菸害防制計畫 109 年施政績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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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萬
餘家次，開立處分 6 千餘件，總計罰鍰 4 千萬餘元。
(二) 地方政府聘用菸害防制專任人力 149 人，協助辦理菸害防制相關工作。
(三) 辦理菸害防制相關宣導教育活動 7,749 場次。
(四) 辦理菸害防制志工訓練 2,973 場次，計 1 萬 484 人。
(五) 協助公告無菸環境 4,972 處及辦理戒菸班 369 班次，約 3,835 人參加。
(六) 補助菸、酒、檳榔危害防制整合計畫: 109 年結合社區組織及公私部
門營造無菸酒檳場域共計 325 處；針對高危險族群、職場，辦理菸酒
檳議題宣導講座或活動，提升民眾菸酒檳榔危害意識，辦理相關宣導
活動共計 1,284 場次；辦理專業人員及衛教志工培訓，共 69 人次完
成培訓；辦理菸酒檳戒治班共計 48 班，已協助 920 人參與戒治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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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2020 戒菸就贏比賽」
，計 1 萬 1,702 組參與，
並製作短片 1 式及廣播帶 1 則。
(二) 菸害防制媒體宣導：訂定電子煙危害、酒害防制、無菸的家及無菸職
場四大宣導主軸運用多元媒體進行菸害防制宣傳；於 Yahoo 奇摩建置
「贏得人緣和健康 專家提醒別碰這個」之電子煙危害防制主題專
區，截至 109 年 12 月底，總曝光數達 3,055 萬次、總瀏覽數達 505,575
次；製作並託播菸品、新興菸品危害宣導素材於電視、廣播、網路、
平面及戶外媒體託播超過 200,000 檔。
(三) 補助民間團體、政府機關(構)辦理菸害防制相關活動。
(四) 編製 2020 年臺灣菸害防制年報。
(五) 辦理軍隊菸害防制工作：輔導國軍醫院完成「健康醫院」認證申請、
辦理 222 場專業性衛教宣導講習、辦理「國軍 109 年戒菸就贏比賽」
計 2,319 組官兵報名參加，3 個月戒菸成功率達 41.1%。
(六) 年輕族群菸害防制工作計畫：輔導 35 所大專校院，在大專校院自主
性的原則下，鼓勵校園加強菸害防制工作；並與教育部合作辦理「109
年度大專校院菸害防制績優表揚暨成果觀摩會」。
(七) 辦理菸害防制幼兒讀本教材改版計畫： 108 年改版並於 109 年 2 月配
送予全臺幼兒園使用，為延續旨揭宣導效益，錄製「無菸的家」拒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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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3-5 分鐘影片 1 支，搭配 MOMO 親子台粉絲專頁及 YouTube 頻道，
曝光數達 600,000 次；製作「無菸的家」相關文宣及影片之宣導光碟，
並寄送至全臺幼兒園與地方衛生局，共計配送 6,950 張。
(八) 推動全方位菸害防制及宣導等相關工作。
三、 提供多元化戒菸服務
(一) 戒菸諮詢專線服務：109 年度共服務 15,185 人（98,236 人次）
，戒菸
個案管理服務量 10,219 人（24,435 人次）
，其中 3 次及以上之戒菸諮
詢服務者 5,364 人（18,364 人次）
。
(二) 藥品替代戒菸服務：提供二代戒菸服務，109 年共服務 13 萬 9,544 人，
49 萬 2,889 次。6 個月點戒菸成功率達 29.5%，幫助超過 4.1 萬人成功
戒菸，推估短期可節省超過 2.2 億元的健保醫療費用支出，長期可創
造超過 172 億元的經濟效益。
(三) 推動臺灣醫院參與無菸醫院國際競賽: 109 年度已有 213 家醫院加入全
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絡(GNTH)，為亞太第一大規模，並有 27 家醫院
榮獲該網絡國際金獎殊榮。
(四) 醫事機構戒菸服務系統: 辦理醫事機構戒菸服務系統維運與功能擴充
計畫，以使用者的角度出發，針對各層級之使用者辦理需求訪談，以
加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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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菸品訊息監測
計畫。
(二) 參與菸草控制框架公約業務：完成 5 件法律諮詢案、3 場教育訓練、2
項議題研析，並摘錄 39 篇國際新知。
(三) 辦理不同族群吸菸行為調查：辦理國人(2 年 1 次調查)及大專校院學
生吸菸行為調查、分析工作。
(四) 辦理菸品資料申報管理業務：完成 4,042 項次菸品審查，並提供菸品
成分資料網站，由菸品製造及輸入業者自行揭露菸品成分、添加物、
排放物及其相關毒性資料，供民眾上網查詢，109 年計有 1 萬 9,669
瀏覽人次、116 萬 2,880 網頁瀏覽數。
(五) 戒菸專線服務外部評價與監測:建立客觀性評估標準及監測戒菸專線
服務計畫，藉由取得該戒菸專線服務計畫之相關資料並與該戒菸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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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人員之良性互動與密切溝通，進行戒菸專線服務情形分析研究，
並提供及時之回饋給戒菸專線中心人員，以提升戒菸專線的服務品
質。
(六) 菸害防制法執法成效評價:完成 22 縣市菸害防制法執法實地考評、
喬裝測試調查及不定點不預期實地觀察，109 年度整體總合格率為
90.3%。
(七) 菸品檢測暨研究發展：委託食品藥物管理署進行菸品主煙流中尼古
丁、焦油及一氧化碳含量調查，109 年抽查 53 件品項，除 2 件品項走
私菸品尼古丁或焦油含量超過菸害防制法最高含量標準，其餘均符合
菸害防制法規定。
(八) 行政協助加速電子煙檢測計畫:食品藥物管理署完成 3,510 件電子煙
產品之檢驗，尼古丁檢出率為 79.4%。
(九) 戒菸服務品質調查計畫: 109 年執行調查項目之有效樣本數:戒菸成功
率完成 120,365 份；接受戒菸服務吸菸情況完成 4,465 份；醫事機構
滿意度調查完成 4,559 份及戒菸服務醫事機構電話稽查完成 1,41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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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梯次，計 73 人參加。
(二) 辦理醫事人員戒菸服務訓練：
1. 「戒菸治療醫師訓練計畫」
：109 年辦理 11 場次戒菸治療專門實體
課程，培訓 471 人。
2. 「牙醫師參與戒菸服務訓練計畫」：109 年辦理 5 場次戒菸治療專
門實體課程及 2 場次戒菸衛教專門實體課程，培訓 53 人。
3. 「藥事人員戒菸衛教師訓練計畫」：109 年辦理 3 場次戒菸衛教專
門實體課程，培訓 73 人。
4. 「戒菸衛教人員訓練計畫」：109 年辦理 8 場次戒菸衛教專門實體
課程，培訓 36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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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0800-531-531 菸害諮詢及檢舉服務專線，另辦理初階
訓練 4 場共 220 人完訓，進階法制訓練 2 場共 50 人完訓。
3

菸害防制計畫 109 年施政績效報告
(四) 政策分析研究相關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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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菸害防制法第 4 條規定，進行菸害防制政策評
估，並提供政策建議。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