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4 年菸害防制成果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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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害防制執法稽查 1. 菸 害 防 制 法 第 5-14 條 稽 查 ： 稽 查 目 標
輔導計畫
（11,790/28,980；家數/項次）-年度稽查完成數達
27,514 家/40,001 家次，目標達成率 100％。
2. 第 15 條禁菸場域之稽查目標（27,533/27,829；家數
/家次）-年度稽查完成數 31,786 家/34,454 家次，目
標達成率 100%。
3. 第 16 條禁菸場域之稽查目標（158/158；家數/家次）
-年度稽查完成數 200 家/209 家次，目標達成率
100%。
4. 稽查取締成果：總取締並裁處計 1,519 件。
（1） 第 9 條-促銷菸品 2 件。
（2） 第 10 條-菸品展示販賣場所不符規定 3 件。
（3） 第 11 條-場所免費供應菸品 1 件。
（4） 第 12 條-未滿 18 歲吸菸 286 件。
（5） 第 13 條-供應菸品予未滿 18 歲者 56 件。
（6） 第 14 條-輸入或販賣電子煙 17 件。
（7） 第 15 條第 1 項、第 16 條第 1 項-禁菸場所吸菸
1,037 件。
（8） 第 15 條第 2 項、第 16 條第 2 項-禁菸場所提供
與吸菸有關之器物 117 件。
5. 辦理執法人員稽查訓練 2 場。
6. 辦理轄內 38 區執法成效實地訪查考核評作業，共
考評 530 個場所。
7. 運用已滿 18 歲之學生喬裝成未滿 18 歲之青少年買
菸，測試販菸場所販菸情形，共計測試 528 個販菸
場所。
戒菸服務計畫
1. 本市吸菸人口使用戒菸服務人數計 33,434 人，1-8
月使用門診戒菸 17,944 人，1-12 月使用戒菸專線
1,555 人，諮詢站勸戒 6,184 人，衛生所戒菸班 387
人，衛教 7,314 人。
2. 本市二代戒菸人數至 8 月已達 17,994 人，已達目標
9,962 人之 179.8%，較全國平均 110.8%高，本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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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新增 57 家合約院所。
3. 102 至 104 年 9 月醫事人員完成戒菸教育訓練達
1,320 人，分別為護理人員及其他醫事人員高階合
格衛教師 603 人，藥師 199 人、醫師訓練 286 人、
牙醫師訓練 232 人。另已與國民健康署簽訂合約為
799 人，合約後執行申請二代戒菸服務為 430 人。
4. 共辦理 6 場次醫事人員戒菸衛教師初、進階訓練共
計 1,481 人次，提供諮詢服務，共勸戒 2,500 人次。
5. 廣邀醫事機構設立戒菸勸戒點：基層醫療院所 307
處，共勸戒 6,184 人、轉介專線 461 人、轉介戒菸
門診 33 人。
6. 辦理戒菸班 48 班（社區 38 班，職場 10 班）
，計 387
人參加，6 週戒菸成功率 79.6%，3 個月平均點戒菸
率 60.3%（社區 63.6%、職場 53.1%），3 個月平均
持續戒菸率 52.6%（社區 59.2%、職場 38.5%）
，其
中以社區戒菸班 6 週成效較佳（80.8％）。
7. 輔導本市醫療院所 25 家參與無菸醫院網絡認證，
本年度新增 3 家，3 家均榮獲金獎獎項。另 18 家參
與無菸醫院品質提升計畫，本市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紀念醫院榮獲國際無菸醫院認證金獎。
8. 辦理 1 場無菸醫院品質提升計畫輔導觀摩會暨頒獎
典禮共計 120 人參加，由本局蘇副局長娟娟致詞勉
勵及頒發 103 年二代戒菸服務推動優良醫院及人員
獎勵，肯定院所人員的辛勞與付出，共同營造無菸
健康照護環境。
9. 與高雄榮民總醫院合作辦理無菸醫院觀摩會，邀請
本市 22 家無菸醫院藉由彼此的交流與互動學習，
提供二代戒菸服務推動過程與戒菸治療、衛教服
務、無菸環境的維持經驗心得分享，以提升戒菸服
務量及追蹤率，並建立院間的標竿學習典範，共計
80 人參加。
10. 辦理無菸醫院戒菸好理由短文競賽，邀請 2 位專家
學者參與評選，共計 97 則作品送件，經評選後提
送 20 則優良作品至國健署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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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菸害防制計 1. 辦理無菸校園推動計畫共 32 所學校參加，將菸害
畫
教育融入學校課程活動，並辦理全校性競賽活動，
營造無菸的校園環境。
（1） 辦理「校園反菸、拒菸、戒菸」相關競賽活動
共 46 場。
（2） 辦理「戒菸諮商輔導班」17 班，計 124 人、菸
害防制宣導講座共 88 場，共計 32,544 人次。
2. 辦理青少年拒菸競賽活動
（1） 辦理國小「無菸家庭，健康幸福」拒菸圖文創
作比賽」共 32 所學校 751 人參加並簽署拒菸、
戒菸承諾書，大專院校拒菸創意防制宣導 2 所。
（2） 結合「無菸家庭，健康幸福」拒菸圖文創作比
賽，票選最佳人氣作品 1 場，親朋好友共襄盛
舉參與票選活動共獲得 4,695 個讚留言共 195
次，「大高雄-菸害防制專區」共 2,066 人按讚。
（3） 「高雄數位學園」網路假期-上網飆寒暑假作業
活動，將菸害防制教育融入作業中，使學生與
家長，藉由答題方式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計
有國小、國中、高中職學生 93,402 人參與。
3. 辦理校園菸害宣導教育
（1） 校園菸害宣導教育共 183 場，共計 22,086 人次。
（2） 辦理校園戒菸教育種籽教師訓練完成 1 場，有
47 所國小、國中、高中職學校共 48 人參加，並
於訓練後完成菸害教育或菸害宣導 22 場次。
4. 製作菸害防制預防保健宣導影片 1 片及菸害防制動
畫短片 3 則，放置於 Facebook「高雄 GO 健康」共
計 2,140 人次觀賞。
5. 青少年菸害防制媒體露出訊息 29 則，平面媒體露
出 4 則、電視媒體 3 則、網路媒體 21 則、廣播電
台 1 則。
6. 結合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文化局、財政局、體育處、
社會局、民政局等局處辦理青少年菸害防制宣導 16
場。
7. 辦理幼兒菸害防制繪本教師研習會 2 場次，共計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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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參加，並於課程完成後完成本局編製親子共學學
習單回饋表共有 640 張支持無菸的家庭共計有
2,422 人。
8. 為讓幼兒能提早認識菸害，建立拒絕菸害之觀念，
鼓勵幼兒園教師依據幼兒發展及學習特性，運用
「無菸的家」立體遊戲書結合多元宣導方式，以「無
菸的家-立體遊戲書」立體繪本或「我家不吸菸、拒
吸二手菸」主題內容為主，辦理「104 年度幼兒園
無菸的家教案設計競賽活動」
，共計有 14 組教師榮
獲優勝。
9. 創意作為：為提升青少年對菸品的正確觀念、危害
及相關罰則，製作幽默逗趣的動畫短片 3 則，上傳
網路影音平台分享，透過多元的管道強化民眾的認
知及增加曝光率。
無菸環境宣導計畫 1. 營造無菸環境共 38 處：步道街道 4 條、活動廣場 2
處、廟宇及教會 9 處、無菸社區 22 處、市場 1 處。
2. 辦理「531 世界無菸日踩街嘉年華活動」邀請學校
團體，以「無菸」
、
「拒菸」為主題，營造無菸環境、
宣導無菸家庭、宣導無菸通學步道及禁止販售菸品
給未滿 18 歲青少年，以降低本市吸菸率，減少二
手菸暴露率。參與者發揮創意，不限任何素材，可
彩繪、扮裝、創意造型等，宣導市民了解菸品對健
康的危害，共計約 500 人參與，平面媒體露出 1 則、
網路媒體 9 則、廣播電台 1 則、電視台 1 則。衛生
所結合社區資源，共同辦理世界無菸日宣導活動共
36 場，計約 2,175 人參與。
3. 本市 38 區辦理社區及職場菸害防制宣導：666 場，
宣導人數共達 66,445 人。7-8 月以禁止供應菸品予
未滿 18 歲者為主題共 57 場，宣導人數共達 9,656
人。
（1） 辦理菸害防制廣播宣傳：LED 電視牆播放 30 秒
多媒體動畫宣導短片 7,200 檔次。
（2） 建立轄區衛生教育行銷通路共 218 處。
（3） 社區健康營造據點共 60 家推動菸害防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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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輔導事業單位參與職場健康自主認證共 183 家。
5. 公告禁菸場所 34 處：104 年 11 月 1 日公告本市 34
所國中小學通學步道為禁菸場所。
6. 多元管道菸害防制宣導及無菸環境媒體露出訊息
14 則，平面媒體露出 5 則、網路媒體 9 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