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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律經第9/2017號法律修改並由第39/2018號行政長官批示重新 

公佈。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第 5/2011號法律 *

預防及控制吸煙制度

立法會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一條

（一）項，制定本法律。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範圍及目的

一、本法律訂定澳門特別行政區預防及控制吸煙

制度。

二、預防及控制吸煙制度的主要目的是：

（一）防止接觸煙草煙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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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範煙草製品的成分；

（三）規範關於煙草製品的資訊；

（四）宣傳及教育公眾健康意識；

（五）禁止煙草廣告、促銷及贊助；

（六）訂定降低煙草需求及供應的措施。

第二條

定義

為適用本法律，下列用語的含義為：

（一）“健康警語”是指置於煙草包裝表面最顯眼處

的關於使用煙草會對健康造成危害的忠告；

（二）“焦油或濃縮物”是指抽煙時所產生的不含尼

古丁的脫水濃縮物；

（三）“電子煙”是指得以煙嘴方式吸入含有或不含

尼古丁的氣霧的產品，或任何這種產品的組成部分，包括

煙彈、儲存匣及不具有煙彈或儲存匣的裝置；

（四）“吸煙”是指吸入或呼出含有或不含尼古丁的

電子煙氣霧或煙草的煙霧，以及管有任何燃着的以煙草製

成的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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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煙草包裝”是指供零售煙草製品之用的任何

形式的獨立包裝及外包裝，但透明薄膜除外；

（六）“煙草業”是指煙草製品的生產商、批發商及進

口商；

（七）“配料”是指任何用於製造或配製煙草製品的、

不屬煙草植物的葉或其他天然部分或未經加工部分且存

在於最終製成品中的物質或成分，不論其形態為何，包括

紙、濾嘴、顏料及黏合劑；

（八）“工作地點”是指員工在僱主直接或間接管理

下工作的地方；

（九）“尼古丁”是指煙鹼的生物鹼；

（十）“煙草製品”是指全部或部分以煙葉作為原材料

製成的、供抽吸、鼻吸、吸吮或咀嚼的製品，不論當中的煙

草有否經基因改造；

（十一）“口服煙草製品”是指全部或部分以煙草製

成的、呈粉末狀、微粒狀或兩者混合狀，尤其是以獨立劑量

包裝、以有孔袋包裝或類似食物包裝的口服製品，但供抽

吸或咀嚼的製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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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煙草廣告”是指公共或私人實體在商業、工

業、手工業或自由職業活動範圍內進行的、旨在直接或間

接促銷煙草製品或促進煙草消費的任何形式的宣傳活動；

（十三）“室內場所”是指設有上蓋並以牆壁、圍牆或

其他表面圍成且設有開口處的整個空間，而其各開口處的

面積之和小於有關場所各外表面積之和的百分之五十；

（十四）“資訊公司的服務”是指應服務相對人的獨立

請求而透過電子途徑向其提供的遠距離的任何收費服務；

（十五）“廣告媒介”是指用作傳送廣告信息的工具；

（十六）“煙草”是指煙草及生煙草植物的葉、葉的部

分或葉脈，不論是以捲煙、小雪茄或雪茄的形式銷售，又或

經切碎製成卷狀、條狀、薄片狀、立方體或片狀，或經製成

粉末狀或顆粒狀，以供煙斗或手捲煙之用；

（十七）“透過電視媒介銷售煙草製品”是指透過電

視頻道向公眾推銷捲煙或其他製品，並以有償方式提供該

等製品；

（十八）“使用煙草”是指抽吸、鼻吸、吸吮或咀嚼以

煙草為主要成分的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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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煙草消費的限制

第三條

一般原則

本章的規定旨在對供集體使用且不論其所有權或進

出權的室內場所以及本法律規定的其他地點的煙草消費

訂定限制，以防止接觸煙草煙霧。

第四條

在特定地點禁止吸煙

在下列地點禁止吸煙：

（一）提供衛生護理的場所，尤其是醫院、診所、衛生

中心、醫務所、救護站、化驗所、藥房及提供無須醫生處方

的藥物的地點；

（二）為未滿十八歲人士而設的地點，尤其是幼兒院、

托兒所及其他幼兒護理場所、兒童及青年院舍、休閒活動

中心、度假屋、度假營及其他同類場所；

（三）小學及中學教育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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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易燃產品銷售場所及燃料供應地點；

（五）生產、使用或以任何方式利用易燃的物料或產

品的生產或工業單位；

（六）高等教育場所及職業培訓中心；

（七）立法機關、司法機關、行政當局部門或機構的所

在地；

（八）工作地點；

（九）公共及私人實體內專供其人員使用的飯堂及食

堂；

（十）老人院舍、殘疾人士院舍、日間中心、社區中心、

庇護工場、康復中心及戒毒戒酒收容單位；

（十一）酒店場所；

（十二）餐廳、飲食場所、飲料場所及卡拉OK場所；

（十三）娛樂場；

（十四）酒吧、舞廳、蒸汽浴室及按摩院；

（十五）銀行機構，包括放置自動櫃員機的室內場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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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百貨公司、購物商場、超級市場、街市及商

店；

（十七）港口、機場及鐵路設施；

（十八）集體客運車輛總站及候車亭；

（十九）在距離標示集體客運車輛停車處的信號少於

十米的範圍，該等範圍由主管實體劃定；

（二十）電影院、劇院、表演室、表演場所以及其他推

廣藝術及表演的地點；

（二十一）屬公共部門管理的公園、花園及綠化區；

（二十二）體育設施；

（二十三）由公共行政實體負責維持安全和監管的泳

灘；

（二十四）公共泳池；

（二十五）博物館、藏品陳列館、文化中心、檔案室、圖

書館、會議室、閱覽室及展覽室；

（二十六）屬健康俱樂部類型的場所、健身院、健美

院、理髮店、髮型屋及美容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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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遊戲機中心、桌球室、保齡球場及網吧；

（二十八）升降機、扶手電梯及同類設施，行人天橋及

行人隧道；

（二十九）集體客運的車輛及船隻、電動纜車；

（三十）的士、救傷車及運送病人的車輛；

（三十一）設有上蓋的停車場；

（三十二）不屬以上各項所指的任何其他供集體使用

的室內場所；

（三十三）經管理實體決定禁止吸煙的任何其他供集

體使用的室外範圍。

第五條

例外

一、在下列地點允許吸煙：

（一）上條（七）至（十）、（十二）至（十七）、（二十）、

（二十五）至（二十七）及（三十一）項所指地點的室外範圍；

（二）上條（六）項所指的高等教育場所及非供未滿

十八歲人士入讀的職業培訓中心內明確劃為允許吸煙的室

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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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條（十一）項所指地點的室外範圍及所設的住

宿單位或房間；

（四）上條（十七）項所指機場設施的吸煙室；

（五）上條（二十一）及（二十三）項所指地點內明確劃

為允許吸煙的區域；

（六）在監獄內明確劃為允許吸煙的室外範圍。

（七）〔廢止〕

（八）〔廢止〕

二、上款（四）項所指吸煙室應符合由社會文化司司長

以公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下稱“《公報》”）的批

示訂定的最低要求。

三、在上條（十三）項所指地點可設立吸煙室，但吸煙

室須符合由社會文化司司長以公佈於《公報》的批示訂定

的最低要求。

第五-A條

電子煙的消費

第四條及第五條的規定經作出適當配合後，適用於電

子煙的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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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標誌

一、有關實體須在第四條所指禁止吸煙的地點的顯眼

處張貼面積不小於十五厘米乘二十厘米或二十厘米乘九厘

米的式樣經行政法規核准的標誌。

二、在上款所指標誌之下，須以中文及葡文註明違法

吸煙者可被科處的最高罰款的金額。

三、上款所指的最高罰款金額還應以英文表述。

第七條

責任

一、負責管理本法律所指地點的公共或私人實體應確

保第四條至第六條的規定得到遵守。

二、上款所指實體如發現違反第四條的規定的情況，

應命令有關吸煙者停止吸煙；如吸煙者不遵從，應召喚主

管的行政當局或警察當局。

三、第四條所指地點的所有使用者均有權要求吸煙者

停止吸煙，並可為此召喚上款所指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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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煙草製品所含物質的成分及其測量

第八條

捲煙中的焦油最高含量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銷售或製造的捲煙的焦油含量不

得超過每根十七毫克。

第九條

測量及檢測

煙草製品的焦油、尼古丁或其他物質的含量由衛生局

負責測量及檢測。

第十條

關於煙草製品的資訊

一、煙草製品的生產商或進口商應按照社會文化司司

長以批示訂定的條件，將其煙草製品的清單送交衛生局，

其內應指明每個商標及種類的煙草製品在生產過程中使

用的配料及其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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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將投放市場的新煙草製品，上款所指的清單

應在該製品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售賣最少一個月前送交。

三、第一款所指清單，以及按照第九條規定進行的測

量或檢測的結果，由衛生局向消費者公佈，但屬生產秘密

的特別產品配方的資料除外。

四、為適用上款的規定，煙草製品的生產商或進口商

應詳細說明其認為不應公佈的屬生產秘密的資料。

第四章

煙草製品的標籤及包裝

第十一條

標籤

一、所有捲煙獨立包裝上的兩個最大表面應印上任一

經行政法規核准的式樣。

二、上款所指各式樣均由圖案、健康警語、衛生局戒煙

專科門診的電話號碼及焦油、尼古丁含量的表述組成。

三、所有雪茄、煙斗煙草、捲煙煙草及小雪茄的獨立包

裝上的兩個最大表面應印上任一經行政法規核准的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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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款所指各式樣均由圖案、健康警語、衛生局戒

煙專科門診的電話號碼組成。

五、獨立包裝及零售產品的任何外包裝上均須印上本

條所指式樣，但透明薄膜除外。

六、每連續最多十二個月的期間內，第一款所指各式

樣應印於相關包裝上。

七、上款規定經作出適當配合後，亦適用於其他煙草

製品。

八、本條所指式樣應以不褪色的方式印刷，且不得被

其他表述或圖案遮掩、覆蓋或分隔。

九、第一款及第三款所指獨立包裝的兩個最大表面的

其中一面應印上有關式樣的中文本，而另一面則應印上葡

文本，式樣的印刷位置須與包裝的下邊界平行，但不影響

第十一款規定的適用。

十、按照上款規定印於獨立包裝上的式樣應至少佔

有關表面百分之五十的面積。

十一、單支雪茄的獨立包裝的其中一個最大表面應印

上任一經核准的式樣的中文本及葡文本。



14

十二、屬非捲煙的煙草製品，得以自黏紙將有關式樣

貼於獨立包裝上，只要該等自黏紙能牢固地黏貼即可。

十三、除以上各款所規定的要求外，尚應在各獨立包

裝上印上其批號或等同的編號，以確保可識別生產地及生

產時間。

第十二條

包裝

捲煙不得以少於二十根的獨立包裝銷售。

第十三條

禁用的名稱

一、在煙草製品的包裝上不得使用暗示本煙草製品

較其他煙草製品危害小的字句、名稱、商標、圖形或其他標

誌。

二、上款規定不適用於在本法律公佈之日，已依規範

作工業產權登記，並已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市場流通的煙草

製品上使用的商業識別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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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煙草製品的銷售

第十四條

禁止銷售煙草製品

一、屬下列情況，禁止銷售煙草製品：

（一）向未滿十八歲人士銷售；

（二）在第四條（一）至（三）、（六）、（九）、（十）、

（十三）、（二十二）、（二十四）及（二十七）項所指地點銷售；

（三）以任何購買者可自行直接選取煙草製品的方式

銷售，尤其是以售貨架形式銷售；

（四）透過電視媒介銷售；

（五）透過其他無法辨認購買者年齡的遠距離途徑銷

售，尤其是互聯網及郵遞。

二、為遵守上款（一）項所指的禁止，銷售煙草製品者

必須採取下列措施：

（一）對購買者年齡有懷疑時，銷售前應要求其出示

身份證明文件；

（二）在銷售煙草製品的地點以顯眼方式張貼式樣經

核准的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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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拒絕出示上款（一）項所指文件者，推定為未成年

人。

四、禁止由未滿十八歲人士銷售煙草製品。

五、禁止銷售煙草製品推廣裝。

第十五條

禁止售賣

禁止售賣電子煙以及供口服或鼻吸的煙草製品。

第十六條

自動售煙機

禁止引進或使用自動售煙機。

第六章

煙草及煙草製品的廣告、促銷及贊助

第十七條

廣告及促銷

一、禁止任何形式的煙草、煙草製品及電子煙的廣

告及促銷，包括透過廣告媒介或資訊公司的服務以隱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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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飾及暗示的方式製作的廣告，但第二款至第七款、第九

款、第十款及第十三款規定的情況除外。

二、上款規定不適用於僅在銷售煙草製品的地點內展

示的煙草製品價格標記及價格牌，只要該等價格標記及價

格牌不能從銷售地點外看見，尤其不能透過陳列窗看見。

三、上款所指價格標記僅應載有有關煙草製品的名稱

及價格，且其面積不得大於在同一地點內銷售的任何其他

商品的價格標記的面積，亦不得大於五十平方厘米。

四、第二款所指的價格牌須符合下列要求：

（一）僅載有在有關地點內銷售的煙草製品的名稱及

價格，且每一製品的名稱及價格的表述所佔的面積不得大

於上款所指的面積，但不影響（三）項規定的適用；

（二）面積不得大於一千五百平方厘米；

（三）載明式樣經核准的告示，該告示應至少佔價格

牌百分之二十的面積。

五、在專門售賣煙草製品的場所，可放置一份載有在

該場所內銷售的製品的名稱及價格的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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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一款規定不適用於煙草製品生產或批發場所內

的廣告，只要在有關場所外不能看見該等廣告。

七、屬印刷品或其他印刷媒體的廣告，僅可刊登於以

煙草貿易專業人士為對象的刊物或煙草業界企業的內部

刊物內。

八、禁止在固定及流動銷售點陳列煙草製品或使其可

見。

九、上款的規定不適用於專門售賣煙草製品的場所，

只要在有關場所外不能看見該等煙草製品。

十、在固定及流動銷售點可提供一份式樣經行政法規

核准並載有在該銷售點所銷售的煙草製品的清單。

十一、禁止免費派發或促銷煙草製品或任何旨在直接

或間接促銷煙草製品的消費品。

十二、禁止任何直接或間接與煙草製品的生產、分銷

或銷售有關的企業派發宣傳贈品、給予獎賞或舉行比賽，

即使該等活動專為吸煙者而設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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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禁止任何以公眾為銷售對象的煙草製品促銷活

動，但專為煙草貿易專業人士而設的促銷活動除外。

十四、除煙草製品及相關標籤外，禁止在煙草製品的

包裝內或外包裝上，又或在兩者之間加入獎劵或其他非包

裝之物。

第十八條

以消費品作廣告

一、在廣告活動中，禁止將煙草製品的名稱、商標、標

誌或其他識別標誌加入非屬煙草製品的消費品中。

二、使用與煙草製品相同的名稱或商標的財貨及服

務，只要符合下列要件，不適用上款所指的禁止：

（一）其銷售或贊助並非與煙草製品的銷售有關；

（二）使用該等名稱及商標的方式明顯有別於煙草製

品的名稱或商標的使用方式。

三、禁止生產及銷售呈煙草製品狀或帶有煙草商標

識別標誌的遊戲用具、玩具、電子遊戲、食品或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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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款規定不適用於在本法律公佈之日，外觀已依

規範作工業品設計或新型登記，並已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市

場流通的遊戲用具、玩具、電子遊戲、食品或糖果。

第十九條

贊助

禁止為達到直接或間接促銷某煙草製品或促進該製

品的消費的效果或預期效果而對某一事件、活動、個人、視

聽作品、電台或電視節目提供任何形式的公共或私人的贊

助或捐獻，尤其是由經營生產、分銷或銷售煙草製品的企

業提供的贊助或捐獻。

第七章

吸煙的預防及控制措施

第二十條

資訊宣傳活動

禁止由煙草製品的生產、分銷、附屬企業或同類企業

舉辦或贊助旨在直接或間接傳達吸煙資訊及預防吸煙的

宣傳活動或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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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健康資訊及教育

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尤其屬衛生、教育、青年、

體育、消費者保護、環境、勞動、經濟及文化範疇的部門，

應向市民推廣相關訊息，並致力創造有利於預防及控制吸

煙的條件。

二、提供衛生護理服務的實體，不論其法律性質為

何，尤其是醫院、診所、醫務所及藥房，均應透過為一般市

民或特定組別，特別是兒童、青年、孕婦、父母、育齡婦女、

病人、教師及其他員工而設的運動、計劃及活動，推動及支

持向市民提供關於煙草消費的危害及戒煙的重要性的健

康資訊及教育。

三、各教育場所，不論其學生年齡及學制為何，亦應推

動及支持提供關於健康的資訊及教育。

第二十二條

戒煙門診

衛生局應透過轄下部門設立協助有意戒煙者的專科

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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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處罰制度

第二十三條

違法行為

一、違反第四條、第五條第二款及第三款、第六條、第

八條、第十條至第二十條規定的行為，構成行政違法行為，

並科下列罰款：

（一）在第四條所指禁止吸煙地點吸煙，科澳門幣

一千五百元罰款；

（二）〔廢止〕

（三）私人場所的所有人、法人、不合規範設立的法人

或無法律人格的社團違反第十四條第一款（二）至（五）項

及第四款規定者，科澳門幣四千元罰款；

（四）銷售不符合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規定的標籤及

包裝要求的煙草製品者，科澳門幣四千元罰款；

（五）銷售電子煙，又或供口服或鼻吸的煙草製品者，

科澳門幣四千元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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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私人場所的所有人、法人、不合規範設立的法人

或無法律人格的社團違反第十四條第一款（一）項及第五

款規定者，科澳門幣二萬元罰款；

（七）私人實體違反第五條第二款及第三款、第六條、

第十四條第二款（二）項、第十五條至第二十條規定者，科

澳門幣二萬元至二十萬元罰款；

（八）公共實體違反第六條規定者，科澳門幣二萬元

至二十萬元罰款；

（九）煙草業違反第八條、第十條第一款及第二款、

第十一條至第十三條及第十五條規定者，科澳門幣二萬元

至二十萬元罰款。

二、過失行為亦予處罰。

第二十四條

附加處罰

因違反第八條及第十一條至第十八條規定而被扣押

的製品及物件，可宣告撥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且可命

令將之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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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職權

科處第二十三條所定的罰款及第二十四條所定的附加

處罰，屬衛生局局長的職權。

第二十六條

罰款的歸屬

因違反本法律而實施制裁的罰款所得，全數歸衛生局

所有。

第二十七條

連帶責任

一、如違法者為公法人或私法人，則其領導機關據位

人須對繳付罰款負連帶責任。

二、如違法者為無法律人格的社團，罰款以該社團的

共同財產繳付；如無共同財產或共同財產不足，則以每一

社員的財產按連帶責任制度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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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廣告代理機構、推銷者、生產商、公共實體及私人

實體如違反第十七條、第十八條或第十九條的規定，須對

繳付罰款負連帶責任。

四、場所或機構的負責人，如作出第二十三條第一款

（七）項所指的違法行為，須對繳付罰款負連帶責任。

五、自動售煙機的所有權人及設有自動售煙機的地點

的管理人，如違反第十六條的規定，須對繳付罰款負連帶

責任。

第二十八條

監察

一、衛生局、民政總署、博彩監察協調局及治安警察

局在所屬職責範圍內，具職權監察對本法律的遵守情況，

但不影響第七條規定的適用。

二、非屬治安警察局的監察人員享有公共當局的權

力，並可依法要求治安警察局提供必要的合作，尤其在執

行職務時遇到反對或抗拒的情況。

三、衛生局的監察人員在執行職務時可進入娛樂場，

但不得直接或藉他人進行任何幸運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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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二款所指的人員在執行職務時，可採取下列措

施或行動：

（一）依法進入法定禁止吸煙地點；

（二）命令吸煙者停止吸煙，要求吸煙者提供其姓名

及地址並出示身份證明文件；如違法者拒絕停止吸煙或提

供該等資料，應要求治安警察局提供合作；

（三）屬違反第八條、第十一條至第十五條規定的情

況，可保全性扣押有關煙草製品或電子煙；

（四）屬違反第十六條規定的情況，可保全性扣押有

關自動售煙機；

（五）屬違反第十七條規定的情況，可保全性扣押有

關廣告媒介；

（六）屬違反第十八條規定的情況，可保全性扣押有

關消費品；

（七）如作出認為煙草製品廣告的支架或廣告媒介屬

違法的確定性處罰決定，則將之拆除及銷毀。

五、因採取上款（七）項所指措施而導致的費用，由違

法者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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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凡不遵從第四款（二）項所指命令者，構成普通違

令罪。

七、只要監察人員要求，公共或私人實體必須在本法

律的範圍內提供合作，尤其是在控煙聯合行動方面。

第二十九條

程序步驟

一、上條第一款所指實體在其職責範圍內具職權提起

行政違法程序。

二、為產生適當效果，上條第一款所指實體以外的其

他實體如發現違反本法律的行為，須通知衛生局。

三、監察人員如目睹違法行為或有足夠跡象顯示存在

違法行為時，可即時提起處罰程序，編製控訴書及將控訴

內容通知違法者、違法實體負責人或經濟活動參與人的在

場受託人。

四、在處罰程序中，有關通知按被通知人指定的地

址，以單掛號信寄出，寄出三日後即推定被通知人接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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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如第三日非為工作日，則推定在緊隨該日的首個工作日

接獲通知。

五、如利害關係人身處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地方，上

款所指期間自《行政程序法典》第七十五條所定延期期間

屆滿後起計。

六、僅在因可歸咎於郵政服務的事由而令被通知人在

推定已作通知的日期後才收到通知的情況下，被通知人方

可推翻第四款所指的推定。

七、應自接獲科處罰款的處罰決定的通知之日起三十

日內繳付罰款。

第三十條

保全性扣押

一、監察人員可作出第二十八條第四款（三）至（六）

項規定的保全性扣押。

二、當處罰程序的確定性決定尚未作出時，被扣押的

製品及物件由作出扣押的實體保管。

三、如違法者導致本條第一款所指的保全性扣押未能

執行，則罰款下限等同於製品或物件價值，而罰款上限等

同於製品或物件價值的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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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

決定

一、確定性的行政處罰決定可命令將所扣押的製品或

物件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以及將之出售或銷毀。

二、如行政決定確定性認定不存在行政違法行為，則

須通知利害關係人領取按照上條規定被扣押的製品或物

件。

三、如領取期限屆滿後六個月內，製品或物件仍未被

領取，則執行保全性扣押的實體可命令將之出售或銷毀。

第三十二條

自願繳付罰款

一、屬第二十三條第一款（一）至（六）項所指罰款，可

自接獲控訴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自願繳付。

二、自願繳付第二十三條第一款（五）項規定的罰款並

不導致有權領取按照第二十八條第四款（三）項的規定被

扣押的煙草製品或電子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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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第一款所指期間內，被控訴人可作出辯護或繳

付罰款，如繳付罰款，則僅須繳付罰款金額的一半。

四、屬第一款所指期間屆滿仍未自願繳付罰款亦未作

出辯護的情況，須由預審員採取查明是否存在違法行為的

適當措施，以及編製有關建議書，並送交衛生局局長決定

是否科處處罰。

第九章

最後及過渡規定

第三十三條

補充法例

凡本法律未作特別規定者，均補充適用訂定行政上的

違法行為的一般制度及程序的法例以及《行政程序法典》

的規定。

第三十四條

跟進及評估報告

一、衛生局負責跟進澳門特別行政區煙草消費的情況，

以便能提出關於預防及控制吸煙方面的適當修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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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評估本法律的效果，尤其是在娛樂場內的效

果，衛生局須在其生效後每三年編製一份載有上款所指資

料的報告。

第三十五條

經許可的商用名稱

一、在本法律生效之日，如煙草製品所使用的名稱暗

示該煙草製品對健康的危害較小，只要註明由行政長官以

公佈於《公報》的批示訂定的特別警語，則可繼續銷售。

二、自本法律公佈之日起，不容許將類似名稱用於澳

門特別行政區市場的新製品。

第三十六條

移除廣告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展示的帶有宣傳煙草製品的掩飾

圖象或其他掩飾方式的廣告媒介，應由相關發准照實體在

本法律公佈之日起九十日內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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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條

娛樂場的吸煙區

〔廢止〕

第三十八條

廢止

廢止經十二月三十日第27/96/M號法律及八月十一日

第10/97/M號法律修改的八月十九日第21/96/M號法律《吸

煙的預防及限制制度》。

第三十九條

生效

一、本法律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二、上款規定不適用於下列情況：

（一）在第四條（十三）項所指地點禁止吸煙的規定，

自上款所指日期起計一年後生效；

（二）在第四條（十四）項所指地點禁止吸煙的規定，

自上款所指日期起計三年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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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不符合本法律所定的焦油最高含量、標

籤、包裝及名稱方面要件的煙草製品禁止銷售的規定，自

上款所指日期起計一年後生效。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八日通過。

立法會主席 劉焯華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簽署。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崔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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