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化縣衛生局 104 年菸害防制成果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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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法條的稽查目標數：
（1）稽查及輔導（第5條第1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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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20000家
數(20000項次)，完成38000家數(38000項次)，家數目標
達成率190％(項次達成率190％)。
（2）稽查及輔導(第5條第2項)開放式貨架等可由消費者
直接取得且無法辨識年齡之方式，目標2500家數(2500
項次)，完成4000家數(4000項次)，家數目標達成率160
％(項次達成率160％)。
（3）稽查及輔導(第5條第3項)每一販賣單位以少於20支
及其內容物淨重低於15公克之包裝方式，目標2500家
數(2500項次)，完成4000家數(4000項次)，家數目標達
成率160％(項次達成率160％)。
（4）稽查及輔導(第6條第1項)菸品容器加註之文字及標
菸害防制執法
示，目標2500家數(2500項次)，完成4000家數(4000項
稽查輔導計畫
次)，家數目標達成率160％(項次達成率160％)。
（5）稽查及輔導(第6條第2項)菸品容器最大外表正反面
應以中文標示健康警示圖文與戒菸相關資訊，且其標
示面積不得小於該面積35%，目標2500家數(2500項
次)，完成4000家數(4000項次)，家數目標達成率160％
(項次達成率160％)。
（6）稽查及輔導(第7條第1項)尼古丁及焦油含量標示，
目標2500家數(2500項次)，完成4000家數(4000項次)，
家數目標達成率160％(項次達成率160％)。
（7）稽查及輔導(第9條)促銷菸品或為菸品廣告，目標
20000家數(20000項次)，完成38000家數(38000項次)，
家數目標達成率190％(項次達成率190％)。
（8）稽查及輔導(第10條第1項)販賣菸品場所標示，目標
2500家數(2500項次)，完成4000家數(4000項次)，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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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達成率160％(項次達成率160％)。
（9）稽查及輔導(第11條)營業場所不得免費供應菸品，
目標20000家數(20000項次)，完成38000家數(38000項
次)，家數目標達成率190％(項次達成率190％)。
（10）稽查及輔導(第12條第1項)未滿18歲者不得吸菸，
目標20000家數(20000項次)，完成38000家數(38000項
次)，家數目標達成率190％(項次達成率190％)。
（11）稽查及輔導(第13條第1項)不得供應菸品予未應滿
18歲者，目標20000家數(20000項次)，完成38000家數
(38000項次)，家數目標達成率190％(項次達成率190
％)。
（12）稽查及輔導(第13條第2項) 不得強迫、引誘等方式
使孕婦吸菸，目標20000家數(20000項次)，完成38000
家數(38000項次)，家數目標達成率190％(項次達成率
190％)。
（13）稽查及輔導(第14條)不得製造、輸入、販賣菸品形
狀之物品，目標20000家數(20000項次)，完成38000家數
(38000項次)，家數目標達成率190％(項次達成率190
％)。
2.第15條禁菸場域之稽查目標數：
（1）稽查及輔導托兒所、幼稚園、安親班、課輔班、青
少年育樂中心等供兒童及少年教育或活動場所，目標
220家數(220家次)，完成229家次，目標達成率104％。
（2）稽查及輔導高中／職、國中、國小，目標235家數
(235家次)，完成395家次，目標達成率168％。
（3）稽查及輔導大專院校室內，目標5家數(15家次)，完
成17家次，目標達成率113％。
（4）稽查及輔導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及其他文化或
社會教育機構，目標30家數(30家次)，完成43家次，目
標達成率143％。
（5）稽查及輔導醫療機構、護理機構及其他醫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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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1088家數(1088家次)，完成3289家次，目標達成率
302％。
（6）稽查及輔導老人福利機構室內，目標40家數(40家
次)，完成60家次，目標達成率150％。
（7）稽查及輔導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室內，目標160
家數(160家次)，完成237家次，目標達成率148％。
（8）稽查及輔導車站(含月台)、旅客等候室，目標 30 家
數(30 家次)，完成 33 家次，目標達成率 110％。
（9）稽查及輔導遊覽車、計程車，目標120輛(120家次)，
完成148輛次，目標達成率123％。
（10）稽查及輔導危險物品儲放場所，目標90家數(90家
次)，完成137家次，目標達成率152％。
（11）稽查及輔導金融機構、郵局及電信事業之營業場
所，目標100家數(100家次)，完成161家次，目標達成
率161％。
（12）稽查及輔導供室內體育、運動或健身之場所，目
標25家(75家次)，完成75家次，目標達成率100％。
（13）稽查及輔導歌劇院、電影院之室內場所，目標3家
(6家次)，完成13家次，目標達成率217％。
（14）稽查及輔導視聽歌唱業室內，目標40家(120家次)，
完成222家次，目標達成率185％。
（15）稽查及輔導資訊休閒業室內，目標125家(375家
次)，完成482家次，目標達成率129％。
（16）稽查及輔導旅館室內，目標45家(45家次)，完成77
家次，目標達成率171％。
（18）稽查及輔導販賣菸品場所(百貨公司、超市、大賣
場、雜貨店、便利商店等商場室內及檳榔攤)，目標2450
家(2450家次)，完成4009家次，目標達成率164％。
（19）稽查及輔導餐飲店室內，目標1100家(1100家次)，
完成1877家次，目標達成率171％。
（20）稽查及輔導三人以上共用之室內工作場所，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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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75家(15975家次)，完成26477家次，目標達成率166
％。
3.第16條禁菸場域之稽查目標數：
（1）稽查及輔導大專院校之室外場所，目標5家(15家
次)，完成17家次，目標達成率113％。
（2）稽查及輔導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及其他文化或
社會教育機構之室外場所，目標30家(30家次)，完成43
家次，目標達成率143％。
（3）稽查及輔導室外體育場及室外游泳池，目標20家(20
家次)，完成122家次，目標達成率610％。
（4）稽查及輔導老人福利機構之室外場所，目標40家(40
家次，完成60家次，目標達成率150％。
4.配合縣府辦理影響公共安全行業（七大行業）、網咖及
電子遊戲場等聯合稽查42場次，稽查139家次，於現場
查獲吸菸行為人計20人次。
5.拒絕販售菸品給未滿18歲者-加強彰化市、員林市、和
美鎮、田中鎮、鹿港鎮、二林鎮、溪湖鎮、北斗鎮等
國中、國小、高中職學校附近菸品販賣場所稽查輔導
共697家次。
6.執行彰化市、員林市、和美鎮、田中鎮、鹿港鎮、二林
鎮、溪湖鎮、北斗鎮等8個鄉鎮之菸品販賣場所、全面
禁菸場所及得設吸菸區場所合格率比較，每鄉鎮抽查
菸品販賣場所5家、全面禁菸場所4家及得設吸菸區1家
進行比較，分析其結果全面禁菸場所、得設吸菸區場
所及菸品販賣場所合格率各鄉鎮均為100％。
7.依檢舉案情分析，加強重點列管場所稽查：
（1）資訊休閒業（網咖）目標數125家，計稽查482家次。
（2）醫療機構、護理機構及其他醫事機構目標數1088
家，計稽查3289家次。
（3）3人以上場所目標數15975家，計稽查26477家次。
（4）室外體育場及室外游泳池目標數20家，計稽查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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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二

無菸環境-無菸
家庭及拒菸小
3.
精靈計畫
4.
5.
1.

2.

三

四

青少年菸害防
制-全民菸檢及
戒菸教育計畫

3.
戒 菸 服 務 網 絡 1.
建立-整合式社
區 健 康 篩 檢 吸 2.

家次。
全縣計 175 家無菸校園，國小三年級學生有 93％完成
拒菸小精靈學習單，達成率為 132.8％。
拒菸小精靈有 90％向所有家人告知二手菸所造成的
危害及菸害防制法無菸環境之規定，達成率為 112.5
％。
結合拒菸小精靈家庭有 93％簽署「我家不吸菸認同
卡」，達成率為 132.9％。
招募 62 家事業單位落實推動無菸環境及輔導 27 家通
過職場健康促進認證標章。
招募 54 家餐廳業者落實推動無菸環境。
於 104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5 日舉辦第一次全民菸檢比
賽，共有 4,191 位學生上網參與菸害防制法之測試，
於 104 年 10 月 19 日至 10 月 23 日舉辦第二次全民菸
檢比賽，總參加人數為 1,343 人，兩次菸檢參加人數
總計 5,534 人，104 年全民菸檢上網會考參加者平均
答對率 70％已達目標訂定人數。
「全民菸檢」實施迄今，已成為彰化縣推動菸害防制
的重要特色工作，與彰化縣校外會與教育處，積極發
布各校學生參加菸檢，並請衛生所菸害防制主辦人協
助向轄區各國高中進行宣導，顯示透過積極有效的宣
導方案，可提升學生參與菸檢之意願，本縣菸害防制
宣導成效可觀。未來可針對學生認知答對率較低的內
容，設計適當的宣導方案，並結合時事宣教菸品危害
之外更強化時下熱門議題與法規之宣導效彰，善用學
生對網路流通性的高接受度，以有效提升學生對於菸
害防制法的認知進而行為改變，使學生能夠校園做
起，擴展到家庭及社會，透過充能(empowerment)凝
聚全民菸害防制的正確知能與態度。
本縣查獲未成年吸菸者接受戒菸教育完成率達 85％。
參加整合式社區健康篩檢的吸菸者有 98.4％接受電話
戒菸衛教追蹤，達成率為 123％。
處於戒菸準備期的吸菸者於戒菸衛教追蹤 3 個月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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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名稱
菸者衛教追蹤
及 醫 事 相 關 人 3.
員參訓計畫
4.

60.8％減少吸菸量或戒菸，達成率為 100％。
透過行政作為，指定轄區菸害防制法規定以外之禁菸
場所，新增 5 處無菸公園綠地。
接受專線服務人數目標超過 200 人，共計服務 680 人，
達成率 340%。
5. 本縣醫事人員戒菸教育訓練共辦理 7 場，共有約 22
位醫師、63 位護理人員、18 位牙醫師及 38 位藥師及
藥劑生皆參予醫事人員教育訓練並通過考試計 141
人，接受至少 7 小時戒菸訓練課程及測驗達 7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