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林縣衛生局 105 年菸害防制成果摘要表
計畫

子計畫

編號

名稱

一、

菸害防制
執法稽查
輔導計畫

成果摘要
（具體量化、扼要說明、目標達成情形％）
註：請勿直接複製各子計畫之成果。
105 年 1 月至 12 月衛生局(所)不定時稽查本縣各鄉鎮市公共
場所落實菸害防制法，稽查總數為 17,881 家次以上，目標
達成率總平均達 100％以上。依菸害防制法規定裁罰案件如
下：
（一） 裁處禁菸場所未於所有入口處設置明顯禁菸標示或
供應與吸菸有關之器物：計 27 件(處新台幣 1 萬元整
罰鍰/件)。
（二） 裁處於禁菸場所之吸菸行為人：計 43 件(罰新台幣 2
千～1 萬元整罰鍰/件)。
（三） 裁處以自動販賣、郵購、電子購物或其他無法辨識消
費者年齡之方式販賣菸品者：計 2 件(處新台幣 1 萬
元整罰鍰/件)。
（四） 依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14 條規定，裁處違法販售電子
煙及其相關零件之業者：計 5 件(處新台幣 1 千~3 千
元整罰鍰/件)，裁處違法製造或輸入電子煙及其相關
零件之業者：計 4 件(處新台幣 1 萬元整罰鍰/件)。
（五） 裁處供應菸品予未滿 18 歲者：計 5 件(處新台幣 1 萬
元整罰鍰，其中 4 件因義務人為未成年學生依行政罰
法減輕為 5 千元)。
（六） 裁處「菸品販售場所標示及展示」未符合規定：計 1
件(處新台幣 1 萬元整罰鍰/件）。

二、

戒菸服務 （一） 辦理戒菸班 10 班，合計參加人數 108 人，目標達成
計畫
率 125％。
（二） 為提升本縣醫事人員菸害防制專業知識，結合醫院及
護理師公會辦理戒菸衛教人員培訓課程，提供民眾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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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編號

名稱

戒菸服務
計畫

成果摘要
（具體量化、扼要說明、目標達成情形％）
註：請勿直接複製各子計畫之成果。
戒及戒菸服務， 105 年 4 月 1 日起舉辦「戒菸衛教人
員初/進階培訓課程」計 13 場，並函文醫院及醫事相
關公會，鼓勵醫事人員踴躍報名參訓，目標達成率 433
％。
1. 辦理戒菸治療醫師基礎訓練課程計 1 場次報名人數 12
人，合格人數 11 人，出席率 91.67％。
2. 辦理戒菸衛教人員初階訓練計 11 場次報名人數 1,068
人，合格人數 929 人，出席率 88.67％，合格率 98.1
％。
3. 辦理戒菸衛教人員進階訓練計 1 場次報名人數 82 人，
合格人數 63 人，出席率 76.83％，合格率 100％。
（三） 100~105 年醫師、藥師、護理及其他醫事相關人員完
成戒菸教育訓練合格認證人數，本縣統計至 105 年 11
月 30 日醫事人員數合計 5,523 人，參加戒菸衛教人
員初階訓練合格人數至少 1,493 人，合格率至少
27.03%，目標達成率 100％↑。
（四） 以縣市吸菸人口數之 3 成，為推估嘗試戒菸人數，提
供戒菸衛教諮詢服務之人數比率達 20％，本（105）
年目標數為 2,739 人，截止至 12 月 31 日二代戒菸服
務利用者有 4,357 人，目標達成率 159.9％。
（五） 社區衛教或諮詢、戒菸班等服務人數，本縣推估目標
人數為 2,977 人，3 個月的戒菸追蹤情形完成 3,107
人，國民健康署戒菸專線服務人數 181 人（583 人次）
，
戒菸班人數 108 人，合計目標達成人數 3,396 人，目
標達成率 114.07％。
（六） 吸菸孕婦提供戒菸衛教諮詢服務本（105）年目標數
為 63 人，截止至 12 月 31 日完成 3 次衛教服務 48 人，
轉介戒菸專線 10 人，二代戒菸服務利用 5 人，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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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具體量化、扼要說明、目標達成情形％）
註：請勿直接複製各子計畫之成果。
63 人，目標達成率 100％。
（七） 本縣各鄉鎮市參加 2016 戒菸就贏活動計有 1,025 人
報名參加。
（八） 運用傳播媒體宣導戒菸服務資源 1 則 2 個月，目標達
成率 100％↑。
（九） 運用傳播媒體宣導電子煙為與戒菸服務 1 則 1 個月。
（十） 本縣計有 15 家醫院，加入全球無菸醫院網絡會員有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雲林基督教醫院（101 年）、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101 年）
、天主教若瑟醫
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雲林分院（103 年）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
六分院（103 年）及信安醫療社團法人信安醫院（104
年）等 6 家，今年度輔導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長庚
紀念醫院新申請加入全球無菸醫院網絡會員並榮獲
金獎殊榮，涵蓋率為 46.6％，目標達成率 100％↑。

三、

青春不留 （一）提供青少年多元（戒菸教育、戒菸講習、戒菸衛教諮
詢、戒菸班…等）戒菸服務，共 1,155 人（次）
，目標
菸青少年
達成率 462％。
（國健署目標數：960 人（次）
，目標達
菸害防制
成率 120.31％）
計畫
（二）105 年以本縣青少年吸菸人口數之 3 成，為推估嘗試戒
菸人數，辦理青少年多元戒菸服務，佔本縣青少年吸
菸人口數比率 39.14％。目標達成率 652.33％
（三）105 年經本局查獲未滿 18 歲吸菸行為人並依菸害防制
法第 28 條規定裁處戒菸教育計有 46 名，已完成戒菸
教育 46 名，完成介入戒菸教育比率達 100％。目標達
成率 111.11％（國健署目標數：38 件，目標達成率
青春不留
121.05％）
菸青少年
菸害防制 （四）105 年於學校辦理「青春不留菸 拒菸我最行」菸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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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具體量化、扼要說明、目標達成情形％）
註：請勿直接複製各子計畫之成果。
制衛教宣導共 34 場，參加人數約 6,398 人。
（五）105 年於親師座談會辦理菸害防制衛教宣導共 20 場，
參加人數約 1,716 人。
（六）至鎮南國小教師研習中心投遞櫃發送菸害防制文宣貼
紙及校園菸害防制宣導海報予本縣國中及小學共計
204 所。
（七）105 年 5 至 8 月間，配合青春專案為避免未滿 18 歲青
少年遭受菸品毒害，結合社區、學校及娛樂場所（如
網咖、電子遊戲場、撞球場、電影院、保齡球館等）
業者，辦理「青春不留菸 拒菸我最行」菸害防制衛教
宣導，共計 79 場（次），參加人數約 4,585 人（次）
。
目標達成率 131.67％
（八）於各級學校、公務機關（如公所…等）或社區等單位
之電子字幕機、電子看板播出菸害防制訊息，共計 39
處。
（九）105 年於幼兒園辦理「不吸菸最健康－我家不吸菸」衛
教宣導共 122 場，參加人數約 8,244 人。目標達成率
152.50％
（十）105 年 6 月 6 日寄送「吸菸有害健康 打擊菸魔 向菸害
說不」學習單予本縣 146 所公私立幼兒園並請其發送
予大班學童計 6,284 人。
（十一） 運用多元媒體通路露出菸害防制活動訊息，共計 4
則：
1.地方有線電視，計 1 則，宣導 2 個月：目標達成率 100 ％。
2.地方廣播電台，計 2 則，共計宣導 2 個月：目標達成率
100％。
（十二） 跑馬燈，計 1 則：105 年輔導及宣導商家禁售菸品
予未滿 18 歲青少年共 1,037 家（次）
，其中有 31
家已歇業。目標達成率 12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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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果摘要
（具體量化、扼要說明、目標達成情形％）
註：請勿直接複製各子計畫之成果。

無菸環境 （一）推動無菸場域 9 處：石榴火車站、府文路「台大醫院」
與宣導計
站候車亭、明德北路雲科大正門口對面「雲林科技大
畫
學站」站候車亭、台 3 線雲科大南側門旁「雲科大南
側門」站候車亭、台 1 丁西平路「正心中學左側」站
候車亭、省道台 3 線西側 7「正心中學」站候車亭、中
正路成大醫院旁(近莊敬路口)「成大醫院斗六分院」
站候車亭、省道台 1 丁線與鄉道雲 81 路口旁「久安」
站候車亭及湖山巖停車場旁「湖山岩」站候車亭等 9
處，目標達成率 100%。
（二）本縣 20 鄉鎮市辦理無菸好環境宣導 371 場次，涵蓋率
90%，目標達成率 100%。
（三）無菸好環境宣導媒體露出 15 則，目標達成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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