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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新型態菸品開始流通於市場，其中以電子煙

與加熱式菸品最具有代表性。在過去幾年中，對於新

興菸品之探討，已促使菸害防制法修法草案之產生，

惟當前政策對於此種新興菸品採取之態度仍十分模

糊，似禁止加熱式菸品進口臺灣，然禁止此等菸品製

造、進口或使用之依據為何？仍有探討空間；再者，

現行法規對於新興菸品之管制依據，包括菸酒管理

法、菸害防制法與藥事法等，此等法律規範與新興菸

品之關係為何，亦有詳究餘地。本文基於傳統菸品、

電子煙與加熱式菸品三者之關係，相互比較其異同

後，再進一步探討未來對於新興菸品中之加熱式菸品

應採如何之管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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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us new types of tobacco products are being released 
into the market recent years. Among them, heated tobacco 
products (HTPs) ar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Regulations 
of HTPs are still vague in Taiwan. It seems that HTPs are 
prohibited under current policy; however, it’s unclear that 
how to make HTPs fit into existing regulatory schemes. 
It’s necessary to discuss further the regulations that ban 
the manufacture, import, and use of HTPs. Moreover, 
new types of tobacco products are currently regulated 
under Tobacco and Wine Management Act, Tobacco 
Hazards Prevention Act, and Pharmaceutical Affairs Law.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ose existing laws and new types 
of tobacco products need more detailed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traditional cigarettes, electronic cigarette 
(e-cigarette) and HTPs, the future regulatory policies on 
HTPs will be discussed further this article.

壹、前言

近年來，除傳統菸品外，新興菸品亦漸漸出現於平日生

活當中，菸商多以「協助戒菸」或「對健康影響較小」等理

由，吸引消費者使用新興菸品。然而，新興菸品是否真有協助

戒菸之實際效果，或相較於傳統菸品，是否對於人體健康較無

危害，目前並無定論1。

1  2018年5月，荷蘭國家公共衛生暨環境研究院指出，加熱式菸品對於
短期與長期的健康影響在研究上尚未能有定論。劉志原，【加熱菸亂
象5】衛福部封殺加熱菸　要求加強查緝，鏡週刊，2019年7月18日
報導，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90718inv001/（瀏覽日
期：2019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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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英國報導指出，英國青年誤以為使用新興菸品中的電

子煙較無危害，沒想到長期使用竟造成肺塌陷，並使其肺部

出現許多小黑點2；在美國，亦出現電子煙之使用者因使用電

子煙而引發神秘肺部疾病，且已導致18人死亡，可能病例則

超過1000起，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呼籲人們停止吸食電子煙3。由

以上案例可知對於新興菸品之管制態度將嚴重影響民眾的健康

安全，相關之法政策研擬不可不慎。

在臺灣，菸品管制問題近半年來則有國安局私菸事件引

起熱議4，該起事件背後所彰顯的，無非是菸品管制的價量關

係5，蓋因臺灣在減少菸害之管制策略上，係採取以健康福利

捐之方式增加菸品價格，冀望達到以價制量之效果6；惟菸品

消費需求仍然存在，吸菸者便可能改採取其他方式或是使用其

他替代產品，來滿足其菸癮。上述對於菸品採取以價制量的管

制策略，與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於2003年5月第56屆世界衛生大會所通過之「世界衛生組織菸

2  聯合新聞網，天真以為電子煙比香菸「健康」　男肺塌陷還出現小黑
點，2019年8月8日報導，https://udn.com/news/story/7266/3978264
（瀏覽日期：2019年12月12日）。

3  吳康寧，CDC升高示警　電子菸相關疾病全美奪18命，中央廣播
電臺，2019年10月4日報導，https://www.rti.org.tw/news/view/
id/2036680（瀏覽日期：2019年12月12日）。

4  張宏業、賴佩璇，國安局官員走私菸品　深夜移送北檢複訊，
聯合新聞網，2019年7月22日報導，h t tps : / / udn .com/news /
story/6656/3944961（瀏覽日期：2019年12月15日）。

5  從財政部資料顯示，2017年菸品稅捐調漲，該年私菸查獲量高達2086
萬包，較前一年暴增兩倍以上。鄭椲樵，翻開菸品稅捐筆記本：台
灣如何淪為走私天堂？風傳媒，2018年12月28日報導，https://www.
storm.mg/article/765294（瀏覽日期：2019年12月12日）。

6  調整菸捐能有效降低成人吸菸率，並減少紙菸消費量。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菸害防制組，提高菸品稅捐是降低青少年吸菸率的最有效
的策略　菸捐依法定用途，專款專用！！，https://www.hpa.gov.tw/
Pages/Detail.aspx?nodeid=1133&pid=2616（瀏覽日期：2019年1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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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控制框架公約」（WHO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下稱WHO FTCT）第6條中，以價格與稅收措施來減

少菸草需求之要求相互呼應。

目前臺灣常見之新興菸品，以電子煙與加熱式菸品較具有

代表性，且因電子煙產品已積累許多使用者，故相關文獻就管

制策略之研擬，對於電子煙產品有較多著墨，而目前電子煙於

臺灣現行法下可受藥事法或菸害防制法之管制7。

至於加熱式菸品亦屬於目前新興菸品的種類之一，其對於

人體之影響未有定論，是否該開放進口，亦或是採取與電子煙

相同之管制方式，值得觀察。目前暫以海關查扣方式禁止加熱

式菸品入境8，故可知主管機關似採取全面禁止加熱式菸品之

態度，但此等並無法律依據之做法仍非長久之計，本文嘗試以

臺灣現行藥事法、菸害防制法管制之方式作為論述基礎，探討

於現行法對於菸品之定義、對菸品之管制是否及於加熱式菸

品；再者，對於加熱式菸品管制之方式又應如何，亦為本文欲

探討之主題。

貳、傳統菸品、電子煙與加熱式菸品之定義與差異

一、傳統菸品、電子煙與加熱式菸品之定義

菸害防制法第2條第1款對於菸品之定義為：「菸品：指

全部或部分以菸草或其代用品作為原料，製成可供吸用、嚼

用、含用、聞用或以其他方式使用之紙菸、菸絲、雪茄及其他

7  王晨桓，我國對電子煙之修法芻議─以行政管制角度為中心，治未
指錄：健康政策與法律論叢，6期，2018年1月，1-18頁。

8  楊毅，海關沒收加熱菸於法無據　財政部：不修法解套恐面臨國
賠問題，上報，2019年5月1日報導，https://www.upmedia.mg/
news_info.php?SerialNo=62194（瀏覽日期：2019年8月8日）；
吳靜君，加熱式菸品仍未被納管　查獲、未申報海關繼續沒入，
ETtoday新聞雲，2019年7月18日報導，https://www.ettoday.net/
news/20190718/1493415.htm（瀏覽日期：2019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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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品。」本文以下基於上開規定之定義，針對傳統菸品、電子

煙與加熱式菸品為比較。

所謂之電子煙（electronic cigarette），包含主機、霧化

器、電池與菸油9，其原理為透過可充電鋰電池供電，經由電

流通過霧化模擬吸菸時產生似煙霧，但其實是蒸氣的形式供應

尼古丁給使用者之產品10。

所謂加熱式菸品（heated tobacco products），則係由菸

草柱、支撐器與充電器三部分所組成，透過裝置將菸草柱加

熱約至350°C，使菸草柱產生含尼古丁的氣霧以供人吸食之

產品11。針對加熱式菸品IQOS，行政院衛生福利部2016年8月

22日國健教字第1050005125號函說明欄第二項載明：「iQOS

係屬電熱式菸草系統（EHTS），主要由（一）電熱式菸草產

品；（二）支撐器；（三）充電器組成。該菸草產品係將特選

之菸草磨成特定大小之精細粉末，並混合水、黏合劑及吸濕劑

成為均質混合物或漿料。」

二、傳統菸品、電子煙與加熱式菸品之差異

（一）傳統菸品與電子煙之差異

有論者認為，基於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於2009年間對

於電子煙產品管理相關問題諮詢會議紀錄內容，菸害防制法

第2條菸品之概念內涵，應該係指「全部或部分以菸草或其代

9  洪嘉翎，台灣公共衛生規制之法政策研究：以電子煙為例，臺北醫學
大學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年，13-14頁。

10  郭柏瑜、陳志道、施培艾，淺談電子煙，家庭醫學與基層醫療，32卷
1期，2017年1月，22頁。

11  羊正鈺，菸界的都市傳說：加熱菸能幫助戒菸？水菸能過濾尼古
丁？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2019年3月8日報導，https://www.
thenewslens.com/article/114899（瀏覽日期：2019年12月12日）。立
法院第9屆第6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7次全體委員會議，
菸品（含加熱菸、電子煙與其他菸品）健康危害探討及各種戒菸方式
成效評估（書面報告），2018年10月18日，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