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市
台中市政府衛生局 107 年菸害防制成果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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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菸害防制執法稽查取締：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9
條規定裁處共 20 件及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6 條規
定裁處共 1 件，應予加分 5 分。
2. 青少年菸害防制
(1) 第 13 條處分數，本市 107 年共查獲 38 件達
成目標數，應予加分
應予加分 1 分。
(2) 本市推動具地方特色之整合性菸害防制計
畫，共 2 件，應予加分
應予加分 1 分。
(3) 本市針對青少年等年輕族群所開發之特色
應予加分 1 分。
宣導教材，共 2 件，應予加分
3. 戒菸服務
(1) 本市推動具地方特色之整合性計畫，共 2
件，應予加分
應予加分 1 分。
(2) 本市針對特定族群(如孕婦、無菸家庭或職
場)主題所開發之特色宣導教材，共 2 件，
應予加分 1 分。
4. 無菸環境與宣導:本市公告人潮聚集處為禁菸場
所共 77 處，共 1 件，應予加分
應予加分 1 分。
應予加分 1
5. 其他菸害防制創新計畫，共 2 件，應予加分
分。
6. 政策配合，共 7 項，應予加分
應予加分 1 分。
1. 107 年度總稽查數共計 560,999 次；裁罰件數共
菸害防制執法稽
計 496 件；裁罰金額共計 4,688,000 元。
查輔導計畫
2. 為降低青少年吸菸率及加強落實菸害防制法之
規定，函請本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針對青
少年經常出入之場所，如：網咖、撞球場及泡
沫茶店等稽查未滿十八歲吸菸之青少年移送本
局辦理戒菸教育。另為杜絕其菸品來源，凡販
售或提供菸品予青少年之業者亦請少年警察隊
加強查緝取締一併移送本局依法辦理。
(1) 107 年度取締未滿 18 歲吸菸青少年共計 106
人次。
(2) 取締供應菸品予未滿 18 歲吸菸青少年之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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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菸服務網絡計
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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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案件共計 38 件，目標完成率為
目標完成率為 100％，
％，
酌加 1 分。
為加強落實菸害防制法之規定及降低二手菸危
害，函請本市政府警察局相關單位配合針對二
手菸危害較高之場所如網咖、電子遊戲場、撞
球場、飲酒店、視聽歌唱業及舞廳(場)稽查取締
違規業者及違法吸菸之民眾，107 年度取締吸菸
行為人共計 347 人次。
辦理有線電視頻道衛教文字製播播出 5,000 檔
次，目標達成率 100％；小蜜蜂宣傳車 30 車次，
目標達成率 120％；多國語言宣傳廣告錄製:30
秒英、越、泰、印語宣導廣告 4 則；工作、公
共場所禁菸文宣品 5,000 個及辦理二代戒菸服
務獎勵系列活動 3 場次。
菸害防制宣導員至本市公告禁菸場所，實地宣
導 菸 害 防 制 法 規 定 ， 共 計 571 處 ， 達 成 率
114.2%。
菸害防制宣導員實地針對菸品販賣場所，進行
禁止供應菸品予未滿 18 歲青少年勸說宣導及張
貼菸品警示圖文標示工作，共計 10,025 家場
所，達成率 102%。
菸害防制宣導員至本市禁菸場所(三人以上室
內工作場所、餐廳、旅館、電影院、網咖、KTV
等場所)，實地宣導菸害防制法規定，共計 24,523
家場所，達成率 123%。
辦理 5 場次未成年吸菸中輟生青少年戒菸教育
課程活動(7 月 24 日、8 月 21 日、9 月 18 日、
10 月 23 日、11 月 21 日)，輔導參與戒菸教育
的吸菸中輟生個案共計 14 人。
協助各區衛生所辦理完成未成年吸菸中輟生
青少年戒菸教育課程共計 19 人。
輔導參與戒菸教育後的吸菸個案 CO 檢測值下
降人數比率達 100%，目標達成率為 300%。
參與戒菸教育的吸菸個案三個月後點戒菸成
功人數比率達 33%，目標達成率為 132%。
協助各級學校辦理完成未成年吸菸學生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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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菸教育的學生人數共計 73 人。
6. 查獲未成年吸菸個案未接受戒菸教育者進行
個案陳述意見，目標達成率為 100%。
7. 辦理 2 場次成人吸菸民眾戒菸班活動(8 月 3 日
~8 月 24 日、9 月 25 日~11 月 13 日)招募報名
實際參與戒菸班的吸菸民眾共計 51 人，目標
達成率為 102%。
8. 參與戒菸班學員減少吸菸量人數比率為 75%，
目標達成率 125%。
9. 參 與 戒 菸 班 學 員 CO 檢 測 值 下 降 人 數 比 率
81.5%。
10. 參與戒菸班學員追蹤管理 3 個月戒菸成功率
38%，目標達成率 152%。
11. 積極輔導本市醫事機構及醫事人員加入「醫療
院所戒菸服務補助計畫」行列，提供吸菸民眾
二代戒菸服務，截至 11 月底止本市合約戒菸治
療服務醫事機構共計 629 家（醫院 48 家、基
層診所 257 家、牙科診所 126 家、衛生所 30
家、藥局 168 家），合約戒菸服務醫事機構比
率為 14.9%，居全國第二。持續輔導各合約戒
菸服務醫事機構申請「戒菸治療服務品質改善
措施」及「戒菸衛教服務品質改善措施」，增
加戒菸治療及戒菸衛教服務量，並提升二代戒
菸服務品質。
12. 協助吸菸民眾轉介使用戒菸諮詢專線服務人
數截至 11 月底止已接受戒菸諮詢專線服務量
共計 4,749 人次、服務人數 1,474 人，目標達
成率 212%，服務量為全國第三名。
13. 結合本市各項戒菸管道及各場域，提供二代戒
菸 服 務 戒 菸 諮 詢 衛 教 服 務 人 數 共 計 77,268
人，目標達成率 386%。
14. 截至 9 月底止，本市提供二代戒菸服務成果如
下：
(1) 戒菸治療服務診次共計 71,557 診次，去年
同期服務量為 55,432 診次，相較去年增加
幅度為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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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戒菸治療服務人數共計 17,955 人次，去年
同期服務量為 16,748 人次，相較去年增加
幅度為 12.3%。
(3) 本 市 二代 戒菸 服務人 數 目標 數 為 11,592
人，截至 9 月底服務人數 17,955 人（扣除
重複就診人數），目標達成率 154%。
15. 辦理社區菸害防制宣導講座活動共計 429 場
次。
16. 招募並輔導本市 20 家職場，參與推動職場菸
害防制工作，辦理職場菸害防制輔導暨巡迴戒
菸服務活動達 20 場次，目標達成率為 100%。
17. 於職場辦理菸害防制衛教宣導講座，加強宣導
戒菸服務內容，並提供吸菸員工戒菸管道。
18.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辦理本計畫宣導後，職場
員工對無菸工作環境支持率達 85.2%、滿意度
達 93.5%，顯示本計畫推動的成效。
19. 職場吸菸員工接受戒菸衛教服務人數達 305
人，目標達成率為 152.5%。
20. 監測職場改善作為：職場員工接受戒菸衛教服
務三個月後點戒菸成功人數比率達 30%，目標
達成率為 120%。
21. 輔導 30 區衛生所參與推動「社區巡迴戒菸服
務照護網」，目標達成率 100%。
22. 結合「社區巡迴戒菸服務照護網」服務據點，
於轄區社區、職場與學校辦理二代戒菸服務宣
導講座，共辦理 56 場次，目標達成率為 186%。
23. 透過「社區巡迴戒菸服務照護網」服務據點，
於社區中深入家戶，進行戒菸個案諮詢服務與
追蹤管理，共計 1,717 名吸菸民眾接受戒菸服
務。
24. 截至 11 月底止，針對 1,717 名戒菸個案進行接
受戒菸服務後，追蹤 6 個月後點戒菸成功人數
比率達 27.6%，目標達成率為 110.4%。
1. 結合幼兒園及國小學童推動支持「我家不吸
菸」無菸好家庭簽署暨問卷填寫活動，共計推
動 30,084 家數，目標完成率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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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達 97.4%的受訪者非常支持或支持學校及衛
生局所推行我家不吸菸活動。
3. 針對各級學校辦理戒菸（拒菸）宣導講座共計
96 場次，人數共計 26,684 人，計畫目標達成
率 160％。
4. 設計製作 1 式互動式線上教學系統，推動學童
菸害防制宣導活動，目標完成率達 100%。
5. 本年度續辦理「互動式線上教學．無菸教育 e
化網路藝文競賽」活動，預期目標為 150 所國
小學校參與，結果共計 167 所學校踴躍參與活
動，目標完成率 111%，已達成預期目標。
6. 本局函請教育局通知 234 所國小參與活動，活
動參與率統計結果為 71%，與去年比較上升
29%。
7. 辦理「無菸家(+)健康」宣導手冊計畫，預期目
標為規劃開發製作 1 式無菸家庭宣導手冊，目
標完成率達 100%。
8. 從回收問卷數中，隨機抽樣 1,800 份問卷進行
分析，參與活動家庭回答，為了營造無菸家
庭，我們應該拒絕一手菸、二手菸及三手菸的
比率為 93.4%，目標完成率為 103.7%。
9. 為加強國中生菸害防制教育，107 年設計製作
1 式國中生「無菸 AR 漫遊記」特色宣導教材，
計畫目標完成率達 100%。
10. 根據「無菸 AR 漫遊記」評估問卷調查結果得
知，參與學生對菸品、二手菸、三手菸及電子
菸 危 害正 確 認知 率分 別 為 96.3%、 98.9%及
93%，目標完成率分別達 113%、116%及 109%。
11. 輔導轄區藥事人員戒菸衛教師共計 20 名，參
與推動「一校一藥師推廣計畫」，目標達成率
100%。
12. 結合 3 所高中職學校推動「一校一藥師推廣計
畫」，建構社區藥師與學校之合作平台，到校
提供吸菸青少年一對一專業戒菸衛教服務。
13. 接受戒菸服務個案中，有 94.9%的學生感到滿
意，且有達 83.7%的學生開始戒菸或減少吸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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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且認為對戒菸有幫助。
14. 截至 11 月底止，接受戒菸衛教服務共計 236
名學生，追蹤 3 個月後點戒菸成功人數比率達
35.3%，目標達成率為 141.2%。

四

無菸環境宣導計
畫

1. 於 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期間，辦理 2018 年 531
世界無菸日宣導活動，深入社區加強民眾對菸
品危害健康的影響，共辦理 35 場次，目標完
成率為 116.6%；參與之社區民眾人數約計 3891
人，目標完成率為 389.1%。
2. 本局 107 年 4 月 12 日完成驗收工作。107 年 7
月 2 日預告 77 所學校全面禁菸。
3. 107 年 9 月 26 日以中市衛保字第 10700881761
號公告，107 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正式 77 所
學校校門口及周邊人行道範圍正式全面禁
菸，違者可處 2 千元以上 1 萬元以下罰鍰，本
局亦加強取締工作，不定期前往各校稽查，擴
大校園內外無菸環境場所，將菸害防制觀念從
校園開始向下紮根，達到無菸校園環境；另行
文至 77 所學校及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4. 完成本市國中學校以下學校校門口及周邊人
行道範圍禁菸公告，學校數 77 家，目標達成
率 192.5％。
5. 提升市民對本市國中學校以下學校校門口及
周邊人行道範圍公告禁菸支持率達 88.1％，目
標達成率 103.6％。
6. 本次調查家數共完成 84 家，商家類型以雜貨
店的分佈比例最高 47.6%，其次為大賣場佔
27.4%，檳榔攤的比例最低為 8.3%。
7. 調查發現有 42.9%商家有販售菸品給穿學校制
服的調查學生，其中 40.5%的商家係未做任何
確認年齡之動作，即直接販售菸品。
8. 分析商家類型與販賣方式的分布情形，未做任
何確認年齡之動作，即直接販售菸品給學生，
以雜貨店之比例最高 65.0%，其次檳榔攤有
42.9%未做任何確認年齡之動作。
9. 四大超商對於穿著制服之調查人員菸品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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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未做任何確認年齡之動作即販售菸品及
有先確認年齡的動作，但消費者表示未帶證件
仍舊販售菸品的比率皆為 0.0%。
10. 透過假日人潮聚集之市集等場所宣導，家庭成
員親子共遊之特性，結合時下流行「無菸三鐵」
活動為主題，共規劃「戒菸衛教」、「菸害防制
法規宣導」、「電子煙衛教宣導」及街頭藝人等
活動，邀請民眾參與無菸活動，共享無菸健康
環境，共完成 4 場次無菸創意宣導活動，目標
完成率為 200%。
11.
1. 結合勞工局、經濟發展局、社會局、警察局、
教育局、教育部、都市發展局辦理及校外會辦
理青少年戒菸教育及宣導活動共 682 場次。
2. 結合勞工局招募菸害防制宣導員共計 14 名，
至菸品販賣場所宣導「禁售菸品予未滿 18 歲
者」並輔導業者簽署檢核單達 2,876 家，遏阻
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之違法行為。
3. 5 月 25 日於本局辦理 107 年度「菸害防制法情
形說明會」暨記者會，針對本市四大超商（統
一、全家、萊爾富、ok）傳統商店、雜貨店、
檳榔攤、連鎖超市等，再次提醒販菸業者「任
何人不得供應菸品予未滿 18 歲者」及要求業
者加強人員規範，本局將進行不定期取締，違
者將依法裁處，參與人數共計 54 人。
4. 結合經濟發展局、警察局、消防局、都市發展
局、教育局等市府所屬單位，針對暑期青少年
聚集之公共場所(網咖、PUB、MTV、KTV、
舞廳、撞球場、電影院、電子遊戲場等)計 682
家，進行日、夜間聯合稽查並加強青少年菸害
防制宣導，進行宣導共 682 場次，以杜絕青少
年購得菸品途徑。
5. 針對青少年課外教育機構、販賣菸品場所跨區
聯合稽查，稽查家數共計 5,568 家。
6. 本市 30 區衛生所於 107 年 5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期間，結合幼托園所、各及學校、政府機關、

計畫
編號

子計畫
名稱

成果摘要
社區活動中心、社區家庭藥師、藥局、健康篩
檢站、超市、連鎖超商、檳榔攤、雜貨店、卡
拉 OK 店、飲料店、火車站、廟宇等資源，辦
理社區，學校「拒絕供應菸品予未滿 18 歲者」
宣導活動，共計 191 場次。
7. 針對青少年族群與一般民眾，設計製作拒菸、
無菸及禁止供應菸品予未滿 18 歲者相關之宣
導摺頁衛教單張、標語、海報、文宣品、教材
及立體教具等物品(文宣品共計 30 種、教材共
計 6 種、教具共計 4 種，合計 40 種)，以加強
宣導衛教效益。
8. 與學術單位結合，培訓宣導人員(成年學生)，
至本市各販售菸品場所喬裝測試購菸行為，並
針對違規商家進行「拒售菸品予未滿 18 歲者」
宣導工作，共計 82 家。
9. 至 8 月 31 日止裁罰「菸害防制法第 13 條規定，
任何人不得供應菸品予未滿 18 歲者」之處份
案件數共計 10 件。

績優性成果：推動無菸 1. 輔導承辦醫院獲得 108 年無菸醫院國際金獎提
名:積極輔導本市三家醫學中心(中山醫學大學
醫院服務品質提升計畫
附設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及臺中榮民
總醫院)，參加 108 年無菸醫院國際金獎提名資
格醫院遴選，經國健署及評審委員評核後，三
家醫院皆獲得提名資格，提名成功率 100%。
2. 結合醫院督考，提高菸害防制工作能見度:本局
透過醫院公安督導考核院長親自出席，且與醫
院戒菸服務窗口建立聯繫管道，定期追蹤及回
饋戒菸衛教佔比數據，以有效提升無菸醫院之
品質指標，並持續導入無菸醫院標準，讓轄下
醫院有明確且可行之執行標準得以依循，讓醫
院得以在執行繁重的醫療工作同時，以最低的
衝擊方式導入無菸醫院政策，提高戒菸服務品
質。本市區域級以上醫院通過健康醫院認證率
達 90%。

計畫
編號

子計畫
名稱

成果摘要
3. 無預警菸害稽查，強化醫院平時防制作為:於稽
查部分，本局不定期安排稽查行程，截至 10
月 15 日止，每家醫院皆已稽查 4 次，共稽查
52 家次，未來將持續加強承辦醫院之環境稽查
工作，以強化醫院維持院區無菸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