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Chinese (traditional) 

對於菸草零售商的規定為何？
菸草法律（包含《地方法 97》或《合理菸草執法》）已經制定了對於菸草零售商的定義

及規定。

規定
標示牌規定

需要哪些標誌？

法律要求販售香菸、其他菸草產品、電子菸、水菸、菸斗、捲菸或菸具的零售商在明顯可

見的位置張貼兩個標誌：

1.  年齡限制標誌：目前的年齡限制標誌，說明不能向未滿 21 歲的人販售的其他產品。

2.  稅項戳印標誌：說明在紐約市內販售的所有香菸都必須整包販售且必須標明有效的紐約

市及州政府稅項戳印的標誌。 

未能張貼這些標誌的罰款為何？

對未能張貼必要標誌的零售商每次違規最高可處以 500 美元的罰款。 

標誌規定何時生效？

1. 目前的年齡限制標誌自 2018 年 4 月 14 日生效。  

2. 稅項戳印標誌自 2014 年 3 月 19 日生效。

零售經銷商定義

定義為何？ 
菸草零售經銷商的定義是販售香菸或菸草產品的任何人。菸草零售經銷商必須持有有效的

紐約市菸草零售經銷商執照、持有有效的紐約州登記證，才能銷售香菸或菸草產品，並且

針對其擁有的香菸和其他菸草產品繳納必要的稅金。

哪些人不屬於零售經銷商的定義範圍？ 
零售經銷商定義不適用於在正常交易過程中為製造商、代理商或有照批發商或零售經銷商

運送香菸或其他菸草產品的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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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持有執照而從事零售經銷商工作的罰款為何？

對於無照零售經銷商營運業務的罰款，首次違規可處以高達 2,000 美元之罰款，再次違規可處

以高達 2,000 美元之罰款，三年內兩次無照違規可能會導致店鋪被查封。沒有執照而參與香菸

或其他菸草產品的販售行為屬於輕罪。如果您向製造商或有照批發經銷商以外的任何人購買香

菸或其他菸草產品也屬於輕罪。

零售經銷商的定義何時生效？

2018 年 2 月 24 日。

逃避香菸稅

此法條如何適用於逃稅行為？

菸草零售經銷商不得：

•  向無照經銷商或是其執照遭吊銷或撤銷之經銷商販售香菸或其他菸草產品

•  向製造商或有照批發經銷商以外的任何人購買香菸或其他菸草產品

•  銷售、提供、持有或運送變造或偽造的香菸稅項戳印、銘印或壓印

•  隱藏或遮住未戳印或非法戳印的香菸包裝、未包含在完整包裝中的散裝香菸，或是獨立、 

變造或偽造的稅項戳印

違規的罰款為何？

• 首次違規罰款高達 2,000 美元

•  第二次（不同日期）違規及三年內每次後續違規的罰款高達 5,000 美元

• 三年內第二次或後續（不同日期）違規則會被撤銷執照

• 三年內違規三次會導致經營場所被查封。

•  違反此法條的零售經銷商也會被處以先前存在的民法香菸稅罰款，其最大金額為：

 –  對該零售商持有或控制的未戳印或非法戳印包裝中的每 200 根香菸（超過 1,000 根香菸）

處以 100 美元的罰款。

 –  由該零售商故意持有或故意控制的未戳印或非法戳印包裝中的每 200 根香菸（超過 1,000 
根香菸）處以 200 美元的罰款。

 –  粘貼或未粘貼的假造、偽造稅項戳印、銘印或壓印若超過 100 張，每 10 張處以 200 美元

的罰款。

關於逃稅的法律何時生效？

2014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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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機關
查封經常違規者

什麼是「查封」一家商店？

查封是指透過掛鎖或其他方式防止他人進入來強制關閉場所。

什麼狀況下可查封零售商店？

此法條允許查封重複違反特定菸草法律的商店，包括： 

•  三年內無照營運業務超過兩次的零售商或批發商。 
• 三年內違反下列法律三次的零售商或批發商： 
 – 向未滿 21 歲的顧客販售香菸或其他菸草產品

 – 逃避紐約市香菸或其他菸草產品稅金

 –  販售散裝香菸或小雪茄（雪茄和小雪茄必須以至少 20 根裝成一包整包販售）。

 –  讓未滿 18 歲的員工販售、分銷或處理菸草產品，而且全程沒有至少年滿 18 歲之店主或

員工在旁監督

 – 販售調味菸草產品

 – 向未成年人販售菸草和非菸草菸品

我的店面被查封之前，我是否會收到通知？

會。行政法院確認應查封商店之後，便會在查封店面之前至少 10 天張貼查封命令。 

我要如何讓自己的店面解除查封？

在局長下令的查封期間（最長達 60 天）結束，以及繳納所有未償還的罰金之後，即可取消

查封商店。 

此法條何時生效？

2014 年 1 月 18 日。

沒收非法的菸草產品
什麼狀況下會沒收香菸或其他菸草產品？

紐約市財政局 (Department of Finance, DOF) 的執法人員（包含治安官）都可以沒收提供

給無照零售商或批發商販售的任何調味菸草產品 (菸草館除外)，或是無照零售商或批發商持

有或提供以販售的任何香菸。財政局執法人員已經獲得授權，可沒收未繳納必要稅金的菸草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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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人員是否能沒收調味菸草產品？

能。除了在菸草館，禁止在紐約市販售薄荷醇、薄荷或冬青以外的調味菸草產品。

關於沒收菸草產品的規定何時生效？

2013 年 11 月 19 日。

執照撤銷及吊銷

何時可撤銷或吊銷執照？

如果一家商店在三年期間內在不同日期違法下列任一事項兩次或更多次，則必須撤銷該菸

草零售經銷商的執照：

• 向未滿 21 歲的人販售香菸、其他菸草產品或電子菸。

• 向未滿 21 歲的人販售非菸草水菸、菸斗、捲菸或菸具。 
• 販售散裝香菸。

• 低於最低規定價格售價販售菸草產品（例如，雪茄、小雪茄、瑞典口含菸或散裝菸草）。

• 販售一包少於 20 根的散裝雪茄。

• 允許未滿 18 歲的人處理或販售菸草，但全程沒有至少年滿 18 歲的人在現場監督。

• 販售、持有或隱藏偽造稅項戳印或是沒有有效紐約市及州政府稅項戳印的包裝香菸。

商店若在三年內販售或提供調味菸草產品三次或更多次數，則必須吊銷該菸草零售經銷商

的執照。 

若菸草零售經銷商未能繳納關於香菸或菸草法律違規事項的民法罰款，也必須吊銷其執

照。 

關於撤銷和吊銷的規定何時生效？

2014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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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罰金 
違反這些法律的罰金為何？ 
下表說明各種違規事項的罰金和處罰。

紐約市菸草零售商的罰金結構
違規 罰金及處罰

未持有執照而從事菸草零售經

銷商的工作
•  首次違規罰款高達 2,000 美元

• 第二次（不同日期）違規及每次後續違規的罰款高達 
2,000 美元

• 三年內違規兩次會導致經營場所被查封

販售、持有或隱藏未課稅香菸

或其他菸草產品或偽造的戳印 
• 首次違規罰款高達 2,000 美元 
• 第二次（不同日期）違規及三年內每次後續違規的罰

款高達 5,000 美元

• 三年內第二次或後續（不同日期）違規則會被強制撤

銷執照

• 三年內違規三次會導致經營場所被查封

加上關於持有的下列民法菸草產品稅金罰款：

•  零售經銷商持有或控制的未戳印或非法戳印包裝中的

每 200 根香菸（超過 1,000 根香菸）處以 100 美元

的罰款

• 零售經銷商故意持有或故意控制的未戳印或非法戳印

包裝中的每 200 根香菸（超過 1,000 根香菸）處以 

200 美元的罰款

• 若零售經銷商持有或控制的粘貼或未粘貼的假造、偽

造稅項戳印、銘印或壓印超過 100 張，對每 10 張處

以高達 200 美元的罰款

紐約市對於香菸及其他菸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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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 罰金及處罰

向未成年人販售非菸草類菸品 • 首次違規處以 1,000 美元罰款

• 三年內第二次違規處以 2,000 美元罰款

•  三年內第二次或後續（不同日期）違規則會被強制

撤銷執照

販售或為了販售而持有香料菸

草產品
• 首次違規罰款高達 1,000 美元 
• 三年內第二次違規罰款高達 2,000 美元

• 三年內第三次及後續違規罰款高達 5,000 美元

• 在不同日期的第三次違規及三年內不同日期之所有

後續違規，得強制吊銷執照一年

• 三年內違規三次會導致經營場所被查封

我如何以其他語言閱讀此資料表或檢閱實際法條？

請造訪 nyc.gov/health 並搜尋「tobacco laws」（菸草法律）或撥打 311。

如果我有疑問或需要更多資訊，該怎麼辦？ 
請撥打 311 以取得「合理菸草執法」的相關資訊。

紐約市菸草零售商的罰金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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