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指揮官黃中將日前在士官督導長邱士官長及憲

兵第 203 指揮部指揮官張上校等幹部陪同下視導特等射手

集訓隊，叮嚀全體官兵注意訓練安全，落實風險管理，以

確維安全與訓練成效。

　指揮官表示，訓練應講求方法，妥慎完成編組，律定專

責教官個別指導，以有效突破射手窒礙問題，並鼓勵訓員

擬訂目標，同時努力逐步達成，以提升個人職能與成就。

　最後，指揮官強調，全體官兵應謹記以身為憲兵為

榮譽，時刻謹言慎行、恪遵軍紀安全要求，並能持恆

強化本職學能與終生學習，以培養具備競爭力；另一方

面，幹部須落實官兵照顧，深化互助功能，落實心輔作

為，從環境、心理與組織等多元面向，確維部隊戰力。

【本報訊】指揮官黃中將日前約

見新進人員時，勉勵渠等應不斷

強化專業素養與本職學能，兼顧

學歷與經歷，不斷汲取實務經驗，

持恆精進自我，逐步規劃並達成

所定目標，成為對單位有貢獻的

人，共同為建構單位戰力而努力。

　指揮官強調，軍人具有特殊性

及榮譽性，應以身為憲兵感到驕

傲，並在工作崗位上戮力以赴，

抱持主動積極、熱忱負責之態度，

以專業服務官兵，成為單位不可

或缺的人才。

　指揮官另叮嚀，工作難免有壓

力，但需懂得適時、適當紓解，

在團隊裡以「團結、和諧」為共

識，同儕相互鼓勵與支持，主動

關懷、協處疑難，並能照顧好自

己與家庭，同時培養良好的運動

習慣，鍛練強健體魄，以共同塑

建健康、正向、團結和諧的戰鬥

團隊。

指
揮
官
約
見
新
進
人
員

勤訓突破自我 苦練創造成就指揮官視導特等射手集訓

勉勵持恆充實自我

中華民國44年8月16日創刊

信箱：mpnews@webmail.mil.tw

國防部軍中報刊登記證（85）國報字第002號

1
為何而戰

為誰而戰
為中華民國生存發展而戰

為臺澎金馬百姓安全福祉而戰 投稿信箱:
mp1040101@gmail.com
歡迎踴躍投稿

JOIN US!!

中華民國憲兵指揮部

提要

４版
憲兵 205 指揮部

社團成果展
2版

指揮官勉以專業

維護官兵權益

後備憲兵荷松總會慰問

204 指揮部狙擊手集訓隊
8版

第 3087 期
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17 日 星期一　庚子年六月廿八 本期頭條

歡迎加入中華民國憲兵指揮部

發行人：余熙明 組長：彭志偉　出版：文宣心戰組

責任編輯：鄭尹翔　沈育豪　莊妤嬋  胡沁玟



說

出

煩

惱

，

無

論

開

心

傷

心

，

我

們

用

心

聆

聽

。

　蔡英文總統年前在反毒有功人士頒獎典禮中，重申政

府反毒決心，要求各行政部門用最大能量，推動毒品防

制；行政院也在「反毒議題專案會議」中，提出國防部

應配合「強化篩檢密度、提升檢驗能量、擴大規劃緝毒

犬數量」等指導，期借重國軍之力，為臺灣打造更寬廣

、綿密、堅固的社會安全網。

  國軍為強化反毒能量，今年起，憲兵部隊已增列 4個

緝毒犬分組，預計 3年內自關務署獲得 18隻緝毒犬，

執行毒品查緝任務。除可配合政府反毒，遏阻毒品蔓延

，也能夠在營區內實施防毒巡查，消除死角，維護部隊

官兵健康，確保部隊戰力。同時，緝毒犬分組成軍後，

除支援憲兵隊，也依三軍各部隊申請，前往數個營區執

行毒品查緝任務，展現國軍貫徹政府反毒決心。

  毒品之所以恐怖，在於其成癮性。用毒成癮後，往往

無法克制自己產生的「生理」及「心理」依賴，終致萬

劫不復，令人惋惜。沉淪毒品者曾經說出：「世界上只

有『死人』能徹底戒毒！」道盡吸毒者的悲涼，更清楚

表達毒品成癮的恐怖。

　近年來，政府打擊毒品成效顯著，代表政府打擊毒品

犯罪的行動，絕不手軟，亦無停歇之可能。然而，由於

毒品具有戒斷困難的特性，雖然政府全力反毒，仍無法

完全禁絕，有待政府與國人同心協力，從教育與法規雙

管齊下，共同反毒、拒毒，淨化社會。

　毒品成癮者之所以染毒，固然有其個人的特殊心理因

素，但毒品對人體生理與心理影響甚鉅，因此，唯有政

府與民眾攜手合作，才能化解毒品對國家社會的危害。

而國軍擔負國家安全第一線的艱鉅任務，絕不容許毒品

傷害部隊戰力。各級幹部應加強查緝防堵，積極阻止毒

品流入營區，並妥適運用緝毒相關資源全力查察，加強

宣導毒品危害，使官兵對毒品危害有正確認識，避免以

身試法，不僅傷害身體健康，更觸及嚴重刑責，影響軍

旅志業。

　毒品危害遍及國家社會，因此，政府反毒防毒工作從

未間斷。從廣泛層面觀察，毒品防制攸關社會安全與國

家發展，需要中央與地方加強合作，政府與民間齊心協

力，才能有效防杜毒品危害。過去，緝毒多以毒品的量

為目標，外界認為查緝過於被動，若要採取更積極有效

作為，就必須阻絕毒品及製毒原料於境外，持續查緝製

造販賣運輸毒品，從各方面降低新的吸毒人口。近年來

政府開始推動毒品相關資料整合，透過建立資料庫，形

成網絡圖方式，希望有效找到毒品源頭，同時也希望不

慎染毒的民眾，有朝一日能遠離毒品，重返身心健康。

　防毒策略最重要的面向，就是要打擊、斷絕毒品供應

鏈。目前政府已大幅提升公、民營檢驗機構的驗毒能力

，推動科技化緝毒，並利用大數據追查源頭，建立毒品

查緝區域聯防機制，也期望能快速建立村里鄰長的偏鄉

毒品通報網。此外，政府也相當重視軍中防毒、反毒工

作，要建構軍中毒品通報網絡及查緝合作機制，對於邊

境查緝則由海關與海巡署積極投入。

　另外，為積極降低吸毒人口，必須全力防止學生染毒

。這一個面向必須由學校與警方合作，建立毒品熱點巡

邏網，並對涉毒學生專案輔導追蹤。衛福部也已建立各

地區「整合性藥癮醫療示範中心」，期能加強醫療功能。

　國軍官兵亦為社會成員，少數官兵可能因一時不慎，

染毒誤入歧途，然國軍負有保國衛民重任，一旦毒品戕

害官兵身心健康，將嚴重影響國家安全。因此，要防堵

毒品侵害部隊，官兵須建立正確認知，了解毒品對個人

身體健康之危害。目前國防部依據「國軍官兵濫用藥物

尿液篩檢作業」規定，持續落實尿液篩檢工作，凡有涉

嫌吸食毒品或尿液篩檢呈陽性反應者，立即列為高度關

懷對象，同時函送法定檢測單位複驗，經確認檢驗呈陽

性反應者，即移請憲兵隊依法偵辦。為維護部隊戰力，

採取嚴厲作為有其必要。近年來，國防部積極反毒已有

績效，審計部調查發現國軍擴大尿液篩檢對象範圍後，

篩檢結果呈陽性反應人數逐年減少。

　綜言之，國軍官兵日常訓練與戰備任務與國家安全息

息相關，部分官兵個人不慎染毒，影響的不只是個人身

心健康，更將削減國軍戰力。落實反毒與防毒，需要靠

官兵正確體認毒品對國家整體安全的危害，唯有全體官

兵都堅決向毒品說「不」，同心協力防範毒品侵入營區

，同儕間更要以寬容與愛心，主動關懷染毒官兵，協助

他們戒毒、遠離毒品，如此才能確保營區環境純淨，維

護國軍整體戰力。

( 轉載自青年日報 109 年 8月 9日社論 )

【本報訊】副指揮官馮少將日前在

憲兵第 203 指揮部指揮官張上校等

幹部陪同下，視導民族營區整建工

程，逐一檢視施作工項，並實施工

作指導，指出，營舍整修工程，應以提升官兵生活品質為核心思維，妥善規劃住

用空間，讓每一分資源得以有效運用，以滿足官兵實需，並使預算投資效益極大

化，落實官兵照顧。

　副指揮官強調，各級幹部應用心觀察部隊事務，著眼於細節，並據以縝密思考、

完成規劃，並以一次性整體修繕方式，兼顧單位任務與官兵生活需求，提供舒適

合宜的住用空間。

【本報訊】指揮官黃中將日前與督察室全體同仁座談，勉勵督察幹部應謹言

慎行、崇法務實，以服務、超然獨立的態度關心與服務同仁，用專業保障官

兵權益，協助主官考察各級部隊，採縱深式嚴予管制，主動推展工作，以嚴

肅部隊紀律，鞏固整體戰力。

　指揮官表示，督察工作應剛紀嚴正、賞罰分明，對違法犯紀者須依規定嚴

懲速汰，對精於本務表現優異者應舉薦表揚，共同維護憲兵榮譽；另執行各

項工作應依確遵法規、善盡職責本務，戮力維繫本軍官兵權益。

　指揮官另指出，同仁應相互關懷聞問，適時支持與鼓勵，培養良好情感與

默契，遇任務能團結合作，各司其職、善盡其分，共同遂行任務；指揮官並

叮嚀，「要照顧別人前，先把自己照顧好」，同仁應不忘關懷自身健康，養

成良好運動習慣，均衡營養攝取，同時保持樂觀進取態度，以確維身心健康。

　「人才是靠培育出來的」，指揮官勉勵同仁把握時間終生學習，提早規劃

進修期程，掌握可用時間與資源，努力耕耘以取得軍事專業學能，另兼顧多

元職務歷練，使學、經歷並重，形塑個人條件與競爭力，戮力爭取向上發展

機會，以豐富軍旅、成就自我。

軍 民 反 毒 拒 毒  確 維 社 會 純 淨

副指揮官視導營區整修工程指揮官約見
督察室同仁 勉以專業維護官兵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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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韓雅亘】憲兵

訓練中心日前辦理「志願士兵 109-4 梯授槍暨開

訓典禮」，由指揮官李上校主持，入伍生在宣誓

及授槍儀式後，正式揭開軍旅生涯的序幕。李指

揮官致詞時表示，面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不可

鬆懈，幹部務須審慎、貫徹各項防疫作為，妥善

訓練規劃，並完善內部管理與生活照顧，以「安

全」前提下實施訓練；另強調，訓練應循序漸進，

並完善各項風險管控，俾確保訓練安全，以提升

訓練效能。

【通訊員／張鴻舉】憲兵第 205 指揮部指揮官

文上校日前假慧敏營區約見志願士兵 109-1 梯

新進人員，一一垂詢瞭解人員家庭現況及部隊

適應問題，並勉勵未來戮力於單位戰備訓練任

務，同袍間彼此相互支持，為軍旅與團隊榮譽

戮力以赴，善盡責任與義務；另一方面，鼓勵

渠等善用公餘時間進修，充實本職學能，並設

立學習目標，以持續精進自我，同時培養健康、

正向的運動習慣，鍛練強健體魄，使個人成為

單位不可或缺的助力。

【通訊員／邱女真】憲兵第 204 指揮部指揮官成

上校日前視導所屬第 651 排，瞭解官兵生活實況，

同時驗證訓練成效，肯定渠等駐守偏遠地區，認

真執行各項任（勤）務的辛勞。

　成指揮官與官兵座談時表示，單位駐地偏遠，

官兵更應抱持「慎獨」的觀念，並強調「軍紀安

全沒有假期」，幹部除持恆宣導相關軍（法）紀

要求外，更須落實知官識兵工作，以發掘潛藏危

安因子，並消弭於無形；此外，同仁應以身為憲

兵的一員為榮、為傲，崇法務實、謹言慎行，以

確維單位整體榮譽。

【本報訊】本部士官督導長邱士官長日前主持士官週報時，勉勵各級士官

幹部應落實基層部隊實務，扮演領頭羊角色，運用專業領導所屬，發揮稱

職角色與職責功能，協助主官遂行各項任務。

　邱士官長表示，幹部應主動積極、關懷輔導新進人員，掌握心緒與環境

適應，使渠等儘早融入單位運作；另士官同仁應秉持務實精神，熟稔各項

法規與準則，確遵程序、步驟及要領，自我要求並能帶領所屬貫徹執行，

以確保人員安全與任務遂行，強固國軍整體戰力。

　邱士官長另叮嚀，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仍未緩解，官兵應嚴格貫徹

各項防疫作為，休假避免前往人潮集聚處所，以有效防杜肇生防疫破口，

確維官兵健康，以鞏固部隊戰力。

【本報訊】為強化官兵崇法務實觀念，政戰主任余少將日前至八德營區主持

「109 年下半年重點軍法（紀）宣教」，援引近期案例及自身工作經驗，強

化官兵守法守紀觀念與作為，以確維整體安全，鞏固部隊戰力。

　主任強調，憲兵是執法軍種，不論何時應以「高標準、高道德」惕厲自我，

以成為一位稱職、優秀的憲兵人才；另因應近期南部地區舉辦選舉活動，全

體官兵務須貫徹行政中立及軍隊國家化規範。

　主任同時叮囑幹部，應落實知官識兵，協助官兵解決疑難，持續勤走基層，

強化各項軍法（紀）宣教，深植官兵「知法守法」觀念，維繫軍人榮譽。

2 0 4指揮部
視 導 第 6 5 1 排 新 進 人 員 約 見 志願士兵109–4梯授槍暨開訓典禮

2 0 5 指揮部 憲兵訓練中心

邱士官督導長叮嚀落實風險管控政戰主任主持軍紀巡迴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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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張鴻舉】憲兵第 205 指揮部日

前舉辦「109 年度社團成果暨觀摩展」，

展現所屬單位社團魅力，由指揮官文上校

主持，參與的社團類型相當多元，動、靜

都能充分呈現官兵的熱情與活力。

　活動在新北憲兵隊熱音社的熱鬧演出下拉

開序幕，601 連卡巴迪社、勤支連健康料理

社、基隆隊烹飪社、新竹隊桌遊社、宜蘭隊

籃球社、新北隊熱音社、桃園隊生存遊戲社

以及馬祖隊愛心服務社等，各社團官兵賣力

展現成果，吸引眾人駐足觀摩與意見交換。

　本次活動，單位也特別規劃參與官兵以投

票方式，票選出心目中嚮往的社團，最後由

新竹隊桌遊社及 601 連卡巴迪社最受歡迎。

其中很值得介紹給大家的認識的是 601 連卡

巴迪社，這個看似陌生的社團，卻吸引多數

官兵的興趣。簡單來說，「卡巴迪」源自印

度，有「勇氣」的意思，過程類似「老鷹抓

小雞」，是一個傳統追逐捉人的比賽，流傳

至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等國後，才開始在世

界各國盛行，到了 1990 年還正式成為亞運

比賽的項目，我國目前也在大力推廣中。

　此外，另一個最具人氣的社團是新竹隊的

桌遊社。社員潘姓一兵表示，剛加入桌遊社

時是抱著玩遊戲的心態，但是在社長顏上尉

及幹部的帶領下，讓桌遊不僅可以抒解工作

的壓力，無形中也提升了個人的思維理則與

邏輯推理能力，更能在互動中增進同袍彼此

的情感。很榮幸代表單位參與成果展活動，

更驚喜社團獲得同仁的喜愛，也歡迎大家加

入桌遊社。

　活動最後，文指揮官表示，國軍社團活動

日趨多元，期藉辦理社團成果發表，促使平

常分散各駐地的官兵能相互交流，透過面對

面的方式，交流社團經營成果，汲取寶貴經

驗，以持續拓展社團能量，營造溫暖、和諧

的氛圍，凝聚單位向心，助益單位鞏固戰力。

社 員 現 身 說

　基隆憲兵隊輔導長柯少尉表示，烹飪社創

社理念即在於透過手作創意，表現對美食的

巧思，使同仁在品嚐美食的同時，更能體會

「親手做」的樂趣。圖為柯少尉透過糖霜彩

繪，點綴公發戰鬥口糧，使原先簡單的食品，

搖身成為充滿新意的創意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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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兵第 205指揮部

社團成果展 多元社團齊相聚　動靜皆能展活力

圖／桃園憲兵隊生存遊戲社體驗射擊

圖／新北憲兵隊熱音社為本次活動進行開場表演

圖／ 601連卡巴迪社現場展示操作活動

圖／ 205 指揮部健康料理社提供美食享用

圖／基隆憲兵隊烹飪社糖霜彩繪體驗

圖／新竹憲兵隊桌遊社榮獲本次績優社團

勤務支援連健康料理社

桃園憲兵隊生存遊戲社

新竹憲兵隊桌遊社

基隆憲兵隊烹飪社

601 連卡巴迪社

新北憲兵隊熱音社

圖／ 205 指揮部日前舉辦「109 年度社團成果暨觀摩展」



【通訊員／張鴻舉】為訓練官

兵應處颱風災害能力，馬祖憲

兵隊日前參演連江縣「民安 6

號」災防演練，演練「各鄉緊

急醫療」、「火災防救」、「收

容暨救治傷患」及「民眾疏散」

等狀況，期藉擬真狀況，強化

重大災害應變能力，以確保民

眾生命財產安全。馬祖憲兵隊

長吳中校表示，此次演習以模

擬戰時景況，設定各階段演習

狀況，透過實兵實作，逐一磨練官兵熟稔處置程序與要領，期達「戰時能打仗，

平時能救災」之目標，發揚「軍民一家親」的無私精神。

【通訊員／劉鎮綱】為強化官兵危安防

處觀念，憲兵第 651 排日前辦理「心理

衛生暨初級防處」講習，邀請九鵬營區

心輔員鄭郁彣老師針對「自我傷害防

治」及「部隊壓力調適」等主題，宣導

正確心理衛生觀念與預防作為，期教育

官兵有效發掘異常徵侯，適時給予協

處以消弭危安。參與本次講習的劉中尉

表示，官兵平日執行任 (勤 ) 務多少會

產生壓力，同仁應主動關心同儕身心狀

況，適時給予支持與鼓勵，實踐「陪伴」

的重要性，方能有效杜絕自我傷害的憾

事肇生，維繫單位整體戰力。

憲兵第651排辦理心理衛生暨初級防處講習
【通訊員／簡君育】為提升單位運動風氣及訓練效能，憲兵指揮部「安泰拳術健身社」

邀請擁有拳術師資的教官，利用每周社團活動時間，以「八極拳法」為主軸，指導社

員學習拳術，以達精熟職能與強身健體目標。

　社長蔡士官長表示，八極拳同時具有剛猛且多變技擊技巧的特點，相當講究「氣力」

與「巧勁」，官兵在活動過程中，除了學習拳術，還可以提升專注力及體能戰技技巧。

　同仁透過學習拳術，可帶動並培養單位的良善運動風氣，逐步鍛練良好體魄，同時

也透過社團參與與共同興趣，凝聚單位團結向心。

憲兵指揮部安泰拳術健身社

【通訊員／陳豈豪】憲兵裝步第 239 營為憲兵重要之機動打擊部隊，肩負衛戍區

防護目標安全，執行任務期間，各式機動車輛之機動力與打擊力，攸關戰力發揚

與任務達成甚鉅。為使作戰任務順遂，負責車輛維保工作的二級廠，扮演著十分

重要的角色。

　「預防重於保養，保養重於修護，修護重於購置」，這句話烙印在每一位 239

營二級廠技工官兵的心中。雖然他們每日執行的事務，看似例行的一般性工作，

但這些「日常」卻對任務的成敗扮演至關重要的關鍵因素，因此，同仁們總是在

執行工作期間全神貫注，所有作為均遵照程序、步驟、要領執行，並以通力合作方式，

在「零危安」的嚴格要求與目標下，逐一完成裝備維保，以確維妥善率與單位戰力。

　「唯有落實裝備維保工作，方能確保部隊最大作戰能量」，239 營二級廠官士兵同

仁將持續戮力於後勤維保工作，繼續在氣勢磅礴的甲車後方，擔任默默付出、細心呵

護的無名英雄。

【通訊員／李品蓉】因應近期熱帶低氣壓及午後滂沱大雨，金門憲兵隊日前召

集單位官兵實施災防機具整備，並完成任務編組，為防汛工作做好整備，俾能

隨時投入災害防救任務，確保所轄區域安全無虞。王副隊長表示，時值防汛期

間，政府及民間團體均嚴陣以待，身為國軍的一分子，應秉「防災勝於救災」

的觀念落實整備，以有效降低災損，維繫單位整體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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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兵裝步第239營二級保養廠 甲車當前做先鋒 後勤維保無勇功



　你曾感到憂鬱嗎？當憂鬱這朵烏雲飄

來時，你會選擇如何驅散呢？根據「世

界衛生組織」的定義，所謂心理健康，

並非只是「沒有精神疾病」，而是一種

「個人能夠清楚了解自己的潛力所在，

能因應日常生活壓力，能夠活得精彩豐

富，並對社會有所貢獻」的狀態。由此

可知，真正的心理健康是一種正向積極

的目標，然而想要達到這個目標，必須

回頭細探情緒對人的影響。

　心理學家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曾說過：「人生沒有那麼困難，

是你讓人生變得複雜了。」每當生活中

面臨困境時，都需要經歷「面對」、「接

受」、「處理」及「放下」等四個階段，

方能解決問題，亦即「不應逃避、不須

糾結、走出困頓、放過自己」。萬事起

頭難，「面對」憂鬱情緒是相當不容易

的，在遭遇困境的當下，許多人選擇撐

過、忍過，卻同時在心裡留下一個缺口

而不自知，只有在事後願意發現這個缺

口時，便到了「接受」的階段，此時我

們需要很多的支持、鼓勵或是啟發，這

時才有足夠的勇氣去「處理」，處理問

題不是簡單的事情，但在心理輔導的路

上並不孤單，心衛中心以及諮商專線都

是良好的支援，而最後便是將整件事給

釋然地「放下」。

　話雖如此，其實普羅大眾的狀況，仍

然可以透過日常生活的蛛絲馬跡來發

掘。近年來國軍大力推動「心情溫度

計」的施作，藉由簡單的六道題目每週

自我檢視個人心情溫度，讓官兵們用最

簡單的方式，即時了解個人的心緒狀

況，也讓第一線的幹部們可以給予最立

即的輔導。常言道：「團結就是力量」，

這個道理同樣適用於心理健康領域，唯

有透過精確的心緒狀況掌握，以及輔導

組織的緊密鏈結，才能照顧到每個角落

的每一位官兵，進而共同創造個人價值

與團隊榮譽，使國軍成為一支充滿「正

向能量」的優質勁旅。

　國軍官兵肩負捍衛國家安全的重責

大任，必須透過不間斷地演習及訓練，

模擬戰場景況戮力操練，如此方能逐

漸累積戰力，實現「保國衛民」的使

命。然而，付出與努力再多，都經不

起在執行演習、後勤補保或戰備訓練

等任務時肇生危安事件的打擊，是類

狀況如同一記記重擊落在國軍日夜演

訓所積累的豐碩成果上，事件發生後，

往往充滿著無數的「悔不當初」，即

使心中有許多的悔恨，也無法改變已

然發生的遺憾。因此，我們務須謹記

「預防勝於檢討」的核心概念，在執

行各項任（勤）務前，均應落實勤前

教育，遵守作業程序，並嚴密風險管

控，才能有效杜絕憾事發生。

　古諺云：「失之毫釐，差之千里」，

正巧說明在各項重大演訓或任務之

前，任何微小的步驟都有可能影響任

務最終的成敗，於是按「程序、步驟、

要領」便是所有官兵應深植心中的基

本原則與要求。從歷史教訓中，亦能

習得相同的道理，古英格蘭有一首著

名的名謠：「少了一枚鐵釘，掉了一

隻馬掌，丟了一匹戰馬，敗了一場戰

役，丟了一個國家」，講述英王理查

三世決定與來勢洶洶的里奇蒙德伯爵

一戰，馬夫準備戰馬時卻急於求成、

敷衍了事，致使理查三世於大戰中因

戰馬掉了一隻馬掌而跌翻在地，隨即

遭敵俘虜，國家易主的故事。可見百

分之一的錯誤，終會導致百分之百的

失敗！

　國軍長期扮演國家與社會中穩定的

力量，據此，全體官兵不僅應具備「求

勝、求精、求強」的積極心態，亦須

具備正確之安全防護觀念，切勿以同

仁的人身安全或渠等身後的美滿家

庭，來換取精進檢討的教訓。全體官

兵應秉持「人有定職，物有定位，事

有定規，行動有序」之原則，細心把

關、發掘危安潛因，以勝任國家及人

民堅強的後盾。

我憲兵我驕傲 以身作則任先鋒 突破自我展雄心通資作業連敬文賢上士

【通訊員／吳宥德】入伍迄今，憲兵指揮部通資作業連敬文賢上士，總以「不斷追求突破極限，

打造更好的自己」為期許，對自我要求相當嚴格，問及他對於「領導」的體悟時，敬上士斬釘截

鐵地說「以身作則」四個字。凡事堅持親力親為的他，總是率領建制內的士官兵完成各項任（勤）

務，並把握空閒時機精進外語能力，持續精進原本就良好的語言能力。 

　從不停下成長腳步的文賢，更在 107 年獲得出國短期進修的機會，在國外受訓期間，見證受訓

國家民眾對於軍人的尊敬，種種場景至今令他印象深刻。他認為，想要贏得他人的尊敬，需靠自

己的實力去爭取，因此回到單位後，他更加嚴以律己，並堅定立場去要求部屬，唯有所有同仁不

輕視自我價值並堅守崗位，自然能為自己贏得滿堂掌聲。

臺中憲兵隊 李長軒上尉 憲兵第239營 陳怡君中尉

憲兵指揮部勤務連

中士彭照順

座
右
銘

讓堅持成為一種信仰，
使突破作為我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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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力面對憂鬱 共創心理健康 恪遵作業程序 消弭潛存危安

「憲」出你/妳的



（資料來源／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

時序進入八月，屬肇生中暑及訓練危安高峰期，各單位應持

續貫徹部頒「盛夏暨惡劣天候部隊訓練安全注意事項」，加

強風險管控作為，確保訓練安全。

自主體能訓練時間（不論平、假日），營區內須完成人員安

全編組、備妥各項急救器材，並於周邊待命，未完備防護措

施前，禁止實施體能訓練。

運動前做足暖身運動，務必讓身體各部關節及筋肉都能舒展，

身體微微出汗，以提升肌肉溫度及增加心肺呼吸功能。

自主運動應講求兩人以上結伴而行，並能隨時相互察言觀色，

如有發現鄰兵有異狀應立即停止運動，並逕行妥處。

各單位主官（管）應主動掌握官兵身體狀況，生病人員恪遵

醫囑要求；另針對有心血管疾病、酗酒習慣、痼疾、體弱、

BMI 值過高、長假期返部及有家族病史等人員，均應納入高

危險人員追蹤管制。
（資料來源／警務處)

,
,

提醒大家，人潮擁擠及密閉空間

務必戴口罩

中華民國106年3月9日    星期四中華民國106年3月9日  星期四 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17 日 星期一 7生活副刊

自主體能活動
意外防治宣導

重
要
命
令

國軍第 10900020號訓練通報

（資料來源／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督察室）



【通訊員／李光桓】

臺北市後備憲兵荷松

協會理事長周溫培先

生日前與協會幹部前

往慧敏營區，慰問憲兵第 202 指揮部基訓部隊，鼓舞部隊團

結士氣。周理事長表示，「下基地」是官兵們難得和寶貴的

回憶與經驗，於訓練期間，單位官兵齊心專注操作訓練科目，

不僅能提升固有戰力，更可促進單位團結向心，希冀現役官

兵能堅忍奮發、戮力戰訓，為所屬單位爭取最高的榮譽。

臺北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

【通訊員／蔡佩容】後備憲兵荷松

總會總會長謝慶堂先生日前偕南區

會長蘇建仲先生、臺南市後備憲兵荷

松協會理事長黃正華先生、高雄市後備

憲兵荷松協會理事長郭進國先生、屏東市後備憲 兵荷松協

會理事長鍾東珍先生等幹部，前往憲兵第 204指揮部鐵衛營區

慰問狙擊手集訓隊官兵，期許官兵於測驗中發展訓練成果以獲

得佳績，為憲兵爭取榮譽。

　謝總會長表示，希望每位參與集訓的官兵都能夠發揮平時訓

練成效，彈無虛發、百發百中，並期許官兵測驗時能全力以赴。

指揮官成上校表示，感謝後憲先進對現役官兵的支持與鼓勵，

使同仁倍感溫馨；而此次參與競賽的官兵皆為單位菁英，相信

在後憲先進的鼓勵之下，必將帶著優異成績凱旋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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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問 204 指揮部狙擊手集訓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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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

慰問憲兵第 203 指揮部臺中市後備憲兵
荷松協會

後備憲兵
荷松總會

【通訊員／張鴻舉】

為慰勉本部基地訓練

官兵辛勞，基隆市後

備憲兵荷松協會理事

長陳健寶先生日前與

協會幹部前往慧敏營區，慰問基隆憲兵隊基地訓練部隊官

兵。陳理事長感謝官兵保家衛國的努力與付出，期勉同仁

持續精進體能戰技，為國所用；此外，因應期末測驗將至，

陳理事長特別致贈慰問品予在訓官兵，鼓舞渠等展現平時

訓練成果，戮力為單位及個人爭取佳績。

【通訊員／李品蓉】為慰勉官兵執行任（勤）務辛勞，臺中

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理事長賴義煌先生日前與中部地區聯誼

會會長張進發先生及秘書長彭增桓先生共同前往憲兵第 203

指揮部慰問，並由該部指揮官張上校親自接待。賴理事長表

示，現役官兵戮力執行各項任（勤）務的辛勞，民眾有目共

睹，藉慰問機會肯定官兵們的付出，期許現役同仁秉持憲兵

忠貞愛國精神，無後顧之憂地持續在工作崗位上盡心盡力。

張指揮官感謝後憲先進利用工作之餘蒞

部慰問官兵，讓同仁充分感受前輩們的

關懷，「前憲後憲，連成一線」的精神

展現無疑，同時也給予同仁莫大的支持

與鼓勵。

後備憲兵
情同手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