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東縣衛生局 105 年菸害防制成果摘要表
計畫
編號
一

子計畫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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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菸害防制執法稽查輔導目標數及達成率(各
法條及場域的稽查達成率如成果附表)。
（一）個法條的稽查目標數目標：13800 家數/13800 項次
達成率：30979 家數/38531 項次
(224.5% / 279.2%)
（二）第 15 條禁菸場域之稽查目標：4014 家數/5359 項次
達成率：4760 家數/61200 項次
(118.5% / 114.2%)
（三）第 16 條禁菸場域之稽查目標：34 家數/34 項次
達成率：43 家數/87 項次
(126.4% / 255.8%)
二、 辦理拍立得計畫案件數目標數：105 年民眾檢舉件數 75 件
達成率：75 件(100%)
(經查證屬實行政處分件數 66 件)
三、 辦理臺東縣鄉鎮市菸害防制法執法成效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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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編號

子計畫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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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目標：16 鄉鎮市
達成率：16 鄉鎮市(100%)
四、 辦理臺東縣鄉鎮市菸品販賣業者販售菸品予
未滿 18 歲喬裝測試目標：16 鄉鎮市(計：64 家)
達成率：16 鄉鎮市(計：64 家(100%))
五、 辦理供應菸品予未滿 18 歲取締數目標：13 件
達成率：4 件(30.8%)

二

多元戒菸服務
網絡

1、100~105 年醫師、藥事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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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該縣
市執業醫師、藥事人員、護理人員數比率＞4％，
76 人/5 年。


完成數：合計 149 人。



達成率：7.8％

2、100~105 年醫事相關人員完成戒菸教育訓練認證
後，與國民健康署合約比率≧50％，合約比率
38 人/5 年。(149/163)


完成數：合計 163 人。



達成率：54.7％

3、100~105 年醫事相關人員與國民健康署合約後，
實際提供二代戒菸治療及衛教服務之比率≧50
2

計畫
編號

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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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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人數 35/5 年。(163/125)


完成數：合計 125 人。



達成率：38.3％。

4、醫事相關人員勸戒菸率≧68％。


由國民健康署「成人吸菸行為電話訪問調
查」提供。

5、二代戒菸服務人數 1239 人(105 年全國分配率)。


完成數：合計 1184 人。



達成率： 95.6 ％。

6、接受戒菸衛教之人數比率≧20％，達 248 人。


完成數：合計 1034 人。



達成率： 417％。

7、醫院申報接受戒菸服務之來源為住院個案人數比
率≧7％，達 87 人。


完成數：合計 75 人。



達成率： 6 ％。

8、其他戒菸服務利用情形，以吸菸者為限，≧10
％/939 人。


完成數：合計 1980 人。



達成率： 211 ％。

9、提供孕婦多元戒菸服務人數，達 38 人。

三

青少年菸害防



完成數：合計 24 人。



達成率： 63.2 ％。

一、 辦理「無菸校園」評鑑計畫至少完成 20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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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編號

子計畫
名稱
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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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ˇ完成數：105 年辦理「無菸校園評鑑計畫」
，
共計完成縣內 33 所校園（國中 22
所及高中、職 11 所）校園實地訪
查及書面資料審核考評。
ˇ達成率：100%。
二、 辦理縣內青少年菸害防制教育宣導活動至少
40 場。
ˇ完成數：合計 55 場次，參加人數 4669 人。
ˇ達成率：100%。
三、 辦理青少年戒菸班「青春無菸-我最讚活力
營」5 場次。
ˇ完成數：合計 15 場次，參加人數 218 人。
ˇ達成率：300%。
四、 辦理世界無菸日宣導活動 2 場。
ˇ完成數：合計 2 場次，參加人數 390 人。
ˇ達成率：100%。
五、 提升青少年多元戒菸服務人數≧70%（以國健
署 105 年目標數 850 人*70%須完成 595 人次
追縱）
。
ˇ完成數：完成服務 764 人次。
ˇ達成率：128%。

六、 辦理「我家不吸菸 健康每一天宣導活動」5
場次。
ˇ完成數：合計 21 場，參加人數 906 人。
ˇ達成率：420%。

七、 辦理「無菸家庭彩繪公約」簽署活動 200 家。
ˇ完成數：完成回收 1783 份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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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編號

子計畫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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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ˇ達成率：892%。
八、 結合學校辦理「校園愛心媽媽志工培訓」5 場。
ˇ完成數：合計 15 場，參加人數 237 人。
ˇ達成率：300%。
九、結合社區、學校、青少年聚集場所辦理「暑期
青春專案-禁止供應菸品給未滿 18 歲者宣導」
活動 16 場。
ˇ完成數：合計 100 場，參加人數 9382 人次。
ˇ達成率：625%。
十、 辦理、輔導拒售菸品予未滿 18 歲者愛心商店
簽署 200 家。
ˇ完成數：完成簽署 322 家。
ˇ達成率：161%。
十一、辦理「無菸家庭-親子反菸戲劇巡迴活動」計
畫 4 場宣導活動。
ˇ完成數：完成 8 場宣導活動，參加人數 425
人。
ˇ達成率：200%。
十二、105 年查獲未滿 18 歲違規吸菸青少開立裁處
書 119 件（含在學及中輟未在學之學生）
，參加
戒菸教育 119 人，完成率達 100%

四

營造無菸環境與
運用通路菸害防
制教育宣導計畫

1. 辦理社區民眾菸害防制及戒菸服務、三手菸等宣
導活動 20 場次。
 完成數：合計 39 場。
 達成率：195％
2. 辦理社區民眾菸害防制及戒菸服務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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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編號

子計畫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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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人以上
 完成數：合計 19313 人次
 達成率：644％
3. 輔導轄區內職場加入職場自主認證(健康啟動、
健康促進標章)行列 10 家
 完成數：合計 25 家
 達成率：250％
4. 辦理無菸職場菸害防制及戒菸服務、三手菸等宣
導活動 10 場次)。
 完成數：合計 18 場
 達成率：180％
5. 透過地方多元傳播通路，加強無菸環境及二代戒
菸政令等訊息宣導 10 則(檔次)。
 完成數：合計 38 則
 達成率：380％
6. 公告指定轄區菸害防制法外之禁菸場所(無菸環
境) 1 家。
 完成數：合計 1 家

 達成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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