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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就整個傳播活動所牽涉法律規範的命題看來，「廣告」規範所牽涉的問題可

以說是最廣，也是最為複雜的議題之一，此從我國現行規範廣告的繁瑣法規便可

瞭解。深究其因，最主要係肇因於廣告的傳播多半是依附各式各樣的商（物）品

而來，又商（物）品的超多樣性，以及廣告傳播行為本身存在的複雜性等，均是

促使廣告規範多如牛毛之故1。因此，廣告的傳播行為與傳播內容規範所涉及行

政機關之多，自然不難想像。 

在眾多的廣告商品中，「菸品」可以說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商品，其特殊性主

要在於，既是合法的商品，卻被證實是一種使用後對人體會產生直接傷害的商品
2。長久以來，菸品廣告一直因為菸品的合法性而存在，直到近年反菸聲浪的興

起，菸品廣告的存在即面臨相當挑戰。除了國際社會對此議題日益重視，世界衛

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更基於「體認菸品對人類所造成的危

害，應有效防止菸品擴散」，於 1999 年 5 月 24 日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WHA）中提出制定「菸草控制架構公約」（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FCTC），作為未來規範全球菸草的主要法源依據，其中對於菸

品廣告規範的問題多所著墨，顯示是項議題的重要性3。 

                                                 
1 此處所謂我國廣告規範的複雜性，本文後將有論述。另可參見坊間有關廣告規範的書籍，如尤

英夫（2000），《廣告法之理論與實務》；陳櫻琴（1999），《「比較廣告」理論與案例》；范建得、
莊春發（1994），《不實廣告》等，均有相同或類似見解。 
2 有關菸草使用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可參見許多實證報告，如 ASH(2002), Smoking and Cancer; 
Smoking Statistics: Illness and Death; Smoking and Respiratory Disease; Smoking, The Heart and 
Circulation etc.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ash.org.uk/html/factsheets/html/fact (visited 31, March, 

2003)。以及國內公共衛生或醫學界亦有非常多證明菸草傷害人體健康的文獻，例如︰江永盛

（1980），（菸草對人類健康之危害），《公共衛生》，7: 115-122；林榮第等（1992），（吸菸與健康），

《當代醫學》，230: 7-14；賴志冠等（1994），（台灣地區吸菸流行概況），《臨床醫學》，197: 341-345；

曾慶孝（1999），（綜論吸菸與戒菸對糖尿病患者發生心臟血管疾病的影響），《中華公共衛生雜

誌》，18(4): 241-246等等，不勝枚舉。 
3 關於FCTC的介紹，可參見WHO網站的介紹。[Online]. Available: http://www.who.int/en/ (visited 4, 

March, 2003)。FCTC 最後一次（第六次）政府間協商機構會議已於 2003/2/28 結束，最後協商的

條文內容已於2003/5/12經第56屆WHA確認開放各國簽署，並於2003/6/20達到簽定四十份的門

檻。有關此部分的論述詳見本論文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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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品既已被證實有害人體，諸多官方及民間醫學報告又指陳菸品廣告係促成

菸品市場擴大的重要原因之一4，菸品廣告究應如何規範亦成為相當爭論的議

題。菸商與反菸者（團體）不同的基調往往是，菸商認為菸品既是合法商品，為

何不能作廣告；反菸者（團體）則提出諸多應管制菸品廣告的理由，例如許多商

品或服務基於某些因素的考量，按情節的不同，其廣告自然必須有所限制（如藥

物、食品、槍砲等；服務類型如律師等），使用菸品對人類的傷害已是不爭的事

實，限制菸品廣告當然必行5。此外，反菸者（團體）更指出許多資料顯示的事

實6，菸商利用大量美化的圖像及文字來刺激菸品的消費，不但掩蓋菸品殘害健

康的事實，亦使年輕人產生錯誤的印象，認為吸菸係成熟的社會行為。 

再者，即使菸品廣告應被規範，但菸品終究為一合法商品，應該如何規範其

廣告，則更是菸商與反菸者（團體）長久以來爭論的焦點。凡此種種，均顯示現

實存在的菸品廣告確實引發諸多規範上的爭議問題。本論文即是針對此一議題，

從最根本的問題意識─菸品廣告應否規範著手；進一步探討我國菸品廣告規範的

法源「菸害防制法」限制菸品廣告的情形，並從學理與實務二方面同時進行，檢

視施行近六年的菸品廣告規範是否有重新檢討的必要；最後針對此一全球性議

題，比較其他國家規範菸品廣告狀況與世界衛生組織制定的全球菸草控制架構公

約，作為我國現行制度與未來施行方向的參考。 

透過此一論證過程，本論文試圖以「菸品廣告」作為探討廣告傳播活動所涉

及法律規範問題的一個具體實證，藉此找出廣告規範的一種模式，期對傳播法律

領域範疇有所啟示與助益。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4 此請參閱世界銀行1999年所作的報告《遏止菸草流行─政府與菸草控制經濟學》，有諸多實證

資料。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The World Bank (1999), Curbing the 
Epidemic: Government and the Economics of Tobacco Control. pp. 37-66. 
5 關於菸品廣告應否限制的基本論證，可參閱英國非營利組織ASH（Action on Smoking and Health）

所整理的菸草製造商常提問題（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Tobacco Advertising）。[Online]. Available: 

http://www.ash.org.uk/html/advspo/html/adfaq.html；以及美國、加拿大等非營利組織INFACT整理的

資料亦有類似內容。[Online]. Available: http://www.infact.org/; http://www.infactcan.ca/ (visited 31, 

March, 2003)。 
6 例如，英國官方的衛生相關部門即對菸品廣告造成的影響有所著墨︰…In June 2000, the House of 
Commons Health Select Committee report: The tobacco industry and the health risks of smoking concluded 

that: “Voluntary agreements have served the industry well and the public badly. Regulations have been seen 

by tobacco companies as hurdles to be overcome or side-stepped; legislation banning advertising as a 

challenge, a policy to be systematically undermined by whatever means possible”.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ash.org.uk/html/advspo/html/adfaq.html (visited 31, March,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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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全球每年至少有四百九十萬人死於菸害疾病，預

計2020年將攀升至一千萬人以上，而這些人數又以開發較落後國家占大多數7；

此外，香菸會使人上癮的本質〈addictive nature〉更加深其對人類健康的危害，即

使開發較先進國家仍難倖免。舉例而言，在歐盟（European Union；EU）會員國

裏，每年約有五十萬人因吸菸所引發的疾病導致死亡，死亡的人口更有年輕化趨

勢。以 1995 年所統計的數字來說，即有二十三萬七千人（237,000）歐洲人因吸

菸而死於中年8。在臺灣，根據前臺灣省菸酒公賣局（現已改名為「臺灣菸酒股

份有限公司」）的統計，臺灣的捲菸市場每年約有八百億新台幣的銷售額9；吸菸

人口約為總人口數的三分之一，而且似乎有年輕化的跡象10。除本地所產製的菸

品外，美國、日本及歐洲的洋菸亦早於八○年代即輸入臺灣，為了搶奪市場，菸

商們不斷推陳出新地以廣告及其他促銷方法刺激消費，其結果則為吸菸人口的增

加及國民健康的惡化，並間接造成全民健保的沉重負擔11。 

吸食菸草相關製品傷害人類健康的論證固為事實，然而回到本論文探討主題

的更上層概念，本論文既是探討菸品廣告規範的問題，人們吸食菸草相關製品的

行為是否與菸品廣告有關？進一步地說，菸品廣告是促成菸品消費的主因，還是

不過是促成菸品消費眾多原因下的一個原因而已？易言之，我們在撻伐菸品廣告

之前，必須處理的問題便是菸品廣告是主要的目標或只是一個易找的目標而已

（main target or easy target）？對於這個問題，本論文雖是著重於法律規範層次的

探討，然而基於學術的本質亦有加以釐清的必要。 

這個問題或許可從世界銀行（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在1999年所出版「遏止菸草流行─政府與菸草控

制經濟學」（Curbing the Epidemic: Government and the Economics of Tobacco Control）

報告中找到關鍵論述。該報告一改過去世界銀行非常重視各種產業發展的特質，

開宗明義闡明各國政府採取減少菸草需求的政策，如決定增加菸草稅率、全面禁

                                                 
7 菸草對人類傷害的資料，可參見WHO所屬FTI（Tobacco Free Initiative）的統計。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5.who.int/tobacco/page.cfm?pid=39 (visited 31, March, 2003). 
8 有關此部分的統計數據，可參見 ASH (2002), Tobacco Poli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ash.org.uk/html/factsheets/html/fact20.html (visited 31, March, 2003)。 
9 參見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出版的「臺灣地區菸酒事業統計2000年報」，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出版。

惟須說明者，此部份統計尚不包括每年約有6%的走私菸，故菸品的消費總額應該更多。 
10 我國吸菸人口的統計，成年男性吸菸率為47.29﹪；成年女性吸菸率為5.23﹪；青少年男性（12-17

歲）吸菸率為 11.33﹪；青少年女性（12-17 歲）吸菸率為 3.16 ％。故按此比率推算，全國吸菸

人口數約為450萬人。參考資料︰李蘭（2000），《民國八十八年臺灣地區成人及青少年之吸菸率

及吸菸行為調查》，衛生署88年度委託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11 根據行政院衛生署的統計，臺灣全民健保每年有關吸食菸草所產生的疾病支出，約新台幣一百

六十億元。[Online]. Available: http://www.epochtimes.com/b5/2/10/22/n238026.htm （閱覽日期︰

20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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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廣告及促銷或限制公共場所吸菸等，不但不會損害該國政府經濟，對該國國民

健康會帶來空前益處12。報告中對於減少菸草需求的措施（Measure to reduce the 

demand for tobacco）提出三大必要政策，即一、提高稅率（Raising taxes）；二、減

少需求的非價格措施（Non-price measures to reduce demand）；以及三、尼古丁替代

及其他戒菸癮方法（Nicotine replacement and other cessation therapies）。其中減少需

求的非價格措施，根據高收入國家的經濟學實證研究，全面禁止廣告及促銷可使

菸草需求減少7％，比提高菸稅10％可使菸品需求量在高收入國家中減少4％的

比例高出許多13。 

報告中一再指陳菸品廣告確實是造成消費者購買菸品的主要因素之一14，同

時反駁菸草行業所宣稱，菸品廣告並未吸引更多的人開始吸菸，只是鼓勵現有菸

民繼續吸菸或轉向另一種牌子而已的說法，其所援引的實證報告即已顯示，研究

人員發現菸品廣告對消費者具有影響，而且是具有「積極影響」（positive effect of 

advertising on consumption）的功能15。故政府在某一種媒體上（如電視）禁止香菸

廣告時，菸草業會在其他媒體上用其他廣告代替，而且幾乎不會影響到總銷售開

支。報告進一步引用Henry Saffer博士所著「菸草廣告與促銷之控制」（The Control 

of Tobacco Advertising and Promotion）的背景資料，在一份涉及102個國家的研究

報告中，幾乎全面禁止菸品廣告的國家，菸品消費量的下降趨勢呈明顯變化，反

之則未有太大變化
16。 

世界銀行的實證報告與2002年Judith Mackay & Michael Eriksen博士所著，

世界衛生組織發行的「菸草圖表書」（The Tobacco Atlas）結論相同。該書指出菸

商否認菸品廣告具有鼓勵人們吸菸及增加菸品消費的事實，但是許多研究報告已

經清楚顯示菸品廣告的上述效果17。該書更進一步指陳，菸品廣告的規範必須是

全面的，任何部份或片面的限制，並無法達到減少菸品消費的結果18。另外，國

際上許多反菸的非政府組織（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更是不乏相

關論證19︰如果能夠有效規範菸品廣告，菸品的銷售量將可減少百分之四至百分

                                                 
12 Supra note 4, pp.1-2 ( Why this report ? ). 
13 Ibid., pp.5-7. 
14 Ibid., pp.45-56. 
15 Ibid., p.50. 
16 Ibid., p.51. 雖然該報告中亦指出，某些國家的消費量下降可能還有其他原因，然而世界銀行在

比對歐盟有關菸草廣告及促銷禁令的施行後菸品銷售量變化曲線，其結果相同，顯示菸品廣告與

菸品銷售呈正比。 
17 See Judith Mackay & Michael Eriksen (2002). The Tobacco Atlas. pp.76-77 (Legislation: Advertising 
Bans). 
18 Ibid., p.76. 
19 國際上許多反菸團體，如美國的INFACT、加拿大的INFACT、英國的ASH等等，均有相關數

據證實明白指出菸品廣告與菸品銷售具有直接與間接關聯的研究。參考網站同註5，同所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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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六20。菸品廣告既然與菸品的流行有直接與間接的關聯，其應受法律規範，

乃屬當然。 

不論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或全球各地反菸團體所完成的報告在在顯示與

證明菸品的消費與菸品廣告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同時其影響力比一般人想像都

大。本論文以這些實證研究報告（姑且不論反菸團體的研究報告）作為規範菸品

廣告正當性的上層概念，除該二組織具有相當的權威性之外，尤其是世界銀行的

報告，乃綜合 1999年以前是項議題所有的資料與實證研究，經過審密求證後所

得到的結果。該報告雖仍著重在經濟上的論述，然而卻一反世界銀行一向本著對

產業應抱持「自由市場」（Free Market）與「經濟自由化」（Trade Liberalization）

的基本論理，明白指出就「菸品產業」而言，規範菸品的措施比不規範菸品更能

促進經濟上的發展。其內容更為世界衛生組織所接受，同時亦是促成全球「菸草

控制架構公約」成型的一份重量級報告。凡此，均顯示菸品廣告議題的極重要性。 

菸品廣告既是如此特殊，世界許多國家政府早自六○年代初開始陸續透過立

法規範菸品廣告，四十多年來，隨著全球反菸運動的開展，立法已愈趨嚴厲，因

為該政府及人民深知，任何法律上的漏洞都可能被菸商所利用。爾後數十年間，

反菸立法潮流逐漸擴散至開發中國家。我國雖於 1997 年（民國八十六年）公布

施行「菸害防制法」以規範菸品廣告，然相較於許多西方國家（或者如世界銀行、

世界衛生組織報告中所稱高收入國家）不但起步較慢，關於廣告部分的規定亦嫌

簡略，而此或許可以解釋為何臺灣地區菸品銷售量與吸菸人口在過去十餘年來節

節上昇的重要原因之一21。 

                                                 
20 如英國衛生部門(Department of Health)的調查，菸品廣告對菸品銷售的影響有以下的描述︰
Effects of Advertising: Tobacco advertising encourages children to start smoking and reinforces the social 
acceptability of the habit among adults and children. The 1998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Tobacco and 
Health concluded that “Tobacco promotion helps to recruit young smokers, and this promotion occurs 
without manufacturers making clear the true extent of the harm the products cause and the risk of 
addiction.” A review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s Chief Economic Adviser concluded that bans on 
tobacco advertising reduce tobacco consumption. Of the countries reviewed in detail, there was a drop in 
tobacco consumption of between 4% and 16%. See Department of Health (1992), Effect of tobacco 
advertising on tobacco consumption: a discussion document reviewing the evidence; and Department of 
Health (1998), Report of the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Tobacco and Health (SCOTH).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ash.org.uk/html/factsheets/ (visited 31, March, 2003)。 
21 雖然目前尚無實證報告明確指出臺灣地區的高菸品銷售量與吸菸人口與現行菸害防制法限制

廣告的內容有無直接關聯性，此處以此推定係根據上述世界銀行及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所為合理

推論。另外，行政院衛生署與國家衛生研究院於2002年12月16日所舉辦的「臺灣菸害防制研

討會」中，曾邀及許多相關領域學者與實務人員參與討論，其中與會學者如美國的Richard C. Kagan

教授雖肯定臺灣在菸害防制上的努力，卻也指出臺灣的高菸品銷售量與高吸菸人口的下降速度與

本身經濟發展的速度不成比例。與會學者與實務人士對於降低菸品銷售與吸菸人口的菸害防制工

作需要全面配合均持肯定態度，其中一環即是法令應走向嚴格趨勢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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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行規範菸品廣告的法源，菸害防制法第九條規定看來22，可瞭解我國對

菸品廣告的規範乃採取「原則禁止、例外開放」的規定，這樣的規定自 1997 年

9 月 19 日施行至今，以當時本條文立法目的「朝向禁止所有菸品廣告」的政策

方向看來23，施行近六年的菸品廣告規範是否有重新檢討的必要？亦即，當時制

定菸害防制法規範菸品廣告的政策，在條文實際的執行一段時間後，是否已達到

消除菸品廣告與促銷的目的，條文內容在過去實際施行的狀況是否產生問題等均

為本論文所要檢視的重點。 

再從國民健康的角度而言，除宣導教育民眾拒絕吸菸外，對於菸品廣告的限

制實為不可或缺的一環。觀諸許多先進國家已漸次對菸品廣告採取嚴格規範，身

為「全球化」重要一員的臺灣，更不應忽視此部份的立法。尤其我國的菸害防制

法雖然制定較晚，但關於廣告的規定尚不如歐洲許多國家八○年代的立法，其應

有重新檢討的必要，自不待言。故本論文撰寫的目的，主要在於整理與檢視施行

近六年的菸害防制法在規範菸品廣告所產生與面臨的問題何在，以及這個被世界

衛生組織視為全球性議題，我們究應如何面對，以更符合時勢潮流的規範內容，

均為本論文關注焦點。 

本論文另一探討焦點在於，我國菸害防制法第九條原則上禁止菸商於媒體廣

告及促銷菸品，但近年來由於市場競爭激烈，菸商漸漸採取各種迂迴手法間接廣

告菸品，使主管機關的執法備受挑戰。因此，從維護國民健康，有效降低菸品的

消費及防堵法律漏洞三方面著眼，政府應如何規範此類菸品廣告，乃為政策上及

法律上必須慎重者。故此亦為本論文的最後目的，提供菸品廣告規範政策上及法

律上的建議，以供我國相關單位參考。 

誠然，菸品廣告的規範會涉及憲法基本權利（言論自由權、財產權、工作權）

的相關問題，應慎重為之；然而，國民健康的維護，亦為政府重要的職責。而菸

商面對此反菸浪潮時，無不極盡所能突破封鎖，以維護其商業利益，其中規避現

                                                 
22 菸害防制法第九條︰「（第一項）促銷菸品或為菸品廣告，不得以左列方式為之：一、以廣播、

電視、電影片、錄影物、報紙、看板、海報、單張、通知、通告、說明書、樣品、招貼、展示或

其他文字、圖畫或物品為宣傳。二、以折扣方式為宣傳。三、以其他物品作為銷售菸品之贈品或

獎品。但隨菸附送菸品價格四分之一以下之贈品，不在此限。四、以菸品作為銷售其他物品之贈

品或獎品。五、以菸品與其他物品包裹一起銷售。六、以菸品單支、散裝或包裝分發。七、以菸

品品牌名稱贊助或舉辦體育、藝術或其他活動。八、以菸品品牌名稱舉行或贊助品嚐會、演唱會

及演講會。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之方式。（第二項）製造、輸入或販賣菸品者以雜

誌促銷菸品或為菸品廣告，以每年刊登不超過一百二十則為限，且不得刊登於以未滿十八歲之青

少年為主要讀者之雜誌。（第三項）菸品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得以其公司名義贊助或舉辦各

項活動。但不得在活動場所為菸品之品嚐、銷售或進行促銷活動。」 
23 關於我國對於菸品廣告所採之政策可見行政院函請審議菸害防制法，民國八十三年三月三十日

於立法院討論內容。立法院公報第八十三卷第二十四期委員會紀錄，頁32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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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菸品廣告的限制尤其明顯。因此，如何權衡二者乃為立法者所應展現智慧之

處。「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既然世界許多國家的菸害防制相關法律較我國周詳，

則政府將來在修法的問題上，當然可以作為重要參考。而此亦為本論文最後所欲

達到目標的研究內容。綜此，本論文主要目的，乃基於現況的反省，嘗試從憲法、

行政法、比較法及菸害防制法的精神與基本原則提出可行方案，並試圖解決市場

亂象。 

第二節  問題之提出 

本論文首先將以菸害防制法施行至今，有關菸品廣告所發生的實際案例著

手，剖析現行條文施行問題的所在，以釐清問題意識；其次，藉由問題的提出與

實務處理狀況作一比對，整理出現行條文（可能）未臻完善之處；最後，本論文

將以比較法的方式，選擇世界各區域具代表性的國家，就其菸品廣告規範的立法

予以介紹，進一步分析比較我國現行規範菸品廣告條文，並提出本論文的詮釋與

見解，期能提供相關單位參考。 

現行規範菸品廣告的主要法源依據「菸害防制法第九條」，對於不斷推陳出

新的廣告手法與內容，可能已不敷處理，以下茲就此部份提出實務上已發生的疑

難問題︰ 

一、某商品以菸品品牌在電視上廣告，如Mild Seven Times（賣手錶）、Davidoff 

Coffee（賣咖啡），是否違反菸害防制法第九條第一項禁止菸品於電視上為廣

告的規定？ 

二、某節目以「菸草的歷史」為題，節目中接受訪問的來賓一再提及某菸草公司

所出產的菸品品牌，並一一說明該公司出產的各種菸品適合吸食的對象與各

種特質，是否違反菸害防制法第九條第一項禁止菸品於廣播電視上為廣告的

規定？ 

三、菸害防制法開放雜誌廣告的規定（第九條第二項）與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禁

止各種廣告的傳播方式重疊時，法條應如何適用？ 

四、符合第九條第二項規定的雜誌廣告，其廣告內容是否應受同條第一項第二款

的限制？ 

五、菸害防制法第九條第二項准許雜誌刊登一百二十則廣告應如何計算？條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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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不得刊登於未滿十八歲之少年為主要讀者之雜誌」如何認定？又違反

該項規定時，並無處罰規定？ 

六、菸害防制法第九條與第十條的法條適用標準為何？ 

透過這一連串問題，本論文將以實務上實際案例作為輔助，整理出現行菸品

廣告的法條規定問題癥結，從根本的探討─限制菸品廣告的違憲審查開始，進一

步探討主管機關依據菸品廣告規範的法源「菸害防制法」執法情形，並從學理與

實務二方面同時進行，找出現行規定應（可）改善的所在；最後審酌世界衛生組

織訂定的「菸草控制架構公約」，同時比較其他國家規範菸品廣告狀況，作為評

估我國現行制度與修正未來施行方向的參考依據。 

第三節  研究方法、範圍與架構 

本論文係以菸品廣告規範作為研究主題，所探討的內容實已涵蓋傳播與法律

二大領域，為避免因學科間本身研究重點的不同可能引發研究方法上的不協調，

本論文試圖尋求此二學門傳統研究方法的理論基礎，以及二者對本研究議題可施

力的最大交集與聯集，以謀求此二學門得以對話與合作的空間
24。 

就研究方法運用的角度看來，本論文所選定的主題係因法律問題的立論而

起，方法上自然可以藉重傳統的法學方法，如文獻探討法、比較法分析及案例分

析法等；然而鑒於傳統上法律學方法論長期偏重在法律（條）解釋的思考模式，

往往以為法學的使命僅在直接探討規範（norm）與效用（function）之間關係，

近代法社會學為賦予法律學與社會實態的緊密結合，特別強調在規範與效用之間

應加入過程（process）的檢驗，期使法律學不致「與世隔絕」，而背離其與社會

事實不可分的關係。因此針對本研究主題的取向而言，傳播學門研究方法中所運

用質化研究的詮釋學（hermeneutic）方法，與對實際執法人員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的方式等均對本論文研究主題有所助益。 

而實際研究方法的取徑上，本論文除了對傳播與法律兩大學門相關文獻加以

探討與整理外，由於研究主題偏重傳播法的「廣告規範」上，故法學方法中比較

法分析與案例分析法的運用均涵蓋其中。透過比較法與相關案例的分析，重新檢

                                                 
24 談到學科整合的問題，一直以來因為學科本身的主體性等因素（或者說學科本身關注焦點面向

不同）往往使其整合面臨諸多困難。在目前傳播與法律二學門究應如何接軌的議題上尚無出現一

套新體系時，作者此處論述並非以處理此類問題為重點（或可說亦無力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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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現行法律（條）的適用性，所處理的層次則包括國際公約、憲法、法律、法規

命令及行政規則等。為顧及傳播法研究的完整性，本論文以傳播學門運用的社會

科學研究方法作為填補檢視過程，透過對實際執法人員的提問方式25，進一步瞭

解法律（條）執行的狀況，以洞悉其規範與效用之間是否和諧，期使本論文為一

具有實務參考價值材料的目標。 

由於本論文研究範圍主要設定在菸品於（廣義的）傳播媒體為商業性廣告所

涉及的法律規範問題上，所處理的菸品廣告規範其實已涵蓋現有媒體的傳播方

式，除平面媒體及電子媒體，前者如報紙、雜誌與書籍；後者則為廣播電台、無

線電視、有線電視與衛星電視等外，其他類型廣告如看版、海報、單張、說明書、

招牌或展示等，亦在本論文討論的範圍內。另外，近年來新興的「網際網路」

（internet），本論文亦納入討論。就上述所列媒體看來，本論文似乎已包含所有

媒體，範圍看似過大，然而若對照現行菸害防制法第九條規定暨中央主管機關衛

生署相關公告，便可更清楚瞭解探討範圍。 

現行法的規定與公告中，除有條件開放菸品「雜誌」廣告外，其餘上列媒體

的菸品廣告均在禁止之列（參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而網際網路的菸品廣告雖

未明文限制，但中央主管機關依據該法同條項第九款「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禁止之方式」，於 1997 年 9 月 19 日公告衛署保字第八六○五五一二○號，將菸

品廣告與促銷的限制適用到「網際網路」這個媒體上；易言之，我國菸品廣告大

體上只能有條件的存在於雜誌媒體上。如此，現行規範菸品廣告的體制，究竟太

鬆、太嚴或剛好？立足點應該如何權衡？亦即「菸品廣告該何去何從」正是本論

文研究範圍的核心。更細微的劃分，從上一小節所提出的問題中可發現︰開放雜

誌廣告所衍生的問題（問題三、四、五）；規避法律及間接廣告（indirect advertising）

的問題（問題一、二）；以及銷售場所廣告的法條適用問題（問題六）等，在在

顯示現行規範看似周延，其背後所隱藏的問題卻是大有文章，如間接廣告的問題

就是因為限制菸品（直接）廣告後的特殊廣告手法，而應否禁止、如何禁止均為

本論文所要處理的重點。 

                                                 
25 此處應說明者在於，針對本研究主題原本應該運用傳播學研究方法中「深度訪談」的方式進行

研究，惟我國「菸品廣告」規範的機制係以各縣市政府（衛生局）為執法的主管機關（實際的菸

品廣告執法機關幾乎以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為主，詳見本論文第二章第三節），而實際執法人員針

對是項議題的處理方式必須「依法行政」，因此，地方主管機關處理實際案例除了依據菸害防制

法外，仍須按照中央主管機關的「公告」或「解釋函」等逕行執法，故深度訪談已非必要（已可

由相關文件得知）。然本論文面對研究相關問題時，仍透過對地方主管機關菸害防制承辦人員的

提問方式掌握相關訊息。總計本論文提問的地方主管機關有臺北市衛生局、基隆市衛生局、桃園

縣衛生局、臺南縣衛生局以及屏東縣衛生局等菸害防制承辦人員，使本論文對於我國目前菸害防

制執法狀況有充分的瞭解，在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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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本論文研究的架構大致可以下列圖示說明︰ 

     在地思考       （全球性議題的菸品廣告）         國際觀點  

法理基礎之檢視         我國既有規範       國際規範和諧化趨勢之掌握 

實際案例之觀察                                外國立法例之探討 

實務操作之探究     我國菸品廣告規範之成型     外國實務操作之探究 

實際架構共分六章，其研究綱要與內容如下說明。 

第一章︰「緒論」─對本論文探討議題的重要性及其研究背景、目的、問題意識、

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研究架構等作一總覽式的描述。 

第二章︰「我國現行菸品廣告管理制度」─本章針對研究主題，從綜觀我國現行

廣告管理制度的「面」開始，透過對傳播與法律相關學理與文獻的探討，

切入現行菸品廣告管理方式的「點」。除了對「廣告」本身的意涵有詳

細著墨外，並提出直接廣告與間接廣告區別的重要概念。相對於直接廣

告，本章對間接廣告的源起、定義與法律判定方式詳實探究，作為應否

規範以及如何規範的基礎。 

第三章︰「菸品廣告規範合憲性之探討」─本論文既是探討菸品廣告規範問題，

仍必須對法的層次有所論證。故本章將以菸品廣告為中心，深究菸品廣

告與個別法規關係，除針對菸品廣告直接規範的菸害防制法外，並探討

其餘法律是否有介入規範的必要，包括衛生福利法規、傳播法規、智慧

財產法規、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法等範疇。釐清個別法律規範菸品

廣告的關係後，本章論述重心在於現行法限制菸品廣告的規定，是否侵

犯人民基本權利的問題；亦即規範菸品廣告所引發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

利的界線何在，均為本章論述焦點。憲法層次討論的範圍為菸品廣告規

範與言論自由權、財產權、工作權等基本權利的關聯性，進一步檢視現

行與未來菸品廣告規範的違憲性審查。 

第四章︰「現行菸品廣告規範面臨問題之研析」─本章將整理我國現行菸品廣告

規範所面臨的問題並予以類型化；同時針對各種類型的問題癥結，探討

現行規範的法源依據是否已臻完善。從現有規範基礎與立法技術看來，

本章所整理的問題類型︰「規避法律的問題」、「雜誌例外開放的問題」

以及「法條適用的問題」等，不論就目前亦或未來，均為菸品廣告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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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正視者。最後，本章對於所整理的問題類型提出見解與可（應）解

決方向。 

第五章︰「菸品廣告規範之國際趨勢」─經過在地觀點的探討後，本章從研究菸

品間接廣告的發展著手，以國際思維的角度瞭解限制菸品間接廣告的依

據，以及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架構公約」（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中有關菸品廣告規範的規定內容作一比對。同時，亦

對世界其他國家有關菸品廣告規範情形作一探討（尤其針對菸品間接廣

告與雜誌菸品廣告規範的部分），研究對象包括歐盟、挪威、芬蘭、英

國、美國、加拿大、新加坡、泰國、南韓、日本、澳洲、紐西蘭等，並

從比較法的觀點整理與評析相關規定，作為與我國規範內容（可能）的

參考，以研擬我國現行與未來規範應有的因應之道。 

第六章︰「結論」─對現行菸害防制法限制菸品廣告全面檢討。除應解決開放雜

誌廣告一百二十則與條文內容適用等問題外，本論文提出應全面禁止菸

品廣告（包括「間接廣告」）的研究發現與見解，並應將此列入法律條

文規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