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衛生局 

110 年度補助地方推動菸害防制工作計畫年度

成果摘要 

工作項目一：落實菸害防制法執行成果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1. 完成菸害防制法

各法條的稽查目標

數（參照 110 年目標

數） 

共完成 86,756項次 

達成率: 104.0% 

2. 完成菸害防制法

第 15 條及第 16 條禁

菸場域之稽查目標

數 

共完成 25,746家次 

達成率: 104.3% 

3. 資訊休閒業、電

子遊戲場業及視聽

歌唱業等進行菸害

防制法稽查及取締 

共完成 600 家次 

達成率: 100% 

4. 公告之禁菸場所

稽查 

共完成 1,800家次 

達成率: 100.6% 

5. 完成國中、國

小、高中高職學校附

近菸品販賣場所輔

導稽查 

共完成 510家次 

達成率: 102% 

工作項目二：提供及運用地方資源辦理戒菸服務網絡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110 年參加整合式社

區健康篩檢的吸菸者

接受電話戒菸衛教追

本年度因疫情只辦理 5 場次整合式篩檢，共 3798 人完成篩

檢，整體篩檢民眾中女性受檢者為 2263 人，佔 59.6%，男

性受檢者為 1535 人，佔 40.4%；所有受檢者中吸菸者共 467

人，參加整合式篩檢民眾吸菸率為 12.3％，其中 450 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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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 80% 電話戒菸衛教追蹤，完成率達 96.4%。 

110 年整合式社區健

康篩檢的吸菸者處於

戒菸準備期的吸菸者

接受戒菸衛教追蹤

80% 

1.為提升戒菸服務主動觸及率，本縣公衛護士將進行關懷訪

視，並依照吸菸者戒菸意願進行分期與衛教追蹤（含前沉思

期、沉思期、準備期），其中位處沉思期（想戒但未行動）

共 121 位、準備期（有戒菸意願嘗試戒菸）56 位，共 177

位。 

2.針對吸菸者 450 人衛教，其中針對準備期的吸菸者 56 人，

提供二代戒菸服務共 16 人，佔準備期 28％。 

3.110 年整合式社區健康篩檢的吸菸者處於戒菸準備期的吸

菸者接受戒菸衛教追蹤 100%如下表 

接受戒菸專線服務

500 人 

接受戒菸專線服務 500 人，並特別針對孕婦提供戒菸服務 9

案，服務人次達 864 人次。 

110 年於本縣辦理醫

事相關人員參訓 27

人 

110年於本縣辦理醫事相關人員訓練於5月6日辦理共計50

人參加，其中護理師45 人藥師4人營養師1人 

結合社區專業戒菸衛

教師於學校辦理青少

年戒菸服務 100 人次 

結合社區專業戒菸衛教師辦理戒菸服務共計12場次，160

人次參加，其中職場辦理1場，12人次參加，於學校辦理青

少年戒菸服務計8家學校辦理，117人次參加，針對慢性病

個案辦理3場次，計31人參加 

結合勞安或職安人員

進行無菸職場實地輔

導 2 場 

結合勞安或職安人員進行無菸職場實地輔導 2 場，裕源紡織

及聚隆纖維股份有限公司，為維護不吸煙員工權益，將吸菸

區規劃於廠區外圍，不僅規劃良好吸菸區，並積極宣導菸害

防制，鼓勵吸煙員工戒菸，促進員工身體健康。 

辦理無菸醫院戒菸服

務觀摩會 1 場 

今年度於 9 月 24 日召集 8 家無菸醫院辦理 1 場戒菸服務觀

摩會，過程中成員們除了觀摩亦提出問題討論，經過此活動

後促進各醫院互相交流進而於戒菸服務方面更加成長。 

辦理戒菸服務醫病共

享決策(SDM)交流分

享會 1 場 

為提升戒菸服務品質，規劃於轄內辦理戒菸服務醫病共享決

策(SDM 交流分享會，本局今年度於 9 月 24 日邀集 8 家醫

院參與，透過交流分享會讓第一線專業戒菸醫事人員了解並

能運用 SDM，讓個案參與戒菸服務之決策，進而引發個案

對可接受之戒菸過程更強化其續航力，並以提升戒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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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三：辦理青少年菸害防制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全縣國小三年級普通

班學生完成拒菸小精

靈學習單及參與人數

達 7,000 人 

全縣國小三年級普通班學生完成拒菸小精靈學習單及參與

人數達 3,882 人 

拒菸小精靈向所有家

人告知二手菸所造成

的危害及菸害防制法

無菸環境之規定 70% 

拒菸小精靈向所有家人告知二手菸所造成的危害及菸害防

制法無菸環境之規定 98% 

拒菸小精靈無菸家庭

簽署「我家不吸菸認

同卡」70% 

拒菸小精靈無菸家庭簽署「我家不吸菸認同卡」96% 

拒菸小精靈無菸家庭

向所有家人告知電子

煙五大危害 70% 

拒菸小精靈無菸家庭向所有家人告知電子煙五大危害 97% 

校園菸害創意競賽活

動 50 家 
50 家 

建置菸害防制法-全

民菸檢網站，並鼓勵

彰化縣國中、高中在

籍學生上網參加會考

競賽 2000 人 

菸害認知遊戲活動於 2021 年共舉行了二次，第一次活動參

與人數為 3,523 人；第二次活動參與人數為 5,036 人；二次

人數共 8,559 人。第二次人數較第一次人數增加 142.9%。 

全民菸檢上網會考參

加者平均答對率 70% 
全民菸檢上網會考參加者平均答對率 74.3% 

全民菸檢上網會考參

加者完成滿意度調查

70% 

全民菸檢上網會考參加者完成滿意度調查 100%，平均滿意

程度 84.17% 

本縣查獲未成年吸菸 本縣查獲未成年吸菸者接受戒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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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接受戒菸教育完成

率 70% 

完成率 100%，其中在學 7 位，中輟生   5 位   

青少年戒菸教育撥打

戒菸專線 70% 
青少年戒菸教育撥打戒菸專線 40% 

結合社區志工加強宣

導賣菸商家拒售菸品

予未滿 18 歲者 50 家

次 

1.本局先於 4 月 22 日辦理志工教育訓練 311 人參加 

2.結合社區志工加強宣導賣菸商家拒售菸品予未滿 18 歲者

50 家次 

工作項目四：營造無菸支持環境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無菸行動菜車之推動

27 車 
無菸行動菜車之推動 11 車 

輔導事業單位落實無

菸環境的推動 27 家 
輔導事業單位落實無菸環境的推動 27 家 

輔導餐廳業者落實無

菸環境的推動 27 家 
輔導餐廳業者落實無菸環境的推動 26 家 

針對社區高齡照顧者

辦理無菸家庭宣導活

動 50 場次 

針對社區高齡照顧者辦理無菸家庭宣導活動19場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