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辦理 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反賄選宣導成果 

活動名稱 

(宣導型態) 
八河局放置布條、跑馬燈、網頁宣導反賄選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09月 01日 宣導地點 臺東第八河川局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100人 

文宣品種類 紅布條、跑馬燈、網頁宣傳等。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八河局放置布條、跑馬燈、網頁宣導反賄選。 

 
八河局放置布條、跑馬燈、網頁宣導反賄選。 

 



 
八河局放置布條、跑馬燈、網頁宣導反賄選。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辦理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反賄選宣導成果 

活動名稱 

(宣導型態) 
金峰鄉正興文健站反賄選宣導活動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09月 02日 宣導地點 臺東縣金峰鄉正興文健站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8人 

文宣品種類 紅布條、宣導品。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正興文健站辦理反賄宣導 

 
正興文健站辦理反賄宣導 



 

 
正興文健站辦理反賄宣導 

 
正興文健站辦理反賄宣導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辦理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反賄選宣導成果 

活動名稱 

(宣導型態) 
金峰鄉嘉蘭文健站反賄選宣導活動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09月 02日 宣導地點 臺東縣金峰鄉嘉蘭文健站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8人 

文宣品種類 紅布條、宣導品。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嘉蘭文健站辦理反賄宣導 

 
嘉蘭文健站辦理反賄宣導 



 

 
嘉蘭文健站辦理反賄宣導 

 
嘉蘭文健站辦理反賄宣導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辦理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反賄選宣導成果 

活動名稱 

(宣導型態) 
 臺東縣臺東市巴布麓文化健康站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09月 02日 宣導地點 臺東縣臺東市寶桑里活動中心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20人 

文宣品種類 紅布條、口罩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臺東縣臺東市巴布麓文化健康站辦理反賄選宣導 



 
臺東縣臺東市巴布麓文化健康站辦理反賄選宣導 

 

 
臺東縣臺東市巴布麓文化健康站辦理反賄選宣導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辦理 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反賄選宣導成果 

活動名稱 

(宣導型態) 
富山護魚區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09月 03日 宣導地點 富山漁業資源保育區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50人 

文宣品種類 紅布條、宣導品。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富山護魚區反賄選宣導。 

 

富山護魚區反賄選宣導。 



 

富山護魚區反賄選宣導。 

 

富山護魚區反賄選宣導。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辦理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反賄選宣導成果 

活動名稱 

(宣導型態) 
辦理長濱鄉臺東縣原住民族夏娃綠岸全人關懷協會-八桑安健站反賄宣

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09月 05日 宣導地點 八桑安活動中心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20人 

文宣品種類 紅布條、宣導品等。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辦理長濱鄉臺東縣原住民族夏娃綠岸全人關懷協會-八桑安健站反賄宣導 

 
辦理長濱鄉臺東縣原住民族夏娃綠岸全人關懷協會-八桑安健站反賄宣導 

 



 
辦理長濱鄉臺東縣原住民族夏娃綠岸全人關懷協會-八桑安健站反賄宣導 

 
辦理長濱鄉臺東縣原住民族夏娃綠岸全人關懷協會-八桑安健站反賄宣導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辦理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反賄選宣導成果 

活動名稱 

(宣導型態) 
辦理臺東縣長濱鄉竹湖村辦公室落成啟用典禮反賄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09月 06日 宣導地點 竹湖村辦公室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100人 

文宣品種類 紅布條、宣導品等。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辦理臺東縣長濱鄉竹湖村辦公室落成啟用典禮反賄宣導 

 
辦理臺東縣長濱鄉竹湖村辦公室落成啟用典禮反賄宣導 

 



 
辦理臺東縣長濱鄉竹湖村辦公室落成啟用典禮反賄宣導 

 
辦理臺東縣長濱鄉竹湖村辦公室落成啟用典禮反賄宣導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辦理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反賄選宣導成果 

活動名稱 

(宣導型態) 
辦理長濱鄉臺東縣原住民族夏娃綠岸全人關懷協會-長光健站反賄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09月 12日 宣導地點 長光教會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25人 

文宣品種類 紅布條、宣導品等。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辦理長濱鄉臺東縣原住民族夏娃綠岸全人關懷協會-長光健站反賄宣導 

 
辦理長濱鄉臺東縣原住民族夏娃綠岸全人關懷協會-長光健站反賄宣導 

 



 
辦理長濱鄉臺東縣原住民族夏娃綠岸全人關懷協會-長光健站反賄宣導 

 
辦理長濱鄉臺東縣原住民族夏娃綠岸全人關懷協會-長光健站反賄宣導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辦理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反賄選宣導成果 

活動名稱 

(宣導型態) 
 臺東縣 111年度第七屆縱谷盃桌球比賽反賄選宣導活動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09月 23日 宣導地點 臺東縣延平鄉桃源村活動中心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100人 

文宣品種類 紅布條、宣導品等。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111年度第七屆縱谷盃桌球比賽辦理反賄宣導 

 
111年度第七屆縱谷盃桌球比賽辦理反賄宣導 

 



 
111年度第七屆縱谷盃桌球比賽辦理反賄宣導 

 
111年度第七屆縱谷盃桌球比賽辦理反賄宣導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辦理 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反賄選宣導成果 

活動名稱 

(宣導型態) 
運動 i台灣舞蹈樂活比賽辦理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09月 25日 宣導地點 臺東鯉魚山下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50人 

文宣品種類 紅布條。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運動 i台灣舞蹈樂活比賽辦理反賄選宣導 

 

運動 i台灣舞蹈樂活比賽辦理反賄選宣導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辦理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反賄選宣導成果 

活動名稱 

(宣導型態) 
 台東市大型電子看板(公益託播)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09月 26日至

9月 30日 
宣導地點 台東市中正路與光明路口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5000人 

文宣品種類 大型電子看板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台東市大型電子看板(公益託播)反賄選宣導 

 
台東市大型電子看板(公益託播)反賄選宣導 

 



 
台東市大型電子看板(公益託播)反賄選宣導 

 
台東市大型電子看板(公益託播)反賄選宣導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辦理 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反賄選宣導成果 

活動名稱 

(宣導型態) 
太麻里火車站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09月 26日 宣導地點 臺東縣台麻里火車站 

宣導對象 社會勞動人 活動人次 10人 

文宣品種類 紅布條。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太麻里火車站反賄選宣導 

 

太麻里火車站反賄選宣導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辦理 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反賄選宣導成果 

活動名稱 

(宣導型態) 
華源海灣沙灘區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09月 30日 宣導地點 華源海灣沙灘區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60人 

文宣品種類 紅布條、宣導品。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華源海灣沙灘區反賄選宣導。 

 

華源海灣沙灘區反賄選宣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