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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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布麓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0月 04日 宣導地點 台東市寶桑四維活動中心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30人 

文宣品種類 紅布條、宣導品等。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結合巴布麓文健站辦理反賄選宣導 

 

 

結合巴布麓文健站辦理反賄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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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臺東縣臺東市南王社區發展協會-南王文健站反賄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0月 04日 宣導地點 南王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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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臺東縣臺東市南王社區發展協會-南王文健站反賄宣導 

 
辦理臺東縣臺東市南王社區發展協會-南王文健站反賄宣導 

 



 
辦理臺東縣臺東市南王社區發展協會-南王文健站反賄宣導 

 
辦理臺東縣臺東市南王社區發展協會-南王文健站反賄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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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臺東縣長濱鄉膽曼社區發展協會-膽曼文健站反賄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0月 05日 宣導地點 膽曼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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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臺東縣長濱鄉膽曼社區發展協會-膽曼文健站反賄宣導 

 
辦理臺東縣長濱鄉膽曼社區發展協會-膽曼文健站反賄宣導 



 

 
辦理臺東縣長濱鄉膽曼社區發展協會-膽曼文健站反賄宣導 

 
辦理臺東縣長濱鄉膽曼社區發展協會-膽曼文健站反賄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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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鎮民豐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0月 06日 宣導地點 民豐教會(三民路 99號) 

宣導對象 部落長者及照服員 活動人次 35人 

文宣品種類 紅布條、宣導品、宣傳單、海報等。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部落長者由本署人員帶領練習反賄選健康操 

 
部落長者由本署人員帶領練習反賄選健康操 



 
本署人員解答長者提問 

 
牧師示範如何用手機錄影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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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鎮豐田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0月 06日 宣導地點 豐田活動中心(豐田路 92-1號) 

宣導對象 部落長者及照服員 活動人次 18人 

文宣品種類 紅布條、宣導品、宣傳單、海報等。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部落長者由本署人員帶領練習反賄選健康操 

 
防疫新生活，乾淨好選風，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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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檢檢察長帶隊前進綠島查察暨反賄宣導座談會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及臺東縣警察局 

宣導時間 111年 10月 06日 宣導地點 臺東縣綠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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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島鄉查察暨反賄宣導 

 
  綠島鄉查察暨反賄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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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臺東縣臺東市建和里社區發展協會-射馬干文健站反賄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0月 07日 宣導地點 建和里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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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臺東縣臺東市建和里社區發展協會-射馬干文健站反賄宣導 

 



辦理臺東縣臺東市建和里社區發展協會-射馬干文健站反賄宣導 

 

 
辦理臺東縣臺東市建和里社區發展協會-射馬干文健站反賄宣導 

 
辦理臺東縣臺東市建和里社區發展協會-射馬干文健站反賄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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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年國小校慶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0月 07日 宣導地點 臺東豐年國小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300人 

文宣品種類 紅布條、珍珠板、宣導品。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豐年國小校慶反賄選宣導 



 
豐年國小校慶反賄選宣導 

 

 
豐年國小校慶反賄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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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鎮芝田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0月 11日 宣導地點 芝田活動中心(芝田路 64號) 

宣導對象 部落長者及照服員 活動人次 20人 

文宣品種類 紅布條、宣導品、宣傳單、海報等。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本署人員向部落長者說明反賄選乾淨選風重要性 

 
部落長者由本署人員帶領練習反賄選健康操 



 
部落長者練習反賄選健康操同樂 

 
防疫新生活 乾淨好選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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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臺東縣長濱鄉光榮社區發展協會-僅那鹿角文健站反賄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0月 11日 宣導地點 僅那鹿角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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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臺東縣長濱鄉光榮社區發展協會-僅那鹿角文健站反賄宣導 

 
辦理臺東縣長濱鄉光榮社區發展協會-僅那鹿角文健站反賄宣導 



 

 
辦理臺東縣長濱鄉光榮社區發展協會-僅那鹿角文健站反賄宣導 

 
辦理臺東縣長濱鄉光榮社區發展協會-僅那鹿角文健站反賄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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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鎮都歷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0月 14日 宣導地點 都歷活動中心(都歷路 113號) 

宣導對象 部落長者及照服員 活動人次 22人 

文宣品種類 宣導品、宣傳單、海報等。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本署人員向部落長者說明反賄選乾淨選風重要性 

 
本署人員向部落長者說明反賄選乾淨選風重要性 



 
部落長者練習反賄選健康操同樂 

 
部落長者練習反賄選健康操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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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鎮麒麟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0月 14日 宣導地點 麒麟活動中心(麒麟路 26號) 

宣導對象 部落長者及照服員 活動人次 14人 

文宣品種類 宣導品、宣傳單、海報等。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本署人員向部落長者說明反賄選乾淨選風重要性 

 
本署人員向部落長者說明反賄選乾淨選風重要性 



 
部落長者練習反賄選健康操同樂 

 
部落長者練習反賄選健康操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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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臺東分台反賄選節目專訪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0月 14日 宣導地點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臺東分台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500人 

文宣品種類 珍珠板。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臺東分台反賄選節目專訪。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臺東分台反賄選節目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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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知本光祭開幕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0月 15日 宣導地點 臺東知本溫泉園區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2000人 

文宣品種類 紅布條、宣導品。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台東知本光祭開幕反賄選宣導。 

 
台東知本光祭開幕反賄選宣導。 

 



 
台東知本光祭開幕反賄選宣導。 

 
台東知本光祭開幕反賄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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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東縣東河鄉興昌村聖母宮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0月 17日 宣導地點 臺東縣東河鄉興昌村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350人 

文宣品種類 紅布條、口罩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臺東縣東河鄉興昌村聖母宮辦理反賄選宣導 



 
臺東縣東河鄉興昌村聖母宮辦理反賄選宣導 

 

臺東縣東河鄉興昌村聖母宮辦理反賄選宣導 



 
臺東縣東河鄉興昌村聖母宮辦理反賄選宣導 

 
臺東縣東河鄉興昌村聖母宮辦理反賄選宣導 



 
臺東縣東河鄉興昌村聖母宮辦理反賄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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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電台專訪暢談反賄選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0月 18日 宣導地點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台東分台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500人 

文宣品種類 珍珠板。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教育電台專訪暢談反賄選。 

 
教育電台專訪暢談反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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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光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0月 19日 宣導地點 長光文健站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30人 

文宣品種類 紅布條、宣導品。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長光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長光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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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石鼻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0月 19日 宣導地點 烏石鼻文健站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30人 

文宣品種類 紅布條、宣導品。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烏石鼻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烏石鼻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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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齡友善幸福慢活銀髮派對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0月 23日 宣導地點 台東市生日蛋糕公園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500人 

文宣品種類 紅布條、宣導品。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高齡友善幸福慢活銀髮派對。 

 

高齡友善幸福慢活銀髮派對。 

 



 

高齡友善幸福慢活銀髮派對。 

 

高齡友善幸福慢活銀髮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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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鎮和平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0月 26日 宣導地點 和平教會(和平路 47號) 

宣導對象 部落長者及照服員 活動人次 23人 

文宣品種類 宣導品、宣傳單、海報、布條等。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本署人員向部落長者說明反賄選乾淨選風重要性 

 
本署人員向部落長者說明反賄選乾淨選風重要性 



 
部落長者練習反賄選健康操同樂 

 
部落長者練習反賄選健康操同樂 

 
防疫新生活 乾淨好選風 部落長者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