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蓮縣衛生局 106 年菸害防制成果摘要表
計畫

子計畫

編號

名稱

一

子計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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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 1-1：販賣菸品場所菸害防制法各法條的稽查目標
數（106 年 1 月至 12 月稽查數）

菸害防制執法 1.（第 5 條第 1 項）自動販賣、郵購、電子購物或其他
稽查輔導計畫
無法辨識消費者年齡之方式（稽查目標數/次：
1,300/1,300）
※完成稽查數：1,797/4,197 數/次、目標達成 100﹪。
2.（第 5 條第 2 項）開放式貨架等可由消費者直接取得
且無法辨識年齡之方式（稽查目標數/次：
1,300/1,300）
※完成稽查數：1,695/4,315 數/次、目標達成 100﹪。
3.（第 5 條第 3 項）每一販賣單位以少於 20 支及其內容
物淨重低於 15 公克之包裝方式（稽查目標數/次：
1,400/1,400）
※完成稽查數：1,717/4,369 數/次、目標達成 100﹪。
4.（第 6 條第 1 項）菸品容器加註之文字及標示（稽查
目標數/次：1,400/1,400）
※完成稽查數：1,712/4,365 數/次、目標達成 100﹪。
5.（第 6 條第 2 項）菸品容器最大外表正反面應以中文
標示健康警示圖文與戒菸相關資訊，且其面積不得小
於該面積 35%（稽查目標查數/次：1,400/1,400）
※完成稽查數：1,711/4,364 數/次、目標達成 100﹪。
6.（第 7 條第 1 項）尼古丁及焦油含量標示（稽查目標
數/次：1,400/1,400）
※完成稽查數：1,713/4,367 數/次、目標達成 100﹪。
7.（第 9 條）促銷菸品或爲菸品廣告（稽查目標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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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1,400/1,400）
※完成稽查數：2,030/4,831 數/次、目標達成 100﹪。
8.（第 10 條第 1 項）販賣菸品場所標示（稽查目標數/
次：1,400/1,400）
※完成稽查數：1,711/4,366 數/次、目標達成 100﹪。
9.（第 11 條）營業場所不得免費供應菸品（稽查目標
數/次：1,400/1,400）
※完成稽查數：2,035/4,854 數/次、目標達成 100﹪
10.（第 12 條第 1 項）未滿 18 歲者不得吸菸（稽查目標
數/次：1,400/1,400）
※完成稽查數：10,642/15,036 數/次、目標達成 100
﹪。
11.（第 13 條第 1 項）不得供應菸品予未滿 18 歲者（稽
查目標數/次：1,400/4,215）
※完成稽查數：2,035/4,854 數/次、目標達成 100
﹪。
12.（第 13 條第 2 項）不得強迫、引誘等方式使孕婦吸
菸（稽查目標數/次：1,400/1,400）
※完成稽查數：10,642/15,011 數/次目標達成 100
13.（第 14 條）不得製造、輸入、販賣菸品形狀之物品
（稽查目標數/次：1,400/1,400）
※完成稽查數：1,705/4,352 數/次、目標達成 100
﹪。
目標達成：100%
目標 1-2：第 15 條、第 16 條禁菸場所之稽查目標數（家
次）（106 年 1 月至 12 月稽查數）
1.托兒所、幼稚園、安親班、課輔班、青少年育樂中心
等供兒童及少年教育或活動場所（稽查目標數/次：
200/400）
※完成稽查數：235/422 數/次、目標達成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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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中/職、國中、國小（稽查目標數/次：140/280）
※完成稽查數：164/361 數/次、目標達成 100﹪↑。
3.大專院校室內（稽查目標數/次：4/4）
※完成稽查數：9/11 數/次、目標達成 100﹪↑。
4.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及其他社會教育機構（稽查
目標數/次：84/84）
※完成稽查數：111/132 數/次、目標達成 100﹪↑。
5-1.醫療機構、護理機構、及其他醫事機構(醫院層級)
（稽查目標數/次：10/30）
※完成稽查數：24/34 數/次、目標達成 100﹪↑。
5-2.醫療機構、護理機構、及其他醫事機構(非醫院層
級)(稽查目標數/次：300/300 數/次)
※完成稽查數：492/640 數/次、目標達成 100﹪↑
6.老人福利機構（稽查目標數/次：10/10）
※完成稽查數：26/28 數/次、目標達成 100﹪。
7.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室內（稽查目標數/次：
99/99）
※完成稽查數：271/303 數/次、目標達成 100﹪↑。
8.車站(含月台)、旅客等候室（稽查目標數/次：19/19）
※完成稽查數：20/27 數/次、目標達成 100﹪↑。
9.遊覽車、計程車（稽查目標數/次：526/526）
※完成稽查數：636/639 數/次、目標達成 100﹪↑。
10.危險物品儲放場所（稽查目標數/次：90/90）
※完成稽查數：129/135 數/次、目標達成 100﹪↑。
11.金融機構、郵局及電信事業之營業場所（稽查目標數
/次：119/119）
※完成稽查數：185/208 數/次、目標達成 100﹪↑。
12.供室內體育、運動或健身之場所（稽查目標數/次：
9/27）
※完成稽查數：31/49 數/次、目標達成 100﹪↑。
13.歌劇院、電影院之室內場所（稽查目標數/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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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稽查數：1/1 數/次、目標達成 100﹪↑。
14 視聽歌唱業室內（稽查目標數/次：120/360）
※完成稽查數：173/361 數/次、目標達成 100﹪↑。
15-1.資訊休閒業室內
二階修改後為（稽查目標數/次：18/54）
※完成稽查數：41/137 數/次、目標達成 100﹪↑。
15-2. 遊戲場室內
二階修改後為（稽查目標數/次：22/66）
※完成稽查數：36/68 數/次、目標達成 100﹪
16.旅館室內（稽查目標數/次：524/524）
※完成稽查數：672/794 數/次、目標達成 100﹪↑。
17.百貨公司、超市、大賣場、雜貨店、便利商店等商場
室內（稽查目標數/次：1,405/4,215）
※完成稽查數：1,821/4,671 數/次、目標達成 100﹪。
(商店+檳榔攤)
18.餐飲店室內（稽查目標數/次：1,252/1,252）
※完成稽查數：1,931/2,197 數/次、目標達成 100
﹪。
19.三人以上共用之室內工作場所
二階修改後為（稽查目標數/次：1,771/1,771）
※完成稽查數：1,625/1,823 數/次、目標達成 95.87
﹪。
20.檳榔攤（稽查目標數/次：500/1,500）
※完成稽查數：734/1,776 數/次
21.美妝店、理容院、髮廊（稽查目標數/次：320/320）
※完成稽查數：356/375 數/次
22.麵包店、名特產店（稽查目標數/次：150/150）
※完成稽查數：187/224 數/次。
23.其他公眾消費之室內場所（稽查目標數/次：
1,500/1,500）
※完成稽查數：2,987/4,255 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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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其他供公眾休閒娛樂之室內場所
二階修改後為（稽查目標數/次：22/66）
※完成稽查數：36/66 數/次
25.大專院校之室外場所（稽查目標數/次：4/4）
※完成稽查數：6/6 數/次、目標達成 100﹪。
26.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及其他文化或社會教育機構
之室外場所（稽查目標數/次：37/37）
※完成稽查數：39/40 數/次、目標達成 100﹪↑。
27.室外體育場及室外游泳池（稽查目標數/次：21/21）
※完成稽查數：22/25 數/次、目標達成 100﹪↑。
28.老人福利機構之室外場所（稽查目標數/次：10/10）
※完成稽查數：18/18 數/次、目標達成 100﹪↑。
29.其他經各級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場所及交通工具（稽
查目標數/次：80/80）
※完成稽查數：154/218 數/次、目標達成 100﹪↑。
目標達成情形：
1.由於本縣幅員遼闊，除衛生稽查員執行菸害防制稽查
輔導、取締外，因稽查員其他業務(食品、藥品、醫政)
繁多，故亦積極訓練 13 鄉鎮市衛生所護理人員，藉由
各地段護士於轄區內協助菸害防制稽查輔導工作，若
發現違規案件即轉由衛生稽查員或本局菸害防制稽查
小組執行取締及行政處分。
2.積極配合花蓮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花蓮縣警
，執行轄
察局少年隊，執行每月 2 次「校外聯合巡查」
區網咖、電子遊戲場稽查，查看學生是否翹課逗留，
及未滿 18 歲青少年吸菸者稽查輔導、取締。
3.配合縣政府聯合稽查小組，每週二次執行轄區「七大
行業、電子遊戲業」場所稽查輔導、取締。
4.依法 15 條、16 條及販賣菸品場所各法條執行稽查輔
導，對各轄區三人以上室內工作場所、餐廳、旅館、
網咖、KTV、販賣菸品場所是否違規賣菸予未成年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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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者，持續進行稽查輔導、取締。
5.製作菸害防制法宣導單張及海報於稽查時發放。
6.配合警察局稽查七大行業、電子遊戲業並移送菸害防
制法相關違規案件，吸菸行為人 68 件，提供與吸菸有
關之器物 2 件，共 70 件均開立行政處分書。
目標達成：100%
目標 1-2：辦理菸害防制法稽查輔導教育訓練、菸害防
制業務說明暨檢討會 5 場次。
目標達成情形：
辦理菸害防制法稽查輔導教育訓練、菸害防制業務說明
暨檢討會 5 場，共計 65 人。本局辦理 5 場研討會及說明
會，與鄉鎮市菸害防制執行人員有良好意見交流，並提
供反應執行問題的平台，期許能在菸害防制工作上更有
共識及效率。
目標達成：100%
目標 1-3：辦理販賣菸品場所業者菸害防制法說明會 3
場。
目標達成情形：
辦理販賣菸品場所業者菸害防制法說明會 3 場，共計 275
人參加，目標執行率 100%。
1.106 年 5 月 16 日假鳳林鎮衛生所辦理「中區販賣菸品
場所業者菸害防制法說明會」1 場，計 55 人參加。
2.106 年 5 月 17 日假花蓮縣衛生局辦理「北區販賣菸品
場所業者菸害防制法說明會」1 場，計 165 人參加。
3.106 年 5 月 18 日假玉里鎮衛生所辦理「南區販賣菸品
場所業者菸害防制法說明會」1 場，計 55 人參加。
目標達成：100%
目標 1-4：辦理全面禁菸場所及販賣菸品場所實地訪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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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計 100 家次。
目標達成情形：
全面禁菸場所及販賣菸品場所實地訪查 2 次，計 130
家次。
1.執行期間為 106 年 2 月 9 日至 3 月 8 日、106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10 日
2.實地訪查的對象：以花蓮縣 13 鄉鎮市行政機關所在地
之各類禁菸場所及販賣菸品場所為實地訪查對象
3.訪查參與人員：花蓮縣衛生局菸害防制小組成員、受
考評鄉鎮市衛生所菸害防制承辦人員，以及交叉觀摩
菸害防制承辦人員。
4.訪查結果：全面禁菸場所及販賣菸品場所實地訪查 2
次，計 130 家次。
目標達成：100%
目標 1-5：針對 106 年商家檢舉案及易違反菸害防制法
之高風險場域(電子遊戲場、網咖、視聽歌唱
業、酒吧等)加強稽查與取締。
目標達成情形：
1.配合警察局稽查八大行業、電子遊戲業，共 547 家次。
2.移送菸害防制法相關違規案件，吸菸行為人 68 件，提
供與吸菸有關之器物 2 件，共 70 件均開立行政處分書。
目標達成：100%

二

子計畫 2

目標:2-1 運用各類傳播媒體宣導戒菸服務相關訊息計
40 次。

戒菸服務網絡 目標達成情形：
計畫

運用各類傳播媒體宣導戒菸服務相關訊息，計 328 次。
目標達成：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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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2-2：辦理 106 年花蓮縣「助你好戒」戒菸服務摸
彩活動。
目標達成情形：
1. 於 106 年 5 月 2 日(第一次摸彩)、11 月 1 日(第二次
摸彩)。
2. 106 年度共回收 2,246 張門診券、2,132 張衛教券。
目標達成：100%
目標 2-3:辦理本縣醫事相關人員戒菸衛教人員培訓 4
場。
目標達成情形：
辦理本縣醫事相關人員戒菸衛教人員初進高階培訓及戒
菸治療醫師基礎課程等共 8 場，計 308 人參加。
目標達成：100%
目標 2-4:輔導本縣門診戒菸醫療院所 1 次，計 57 家次
目標達成情形：
在 106 年 2 月至 10 日間配合「助你好戒摸彩活動」
1. 物品發放辦理「門診戒菸醫療院所」計輔導 57 家院
所。
2. 針對本縣各層級醫院，於 106 年 6 月至 9 月間配合醫
院督導考核辦理實地訪查輔導，以了解各院推動無菸
醫院與戒菸服務情況，共計訪視 10 家次。
3. 結合 106 年無菸醫院服務品質提升計畫進行各承辦醫
院輔導訪視，共計訪視 5 家次。
目標達成：100%
目標 2-5:結合花蓮縣教育處辦理「花蓮縣在學未成年吸
菸行為人戒菸衛教服務」並鼓勵撥打戒菸專
線，提供多樣化戒菸服務達 40 人以上。
目標達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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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6 年各鄉鎮市衛生所結合轄內學校辦理「青少年菸
害防制講習」
，並由各校協助講習後追蹤，共計 5 所
國中合作，計 86 名學生參加。
2. 各鄉鎮校園一對一戒菸衛教模式，於療程中由青少年
自行以手機撥打戒菸服務專線以確保撥打效益，接受
一對一戒菸衛教服務共計 55 人。
目標達成：100%
目標 2-6：結合縣內各婦產科診所轉介吸菸孕婦接受戒
菸專線服務及轉介孕婦、吸菸家屬至各鄉鎮
市衛生所接受戒菸服務，預計轉介 40 人。
目標達成情形：
106 年共計轉介戒菸服務專線孕婦 53 人、轉介衛生所服
務 52 人。
目標達成：100%
目標 2-7:辦理全縣戒菸服務合約醫事機構分組競賽 1 場
次。
目標達成情形：
1. 共計 57 家合約醫事機構參加。
2. 106 年 3 月至 10 月間透過報紙、廣播電台等宣導 106
年門診戒菸「助你好戒」摸彩活動，以鼓勵民眾使用
門診戒菸服務。
3. 於 106 年 12 月向國民健康署申請 VPN 資料匯出，並
於 12 月 8 日無菸醫院品質提升計畫成果發表會上公
告，無菸醫院組由台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
諾醫院獲第一名，社區院所由光鹽診所，社區藥局組
由安欣藥局獲第一名，衛生所組由花蓮縣萬榮鄉衛生
所獲第一名，年度服務獎由周正修醫師、郭懿欣藥
師、劉淑麗衛教師及簡芝青衛教師獲得。
目標達成：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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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子計畫 3

目標 3-1：於轄區內 38 所幼兒園推動『無菸家庭~我家
不吸菸』反菸小尖兵活動。

推動青少年校 目標達成情形：
園菸害防制教
38 所托兒園所持續推動『無菸家庭~我家不吸菸』反菸
育宣導計畫
小尖兵活動，計 1,714 人次幼童接受菸害防制教育宣導
課程。
目標達成：100%
目標 3-2：結合縣內故事媽媽志工團體，以劇團表演至
校園執行菸害防制宣導活動，15 場。
目標達成情形：
完成 16 所幼兒園「無菸家庭-我家不吸菸」紙芝居暨劇
團巡迴宣導活動。
目標達成：100%
目標 3-3：於轄區內 75 所國小四年級學童推動『無菸家
庭~我家不吸菸』反菸小達人(含電子煙)活動。
目標達成情形：
80 所國小推動『無菸家庭~我家不吸菸』反菸小達人活
動，計 2,379 人次學童受菸害防制教育宣導課程。目標
達成：100%
目標 3-4：辦理青少年創意菸害防制宣導計 13 場，計 700
人次。
目標達成情形：
目前辦理青少年創意菸害防制宣導計 21 場。
目標達成：100%。
目標 3-5：辦理全縣國民小學無菸校園創意聯想繪圖比
賽。
目標達成情形：
10

於 106 年 7 月 1 日完成辦理「2017 花蓮縣無菸檳家園創
意聯想繪圖比賽」頒獎典禮暨畫展開幕式記者會
目標達成：100%
目標 3-6：辦理宣導及輔導販售商拒售菸品予未滿 18
歲，輔導商家數 65 家。
目標達成情形：
1.完成辦理宣導校園周邊販售商拒售菸品於未滿 18
歲，計 133 家。
2.執行轄內國小、國中、高中職學校校園周邊販賣菸品
商家喬裝測試購菸行為，測試全縣 154 家商家。
目標達成：100%
目標 3-7：辦理本縣國中、高中職學校菸害防制校園考
評，30 家。
目標達成情形：
辦理全縣 26 所國中、及 12 所高中職，共計 38 家菸害防
制校園考評。
目標達成：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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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子計畫 4：

目標 4-1：運用各類媒體進行菸害防制相關宣導計 80 次。
目標達成情形：

營造無菸支持 1.跑馬燈宣導：
環境計畫

106 年 1 月到 12 月於本縣 13 鄉鎮市公所、衛生所、
市民代表會、花蓮縣議會、各級單位、鐵路局及各級
學校、太魯閣遊客中心等，播放電子字幕跑馬燈、刊
登「室內三人以工作場所及公共場所全面禁菸，違者
罰新台幣 2,000~10,000 元罰鍰」
、
「國家公園風景區、

遊憩區、遊客 中心及其周邊空間、公園綠地，除吸菸
區外，不得吸菸」、「你戒菸，我們戒二手菸；戒菸專
、
「高級中等學校以下校園全面禁菸，
線 0800-636363」
違者處新臺幣 2,000 元-10,000 元罰鍰」
、
「未滿 18 歲
不得吸菸，任何人不得提供菸品予未滿 18 歲之青少
、
「青春
年，違者處新臺幣 10,000 元~50,000 元罰鍰」
無菸 High，戒菸最厲害；戒菸專線 0800-636363」
、
「大
專校院校園內、室外體育場、游泳池或其他公眾休閒
娛樂之室外場所除吸菸區外，全面禁菸」、「醫療護理
機構、其他醫事機構及社會福利機構室內外場所，全
面禁止吸菸，違著處新臺幣 2,000 元~10,000 元罰
鍰」
、
「老人福利機構所在之室內外場所，除吸菸區外，
全面禁菸，違者處新臺幣 2,000 元~10,000 元罰鍰」
、
「無菸生活，健康樂活；戒菸服務專線 0800-636363」
，
計 228 次。
2.平面媒體宣導，計 23 則。
3.廣播及電台媒體：計 40 則
106.06.21 洄瀾有線電台「青春不留白~菸菸 bye bye」
暨菸害防制節目專訪，共播出 5 天、一天 8 次，計 40
則。
目標達成：100%
目標 4-2：辦理 13 鄉鎮市「531 世界無菸日(含電子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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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活動，計 13 場。
目標達成情形：
1.13 鄉鎮市 531 世界無菸日系列活動計 13 場，共 3,309
人次參加。

2.媒體宣導，計 13 則。
目標達成：100%
目標 4-3：公告本縣菸害防制法規範以外之禁菸場所 3
處。
目標達成情形：
公告本縣菸害防制法規範以外之禁菸場所計 22 處。
目標達成：100%
目標 4-4：辦理 13 鄉鎮市「公告禁菸場所公園綠地」菸
害及電子煙防制宣導，計 13 場次。
目標達成情形：
13 鄉鎮市衛生所辦理無菸公告場所宣導場次計 31 場，
共 3,600 人次參加。
目標達成：100%
目標 4-5：辦理菸害防制優質無菸部落/社區競賽 1 場次。
目標達成情形：
106 年 3 月至 9 月辦理優質無菸部落/社區競賽，並於 106
年 10 月 25 日於萬榮鄉西林社區進行觀摩會暨頒獎典禮。
目標達成：100%
目標 4-6：辦理推動菸害防制無菸部落/社區志工教育訓
練 2 場(含電子煙)。
目標達成情形：
106 年 3 月 20 日及 3 月 23 日分別於北區、南區，辦理
推動菸害防制無菸部落/社區志工教育訓練 2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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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達成：100%
目標 4-7：營造無菸古蹟文化園區環境 1 處
目標達成情形：
106 年營造無菸古蹟文化園區建置共計 1 處。
目標達成：100%
目標 4-8：辦理無菸部落/社區觀摩成果發表會 1 場。
目標達成情形：
106 年 10 月 25 日辦理 1 場花蓮縣無菸部落/社區觀摩成
果發表會，計 350 人參加。
目標達成：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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