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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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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1.依據本市 110 年自行辦理實地考評結果本市禁、販菸場所菸害防制

法合格率為：公園綠地 71%、販菸場所 75%、資訊休閒業 79%、

校園 80%、三人以上工作場所與供公眾消費場所 97%、醫療與社福

機構 98%、大眾運輸 100%，其中三人以上工作場所與供公眾消費

場所、醫療與社福機構、大眾運輸之合格率皆達 9成以上，業者配

合度高。 

2.考量本市檳榔攤及雜貨店等販菸業者年紀較長，多仰賴販菸經銷商

擺放展示菸品，爰本市今年度以強化販菸經銷商法規認知為主軸，

除辦理菸害防制教育訓練外，另設計並提供本市 2 家販菸經銷商

（中盤商）菸害防制法相關影片，於辦理職員銷售業務教育訓練時，

加入菸害防制法規議題，使菸品經銷地點符合菸品擺設法令規範。 

3.有鑒於電子煙常使用網拍方式銷售，本局進行網路監測違規電子煙

產品計 112 件，依菸害防制法第 14 條規定裁處計 52 件，另因網路

販賣者設籍其他縣市，移請他縣市處辦計 35 件。上述違規商品除

裁處外亦同時請網路平台業者下架，以降低青少年接觸違規商品之

機會。 

4.本市 110年截至 12月 31日違反菸害防制法及桃園市電子煙危害防

制自治條例罰鍰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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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違反法條項目 案件數 

菸品之

管理 

(第 5條第 1項)自動販賣、郵購、電子購物或其他無

法辨識消費者年齡之方式 
14 

(第 10條)販賣菸品之場所，應於明顯處標示第六條第

二項、第十二條第一項及第十三條意旨之警示圖文；

菸品或菸品容器之展示，應以使消費者獲知菸品品牌

及價格之必要者為限。 

9 

兒童及

少年、

孕婦吸

菸行為

之禁止 

(第 12條第 1項)未滿 18歲者不得吸菸 120 

(第 13條第 1項)不得供應菸品予未滿 18歲者 18 

(第 14條)不得製造、輸入、販賣菸品形狀之糖果、點

心、玩具或其他任何物品 
52 

吸菸場

所之限

制 

(第 15條第 1項)全面禁菸場所不得吸菸*  
223 

(第 16條第 1項)未設吸菸區者全面禁菸* 

(第 15條第 2項)所有入口處設置明顯禁菸標示，且不

得供應與吸菸有關器物 

68 (第 16條第 2項)所有入口處及其他適當地點設置明顯

禁菸標示或除吸菸區外不得吸菸意旨之標示；除吸菸

區外，不得供應與吸菸有關器物 

罰則

(菸害

防制

法) 

(第 28條第 2項)無正當理由未依通知接受戒菸教育

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並按次連

續處罰；行為人未滿十八歲且未結婚者，處罰其父母

或監護人。 

4 

菸害防制法合計 508 

桃園市

電子煙

危害防

制自治

條例

(110.2

.4施

行) 

(第 4條第 1項)未滿十八歲者，不得吸食、持有電子

煙或持有與電子煙相關器物 
133 

(第 5條第 1項)任何人不得供應、交付、販賣電子或

與電子煙相關器物予未滿十八歲者。 
8 

(第 6條)依菸害防制法規定全面禁止吸菸場所，禁止

吸食電子煙 
40 

(第 7條)依菸害防制法規定除吸菸區外不得吸菸之場

所，不得吸食電子煙；未設吸菸區者，全面禁止吸食

電子煙。 

3 

桃園市電子煙危害防制自治條例法合計 184 

總 計 692 



3 

 

工作項目二：提供及運用地方資源辦理戒菸服務網絡 

1. 推廣戒菸專線 

(1) 結合醫療院所、校園及本市 13 區衛生所推廣戒菸專線，醫療院所

及衛生所於門診收案時，鼓勵吸菸民眾主動撥打戒菸專線或轉介

戒菸專線中心，由戒菸專線中心聯繫民眾提供戒菸服務；另針對

校園吸菸學生，鼓勵撥打戒菸專線，以提升戒菸專線之使用率。 

(2) 以多元管道宣導戒菸專線，利用本市無菸網、醫療小管家 App、

臉書、Line 等管道，推廣戒菸專線 0800-636363 及戒菸資訊。 

(3) 本市戒菸專線利用人數，計 664 人，達成率 107%(664 人/620 人)。 

2. 輔導醫療院所達成成人二代戒菸服務人數目標 

(1) 整合地方資源，督導醫療院所，運用二代戒菸服務機制。 

(2) 協助醫院運用院內醫療資源如戒菸班、團體衛教及二代戒菸（戒

菸門診及戒菸衛教）等，鼓勵並轉介吸菸者接受戒菸服務。 

(3) 協助個案結合推廣無菸家庭，降低家中二手菸暴露情形。 

(4) 本市成人二代戒菸服務人數計 7,501 人，達成率 114%(7,501 人

/6,590 人)。 

3. 結合醫療院所辦理戒菸服務推廣及戒菸班課程 

(1) 結合醫療院所辦理社區整合戒菸服務及戒菸班課程，內容包括測

量一氧化碳、指導吸菸的壞處、戒菸的好處、拒菸技巧及戒菸管

道。 

(2) 開辦戒菸班多元宣導:配合健康促進講座、研習會、健康促進活動、

職場、電子媒體、跑馬燈、海報、宣傳單張等。 

(3) 運用醫療資源幫助學員戒菸，並進行滿意度調查，戒菸成功者給

予適度獎勵。 

(4) 協助醫療院所結合職場、社區及校園等活動辦理戒菸衛教講座及

戒菸服務推廣宣導，以提升二代戒菸服務利用率。 

(5) 多元行銷方面：利用網路、電子看板、平面媒體等，行銷戒菸及

拒菸概念，鼓勵民眾主動利用醫療院所戒菸服務或戒菸班。 

(6) 戒菸班個案建檔與追蹤管理（3 個月、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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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課程運用設計思考等方式，鼓勵參與戒菸班學員做出正確決定：

藉由團體動力與互動，鼓勵學員表達期望，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

方法，請學員找出具體可行或分享成功之經驗，過程中予小禮物

實質鼓勵及口頭肯定其改變之行為，當達到目標，另予公開表揚

及互相支持。 

(8) 本市結合醫療院所辦理戒菸班計 3 班，達成率 37.5%(3 班/8 班)，

共 38 人參與戒菸班課程，達成率 47.5%(38 人/80 人)。 

4. 醫事人員衛教師訓練、戒菸治療醫師訓練 

(1) 邀請桃園市醫師公會、護士護理師公會、藥師公會及本市地區級

以上醫院等相關單位共同辦理 1 場核心實體課程及 2 場高階換證

充能課程，共計 3 場戒菸衛教師教育訓練課程，參與課程合格人

數計 182人，學員合格率 100%(場次:3場/3場；合格人數:182人/100

人)。 

(2) 醫事人員戒菸衛教師訓練課程規劃內容包含：提高戒菸動機、有

效戒菸方法及戒菸諮詢與衛教等。 

(3) 結合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菸害防制暨戒菸衛教學

會等公會共同辦理戒菸衛教師高階換證教育訓練、戒菸衛教核心

實體課程，內容增加「電子煙與新興菸品介紹」、「提升青少年戒

菸成功」及「提升個案戒菸成功率」等。 

5. 結合醫療院所辦理二代戒菸宣導講座 31 場，達成率 155%(31 場/20 場) 

(1) 結合市內國民健康署二代戒菸合約醫事機構，鼓勵轄內各醫事機

構結合社區及民眾推廣二代戒菸服務及諮詢。 

(2) 結合職場及社區辦理健康促進活動，針對一般民眾、長者及孕婦

等族群，辦理戒菸衛教講座、設置二代戒菸諮詢站、提供一氧化

碳檢測服務，並加強青少年及孕婦轉介戒菸衛教及免費戒菸專線

服務，以提升二代戒菸服務利用率。 

(3) 結合本市醫療院所辦理二代戒菸宣導講座，計 31 場，本市醫事專

業人力全力投入防疫工作，雖無法開設戒菸班，本局調整增加辦

理二代戒菸宣導講座，以補強提供民眾戒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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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無菸醫院之無菸環境訪視及稽查 

(1) 整合地方資源，督導轄區 6 家無菸醫院，訂定無菸醫院政策、戒

菸服務轉介機制。 

(2) 協助醫院運用院內醫療資源成立戒菸班 3 班、及辦理團體衛教及

二代戒菸（戒菸門診及戒菸衛教）等，鼓勵並轉介吸菸者接受戒

菸服務，總計服務 9,200 人。 

(3) 由本局衛生稽查員及業務相關人員實地至醫院，協同該院衛教師

或駐衛警進行無菸環境稽查，實地考核醫院對於無菸環境維持之

情形，計 27 次，達成率 108%(27 次/25 次)。 

 

工作項目三：青少年菸害防制 

1.結合本市健促學校推動菸害防制議題，與本府教育局研議如何完善校

園菸害防制工作，利用現有資源提供各級學校推動青少年菸害防制業

務，並將本局無菸活力校園(含校園戒菸班或無菸校園)計畫納入健促

學校考評項目，於校園內推動禁菸活動，促進校園無菸及益健康的學

習環境，110 年共計 34 所學校參與，達成率 136%(34 所/25 所)。 

(1) 無菸校園 

A.推動本市 30 所國小、國中及高中(職)營造特色無菸校園。 

B.結合學校校長、老師、校護、家長等成立「無菸校園」推動小組，

共同整合學校資源，推動無菸校園。 

C.營造校園無菸環境，於校內張貼或懸掛校園菸害防制相關法令、

圖片或海報等訊息，針對校園各入口處、樓梯間、教職員辦公室、

洗手間等公共場所張貼禁菸標誌，高級中學以下校園內須全面禁

菸（大專院校除設吸菸區外）。 

D.利用學校跑馬燈、網站等多媒體資源，露出「青少年拒菸技巧」

及「拒菸才帥」等宣導相關訊息。 

E.提供學生相關心理支持資源服務管道:桃園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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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線 03-3325880、衛生福利部安心專線 1925、戒菸專線

0800-636363。  

F.成立「社區拒菸小隊」，加強巡視校園周邊菸品零售商及辦理無菸

商店的宣導活動，與周邊商家連結，成為無菸守護聯盟。 

(2) 校園戒菸班 

A.結合本市 4 所國小、國中及高中(職)推動校園戒菸班。 

B.由醫療、營養、運動、心理等衛教團隊設計辦理戒菸班課程，每

梯次上課時數至少 12 小時，參與人數至少 10 人。 

C.上課方式採課堂授課、小組討論、課外活動、經驗分享等方式進

行，課程設計考量創意性、活潑性、多元性及互動性。 

D.定期透過面談或電訪追蹤學員戒菸成效，如減菸量及點戒菸率及

戒菸障礙等，建立學員追蹤管理記錄表、戒治成功學員名冊及戒

治成功率統計表。 

E.辦理戒菸競賽活動，對於成功戒菸者或減菸量評比優良者，提供

獎勵機制。 

2.以國小各年級及幼兒園學童、家長及教職員工為對象，設計適合不同

年齡層學童之無菸家庭及菸害防制宣導，計 76 場次，達成率 109%(76

場/70 場)，例如：我家不吸菸拒菸連署活動，反菸小天使選拔、拒菸

尖兵講座等，使幼兒從小了解菸品危害並將觀念帶回家庭；兒童學習

拒絕菸品技巧，降低接觸菸品之可能。 

3.青少年菸害防制網路行銷：結合網路媒體具名氣人士(蔡阿嘎)拍攝宣

導影片 2 部，宣導青少年菸害防制法規(紙菸和電子煙)、遠離菸害重

要性、降低菸品取得可近性、無菸環境營造。 

4.實地拜會本市學校：透過實地拜會 19 所重點學校，了解學校執行者

與領導者(校長)等在學校現行執行菸害防制遭遇之困難、建議，並提

供學校宣導單張及相關教材，以推動無菸校園氛圍。 

5.辦理青少年菸品及電子煙危害防制相關宣導、戒菸教育課程共計 464



7 

 

場，68,480 人次參與，達成率 100%(464 場/80 場、68,480 人次/3000

人次): 

(1) 戒菸衛教師入校宣導：由本局聘請 37 名戒菸衛教師至學校進行菸

害防制宣導，加強青少年拒菸及法規觀念、菸品及電子煙的危害，

共計 27 場次，計 7,302 人次參與。 

(2) 結合公部門、社區及校園等相關資源辦理校園菸害防制宣導活動

計 437 場次，達 60,940 人次參與，並透過跑馬燈、電子看板、網

路媒體傳播、布條、文宣及單張等方式宣導青少年菸害防制訊息，

鼓勵教職員工生及家長等人、投入拒菸、戒菸活動，響應無菸校

園，澈底遠離菸害及降低二手菸暴露。 

(3) 結合學校及衛生所針對校內吸菸學生，辦理 3 小時的戒菸教育輔

導課程，輔導計 238 人。 

6.提供菸害防制相關教材予本府教育局健康促進學校辦理校園菸害防

制宣導活動，共計 4 種，達成率 133%(4 種/3 種): 

(1) 針對國小及國中製作公版菸害防制宣導簡報共2款(國小版及國、

高中版)，供學校老師使用菸害防制桌遊教材前使用及疫情停課期

間宣導使用，計 305 校，涵蓋率 100%(305 校/305 校)。 

(2) 結合英文雜誌推廣電子煙危害識能：於不同領域課程中融入電子

煙危害防制理念，讓學校透過英語教學讓青少年瞭解電子煙危害，

藉以降低使用電子煙計 109 校，涵蓋率 100%(109 校/109 校)。 

(3) 提供青少年菸品、二、三手菸及電子煙危害防制桌遊予本市 251

所國中、國小，涵蓋率 100%(251/251)。 

(4) 配合學校 9 月開學請教育局轉各級學校廣發「給家長一封信」計

14 萬 1,243 封，請班級導師夾於聯絡本，讓入學新生能將菸害防

制理念帶回家，提醒家長菸品及二手菸對家庭的危害，校園宣導

涵蓋率 100%(141,243/14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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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輔導販菸零售商、雜貨店、便利商店等商家，教導年齡辨識技巧及拒

絕技巧，宣導不得販售菸品予未滿 18 歲者，共計 1,016 家，達成率

100%(1,016 家/390 家)。 

工作項目四：無菸環境營造與宣導 

1. 結合社區、職場資源，辦理無菸支持環境、無菸職場、無菸家庭或電

子煙防制宣導活動計 65 場，達 2,158 人參與，達成率 216%(65 場/30

場)。配合當地特色辦理無菸環境相關宣導，如結合慢性病或篩檢宣導

活動（如：糖尿病、COPD 或檳榔防治等議題），推動菸害防制或電子

煙防制之宣導、戒菸服務宣導等相關議題。 

2. 成立無菸環境巡邏志工隊，維護歷年本市無菸環境，如公車站候車亭、

學校周邊無菸環境、廟宇、公園、社區或歷年休閒景點，計 581 處，

達成率 290%(581 處/200 處)： 

(1) 成立「無菸環境」巡邏志工服務隊，進行巡邏並勸導吸菸行為人，

並填寫巡邏日誌且回報衛生局（所）、調查無菸環境菸蒂量與吸菸

人次，另派員不定期稽查以維護無菸環境降低二手菸暴露及請志

工加強巡邏。 

(2) 統計志工巡查無菸環境菸蒂量，瞭解環境營造及志工巡邏成效。 

(3) 營造並維護無菸人行道、廟宇、休閒景點或商圈等人潮聚集處標

誌及環境，依規定劃禁菸線、設置相關之宣導標誌或立牌於無菸

人行道及休閒景點出入口。 

3. 新增營造及公告無菸環境，無菸人行道、廣場、街道、廟宇、超商及

連鎖餐飲店騎樓等人潮聚集處： 

(1) 結合相關管理單位如超商或餐飲店總公司、社區居民或政府相關

單位，擴大菸害防制教育宣導功能，建立無菸環境共識，帶動職

場或社區參與無菸環境營造，藉此加強民眾對無菸環境的認知及

拒吸二手菸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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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禁菸範圍劃設及輔導： 

A.「無菸環境」禁菸標誌之設置，於出入口或明顯處劃設禁菸線、

裝設相關之宣導標誌。 

  B.輔導管理單位、社區於無菸環境內不得設吸菸區，依菸害防制   

  法將營造場所列為禁菸場所。辦理具各區特色的無菸環境宣導 

  活動，如菸害防制講座、撿菸蒂活動、菸害防制有獎徵答等，    

  並透過地方媒體、社區及村里辦公室公布欄、跑馬燈、宣導單   

  張、海報、各機關學校網路等資源加強菸害防制訊息宣導。 

4. 輔導社區自主管理機制，建立無菸健康友善社區，110 年新增 18 處

社區，達成率 138%(18 處/13 處)： 

(1) 結合社區居民、社區管委會，擴大菸害防制教育宣導功能，帶動

社區參與無菸環境營造，並輔導社區自行營造為「無菸社區」，藉

此加強社區及家庭成員對無菸環境的認知及拒吸二手菸的概念。 

(2) 透過召開社區區分所有權人大會，凝聚無菸社區共識，並建立社

區規約，落實無菸社區之規範，強化社區住戶，確實遵守無菸之

健康友善社區。 

(3) 社區住戶自主成立無菸巡守隊，可能發生吸菸熱點，加強勸導。 

(4) 辦理社區菸害防制宣導活動，強化社區民眾菸害防制觀念，並藉

由宣導活動，強化民眾對於菸害防制的認知。 

5. 結合多媒體、地方媒體露出本市菸害防制相關訊息：結合各局處網頁、

跑馬燈、電子看板露出菸害防制、戒菸相關訊息，另將菸害防制宣導

活動影片上傳本局 Facebook、Youtube、Line 等，加強宣導民眾法規

認知，計 555 則，63,907 次，達成率 555%(555 則/100 則)。 

6. 菸害防制志工法規訓練：110 年 8 月 23 日辦理菸害防制志工教育訓

練，參與對象為衛生所或相關單位志工，藉由課堂授課菸害防制法規

範，加強面對吸菸行為人勸戒技巧，計 39 名人員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