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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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1317 號

案由：本院委員蔣乃辛、王惠美等 16 人，有鑑於吸食毒品，不單危
害個人健康，更會禍及家人和社會，而近年來新興毒品猖獗
，法務部統計指出，施用新興毒品致死案有增加趨勢，施毒
致死者平均年齡不到廿八歲，而在毒癮致死者身上驗出最高
達七到九種新興毒品。一份研究顯示，有 1.3%的在校生用過
毒品，以 106 年國中以上在校人口（208 萬）計算，每年有 3
萬 6 千人以上在吸毒；另一份統計指出，台灣 12 歲至 24 歲
青少年中，約有廿萬人施用過毒品，這些人在步入社會後仍
有很高的比率繼續施用。為維護學生健康，遠離毒品，本席
等提案修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除全面提高刑
責，增訂販賣二種以上混合毒品給未成年人或懷胎婦女者，
或改變毒品包裝或型態之犯行要加重刑責；未來持有三、四
級毒品超過五公克就有刑事責任。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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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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

一、考量製造、運輸、販賣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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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所獲取之高利潤係驅使不
法之徒前仆後繼從事該等行

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

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

為之重要原因，是除透過刑
法沒收新制擴大沒收範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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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澈底剝奪其犯罪所得外，如
提高對該等行為所科之罰金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進一步增加其犯罪成本，
更能有效達到防制毒品擴散

。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
級毒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

之目的，爰修正提高第一項
至第五項所定之罰金刑。

級毒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
元以下罰金。

二、依近年來查獲案件之數據
顯示，製造、運輸、販賣第

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
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上十二

二級毒品之行為有明顯增加
趨勢，致施用第二級毒品之

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上十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人口隨之增加，為加強遏阻
此類行為，爰修正第二項規

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
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

定，將製造、運輸、販賣第
二級毒品之最低法定刑提高

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
萬元以下罰金。

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為十年有期徒刑。
三、第六項未修正。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條

成年人對未成年人販

第九條

成年人對未成年人犯

一、依近年來毒品犯罪查緝之

售毒品或犯前三條之罪者，
依各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至

前三條之罪者，依各該條項
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數據，首次施用毒品之年齡
有逐漸降低之趨勢，加以青

二分之一。
明知為懷胎婦女而對之

明知為懷胎婦女而對之
犯前三條之罪者，亦同。

少年在娛樂場所施用新興毒
品或混用他種毒品之情形日

販售毒品或犯前三條之罪者
，亦同。

趨嚴重，為加強對未成年人
之保護，就成年人販賣毒品

犯前五條之罪而混合二
種以上之毒品者，適用其中

予未成年人者，亦應加重其
刑，爰修正第一項。

最高級別毒品之法定刑，並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二、考量懷胎婦女施用毒品對
於胎兒之危害性，為避免毒

犯前五條之罪而將毒品
用食品（含藥品或生活用品

品對於胎兒之危害，爰修正
第二項，增訂對懷胎婦女販

等）包裝混充，或將毒品仿

賣毒品者，亦應加重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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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成食品（含藥品或生活用
品等）形態等企圖瞞騙執法

三、依目前毒品查緝實務，施
用混合毒品之型態日益繁多

單位者，適用其中最高級別
毒品之法定刑，並加重其刑

，且因混合毒品之成分複雜
，施用後所造成之危險性及

至二分之一。

致死率均高於施用單一種類
者，為加強遏止此類毒品之
擴散，爰增訂第三項，規定
犯本條例第四條至第八條之
罪，而有混合二種以上毒品
之情形者，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另本項係屬分則之加
重，為另一獨立之犯罪型態
，如其混合二種以上毒品屬
不同級別，應依最高級別毒
品所定之法定刑，並加重其
刑至二分之一，例如販賣混
合第三級及第四級毒品者，
依販賣第三級毒品之法定刑
處斷，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如屬同一級別者，因無
從比較高低級別，則依各該
級別毒品所定之法定刑，加
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併予敘
明。
四、近年毒販將毒品或新興毒
品粉末混合添加劑、增味劑
、色素等成分，加入水溶液
等，將毒品用食品（含藥品
或生活用品等）包裝混充，
或將毒品仿製成食品（含藥
品或生活用品等）形狀等企
圖欺瞞執法單位之查緝，且
包裝後之毒品易讓青少年降
低戒心，造成上癮者成長迅
速。為加強遏止此類將毒品
用食品（含藥品或生活用品
等）包裝混充，或將毒品仿
製成食品（含藥品或生活用
品等）形狀等企圖瞞騙執法
單位者等之犯行擴散，爰增
訂第四項，規定犯本條例第
四條至第八條之罪，而將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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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用食品（含藥品或生活用
品等）包裝混充，或將毒品
仿製成食品（含藥品或生活
用品等）形狀之情形者，加
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另本項
係屬分則之加重，為另一獨
立之犯罪型態，如其將毒品
用食品（含藥品或生活用品
等）包裝混充，或將毒品仿
製成食品（含藥品或生活用
品等）形狀，應依最高級別
毒品所定之法定刑，並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例如將第
三級及第四級毒品用食品（
含藥品或生活用品等）包裝
混充，或將毒品仿製成食品
（含藥品或生活用品等）形
狀者，依販賣第三級毒品之
法定刑處斷，並加重其刑至
二分之一；如屬同一級別者
，因無從比較高低級別，則
依各該級別毒品所定之法定
刑，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併予敘明。
第十一條 持有第一級毒品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第十一條 持有第一級毒品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一、考量現行條文第三項、第
四項有關持有第一級、第二

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
金。

役或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金
。

級毒品達一定數量者，係依
照持有毒品之純質淨重為標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準，造成實務於查獲毒品後
續檢驗之成本過高，影響司

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一級毒品淨重十

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

法機關查緝毒品之成效，且
依世界各國立法例，就持有

公克以上者，處一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重十公克以上者，處一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毒品之行為，亦無採純質淨
重之概念，為配合我國毒品

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淨重二

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

查緝實務運作需求及降低查
緝成本，爰將第三項、第四

十公克以上者，處六月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
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六月

項之純質淨重修正為淨重。
二、依近年來毒品查緝情形顯

新臺幣七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三級毒品淨重五

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七十萬元以下罰

示，施用第三級、第四級毒
品或其他混合之新興毒品有

公克以上者，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

金。

增加之趨勢，且將毒品混入
其他物質偽裝，例如咖啡包

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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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四級毒品淨重五

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糖果包之情形日益增加，
現行條文規定持有第三級、

公克以上者，處一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萬

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

第四級毒品之純質淨重頇達
二十公克以上之標準，依實

元以下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

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務上常見施用毒品者每次施
用毒品重量約為零點二公克

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

至零點四公克，或每包咖啡
包含毒品量約為百分之一至

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

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五計算，頇持有將近百包者
，始構成犯罪，現行標準過

役或新臺幣一萬元以下罰金
。

高，造成查緝之困難，爰修
正第五項、第六項規定，將
現行持有第三級、第四級毒
品之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
者降低為淨重五公克，以符
實際。
三、另因本條例對於持有第三
級或第四級毒品，並非如第
一項、第二項規定，一旦查
獲持有第一級或第二級毒品
，不論其重量為何，即應加
以處罰；且對於施用第三級
、第四級毒品者，亦未如現
行條文第十條直接以刑罰處
罰，如將第五項、第六項持
有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之重
量標準，比照第三項、第四
項規定，將純質淨重修正為
淨重，以目前常見以咖啡包
混合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之
持有型態，因實際上每包咖
啡包所含毒品之比例甚低，
如修正為淨重，將造成一經
查獲持有第三級或第四級毒
品者即構成犯罪，與施用第
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仍處行
政罰，亦屬不合理，亦造成
持有含少量第三級或第四級
之混合包毒品者與持有單純
含有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之
法定刑相同，有違罪刑衡平
，爰維持現行純質淨重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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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併予敘明。
四、參考法務部刑法研究修正
小組對於法定刑與罰金刑所
建議之配套標準，修正第一
項、第二項及第七項之罰金
刑。
第三十六條 本條例除中華民
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五日修正

第三十六條 本條例除中華民
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五日修正

之第二條之一、第二十七條
及第二十八條，一百零四年

之第二條之一、第二十七條
及第二十八條，一百零四年

一月二十三日、一百零六年
五月二十六日修正之條文，

一月二十三日、一百零六年
五月二十六日修正之條文，

○年○月○日修正之第四條
、第九條、第十一條，自公

自公布日施行；一百零五年
五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

布日施行；一百零五年五月
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自一

自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施行
外，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百零五年七月一日施行外，
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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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明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