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林縣衛生局 104 年菸害防制成果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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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1. 104 年 1 月至 12 月衛生局(所)不定時稽查本

縣各鄉鎮市公共場所落實菸害防制法，稽查
總數為 20,364 家次以上，目標達成率總平均
達 100％以上。依菸害防制法規定裁罰案件
如下：
（1）取締「禁菸場所所有入口處未張貼明顯
禁菸標示或供應與吸菸有關之器物」
：18
件（罰新台幣 1 萬元/件）
。
（2）禁菸場所取締「吸菸行為人」：計 33
件（罰新台幣 2 千～1 萬元/件）。
（3）依菸害防制法第 14 條規定之電子煙相
關裁處：計 3 件，其中裁罰輸入業者 1
件科處新臺幣 1 萬元罰鍰。
（4）取締「供應菸品予未滿 18 歲者」：計 4
件（罰新台幣 1 萬元/件）。
（5）取締「菸品販售場所標示及展示」未符
合規定：計 3 件（罰新台幣 1 萬元/件）。
2. 本縣依據菸害防制法規定公告 7 處禁止吸菸
之場域：
（1） 斗六行啓記念館。
（2） 他里霧文化園區美學館。
（3） 他里霧文化園區環境教育館。
（4） 他里霧文化園區 68 電影館。
（5） 他里霧文化園區漫畫館。
（6） 他里霧文化園區繪本館。
（7） 鄧麗君出生地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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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辦理成人戒菸班計 9 班目標達成率 112.5

％，戒菸班人數總計 101 人，1 個月戒菸成
功率 15.84％。
2. 辦理「藥事人員戒菸衛教師」和「戒菸衛
教人員」初/進/高階培訓課程計 5 場及戒
菸治療醫師訓練課程（基礎課程）1 場，
目標達成率 150％。
3. 提供吸菸者戒菸衛教諮詢服務、轉介二代
戒菸服務、戒菸專線等戒菸資源，共計
6,419 人，目標達成率 246.9％。
4. 提 供 孕 婦 各 項 多 元 戒 菸 服 務 人 數 計 25
人，目標達成率 100％。
5. 於本縣地方廣播電台託播戒菸服務資源和
菸害防制宣導等 5 則，共宣導 8 個月，完
成率達 200％。
1. 提供青少年多元（戒菸教育、戒菸講習、
戒菸衛教諮詢、戒菸班…等）戒菸服務，
共 1,753 人（次）
。（國健署目標數：1,443
人（次）
，目標達成率 121.48％）
（1） 104 年辦理青少年 3 小時戒菸教育計
410 人（次）
，青少年戒菸教育評表表前
測平均分數為 80.00 分；後測平均分數
為 89.95 分。目標達成率 164％
（2） 104 年辦理青少年 1 小時戒菸講習計
1,317 人（次）
。
（3） 104 年提供青少年戒菸衛教諮詢服務計
1 人（次）
。
（4） 彰化基督教醫院雲林分院 104 年辦理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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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戒菸班 1 場，參加學生計 25 人
（次）。
104 年經本局查獲未滿 18 歲吸菸行為人並
依菸害防制法第 28 條規定裁處戒菸教育計
有 37 名，已完成戒菸教育 37 名，戒菸教
育完成率 100％。
104 年於學校辦理「青春不留菸 拒菸我最
行」菸害防制衛教宣導共 30 場，參加人數
約 6,251 人。
104 年於親師座談會辦理菸害防制衛教宣
導共 21 場，參加人數約 1,377 人。
104 年 1 月 19 日（寒假前）寄送「無菸環
境 從家開始 給家長的一封信」宣導單張
予本縣 201 所小學及國中，計 66,315 份。
104 年 5 月 27 日（暑假前）寄送「給家長
的一封信」菸害防制宣導單張予本縣 41 所
國中，計 26,567 份。
104 年 5 至 8 月間，配合青春專案為避免未
滿 18 歲青少年遭受菸品毒害，結合社區、
學校及娛樂場所業者，辦理「青春不留菸
拒菸我最行」菸害防制衛教宣導，共計 77
場（次）
，參加人數約 4,114 人（次）
。目標
達成率 128.33％
於各級學校、公務機關（如公所…等）或
社區等單位之電子字幕機、電子看板播出
菸害防制訊息，共計 54 處。
本局委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04 年 7 月 2
日（四）於崙背鄉陽明國小辦理「雲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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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暑期“青春無菸 High”育樂營」1 場，
共計 32 位國小學童參加。
10.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委託力譔堂整合行
銷股份有限公司 104 年 11 月 26 日於台西
鄉台西國小辦理「為愛熄菸 百萬幸福」校
園推廣計畫-校園故事屋，參加人數約 400
人。
11. 104 年於幼兒園辦理「不吸菸最健康－我家
不吸菸」衛教宣導共 123 場，參加人數約
9,715 人。目標達成率 153.75％
12. 104 年 3 月 10 日寄送「我家不吸菸 健康快
樂每一天」親子學習單予本縣約 312 所幼
兒園及小學低年級學童，計 24,891 份。
13. 運用多元媒體通路將菸害防制活動訊息露
出，共計 4 則，目標達成率 100 ％。
14. 104 年輔導及宣導商家禁售菸品予未滿 18
歲青少年共 966 家（次）
。目標達成率
125.75％
1. 2015 年底前，推動無菸場域 3 處，目標達
成 100%以上。
2.2015 年底前，辦理無菸好環境宣導 80 場次
以上，目標達成 100%以上。
3.2015 年底前，無菸好環境宣導媒體露出 2
則以上，目標達成 10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