菸害防制計畫 108 年施政績效報告
一、 補助地方菸害防制工作
(一) 執行菸害防制輔導、稽查與取締工作：全國菸害防制稽查家數 69 萬
餘家次，開立處分 7 千餘件，總計罰鍰 8 千萬餘元。
(二) 地方政府聘用菸害防制專任人力 122 人，協助辦理菸害防制相關工作。
(三) 辦理菸害防制相關宣導教育活動 6,102 場次。
(四) 辦理菸害防制志工訓練 174 場次，計 6,800 人。
(五) 協助公告無菸環境 6,101 處及辦理戒菸班 405 班次，約 4,916 人參加。
(六) 補助菸、酒、檳榔危害防制整合計畫: 108 年共計營造 517 處無菸、
酒、檳榔健康政策場域，培訓衛教志工 1,825 位、辦理 29 班菸酒檳
榔戒治班及個案管理共 2,085 人參與輔導 2,461 家友善或愛心商家拒
售菸、酒、檳榔予未滿 18 歲青少年。
二、 營造無菸支持環境，辦理菸害教育宣導
(一) 反菸企劃及活動：辦理「青少年反菸議題執行計畫」。
(二) 菸害防制媒體宣導：推廣「不抽菸我愛你」facebook 粉絲團；訂定
三手菸、電子煙危害、戒菸三大宣導主軸運用多元媒體進行菸害防制
宣傳。
(三) 補助民間團體、政府機關(構)辦理菸害防制相關活動。
(四) 編製 2019 年臺灣菸害防制年報。
(五) 辦理軍隊菸害防制工作：輔導國軍醫院完成「健康醫院」認證申請、
辦理 280 場專業性衛教宣導講習、辦理「國軍 108 年戒菸就贏比賽」
計 2,612 組官兵報名參加，3 個月戒菸成功率達 39%。
(六) 年輕族群菸害防制工作計畫：輔導 35 所大專校院，計 130 個校內社
群平臺倡議菸害防制工作；與教育部合作辦理「108 年度大專校院菸
害防制績優表揚暨成果觀摩會」
。
(七) 辦理菸害防制幼兒讀本教材改版計畫：翻新菸害防制幼兒讀本「無菸
的家立體遊戲書」並印製 4 萬本及 8,000 片光碟（包含：有聲書、教
師手冊電子版、拒菸歌舞動畫），發送全國幼兒園每所 5 本讀本與 1 片
光碟，及 22 縣市衛生局應用。

(八) 辦理各式場域成癮物質預防教育宣導暨成效評估計畫：與食品藥物管
理署及各縣市衛生局合作辦理 114 家企業、3,255 人次之反菸拒檳毒
教育宣導及成效評估；辦理「反菸拒檳毒 健康最幸福」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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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推動全方位菸害防制及宣導等相關工作。
三、 提供多元化戒菸服務
(一) 戒菸諮詢專線服務：108 年度共服務 20,748 人（87,884 人次）
，戒菸
個案管理服務量 10,729 人（27,295 人次）
，其中 3 次及以上之戒菸諮
詢服務者 5,747 人（21,237 人次）
。
(二) 藥品替代戒菸服務：提供二代戒菸服務，108 年共服務 17 萬 3,525 人，
63 萬 1,764 人次。6 個月點戒菸成功率達 25%（統計至 108 年 8 月），
幫助超過 4.3 萬人成功戒菸，推估短期可節省超過 2.3 億元的健保醫
療費用支出，長期可創造超過 182 億元的經濟效益。
(三) 推動臺灣醫院參與無菸醫院國際競賽: 108 年度已有 213 家醫院加入全
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絡(GNTH)，為亞太第一大規模，並有 22 家醫院
榮獲該網絡國際金獎殊榮。
(四) 醫事機構戒菸服務系統: 辦理醫事機構戒菸服務系統維運與功能擴充
計畫，以使用者的角度出發，針對各層級之使用者辦理需求訪談，以
加強及增進系統使用之便利性。
四、 辦理菸害防制研究及監測
(一) 菸害傳播相關計畫：辦理影視媒體暨網路中菸品及新興菸品訊息監測
計畫。
(二) 參與菸草控制框架公約業務：完成 4 件法律諮詢案、3 場教育訓練、3
項議題研析，並辦理「2019 菸草控制框架公約工作坊」，邀請 4 位外
賓針對菸害防制策略、法律規範及政策等各議題進行經驗分享與探
討。
(三) 辦理不同族群吸菸行為調查：辦理青少年(2 年 1 次調查)及大專校院
學生吸菸行為調查、分析工作。
(四) 辦理菸品成分資料網，將菸品製造及輸入業者所申報資料，建置於菸
品成分資料網站，供民眾上網查詢，以揭露菸品成分、添加物、排放
物及其相關毒性資料，108 年計有 1 萬 7,713 瀏覽人次、84 萬 8,555
網頁瀏覽數。
(五) 戒菸專線服務外部評價與監測:建立客觀性評估標準及監測戒菸專線
服務計畫，藉由取得該戒菸專線服務計畫之相關資料並與該戒菸專線
中心人員之良性互動與密切溝通，進行戒菸專線服務情形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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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及時之回饋給戒菸專線中心人員，以提升戒菸專線的服務品
質。
(六) 菸害防制法執法成效評價:完成 22 縣市菸害防制法執法實地考評、
喬裝測試調查及不定點不預期實地觀察， 108 年度整體總合格率為
92.0%。

(七) 辦理菸害防制全球網絡計畫：共計完成 235 篇國際菸害防制訊息翻
譯，辦理「2019 年臺灣菸害防制國際研討會」。
(八) 菸品檢測暨研究發展：委託食品藥物管理署進行菸品主煙流中尼古
丁、焦油及一氧化碳含量調查，108 年抽查 64 件品項，共 8 件菸品尼
古丁或焦油含量超過菸害防制法最高含量標準。
(九) 行政協助加速電子煙檢測計畫:食品藥物管理署完成 1,473 件電子煙
產品之檢驗，尼古丁檢出率為 73.2%。
(十) 戒菸服務品質調查計畫:自 108 年 10 月 25 日決標起至 12 月止，執行
調查項目之有效樣本數:戒菸成功率完成 17170 份；接受戒菸服務吸
菸情況完成 1114 份；醫事機構滿意度調查完成 1152 份及戒菸服務醫
事機構電話機查完成 386 份。
五、 菸害防制國際交流及人才培育
(一) 辦理縣市菸害防制實務交流訓練工作坊 2 梯次，計 175 人參加。
(二) 辦理醫事人員之菸害防制及戒菸教育訓練：
1. 「戒菸治療醫師訓練計畫」
：108 年辦理 6 場次戒菸治療訓練課程，
訓練共計 611 人。
2. 「牙醫師參與戒菸服務訓練計畫」：108 年辦理 6 場次戒菸治療訓
練課程，訓練共計 218 人。
3. 「藥事人員戒菸衛教師訓練計畫」：108 年辦理 4 場次戒菸衛教訓
練課程，訓練共計 160 人。
4. 「戒菸衛教人員訓練計畫」
：108 年辦理 9 場次戒菸衛教訓練課程，
訓練共計 343 人。
(三) 菸害防制法律服務及執法人員訓練：蒐集、分析菸害防制相關法規資
料，研擬法律意見書，提供各級主管機關法律諮詢並定期彙整地方執
法疑義；提供 0800-531-531 菸害諮詢及檢舉服務專線，另辦理初階
訓練 4 場共 208 人完訓，進階法制訓練 2 場共 50 人完訓。
3

菸害防制計畫 108 年施政績效報告
(四) 政策分析研究相關計畫:蒐集國際菸害防制推動趨勢，規劃並建立國
際研究合作模式；依菸害防制法第 4 條規定，進行菸害防制政策評
估，並召開專家會議提供政策建議。
(五) 進行跨國性菸害防制相關議題之學術研究交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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