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107 年菸害防制成果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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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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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請勿直接複製各子計畫之成果。
1. 本年度截至 107 年 12 月 31 日共稽查菸害防制法
198,482 項次；處分件數共計 71 件(附件一)，分別為
違反第 13 條裁處 5 件、違反第 15 條第 1 項裁處 60
件、違反第 15 條第 2 項裁處 4 件、違反第 16 條第 1
項裁處 1 件、違反第 28 條裁處 1 件(附件二)。
(1) 第 5 至 14 條稽查目標家數達成率 283%；計畫目標
家次達成率 584%。
(2) 第 15 條禁菸場域稽查目標家數達成率 187%；計畫
目標家次達成率 342%。
(3) 第 16 條禁菸場域稽查目標家數達成率 117%；計畫

一

菸害防制法稽
查取締計畫

目標家次達成率 295%。
2. 於 107 年 3 月 26 日辦理「菸害防制法執法人員教育
訓練」1 場次，參加人數 37 人 (附件三)。
3. 透過公所、戶政事務所、醫院、衛生所...等之跑馬燈，
電子刊版加強人民團體及三人以上室內工作場所、公
務機關宣導菸害防制法規達 28 次，計畫達成率 467
％(附件三、四)。
4. 107 年 度 辦 理 菸 害 防 制 法 宣 導 共 42 場 ， 達 成 率
323%(附件五)。
5. 107 年 4 月 25 日、8 月 1 日辦理營業衛生管理人員
菸害防制研習 2 場次 168 人參加，計畫目標達成率
100％(附件三)。
6. 5-7 月份本縣執行菸害防制法執行成效實地考核，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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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實地查核 103 家，整體合格率 57.3 % (附件六)。
7. 消基會至本縣實地考核 22 家，不合格場所為資訊休
閒業及公園各 1 處，整體合格率 90.9%(附件七)。
8. 辦理縣內檢舉案件獎勵辦法，107 年檢舉案共 18 案其
中 2 案計 2 人符合 107 年菸害防制獎勵標準。
9. 辦理縣內 1,603 家販菸之店家、檳榔攤等業者，寄發
「給販賣菸品者的一封信」共計 1,603 件，達成率 100
％。。
1. 依菸害防制法第 12 條取締並依同法第 28 條裁處吸菸
青少年戒菸教育人數計 72 人，已完成戒菸教育者 55
人，目標(34 人)達成率 162%。
2. 辦理國中、高中職學校學生一氧化碳檢測活動，共計
1 場 54 所學校參加(34 所國中 5,876 人及 20 所高中職
5,519 人)，目標(1 場)達成率 100%。
3. 吸菸高危險群學生，由戒菸衛教師設計豐富戒菸教育
課程，內容包含戒菸方法及反菸拒菸之宣導，加強輔

二

青少年菸害防
制計畫

導及追蹤，共計 695 人，目標(300 人)達成率為 139%。
4. 為遠離學生暴露於二、三手菸之情形，針對檢測值介
於 4~5ppm 之學生施予青少年反菸、拒菸衛教宣導，
並結合學校及衛生所進行輔導追蹤，降低青少年暴露
於二、三手菸危害，共計 1,008 人，目標(500 人)達成
率為 201.6%。
5. 透過動靜態及多樣化方式辦理「禁止供應菸品予未滿
18 歲學生」及「青少年菸害防制、拒菸、反菸」宣導，
共計辦理 138 場次，目標(40 場)達成率為 345%。
6. 青少年菸害防制宣導訊息媒體露出 52 次，目標(1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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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率為 520%。
7. 吸菸行為之青少年，透過衛生所戒菸衛教師提供青少
年多元性戒菸服務，如：戒菸衛教、戒菸諮詢、轉介
免費戒菸專線等服務，總計服務人數 1,135 人，目標
（500 人）達成率 227%。
8. 加強菸害防制法第 13 條稽查取締，並辦理販菸場所
販售菸品予未滿 18 歲者喬裝測試 1 場，目標(1 場)達
成率 100%。
9. 結合社區、學校、機關團體、志工等人員資源整合推
動禁售菸品，加強向販菸業者宣導不得販售供應菸品
予未滿 18 歲宣導，共計辦理 1 場(輔導 91 家販菸業
者)，目標(1 場)達成率 100%。
10.與學校結合辦理校園菸害防制計畫，透過青少年新潮
及好奇特性，辦理青少年動靜態競賽等各項菸害防制
活動，共計 9 所學校參加，目標(5 場)達成率 180%。
1. 二代戒菸服務人數，目標數為 2,478 人。
本縣二代戒菸服務人數截至 12 月 04 日止服務人數為
4,700 人，目標數為 2,478 人，完成目標達成率為
189.7%。
2. 六個月點戒菸成功率。

三

戒菸服務計畫

依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戒菸治療管理中心電訪資料
，本縣 106 年 7 月到 107 年 5 月個案六個月點戒菸成
功率為 24.00%。
3.醫事人員勸導吸菸民眾戒菸人數，目標數為 3,500 人。
本縣 107 年醫事人員提供勸導吸菸民眾戒菸人數服務
共 7,401 人，目標數為 3,500 人，完成目標達成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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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4%。
4. 辦理戒菸班 22 場，共 231 人。
(1)衛生所辦理戒菸班 15 場，共 182 人。
(2)醫院辦理戒菸班 7 場，共 49 人。
5. 辦理戒菸醫事人員教育訓練 3 場，目標達成率 150 %。
(1)本局於 107 年 3 月 28 日辦理戒菸衛教人員初階訓
練。
(2)本局於 107 年 5 月 17 日辦理戒菸衛教人員進階訓
練。
(3)本局委託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於 107 年 7 月 5 日
辦理戒菸衛教人員初階訓練。
6. 完成戒菸服務績優獎勵計畫 1 場，目標達成率 100 %。
7. 完成戒菸民眾抽獎活動 1 場，目標達成率 100 %。

四

1. 推動無菸家庭 104 家，計畫目標達成率 100 %。
2. 推動無菸職場及無菸社區 13 家，計畫目標達成率 100
%。
3. 辦理支持無菸環境宣導活動 395 場，計畫目標達成
率 100 %。
4. 100 年-106 年公告禁菸場域巡查宣導 485 家次，計
畫目標達成率 100 %。
無菸環境及宣
5. 辦理志工菸害防制訓練 1 場，計畫目標達成率 100 %。
導計畫
6. 開發長期性菸害防制宣導方案 1 項，計畫目標達成
率 100 %。
7. 媒體露出相關訊息 29 次，計畫目標達成率 100 %。
8. 辦理 531 世界無菸日宣導系列活動共 13 場。
9. 加分機制：
9.1 公告羅娜景觀花海公園步道
9.2 無菸職場-兩岸音樂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