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stol Image Retrieval by Shape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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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bases have been used to record data in forensic science, such as fingerprints, shoeprints, and
photos. In traditional databases, we use “text” as the “keyword” for retrieving data (text-keyword
retrieval); however, in some applications, “text” is not proper to describe the searching target, and in
this case, “imag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paper, we use “image features” as the “keywords,”
and show its potential for building up a prototype of pistol image databases.
In current firearm databases of forensic science, the retrieval method is still by text-keyword
retrieval. For experienced forensic examiners, this kind of databases may satisfy their requirement.
However, for people who have little gun knowledge, how can they find the possible gun candidates or
similar guns in the databases, if there is not any available words or marks on the gun? In this paper, we
try to retrieve similar pistol images by the pistol shape instead of “text-keyword”. This method can
narrow down the searching range while identifying pistols by firearm databases.
There are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pistol images in our pistol image database. From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we can retrieve the similar pistol images in top five candidates for each pistol
image.
Key Words: Image retrieval, Firearm databases, Forensic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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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ngerprints are widely used in security systems, and fingerprint evide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olving criminal problems.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of acquiring fingerprints are by impressing
fingerprints with ink or scanning them with instruments. However, the quality of the fingerprints is
sensitive to many factors, such as manipulation and scanning machines. Besides, there are some
limitations when using those traditional methods, such as we must contact fingers to obtain the
fingerprints. Since the ink may contaminate the original samples, we only have one chance to obtain
each fingerprint in many cases. Recently, the image processing techniques have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forensic sciences; for example, we apply image enhancement methods to improve the
legibility of fingerprint images.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novel method to obtain fingerprints. We use a digital camera to take
pictures of fingers and extract the fingerprints from the pictures by the image processing techniques. In
contrast with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our method is faster, more flexible, don’t need to contact fingers
(will not contaminate the original samples), and can repeat many times. We can apply the proposed
method before traditional methods.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be applied to other samples, such as
footwear impressions. In practice we can use the commercial computer software (such as Adobe
Photoshop) to implement the proposed method easily. Several real images are used to show the
capability of the proposed method.
Key Words: forensic science, fingerprints, image processing

測謊總圖譜反應時間概念之本土實証案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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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測謊區域比對法之創始人 Cleve Backster 於 1961 年提出總圖譜反應時間(Total test minutes
concept; Total chart minutes Concepts)之概念，該概念認為受測者之生理反應強度並無法維持恆
定，會隨著整體測試時間及受測者個人因素之不同而有所變化，也因此，由於受測者其生理圖
譜反應收集時間之多寡，對於生理訊號判定之難易度、測試主題之選擇、測試策略之擬定等，
會有一定程度之影響，因此評估生理訊號強度與測試時間之關係，變成一極為重要之問題。本
實驗以 31 位受測者，共計 93 份電腦判定為說謊之 Backster You-Phase 測謊圖譜為分析標的，將
其生理圖譜輸入測謊分析比對軟體（QuEst），進行生理訊號反應強度之分析，所得相關問題時
間內之反應強度係數再由 SPSS 12.0 for Windows 軟體進行線性迴歸分析；本研究擷取 125、175、
350、400、575 及 625 秒之反應係數(相關問題之時間位置)，經分析結果，發現反應強度(Y)與
測試時間(X)呈現負相關之關係，其線性(linar)迴歸線方程式為：Y=0.834-0.007X，亦即隨著測
試時間之增加，反應強度將漸趨減弱；除線性模式外，另本實驗之數據亦能以對數及 Inverse 等
模式加以預測，其預測方程式分別為 Y=1.84-0.22ln(X)、Y=0.38+55.26/X。由本土實証案例分析
所得特性及建議如下：一、測謊受測者於接受測試過程中，其生理反應強度符合生理適應
（physiological habituation）之特性，亦即會隨著測試時間之增長而漸趨減弱；二、由同一圖譜
時間位置之分析，可知多數之受測者通常於第一題之相關問題反應程度較強，第二題時則漸減
弱，此現象在同一人重複收集三次圖譜之分析中均可發現；三、因其反應強度與秒數呈現負相
關現象，故建議委託測試單位於進行單一主題(single-issue)測試時，儘量以不過兩個主題較佳，
至於多重主題(multiple-issues)測試部份，則待進行更進一步之研究。
關鍵字：區域比對法、總圖譜反應時間、迴歸分析、單一主題測試、多重主題測試

常見涉案輕型槍枝驗證標記之辨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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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許多歐洲國家和部份其他地區的國家，槍枝或子彈上市販售前需先經驗證局（Proof
House）測試，測試及格確保安全後才准予上市。經驗證合格的槍枝，一般會在槍枝特定部位沖
印驗證標記，驗證標記包含特定圖案、英文字母和數字，各國驗證局、同一國家不同驗證局、
同一驗證局不同年代、使用不同種類火藥或不同裝藥量子彈的槍枝，其驗證標記均不相同[1]。
本研究首先蒐集驗證標記相關文獻，探討各國驗證標記的分類、圖案、代表的意義。接著
從本校收藏之涉案槍枝中取 261 把，進行驗證標記觀察及辨識工作，將發現之驗證標記攝影記
錄，並根據參考資料辨識驗證種類、驗證國家、及驗證局等訊息，並針對本校留用之 11 種廠牌
槍枝進行驗證標記出現率之探討。
關鍵字：鑑識科學、槍彈鑑識、槍枝辨識、輕型槍枝、驗證標記。

射擊後彈殼上工具痕跡研判可能之槍枝種類
（以 9×19mm 半自動手槍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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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藉由探討射擊後彈殼上遺留之撞針痕、彈底紋、退子痕、撞針滑痕、撞針洞印痕和
撞針洞刮擦痕六種工具痕跡，依其形成位置、型態等分類歸納以期可提供短時間內判斷出可能
的槍種。首先，現場遺留之擊發後彈殼，經測量確為九公釐口徑彈殼之前提下，再檢視其上之
工具痕跡，假如撞針痕型態，呈現矩形，則可判斷可能為 Glock 系列手槍或 Smith&Wesson 廠
之 Sigma 系列之槍枝；另外呈現圓形撞針痕，則因其可能之涉案槍種眾多，需參考上述六種工
具痕跡之型態與位置，如分類彙整表，進而研判可能之槍廠和槍型。
關鍵字：槍彈鑑識、工具痕跡、分類特徵

高壓電纜事故原因分析與案例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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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利用電場分佈理論結合電樹成長方向，來獲得電應力集中位置及方向以判斷事故發生
原因或應力來源，最後以案例來說明電樹成長與事故肇因之關係。由研究可知，故障原因若屬於
製造上或外來機械力所造成之品質瑕疵，其破壞現象必為單點崩潰現象；當崩潰點週圍佈滿電樹
時，可判定在崩潰點附近(環境)存在極強大的應力或變動應力，此應力將造成整個電纜由外向內
逐步破壞或無方向性電樹破壞現象，為確定破壞原因通常必須對破壞點前後段樣品進行微量物質
檢測，才能真正確認事故原因。
關鍵字: 電樹、電應力、導體遮蔽層、絕緣遮蔽層

絕緣電線老化評估與模糊理論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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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室內配電用 PVC 絕緣電線，由於各製造廠家之絕緣材料配方不盡相同，運轉一段時間後，
其老化程度與老化速率之差異性相當大，尋求適當的檢測方法來檢測、評估其老化程度為鑑識者
當務之急。對市售電線進行長期熱老化試驗，記錄熱老化過程中絕緣材質的物理伸長率變化情形
而建立長期熱老化伸長率資料庫，以作為待測樣品伸長率對照評估樣品老化程度之依據。檢測人
員只要測得樣品伸長率，即可對照資料庫記錄中與該伸長率值前後最接近之二筆記錄資料進行內
差計算而評估出待測樣品之老化程度，該方法在應用上必須明確指出待測樣品之廠牌與類型，但
對於廠牌、類型不清楚或資料庫中沒有相關記錄之電線，該方法即無能力進行老化評估。本文提
出一種通用性較廣的相似程度估測法，此方法不再完全依賴資料庫內存記錄作查詢，而是事先選
定資料庫中市場佔有率較高之幾家廠牌的長期熱老化伸長率資料作線性化處理，並依市場佔有率
高低給予選定廠牌不同權值。待測樣品不只要測得即時伸長率還需加測二點不同老化時間之伸長
率。評估時，待測樣品之三點伸長率與選定廠牌線性化伸長率曲線平方差總和及考市場佔有率權
值，皆為待測樣品與選定廠牌間相似程度判定之依據，最後再根據各廠牌老化特性及相似程度計
算來作待測樣品之老化評估。本方法在待測樣品之伸長率上雖多測 2 點，卻能有效解決文獻 2 方
法中廠牌、類型不清楚或資料庫無相關記錄之問題。在目前缺乏適當檢測方法來檢測絕緣電線老
化程度之情況下，本文之方法確值得參考。
關鍵字: 老化評估、伸長率、模糊理論

彈殼底部塗覆膠狀物質對彈底紋出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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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討實務上遇到之涉案子彈底部塗覆膠狀物質之現象，並研究其對彈底紋比對之干
擾程度及解決之道。先將射擊後底部塗覆膠狀物質未脫落之試射彈殼進行鍍碳，使轉印在膠膜
上的彈底紋顯現，再以比對顯微鏡進行比對。結果發現其影響程度因所塗覆膠狀物質的不同而
其異：射擊前於子彈底部塗覆三秒膠者，射擊後塗覆之膠膜脫落率甚低。經鍍碳顯現壓印在膠
膜上的彈底紋後，三分之二以上的彈殼可觀察到足資比對之彈底紋特徵。射擊前於子彈底部塗
覆強力膠者，射擊後塗覆之膠膜脫落率較塗覆三秒膠者高，但仍低於 20％。經鍍碳顯現彈底紋
後，只有不到 35％的彈殼可觀察到足資比對的彈底紋特徵。射擊前於子彈底部塗覆白膠者，射
擊後塗覆之膠膜脫落率高達 80％以上。經鍍碳顯現彈底紋後，沒有任何彈殼可觀察到足資比對
的彈底紋。可知，子彈底部所塗覆之膠狀物質種類會影響膠狀物質於射擊後之脫落情形，而且
愈容易脫落者，愈不易以鍍碳之方式在膠膜上顯現足資比對的彈底紋特徵。
關鍵字：鑑識科學、槍彈鑑識、彈底紋、痕跡比對、鍍碳

特殊槍彈之管理與鑑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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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針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所未納入管理之八種常見特殊槍彈進行探討，觀
察其結構及功能特性、進行試射以測試發射動能及分析射擊殘跡。初步結果發現，打釘槍、
拋繩槍、屠宰槍、道具槍、前裝槍、信號槍彈和空包彈等槍彈均可能造成傷亡或危害治安，
應分別深入探討其管理之道，並發展適當之鑑識步驟。
關鍵詞：槍彈鑑識；槍彈管制；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特殊槍彈；殺傷力。

數位影像證據在刑事鑑識上的應用情形─以佛羅里達州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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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科技的進步，數位視訊系統的進步與運用大大地改變了人們的生活，數位化型式的系
統比起傳統的類比系統確實有容易處理、儲存方便、迅速的優點，我國刑事鑑識界近年來在各
項鑑驗系統設置上亦逐漸引進運用數位科技的的系統，以求能更加快速且精確的處理日益繁重
的刑事鑑識工作。其中以數位影像型式出現的資料佔了絕大部份，然而，經過數位化後的影像
可以針對每一像素進行修改的特性往往成為其是否具有證據能力的爭議所在。
1999 年，佛羅里達州警方藉著一枚經影像強化後的掌紋成功比對出嫌犯，將嫌犯逮捕並以
一級謀殺罪予以起訴，這枚掌紋曾在 1996 年間經數位指紋專家判定其特徵點並不足以鑑別，經
2001 年聯邦巡迴法庭召開公聽會，由法官確認該枚經強化後的影像具有證據能力。雖然在日後，
於上訴法庭交互詰問後，陪審團認定該名被逮捕嫌犯並未觸犯一級謀殺罪，因為該枚掌紋雖屬
於嫌犯，但無法證明嫌犯即為殺人者。然而，該庭陪審團接受經處理過的數位影像作為證據，
使得經處理過的數位影像能否具有證據能力的爭議，再度引起各方的討論與爭議。
鑑於佛州法院接受強化後數位影像可作為證據，佛州各地俱將該判例內要求之精神載入成
為該州警察司法機關的標準作業程序中，本文將介紹佛羅里達州刑事鑑識單位應用數位影像所
採行證物監督標準作業程序，提供各鑑識單位在採行數位化設備進行鑑識時所應注意事項的參
考。
關鍵字：數位影像、影像強化、標準作業程序

電視螢幕翻拍與實體景物拍攝之差異比較－－案例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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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影像鑑識領域包括車牌號碼強化與重現，人貌影像強化與比對。強化及重現後車牌及人貌
影像皆成為犯罪偵查與訴訟過程中的證物。然在妨害性自主犯罪中，可找到的證物不外乎是加
害者之精液及唾液等生化證物，但甚少有翻拍自被害者性器官之照片成為鑑定標的物。本篇即
針對○○地方法院於九十二年四月所送鑑之妨害性自主案之證物─【被害女子外陰部照片】，
其上所出現之網紋圖樣，探討照片是否從電視螢幕上所翻拍；抑或是直接對被害女子之外陰部
所拍攝？
關鍵字：影像、照片、顯視器、CRT 螢幕、LCD 螢幕、電漿螢幕

測謊於安全篩選測試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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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測謊技術之應用除了針對已經發發生之犯罪事件測試外，在預防犯罪之功效上，亦具有相當
之 助 益 ， 在 預 防 作 為 上 ， 主 要 可 分 為 人 員 任 用 測 試 (Pre-employment) 及 安 全 篩 選 (Security
Screening)測試兩方面，人員任用測試係用於應徵人員之篩選，目前在美國許多之情治機構已經
將其視為人員背景調查之工具之一，安全篩選測試則係針對現任員工所進行，其又可分為反情
報測試(Counterintelligence Scope Polygraph; CSP)及間諜測試(Test for Espionage and Sabotage;
TES)兩類，CSP 及 TES 在美國已使用多年，近來由於恐怖主義之盛行，此類測試之爭議又逐漸
興起，本篇報告藉由針對十年內，發表於美國各期刊內有關測謊於安全篩選應用之文章作為資
料收集之樣本，說明及分析美國測謊工作於安全篩選測試之現況，以供國內各情治機構應用之
參考。
測謊成功與否，取決测前晤談之進行及測試題目之編排等因素，由於接受安全篩選測試的人
員，其係在固定時間間隔或特定事件發生後進行，故理論及操作方式均與單一之刑事案件測謊
工作有所不同，綜合十年內之報告發現其主要差異在於：一、理論基礎不同，一般測謊係以當
事人畏懼偵測(fear of detection)之心理機制為主，安全測試則以當事人重要性模式為理論基礎
(significance/attention model)，二、相關問題題目編排及數量與一般之測謊測試不同，三、題目
內容較不具體、四、考量當事人反應程度，此類測試多以重複詢問三次為主，五、測前晤談程
序時間較短，晤談內容亦不同，六、大量使用指示性說謊問題，七、問題順序變化幅度較小，
八、通常較少進行熟悉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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