研發可以
直接血液PCR的方法，SIGMA, Extract-N-AmpTM Blood PCR Kits此商品較貴，但較穩定；Novagen,
BloodDirectTM PCR Buffer Kits此商品較便宜，但較不穩定。這兩種商品均可提供快速與安全的
方法，來做臨床與法醫學的檢驗，且可減少因操作時遭受檢體感染傳染性疾病的可能性。

利用頭髮末梢的 DNA 做單一核苷酸多型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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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傳統上使用頭髮做 DNA 基因定型，常需拔取頭髮，再利用頭髮根部 (含毛囊) 做 DNA 萃
取。然而，以拔取頭髮的方式取得檢體，不一定能被多數人所接受，此外收集到的檢體不一定
皆能包含毛囊處的頭髮，是故頭髮根部的樣本並不容易收集到，因此我們實驗室改以頭髮末梢
當 作 樣 本 ， 在 此 我 們 以 p53 exon4 codon72 的 單 一 核 苷 酸 多 型 性 （ Single Ne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做例子，將頭髮末稍萃取出來的微量 DNA 利用分子標識(molecular beacon)
進行 SNP 多型性分析。結果發現：頭髮末梢確實可以作為基因定型的材料。
關鍵詞 : Genotyping、SNP、molecular beacon、hair shaft

CODIS 13 型&D2S1338、D19S433 基因座突變率對親子鑑定 CPI 值影響之
研究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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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親子血緣鑑定是根據遺傳法則進行受驗人的 CODIS13 型等 STR 基因座型別的鑑定，藉此
判別受試者間有無血緣關係。然而遺傳法則中偶會發生例外，基因突變即是遺傳特性中的例外，
也是生物適應環境所需的重要天賦之一，當基因突變發生於親子鑑定所使用的 CODIS13 型 STR
基因座時，將會干擾親子關係存在與否之研判，本研究即針對含 CODIS13 型等 STR 各個基因
座統計其突變發生率，研究突變對親子鑑定指數 CPI（Combined Paternity Index）值之影響。
本研究報告統計獲得台灣地區居民之單親案(Duos：含承認父與子代或承認母與子代)共計
633 案，雙親案(Trios：含承認雙親與子代)共計 104 案，鑑定 CODIS13 型加 D2S1338、D19S433
STR 基因座之案件 368 案。其中篩選出含單一基因座突變者共 33 例，統計獲得突變率的表現，
父系減數分裂突變依序為 D3S1358、FGA 突變率 0.00469 最高，其次為 vWA、D8S1179、D19S433
突變率 0.00313，再其次為 CSF1PO、D13S317、D7S820、D21S11、D18S51 突變率為 0.00156，
於 TH01、TPOX、D5S818、D16S539 四個基因座未發現父系減數分裂突變。母系減數分裂突變
方面僅 D5S818、D8S1179、D21S11、D16S539 四個基因座發現突變，突變率為 0.00498。未表
現對偶基因突變有九例發生於 D8S1179 基因座。
以巨集程式統計分析九十七對真實雙親承認子女案例及三十三例突變案例的 CPI 值分布情
形，分析比較後認為：對於含突變基因座之承認案須於鑑定報告中忠實呈現突變點位型別，令
科學的實驗結果自然呈現，並採用美國血庫學會 AABB（American Association of Blood Banks）
2003 年 11 月發表之年度報告資料建議以該基因座的突變率（Mutation Rate）除以平均排除率
（Average Probability of Exclusion）計算突變基因座之 PI 值，以獲得趨於真實的 CPI 值。對於
母親未繳費受驗的單親案，建議仍應採取其唾液檢體，逕行鑑定其 STR 型別，於承認案中可提
昇足夠的 CPI 值，而於否認案亦能確切排除。另遇有可能為未表現對偶基因突變者，再另以不
同的商業套件鑑定，顯示出被隱去的未表現對偶基因型別，以獲致正確的科學驗證結果，期使
親子血緣鑑定報告更符科學原則且準確率更加提昇。

關鍵字：CPI、STR、突變率

Y 染色體 DNA 鑑定案例探討

D-9

黃女恩 *、蔡覲城、陳紹文、蘇志文、林青眉、柳國蘭、姜曉玲、蔡俊偉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E-mail: * bioannhuang@email.cib.gov.tw; Tel: 02-27569224
摘要
Y染色體DNA鑑定對於男女DNA混合之證物，具有重要之鑑定價值。本文將從六件性侵害
案例之DNA鑑定結果探討其應用價值，實驗方法係應用QuantifilerTM Y Human Male DNA
Quantification Kit，用 real time PCR 方法定量證物所含之人類Y染色體DNA後，以Promega 公
司PowerPlex® Y System分析Y-STR型別：DYS19、DYS389I 、DYS389II 、DYS390、DYS391、
DYS392、DYS393、DYS385、DYS438、D YS439、DYS437。案例包括四件被害人陰道檢體顯
微鏡檢發現少許精子細胞，但分層萃取之精子細胞DNA無法檢出體染色體DNA-STR（Short
Tandem Repeats）型別，而以Y-STR鑑定成功研判DNA來源。一件性侵害案證物以酸性磷酸酵
素法檢測結果呈陽性反應但顯微鏡檢未發現精子細胞，經萃取DNA定量發現含有人類Y染色體
DNA並成功分析Y-STR型別；一件因性侵害不幸懷孕案例，中止懷孕手術所採組織，以Y染色
體DNA鑑定協助釐清胚胎父系來源之案例。
關鍵詞：Forensic DNA、Y-STR、PowerPlex® Y System、SWGDAM Y-STR、QuantifilerTM Y

大台北地區淡水河系矽藻種屬分布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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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犯罪證據蒐採之完整性，決定刑案得否偵破之關鍵。因此，刑案現場中蛛絲馬跡都將成為
採證的重點。近年來，由於國內各類犯罪方式多元化，因而，對於刑事生物鑑識工作的挑戰，
也愈來愈嚴峻。因應國際鑑識潮流，國內開發或引進非人屬之證物鑑定技術以強化犯罪事件關
連性，是有其必要，矽藻即是國外應用甚廣的環境證物之一。矽藻鑑定，除了可證明溺死事件、
研判溺死地點外，對於沾染水樣的證物也可以經由矽藻鑑定，研判水樣來源，提供犯罪偵查參
考。本研究以大台北地區最重要且較常發生溺水事件的淡水河系中下游為研究範圍，經實地探
勘淡水河系主要四大支流後，選定九處具有水樣代表性之採樣點，每個月採樣一次，以附生矽
藻為主要研究材料，進行矽藻之定性與定量分析，建立國內第一個以刑事偵查為目的的矽藻光
學顯微特徵之形態特徵資料庫。藉由此矽藻種屬分布資料及光學顯微形態資料庫之建立，提供
未來運用此項技術於刑事鑑識應用之參考模式。經由 2002 年整年度的採樣及分析結果，發現淡
水河系的矽藻有 46 屬，共 242 種，其中景美溪有 22 屬，共 95 種；大漢溪有 19 屬，共 75 種；
頻度觀察結果亦為如此。另經由藻種數目的分布情形得知，以碧潭的藻種數目最多(122 種)、百
齡橋次之(112 種)，新海橋最少(75 種)，華翠橋次少之(84 種)，研判可能是隨著水質污染狀況不
同，藻種之分布明顯隨污染嚴重而數量遞減。比較各地全年度之藻種頻度結果：主要的優勢藻
屬為分別 Achnanthes(24 種)、Navicula(62 種)、Nitzschia(43 種)、Cymbella(13 種)。而且隨著水
質污染的嚴重程度，優勢藻屬之藻種數目變化亦有差別，其中 Achnanthes、Cymbella、Cyclotella、
Gomphonema、Surirella 有較明顯的遞減現象，但 Pinnularia、Navicula、Nitzschia 則無明顯藻種
數目變，Achnanthes 於社子水門及關渡、百齡橋則有回升之趨勢，研判其原因可能是接近河口
之出海處，海水的鹽度及各種內外環境因子的變化，影響了當地的水質環境，亦改變了矽藻的
生存分布。另外在每個地點全年度均可發現的主要優勢藻種分別為 Achnanthes minutissima
Kuetzing 、 Cyclotella meneghiniana Kuetzing 、 Nitzschia clausii Hantzsch 、 Nitzschia granulata
Grunow、Nitzschia palea (Kuetz.) W. Smith。另以水質矽藻群落岐異指數( H 值 )配合矽藻屬數目
以了解水質變化與藻屬消長之情形，發現水質受污染愈嚴重的水質，H 值愈低、矽藻屬年平均
數愈少，對於各地採樣點的水生環境提供重要的參考依據。本研究同時建立全年度各地在每月
份之藻種分布頻度、各地不同月份的差異性分布頻度等相關數據。藉由本研究之引入，提供國

消化之種子 DNA 鑑定在刑案證物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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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刑案現場發現被害人、嫌犯或證人的嘔吐物、排泄物或法醫解剖所得之胃、小腸及大腸等
消化器官的內容物，均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它不僅可連結嫌犯與特定犯罪的關係、不在場證
明的確認，及在犯罪偵查過程中提供新的偵查方向。目前，利用顯微鏡檢驗上述證物，是唯一
可用來辨識及追蹤植物種子可能來源的方法。近年來，從植物的不同部位，萃取 DNA 和分析技
術均已經相當成熟。許多案子的偵破，係藉由植物的 DNA 鑑定，追蹤到來源。然而，我們在文
獻回顧的過程中，僅發現很少的研究，和種子 DNA 萃取回收率及其分析技術等議題有關。我們
的研究結果顯示，有些種子，經過人類的消化系統後，仍可萃取出足量的 DNA，連排泄物中的
種子，也可成功的萃取足量 DNA。不同萃取技術的 DNA 產率結果和利用 AFLP 技術，分析五
種蕃茄種子 DNA 的資料顯示，DNA-AFLP 對於刑事調查中，種子鑑定和個化工作，是個可行
的技術。
關鍵字: 鑑識科學，刑事植物學，種子證物，DNA 分析， 植物 DNA，擴增片段長度多型性

南台灣地區影響雙翅目（麗蠅科）產卵行為因素於法醫應用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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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法醫昆蟲學（forensic entomology）能協助法醫及偵查人員，估計並連結兇嫌行兇與被害
死亡時間（postmortem interval，PMI）；在推定死亡時間之前，應考量季節溫度及各種屍體
條件，例如，室內、外，焚屍、水淹等因素，適當修正後才能作為正確判斷基礎。三組不同季
節與棄屍（猪屍）實驗比較，自雙翅目（Diptera）的麗蠅科（Calliphoridae）抵達屍體上開
始產卵，產生先後不ㄧ的生命週期。種屬鑑定利用形態學及粒線體 DNA（mtDNA）Cytochrome
oxidase（COI）（位置在
2495-2800）(5＇-CAG CTA CTT TAT GAG
先卵胎生（viviparous）產下一齡幼蟲。相較
CTT TAG-3＇) 及 5＇-CAT TTC AAG CTG TGT AAG
於夏季（30~36℃）在投棄猪屍三分鐘後，麗
CAT-3＇)，所複製出來的片段長度是 304bp。
蠅科即到達屍體上，17 小時發現產卵。另外，
經 NCBI blast 比對序列較接近的種屬，可以
不同季節，室內最大的變項因素為例，麗蠅會
鑑定出國內麗蠅科金蠅屬的（1）大頭金蠅（C.
在屍體散發氣味（ador）後才近入屍體上，夏
megacephala ） ； （ 2 ） 紅 顏 金 蠅
季是 24 小時過後；冬季是進入第 3~4 天才開
（C.rufifacies）
；
（3）帶綠蠅屬（Lucilia）：
始，亦延後產卵時間，在估計死亡時間，若發
瘦葉帶綠蠅（Hemipyrellia ligurriens）；
現死者屍體就值得注意死前條件與溫度資料。
（4）蠅科的家蠅（Musca domestica）。
關鍵字：法醫昆蟲學、死亡時間、麗蠅科、產
在室內（外）嚴寒低溫下（12~1５℃）、
卵行為、卵胎生（viviparous）
雨天、雲量過高等因素，會影響到蠅類產卵行
為，麗蠅不一定會馬上產卵，出現的成蠅極為
零星或延緩，甚至缺席；反而是麻蠅科
（Sarcophagidae，肉蠅 Flesh Flies）；最

建立動物皮毛型態特徵之自動化比對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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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毛髮是犯罪現場中重要的微量證物之一，毛髮鑑定所使用的方法可以簡單如顯微觀察
法，也可以複雜如 DNA 鑑定，顯微觀察法雖然簡易但卻可以快速進行毛髮可能的物種鑑定，
這是毛髮證物最基本的鑑定項目。本研究把本實驗室已經建立的動物皮毛型態特徵資料建構
成自動化比對查詢系統，此系統主要架構有：動物皮毛特徵資料庫、動物皮毛 DNA 序列資料
庫、動物皮毛切片顯微照片資料庫，使用網路程式搭配資料庫的技術，提供使用者線上建檔
及查詢比對之功能。在運作方式上，提供使用者透過網路瀏覽器連線到「動物皮毛型態特徵
自動化鑑定系統」之網站，透過帳號的管理機制進行系統登入。建檔的方式是透過問券般的
程式介面進行資料輸入，使用者可以參考網站上現有的皮毛特徵圖鑑進行判別欲建檔資料，
也提供電子檔照片上傳功能，便利日後查詢。而有關 DNA 序列的建檔，系統也提供程式介面
方便讀取儀器所產出之 DNA 序列資料。
本系統提供二種查詢介面，一為單一查詢，使用者一次使用一種查詢條件進行查詢比對，
二為復合查詢，當所查到之資料過多時，可以設定多個條件進行資料過濾，查詢的結果均包
含動物皮毛特徵完整資料、電子檔圖片及ＤＮＡ序列。本系統可以讓多位使用者共同使用資
料庫中的資料，而查詢資料的速度也遠比傳統的書面方式更有效率。動物皮毛鑑定可透過本
系統先進行型態特徵比對，過濾出相似性較高的物種，再進行其他特徵的鑑定比對，可以有
效率的進行系統化鑑定，提高鑑定結果的可信度。
關鍵字：毛髮鑑定、型態特徵、資料庫、自動化比對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