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東縣衛生局 104 年菸害防制成果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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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菸害防制執法 一、 菸害防制執法稽查輔導目標數及達成率。
稽查輔導計畫

（一）各法條的稽查目標數目標：13800 家數/13800 項次
達成率：26141 家數/37605 項次
(189.4% / 272.5%)
（二）第 15 條禁菸場域之稽查目標：3665 家數/5510 項次
達成率：4567 家數/6588 項次
(124.6% / 119.6%)
（三）第 16 條禁菸場域之稽查目標：36 家數/38 項次
達成率：42 家數/69 項次
(116.7% / 181.6%)
二、 辦理拍立得計畫案件數目標數：104 年民眾檢舉件數 68 件
達成率： 68 件(100%)
(經查證屬實行政處分件數 47 件)
三、 辦理臺東縣鄉鎮市菸害防制法執法成效實地考核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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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件
達成率：9 件(112.5%)

二

多元戒菸服

1、102-104 年醫師、藥師、護理及其他醫事相關人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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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網絡

成戒菸教育訓練合格認證人數比率達＞4％。


完成數：合計 96 人。



達成率：124.6％

2、1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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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人。


完成數：合計 69 人。



達成率：176.9％

3、1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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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完成數：合計 32 人。



達成率：160％

5、二代戒菸服務人數 1043 人(104 年全國分配率)。


完成數：合計 794 人。



達成率：76.1％。

6、其他戒菸服務利用（含國健署戒菸專線、戒菸諮詢站、
戒菸班、戒菸比賽）≧10％。


完成數：合計 1525 人。



達成率：145.7％。

7、建置社區健保戒菸諮詢站 8 處。


完成數：合計 4 處。



達成率：50％。

8、辦理各場域戒菸班 12 班。


完成數：合計 18 班。



達成率：150％。

9、運用地方各項傳播通路加強宣導戒菸服務 15 檔。

三

青少年菸害
防制計畫



完成數：合計 20 則。



達成率：100％。

一、 辦理「無菸校園」評鑑計畫至少完成 20 所


完成數：104 年辦理「無菸校園評鑑計畫」，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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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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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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數：合計 62 場次，參加人數 9101 人。



達成率：155%。

三、 辦理青少年戒菸班「青春無菸-我最讚活力營」5
場次。


完成數：合計 15 場次，參加人數 260 人。



達成率：300%。

四、 提升青少年多元戒菸服務人數至少 700 人次。


完成數：完成服務 943 人次。



達成率：134.72%。

五、 辦理國小中、高年級「無菸~愛的宣言」給家長的
一封信宣導活動至少完成 500 份。


完成數：完成回收數 1869 份。



達成率：373.8%。

六、 辦理「我家不吸菸 健康每一天宣導活動」至少 5
場。


完成數：合計 12 場，參加人數 331 人。



達成率：240%。

七、 結合學校辦理「校園愛心媽媽志工培訓」至少 5
場。


完成數：合計 14 場，參加人數 190 人。



達成率：280%。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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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至少
16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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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數：合計 81 場，參加人數 15292 人。



達成率：506.25%。

九、 辦理、輔導拒售菸品予未滿 18 歲者愛心商店簽署
至少 200 家。


完成數：完成簽署 355 家。



達成率：177.5%。

十、辦理「無菸家庭-親子反菸戲劇巡迴活動」計畫至少
4 場宣導活動。


完成數：完成 8 場宣導活動，參加人數 745 人。



達成率：200%。

十一、臺東青年期刊-菸害防制宣導計畫至少宣導 4000
人次。


完成數：完成宣導人次 9660 人。

 達成率：241.5%。
四

營造無菸環境

1. 辦理社區民眾菸害防制及戒菸服務宣導活動 20 場次

與運用通路菸



完成數：合計 46 場

害防制教育宣



達成率：230％

導計畫

2. 辦理社區民眾菸害防制及戒菸服務宣導活動 3000 人
以上



完成數：合計 12925 人次
達成率：431％

3. 輔導轄區內職場自主認證(菸害防制、健康啟動、健
康促進標章)10 家


完成數：合計 20 家



達成率：200％

4. 透過地方通路廣告菸害防制及戒菸教育 25 則(檔次)


完成數：合計 32 則(檔次)



達成率：128％

5. 宣導利用戒菸專線服務 50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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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數：合計 154 則



達成率：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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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家

 達成率：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