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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106 年菸害防制成果摘要表 

計畫 

編號 

子計畫 

名稱 

成果摘要 

（具體量化、扼要說明、目標達成情形％） 

註：請勿直接複製各子計畫之成果。 

一 

菸害防

制法稽

查取締

計畫 

1. 本年度截至106年12月31日共稽查菸害防制法230,748項

次；處分件數共計141件，分別為違反第5條裁處1件、違反

第9條裁處1件、違反第10條裁處4件、違反第12條裁處69

件、違反第13條裁處4件、違反第14條裁處2件、違反第15

條第1項裁處44件、違反第15條第2項裁處12件、違反第16

條第1項裁處6件。 

(1) 第 5 至 14 條稽查目標家數達成率 396%；計畫目標家次

達成率 865%。 

(2) 第 15 條禁菸場域稽查目標家數達成率 167%；計畫目標

家次達成率 233%。 

(3) 第 16 條禁菸場域稽查目標家數達成率 127%；計畫目標

家次達成率 198%。 

2. 於106年4月17日辦理「菸害防制法執法人員教育訓練」1場

次，參加人數44人。 

3. 透過公所、戶政事務所、醫院、衛生所...等之跑馬燈，電子

刊版加強人民團體及三人以上室內工作場所、公務機關宣

導菸害防制法規達38次，計畫達成率633％。 

4. 106年度辦理菸害防制法宣導共58場，達成率446%。 

5. 106年4月18日、8月10日辦理八大行業業者菸害防制研習2

場次82人參加，計畫目標達成率200％。 

6. 5-7月份本縣執行菸害防制法執行成效實地考核，總計實地

查核280家，整體合格率83 %。 

7. 消基會至本縣實地考核22家，不合格場所為販菸場所1家，

合格率9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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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編號 

子計畫 

名稱 

成果摘要 

（具體量化、扼要說明、目標達成情形％） 

註：請勿直接複製各子計畫之成果。 

8. 辦理縣內檢舉案件獎勵辦法，106年檢舉案共23案其中3案

計9人符合106年菸害防制獎勵標準。 

9. 辦理縣內2,551家販菸之店家、檳榔攤等業者，寄發「給販

賣菸品者的一封信」共計2,551件，達成率100％。 

10. 加分項目：(行政處分單件十萬元以上+0.2分) 

(1) 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9 條處分 1 件，促銷菸品或為菸品廣

告計 10 萬罰鍰。 

二 

青少年

菸害防

制計畫 

1. 依違反菸害防制法12條及依同法第28條裁處吸菸青少年戒

菸教育人數計82人，佔本縣青少年嘗試戒菸人口數之6.6

％，已接受戒菸教育者有75人，目標(4％)達成率165％。 

2. 106年3~5月在本縣國中、高中職學校辦理校園學生一氧化

碳檢測活動，共計1場54所學校參加(含34所國中及20所高

中職)，目標(1場)達成率100％，總計檢測13,328人。 

3. 辦理校園學生一氧化碳檢測篩檢活動吸菸高危險群(一氧

化碳檢測值≧6ppm)學生，共計1,116人，接受衛生所戒菸衛

教師、校園戒菸種子教師及醫院戒菸衛教師之菸害防制教

育課程，計有939人，目標(500人)達成率為187.8％。 

4. 吸菸及二/三手菸暴露高危險群(一氧化碳檢測值4-5ppm)學

生，共計1,558人，接受衛生所戒菸衛教師及校園戒菸種子

教師之反菸拒菸教育者588人，目標(500人)達成率為117.6

％。 

5. 透過動靜態及多樣方式辦理「禁止供應菸品予未滿18歲學

生」及「青少年菸害防制、拒菸、反菸」宣導，共計辦理

200場次，目標(40場)達成率為500％，細項如下： 

(1)暑假期間結合教育處利用校園學生返校日進行「反菸拒菸

宣導」，共計辦理 27 場次，2,054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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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暑假期間結合各鄉鎮市社區、地方民間團體及學校，辦理

社區青少年菸害防制宣導，共計辦理 41 場次，5,043 人

參加。 

(3)辦理拒絕菸品危害-無菸劇場 

A.106 年 5 月 13 日埔里鎮藝文中心邀請知名兒童劇團蘋

果劇場演出「106 年無菸劇場-再闖黑森林」透過親子

共同參與劇場活動、經由戲劇呈現提升家長及青少年

對成癮物質的認識，提升參與者反菸拒菸知能，提供

良好的休閒活動，並增進親子關係，約 350 人參加。 

B.另於 106年 8月 5日在南投縣政府地下 2樓大禮堂邀請

蘋果劇團第二場次「106 年無菸劇場-龍宮奇緣」表演，

結合衛生教育列車、母乳哺育宣誓活動，透過親子及

青少年共同參與，搭配戲劇內容提倡反菸拒菸，以活

潑生動形式，加強民眾對健康重視，約有 850 人參加。 

(4)暑假期間結合警察局少年隊及各鄉鎮市衛生所辦理八大

行業娛樂場所青少年菸害防制宣導，共計 40 場，209 人

參加。 

(5)校園周邊販售菸品店家業者「拒售菸品予未滿 18 歲者及

青少年購菸者身份辨認技巧」輔導，共計輔導 90 家。 

6. 青少年菸害防制宣導訊息媒體露出74次，目標(10次)達成率

為740％。 

(1)媒體(含網站、平面、夾報)：社區夾報 2 則，電子媒體、

新聞稿 33 則，布條及海報宣導 13 則。 

(2)跑馬燈：「未滿 18 歲不得吸菸，任何人不得供應菸品給未

滿 18 歲之青少年」、「免費戒菸服務專線 0800-636363」、

「禁菸場所請勿吸菸，違者罰新台幣 2,000-10,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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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共 26 處。 

7. 自校園一氧化碳檢測中發現吸菸青少年或由學校提報吸菸

行為青少年，透過衛生所戒菸衛教師提供青少年多元性戒

菸服務，如：戒菸衛教、戒菸諮詢、轉介免費戒菸專線等

服務，總計服務人數1,429人，其中國中566人，高中職863

人，目標（1,000人）達成率142.9%。 

8. 辦理販菸場所販售菸品予未滿18歲者喬裝測試1場，目標(1

場)達成率100％。 

9. 辦理動態與靜態菸害防制創意競賽相關活動共2場，目標(1

場)達成率200％。 

(1)結合校外會、警察局、地方法院檢察署、國軍中部地區人

才招募中心、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及救國團於 106 年 5 月

25 日在水里商工辦理動態宣導「全民拒菸反毒創意才藝

競賽」及靜態海報及文宣宣導，計有 19 支隊伍報名參加，

約 650 人參加。 

(2)結合警察局、教育處、社會及勞動處、校外會及救國團，

於 106 年 7 月 22 日假南投高中辦理動態宣導「暑期保護

青少年-青春專案『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少年珍惜生命、

遠離七害三對三籃球鬥牛賽」及菸害防制文宣靜態宣

導，約 850 人參加。 

10. 學校辦理菸害防制相關計畫，由完成受訓之戒菸種子教師

擬定該校菸害防制導入課程教案，並將教案導入週會、健

康與體育等課程中，於計畫期間推動反菸系列活動，參與

計畫學校包含2所國中、3所高中(含進修部)及2所高職，共

計7所學校參加，目標(5場)達成率140%。 

11. 創意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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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請勿直接複製各子計畫之成果。 

製作青少年菸害防制宣導之教具「健康小天使」，藉由教材

讓青少年瞭解菸品的危害。 

三 
戒菸服

務計畫 

1. 二代戒菸服務人數，目標數為3,080人。 

本縣二代戒菸服務人數截至12月31日止服務人數為5,239
人，目標數為3,080人，完成目標達成率為170.1%。 

2.接受戒菸衛教人數比率佔二代戒菸服務人數 65.5%。 

本縣戒菸衛教服務人數截至 12 月 31 日止服務人數為 

3,933 人，接受戒菸衛教人數目標數為佔二代戒菸服務 

人數 65.5%(目標數為 3,432 人)，完成目標達成率為 

114.6%。 

3.醫事人員勸導吸菸民眾戒菸人數，目標數為 4,000 人。 

本縣 106 年醫事人員提供勸導吸菸民眾戒菸人數服務共

5,805 人，目標數為 4,000 人，完成目標達成率為 145.1%。 

4.戒菸服務宣導，目標數為 13 場。 

(1)本局配合縣內活動設攤宣導戒菸服務相關資訊共 4 場。 

(2)本縣衛生所辦理戒菸服務宣導 43 場，共 2,572 人。 

四 

無菸環

境及宣

導計畫 

1. 推動無菸家庭13家，計畫目標達成率100 %。 

2. 辦理營造無菸志工訓練13場次，計畫目標達成率100 %。 
3. 無菸環境及電子煙宣導193 次，計畫目標達成率100 %。 
4. 辦理531世界無菸日宣導系列活動共13場，計畫目標達成

率100 %，並邀請知名兒童劇團「蘋果劇團」於5月13日埔

里藝文中心及8月5日南投縣政府大禮堂演出2場106年無

菸劇場。 
5. 媒體露出相關訊息17次，計畫目標達成率100 %(如附件)。 
6. 加分機制：詳如加分項目成果冊 

6.1 無菸劇場 
6.2 日月老茶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