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本部日前假忠貞營區召開「8 月份戰訓整備會議」，由指揮官黃

中將主持，邀集各地區指揮部、憲兵隊（營）主官、政戰主管及士官督導長

等幹部與會，會中頒獎表揚憲兵模範團體、楷模及執行各項工作評比績優單

位與個人，強調唯有持恆訓練才能蓄積堅實戰力。

　指揮官表示，各級主官應親力親為，貫徹執行部隊戰訓實務，落實按表操

課、體能訓練、編制武器射擊及專業專長培（複）訓等工作，藉獎掖績優激

勵所屬專注投入本務工作，同時消除訓練死角，務實做好戰備整備，將「訓

練是福利」深植官兵心中，共同打造堅實的作戰效能。

　指揮官另援舉近期洩（違）密案例，叮囑同仁恪遵各項保密規定，從落實

內部管理工作做好管控作為，以維保密工作之周密。此外，強調軍紀安全為

部隊戰力之關鍵，應於平日落實軍法（紀）教育，運用各項組織機制，掌握

關鍵少數，以降低危安風險，俾達「人安、物安、零危安」目標。

　最後，指揮官叮囑各單位應落實輔考機制，詳實記錄與考核，以確保單位

純淨，尤其針對新進人員與具急難病痛苦人員，主動予以關懷及協處，以維

繫人員心緒穩定、凝聚向心；另一方面，執法人員須充實專業職能，貫徹執

勤紀律與標準作業程序，以建立憲兵專業形象與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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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部指揮官黃中將日前由督察室副主任楊上校及 203 指揮部指揮官張

上校等重要幹部陪同，至彰化憲兵隊慰勉單位官兵辛勞，並實施軍法（紀）宣教，

期勉同仁應時刻自律、慎獨，謹守

本份，恪遵各項軍紀要求事項，強

調憲兵為三軍表率，應以身作則，

切勿肇生違法情事，共維憲譽。

　指揮官表示，部隊事務經緯萬端，

唯有貫徹「人有定職、物有定位、

事有定規、行動有序」等要求，能

有效降低部隊危安風險；另照顧官

兵要善用建制組織，先期掌握各項

潛在異常癥候，即時予以應處，防

杜自傷肇生。

　國防部長嚴德發先生日前主持「國防部第59次廉

政工作會報」時，要求各級強化內部教育及管控機

制，妥慎執行人員考核，秉持「依法行政」的要求，

讓官兵在理智及自制前提下，以「不願貪、不必貪、

不能貪、不敢貪」為清廉官箴的指引，繼而轉化成

「廉潔國軍」的信念，將品格風範深植在心中。

　近年來，臺灣在預防及打擊貪腐體系上有不

少作為，政府以「透明、課責、參與」為推動

廉政的核心價值，國軍亦以「清廉乃工作資量

賴以維繫，國人信心賴以撐持」的信守原則，

以最高度的標尺，庶幾能展現國防效能，強盛

國防武力，將國軍提升到廉能且持續精進的方

向。臺灣是民主的模範，人民對國軍廉潔度有

高度期待；因此，嚴部長大力期許國軍重視榮

譽、武德與清廉，並透過持恆教育，深化官兵

廉潔意識，正是對國軍官兵最莊嚴的期許。

　國軍各級設有監察官，民國 102 年設置國防部

政風室，並編制文職政風人員，用意在軍文雙軌

併行、複式監督，共同推動肅貪防弊。惟制度與

文化具有高度密切關係，國軍內部的二元廉政機

制，藉由各督導體系協調合作、互相配合，建立雙

向通報及預警機制，具專責與效率的雙重優勢，

充分發揮聯防功效，確維部隊純淨與國軍形象。

　廉政所產生的效益是「信任」，能讓部門間共

同合作，推動施政；軍人的忠誠義務則內化出廉

潔，成為公僕最起碼的「道德素養」。但廉潔不是

道德教條，而是法定義務之層次。讓每個志願執

干戈以衛社稷者，都能以維繫國軍廉能風尚為職

志，服膺「廉政」的各項原則，把清廉自持日夜縈

懷在心。國軍文職與軍職人員，在廉潔的要求上

是一致的，任何涉及權益的事項，諸如：人事升

遷、進修派訓都應公開透明；同時，國軍必須以

最嚴格的標準執行人員的考核與派任，高階幹部

更應以身作則，使全軍上下都能自覺遵從，明白

軍人廉能是至高的榮譽，達到風行草偃的成效。

　為展現推動廉能決心，國防大學 104 年 5 月

即與臺灣透明組織簽訂「廉潔教育合作協議」，

於軍事教育體系導入國際廉政學術思維，透過交

流互動，強化國軍中高階幹部廉潔理念，打造

清新廉潔的國防風貌。今年 8 月國防部更與臺

灣大學等學校，共同舉辦「第一屆亞太青年國防

廉潔夏季學院」，以強大師資陣容，培養學員廉

政識見，接軌全球反貪腐趨勢及國際法制，讓

青年學子對國防與國安等領域建立正確認知與

反思。「109 年度國軍廉潔教育師資培育課程」

亦同步舉行，藉由課程活動奠基廉潔教育，強

化推廣效益，使反貪腐意識內化於官兵心中。

　廉政是一種價值觀，國軍唯有深耕廉潔意識，

以廉潔為核心價值，才能聚焦理念，建立「共同

善」，形塑優質組織文化。德國大文豪歌德有句告

勉世人的話：「一個善人，即使一時為黑暗所驅

策，仍將體悟正道。」這昭示我們，推動廉政工

作，除了要有防弊思維，也要「獎善勸惡」，抱持

做功德的心態；縱令極少數官兵仍有「一時迷惘」

的情事，透過主管部門的監督與糾正，可讓這些

「走上歧路」的官兵幡然悔悟，及時導回正途。　

　我們可以斷言，廉政係維繫國家治理秩序之重

要基石，無論在古之時或今之世，廉能均為彌足

珍貴的價值。明朝嘉靖年間，權臣嚴嵩父子專擅威

柄，趨炎附勢之徒爭相奔走於門下。進士宗臣則於

其名著《報劉一丈書》中，傳神描述當時上層權貴

的貪污收賄、敲詐勒索，以及其下門客的狐假虎

威、諂媚無恥。在文中宗臣自謙不善交際，因此從

未登門拜訪權貴送禮，並自許「人生有命，吾惟

守分而已」，盡顯一代文人的廉能價值與風骨。

　綜言之，反貪腐已是國際性問題，「廉政」是

無止盡的工作，不僅是每個國家的公論，亦成為

共同任務。公權力必須是「乾淨無瑕」，才有資格

要求人民履行一定的義務，此所以「賄賂罪」中，

立法者對行賄與收賄的可罰性及刑度各有不同判

斷；蓋因在賄賂行為中，收賄的一方多半為公權力

擁有者，而行賄者相對處於弱勢，且大抵非自願，

所以可針對雙方不同情狀及行賄者出於主動或被

動，分別為不同刑責的決定。近年來，世界各國

皆強調防制不法所得的洗錢行為，臺灣在全球反

貪腐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需結合公民力量

及民間企業，從行賄、收賄兩大面向打擊貪腐；

而推動肅貪防弊、整飭軍風紀律，是國軍神聖職

責，將持恆貫徹，並以「零貪腐、零風險」為追

求目標，共同為打造更廉潔的國軍及願景而努力。

　　　　　(轉載自青年日報109年8月30日社論)

【本報訊】為強固官兵保密安全觀念，本部日前辦理「109 年擴大保密工作

巡迴宣教暨保密工作檢討會」，由副指揮官馮少將主持，召集各單位業務主

管及保密督導官與會，強調保密工作良窳攸關作戰成敗與國防安全，因應時

代進步與科技日新月異，相關作為應跳脫傳統框架，全面務實檢討機制，以

肆應環境變革，確維機密資訊安全。

　副指揮官表示，保密工作關鍵在於「落實」及「管理」，唯有針對每個環

節深入檢討，各個業管部門各司其職，檢討修正不合時宜之作法，俾使相關

要求合理可行且具有實效，防範洩密違規情事肇生；

另一方面，副指揮官以時下智慧型行動裝置的蓬勃

發展與洩密案例為例，和與會同仁研討可能產生的

死角與破口，以及防範之道，導引同仁在本職工作

上研謀精進，建立周密的防險作為，以共同維護部

隊整體安全。

零 貪 腐 零 風 險  打 造 廉 潔 國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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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為瞭解基地進訓單位訓練實況，士官督導長邱士官長日前至南

勢埔戰鬥教練場，與憲兵第 202 指揮部 211 營第 1 連官兵實施座談，並代

表指揮官黃中將頒發慰問品犒慰官兵戮力戰訓辛勞。

　邱士官長座談期間強調，基地訓練期間首重「安全」與「風險管理」，

而全體士官幹部應擔任領頭羊的角色，發揮領導特質與善盡職責本分，帶

領所屬遂行各項任務，並藉基訓時機凝聚同袍情感，平安、順利地完成基

地訓練。 

　邱士官長另鼓勵同仁充分利用公餘從事進修，妥善規劃終生學習，使軍

旅生涯更加充實、豐富；此外，邱士官長指出，「國家可百年無戰事、但

不可一日無戰備。」憲兵擔任衛戍中樞的重要角色，應持恆戮力戰訓整備，

以確保國家整體安全。

【本報訊】本部副指揮官馮少將日前視導憲兵第 202 指揮部 332 營駐地訓練

規劃與管制作為實況，期勉幹部貫徹訓練工作，以務實提升單位整體戰力；

另強調，管理與訓練相輔相成，單位主官須親力親為，因應時代環境變遷，

突破既有思維與模式，並講求方法以獲致最佳訓練成效。

　副指揮官表示，「掌握關鍵少數，以獲致最大戰果」，針對未達標準、痼

疾等人員，尤須瞭解掌握問題關鍵，適時予以關心與輔導，並尋求輔助（替

代）訓練方式，以輔導渠等逐步符合標準，強化官兵自信心、提升單位合格率；

此外，合格人員應朝較開放的管理方式，以創造主動訓練的誘因，帶動運動

風氣，以提升部隊戰力。

【通訊員／劉宗彥】憲兵第 204 指揮部勤務支

援連於日前假鐵衛營區辦理駐地專精結訓典

禮，由指揮官成上校主持，部隊經由閱兵式

及分列式展現出雄壯高昂士氣，將駐地專精

訓練成果完美呈現。

　成指揮官對於官兵在訓練期間的辛勞付出

與期末鑑測成果，表達高度肯定及慰勉，同

時表揚鑑測成績優異官兵，並提醒所屬，嚴

格的訓練是加強體能與本職學能的重要基礎，

期勉官兵持恆訓練，延續勤訓精練成果，厚

植部隊整體戰力。

主持勤務支援連駐地專精結訓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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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張鴻舉】憲兵第 205 指揮部指揮官

文上校日前至嘉義中庄營區慰問狙擊手集訓

官兵，對官兵全心投入訓練的辛勞，表達肯

定與嘉勉之意，並提醒幹部妥善規劃訓練整

備，確維人員安全與紀律。

　文指揮官表示，狙擊手測驗在即，期許官

兵透過從嚴、從難之訓練方式，強化心理素

質與射擊穩定度，以提升射擊效能，為單位

爭取佳績；另叮嚀近期天氣變化大，執行訓

練務必注意安全與紀律，休假期間須恪遵軍

紀要求，嚴禁衍生危安，確保戰力完整。

指揮官慰勉狙擊隊集訓官兵

2 0 5 指揮部

邱士官督導長與211營基訓官兵座談副指揮官勉突破訓練思維與模式

【通訊員／李品蓉】「你的熱血、就是希

望」，憲兵第 203 指揮部日前由指揮官張上

校率領所屬官兵至臺中市政府響應捐血活

動，官兵熱情挽袖，響應「捐血一袋、救人

一命」，張指揮官表示，當前醫療用血庫存

量不足，國軍官兵以實際行動為社會做了良

好示範，在官兵弟兄姐妹的熱血參與下，充

分展現國軍關懷社會的助民精神，挽救生命，

是一件助人利己的事，希望未來官兵能持續

投入捐血活動，透過社會公益活動將「軍民

一家」理念具體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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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李光桓、張鴻舉】為歡慶

九三軍人節，國防部日前舉辦「九三

香堤嘉年華－超級愛國軍 Yes Sir」

活動，現場活動熱鬧精彩，除了軍民

同心，互動零距離外，部長嚴德發先

生及指揮官黃中將也到現場與官兵同

樂，共同慶祝九三軍人節。 

　本次活動特別規劃各單位社

團與民眾互動，展現官兵能文

能武、活潑多元的一面，本部

憲兵第 228 營及桃園憲兵

隊官兵所準備的生存遊戲

社模擬射擊體驗，刺激熱

血，人潮絡繹不絕，透過

官兵專業指導，讓體驗民

眾直呼「好過癮！」；而

由士林憲兵隊烘焙社官兵準備的憲兵

特色造型雞蛋糕，更是讓民眾讚不絕

口、爭相排隊！！烘焙社更結合「憲

在來回答」小遊戲，進行憲兵知識大

哉問，讓民眾在一飽口福的同時，也

增進對憲兵的認識；另外快速反應連

重機陳展，讓民眾近距離感受重機的

帥氣震撼！進出場時的

轟 隆 引 擎

聲，更是吸

引全場目光，

動靜皆宜，成為

活動「憲」

場亮點。

圖／士林憲兵隊烘焙社現場製

作的造型雞蛋糕熱門搶手，指

揮官親赴現場給予鼓勵。

圖／憲兵第 228 營及桃園憲兵隊生存遊戲社官兵

所準備的模擬射擊體驗，人潮絡繹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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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香堤嘉年華

展「憲」亮點
閃耀全場

圖／香堤嘉年華活動熱鬧歡樂，指揮官亦到場同

樂。圖為指揮官提供士林憲兵隊烘焙社的憲兵造

型雞蛋糕，與民眾分享，大人小孩皆開心不已。

圖／部長嚴德發先生至桃園憲兵隊生存遊戲社攤位給予鼓勵。

圖／快速反應連重機陳展，讓民眾近距離感受重機引擎的震撼。圖／士林憲兵隊烘焙社所製作的雞蛋糕，造型特別，口味好吃。



【通訊員／張鴻舉】憲兵第

205 指揮部基訓中隊日前由中

隊長廖上尉率領官兵接受基地

訓練期末戰術鑑測，受測官兵

各個展現高昂士氣，誓為團隊

爭取佳績。

　廖中隊長表示，憲兵身為都

會型兵種，必須應付瞬息萬變

的戰場環境，依據「仗在哪裡

打，部隊就在哪裡訓」的原則

實施訓練，此次期末測驗以都

市夜間戰術行軍時遭遇敵機臨

空、狙擊手狙擊及城鎮攻防作

戰等狀況，驗證官兵的敵情觀念、判斷及臨機應處能力，期使官兵熟悉戰場實

況，向國人展現國軍精實的戰力及保家衛國的決心。

【通訊員／李品蓉】為強化幹部危安

敏感度，有效發掘官兵危安徵侯，金

門憲兵隊日前邀請金門縣衛生局地區

心理衛生中心鄭湘柔老師至單位實施

自我傷害防治講習。

　鄭老師透過生動活潑的講解，搭配

易懂與幽默的教學短片，使官兵建立

正確的自傷防治概念，為單位心輔職

能挹注正向能量。

　副隊長王少校表示，部隊就像是一

個大家庭，官兵應如家人一般，彼此

關心、相互協助，期許透過本次講習，

官兵能體會「相互關懷」的重要性，

共同成為「自傷防治小尖兵」。

金門憲兵隊花蓮憲兵隊

【通訊員／廖奕盛】花蓮憲兵隊與花蓮

市衛生局日前假誠正營區共同辦理「幸

福捕手 - 自殺防治及心理健康促進講

座」，邀請門諾醫院溫勇勝臨床心理師

與官兵弟兄共同探討自傷防治議題。

　溫心理師表示，藉由「看、聽、轉、

牽、走」口訣，正確教導官兵學習察

覺自傷徵侯及傾聽技巧等重要觀念，官

兵皆應付諸行動、加以實踐，共同成為

「心輔守門人」。

　輔導長廖中尉表示，每個人都可以扮

演珍愛生命的守護者，在官兵同仁的互

相關懷下，共同防範自傷事件發生。

辦理自傷防治講座

【通訊員／李品蓉】憲兵第 203 指揮

部南投及雲林憲兵隊基訓混編中隊日

前假慧敏營區，接受為期 2 天的期末

戰術鑑測，針對戰備整備會議、戰備

檢查、行軍沙盤、戰術行軍、攻防作

戰等項目實施測驗；過程中，官兵們

無懼炎熱的考驗，充分展現勤訓精練

的高昂鬥志與訓練成果。

　魏中隊長表示，本次測驗全程，官

兵展現絕佳的團隊默契，秉持平時「從

嚴從難」的精神，發揚訓練成效，最

後，在全體官兵相互鼓勵、共同努力

下，恪遵各項測驗紀律，圓滿完成本

次測驗。

【通訊員／李昂運】為紓解官兵平日工作壓力、

培養正當休閒活動及促進單位交流，憲兵第 202

指揮部日前於福西營區舉行籃球社社團友誼賽，

期藉比賽活動增進官兵默契，並在運動過程中盡

情揮灑熱情和活力。

　202 指揮部政戰主任許上校表示，本次友誼賽

的交流，不僅可透過運動競賽舒展身心，更能藉由單位間之良性競爭，以球會友，

達到凝聚向心、提升士氣之效果。未來將持續辦理社團交流活動，透過技藝切磋，

強化人際網路建立之效用，使官兵軍旅生活更添繽紛色彩。

【通訊員／張鴻舉】新竹憲兵隊日前

執行友軍護運勤務返營途中，於新竹

市武陵東大路口巧遇民車交通事故，

車長劉士官長見狀後，立即通報警方

並至現場協助交通指揮，熱心善舉受

到周圍民眾肯定。

　劉士官長表示，車禍當時正值下班

車流尖峰，為避免損傷擴大，於第一

時間通報後，便於現場指揮交通疏導

車流，待警方抵達現場協處。

　新竹憲兵隊隊長古中校表示，單位

出勤期間協處事故狀況，不僅考驗平

時訓練成果，更實踐「軍愛民、民敬

軍」精神，塑立國軍正面形象。

憲兵第202指揮部籃球社社團友誼賽新竹憲兵隊即刻救援民車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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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科技迅速發展，雖然帶給生活無

數便利，但也因為人們過度依賴智慧型

裝置而衍生出許多問題，裝置上所安裝

的應用程式雖可協助滿足各種使用者需

求，但自己是否曾仔細思考過需求的

必要性呢？或曾審慎檢視其所要求開放

的權限有哪些呢？若上述問題的答案皆

為否定，那自己很可能已經成為這場行

動裝置浪潮席捲下的安全犧牲者，因為

這些沈默的隱憂就潛伏在自己無意按下

「同意下載」或「同意授權」的那一刻；

另外近年部分大陸品牌手機，以低廉價

格卻搭配高階規格等姿態進軍市場，當

民眾趨之若鶩時，卻屢屢被證實內建資

訊程式存有後門設定，會主動將使用紀

錄及個人資訊回傳，引發高度資安疑慮

與威脅，如此，不僅引起民間對隱私保

全產生疑慮，更可能對國軍資訊保密造

成更大的危機。

　近年軍中因應時代演進，在規範內逐

步開放申請智慧型手機，但在帶給官兵

生活便利的同時，卻也因此產生許多資

訊安全之漏洞，從拍照打卡到營內開啟

定位甚至發布營內相關之社群貼文等資

安違規情事層出不窮，而綜觀大部分案

例，多源自於個人安全意識不足，貪圖

一時方便而導致資安維護的罅隙，故部

隊應落實教育資安違規零容忍的重要觀

念，並持續宣導相關法規，告誡切勿心

存僥倖、以身試法。

  面對資訊科技普及的時代，國軍官兵

更應建立「沒有安全，沒有一切」的認

知，在使用便捷的資訊科技產品同時，

務須遵守與落實各項安全規範，任何疏

忽與漠視，均可能導致單位或個人陷入

難以承受的風險之中，惟有人人遵守資

安保密規定，時時不忘洩密危害，處處

採取保密防範措施，才能建構一支固若

磐石的鋼鐵勁旅。

　為紓解部隊戰訓任務壓力，並促進

官兵之間情感交流，國防部自本年度

開始推廣社團活動，而多元豐富的課

程獲得廣大官兵喜愛，社團時間亦成

為每周最令人期待的「操課進度」。

　國軍社團性質包羅萬象，包括康輔、

文藝、技能、休閒及運動等多方面，

主要意旨在於培養國軍官兵健康正當

的休閒活動，例如憲兵第 228 營生存

遊戲社，不但是單位的亮點社團，更

是國軍行銷管道的最佳利器。社團輔

導幹部毛中校表示，社團起初由一群

熱衷生存遊戲的官兵所組成，目的在

於提升官兵的戰術思維及團隊向心。

　社團成立初期裝備僅以便服及簡易

戰術配件為主，為了驗證訓練成效，

單位也曾在不影響戰訓本務情況，

運用社團時間至林口靶場進行團隊訓

練，然而隨著社團練習次數的增加，

越來越多官兵們主動地加入生存遊戲

社，透過社團活動時間，不但可以提

升官兵的戰術及射擊能力，更可以拉

近官兵間的距離，豐富部隊生活。甚

至也有社團成員假日也自發性組團訓

練，在後勤維保方面，為了讓單位生

存遊戲裝備長留久用，社團成員也會

定期對裝備實施清潔保養，使得保養

工作不再只是例行性工作，而是每位

玩家應有的惜物素養，更讓社團官兵

明白後勤工作的重要性，格外珍惜部

隊現有裝備及硬體設備；此外，社團

成員不侷限只有男性及重要幹部，社

團更有女性同仁於全民國防重要活動

時機向在場民眾擔任說明官，可見得

不論階級、性別，皆能感受生存遊戲

的魅力。對社員而言，生存遊戲不僅

是社團，也是單位凝聚向心的一大要

素，希冀在同仁執行各項戰訓任務後，

能透過社團活動，持續使單位戰力與

興趣相得益彰。

我憲兵我驕傲
南投憲兵隊上士林俊宏

【通訊員／李品蓉】我是南投憲兵隊上士分隊長林俊宏，在求學階段，加入柔

道隊，每日的訓練及飲食控制，養成自己嚴格與自律生活態度，某日看見在臺中憲兵隊服務的表哥，

穿上軍服意氣風發的樣子，使自己對憲兵有很大的憧憬。於是在家人的鼓勵下，我報考志願役士兵，

從入伍訓、專長訓、士官班，一路走來，除了接受規律的訓練外，更養成成熟獨立的個性，見證自己

的成長，讓我一直堅信當初的選擇是對的。

　目前我擔任分隊長一職，除了照顧建制同仁外，主要負責各項訓練課程的規劃與執行；休假期間，

我也會進行跑步訓練，並主動報名馬拉松及各項競賽，做為自我訓練成果驗收。曾經報名南投縣第 67

屆全縣運動會，榮獲 1500 公尺田徑競賽第二名，有此成果，皆仰賴從軍後所培養出的堅持與毅力。在

未來的軍旅生涯，我將繼續秉持憲兵「重榮譽、守紀律」的精神，繼續堅守崗位，用行動捍衛家園。

憲兵訓練中心 韓雅亘上士 憲兵第228營 廖士萱少校

新竹憲兵隊
士官督導長劉建煒

座右銘

永
不
放
棄

是
你
實
現
夢
想
的
唯
一
秘
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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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資訊違規 確維單位安全 投入社團活動　強化人際互動

「憲」出你/妳的紀律磨練心志，態度展現自我



車手、賣帳戶亦判刑
詐騙集團觸犯組織犯罪
更可處10年以下徒刑

詐欺罪可５處年徒刑 

衛教專區　

軍法（紀）小叮嚀

資料來源／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資料來源／督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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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蔡佩容】臺東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日前辦理 109 年度自強大會暨南區後憲 ( 主委 ) 理事長

聯誼會，由理事長邱昭良先生主持，會中邀請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總會長謝慶堂先生、本部

指揮官黃中將等貴賓一同共襄盛舉，現場氣氛熱鬧歡樂。

　指揮官首先表彰後憲學長們戮力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傳承「忠貞軍風、梅荷志節」的精神，共同

保衛家園、造福社會。活動期間特別安排臺東憲兵隊原民舞社所準備的舞蹈表演，使與會嘉賓隨音

樂起舞，感受官兵的熱情活

力。活動最後由指揮官率領著

全體後憲先進及官兵同唱憲兵

歌，展現「一日憲兵，終生憲

兵」之精神，活動順利圓滿落

幕。

【通訊員／張鴻舉】為增進後憲先進對

於現役官兵之認識，基隆憲兵隊副隊長

饒中校日前邀請基隆市後備憲兵荷松協

會至日新營區辦理 109 年度荷松幹部

工作研習，由理事長陳健寶先生率所屬後憲同仁共同參與，研習

課程結合憲兵隊實務工作，讓後憲先進更瞭解憲兵隊任務特性及

部隊實況，陳理事長表示，透過此次工作研習，提升後憲同仁對

部隊現況的瞭解與認知，改變舊有觀念，除更增進彼此情誼，也

期許未來能藉以協助宣傳國軍，提升國軍正面形象。

【通訊員／李品蓉】為響應「捐血一袋、救人一

命」，雲林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虎尾分會日前辦

理聯合捐血活動，由理事長黃國書先生等後憲幹

部發起，並號召雲林憲兵隊官兵，由副隊長蘇中

校帶隊前往響應，發揮「前憲後憲連成一線」的

力量，充分展示人人都是熱血青年的精神。

　黃理事長表示，雲林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平時

協力社會治安、投入公益活動不遺餘力，當捐血

中心血量不足，身為後憲成員，秉持著憲兵梅荷

精神，自然必須挽起衣袖，為地方公益挹注熱

血，為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貢獻一己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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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 109 年度自強大會

基隆憲兵隊辦理 109 年度    

  荷松幹部工作研習
雲林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
虎尾分會捐血活動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