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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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黃昏市場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1月 14日 宣導地點 台東黃昏市場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100人 

文宣品種類 宣導品。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台東黃昏市場反賄選宣導。 

 
台東黃昏市場反賄選宣導。 

 



 
台東黃昏市場反賄選宣導。 

 
台東黃昏市場反賄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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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上鄉公有零售市場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1月 17日 宣導地點 池上鄉公有零售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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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池上鄉公有零售市場反賄選宣導。 

 
池上鄉公有零售市場反賄選宣導。 

 



 
池上鄉公有零售市場反賄選宣導。 

 
池上鄉公有零售市場反賄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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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山鎮公有零售市場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1月 17日 宣導地點 關山鎮公有零售市場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100人 

文宣品種類 宣導品。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關山鎮公有零售市場反賄選宣導。 

 
關山鎮公有零售市場反賄選宣導。 

 



 
關山鎮公有零售市場反賄選宣導。 

 
關山鎮公有零售市場反賄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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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良車站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1月 19日 宣導地點 多良觀光車站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500人 

文宣品種類 宣導品。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多良車站反賄選宣導。 

 
多良車站反賄選宣導。 

 



 
多良車站反賄選宣導。 

 
多良車站反賄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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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維觀光夜市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1月 20日 宣導地點 四維觀光夜市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500人 

文宣品種類 宣導品。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四維觀光夜市反賄選宣導。 

 
四維觀光夜市反賄選宣導。 

 



 
四維觀光夜市反賄選宣導。 

 
四維觀光夜市反賄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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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公益園遊會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1月 20日 宣導地點 生日蛋糕公園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3000人 

文宣品種類 布條、宣導品。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創世公益園遊會反賄選宣導。 

 
創世公益園遊會反賄選宣導。 

 



 
創世公益園遊會反賄選宣導。 

 
創世公益園遊會反賄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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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朔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1月 21日 宣導地點 達仁教會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30人 

文宣品種類 宣導品。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安朔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安朔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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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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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1日 宣導地點 南田活動中心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20人 

文宣品種類 宣導品。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南田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南田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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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永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1月 21日 宣導地點 森永活動中心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20人 

文宣品種類 宣導品。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森永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森永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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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埔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1月 23日 宣導地點 大埔活動中心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20人 

文宣品種類 宣導品。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大埔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大埔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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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興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1月 23日 宣導地點 振興活動中心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20人 

文宣品種類 宣導品。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振興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振興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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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興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1月 23日 宣導地點 富興活動中心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10人 

文宣品種類 宣導品。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富興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富興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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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福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1月 23日 宣導地點 新福活動中心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25人 

文宣品種類 宣導品。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新福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新福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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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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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3日 宣導地點 電光活動中心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30人 

文宣品種類 宣導品。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電光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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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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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3日 宣導地點 慶豐活動中心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30人 

文宣品種類 宣導品。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慶豐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慶豐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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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武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1月 24日 宣導地點 大武活動中心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30人 

文宣品種類 宣導品。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大武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大武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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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鳥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1月 24日 宣導地點 大鳥活動中心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30人 

文宣品種類 宣導品。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大鳥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大鳥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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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津林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1月 24日 宣導地點 加津林活動中心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15人 

文宣品種類 宣導品。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加津林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加津林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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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庄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1月 24日 宣導地點 古庄活動中心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15人 

文宣品種類 宣導品。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古庄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古庄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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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坂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辦理宣導 

活動單位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宣導時間 111年 11月 24日 宣導地點 台坂活動中心 

宣導對象 一般民眾 活動人次 15人 

文宣品種類 宣導品。 

活動成果照片如下： 

 
台坂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台坂文健站反賄選宣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