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摘要表
計畫

子計畫

編號

名稱

一

菸害防制
執法稽查
輔導計畫

成果摘要
（具體量化、扼要說明、目標達成情形％）
註：請勿直接複製各子計畫之成果。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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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339 家
次以上，取締違規案件 83 件，目標達成率總平均達
100％以上。公告 32 處：雲林縣「九九莊園文化創意
園區」除吸菸區外，全面禁菸；另公告全面禁菸場所
有「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口湖遊客中心及周邊區
域」
、「雲林布袋戲館」
、「雲林故事館」、「虎尾合同廳
舍」
、「本縣 16 所學校周邊無菸人行道」如下：
（一）雲林縣斗南鎮僑真國民小學－南昌西路。
（二）雲林縣立臺西國民中學－中山路。
（三）雲林縣斗六市公誠國民小學－北平路。
（四）雲林縣古坑鄉棋山國民小學－棋山路。
（五）國立斗六高級中學－文化路、民生路。
（六）國立虎尾高級中學－光復路、弘道路、
東明路。
（七）雲林縣立建國國民中學－大同路。
（八）雲林縣斗南鎮文安國民小學－文安路。
（九）雲林縣北港鎮南陽國民小學－光明路。
（十）雲林縣臺西鄉崙豐國民小學－崙豐路。
（十一）雲林縣立虎尾國民中學－中興路。
（十二）國立斗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成
功路、平和街、內環路。
（十三）雲林縣立斗南高級中學－建國一路。
（十四）雲林縣斗六市鎮西國民小學－城頂
街、雲林路、西平路、民生南路。
（十五）雲林縣大埤鄉大埤國民小學－產業道
路。
（十六）雲林縣西螺鎮中山國民小學－大同路、光
明西路、興農西路、新街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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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編號

名稱

二

戒菸服務
計畫

成果摘要
（具體量化、扼要說明、目標達成情形％）
註：請勿直接複製各子計畫之成果。
1. 辦理成人戒菸班計 11 班完成率達 100％，戒菸班
人數總計 118 人，1 個月戒菸成功率 14.76％。目
標達成率 100％。
2. 辦理「藥事人員戒菸衛教師」和「戒菸衛教人員」
初/進階培訓課程計 8 場及戒菸治療醫師訓練課
程（基礎課程）1 場，報名人數 591 人，受訓合
格人數計 551 人，目標達成率 100％。
3. 提供吸菸者戒菸衛教諮詢服務、轉介二代戒菸服
務、戒菸專線和戒菸就贏等戒菸資源，共計 4,006
人，目標達成率 100％。
4. 截止 103 年 9 月戒菸治療管理中心統計本縣民眾
利用門診戒菸服務人數計 3,334 人，門診戒菸利
用人數情形逐年上升。
5. 製作孕婦宣導海報 200 張及別讓寶寶聞起來像根
菸宣導單張 20,000 張，供醫療院所和衛生所宣導
用。
6. 提供孕婦各項多元戒菸服務人數計 24 人，目標達
成率 104％。
7. 截止 103 年 11 月戒菸專線服務中心本縣服務人數
計 223 人，701 人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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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個月，完成率達 100％。
9. 於地方有線電視台電視跑馬燈宣導二代戒菸服務
計 6 則。
10. 董氏基金會舉辦「2014 戒菸就贏比賽」本縣計
1,075 人參加，報名表均依限回報活動主辦單位。
11. 輔導台大醫院雲林分院和成大醫院斗六分院等 2
家報名參加無菸醫院認證，並獲得金獎認證，完
成率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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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青春不留
菸青少年
菸害防制
計畫

成果摘要
（具體量化、扼要說明、目標達成情形％）
註：請勿直接複製各子計畫之成果。
1. 103 年 7 月 14 日於本局 3 樓簡報室辦理「103 年衛
生所辦理青少年菸害防制在職教育訓練」並邀請新
北市立積穗國中龍芝寧主任授課，參加人數為 20
人。
2. 委託本縣救國團 103 年 7 月 29 日於北港農工辦理
「103 年暑期我愛青春 我拒菸害育樂營」，有 43
位國小學童參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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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0 人。
（國
健署目標數：1339 人，目標達成率 116.50％）
。
（1） 103 年辦理青少年 3 小時戒菸教育計 494 人。
目標達成率 197.60％。
（2） 103 年辦理青少年 1 小時戒菸講習計 661 人。
（3） 103 年提供青少年戒菸衛教諮詢服務計 353
人。
（4） 彰化基督教醫院雲林分院 103 年分別於義峰高
中及雲林國中辦理青少年戒菸班，參加學生計
52 人。
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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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名，已完
成戒菸教育 13 名，戒菸教育完成率 100％。
5. 103 年於本縣高中職以下學校辦理「青春不留菸
拒菸我最行」菸害防制衛教宣導共 82 場，參加人
數約 15,195 人。
6. 103 年 5 至 8 月間配合青春專案，辦理「青春不留
菸 拒菸我最行」菸害防制衛教宣導，共計 85 場，
參加人數約 3,824 人。目標達成率 141.6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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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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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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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具體量化、扼要說明、目標達成情形％）
註：請勿直接複製各子計畫之成果。
8. 103 年於幼兒園辦理「不吸菸最健康－我家不吸

青春不留
菸」衛教宣導共 121 場，參加人數約 10,450 人。
菸青少年
目標達成率 151.25％。
菸害防制
9. 103 年幼兒園中班學童參與「無菸家庭-我家不吸
計畫（續）
菸」宣導活動，計 1,039 人。
10. 103 年 1 月 15 日（寒假前夕）寄送「給家長的一
封信」菸害防制宣導單張予本縣 40 所國中並轉發
學生家長，計 27,510 份。
11. 103 年 5 月 23 日（暑假前夕）寄送「我家不吸菸 給
家長的一封信」宣導單張予本縣 196 所小學及國中
並轉發學生家長，計 72,073 份。
12. 103 年 2 月 27 日寄送「我家不吸菸 健康快樂每一
天」親子學習單予本縣 314 所小學（低年級）及幼
兒園（大班）學童，計 2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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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地方有線電視，計 1 則，宣導 2 個月。目標達
成率 100 ％。
（2） 地方廣播電台，計 2 則，每則宣導 1 個月。目
標達成率 100％。
（3） 跑馬燈，計 1 則。
14. 103 年輔導及宣導商家禁售菸品予未滿 18 歲青少
年共 1,006 家（次）
。目標達成率 125.75％。
15. 配合國健署委託世新大學辦理「年輕族群參與菸害
防制活動計畫，並於 103 年 9 月 22 日至 23 日至本
縣辦理「無菸生活校園」宣導活動，共計 4 場次，
參加人數共約 1,031 人。
16. 結合大專校院春暉社或相關單位透過運動或寓教
於樂的方式，辦理菸害防制設攤宣導活動，共計 3
場次，參加人數共約 1,3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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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營造無菸
好環境宣
導計畫

成果摘要
（具體量化、扼要說明、目標達成情形％）
註：請勿直接複製各子計畫之成果。
17. 本局藥政科“津有心＂劇團 103 年共宣導 6 場次，
參加人數共約 2,152 人。
1. 2014 年底前，公告縣內 4 處無菸環境，目標達成
100%以上。
2. 2.2014 年底前，辦理無菸好環境衛教宣導達 30
場以上，目標達成 100%以上。
3. 3.2014 年底前，支持營造無菸好環境媒體露出訊
息 2 則以上，目標達成 10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