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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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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10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怡潔、周陳秀霞等 22 人，鑑於我國毒品氾濫日益
嚴重，且新興毒品層出不窮又不斷更新，然現行「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對於毒品之分級及品項採正面表列方式，意即未
在列表上之新興毒品，即便被查獲仍無法依「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處罰，且按照「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規定，毒品之
分級及品項，是由法務部會同行政院衛福部組成審議委員會
，每三個月才定期檢討一次，根本趕不上毒品更新之速度，
新興毒品儼然成為毒品防制上的一大漏洞，實須修法加以補
正。再者，防制毒品氾濫，最重要即做好源頭控管，因此對
於製造、運輸、販賣或轉讓毒品者，必須給予更嚴厲之刑罰
，始能達嚇阻之效，綜上所述，爰擬具「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根據法務部統計資料顯示，我國吸毒的年齡層已經下降到 6 歲至 11 歲，顯示毒品氾濫的嚴
重性在年齡部分，趨向於「向下扎根」，吸毒人口也是逐年「向上提升」，顯見現行「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對於毒品之防制有明顯不足之處，尤其是面對新興毒品，更面臨到無法
可罰的窘境！
二、依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對於毒品之分級及品項採正面表列方式，意即未在列表上之
新興毒品，即便被查獲仍無法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處罰，且按照「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之規定，毒品之分級及品項，是由法務部會同行政院衛福部組成審議委員會，每三個月
才定期檢討一次，根本趕不上毒品更新之速度，新興毒品儼然成為毒品防制上的一大漏洞
，實須修法加以補正。
三、再者，防制毒品氾濫工作，最重要即做好源頭控管，因此對於製造、運輸、販賣或轉讓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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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者，必須給予更嚴厲之刑罰，始能達嚇阻之效，綜上所述，爰擬具「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除將毒品審議委員會定期開會時間由三個月縮短為兩個月外，並明
定查獲新興毒品時，毒品審議委員會得不受兩個月規定限制，立即開會審議，另為做好毒
品源頭控管，同時提高製造、運輸、販賣或轉讓毒品之相關刑罰與罰金。

提案人：陳怡潔

周陳秀霞

連署人：陳雪生

馬文君

林麗蟬

鄭天財 Sra Kacaw

陳宜民

李鴻鈞

鍾孔炤

羅明才

黃昭順

林為洲

孔文吉

徐志榮

許淑華

顏寬恒

曾銘宗

簡東明

李彥秀

楊鎮浯

陳超明

趙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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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毒品，指

條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毒品，指

一、本條例第三項，有關毒品

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
會危害性之麻醉藥品與其製

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
會危害性之麻醉藥品與其製

之分級及品項審議委員會，
每三個月才定期檢討一次，

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
。

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
。

已不符當前毒品更新之速度
，爰修正為每二個月即須定

毒品依其成癮性、濫用
性及對社會危害性分為四級

毒品依其成癮性、濫用
性及對社會危害性分為四級

期檢討。
二、本條例對於毒品分級及品

，其品項如下：
一、第一級 海洛因、嗎啡

，其品項如下：
一、第一級 海洛因、嗎啡

項採正面表列方式，又基於
「罪刑法定原則」對於新興

、鴉片、古柯鹼及其相類
製品（如附表一）。

、鴉片、古柯鹼及其相類
製品（如附表一）。

毒品根本無法控管，且更新
速度太慢，為將此漏洞補正

二、第二級 罌粟、古柯、
大麻、安非他命、配西汀

二、第二級 罌粟、古柯、
大麻、安非他命、配西汀

，爰於本條增訂第四項，明
定查獲非屬第二項所列毒品

、潘他唑新及其相類製品
（如附表二）。

、潘他唑新及其相類製品
（如附表二）。

之其他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
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者，

三、第三級 西可巴比妥、
異戊巴比妥、納洛芬及其

三、第三級 西可巴比妥、
異戊巴比妥、納洛芬及其

得送交衛生福利部認可之檢
驗機構檢驗，並即由衛生福

相類製品（如附表三）。
四、第四級 二丙烯基巴比

相類製品（如附表三）。
四、第四級 二丙烯基巴比

利部提報前項審議委員會審
議，不受每二個月定期檢討

妥、阿普唑他及其相類製
品（如附表四）。

妥、阿普唑他及其相類製
品（如附表四）。

規定之限制，以強化對於新
興毒品之控管及通報程序。

前項毒品之分級及品項
，由法務部會同衛生福利部

前項毒品之分級及品項
，由法務部會同行政院衛生

三、增訂第五項，明定檢驗新
興毒品之檢驗機構，其相關

組成審議委員會，每二個月
定期檢討，報由行政院公告

署組成審議委員會，每三個
月定期檢討，報由行政院公

之標準即管理辦法由衛生福
利部定之。

調整、增減之，並送請立法
院查照。

告調整、增減之，並送請立
法院查照。

查獲非屬第二項所列毒
品之其他麻醉藥品與其製品

醫藥及科學上需用之麻
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

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者
，得送交衛生福利部認可之

物質與其製品之管理，另以
法律定之。

檢驗機構檢驗，並即由衛生
福利部提報前項審議委員會
審議，不受前項每二個月定
期檢討規定之限制。
前項檢驗機構之認可標
準、認可與認可之撤銷或廢
止及管理等事項之辦法由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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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部定之。
醫藥及科學上需用之麻
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
物質與其製品之管理，另以
法律定之。
第四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

第四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

為加強毒品源頭控管，爰將製

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
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

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
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

造、運輸、販賣毒品之相關刑
罰與罰金一併提高。

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

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
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十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
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七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
級毒品者，處十年以上有期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
級毒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
元以下罰金。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
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
級毒品者，處七年以上十二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
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上十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
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
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

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五條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一
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十

第五條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一
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
毒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
毒品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
以下罰金。

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
以下罰金。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
毒品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
毒品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
以下罰金。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四級
毒品或專供製造、施用毒品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四級
毒品或專供製造、施用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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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器具者，處三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欺瞞

為加強毒品源頭控管，爰將強

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人施用
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

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人施用
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無

暴、脅迫、欺瞞或其他非法之
方法使人施用毒品之相關刑罰

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
併科新台幣二千萬元以下罰

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

與罰金一併提高。

金。
以前項方法使人施用第

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一
千萬元以下罰金。

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以前項方法使人施用第
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

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以第一項方法使人施用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三級毒品者，處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

以第一項方法使人施用
第三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上

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第一項方法使人施用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
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四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

以第一項方法使人施用
第四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上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六條

以強暴、脅迫、欺瞞

第六條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引誘他人施用第一級

為加強毒品源頭控管，爰將引

毒品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

毒品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誘他人施用施用毒品之相關刑
罰與罰金一併提高。

以下罰金。
引誘他人施用第二級毒

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引誘他人施用第二級毒

品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

品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

百萬元以下罰金。
引誘他人施用第三級毒

百萬元以下罰金。
引誘他人施用第三級毒

品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

品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

百萬元以下罰金。
引誘他人施用第四級毒

十萬元以下罰金。
引誘他人施用第四級毒

品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

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

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下罰金。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七條

第八條

引誘他人施用第一級

轉讓第一級毒品者，

第七條

第八條

轉讓第一級毒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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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下罰金。
轉讓第二級毒品者，處

以下罰金。
轉讓第二級毒品者，處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

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七十萬元以

下罰金。
轉讓第三級毒品者，處

下罰金。
轉讓第三級毒品者，處

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七十萬以下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罰金。
轉讓第四級毒品者，處

轉讓第四級毒品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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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毒品之相關刑罰與罰金一併
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