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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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稽查時發

現常有違規吸

菸行為人之禁

菸場所，邀請警

察局協助進行

稽查，落實執法

工作。 

(1)定期統整易有違規吸菸行為人之禁菸場域，於不定期稽

查時加強稽查、取締及輔導吸菸行為人，針對屢勸不

聽之吸菸行為人進行勸導及取締，與本縣警察局合

作，對違法案件進行取締後，依法處辦。 

(2)如查獲違規吸菸官兵，將行文馬祖防衛司令部敦請加強

宣導國軍士官兵遵守菸害防制法相關禁菸政策與規

定，違者將處新台幣2,000至10,000元罰鍰。 

2.三人以上室內

工作場所、醫療

院所、高中職以

下學校、政府機

關及公營事

業、視聽歌唱場

所、旅館場所。 

(1)10月27日偕同連江縣政府產業發展處及連江縣警察局

夜間不定期聯合稽查，計1場次。 

(2)定期稽查及更新新開商家資訊並更換老舊之菸害防制

宣導海報等禁菸標示。於馬祖日報、馬祖資訊網及公

共較醒目之處刊登菸害稽查處份情形或菸害防制法規

定，呼籲民眾勿心存僥倖以免受罰。 

(3)自行公告場所數29處，本年度稽查後，2處已被拆除，

分別為南竿鄉牛角遊戲區及莒光鄉青帆遊戲區。 

3.加強菸品販賣

場所不得供應

菸品予未滿18

歲者及網咖之

(1)本局稽查人員協同菸害志工一同前往各商家及場所進

行菸害稽查，利用志工與商家熟識之關係，更有利於

推動禁售菸品予未滿18歲青少年，及室內場所全面禁

菸政策，今年度於4月3日及4月17日辦理2場次，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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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稽查、輔導與取

締。 

疫情因素展緩定期辦理。 

(2)4月22日偕同消基會執行各縣市菸害執法成效稽核，計1

場次。 

4.透過本局與志

工團體合作推

動辦理『禁售菸

品予未滿18歲

者』宣導及稽查

活動，凝聚志工

團體力量，共同

針對菸品販售

業發揮監督力

量，使業者及從

業人員遵守法

令規定。 

(1)定期辦理志工菸害防制法講座，課程內容除菸害防制法

規內容、菸品危害、二手菸及三手菸的危害等相關菸

害防制相關內容，亦包含電子煙危害，今年度於10月

30日辦理完成，共計2場次。 

(2)排定參與過志工菸害防制法講座之志工人員協同本局

稽查人員共同前往販賣菸品商家進行商家『禁售菸品

予未滿18歲者』宣導活動，今年度於4月3日及4月17日

請商完成「109年參加菸害防制志工講習」之志工協同

辦理2場次，後因疫情因素暫緩辦理。 

5.持續加強向各場

所人員進行菸

害防制法規定

宣導、發送單

張、海報、禁菸

標示等宣導物

品。 

(1)本年度製作菸害防制相關貼紙、L夾等文宣品，於稽查

及宣導時發送，增加民眾索取意願，以達到宣導效果。 

(2)稽查時對需輔導之商家發送單張及法規輔導，若遇新

商家尚未張貼禁菸標示先給予勸導，並提供本局製作

之禁菸標示牌以便可立即張貼，若商家要自行購買張

貼，將請其盡速購，本局於1週後安排複查。 

(3)稽查時若商家之禁菸標示牌已斑駁，提供本局製作之

禁菸標示牌，請其更換或協助商家立即張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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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二：「提供及運用地方資源辦理戒菸服務網絡」執行成

果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1.連江縣立醫院

及各島衛生所

提供門診戒菸

服務及戒菸相

關問題諮詢 

(1)本縣醫療院所於門診看診間提供戒菸衛教諮詢服，本年

度從1月份統計至11月份止，共計社區戒菸衛教諮詢人

數為104人，達成率100%。 

(2)因門診時段，吸菸民眾接受戒菸衛教諮詢服務之意願不

高，且加上本年度因疫情影響，5月份至10月份本縣連

江縣立醫院暫停門診戒菸相關服務，截至9月份止尚未

達到目標值，故10至11月份與連江縣立醫院於本局辦

理之宣導活動設置社區戒菸衛教宣導攤位2場次，分別

為○1本局辦理之心理健康月記者會暨闖關活動，其社

區戒菸衛教諮詢人數28人。本科辦理之戒菸好處多永

遠不嫌晚闖關活動，其社區戒菸衛教諮詢人數12人。 

2.辦理成人戒菸

班 

(1)4月27日至5月13日分別邀請李懿軒(藥師)戒菸衛教

師、吳厚澤(藥師)戒菸衛教師及左涵瑄臨床心理師擔

任講師，協助辦理成人戒菸班1班，共計7人參加。其3

個月後戒菸成功率為71.43%。社區戒菸班共計6堂課

程，因部分戒菸學員為輪值工作，所以上課時大都無

法全員到齊，但學員皆盡量前來上課，且老師每堂課

也會再做前一堂課的重點複習，讓缺課學員可以很快

銜接課程內容。 

3.醫療院所能提

供戒菸藥品及

諮詢服務 

本縣醫療院所共計1家醫院及4家衛生所，醫療院所能提供

戒菸藥品及諮詢服務(母數5家：1家醫院、4家衛生所)，分

別為連江縣立醫院、北竿衛生所、東莒衛生所、西莒衛生

所及東引衛生所，故本縣民眾若有戒菸相關需求者，皆可

在本縣醫療院所接受戒菸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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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4.菸害及戒菸資

訊刊登通路及

媒體報導、托播

宣導、車體廣

告、戶外大型廣

告 

(1)菸害議題及相關戒菸資源訊息媒體暴露則數達13則，分

別於本縣馬祖日報、社群網站「馬祖資訊網」、本局 FB

粉絲頁、本局官網刊登。 

(2)利用不同媒體刊登菸害防制宣導海報或標語，分別為： 

○1連江縣公車車體廣告5則(南竿鄉4則及北竿鄉1則)。 

○2大型戶外帆布看板1則(宣導0800-636363免付費戒

菸專線)。 

○3廣告托播3則，於本年度下半年於本縣祥通有線電視

托撥，托播內容為戒菸與戒菸藥物、戒菸的好處及

抽菸對身體的危害等。 

5.辦理菸害防制

宣導講座或活

動 

(1)4月29日及5月13日辦理連江縣「職場菸害防制宣導講

座」，邀請李懿軒(藥師)戒菸衛教師、吳厚澤(藥師)戒

菸衛教師及左涵瑄臨床心理師擔任講師擔任講師，分

別於連江縣財政稅務局、連江縣監理所、連江縣立醫

院及本局辦理，計4場次，共計117人參加。 

(2)4月28日辦理連江縣「社區菸害防制宣導講座」，邀請李

懿軒(藥師)戒菸衛教師擔任講師，於連江縣立醫院門

診大廳辦理，計1場次，共計30人參加。 

(3)4月29日、4月30日、5月5日及5月6日辦理「本縣矯正機

關」菸害防制宣導講座，邀請邀請李懿軒(藥師)戒菸

衛教師、吳厚澤(藥師)戒菸衛教師擔任講師，計4場

次，共計92人次參加。 

(4)10月3日配合南竿鄉復興村「做出幼」活動辦理

「0800-636363免付費戒菸專線」衛教宣道設攤活動1

場次，共計221人參加。 

(5)11月6日辦理「戒菸好處多 永遠不嫌晚」闖關衛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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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活動1場次，闖關關卡內容有「0800-636363免付費戒

菸專線」宣導、多元戒菸服管道、電子煙的危害等，

共計504人參加。 

(6)12月5日、12月11日及12月12日辦理「戒菸」好處多 永

遠不嫌晚!!!～按讚拍照留言活動，於南竿鄉各村辦理

1場次，共計7村，計654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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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縣內所有

國小、國中、高

中辦理無菸校

園活動 

共有9所學校辦理無菸校園宣導系列活動，包含介壽國中

小、中正國小、仁愛國小、中山國中、塘歧國小、東莒國

小、東引國中小、敬恆國中小、馬祖高中。無菸校園宣導

系列活動辦理菸害海報創作比賽、各項無菸校園運動比

賽、線上問答比賽、菸害課程講座與影片欣賞……等，透

過寓教於樂激發學童的菸害防制觀念，並且向下紮根。各

校菸害防制相關活動於9月份至11月底前辦理完成，總計各

校參與學生達978人。 

2.校園菸害活動

辦理後學生對

於菸害認知率 

為瞭解本縣青少年對菸害法規與危害之了解度、吸引青少

年想吸菸之原因，以作為日後校園菸害防制宣導方向之參

考，今年度設計一份菸害防制知識宣導與認知調查問卷，

於10月至11月針對本縣內所有國、高中生辦理問卷施測，

包含馬祖高中、中山國中、中正國中、東引國中、敬恆國

中及介壽國中等，以助益青少年對菸品相關知識之提升，

同時了解健康之戒菸方式與管道，計6所學校，本次共計完

成施測474份問卷，認知率為85.23%。 

3.辦理學生菸害 1.4月7日辦理「南竿鄉仁愛國小」菸害防制宣導講座，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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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防制宣導講座

或活動 

請連江縣立醫院曹立岩藥師暨戒菸衛教師擔任講師，計1

場次，共計25人參加。 

2.5月4日辦理「南竿鄉介壽國中小-國中部」菸害防制宣導

講座，邀請吳厚澤(藥師)戒菸衛教師擔任講師，計1場

次，共計19人參加。 

3.5月5日辦理「南竿鄉中正國中小-國中部」菸害防制宣導

講座，邀請吳厚澤(藥師)戒菸衛教師擔任講師，計1場

次，共計23人參加。 

4.5月12日辦理「莒光鄉敬恆國中小-國中部」菸害防制宣

導講座，邀請左涵瑄臨床心理師擔任講師，計1場次，共

計12人參加。 

5.10至11月月份辦理國、高中學生菸害防制認知率問卷調

查活動，共計474人參加。 

4.辦理高中以下

學生戒菸班 

4月28日、5月5日及5月12日由本局辦理馬祖高中學生戒菸

班，馬祖高中參加學生名單由教官及教務處提供，邀請李

懿軒(藥師)戒菸衛教師、吳厚澤(藥師)戒菸衛教師及左涵

瑄臨床心理師擔任講師擔任講師，共計26人參加，期間持

續電話關懷及衛教，3個月戒菸率為19.23%。 

5.辦理志工菸害

防制法講習及

販售菸品商家

宣導 

1.10月30日至辦理南竿鄉及北竿鄉菸害防制志工講習課程

各1場次，邀請立達國際法律事務所謝閔華律師擔任講

師，課程為認識菸害防制法、菸品展示稽查實務技巧、

蒐證方式、禁菸場所說明，並請社區健康營造中心和志

工配合針對校園周邊商家，進行禁售菸品予未滿18歲青

少年及室內場所全面禁菸政策，因疫情因素今年採視訊

方式上課，參加人數共計50人。 

2.4月3日及4月17日結合菸害志工赴販售菸品商家及網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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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進行稽查及宣導，宣導菸品展示之相關規範及新版菸盒

警示圖文之相關規定，並加強宣導禁止販賣菸品予未滿

18歲者，需請對方出示證件，若對方無法證明則拒絕販

售，共計2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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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大型菸害

宣導活動 

(1)4月25日辦理110年度「高齡友善代間融合健康促進闖關

活動-北竿場」菸害闖關活動，於北竿老人活動中心舉

行，共計139人參加。 

(2)9月26日辦理110年度「高齡友善代間融合健康促進闖關

活動-東莒場」菸害闖關活動，於東莒活動中心舉行，

共計56人參加活動。 

(3)補助東引鄉公所辦理菸害防制宣導相關活動：東引鄉

110年度體育季戒菸盃活動，共計304人次參加。 

○1 9月25日至26日於東引鄉東湧運動公園，辦理110年度

「東引體育季-戒菸盃壘球、拔河賽活動」，共計137

人參加。 

○2 10月16日辦理110年度「東引體育季-健行活動」，共

計204人參加。 

(4)補助莒光鄉公所辦理菸害防制宣導相關活動：莒光鄉

110年健行反菸活動，共計252人次參加。 

○1 11月6日於西莒陳元帥廟廣場辦理健行活動，共計115

人參加。 

○2 11月7日於東莒藝文廣場辦理健行活動，共計137人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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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加。 

(5)10月30日本局辦理之心理健康月記者會暨闖關活動-菸

害防制闖關關卡，共計349人參加。 

(6)11月6日辦理「戒菸好處多 永遠不嫌晚」闖關衛教宣導

活動1場次，闖關關卡內容有「0800-636363免付費戒菸

專線」宣導、多元戒菸服管道、電子煙的危害等，共計

504人參加。 

(7)12月5日、12月11日及12月12日辦理「戒菸」好處多 永

遠不嫌晚!!!～按讚拍照留言活動，於南竿鄉各辦理，

共計7村，654人參加。 

2.菸害及戒菸資

訊刊登通路及

媒體報導、托播 

(1)菸害議題及相關戒菸資源訊息媒體暴露則數達5則，分

別於本縣馬祖日報、社群網站「馬祖資訊網」、本局 FB

粉絲頁、本局官網刊登。 

(2)結合各種通路宣導菸害防制法規定之通路4種，分別為： 

○1連江縣公車車體廣告5則。 

○2大型戶外帆布看板1則。 

○3本縣祥通有線電視廣告托播3則。 

○2於本縣馬祖日報、社群網站「馬祖資訊網」、本局 FB粉

絲頁、本局官網刊登訊息5則。 

3.辦理菸害防制

講座或活動 

(1)4月29日及5月13日辦理連江縣「職場菸害防制宣導講

座」，邀請李懿軒(藥師)戒菸衛教師、吳厚澤(藥師)戒

菸衛教師及左涵瑄臨床心理師擔任講師擔任講師，分

別於連江縣財政稅務局、連江縣監理所、連江縣立醫

院及本局辦理，計4場次，共計117人參加。 

(2)4月28日辦理連江縣「社區菸害防制宣導講座」，邀請李

懿軒(藥師)戒菸衛教師擔任講師，於連江縣立醫院門



110年度補助地方推動菸害防制工作計畫初步成果報告-8/46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診大廳辦理，計1場次，共計30人參加。 

4.無菸環境之行

政公告 

(1)110年無菸環境行政公告設置0處，原訂本年度下半年辦

理便利超商1家騎樓公告為禁菸場所，因疫情因素暫緩

辦理，故無法於本年度完成公告。 

(2)106年公告全縣高中以下學校校園週邊為禁菸場所，共

計9所(南竿鄉4所、北竿鄉2所、莒光鄉2所、及東引鄉

2所)，但因本縣校園大多與山坡連結，全面劃設禁菸

標線實有困難，目前尚在商議中，故暫未完成禁菸標

線之劃設。 

(3)本年度考量校園週邊未劃設禁菸標線，稽查時易造成爭

議，故本年度先行劃設學生人數較多之南竿鄉2所學

校，分別為馬祖高中及介壽國中小，並於週邊設置禁

菸告示牌。定期維護重新畫設及設置禁菸告示牌。 

(4)每年會針對需劃設禁菸標線之公告禁菸場所做定期維

護，109年已將公告之3處公車站重新劃設禁菸標線，

今年稽查時其禁菸標線仍清晰可辨視，故今年度皆未

重劃標線。 

5.辦理無菸環境

宣導計畫鄉鎮

數 

委託交通較不易到達的東引鄉及莒光鄉辦理無菸環境宣導

活動以達到偏遠地區無菸環境宣傳效果，其成效分別為： 

(1)東引鄉：委託東引鄉公所辦理菸害防制宣導相關活動：

東引鄉110年度體育季戒菸盃活動，共計304

人次參加。 

○1 9月25日至26日於東引鄉東湧運動公園，辦理110年度

「東引體育季-戒菸盃壘球、拔河賽活動」，計137人

參加活動。 

○2 10月16日辦理110年度「東引體育季-健行活動」，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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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人參加活動。 

(2)莒光鄉：委託莒光鄉公所辦理菸害防制宣導相關活動：

莒光鄉110年健行反菸活動，共計252人次參加。 

○1 11月6日於西莒陳元帥廟廣場辦理健行活動，計115

人。 

○2 11月7日於東莒藝文廣場辦理健行活動，計137人。 

6.參與菸害宣導

活動人次 

針對已辦理大型活動民眾參與人次統計，6場次共計1,604

人次，另12月5日、12月11日及12月12日辦理「戒菸」好處

多 永遠不嫌晚!!!～按讚拍照留言活動，於南竿鄉各辦

理，預計7村。已辦理活動分別為： 

(1)4月25日辦理110年度「高齡友善代間融合健康促進闖關

活動-北竿場」菸害闖關活動關卡，共計139人參加。 

(2)9月26日辦理110年度「高齡友善代間融合健康促進闖關

活動-東莒場」菸害闖關活動關卡，共計56人參加。 

(3)補助東引鄉公所辦理菸害防制宣導相關活動：東引鄉

110年度體育季戒菸盃相關活動，共計304人次參加。 

(4)補助莒光鄉公所辦理菸害防制宣導相關活動：莒光鄉

110年健行反菸活動(東莒及西莒各1場次)，共計252人

次參加。 

(5)10月30日本局辦理之心理健康月記者會暨闖關活動-菸

害防制闖關關卡，共計349人參加。 

(6)11月6日辦理「戒菸好處多 永遠不嫌晚」闖關衛教宣導

活動1場次，闖關關卡內容有「0800-636363免付費戒菸

專線」宣導、多元戒菸服管道、電子煙的危害等，共計

504人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