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化縣
彰化縣政府衛生局 107 年菸害防制成果摘要表
計畫

成果摘要
子計畫名稱

編號

（具體量化、扼要說明、目標達成情形％）
1. 菸品包裝標示(健康警示圖文、戒菸相關資訊、尼古
丁及焦油含量)共計稽查 3404 次
2. 販賣菸品場所標示共計稽查 3618 次
3. 第 15 條禁菸場域之稽查目標數，共計稽查 25104 家次
(達成率 100%)
4. 第 16 條禁菸場域之稽查目標數，共計稽查 106 家次(達
成率 100%)
5. 107 年總稽查家次:28251 家次
6. 配合縣府辦理影響公共安全行業（八大行業）
、網咖及
電子遊戲場等聯合稽查 33 場次，稽查 110 家次，於現
場查獲吸菸行為人計 2 人次。

一

菸 害 防 制 執 法 7. 辦理縣府旅宿業聯合稽查，共計稽查 60 家數、90 家
稽查輔導計畫

次。
8. 拒絕販售菸品給未滿 18 歲者-加強雜貨店、檳榔攤稽
查輔導共 3712 家次。
9. 高中職以下校園內及無菸人行道稽查 798 家次。
10.配合相關單位執行「販賣菸品予未滿 18 歲者」專案
聯合稽查共 2 場 4 家次。
11.執行青春專案「禁止販賣菸品予未滿 18 歲者」之菸
品販賣業者稽查並裁處 7 件。
12.特殊節慶(南瑤宮進香團參訪) 遊覽車車內全面禁菸
宣導與稽查，於 3-4 月共稽查 121 車次。
13.菸害防制法第 14 條之電子煙相關裁處截至 11 月 30
日止，107 年裁處書共計 7 件。

二

無 菸 環 境 -無 菸 1. 本縣全部國小共計有 175 校，三年級普通班學生共計
家庭及拒菸小

10,532 人，共發放學習單 10,532 張，回收 9,832 張，

精靈計畫

回收率達 93.4％。
2. 在回收 9,832 張中，共有 9,567 張勾選「告知所有家人
二手菸所造成的危害及新修正無菸環境之規定」
，計有
97.3％。
3. 在回收 9,832 張中，共有 9,821 張簽署「我家不吸菸」
認同卡，故近 1 萬戶家庭認同我家不吸菸活動的觀
念，並嘗試執行，計有 99.9％。
4. 有 95.8％勾選「要求家人在家中有客人時，不請客人
抽菸」
；有 98.7％勾選「向所有家人告知電子煙 5 大危
害」
；有 97.8％勾選「要求家人告訴客人不要在家中吸
菸」；有 97.6％勾選「所有家人閱讀背面認同哪並簽
名」。
5. 本次學習單已全面改版，內容除原有之吸菸危害外，
更加入三手菸危害，希望能讓家中(外)祖父、叔舅、
爸爸等有吸菸行為之長輩，了解吸菸後殘留於家中環
境之菸品化學微粒將恐增加孩童氣喘以及呼吸道疾病
之風險。
6. 為推動無菸環境，積極輔導社區無菸行動菜車 27 車次
穿梭鄉鎮市區大街小巷進行走動式宣導、輔導無菸事
業單位 32 家。
1. 於 107 年 06 月 08 日~06 月 29 日舉辦第一次全民菸檢
競試，共有 2,560 位學生上網參與菸害防制法之測試，
於 107 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16 日舉辦第二次全民菸檢

青少年菸害防
三

制-全民菸檢及
戒菸教育計畫

競試，總參加人數為 3,132 人，兩次菸檢參加人數總
計 5,692 人，107 年全民菸檢上網會考參加者平均答對
率 71.1％已達目標訂定人數。
2. 「全民菸檢」實施迄今，已成為彰化縣推動菸害防制
的重要特色工作，與彰化縣校外會與教育處，積極發
布各校學生參加菸檢，並請衛生所菸害防制主辦人協
助向轄區各國高中進行宣導，顯示透過積極有效的宣

導方案，可提升學生參與菸檢之意願，本縣菸害防制
宣導成效可觀。未來可針對學生認知答對率較低的內
容，設計適當的宣導方案，並結合時事宣教菸品危害
之外更強化時下熱門議題與法規之宣導效彰，善用學
生對網路流通性的高接受度，以有效提升學生對於菸
害防制法的認知進而行為改變，使學生能夠校園做
起，擴展到家庭及社會，透過充能(empowerment)凝聚
全民菸害防制的正確識能與態度。
3. 本縣查獲未成年吸菸者共計 59 人，完成戒菸教育共
59 人，完成率達 100％。
4. 輔導並招募無菸校園聯盟共計 3 家，完成率 100％。
1. 本次整合式篩檢共計辦理 31 場次，吸菸者共 2,121
名，在追蹤過程中共計有 14 名個案 3 次未遇，故共有
98.9％參加整合式社區健康篩檢吸菸者衛教追蹤計
畫。
2. 整合式篩檢吸菸者 2,121 名中，共有 504 名為準備期
(想要戒菸，且現在就想戒菸)，在此 504 名中，已有
戒菸服務網絡
建 立 -整 合 式 社
四

區健康篩檢吸
菸者衛教追蹤
及醫事相關人
員參訓計畫

96 名戒菸成功，339 名吸菸支數減少，佔準備期 67.3
％。
3. 為提升轄內醫療院所戒菸服務之量能與品質，建構本
縣專業戒菸服務網絡，本局辦理多元戒菸服務交流與
分享工作坊，針對戒菸服務執行成效良好之單位，深
入了解其推動方式、專業訓練、結合地方資源策略等
亮點，並邀請第一線執行之專業衛教人員進行經驗分
享與交流，達各院所資源共享、經驗互惠之交流平台，
期以提升轄內戒菸服務網絡之量能與成效。本年度共
辦理 1 場次無菸醫院戒菸服務經驗交流觀摩會，共計
64 位專業醫護人員參加；另辦理 1 場衛生所戒菸服務
交流會，邀請 104 年獲得菸害金所之線西鄉衛生所主
任針對戒菸用藥、衛教、追蹤與預防復吸等議題，對

轄內其他所有衛生所主任進行交流與分享，以提升衛
生所戒菸服務品質。
4. 提供事業單位可近性之戒菸服務：將戒菸門診團隊（含
醫師、衛教師、藥師）直接進入廠區提供戒菸服務(含
戒菸門診、戒菸班)共計 3 場次（詳如附件 4）。
5. 彰化文化風俗民情歷久悠揚，轄內許多廟宇香火鼎
盛，為營造支持性的無菸環境，並形塑健康、文化、
娛樂、教育之清新形象，本縣 107 年共公告轄內 2 處
觀光景點(北斗奠安宮、觀光美食街)為無菸宮廟及無
菸美食街，期以成為各大廟宇及觀光之無菸表率(清冊
詳如附件 5)，更提升國際形象。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