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務民眾

機構操作手冊

本手冊可於官網下載

機構可依需求自行下載列印



機構服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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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第一次看診時

1) 提供戒菸服務

2) 填寫【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醫事機構戒菸

服務補助計畫」戒菸治療個案紀錄表】及讓民

眾簽署【個人資料蒐集同意書暨戒菸刮刮卡領

取表】。

3) 發放戒菸刮刮卡並協助民眾掃描機構QR code

立牌領取Line集點卡，同時確認加入【戒菸三

箭】官方Line。

8週療程之最後一次回診

1) 提供戒菸服務。

2) 填寫個案診療紀錄表。

3) 協助民眾掃描機構QR code立牌領取

line點數第2點。

4) 協助民眾於Line回覆【完成】二字獲

得個資填寫連結。

VPN系統填報

1) ＶＰＮ系統填報108年11月30日前戒菸

者3個月、6個月的追蹤狀況。

2) 108年9月10日前繳交最終蒐集之個案診

療紀錄表影本及相關同意書予活動小組。

3) 工作小組依戒菸服務合約機構考評標準

進行排名。

4) 通知得獎單位且配合參與公開表揚活動

（如：記者會等）。

每月10日以E-mail或傳真方式繳交8週療

程之最後一次回診民眾看診填報之【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醫事機構戒菸服務補

助計畫」戒菸治療個案紀錄表】影本及

【個人資料蒐集同意書暨戒菸刮刮卡領取

表】（繳交日期：（8/10、9/10、10/10、

11/10、11/30）。

完成資料填寫即獲集點資格



服務程序-個人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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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刮卡
中獎

第一次看診

1) 填寫【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醫事機構戒菸

服務補助計畫」戒菸治療個案紀錄表】及相關

同意書。

2) 獲得戒菸刮刮卡乙張。

3) 掃描機構QR code立牌領取Line集點卡並獲得

點數第1點，同時加入【戒菸三箭】官方Line。

於官方Line回覆刮刮
卡上流水編號、姓名、

電話

確認資料無誤
得獎者領獎

完成

8週療程之最後一次回診

1) 掃描機構QR code立牌領取line點數第2點。

2) 集滿2點獲得系統發放之Line優惠卷依說明操

作。於Line回覆【完成】二字獲得個資填寫連

結。

3) 依步驟回覆訊息即可參加第二階段抽現金活動。

（本階段各獎項將抽取備取5名）

等候活動小組通知
於指定地點領獎

憑Line優惠卷畫面及
個人證件進行領獎

完成
（資格不符時由備取遞補）

得獎

配合合約機構完成90天VPN追蹤

由戒菸服務合約機構回報戒菸成功者名

單，等待活動小組公開抽獎。 （本階段

獎項將抽取備取10名）

等候活動小組通知
依指定時間及地點

進行CO測量
（資格不符時由備取遞補）

出席成果記者會或活動
並於現場接受CO測量

完成

得獎

憑Line優惠卷畫面及
個人證件進行領獎



服務程序-團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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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團體由戒菸服務合約機構回報團體完成8週療程

之戒菸人數名單（若有孕婦將加乘2倍計算）。

2) 活動小組進行各隊伍人數排名。（排名若遇人

數相同時，序位最後名次獎金將平均分配）

3) 獲得新北市政府頒發之無菸職場殊榮。

4) 配合出席成果記者會或活動，若無法配合者將

視同放棄領獎資格，由下個序位名次者遞補。

刮刮卡
中獎

第一次看診

1) 填寫【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醫事機構戒菸服務

補助計畫」戒菸治療個案紀錄表】及相關同意書。

2) 獲得戒菸刮刮卡乙張。

3) 掃描機構QR code立牌領取Line集點卡並獲得點數

第1點，同時加入【戒菸三箭】官方Line。

於官方Line回覆刮刮
卡上流水編號、姓名、

電話

確認資料無誤
得獎者領獎

完成

8週療程之最後一次回診

1) 掃描機構QR code立牌領取line點數第2點。

2) 集滿2點獲得系統發放之Line優惠卷依說明

操作。於Line回覆【完成】二字獲得個資填

寫連結。

3) 依步驟回覆訊息即可參加第二階段抽現金活

動。（本階段各獎項將抽取備取5名）

等候工作小組通知
於指定地點領獎

憑Line優惠卷畫面及個
人證件進行領獎

完成
（資格不符時由備取遞補）

得獎

個人配合合約機構完成90天VPN

追蹤

由戒菸服務合約機構回報戒菸成功

名單，等待活動小組公開抽獎。

（本階段獎項將抽取備取10名）

等候工作小組通知
依指定時間及地點

進行CO測量
（資格不符時由備取遞補）

出席成果記者會或活動
並於現場接受CO測量

完成

得獎

憑Line優惠卷畫面及個
人證件進行領獎

向活動單位以專線或E-mail方式提出組隊需求

戒菸服務合約機構至
團體單位開立戒菸門

診

團體單位自行前往同一
戒菸服務合約機構
（經活動單位核可）



簡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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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合作事項

①第一次看診

1. 與戒菸民眾宣傳此活動。

2. 請民眾簽同意書後發放刮刮卡。

3. 報名協助民眾掃QRcode立牌獲得第一點。

②完成8週療程(最後一次領藥)

1. 8週療程最後一次領藥時請民眾掃描QRcode獲得第2點。

2. 協助民眾於官方line填寫完成(流程請參考P.8、P.9)。

③繳交戒菸民眾資料(傳真&Email)
1. 個人資料蒐集同意書暨戒菸刮刮卡領取表。

2. 完成8週療程民眾看診填報之戒菸治療個案紀錄表

（繳交日期: 8/10、9/10、10/10、11/10、11/30）。

◆傳真 02-85211507

◆ Email quitsmokingntpc@gmail.com

※若民眾沒有Line仍可以發放刮刮卡，請他中獎時撥打活
動專線02-85215016由活動小組協助人工兌獎，但要向
個案說明他就無法參與第二、三階段現金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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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診發放物件

刮刮卡限量10000張
存貨不足請聯絡活動小組

請民眾確實填寫後回收
※若無發送刮刮卡請勿勾選刮刮卡

2.發放刮刮卡1.報名並填寫個資同意書

若機構刮刮卡數量不足，請民眾先將同意書上領取刮刮卡選項留空，並向活動

小組申請，優先預留後待民眾下次回診時發放，同時補勾同意書上選項。

(先向民眾說明限量調貨中，不保證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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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刮卡中獎兌獎程序

1.填寫中獎人資訊

兌獎流水編號

2.填寫流水編號及中獎人姓名電話

3.官方LINE依活動小組指示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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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Line app

2. 點選左上圖示 3. 點選加入好友

2. 點選左下圖示 3. 點選加入好友

(Android 系統)

(IOS 系統)

掃描QR code集點

★掃描時機

1.第一次看診

2.八週療程之最後一次看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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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民眾於Line回覆【完成】
二字獲得個資填寫連結

2. 點選連結進入Google表單填寫1. 進入戒菸三箭對話視窗輸入【完成】送出

3. 依序填寫後提交 4.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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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掃描QR code立牌4. 點選行動掃碼 6. 跳出點數訊息點完成

7. 進入集點卡畫面 9. 對話視窗顯示訊息8. 回到聊天畫面點選錢包

掃描QR code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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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優惠券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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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券未使用之畫面 優惠券已使用之畫面

備註：

優惠券不論使用與否皆為有效。因誤按而變為「已使用」狀態的優惠券也可

憑畫面兌獎。



集點卡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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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次門診獲得第1點畫面。 2.最後一次門診獲得第2點畫面。



常見Q&A

Q1：民眾拿到了戒菸刮刮卡中獎了要怎麼兌獎？

A1：於【戒菸三箭】官方Line帳號中回覆刮刮卡對應碼、姓名、電話，活動小

組將於收到訊息後聯繫得獎者進行後續領獎程序。

Q2：民眾要如何知道報名是否成功？

A2：個人組不需要額外進行報名手續，團體組需由團體負責人向活動單位確認。

(專線或email)

Q3：我拿到了戒菸刮刮卡中獎了要怎麼兌獎？

A3：請於【戒菸三箭】官方Line帳號中回覆刮刮卡完整流水編號、姓名、電話，

活動小組將於收到訊息後聯繫得獎者進行後續領獎程序。

Q4：個人資料蒐集同意書暨戒菸刮刮卡領取表我一定要填寫嗎？

A4：是的，若未填寫將喪失本次參與活動的資格。

Q5：戒菸刮刮卡不見了可以補發嗎？

A5：不行，刮刮卡上為不記名領取後將無法進行補發，請妥善保管避免個人權

益喪失。

Q6：現金抽獎時間在什麼時候？

A6：預計於12月上旬在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搭配網路直播進行抽獎，抽出獎項

名額將公告於官方網站及粉絲專頁。（確切日期將以主辦單位官網公告為主）

Q7：報名了個人組還可以參與團體組嗎?

A7：可以，【個人資料蒐集同意書暨】須填上團隊名稱，無填寫者將不採納為

團體組競賽成績，每位戒菸個案僅限參與個人組及團體組各乙次，戒菸刮

刮卡僅限能領取一張。

Q8：沒有Line可以參加本次戒菸競賽活動嗎?

A8：可以，但僅能獲得戒菸刮刮卡，因本次活動抽獎及領獎程序上皆須透過

Line進行，若無Line將無法提供任何領獎憑證。故無此憑證就無法第二、

三階段的現金抽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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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單位聯繫：

◆ 活動官網：www.quitsmoking.com.tw

◆ 服務專線：02-85215016(am10-pm6), 0966-837219 

◆ 服務信箱：quitsmokingntpc@gmail.com

◆ 網路關鍵字搜尋：【戒菸三箭】

http://www.quitsmoking.com.tw/
mailto:quitsmokingntpc@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