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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衛生局 

110 年度補助地方推動菸害防制工作計畫 

年度成果報告 

工作項目一：落實菸害防制法執行成果 

一、 執行成效： 

1. 本縣 110 年度稽查輔導所轄菸害防制法規範場所共計

17,622 家次，促使業者與民眾知悉了解禁限菸場所相關

規定，同時加強宣導菸品販售相關規範，以落實菸害防

制法相關立法意旨，並與民眾共同營造禁菸場所拒菸之

友善環境。 

2. 跨局處及跨區聯合稽查成果表： 

項次 項目 場次 

1 配合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聯合巡查 100 

2 配合縣府公共安全聯合稽查-補習業 21 

3 配合縣府公共安全聯合稽查-十大行業 18 

4 配合縣府公共安全聯合稽查-旅宿業 12 

5 配合 110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菸害巡查 21 

 

3. 衛生局主動稽查，配合縣府各項公共安全聯合稽查、校

外會巡查及跨區聯合稽查等菸害防制業務，稽查目標達

成率總平均達 100%以上，本(110)年度稽查菸害防制法

規範場所共計 17,622 家次，經查違反菸害防制法規定並

開立裁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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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裁處禁菸場所未於所有入口處設置明顯禁菸標示或違

規供應與吸菸有關之器物：計 13 件(處新臺幣 1~5 萬

元整罰鍰/件)。 

(2) 裁處於禁菸場所之吸菸行為人：計 148 件(處新臺幣 2

千~1 萬元整罰鍰/件)。 

(3) 裁處未滿 18 歲之吸菸者：計 103 件(令其接受戒菸教

育 2 小時以上/件)。 

(4) 依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14 條規定，裁處販售電子煙之業

者：計 7 件(處新臺幣 1 千~3 千元整罰鍰/件)。 

(5) 依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14 條規定，裁處輸入電子煙之業

者：計 1 件(處新臺幣 1 萬~5 萬元整罰鍰/件)。 

 

工作項目二：提供及運用地方資源辦理戒菸服務網絡 

1. 職場、學校或社區辦理戒菸班共 3班計 26人參加，目標達成率 100

％: 

(1) 大埤鄉衛生所 110 年 4 月 22 日至 110 年 9 月 30 日結合成大醫院

斗六分院醫師和戒菸衛教師於斗六福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為期五週每次至少 2 時戒菸支持團體課程，戒菸班參與人數計 10

人，學員平均年齡 40 歲，每天吸菸量平均 11 支/天，菸齡 16 年；

結束後 5 人沒有吸菸，第 1 個月電話追蹤有 5 人沒有吸菸，點戒

菸成功率及持續戒菸率皆為 50％；第 3 個月 8 人沒有吸菸，點戒

菸成功率及持續戒菸率皆為 50％。課程結束後滿意度調查（全程

參與 10 人），非常滿意 6 人，滿意 4 人。 

(2) 北港鎮衛生所 110年 3月 31日至 110年 4月 28日結合中國醫藥

大學北港附設醫院團隊於國立北港高中，辦理為期五週每次至少

2時戒菸支持團體課程，戒菸班參與人數計 8人，學員平均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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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歲，每天吸菸量平均 14支/天，菸齡 3年；第 1個月電話追蹤

學員無戒菸成功，第 3個月再次追蹤沒有學員戒菸成功。課程結

束後滿意度調查（全程參與 8人），非常滿意 5人，滿意 3人。 

(3) 二崙鄉衛生所 110 年 4 月 22 日至 110 年 9 月 9 日結合台大醫院雲

林分院團隊於宇榮高爾夫股份有限公司斗六二廠，辦理為期五週

每次至少 2 時戒菸支持團體課程，戒菸班參與人數計 8 人，學員

平均年齡 45 歲，每天吸菸量平均 16 支/天，菸齡 21 年；結束後 2

人沒有吸菸，第 1 個月電話追蹤有 2 人沒有吸菸，點戒菸成功率

及持續戒菸率皆為 25％；第 3 個月 2 人沒有吸菸，點戒菸成功率

及持續戒菸率皆為 25％。課程結束後滿意度調查，非常滿意 7 人

滿意 1 人。 

2. 為增進戒菸服務資源涵蓋率及利用率，提升本縣醫事人員勸戒率及

醫療照護品質：於 110 年 9 月 25 日（星期六）8 時 00 分至 12 時 30

分於雲林縣衛生局 3 樓簡報室，辦理「110 年雲林縣戒菸衛教人員

核心實體課程訓練」，報名人數 21 人，實際參加人數合計 21 人(藥

師 4 位，其他醫事人員 17 位)，考試合格人數 21 人。 

3. 為增進戒菸衛教人員專業技能，辦理衛生局所及各戒菸服務機構菸

害防制增能研習訓練，於 110 年 9 月 11 日（星期六）上午 8 時 30

分至 17 時 30 分於雲林縣衛生局簡報室，辦理「110 年高階戒菸衛教

人員換證充能研習課程」，報名人數 55 人，實際參加人數合計 55

人(藥師 6位，其他醫事人員 49位)。 

4. 110年 2月 27日舉辦衛生局所推動菸害防制業務聯繫會議 1場，並

請 20鄉鎮衛生所護理長及菸害防制承辦人員與會，增進執行菸害防

制業務共識與實務交流討論學習之平台，以提升本縣菸害防制推動

成效，計 42人參加。 

5. 辦理【戒菸服務收案人數】及【用藥 6個月戒菸成功人數】獎勵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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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資鼓勵戒菸服務合約機構： 

●【戒菸成功人數】績優單位:全聯禮卷第1名5000元、第2名4000元、

第3名3000元。 

(1) 醫院組:第1名為信安醫院、第2名為台大雲林分院、第3名為雲林

基督教醫院。 

(2) 診所組:第1名為人人診所，第2名為廖寶全診所，第3名為明祐診

所。 

(3) 牙醫組:第1名為平安牙醫診所，第2名為佳佑牙醫診所。 

(4) 藥局組:第1名為博順藥局，第2名為北友藥局，第3名怡康健保藥

局。 

(5) 衛生所組:第1名為西螺鎮衛生所，第2名為古坑鄉衛生所 

●【戒菸收案人數】績優單位:全聯禮卷第1名4000元、第2名3000元、

第3名2000元。 

(6) 醫院組:第1名為台大雲林分院、第2名為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

院、第3名為雲林基督教醫院。 

(7) 診所組:第1名為人人診所，第2名為德華診所，第3名為廖寶全診

所。 

(8) 牙醫組:第1名為平安牙醫診所，第2名為堤雅墨牙醫診所，第3名

為佳佑牙醫診所。 

(9) 藥局組:第1名為北友藥局，第2名為博順藥局，第3名元林中西藥

局。 

(10) 衛生所組:第1名為二崙鄉衛生所，第2名為土庫鎮衛生所。 

6. 戒菸服務利用情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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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男性目前吸菸率 15.9％較 107 年 22.3％下降了 6.4％，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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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吸菸率 1.6％較 107 年 2.4％下降了 0.8％，本縣整體吸菸率自

102 年 18.3％逐年遞減至 109 年 9.3％下降了近 9％，整體吸菸率

皆有下降趨勢且低於全國整體數值。 

(2) 本縣二代戒菸服務人數目標數 1,500 人，依據國民健康署醫事機

構戒菸服務系統顯示 110 年度戒菸服務利用者 VPN 申報人數計

3,397 人（10,669 人次），目標達成率〉100％。 

(3) 本縣戒菸服務合約醫事機構加入國民健康署特約戒菸服務行列：

110 年 1 月計 93 家，醫事機構加入戒菸服務行列（如下表），20

鄉鎮市涵蓋率 100％，本年度戒菸服務新開辦醫事機構計 1 家，

新增醫事人員計 19 人。 

7. 促進各醫院間彼此交流執行本計畫的技巧：本局 110 年 9 月 10 日

（星期 5）於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斗六院區新

醫療大樓 1 樓健康教育中心，辦理「110 年雲林縣無菸醫院標竿

學習觀摩會議」，並函文本縣轄內各醫院及各鄉鎮市衛生所派員

參加，與會人員計 10 人。 

(1) 本縣計有 16 家醫院，醫院不僅必須遵守相關禁菸法令，成為一個

全面無菸場所，善盡轉介吸菸者減少菸草使用與降低菸害的義務。

藉由整合本縣轄區內資源推動各項菸害防制工作。 

(2) 本局積極輔導轄內醫院導入「全球無菸醫院網絡認證」標準，推

動無菸醫院與成立戒菸服務網絡，創造無菸環境，促進職場與社

區健康。加入全球無菸醫院網絡會員:有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雲林分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信安醫

療社團法人信安醫院、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彰化

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雲林基督教醫院、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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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長庚紀念醫院和天主教福安醫院等 8

家醫院。 

(3) 辦理無菸醫院推動菸害防制及戒菸服務有功人員計 15 人頒發本

局感謝狀及禮品，以資鼓勵。 

(5)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醫療院所戒菸服務補助計畫─戒菸服務品

質改善措施，本縣 110 年績優醫事機構有: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雲林分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彰

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雲林基督教醫院、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

人若瑟醫院 4間醫院。 

8. 戒菸服務媒合監理站、走入社區、機關和職場等單位，結合整合

性篩檢服務活動、職場員工健檢、長照據點及預防注射及社區流

感疫苗接種站等推動菸害防制工作，辦理戒菸藥物及衛教服務總

計37場次總計收案1036人。 

9. 運用傳播媒體宣導，讓民眾瞭解菸害及戒菸服務管道，並加以利

用製作二代戒菸、菸害防制和電子煙等相關宣導海報、布條、單

張、宣導面紙和手冊等，提供特約戒菸服務醫事機構、政府機關

及衛生所辦理衛生教育宣導向民眾宣導菸害防制重要性，提升民

眾戒菸及拒菸動機，總計85場次總計收案1700人，目標大於

100%。 

10. 多元創意戒菸服務宣導活動【你戒菸 我送禮 好康卡活動】: 

(1) 本局與縣內各醫院及20鄉鎮衛生所和各戒菸醫事機構共同推廣

辦理好康卡活動之下，並以多元方式宣導民眾多利用戒菸服務資

源，在肺炎疫情影響之下，本縣仍達3397人數目標大於100%。 

(2) 活動內容:衛生局呼籲吸菸的您，戒菸找專業，省錢賺健康!吸菸

者帶健保卡至本縣戒菸特約醫療機構接受戒菸服務(限110年第1

次使用者)取得好康卡至各地衛生所兌換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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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三：辦理青少年菸害防制執行成果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1. 降低青少

年吸菸率 

2. 提供青年

學子多

元、可近性

戒菸衛教

諮詢服務

及戒菸專

線資源 

1. 110年提供本縣青少年戒菸衛教諮詢服務計 155人（含依菸

害防制法第 28條規定裁處並完成戒菸教育者 88 名）。 

2. 結合雲林及東勢監理站「未滿 18歲無照駕駛班」辦理青少

年戒菸衛教諮詢服務，以提升青少年戒菸服務及戒菸專線

利用率，增加戒菸動機，計 7場次，提供戒菸衛教諮詢服

務 36人，宣導人數約 453人。 

3. 強化青年

學子拒菸

及戒菸之

個人技

巧，以提高

菸害識

能。 

1. 辦理「110年雲林縣國小學童菸害防制入班宣講實施計

畫」，計有 61所學校辦理 86場次，共計 1,331位學童參與，

「拒絕菸害 Just say no！」學習單認知率平均為 97.46

分。 

2. 辦理「110 年國高中職菸品及電子煙危害防制入班宣講活

動」計 14 場次，參加人數約 524 人，「菸品及電子煙危害

防制知能」前測平均分數為 81.95 分、後測平均分數為

83.73分。 

3. 110 年寄送「為愛熄菸 幸福無菸」宣導圖畫紙予本縣各公

私立幼兒園共計 147所（約 18,755份）。 

4. 110年於本縣幼兒園辦理「我家不吸菸」菸害防制衛教宣導

計 52場，參加人數約 2,840人。 

5.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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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處。 

6. 正聲廣播公司雲林台臉書直播「菸害防制小學堂」，計 3集： 

集

數 
播出日期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第

1

集 

7 月 30日

（五） 

10：00 

-10：30 

菸品及一二三手

菸危害 

雲林縣衛生局 

李采容小姐 

第

2

集 

8 月 13日

（五） 

10：00 

-10：30 

愛我們的孩子 

請您多一句話：

「少年仔~拜託

證件看一下！」 

褒忠鄉衛生所 

鄒惠雅 

護理師兼主任 

第

3

8 月 16日

（一） 

10：00 

-10：30 

電子煙多重危害

損健康 

虎尾鎮衛生所 

謝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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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集 護理師兼主任 

7. 委託生命樹創意股份有限公司製作「電子煙多重危害損健

康」30 秒動畫宣導廣告 1 則，以多元化宣導方式佈達並提

醒青年學子傳統菸品及電子煙都對健康有危害，遠離菸

害，切勿聽信旁門左道。 

 

4. 提高菸品

販售場所

業者拒售

菸品予未

滿 18歲青

少年之比

率 

1. 為避免菸品販售業者違法販售菸品予未滿 18歲者，運用本

縣衛生保健志工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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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家次；另寄送

「禁售菸品予未滿 18歲青少年宣導文宣」予本縣各菸品販

售場所、連鎖超商等商家計 1,260家次。 

2. 110 年計有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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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運用多媒體通路（如：跑馬燈、地方有線電視及廣播電台、

臉書等）託播「禁止供應菸品予未滿 18歲青少年」宣導廣

告： 

(1) 跑馬燈，計 2則。 

I. 「政府規定任何人不得供應菸品予未滿 18 歲青少年，

違者最高罰新臺幣 5萬元。為避免青年學子接觸菸品，

遠離菸害，供應菸品請先確認購買者年齡!雲林縣衛生

局提醒您」：110.07.13-07.20佳聯及北港有線電視（37

東風衛視、49 壹新聞、55TBVS-N、57 東森財經，每小

時 32分播出）。 

II. 「傳統菸品、加熱菸與電子煙都對健康有危害，遠離菸

害，切勿聽信旁門左道，戒菸請撥打免費戒菸專線

0800-636363 。 雲 林 縣 衛 生 局  關 心 您 」：

110.08.12-08.14佳聯及北港有線電視（37 東風衛視、

49壹新聞、55TBVS-N、57東森財經，每小時 10分播出）。 

(2) 地方有線電視，計 1則。 

I. 「禁售菸品予未滿 18 歲青少年」 30 秒 CF：

110.08.01-08.30 佳聯及北港有線電視（24MOMO 親子

台、19Discovery、43緯來戲劇、04CH雲林地方新聞），

計 720檔次。 

(3) 地方廣播電台，計 1則。 

I. 「禁售菸品予未滿 18歲青少年」30秒菸害防制宣導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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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告：110.08.01-08.30正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廣播

電台，計 240檔次。 

(4) 大型電子看板，計 1則。 

I. 大吃市電子看板（中山路雲林路三段交叉口）：

110.08.01-09.29輪播「禁售菸品予未滿 18歲青少年」

30秒菸害防制宣導廣告，計 1則。 

 

 

工作項目四：營造無菸支持環境，透過地方通路進行菸害防制宣

導執行成果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1. 提 高 民

眾 菸 害

識能。 

1.結合學校配合 5月 31日世界無菸日主題，辦理「無菸及無

電子煙環境」宣導衛教活動 22場次，進行菸害防制認知前

後測驗提升至少 5%。 

2.結合衛生所志工人員教育訓練課程，辦理無菸及無電子煙

環境宣導衛教活動計 6 節 123 位志工參與，菸害防制認知

提升至少 5%。 

2. 營 造 雲

林 無 菸

環境，保

護 青 少

年 遠 離

二 三 手

菸害。 

1.累計完成本縣 95 所學校(高中職 11 所、國中 16 所、國小

68 所)周邊環境公告指定範圍為全面禁菸場所，全數完成

公告。 

(1) 本縣已公告指定列管 222 處無菸場域稽查輔導 314 家

次。 

(2) 累計完成本縣 217所學校(高中職 22所、國中 32所、

國小 163所)推動校園周邊無菸環境宣導、輔導。 

(3) 累計公告完成本縣 36處公車候車亭、96處學校周邊環

境、17通景點及公園綠地 99處共計 247處無菸環境場

域。 

 



10 

伍、工作項目五：辦理菸酒檳榔危害整合倡議及宣導 

原定目標 實際達成情形 

1. 本縣辦理

菸酒檳榔防

制整合性計

畫社區健康

營造有 4個鄉

鎮 

辦理鄉鎮市:斗六市、斗南鎮、古坑鄉、崙背鄉。 

2. 招募醫事

機構加入「戒

菸酒檳榔諮

詢站」 

明祐診所、德安診所、博仁診所、宏佑診所、鴻明藥局、元林

中西藥局。 

3.營造無菸

酒檳場域 

崙峯里活動中心、溝壩里活動中心、新光老人會館、天后宮、

社團法人雲林縣古坑鄉老人會活辦公室古坑村社區發展協會。 

 

4. 藉由健康

信念模式結

合雲林監理

站酒駕專班

針對吸菸飲

酒嚼檳榔高

風險族群辦

理衛生教育

宣導 

110年 04月 07日， 

110年 04月 21日， 

110年 05月 05日， 

共辦理三場次， 

參與人數合計 200人。 

5.結合村里

活動辦理菸

酒檳危害衛

生教育宣導  

斗六市人文公園、藝術水岸公園、大東國小、崙背國中，辦理

設攤闖關遊戲宣導活動，參與人數合計 1239 人。 

6. 向商家宣 斗六市-共 27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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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目標 實際達成情形 

導禁售菸酒

檳予未成年

者，並張貼禁

售貼紙 

斗南鎮-共 31 家， 

古坑鄉-共 30 家， 

崙背鄉-共 30 家， 

共計 118 家。 

7.運用大眾

傳播媒體宣

導菸酒檳危

害 

(1)110 年 4 月 1 日至 110 年 4 月 30 日，於斗六市中山路雲林

路三段交叉口廣告看板播放「拒絕菸酒檳，幸福更長久」30秒

動畫宣導短片。 

 

(2)110年 8月 19日於正聲廣播公司雲林電台 AM1125仟赫電台

宣導直播菸酒檳危害。 

(3)110年 10月 1日至 110年 11月 30日於 MOMO親子台、

Discovery、旅遊生活頻道、地方新聞頻道，播出「拒絕菸酒檳，

幸福更長久」30秒動畫宣導短片，共播出 60天，約 2340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