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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政府衛生局 107 年菸害防制成果摘要表 

計畫 
編號 

子計畫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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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菸 害 防

制 執 法

稽 查 取

締計畫 

1. 各法條及各類別場所菸害防制法稽查數

完成情形如成果書【表四】【表五】【表六】
所呈現，完成率皆>100%。 

2. 107 年共計裁處 2,322 件違反菸害防制法

案件，罰鍰金額共計新臺幣 87,666,000
元，詳如【表七】。 

3. 104 年起跨局處辦理「保護青少年遠離

菸、酒及檳榔危害專案計畫」，如經查獲
違規供應菸品予未成年少年，首次罰 1 萬
元，再犯裁處罰鍰 3 萬元並提報本府公共

安全聯合稽查小組加強公安、消防及違建
稽查處分，至 107 年度共計提報 24 家。
107 年度裁罰 2 次以上商家「統一超商南

谷門市」、「金金檳榔攤」及「美聯社泰山
仁愛店」等 3 處皆已自拆完畢。 

●加分機制： 
1. 開立行政處分罰鍰 500 萬以上案件共計

16 件、100 萬以上 1 件、10 萬以上 3 件，
加分 25.6 分。 

二 無 菸 環

境 建 置

與 宣 導

計畫 

1. 結合本市所轄 29 區衛生所辦理菸害防制
議題宣導活動、座談及講座，共計辦理

139 場次，目標達成率為 479%。 
2. 社區菸害防制宣導人次宣導人次達

12,716 人次，目標達成率為 254%。 
3. 輔導 127 家職場取得健康職場標章認

證，落實菸害防制法規範並協助其無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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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編號 

子計畫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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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之建置，目標達成率為 423 %。 

4. 107年 3月 1日公告診所前騎樓範圍為全
面禁菸場所（中醫診所、西醫診所、牙
醫診所、各區衛生所），共計 3,230 處。

107 年 8 月 30 日發出「新北市診所前騎
樓 9月 1日起全面禁菸  違者最高開罰 1
萬元 」新聞稿。 

5. 電視新聞露出 1 則、平面媒體 3 則、網
路新聞 15 則、共計 19 則。目標達成率
為 380%。 

6. 無菸公園宣導：與本市區公所合作，巡
迴輔導轄區內公園綠地，落實無菸標誌
張貼，並針對吸菸行為人開立勸導單張

及菸害防制宣導單張之發放，107 年度共
計宣導 306 家，目標達成率為 102%。 

●加分機制： 
1. 公告診所前騎樓禁菸 3,230處，加分 1分。 

三 青 少 年

菸 害 防

制計畫 

1. 已完成新北市入班菸、檳等成癮物質入
班宣導教材，目標達成率為 100%。 

2. 辦理新北市入班菸害衛教宣導，目標達
成率為 100%。 

3. 青少年健康促進相關活動媒體露出報導

達 32 則，目標達成率為 123 %。 
4. 本市學生參與菸害防制服務(含活動)人

數達 70,536 人次，目標達成率為 141 %。 
5. 辦理青少年暑期活動 1 案，目標達成率

為 100 %。 
6. 查獲本市未成年吸菸者完成戒菸教育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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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編號 

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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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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率達 92.3%，目標達成率為 103%。 

7. 107 年辦理健康小學堂初賽 9 場、複賽、
決賽、銀髮族競賽各 1 場，參與人數 2,276
人；網路答題競賽活動結合新北健康小

學堂題庫，整合菸害防制、動健康等 15
大類的健康知識題庫，透過簡易的大富
翁遊戲方式，使民眾在遊戲中了解健康

大小事，網站會員人數 3,373 人，總答題
次數 261 萬總答題次。 

●加分機制： 
1. 針對違規販賣菸品予未成年案件 107 年

共開立 165 件，已超過目標數(60 件)，
加分 1 分。 

2. 具有地方特色之整合性計畫，加分 1 分： 
(1) 跨局處公共安全稽查小組會議，著重

於「新北市菸品販賣場所禁止供應
菸、酒及檳榔予未滿 18 歲青少年」
宣導及聯合稽查作業。加分 0.5 分。 

(2) 跨局處高關懷青少年通報中心聯繫
會議，與會單位所提供之治安熱點網
咖和撞球館進行稽查。加分 0.5 分。 

3. 針對青少年等年輕族群開發之特色宣導
教材，加分 1 分(1 分為上限)： 
(1) 入班菸害衛教教材授權予宜蘭縣政

府衛生局參考使用。加分 0.5 分。 
(2) 健康小學堂題庫(菸害防制等 15 大

類)授權教育部、彰化縣政府、臺中市

政府教育局。加分 0.5 分。 
(3) 電子煙防制知能為主軸之影片，並同

意授權上傳「縣市菸害教材分享平

台」。加分 0.5 分。 



6 
 

計畫 
編號 

子計畫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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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戒菸服

務計畫 

1. 透過與本市護理師護士公會、藥師公會

合作，辦理戒菸衛教師培訓課程，107 年
底前醫事相關人員(醫師、護理人員、藥
師及其他相關人員)戒菸衛教受訓人數達

538 人，目標達成率 179%。 
2. 完成辦理戒菸班共計 29 班，目標達成率

100%。 
3. 107 年底前醫事相關人員(醫師、護理人

員、藥師及其他相關人員)接受戒菸衛教
訓練後實際提供戒菸服務之比率達

32.9%，目標達成率 110%。 
4. 107 年醫事相關人員(醫師、護理人員、

藥師及其他相關人員)提供戒菸服務達

34,510 人，目標達成率 173%。 
5. 國健署 107 年 11 月 29 日針對本市戒菸

服務品質改善計畫績優醫事機構進行頒

獎，共計有 18 家醫事機構獲獎，其中新
莊區衛生所及蘆洲區衛生所更分別獲得
衛教服務王及治療服務王獎項。 

●加分機制： 
針對特定族群（如孕婦、無菸家庭或職場）

開發之特色宣導教材，製作拒菸小尖兵護照
及拒菸守護大使護照，學生及家長志工可使
用拒菸護照將菸品危害、三手菸危害、無菸

環境、拒菸及戒菸相關資訊提供給家人或朋
友，邀約家人或朋友戒菸，共同營造無菸家
庭。加分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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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請勿直接複製各子計畫之成果。 

整體策略目標 ●加分機制： 
1. 菸害防制創新計畫，加分 1 分 

(1) 菸害健康識能推廣：邀請藝人蕭敬騰
擔任「新北市菸害防制公益大使」，

讓青少年藉由仿傚明星共同拒絕菸
品。依據國健署青少年吸菸及健康行
為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本市國中學生

吸菸率逐年下降，106 年吸菸率下降
至 3.0%，本市高中學生吸菸率逐年下
降，106 年吸菸率下降至 7.1%。加分

0.5 分。 
(2) 邀集本府教育局、法制局及法律專家

學者共同研商，首創推動「新北市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禁用電子煙實施要
點」公告。加分 0.5 分。 

2. 政策配合度，加分 1 分 
(1) 參與 107 年 6 月 26-27、10 月 16-17

日工作坊會議。加分 0.2 分。 
(2) 參與 107 年 8 月 22 日國健署辦理補

助地方推動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工
作考評指標聯繫會議。加分 0.2 分。 

(3) 參與無菸的家行動拒菸車聯合宣導

活。加分 0.2 分。 
(4) 配合國健署所委託之台灣流行病學

會進行訪查作業，於 5 月 9 日及 11

月 15 日訪視戒菸個案，於 11 月 22
日訪視戒菸機構。加分 0.2 分。 

(5) 參與實地考評作業，共計考評 30 家

數。加分 0.2 分。 
(6) 參與跨縣市聯合稽查專案：於 107 年

6 月 15 日前往金門縣衛生局支援，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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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編號 

子計畫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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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連江縣衛生局於 107 年 6 月 29 日

支援本局，共稽查 11 家數。加分 0.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