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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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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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0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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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季 
10/1.8.15.22.29 
11/12.19.26 
12/3.10.17.24.3
1 

13 場 175 人 愛滋病預防宣導 監獄及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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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季 961220 
皮卡多利
奇遇記動
畫片 

DVD 
 發放一般民眾及學生 1000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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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季 10/8 家扶中心特別獎助學金頒獎
暨反毒反賄選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市婦幼中心 250 人  

 10/12 96 年統一發票租稅暨反毒反
賄設攤宣導活動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市文化中心 2000 人  

 10/16 信義國中反毒反賄選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信義國中 450 人  

 10/20 慶祝光復節健行暨反毒反賄
選設攤活動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八斗子里民大會堂前廣
場 1500 人  

 10/24 男性反性暴力戲劇競賽反毒
反賄選設攤活動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正濱國小 350 人  

 10/24 九歌劇團贈票暨反毒反賄選
宣導記者會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地檢法治教育中心 80 人  

 10/25 基隆市國高中校長法治教育觀摩

會暨反毒反賄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地檢法治教育中心 160 人  

 
11／3 配合基隆市就業博覽會設攤「投

其所好全民反毒反賄 Let’s 

go」反毒反賄選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市東岸停車場 3000 人  

 11/8 配合 96 年度基隆市中小學運動

會設攤反毒反賄選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市綜合體育場 250 人  

 11/9 銘傳國中師生法治教育參訪活動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地檢法治教育中心 80 人  

 
11/11 96 年人口倍增計畫全國同步健

行大會暨資源回收及淨山活動設

攤反毒反賄選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暖西國小室內運動場 3500 人  

 11/13 慶祝更生保護節暨志工表揚大會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地檢法治教育中心 100 人  



 11/18 基隆市風動藝術節反毒反賄設
攤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市暖暖運動公園 100 人  

 11/21 聖心中學法治教育暨反毒反賄
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聖心中學活動中心 1200 人  

 11/22 信義區外籍配偶關懷中心反毒
反賄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市信義區外籍配偶
關懷站 30 人  

 11/22 七堵國小法治教育暨反毒反賄
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地檢法治教育中心 40 人  

 11/23 培德高職法治教育暨反毒反賄
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培德高職視聽教室 250 人  

 11/28 崇佑技術學院法治教育暨反毒
反賄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地檢法治教育中心 130 人  

 11/28 基隆看守所觀察勒戒收容人反
毒反賄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看守所 25 人  

 

11/29 「你ㄏㄨㄟˋ不ㄏㄨㄟˋ選」網

路 KUSO 反賄選活動(反賄偵探電

影首映暨反賄選主題曲發表記者

會)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秀泰影城 250 人  

 
11/30 基隆地檢「如何健康減重輕盈過

一生」講習暨反毒反賄選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地檢七樓會議室 60 人  

 
11/30 拜訪立委候選人謝國樑及游祥耀

服務處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立委服務處 100 人  

 
12/1 基隆市風動藝術節暨反毒反賄

選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市暖暖運動公園 1000 人  

 
12/1 客家趣味競賽活動大會暨反毒

反賄選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市市民活動中心 700 人  

 
12/5 基隆市浸信會外籍配偶中心反

毒反賄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市浸信會 20 人  

 
12/7 法律大會考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3000 人  

 
12/7 碇內國中「反毒、反賄選、反詐

騙」宣導活動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碇內國中 1050 人  

 
12/7 培德高職參訪本署法治教育活動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地檢法治教育中心 80 人  

 
12/8 基隆市稅捐稽徵處統一發票宣導

暨外木山健行活動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中山高中 1000 人  

 
12/14 中山國小校園反毒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中山國小 500 人  

 
12/14 熱愛生命舞動青春才藝競賽反

毒反賄設攤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市文化中心 1000 人  

 
12/15 萬人倒賄活動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天母運動公園 10000 人  

 
12/17 反賄行動車一臺北縣瑞芳及平溪

鄉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400 人 

 
12/18 反賄行動車一臺北縣雙溪及貢寮

鄉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400 人 

 
12/19 反賄行動車一基隆市中正、仁

愛、信義等區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400 人 

 
12/21  暖西國小-基隆市衛生局海大

魔術社反毒反賄選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暖西國小  300 人 

 
12/21 培德高職法治教育暨反毒反賄

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地檢法治教育中心  80 人 



 
12/21 反賄行動車一基隆市暖暖及七堵

區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400 人 

 
12/21  和平國小-基隆市衛生局海大

魔術社反毒反賄選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和平國小  400 人 

 
12/22 『反賄選我最行』宣導園遊會活

動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市東岸停車場  3000 人 

 
12/23 『基隆市長盃舞林盟主爭霸戰』

反毒反賄設攤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市文化中心  1000 人 

 
12/24 反賄行動車一台北縣雙溪及貢寮

鄉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400 人 

 
12/25 反賄行動車一基隆市中正、仁愛

及信義區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400 人 

 
12/26 反賄行動車一基隆市中山及安樂

區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400 人 

 
12/27 反賄行動車一基隆市暖暖及七堵

區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400 人 

 
12/28 反賄行動車一台北縣金山及萬里

鄉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400 人 

 
12/28 基督教更生團契基隆區會歲末聯

歡會暨反毒反賄選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督教更生團契基隆區會 
 70 人 

 
12/28 安樂國小-基隆市衛生局海大

魔術社反毒反賄選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安樂國小 
 1000 人 

 
12/31 反賄行動車一基隆市中正、仁愛

及信義區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400 人 

 
12/31 大德國中法治教育暨反毒反賄

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大德國中 
 60 人 

 
12/31 『基隆市跨年晚會』反毒反賄選

宣導設攤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市東西碼頭 

50 人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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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美慧 
填列單位：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 聯絡電話： 24651171*1811 
填列日期： 97 年 1 月 22 日 傳真電話： 24651182 

    
敬會 

房主任觀護人 

 
 
資訊室 

 
 
承辦人                       科長                                書記官長                     檢察長  

 
 
陳核後請資訊室協助張貼本署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