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辦理檢察官社區治安會報活動成果 

宣導項目：反賄選及法律宣講 宣導地點：板橋分局沙崙派出所暨麗池花園

管理委員會 

宣導時間：103年 6 月 6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社區民眾、90人 

  
新北地檢署紀榮泰檢察官來到板橋區社區

內宣導反賄選及生活相關法律！ 
檢察官仔細地說明反賄選相關議題，全民反

賄選為將來。 

  
榮譽觀護人發送反賄文宣，提醒民眾切勿接

受候選人的賄選。 

社區治安會議中，派出所員警、里長也說明

反賄選的重要性。 

  

參與的民眾們，認真聽著檢察官的宣導，牢

牢記住反賄要點。 

現場互動時間，對於反賄、生活法律相關有

疑問的民眾，都可以提出喔。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辦理檢察官社區治安會報活動成果 

宣導項目：反賄選及法律宣講 宣導地點：樹林分局柑園派出所暨柑園里 

宣導時間：103年 6 月 11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社區民眾、80人 

  

新北地檢署張慶林檢察官來到樹林區柑

園里宣導反賄選及生活相關法律！ 
首先進行治安會議，提醒里民於日常生活

中應注意的治安防治守則。 

  
接著進行反賄選相關議題說明 今年年底有個七合一的選舉活動，幸福的

選舉就是不買票、不賣票、要檢舉。 

  
眾多民眾參與，共同了解反賄選。 不分族群，共同參與，貫徹全民動起來，

共同反賄。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辦理檢察官社區治安會報活動成果 

宣導項目：反賄選及法律宣講 宣導地點：土城分局頂埔派出所暨捷運天

廈社區 

宣導時間：103年 6 月 12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社區民眾、60人 

  
新北地檢署王家春檢察官來到土城區社

區內宣導反賄選及生活相關法律！ 
王檢察官仔細地說明反賄選相關議題，健

康城市、賄選止步。 

  
檢察官以生活實例說明常見賄選方式，如

以提供助選志工餐點名義，實提供選民飲

宴。 

參與的民眾們，認真聽著檢察官的宣導，

牢牢記住反賄要點。 

 
 

除了反賄外，發現賄選情事，應撥打檢舉

專線：0800-024-099。 

有獎徵答，答對反賄問答的民眾，可以獲

得新北地檢特別設計的反賄筆記書。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辦理檢察官社區治安會報活動成果 

宣導項目：反賄選及法律宣講 宣導地點：新北市板橋區華翠里活動中心 

宣導時間：103年 6 月 20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社區民眾、60人 

  
新北地檢署劉怡婷檢察官來到板橋區社

區內宣導反賄選及生活相關法律！ 
劉檢察官仔細地說明反賄選相關議題，反

賄選、斷黑金。 

  

參加的民眾認真地聽著檢察官的說明，了

解候選人常用的賄選方式。 

民眾拿著反賄文宣，共同來反賄，了解接

受賄選可能的後果。 

  

本日活動由榮譽觀護人協助辦理，圓滿順利。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辦理檢察官社區治安會報活動成果 

宣導項目：反賄選及法律宣講 宣導地點：三峽分局三峽派出所暨福利旺 

          社區 

宣導時間：103年 6 月 26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社區民眾、80人 

  

新北地檢署陳豐年檢察官來到三峽區宣

導反賄選及生活相關法律！ 
今年年底有個七合一的選舉活動，幸福的

選舉就是不買票、不賣票、要檢舉。 

  
三峽分局代表也分享候選人的賄選方

式，如招待旅遊、贈送公益彩券等。 

提醒民眾切勿上當，因為買票、賣票皆有

罪，察覺賄選應檢舉。 

  
眾多民眾參與，共同了解反賄選。 人民保姆們說明如何維護社區治安，讓民

眾的生活環境更安全！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辦理檢察官社區治安會報活動成果 
 

宣導項目：反賄選及法律宣講 宣導地點：中和第二分局國光派出所暨壽

德里 

宣導時間：103年 7 月 3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社區民眾、100人 

  
新北地檢署侯驊殷檢察官來到中和國光

派出所宣導反賄選及生活相關法律！ 
103年底七合一選舉到底是什麼？讓我們

聽聽檢察官仔細的說明！ 

  

中和壽德里夏里長也至活動現場向民眾

宣導不買票、不賣票，才有幸福的選舉！ 

民眾熱情參與，並且認真聽講！ 

 
 

人民保姆中和第二分局長說明如何維護

社區治安，讓民眾的生活環境更安全！ 

活動圓滿成功！侯檢察官、夏里長、榮譽

觀護人及與會貴賓和影留念！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辦理檢察官社區治安會報活動成果 

宣導項目：反賄選及法律宣講 宣導地點：蘆洲區仁德里活動中心 

宣導時間：103年 7 月 8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社區民眾、60人 

  

全民反賄，共創幸福！ 

幸福選舉就是不買票、不賣票！ 
新北地檢署楊凱真檢察官來到蘆洲區仁

德里宣導反賄選及生活相關法律！ 

  
楊凱真檢察官仔細的說明如何算是賄

選，請民眾應審慎注意。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如發現

賄選情事可撥打 0800-024-099 專線檢舉 

  
議長也出席，向選民宣導及說明反賄選的

重要性。 

民眾仔細聽著說明、榮譽觀護人協助讓活

動圓滿成功！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辦理檢察官社區治安會報活動成果 

宣導項目：反賄選及法律宣講 宣導地點：三重區光興閱覽室 

宣導時間：103年 7 月 9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社區民眾、100人 

  

新北地檢署李宗翰檢察官來到三重區光

興閱覽室宣導反賄選及生活相關法律！ 
結合三重分局大同派出所暨光輝里的社

區治安會議。 

  
派出所員警說明現今社會詐騙頻傳，且詐

騙手法不斷更新，民眾應如何注意。 

李宗翰檢察官詳細說明年底九合一的選

舉內容，提醒民眾反賄之重要。 

  
李宗翰檢察官準備了許多資料，一一向參

與的民眾們分享。 

民眾仔細聽著說明，活動圓滿成功！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辦理檢察官社區治安會報活動成果 

宣導項目：反賄選及法律宣講 宣導地點：新莊區漢興里里辦公處 

宣導時間：103年 7 月 15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社區民眾、80人 

  

新北地檢署張君如檢察官來到新莊區漢興

里宣導反賄選及生活相關法律！ 
因應年底九合一選舉即將到來，未防範賄

選，檢察官向民眾說明反賄事宜。 

  
播放法務部的反賄宣導影片，讓民眾了解各

式各樣的賄選花招。 

反賄有獎徵答，答對反賄問題的民眾可以獲

得地檢署提供的小禮物。 

  
接著進行治安會議，提醒里民於日常生活中

應注意的治安防治守則。 

派出所員警說明社區竊盜及民眾應如何防

竊的議題。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辦理檢察官社區治安會報活動成果 

宣導項目：反賄選及法律宣講 宣導地點：永和分局永和派出所暨前溪里 

宣導時間：103年 7 月 21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社區民眾、200人 

  
新北地檢署鄧煜祥檢察官來到永和民眾

活動中心宣導反賄選及生活相關法律！ 
全民反賄，共創幸福！ 

幸福選舉就是不買票、不賣票！ 

  
分局長、議長、議員也共同出席！ 

民眾參與踴躍，坐滿整個活動中心！ 

休息時間民眾仍然抓著鄧檢察官詢問反

賄選及法律相關問題！ 

  

隨堂小測驗，有獎徵答~ 

檢察官發問，答對民眾開心領取小禮物！ 

活動圓滿成功 

感謝榮譽觀護人及人民保母現場協助！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辦理檢察官社區治安會報活動成果 

宣導項目：反賄選及法律宣講 宣導地點：中和第二分局中原派出所暨福 

          善里 

宣導時間：103年 8 月 7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社區民眾、70人 

  

新北地檢署王俊棠檢察官來到中和區福

善里宣導反賄選及生活相關法律！ 
王檢察官仔細地說明反賄選相關議題。 

  
分享生活中常見的賄選招式，如提供具經

濟價值日常用品，像電鍋、熱水瓶等。 

里長也至活動現場向里民說明賄選的壞

處，應該要有乾淨的選舉。 

  
人民保姆們說明如何維護社區治安，讓民

眾的生活環境更安全！ 

意見交流時間，民眾詢問檢察官生活中遇

到的法律問題。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辦理檢察官社區治安會報活動成果 

宣導項目：反賄選及法律宣講 宣導地點：中和第一分局南勢派出所暨興 

          南里 

宣導時間：103年 8 月 11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社區民眾、60人 

  
新北地檢署謝志偉檢察官來到中和區興

南里宣導反賄選及生活相關法律！ 
謝檢察官仔細地說明反賄選相關議題，買

票最高關 10年，賣票最高關 3年。 

  

人民保姆們說明如何維護社區治安，讓民

眾的生活環境更安全！ 

民眾專心聽講，了解候選人的賄選方式，

以捍衛自己寶貴的一票。 

  
現場有獎徵答，反賄小問答，答對的民眾

獲得地檢署準備的反賄環保袋。 

榮譽觀護人王盈之、劉金吉、于永勝、王

蘭圃協助檢察官一起進行反賄宣導。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辦理檢察官社區治安會報活動成果 

宣導項目：反賄選及法律宣講 宣導地點：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公園活動中

心 

宣導時間：103年 8 月 12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社區民眾、60人 

  
新北地檢署黃明絹檢察官來到板橋區南

雅公園活動中心宣導反賄選！ 
檢察官仔細地說明反賄選相關議題，若拿

選票換鈔票，選民將是永遠輸家。 

  

檢察官舉例說明，候選人常利用招待旅遊

的方式來賄選，請民眾注意。 

本日為板橋分局後埔派出所舉辦的社區

治安會議，員警宣導日常生活應注意的治

安防範。 

  
 

參與的社區民眾仔細聆聽檢察官與員警

的相關宣導。 

本日活動由榮譽觀護人林義隆、潘文川協

助辦理，圓滿順利。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辦理檢察官社區治安會報活動成果 

宣導項目：反賄選及法律宣講 宣導地點：土城帝國員林社區中庭 

宣導時間：103年 8 月 14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社區民眾、60人 

  
新北地檢署張慶林檢察官來到土城區的

社區宣導反賄選！ 
檢察官仔細地說明反賄選相關議題，健康

城市、賄選止步。 

  

檢察官舉例說明，候選人常假借節慶名

義，舉辦活動發放獎品、獎金，請民眾注

意。 

社區民眾踴躍參與、仔細聆聽，為年底大

型選舉做準備。 

  
檢察官也說明日常常發生的法律議題，讓

民眾生活更安全。 

本日活動由榮譽觀護人林淑惠、陳純美協

助辦理，圓滿順利。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辦理檢察官社區治安會報活動成果 

宣導項目：反賄選及法律宣講 宣導地點：板橋區介壽里里辦公處 

宣導時間：103年 8 月 21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社區民眾、60人 

  
新北地檢署高智美檢察官來到板橋區鄰

里社區宣導反賄選！ 
檢察官仔細地說明反賄選相關議題，仁人

反賄選、不賣票。 

  

檢察官舉例說明，候選人常假借募款或連

誼活動，提供免費流水席，請民眾注意。 

候選人還可能收購國民身分證、提供或介

紹工作機會，選民要小心。 

  

社區治安會議中派出所警員也提醒民眾

如何注意防竊等議題。 

本日活動由榮譽觀護人潘文川協助辦

理，圓滿順利。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辦理檢察官社區治安會報活動成果 

宣導項目：反賄選及法律宣講 宣導地點：永和區秀朗活動中心 

宣導時間：103年 9 月 3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社區民眾、200人 

  

本日結合永和分局秀朗派出所暨秀林里的

社區治安會議。 
新北地檢署林卓儀檢察官來到秀朗活動中

心宣導反賄選及生活相關法律！ 

  
播放反賄選宣導影片，讓民眾更認識候選人

可能的賄選花招。 

參與的民眾眾多，坐滿整個活動中心，相當

熱鬧！ 

  
林卓儀檢察官仔細的說明反賄議題，候選人

可能會贈送公益彩券、發放餐旅費等等。 

反賄有獎徵答時間，答對反賄提問的民眾可

獲得本署特別準備的反賄小禮。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辦理檢察官社區治安會報活動成果 

宣導項目：反賄選及法律宣講 宣導地點：中和區建和里活動中心 

宣導時間：103年 10 月 2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社區民眾、200人 

  

本日結合中和第二分局錦和派出所暨建

和里的社區治安會議。 
新北地檢署潘韋廷檢察官來到秀朗活動

中心宣導反賄選及生活相關法律！ 

  
檢察官仔細地說明反賄選相關議題，讓民

眾對於候選人賄選行為更加認識。 

榮譽觀護人也一起到場協助，讓活動能進

行順利。 

  

參與的民眾眾多，坐滿整個活動中心，相

當熱鬧！ 

反賄有獎徵答時間，答對反賄提問的民眾

可獲得本署特別準備的反賄小禮。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辦理檢察官社區治安會報活動成果 

宣導項目：反賄選及法律宣講 宣導地點：三重光榮國民小學 2樓會議室 

宣導時間：103年 10 月 13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社區民眾、50人 

  

新北地檢署楊唯宏檢察官來到三重光榮

國民小學宣導反賄選及生活相關法律！ 
結合三重分局長泰派出所社區治安會議。 

  
播放反賄宣導影片，檢察官利用簡報詳細

對民眾說明反賄相關細節。 

楊唯宏檢察官詳細說明年底九合一的選

舉內容，提醒民眾反賄之重要。 

  
榮譽觀護人許清賢、林錫願、吳卓英、許

載一同到活動現場協助辦理。 

民眾仔細聽著說明，有獎徵答獲好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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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項目：反賄選及法律宣講 宣導地點：蘆洲區中華里活動中心 

宣導時間：103年 10 月 21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社區民眾、80人 

  

新北地檢署聶眾檢察官來到蘆洲中華里

活動中心宣導反賄選及生活相關法律！ 
結合蘆洲分局蘆洲派出所暨中華里社區

治安會議。 

  
首先播放反賄宣導影片，讓民眾對賄選與

反賄有所認識。 

聶眾檢察官詳細說明年底九合一的選舉

內容，提醒民眾反賄之重要。 

  
民眾仔細聽著說明，有獎徵答踴躍搶答。 榮譽觀護人許清賢、許載協助會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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