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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賄選專刊
高雄地檢署辦理「反賄小蜜蜂機車大隊」誓師大會
高雄地檢署為藉由機車的機動性，加強查賄及反賄宣導，進而
達到淨化選風的目的，特於日前(11 月 14 日)假河東路該署大門前
舉行「反賄小蜜蜂機車大隊」誓師大會，該署檢察長蔡瑞宗、市選
委會主委李瑞倉、市警局局長黃茂穗、政風處處長陳榮周及市調處
副處長簡安祿等人聯袂出席，並偕同該署主任檢察官與中職年度
冠軍 Lamigo 桃猿隊球星「小胖」林泓育，一起手持鋁棒敲碎代表
賄選的「賄」字冰雕，共同宣誓檢、警、調及政風攜手查賄與反賄
之決心。
是日活動由大愛村大滿舞團原住民舞蹈揭開序幕，還有保警
大隊特勤隊員雄風戰技表演，並在 LamiGirls 啦啦隊「反賄選 超
級霸」的勁歌熱舞及林泓育送出 5 顆親筆簽名之反賄棒球，將活動
帶至最高潮，最後在現場貴賓與熱情民眾見證下，伴隨著蔡檢察長
與黃局長反賄選廣播帶之播放，插著反賄旗幟的 279 輛「反賄小蜜
蜂機車大隊」，緩緩駛離現場，開始為期 15 天的反賄之旅！
檢察長蔡瑞宗表示，希冀透過 17 分局招募志工、組成「反賄
小蜜蜂」機動且密集宣導，將反賄訊息穿梭街頭巷尾並傳播到家家
戶戶，讓市民瞭解每一位選民都有責任杜絕賄選，讓這次的選舉更
公平，選風更乾淨。

高雄檢警調政風大出擊「一戶一信封」逗陣來反賄
為加強宣導「i 幸福，選舉不買票、不賣票，要檢舉」，高
雄地檢署於日前(11 月 18 日)結合高雄市選委會、高雄市政府警
察局及轄區相關單位，假高雄地方法院 5 樓會議室舉行「一戶一
信封」反賄選宣導記者會，期藉「檢舉賄選專用信封」之發送，
及大型海報之張貼，籲請市民「反賄逗陣來」。
是日記者會，由該署檢察長蔡瑞宗、市選委會主任委員李瑞
倉共同主持，高雄市調查處處長李長明、警察局局長黃茂穗、政
風處處長陳榮周、民政局局長曾姿雯及 38 區區長等人亦親臨與
會。蔡檢察長除致詞感謝基層員警的辛勞，並鼓勵民眾利用手
機、相機及該專用信封蒐證、檢舉賄選，共同維護廉潔選風，接
著與會貴賓一同高舉「檢舉賄選專用信封」，並齊聲高喊「抓賄
選、做功德、賺獎金」，宣示『全民攜手、堅持「信」念「封」
住賄選』的決心，最後播放由蔡檢察長率領帥哥、美女檢察官錄
製的反賄選影片，片中清新陽光的反賄意向深植人心，為本次活
動劃下完美句號。
蔡檢察長表示，是項活動印製「檢舉賄選專用信封」106 萬 4 千 3 百 5 拾份，透過警勤區家戶訪查或運用
義警、義刑等協勤民力，以「一戶一信」方式分送至各家戶，並在大樓、公眾出入場所張貼該專用信封樣式之
大型海報，讓檢舉賄選變得輕而易舉。選舉已進入白熱化階段，希望透過精美的文宣及淺顯易懂的語詞，將反
賄理念深入家家戶戶，讓全民作主從「信」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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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賄選專刊
雄檢結合市府辦理路跑嘉年華反賄宣導活動
為杜絕賄選歪風，
創造廉能政府，凝聚社
會反貪腐及反賄選之共
識，高雄地檢署於日前
結合高雄市政府財政
局、新聞局、文化局及政
風處，假紅毛港文化園
區辦理「透明菸稅、港都
廉心」路跑嘉年華反賄
選宣導活動，現場參與民眾逾 2000 人，該署檢察官顏郁
山更於 3 公里路跑競賽獲得第三名的殊榮，無疑是該署
反賄宣導之活廣告及最佳代言人。
是日活動，高雄市政府財政局局長簡振澄、政風處
處長陳榮周、該署襄閱主任檢察官黃元冠及主任觀護人
韓國一等人親自出席，透過「廉政、反賄」宣示儀式向
現場民眾宣導租稅、廉政新知及反賄常識，除籲請市民
誠實納稅，勿向公務員請託關說、邀宴及送禮，並提醒
鄉親「不買票、不賣票，要檢舉」。另該署反賄攤位上，
由同仁組成之反賄宣導大隊藉由展示反賄文宣及有獎
徵答方式，向民眾宣導賄選案例，並傳遞檢舉賄選電話、
獎金等資訊，鼓勵民眾挺身檢舉賄選，吸引眾多人潮爭
相搶答，活動最後在該署黃襄閱主任檢察官抽出 42 吋
液晶電視大獎達到最高潮，充分達到反貪倡廉及全民反
賄之成效。
雄檢結合分局反賄 籲請市民挺身檢舉

雄檢結合廣播電臺宣導反賄

籲請全民選舉不買票不賣票

高雄地檢署為加強民眾及候選
人的反賄選意識，避免賄選情事發
生，影響選舉的公正性，分別於 10
月 28 日、
10 月 30 日及 11 月 13 日，
安排該署王主任檢察官啟明、葛主
任檢察官光輝親上漢聲廣播電台
「柳營音樂廳」、高雄廣播電台「高
雄第二階段」、及快樂廣播電台「新
聞線上 on line」等節目接受訪
問，與主持人暢談反賄相關議題，
並宣示該署查賄與反賄之決心。
節目中，王主任檢察官除說明
常見的賄選花招及其罰則，也強調
候選人若涉及賄選，一旦經法院判
決當選無效確定，將再重新補選，
非僅影響選民權益，更浪費社會資
源，籲請選民一起加入反賄的行
列，並提供聽眾朋友有效的檢舉賄
選辦法「一接、二保、三打、四訴、
五搞定」，全民一起來守護民主政治的基石。葛主任檢察官亦語重
心長地向聽眾呼籲「賄選的行為，不只買票有罪，賣票也同樣應負
法律責任」，提醒候選人及選民切勿以身試法，另提供聽眾一個好
康消息，只要上 Facebook 社群網頁，進入「高雄地檢署 103 年反賄
選」按「讚」，參加 Face to Face 全民柯南 反賄追追追」有奬徵
答活動，答對者就有機會獲得精美好禮及最大獎機車一部，鼓勵大
家踴躍參加，一同支持反賄選。
高雄地檢署期盼藉由廣播媒體的力量，不僅傳遞「i 幸福，選舉
不買票、不賣票」之觀念，也希望聽眾朋友勇於挺身檢舉賄選，一
起和檢、警、調及政風單位共同維護乾淨選風！

雄檢結合『希望〄愛來大寮』公益馬拉松宣導反賄選

為防止金錢、
有 鑒 於 本 (11)
暴力介入選舉，提昇
月 29 日即將展開地
民眾反賄之民主素
方新制五合一選舉，
養，
高雄地檢署特結
為維護乾淨選風，提
合高雄市政府警察
升民眾於選舉活動
局 17 分局社區治安
之法治素養，高雄地
人口會議，辦理 20
檢署特結合由發蘭
場「防制暴力暨查賄
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反賄」座談會，總計
主辦，創世基金會、
逾 4 千人次參與。
日
高雄市友緣慢跑協
前（10 月 28 日）該署結合新興分局假新興高中舉辦反 會協辦之『希望〃愛來大寮』公益馬拉松活動，不僅為
賄選宣導活動，除由主任檢察官詹美鈴偕同檢察官劉慕 植物人而跑，更希望透過參與馬拉松此一全民運動的方
珊、楊瀚濤、陳秉志等人親赴現場主持座談會，並由主 式，宣導反賄意識，呼籲民眾在公平的環境下選賢舉能。
任觀護人韓國一擔任反賄選宣導講師，籲請市民挺身檢
是項活動，該署特別準備多項反賄選之文宣品及活
舉賄選，共創廉潔選風。
動看板，透過舉辦有獎徵答方式與民眾互動，並在遊戲
詹主任檢察官致詞表示，檢、警、調及政風系統已 中讓參加者思考與互相討論，將賄選之態樣、罰則與檢
構築綿密之查賄網絡，對查證屬實之賄選情資，一定會 舉方式等，利用簡易之問答選擇題呈現，不僅使民眾輕
不分黨派依法偵辦。韓主任觀護人則用淺顯易懂、活潑 鬆參與，亦藉此有效傳遞反賄意識。
有趣的方式闡述反賄的基本觀念，亦不忘穿插有獎徵答
觀護人吳銀倫表示，我們身處民主法治社會，民主
增加與現場民眾之互動，將反賄宣導的輕鬆氣氛帶到最 政治之根基即為公平選舉，對於腐蝕國家民主法治根本
高潮。座談會時間，主任檢察官與三位檢察官，以言簡 的賄選行為，應當嚴正拒絕之，賄選行為不應該也絕對
意賅的口吻，答覆現場提問者的疑慮，除讓民眾清楚瞭 不能成為一種選舉文化，請讓我們做自己選票的主人，
解賄選的刑責及界限，也宣示該署查賄的決心，並呼籲 乾淨選舉，從我開始！
鄉親千萬不要以身試法，讓此次選舉真正實現「i 幸福、
選舉不買票、不賣票，要檢舉」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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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小常識 您不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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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緩起訴義務勞務執行機構表揚暨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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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12 月 12 日上午 8 時於本署辦理
「103

測
驗

座談會」。
2.

103 年 12 月 24 日下午 14 時 15 分於本署辦
理「103 年度社會勞動執行機構表揚(遴聘)
暨督核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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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或相關人員於選舉時，代償各種違規罰款，
檢舉賄選一定要親自前往，不能以書面方式檢舉。
（╳）

3.

候選人以提供你住居所到投票地點來回的交通費
用，請你投票支持特定候選人不算賄選。（╳）

「Face to Face 全民柯南 反賄追追追」有獎
徵答活動最大獎 YAMAHA 機車
恭喜由 EJWANG 王小姐 幸運得獎

高雄地檢署網址： http://www.ksc.moj.gov.tw
高雄地檢署服務中心電話：(07)216-1467。
高雄地檢署社會勞動諮詢：(07)613-1765 轉 3850，保股觀護人。
有任何問題或建議嗎？
請以電子郵件寄至 xpisces@mail.moj.gov.tw

編輯：蔡欣潔、林俊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