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成最新增修法規補給站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民國 109 年 1 月 15 日總統令修正公布
第 2、4、9、11、15、17～20、21、23、
24、27、28、32-1、33-1、34、36 條；
增訂第 35-1 條；除第 18、24、33-1 條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後六
個月施行

通過後，報由行政院公告調整、增
減之，並送請立法院查照。
Ⅳ醫藥及科學上需用之麻醉藥品與
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
之管理，另以法律定之。

第4條

Ｉ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
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
者，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
金。
Ⅱ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
下罰金。
Ⅲ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
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Ⅳ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
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
金。
Ｖ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
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五
十萬元以下罰金。
Ⅵ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2條

Ｉ本條例所稱毒品，指具有成癮性、
濫用性、對社會危害性之麻醉藥品
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
品。
Ⅱ毒品依其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
危害性，分為四級，其品項如下：
一、第一級海洛因、嗎啡、鴉片、
古柯鹼及其相類製品（如附表
一）。
二、第二級罌粟、古柯、大麻、安
非他命、配西汀、潘他唑新及
其相類製品（如附表二）。
三、第三級西可巴比妥、異戊巴比
妥、納洛芬及其相類製品（如
附表三）。
四、第四級二丙烯基巴比妥、阿普
唑他及其相類製品（如附表
四）。
Ⅲ前項毒品之分級及品項，由法務部
會同衛生福利部組成審議委員
會，每三個月定期檢討，審議委員
會並得將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對
社會危害性之虞之麻醉藥品與其
製品、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及與
該等藥品、物質或製品具有類似化
學結構之物質進行審議，並經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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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者，適用其中最高級別毒品之
法定刑，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五項、第五條、第六條第二項至
第四項、第七條第一項至第四項、
第八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九條至
第十四條之罪者，依各該條項規定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Ⅱ公務員明知他人犯第四條至第十
四條之罪而予以庇護者，處一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11 條

Ｉ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
下罰金。
Ⅱ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二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二十萬元以
下罰金。
Ⅲ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
以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
罰金。
Ⅳ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
克以上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十萬元以
下罰金。
Ｖ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
以上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Ⅵ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
以上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Ⅶ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
級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
金。

第 17 條

Ｉ犯第四條至第八條、第十條或第十
一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
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
其刑。
Ⅱ犯第四條至第八條之罪於偵查及
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
Ⅲ被告因供自己施用而犯第四條之
運輸毒品罪，且情節輕微者，得減
輕其刑。

第 18 條

Ｉ查獲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及專供
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
器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均沒收銷燬之；查獲之第三級、第
四級毒品及製造或施用第三級、第
四級毒品之器具，無正當理由而擅
自持有者，均沒入銷燬之。但合於
醫藥、研究或訓練之用者，得不予
銷燬。
Ⅱ查獲易生危險、有喪失毀損之虞、
不便保管或保管需費過鉅之毒
品，經取樣後於判決確定前得銷燬
之；其取樣之數量、方式、程序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法務部定

第9條

Ｉ成年人對未成年人販賣毒品或犯
前三條之罪者，依各該條項規定加
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Ⅱ明知為懷胎婦女而對之販賣毒品
或犯前三條之罪者，亦同。
Ⅲ犯前五條之罪而混合二種以上之

1

第 15 條

Ｉ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
方法犯第四條第二項或第六條第
一項之罪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三千
萬元以下罰金。犯第四條第三項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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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Ⅲ毒品檢驗機構檢驗出含有新興毒
品或成分而有製成標準品之需
者，得由衛生福利部或其他政府機
關依法設置之檢驗機關（構）領用
部分檢體，製成標準品使用或供其
他檢驗機構使用。
Ⅳ第一項但書與前項合於醫藥、研究
或訓練用毒品或器具、檢驗機關
（構）領用檢體之要件、程序、管
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法務
部會同衛生福利部定之。

所之陳報，認受觀察、勒戒人無繼
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應即釋放，並
為不起訴之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
定；認受觀察、勒戒人有繼續施用
毒品傾向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
定或由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
庭）裁定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
其期間為六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
制戒治之必要為止。但最長不得逾
一年。
Ⅲ依前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
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三年後再犯第
十條之罪者，適用前二項之規定。
Ⅳ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分之
人，於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期滿
後，由公立就業輔導機構輔導就
業。

第 19 條

Ｉ犯第四條至第九條、第十二條、第
十三條或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
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
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
Ⅱ犯第四條之罪所使用之水、陸、空
交通工具，沒收之。
Ⅲ犯第四條至第九條、第十二條、第
十三條或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
之罪，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
支配之前二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
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
所得者，沒收之。

第 21 條

Ｉ犯第十條之罪者，於犯罪未發覺
前，自動向衛生福利部指定之醫療
機構請求治療，醫療機構免將請求
治療者送法院或檢察機關。
Ⅱ依前項規定治療中經查獲之被告
或少年，應由檢察官為不起訴之處
分或由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
庭）為不付審理之裁定。但以一次
為限。

第 20 條

Ｉ犯第十條之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
院裁定，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
年法庭）應先裁定，令被告或少年
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其期間不
得逾二月。
Ⅱ觀察、勒戒後，檢察官或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據勒戒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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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後，三年內再犯第十條之罪者，
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
法庭）應依法追訴或裁定交付審
理。

部、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指定之
醫院內附設。
Ⅱ受觀察、勒戒人另因他案依法應予
羈押、留置或收容者，其觀察、勒
戒應於看守所或少年觀護所附設
之勒戒處所執行。
Ⅲ戒治處所、看守所或少年觀護所附
設之勒戒處所，由國防部、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衛生福利部
或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指定之醫
療機構負責其醫療業務。
Ⅳ第一項受委託醫院附設之勒戒處
所，其戒護業務由法務部及國防部
負責，所需相關戒護及醫療經費，
由法務部及國防部編列預算支應。
Ｖ第一項之委託辦法，由法務部會同
國防部、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衛生福利部定之。

第 24 條

Ｉ第二十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三條第
二項之程序，於檢察官先依刑事訴
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第一
項、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第一項第
四款至第六款或第八款規定，為附
條件之緩起訴處分時，或於少年法
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認以依少
年事件處理法程序處理為適當
時，不適用之。
Ⅱ前項緩起訴處分，經撤銷者，檢察
官應繼續偵查或起訴。
Ⅲ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
三條之二第一項第六款規定為緩
起訴處分前，應徵詢醫療機構之意
見；必要時，並得徵詢其他相關機
關（構）之意見。
Ⅳ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
第一項第六款規定之緩起訴處
分，其適用戒癮治療之種類、實施
對象、內容、方式、執行醫療機構
或其他機構與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及完成戒癮治療之認定標準，由
行政院定之。

第 28 條

戒治處所，由法務部及國防部設
立。未設立前，得先於監獄或少年
矯正機構內設立，並由國防部、衛
生福利部、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指定
之醫療機構負責其醫療業務；其所
需員額及經費，由法務部及國防部
編列預算支應。

第 23 條

Ｉ依第二十條第二項強制戒治期
滿，應即釋放，由檢察官為不起訴
之處分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
法庭）為不付審理之裁定。
Ⅱ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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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條之 1
第 27 條

Ｉ為偵辦跨國性毒品犯罪，檢察官或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司
法警察官，得由其檢察長或其最上
級機關首長向最高檢察署提出偵
查計畫書，並檢附相關文件資料，

Ｉ勒戒處所，由法務部、國防部於所
屬戒治處所、看守所、少年觀護所
或所屬醫院內附設，或委託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衛生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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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條

經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核可後，核
發偵查指揮書，由入、出境管制相
關機關許可毒品及人員入、出境。
Ⅱ前項毒品、人員及其相關人、貨之
入、出境之協調管制作業辦法，由
行政院定之。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法務部會同內
政部、衛生福利部擬訂，報請行政
院核定之。

第 35 條之 1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
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犯第
十條之罪之案件，於修正施行後，
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偵查中之案件，由檢察官依修
正後規定處理。
二、審判中之案件，由法院或少年
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
修正後規定處理；依修正後規
定應為不起訴處分或不付審
理之裁定者，法院或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為免
刑之判決或不付審理之裁定。
三、判決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中之
案件，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第 33 條之 1

Ｉ尿液之檢驗，應由下列機關（構）
為之：
一、衛生福利部認證之檢驗及醫療
機構。
二、衛生福利部指定之衛生機關。
三、法務部調查局、內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國防部憲兵指揮
部或其他政府機關依法設置
之檢驗機關（構）。
Ⅱ檢驗機構對於前項驗餘尿液檢體
之處理，應依相關規定或與委驗機
構之約定為之。但合於人體代謝物
研究供開發檢驗方法或試劑之用
者，於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或
判決確定，經去識別化方式後，得
供醫藥或研究機構領用。
Ⅲ第一項第一款檢驗及醫療機構之
認證標準、認證與認證之撤銷或廢
止及管理等事項之辦法；第二款、
第三款檢驗機關（構）之檢驗設置
標準，由衛生福利部定之。
Ⅳ第一項各類機關（構）尿液檢驗之
方式、判定基準、作業程序、檢體
保管，與第二項驗餘檢體之處理、
領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衛
生福利部定之。

第 36 條

本條例除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
月五日修正之第二條之一、第二十
七條及第二十八條，一百零四年一
月二十三日、一百零六年五月二十
六日修正之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修正之
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施
行；一百零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修正
之第十八條、第二十四條及第三十
三條之一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
之外，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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