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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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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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季 
10 月 
11 月 
12 月 

 
310 人 
300 人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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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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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季 97/10/14 法律劇場暨反毒宣導 
貢寮國小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貢寮國小 100 人  

 97/10/15 參訪暨反毒宣導 
仁愛國小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80 人  

 97/10/16 馬鈴薯劇團反毒劇表演 
安樂國小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安樂國小 1000 人  

 97/10/17 法律劇場暨反毒宣導 
和平國小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和平國小 370 人  

 97/10/21 參訪暨反毒宣導 
建德國中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50 人  

 97/10/24 參訪暨反毒宣導 
綠葉山莊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20 人  

 97/10/24 法律劇場暨反毒宣導 
中山國小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中山國小 500 人  

 97/10/28 
法律劇場暨反毒宣導 

中和國小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中和國小 950 人  

 97/10/31 
法律劇場暨反毒宣導 

尚仁國小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尚仁國小 94 人  

 97/10/29 
參訪暨反毒宣導 

和明里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35 人  

 97/10/29 法律講座暨反毒宣導 
和明里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30 人  

 97/11/3 
法律講座暨反毒宣導 

和明里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和明里里民大會堂 40 人  

 97/11/3 
參訪暨反毒宣導 

東信國小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65 人  

 97/11/4 
參訪暨反毒宣導 

東信國小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75 人  

 97/11/05 
法律劇場暨反毒宣導 

西松高中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西松高中   

 97/11/06 
參訪暨反毒宣導 

崇佑技院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80 人  

 97/11/06 
參訪暨反毒宣導 

八斗國小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60 人  



 辦理時間 名稱 內容 地點 參與人數 備註 

 97/11/07 
法律劇場暨反毒宣導 

武崙國小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武崙國小 700 人  

 97/11/07 
法律劇場暨反毒宣導 

百福國中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百福國中 430 人  

 97/11/09 
甜蜜家庭健康逗陣走暨反毒

宣導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市仁愛國小 260 人  

 97/11/10 
參訪暨反毒宣導 

東信國小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60 人  

 97/11/12 
法律劇場暨反毒宣導 

建德國小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建德國小 150 人  

 97/11/14 
法律劇場暨反毒宣導 

西松高中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西松高中   

 97/11/14 
法律劇場暨反毒宣導 

深美國小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深美國小 1150 人  

 97/11/18 
參訪暨反毒宣導 

東信國小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75 人  

 97/11/18 
參訪暨反毒宣導 

基隆女中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80 人  

 97/11/19 
法律劇場暨反毒宣導 

五堵國小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五堵國小 1592 人  

 97/11/25 法律劇場暨反毒宣導 
長興國小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長興國小 442 人  

 97/11/25 參訪暨反毒宣導 
和平國小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50 人  

 97/11/25 法律講座暨反毒宣導 
凱撒社區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凱撒社區交誼廳 40 人  

 97/11/26 法律劇場暨反毒宣導 
德和國小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德和國小 160 人  

 97/11/26 
法律劇場暨反毒宣導 

聖心高中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聖心高中   

 97/11/30 
愛在基隆，大手牽小手健康

家庭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市文化中心廣場 180 人  

 97/12/01 法律劇場暨反毒宣導 
中華國小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中華國小 136 人  

 97/12/02 法律劇場暨反毒宣導 
明德國中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明德國中 275 人  

 97/12/04 參訪暨反毒宣導 
東信國小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90 人  

 97/12/05 法律劇場暨反毒宣導 
培德高職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培德高職 150 人  

 97/12/06 Fun 心舞動，遠離菸害全國
街舞大賽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文化中心廣場 1000 人  

 97/12/08 法律講座暨反毒宣導 
協和社區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協和里里民會堂 50 人  

 97/12/09 參訪暨反毒宣導 
深澳國小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80 人  

 97/12/09 法律劇場暨反毒宣導 
安樂國小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安樂國小 60 人  

 97/12/10 參訪暨反毒宣導 
深澳國小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80 人  

 97/12/10 馬鈴薯劇團反毒劇表演 
暖西國小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暖西國小 509 人  

 97/12/11 法律劇場暨反毒宣導 
安樂國小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安樂國小 60 人  

 97/12/12 法律劇場暨反毒宣導 
安樂國小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安樂國小 30 人  

 97/12/18 參訪暨反毒宣導 
海洋大學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25 人  

 97/12/18 法律劇場暨反毒宣導 
安樂國小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安樂國小 30 人  

     
 

 



     
 

 

 辦理時間 名稱 內容 地點 參與人數 備註 

 97/12/19 法律劇場暨反毒宣導 
安樂國小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安樂國小 30 人  

 97/12/26 法律劇場暨反毒宣導 
安樂國小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安樂國小 30 人  

 97/12/30 參訪暨反毒宣導 
基隆女中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45 人  

 97/12/31 2008 基隆市跨年活動 發送預防愛滋宣導文宣 基隆港東 3、東 4 碼頭 
萬人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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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年 1 月 14 日 傳真電話： 24651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