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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接力 資源結合
務實思維，打造全新反賄策略！

保護司 19 日下午與媒體記者茶敘，展

時，不忘乾淨選舉；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現各檢察機關陸續辦理反賄選之具體成

結合麥當勞餐點兌換券，鼓勵民眾參與機

果。蔡部長非常重視全民反賄選之宣導，

關臉書反賄選宣導；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

親自出席並指出反賄選宣導應掌握「走入

結合特色商家與觀光工廠，如白蘭氏健康

人群、深入社區、前進部落」三大原則。

博物館及臺灣玻璃館成立反賄據點；臺灣

蔡部長說，秉持務實信念，本部及所屬

臺南地方檢察署於農曆七月結合臺南市美

各機關不再舉辦大規模動員或嘉年華式之

術館僵屍特展宣導反賄選，檢察官配合展

活動，而係以公私接力、資源共享之創新

覽主題，組成抓鬼特攻隊，打擊賄選鬼、

整合模式，有效強化反賄選宣導之影響力

買票鬼，讓參展民眾樂在其中；另羽球名

及散播力。另也輔以動態反賄選文宣之作

將戴姿穎無償代言臺灣高雄、橋頭地方檢

為，除拍攝反賄選影片展現檢察機關查賄

察署反賄選宣導，增添運動偶像參與公益

決心及鼓勵民眾檢舉賄選外，並透過公益

話題。臺灣臺中、新竹、苗栗及屏東等地

託播、網路、便利商店電視牆、戶外 LED

方檢察署更是不畏路途遙遠，深入偏鄉，

及平面媒體等強力播放反賄選宣導影片，

前進部落進行反賄選宣導，讓反賄選的陽

並由獲得金鐘獎之主持人蔡尚樺小姐擔綱

光灑遍家園每一個角落。

反賄選大使，號召網友進行反賄選問答活

最後，蔡部長也呼籲社會各界齊心反賄，

動，亦透過發送反賄選宣導口罩等實用之

勇於檢舉賄選，檢舉獎金最高新臺幣 1 千

文宣品，讓反賄選的文宣穿梭在車陣與人

萬元，比中樂透容易，請大家告訴大家。

群之中，無形之中讓全民反賄選意識潛移
默化，深植心中。
截至 10 月 18 日止，各檢察機關結合
地方資源與網絡，並借重民間的力量，總
計結合 6,383 個公私立單位，辦理
1,125 場別出心裁的創新宣導，並前進原
住民部落進行 194 場宣講。例如臺灣宜蘭
地方檢察署結合悟饕池上飯包，在便當餐
盒印製反賄選文宣，讓民眾於享受美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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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擔任職棒富邦悍將和中信兄弟賽事開球嘉賓反賄
部長 12 日出席新北檢和中華職棒大聯盟合作，於富邦悍將和中信兄弟的精采
棒球賽擔任開球嘉賓，並號召球迷們在為球員熱血應援之餘，也用同樣的熱忱
支持反賄選活動，一同加入檢警調廉「司法悍將反賄選，全民相挺淨選風」的
行列，踴躍提供賄選情資，讓檢警調單位強力查緝，使本次選舉能在公平公正
及乾淨的選舉風氣下，選出賢能的人選。
賽前藉由主持人與蔡部長以輕鬆、活潑的一問一答方式，讓球迷們瞭解到執
法機關會嚴加查察賄選，除了拒絕賄選之外，還要踴躍檢舉，最高可以獲得 1000 萬元的獎金，檢舉及領
取獎金的過程也會完全保密，檢舉人的身分不會曝光。而檢舉的方式非常的簡單，可以打免費電話 0800024-099，也可以用 LINE 的方式或用 QR CODE 掃描的方式。

部長出席「全民來相挺、聯手反賄選」記者會
部長 13 日出席新北檢於全聯福利中心板橋國慶店舉辦「全民來相挺、聯手反賄選」記者會，全聯福利
中心蔡篤昌總經理、最高檢察署邢泰釗檢察總長、臺高檢署張斗輝檢察長、法務部保護司林督導參事等共
襄盛舉。
蔡部長感謝全聯福利中心公益相挺，讓反賄選影片能在全聯新北市 128 家門市同步播放，並表示，買票
賣票都是違法的行為，執法機關一定會嚴加查緝，但預防勝於事後偵辦，我們最主要
的目的是透過各種管道全民一起來反賄選，守護臺灣的民主自由，珍惜現在擁有的一

切，讓這次九合一的選舉能夠在公平、公正的環境中順利進行。

部長邀請大家「查賄 e 起來」
北檢 21 日下午辦理「查賄 e 起來」、「反賄 Line 啟航」反賄選宣導記者會，蔡部長、邢檢察總長及
保護司林督導參事、陳副司長及北市府政風處蘇副處長志峯等人蒞臨，共同啟動「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九
合一選舉」反賄選專區網站、臺北地檢署選舉查察中心 LINE ＠官方帳號，並將透過臺北市政府 Line 群
組、市政訂閱等管道推播 。

蔡部長除對臺北地檢署的反賄選宣導成果予以肯定外，並重申成功的查察賄選，就是最好的反賄選宣
導，而臺北地檢署此次更能運用科技宣導、深入基層，全面結合市政、社會資源，並設置 Line ＠帳號即
時掌握情資，更是進一步的創舉，呼籲大家多多使用手機之便利性，勇於檢舉
賄選。而邢檢察總長致詞時也表示：情資是查賄之母，而情資來自民眾，若能
讓民眾基於熱情感動，且有
便捷、安全的檢舉管道，又
有檢舉獎金，就會有情資來
源，而臺北地檢署今日提供

Line ＠加好友的方式，就
是很好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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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愛築夢

領航馨生

揚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有功人士及團體大會」，由蔡政務
次長碧仲代表本部頒發獎座予今年評選獲獎之 18 名得獎人。
蔡政務次長致詞時表示，犯罪被害人保護是相當有意 義的工作，涵蓋及時救援、安全保
護、個案服務、訴訟協
於熱心公益人士及團體的付出，除了感謝還是感

謝，本部
表揚大會以來，今年已來到第 22 屆、累計表揚超過 282

內政部移民署推薦之吳佩姍女士；教育部推薦之吳宗原教師及本部所屬臺灣高等檢察署之
臺中地方檢察署周佩瑩檢察官、新竹地方檢察署吳俊賢檢察事務官、新北地方檢察署曾裕誠檢
察事務官。
此次表揚大會，也邀請犯保協會基隆分會「馨鼓樂團」表演，他們是由馨生人及志工組
成，透過音樂的力量，療癒受傷的心靈與傳遞正向的能量，並藉由現場表演，讓與會來賓看見

犯保協會與各界人士如何讓曙光照亮幽暗隧道，見證臺灣社會的光明與溫暖，實現「馨愛築
夢，領航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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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2022
保護司重要紀事
10/4
林督導參事主持受保護管束人再
犯風險評估智慧輔助系統(2/3)開
發建置委外服務案採購評選會議
10/6
陳副司長慰問澎湖受保護管束
人、馨生人，並拜會更保、犯
保及榮觀協進會
10/13
保護司陪同部長出席「全民
來相挺 聯手反賄選」宣導活動

10/5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反
賄選宣導影片首映會
10/12
保護司陪同部長出席「司法悍
將反 賄選 全民相挺淨選風」
反賄宣導活動
10/14
陳政務次長召開「保安處分
執行法第二十七次研修會議」
林常務次長主持「施用毒品者
再犯防止推進計畫」之執行成
效報告與分工事項

10/19
林督導參事率隊出席行政院
「研商預防少年兒童犯罪方案
修正調整政策會議」
辦理公私接力 資源結合 務實
思維打造全新反會策略記者茶
敘

10/21
林督導參事出席本年度辦理之
「修復促進者初階培訓課程」
林參事督導主持「111年反毒
宣導採購案評選會議」

10/24
林常務次長主持毒品防制基
金管理會第20次會議

10/27
林督導參事出席「111年度家庭
暴力暨性侵害付保護管束案件
精進訓練」
陳副司長出席臺灣高等檢察署
舉辦之「加強犯罪被害人保護
聯繫會議」 11/1

10/28
蔡政務次長、林常務次長與
林督導參事、陳副司長出席
「111年度表揚推展犯罪被害
人保護有功人士大會」
陳政務次長召開「保安處分
執行法第二十八次研修會議

保護司林督導參事、陳副司1
長陪同部長應邀出席「時光
旅程-逍遙鯤魚．無限太極」
2022更生美展活動
製表:陳思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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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工作如同一棵小樹，需要灌溉才能成長茁壯，灌溉的養分來自服務對象的回饋或是長期支持保護工作的榮觀、更保或是

recommend

犯保熱心公益人士，還有工作人員的反思，這些都能為保護工作帶來正能量！

面惡心善的犯保天使－謝文榮
犯保屏東分會陳姿君秘書

犯保屏東分會志工－謝文榮大哥，緩緩走上「法務部111年表揚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有功人士」
舞台，面容黝黑、說話臺語腔較重的他，笑容靦腆地從次長手中接過獎項，凶狠的面容搭著可愛的
微笑，不協調卻又很符合其純真樸實的性格，瞬間讓人感染了愉悅的心情！
回想文榮大哥加入志工這15年的歷程，雖因外觀很常讓人誤會為壞人，但他總是帶著溫暖的微
笑、慈悲為懷的柔軟來服務超過100位馨生人、志工專業知能研習幾乎全勤並且永遠坐在前面聆聽
那用心且專注的眼神，看見了服務的熱忱！
為了犯保屏東分會，為了馨生人，文榮大哥義無反顧擔任志工大隊幹部，在每個場合、每個活
動，為犯保宣傳、為馨生人發聲對於新進同仁亦不厭其煩地仔細說明、用心分享，陪伴同仁了解犯
保業務不只如此，文榮大哥也號召他的太太、姊姊及好友一同投入犯保志工行列身為公司老闆的他
從不擺架子，以身為犯保志工為驕傲。在服務過程中，常常看到文榮大哥全家一起服務的身影109
年屏東分會承辦全國表揚大會，他更是起了一大早駕駛自家貨車，不顧腰傷，行駛23公里路程到辦
公室載貨其熱忱、以犯保為家的精神，讓身為犯保一份子的我們，同感敬佩。
文榮大哥在服務上更是不遺餘力、全力以赴，一位家屬因為年邁母親車禍過世，痛不欲生，每天
喝酒到爛醉，情緒不佳，時常打電話給文榮大哥，甚至凌晨2-3點致電來發洩情緒，而文榮大哥總
是耐著性子仔細聆聽及安撫，聽著他道地又溫柔的口吻，再再觸發內心的感動！文榮大哥有多年的
調解經驗，為了馨生人生活考量，他常常細膩的說明法律權益，也陪同調解。曾有一位父親打給
他，電話中情緒崩潰，泣訴司法的不公，更對於屢次調解不順利感到心碎，覺得兒子的價值好微
薄，他當下立即趕到案家安撫，在了解其需求後，同理其想法，秉持著和解也需要修復彼此關係的
前提下，致電對造說明家屬的立場及悲傷，同時安撫父親的悲痛並漸漸地令其了解兒子的價值與金
錢無關，以及調解的目的也是讓對方有悔過的機會等。多次討論下來，案父漸漸鬆動其堅持，對造
也願意退讓一步，最終雙方和解，案父當場原諒對方，也讓案件有了一個圓滿的結果，稍稍撫慰家
屬的心。案父為了表達對志工的感謝，在事件告一段落後，以逝去兒子的名字捐款給分會，讓兒子
的愛可以遺留在人間，善心永遠流傳。

另有一位媽媽開庭後親自到分會表達感謝，他說：一開始見
到文榮大哥時覺得他很兇，熟識後才知道原來是天使，感謝他
讓我們家能夠重生．．．
就是這樣一位面惡心善的天使
滿懷慈悲、熱心助人，想要撫平馨生人的傷痛
也是因著這樣的柔軟與熱忱，才能感動家人一同加入犯保
文榮大哥說：得此獎並非是個人榮耀，而是屏東分會全體志
工共享，這一切都是因為屏東分會團隊的用心、投入，才能得
此殊榮！

能夠擁有這樣的夥伴，是屏
東分會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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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勇敢邁向服務行列之馨生志工夏應瓊
犯保士林分會 林淑芬代理主任

夏女士先生發生車禍過世，在殯儀館相驗過程中，地檢署書記官遞了一份犯保士林分會
的簡介，不久後犯保士林分會志工與其聯繫，並約定時間訪視，夏女士從此展開了一段馨奇
之旅。在處理先生的車禍事件過程中，犯保志工與其保持聯絡，從旁協助處理案件，如訴訟
或調解等，而分會也指派心理師進行心理輔導，分會辦理各式關懷活動時，皆會邀請夏女士
一同參加；在參與關懷活動時，分會志工主動關心及陪伴。幾次之後，保護志工主動詢問夏
女士是否有意願擔任犯保志工，夏女士在先生的案件處理結束後，評估自己的身心狀況已經
整頓的差不多，可以投入一起服務家屬，便參加分會安排的教育訓練課程，成為儲備志工。
於是，101 年夏女士開啟往馨生志工的大門，至今，在犯保士林分會服務 2,118 小時，期
間犯保士林分會轄區內幾件的重大案件如：八仙塵爆案、仰德大道車禍案等皆可看到夏志工
陪伴家屬的身影，夏女士除了服務被害家屬之外，因所學是會計，在辦公室值班亦會協助工
作人員到附近銀行處理簡單的庶務。

夏女士接獲第一件訪視案件時，內心充滿忐忑不安，擔心說的話不得體，讓家屬受傷，
因此第一次特別請資深志工從旁幫忙，第二次之後就自行前往案家訪視，後續在訪視案件過
程中，夏志工會視情況與家屬分享自己的經歷，藉此拉近與家屬的距離，讓家屬可以感受到
不孤單。
夏志工擔任保護志工期間，抱著使命必達的信念，知道家屬的著急、焦慮及不安，因此，
無論是坐捷運或坐公車，甚至坐計程車等，運用各種方式盡快抵達案家，提供關懷服務，曾
經服務普悠瑪火車事件之重傷被害人，夏女士不定期到案家關懷被害人復健狀況，甚至為了

將重傷照護物資盡快送到案家，特地坐計程車，並協助搬上樓，讓重傷的被害人有照護物資
可以使用。
夏女士今年獲得法務部有功人員表揚，表示很感謝犯保協會在他遭遇事件時，及時伸出
援手協助陪伴，讓他從困境中走出來，在資深的志工引領下，讓他有機會從馨生人轉志工，
再去服務其他的案
家，感恩這個團體讓
她學習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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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江的畢業典禮
苗栗地檢署陳佑杰觀護人

一個觀護人的職業生涯裡能夠遇到幾位無期徒刑的個案？伴他們走完全程，又為彼此留
下什麼？

老江當初因為販賣毒品被最高法院判處無期徒刑定讞，101 年 10 月從澎湖監獄假釋出
監，開始了漫長的 10 年保護管束。今天是他的畢業典禮，熊老師點了 10 道菜要來好好慶祝
一番。我曾在功維敘隧道邊看過在烈日底下對著往來遊客吆喝推銷甘草橄欖的老江，也曾在
竹北高鐵站旁的大樓辦公廳裡聽他講生意經。這幾年來，他換過的工作與角色用十個手指絕
對數不完。我佩服他旺盛的生命力與韌性。或許，如果有人曾與絕望與死寂那麼接近的經
驗，當有機會重新生活時，他會更牢牢地把握住生命的可貴。老江並不是個完人，我想他自
己也很清楚。有時熊老師和我在看他擺弄一些小聰明，也會替他捏把冷汗。隨著時間流逝，

不敢說如今的他已然洗盡鉛華，但確實更見豁達與圓融。舉手投足間，就是個平凡人。我們
誰不希望做個平凡人呢！

Butler 等人(2020)曾提過一個概念「如能完成某種正規的儀式，承認犯罪人已經得到救
贖。這個動作不僅是讓犯罪人接受傳統的社會、做個正正當當的人，同時也是讓傳統社會準
備好要接受他們。」老江說道，大部分的更生人在離開監獄的那一刻其實是對自己滿懷希望
的。但是很快地，他們發現現實的環境並未改變–一般大眾仍然是以有色眼光看待他們，懷
疑是否有改變。這樣的情況不利於更生，但卻殘酷又真實。當更生人鼓起勇氣，預備好走向
社會時，一份再平凡簡單不過的工作，就是代表著救贖和接納的機會。曾經丟失過的身分，
如今靠著互助扶持一個個地找回來。

老江說他假釋期滿後要到石碇山上修行。我們三
人以茶代酒，舉杯化為冠冕，一口飲盡這綿綿的祝
福。

圖片出處:png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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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臺北

北檢自本年度開始，由心理師開設毒品防治宣導團體，使團體成員能意識到自己問題，並提供
支持與鼓勵，催化個案改變的動機，讓個案能夠依自己的腳步改變，並擔負起自己的責任。
24 日該署心理師帶領進行戒癮後生活因應的討論，讓成員了解壓力的生理與資源理論。透過操
作學習單及腹式呼吸練習，引導成員實際檢視自身生活壓力的樣貌、感受程
度，以及盤點身邊的生活資源。教導成員利用正念呼吸和認知重建技巧改善壓
力與情緒調適。

新北
新北檢 1 日在新莊體育園區登場「轉動多元戒毒 人生走向幸福」活動進行反毒、反賄宣導； 2
日配合新北市板橋區原住民歲時祭儀活動，在板橋河濱藝術公園設攤進行反賄選宣導活動； 16 日
至大香山慈音巖辦理反賄選宣導活動 ；於 21 日候選人號次抽籤之日結合新北市選舉委員會，在現
場向候選人進
行反賄選宣導
。

士林
士檢 26 日聘請國泰醫院精神科臨床心理師授

士檢 15 日結合士林區公所『2022 士林國際

課，了解溝通中可能的困惑，學習良好溝通的

文化節—童玩異趣』」活動，辦理反賄選宣

基本原則，透過語言、非語言的表現，搭配活

導，於園遊會設攤進行

動演練，讓榮譽觀護人學習如

反賄選宣導，設計各項

何在會談中溝通成功，使執行

反賄選益智遊戲及反賄

保護管束順利達到預防再犯之

小物，鼓勵民眾參與獲

目的。

得反賄選常識。

桃園
桃檢 1 日結合「玩咖實驗」活動，桃檢反賄宣導隊穿梭現場人群中進行反賄選宣導； 5 日俞檢察
長接受桃園廣播電台節目邀約專訪，強調「積極嚴查賄選 乾淨好選風」，並說明近期檢調單位強
力查賄的各類賄選型態與案例，鼓勵民眾踴躍檢舉買賣選票等不法情事，杜絕賄選歪風。再於 23
日假桃園國際棒球場，在樂天桃猿
隊與中信兄弟隊開賽前辦理「桃檢
反賄選 全猿轟不停」反賄選活
動。
編輯的話：
本電子報係提供司法保護工作者與社會大眾意見交流平台，因為有您的共襄盛舉，才能豐富這個司
法保護園地。謝謝大家！投稿請寄 moj506@mail.moj.gov.tw
保護司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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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出處:pngtree

新竹
竹檢於更保新竹分會業務研習會中，宣導「防疫新生活、乾淨好選風」，以提升輔導員之法律知
能，並於個案或其家庭服務時，同時倡導正確、適當之反賄選知識； 25 日跟隨著新竹縣老人文康休
閒巡迴服務專車，前往聯庄廣惠宮廣場，
共同觀賞法務部及最高檢察署反賄選影
片，鼓勵民眾踴躍檢舉賄選。

苗栗
苗檢 8 日於苑裡農特產品展售與活動設計，向農友宣導反賄選； 15 日於「苗栗縣 111 年度志工大
會師園遊會暨績優志工頒獎典禮」於會場中布置「反賄選聯合攤位」，進行各項反賄選宣導活動。復
於 15、16 日兩天於「2022 苗栗陶藝術節」假日市集及藝文活動
表演宣導反賄；再與苗栗縣政府共同合作「都會區原住民歲時祭
儀暨聯合豐年祭活動」向原住民宣導反賄選。

台中
中檢16 日結合臺中市布農族邁阿尚協會 辦理會員大會暨理監事改
選會議進行反賄選宣導，於 20 日味全龍 W 與中信兄弟象 B比賽的
機會到場設攤大型廣告看板刊登「全民防守 封殺賄選-買票 OUT!」
進行反賄選宣導。再結合台鐵，於台中火車站放映反賄宣影片，宣導
「可以買車票，不可以買選票」

南投
投檢 8 日結合信義鄉東埔溫泉季、8 日結合南投縣 2022 世界茶葉博覽會、15 日結合南投勞工運
動會辦理反賄選宣導；又於 23 日結合南投縣政府政風處在信義鄉長老教會共同舉辦反賄選宣導活

動，又日前張檢察長邀請雕刻大師白滄沂擔任反
賄選大使，共同拍攝反賄宣導反賄選。

彰化
彰檢 9 日結合轄區各級農會於溪湖糖廠辦理「反賄真輕鬆」宣導活動，20 多位榮譽觀護人扮演
「反賄小種子」力量，共同協助擺設攤位宣導 ；同日結合原住民族文化節豐年祭活動積極向原住
民朋友傳遞「乾淨選風、幸福家園」的訊息； 20 日在彰檢反賄選宣導據點「臺灣手套博物館」辦
理本年度第四次榮譽觀護人成長教育訓練暨反賄選宣

導。

圖片出處:png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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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

嘉義
嘉檢雙十連假期間與商圈、超跑結合，於文

嘉檢 21 日辦理義務勞務機構遴聘及教育訓練，

化商圈成果發表嘉年華活動，透過靜態反賄主

本次邀請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黃立中醫師，

視覺廣告宣傳及動態設攤、上台

就施用毒品常見徵狀與協助模式進行講演，加強

快閃 QA 及走動式宣導方式，邀

機構督導對於毒品案件義務勞務人之認識與協

請民眾一起嘉入反賄選行列。

助。

台南
南檢 12 日、13 日，結合臺南市政府環境保

南檢 6 日舉辦「111 年度毒品再犯防制聯繫

護局北區清潔隊合作執行「111 年度北區清潔

平台會議」，特邀轄區七家合作戒癮治療醫

隊社會勞動專案計畫」專案活

院、臺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等計 10 個網

動。共調度觀護佐理員 4 人

絡機關、團體代表等出席。葉

次、社會勞動人 46 人次，進

淑文檢察長在會議中特別對戒

行拆解廢棄彈簧床墊，回收再

癮治療網絡夥伴表達感謝。

利用。

高雄
雄檢日前攜手澎湖地檢共同辦理澎湖鄉親反賄選宣導，結合莊朱玉女慈善基金會大會場地，向
高雄與從全台各地前來的百餘位澎湖同鄉會代表暨鄉親進行反賄選宣導，展現查賄反賄的檢察一體
精神。再與內政部移民署高雄市第一服務站合作，向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印尼等多國之新住
民宣導反賄選，並邀請新住民姊妹用母語於海報上寫下反賄選文
字一起支持反賄。

橋頭
橋檢 14 日舉辦「酷卡檢警調廉 反賄將士點兵」反賄選宣導記者會，期許反賄戰役能夠旗開得勝！
另與高雄市原民會結合那瑪夏區「重陽敬老」活動，南布中會大光教會進行，哈瑪星、瑪雅、達卡
努瓦三個文健站的部落長輩齊聚一堂進行反賄宣導；再結合「茂林萬山祖靈祭暨傳統技能競賽」，
由觀護人室與更保橋頭分會深入原民區部落擺
設攤位宣導反賄選。

圖片出處:png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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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
屏檢 7 日於里港全鄉運動會選手之夜，辦理反賄選宣導活動，15 ⽇陳檢察長出席「⼼健康‧快樂
活」嘉年華會活動致詞並宣導反賄； 21 日於『洗衫湧清泉，除贓共選賢；鹿寮太鼓聲撼地，全民
反賄勢震天』鹿寮社區反賄選宣導活動；另於 5 日、13 日及
14 日分別至來義鄉、滿州鄉長樂社區分水嶺文健站及三地門進
行原鄉反賄。

基隆
基檢余檢察長 6 日率地檢署同仁前往基隆成功市場進行反賄選宣導，並沿街發送文宣品給攤商及
買菜的民眾，提醒大家各種檢舉賄選管道； 13 日、14 日及 20 日走訪基隆市中正、中山、仁愛、信
義、安樂、七堵、暖暖 7 個區公所，新北市金山、萬里、瑞芳、貢寮、平
溪、雙溪 6 個區公所及 7 個火車站，商請各單位協助宣導反賄。

宜蘭
宜蘭地檢署 10 日結合「三星鄉公所 111 年國慶升旗健走活動」辦理社會勞動專案暨反賄宣導；
另原鄉反賄宣導列車於今年 9 月起動，陸續走訪縣內 8 個鄉鎮部落文化健康站進行宣導，利用簡
單的圖片文字輔以播放反賄選影片，再搭配上有獎徵答小遊戲，以
淺顯易懂的方式讓長者瞭解可能觸犯賄選的相關行為。

台東
東檢 15 日由政風主任林忠義、主任觀護人許

東檢 13 日邀請臺東縣脊髓損傷者協會，以
『尊重生命、平安不酒駕暨預防脊髓損傷』

玄宗參加教育廣播電台臺東分台閩南語廣播節

為題實施酒駕防制宣導，為因案受

目反賄選專訪，該節目為現場播

緩起訴或緩刑處分的被告進行法治

出，收聽族群涵蓋整個臺東地區。

及生命教育宣導。

澎湖
保護司副司長陳佳秀 6 日偕同犯保澎湖分會

澎檢 1 日配合縣政府辦理「多元參與 共融共

進行秋季訪視，本次訪視以車禍重傷被害人親

好-處處有愛、幸福無礙」2022 年國際身心障礙

手製作的「鳳梨酥」為訪視品，並由專任人員

者日活動，15 日結合「教育部體育署 111 年運動

逐一家訪，地點包含離島吉

i 臺灣計畫之公路異程接力賽」辦理反賄選宣

貝、白沙鄉、湖西鄉等。本

導。

季陸續完成訪視被害家庭，
計 12 戶。

圖片出處:png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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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
金門檢日前結合烈嶼鄉公所辦理之「2022 烈

福更保 4 日至金門監獄舉辦職前「一般安全衛

嶼鄉芋頭季」活動，設攤進行反賄選等宣導；復

生教育訓練」，提昇對職安觀念有更深層的認識，

於 17 日金門同鄉會及新北市金門同鄉會辦理

103 位完訓學員同時取得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

之「書香傳家、開卷有益」回原鄉贈書活動，由

規定的時數證明，有效提高

郭景東檢察長進行

雇主僱用意願，幫助出獄後

反賄選宣導。

就業與創業無縫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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