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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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菸 害 防 制 法 第 5-14 條 稽 查 ： 稽 查 目 標
（11,790/28,980；家數/項次）-年度稽查完成數達
23,489 家/40,001 家次，目標達成率 100％。
2. 第 15 條禁菸場域之稽查目標（29,740/29,740；家數
/家次）-年度稽查完成數 31,775 家/34,338 家次，目
標達成率 100%。
3. 第 16 條禁菸場域之稽查目標（158/158；家數/家次）
-年度稽查完成數 200 家/216 家次，目標達成率
100%。
4. 稽查取締成果：總取締並裁處計 1,630 件。
（1） 第 5 條-電子購物、開放式貨架等方式販賣菸品
1 件。
（2） 第 9 條-促銷菸品 2 件。
（3） 第 10 條-菸品展示販賣場所不符規定 7 件。
（4） 第 12 條-未滿 18 歲吸菸 217 件。
（5） 第 13 條-供應菸品予未滿 18 歲者 20 件。
（6） 第 14 條-輸入或販賣菸品形狀之糖果、點心 4
件（電子菸）
。
（7） 第 15 條第 1 項、第 16 條第 1 項-禁菸場所吸菸
1277 件。
（8） 第 15 條第 2 項、第 16 條第 2 項-禁菸場所提供
與吸菸有關之器物 10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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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辦理執法人員稽查訓練 2 場。
6. 辦理轄內 40 區執法成效實地訪查考核評作業，共
考評 400 個場所。
7. 運用已滿 18 歲之學生喬裝成未滿 18 歲之青少年買
菸，測試販菸場所販菸情形，共計測試 397 個販菸
場所。
※目標達成率：100％
◎加分機制
※說明：
1. 配合 103 年 4 月 1 日實施「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
園、風景特定區及森林遊樂區之指定場所與公園綠
地為除吸菸區外，不得吸菸；未設吸菸區，全面禁
止吸菸之場所」之政策配合，依指定期程完成進
度，完成率達 100%。
2. 配合 103 年 6 月 1 日新版警示圖文實施，於實施日
前，對轄區所有販售業者，全面性宣導及查核，尤
其是雜貨店與檳榔攤，使市面上沒有舊警圖菸包，
完成率達 100%。
3. 配合政策規劃本市火車站劃定禁菸範圍（1 個特等
站及 2 個一等站）使民眾清楚火車站之禁菸範圍，
以利吸菸者配合遵守禁菸之規定，避免非吸菸者受
到二手菸危害，維護民眾健康。
4. 電子菸之處罰件數 4 件（其中含製造業者 1 件）。
5. 開立行政處分罰鍰 500 萬元 1 件（違反菸害防制法
第 9 條）

二

戒菸服務計畫

1. 本市吸菸人口使用（戒菸門診、戒菸專線、社區藥
局、戒菸衛教、戒菸班）目標數 32,303 人，完成
58,587 人，達成率 100%。
2. 青少年及孕產婦使用戒菸服務目標數 6,282，完成
8,051 人，達成率 100%。
3. 培訓戒菸衛教師目標 300 人，完成數 638 人，達成
第 3 頁/共 61 頁

率 100%。
4. 醫療人員訓練完成者提供戒菸諮詢服務比率目標
50%，達成率 100%。
5. 開立戒菸班目標 65 班，社區 38 班、職場 29 班共
67 班。3 個月持續戒菸率須達 30%以上，社區戒菸
成功率 60.6%、職場戒菸成功率 52.8%，達目標設
定值。
6. 設立基層醫事診所戒菸諮詢站（人員勸戒點）目標
200 站，完成站數 306 家，達成率 100%。
※說明：
1. 本市吸菸人口使用戒菸服務人數計 58,587 人，1-9
月使用門診戒菸 12,130 人/37,290 人次，1-12 月使
用戒菸專線 1,785 人共 4,755 次，諮詢站勸戒 9,165
人，衛生所戒菸班 554 人，衛教 11,972 人，16 家
無菸醫院品質提升計畫醫院戒菸班 65 班共 712
人，轉介衛教 19,319 人，初階衞教師衞教諮詢 2,950
人。
2. 102 至 103 年 1-11 月醫事人員完成戒菸教育訓練達
924 人，分別為護理人員及其他醫事人員高階合格
衛教師 320 人，藥師 140 人、醫師訓練 297 人、 牙
醫師訓練 167 人 。另已與國民健康署簽訂合約為
490 人，合約後執行申請二代戒菸服務為 212 人。
3. 共辦理 11 場次醫事人員戒菸衛教師初階、進階訓
練共計 1,759 人次，提供諮詢服務，共勸戒 2,950
人。另因藥事人員、醫師、牙醫師踴躍支持，故由
本局各加開辦理 1 場藥事人員高階課程（56 人）
、1
場次醫師（75 人）及牙醫師（50 人）訓練課程。
4. 辦理戒菸班 67 班，總計 554 人參加，6 週後戒菸者
共 446 人成功率 80.5%，目前 3 個月平均點戒菸率
56.9%（社區 60.6%、職場 52.8%），3 個月平均持
續戒菸率 54.2%（社區 59.9%、職場 47.6%）。
5. 廣邀醫事機構設立戒菸勸戒點：基層醫療院所 306
處，共勸戒 9,165 人、轉介專線 529 人、轉介戒菸
門診 1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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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輔導本市醫療院所參與無菸醫院網絡認證，迄今共
22 家通過；本年度新增 5 家，其中 3 家榮獲金獎獎
項，2 家榮獲銀獎獎項。另 16 家參與無菸醫院品質
提升計畫，本市高雄醫學大學附設紀念醫院榮獲國
際無菸醫院認證金獎。
7. 本市二代戒菸人數至 9 月已達 12,130 人，已達目標
12,477 人之 97.2%，較全國平均 93.7%高，本年度
亦新增 94 家合約院所。
※目標達成率：100％
◎加分機制
※說明：
1. 配合政策鼓勵醫事人員踴躍投入戒菸服務行列，本
局特別自行加開辦理 1 場藥事人員高階課程（56
人）
、1 場次醫師（75 人）及牙醫師（50 人）訓練
課程，參訓者相當踴躍，均已通過審查取得證書。
2. 配合政策積極輔導本市醫療院所 22 家參與無菸醫
院網絡認證，本年度新增 5 家，其中 3 家榮獲金獎
獎項，2 家榮獲銀獎獎項。另 16 家參與無菸醫院品
質提升計畫，在全國申請無菸醫院計畫中，本市首
佔第一，尤其本市高雄醫學大學附設紀念醫院更榮
獲國際無菸醫院認證金獎。
3. 為提升職場戒菸服務效能，103 年首次試辦與 18 家
事業單位共同合作，進行職場戒菸服務試辦計畫，
由事業單位人員藉由問卷方式將戒菸資訊如戒菸
專線、戒菸治療等服務訊息提供給吸菸員工，共完
成問卷 1,562 份、轉介戒菸專線 224 人、轉介戒菸
門診 16 人。
4. 創意作為：研訂本市戒菸班教戰手冊，供各衛生所
辦理戒菸班使用，以提升戒菸成功率。
5. 政策配合：派員於 103 年第一次工作坊分享二代戒
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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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青少年菸害防制計 1. 辦理高中職以下無菸校園競賽活動 43 所參加及開
設戒菸班 18 班。
畫
2. 辦理青少年拒菸競賽活動 1 場，參加活動的同學
簽署拒菸、戒菸承諾書優勝作品建置在「大高雄菸害防制專區」
，投票選出最佳人氣作品，活動參
與 17,002 人次。
3. 辦理校園菸害教育宣導 202 場及校園戒菸教育種
籽教師訓練，訓練課程結束後在校園內推動並執
行菸害宣導、戒菸教育 1 場。
4. 製作菸害宣導影片 2 片並觀看數達 3,106 人次。
5. 青少年菸害防制媒體露出訊息 8 則。
6. 結合各局處、民間團體辦理青少年菸害防制宣導 8
場。
※說明：
1. 辦理無菸校園推動計畫共 43 所學校參加，將菸害
教育融入學校課程活動，並辦理全校性競賽活動，
營造無菸的校園環境。
（1） 辦理「校園反菸、拒菸、戒菸」相關競賽活動
共 50 場。
（2） 辦理「戒菸諮商輔導班」18 班，計 126 人、菸
害防制宣導講座共 110 場，共計 40,444 人次。
2. 辦理青少年拒菸競賽活動
（1） 辦理「國中拒菸創意設攤活動」共 17 所學校 3，
480 人參加並簽屬拒菸、戒菸承諾書及國小「無
菸家庭，健康幸福」拒菸圖文創作比賽」共 33
所學校 652 人參加並簽署拒菸、戒菸承諾書，
大專院校拒菸創意防制宣導 3 所。
（2） 結合「無菸家庭，健康幸福」拒菸圖文創作比
賽，票選最佳人氣作品 1 場，親朋好友共襄盛
舉參與票選活動共獲得 7,556 個讚、作品分享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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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次、留言共 113 次，
「大高雄-菸害防制專區」
共 1,824 人按讚。
（3） 「高雄數位學園」網路假期-上網飆寒暑假作業
活動，將菸害防制教育融入作業中，使學生與
家長，藉由答題方式達到寓教於樂的效果，計
有國小、國中、高中職學生 100,286 人參與。
3. 辦理校園菸害宣導教育
（1） 校園菸害宣導教育共 202 場，共計 30,635 人次。
（2） 辦理校園戒菸教育種籽教師訓練完成 1 場，有
69 所國小、國中、高中職學校共 69 人參加，並
於訓練後完成菸害教育或菸害宣導 36 場次。
4. 製作菸害宣導影片 2 片放置於 Facebook「大高雄菸害防制專區」共計 3,106 人次觀賞。
5. 青少年菸害防制媒體露出訊息 8 則，平面媒體露出
2 則、網路媒體 6 則。
6. 結合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教育局、海巡署、社會局
等局處辦理青少年菸害防制宣導 8 場。
※目標達成率 100%
◎加分機制
創意作為：結合本市有名兒童劇團-豆子劇團拍攝「無
菸家庭齊拒二手菸」影片，供本市各國小
學童觀看宣導。

四

無菸環境宣導計畫

1. 各區衛生所建構或維護區內 1 處法規未規範之戶
外公共區域為無菸環境共 40 處。
2. 辦理 531 世界無菸日宣導活動 1 場，世界無菸日宣
導活動媒體露出數 10 則。
3. 結合各局處、民間團體、社區辦理菸害防制社區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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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679 場。
4. 輔導事業單位參與職場健康自主認證 181 家。
5. 公告禁菸場所 135 處。
6. 無菸環境媒體露出訊息 19 則。
※說明：
1. 營造無菸環境共 40 處：步道街道 6 條、活動廣場
5 處、公園 5 處、廟宇及教會 9 處、無菸社區 13
處、市場 2 處。
2. 辦理「我是戒菸大贏家暨 531 世界禁菸日活動」戒
菸成功者回娘家分享戒菸心路歷程，設攤宣導菸害
防制議題，公園綠地為禁菸場所、6 月 1 日上路菸
品更換健康警示圖文，以及「你戒菸、賺很大」拍
照活動，共計約 300 人參與，平面媒體露出 2 則、
網路媒體 8 則。衛生所結合社區資源，共同辦理世
界無菸日宣導活動共 42 場，計約 3,084 人參與。
3. 本市 38 區辦理社區及職場菸害防制宣導：679 場，
宣導人數共達 82,069 人。7-8 月以禁止供應菸品予
未滿 18 歲者為主題共 68 場，宣導人數共達 6,384
人。
（1） 辦理菸害防制廣播宣傳：30 秒廣播 207 檔、口
播 6 次。公車車體廣告行經市中心 14 條路線，
LED 電視牆播放 30 秒多媒體動畫宣導影片
16,000 檔次。
（2） 建立轄區衛生教育行銷通路共 145 處。
（3） 社區健康營造據點共 61 家推動菸害防制議題。
4. 輔導事業單位參與職場健康自主認證共 181 家。
5. 公告禁菸場所 135 處：
（1） 103 年 1 月 2 日公告本市國小通學步道為禁菸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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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目前已有 103 所國小設置無菸通學步道。
（2） 103 年 7 月 1 日公告本市國中通學步道為禁菸場
所，目前已有 32 所國中設置無菸通學步道。
6. 無菸環境媒體露出訊息 19 則，平面媒體露出 4 則、
網路媒體 15 則。
※目標達成率 100%
◎加分機制
1. 本局公告國小國中通學步道為為禁菸場所共 135
處。

第 9 頁/共 61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