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法條 

菸草產品與非菸草類水菸的最低價格  
 

一般資訊 
 
紐約市 (NYC) 於 2017 年 8 月頒布了地方法第 145 條，該法條規定了菸草產品和非菸草類水菸的最

低價格和稅額。本指南解釋此法條之目的，並針對遵守最低價格規定的方式提供指導。有關單位

現正針對此法條就非香菸類菸草產品（其他菸草產品或稱 OTP）課稅的部分研擬規定；待相關規

定定案後，將另行公佈指導方針。 
 
此法條規範哪些產品？ 
 
此法條規定雪茄（含小雪茄菸）、小支雪茄、無煙菸草（含口嚼菸草、鼻菸及可溶菸草產品）、

捲菸草（含菸斗及手捲菸）、濕鼻菸以及水菸（包括菸草和非菸草）的最低價格。此法條不規

範電子菸和其他電子霧化類產品。 
 
謹此提醒，自 2018 年 6 月 1 日起，此法條亦將香菸的最低價格調高為每包 13.00 美元。 
 
如需詳細資訊，請造訪 www1.nyc.gov/assets/doh/downloads/pdf/smoke/cig-min-price.pdf。 
 
為何調高菸草產品的價格很重要？ 
 
在紐約市，吸菸是導致發生可預防性過早死亡的主因。所有菸草產品（包括雪茄、無煙菸草、

含菸草水菸以及其他菸草產品）皆具有危險性，而且含會令人上癮的尼古丁。紐約市在減少青

少年及成人吸菸人口方面雖有成效，但青少年使用其他菸草產品的比例卻有上升趨勢。過去成

效證明，透過課稅方式調高菸草產品價格有助於阻止原本不吸菸的人開始吸菸，也能鼓勵人們

戒菸或減少吸菸量，從而降低青少年及成人的菸草使用量。同理可證，調高菸草產品的最低價

格也有助於降低菸草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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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守法 
 
此法條有哪些規定？ 
 
依據此法條的規定，領有執照的菸草零售商必須按不同的類型及包裝規格，將菸草產品的售價

訂在最低價格以上（請見表格）。 
 
如需瞭解有關 OTP 稅額的初步資訊， 
請造訪 www1.nyc.gov/assets/finance/downloads/pdf/fm/2018/fm-18-5.pdf。 
 
此法條規範哪些公司行號？ 
 
此法條的最低價格部分規範全紐約市所有公司行號。 
 

生效日期和執法方式 
 
新法條何時生效？ 
 
此法條已於 2018 年 10 月 11 日生效。 
 
此法條的執法方式為何？ 
 

• 零售公司行號一律必須遵守最低價格規定。 
• 紐約市消費者事務局 (Department of Consumer Affairs, DCA) 針對菸草零售商進行例行檢驗

時，將按照本法條的最低價格規定執法。 
• 若公司行號銷售或供應菸草產品的價格低於法條規定的最低價格，以檢驗當日為準，倘

若屬初犯，DCA 會針對違規的公司行號裁罰 1,000 美元，此後五年內，第二次違規裁罰 
2,000 美元，第三次違規裁罰 5,000 美元。 

• 凡違規者，菸草零售經銷商執照可能會遭到吊扣或吊銷。 
 

請訪問 www1.nyc.gov/site/dca/businesses/inspection-checklists.page，確認自己是否確實遵守此法

條規定。 
 
依據此法條，OTP 須另繳一筆未列於下表中的稅額。關於課徵此項稅額的規定一旦定案後，將另

行公佈指導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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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價格 
 

下表總結了最低價格的計算方式。本節的其他表格提供了某些普通包裝或包裝規格的計算範例。

如有未列於此的包裝規格，其最低價格應按下表所示計算。 
 
菸草產品 包裝規格  

（數量或盎司） 
最低價格（不含 OTP 稅和銷售稅） 

小支雪茄 20 支（最小包裝規格） 每包 10.95 美元 
雪茄（或小雪茄菸） 單支雪茄 8.00 美元 

一包雪茄 8.00 美元 +（1.75 美元 x 雪茄數量 - 1） 
無煙菸草 1.2 盎司（最小包裝規格） 8.00 美元 

超過 1.2 盎司  8.00 美元 +（2.00 美元 x 每超過 0.3 盎司

或超重不足 0.3 盎司的部分 *) 
濕鼻菸 0.32 盎司（最小包裝規格） 8.00 美元 

超過 0.32 盎司 8.00 美元 +（2.00 美元 x 每超過 0.08 盎司

或超重不足 0.08 盎司的部分*） 
水菸（包括菸草和非

菸草） 
3.5 盎司（最小包裝規格） 17.00 美元 
超過 3.5 盎司 17.00 美元 +（3.40 美元 x 每超過 0.7 盎司

或超重不足 0.7 盎司的部分*） 
捲菸草  1.5 盎司（最小包裝規格） 2.55 美元 

超過 1.5 盎司 2.55 美元 +（0.51 美元 x 每超過 0.3 盎司

或超重不足 0.3 盎司的部分*） 
 
 
 
 
 
 
 
 
 
 
 
 

*超重不足部分是指：無煙菸草或捲菸草超重介於 0 到 0.3 盎司之間、濕鼻菸超重介於 0 到 0.08 盎司之間或者水菸超重介於 0 到 
0.7 盎司之間。例如，任何無煙菸草（不分包裝規格），只要重量介於 1.2 盎司到 1.5 盎司之間，最低價格即為 10.00 美元（如需

關於各類產品的其他範例，請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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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支雪茄 
 
下表註明一包小支雪茄的最低價格。 
 

小支雪茄包裝規格 最低價格（不含 OTP 稅和銷售稅） 
20 支裝  10.95 美元 
 

雪茄 
 
下表註明部分雪茄包裝規格的最低價格。 
 

雪茄規格 最低價格（不含 OTP 稅和銷售稅） 
單支雪茄 8.00 美元 
兩支裝 9.75 美元 
三支裝 11.50 美元 
四支裝 13.25 美元 
五支裝 15.00 美元 
八支裝 20.25 美元 
10 支裝 23.75 美元 
20 支裝 41.25 美元 
 

無煙菸草 
 
下表註明部分無煙菸草包裝規格的最低價格。 
 

無煙菸草包裝規格 最低價格（不含 OTP 稅和銷售稅） 
1.2 盎司（最小包裝規格） 8.00 美元 
超過 1.2 盎司但不超過 1.5 盎司 10.00 美元 
超過 1.5 盎司但不超過 1.8 盎司 12.00 美元 
超過 1.8 盎司但不超過 2.1 盎司 14.00 美元 
超過 2.1 盎司但不超過 2.4 盎司 16.00 美元 
超過 2.4 盎司但不超過 2.7 盎司 18.00 美元 
超過 2.7 盎司但不超過 3.0 盎司 2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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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鼻菸 
 
下表註明部分濕鼻菸包裝規格的最低價格。 
 

濕鼻菸包裝規格 最低價格（不含 OTP 稅和銷售稅） 
0.32 盎司（最小包裝規格） 8.00 美元 
超過 0.32 盎司但不超過 0.40 盎司 10.00 美元 
超過 0.40 盎司但不超過 0.48 盎司 12.00 美元 
超過 0.48 盎司但不超過 0.56 盎司 14.00 美元 
超過 0.56 盎司但不超過 0.64 盎司 16.00 美元 
 

水菸（包括菸草和非菸草） 
 
下表註明部分水菸包裝規格的最低價格。 
 

水菸包裝規格 最低價格（不含 OTP 稅和銷售稅） 
3.5 盎司（最小包裝規格） 17.00 美元 
超過 3.5 盎司但不超過 4.2 盎司 20.40 美元 
超過 4.2 盎司但不超過 4.9 盎司 23.80 美元 
超過 4.9 盎司但不超過 5.6 盎司 27.20 美元 
超過 5.6 盎司但不超過 6.3 盎司 30.60 美元 
超過 6.3 盎司但不超過 7.0 盎司 34.00 美元 
超過 7.0 盎司但不超過 7.7 盎司 37.40 美元 
超過 7.7 盎司但不超過 8.4 盎司 40.80 美元 
超過 8.4 盎司但不超過 9.1 盎司 44.20 美元 
超過 34.3 盎司但不超過 35 盎司 17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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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菸草 
 
下表註明部分捲菸草包裝規格的最低價格。 
 
捲菸草包裝規格 最低價格（不含 OTP 稅和銷售稅） 
1.5 盎司（最小包裝規格） 2.55 美元 
超過 1.5 盎司但不超過 1.8 盎司 3.06 美元 
超過 1.8 盎司但不超過 2.1 盎司 3.57 美元 
超過 2.1 盎司但不超過 2.4 盎司 4.08 美元 
超過 2.4 盎司但不超過 2.7 盎司 4.59 美元 
超過 2.7 盎司但不超過 3.0 盎司 5.10 美元 
超過 3.0 盎司但不超過 3.3 盎司 5.61 美元 
超過 3.3 盎司但不超過 3.6 盎司 6.12 美元 
超過 3.6 盎司但不超過 3.9 盎司 6.63 美元 
超過 3.9 盎司但不超過 4.2 盎司 7.14 美元 
超過 4.2 盎司但不超過 4.5 盎司 7.65 美元  
超過 4.5 盎司但不超過 4.8 盎司 8.16 美元 
超過 4.8 盎司但不超過 5.1 盎司 8.67 美元 
超過 5.1 盎司但不超過 5.4 盎司 9.18 美元 
超過 5.4 盎司但不超過 5.7 盎司 9.69 美元 
超過 5.7 盎司但不超過 6.0 盎司 10.20 美元 
超過 6.0 盎司但不超過 6.3 盎司 10.71 美元 
超過 6.3 盎司但不超過 6.6 盎司 11.22 美元 
超過 6.6 盎司但不超過 6.9 盎司 11.73 美元 
超過 6.9 盎司但不超過 7.2 盎司 12.24 美元 
超過 7.2 盎司但不超過 7.5 盎司 12.75 美元 
超過 7.5 盎司但不超過 7.8 盎司 13.26 美元 
超過 7.8 盎司但不超過 8.1 盎司 13.77 美元 
超過 8.1 盎司但不超過 8.4 盎司 14.28 美元 
超過 8.4 盎司但不超過 8.7 盎司 14.79 美元 
超過 8.7 盎司但不超過 9.0 盎司 15.30 美元 
超過 9.0 盎司但不超過 9.3 盎司 15.81 美元 
超過 9.3 盎司但不超過 9.6 盎司 16.32 美元 
超過 9.6 盎司但不超過 9.9 盎司 16.83 美元 
超過 9.9 盎司但不超過 10.2 盎司 17.34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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