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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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 經常辦理 每日播放 5000 「易服社會勞動制度」影片 本署中庭  

第二季 經常辦理 每日播放 5000 「易服社會勞動制度」影片 本署中庭  

第三季 經常辦理 每日播放 5000 「易服社會勞動制度」影片 本署中庭  

第四季 經常辦理 每日播放 5000 「反賄選宣導」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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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 
1 月 
2 月 
3 月 

21 場 
15 場 
23 場 

572 人 
465 人 
552 人 

愛滋病預防宣導 本署觀護
人室 

 

第二季 
4 月 
5 月 
6 月 

20 場 
22 場 
21 場 

520 人 
532 人 
530 人 

愛滋病預防宣導 本署觀護
人室 

 

第三季 
7 月 
8 月 
9 月 

20 場 
23 場 
22 場 

510 人 
526 人 
588 人 

愛滋病預防宣導 本署觀護
人室 

 

第四季 
10 月 
11 月 
12 月 

20 場 
22 場 
22 場 

552 人 
590 人 
588 人 

愛滋病預防宣導 本署觀護
人室 

 

 

 完成日期 教材名稱 型式 發放對象 印製(發送)數
量 

備註 

第一季 1-3 月 校園反霸凌及性騷擾紅布條  一般民眾與學生 1 條  

  

檢察官搖頭寶寶男女、存錢筒、
打鼓寶寶、筆筒、檢察官造型鑰
匙圈、小法槌、動物造型伸縮筆、
小熊花束、LED 燈鑰匙圈等 

 學校參訪本署學生   

  LED 燈鑰匙圈  一般民眾與學生 500 個  

  小法槌  學生 20 組  

  計步器手電筒  一般民眾與 
受保護管束人 25 個  

  LED 鎖鏈燈  一般民眾與學生 100 個  

第二季 4-6 月 檢察官搖頭寶寶男女、存錢筒、
打鼓寶寶、筆筒各 13 個  學校學生參訪本署 各 13 個  

  動物造型伸縮筆、LED 燈鑰匙圈
各 169 個  學校學生參訪本署 各 169 個  

  LED 燈鑰匙圈  一般民眾與學生 200 個  

  計步器手電筒  一般民眾與 
受保護管束人 30 個  

  LED 鎖鏈燈  一般民眾與學生 60 個  

  沖泡式環保杯  一般民眾與學生 10 個  

  色鉛筆  一般民眾與學生 200 組  

第三季 7-9 月 檢察官搖頭寶寶男女、存錢筒、
打鼓寶寶、筆筒各 9 個  學校學生參訪本署 各 9 個  



  動物造型伸縮筆 117 個  學校學生參訪本署 117 個  

  LED 燈鑰匙圈  一般民眾與學生 494 個  

  計步器手電筒  一般民眾與 
受保護管束人 70 個  

  LED 鎖鏈燈  一般民眾與學生 30 個  

  反毒參一咖扇子  一般民眾 1,000 支  

  沖泡式環保杯  一般民眾與學生 5 個  

第四季 10-12 月 檢察官搖頭寶寶男女、存錢筒、
打鼓寶寶、筆筒各 10 個  學校學生參訪本署 各 10 個  

  LED 燈鑰匙圈  一般民眾與學生 575 個  

  計步器手電筒  一般民眾與 
受保護管束人 290 個  

  LED 鎖鏈燈  一般民眾與學生 290 個  

  四色筆  一般民眾與學生 
受保護管束人 8,000 支  

  反賄選面紙  一般民眾與學生 
受保護管束人 4,000 份  

  反賄選宣導摺頁  一般民眾與學生 
受保護管束人 8,000 份  

  沖泡式環保杯  一般民眾與學生 
受保護管束人 104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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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1-10/31 受保護管束人法治教育宣導 預防愛滋宣導 觀護人室 526 人  

2 10/1 
反毒、反賄選、治教育宣導 

暨法治教育宣導 

宣導人：觀護志工 
預防愛滋宣導 朝棟里民會堂 250 人  

3 10/1 
反毒、反賄選、治教育宣導 

暨法治教育宣導 

宣導人：觀護志工 
預防愛滋宣導 嘉仁里里民活中心 400 人  

4 10/1 
反毒、反賄選、治教育宣導 

暨法治教育宣導 

宣導人：觀護志工 
預防愛滋宣導 永康里里民會堂 100 人  

5 10/2 
反毒、反賄選、治教育宣導 

暨預防愛滋宣導 

宣導人：觀護志工 
預防愛滋宣導 壯觀里民活動中心 40 人  

6 10/2 
反毒、反賄選、治教育宣導 

暨預防愛滋宣導 

宣導人：觀護志工 
預防愛滋宣導 壯觀里民活動中心 250 人  



7 10/4 
基市尚仁國小反毒、反賄選、 

法治教育宣導暨預防愛滋宣導 

宣導人:張檢事官 新芳 
預防愛滋宣導 法治教育中心 22 人  

8 10/4 
反毒、反賄選、治教育宣導 

暨預防愛滋宣導 

宣導人：曾暖芳 
預防愛滋宣導 安樂國小 25 人  

9 10/4 
反毒、反賄選、治教育宣導 

暨預防愛滋宣導 

宣導人：曾暖芳 
預防愛滋宣導 安樂國小 30 人  

10 10/4 
反毒及校園霸凌宣導 

馬鈴薯劇團反毒表演 
預防愛滋宣導 月眉國小 55 人  

11 10/7 
反毒及校園霸凌宣導 

馬鈴薯劇團反毒表演 
預防愛滋宣導 南榮國中 240 人  

12 10/7 
反毒、反賄選、治教育宣導 

暨預防愛滋宣導 

宣導人：曾主任觀護人 信棟 
預防愛滋宣導 海洋保育協會 80 人  

13 10/11 
反毒、反賄選、治教育宣導 

暨預防愛滋宣導 

宣導人：曾主任觀護人 信棟 
預防愛滋宣導 壯觀里民活動中心 40 人  

14 10/12 
反毒及校園霸凌宣導 

馬鈴薯劇團反毒表演 
預防愛滋宣導 中興國小 450 人  

15 10/13 
基市復興國小反毒、反賄選、 

法治教育宣導暨預防愛滋宣導 

宣導人:蔡檢事官 岳潭 
預防愛滋宣導 法治教育中心 77 人  

16 10/17 
反毒及校園霸凌宣導 

馬鈴薯劇團反毒表演 
預防愛滋宣導 瑪陵國小 50 人  

17 10/18 
反毒及校園霸凌宣導 

馬鈴薯劇團反毒表演 
預防愛滋宣導 尚仁國小 114 人  

18 10/19 
基市東信國小反毒、反賄選、 

法治教育宣導暨預防愛滋宣導 

宣導人:蔡檢事官 岳潭 
預防愛滋宣導 法治教育中心 30 人  

19 10/19 
反毒及校園霸凌宣導 

馬鈴薯劇團反毒表演 
預防愛滋宣導 建德國小 120 人  

20 10/21 
基市復興國小反毒、反賄選、 

法治教育宣導暨預防愛滋宣導 

宣導人:季檢事官 漢心 
預防愛滋宣導 法治教育中心 77 人  



21 10/22 
反毒、反賄選、治教育宣導 

暨預防愛滋宣導 

宣導人：曾主任觀護人 信棟 
預防愛滋宣導 和平廣場 1000 人  

22 10/25 
反毒、反賄選、治教育宣導 

暨預防愛滋宣導 

宣導人：王檢察官 亞樵 
預防愛滋宣導 壯觀里民活動中心 50 人  

23 10/26 
家庭戒癮支持團體 

宣導人:顏心理師 蔚吟 預防愛滋宣導 團體教室 12 人  

24 10/27 

 

毒品犯暨法治教育行政說明會 

宣導人:蔡觀護人 宛芩 

 

預防愛滋宣導 法治教育中心 29 人  

25 10/27 社會勞動案件教化課程方案 
宣導人:郭觀護人 千華 

預防愛滋宣導 法院少年團體教室 40 人  

26 10/28 
反毒、反賄選、治教育宣導 

暨預防愛滋宣導 

宣導人：曾暖芳 
預防愛滋宣導 文安里民活動中心 50 人  

27 11/1-11/30 受保護管束人法治教育宣導 預防愛滋宣導 觀護人室 590 人  

28 11/1 
反毒及校園霸凌宣導 

馬鈴薯劇團反毒表演 
預防愛滋宣導 百褔國中 700 人  

29 11/2 
反毒及校園霸凌宣導 

馬鈴薯劇團反毒表演 
預防愛滋宣導 暖西國小 550 人  

30 11/7 
崇右技術學院反毒、反賄選、 

法治教育宣導暨預防愛滋宣導 

宣導人:蔡檢事官 岳潭 
預防愛滋宣導 法治教育中心 15 人  

31 11/9 
反毒、反賄選、治教育宣導 

暨預防愛滋宣導 

宣導人：王檢察官 亞樵 
預防愛滋宣導 協和社區 35 人  

32 11/10 
反毒及校園霸凌宣導 

馬鈴薯劇團反毒表演 
預防愛滋宣導 復興國小 77 人  

33 11/10 
反毒、反賄選、治教育宣導 

暨預防愛滋宣導 

宣導人：曾暖芳 
預防愛滋宣導 安樂國小 30 人  

34 11/16 
反毒、反賄選、治教育宣導 

暨預防愛滋宣導 

宣導人：曾暖芳 
預防愛滋宣導 安樂國小 28 人  



35 11/18 
反毒、反賄選、治教育宣導 

暨預防愛滋宣導 

宣導人：觀護志工 
預防愛滋宣導 八煙溫泉會館 40 人  

36 11/19 
反毒、反賄選、治教育宣導 

暨預防愛滋宣導 

宣導人：曾暖芳 
預防愛滋宣導 郵政總局 500 人  

37 11/20 
反毒、反賄選、治教育宣導 

暨預防愛滋宣導 

宣導人：觀護志工 
預防愛滋宣導 郵政總局 800 人  

38 11/23 
家庭戒癮支持團體 

宣導人:顏心理師 蔚吟 預防愛滋宣導 團體教室 12 人  

39 11/24 

 

毒品犯暨法治教育行政說明會 

宣導人:林觀護人 函霓 

 

預防愛滋宣導 法治教育中心 29 人  

40 11/24 社會勞動案件教化課程方案 
宣導人:蔡觀護人 宛芩 

預防愛滋宣導 法院少年團體教室 30 人  

41 11/25 
大德國中反毒、反賄選、 

法治教育宣導暨預防愛滋宣導 

宣導人:蔡檢事官 岳潭 
預防愛滋宣導 法治教育中心 35 人  

42 11/25 
大德國中反毒、反賄選、 

法治教育宣導暨預防愛滋宣導 

宣導人：季檢事官 漢心 
預防愛滋宣導 法治教育中心 36 人  

43 11/26 
反毒、反賄選、治教育宣導 

暨預防愛滋宣導 

宣導人：觀護志工 
預防愛滋宣導 郵政總局 1000 人  

44 11/30 
海巡署人員研習中心反毒、反賄選、 

法治教育宣導暨預防愛滋宣導 

宣導人：周主任檢察官 啟勇 
預防愛滋宣導 法治教育中心 32 人  

45 12/1-12/31 受保護管束人法治教育宣導 預防愛滋宣導 觀護人室 588 人  

46 12/2 
反毒、反賄選、治教育宣導 

暨預防愛滋宣導 

宣導人：曾暖芳 
預防愛滋宣導 安樂國中 30 人  

47 12/3 
反毒、反賄選、治教育宣導 

暨預防愛滋宣導 

宣導人：觀護志工 
預防愛滋宣導 文化中心前廣場 500 人  

48 12/5 
反毒、反賄選、治教育宣導 

暨預防愛滋宣導 

宣導人：曾暖芳 
預防愛滋宣導 慈仁里里民服務處 30 人  



49 12/12 
信義國小反毒、反賄選、治教育宣導 

暨預防愛滋宣導 

宣導人：蔡檢事官 岳潭 
預防愛滋宣導 法治教育中心 66 人  

50 12/15 

海大航管系反毒、反賄選、治教育宣導 

暨預防愛滋宣導 

宣導人：周主任檢察官 啟勇 

    蔡檢事官 岳潭 

預防愛滋宣導 法治教育中心 53 人  

51 12/17 
反毒、反賄選、治教育宣導 

暨預防愛滋宣導 

宣導人：曾暖芳 
預防愛滋宣導 身障中心 400 人  

52 12/29 

 

毒品犯暨法治教育行政說明會 

宣導人:林觀護人 函霓 

 

預防愛滋宣導 法治教育中心 39 人  

53 12/29 社會勞動案件教化課程方案 
宣導人:林觀護人 函霓 

預防愛滋宣導 法院少年團體教室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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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淑燕 
填列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 聯絡電話： 24651171*1812 
填列 101 年 1 月 10 日 傳真電話： 2465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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