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推動愛滋病防治工作成果表 
職員及民眾衛教宣導(請依對象及來源盡量詳細描述) 

 辦理時間 宣導場次 宣導人數 活動名稱 地點 備註 

第三季 經常辦理 每日播放 2000 錄影帶方式宣導愛滋病的認識與防治 本署中庭  

 07.01-09.30  10000 「KUSO 真人漫畫」網路票選網站 anti-drugs.wplwh.org  

       

受保護管束人衛教宣導(請依對象及來源盡量詳細描述) 

 辦理時間 宣導場次 宣導人數 活動名稱 地點 備註 

第三季 
7/3.10.17.24.31 
8/7.14.28.30. 
9/4.11.19.26. 

14 場 536 人 愛滋病預防宣導 監獄及看守所  

 7 月份 2 場 8 人 愛滋病篩檢 基隆地檢署 
觀護人室  

       

宣導材料製作 

 完成日期 教材名稱 型式 發放對象 印製數量 備註 

第三季  燈  筆  一般民眾與學生 5000 組  

       

       

       

其他(請盡量依 What,Who,When,Where,How 原則填列) 

 辦理時間 名稱 內容 地點 參與人數 備註 

第三季 96.06.29 電影饗宴法治教育宣導 
（第 1 梯次）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統一戲院 300 人  

 96.07.07 更生盃羽球賽 
暑期青少年犯罪預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暖西羽球館 250 人  

 96.07.07 航海節暨反賄選法治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港務局 400 人  

 96.07.10 暑期山水營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八斗國小 80 人  

 96.07.12 暑期羽球營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暖西國小羽球場 30 人  

 96.07.14 市警局擴大預防犯罪法律 
宣導活動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文化中心 1000 人  

 96.07.18 小小領袖營隊法治教育宣
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救國團 4 樓 60 人  

 96.07.19 暑期電腦營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九份國小 30 人  

 96.07.25 唐寶寶夏令營法治教育宣
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十分國小禮堂 80 人  

 96.07.26 一信青少年圍棋夏令營 
暑期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一信總社 9 樓 30 人  

 96.07.31 監獄受刑人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監獄 15 人  

 96.08.02 青少年武術體驗營法治 
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安樂高中禮堂 70 人  

 96.08.04 基隆一信盃 3 對 3 籃球賽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明德國中 1500 人  

 96.08.07 監獄受刑人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監獄 11 人  



 
 

辦理時間 名稱 內容 地點 參與人數 備註 

 96.08.09 國中小學反毒教育種子教
師研習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市教師研習中心 55 人  

 96.08.10 蓮花水燈節反毒反賄宣導
活動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市和平島和平橋岸 500 人  

 96.08.10 基隆觀護志工及更生輔導
員研習暨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衛生局 4 樓 50 人  

 96.08.11 「納稅有你、快樂歡喜」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信義國小學生活動中心 800 人  

 96.08.13 暑期輔導班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永康社區里民活動中心 40 人  

 96.08.15 一信基金會暑期陶笛營暑
期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一信總社 9 樓 60 人  

 96.08.15 基隆觀護協會志工研習法
治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市議會 60 人  

 96.08.17 基隆觀護志工及更生輔導 
員研習暨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衛生局 4 樓 80 人  

 96.08.24 預防犯罪法治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碧砂漁港 3000 人  

 96.08.26 中元祭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文化中心廣場 10000 人  

 96.08.27 
社區家長法律講座： 
法官審判案件實務等相關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仁壽里里民大會堂 60 人  

 96.08.28 
社區家長法律講座： 
家庭暴力法律問題之法治
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仁壽里里民大會堂 60 人  

 96.08.30 
社區家長法律講座： 
外籍配偶法律面面觀之法 
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浸信會 20 人  

 96.09.06 
社區家長法律講座：如何防 
治性侵害及性騷擾等相關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永康里里民大會堂 50 人  

 96.09.07 
社區家長法律講座：青少年 
網路犯罪等相關法治教育 
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永康里里民大會堂 50 人  

 96.09.13 建德國小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建德國小 130 人  

 96.09.17 
社區家長法律講座：如何防 
治性侵害及性騷擾等相關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東明里里民大會堂 50 人  

1.請依實際工作內容填列，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使用。   
2.每季月底前，將工作執行成果報表之電子檔登載於各該機關網站電子公佈欄，以便彙整。  
    填 表 人： 房麗雲 
填列單位：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 聯絡電話：  
填列日期： 96 年 10 月 16 日 傳真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