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東縣衛生局 106 年菸害防制成果摘要表
成果摘要
計畫

子計畫
（具體量化、扼要說明、目標達成情形％）

編號

名稱
註：請勿直接複製各子計畫之成果。

一

菸害防制執法稽查
輔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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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附表)。
（一）個法條的稽查目標數目標：13078 家數/14962 項次
達成率：40303 家數/68587 項次
(308.2% /458.4%)
（二）第 15 條禁菸場域之稽查目標：3615 家數/6902 項次
達成率：4731 家數/8345 項次
(130.9% /120.9%)
（三）第 16 條禁菸場域之稽查目標：34 家數/34 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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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率：69 家數/140 項次
(202.9% /411.8%)
二、 辦理拍立得計畫案件數目標數：106 年民眾檢舉件數 50 件
達成率：50 件(100%)
(經查證屬實行政處分件數 36 件)
三、 辦理臺東縣鄉鎮市菸害防制法執法成效實地考
核目標：16 鄉鎮市
達成率：16 鄉鎮市(100%)
四、 辦理供應菸品予未滿 18 歲取締數目標：7 件
達成率：6 件(85.7%)
五、 辦理本縣菸品業者教育訓練目標：1 場次
達成率：1 場次(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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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多元戒菸服務

一、

二代戒菸服務人數達 912 人。

 完成數：合計 2599 人。
 達成率：合計 285%。
二、

總戒菸衛教服務比率 77.4%。

 衛教服務實際值：80.2%(1-4 月)。
三、

成人吸菸率下降目標達成情形 15.9%。

 由國民健康署提供達成率。
三

青少年菸害防制
暨無菸家庭宣導
計畫

一、 辦理「無菸校園」
評鑑計畫參與學校家數比率（目
標值≧50％）參與評鑑學校家數達 17 所（依本
縣國、高中家數計 33 所*50%=17 所）
ˇ完成數： 106 年辦理「無菸校園評鑑計畫」，
縣內全數校園共計 33 所校園參與
（國中 22 所及高中、職 11 所）校園
實地訪查及書面資料審核考評。
ˇ達成率：194%。
二、 辦理縣內青少年菸害防制教育宣導活動至少 40
場。
ˇ完成數：合計 55 場次，參加人數 6321 人。
ˇ達成率：138%。
三、 辦理青少年戒菸班「青春無菸-我最讚活力營」
12 場次。
ˇ完成數：合計 15 場次，參加人數 247 人。
ˇ達成率：125%。
四、 辦理國小中、高年級「無菸~愛的宣言」給家長
的一封信宣導活動 500 份
ˇ完成數：完成回收數 1796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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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達成率：360%。
五、 辦理世界無菸日宣導活動 1 場。
ˇ完成數：合計 2 場次，參加人數 260 人。
ˇ達成率：200%。
六、 辦理青少年多元戒菸服務人數比率≧50％
人數：達 425 人（依據 105 年全國分配數 850
人*50%=425 人）
ˇ完成數：完成服務 825 人次。
ˇ達成率：194%。

七、 辦理「我家不吸菸 健康每一天宣導活動」10 場
次。
ˇ完成數：合計 16 場，參加人數 712 人。
ˇ達成率：160%。

八、 辦理「無菸家庭彩繪公約」簽署活動 500 份。
ˇ完成數：完成回收 1604 份簽署。
ˇ達成率：321%。
九、 結合學校辦理「校園愛心媽媽志工培訓」10 場。
ˇ完成數：合計 16 場，參加人數 235 人。
ˇ達成率：160%。
十、結合社區、學校、青少年聚集場所辦理「暑期青
春專案-禁止供應菸品給未滿 18 歲者宣導」活動
16 場。
ˇ完成數：合計 77 場，參加人數 12057 人次。
ˇ達成率：481%。
十一、 辦理、輔導拒售菸品予未滿 18 歲者愛心商店
簽署 20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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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完成數：完成簽署 349 家。
ˇ達成率：175%。
十一、辦理「青少年才藝競賽活動」計畫 1 場
ˇ完成數：完成 2 場宣導活動，參加人數 320 人。
ˇ達成率：200%。
十二、106 年查獲未滿 18 歲違規吸菸青少開立裁處書
29 件（含在學及中輟未在學之學生），參加戒菸教育
29 人，完成率達 100%

四

營造無菸環境與菸
害防制教育宣導計
畫

一、 辦理社區民眾菸害防制及戒菸服務、三手菸等
宣導活動 10 場次。
 完成數：合計 47 場。
 達成率：470％
二、 辦理社區民眾菸害防制及戒菸服務宣導活動
3000 人以上
 完成數：合計 10,193 人次
 達成率：339％
三、 輔導轄區內職場加入職場自主認證(健康啟
動、健康促進標章)行列 5 家
 完成數：合計 25 家
 達成率：357％
四、 辦理無菸職場菸害防制及戒菸服務、三手菸等
宣導活動 7 場次)。
 完成數：合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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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成率：243%
五、 透過地方多元傳播通路，加強無菸環境及二代
戒菸政令等訊息宣導 10 則(檔次)。
 完成數：合計 46 則
 達成率：460％
六、 公告指定轄區菸害防制法外之禁菸場所(無菸
環境) 9 家。
 完成數：合計 9 家
 達成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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