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活動時間：109.9.4 

活動地點：澎湖縣白沙鄉講美國小  

宣導對象及人數：講美國小師生 37 人  

主辦單位：澎湖地檢署  

活動內容：  

一、  指派本署法治教育推廣中心講師蔡坤隆擔任講座。  

二、  宣導主題「1.交通安全宣導 2.藥物濫用防制宣導」，內容包括

反賄選、校園霸凌之法律責任、反毒、兒少性交易防制、兩公

約、本署檔案開放應用、反貪廉政觀念加以宣導，教育學子民

主法治素養一般犯罪預防，特別就學生校園中常見的「霸凌事

件」加以宣導，教育如何防止同學間霸凌包含「肢體霸凌」、

「關係霸凌」、「網路霸凌」、「言語霸凌」等行為防制措施

及預防方式、通報管道等加以宣導。  

三、  為活潑宣導成效，講座均以影片、圖說方式，提昇學習興趣，

再以有獎問答激發學生的參與感，收到宣導的效果，並獲得學

生、老師的高度肯定。  

成果評估：  

灌輸青少年學生法治觀念，全面落實校園法治教育宣導，防止青少

年犯罪及預防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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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109.9.4 

活動地點：澎湖縣白沙鄉鳥嶼國小  

宣導對象及人數：鳥嶼國小師生 19 人  

主辦單位：澎湖地檢署  

活動內容：  

一、  指派本署法治教育推廣中心講師陳建佑擔任講座。  

二、  宣導主題「1.網路霸凌可能要負的法律責任 2.校園的性別關係

與議題 3.網路個資安全與保護」，內容包括反賄選、校園霸凌

之法律責任、反毒、兒少性交易防制、兩公約、本署檔案開放

應用、反貪廉政觀念加以宣導，教育學子民主法治素養一般犯

罪預防，特別就學生校園中常見的「霸凌事件」加以宣導，教

育如何防止同學間霸凌包含「肢體霸凌」、「關係霸凌」、「

網路霸凌」、「言語霸凌」等行為防制措施及預防方式、通報

管道等加以宣導。  

三、  為活潑宣導成效，講座均以影片、圖說方式，提昇學習興趣，

再以有獎問答激發學生的參與感，收到宣導的效果，並獲得學

生、老師的高度肯定。  

成果評估：  

灌輸青少年學生法治觀念，全面落實校園法治教育宣導，防止青少

年犯罪及預防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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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109.9.7 

活動地點：澎湖縣馬公市嵵裡國小  

宣導對象及人數：嵵裡國小師生 33 人  

主辦單位：澎湖地檢署  

活動內容：  

一、  指派本署法治教育推廣中心講師黃政德擔任講座。  

二、  宣導主題「反霸凌相關主題」，內容包括反賄選、校園霸凌之

法律責任、反毒、兒少性交易防制、兩公約、本署檔案開放應

用、反貪廉政觀念加以宣導，教育學子民主法治素養一般犯罪

預防，特別就學生校園中常見的「霸凌事件」加以宣導，教育

如何防止同學間霸凌包含「肢體霸凌」、「關係霸凌」、「網

路霸凌」、「言語霸凌」等行為防制措施及預防方式、通報管

道等加以宣導。  

三、  為活潑宣導成效，講座均以影片、圖說方式，提昇學習興趣，

再以有獎問答激發學生的參與感，收到宣導的效果，並獲得學

生、老師的高度肯定。  

成果評估：  

灌輸青少年學生法治觀念，全面落實校園法治教育宣導，防止青少

年犯罪及預防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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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109.9.7 

活動地點：澎湖縣白沙鄉中屯國小  

宣導對象及人數：中屯國小師生 25 人  

主辦單位：澎湖地檢署  

活動內容：  

一、  指派本署法治教育推廣中心講師魏慧美擔任講座。  

二、  宣導主題「藥物濫用防制」，內容包括反賄選、校園霸凌之法

律責任、反毒、兒少性交易防制、兩公約、本署檔案開放應用

、反貪廉政觀念加以宣導，教育學子民主法治素養一般犯罪預

防，特別就學生校園中常見的「霸凌事件」加以宣導，教育如

何防止同學間霸凌包含「肢體霸凌」、「關係霸凌」、「網路

霸凌」、「言語霸凌」等行為防制措施及預防方式、通報管道

等加以宣導。  

三、  為活潑宣導成效，講座均以影片、圖說方式，提昇學習興趣，

再以有獎問答激發學生的參與感，收到宣導的效果，並獲得學

生、老師的高度肯定。  

成果評估：  

灌輸青少年學生法治觀念，全面落實校園法治教育宣導，防止青少

年犯罪及預防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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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109.9.8 

活動地點：澎湖縣白沙鄉吉貝國小  

宣導對象及人數：吉貝國小師生 27 人  

主辦單位：澎湖地檢署  

活動內容：  

一、  指派本署法治教育推廣中心講師黃政德擔任講座。  

二、  宣導主題「防治校園霸凌」，內容包括反賄選、校園霸凌之法

律責任、反毒、兒少性交易防制、兩公約、本署檔案開放應用

、反貪廉政觀念加以宣導，教育學子民主法治素養一般犯罪預

防，特別就學生校園中常見的「霸凌事件」加以宣導，教育如

何防止同學間霸凌包含「肢體霸凌」、「關係霸凌」、「網路

霸凌」、「言語霸凌」等行為防制措施及預防方式、通報管道

等加以宣導。  

三、  為活潑宣導成效，講座均以影片、圖說方式，提昇學習興趣，

再以有獎問答激發學生的參與感，收到宣導的效果，並獲得學

生、老師的高度肯定。  

成果評估：  

灌輸青少年學生法治觀念，全面落實校園法治教育宣導，防止青少

年犯罪及預防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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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109.9.9 

活動地點：澎湖縣湖西鄉成功國小  

宣導對象及人數：成功國小師生 23 人  

主辦單位：澎湖地檢署  

活動內容：  

一、  指派本署法治教育推廣中心講師魏慧美擔任講座。  

二、  宣導主題「1.有關性騷擾的法律常識宣導 2.校園霸凌和藥物防

制教育」，內容包括反賄選、校園霸凌之法律責任、反毒、兒

少性交易防制、兩公約、本署檔案開放應用、反貪廉政觀念加

以宣導，教育學子民主法治素養一般犯罪預防，特別就學生校

園中常見的「霸凌事件」加以宣導，教育如何防止同學間霸凌

包含「肢體霸凌」、「關係霸凌」、「網路霸凌」、「言語霸

凌」等行為防制措施及預防方式、通報管道等加以宣導。  

三、  為活潑宣導成效，講座均以影片、圖說方式，提昇學習興趣，

再以有獎問答激發學生的參與感，收到宣導的效果，並獲得學

生、老師的高度肯定。  

成果評估：  

灌輸青少年學生法治觀念，全面落實校園法治教育宣導，防止青少

年犯罪及預防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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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109.9.9 

活動地點：澎湖縣立澎南國中  

宣導對象及人數：澎南國中師生 33 人  

主辦單位：澎湖地檢署  

活動內容：  

一、  指派本署法治教育推廣中心講師蔡坤隆擔任講座。  

二、  宣導主題「人權法治教育」，內容包括反賄選、校園霸凌之法

律責任、反毒、兒少性交易防制、兩公約、本署檔案開放應用

、反貪廉政觀念加以宣導，教育學子民主法治素養一般犯罪預

防，特別就學生校園中常見的「霸凌事件」加以宣導，教育如

何防止同學間霸凌包含「肢體霸凌」、「關係霸凌」、「網路

霸凌」、「言語霸凌」等行為防制措施及預防方式、通報管道

等加以宣導。  

三、  為活潑宣導成效，講座均以影片、圖說方式，提昇學習興趣，

再以有獎問答激發學生的參與感，收到宣導的效果，並獲得學

生、老師的高度肯定。  

成果評估：  

灌輸青少年學生法治觀念，全面落實校園法治教育宣導，防止青少

年犯罪及預防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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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109.9.11 

活動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東衛國小  

宣導對象及人數：東衛國小師生 23 人  

主辦單位：澎湖地檢署  

活動內容：  

一、  指派本署法治教育推廣中心講師黃香廸擔任講座。  

二、  宣導主題「校園各式法律常識宣導」，內容包括反賄選、校園

霸凌之法律責任、反毒、兒少性交易防制、兩公約、本署檔案

開放應用、反貪廉政觀念加以宣導，教育學學子民主法治素養

一般犯罪預防，特別就學生校園中常見的「霸凌事件」加以宣

導，教育如何防止同學間霸凌包含「肢體霸凌」、「關係霸凌

」、「網路霸凌」、「言語霸凌」等行為防制措施及預防方式

、通報管道等加以宣導。  

三、  為活潑宣導成效，講座均以影片、圖說方式，提昇學習興趣，

再以有獎問答激發學生的參與感，收到宣導的效果，並獲得學

生、老師的高度肯定。  

成果評估：  

灌輸青少年學生法治觀念，全面落實校園法治教育宣導，防止青少

年犯罪及預防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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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109.9.16 

活動地點：澎湖縣馬公市中興國小  

宣導對象及人數：中興國小師生 26 人  

主辦單位：澎湖地檢署  

活動內容：  

一、  指派本署法治教育推廣中心講師吳佳玲擔任講座。  

二、  宣導主題「藥物濫用防制宣導、霸凌防制宣導」，內容包括反

賄選、校園霸凌之法律責任、反毒、兒少性交易防制、兩公約

、本署檔案開放應用、反貪廉政觀念加以宣導，教育學學子民

主法治素養一般犯罪預防，特別就學生校園中常見的「霸凌事

件」加以宣導，教育如何防止同學間霸凌包含「肢體霸凌」、

「關係霸凌」、「網路霸凌」、「言語霸凌」等行為防制措施

及預防方式、通報管道等加以宣導。  

三、  為活潑宣導成效，講座均以影片、圖說方式，提昇學習興趣，

再以有獎問答激發學生的參與感，收到宣導的效果，並獲得學

生、老師的高度肯定。  

成果評估：  

灌輸青少年學生法治觀念，全面落實校園法治教育宣導，防止青少

年犯罪及預防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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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109.9.18 

活動地點：澎湖縣立鎮海國中  

宣導對象及人數：鎮海國中師生 23 人  

主辦單位：澎湖地檢署  

活動內容：  

一、  指派本署法治教育推廣中心講師黃香廸擔任講座。  

二、  宣導主題「網路霸凌反詐騙」，內容包括反賄選、校園霸凌之

法律責任、反毒、兒少性交易防制、兩公約、本署檔案開放應

用、反貪廉政觀念加以宣導，教育學子民主法治素養一般犯罪

預防，特別就學生校園中常見的「霸凌事件」加以宣導，教育

如何防止同學間霸凌包含「肢體霸凌」、「關係霸凌」、「網

路霸凌」、「言語霸凌」等行為防制措施及預防方式、通報管

道等加以宣導。  

三、  為活潑宣導成效，講座均以影片、圖說方式，提昇學習興趣，

再以有獎問答激發學生的參與感，收到宣導的效果，並獲得學

生、老師的高度肯定。  

成果評估：  

灌輸青少年學生法治觀念，全面落實校園法治教育宣導，防止青少

年犯罪及預防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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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109.9.18 

活動地點：澎湖縣立鳥嶼國中  

宣導對象及人數：鳥嶼國中師生 15 人  

主辦單位：澎湖地檢署  

活動內容：  

一、  指派本署法治教育推廣中心講師蔡坤隆擔任講座。  

二、  宣導主題「網路犯罪或金融詐騙」，內容包括反賄選、校園霸

凌之法律責任、反毒、兒少性交易防制、兩公約、本署檔案開

放應用、反貪廉政觀念加以宣導，教育學子民主法治素養一般

犯罪預防，特別就學生校園中常見的「霸凌事件」加以宣導，

教育如何防止同學間霸凌包含「肢體霸凌」、「關係霸凌」、

「網路霸凌」、「言語霸凌」等行為防制措施及預防方式、通

報管道等加以宣導。  

三、  為活潑宣導成效，講座均以影片、圖說方式，提昇學習興趣，

再以有獎問答激發學生的參與感，收到宣導的效果，並獲得學

生、老師的高度肯定。  

成果評估：  

灌輸青少年學生法治觀念，全面落實校園法治教育宣導，防止青少

年犯罪及預防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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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109.9.22 

活動地點：澎湖縣馬公市石泉國小  

宣導對象及人數：石泉國小師生 47 人  

主辦單位：澎湖地檢署  

活動內容：  

一、  指派本署法治教育推廣中心講師吳佳玲擔任講座。  

二、  宣導主題「藍鯨遊戲侵台校園威脅青少年」，內容包括反賄選

、校園霸凌之法律責任、反毒、兒少性交易防制、兩公約、本

署檔案開放應用、反貪廉政觀念加以宣導，教育學學子民主法

治素養一般犯罪預防，特別就學生校園中常見的「霸凌事件」

加以宣導，教育如何防止同學間霸凌包含「肢體霸凌」、「關

係霸凌」、「網路霸凌」、「言語霸凌」等行為防制措施及預

防方式、通報管道等加以宣導。  

三、  為活潑宣導成效，講座均以影片、圖說方式，提昇學習興趣，

再以有獎問答激發學生的參與感，收到宣導的效果，並獲得學

生、老師的高度肯定。  

成果評估：  

灌輸青少年學生法治觀念，全面落實校園法治教育宣導，防止青少

年犯罪及預防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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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109.9.23 

活動地點：澎湖縣立將澳國中、澎湖縣望安鄉將軍國小  

宣導對象及人數：將澳國中、將軍國小師生 27 人  

主辦單位：澎湖地檢署  

活動內容：  

一、  指派本署法治教育推廣中心講師李嘉明檢察長擔任講座。  

二、  宣導主題「網路使用違法的兒少輔導管教的相關罰則、各式法

律常識」，內容包括反賄選、校園霸凌之法律責任、反毒、兒

少性交易防制、兩公約、本署檔案開放應用、反貪廉政觀念加

以宣導，教育學子民主法治素養一般犯罪預防，特別就學生校

園中常見的「霸凌事件」加以宣導，教育如何防止同學間霸凌

包含「肢體霸凌」、「關係霸凌」、「網路霸凌」、「言語霸

凌」等行為防制措施及預防方式、通報管道等加以宣導。  

三、  為活潑宣導成效，講座均以影片、圖說方式，提昇學習興趣，

再以有獎問答激發學生的參與感，收到宣導的效果，並獲得學

生、老師的高度肯定。  

成果評估：  

灌輸青少年學生法治觀念，全面落實校園法治教育宣導，防止青少

年犯罪及預防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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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109.9.30 

活動地點：澎湖縣立吉貝國中  

宣導對象及人數：吉貝國中師生 19 人  

主辦單位：澎湖地檢署  

活動內容：  

一、  指派本署法治教育推廣中心講師蔡坤隆擔任講座。  

二、  宣導主題「網路犯罪、性騷擾防治」，內容包括反賄選、校園

霸凌之法律責任、反毒、兒少性交易防制、兩公約、本署檔案

開放應用、反貪廉政觀念加以宣導，教育學子民主法治素養一

般犯罪預防，特別就學生校園中常見的「霸凌事件」加以宣導

，教育如何防止同學間霸凌包含「肢體霸凌」、「關係霸凌」

、「網路霸凌」、「言語霸凌」等行為防制措施及預防方式、

通報管道等加以宣導。  

三、  為活潑宣導成效，講座均以影片、圖說方式，提昇學習興趣，

再以有獎問答激發學生的參與感，收到宣導的效果，並獲得學

生、老師的高度肯定。  

成果評估：  

灌輸青少年學生法治觀念，全面落實校園法治教育宣導，防止青少

年犯罪及預防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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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109.10.16 

活動地點：澎湖縣馬公市馬公國小  

宣導對象及人數：馬公國小師生 87 人  

主辦單位：澎湖地檢署  

活動內容：  

一、  指派本署法治教育推廣中心講師陳建佑擔任講座。  

二、  宣導主題「網路霸凌、假訊息」，內容包括反賄選、校園霸凌

之法律責任、反毒、兒少性交易防制、兩公約、本署檔案開放

應用、反貪廉政觀念加以宣導，教育學學子民主法治素養一般

犯罪預防，特別就學生校園中常見的「霸凌事件」加以宣導，

教育如何防止同學間霸凌包含「肢體霸凌」、「關係霸凌」、

「網路霸凌」、「言語霸凌」等行為防制措施及預防方式、通

報管道等加以宣導。  

三、  為活潑宣導成效，講座均以影片、圖說方式，提昇學習興趣，

再以有獎問答激發學生的參與感，收到宣導的效果，並獲得學

生、老師的高度肯定。  

成果評估：  

灌輸青少年學生法治觀念，全面落實校園法治教育宣導，防止青少

年犯罪及預防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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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109.10.29 

活動地點：澎湖縣湖西鄉沙港國小  

宣導對象及人數：沙港國小師生 18 人  

主辦單位：澎湖地檢署  

活動內容：  

一、  指派本署法治教育推廣中心講師朱華君擔任講座。  

二、  宣導主題「網路使用相關的法治教育」，內容包括反賄選、校

園霸凌之法律責任、反毒、兒少性交易防制、兩公約、本署檔

案開放應用、反貪廉政觀念加以宣導，教育學學子民主法治素

養一般犯罪預防，特別就學生校園中常見的「霸凌事件」加以

宣導，教育如何防止同學間霸凌包含「肢體霸凌」、「關係霸

凌」、「網路霸凌」、「言語霸凌」等行為防制措施及預防方

式、通報管道等加以宣導。  

三、  為活潑宣導成效，講座均以影片、圖說方式，提昇學習興趣，

再以有獎問答激發學生的參與感，收到宣導的效果，並獲得學

生、老師的高度肯定。  

成果評估：  

灌輸青少年學生法治觀念，全面落實校園法治教育宣導，防止青少

年犯罪及預防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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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109.11.11 

活動地點：澎湖縣湖西鄉湖西國小  

宣導對象及人數：湖西國小師生 63 人  

主辦單位：澎湖地檢署  

活動內容：  

一、  指派本署法治教育推廣中心講師黃香廸擔任講座。  

二、  宣導主題「性騷擾及網路霸凌宣導」，內容包括反賄選、校園

霸凌之法律責任、反毒、兒少性交易防制、兩公約、本署檔案

開放應用、反貪廉政觀念加以宣導，教育學學子民主法治素養

一般犯罪預防，特別就學生校園中常見的「霸凌事件」加以宣

導，教育如何防止同學間霸凌包含「肢體霸凌」、「關係霸凌

」、「網路霸凌」、「言語霸凌」等行為防制措施及預防方式

、通報管道等加以宣導。  

三、  為活潑宣導成效，講座均以影片、圖說方式，提昇學習興趣，

再以有獎問答激發學生的參與感，收到宣導的效果，並獲得學

生、老師的高度肯定。  

成果評估：  

灌輸青少年學生法治觀念，全面落實校園法治教育宣導，防止青少

年犯罪及預防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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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109.11.18 

活動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文光國小  

宣導對象及人數：文光國小師生 39 人  

主辦單位：澎湖地檢署  

活動內容：  

一、  指派本署法治教育推廣中心講師黃香廸擔任講座。  

二、  宣導主題「偷竊、侵占相關法律責任」，內容包括反賄選、校

園霸凌之法律責任、反毒、兒少性交易防制、兩公約、本署檔

案開放應用、反貪廉政觀念加以宣導，教育學學子民主法治素

養一般犯罪預防，特別就學生校園中常見的「霸凌事件」加以

宣導，教育如何防止同學間霸凌包含「肢體霸凌」、「關係霸

凌」、「網路霸凌」、「言語霸凌」等行為防制措施及預防方

式、通報管道等加以宣導。  

三、  為活潑宣導成效，講座均以影片、圖說方式，提昇學習興趣，

再以有獎問答激發學生的參與感，收到宣導的效果，並獲得學

生、老師的高度肯定。  

成果評估：  

灌輸青少年學生法治觀念，全面落實校園法治教育宣導，防止青少

年犯罪及預防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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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109.12.9 

活動地點：澎湖縣立志清國中  

宣導對象及人數：志清國中師生 12 人  

主辦單位：澎湖地檢署  

活動內容：  

一、  指派本署法治教育推廣中心講師朱華君擔任講座。  

二、  宣導主題「校園法治教育、常見之校園霸凌、反毒、反詐騙…

」，內容包括反賄選、校園霸凌之法律責任、反毒、兒少性交

易防制、兩公約、本署檔案開放應用、反貪廉政觀念加以宣導

，教育學子民主法治素養一般犯罪預防，特別就學生校園中常

見的「霸凌事件」加以宣導，教育如何防止同學間霸凌包含「

肢體霸凌」、「關係霸凌」、「網路霸凌」、「言語霸凌」等

行為防制措施及預防方式、通報管道等加以宣導。  

三、  為活潑宣導成效，講座均以影片、圖說方式，提昇學習興趣，

再以有獎問答激發學生的參與感，收到宣導的效果，並獲得學

生、老師的高度肯定。  

成果評估：  

灌輸青少年學生法治觀念，全面落實校園法治教育宣導，防止青少

年犯罪及預防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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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109.12.16 

活動地點：澎湖縣立馬公國中  

宣導對象及人數：馬公國中師生 300 人  

主辦單位：澎湖地檢署  

活動內容：  

一、  指派本署法治教育推廣中心講師李嘉明檢察長擔任講座。  

二、  宣導主題「網路法治教育」，內容包括反賄選、校園霸凌之法

律責任、反毒、兒少性交易防制、兩公約、本署檔案開放應用

、反貪廉政觀念加以宣導，教育學子民主法治素養一般犯罪預

防，特別就學生校園中常見的「霸凌事件」加以宣導，教育如

何防止同學間霸凌包含「肢體霸凌」、「關係霸凌」、「網路

霸凌」、「言語霸凌」等行為防制措施及預防方式、通報管道

等加以宣導。  

三、  為活潑宣導成效，講座均以影片、圖說方式，提昇學習興趣，

再以有獎問答激發學生的參與感，收到宣導的效果，並獲得學

生、老師的高度肯定。  

成果評估：  

灌輸青少年學生法治觀念，全面落實校園法治教育宣導，防止青少

年犯罪及預防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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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109.12.30 

活動地點：國立澎湖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宣導對象及人數：澎湖海事師生 1000 人  

主辦單位：澎湖地檢署  

活動內容：  

一、  指派本署法治教育推廣中心講師吳佳玲擔任講座。  

二、  宣導主題「青少年網路犯罪宣導」，內容包括反賄選、校園霸

凌之法律責任、反毒、兒少性交易防制、兩公約、本署檔案開

放應用、反貪廉政觀念加以宣導，教育學子民主法治素養一般

犯罪預防，特別就學生校園中常見的「霸凌事件」加以宣導，

教育如何防止同學間霸凌包含「肢體霸凌」、「關係霸凌」、

「網路霸凌」、「言語霸凌」等行為防制措施及預防方式、通

報管道等加以宣導。  

三、  為活潑宣導成效，講座均以影片、圖說方式，提昇學習興趣，

再以有獎問答激發學生的參與感，收到宣導的效果，並獲得學

生、老師的高度肯定。  

成果評估：  

灌輸青少年學生法治觀念，全面落實校園法治教育宣導，防止青少

年犯罪及預防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