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市電子煙危害防制自治條例草案總說明 

電子煙是全球新興健康危害議題，目前已知約有七千種化學成分被

使用於電子煙油，歐盟檢驗發現電子煙含有超過四十一種有害物質，容

易引起肺部發炎、過敏與產生哮喘，且發生心肌梗塞的機率增加二倍；

暴露於二手煙，會誘發氣喘、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及與加重肺部疾病。

電子煙中的化學成分尼古丁會刺激眼球，恐導致嚴重併發症，如青光眼、

視網膜病變。國外亦查出含有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案例，且有爆炸的

風險，高度危害使用者及周遭人員健康。 

電子煙肺傷害個案已擴及全球，加拿大、英國、菲律賓、比利時等

相繼爆出案例，美國自二 0一九年八月起傳出疫情後，通報確診病例已

達二千人以上，病例年齡為十三歲至七十五歲，平均年齡二十四歲，百

分七十九病患的年齡在三十五歲以下。其中四十二人死亡，死亡案列最

小為十七歲。目前美國高中生每四位就有一位吸食電子煙。另根據北卡

衛生廳的報告顯示，就讀高中使用電子煙的學生，在二 0一七年成長近

九倍，而中學生則增加了六倍。依據國民健康署調查，國、髙中學生使

用率在一百零七年推估超過三萬八千位國、高中學生正在使用電子煙，

顯示電子煙已危害兒童及青少年健康。根據二 0一六年小兒科雜誌

(Pediatrics)之世代追蹤調查發現，青少年若曾在二年內吸過電子煙，

其嘗試一般菸品機會為未吸過電子煙青少年之六倍，依美國、韓國的經

驗顯示，若未有效電子煙將導致吸食率急劇增加，而這趨勢一旦開始，

將難以逆轉。 

二 0一九年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應從嚴禁止或限制電子煙的製造、

輸入、販賣、展示及使用。美國麻薩諸塞州、密西根州、紐約州、加州

已相繼宣布禁止，另印度、馬來西亞、韓國、菲律賓等國家亦將陸續禁

止電子煙。國內現行菸害防制法未對電子煙及加熱式菸品明確定義，造

成國內對該類產品的監管制度不明確。依兒童權利公約所揭示保護兒少

健康權之立場，加強管制電子煙及加熱式菸品具有必要性及正當性。為

填補菸害防制法修法前之空窗期，加強對電子煙及加熱式菸品防制作為

有所依循，參考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與專家學者、公益團體及民眾之意



見，爰擬具「嘉義市電子煙危害防制自治條例」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本自治條例之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電子煙、吸食電子煙及與電子煙相關之器物及加熱式菸品之定義。（草

案第二條） 

三、本條例之主管機關、主辦機關及各權責機關。（草案第三條） 

四、電子煙或與電子煙相關之器物，除依法取得藥品許可證或醫療器材

許可證者，適用各該法律之規定外，任何人不得製造、輸入、販賣、

展示、廣告。（草案第四條） 

五、未滿十八歲不得吸食電子煙或持有電子煙或與電子煙有關之器物。

(草案第五條) 

六、任何人不得販賣、交付或供應電子煙或與電子煙有關之器物予未滿

十八歲者。(草案第六條) 

七、禁止使用電子煙之場所，以防範電子煙對他人之傷害。 (草案第七

條、草案第八條) 

八、禁煙場所負責人及從業人員制止吸食電子煙行為義務。(草案第九條) 

九、違反本自治條例之罰則。(草案第十條、草案第十二條) 

十、未滿十八歲吸食電子煙者，應接受電子煙防制宣導教育。(草案第十

一條) 

十一、加熱式菸品之管制及處罰準用本自治條例有關規定。(草案第十三

條) 

十二、本自治條例公布日施行。(草案第十四條) 



嘉義市電子煙危害防制自治條例草案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嘉義市 (以下稱本市)為防制電

子煙之危害，並維護兒童及少年健康，

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揭櫫本自治條例之目的。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電子煙：指供人以類似吸食菸品之

方式使用之電子裝置。 

二、吸食電子煙：指吸食電子煙或持有

已啟動電子煙之行為。 

三、與電子煙相關之器物：指專用於電

子煙之零組件及電子煙使用之物質

或液體。 

四、加熱式菸品: 指透過加熱但不燃燒

菸品之方式，藉以釋放氣霧供人使

用菸品之產品。 

一、鑒於電子煙係以電子方式釋放含甲

醛、乙醛、重金屬(鎳，錫和鉛等)及

其他化學物質之氣霧，製造或形成類

似菸品體驗效果之產品，惟鑒於足使

人模仿菸品使用之新型態物品層出不

窮，為避免釋放煙霧與否造成執法疑

義，爰定義電子煙為供人以類似吸食

菸品之方式使用之電子裝置。 

二、第二款為避免執行發生困擾，將雖未

吸食，但持有已啟動電子煙之行為亦

列為吸食電子煙行為。 

三、電子煙業者常利用化整為零方式，企

圖規避查緝，造成執法實務上困難。

為解決此問題，爰第三款明確定義與

電子煙相關之器物。 

四、考量非傳統菸品相關產品的科技發展

日異月新，亦有採用碳加熱（非電子

加熱）方式之產品，爰於第三款明定

加熱式菸品定義，以收全面納管之效。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以嘉義市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為主管機關，主辦機關為嘉

義市政府衛生局。各機關權責劃分如下： 

一、本府衛生局：辦理違反本自治條例

之裁處與管理。 

二、本府教育處：辦理本市所屬國民中

小學電子煙之防制宣導教育。 

三、本府警察局：辦理校外未滿十八歲

者吸食電子煙或持有與電子煙相關

器物之調查筆錄及現場採證等事

項。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主辦機關及

各機關(單位)權責。 

 

第四條  除依法取得藥品許可證或醫療 研究指出電子煙對健康傷害並不亞於傳統



器材許可證者，適用各該法律之規定

外，任何人不得製造、輸入、販賣、展

示、廣告電子煙或與電子煙相關之器

物。 

菸品，若含有尼古丁，上癮程度恐與傳統

菸品同樣，縱不含尼古丁，亦可能含有甲

醛、乙醛等多種有致癌風險之化學物質，

更可能傷害呼吸系統，且國外亦有多起爆

炸案例；電子煙肺傷害個案已擴及全球，

美國自二 0一九年八月起傳出疫情後，通

報確診病例已達二千人以上，其中四十二

人死亡，死亡案列最小為十七歲，加拿大、

英國、菲律賓、比利時等也都相繼爆出案

例。美國麻州、密西根州、紐約州、加州

已相繼宣布禁止，另印度、馬來西亞、韓

國、菲律賓等國家亦將陸續禁止電子煙。

另依二 0一九年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應從

嚴禁止或限制電子煙的製造、輸入、販賣、

展示及使用，爰規定任何人不得製造、輸

入、販賣、展示、廣告電子煙或與電子煙

相關之器物。 

第五條  未滿十八歲者，不得吸食、持有

電子煙或與電子煙相關之器物。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為照顧之

人應禁止未滿十八歲者為前項之行為。 

 

ㄧ、電子煙肺傷害個案已擴及全球，美國

自二 0一九年八月起傳出疫情後，通

報確診病例已達二千人以上，其中四

十二人死亡，死亡案列最小為十七

歲，參考菸害防制法第十二條第一項

之規定，明定未滿十八歲者，不得吸

食電子煙，又為避免兒童或少年接觸

電子煙，明定未滿十八歲者，於本市

禁止持有電子煙或與電子煙相關之器

物，明定第一項。 

二、參照菸害防制法第十二條第三項，明

定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為照顧之人應

負起管教之責，明定第二項。 

第六條  任何人不得販賣、交付或供應電

子煙或與電子煙相關之器物予未滿十八

歲者。 

 

參考菸害防制法第十三條第一項及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三條第三項

規定，明定任何人不得販賣、交付或供應

電子煙或與電子煙相關之器物予未滿十八

歲者，以杜絕電子煙危害兒童及少年。 

第七條  本市下列場所全面禁止吸食電子

煙： 

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他供兒童及

一、研究顯示，暴露於二手煙，會誘發氣

喘、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及與加重

肺部疾病，電子煙中的化學成分尼古



少年教育或活動為主要目的之場

所。 

二、大眾運輸工具、計程車、遊覽車、

捷運系統、車站及旅客等候室。 

三、製造、儲存或販賣易燃易爆物品之

場所。 

四、教室、圖書室、實驗室、表演廳、

禮堂、展覽室、會議廳(室）及電梯

廂内之室內場所。 

五、金融機構、郵局及電信事業之室內

營業場所。 

六、醫療機構、護理機構、其他醫事機

構及社會福利機構之室內場所。 

七、大專校院、圖書館、博物館、美術

館及其他文化或社會教育機構之室

内場所。 

八、供體育、運動或健身之室内場所。 

九、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之室内場

所。 

十、歌劇院、電影院、視聽歌唱業或資

訊休閒業及其他供公眾休閒娛樂之

室内場所。 

十一、旅館、商場、餐飲店或其他供公

眾消費之室内場所。 

十二、三人以上共用之室内工作場所。 

十三、其他供公共使用之室内場所及經

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場所及交通工

具。 

前項所定場所，應依菸害防制法規定，於

所有入口處設置明顯禁菸標示。 

丁會刺激眼球，恐導致嚴重併發症，

如青光眼、視網膜病變。爰參考菸害

防制法第十五條之規定，明定公共場

所中出入人口眾多、停留時間較長、

空間密閉者等為禁止吸食電子煙之場

所，以防範電子煙對他人之危害。 

二、為落實本條場所全面禁菸之目的，爰 

明定第二項規定應依菸害防制法規

定，於所有入口處設置明顯禁菸標

示，以臻明確。 

第八條  下列場所除依菸害防制法規定之

吸菸區外，不得吸食電子煙；未設吸菸

區者，全面禁止吸食電子煙： 

一、大專校院、圖書館、博物館、美術

館及其他文化或社會教育機構之室

外場所。 

二、室外體育場、游泳池或其他供公眾

休閒娛樂之室外場所。 

已依菸害防制法第十六條設置吸菸區者，

吸食電子煙者應於該吸菸區內吸食電子

煙，以有效區隔，保障不吸食電子煙民眾

之健康權益。 

 



三、老人福利機構所在之室外場所。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場所。 

前項所定場所，應依菸害防制法規

定，於所有入口處設置明顯禁菸標示。 

第九條  於第七條或第八條之禁煙場所吸

食電子煙者，該場所負責人及從業人員

應予勸阻。 

於禁煙場所吸食電子煙者，在場人士得

予勸阻。 

參考菸害防制法第十八條規定，各禁煙場

所負責人及從業人員有義務確保進入其場

所之人遵守禁菸規定及防範電子煙對他人

之傷害。 

第十條 違反第四條、第六條規定者，處新

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令其停止營業一定期間。 

 

違反第四條、第六條規定，明定其罰鍰額

度，並調高裁處金額上限至新臺幣十萬元

以下罰鍰，對擅自營業者，並得令其停止

營業一定期間，以有效遏止違法行為。 

第十一條  違反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者，應

令其接受電子煙危害防制宣導教育；未

滿十八歲且未結婚者，並應令其父母或

監護人督促其到場。 

無正當理由未依通知接受電子煙危

害防制宣導教育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

上一萬元以下罰鍰；未滿十八歲且未結

婚者，處罰其父母或監護人。 

前項電子煙危害防制宣導教育準用

戒菸教育實施辦法。 

 

ㄧ、參考菸害防制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

定，對於未滿十八歲且未結婚者之吸

食電子煙行為，慮及其仍無完全行為

能力，仍有由父母或監護人善盡親權

行使及監護義務必要，為落實電子煙

防制宣導教育使其不再吸食電子煙，

爰並規定應令其父母或監護人督促其

到場，爰定第一項。 

二、參考菸害防制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

定，為避免未滿十八歲者不依規定接

受戒菸教育，處以罰鍰規定。如係未

滿十八歲且未結婚者，考慮其智識及

資力，不宜處以罰鍰，而應追究其父

母或監護人未善盡親權行使及監護之

義務，爰規定處罰其父母或監護人，

爰定第二項。 

三、 電子煙防制宣導教育準用戒菸教育實

施辦法之相關規定，爰定第三項。 

第十二條 違反第七條、第八條規定者，處

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禁煙場所吸食電子煙之處罰。 

第十三條  加熱式菸品之管制及處罰準用

本自治條例有關規定。 

一、世界衛生組織二 0一九年「全球菸草

流行報告」已經聲明沒有證據顯示加

熱式菸品危害較小，加熱式菸品所宣



稱具減害效果，將混淆、誤導消費者，

同時也易使青少年在未獲得正確知識

的狀況下，嘗試使用加熱式菸品。根

據美國、加拿大、英國聯合研究顯示，

十六歲至十九歲的青少年百分之二十

九點一想嘗試電子煙，百分之二十五

點一想嘗試加熱式菸品，百分之十九

點三想嘗試菸草，所以加熱式菸品對

青少年吸引力比菸草還高。 

二、目前加熱式菸品長期危害未知，屬性 

亦未定，為因應菸害防制法中未規範

加熱式菸品之防制方式，造成執法實

務上困擾，並避免產品吸引青少年及

非吸菸者，增加尼古丁成癮人口，爰

規定加熱式菸品適用本條例與電子煙

有關之規定。 

第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後六個月施

行。 

本自治條例施行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