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蓮縣衛生局 104 年菸害防制成果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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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害防制執法稽 1. 第 15 條禁菸場所之稽查目標數（家數/家次）：
查輔導計畫

稽查 7,872 家數/7,985 家次，已完成稽查數為 7,968
家數/10,054 家次，執行率為 100%。
2. 第 16 條禁菸場所之稽查目標數（家數/家次）
稽查 82 家數/82 家次，已完成稽查數為 105 家數/116
家次，執行率為 100%。
3. 配合警察局稽查八大行業、電子遊戲業並移送菸害
防制法相關違規案件，吸菸行為人 107 件，提供與
吸菸有關之器物 26 件，共 133 件，均開立行政處
分書。
4. 辦理菸害防制法稽查輔導教育訓練、菸害防制業務
說明暨檢討會 5 場，共計 132 人。
5. 辦理販賣菸品場所業者菸害防制法說明會 3 場，共
計 291 人參加，目標執行率 100%。
6. 全面禁菸場所及販賣菸品場所實地訪查 1 次，計
130 家次，目標執行率 100%。

二

戒菸服務網絡計 1. 運用各類傳播媒體宣導戒菸服務相關訊息，計 739
畫

次，目標達成率 100%

2. 辦理本縣醫事相關人員戒菸衛教人員初進高階培
訓 7 場，計 280 人參加。
3. 於 104 年 3 月 2 日至 6 日間辦理「門診戒菸醫療院
所」計輔導 41 家院所。
4. 成立社區藥局戒菸諮詢站共 4 站，計提供戒菸諮詢
計 150 人次。
5. 辦理 2 場次戒菸諮詢志工訓練，針對轉介流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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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計有 228 人參加；年度社區戒菸諮詢站共有
28 站，年度服務人次共 3,006 人次。
6. 各鄉鎮市衛生所結合社區、學校等共開辦 13 班戒
菸班，計 158 人參與，三個月戒菸成功人數共 60
人，點戒菸率達 38.0%。
7. 透過青少年戒菸班課程將戒菸服務專線撥打納
入，共計 42 人；另透過各鄉鎮校園一對一戒菸衛
教模式，於療程中由青少年於衛生所中撥打戒菸服
務專線，以確保撥打效益，共計 22 人。
8. 104 年共計進行 120 位孕婦電訪，其中僅 5 位表達
有吸菸習慣、2 位表達有戒菸意願並轉介至轄區衛
生所，另 23 位孕婦家屬有吸菸習慣，但均表示吸
菸時會遠離孕婦所處空間，尚未有戒菸規劃。
9. 辦理全縣戒菸服務合約醫事機構分組競賽暨推廣
活動 1 場次，共計 42 家合約醫事機構參加。
10.辦理中大型職場戒菸服務駐點試辦模式，共計提供
8 診次、協助衛教服務共計 17 人次。
11.於社區、部落辦理「健康開講-菸害防制」推廣講
座 3 場次，並於地方電視台播出 56 檔次、共播出
168 次。

三

推動青少年校園 1. 完成 40 所托兒園所持續推動『無菸家庭~我家不吸
菸害防制教育宣
導計畫

菸』反菸小尖兵活動，計 4,392 人次幼童接受菸害
防制教育宣導課程。

2. 與縣內故事媽媽志工團體結合，到各國小執行「無
菸家庭-我家不吸菸」反菸小高手活動，計 12 所國
小。
3. 完成 50 所推動『無菸家庭~我家不吸菸』反菸小達
人活動，計 1,459 名兒童接受菸害防制教育宣導課
程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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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青少年創意菸害防制宣導計 18 場，計 1,756
人次參與。
5. 全縣 38 所國中及高中(職)一年級學生進行一氧化
碳檢測，共檢測 7,527 位學生，其中 203 位學生檢
測值超過 6ppm，由學校教官(老師)介入輔導、諮
詢、戒菸教育及辦理戒菸班課程，菸害防制教育宣
導共 30 場，計 4,967 人次。
6. 完成辦理轄內國小、國中、高中職學校菸害防制法
規範暨教育宣導評鑑考評競賽 1 場。並辦理轄內國
小、國中、高中職學校「菸害防制法實地抽查」，
計 143 所學校。
7. 完成 1 場國中菸害防制有獎徵答活動。

四

營造無菸支持環 1. 運用各類媒體進行菸害防制相關宣導，跑馬燈宣導
境計畫

計 448 次、平面媒體宣導計 13 則、廣播及電台媒
體計 100 則。

2. 辦理 13 鄉鎮市 531 世界無菸日系列活動計 13 場，
3,301 人次參加。
3. 輔導 104 年本縣無菸職場建置 13 家，辦理職場戒
菸班 10 場次。
4. 公告本縣菸害防制法規範以外之禁菸場所計 16
處。
5. 辦理 13 鄉鎮市衛生所辦理無菸公告場所宣導場次
計 22 場，共 2,616 人次參加。
6. 辦理無菸部落/社區創意看板競賽 1 場，由本縣 13
鄉鎮市衛生所結合轄區內無菸部落/社區民眾共同
發揮菸害防制整體創意，透過團隊默契及創意，提
升本縣衛生單位與民眾的無菸共識與熱情，更藉由
各衛生所與社區民眾的創意，製作大型菸害防制宣
導看板，做為各鄉鎮之無菸環境之宣導；共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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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別於北區、中區、南區，辦理推動菸害防制無菸
部落/社區工作坊 3 場次。
8. 104 年營造花蓮縣卓溪鄉立山社區、花蓮縣光復鄉
烏卡蓋部落，共建置 2 處無菸部落/社區。
9. 104 年 3 月至 9 月辦理優質無菸部落/社區競賽，並
於 104 年 10 月 17 日於壽豐鄉樹湖社區進行觀摩會
頒獎典禮。
10.104 年 10 月 17 日辦理 1 場花蓮縣無菸部落暨菸酒
檳榔防制社區觀摩會，計 300 人參加。
11.104 年營造花蓮縣政府戶外紅線範圍內、花蓮縣地
方稅務局戶外紅線範圍內、花蓮縣地方稅務局玉里
分局戶外紅線範圍內，共計 3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