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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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3月30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8210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明文等 17 人，鑒於臺灣每年約有二萬七千人死於
菸害，平均每二十分鐘就有一人；三十五歲以上可歸因於吸
菸疾病之經濟成本，每年約新臺幣一千四百四十一億元，占
全國 GDP 之百分之一點零六，顯見菸害對個人、家庭及國家
之影響至為重大，為了加強管制菸品，爰擬具「菸害防制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基於所有菸品及類菸品均有害健康，必須加強管制，為使本法更臻周延，爰參考世界衛生組
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與專家學者、公益團體及民眾之意見，擬具本法修正草案，其修正要
點如下：
一、增訂類菸品定義，依製造之原料與其物理性態及產品之使用方式與菸品區分之，並酌修菸
品及吸菸之定義；另因修正條文第十二條已明定菸品促銷或廣告應予禁止之樣態，爰刪除
菸品廣告及菸品贊助之定義。（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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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第五條）
五、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特定菸品為指定之菸品，業者於製造或輸入前應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健康風險評估審查，經核定通過，始得為之，以強化對新類型菸品之管理；已上架販
售之菸品應於本法修正通過後一年內補辦健康風險評估審查；經依法完成申報之菸品，有
新發現之健康風險時，中央主管機關亦得公告其應於指定期限內申請健康風險評估，並授
權訂定申請健康風險評估之辦法，以強化上市前審查、上市後監視及管控機制，揭露新類
型菸品之健康風險。另規定經扣押或扣留於海關未通過健康風險評估之指定菸品之處置方
式。（修正條文第五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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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修正菸品容器之健康警示圖文比率，應占最大正面及反面面積百分之五十以上。（修正條
文第六條）
七、增訂禁止加味菸品規定。（修正條文第七條）
八、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得要求業者提供菸品之原始檢驗紀錄或其他相關資料，業者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修正條文第八條）
九、增訂禁止以推銷或促進菸品使用之目的，對任何事件、活動，或自然人、法人、團體、機
構或學校，為直接或間接捐助或以相同或近似菸品品牌名稱或商標之名義或形式，贊助任
何事件、活動或為宣傳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九條）
十、增訂非營業場所不得免費提供菸品（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十一、增訂任何人不得製造、輸入、販賣、供應、展示、廣告或使用類菸品及未經核定通過健
康風險評估之公告指定菸品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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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條及第十三條）

提案人：陳明文
連署人：王美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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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害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一條

為防制菸害，維護國

民健康，特制定本法。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防制菸害，維護國

本法與其他法律之適用順序關

民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
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

係須視個案判斷，爰依現行法
制作業體例刪除後段規定。

規定。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現行條文配合第二項之增

：
一、菸品：指全部或部分以

一、菸品：指全部或部分以
菸草或其代用品作為原料

訂列為第一項，各款修正如
下：

菸草或其他含有尼古丁之
天然植物為原料，製成可

，製成可供吸用、嚼用、
含用、聞用或以其他方式

供吸用、嚼用、含用、聞
用或以其他方式使用之紙

使用之紙菸、菸絲、雪茄
及其他菸品。

1.為使本法與菸酒管理
法相關規定趨於一致
，爰納入菸酒管理法

菸、菸絲、雪茄及其他菸
品。

二、吸菸：指吸食、咀嚼菸
品或攜帶點燃之菸品之行

施行細則有關代用品
之規定，酌修第一款

二、類菸品：模仿菸品使用
尼古丁或非尼古丁之電子

為。
三、菸品容器：指向消費者

菸品之定義。
2.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於

或非電子傳送組合物及其
他相類產品。

販賣菸品所使用之所有包
裝盒、罐或其他容器等。

2020 年 發 布 聲 明 指
出，加熱菸是菸品。

三、吸菸：指吸用、嚼用、
含用、聞用或以其他方式

四、菸品廣告：指以任何形
式之商業宣傳、促銷、建

為與國際接軌，加熱
菸之屬性為第一款所

使用菸品之行為。
四、菸品容器：指向消費者

議或行動，其直接或間接
之目的或效果在於對不特

定之「其他菸品」。
(二)增訂第二款如下：

販賣菸品使用之所有包裝
盒罐或其他容器。

定之消費者推銷或促進菸
品使用。

電子煙油之物理性態為
液態，或含、或不含尼

攜帶已點燃或已啟動使
用功能之菸品，視為前項第

五、菸品贊助：指對任何事
件、活動或個人採取任何

古丁，亦常含有各式添
加物，並以電子裝置加

形式之捐助，其直接或間
接之目的或效果在於對不

熱氣化，供人模仿及產
生菸品使用之效果，易

特定之消費者推銷或促進
菸品使用。

誘使未成年人及未曾吸
菸者使用，致生成癮性

三款之吸菸。

第二條

(一)第一款：

。為使電子煙產品，以
及未來可能出現之非電
子傳送組合等產品有管
制法源依據，爰增訂第
二款「類菸品」之定義
，以避免業者藉由改變
目前通用之產品名稱（
如將電子煙改為其他名
稱），或改用非電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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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氣化煙油（如噴霧式
），規避法律之適用。
(三)現行第二款與第三款移
列為第三款及第四款，
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考量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已明定菸品促銷或廣告
之禁止態樣，爰刪除現
行第四款、第五款菸品
廣告及菸品贊助之用詞
定義。
三、攜帶已點燃之菸品，縱未
吸用，已足以影響他人；另
考量第一項第一款菸品之定
義，包括以其他方式使用之
其他菸品，如加熱菸，故攜
帶已啟動使用功能之菸品亦
有併予規範之必要，爰增訂
第二項，將該等行為視為第
一項第三款之「吸菸」，以
適用第四章「特定人吸菸行
為之禁止」、第五章「吸菸
場所之限制」與第七章「罰
則」之規定。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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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原行政院衛生署於一百零
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組織改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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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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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其他菸品態樣不一，
除有以重量為計算單位，亦

一、紙菸：每千支新臺幣一
千元。

一、紙菸：每千支新臺幣一
千元。

有以「支」為計算單位。為
避免支數大於重量，卻以較

二、菸絲：每公斤新臺幣一
千元。

二、菸絲：每公斤新臺幣一
千元。

低之重量課徵健康福利捐，
造成低價菸之情形，爰修正

三、雪茄：每公斤新臺幣一
千元。

三、雪茄：每公斤新臺幣一
千元。

第一項第四款，以菸品計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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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三、第三項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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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第四項酌作文字修正，增
列偏遠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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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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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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菸品健康福利捐應用於
全民健康保險之安全準備、

全民健康保險之安全準備、
癌症防治、提升醫療品質、

癌症防治、提升醫療品質、
補助醫療資源缺乏地區及偏

補助醫療資源缺乏地區、罕
見疾病等之醫療費用、經濟

遠地區、罕見疾病等之醫療
費用、經濟困難者之保險費

困難者之保險費、中央與地
方之菸害防制、衛生保健、

、中央與地方之菸害防制、
衛生保健、社會福利、私劣

社會福利、私劣菸品查緝、
防制菸品稅捐逃漏、菸農及

菸品查緝、防制菸品稅捐逃
漏、菸農與相關產業勞工之

相關產業勞工之輔導與照顧
；其分配及運作辦法，由中

輔導及照顧；其分配及運作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

央主管機關及財政部訂定，
並送立法院審查。

財政部定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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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所定醫療資源缺乏
地區、偏遠地區及經濟困難

主管機關定之。
菸品健康福利捐由菸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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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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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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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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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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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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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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雪茄不在此限。

十五公克之包裝方式。但
雪茄不在此限。

第五條之一 在本國銷售之菸
品，業者應於製造或輸入前

一、本條新增。
二、符合本法菸品定義之各種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健康
風險評估審查，經核定通過

產品，均應依本法予以管制
。

後，始得為之；已上架販售
之菸品應於本法修正通過後

三、為維護國人健康，新菸品
上架銷售前應通過健康風險

一年內補辦健康風險評估審
查；申請健康風險評估審查

評估審查；已上架銷售之菸
品亦須補辦健康風險評估審

，未經核定通過者，限期命
其回收或銷毀並禁止製造、

查。

輸入、銷售。
經向中央主管機關依法
完成申報之菸品有新發現健
康風險時，中央主管機關得
公告指定其應於一定期限內
申請健康風險評估審查，並
應限期命業者回收及停止製
造、輸入。
前二項所定應申請健康
風險評估審查之菸品（以下
稱指定菸品），其健康風險
評估審查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指定菸品經扣押或扣留
於海關者，於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指定後六個月內未申請
健康風險評估審查，或已申
請健康風險評估審查而未經
核定通過者，得由原扣押或
扣留海關逕予銷毀。
前項扣押或扣留於海關
之指定菸品，其攜帶或輸入
者得於該指定菸品經核定通
過健康風險評估審查後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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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內領回；屆期未領回者，
原扣押或扣留海關得逕予銷
毀。
第六條

菸品、品牌名稱及其

第六條

菸品、品牌名稱及菸

一、第一項酌修文字，並於但

容器，不得使用或加註淡菸
、低焦油或其他有誤導吸菸

品容器加註之文字及標示，
不得使用淡菸、低焦油或其

書明定本法九十八年一月十
一日修正生效前已使用之品

無害健康或危害輕微之虞之
文字及標示。但本法中華民

他可能致人誤認吸菸無害健
康或危害輕微之文字及標示

牌名稱，不適用之。
二、世界衛生組織指出，印製

國九十八年一月十一日修正
生效前已使用之品牌名稱，

。但本法修正前之菸品名稱
不適用之。

大幅之菸品容器健康警示圖
文為具經濟性、高曝光率，

不適用之。
菸品容器最大正面及反

菸品容器最大外表正反
面積明顯位置處，應以中文

又能直接接觸吸菸者之宣導
方式，且研究顯示較大之健

面明顯位置處，應以中文標
示吸菸有害健康之警示圖文

標示吸菸有害健康之警示圖
文與戒菸相關資訊；其標示

康警示圖文會使吸菸者更有
拒絕吸菸之動機，爰修正第

及戒菸相關資訊；其標示不
得低於該面積百分之五十。

面積不得小於該面積百分之
三十五。

二項規定，將現行菸品容器
健康警示圖文比率由百分之

前項警示圖文、戒菸相
關資訊標示之方式、內容、

前項標示之內容、面積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三十五增加至百分之五十。

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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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菸品所含尼古丁、焦
油，不得逾最高含量，並應

第七條 菸品所含之尼古丁及
焦油，應以中文標示於菸品

一、新增第三項及第四項。
二、加味菸係於菸品中加入花

以中文標示於菸品容器上。
前項尼古丁、焦油之最

容器上。但專供外銷者不在
此限。

香、果香、巧克力等口味，
降低初試者嘗試第一口菸之

高含量、檢測方法、含量標
示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前項尼古丁及焦油不得
超過最高含量；其最高含量

菸嗆味，使兒童及少年更容
易上癮，上癮時間可從一年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與其檢測方法、含量標示方
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縮短為半年至數個月。
三、目前美國及加拿大皆已禁

菸品不得使用花香、果
香、巧克力口味或其他經中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止薄荷菸以外之加味菸，爰
增訂第一項規定，並為因應

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使用之
添加物。

業者就添加物推陳出新，授
權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禁用

菸品專供外銷者，不受
第一項與第三項之限制。

其他之添加物。

第八條 菸品製造及輸入業者
，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菸

第八條 菸品製造及輸入業者
應申報下列資料：

一、按菸品申報目的，在使菸
品流通於市面時，藉由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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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資訊公開透明化，以降
低對消費者健康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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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第
三項未修正。

料。

前項申報資料，中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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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申報資料，中央主
管機關應定期主動公開，並

管機關應定期主動公開；必
要時，並得派員取樣檢查（

得派員取樣檢查（驗）或要
求提供原始檢驗紀錄或其他

驗）。
前二項應申報資料之內

相關資料；製造及輸入業者
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容、時間、程序、檢查（驗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前二項應申報資料之內
容、時間、程序、檢查（驗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九條 菸品之促銷或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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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第一項第九款，現行
第九款移列為第十款，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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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修正。
二、在現行條文未明定下，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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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以菸草公司名義贊助或舉
辦各項活動，企圖增加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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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出及改變兒童、青少年對
菸草公司之認知，另司法院

畫、物品或電磁紀錄物宣
傳。

畫、物品或電磁紀錄物為
宣傳。

釋字第七九四號解釋針對限
制菸品業者顯名贊助活動，

二、以採訪、報導介紹菸品
或假借他人名義之方式宣

二、以採訪、報導介紹菸品
或假借他人名義之方式為

業認為本法限制菸品廣告或
避免菸品業者假贊助之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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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銷之實之相關規定並未違
背法律明確性原則、憲法保

搭配其他物品作為贈品或
獎品。

以其他物品作為銷售菸品
之贈品或獎品。

障言論自由與平等權之意旨
，爰酌修第七款規定，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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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與菸品品牌名稱或商標相
同或近似之名義或形式，贊

五、以菸品與其他物品包裹
併同銷售。

五、以菸品與其他物品包裹
一起銷售。

助任何事件、活動或為宣傳
，並增列第九款，禁止以推

六、以單支、散裝或分裝方
式分發或兜售。

六、以單支、散裝或包裝之
方式分發或兜售。

銷或促進菸品使用之目的，
對任何事件、活動，或自然

七、以相同或近似菸品品牌
名稱或商標之名義或形式

七、利用與菸品品牌名稱或
商標相同或近似之商品為

人、法人、團體、機構或學
校，為直接或間接捐助等，

，贊助任何事件、活動或
為宣傳。

宣傳。
八、以茶會、餐會、說明會

向不特定之人推銷或促進菸
品使用之行為，以期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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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或公益等活動，

會、體育活動、公益活動
或其他方式宣傳。

或其他類似方式為宣傳。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九、以推銷或促進菸品使用
之目的，對任何事件、活

告禁止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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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或自然人、法人、團
體、機構或學校，為直接
或間接捐助。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禁止之方式。
第十一條

營業場所與非營利

場所不得免費供應菸品。

第十一條

營業場所不得為促

基於菸品有害健康，不論營業

銷或營利目的免費供應菸品
。

場所以任何目的免費供應菸品
，皆應在禁止範圍，爰酌作文
字修正。

第十二條

未滿二十歲之人及

第十二條

未滿十八歲者，不

一、一百零六年國人吸菸行為

孕婦，不得吸菸。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

得吸菸。
孕婦亦不得吸菸。

調查顯示，超過百分之八十
二之吸菸者在二十歲前即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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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吸菸，有百分之五十四點
八之吸菸者會在十八歲後開

八歲者吸菸。

始有吸菸習慣。十八歲至二
十歲吸菸率（百分之五點一
）為十五歲至十七歲吸菸率
（百分之一點五）之三倍以
上。顯示十八歲至二十歲期
間，是成為規律吸菸者之關
鍵時期，提高禁止吸菸年齡
至二十歲，可有效保護青少
年健康。
二、現行第三項酌作文字修正
，移列為第二項。

第十三條

任何人不得供應菸

第十三條

任何人不得供應菸

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二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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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未滿二十歲之人及孕婦吸
菸，爰將現行第一項及第二項

使孕婦或未滿二十歲之人吸
菸。

或以其他方式使孕婦吸菸。

規定酌予修正整併，以加強國
人菸害防制觀念，並保護未滿
二十歲之人

第十四條

任何人不得製造、

第十四條

任何人不得製造、

一、現行規定未明文禁止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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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或廣告與菸品或菸品
容器形狀近似之糖果、點心

一、與菸品或菸品容器形狀
近似之糖果、點心、玩具

品。

、玩具或其他物品，為避免
管制之漏洞，降低兒童及少

或其他物品。
二、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

年進而接觸菸品之可能性，
爰增訂為禁止行為類型，並

三、未依第七條第一項或第
二項規定，經核定通過健

將現行有關規範對象及禁止
行為類型列為修正條文第一

康風險評估審查之指定菸

項序文，所定之物品列為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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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或其必要之組合元件。
任何人不得使用類菸品

項第一款。
二、考量類菸品存在各種已知

及前項第三款之指定菸品。

與未知之健康危害，及未來
可能以各種名稱、添加物、
使用方式上市，為保護國民
健康，爰增訂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禁止類菸品或其組合
元件之製造、輸入、販賣、
供應、展示或廣告。
三、未依規定核定通過健康風
險評估審查之指定菸品，應
禁止其製造、輸入、販賣、
供應、展示或廣告，爰增訂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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