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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常見毒品製造工廠型態與趨勢

新竹市站　鄧宸昕

壹、前言

國內毒品氾濫問題日趨嚴重，毒品來源除透過走私進口外，亦可輸入毒品先驅原料自行

製造。近年來國內緝毒機關所查緝的毒品先驅原料及製毒工廠，所生產毒品，不但危害國人

健康，更嚴重影響我國聲譽，因此現階段除積極阻斷毒品先驅原料流入之非法管道外，亦須

積極溯源毒品製造工廠，拔根斷源，阻斷供給。然而隨著毒品種類日趨多元，製造毒品的手

法推陳出新，毒品製造工廠的認定標準也相形困難，採證完善與否於亦成為案件是否成立的

關鍵之一，因此本文僅就查緝製毒工廠時可能遭遇的問題進行討論，以利緝毒機關能採取應

對措施，以避免法院在判決毒品地下工廠成立與否時意見分歧，並達到抑制供需之反毒目

的。

貳、常見毒品工廠定義及類型

一、毒品製造工廠定義

依據最高法院 97年度台上字第 6136、2940號判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條之「製造

毒品」罪，其所稱「製造」者，除將不具毒品成分之原料加以化合而成毒品外，尚包括將原

含有毒品物質之物，予以加工改製在內。故將劣質毒品加工提高其純度，將栽種成長之大麻

葉加工使成易於吸用之製品，將液態毒品加工成固態，將粉末狀毒品依所需形狀、顏色、劑

量加工成錠劑，或使潮濕之毒品乾燥化等，均可成立製造毒品罪。

而毒品製造工廠成立，就必須符合製造的要件，依照「防制毒品危害獎懲辦法」的第 8

條對於毒品製造工廠之定義為「第一項所稱製造工廠，係指具有一定設備，可直接、間接由

天然物質中萃取製成毒品，或將原料、化學品增加、混合、轉變或合成為毒品之場所」，因

此為了要符合前揭定義，毒品製造工廠內之相關物件包括有製毒相關參考書籍或製毒知識、

設備及其相關化學試劑、先驅或關鍵原料、半成品或成品等。然而，不同類型的毒品，其製

造方式不同，導致毒品製造工廠認定的標準具有差異，即使同一毒品，也會依照不同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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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認定其構成要件，我國目前尚無統一的毒品工廠認定標準，如國內常見的甲基安非他命有

區分為「氯化」、「氫化」及「純化」等三步驟 32，各階段所需要的設備不盡相同，必須由

毒品鑑識單位依照製造毒品的種類及方式就實際狀況進行個案認定。

二、我國常見的毒品製造工廠類型

現階段可將國內查獲之各類製毒工廠分類如下：

㈠�萃取型（extraction）：在混合物中利用化學溶液將所目標物萃取分離出來，如將含有麻黃

或假麻黃 成分之感冒藥溶於水或丙酮等有機溶劑後過濾，再加入含氫氧化鈉之鹼片或

鹼水混合攪拌，以調整酸鹼值，最後再放入脫水機脫乾而得純度較高之（假）麻黃 粉末，

即可認定為提煉、純化第四級毒品（假）麻黃 之毒品製造工廠。

㈡�轉變型（conversion）：將仍在有機溶劑內的液態目標物透過烘乾或結晶等方式，經有機溶

劑去除以形成固態之目標物，如將透過紅磷法製成液態甲基安非他命時，必須經過隔水加

熱方式產生甲基安非他命結晶，再置入冰箱冷卻為甲基安非他命結晶，最後再以丙酮洗淨

即可製成甲基安非他命固態成品，該液態轉為固態即可認定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

毒品製造工廠。

㈢�合成型（synthesis）：透過化學合成方式由先驅原料合成為目標物，如以艾蒙德法製造甲

基安非他命會經過氯化及氫化的化學反應。

㈣�製錠型（tableting）：透過加入賦形劑、香料及色素等物，將目標物塑型並製成藥錠，如將

含有麻黃 或假麻黃 成分之感冒藥錠攪碎成粉，再加入添加劑後打製成錠，製成假麻黃

錠。

㈤�混合型（Combination labs）：同時包含了不同型態的工廠，如將原料從藥錠中萃取出來，利

用化學方式合成後，再將目標物從有機溶劑中轉換為固體後，製作為藥錠。

㈥�種植型：這類工廠主要係大麻毒品，將大麻種子種植後形成幼苗到成株，再以人工方式予

以摘取、蒐集後，再利用人為、天然力或機器設備等方法，以風乾、陰曝或烘乾等方式，

使之乾燥後為菸草，種植過程又可以區分為土壤種植、紫外燈照光及施肥等，並有製成菸

捲的物品和器具。

除毒品製造工廠外，為因應日益猖獗之新興毒品，常見係將毒品混入或偽冒飲料、食品

32　 最高法院 103年台上字第 885號刑事判決，認為甲基安非他命製造過程中，鹵化、氫化及純化再結晶之三步驟，均屬
於構成製造行為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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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互相摻和等加工改製行為而以毒飲料、毒咖啡包、毒軟糖等不同形式販售，由於製程與上

述傳統毒品工廠係從原料製成毒品之方式不同，因此特別將該方式認定為「毒品製造場所」，

並依照「防制毒品危害獎懲辦法」的第 8條對於毒品製造場所之定義為「具有一定設備，將

毒品混入或偽冒飲料、食品或互相摻和等加工改製之場所。」

參、製造毒品行為的認定

一、製造毒品的構成要件

刑事法之製造行為，乃指利用各種原、物料予以加工，製作成特定目的之產品，有別於

自然天生，是凡在該特定目的完成之前，所採取之一切人為措施，均屬之，而毒品製造，則

是完成含有該等毒品成分之製品，始之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之危險性，因此在研判

製造毒品時，必須先行判斷係製造何類毒品，並以是否達到半成品或成品，來判斷既遂或未

遂，而是否為工廠，則依照現場證物中，有無該毒品製程中之關鍵原料（或成品）、試劑、

器具等，同時也會因為製程階段不同，再細分為不同階段的製毒工廠，例如以艾蒙德（EMDE）

法製造甲基安非他命，如扣押到以下證物，均可判定為製毒工廠：

㈠�氯化階段製程工廠：麻黃 （或麻黃 溶液，屬原料）、強酸及溶劑；氯麻黃 溶液（或

氯麻黃 粉末，屬成品）、強酸及溶劑，若再加上過濾設備更能強化證據力。

㈡�氫化階段製程工廠：搖臺、鈀金或硫酸鋇、氫氣、黑水（屬成品）；搖臺、鈀金或硫酸鋇、

氫氣、氯麻黃 粉末或溶液（屬半成品），若再加上緩衝試劑、酸鹼試紙、活性碳、過濾

設備等，更能強化證據力。

㈢�純化階段製程工廠：過濾設備、黑水或甲基安非他命結晶，若再加上活性碳、冰箱等更能

強化證據力。

二、製造毒品的既遂與未遂

㈠製造毒品的既遂與未遂

    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製造毒品刑責相當重，因此製造毒品既遂或未遂為法庭上律師

攻防重點之一，是否應完成整體的製造行為並得到成品使能為既遂，法院也採取了不

同的認定標準，少數說認定毒品應為精緻成品始為既遂，然而多數說則採用粗製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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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作為既遂。如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6年度上訴字第 2955號判決內容表示「⋯

各類毒品之施用方法，亦因人、因時、因地而異，故毒品製造之既遂、未遂，應以法

律規範所禁制之目的為區別標準，凡所製出之物，已經達到法規範所不允許之功能、

效用者，即屬既遂。就製造安非他命而言，行為人於產製過程中，如已製造出含有安

非他命成分之物質，而處於隨時可供淬取使用該毒品之狀態，不論該物品為液體或固

體，應認製造行為已達既遂⋯」，因此以甲基安非他命製造工廠為例，雖然有案例以

「製造程序未完成，尚未可供施用，仍非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指之毒品，其製造之

行為應僅該當於該條例之製造毒品未遂罪」為由進行上訴，然依據最高法院判決可知，

只要檢驗出具有甲基安非他命之成分，如經過鹵化及氫化後的滷水，即可達既遂，不

需要達到最後的純化階段或是達到固態，此外，以製造愷他命毒品為例，只要經過異

構化階段而產生液態愷他命即是既遂，縱然不乏雜質，不夠好用，但既尚非完全不能

施用，最後之純化階段 （去除雜質並固化為結晶體）只是用來提高純度方便施用而已。

另外，未遂即是指已經購買了設備、原料及試劑等，開始著手製造毒品，但尚未製造

出粗製毒品者，即為未遂。

㈡製造毒品的障礙未遂及不能未遂

    若查獲的毒品工廠無法查獲到成品（不論精緻或粗製）或半成品，屆時僅能判斷是製

造毒品工廠之未遂，然而是屬於障礙未遂或是不能未遂（無罪），仍係法院攻防之重

點，有上訴理由表示「扣案證物中並無安非他命成品，且依照扣案證物，無法達成製

造安非他命之目的，該作為屬不能犯，自不構成犯罪」，而在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97年

度台上字第 244 號刑事判決中，說明「只要著手於製造安非他命犯罪之實行，且依其

使用之原料仍有產製出安非他命之可能，縱因原料不足技術欠缺，或遭警查獲等一時

偶發之因素，致未克其功，亦僅屬障礙未遂，非不能未遂」，因此即使未查獲到毒品

成品，只要行為人持有之原料及設備等客觀上有能夠製造出毒品的可能性，只是因為

技術不良或是提早被抓，導致無法製造出毒品，即可認定為製造毒品的障礙未遂，仍

能對販毒集團做出懲戒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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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我國製毒工廠型態及新型手法

一、我國近年查獲製毒工廠特色

近 10年來製造運輸販賣毒品案共有 9萬 3,439人，其中製造毒品者 2,529人（占 2.7%）33 

，雖然毒品製造工廠數量應有日趨增加的問題，然我國緝毒機關仍以查緝販賣毒品為大宗，

以本局而言，106年查緝到毒品製造工廠 11座，較 105年的 7座增加了 4座，以甲基安非他

命工廠、大麻工廠及愷他命工廠為大宗。

二、我國毒品製造工廠新型手法

㈠ 甲基安非他命：安非他命類毒品係屬人工合成物質，以化學結構式而言，製程至少可達 10

種以上，其過程之設計因人而異，過程亦有簡單或繁雜，不同的製程從原料之選擇到器具

之使用、藥品之添加均因方法之不同亦有所差別，國內安非他命製造工廠主要採取艾蒙德

法及紅磷法，該 2法皆以麻黃 為先趨原料，因此，在我國將麻黃 列為第四級毒品，並

對感冒藥的取得來源進行管制後，製毒集團便開始尋找新的方式製造安毒，如 107年 3月

間警政署破獲李姓製毒師傅研發以「甲基胺氫化法」製毒，以非管制的苯甲酸乙脂為原料，

不需要使用麻黃 。惟上述不論是哪種製造過程，都會產生化學臭味，因此製毒集團大多

刻意挑選人煙稀少的偏遠地區，如鐵皮屋或工寮來製造，然隨排氣設備改善後，查獲到利

用透天民宅作為毒品製造工廠的案例越來越多。此外，亦有案例改以中藥麻黃草為原料提

煉出麻黃 ，不但可以避免合成時傳出的大量惡臭，也較感冒藥容易取得原料。

㈡ 大麻：因民眾可以透過網路購買的方式，相當容易取得大麻種源，隨後便於自身民宅內溫

室種植較為普遍，傳統種植方式為土壤培養，屏東縣調查站於去（107）年 12月間破獲製

毒集團在民宅內架設水管及泵浦循環等供水系統，以水耕方式來種植，輔以 24小時管控

溫度、濕度及照明等相關栽植設備，如架設溫室箱、LED植物生長燈等，即可種植出大麻

活株，甚至有製毒集團為讓大麻順利生長，會另外架設水值檢測器、溼度控制機等專業等

級的設備用具，並施以營養液。

㈢ 愷他命：主要都是以鹽酸羥亞胺為原料進行加熱異構化之化學反應，即可製造出愷他命。

因此我國將鹽酸羥亞胺列為第四級毒品，讓製毒集團無法以合法管道取得先驅原料；另外

33　警察機關查緝毒品犯罪現況分析，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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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曾於 104年查獲製毒工廠曾用未列管之溴酮進行化學反應，然製程較為困難，未能普

及。高雄市調查處於去（107）年 9月破獲以「類愷他命」（N甲酸叔丁基酯去甲基愷他命，

C17H22CINO3）為原料的製造工廠，該「類愷他命」可以經過簡單的還原化學反應得到愷他命，

且類愷他命目前並未進行管制，因此製毒集團便將類愷他命自中國大陸走私來臺透過還原

反應製造愷他命。

三、查緝單位破獲毒品工廠的困境及挑戰

㈠ 既遂及未遂認定須仰賴鑑識單位的鑑識技術：製毒工廠的既遂及未遂，需仰賴鑑識單位採

證時，是否能現場採證到相關成品或半成品，然而毒品合成過程中，常有副產物或其他雜

質產生，因此純度對於影響質譜儀的判讀能力相當大，若是純度相當低導致無法測到成品

或半成品，即使有設備和試劑，也僅能以未遂判之。如甲基安非他命製毒工廠，若採取「紅

磷法」製造，以紅磷、碘、水等試劑，置入燒瓶、迴流裝置加熱進行鹵化反應即可生成甲

基安非他命半成品，雖半成品僅係液態混合物，一旦鑑定單位可以測到部分甲基安非他命

之成分，即已達製造既遂，但若混合物雜質過多而無法測到甲基安非他命之成分，且扣案

物中相關試劑及設備也恐遭器具潤洗過，無法鑑定出甲基安非他命殘留，便僅能以未遂判

之。

㈡ 毒品合成技術日新月異導致判斷上的困難：若緝毒機關在現場查獲到相關毒品之成品及半

成品，而同一現場並無相關設備或試劑，則毫無懸念地認定係持有毒品，而非製造毒品，

但較為具有爭議的是，毒品製造工廠內有設備或試劑，但與常見之合成該類毒品所需之設

備或試劑不符時，是否能夠判斷為毒品製造工廠？雖毒品製造過程之設計因個案而異，從

原料選擇到器具使用、試劑添加都可因為製造方法不同而有差異，因此若現場查扣之物

證，鑑定單位並無法確認相關設備和試劑係用於合成毒品，且設備及試劑上亦無毒品之殘

留，這時，該等查扣的設備和試劑是否可逕予研判為製造毒品之用？雖無法排除有製毒之

情事，也難以完全確認係用於製毒，而淪為法庭爭議的關鍵。

㈢ 若僅有先驅原料，並無成品或半成品，被認定為製造毒品未遂機會不大：為抑制製造毒品

氾濫，製作毒品常見的先驅原料通常被認定為第四級毒品，如製造安非他命的先驅原料麻

黃 。若現場查扣到僅有麻黃 ，並無查緝到安非他命成品或半成品，即使設備有相當微

量的安非他命，被認定為安非他命製毒工廠未遂機率不高，通常僅被判斷係麻黃 毒品製

造工廠。依據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106年度更㈠字第 3號判決內容，被告辯稱渠等係將含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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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黃 進行除蠟，再以除蠟過後的麻黃 售出，而設備內測出有微量的安非他命係因設備

曾經用來盛裝安非他命，但並非用於製造安非他命，因此法院最後採信設備上並無明顯用

於製造安非他命之痕跡，也無安非他命成品或半成品，因此僅認定犯嫌係製造第四級毒品

工廠，而非製造第二級毒品之工廠。

㈣ 毒品先驅原料來源的控管漏洞：毒品製造工廠都必須倚賴先驅原料來製造毒品，如從感冒

藥丸來提煉麻黃素來製造安非他命，我國雖有將先驅原料列為第四級毒品進行管制，且對

於藥房所開立之感冒藥數量也有管制，然而近年有出現管制日趨鬆散的現象，另查緝單位

發現製毒集團透過與藥廠或藥劑師合作、走私感冒藥等方式，來蒐集大量感冒藥製毒的手

法又有死灰復燃的趨勢，此外，製毒集團為避免同時遭查獲，將提煉先驅原料的工廠，以

及製造毒品成品的工廠分開區隔，因此緝毒單位是否透過查獲其一的毒品製造工廠後，由

現場勘查的事證及詢問技巧，循線查獲到另一工廠，或是將個別查獲的第二級及第四級工

廠相互進行連結。

㈤ 查緝製毒工廠的危險性：由於毒品工廠除充滿許多危險的化學藥品外，設備也較簡陋，多

數製毒者亦缺乏實驗室安全管控和化學知識，製毒過程也常會產生有毒氣體和腐蝕性物

質，加上查緝人員為在現場搜查到足夠的證據通常會翻箱倒櫃的搜尋，恐導致腐蝕性物質

或毒氣外漏之意外情況發生，不僅影響到緝毒人員的健康，更有引起公共安全事件之可

能。因此進入製毒工廠應穿著防護衣，並攜帶有毒氣體偵測器以進行現場勘查，惟實務上

緝毒人員通常僅穿著普通衣物就進入現場，難以達到防護之效果。

㈥ 新興毒品的製毒工廠認定：製毒工廠的認定必須先行知悉是哪一種毒品以及如何合成，始

能判斷現場那些設備和試劑是合成該類毒品所需，然而近年來製毒集團為規避法律責任，

合成新興毒品，其毒效不輸原有毒品，惟合成方式有異，因此如果所查獲之有超過 2種新

興毒品無法確切知悉其合成方式，就無法判斷現場的設備和試劑那些是製造新興毒品之

用，進而導致毒品工廠認定上的困難。

㈦�混合型毒品種類的判讀：緝毒人員進入毒品製造工廠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判別查獲毒品的種

類為何，因此目前常使用毒品簡易測試包來作為初步檢驗的工具，透過簡單的化學顏色變

化來做為毒品陽性的指標，然而實務上所配發的檢驗包都是針對國內常見的毒品種類來設

計，且都是單一種類的毒品，若現場的毒品種類較多，且混和在一起時，便無法滿足現場

查緝人員所需，而增加毒品製造工廠勘查上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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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強化防制毒品工廠之作為

一、深入追查原料、設備及試劑等現場查扣證物之來源

因應同一製毒集團會將先驅原料和毒品成品製造之工廠分開設立，或是不同的製毒集團

會使用同一來源的先驅原料或設備試劑等，因此緝毒機關在查獲製毒工廠時，除現場採集指

紋及 DNA外，應再深入追查其原料、設備及試劑等取得管道、購買來源及販售藥商等，以利

有效杜絕製毒原料之供給源頭。

二、加強掌握製毒工廠及新興毒品合成技術

為了能夠確實查扣到毒品製造工廠內有關製毒所需之重要設備、原料或試劑，除了要求

犯嫌在緝毒現場當場模擬製毒的過程並全程錄音錄影存證外，緝毒機關及相關鑑識單位應有

效掌握製毒工廠的趨勢、製毒技術發展，以及製造新興毒品的技術及所需要的原料和試劑

等。

三、管控網路上製毒技術及原料相關網站

製毒工廠日趨增加的原因之一為網路的普及，過去倚賴製毒師傅過傳承製毒技巧的時代

已經過去，現今僅須透過網路搜尋即可輕鬆找到有關國內外最新的製毒訊息，部分的毒品原

料，如大麻種子，亦可以輕鬆在網路上訂購，因此緝毒機關除了查緝製毒工廠外，宜對於相

關製毒技術或原料販售的網頁進行監控，以防堵一般大眾得以輕鬆取得製毒技術。

四、增購拉曼光譜儀

因製毒工廠常見有許多不知名的固體和液體，常讓查緝人員不清楚是否要一併查扣，為

了得以在製毒工廠即時並較為準確地判斷毒品種類，攜帶型拉曼光譜儀有利於緝毒人員在現

場快速掃描，與儀器內建的資料庫進行比對，本局現僅在桃園市處配置乙具似有不足，為因

應新興毒品製毒工廠之多元多變特性，宜在經費許可狀況下以地理位置考量，增加拉曼光譜

儀配置，使緝毒人員直接進行非接觸性及破壞性的快速檢測，確認現場物品是否應予查扣，

強化新興製毒工廠查緝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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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適度放寬獎勵製毒工廠查獲標準

為了鼓勵檢舉及查緝，我國訂有「防制毒品危害獎懲辦法」，對於查獲到毒品製造工廠

有給予獎金，而緝毒單位為了獲取績效及獎金，必須確認販毒集團所經營之毒品製造工廠

內，其毒品已達半成品或成品之標準，以利達到既遂之程度，惟在等待過程中恐會因為消息

走漏、耗時過長等原因而無法順利進行攻堅，因此應可放寬毒品製造工廠的獎勵評定制度，

將未遂亦可列為獎勵標準，以利緝毒機關可在掌握相當線索後便進行搜索等強制作為。

陸、結論

我國毒品防制策略係由斷絕供給及減少需求的兩大面向來推動，其中斷絕供給最正本清

源的做法，就是積極掃蕩製毒工廠，以期從最上游的供給方來根絕毒品的危害性，然而從查

獲的製毒工廠數量日益增加，顯見製毒之暴利足以吸引販毒集團挺而走險，加上新興毒品和

合成既有毒品的手法日新月異，所使用之原料也推陳出新，導致緝毒單位在查緝及認定製毒

工廠標準上產生困難，因此我國應持續增進查緝單位的製毒知識及現場蒐證技巧，以利後續

查扣毒品、逮捕嫌犯及偵審能夠順利進行，以達到防堵製造毒品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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