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市衛生局 104 年菸害防制成果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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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害防制執法 1. 全面禁菸場所列管目標 10,399 家，稽查 14,339 家
稽查輔導計畫

次，稽查達成率 138％；處分違規商家 46 家。
2. 販賣菸品場所列管目標 930 家，稽查目標 1,860
家次，完成稽查 2,080 家次，完成率 112％；處分
違規商家 15 家。
3. 104 年行政處分案件及稽查成效統計：104 年稽查數共
計 14,339 家次；行政處分案件計 193 件。
＊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5 條第 1 款：1 件
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13 條第 1 項：19 件
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14 條：4 件
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15 條第 1 項：139 件
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15 條第 2 項：26 件
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16 條第 1 項：4 件
4. 104 年電子煙稽查成效統計：以電子煙為關鍵字搜
尋網頁畫面目標 100 件，查核 300 件，稽查達成
率 300%。
5. 查核電子煙成果如下：
＊價購檢測尼古丁：2 件
違反菸害防制法 14 條：處分 4 件
涉違反藥事法 83 條移警察局：處辦 1 件
6. 特殊案件:於本市公告禁菸場所-海洋廣場，查獲 3
名外籍人士(漁工)吸菸，成功開立行政處分書並已繳
清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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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戒菸服務 1. 102~104 年醫師、藥師、護理及其他醫事相關人員
工作

完成戒菸教育訓練合格認證人數，佔該縣市執業醫
師、藥師、護理人員數比率達 4%：102~104 年新
增培訓認證人員計 202 人，佔本市執業人比率達
6.89%（202/2,930）
，目標達成率 172.4%。
2. 醫事人員訓練完成者，提供戒菸諮詢服務比率達
50% ：104 年新增訓練合格人員 118 人，訓練完成
後提供戒菸諮詢人員達 91 人，服務比率達 77.1%，
目標達成率 154.2%。
3. 提供二代戒菸服務、孕婦及青少年轉介戒菸衛教、
社區戒菸衛教諮詢、戒菸班、免費戒菸專線等戒菸
服務利用占吸菸人口數之比率達 5%：本市共計提
供 8,953 人接受戒菸服務，佔本市吸菸人口比率達
13.9%（9,674/69,519），目標達成率 278.3%。
4. 結合醫院、學校、職場、民間團體等單位辦理戒菸
班提供戒菸諮詢服務達 8 班：本市共計辦理 8 班
142 人參與，目標達成率 100%。
5. 接受醫事相關人員勸戒戒菸人數佔該活動有吸菸
習慣人數之比率達≧70% ：本年度共完成 2,514 份
問卷，有吸菸習慣人數計 476 人，接受勸戒人數計
389 人，接受勸戒者佔活動有吸菸習慣人數之比率
達 81.7%（389/476），目標達成率 116.7%。

三

辦理青少年菸 1. 104 年查獲本市青少年吸菸者並完成戒菸教育比
害防制推動工

率達 90%：本市 104 年查獲並完成戒菸教育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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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人，完成比率為 100%（49/49），目標達成率
110%。
2. 104 年提供本市青少年戒菸服務（戒菸班、戒菸教
育）
，佔本市青少年吸菸人口數比率 2%：本市 104
年提供青少年戒菸班及戒菸教育共計 783 人，佔
本 市 青 少 年 吸 菸 人 口 數 比 率 達 23.3%
（783/3,359），目標達成率 1165.5%。
3. 國中及高(中)職戒菸教育衞教人員接受戒菸教育
培訓比率達≧60%：本市 75 所校園（國小 42 所、
國高(中)職 30 所及大專院校 3 所）
，計有 74 位人
員完成校園戒菸衛教種子師資，本市校園種子師
資涵蓋率達 98.7%，目標達成率 164.4%。
4. 營造校園周邊無菸人行道達 7 處：本市公告自 104
年 9 月 1 日起，本市中正國民小學、長興國民小
學、碇內國民小學、南榮國民小學、德和國民小
學、安樂國民小學及中興國民中學等 7 所國小校
園外周邊人行道「紫色禁菸線」內為全面禁菸場
所，目標達成率 100%。

四

辦理營造無菸 1. 推動無菸環境-營造無菸環境氛圍達 7 處：禮東里
環境推動工作

社區無菸公園、新富里幸福無菸小公園、百福防
汛河堤無菸步道、海光一村無菸社區、和憲里阿
拉寶灣無菸生態公園、慶安宮及奠濟宮無菸廟宇
共 7 處，目標達成率 100%。
2. 辦理無菸環境活動（含 531 世界無菸日）場次達 3
場次：全民健走暨 531 世界禁菸日活動、河堤防
汛步道無菸健走活動、無菸廟宇嘉年華活動及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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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健康活力秀，本市共辦理 4 場次，計有 1,567
人參與，目標達成率 133%。
3. 結合各局處、民間團體、社區..等辦理無菸環境宣
導場次達 14 場次：本市共辦理 21 場，計有 2,584
人次參與，目標達成率 150%。
4. 辦理職場、社區或校園等，參與菸品危害宣導活
動認知率達 80%：問卷調查參與民眾（2,514 人）
對菸害防制的認知其正確率達 89.6%，目標達成
率 112%。
5. 媒體暴露達 21 則：透過連結地方資源及各種宣導
通路，共完成 23 則媒體露出，目標達成率 1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