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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菸害防制執法稽

查輔導計畫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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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95 家次

以上，目標達成率總平均達 100％以上。依菸害防制

法規定裁罰案件如下： 

（一） 裁處禁菸場所未於所有入口處設置明顯禁菸標

示或供應與吸菸有關之器物：計 27 件(處新臺幣

1~5 萬元整罰鍰/件)。 

（二） 裁處禁菸場所之吸菸行為人：計 24 件(處新臺幣

2千~1 萬元整罰鍰/件)，其中 1件依行政罰法減

輕處罰為 1千元罰鍰。 

（三） 裁處未滿 18 歲之吸菸行為人：計 13 件(令其接

受戒菸教育 3小時以上/件)。 

（四） 依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14 條規定，裁處違法販售

電子煙之業者：計 1件(處新臺幣 1千~3 千元整

罰鍰/件)，裁處違法製造或輸入電子煙之業者：

計 3件(處新臺幣 1萬~5 萬元整罰鍰/件)，其中

2件依行政罰法減輕處罰為 5千元罰鍰。    

（五） 裁處供應菸品予未滿 18 歲者：計 4件(處新臺幣

1萬元整罰鍰，其中 2件因義務人為未成年學生

依行政罰法減輕為 5千元)。    

（六） 裁處違規網路販售菸品者：計 1 件(處新臺幣 1

萬~5 萬元整罰鍰)。    

加分項目加分項目加分項目加分項目：：：：    

(一) 協助本縣各公所等公園綠地管理單位設置禁菸

告示牌：    

本縣部分公園綠地管理單位囿於經費及當地重



點施政方向所限，至今仍以黏貼禁菸貼紙作為標

示，然戶外場所之禁菸標示易因環境或遭人為破

壞，管理維護困難。107 年度起，本局配合無菸

場域建置所在鄉鎮，協助管理單位設置耐久之禁

菸告示牌，以供民眾遵循，目前已協助 2鄉鎮市

所轄 20 處公園綠地之禁菸告示牌設置。 

(二) 持續辦理「雲林縣 107 年警察機構取締未滿 18

歲吸菸者獎勵計畫」： 

為鼓勵本縣警察機構執行取締未滿 18 歲吸菸者

相關勤務，查察未成年人吸菸個案，俾利後續辦

理戒菸教育並追溯菸品來源，以保護本縣青少年

免於菸品危害，107 年度仍續行辦理獎勵計畫。 

二 戒菸服務計畫    （一） 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成年人吸菸行為電

話調查資料顯示，106 年男性目前吸菸率 24.6

％較 105 年 35.9％下降了 11.3％，女性的吸菸

率 1.4％較 105 年 3.8％下降了 2.4％，本縣整

體吸菸率自 102 年 18.3％逐年遞減至 106 年

13.6％下降了近 4.7％，整體吸菸率皆有下降

趨勢且低於全國整體數值。 

（二） 於職場和社區辦理戒菸班 2班計 29 人參加，目

標達成率 100％。 

（三） 為增加吸菸者戒菸動機並利用戒菸服務，鼓勵

吸菸者 5、6 月運用戒菸服務資源戒除菸癮，107

年 5 月 1日至 6月 30日舉辦「你戒菸我送禮」

活動，宣傳海報並函文本縣 106 家特約戒菸服

務醫療院所，請院所主動向吸菸者勸戒並提供

二代戒菸服務，提升本縣戒菸服務利用率，計

有 1,759 人參加。 

（四） 為提升本縣醫事人員菸害防制專業知識，結合

醫院辦理戒菸衛教人員培訓課程，107 年 3 月

26日起舉辦「戒菸衛教人員初/進階培訓課程」

並函文醫院及醫事相關公會鼓勵醫事人員踴躍

報名參訓，計 2場 153 人報名參加， 133 人合



格，目標達成率 100％。 

（五） 以縣市吸菸人口數之 3 成，為推估嘗試戒菸人

數，提供戒菸衛教諮詢服務之人數比率達 20

％，本縣二代戒菸服務人數目標數 3,119 人，

依據國民健康署醫事機構戒菸服務系統顯示

107 年度戒菸服務利用者 VPN 申報人數計 5, 

729 人（18,003 人次）；其中接受藥物治療者計

3,985 人（8,402 人次），衛教服務 3,592 人

（9,601 人次），目標達成率 184％。 

（六） 依據國民健康署戒菸專線服務中心資料顯示

107年 1~11月戒菸專線服務人數計189人（625

人次）。 

（七） 運用地方電台託播宣導電子煙無助戒菸 2則輪

撥 3 個月，目標達成率 100％。 

（八） 本縣計有 15 家醫院，加入全球無菸醫院網絡會

員計 7家，涵蓋率為 46.6％，貴署「醫療院所

戒菸服務補助計畫─戒菸服務品質改善措施」

106 年績優醫事機構名單，本縣有國立臺灣大

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天主教若瑟醫療

財團法人若瑟醫院和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斗六分院等計 3家醫院獲獎。    

（九） 本局輔導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

院榮獲無菸醫院國際金獎。    

（十） 107 年 4 月 12日（四）假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雲林分院斗六院區急診大樓 6樓學術

講堂舉辦「 107 年度雲林縣推動無菸醫院標竿

學習觀摩會議」1場。    

加分項目加分項目加分項目加分項目：：：：    

� 具地方特色之整合性計畫具地方特色之整合性計畫具地方特色之整合性計畫具地方特色之整合性計畫    

（一） 結合本縣無菸醫院介入本縣社團法人雲林縣

聽語障福利協進會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107107107107 年雲林縣衛生局試年雲林縣衛生局試年雲林縣衛生局試年雲林縣衛生局試

辦辦辦辦聽語障聽語障聽語障聽語障團體菸害防制衛生教育計畫團體菸害防制衛生教育計畫團體菸害防制衛生教育計畫團體菸害防制衛生教育計畫。吸菸是



導致健康不平等與相關疾病發生和死亡的重

要因素，而防制菸品危害，改變低社會經濟族

群有害健康的行為，是減少族群健康不平等最

重要的介入措施。一般吸菸者若要戒菸，可直

接至各地特約戒菸治療服務醫事機構接受就

近與便利性服務。然醫病資訊不對等，對聽

語障者而言，與醫事人員的溝通更加困

難。本局為協助其戒菸，輔導無菸醫院專

業醫事人員結合手語翻譯員直接提供聽語

障者就近性與個別化戒菸衛教諮詢服務，使

其醫病溝通更順暢，減輕戒斷症候群不適，

戒除菸癮，遠離菸害。 

（二） 雲林縣衛生局首創菸酒檳防制繪本雲林縣衛生局首創菸酒檳防制繪本雲林縣衛生局首創菸酒檳防制繪本雲林縣衛生局首創菸酒檳防制繪本「「「「黑魯黑魯黑魯黑魯」，」，」，」，

為使民眾瞭解菸、酒、檳榔等不良生活習慣，

對自己及其他家庭成員的健康所造成影響，今

（107 年）年首次結合在地畫家浣熊老師創作

一本有關菸酒檳榔防制繪本「黑魯」，故事以

台灣特有品種-台灣土狗為主角，藉由家中像

家人一樣的狗狗，隱喻家中不擅或不會表達的

年幼孩童，在懵懂無知、身體尚未發育完全的

時候，因家中成員有人有吸菸、喝酒、嚼食檳

榔等不良生活習慣，因此過早接觸到這些成癮

物質，進而影響其身體發展。期望從社會及家

庭教育做起，陪伴孩童一起建立健康的生活價

值觀念，共同營造健康美好的生活型態。 

三 青春不留菸青少

年菸害防制計畫    

(一) 辦理各級學校菸害防制衛教宣導及提供青少年

多元戒菸衛教諮詢服務： 

1. 107 年提供本縣青少年戒菸衛教諮詢服務計 134

人。目標達成率 134％ 

2. 107 年經本局查獲未滿 18 歲吸菸行為人並依菸

害防制法 28 條規定裁處戒菸教育計有 13名，已

完成戒菸教育 13名，完成介入戒菸教育比率達

100％。 

3. 107 年於國、高中及小學辦理「青春不留菸 拒



菸我最行」菸害防制衛教宣導計 26 場，參加人

數約 4,832 人。 

4. 配合青春專案為避免未滿 18 歲青少年遭受菸品

毒害，辦理「青春不留菸 拒菸我最行」菸害防

制衛教宣導，共計 71 場/次，參加人數約 4,087

人/次。目標達成率 118.33％ 

5. 107 年於各級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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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處。 

6. 107 年 2 月 2日結合本局「2018食安小當家-廉

能體驗活動」辦理菸害防制衛生教育宣導活動，

參加學童計有 25名。 

7. 配合國健署辦理「無菸的家-菸害教育行動車」

宣導活動共計 9場次。 

(二) 幼兒園菸害防制衛教宣導： 

1. 107 年寄送「為愛熄菸 幸福無菸」親子學習單

予本縣各公私立幼兒園並發予大班學童共計

144 所（約 6,251份）。 

2. 107 年於本縣幼兒園辦理「我家不吸菸」菸害防

制衛教宣導計 89 場，參加人數約 6,676 人。 

(三) 禁售菸品予未滿 18 歲青少年之宣導及辦理成年

學生喬裝測試購菸行為： 

1. 107 年 3 月 21日函送「禁售菸品予未滿 18 歲青

少年宣導跳卡」予本縣各菸品販售場所、連鎖超

商等商家計 1,685 家/次。 

2. 為避免菸品販售業者違法販售菸品予未滿 18 歲

者，運用衛生保健志工結合菸品販售場所業者進

行禁止供應菸品予未滿 18 歲者及菸害防制法等

宣導，共計 1,035 家/次，其中有 7 家已歇業。

目標達成率 129.38％ 

3. 為避免青少年接觸菸品遠離菸害，針對菸品販售

場所辦理「轄區內成年學生喬裝測試購菸行

為」，其中有 35 家將菸品販售予成年喬裝學生，

65 家則無販售，共計 100 家，本縣商家拒售菸



品予喬裝者比率為 65％。目標達成率 100％ 

4. 107 年計有 90 位衛生保健志工協助推動社區菸

害防制戒菸服務和關懷青少年向商家宣導禁售

菸品予未成年者等菸害防制相關業務。 

(四) 運用地方有線電視及廣播電台託播「禁售菸品予

未滿 18 歲青少年」宣導廣告： 

1. 跑馬燈，計 1則。 

2. 地方有線電視，計 1則。目標達成率 200％ 

3. 地方廣播電台，計 1則。 

4. 107年 7月 5日正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廣播

電台至本局專訪吳局長昭軍，深入探討青少年菸

害防制議題。 

(五) 結合本縣各相關單位（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教育處等）於大型宣導活動中，藉由菸害防制話

劇表演、設攤、闖關活動等方式，讓民眾對於菸

品危害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並於現場進行有獎徵

答活動，共計 4場。 

(六) 加分事項： 

1. 辦理 107 年雲林縣國小四年級學童菸害防制入

班宣講試辦計畫，計有 54 所學校（83 個班級）

辦理，共計 1,544 位學童參與，回收 1,497份學

習單，學習單回收率達 96.96％。 

2. 運用「為愛熄菸 幸福無菸」親子學習單了解幼

兒園大班學童對菸害知能認知：本縣計有 1,076

位學童填寫「為愛熄菸 幸福無菸」學習單，菸

害防制認知學習單平均分數為 98.35 分（總分

105,820 分）。 

3. 運用「為愛熄菸 幸福無菸」動動手畫一畫、貼

一貼宣導教材並寄送本縣各公私立幼兒園發予

大班學童，希冀藉由學童 DIY從手作中將菸害防

制知能潛移默化於生活中，讓菸害防制觀念從小

扎根。 



四 無菸環境與宣導    (一) 107年底前，推動無菸場域22處，目標達成100%。 

(二) 107 年底前，本縣 20 鄉鎮市，16 鄉鎮市辦理無

菸環境宣導，涵蓋率 80%，目標達成 100%。 

(三) 107 年底前，本縣 16 鄉鎮市辦理無菸環境宣導

122 場次，目標達成 100%。 

(四) 107 年底前，無菸環境宣導媒體露出 11則，目

標達成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