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辦理反賄選宣導活動成果 

宣導項目：一首搖滾反賄選(反賄選宣導) 宣導地點：板橋 435藝文特區 

宣導時間：103年 8 月 31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青少年、成年人、銀髮

族、600人 

  
由新北地檢署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組成的

「青春萬歲歌舞團」，今日於一首搖滾反

賄選宣導活動開始進行一連串活力四射

的反賄宣導。 

「青春萬歲歌舞團」由一群熱情有活力的

榮譽觀護人組成，他們雖然年紀大，但體

力與熱情絲毫不輸給年輕人，他們用他們

的活力，提醒大家共同反賄選。 

  
今年最流行的韓國舞曲 Bar Bar Bar，「青

春萬歲歌舞團」釋放他們的熱情！ 

更自製精緻的反賄宣導道具，融入舞蹈

中，一同宣導反賄選。 

  
幸福的選舉就是不買票、不賣票、要檢

舉，「青春萬歲歌舞團」邀請民眾一同說

出反賄口號。 

本日演出成功，「青春萬歲歌舞團」雖年

過半百，但熱情百分百！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辦理反賄選宣導活動成果 

宣導項目：社區環保教育及社教成果展  
          (反賄選宣導) 

宣導地點：新北市三峽區中園國小（新北
市三峽區大同路 222巷 22弄 2號） 

宣導時間：103年 9 月 13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青少年、成年人、銀髮

族、500人 

  
「青春萬歲歌舞團」今來到三峽區中園國

小以歡樂、活力熱舞來進行反賄宣導。 

今年最流行的韓國舞曲 Bar Bar Bar，「青

春萬歲歌舞團」釋放他們的熱情！ 

  
這個舞步可是時下流行的「氣缸舞」喔！

要一直跳、跳、跳…… 

反賄宣導道具，融入舞蹈中，提醒民眾欣

賞舞蹈之餘，也要牢記反賄資訊。 
 

 
操場上滿滿都是參加活動的民眾，不管是

大朋友、小朋友都看得很開心，還有人一

起跟著手舞足蹈呢！ 

本日演出成功，「青春萬歲歌舞團」熱情

不減，體力可是不會輸給年輕人喔！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辦理反賄選宣導活動成果 

宣導項目：2014年教師節敬師活動 
宣導地點：新北市新莊區地藏庵大眾活動
中心 

宣導時間：103年 9 月 13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青少年、成年人、銀髮

族、50人 

  
「青春萬歲歌舞團」今日來到地藏庵活動

中心，共同慶祝教師節。 

「青春萬歲歌舞團」釋放他們的熱情，展

現反賄選的決心。 

  
人民要有幸福的選舉，就要不買票、不賣

票，並且檢舉賄選不法情事。 

「青春萬歲歌舞團」自製宣導道具，在舞

蹈中出現，添加豐富感。 

  
現場民眾感受到「青春萬歲歌舞團」滿滿

活力，樂在其中。 

本日演出成功，與地藏庵師父合影留念。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辦理反賄選宣導活動成果 

宣導項目：「反賄氣缸舞」快閃活動 宣導地點：板橋新月橋上 

宣導時間：103年 10 月 18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青少年、成年人、銀髮

族、150人 

  
「青春萬歲歌舞團」今日來到連結板橋、

新莊的新月橋上，大跳反賄氣缸舞宣導反

賄選。 

本署更精心策畫這場反賄氣缸舞快閃活

動，將舞蹈的快閃元素加入，讓反賄選的

觀念深植於民眾的心中。 

  
大夥兒喊完「i幸福—選舉不買票、不賣

票、要檢舉」的口號後就一哄而散，讓圍

觀民眾一陣錯愕。 

這短短三分鐘的反賄選快閃活動，也讓現

場民眾留下深刻印象。 

  
洪明宗觀護人接受媒體採訪，介紹「青春

萬歲歌舞團」及本次活動說明。 

只要是人潮聚集之處，都能看到「青春萬

歲歌舞團」青春活力的展現。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辦理反賄選宣導活動成果 

宣導項目：蘆洲文化祭活動(反賄宣導) 宣導地點：蘆洲區鷺江國民小學 

宣導時間：103年 10 月 18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青少年、成年人、銀髮

族、600人 

  
「青春萬歲歌舞團」今日來到蘆洲區鷺江

國民小學，大跳反賄氣缸舞宣導反賄選。 
結合蘆洲區公所蘆洲神降文化季活動，與

民眾零距離，散播反賄觀念。 

  
大家一起喊出「i幸福—選舉不買票、不

賣票、要檢舉」的口號，加深民眾對於反

賄選的印象。 

活動現場參與的民眾眾多，非常熱鬧，「青

春萬歲歌舞團」的表演讓民眾留下深刻印

象。 

  
現場的民眾不分老少，大家跟著「青春萬

歲歌舞團」手舞足蹈。 

「青春萬歲歌舞團」本日青春有活力的反

賄宣導，圓滿成功。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辦理反賄選宣導活動成果 

宣導項目：反賄氣缸舞快閃活動 宣導地點：全家超商(中和凌雲店) 

宣導時間：103年 10 月 27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青少年、成年人、銀髮

族、100人 

  

本日青春歌舞團來到全家便利商店中和

凌雲店進行反賄宣導。 
青春歌舞團成員們舉著大大宣導標語，相

當醒目，進出的民眾都相當注意。 

  

青春歌舞團也至超商各個角落向民眾宣

導反賄選的重要性。 
i幸福~不買票、不賣票、要檢舉 

  
邀請店員合影，協助一起宣導反賄觀念。 「青春萬歲歌舞團」本日熱鬧宣導成功！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辦理反賄選宣導活動成果 

宣導項目：五股松年大學講座反賄宣導 宣導地點：五股農會 

宣導時間：103年 10 月 31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銀髮族、200人 

  
「青春萬歲歌舞團」今日來到五股農

會，大跳反賄氣缸舞宣導反賄選。 
結合五股松年大學講座，與爺爺奶奶們零

距離，宣導反賄觀念。 

  
「i 幸福—選舉不買票、不賣票、要檢

舉」可愛的宣導大手於舞蹈間穿梭，凸

顯反賄內容。 

活動現場參與的爺爺奶奶眾多，非常熱

鬧，還有媒體來採訪「青春萬歲歌舞團」

活力有熱情的表演。 

  
現場的爺爺奶奶，大家跟著「青春萬歲

歌舞團」隨著音樂，手舞足蹈。 

「青春萬歲歌舞團」邀請爺爺奶奶們一起

比出反賄選的手勢，宣導圓滿成功。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辦理反賄選宣導活動成果 

宣導項目：反賄氣缸舞快閃活動 宣導地點：新北市板橋第一運動場 

宣導時間：103年 11 月 1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青少年、成年人、銀髮

族、5000 人 

  

本日結合金融園遊會，「青春萬歲歌舞團」

於新北市板橋第一運動場，宣導反賄選。 
洪觀護人仔細地於台上向參加園遊會的

民眾說明反賄相關議題。 

  

「青春萬歲歌舞團」也舉著大大的反賄標

語來吸引民眾注意。 

「青春萬歲歌舞團」與人民保姆警察伯伯

共同宣誓反賄決心。 

  
許多民眾也來到本署於園遊會中設置的

攤位填寫問卷，了解反賄選。 

「青春萬歲歌舞團」本日熱鬧宣導，圓滿

成功！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辦理反賄選宣導活動成果 

宣導項目：反賄氣缸舞快閃活動 宣導地點：致理技術學院 

宣導時間：103年 11 月 9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青少年、成年人、銀髮

族、500人 

  
結合致理技術學院 50周年校慶，「青春萬

歲歌舞團」於致理技術學院，反賄宣導。 
本署設置的攤位吸引許多大朋友及小朋

友前來了解。 

  
即使今日陰雨綿綿，也無法打斷民眾反賄

的決心。 
i幸福~不買票、不賣票、要檢舉 

  
填問卷，拿贈品！ 「青春萬歲歌舞團」本日熱鬧宣導成功！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辦理反賄選宣導活動成果 

宣導項目：反賄氣缸舞快閃活動 宣導地點：三峽祖師廟 

宣導時間：103年 11 月 21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青少年、成年人、銀髮

族、150人 

  
「青春萬歲歌舞團」今日來到三峽祖師

廟，大跳反賄氣缸舞宣導反賄選。 
與社區居民們零距離，面對面宣導反賄觀

念。 

  
三峽祖師廟的老街有許多知名店家，「青

春萬歲歌舞團」有舉著大大的標語來到各

個商家前進行反賄。 

附近的居民、來逛街的遊客都被「青春萬

歲歌舞團」熱力四射的宣導給吸引，紛紛

停下腳步，了解反賄選。 

  
謝觀護人也向店家仔細地說明反賄相關

議題，請商家協助發送反賄文宣。 

「青春萬歲歌舞團」本日熱鬧宣導，圓滿

成功！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辦理反賄選宣導活動成果 

宣導項目：反賄氣缸舞快閃活動 
            與菜籃族的相遇 

宣導地點：中和景新市場 

宣導時間：103年 11 月 24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青少年、成年人、銀髮

族、200人 

  

「青春萬歲歌舞團」來到熙來攘往的中和

景新市場，反賄宣導。 
「青春萬歲歌舞團」高舉大大的反賄宣導

標語，穿梭市場中。 

  

「青春萬歲歌舞團」對菜籃族進行反賄宣

導，提醒大家應注意的反賄細節。 

拿到反賄文宣的民眾仔細地看著文宣，也

認真地聽著榮觀的解說。 

  
顯眼的大手標語，菜籃族們都停下腳步來

了解反賄選。 

「青春萬歲歌舞團」本日熱鬧宣導成功！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辦理反賄選宣導活動成果 

宣導主題：反賄選宣導 宣導地點：全家超商(永和永貞店) 

宣導時間：103年 11 月 28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一般民眾、200人  

  
本日結合全家超商永和永貞店舉辦小小

店長體驗營活動，宣導反賄選。 
小小店長們學習如何處理超商的大小事

務外，也協助本署宣導反賄選。 

  
有了小小店長的協助，反賄宣導更有趣。 小小店長們的宣導，是不是相當可愛呢！ 

 

 
除了小小店長齊反賄外，觀護人與榮觀們

也賣力宣導，相當認真。 

青春歌舞團大手宣導標語、超可愛的幸福

太空人也到現場增添熱鬧氣氛。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辦理反賄選宣導活動成果 

宣導項目：反賄氣缸舞快閃活動 
            與菜籃族的相遇 

宣導地點：永和永安市場 

宣導時間：103年 11 月 28日 
宣導對象及人數：青少年、成年人、銀髮

族、250人 

  

「青春萬歲歌舞團」來到熙來攘往的永和

永安市場，反賄宣導。 
「青春萬歲歌舞團」高舉大大的反賄宣導

標語，還有幸福太空人，穿梭市場中。 
  

「青春萬歲歌舞團」對菜籃族進行反賄宣

導，提醒大家注意的反賄細節。 

「青春萬歲歌舞團」大聲吆喝，吸引民眾

目光。 

  
顯眼的大手標語，菜籃族們都停下腳步來

了解反賄選。 

「青春萬歲歌舞團」本日熱鬧宣導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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