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第 10 屆第 5 會期第 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更 正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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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3月30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8115 號

案由：本院委員楊瓊瓔等 20 人，有鑑於現今社會各式新興菸品層出
不窮，根據統計我國每年約有 27,000 人死於菸害，另有統計
顯示 107、108 年我國青少年吸菸率增加快速，加上菸品燃燒
後可釋放出多種化學物質，其中更有 15 種被國際癌症研究署
列為「第一級致癌物」，而且「二手菸」引發之呼吸道感染
問題，影響許多孩童的健康。基於所有菸品及類菸品均會對
人體造成危害，為保障國民健康，爰擬具「菸害防制法」修
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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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菸害防制法 86 年 3 月 19 日制定公布，並於同年 9 月 19 日施行，其後歷經三次修正，最近一
次修正公布日期為 98 年 1 月 23 日。菸品燃燒後可釋放出多種化學物質，其中更有 15 種被國際癌
症研究署列為「第一級致癌物」，而且「二手菸」引發之呼吸道感染問題，影響許多孩童的健康。
根據統計我國每年約有 27,000 人死於菸害，另有統計顯示 107、108 年我國青少年吸菸率增加快速
，因此有鑑於現今社會各式新興菸品層出不窮，基於所有菸品及類菸品均會對人體造成危害，為保
障國民健康，爰擬具本法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修正中央主管機關之名稱並調整條次。（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增訂類菸品定義，並修正菸品及吸菸之定義。（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修正其他菸品之菸品健康福利捐金額，應以菸品計量單位支數或重量較高者課徵之。（修正條
文第四條）
四、修正販賣菸品之包裝方式，每一販賣單位不得以少於二十支，或其內容物淨重不得低於十五公
克。（修正條文第八條）
五、提高菸品容器之健康警示圖文比率至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修正條文第九條）
六、增訂禁止加味菸品規定。（修正條文第十條）
七、增訂業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中央主管機關要求提供之菸品相關資料。（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
八、提高禁止吸菸年齡及供應菸品年齡至二十歲，以有效保護青少年健康。（修正條文第十六條及
第十七條）
九、各級學校、幼兒園、托嬰中心及居家式托育場所全面禁止吸菸，且為確保國人免於室內二手菸
之危害，增訂酒吧、夜店為得設吸菸室之禁止吸菸場所。（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十、增訂場所負責人或從業人員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禁菸場所及吸菸區之設置管理等檢查義務。
（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十一、配合本次修正內容，依違法行為主體、行為態樣修正處罰類型及罰鍰額度。（修正條文第二
十六條至第四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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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一章

條
總

文

則

現

行

條

第一章

總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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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

第三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原行政院組織改造為

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衛生福利部，修正中央主管
機關名稱。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菸品：指全部或部分以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配合第二項之增

一、菸品：指全部或部分以
菸草或其他含有尼古丁之

菸草或其代用品作為原料
，製成可供吸用、嚼用、

訂列為第一項，各款修正如
下：

天然植物為原料，製成可
供吸用、嚼用、含用、聞

含用、聞用或以其他方式
使用之紙菸、菸絲、雪茄

(一)第一款：為使本法與菸
酒管理法相關規定趨於

用或以其他方式使用之紙
菸、菸絲、雪茄及其他菸

及其他菸品。
二、吸菸：指吸食、咀嚼菸

一致，爰納入菸酒管理
法施行細則有關代用品

品。
二、類菸品：指以菸品原料

品或攜帶點燃之菸品之行
為。

之規定，酌修第一款菸
品之定義。

以外之物料，或以改變菸
品原料物理性態之物料製

三、菸品容器：指向消費者
販賣菸品所使用之所有包

(二)增訂第二款，定明類菸
品定義為「指以菸品原

成，得使人模仿菸品使用
之尼古丁或非尼古丁之電

裝盒、罐或其他容器等。
四、菸品廣告：指以任何形

料以外之物料，或以改
變菸品原料物理性態之

子或非電子傳送組合物及
其他相類產品。

式之商業宣傳、促銷、建
議或行動，其直接或間接

物料製成，得使人模仿
菸品使用之尼古丁或非

三、吸菸：指吸用、嚼用、
含用、聞用、以電子器具

之目的或效果在於對不特
定之消費者推銷或促進菸

尼古丁之電子或非電子
傳送組合物及其他相類

方式加熱吸食或以其他方
式使用菸品之行為。

品使用。
五、菸品贊助：指對任何事

產品」。
(三)現行第二款與第三款移

四、菸品容器：指向消費者
販賣菸品使用之所有包裝

件、活動或個人採取任何
形式之捐助，其直接或間

列為第三款及第四款，
並作文字修正。

盒罐或其他容器。
攜帶已點燃或已啟動使

接之目的或效果在於對不
特定之消費者推銷或促進

三、攜帶已點燃之菸品，即使
並未吸用，仍可能影響他人

第三條
：

用功能之菸品，視為前項第
三款之吸菸。
第二章
捐

菸品健康福利

菸品使用。
第二章 菸品健康福利
捐及菸品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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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未修正。

，因此視為吸菸。
章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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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菸品應徵健康福利捐
，其金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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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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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幣一千元或每千支新臺幣

四、其他菸品：每公斤新臺
幣一千元。

一千元，取其高者。
前項健康福利捐金額，

前項健康福利捐金額，
中央主管機關及財政部應每

中央主管機關及財政部應每
二年邀集財政、經濟、公共

二年邀集財政、經濟、公共
衛生及相關領域學者專家，

衛生及相關領域學者專家，
依下列因素評估一次：

依下列因素評估一次：
一、可歸因於吸菸之疾病，

一、可歸因於吸菸之疾病，
其罹病率、死亡率及全民

其罹病率、死亡率及全民
健康保險醫療費用。

健康保險醫療費用。
二、菸品消費量及吸菸率。

二、菸品消費量及吸菸率。
三、菸品稅捐占平均菸品零

三、菸品稅捐占平均菸品零
售價之比率。

售價之比率。
四、國民所得及物價指數。

四、國民所得及物價指數。
五、其他影響菸品價格及菸

五、其他影響菸品價格及菸
害防制之相關因素。

害防制之相關因素。
第一項金額，經中央主

第一項金額，經中央主
管機關及財政部依前項規定

管機關會商財政部依前項規
定評估結果，認有調高必要

評估結果，認有調高必要時
，應報請行政院核定，並送

時，應報請行政院核定，並
送立法院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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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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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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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主管機關及財政部訂定，
並送立法院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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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其他菸品之菸品健康福利
捐金額，應以菸品計量單位支
數或重量較高者課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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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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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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菸品健康福利捐應用
於全民健康保險之安全準備

第四條第四項 菸品健康福利
捐應用於全民健康保險之安

一、第一項由現行第四條第四
項移列，並酌作文字修正。

、癌症防治、提升醫療品質
、補助醫療資源缺乏地區、

全準備、癌症防治、提升醫
療品質、補助醫療資源缺乏

二、第二項由現行第四條第五
項移列，並酌作文字修正。

罕見疾病等之醫療費用、經
濟困難者之保險費、中央與

地區、罕見疾病等之醫療費
用、經濟困難者之保險費、

地方之菸害防制、衛生保健
、社會福利、私劣菸品查緝

中央與地方之菸害防制、衛
生保健、社會福利、私劣菸

、防制菸品稅捐逃漏、菸農
與相關產業勞工之輔導及照

品查緝、防制菸品稅捐逃漏
、菸農及相關產業勞工之輔

顧；其分配及運作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

導與照顧；其分配及運作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及財政

之。
前項所定醫療資源缺乏

部訂定，並送立法院審查。
第四條第五項 前項所稱醫療

地區及經濟困難者，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資源缺乏地區及經濟困難者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條 菸品健康福利捐由菸
酒稅稽徵機關於徵收菸酒稅

第四條第六項 菸品健康福利
捐由菸酒稅稽徵機關於徵收

時代徵之；其繳納義務人、
免徵、退還、稽徵及罰則，

菸酒稅時代徵之；其繳納義
務人、免徵、退還、稽徵及

依菸酒稅法之規定辦理。

罰則，依菸酒稅法之規定辦
理。

第三章

菸品之管理

本條由現行第四條第六項移列
，內容未修正。

一、本章新增。
二、理由同第二章章名修正說
明二。

第七條

任何人不得製造、輸

一、本條新增。

入、販賣、展示或供應類菸
品，亦不得推銷或促進類菸

二、符合本法類菸品定義之各
種產品，均應依本法不得製

品之使用、或為類菸品製造
或販賣業者宣傳之目的，提

造、輸入、販賣、展示或供
應。

供菸品贊助或為菸品廣告。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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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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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次變更。
二、序文酌作文字修正，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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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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務執行之需，酌修第二款
文字；第一款未修正。

者年齡之方式。
二、開放式貨架或其他可由

者年齡之方式。
二、開放式貨架等可由消費

三、為避免青少年或未曾吸菸
者，漸進式尼古丁成癮，爰

消費者直接取得之方式。
三、每一販賣單位，以少於

者直接取得且無法辨識年
齡之方式。

將第三款之「及」字修正為
「或」字，禁止業者以小包

二十支或其內容物淨重低
於十五公克之包裝方式。

三、每一販賣單位以少於二
十支及其內容物淨重低於

裝或輕量包裝方式販賣菸品
。

但雪茄不在此限。

十五公克之包裝方式。但
雪茄不在此限。

第九條 菸品、品牌名稱及其
容器，不得使用或加註淡菸

第六條 菸品、品牌名稱及菸
品容器加註之文字及標示，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酌修文字，並於但

、低焦油或其他有誤導吸菸
無害健康或危害輕微之虞之

不得使用淡菸、低焦油或其
他可能致人誤認吸菸無害健

書明定本法九十八年一月十
一日修正生效前已使用之品

文字及標示。但本法中華民
國九十八年一月十一日修正

康或危害輕微之文字及標示
。但本法修正前之菸品名稱

牌名稱，不適用之。
三、第二項修正將現行菸品容

生效前已使用之品牌名稱，
不適用之。

不適用之。
菸品容器最大外表正反

器健康警示圖文比率由百分
之三十五增加至百分之八十

菸品容器最大正面及反
面明顯位置處，應以中文標

面積明顯位置處，應以中文
標示吸菸有害健康之警示圖

五。

示吸菸有害健康之警示圖文
及戒菸相關資訊；其標示不

文與戒菸相關資訊；其標示
面積不得小於該面積百分之

得低於該面積百分之八十五
。

三十五。
前項標示之內容、面積

前項警示圖文、戒菸相
關資訊標示之方式、內容、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位置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條 菸品不得使用花香、
果香、巧克力、薄荷口味或

第七條 菸品所含之尼古丁及
焦油，應以中文標示於菸品

一、條次變更。
二、有鑑於兒童及青少年對於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
止使用之添加物。

容器上。但專供外銷者不在
此限。

成癮性物質之警覺低，加味
菸易讓其好奇而接觸或誤以

菸品所含尼古丁、焦油
，不得逾最高含量，並應以

前項尼古丁及焦油不得
超過最高含量；其最高含量

為較無危害而持續使用，故
增訂第一項。

中文標示於菸品容器上。但
專供外銷者，不在此限。

與其檢測方法、含量標示方
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前項尼古丁、焦油之最
高含量、檢測方法、含量標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示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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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菸品製造及輸入業
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

第八條 菸品製造及輸入業者
應申報下列資料：

一、條次變更。
二、按菸品申報目的，在使菸

菸品之下列資料：
一、成分、添加物及其相關

一、菸品成分、添加物及其
相關毒性資料。

品流通於市面時，藉由菸品
相關資訊公開透明化，以降

毒性資料。
二、排放物及其相關毒性資

二、菸品排放物及其相關毒
性資料。

低對消費者健康之危害。於
第二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得

料。
前項申報資料，中央主

前項申報資料，中央主
管機關應定期主動公開；必

要求業者提供原始檢驗紀錄
等資料及業者應予配合之義

管機關應定期主動公開，並
得派員取樣檢查（驗）或要

要時，並得派員取樣檢查（
驗）。

務。

求提供原始檢驗紀錄或其他
相關資料；製造及輸入業者

前二項應申報資料之內
容、時間、程序、檢查（驗

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前二項應申報資料之內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容、時間、程序、檢查（驗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二條

菸品之促銷或廣告

第九條

促銷菸品或為菸品廣

一、條次變更。

，不得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以廣播、電視、電影片

告，不得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以廣播、電視、電影片

二、序文、第二款、第三款及
第五款至第八款酌修文字；

、錄影物、電子訊號、電
腦網路、報紙、雜誌、看

、錄影物、電子訊號、電
腦網路、報紙、雜誌、看

第一款及第四款未修正。
三、酌修第七款規定，禁止以

板、海報、單張、通知、
通告、說明書、樣品、招

板、海報、單張、通知、
通告、說明書、樣品、招

與菸品品牌名稱或商標相同
或近似之名義或形式，贊助

貼、展示或其他文字、圖
畫、物品或電磁紀錄物宣

貼、展示或其他文字、圖
畫、物品或電磁紀錄物為

任何事件、活動或為宣傳，
並增列第九款，禁止以推銷

傳。
二、以採訪、報導介紹菸品

宣傳。
二、以採訪、報導介紹菸品

或促進菸品使用之目的，對
任何事件、活動，或自然人

或假借他人名義之方式宣
傳。

或假借他人名義之方式為
宣傳。

、法人、團體、機構或學校
，為直接或間接捐助等，向

三、以折扣方式銷售菸品或
搭配其他物品作為贈品或

三、以折扣方式銷售菸品或
以其他物品作為銷售菸品

不特定之人推銷或促進菸品
使用之行為，以期周延。

獎品。
四、以菸品作為銷售物品、

之贈品或獎品。
四、以菸品作為銷售物品、

活動之贈品或獎品。
五、以菸品與其他物品包裹

活動之贈品或獎品。
五、以菸品與其他物品包裹

併同銷售。
六、以單支、散裝或分裝方

一起銷售。
六、以單支、散裝或包裝之

式分發或兜售。
七、以相同或近似菸品品牌

方式分發或兜售。
七、利用與菸品品牌名稱或

名稱或商標之名義或形式
，贊助任何事件、活動或

商標相同或近似之商品為
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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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宣傳。
八、以茶會、餐會、說明會

八、以茶會、餐會、說明會
、品嚐會、演唱會、演講

、品嚐會、演唱會、演講
會、體育活動、公益活動

會、體育或公益等活動，
或其他類似方式為宣傳。

或其他方式宣傳。
九、以推銷或促進菸品使用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禁止之方式。

之目的，對任何事件、活
動，或自然人、法人、團
體、機構或學校，為直接
或間接捐助。
十、以多層次傳銷方式促銷
菸品。
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禁止之方式。
第十三條 販賣菸品之場所，
應於明顯處標示第九條第二

第十條 販賣菸品之場所，應
於明顯處標示第六條第二項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前段配合援引之標

項前段、第十六條第一項及
第十七條意旨之警示圖文。

、第十二條第一項及第十三
條意旨之警示圖文；菸品或

示規定條次變更，酌修文字
。

展示菸品或菸品容器，
應以使消費者獲知菸品品牌

菸品容器之展示，應以使消
費者獲知菸品品牌及價格之

及價格之必要者為限。
前二項標示、展示之範

必要者為限。
前項標示與展示之範圍

圍、內容、方式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內容、方式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機關定之。

關定之。

第十四條

營業場所不得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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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條次變更。
二、明定不論營業場所以任何
目的免費供應菸品，皆應在
禁止範圍。

第十五條

任何人不得製造、

第十四條

任何人不得製造、

輸入、販賣、供應、展示或
廣告下列物品：

輸入或販賣菸品形狀之糖果
、點心、玩具或其他任何物

一、與菸品或菸品容器形狀
近似之糖果、點心、玩具

品。

一、條次變更。
二、為避免管制之漏洞，降低
兒童及少年進而接觸菸品之
可能性，增訂為禁止行為類
型。

或其他物品。
二、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
第四章 特定人吸菸行
為之禁止

第三章 兒童及少年、
孕婦吸菸行為之禁止

章次變更，章名酌作文字修正
。

第十六條 未滿二十歲之人及
孕婦，不得吸菸。

第十二條 未滿十八歲者，不
得吸菸。

一、條次變更。
二、為保護未滿二十歲之人身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

孕婦亦不得吸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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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為照顧之人，應禁止未成
年人吸菸。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
際為照顧之人應禁止未滿十

菸年齡提高並將現行第二項
整併於第一項規範。

八歲者吸菸。
第十七條

任何人不得供應菸

第十三條

任何人不得供應菸

一、條次變更。

品予未滿二十歲之人，亦不
得以強迫、引誘或其他方式

品予未滿十八歲者。
任何人不得強迫、引誘

二、為避免兒童或青少年或孕
婦遭受不當菸害，爰將現行

使孕婦或未滿二十歲之人吸
菸。

或以其他方式使孕婦吸菸。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酌予修
正整併，以加強國人菸害防
制觀念。

第五章

吸菸場所之限

制
第十八條

第四章

吸菸場所之限

章次變更，章名未修正。

制
下列場所全面禁止

第十五條

下列場所全面禁止

一、條次變更。

吸菸：
一、各級學校、幼兒園、托

吸菸：
一、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校

二、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為維護學生健康，明定

嬰中心、居家式托育服務
場所及其他供兒童及少年

及其他供兒童及少年教育
或活動為主要目的之場所

各級學校皆應建立學生
拒菸反菸意識並營造無

教育或活動為主要目的之
場所。

。
二、大專校院、圖書館、博

菸學習環境，並增訂幼
兒園、托嬰中心及居家

二、圖書館、博物館、美術
館及其他文化或社會教育

物館、美術館及其他文化
或社會教育機構所在之室

式托育服務場所為全面
禁止吸菸場所，以保護

機構所在之室內場所。
三、醫療機構、護理機構、

內場所。
三、醫療機構、護理機構、

學齡前兒童。
(二)二手菸為被動或非自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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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之環境菸煙，乃分
布最廣且有害之室內空

利機構之室外場所與設有
獨立空調及獨立隔間之室

利機構於設有獨立空調及
獨立隔間之室內吸菸室，

氣污染物，已被世界衛
生組織列為「頭號致癌

內吸菸室，不在此限。
四、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

或其室外場所，不在此限
。

物質」。爰於第十一款
本文增訂酒吧、夜店為

構所在之室內場所。
五、大眾運輸工具、計程車

四、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
構所在之室內場所。

禁菸場所，若未於該場
所內設有獨立空調及獨

、遊覽車、車站及旅客等
候室。

五、大眾運輸工具、計程車
、遊覽車、捷運系統、車

立隔間之室內吸菸室者
，應禁止吸菸。

六、製造、儲存或販賣易燃
易爆物品之場所。

站及旅客等候室。
六、製造、儲存或販賣易燃

七、金融機構、郵局及電信
事業之營業場所。

易爆物品之場所。
七、金融機構、郵局及電信

八、供室內體育、運動或健
身之場所。

事業之營業場所。
八、供室內體育、運動或健

九、教室、圖書室、實驗室
、表演廳、禮堂、展覽室

身之場所。
九、教室、圖書室、實驗室

、會議廳（室）及電梯廂

、表演廳、禮堂、展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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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十、歌劇院、電影院、視聽

、會議廳（室）及電梯廂
內。

歌唱業或資訊休閒業及其
他供公眾休閒娛樂之室內

十、歌劇院、電影院、視聽
歌唱業或資訊休閒業及其

場所。
十一、旅館、商場、餐飲店

他供公眾休閒娛樂之室內
場所。

、酒吧、夜店或其他供公
眾消費之室內場所。但設

十一、旅館、商場、餐飲店
或其他供公眾消費之室內

有獨立空調及獨立隔間之
室內吸菸室，不在此限。

場所。但於該場所內設有
獨立空調及獨立隔間之室

十二、三人以上共用之室內
工作場所。

內吸菸室、半戶外開放空
間之餐飲場所、雪茄館、

十三、其他供公共使用之室
內場所及經各級主管機關

下午九時以後開始營業且
十八歲以上始能進入之酒

公告指定之場所及交通工
具。

吧、視聽歌唱場所，不在
此限。

前項所定禁止吸菸之場
所，應於所有入口處設置明

十二、三人以上共用之室內
工作場所。

顯禁菸標示，並不得供應與
吸菸有關之器物。

十三、其他供公共使用之室
內場所及經各級主管機關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十一
款但書之室內吸菸室，其面

公告指定之場所及交通工
具。

積、設施、設備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設置辦法，由中央主

前項所定場所，應於所
有入口處設置明顯禁菸標示

管機關定之。

，並不得供應與吸菸有關之
器物。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十一
款但書之室內吸菸室；其面
積、設施及設置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九條 下列場所，除吸菸
區外，不得吸菸；未設吸菸

第十六條 下列場所除吸菸區
外，不得吸菸；未設吸菸區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八條第

區者，全面禁止吸菸：
一、圖書館、博物館、美術

者，全面禁止吸菸：
一、大專校院、圖書館、博

一項第一款將大專校院列為
全面禁止吸菸場所，刪除第

館及其他文化或社會教育
機構所在之室外場所。

物館、美術館及其他文化
或社會教育機構所在之室

一項第一款之「大專校院」
等文字。

二、室外體育場、游泳池或
其他供公眾休閒娛樂之室

外場所。
二、室外體育場、游泳池或

外場所。
三、老人福利機構所在之室

其他供公眾休閒娛樂之室
外場所。

外場所。
四、其他經各級主管機關公

三、老人福利機構所在之室
外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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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指定之場所及交通工具
。
前項所定場所，應於所
有入口處及其他適當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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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明顯禁菸標示或除吸菸
區外不得吸菸意旨之標示；

有入口處及其他適當地點，
設置明顯禁菸標示或除吸菸

且除吸菸區外，不得供應與
吸菸有關之器物。

區外不得吸菸意旨之標示；
且除吸菸區外，不得供應與

第一項吸菸區之設置，
應符合下列規定：

吸菸有關之器物。
第一項吸菸區之設置，

一、吸菸區應有明顯之標示
。

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吸菸區應有明顯之標示

二、吸菸區之面積不得大於
該場所室外面積二分之一

。
二、吸菸區之面積不得大於

，且不得設於人員往來必
經之處。

該場所室外面積二分之一
，且不得設於必經之處。

第二十條 第十八條第一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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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禁止吸菸者，不得吸菸。

所有人、負責人或管理人指
定禁止吸菸之場所，禁止吸

孕婦或未滿三歲兒童在
場之室內場所，不得吸菸。

菸。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於孕婦或未滿三歲兒童
在場之室內場所，禁止吸菸
。

第二十一條 於第十八條或第
十九條禁止吸菸場所吸菸或

第十八條 於第十五條或第十
六條之禁菸場所吸菸或未滿

未滿二十歲之人進入吸菸區
，該場所負責人或從業人員

十八歲者進入吸菸區，該場
所負責人及從業人員應予勸

應予勸阻；在場之其他人亦
得予勸阻。

阻。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修正禁菸年齡。

於禁菸場所吸菸者，在
場人士得予勸阻。

第二十二條

直轄市、縣（市

第十九條

直轄市、縣（市）

一、條次變更。

）主管機關對第十八條、第
十九條規定之禁止吸菸場所

主管機關對第十五條及第十
六條規定之場所與吸菸區之

二、配合援引條文條次變更酌
修文字，並增訂場所負責人

與吸菸區之設置及管理事項
，應定期派員檢查；場所負

設置及管理事項，應定期派
員檢查。

或從業人員不得規避、妨礙
或拒絕禁菸場所及吸菸區之

責人或從業人員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第六章 菸害防制教育
及宣導
第二十三條

各機關學校應積

設置管理等檢查。
第五章
宣導
第二十條

菸害之教育及

章次變更，並酌修章名。

各機關學校應積極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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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辦理菸害防制教育及宣導
。

辦理菸害防制教育及宣導。

第二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
指定醫事機構及公益團體提

第二十一條 醫療機構、心理
衛生輔導機構及公益團體得

一、條次變更。
二、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

供戒菸服務，並得予以補助
。

提供戒菸服務。
前項服務之補助或獎勵

醫事機構及公益團體提供戒
菸服務並得予以補助，爰酌

各級主管機關得對前項
績優醫事機構及公益團體予

辦法，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

修第一項文字。
三、增訂第二項，各級主管機

以獎勵。
第一項受指定醫事機構

關得予獎勵辦理戒菸服務績
優之指定醫事機構及公益團

、公益團體之資格、得辦理
之服務範圍、補助之方式及

體。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五條 電視節目、視聽
歌唱、戲劇表演、運動表演

第二十二條 電視節目、戲劇
表演、視聽歌唱及職業運動

一、條次變更。
二、酌修文字，並增訂「其他

或其他表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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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演」不得特別強調吸菸形
象。

第七章
第二十六條

罰

則

第六章

罰

製造或輸入業者

則

章次變更，章名未修正。
一、本條新增。

，有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者，處新臺幣一千

二、定明製造、輸入類菸品之
罰責。

萬元以上六千萬元以下罰鍰
，並令其限期改善、回收、

三、於第二項定明製造或輸入
業者以外之人違反第一項規

銷毀或退運；屆期未改善、
回收、銷毀或退運者，按次

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
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處罰。
製造或輸入業者以外之
人，有前項情形者，處新臺
幣二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
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
回收、銷毀或退運；屆期未
改善、回收、銷毀或退運者
，按次處罰
第二十七條 製造或輸入業者
，有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五條第

二款規定者，處新臺幣一千
萬元以上六千萬元以下罰鍰

一項第二款，規定禁止廣告
之行為態樣，增訂製造、輸

，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按次處罰。

入業者違反該禁止行為之罰
責，除裁處罰鍰外，並令其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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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次處罰。
第二十八條

菸品製造或輸入

第二十六條

製造或輸入業者

一、條次變更。

業者，違反第十二條各款促
銷或廣告方式規定之一者，

，違反第九條各款規定者，
處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二千

二、現行第一項配合修正條文
第十二條，修正引據之條次

處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三千
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

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並按次
連續處罰。

及酌修相關文字後列為修正
條文，提高裁處罰鍰外並增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
處罰。

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
違反第九條各款規定，製作

訂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按次處罰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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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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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十九條

菸品製造或輸入

第二十四條

製造或輸入違反

一、條次變更。

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

第六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
七條第一項規定之菸品者，

一、條次變更。
二、增訂第二項，考量販賣業

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
回收或退運；屆期未回收或

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
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回

者未必知悉所販賣菸品為應
回收或銷毀之指定菸品，若

退運者，按次處罰，違規之
菸品沒入並銷毀之：

收；屆期未回收者，按次連
續處罰，違規之菸品沒入並

因上游業者未盡回收及通知
義務，導致有違規販賣之情

一、違反第九條第一項不得
使用或加註文字或標示之

銷毀之。
販賣違反第六條第一項

形，不宜歸責於販賣業者，
故規定先行限期改善，屆期

規定。
二、違反第九條第二項標示

、第二項或第七條第一項規
定之菸品者，處新臺幣一萬

未改善再行處罰。
三、配合第二項之增訂，現行

面積之規定。
三、違反依第九條第三項所

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定辦法中有關標示之方式
、內容或位置之規定。
四、違反第十條第一項禁止
使用添加物規定。
五、違反依第十條第三項所
定辦法中有關尼古丁、焦
油含量標示方式之規定。
販賣之菸品有前項第四
款情形，經令其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二
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販賣之菸品有第一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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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至第三款或第五款情形
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
萬元以下罰鍰。
第三十條

廣告業或傳播媒體

一、本條新增。

業者，有違反第十五條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者，處新臺幣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五條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第一項定

五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
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

明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製
作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類

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委託製作、傳播或刊載

菸品之罰責。
三、由於目前商業市場銷售型

前項各款廣告者，併處罰廣
告委託人。

態多變，考量委託者對受託
者有決策與影響性，爰於第
二項規定併處罰廣告委託人
。

第三十一條 製造業、輸入業
、廣告業、傳播媒體業者或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製造業、輸入業、廣

廣告委託人以外之人，有違
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

告業、傳播媒體業者或廣告
委託人以外之人，製作廣告

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
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

、接受傳播或刊載類菸品或
未經核定通過健康風險評估

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按次處罰。

審查之指定菸品之罰責。

第三十二條 有違反第十五條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者，處新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五條第

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
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

一項第二款，明訂販賣、展
示類菸品罰則。

、回收、銷毀或退運；屆期
未改善、回收、銷毀或退運
者，按次處罰。
第三十三條

廣告業或傳播媒

第二十六條第二項

廣告業或

體業者，違反第十二條各款
規定，製作菸品廣告或接受

傳播媒體業者違反第九條各
款規定，製作菸品廣告或接

傳播或刊載者，處新臺幣五
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

受傳播或刊載者，處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罰鍰，並按次處罰。

現行第二十六條第二項移列為
本條第一項，並提高罰鍰。

委託製作、傳播或刊載
前項廣告者，併處罰廣告委
託人。
第三十四條

製造業、輸入業

、廣告業、傳播媒體業者或

第二十六條第三項

違反第九

現行第二十六條第三項移列為

條各款規定，除前二項另有

本條，並提高罰鍰，另明定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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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委託人以外之人，違反
第十二條各款促銷或廣告方

規定者外，處新臺幣十萬元
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式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
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按次連續處罰。

其限期改善者，屆期未改善，
得按次處罰。

，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按次處罰。
第三十五條 違反第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未辦理申報，或違

第二十五條 違反第八條第一
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

一、條次變更。
二、菸品製造與輸入業者依規

反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
關申報內容、時間或程序之

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令限期申報；屆期未申報者

定負有申報菸品成分及排放
物等相關資料之作為義務，

規定，或申報之資料虛偽不
實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

，按次連續處罰。
規避、妨礙或拒絕中央

倘未辦理申報，或申報之資
料虛偽不實者，於第一項定

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
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主管機關依第八條第二項規
定所為之取樣檢查（驗）者

明罰則，並提高罰鍰。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一條第

，按次處罰。
規避、妨礙或拒絕中央

，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
萬元以下罰鍰。

二項增訂業者應予配合提供
資料之義務。

第三十六條 製造或輸入第十
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與菸品或

第三十條 製造或輸入業者，
違反第十四條規定者，處新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第三十條第一項及第

菸品容器形狀近似之物品者
，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

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令限期回收；屆期

二項整併為第一項，並調高
罰鍰額度。

五萬元以下罰鍰；販賣、供
應、展示或廣告者，處新臺

未回收者，按次連續處罰。
販賣業者違反第十四條

三、增訂第二項，就違反第一
項之行為除裁處罰鍰外，並

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
鍰。

規定者，處新臺幣一千元以
上三千元以下罰鍰。

應令其限期改善、回收、銷
毀或退運；屆期未改善、回

主管機關依第十一條第二項
所為之取樣檢查（驗）、要
求提供原始檢驗紀錄或其他
相關資料者，處新臺幣二十
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

依前項規定處罰鍰者，
並應令其限期改善、回收、

收、銷毀或退運者，按次處
罰。

銷毀或退運；屆期未改善、
回收、銷毀或退運者，按次
處罰。
第三十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二
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九條

違反第十三條規

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供應類菸品或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列為第一項，修
正如下：
(一)增訂第一款定明其罰責
。

其組合元件。

(二)配合現行第十三條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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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違反第十七條規定，供
應菸品予未滿二十歲之人

變更為修正條文第十七

，或以強迫、引誘或其他
方式使孕婦或未滿二十歲

事由列為第二款，另提

條，並將違反該條規定
高罰鍰額上限。

之人吸菸。
營業場所供應菸品予未

三、增訂第二項規定，於營業
場所供應菸品予未滿二十歲
之人時，處罰該場所負責人

滿二十歲之人，處罰其負責
人。

，其加強從業人員之訓練查
核消費者年齡。

第三十八條 販賣菸品或販賣
菸品之場所，有下列情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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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明本條規範販賣菸品或

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

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販賣菸品場所之違規行為，
另增訂處罰。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
次處罰：
一、違反第八條所定禁止之
方式販賣菸品。
二、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規
定，未於明顯處標示警示
圖文。
三、違反依第十三條第三項
所定辦法中有關標示、展
示之範圍、內容或方式之
規定。
第三十九條

營業場所違反第

十四條規定免費供應菸品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

第二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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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以下罰鍰。
第四十條

禁止吸菸場所，有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四條規
定，酌修文字，另調高罰鍰
額度。

第三十一條

違反第十五條第

一、條次變更。

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場所負
責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

一項或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

二、為符罰責應先規定罰責較
重者，再規定罰責較輕者之

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

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

法制體制，現行第一項、第
二項項次互調。

罰：
一、違反第十八條第二項規

第十六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
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三、增訂第三項，配合修正條
文第十五條規定，增訂使用

定，未於所有入口處設置
明顯禁菸標示或供應與吸

五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
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

菸有關之器物。
二、違反第十九條第二項規

次連續處罰。

定，未於所有入口處及其
他適當地點，設置明顯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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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標示或除吸菸區外不得
吸菸意旨之標示；或於吸
菸區外供應與吸菸有關之
器物。
三、設置吸菸區違反第十九
條第三項規定。
於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
場所或第十九條第一項不得
吸菸之場所吸菸者，處新臺
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
鍰。
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規
定，使用類菸品者，處新臺
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
鍰。
第四十一條

場所負責人或從

一、本條新增。

業人員規避、妨礙或拒絕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

二、增訂場所負責人或從業人
員，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

第二十二條規定所為檢查者
，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

之處罰規定。

元以下罰鍰。
第四十二條

未滿二十歲之人

第二十八條

違反第十二條第

一、條次變更。

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吸
菸，直轄市、縣（市）主管

一項規定者，應令其接受戒
菸教育；行為人未滿十八歲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六條修
正及實務運作，酌修第一項

機關應通知其限期接受戒菸
教育；未婚之未成年者，並

且未結婚者，並應令其父母
或監護人使其到場。

文字，另考量未成年已結婚
者，事實上父母或監護人難

應令其父母或監護人使其到
場。

無正當理由未依通知接
受戒菸教育者，處新臺幣二

以落實使其到場接受戒菸教
育之行政法上義務，故已婚

未滿二十歲之人無正當
理由未依前項通知接受戒菸

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並按次連續處罰；行為人未

之未成年者應自負其到場義
務。

教育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
上一萬元以下罰鍰，並按次

滿十八歲且未結婚者，處罰
其父母或監護人。

處罰；行為人為未婚之未成
年者，處罰其父母或監護人

第一項戒菸教育之實施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
第一項戒菸教育之實施

方式、內容、時數、執行單
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三條

違反本法規定，

經依第二十六條至前條規定

第三十二條

違反本法規定，

經依第二十三條至前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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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變更，並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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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者，得併公布被處分者
及其違法情形。

處罰者，得併公告被處分人
及其違法情形。

第四十四條 本法所定罰則，
除第三十五條規定由中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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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市）主管機關處罰之。

管機關處罰外，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處罰之。

第八章
第四十五條

附

則

依第四條規定徵

第七章
第三十四條

附

則

依第四條規定徵

條次變更，並酌修文字。

章次變更，章名未修正。
一、條次變更。

收之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
用於中央與地方菸害防制及

收之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
用於中央與地方菸害防制及

二、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
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之訂定

衛生保健之部分，由中央主
管機關設置基金，辦理菸害

衛生保健之部分，由中央主
管機關設置基金，辦理菸害

依據，可回歸預算法第二十
一條規定，無重複規定必要

防制及衛生保健相關業務。

防制及衛生保健相關業務。
前項基金之收支、保管

，故刪除第二項規定。

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
第四十六條 本法施行細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五條 本法自公布後六
個月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六年
六月十五日修正條文，除第
四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
定之外，自公布後十八個月
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年
一月十二日修正之第四條條
文，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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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次變更。
二、明定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
院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