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刑人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受 刑 人與被告吸菸管理及 受刑人吸菸管理及戒菸獎 本辦法就受刑人及被告之
戒菸獎勵辦法
勵辦法
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事項
併為規範，爰修正本辦法名
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監獄行 第一 條 本辦法依監獄行 配合本辦法名稱修正，並依
刑法第四十八條第三項及 刑法第四十七條第三項規 監獄行刑法第四十八條第
羈押法第四十三條第三項 定訂定之。
三項及羈押法第四十三條
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機關：指法務部矯正
署所屬監獄或看守
所，及監獄設置之分
監、女監，看守所設
置之分所、女所。
二、收容人：指受刑人或
受羈押被告。

第三項之授權規定，修正本
辦法之授權依據。
一、本條新增。
二、本辦法之用詞定義。

三、機關人員：指第一款
機關之戒護、教化、
輔導、衛生醫療人員。
第 三 條 對於新入機關之
收容人，機關應就其吸菸
習慣、戒菸意願及是否有
第五條應禁止其吸菸之情
形，加以調查，並作成紀
錄。
收容人入機關後，如

一、本條新增。
二、為儘量區隔吸菸者及不
吸菸者之生活環境，並
妥適安排收容人吸菸管
理及戒菸獎勵等處遇事
項，機關對於新入機關
之收容人應實施調查，

變更吸菸習慣或有戒菸意
願者，機關人員得依職權，
或依收容人所提出之說明

以了解其吸菸習慣、戒
菸意願及有無機關應禁
止其吸菸之情形，以為

予以記錄，作為處遇之審
酌。

收容人配住舍房、作業、
參與課程或輔導等處遇

之參考，爰為第一項規
定。
三、為了解收容人個別需
求，適時調整其處遇事
項，爰於第二項規定。
第 四條 有吸菸習 慣之 收 第二 條 年滿十八歲有吸 一、條次變更。
容人應依本辦法規定，於 菸習性之受刑人（以下簡 二、參 酌 菸 害 防 制 法 第 十
機關指定之時間、處所吸 稱受刑人）
，得依本辦法規
二條第一項規定，未滿
菸。
定適度吸菸。
十八歲者，不得吸菸。
本辦法修正條文第五
條第二款亦已規範機
關應依菸害防制法規
定禁止未滿十八歲者
吸菸。另按監獄行刑法
第四條第六項及羈押
法第三條第四項規定，
少年受刑人矯正教育
之實施及少年被告羈
押相關事項，優先適用
其他法律（如少年矯正
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
通則、少年觀護所設置
及實施通則或立法後
之少年專法），爰刪除
「年滿十八歲」文字。
另配合本辦法名稱修
正並依監獄行刑法第
四十八條第二項及羈
押法第四十三條第二
項規定，酌修本條文
字，以資明確。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菸， 一、本條刪除。
限於合法販賣之捲菸。

二、有關菸之定義，業已涵
括於修正條文第八條第
一項規定，爰予刪除。

第四 條 受刑人得於三餐 一、本條刪除。
後三十分鐘及其他指定時 二、有關機關指定收容人吸
間內，在指定處所吸菸。
菸時間及處所之規定，

各監獄應斟酌吸菸人

業已涵括於修正條文第

數、吸菸習性、監獄設備
及管理需要等因素，指定
前項吸菸時間及處所。

六條及第七條規定，爰
予刪除。

第五 條 受刑人因違反紀 一、本條刪除。
律停止戶外活動或於隔離 二、配合監獄行刑法第八十
考核期間，不得吸菸。
六條第一項規定，業已
刪除「停止戶外活動」
之懲罰種類，並考量監
獄為調查受刑人違規事
項，對相關受刑人施以
必要區隔期間，其處遇
仍應與其他受刑人一
致，爰予刪除。
第 五 條 收容人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應禁止其吸
菸：
一、懷胎期間。
二、依菸害防制法規定應
禁止吸菸。
三、依監獄行刑法、羈押
法或其他矯正法規規
定應禁止吸菸。

一、本條新增。
二、收容人經機關調查有懷
胎、依菸害防制法或矯
正法規應禁止吸菸之
情形，機關應禁止其吸
菸。機關依監獄行刑法
第八十六條第一項及
羈押法第七十八條第
一項規定對收容人施
以停止使用自費購買
之非日常生活必需品
或移入違規舍懲罰執
行期間，或依監獄行刑
法第二十三條及羈押
法第十八條規定將收
容人收容於保護室期
間，機關對收容人之非
日常生活必需品有管
制之必要，爰為第二款
規定。

第六條 機關病舍、監獄附
設之病監及有孕婦或未滿
三歲兒童在場之室內場

一、本條新增。
二、參酌菸害防制法第十五
條第一項第三款有關醫
療機構禁止吸菸，及同

所，全面禁止吸菸，並應於

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有關

入口處設置禁菸標示。
前項以外之場所，機
關得設置吸菸區。吸菸區
應明顯標示，並適時檢討
與加強通風及消防設備，
以維護相關人員之健康。
非屬設置吸菸區之場所，
禁止吸菸。

於孕婦或未滿三歲兒童
在場之室內場所禁止吸
菸之規定，為保障罹病、
懷胎收容人或未滿三歲
兒童之健康權，爰為第
一項規定。
三、依據監獄行刑法第四十
八條第二項及羈押法第
四十三條第二項之規
定，機關視建築空間、
通風及消防設備、吸菸
人數、收容人作息等情
形，得於第一項以外之
場所設置吸菸區，並指
定為收容人吸菸之處
所。另，機關所設置之
吸菸區應明顯標示，並
適時檢討與加強設置該
區之通風及消防設備，
以利辨識、管理並減少
菸害，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六 條 監獄應於指定吸 一、本條刪除。
菸處所加強通風及消防設 二、有關機關指定吸菸處所
備，以確保安全及維持空
設置設備之規定，業已
氣流通。
涵括於修正條文第六條
第二項規定，爰予刪除。

第 七 條 機關得依狀況指
定吸菸時間。非於指定之
時間，禁止收容人吸菸。

一、本條新增。
二、依據監獄行刑法第四十
八條第二項及羈押法第
四十三條第二項之規
定，並為符合收容人吸
菸管理之實需，爰規定
機關得視建築空間、通
風及消防設施設備、吸
菸人數、收容人作息等
情形，指定收容人吸菸

時間。非於指定吸菸之
時間，禁止收容人吸菸。
第 八條 收容人購買及 吸 第七條 受刑人吸食之菸， 一、條次變更。
食之香菸，以機關依法成 應由監獄合作社依市價販 二、現行條文受刑人吸食之
立之合作社依市價販售或 賣，不得由外界送入或自
菸，應由監獄合作社依
由機關代購之菸品為限， 行攜入，價款由其保管金
市價販賣，不得由外界
不得由外界送入或自行攜 或勞作金中扣除之，品牌
送入或自行攜入列為第
入。
及數量得酌予限制。點菸
一項規定，並配合名稱
前項販售或代購之香 器具由監獄供應。
修正並酌修文字。又依
菸，得限品牌，並以包為計
各機關提供收容人購買
量單位。
香菸之方式，並參酌菸
依第三條第一項調查
結果所列之不吸菸者，及
依第五條所定禁止吸菸
者，不得購菸。
收容人購菸，以二週
五包為限，機關得視收容
人保管香菸之數量及存放
空間，增減之。收容人所購
之香菸，不得轉讓、轉售他
人。
收容人於移出機關前

害防制法第二條第一款
規定之菸品定義，增訂
「機關代購」、「菸品」
文字。至現行條文有關
點菸器具由監獄供應之
規定，移列修正條文第
九條第一項併為規範。
三、現行條文有關監獄合作
社販售品牌限制之規定
移列第二項，併為規範。
另為符合收容人購菸管

購買之未拆封香菸，經移
入機關檢查允許後得予攜
入。
購菸價款由收容人保
管金或勞作金中扣除之。

理之實需，爰於第二項
規定機關依法成立之合
作社或機關代購香菸之
販售單位，並得限制品
牌。
四、不吸菸及經機關禁止吸
菸之收容人本無購菸需
求，為避免其等購菸並
轉售或轉讓他人，作為
與其他收容人利益交換
之方式，增訂第三項規
定機關應禁止其購菸，
以符實務管理之需要。
五、現行條文有關受刑人購
菸數量限制規定移列第
四項。又考量機關存放

收容人所購香菸之空間
有限，為避免收容人無
限制購買並囤放香菸，
及戒菸收容人應減少購
菸等管理需要，爰於第
四項規範收容人購菸數
量之限制，並規定收容
人所購香菸不得轉讓或
轉售他人，以符實務管
理之需要。
六、為符合機關就移禁收容
人所攜帶香菸之管理實
需，爰增訂第五項規定。
七、現行條文有關受刑人購
菸價款繳納方式之規定
移列第六項規範，並配
合名稱修正，酌修文字。
第 九條 點菸器具應由 機 第八 條 菸及點菸器具應 一、條次變更。
關負責管制，收容人非於 由管理人員負責管制，定 二、考量點菸器具易成為收
設置之吸菸區及指定之吸 時、定點使用。
容人妨害機關秩序或安
菸時間，不得使用。
全之工具，為符合機關
收容人所購之香菸，
管理之實需，增訂收容
應由機關依第七條指定之
吸菸時間管制及發放。
收容人領用之香菸，
每日合計至多十支，不得
私自囤積或為其他不法行
為。

人不得於非設置之吸菸
區及非指定之吸菸時間
使用點菸器具，並酌修
文字移列第一項。
三、現行條文有關香菸管制
之規定，移列第二項規
範。為避免收容人持有
大量香菸，作為與其他
收容人利益交換之物品
或縱火滋事之工具，致
危害機關秩序，爰於第
二項規範收容人所購之
香菸應由機關管制，並
依指定之吸菸時間發放
予收容人。

四、為避免收容人囤積大量
香菸，作為與其他收容
人利益交換之物品或縱
火滋事之工具，致妨害
機關之秩序或安全，爰
增訂第三項，規定收容
人每日領取及食用香菸
數量之上限，並不得囤
積或為其他不法行為。
第 十條 機關應加強吸菸 第九 條 監獄應加強防火 一、條次變更。
與防火關聯性之宣導，以 宣導，隨時保持應變準備。二、配合名稱修正並酌修文
為應變。

字。

第 十 一條 機關 應訂定收 第十條 監獄應擬訂「鼓勵 一、條次變更。
容人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 受刑人戒菸實施計劃」
（如 二、考量「鼓勵受刑人戒菸
實施計畫，陳報監督機關 附式一、二）報部核定，並
實施計劃」附式一、二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逐年陳報鼓勵成果，以作
之內容未符合本次修
為監獄考核之要項。
正之規定，又為使該計
畫內容得依機關執行
及監督機關督導之需
要隨時調整及修正內
容，爰刪除現行附式
一、二，修正計畫名稱
及陳報程序，該計畫格
式由監督機關函頒各
矯正機關使用，以符實
需。另配合本辦法名稱
及授權依據，酌修文
字。
第 十 二條 機關 應對收容 第十一條 法務部應統籌 一、條次變更。
人施以菸害防制、衛生教 製作鼓勵戒菸文宣海報、 二、依據監獄行刑法第四十
育及宣導，積極鼓勵收容 錄影帶分送各監獄，廣為
八條第二項及羈押法第
人戒菸。
宣傳。
四十三條第二項規定，
前項教育及宣導，得
邀請醫療機構、心理衛生
輔導機構或公益團體以開
辦戒菸門診或提供服務之
方式辦理。

於第一項規範機關應對
收容人施以菸害防制、
衛生教育及宣導事項。
三、有關菸害防制教育及宣
導方式，移列第二項。
另依機關實際辦理情

形，並參酌戒菸教育實
施辦法第五條第二項及
菸害防制法第二十一條
規定，爰於第二項併為
規定。
第十二條 監獄應結合醫 一、本條刪除。
療或社會團體，以專題研 二、有關機關辦理菸害防制
討、團體輔導、個別諮商等
教育及宣導之方式，業
方式，積極鼓勵受刑人戒
已涵括於修正條文第十
菸。
二條第二項規定，爰予
刪除。
第 十 三 條 機關對收容人 第十三條 監獄應逐月登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有關監
不吸菸及戒菸紀錄，每三 錄受刑人之吸菸紀錄，每
獄應逐月登錄受刑人
個月考評一次。
三個月考評一次，對未吸
之吸菸紀錄之規定，業
前項考評，機關得使 菸或戒菸之受刑人，施以
已涵括於修正條文第
用科技設備輔助之。
左列之獎賞：
十五條規定，爰予刪
對於第一項不吸菸及 一、增加接見一次至三次。
除。現行條文第一項有
戒菸之受刑人，監獄得給 二、增加成績分數。但不得
關定期考評之規定，配
予下列一款或數款之獎
超過考評當月所得教
合本辦法名稱及授權
勵：
化成績分數之五分之
依據之修正，酌修文
一、增給當月成績總分一
一。
字。
分。
受刑人未吸菸或戒菸 三、為客觀考評第一項收容
二、增加接見或通信一次 滿一年者，發給獎狀。
至三次。
三、不吸菸及戒菸之紀錄
滿一年者，發給獎狀。
對於第一項不吸菸及
戒菸之被告，看守所得給
予下列一款或數款之獎
勵：
一、增加接見次數一次至
三次。

人不吸菸及戒菸之情
形，機關有使用科技設
備輔助監測之實需，爰
增訂第二項規定，以資
適用。
四、現行條文第一項及第二
項有關不吸菸及戒菸受
刑人之獎勵種類及額度
之規定，配合監獄行刑
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規

二、不吸菸及戒菸之紀錄
滿一年者，發給獎狀。

定，酌修獎勵種類及額
度，移列第三項規定，
並規定獎勵種類及額
度。
五、考量被告不吸菸及戒菸
之行為，符合羈押法第

七十五條第八款規定，
有獎勵之必要，爰增訂
第四項規定看守所得依
同法第七十六條第一項
規定給予不吸菸及戒菸
之被告獎勵，並規定獎
勵種類及額度。
第 十 四 條 機關人員對於 第十四條 受刑人原未 吸 考量現行規定不吸菸或戒
入機關前或第三條第二項 菸而於入監後吸菸或戒菸 菸受刑人所獲之獎勵，因其
之收容人，原不吸菸者轉 後再行吸菸者，應停止增 再吸菸而遭不利處分，與獎
變為吸菸或已戒菸者復行 給教化成績分數三個月至 勵目的未合，爰刪除本條停
吸菸，應予以記錄並積極
鼓勵戒菸。

六個月或核減其因未吸菸 止增給或核減成績分數等
或 戒 菸 而 增 給 之 成 績 分 規定，並依本辦法名稱及授
數，並列冊積極鼓勵戒菸。權依據之修正，酌修文字。

第 十 五 條 各機關應按月
將收容人吸菸管理及戒菸
獎勵辦理情形，於次月十
日前陳報監督機關備查。

一、本條新增。
二、考 量 監 督 機 關 有 考 評
各機關辦理收容人吸
菸管理及戒菸獎勵情
形之需要，爰增訂機關
應按月陳報監督機關
相關辦理情形之規定。
第十五條

法務部應定期 一、本條刪除。

評鑑各監獄鼓勵受刑人戒 二、考量監督機關就機關推
菸成效，對鼓勵戒菸有功
動業務成效考評已建置
者應予獎勵，對鼓勵戒菸
定期評比之機制，本條
不力者應予懲處。
規定未符合實際需求，
爰予刪除。
第十六條 有關受觀察、勒 第十六條 本辦法於看守 被告本為本辦法適用之對
戒人、受戒治人、強制工作 所、留置所、技能訓練所準 象，復因留置所並非法務部
受處分人及被管收人之吸 用之。
矯正署所屬機關，爰予刪
菸管理及戒菸獎勵事項，
除。另考量受觀察、勒戒人、
得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受戒治人、強制工作受處分
人及被管收人亦收容於矯
正機關內，人身自由受到限
制，矯正機關有規範其吸菸
並獎勵戒菸之需要，爰修正
本條規定。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中華 第十七條

民國一百零九年七月十五
日施行。

日施行。

本辦法自發布 修正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第 十條附 式一 、二修 正對 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本表刪除。
二、考量機關陳報鼓勵收容人戒菸執行情形，業已
涵括於修正條文第十五條規定，爰予刪除。

一、本表刪除。
二、考量現行規定「鼓勵受刑人戒菸實施計劃」之
內容，不符合本次修正之規定，爰予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