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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462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5月17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0797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曼麗、柯志恩等 17 人，鑑於「菸害防制法」已十
年未修正，根據國民健康署的調查，我國目前約有 320 萬吸
菸人口，每年可歸因於吸菸的死亡人數 2.7 萬人，35 歲以上
可歸因於菸害疾病之醫療與生產力損失經濟成本，總計約
1,414 億元，占全國 GDP1.04%。對個人、家庭與社會傷害至
鉅。為使本法更臻周延，參考世界衛生組織的「菸草控制框
架公約」條文及實施準則內容，以及其他國家實施之狀況，
擬具「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根據國際研究指出，菸品是所有消費商品中，唯一會造成半數甚至三分之二使用者病亡之
產品，菸品點燃會釋放出 7,000 種以上的化學物質，其中已確認二手菸內含 81 種致癌物，
包括 11 種是一級致癌物。
二、近年台灣成人吸菸率雖略有下降，但根據國健署調查，十五歲以上男性吸菸率仍高達 27.9%
，高於已開發國家新加坡（25.4%）、挪威（25%）、紐西蘭（18.4%）及香港（18.6%）；
特別是我國男性 31 歲至 50 歲的青壯年吸菸率高達 40%以上，對國家生產力影響甚大。且
財政部統計顯示，菸品總量始終維持在 19 億包。
三、各跨國菸草公司慣例皆會盡力干擾各國的菸害防制政策，而「菸草控制框架公約」第 5.3 條
明文規定，「政府在制定和實施菸草控制方面的公共衛生政策時，應防止該等政策受菸草
業的商業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影響」。已明確揭示禁止菸商干擾菸害防制政策之意。在台灣
菸草業營收總金額每一年約新臺幣 1,800 億元。所以菸商之任何違法行為，都會因菸品大量
銷售而嚴重危害，相對於此，現行菸害防制法僅規定罰鍰 500 萬元~2,500 萬元，這對菸商
毫無遏阻之效，應加重處罰。
四 、 推 動 百 分 之 百 無 菸 場 所 為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 菸 草 控 制 框 架 公 約 」 （ WHO Framework
Convention of Tobacco Control,WHO FCTC）及世界各國共同的趨勢，又依據「兒童權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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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第 3 條規定，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機關或
立法機關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且該公約第 24 條揭示各國應「確認兒童
有權享有最高可達水準之健康」之權利。WHO 於西元 2017 年發表「傳承永續世界：兒童
健 康 與 環 境 輿 圖 」 （ Inheriting a sustainable world ： Atlas on children's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報告指出，導致五歲以下幼童死亡的第一名是因空氣污染及「二手菸」引發
的呼吸道感染問題，每年造成全球五十七萬幼童死亡。
五、世界衛生組織指出，印製大幅的菸品容器健康警示圖文是一種具經濟性、高曝光率，又能
直接觸吸菸者的宣導方式。且研究顯示，菸品容器採素面包裝，可以破除年輕人對於菸品
品牌、吸菸時尚的迷失。
六、電子煙是全球新興健康危害議題，WHO 建議針對電子煙應從嚴管制，電子煙含尼古丁具成
癮性，亦含致癌物甲醛、乙醛等有害物質，且具爆炸危險性，危害使用者健康。此外，菸
商為了減低菸品煙霧的刺激性，刻意加入薄荷、糖（sugar）及乙醯丙酸（levulinic acid）來
改變菸品的口味，甚至為了誘使青少年及女性開始吸菸，在菸品內添加花香、果香、巧克
力、香草、薄荷等各類香料。依兒童權利公約所揭示保護兒少健康權之立場，加強管制電
子煙及加味菸具有正當性。依據國民健康署調查結果，國、高中學生電子煙吸食率由民國
103 年的 2.0%與 2.1%，竄升至 2016 年的 3.7%與 4.8%，顯示電子煙的興起，已危害兒童及
青少年的健康。根據西元 2016 年小兒科雜誌（Pediatrics）的世代追蹤調查發現，青少年若
曾在二年內吸過電子煙，其嘗試一般菸的機會是沒有吸過電子煙青少年的 6 倍。電子煙及
加味菸是吸菸的入門磚，基於保護兒少健康權之立場，應加強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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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一章

條

文

總則

現

行

條

第一章

文

總則

說

明

章名未修正。

第一條 為防制菸害，維護國
民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

第一條 為防制菸害，維護國
民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

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
規定。

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
規定。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菸品：指全部或部分以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菸品：指全部或部分以

一、電子煙已經被跨國菸商成
功塑造為非傳統菸品，只是

菸草或其代用品作為原料
，製成可供吸用、嚼用、

菸草或其代用品作為原料
，製成可供吸用、嚼用、

減害甚至是無害之商品。由
於電子煙沒有經過燃燒，沒

含用、聞用或以其他方式
使用之紙菸、菸絲、雪茄

含用、聞用或以其他方式
使用之紙菸、菸絲、雪茄

有一般菸品吸食產生的臭味
，加上都被添加各類香料，

及其他菸品。
二、電子煙：指能釋放煙霧

及其他菸品。
二、吸菸：指吸食、咀嚼菸

然任何形式的電子煙產品，
都有健康風險，是為「新興

，供人以類似吸食菸品之
方式使用之電子裝置。

品或攜帶點燃之菸品之行
為。

菸品」，世界衛生組織建議
各會員國針對電子煙應從嚴

三、吸菸：指吸食、咀嚼菸
品、電子煙，或攜帶點燃

三、菸品容器：指向消費者
販賣菸品所使用之所有包

管制。
二、美國衛生部發表最新電子

菸品或啟動電子煙之行為
。

裝盒、罐或其他容器等。
四、菸品廣告：指以任何形

煙使用調查報告，指出
2010 年美國幾乎沒有人使

四、菸品容器：指向消費者
販賣菸品或電子煙所使用

式之商業宣傳、促銷、建
議或行動，其直接或間接

用電子煙，但 2015 年竟高
達 16%的高中生使用電子煙

之包裝盒、瓶罐或其他容
器。

之目的或效果在於對不特
定之消費者推銷或促進菸

，已超過使用傳統菸品的比
例。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也

五、菸品廣告：指以任何形
式之商業宣傳、促銷、建

品使用。
五、菸品贊助：指對任何事

表示，電子煙及加味菸已成
為青少年吸菸的入門工具。

議或行動，其直接或間接
之目的或效果在於對不特

件、活動或個人採取任何
形式之捐助，其直接或間

三、電子煙潛在的危害包含：
(1)對青少年，將增加青少

定之消費者推銷或促進菸
品或電子煙使用。

接之目的或效果在於對不
特定之消費者推銷或促進

年對於尼古丁的暴露，使其
更容易吸食一般的紙菸，影

菸品使用。

響青少年的腦部發育，和未
來其他延伸的疾病。(2)而

六、菸品贊助：指對任何事
件、活動或個人採取任何

本條未修正。

形式之捐助，其直接或間
接之目的或效果在於對不

對於吸菸者，可能延遲其戒
菸期，減緩戒菸成效。(3)

特定之消費者推銷或促進
菸品或電子煙使用。

對於已戒菸者，會促使菸癮
復發。(4)對於社會大眾及
非吸菸者而言，將可能會讓
吸菸行為在社會上再次被認
為正常化。爰增訂第二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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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電子煙定義，及修正第三
款，將使用電子煙列為吸菸
行為。
四、為明定電子煙之包裝規範
，酌修第四款文字。
五、原第四款、第五款遞移為
第五款、第六款；為禁止電
子煙之廣告及贊助，酌修第
五款、第六款文字。
第三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
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
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市）為縣（市）政府。

第三條之一

菸害防制相關公

配合政府組織調整修正之。

一、本條新增。

共衛生政策之制訂以及本法
之執行，應防止受到菸草產

二、依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
框架公約第 5.3 條之規定，

業之商業或其他既得利益之
影響。

明訂政府在制定和實施菸草
控制方面的公共衛生政策時
，應防止該等政策受菸草業
的商業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影
響。

第二章

菸品健康福利

第二章

捐及菸品之管理
第四條

菸品應徵健康福利捐

菸品健康福利

捐及菸品之管理
第四條

菸品應徵健康福利捐

，其金額如下：
一、紙菸：每千支新臺幣一

，其金額如下：
一、紙菸：每千支新臺幣一

千元。
二、菸絲：每公斤新臺幣一

千元。
二、菸絲：每公斤新臺幣一

千元。
三、雪茄：每公斤新臺幣一

千元。
三、雪茄：每公斤新臺幣一

千元。
四、其他菸品：每公斤新臺

千元。
四、其他菸品：每公斤新臺

幣一千元。
前項健康福利捐金額，

幣一千元。
前項健康福利捐金額，

中央主管機關及財政部應每
二年邀集財政、經濟、公共

中央主管機關及財政部應每
二年邀集財政、經濟、公共

衛生及相關領域學者專家，
依下列因素評估一次：

衛生及相關領域學者專家，
依下列因素評估一次：

一、可歸因於吸菸之疾病，
其罹病率、死亡率及全民

一、可歸因於吸菸之疾病，
其罹病率、死亡率及全民

健康保險醫療費用。

章名未修正。

健康保險醫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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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菸品消費量及吸菸率。
三、菸品稅捐占平均菸品零

二、菸品消費量及吸菸率。
三、菸品稅捐占平均菸品零

售價之比率。
四、國民所得及物價指數。

售價之比率。
四、國民所得及物價指數。

五、其他影響菸品價格及菸
害防制之相關因素。

五、其他影響菸品價格及菸
害防制之相關因素。

第一項金額，經中央主
管機關及財政部依前項規定

第一項金額，經中央主
管機關及財政部依前項規定

評估結果，認有調高必要時
，應報請行政院核定，並送

評估結果，認有調高必要時
，應報請行政院核定，並送

立法院審查通過。
菸品健康福利捐應用於

立法院審查通過。
菸品健康福利捐應用於

全民健康保險之安全準備、
癌症防治、提升醫療品質、

全民健康保險之安全準備、
癌症防治、提升醫療品質、

補助醫療資源缺乏地區、罕
見疾病等之醫療費用、經濟

補助醫療資源缺乏地區、罕
見疾病等之醫療費用、經濟

困難者之保險費、中央與地
方之菸害防制、衛生保健、

困難者之保險費、中央與地
方之菸害防制、衛生保健、

社會福利、私劣菸品查緝、
防制菸品稅捐逃漏、菸農及

社會福利、私劣菸品查緝、
防制菸品稅捐逃漏、菸農及

相關產業勞工之輔導與照顧
；其分配及運作辦法，由中

相關產業勞工之輔導與照顧
；其分配及運作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及財政部訂定，
並送立法院審查。

央主管機關及財政部訂定，
並送立法院審查。

前項所稱醫療資源缺乏
地區及經濟困難者，由中央

前項所稱醫療資源缺乏
地區及經濟困難者，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菸品健康福利捐由菸酒

主管機關定之。
菸品健康福利捐由菸酒

稅稽徵機關於徵收菸酒稅時
代徵之；其繳納義務人、免

稅稽徵機關於徵收菸酒稅時
代徵之；其繳納義務人、免

徵、退還、稽徵及罰則，依
菸酒稅法之規定辦理。

徵、退還、稽徵及罰則，依
菸酒稅法之規定辦理。

第五條 販賣菸品不得以下列
方式為之：

第五條 對消費者販賣菸品不
得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序文酌作文字修正。
二、避免實際執行時，產生適

一、自動販賣、郵購、電子
購物或其他無法辨識消費

一、自動販賣、郵購、電子
購物或其他無法辨識消費

用上疑義，爰第二款、第三
款酌作文字修正，以資明確

者年齡之方式。
二、採開放式貨架或其他消

者年齡之方式。
二、開放式貨架等可由消費

。

費者得直接取得，且無法
辨識其年齡之方式。

者直接取得且無法辨識年
齡之方式。

三、每一販賣單位以少於二
十支或其內容物淨重低於

三、每一販賣單位以少於二
十支及其內容物淨重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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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公克之包裝方式。但
雪茄不在此限。

十五公克之包裝方式。但
雪茄不在此限。

第六條 菸品、品牌名稱及菸
品容器加註之文字及標示，

第六條 菸品、品牌名稱及菸
品容器加註之文字及標示，

一、第一項但書修正為前次修
正施行日期，避免混淆。

不得使用淡菸、低焦油或其
他可能致人誤認吸菸無害健

不得使用淡菸、低焦油或其
他可能致人誤認吸菸無害健

二、世界衛生組織指出，印製
大幅的菸品容器健康警示圖

康或危害輕微之文字及標示
。但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年

康或危害輕微之文字及標示
。但本法修正前之菸品名稱

文是一種具經濟性、高曝光
率，又能直接觸吸菸者的宣

一月十一日修正生效前之菸
品名稱，不適用之。

不適用之。
菸品容器最大外表正反

導方式。且研究顯示，大型
顯著的警圖會讓吸菸者更有

菸品容器之標示方式，
應依下列規定為之：

面積明顯位置處，應以中文
標示吸菸有害健康之警示圖

拒絕吸菸的動機。此外素面
包裝可以杜絕菸商經由在菸

一、於最大外表正反面積明
顯位置處，以中文標示吸

文與戒菸相關資訊；其標示
面積不得小於該面積百分之

品容器上使用鮮艷色彩、圖
案等，作為變相塑造品牌形

菸有害健康之警示圖文及
戒菸相關資訊。

三十五。
前項標示之內容、面積

象及品牌印象連結的效果。
三、印製 85%警示圖文及素面

二、前款標示面積，不得小
於最大外表面積百分之八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包裝已是國際趨勢。全球已
有 109 個國家或地區通過執

十五。
三、以全國統一之單一底色

行菸品容器印製警示圖文的
政策，而台灣警示圖文面積

、字型、字體大小、字體
顏色印製。

只需印製 35%，為全球排名
倒數第六名。鄰近的尼泊爾

前二項標示之內容、底
色、面積、字型、字體大小

、泰國、印度等國的警示圖
文面積皆超過 85%，香港的

、字體顏色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立法局也正在審議將菸品容
器警示圖文印製面積提高至

定之。

85%；另外，澳洲政府除規
定印製 82.5%警示圖文外，
2012 年已經就執行統一底
色（土綠色）與品牌字型的
素面包裝，且英國、愛爾蘭
、法國等多國也都接連實施
。爰修正第二項，將現行菸
品容器健康警示圖文比例增
加至百分之八十五。同時爰
於修正條文第二項，統一規
定菸品容器外表面積除標示
警示圖文與戒菸相關資訊區
域外，應以全國統一之單一
底色、字型、字體大小、字
體顏色印製。
四、菸商提起的訴訟皆敗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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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跨國菸商陸續對各國政
府提出侵害商標及智慧財產
權的訴訟，企圖干預司法的
判決，但目前為止各國法院
都判菸商敗訴。
五、第三項文字配合修正相關
內容。
菸品所含之尼古丁及

一、為了減低菸品煙霧的刺激

所必須之添加物，亦不得使
用可改變或增添氣味、口味

焦油，應以中文標示於菸品
容器上。但專供外銷者，不

性，菸商刻意加入薄荷、糖
（ sugar ） 及 乙 醯 丙 酸 （

、風味或增加吸引力之添加
物。

在此限。
前項尼古丁及焦油不得

levulinic acid）來改變菸品
的口味，甚至為了誘使青少

菸品所含之尼古丁及焦
油，不得超過最高含量，並

超過最高含量；其最高含量
與其檢測方法、含量標示方

年及女性開始吸菸，在菸品
內添加花香、果香、巧克力

應以中文標示於菸品容器上
。但專供外銷者，不在此限

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香草、薄荷等各類香料。
二、美國無菸青少年組織（

第七條

菸品不得使用非製程

第七條

。
前二項尼古丁、焦油其

Tobacco-Free Kids）最新研
究報告指出，目前市面上的

最高含量、檢測方法、含量
標示方式及菸品添加物之內

菸品與 1964 年販賣的菸品
相比，添加更多的化學物質

容與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不但更毒且更易上癮。美
國食品藥物管理局也證實：
「薄荷菸會使未成年人的消
費者增長」、「薄荷菸比一
般菸品更容易成癮，且更難
戒除」。
三、目前立法「禁止所有加味
菸品」的國家有巴西（2012
年全球首推）、澳洲（半數
行政區）、衣索匹亞、土耳
其（2019 年後實施）、摩
爾多瓦（2020 年後實施）
、歐盟（2020 年後實施）
、加拿大；另外「禁止加味
菸品但薄荷菸除外」的國家
有美國；而「只禁止薄荷菸
品」的國家有德國及智利。
四、對於危害青少年的加味菸
一定要全面禁止，爰新增第
一項。
五、原第一項移列第二項。
六、原第二項移列第三項，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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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前二項添加物或調味劑
之內容、標示方式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授權由中
央主管機關訂定，爰酌作文
字修正。
菸品製造及輸入業者

按菸品申報目的，在使菸品流

應申報下列資料：
一、菸品成分、添加物及其

應申報下列資料：
一、菸品成分、添加物及其

通於市面時，藉由菸品相關資
訊公開透明化，以降低消費者

相關毒性資料。
二、菸品排放物及其相關毒

相關毒性資料。
二、菸品排放物及其相關毒

健康危害。菸品製造及輸入業
者對於申報菸品成分及相關毒

性資料。
前項申報資料，中央主

性資料。
前項申報資料，中央主

性資訊等申報之資料，自應以
原始檢驗紀錄為基礎並填具申

管機關應定期主動公開；必
要時，並得派員取樣檢查（

管機關應定期主動公開；必
要時，並得派員取樣檢查（

報，爰於第二項增訂，中央主
管機關得要求業者，提供原始

驗），要求提供原始檢驗紀
錄、其他相關文件或資料。

驗）。
前二項應申報資料之內

檢驗紀錄、其他相關文件或資
料。

前二項應申報資料之內
容、時間、程序、檢查（驗

容、時間、程序、檢查（驗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八條

菸品製造及輸入業者

第八條

第九條 促銷菸品或為菸品廣
告，不得以下列方式為之：

第九條 促銷菸品或為菸品廣
告，不得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
框架公約」第 13 條實施準

一、以廣播、電視、電影片
、錄影物、電子訊號、電

一、以廣播、電視、電影片
、錄影物、電子訊號、電

則：禁止以「企業社會責任
」為由的廣告贊助：1.各締

腦網路、報紙、雜誌、看
板、海報、單張、通知、

腦網路、報紙、雜誌、看
板、海報、單張、通知、

約方應當禁止菸草公司對其
他任何實體「對社會負責的

通告、說明書、樣品、招
貼、展示或其他文字、圖

通告、說明書、樣品、招
貼、展示或其他文字、圖

事業」進行捐助，因為這種
捐助就是一種贊助。2.對菸

畫、物品或電磁紀錄物為
宣傳。

畫、物品或電磁紀錄物為
宣傳。

草業「對社會負責的」企業
做法的宣傳應當予以禁止，

二、以採訪、報導介紹菸品
或假借他人名義之方式為

二、以採訪、報導介紹菸品
或假借他人名義之方式為

因為此種宣傳構成廣告和促
銷。

宣傳。
三、以折扣方式銷售菸品或

宣傳。
三、以折扣方式銷售菸品或

二、目前台灣只有禁止「菸品
廣告促銷及贊助」，對於菸

以其他物品作為銷售菸品
之贈品或獎品。

以其他物品作為銷售菸品
之贈品或獎品。

商假借社會責任為由的宣傳
並未禁止，所以各大菸商皆

四、以菸品作為銷售物品、
活動之贈品或獎品。

四、以菸品作為銷售物品、
活動之贈品或獎品。

假借贊助的名義，強調彰顯
其公司形象，順利進入校園

五、以菸品與其他物品包裹
一起銷售。

五、以菸品與其他物品包裹
一起銷售。

、社區做宣傳，藉以「爭取
」更多的吸菸人口。

六、以單支、散裝或包裝之
方式分發或兜售。

六、以單支、散裝或包裝之
方式分發或兜售。

三、為了不讓菸草商假借贊助
的名義，接觸及引誘更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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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利用與菸品品牌名稱或
商標相同或近似之商品為

七、利用與菸品品牌名稱或
商標相同或近似之商品為

輕人加入吸菸的行列，應明
文禁止菸商具名贊助。爰增

宣傳。
八、以茶會、餐會、說明會

宣傳。
八、以茶會、餐會、說明會

列第九款，以期周延。
四、原第九款移列為第十款。

、品嚐會、演唱會、演講
會、體育或公益等活動，

、品嚐會、演唱會、演講
會、體育或公益等活動，

或其他類似方式為宣傳。
九、以菸品贊助或菸商名義

或其他類似方式為宣傳。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掛名贊助任何活動。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禁止之方式。

告禁止之方式。
第十條

販賣菸品之場所，應

第十條

販賣菸品之場所，應

於明顯處標示第六條第二項
、第十二條第一項及第十三

於明顯處標示第六條第二項
、第十二條第一項及第十三

條意旨之警示圖文；菸品或
菸品容器之展示，應以使消

條意旨之警示圖文；菸品或
菸品容器之展示，應以使消

費者獲知菸品品牌及價格之
必要者為限。

費者獲知菸品品牌及價格之
必要者為限。

前項標示與展示之範圍
、內容、方式及其他應遵行

前項標示與展示之範圍
、內容、方式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十一條 營業場所不得為促
銷或營利目的免費供應菸品

第十一條 營業場所不得為促
銷或營利目的免費供應菸品

。

本條未修正。

本條未修正。

。
第三章

未滿二十歲者

第三章

兒童及少年、

配合禁菸年齡提高至 20 歲，
修正章名。

、孕婦吸菸行為之禁
止

孕婦吸菸行為之禁止

第十二條 未滿二十歲者及孕
婦，不得吸菸。

第十二條 未滿十八歲者，不
得吸菸。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
際為照顧之人應禁止未滿二

孕婦，不得吸菸。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

Institute of Medicine）2015
年的報告顯示，若法令規範
年齡限制提高至 19 歲，吸

際為照顧之人應禁止未滿十
八歲者吸菸。

菸率下降 3%；若提高至 21
歲，吸菸率下降 12%；若提

十歲者吸菸。

一、據美國國家醫學研究所（

高 至 25 歲 ， 吸 菸 率 下 降
16%。
二、目前全球已執行禁菸年齡
為 21 歲的國家有科威特、
斯里蘭卡、薩摩亞、宏都拉
斯、烏干達等；此外美國有
夏威夷州、加州、麻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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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州等 16 個州及華盛頓特
區、關島 2 個地區已通過立
法準備實施；另新加坡亦於
2015 年底開始研議此案。
三、根據國健署 105 年的調查
，超過半數（52.3%）吸菸
者於未滿 18 歲時第一次吸
菸，為使未成年人能在無菸
的環境中成長，使我國未成
年人延遲接觸菸品，免於菸
品危害，期藉由提高禁菸年
齡至 20 歲，以降低國人吸
菸率。爰修正第一項年齡之
規定。
四、爰將第一項、第二項合併
並做文字修正。
五、原第三項移列第二項，並
做文字修正。
第十三條 任何人不得供應菸
品、電子煙或專用於電子煙

第十三條 任何人不得供應菸
品予未滿十八歲者。

一、為使青少年能在無菸的環
境中成長，免於菸品及電子

之零組件及可供其使用之物
質或液體予未滿二十歲者。

任何人不得強迫、引誘
或以其他方式使孕婦吸菸。

煙危害，爰第一項增列電子
煙。

任何人不得強迫、引誘
或以其他方式使孕婦吸菸。

二、配合禁菸年齡提高至 20
歲，同時也提高購買菸品年
齡至 20 歲，以降低國人吸
菸率，爰修正本條第一項。

第十四條 任何人不得製造、
輸入、販賣或展示菸品形狀

第十四條 任何人不得製造、
輸入或販賣菸品形狀之糖果

一、為避免展示形成管制漏洞
，第一項酌修文字。

之糖果、點心、玩具或其他
任何物品。

、點心、玩具或其他任何物
品。

二、研究指出，電子煙對健康
傷害並不亞於傳統菸品，若

任何人不得製造、輸入
、販賣、展示或廣告電子煙

含有尼古丁，上癮程度恐與
傳統菸品一樣，就算不含尼

、專用於電子煙之零組件及
可供其使用之物質或液體。

古丁的電子煙，亦可能含有
甲醛、乙醛等多種化學物質

但依藥事法查驗登記程序審
查通過，並取得藥品許可證

，恐有致癌風險，且將任何
物質吸入肺部，一定會傷害

或醫療器材許可證者，不在
此限。

或刺激我們的氣管與肺臟，
傷害呼吸系統，且國外亦有
多起爆炸風險。
三、自民國 98 年 3 月起，電
子煙使用之物質或液體含有
尼古丁者，依藥品列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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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未依藥事法相關規定取得
藥品許可證，即為藥事法所
稱禁藥，目前並未有電子煙
核准作為戒菸藥品。
四、電子煙潛在的危害包含：
(1)對青少年，將增加青少
年對於尼古丁的暴露，使其
更容易吸食一般的紙菸，影
響青少年的腦部發育，和未
來其他延伸的疾病。(2)而
對於吸菸者，可能延遲其戒
菸期，減緩戒菸成效。(3)
對於已戒菸者，會促使菸癮
復發。(4)對於社會大眾及
非吸菸者而言，將可能會讓
吸菸行為在社會上再次被認
為正常化。所以電子煙應明
確嚴格加以管制，爰新增第
二項。
第四章

吸菸場所之限

制

第四章

吸菸場所之限

章名未修正。

制
下列場所全面禁止

一、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

吸菸：
一、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校

吸菸：
一、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校

框架公約」第 8 條：每一締
約方應積極促進採取和實行

及其他供兒童及少年教育
或活動為主要目的之場所

及其他供兒童及少年教育
或活動為主要目的之場所

有效的立法、實施、行政或
其他措施，以防止在室內工

。
二、大專校院、圖書館、博

。
二、大專校院、圖書館、博

作場所、公共交通工具、室
內公共場所，適當時，包括

物館、美術館及其他文化
或社會教育機構所在之室

物館、美術館及其他文化
或社會教育機構所在之室

其他公共場所接觸菸草菸霧
。世界衛生組織更進一步建

內場所。
三、醫療機構、護理機構、

內場所。
三、醫療機構、護理機構、

議無菸環境政策應「由內而
外」做起，也就是先推行「

其他醫事機構及社會福利
機構所在場所。但老人福

其他醫事機構及社會福利
機構所在場所。但老人福

室內百分百禁菸」，再進行
到戶外不妨礙他人的定點設

利機構設有室外吸菸區者
，不在此限。

利機構於設有獨立空調及
獨立隔間之室內吸菸室，

置吸菸區的規劃。全球已有
47 個國家及地區實施包括

四、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
構所在之室內場所。

或其室外場所，不在此限
。

酒吧、夜店在內的室內公共
場所全面禁菸。

五、大眾運輸工具、計程車
、遊覽車、捷運系統、車

四、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
構所在之室內場所。

二、室內吸菸室之設置，縱符
合現行「室內吸菸室設置辦

站及旅客等候室。
六、製造、儲存或販賣易燃

五、大眾運輸工具、計程車
、遊覽車、捷運系統、車

法」，亦無法有效杜絕二手
菸煙霧飄散。「美國冷暖氣

第十五條

下列場所全面禁止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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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爆物品之場所。
七、金融機構、郵局及電信

站及旅客等候室。
六、製造、儲存或販賣易燃

暨空調工程師學會」報告指
出：「沒有任何空調與空氣

事業之營業場所。
八、供室內體育、運動或健

易爆物品之場所。
七、金融機構、郵局及電信

清淨裝置可以百分百過濾二
手菸及三手菸的危害」！國

身之場所。
九、教室、圖書室、實驗室

事業之營業場所。
八、供室內體育、運動或健

內本土實測資料顯示，約
10 人正在使用的購物中心

、表演廳、禮堂、展覽室
、會議廳（室）及電梯廂

身之場所。
九、教室、圖書室、實驗室

內。
十、歌劇院、電影院、視聽

、表演廳、禮堂、展覽室
、會議廳（室）及電梯廂

吸菸室，其 PM2.5 是空污紫
爆的 12.5 倍；約 3 人使用
的 5 星級飯店吸菸室，其
PM2.5 約是空污紫爆的 4 倍

歌唱業或資訊休閒業及其
他供公眾休閒娛樂之室內

內。
十、歌劇院、電影院、視聽

；縱使是無人使用的 5 星級
飯店吸菸室，其 PM2.5 約是

場所。
十一、旅館、商場、餐飲店

歌唱業或資訊休閒業及其
他供公眾休閒娛樂之室內

空污紫爆的 3 倍。二手菸及
三手菸霧有害物質長期累積

或其他供公眾消費之室內
場所。

場所。
十一、旅館、商場、餐飲店

，損害消費者及工作人員健
康甚鉅。而旅館、商場、餐

十二、室內工作場所。
十三、其他供公共使用之室

或其他供公眾消費之室內
場所。但於該場所內設有

飲店及其他供公眾消費之室
內場所皆為多數民眾進出最

內場所及經各級主管機關
公告指定之場所及交通工

獨立空調及獨立隔間之室
內吸菸室、半戶外開放空

為頻繁之場合，為促進無菸
環境之實現，確保任何室內

具。
前項所定場所，應於所

間之餐飲場所、雪茄館、
下午九時以後開始營業且

公共場所、室內工作場所免
除二手菸煙霧之危害，針對

有入口處設置明顯禁菸標示
，並不得供應與吸菸有關之

十八歲以上始能進入之酒
吧、視聽歌唱場所，不在

此類場所理應全面禁止吸菸
，不容例外。爰刪除本條第

此限。
十二、三人以上共用之室內

一項第三款但書、第十一款
但書、第十二款「三人以上

工作場所。
十三、其他供公共使用之室

共用之」及第三項關於設置
室內吸菸室之規定。

內場所及經各級主管機關
公告指定之場所及交通工

三、據國內本土實測未禁菸夜
店 ， 其 室 內 PM2.5 濃 度 近

具。
前項所定場所，應於所

800 微克，是環保署公布空
污紫爆的 12 倍，等於是含

有入口處設置明顯禁菸標示
，並不得供應與吸菸有關之

著機車排氣管吸氣，對 8 成
以上不吸菸的消費者與工作

器物。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十一

人員造成極大危害。且「吸
菸招攬客人的時代已經過去

款但書之室內吸菸室，其面
積、設施及設置辦法，由中

了」，世界衛生組織資料顯
示，挪威、蘇格蘭、英國、

央主管機關定之。

加拿大、美國於實行禁菸措
施後，相關行業的生意並沒

器物。

有影響，紐約市甚至還增收
了 8.7%營業稅，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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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避免年輕人在夜店染上
菸癮。爰刪除原第十一款但
書下午九時以後開始營業且
十八歲以上始能進入之酒吧
、視聽歌唱場所文字，並將
其歸類於第十款其他供公眾
休閒娛樂之室內場所。
四、此外，雪茄是「菸品」，
吸一根雪茄等於一包紙菸的
尼古丁含量，另產生 7,000
種化學物，有 81 種致癌物
，目前雪茄館絕大多數採販
賣雪茄、調酒、餐飲等複合
式經營，屬其他供公眾消費
之室內場所，若未禁菸，將
危害消費民眾及工作者的健
康，爰無另行訂定之必要，
故刪除之。
第十六條 下列場所除吸菸區
外，不得吸菸；未設吸菸區

第十六條 下列場所除吸菸區
外，不得吸菸；未設吸菸區

者，全面禁止吸菸：
一、大專校院、圖書館、博

者，全面禁止吸菸：
一、大專校院、圖書館、博

物館、美術館及其他文化
或社會教育機構所在之室

物館、美術館及其他文化
或社會教育機構所在之室

外場所。
二、室外體育場、游泳池或

外場所。
二、室外體育場、游泳池或

其他供公眾休閒、娛樂之
室外場所。

其他供公眾休閒、娛樂之
室外場所。

三、老人福利機構所在之室
外場所。

三、老人福利機構所在之室
外場所。

四、其他經各級主管機關指
定公告之場所及交通工具

四、其他經各級主管機關指
定公告之場所及交通工具

。

。
前項所定場所，應於所

前項所定場所，應於所

有入口處及其他適當地點設
置明顯禁菸標示或除吸菸區

有入口處及其他適當地點設
置明顯禁菸標示或除吸菸區

外不得吸菸意旨之標示；且
除吸菸區外，不得供應與吸

外不得吸菸意旨之標示；且
除吸菸區外，不得供應與吸

菸有關之器物。
第一項吸菸區之設置應

菸有關之器物。
第一項吸菸區之設置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吸菸區應有明顯之標示

符合下列規定：
一、吸菸區應有明顯之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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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吸菸區之面積不得大於

。
二、吸菸區之面積不得大於

該場所室外面積二分之一
，且不得設於必經之處。

該場所室外面積二分之一
，且不得設於必經之處。

第十七條 第十五條第一項及
前條第一項以外之場所，經

第十七條 第十五條第一項及
前條第一項以外之場所，經

所有人、負責人或管理人指
定禁止吸菸之場所，禁止吸

所有人、負責人或管理人指
定禁止吸菸之場所，禁止吸

菸。

菸。

本條未修正。

於孕婦或未滿三歲兒童

於孕婦或未滿三歲兒童

在場之室內場所，禁止吸菸
。

在場之室內場所，禁止吸菸
。

第十八條 於第十五條或第十
六條之禁菸場所吸菸者或未

第十八條 於第十五條或第十
六條之禁菸場所吸菸或未滿

一、第一項配合第十二條提高
禁菸年齡，修正文字。而原

滿二十歲者進入吸菸區，該
場所負責人及從業人員應予

十八歲者進入吸菸區，該場
所負責人及從業人員應予勸

第二項酌修文字，移列合併
為第一項。

勸阻；在場之其他人亦得予
勸阻。

阻。

因執行前項勸阻，或依
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拒絕供

場人士得予勸阻。

於禁菸場所吸菸者，在

二、鑒於實務上屢有民眾因勸
阻違法吸菸或從業人員要求
購菸者出示證件，遭到暴力
對待情事。對於類此因配合

應致受侵害者，中央主管機
關得給予必要之法律及醫療

執行菸害防制政策致遭權益
受侵害者，實有研訂具體作

扶助。
前項法律及醫療扶助之

法，建立制度性措施之必要
，以維護其權益，並遏止暴

相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力歪風，爰增訂第二項。
三、有關扶助事項具體內容，
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爰增訂第三項。

第十九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對第十五條及第十

第十九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對第十五條及第十

六條規定之場所與吸菸區之
設置及管理事項，應定期派

六條規定之場所與吸菸區之
設置及管理事項，應定期派

員檢查。

員檢查。

第五章

菸害之教育及

宣導
第二十條

菸害之教育及

章名未修正。

各機關學校應積極

本條未修正。

宣導

各機關學校應積極

辦理菸害防制教育及宣導。
第二十一條

第五章

本條未修正。

醫療機構、心理

第二十條

辦理菸害防制教育及宣導。
第二十一條

醫療機構、心理

衛生輔導機構及公益團體得
提供戒菸服務。

衛生輔導機構及公益團體得
提供戒菸服務。

前項服務之補助或獎勵

前項服務之補助或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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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

辦法，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

第二十二條 電視節目、戲劇
表演、視聽歌唱及職業運動

第二十二條 電視節目、戲劇
表演、視聽歌唱及職業運動

表演等不得特別強調吸菸之
形象。

表演等不得特別強調吸菸之
形象。

第六章
第二十三條

罰則
製造或輸入業者

第六章
第二十六條

罰則
製造或輸入業者

本條未修正。

章名未修正。
一、條次變更。

，違反第九條各款規定者，
處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五千

，違反第九條各款規定者，
處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二千

二、在台灣菸草業營收總金額
每一年約新臺幣 1,800 億元

萬元以下罰鍰，並按次連續
處罰；經三次處罰者，並處

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並按次
連續處罰。

。所以菸商之任何違法行為
，都會因菸品大量銷售而嚴

停止一年以上三年以下製造
、輸入處分。

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
違反第九條各款規定，製作

重危害，相對於此，現行菸
害防制法僅規定罰鍰 500 萬

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
違反第九條各款規定，製作

菸品廣告或接受傳播或刊載
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

元~2,500 萬元。而要能成功
裁罰一件菸商的違規案件都

菸品廣告或接受傳播或刊載
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

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按次
處罰。

是相當的不容易，7 年來因
熱心民眾的參與及舉證，菸

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按次
處罰。

違反第九條各款規定，
除前二項另有規定者外，處

商違反菸害防制法才能成功
裁罰 26 件，總金額約 1.3

違反第九條各款規定，
除前二項另有規定者外，處

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按次連續處罰

億元，這對菸商毫無遏阻之
效。

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按次處罰。

。

三、為積極遏止菸商的違規廣
告促銷，應將現行罰款至少
加倍為 1,000 萬元~5,000 萬
元，同時恢復民國 86 年時
的菸害防制法規定，對於 3
次違法廣告促銷之菸商，應
停止其製造、輸入 1 年~3
年，以杜不法。爰修正罰鍰
金額，並增訂累犯罰則。
四、另第一項、第三項配合行
政罰法之規定，刪「連續」
二字，以符法制用語。

第二十四條 製造或輸入違反
第六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

第二十四條 製造或輸入違反
第六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

一、配合第七條新增第一項規
定，酌修第一項、第二項文

七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之
菸品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

七條第一項規定之菸品者，
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

字。
二、另配合行政罰法之規定，

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並
令限期回收；屆期未回收者

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回
收；屆期未回收者，按次連

刪「連續」二字，以符法制
用語。

，按次處罰，違規之菸品沒

續處罰，違規之菸品沒入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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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並銷毀之。
販賣違反第六條第一項

銷毀之。
販賣違反第六條第一項

、第二項或第七條第一項、
第二項規定之菸品者，處新

、第二項或第七條第一項規
定之菸品者，處新臺幣一萬

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

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五條 違反第八條第一
項申報規定，或違反依第八

第二十五條 違反第八條第一
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

一、按菸品製造業者及輸入業
者依本法第八條規定負有申

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申報
期限、內容或程序之規定者

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令限期申報；屆期未申報者

報菸品成分及排放物等相關
資料之作為義務，如菸品製

，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命限期改

，按次連續處罰。
規避、妨礙或拒絕中央

造業者及輸入業者未依規定
內容、格式進行申報或未按

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
罰。

主管機關依第八條第二項規
定所為之取樣檢查（驗）者

時申報者，應與未申報同視
，爰於第一項明定未申報或

規避、妨礙或拒絕中央
主管機關依第八條第二項規

，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
萬元以下罰鍰。

未依第八條第三項所定辦法
所規定內容、程序進行申報

定所為之取樣檢查（驗）、
提供原始檢驗紀錄、其他相

或未按時申報，並受相同之
處罰；另配合行政罰法之規

關文件或資料者，處新臺幣
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

定，刪「連續」二字，以符
法制用語。

鍰。

二、配合第八條第二項增訂中
央主管機關得要求業者，提
供原始檢驗紀錄、其他相關
文件或資料之規定，第二項
增列處罰規定。

第二十六條

製造或輸入第十

第三十條

製造或輸入業者，

一、條次變更。

四條第一項、第二項物品者
，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

違反第十四條規定者，處新
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二、鑑於本法針對任何人製造
、輸入或販賣菸品形狀之糖

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命限期
回收；屆期未回收者，按次

罰鍰，並令限期回收，屆期
未回收者，按次連續處罰。

果、點心、玩具或電子煙、
加味菸等物品之行為，處罰

處罰。
販賣、展示或廣告違反

販賣業者違反第十四條
規定者，處新臺幣一千元以

製造、輸入業者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罰鍰；又對販賣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物
品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上三千元以下罰鍰。

業者，僅處以新臺幣一千元
以上三干元以下罰鍰，裁處

五萬元以下罰鍰。

顯然過輕，爰將第一項、第
二項裁處金額調高，以有效
遏止違法行為；另配合行政
罰法之規定，刪「連續」二
字，以符法制用語。
三、實務顯示，輸入或販賣者
，常以個人名義化整為零方
式為之，並辯稱非以輸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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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為業，致查處困難，為
免爭議，爰酌刪業者文字。
第二十七條 違反第五條或第
十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

第二十三條 違反第五條或第
十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行政罰法之規定，刪

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連續」二字，以符法制用
語。

第二十八條 違反第十三條第
一項、第二項規定者，處新

第二十九條 違反第十三條規
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一、條次變更。
二、為督促販賣業者能善盡保

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

五萬元以下罰鍰。

護兒童及少年之社會責任，
加強從業人員之在職訓練，

菸品販賣場所之從業人
員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除對供應之從業人員處罰外
，並於第二項規定增訂同時

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該行
為人外，並應對該販賣場所

處罰該販賣場所負責人，使
其就指揮監督之疏失，負其

之負責人處以前項之罰鍰。
但負責人對於違反之發生，

責任。但負責人能證明已對
從業人員盡相當管理與教導

能證明已對從業人員盡相當
管理與教導之責者，不在此

之責者，而從業人員仍未遵
守者，因負責人已盡其防止

限。
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規

義務，則無須加以制裁。
三、為加強對未滿 20 歲者免

定情節重大或一年內再犯者
，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

於菸害效果，爰增列第三項
，針對供應菸品予未滿 20

五萬元以下罰鍰。

歲者情節重大或一年內再犯
，加重處罰。

第二十九條 負責人或從業人
員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

一、本條新增。
二、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之場

關依第十九條規定所為之檢
查，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

所負責人或從業人員，對於
稽查人員，常予規避、妨礙

萬元以下罰鍰。

或拒絕檢查，以致難以收防
制菸害之效，爰增訂所負責
人及從業人員規避、妨礙或
拒絕之處罰規定。

第三十條 違反第十一條規定
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
萬元以下罰鍰。
第三十一條

未滿二十歲者違

第二十七條 違反第十一條規
定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

條次變更。

一萬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八條

違反第十二條第

一、條次變更。

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者，
應令其接受戒菸教育；行為

一項規定者，應令其接受戒
菸教育；行為人未滿十八歲

二、對於未成年者且未結婚者
之吸菸行為，慮及其仍無完

人未成年且未結婚者，並應
令其父母或監護人使其到場

且未結婚者，並應令其父母
或監護人使其到場。

全行為能力，仍有由父母或
監護人善盡親權行使及監護

無正當理由未依通知接

義務必要，爰第一項、第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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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正當理由未依通知接
受戒菸教育者，處新臺幣二

受戒菸教育者，處新臺幣二
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項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二條酌
修文字。

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並按次處罰。行為人未成年

並按次連續處罰；行為人未
滿十八歲且未結婚者，處罰

三、第二項配合行政罰法之規
定，刪「連續」二字，以符

且未結婚者，處罰其父母或
監護人。

其父母或監護人。
第一項戒菸教育之實施

第一項戒菸教育之實施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法制用語。

。
第三十二條

違反第十五條第

第三十一條

違反第十五條第

一、條次變更。

一項或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

一項或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

二、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另
配合行政罰法之規定，刪「

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

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

連續」二字，以符法制用語
。

第十六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
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第十六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
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

五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
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

次處罰。

次連續處罰。

第三十三條

禁菸場所負責人

一、本條新增。

、從業人員違反第十八條第
一項規定，經主管機關書面

二、為使禁菸場所負責人及從
業人員確實履行第十八條之

勸導仍未改善者，處場所負
責人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

勸導義務，並使本法所規定
之無菸場所得以落實，爰增

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

訂違反禁菸場所負責人及從
業人員未履行勸阻義務之處

處罰。

罰規定。

第三十四條

違反本法規定，

第三十二條

違反本法規定，

經依第二十三條至前條規定
處罰者，得併公告被處分人

經依第二十三條至前條規定
處罰者，得併公告被處分人

及其違法情形。

及其違法情形。

第三十五條

本法所定罰則，

第三十三條

本法所定罰則，

除第二十五條規定由中央主
管機關處罰外，由直轄市、

除第二十五條規定由中央主
管機關處罰外，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處罰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

縣（市）主管機關處罰之。

條次變更。

一、條次變更。
二、明定依第二十三條第一項
所為停止製造、輸入菸品之
處分執行機關。

機關依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
定所為停止製造或輸入之處
罰，送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執行之。
第三十六條

民眾得敘明事實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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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檢具證據資料，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檢舉違

二、菸商的任何一項違規都影
響重大，但檢舉不易，需靠

反本法之行為。
直轄市、縣（市）主管

熱心的民眾提供相關資料，
因此如政府有檢舉獎金制度

機關對於檢舉人之身分應予
保密；前項檢舉經查證屬實

，可以讓民眾更投入監督的
工作。

並處以罰鍰者，其罰鍰金額
達一定數額時，得以實收罰

三、又查廢棄物清理法第六十
七條及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

鍰總金額收入之一定比率，
提充獎金獎勵檢舉人。

六條之四規定，有檢舉獎金
制度，菸害防制稽查可以參

前項檢舉及獎勵之檢舉
人資格、獎金提充比率、分

考之。增訂罰鍰提撥檢舉獎
金制度，於第一項及第二項

配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直轄市、縣（市）主

規定，民眾得檢舉違反本法
之行為，其經查證屬實且罰

管機關定之。

鍰達一定金額者，得提充檢
舉獎金予檢舉人。
四、另為明確檢舉獎金發給之
作業，授權訂定發給之相關
辦法，爰訂定第三項規定。

第七章

附則

第七章

附則

第三十七條 依第四條規定徵
收之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

第三十四條 依第四條規定徵
收之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

用於中央與地方菸害防制及
衛生保健之部分，由中央主

用於中央與地方菸害防制及
衛生保健之部分，由中央主

管機關設置基金，辦理菸害
防制及衛生保健相關業務。

管機關設置基金，辦理菸害
防制及衛生保健相關業務。

前項基金之收支、保管
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前項基金之收支、保管
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

。

第三十八條

本法中華民國○

第三十五條

本法自公布後六

章名未修正。
條次變更。

一、條次變更。

年○月○日修正條文，除第
六條第二項、第七條第一項

個月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六年

二、鑑於本法修正關於菸品容
器印製方式及內容、加味菸

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其餘
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六月十五日修正條文，除第
四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

品規範等，對業者及民眾宣
導及建立相關配套措施需具

定之外，自公布後十八個月
施行。

充分時間，所以建議明定本
法相關修正條文自公布 6 個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年
一月十二日修正之第四條條

月後開始施行。

文，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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