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縣衛生局 107 年菸害防制成果摘要表
計畫
編號
一

子計畫名稱
菸害防制執法
稽查輔導計畫

成果摘要
一、 菸害防制執法稽查輔導目標數及達成率(各法條及場
域的稽查達成率：如附表)。(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一) 各法條的稽查目標數
 目標：15,320 家數/17,560 項次
 達成率：59,195 家數/116,261 項次(386
％/662％)
(二) 第 15 條禁菸場域之稽查
 目標：9,414 家數/14,063 家次


達成率：10,655 家數/17,808 家次(113％
/127％)

(三) 第 16 條禁菸場域之稽查
 目標：50 家數/104 家次
 達成率：99 家數/179 家次
(198％/172％)
二、 工作目標：
(一) 違反菸害防制法取締開立處分書件數
 目標：處分件數 30 件
 達成率：76 件(253％)
(二) 辦理菸害防制執法教育訓練及宣導
 目標：場次共達 4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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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成率：教育訓練 39 場(450%)
(三)

與社區資源合作辦理不得供應菸品予未滿 18
歲者之宣導
 目標：宣導場次達 30 場
 達成率：宣導場次達 208 場(693%)

二

建立多元戒菸
服務網絡計畫

一、 戒菸諮詢及勸戒服務人數達 1300 人
 完成數：合計 3014 人。
 達成率：100 ％。
二、 提升縣內二代戒菸服務利用人數比率達 8％。
 完成數：截至本年度 10 月份人數達 2,169 人（根
據國民健康署戒菸治療管理中心資料，
含重複就診），較去年度同月份(2,572
人) 減少 403 人。
 達成率：78 ％。
三、 與醫事機構二代戒菸服務結合，於 5-11 月辦理戒
菸戒菸宣導活動 1 場次。
 完成數：1 場次。
 達成率：100％。
四、與社區活動結合(社區、職場、學校及醫院)，辦理
戒菸班達 23 班。（1 個月後戒菸成功率達 30%，3 個
月後戒菸成功率達 10%）。
 完成數：社區、職場、學校共辦理戒菸班 26 班，
戒菸人數 376 人。整體 1 個月戒菸成功
率 43.7 %，3 個月後戒菸成功率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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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成率：100％。
五、辦理縣內醫事相關人員之戒菸服務訓練課程場次 2
場次。
 完成數：醫事人員訓練共計 2 場次，參加訓練人
數 101 人，合格者共計 101 人，合格率 100%。
 達成率：100％。
六、二代戒菸資源與服務媒體露出 200 檔次。(如：報章
雜誌、網路、電子媒體)
 完成數：電視媒體共計 459 檔次。
 達成率：200％。

三

青少年菸害防
制計畫

一、辦理國、高中(職)學校戒菸拒菸教育宣導講座至少
100場次。
ˇ完成數：合計 205 場次(參加人數 18,768 人)。
ˇ達成率：205％。
二、辦理本縣十三鄉鎮市菸品販賣業者喬裝測試未滿18歲
購菸行為目標值120家。
ˇ完成數:實際測試 130 家，合格數共計 112 家。
ˇ達成率：108％。
。喬裝測試販賣業者合格率：
86.15%。
三、辦理校園家長會代表（或志工媽媽）推動校園「一校
一家長」種子師資參與人數10人。
ˇ完成數：合計 10 場次，種子師資 10 人。
ˇ達成率：100％。
四、辦理未滿18歲吸菸學生之戒菸教育課後測驗合格率達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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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完成數：測驗合格率 100% (參加人數 516 人)。
ˇ達成率：100％。
五、國、高中(職)未滿18歲吸菸學生接受戒菸教育衛教人
數達50人。
ˇ完成數：測驗合格率 100% (辦理 49 場，參加人數
516 人)。
ˇ達成率：100％。
六、吸菸學生接受戒菸衛教服務三個月後點戒菸成功人數
達25%。
ˇ完成數：共 12 所學校 194 位吸菸學生接受戒菸衛
教，3 個月後 90 位學生點戒菸成功。點戒菸成功人數
達 46.39%
ˇ達成率：100％。
七、辦理國小無菸校園小記者夏令營共2梯次。
第 1 梯次:107 年 7 月 12-13 日共 2 日於竹北十興國
小辦理，參與學生 50 人。
第 2 梯次:107 年 18-19 日共 2 日於竹東北視有線電
視辦理，參與學生 50 人。
ˇ完成數：合計 2 梯次(參加人數 100 人)。
ˇ達成率：100％。
八、參加無菸校園夏令營小記者學童家長推動支持「我家
不吸菸」簽署及戒菸服務宣導活動200人。
ˇ完成數：家長支持簽暑人數已達 200 人。
ˇ達成率：100％。
九、開發製作國小學生「菸害防制知能益智字典」特色宣
導教材 1 式。
ˇ完成數：1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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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達成率：100％。
。
十、參加「菸害防制知能益智字典」特色教材移動式巡展
學生對、二手菸 VS 三手菸危害認知率達 80%。
ˇ完成數：1 式。請衛生所護理人員至縣內轄區各學
校做移動式巡展及宣導。讓學生能夠充分的了解二手
菸三手菸的危害並回家跟家人做近一步的互動傳達。
認知達成率為 100%。
ˇ達成率：100％。
。

四

無菸環境與宣
導計畫

一、 配合世界無菸日，辦理營造無菸環境宣導活動場
次，至少 13 場。
 完成數：合計 23 場次。
 達成率：176.92％。
二、 結合地方資源辦理無菸職場、無菸校園、無菸社區
及無菸家庭等無菸場域及電子煙防制知能宣導活動
場次至少 125 場次。
 完成數：合計 575 場次。
 達成率：460％。
三、落實營造無菸環境社會規範，辦理無菸社區、無菸職
場、無菸大廈、無菸商圈、無菸街道、無菸廟宇、無菸部
落、無菸觀光工廠或學校周邊禁菸、人潮聚集處公告知無
菸場所等。目標數:26 處。
 完成數：合計 28 處。
 達成率：107.69%。
四、無菸環境及電子煙防制知能媒體露出宣導。目標
數:110 次。
 完成數：459 次。

計畫
編號

子計畫名稱

成果摘要
 達成率:417.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