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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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滋病預防宣導」影片 本署中庭  

第二季 經常辦理 每日播放 5000 「愛滋病預防宣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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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場 

390 人 
323 人 
435 人 

愛滋病預防宣導 
本 署 觀 護
人室 

 

第二季 
4 月 
5 月 
6 月 

19 場 
22 場 
21 場 

376 人 
403 人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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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31 反毒及兩性平權 
法治教育宣導文宣品等 

紅布條 校園宣導學生 1 條  

  
鉛筆、反光尺、魔術方塊、文具

袋、便條紙文宣品等 
 學校參訪本署學生 各 10 個  

  
鉛筆、反光尺、魔術方塊、文具

袋、便條紙文宣品等  至學校宣導學生 各 20 個  

  鉛筆、反光尺、魔術方塊、文具
袋、便條紙文宣品等 

 一般民眾與學生 各 50 個  

第二季 4/1-6/30 
反毒及兩性平權 

法治教育宣導文宣品等 
紅布條 校園宣導學生 1 條  

  
鉛筆、反光尺、魔術方塊、文具

袋、便條紙文宣品等  學校參訪本署學生 各 10 個  

  鉛筆、反光尺、魔術方塊、文具
袋、便條紙文宣品等 

 至學校宣導學生 各 20 個  

  
鉛筆、反光尺、魔術方塊、文具

袋、便條紙文宣品等 
 一般民眾與學生 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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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30 受保護管束人法治教育宣導 預防愛滋宣導      觀護人室 376 人  

2 4/7 

海洋大學 A、B班 

反毒宣導暨預防愛滋宣講 

宣導人:季檢察事務官 漢心 

預防愛滋宣導 法治教育中心 103 人  

3 4/8 

基隆市成功國中 

反毒宣導暨預防愛滋宣講 

宣導人:潘觀護人 奕靜 

預防愛滋宣導 成功國中 600 人  

4 4/13 

反毒、預防愛滋暨 

反霸凌、兩性平等教育宣導 

馬鈴薯劇團反毒表演 

預防愛滋宣導 正濱國小 486 人  



5 4/14 

基隆市德和國小 

反毒宣導暨預防愛滋宣講 

宣導人:林觀護人 佳青 

預防愛滋宣導 法治教育中心 45 人  

6 4/15 

基隆市月眉國小 

反毒宣導暨預防愛滋宣講 

宣導人:林主任觀護人 宗材 

預防愛滋宣導 月眉國小 90 人  

7 4/15 

基隆市武崙國小 

反毒宣導暨預防愛滋宣講 

宣導人: 季檢察事務官 漢心 

預防愛滋宣導 法治教育中心 50 人  

8 4/18 

新北市北峰國小 

反毒宣導暨預防愛滋宣講 

宣導人:潘觀護人 奕靜 

預防愛滋宣導 北峰國小 1200 人  

9 4/19 

基隆市東信國小 

反毒宣導暨預防愛滋宣講 

宣導人: 潘觀護人 奕靜 

預防愛滋宣導 法治教育中心 50 人  

10 4/19 

反毒、預防愛滋暨 

反霸凌、兩性平等教育宣導 

馬鈴薯劇團反毒表演 

預防愛滋宣導 七堵國小 200 人  

11 4/20 

反毒、預防愛滋暨 

反霸凌、兩性平等教育宣導 

馬鈴薯劇團反毒表演 

預防愛滋宣導 瑪陵國小 60 人  

12 4/21 

反毒、預防愛滋暨 

反霸凌、兩性平等教育宣導 

馬鈴薯劇團反毒表演 

預防愛滋宣導 忠孝國小 100 人  

13 4/22 

基隆市中山國小 

反毒宣導暨預防愛滋宣講 

宣導人: 張檢察事務官 新芳 

預防愛滋宣導 法治教育中心 15 人  

14 4/27 

反毒、預防愛滋暨 

反霸凌、兩性平等教育宣導 

馬鈴薯劇團反毒表演 

預防愛滋宣導 五堵國小 750 人  

15 4/28 
毒品犯法治教育暨行政說明會 

宣導人:林觀護人 佳青 
預防愛滋宣導 法治教育中心 15 人  

16 5/1-5/31 受保護管束人法治教育宣導 預防愛滋宣導      觀護人室 403 人  

17 5/3 

反毒、預防愛滋暨 

反霸凌、兩性平等教育宣導 

馬鈴薯劇團反毒表演 

預防愛滋宣導 八斗國小 360 人  

18 5/4 

新北市九份國小 

反毒宣導暨預防愛滋宣講 

宣導人:林觀護人 佳青 

預防愛滋宣導 九份國小 80 人  



19 5/10 

新北市大鵬國小 

反毒宣導暨預防愛滋宣講 

宣導人:蔡觀護人 秉忻 

預防愛滋宣導 大鵬國小 130 人  

20 5/12 

基隆市中和國小 

反毒宣導暨預防愛滋宣講 

宣導人: 張檢察事務官 新芳 

預防愛滋宣導 法治教育中心 34 人  

21 5/13 

反毒、預防愛滋暨 

反霸凌、兩性平等教育宣導 

馬鈴薯劇團反毒表演 

預防愛滋宣導 八堵國小 51 人  

22 5/24 

基隆市安樂國中 

反毒宣導暨預防愛滋宣講 

宣導人: 季檢察事務官 漢心 

預防愛滋宣導 法治教育中心 26 人  

23 5/25 

基隆市中興國小 

反毒宣導暨預防愛滋宣講 

宣導人: 林觀護人 佳青 

預防愛滋宣導 法治教育中心 53 人  

24 5/26 
毒品犯法治教育暨行政說明會 

宣導人:蔡觀護人 秉忻 
預防愛滋宣導 法治教育中心 7 人  

25 5/29 

基隆市百福國中 

反毒宣導暨預防愛滋宣講 

宣導人: 季檢察事務官 漢心 

預防愛滋宣導 法治教育中心 30 人  

26 5/29 

基隆市東光國小 

反毒宣導暨預防愛滋宣講 

宣導人: 張檢察事務官 新芳 

預防愛滋宣導 法治教育中心 20 人  

27 6/1-6/30 受保護管束人法治教育宣導 預防愛滋宣導 觀護人室 364 人  

28 6/1 

基隆市南榮國小 

反毒宣導暨預防愛滋宣講 

宣導人:黃觀護人 嵊龍 

預防愛滋宣導 南榮國小 1200 人  

29 6/3 

基隆市基隆女中 

反毒宣導暨預防愛滋宣講 

宣導人: 林主任觀護人 宗材 

預防愛滋宣導 法治教育中心 69 人  

30 6/4 

基隆市政府政風處廉政小豆苗 

反毒宣導暨預防愛滋宣講 

宣導人: 季檢察事務官 漢心 

預防愛滋宣導 法治教育中心 50 人  

31 6/28 

基隆市仁愛國小 

反毒宣導暨預防愛滋宣講 

宣導人: 季檢察事務官 漢心 

預防愛滋宣導 法治教育中心 47 人  

32 6/30 
毒品犯法治教育暨行政說明會 

宣導人:蔡觀護人 秉忻 
預防愛滋宣導 法治教育中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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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兆妤 
填列 臺灣基隆地方法院檢察署 聯絡電話：24651171*1812 



填列 105 年 7 月 25 日 傳真電話：2465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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