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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補助地方菸害防制工作 

(一) 執行菸害防制輔導、稽查與取締工作：全國菸害防制稽查家數 68 萬

餘家次，開立處分 6,584件，總計罰鍰 1億 1,144萬餘元。 

(二) 執行菸害防制相關行政作業：考評縣市菸害防制工作成果據以分配補

助經費。 

(三) 聘用菸害防制專任人力:地方政府聘用菸害防制專任人力總計為 116

人，協助辦理菸害防制相關工作。 

(四) 辦理菸害防制相關宣導教育活動 6,503場次。 

(五) 辦理菸害防制志工訓練 228場次，計 7,425人。 

(六) 協助推動無菸環境 4,540處及辦理社區戒菸班 422班次，約 4,587人

參加。 

(七) 補助菸、酒、檳榔危害防制整合計畫:共計營造無菸、酒、檳榔健康

政策場域 217處；辦理菸酒檳榔防制衛教宣導 1,140場；針對高危險

群教育訓練 30場強化對菸酒檳之認知；培訓衛教志工 25場、辦理菸

酒檳榔戒治班或個案管理 86 班計 4,639 人參與；結合口腔黏膜篩檢

與轉介；辦理友善或愛心商家拒售菸、酒、檳榔予未滿 18 歲青少年

92家，以及媒體宣導、問卷調查建置相關資料庫等。 

二、 營造無菸支持環境，辦理菸害教育宣導 

(一) 反菸企劃及活動：「2018戒菸就贏比賽」舉辦 12場公開造勢宣導活動

或新聞發布，共計 21,323組民眾報名參加。 

(二) 菸害防制媒體宣導 

1. 推廣「不抽菸我愛你」facebook粉絲團。 

2. 訂定三大宣導主軸：三手菸、電子煙危害、戒菸，運用多元媒體強

化民眾對菸害的認知；新興菸品危害防制宣導，以民眾提問、懶人

包、網路論壇口碑行銷與圖文創作方式，提醒注意菸品危害。 

3. 菸害教育推廣活動：打造全台首創「菸害教育互動體驗車」巡迴全

臺 165場、預估約觸及 24萬人次。 

4. 補助民間團體辦理菸害防制相關活動：辦理「拒菸超人，前進校園」

計畫及拒菸宣導記者會，總計全國超過 4,272處場域直接展示與宣

導，搭配社群平臺，創造直接參與、主動露面學生約達 3萬多人。 

5. 編製 2018 臺灣菸害防制年報：呈現臺灣努力推動菸害防制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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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跡，與國內外菸害防制工作的夥伴分享。 

6. 辦理「青少年菸害識能素材開發計畫」，開發 3種教案 10種教材，

並製作成多媒體教學包。 

7. 辦理軍隊菸害防制工作：5家國軍醫院完成「健康醫院」認證申請、

減少 25 處吸菸區、辦理大型衛教宣導講習 250 場，參與人數 3 萬

7,324人；辦理「國軍 107年戒菸就贏比賽」計 2,051組官兵報名

參加，戒菸成功率達 47%；辦理 8場戒菸輔導員訓練，培訓 453位

戒菸輔導員；辦理 1場次國軍戒菸醫師訓練，培訓 61位戒菸醫師；

開辦 175場戒菸班，參與人數 3,512人 

8. 菸害防制法稽查處分通報及管理系統：提供中央與地方衛生局菸害

防制稽查取締工作之資料處理與分析，進行手持行動裝置現場稽查

與報表查詢，107 年全國菸害防制稽查家數 68 萬餘家次，開立處

分 6,584件，總計罰鍰 1億 1,144萬餘元。 

9. 青少年菸害防制專案計畫:辦理年輕族群場域菸害防制工作計畫，

補助 35所大專校院，共計組織 91個校內社群平台倡議菸害防制工

作，參與人數 10 萬 2,722 人次；舉辦 2 梯次研習，共訓練 253 人

次。另與教育部合作辦理「107年度大專校院菸害防制績優表揚暨

成果觀摩會」。 

10. 辦理各式場域成癮物質預防教育宣導暨成效評估計畫：與食品藥物

管理署及各縣市衛生局合作辦理 165家企業、3,848人次之反菸拒

檳毒教育宣導及成效評估；建立「94 拒絕」Facebook 粉絲專頁，

號召 196家企業拍照結盟宣示，184家企業響應具體行動策略；辦

理「反菸拒檳毒 健康最幸福」成果發表會。 

11. 推動全方位菸害防制及宣導等相關工作：聘用人力協助辦理菸害防

制宣導、資料分析及計畫執行。 

三、 提供多元化戒菸服務 

(一) 戒菸諮詢專線服務：自 92年 1月 3日開辦迄 107年 12月底累計服務

逾 124 萬 1,385 人次，其中，107 年 1 月至 12 月底已提供電話諮詢

服務量 8萬 723人次，另 107年 6個月點戒菸成功率達 44.99%。 

(二) 藥品替代戒菸服務：提供二代戒菸服務，107年 1月至 11月計服務超

過 18 萬人（65 萬 5,001 人次），6 個月點戒菸成功率約 26.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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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7 月初診個案調查結果），推估幫助超過 4.8 萬人成功戒菸，推

估短期可節省超過2.6億元的健保醫療費用支出，長期可創造超過200

億元的社會經濟效益。 

(三) 辦理醫事機構戒菸服務專案管理與加強實地查核計畫，進行戒菸服務

品質管理及監測、辦理專業審查、並針對疑似異常之機構進行實地查

核。 

(四) 無菸醫院網絡發展與品質提升：推動臺灣無菸醫院國際認證，107 年

度已有 213 家醫院通過認證，為亞太第一大規模；我國至今已有 18

家醫院榮獲國際金獎殊榮，得獎醫院家數與西班牙並列全球第一，107

年推薦 6家醫院角逐 108年國際金獎。 

(五) 辦理醫事機構戒菸服務系統維運與功能擴充計畫，以簡化戒菸服務填

報欄位及增進系統使用之便利性。 

四、 辦理菸害防制研究及監測 

(一) 菸害傳播相關計畫：辦理影視媒體暨網路中菸品及電子煙訊息監測計

畫，監測電視、新聞、電影及網路等露出菸品及電子煙訊息之程度，

加強影音內容與兒少接觸之影響性的實證研究與科學證據連結，以喚

起影音工作者之社會責任。 

(二) 參與菸草控制框架公約業務：完成我國菸害防制法相關修法研究等議

題之研析；針對經濟部、財政部、地方政府衛生局、衛福部及本署，

辦理 3 場菸草控制框架公約教育訓練，共計 64 人參訓；完成 7 件法

律諮詢案；參與菸草控制框架公約第 8次締約方會議與消除菸品非法

貿易議定書第 1次締約方會議。 

(三) 辦理成人、不同族群吸菸行為調查:完成「106年度成人吸菸行為調查」

全國與 25 縣市分析、「107 年度成人吸菸行為調查」初步調查結果；

完成 107年度大專校院學生吸菸行為調查。 

(四) 辦理全球青少年吸菸行為調查相關工作：完成「106 年度青少年吸菸

行為調查」全國與 25 縣市分析、「107 年度青少年吸菸行為調查」初

步調查結果。 

(五) 辦理菸品資料申報專案： 

1. 辦理菸品成分資料網站擴充及維護案：揭露菸品成分、添加物、排

放物及其相關毒性資料，107年網站瀏覽次數為 1萬 4,32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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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菸品申報管理計畫：完成受理、審查、管理 584 家次（83 家）業

者，共 4,792項次菸品數量；完成財政部關務署進口菸品共 345家

次業者，6,670項次菸品數量比對。 

(六) 戒菸專線服務外部評價與監測：依據「結構面、過程面、結果面」

的架構執行外部評價工作，以提供戒菸專線服務概況、服務成果等

相關指標之參考。 

(七) 菸害防制法執法成效評價：完成 22縣市實地考評及第 3階段喬裝測

試調查及不定點不預期實地觀察。107年考評「菸害防制法」第 5、

6、7、9、10、11、13、15、16條之整體總合格率為 90.2%。 

(八) 辦理菸害防制全球網絡計畫：每週篩選國際訊息，翻譯成中文後上

傳至正體中文版 UICC-GLOBALink 網站平臺，107年計完成 260篇國

際菸害防制訊息翻譯，辦理「2018年臺灣菸害防制國際研討會」，以

FCTC /Endgame為目標探討各國與臺灣策略，約 90人參加。 

(九) 菸品檢測暨研究發展:針對市售紙菸計 57 種產品，委託食藥署進行

菸品主煙流中尼古丁、焦油及一氧化碳含量調查，檢驗結果發現 8

種走私菸品、2種劣菸其尼古丁及焦油含量，超過菸害防制法最高含

量標準。另，4種菸品容器標示值，逾檢測值允許誤差範圍。完成紙

菸主煙流中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苯及甲苯含量監測；菸葉中重

金屬及亞硝胺之含量監測。 

(十) 行政協助加速電子煙檢測計畫:食品藥物管理署為加強電子煙管

理，加速各地方政府衛生局、財政部關務署、警察或調查機關查緝

送驗之電子煙產品，107年度完成 1,098件電子煙產品之檢驗，尼古

丁檢出率為 80.7%。 

五、 菸害防制國際交流及人才培育 

(一) 辦理縣市菸害防制實務交流訓練工作坊 2梯次，計 173人參加。 

(二) 醫事人員之菸害防制及戒菸教育訓練 

1. 辦理「戒菸衛教人員訓練計畫」，培訓護理人員、社工司、心理諮

商師、呼吸治療師等人員，共計 8場高階課程，完訓取得證書者共

計 481人。 

2. 辦理「藥事人員戒菸衛教師訓練計畫」，共計 4 場高階課程，完訓

取得證書 22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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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辦理「牙醫師參與戒菸服務訓練計畫」，共計 5 場戒菸治療訓練課

程(共培訓 280位)、3場進階課程(共培訓 52位)。 

(三) 菸害防制法律服務及執法人員訓練:蒐集、分析菸害防制相關法規資

料，研擬法律意見書，提供各級主管機關法律諮詢並定期彙整地方

執法疑義，召開 4 次例行性會議討論爭議案件及其他相關事宜，並

配合委辦機關召開 2 次法律專家諮詢會議；舉辦法規訓練課程共 6

場，參與學員達 290人次；提供 0800-531-531菸害諮詢及檢舉服務

專線。 

(四) 辦理戒菸治療醫師訓練計畫，於北區、中區、南區完成 8 場次門診

戒菸醫師教育訓練，合格受證人數計 474人。 

(五) 菸害防制國際合作：補助國內團體、專家學者參與菸害防制國際相

關計畫及會議，進行學術研究交流及合作，並提出政策建議。 

(六) 國際型菸害防制政策計畫: 

1. 菸害防制政策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蒐集國際菸害防制推動趨勢，

規劃並建立國際研究合作模式。 

2. 辦理菸害政策分析諮詢服務計畫：依菸害防制法第 4條規定，進行

菸害防制政策評估，並召開專家會議提供政策建議。 

(七) 進行跨國性菸害防制相關議題之學術研究交流與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