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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令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29 日（補登） 

臺教學（五）字第 1060186608B 號 

訂定「教育單位協助檢警緝毒溯源通報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教育單位協助檢警緝毒溯源通報作業要點」 

部  長 潘文忠 

教育單位協助檢警緝毒溯源通報作業要點 

一、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維護校園純淨及安全，強化環境預防功能，保障學生學習環境，

採取主動提供藥物濫用情資方式，賦予學校及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以下簡稱校外會）積極

通報責任，透過提供檢警情資，溯源追查並阻斷藥頭侵入校園，同時加強情資通報者身分保

護，使學生及家長安心，訂定本要點。 
二、作業流程說明（流程圖如附件一）： 

(一) 學校： 
１、 各級學校自行清查（尿液檢驗陽性及自我坦承）發現藥物濫用學生，透過春暉小組了解

毒品來源之相關情資，以密件函送校外會。 
２、 大專校院所獲之毒品來源情資逕送本部辦理，另應依購買地點及時段，提供予簽訂「維

護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之警政單位，更新熱點區域。 
３、 通報格式如附件二，各校得依實際運作情形，作適當之調整。 

(二) 各直轄市、縣（市）校外會為各直轄市、縣（市）緝毒通報二級聯繫單一窗口，於接獲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通報之情資後，應辦理下列作業： 
１、 將學生購買毒品之地點及時段，列為校外聯巡重點。 
２、 將學校所送情資，以密件函轉相關機關追查上源藥頭。 

三、情資處理注意事項： 
(一) 「情資提供」事宜應透過春暉小組成案會議或適當時機讓學生及未成年學生之法定代理人

知悉，並告知下列事項，以維個案權益： 
１、 目的係為避免藥頭持續販毒殘害學生，爰需藉由個案之舉報，協助檢警追溯上源藥頭。 
２、 學生所供述之販毒者資訊係作為犯罪偵查之開端，據以展開後續偵查作為；日後對供出

毒品來源之學生，原則不以證人身分傳訊作證指認販毒者。 
３、 若有使學生製作筆錄或使其擔任秘密證人時，應建請偵查機關依證人保護法規定，以代

號掩飾其真實姓名及身分訊問，以保密其身分。 
(二) 考量保護情資提供者，毒品來源通報資料表函文檢警時（函文檢警參考稿如附件三），一

律以代號表示其身分，另情資提供者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其他相

關資料（附件二之一），應另行以密封套封裝，以避免資料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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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應請警察機關注意下列事項： 
１、 為展開後續偵查行動及向上追溯藥頭，如需對學生進行偵訊並製作筆錄，於偵訊過程中，

除依法強制採驗外，請勿要求學生接受毒品尿液篩檢（警察機關倘未能提出尿液採驗法

源，學生得拒絕之）；教育單位亦不提供個案尿液檢體之檢驗報告予檢警。 
２、 未成年學生宜由法定代理人陪同偵訊。 

四、 成果彙整：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彙整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執行成效期程，各直轄市、縣

（市）校外會請於每單月一日前，將前二月成果彙整表（附件四）以電子郵件傳送本部。 
五、督考機制： 

(一) 學校及各直轄市、縣（市）校外會承辦人員因情資之提供致檢警查獲販賣轉讓毒品犯罪者，

從優獎勵：軍職人員獎勵由本部發布，其他人員獎勵由本部建議獎勵額度，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及學校依權責自行酌處。 
(二) 各直轄市、縣（市）執行情形列入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視導「預防宣導組」指標考評。 

  



 

附件一 

教育單位協助檢警緝毒溯源通報作業流程圖 

 

 

 

 

 

 

 

 

 

 

  

備註： 
1.檢警請於不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下，友善告知學校、校外會查處情形。 
2.教育單位與警政機關得適時發布藉由校外聯巡或情資提供機制，破獲之重大案件
或青少年危安事件預防等正向新聞；惟應於發布媒體前，友善互相知會相關新聞
資訊。 

透過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視

導，了解各直轄市、縣(市)情資

提供情形。 

查緝藥頭 

依法處理 

警政署 

查察結果 

教育部 

根據警政署提供

資料，辦理有功

人員獎勵事宜 

彙整後查察結果 

學校務必告知學生及未成年

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毒品來源

通報依本部溯源通報作業流

程須由校外會提供警方，以減

少事後爭議。 

警察機關 

學校發現藥
物濫用學生 

毒品來源通報資料表 

以密件送校外會 

(大專校院送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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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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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進行偵訊並製作筆錄，

於偵訊過程中，除依法強制

採驗外，請勿要求學生接受

毒品尿液篩檢。 

2.個案以證人身分協助檢警緝

毒通報，教育單位不提供個

案尿液檢體之檢驗報告予

檢警。 

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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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毒品來源通報資料表 
填表注意事項： 

1.表內相關情資應注意保密，完成後以密件送校外會。 

2.表內資料依實際取得情資儘量填寫，無法取得部分得留空。 

3.學生所供述之販毒者資訊係作為犯罪偵查之開端，據以展開後續偵查作為，日後

對供出毒品來源學生，原則不以證人身分傳訊作證指認販毒者，若有使學生製作

筆錄或讓其擔任秘密證人時，將以代號掩飾其真實姓名及身分訊問，以保密其身

分。 

個案代號(校安通報序號)： 

近期內取得毒品之交易過程 

1.毒品提供者 

（1）姓名：（             ）；綽號：（              ） 

（2）年齡： 

（3）住處（住址或大概位置）： 

（4）持有手機門號或通訊軟體： 

（5）其他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如職業、學歷、家庭與交友狀況）： 

2.取得毒品之種類及數量： 

3.取得毒品之時間：     年    月    日    點    分 

4.取得毒品之地點： 

5.取得毒品有無支付代價： 

□有代價：（金額：        元或其他代價：         ） 

□無代價 

6.取得毒品前如何聯絡 

 □電話聯絡：提供毒品者所持用電話號碼：（                 ） 

              個案所使用電話號碼：（                   ） 

  □網路通訊軟體： 

  □其他聯絡方式： 

7.補充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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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一 

※本表併毒品來源通報資料表函送檢警，為避免資料外洩，請另行封裝。  

個案代號(校安通報序號)：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方式： 

 

其他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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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函文檢警參考稿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件 

附件：通報表、個案資料 

主旨：檢送本市(縣)通報毒品來源資料表 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法務部於 106 年 8 月 21 日法檢決字第 10604524630 號「校園

毒品溯源情資通報及保護情資來源研商會議」決議事項及教育部

106 年 10 月 19 日臺教學（五）字第 1060145776號函辦理。 

二、為保護情資提供者人身安全，本案惠請協助依下述方式辦理： 

（一）對於提供毒品來源之學生，應以代號掩飾其真實姓名身分訊問，

且盡量將該生所供述之販毒者資訊作為犯罪偵查之開端，據以

展開後續偵查作為，日後對供出毒品來源之學生亦不以證人身

分傳訊作證指認販毒者，以保密其身分。 

（二）若有使學生製作筆錄或讓其擔任秘密證人時，宜先與學生及未

成年學生之法定代理人充分溝通，使其明白毒品對身體之危害，

鼓勵渠等供出共犯或提供毒品來源以供查緝；或以電話事先與

學校及未成年學生之法定代理人聯絡，確認學生可受訊問之時

間及地點，以落實保護之目的。 

（三）教育單位提供情資，僅作為檢警查緝上源藥頭之參考，為免影

響雙方互信關係，於訊問過程中，除非確有必要，請勿要求學

生接受毒品尿篩檢驗，另除依法強制採驗外，學生得拒絕驗尿。 

三、查處情形建請於不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下，友善告知本處(聯絡處

/直轄市教育局)；另倘欲發布新聞，除避免影響該校校譽外，亦

請務必防止學生身分曝光。 

正本：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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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教育單位協助檢警緝毒溯源通報資料表 

編號 校安通報序號 
學校發文日

期文號 

校外會發文

日期字號 
受文機關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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