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年臺灣澎湖地方法院檢察署推廣檔案應用活動成果統計表

編號 日期 類別 活動名稱
單獨

辦理
結合單位 人數/件數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1 106.01.05
法律

宣導
「逆轉人生」影片賞析 是 無 60 本署

觀護人室辦理生命教育之「逆轉人生」影片賞析，舉辨

生命教育活動，目的在於幫助個體學習自我反省並培養

同理心，了解如何珍惜自己與尊重他人，進而健全人格

發展，改變思想與行為，間接達到預防犯罪，減少被害

之目的，並加強本署已開放申請檔案應用之宣導。

2 106.01.14
法律

宣導

「馨生市集」春節關懷

活動法治教育宣導活動
是 無 120

救國團青年活

動中心

觀護人室辦理「馨生市集」春節關懷活動法治教育宣導

活動，加強民眾反毒、反詐騙等法治教育關念，幫助參

與民眾了解相關法律常識，建立法治教育觀念，達到預

防犯罪，減少被害之目的，並加強本署已開放申請檔案

應用之宣導。

3 106.01.21
法律

宣導
「農漁會選舉，i幸福」 是 無 150

社區發展協會

辦理農漁會選舉反賄選有獎徵答活動，以進行反賄選宣

導，營造反賄氛圍，並加強本署已開放申請檔案應用之

宣導。

4 106.03.04
法律

宣導

106年澎湖縣植樹月植

樹活動
否 澎湖縣政府 1,000 澎湖休憩園區

由政風室辦理廉能反貪暨國土保育宣導活動，並加強本

署已開放申請檔案應用之宣導。

5 106.03.21
法律

宣導

106年榮譽觀護人法治

教育訓練課程暨第15屆

榮譽觀護人協進會會員

大會

否
榮譽觀護人

協會
50 本署

本署觀護人室辦理106年榮譽觀護人法治教育訓練課程

暨第15屆榮譽觀護人協進會會員大會，會中加強榮譽觀

護人等了解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並加強本署已

開放申請檔案應用之宣導。

6 106.03
法律

宣導

毒品危害防制及刑法相

關法律常識宣導
否 監所 480 監所

由本署顏見璜科長、余建德檢察事務官與政風主任吳文

生分別於3月2日、3月15日、3月16日、3月29日及3月30

日至監所進行毒品危害防制及刑法相關法律常識，並加

強本署已開放申請檔案應用之宣導，宣導5場次，宣導

人數480次。

7 106.04.13
法律

宣導
外機關參訪活動 是 無 30 本署

106年度國家政務研究班第10期回流研習班研究員至本

署參訪，並參觀本署6樓文物陳列室，宣導本署已開放

申請檔用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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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06.04.13
法律

宣導

生命教育之愛滋防疫宣

導
否

更保、犯

保、榮觀、

衛生所

40 本署

由本署觀護人室辦理「生命教育之愛之.愛滋防疫宣

導」活動，為協助受保護管束人、緩起訴處分人及社會

勞動人等，導正價值觀，特辦理生命教育相關課程，幫

助個案學習自我反省，了解正確知識，導正錯誤觀念，

並藉由多樣化生命教育活動，體會生命意義，了解如何

珍惜自己和他人，學會付出與珍惜擁有事物，進而幫助

復歸社會，以降低再犯，並加強本署已開放申請檔案應

用之宣導。

9 106.04.18
法律

宣導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 是 無 67 赤崁國小

由本署政風室吳文生主任進行宣導，宣導內容包括反賄

選、反兒少犯罪、反毒、反霸凌、廉政、兩公約、檔案

開放應用。

10 106.04.22
法律

宣導

「用愛包圍受虐兒 全民

手護428」2017家扶兒

保親子園遊會活動

否

財團法人台

灣兒童暨家

庭扶助基金

會澎湖分事

務所

1,000
澎湖縣政府前

廣場

由本署觀護人室結合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

會澎湖分事務所，在澎湖縣政府前廣場辦理『「用愛包

圍受虐兒 全民手護428」2017家扶兒保親子園遊會活

動』法治教育宣導活動，加強民眾反毒、反詐騙、愛滋

防疫等法治教育觀念建立；推動修復式司法；推廣司法

保護據點，落實便民服務，並加強本署已開放申請檔案

應用之宣導。

11 106.04.29
法律

宣導

106年運動i臺灣計畫

「全民健走運動嘉年

華」

否 白沙體育會 200 赤崁國小

由本署觀護人室結合澎湖縣白沙體育會，在赤崁村赤崁

國小辦理教育部體育署106年運動i臺灣計畫「全民健走

運動嘉年華」法治教育宣導活動，加強民眾反毒、反詐

騙、愛滋防疫等法治教育觀念建立；推動修復式司法；

推廣司法保護據點，落實便民服務，並加強本署已開放

申請檔案應用之宣導。

12 106.05.09
法律

宣導

廉能反貪暨國土保育主

張與理念
否 澎湖縣政府 1,000 觀音亭

本署政風室結合106年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活動上辦理

廉能反貪暨國土保育主張與理念，以灌輸民眾正確反貪

暨國土保育觀念，現場數千名民眾熱情參與，並加強本

署已開放申請檔案應用之宣導，宣導活動1場次，宣導

人數1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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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06.05.21
法律

宣導

澎湖科技大學辦理

「105學年度校慶運動

會暨園遊會」

否
澎湖科技大

學
200 澎湖科技大學

本署結合澎湖科技大學辦理之『105學年度校慶運動會

暨園遊會』活動，由本署由文書科陳真碧科長帶隊前往

設攤辦理法律宣導。設攤辦理反毒、廉政、反兒少犯

罪、兩公約、修復式司法及司法保護據點等業務之法治

宣導，並加強本署已開放申請檔案應用之宣導。現場數

百名學子及社區民眾熱情參與，法治向下紮根。

14 106.06.21
法律

宣導

毒品危害防制及刑法相

關法律常識宣導
否 監所 120 監所

由本署蔡坤隆檢察事務官與書記官長魏慧美分別於6月7

日及6月21日至監所進行毒品危害防制及刑法相關法律

常識宣導，並加強本署已開放申請檔案應用之宣導，二

場次宣導人數120人次。

15 106.06.24
關懷

活動

擁抱希望擁抱愛兒童少

年人權月
否

慈光慈善基

金會、

縣政府

150 縣政府前廣場

澎湖縣慈光慈善會配合縣府推動「擁抱希望擁抱愛兒童

少年人權月」並關懷老少，在縣府前廣場辦理「慈光之

心愛心」園遊會，本署贊助攤位，前往辦理反賄選、反

兒少犯罪、反毒、反霸凌、廉政、兩公約、檔案開放應

用各項法治教育宣導，並加強本署已開放申請檔案應用

之宣導。

16 106.07.20
法律

宣導

毒品危害防制及刑法相

關法律常識宣導
否 監所 120 監所

由本署顏見璜科長分別於7月6日及7月20日至監所進行

毒品危害防制及刑法相關法律常識宣導，並加強本署已

開放申請檔案應用之宣導，二場次宣導人數120人次。

17 106.07.29
法律

宣導

2017湖西童玩嘉年華囝

仔的春天暨愛物惜福做

環保宣導活動

否 湖西鄉公所 150 林投公園

本署結合湖西鄉公所在湖西鄉林投公園辦理2017湖西童

玩嘉年華囝仔的春天暨愛物惜福做環保宣導活動，由書

記處帶隊辦理各項法治教育宣導，並加強本署已開放申

請檔案應用之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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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06.08.08
法律

宣導

106年度易服社會勞動

人社會參與活動
是 無 30

本署6樓會議

室

為灌輸社勞人正確社會勞動制度及法治觀念，本署政風

室特結合觀護人室於8月8日在本署6樓辦理「106年度易

服社會勞動人社會參與活動」，以提升檢察機關社會勞

動業務之執行品質，避免執行不當或不法情事發生，並

加強本署已開放申請檔案應用之宣導。

19 106.08.09
法律

宣導

106年度團體輔導技藝

訓練「點心製作班」活

動

否 犯保 30
本署7樓簡報

室

由觀護人室辦理106年度團體輔導技藝訓練「點心製作

班」活動，協助經濟弱勢受保護人得餐飲類技能，同時

安排法治教育宣導，並加強本署已開放申請檔案應用之

宣導。

20 106.08.17
法律

宣導

106年度生命教育之彩

繪心靈活動
否

更保、犯

保、榮觀
40

本署7樓簡報

室

由觀護人室辦理106年度生命教育之彩繪心靈活動，協

助受保護管束人、緩起訴處分人及社會勞動人等，導正

價值觀，同時安排法治教育宣導，並加強本署已開放申

請檔案應用之宣導。

21 106.08.31
法律

宣導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 是 無 48 風櫃國小

由本署魏慧美官長辦理校園法治教育宣導，宣導內容包

括反賄選、反兒少犯罪、反毒、反霸凌、廉政、兩公

約、檔案開放應用。

22 106.08.31
法律

宣導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 是 無 20 竹灣國小

由本署魏慧美官長辦理校園法治教育宣導，宣導內容包

括反賄選、反兒少犯罪、反毒、反霸凌、廉政、兩公

約、檔案開放應用。

23 106.09.01
法律

宣導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 是 無 18 成功國小

由本署余建德檢察事務官辦理校園法治教育宣導，宣導

內容包括反賄選、反兒少犯罪、反毒、反霸凌、廉政、

兩公約、檔案開放應用。

24 106.09.01
法律

宣導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 是 無 27 講美國小

由本署余建德檢察事務官辦理校園法治教育宣導，宣導

內容包括反賄選、反兒少犯罪、反毒、反霸凌、廉政、

兩公約、檔案開放應用。

25 106.09.01
法律

宣導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 是 無 26 鎮海國中

由本署余建德檢察事務官辦理校園法治教育宣導，宣導

內容包括反賄選、反兒少犯罪、反毒、反霸凌、廉政、

兩公約、檔案開放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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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106.09.05
法律

宣導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 是 無 42 嵵裡國小

由本署政風室吳文生主任辦理校園法治教育宣導，宣導

內容包括反賄選、反兒少犯罪、反毒、反霸凌、廉政、

兩公約、檔案開放應用。

27 106.09.05
法律

宣導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 是 無 40 吉貝國小

由本署顏見璜書記官辦理校園法治教育宣導，宣導內容

包括反賄選、反兒少犯罪、反毒、反霸凌、廉政、兩公

約、檔案開放應用。

28 106.09.05
法律

宣導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 是 無 70 石泉國小

由本署蔡坤隆檢察事務官辦理校園法治教育宣導，宣導

內容包括反賄選、反兒少犯罪、反毒、反霸凌、廉政、

兩公約、檔案開放應用。

29 106.09.05
法律

宣導

圖利與便民專案法紀講

習講座
否 縣消防局 60

澎湖縣政府消

防局

本署鄭檢察長鑫宏受邀前往澎湖縣政府消防局擔任圖利

與便民專案法紀講習講座，宣導圖利與便民之差異，加

強法律觀念，提醒公務人員執法應注意事項，以避免不

慎觸法，並加強本署已開放申請檔案應用之宣導。

30 106.09.06
法律

宣導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 是 無 26 吉貝國中

由本署顏見璜書記官辦理校園法治教育宣導，宣導內容

包括反賄選、反兒少犯罪、反毒、反霸凌、廉政、兩公

約、檔案開放應用。

31 106.09.08
法律

宣導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 是 無 38 西溪國小

由本署政風室吳文生主任辦理校園法治教育宣導，宣導

內容包括反賄選、反兒少犯罪、反毒、反霸凌、廉政、

兩公約、檔案開放應用。

32 106.09.08
法律

宣導

圖利與便民專案法紀講

習講座
否 縣警局 80

澎湖縣政府警

察局

本署鄭檢察長鑫宏受邀前往澎湖縣政府警察局擔任圖利

與便民專案法紀講習講座，宣導圖利與便民之差異，加

強法律觀念，提醒公務人員執法應注意事項，以避免不

慎觸法，並加強本署已開放申請檔案應用之宣導。

33 106.09.12
法律

宣導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 是 無 50 文光國中

由本署蔡坤隆檢察事務官辦理校園法治教育宣導，宣導

內容包括反賄選、反兒少犯罪、反毒、反霸凌、廉政、

兩公約、檔案開放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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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106.09.15
法律

宣導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 是 無 25 鳥嶼國小

由本署余建德檢察事務官辦理校園法治教育宣導，宣導

內容包括反賄選、反兒少犯罪、反毒、反霸凌、廉政、

兩公約、檔案開放應用。

35 106.09.21
法律

宣導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 是 無 93 馬公國小

由本署魏慧美官長辦理校園法治教育宣導，宣導內容包

括反賄選、反兒少犯罪、反毒、反霸凌、廉政、兩公

約、檔案開放應用。

36 106.09.22
法律

宣導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 是 無 23 中屯國小

由本署政風室吳文生主任辦理校園法治教育宣導，宣導

內容包括反賄選、反兒少犯罪、反毒、反霸凌、廉政、

兩公約、檔案開放應用。

37 106.09.27
法律

宣導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 是 無 40 中興國小

由本署顏見璜書記官辦理校園法治教育宣導，宣導內容

包括反賄選、反兒少犯罪、反毒、反霸凌、廉政、兩公

約、檔案開放應用。

38 106.09.27
法律

宣導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 是 無 50 湖西國中

由本署李信龍檢察官辦理校園法治教育宣導，宣導內容

包括反賄選、反兒少犯罪、反毒、反霸凌、廉政、兩公

約、檔案開放應用。

39 106.09.27
法律

宣導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 是 無 44 西嶼國中

由本署劉仕國主任檢察官辦理校園法治教育宣導，宣導

內容包括反賄選、反兒少犯罪、反毒、反霸凌、廉政、

兩公約、檔案開放應用。

40 106.09.27
法律

宣導

新進公務人員專案法紀

教育講習講座
否 縣政府 100 澎湖縣政府

本署鄭檢察長鑫宏受邀前往澎湖縣政府擔任106年新進

公務人員專案法紀教育講習講座，並加強本署已開放申

請檔案應用之宣導。

41 106.09.27
法律

宣導

毒品危害防制及刑法相

關法律常識宣導
否 監所 240 監所

由本署魏慧美官長分別於9月13日及9月27日至監所進行

毒品危害防制及刑法相關法律常識宣導，並加強本署已

開放申請檔案應用之宣導，二場次宣導人數24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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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106.10.02
法律

宣導
中秋團圓彩柚趣 否 更保、榮觀 60

本署6樓會議

室

本署觀護人室為使受保護管束人及更生人感受生命教育

的意義，並感受中秋團圓之氣氛，特於中秋節前夕假本

署六樓會議室舉辦「中秋團圓彩柚趣」，辦理彩繪柚子

及播放公播版影片活動，同時辦理法治教育宣導，並加

強本署已開放申請檔案應用之宣導。

43 106.10.06
法律

宣導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 是 無 31 池東國小

由本署魏慧美官長辦理校園法治教育宣導，宣導內容包

括反賄選、反兒少犯罪、反毒、反霸凌、廉政、兩公

約、檔案開放應用。

44 106.10.07
法律

宣導

「教育部體育署106年

運動i臺灣計畫」
否 白沙體育會 150

講美社區漁民

活動中心

本署觀護人室為加強民眾反毒、反詐騙、反霸凌、反兒

少犯罪、反兒少性剝削、兩公約等法治教育觀念建立，

與澎湖縣白沙體育會結合於講美社區漁民活動中心辦理

「教育部體育署106年運動i臺灣計畫」之「舞蹈觀摩聯

歡會」活動、「社區體育聯誼活動運動嘉年華暨第九屆

公路(異程)接力賽」法治教育宣導活動，並加強本署已

開放申請檔案應用之宣導。

45 106.10.13
法律

宣導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 是 無 92 文澳國小

由本署劉仕國主任檢察官辦理校園法治教育宣導，宣導

內容包括反賄選、反兒少犯罪、反毒、反霸凌、廉政、

兩公約、檔案開放應用。

46 106.10.14
法律

宣導

「教育部體育署106年

運動i臺灣計畫」
否 白沙體育會 250 白沙國中

本署觀護人室為加強民眾反毒、反詐騙、反霸凌、反兒

少犯罪、反兒少性剝削、兩公約等法治教育觀念建立，

與澎湖縣白沙體育會結合於白沙國中辦理「教育部體育

署106年運動i臺灣計畫」之「舞蹈觀摩聯歡會」活動、

「社區體育聯誼活動運動嘉年華暨第九屆公路(異程)接

力賽」法治教育宣導活動，並加強本署已開放申請檔案

應用之宣導。

47 106.10.19
法律

宣導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 是 無 25 沙港國小

由本署劉仕國主任檢察官辦理校園法治教育宣導，宣導

內容包括反賄選、反兒少犯罪、反毒、反霸凌、廉政、

兩公約、檔案開放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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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106.10.25
法律

宣導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 是 無 54 七美國小

由本署蔡坤隆檢察事務官辦理校園法治教育宣導，宣導

內容包括反賄選、反兒少犯罪、反毒、反霸凌、廉政、

兩公約、檔案開放應用。

49 106.10.25
法律

宣導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 是 無 54 七美國中

由本署蔡坤隆檢察事務官辦理校園法治教育宣導，宣導

內容包括反賄選、反兒少犯罪、反毒、反霸凌、廉政、

兩公約、檔案開放應用。

50 106.10.26
法律

宣導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 是 無 40 雙湖國小

由本署蔡坤隆檢察事務官辦理校園法治教育宣導，宣導

內容包括反賄選、反兒少犯罪、反毒、反霸凌、廉政、

兩公約、檔案開放應用。

51 106.10.27
法律

宣導

全縣國小教師反霸凌宣

導講習
否 縣教育局 50 馬公國小

結合澎湖縣政府教育處在馬公國小舉辦之「全縣國小教

師反霸凌宣導講習」活動辦理緝毒、反毒宣導，由本署

劉主任檢察官仕國說明行政院「新世代反毒策略」等反

毒作為，以提升縣內國小教師對於緝毒、反毒之認知，

防堵毒品侵入校園，維護校園純淨，透過講習讓老師們

對毒品有深入了解，使大家認知毒品的危害，由支持拒

毒、反毒、進而撥打檢舉專線協助緝毒，共同打造無毒

菊島，並加強本署已開放申請檔案應用之宣導。

52 106.10.31
法律

宣導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 是 無 43 內垵國小

由本署陳建佑檢察官辦理校園法治教育宣導，宣導內容

包括反賄選、反兒少犯罪、反毒、反霸凌、廉政、兩公

約、檔案開放應用。

53 106.11.01
法律

宣導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 是 無 16 將軍國小

由本署陳建佑檢察官辦理校園法治教育宣導，宣導內容

包括反賄選、反兒少犯罪、反毒、反霸凌、廉政、兩公

約、檔案開放應用。

54 106.11.01
法律

宣導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 是 無 1,400 澎湖海事

由本署李信龍檢察官辦理校園法治教育宣導，宣導內容

包括反賄選、反兒少犯罪、反毒、反霸凌、廉政、兩公

約、檔案開放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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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106.11.08
法律

宣導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 是 無 48 外垵國小

由本署李信龍檢察官辦理校園法治教育宣導，宣導內容

包括反賄選、反兒少犯罪、反毒、反霸凌、廉政、兩公

約、檔案開放應用。

56 106.11.16
法律

宣導

澎湖縣政府政風室廉政

志工至署參訪
是 無 25 本署

澎湖縣政府政風室廉政志工25人至署參訪，由本署劉主

任檢察官仕國接待並法治教育宣導。廉政志工並參觀本

署6樓文物陳列室，宣導本署已開放申請檔用應用。

57 106.11.16
法律

宣導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 是 無 48 隘門國小

由本署陳建佑檢察官辦理校園法治教育宣導，宣導內容

包括反賄選、反兒少犯罪、反毒、反霸凌、廉政、兩公

約、檔案開放應用。

58 106.11.18
檔案

教育

『平湖法鼓〃菊島薪傳

─臺灣澎湖地方法院檢

察署署誌』新書發表會

是 無 70
本署6樓會議

室

在本署6樓會議室辦理『平湖法鼓〃菊島薪傳─臺灣澎

湖地方法院檢察署署誌』新書發表會，邀請邱部長太

三、顏檢察總長大和、陳縣長光復、劉陳議長昭玲、高

雄高分檢楊檢察長治宇等長官出席盛會，並參觀本署6

樓文物陳列室，宣導本署已開放申請檔用應用。

59 106.11.19
法律

宣導

2017菊島澎湖跨海馬拉

松
否 縣政府 1,500

西嶼西臺服務

中心

8.法務部邱部長太三為宣誓法務部所屬機關緝毒、反毒

的決心，並鼓勵大眾參與正當的休閒運動，以遠離毒品

的危害，特別在11月19日上午6時出席「2017菊島澎湖

跨海馬拉松」，不僅為選手們鳴槍起跑，也帶領澎湖地

檢署及澎湖監獄同仁一起反毒向前跑。本署檢察長鄭鑫

宏也率領同仁在現場設攤進行緝毒、反毒等各項法治教

育宣導，並加強本署已開放申請檔案應用之宣導。

60 106.11.21
法律

宣導

106年修復式司法教育

訓練
否

更保、犯

保、榮觀
80 本署

本署觀護人室辦理106年修復式司法教育訓練，特邀請

台中地檢署修復促進者陳怡成律師辦理教育訓練課程，

俾利修復式司法之進行與宣導其核心價值。特廣邀司

法、社政、軍政等單位，加入此次教育訓練課程的參加

對象，於本轄大力推廣修復式司法，並加強本署已開放

申請檔案應用之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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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106.11.24
法律

宣導
106年更保精進訓練 否 更保、榮觀 40 本署

本署觀護人室結合更生保護會舉辦106年更保精進訓練

，讓參加的榮觀志工能強化相關知識，並加強本署已開

放申請檔案應用之宣導。

62 106.11.25
法律

宣導
106年更保精進訓練 否 更保、榮觀 40 本署

本署觀護人室結合更生保護會舉辦106年更保精進訓練

，讓參加的榮觀志工能強化相關知識，並加強本署已開

放申請檔案應用之宣導。

63 106.11.26
法律

宣導

「寒冬暖暖幸福滿滿」

2017家扶歲末送暖親子

園遊會

否 家扶 1,000
澎湖縣政府廣

場

本署結合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澎湖分事

務所在澎湖縣政府廣場辦理「寒冬暖暖幸福滿滿」2017

家扶歲末送暖親子園遊會，並於現場設攤辦理法治教育

宣導活動，加強民眾反毒、反詐騙等法治教育觀念建立

建立民眾相關法治教育觀念與增進法律常識，間接達到

預防犯罪，減少被害之目的。並宣導修復式司法相關理

念，並加強本署已開放申請檔案應用之宣導。

64 106.12.06
法律

宣導

毒品危害防制及刑法相

關法律常識宣導
否 監所 120 監所

由本署蔡坤隆檢察事務官至監所進行毒品危害防制及刑

法相關法律常識宣導，並加強本署已開放申請檔案應用

之宣導。

65 106.12.13
法律

宣導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說明會
否 水產試驗所 30

澎湖海洋生物

研究中心

本署鄭檢察長鑫宏受邀前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

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擔任「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說明會講座，並加強本署已開放申請檔案應用之宣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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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106.12.26
法律

宣導
「緝毒業務座談會」 是

白沙分局、

望安分局
68

白沙分局、望

安分局

由本署檢察長率領主任檢察官、緝毒分區查察檢察官及

工作人員等分別於12月15日及12月26日前往白沙、望安

分局辦理「緝毒業務座談會」，與分局員警展開座談，

表達地檢署對緝毒任務之決心與支持，並與員警分享緝

毒經驗與最新實務見解，以落實新世代反毒策略。同時

號召村里長等人一同擔任社區「緝毒、反毒守門員」，

扮演吹哨者角色，協助毒品情資通報，一同將毒品趕出

社區，守護澎湖為「無毒菊島」。又結合辦理社區司法

改革民意座談會，與村里長等社區意見領袖座談，了

解、彙整民眾意見，做為本署政策擬定、提升為民服務

品質及司法改革方式之參考，並加強本署已開放申請檔

案應用之宣導。

67 106.12.29
法律

宣導
校園法治教育宣導 是 無 50 龍門國小

由本署李信龍檢察官辦理校園法治教育宣導，宣導內容

包括反賄選、反兒少犯罪、反毒、反霸凌、廉政、兩公

約、檔案開放應用。

共計 11,58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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