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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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消失的樂園」反毒影本 本署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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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8 月 
9 月 

 
320 人 
340 人 
310 人 

愛滋病預防宣導 本署觀護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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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濫用藥物外
型特徵圖布條  一般民眾與學生 5 面  

  
反毒防愛滋
宣導布條  一般民眾與學生 5 面  

  原子筆組  一般民眾與學生 1000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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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7.02 「暑期法治營」-安樂國小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50 人  

 97.07.02 「暑期法治教育營」 
吉隆有線電視報導 藉由報導宣導預防愛滋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20000人  

 97.07.03 「地檢署暑期法治教育營」 
自由時報報導 藉由報導宣導預防愛滋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20000人  

 97.07.04 畫山玩水夏令營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八斗國小 60  

 97.07.06 海知味夏令營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市家扶中心 
第一會議室 80 人  

 97.07.08 「暑期法治營」-八斗國小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35 人  

 97.07.09 「暑期成長營」-天使的孩子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瑪陵國小 40 人  

 97.07.09 「暑期社區才藝營」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教會新堂 60 人  

 97.07.10 「暑期法治營」-八斗國小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25 人  

 97.07.11 「暑期法治營」-八斗國小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35 人  

 97.07.11 2008 貢寮國際海洋音樂季
暨反毒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福隆海水浴場 2000 人  

 97.07.11 暑期青春專案-電影饗宴暨
反毒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秀泰統一影城 200 人  

 97.07.12 
捐血活動暨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二信總社前 150 人  

 97.07.13 北部調頻廣播電台 
「NEWS 交流道」 藉由廣播宣導預防愛滋 北部調頻電台 20000人  

       



       

 
 

辦理時間 名稱 內容 地點 參與人數 備註 

 97.07.14 「反毒大使徵選決賽」 
吉隆有線電視報導 藉由報導宣導預防愛滋 陽明會館 20000人  

 97.07.15 「反毒大使徵選決賽」 
中央社報導 藉由報導宣導預防愛滋 陽明會館 20000人  

 97.07.15 「反毒大使徵選決賽」 
民眾日報報導 藉由報導宣導預防愛滋 陽明會館 20000人  

 97.07.15 「反毒大使徵選決賽」 
臺灣新生報報導 藉由報導宣導預防愛滋 陽明會館 20000人  

 97.07.15 「暑期法治營」-聖心國小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56 人  

 97.07.16 「暑期法治營」-聖心國小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61 人  

 97.07.17 「暑期成長營」-天使的孩子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復興國小 35 人  

 97.07.18 北部調頻廣播電台 
「勞工心聲」 藉由廣播宣導預防愛滋 基隆益世電台 20000人  

 97.07.20 北部調頻廣播電台 
「NEWS 交流道」 藉由廣播宣導預防愛滋 北部調頻電台 20000人  

 97.07.23 「更生杯羽球學習營」 
自由時報報導 藉由報導宣導預防愛滋 基隆市暖暖羽球館 20000人  

 97.07.27 北部調頻廣播電台 
「NEWS 交流道」 藉由廣播宣導預防愛滋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20000人  

 97.08.01 「暑期法治營」-永康社區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31 人  

 97.08.02 一信盃-三對三籃球賽暨 
預防犯罪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明德國中 1000 人  

 97.08.03 永康里-慶祝父親節暨 
預防犯罪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永康里里民會堂 50 人  

 97.08.03 北部調頻廣播電台 
「NEWS 交流道」 藉由廣播宣導預防愛滋 北部調頻電台 50000人  

 97.08.04 「暑期法治營」-建德國中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32 人  

 97.08.04 看守所收容人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看守所 25 人  

 97.08.05 「暑期法治營」-基隆教會新堂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25 人  

 97.08.06 「暑期課輔營」-永康社區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永康社區 50 人  

 97.08.07 「暑期法治營」-銘傳國中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33 人  

 97.08.08 「暑期法治營」-家扶中心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50 人  

 97.08.08 校園預防犯罪暨法律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私立聖心小學 500 人  

 97.08.08 民俗祈安園遊會法律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外木山漁港籃球場 400 人  

 97.08.09 鎖管季稅務法律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碧砂漁港 3000 人  

 97.08.10 北部調頻廣播電台 
「NEWS 交流道」 藉由廣播宣導預防愛滋 北部調頻電台 50000人  

 97.08.11 社區家長法律講座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仁壽區里民會堂 60 人  

 97.08.11 「暑期社區生活營」-八斗國中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10 人  

 97.08.12 社區家長法律講座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永康社區 45 人  

       



       

 
 

辦理時間 名稱 內容 地點 參與人數 備註 

 97.08.12 「暑期電腦營」-港務局 
法律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港務局員工教育訓練所 20 人  

 97.08.12 「暑期法治營」-大德國中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26 人  

 97.08.12 中元祭政令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東三東四碼頭 3000 人  

 97.08.13 「暑期課輔營」-定邦社區 
法律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安樂區定邦社區 25 人  

 97.08.13 「暑期法治營」-和平國小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25 人  

 97.08.14 中元祭政令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文化中心廣場 500 人  

 97.08.14 「暑期法治營」-安樂國小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23 人  

 97.08.15 一信陶笛營-暑期青少年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一信總社 9 樓 35 人  

 97.08.15 「貼淫圖被逮  緩起訴修電腦」 
自由時報報導 藉由報導宣導預防愛滋 本署 50000人  

 97.08.16 「生命線親子活動營」 
Not alone 與你同在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和平國小 100 人  

 97.08.17 北部調頻廣播電台 
「NEWS 交流道」 

藉由廣播宣導預防愛滋 北部調頻電台 50000人  

 97.08.17 「暑期法治營」-嘉仁社區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34 人  

 97.08.19 「暑期法治營」-武崙國中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13 人  

 97.08.21 社區家長法律講座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定邦社區 50 人  

 97.08.25 「暑期社區生活營」-武崙國中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教會希伯崙之家 6 人  

 97.08.25 「暑期法治營」-瑞芳國中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14 人  

 97.08.26 「暑期法治營」-定邦社區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20 人  

 97.08.28 北部調頻廣播電台 
「NEWS 交流道」 藉由廣播宣導預防愛滋 北部調頻電台 50000人  

 97.08.28 社區家長法律講座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德安社區 45 人  

 97.08.30 更生杯羽球邀請賽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暖暖羽球館 250 人  

 97.09.04 「秋之饗宴」租稅宣導活動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文化中心演藝廳 500 人  

 97.09.05 反毒教育宣導活動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安樂國小 500 人  

 97.09.05 「地檢署反毒宣導-戲劇演出效果佳」 
自由時報報導 藉由報導宣導預防愛滋 安樂國小 100000 人  

 97.09.06 「反毒劇開進校園  笑果十足」 
聯合報報導 藉由報導宣導預防愛滋 安樂國小 50000人  

 97.09.10 吉隆有線電視 
「關心市政做伙來」 藉由報導宣導預防愛滋 吉隆電視台 100000 人  

 97.09.11 校園預防犯罪暨法律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和平國小 40 人  

 97.09.11 「社區生活營」打鼓班-八斗國中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豐盛教會 8 人  

 97.09.18 「反毒宣導  從青少年做起」 
民視報導 藉由報導宣導預防愛滋 秀泰影城基隆旗艦店 100000 人  

       



       

 
 

辦理時間 名稱 內容 地點 參與人數 備註 

 97.09.18 
「反毒電影第二集今首映-邀優
質偶像演出  全國網路聯映」 

吉隆有線電視報導 
藉由報導宣導預防愛滋 秀泰影城基隆旗艦店 100000 人  

 97.09.18 「反毒電影首映會」 
吉隆有線電視報導 藉由報導宣導預防愛滋 秀泰影城基隆旗艦店 100000 人  

 97.09.19 「毒影首映會  偉鈞、小翼獻聲」 
聯合報報導 

藉由報導宣導預防愛滋 秀泰影城基隆旗艦店 50000人  

 97.09.19 「反毒宣導片毒影e起來看」 
自由時報報導 藉由報導宣導預防愛滋 秀泰影城基隆旗艦店 50000人  

 97.09.19 「反毒校園宣導首映毒影」 
台灣新生報報導 藉由報導宣導預防愛滋 秀泰影城基隆旗艦店 50000人  

 97.09.19 「反毒電影(毒影)校園巡迴演出」 
大紀元時報報導 藉由報導宣導預防愛滋 秀泰影城基隆旗艦店 50000人  

 97.09.22 看守所收容人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看守所 20 人  

 97.09.23 反毒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太平國小 60 人  

 97.09.24 陽光寶寶課輔班 
法治教育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婦幼館 40 人  

 97.09.24 2008 司法盃無毒有舞 
街舞爭霸戰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文化中心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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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雅芳 
填列單位：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 聯絡電話： 24651171*1813 
填列日期： 97 年 10 月 9 日 傳真電話： 2465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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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核後請資訊室協助張貼本署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