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為確保演訓安全，圓滿達成

任務，指揮官黃中將日前針對「漢光

36號」演習圖上兵棋推演實施任務總

提示，會議中召集各業務主管及各級單

位主官與會，共同研討演訓各項整備，

以利任務執行順遂。

　指揮官強調，漢光演習為國軍年度重

要操演項目，鑑於近期天氣炎熱，易造

成人員心緒浮動，各級幹部應特別留意同

仁身心狀況，做好情緒管理，以帶領官兵完

成操演整備，提升狀況應處能力。

　最後，指揮官要求各單位於演習期間，務

須建立「嚴守保密規定，維護機密安全」之

正確觀念，防杜洩密情事，確保國家安全；

並依標準作業程序，應處各項狀況，藉以達

成「零危安、零洩密」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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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及臺中市政府日前合辦「拒毒健康新

世代、愛與關懷作伙來」全國反毒成果系列活

動，內容包含 3 公里路跑健走及反毒博覽會，

並邀各行各業人士，設置反毒宣導攤位。活動中

也首次結合實境解謎與攤位闖關活動，寓教於

樂，宣導正確反毒觀念，吸引民眾共襄盛舉。

  毒品危害已成為嚴重的全球性問題，也是世界公敵。

在龐大的毒品供應鏈中，尤以跨國販毒組織結構最難

殲滅，更成為世界各國政府治理與國家安全新挑戰。

不久前，屏東地檢署破獲國內歷來最大宗毒品案，起

出超過 1 公噸海洛因、安非他命等毒品，市價高達

百億元，可供 3 千多萬人吸食。實在難以想像，這

些毒品若流入市面，將會讓多少個人與家庭，受到嚴

重殘害？對於整個社會的負面影響，更是難以估算。

  近年來，臺灣地區毒品犯罪加劇，尤其是第三級與

第四級毒品興起，對青少年危害，呈現逐年上升趨勢。

新的毒品在容易取得情況下，常導致無知青少年因同

伴誘引吸食，深陷毒害而不可自拔；年輕人長期使用

毒品，更會產生學習與記憶力受損，以及心理依賴性

與強迫性，不易戒除，讓國家社會新生代向下沉淪。

  而毒品帶來的危害，不僅止於身心方面，也會連帶

引發搶劫、偷竊等犯罪問題。法務部調查資料顯示，

入監服刑受刑人中，高達 60%以上與毒品問題相關；

此外，吸毒者若駕車上路，在幻知幻覺、意識不清下，

造成交通安全風險大增。因此，警方執行攔檢任務時，

除清查駕駛者有無酒駕，亦經常意外發現車內藏毒，

甚至因為擔心警方查毒而拒檢，加速逃逸後撞死無辜

民眾，釀成悲劇。毒害影響甚鉅，實讓人深惡痛絕。

  蔡英文總統在多個場合，一再表示，臺灣必須建

立完整的社會安全網；政府施政中，反毒亦列優先

要項。誠如聯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公布

數據所示，若 21 世紀全球在反毒作為上不能除惡

務盡，毒品將持續成為危害人類社會與文明的最大

災難。因此，各國政府與社會反毒團體，必須齊心

協力，聚焦在消除有利販毒犯罪組織的非法市場、

貪腐官員、暴力手段、扭曲市場經濟，以及對道德

價值的侵蝕；防制毒品犯罪工作，也要從源頭、製

造、銷售上游，到使用與吸食之中游，以及進入懲

罰、矯治與治癒之下游，多管齊下、相輔相成，且

需要家庭與社會共同參與，才能防範毒品侵蝕。

  近年來，新興毒品侵入國內校園、危害年輕世代，

偽製成跳跳糖、科學麵、果凍或飲料，藉以引誘青少

年的事件，層出不窮，成為令人憂心的警訊。由於毒

品一旦施用，戒斷相當困難，因此，除了行政部門從

法制面落實防範，各社區、社團、學校、宗教團體也

要發揮宣導功效，並建立「友善通報網」，隨時留心

周遭人事物，遇有可疑情事，立即通報相關單位協處。

  毒品問題會嚴重侵蝕社會各階層，毒品進入校園與

施用者年輕化現況，更令人憂心。對此，法務部近

期提出反毒具體策略，包括鐵腕掃蕩社區型毒販，

強化沒收毒販高額利潤；整合法務、警政、教育及

衛福相關資料庫，成為全國毒品資料庫，以分析與

擬定反毒政策；建立無毒防護網及溫暖關懷計畫，

對於戒毒者之干擾源以及供應者，採取強力鏟除措

施；強化偏鄉及青少年（校園）毒品防制計畫等，

力求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力打擊毒品氾濫情況。

  烈焰刀鋒，人皆望而生畏，不致貿然觸撫；毒品之

名，已然詳明，為何仍有人前仆後繼？關鍵在於，毒

品常以糖衣包裹，以美名巧飾，其所隱掩之弊，則包

藏禍心，防不勝防。吾人認為，各種毒品，應改以惡

名命之，如此，或能讓人從心底生出厭棄之念，降低

接觸、施用機率。不慎及無辜染毒者，則應以戒斷為

要，政府對此已提出具體作法，修正相關法律，讓政

府有介入權力，通盤建立社會與校園支持體系，幫助

毒品受害者脫離毒品侵害，回到社會。在各部會資源

整合下，提供吸毒者多元、長期戒癮支持方案，並

強化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功能與效益，方能立竿見影。

  國軍官兵肩負保國衛民神聖使命，絕不容許毒品

戕害身心健康，影響部隊戰力。全體官兵除應建立

對抗毒品的觀念，各級幹部也必須強化宣導，使官

兵從了解毒品之惡做起，向毒品說「不」。毒品及

其衍生之問題如此嚴重，身為國軍一分子，必須隨

時警覺謹慎，將反毒、拒毒視為一生永遠的課題。

　　　　　( 轉載自青年日報 109 年 9 月 7 日社論 )

【本報訊】本部副指揮官馮少將日前主持「衛戍指揮部圖上兵棋推演」，推

演過程，由各參演部隊及友軍單位，就圖上兵推各作戰階段狀況實施應處，

並由副指揮官針對處置作為進行研討。

　副指揮官表示，兵棋推演目的在透過戰況模擬，檢視各作戰階段計畫與戰

術作為的可行性，進而周延、完

善戰備整備作為，有效提升部隊

戰力。副指揮官另提醒各級幹

部，在演習期間，應強化保防安

全工作，提升官兵警覺與敏感

度，落實督管與查察，嚴防洩

（違）密事件肇生，以使任務圓

滿達成。

【本報訊】本部參謀長陳少將日前視導

憲兵第 203、204、205 指揮部「漢光

36 號演習圖上兵棋推演」實況，就各參

演單位推演作為予以指導。

　參謀長表示，年度演訓任務是向國人

展現國軍勤訓精練成果的時機，參演單

位應全般瞭解所屬作戰區之任務內容，

落實整備工作，強化戰時情報蒐集，期

使達成最大作戰效能。參謀長另提醒各

級幹部於演訓期間按表操課，落實內部

管理督導，加強官兵心緒掌握，避免肇

生軍紀事件，斲傷憲兵軍譽。

拒 絕 毒 品 戕 害  確 維 身 心 健 康

要求完善戰備 強化衛戍勤務 參謀長視導各地區
指揮部圖上兵棋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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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李品蓉】憲兵第 203 指揮部指揮官張上

校日前至嘉義憲兵隊，驗證「漢光 36 號演習」電

腦兵棋推演部隊操演狀況，要求單位於演習期間全

心投入演練課題，齊心完成推演課目。當日演練，

加入戰傷救護課目，訓練官兵於戰場提供即時救

護，張指揮官提醒單位平時操課即應以戰時戰術位

置實施演練，增加官兵戰場意識，提升各項應處能

力，以符合作戰實需；另強調，演習期間應恪遵各

項保密及軍紀相關要求，莫因個人疏忽，衍生不必

要之後遺。

【本報訊】為強化單位團結向心，瞭解同仁生活狀況，本部政戰主任余

少將日前與全體督察室及聘雇同仁生活座談，勉勵同仁應保持積極態

度，勇於任事，以期在個人專業領域有所發揮。

　主任表示，督察室平時肩負法律事務、軍紀督察及戰術督察等重要工

作，應持續精進個人本職學能，為所屬同仁提供專業意見，並完善把關

各項業管事務。此外，主任鼓勵同仁，休假時多從事正當休閒活動，除

培養個人興趣外，亦可適時紓解壓力，以維身體健康。

【本報訊】憲指部邱士官督導長日前至

憲兵訓練中心主持士官高級班 40 期開訓

座談。邱士官長表示，士官為部隊的根

本，要擔任士兵的領導者，更要自詡成

為主官有力的助手，強化個人領導統

御與本職學能，則是不可或缺的關鍵。

　邱士官長期勉學員於受訓期間完善時

間規劃，專心課業學習，以提升專業能力與素養，持恆體能訓練；發揮團隊精神，

相互勉勵扶持，俾於結訓後持續貢獻所學，為部隊奉獻心力。

　最後邱士官長勉勵學員，身為幹部應熟知「謹言慎行」及「自律」的精神，恪

遵軍紀營規，不酒駕、謹守男女分際等各項軍法（紀）要求，共同維護憲兵榮譽。

【通訊員／蔡佩容】憲兵第 204 指揮部日前實施電

光操演暨營區整體安全防護演練，由指揮官成上校

進行任務提示與精神講話，後續操演部隊於受命後

即實施戰備集合，透由實兵實地模擬課題之應處，

使官兵熟稔各戰鬥任務及位置，以「藏不住、動不

了、跑不掉」為目標，演練阻絕及逮捕等應變作為。

成指揮官表示，漢光演習係年度重大任務，要求各

級所屬應恪遵各項要求，依令完成戰術機動及各類

狀況應變處置，訓練全體官兵應處能力，以提升整

體戰力。

【通訊員／張鴻舉】憲兵第 205 指揮部日前接獲電

令執行「電光操演」，由指揮官文上校督導戰備集

合情形，所屬單位獲令後，人員迅速召返崗位，有

效驗證單位緊急召返及戰備整備之效能。

　文指揮官對所屬官兵實施精神動員時表示，各級

部隊於演習期間，務須恪遵「紀律」與「保密」規

範，並依標準作業程序，應處突發狀況；演習期間

官兵依幹部指揮，熟稔各項演練課目，以達「為戰

而訓」目的，達成年度重要演習任務，以不負國人

期盼。

驗 證 演 習 操 練 狀 況

２０３指揮部 ２０４指揮部 ２０５指揮部

執 行 電 光 操 演主持電光操演暨營安演練

【本報訊】本部日前於忠貞營區實

施漢光 36 號演習「瀋陽操演」，

由副參謀長李上校主持，副參謀長

表示，各單位於演習期間，務須恪

遵「紀律」與「保密」規範，並依

標準作業程序，應處狀況；另依照

各單位之任務課題，熟稔演練內

容，並落實軍紀安全維護工作，注

意官兵身心言行，莫因個人因素，

破壞全體同仁努力成果，藉以達成

演習「零危安、零洩密」目標及

「為戰而訓」之目的。

本部漢光演習瀋陽操演

邱士官督導長主持士高班開訓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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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林盈廷】為強化官兵戰場心理抗壓能力與

團隊互助精神，各指揮部政戰同仁日前分至陸軍北測

中心及南測中心進行「合理冒險暨戰場抗壓訓練」，

訓場內多元、豐富且充滿挑戰的活動課目，透由測考

中心教官們帶領實作，讓參訓學員真實體會及理解戰

場環境下如何面對困難、克服壓力，進而達成作戰任務。

　憲兵第 202 指揮部政戰主任許上校表示，戰場抗壓訓練

成效攸關部隊戰力能否有效發揚，一旦戰事發生，身臨戰

場與敵交戰，就能不被戰場壓力所役使，必須克服恐懼及

壓力，並且與同袍相互扶持、團結一致，方能在戰場上共

同通過障礙與困難，提升部隊戰力效能。

　憲兵第 202 指揮部曾下士表示，在戰場模擬訓練中，認

識了戰場上潛存危機無所不在，必須依靠良好抗壓力及團

隊合作，才能完成任務；而在合理冒險訓練中則是突破自

我，完成平衡木挑戰，戰勝恐懼心理，相信未來能更冷靜

沉著處理任何狀況。

　最終透過鑑測中心教官實施課程總結，期盼透過本次訓

練達到「提升個人自信心、增進團隊凝聚力、克服戰場恐

懼力」等訓練目標，參訓學員能將心得帶回部隊與同仁分

享，共同增進團隊意識、合作默契等觀念，齊心強化憲兵

部隊戰力。

合理冒險暨戰場抗壓訓練

憲兵第 203 指揮部

圖／202指揮部。

憲兵第 204 指揮部
憲兵訓練中心

警衛大隊
憲兵第 205 指揮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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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張鴻舉】 為強化全民核災

應處觀念，基隆憲兵隊日前配合基隆

市政府於核二廠週邊進行核安 26 號演

習，執行重要路段交通管制、勸離疏

散等演練。

　基隆憲兵隊隊長蔣中校表示，透過

實兵操演，有效提升部隊應處能力，

並加強與中央及地方政府的災防機制，

秉持「演習視同作戰」原則，發揮平

時訓練成果及災害防救能量，確保災

害來臨時，軍、民協力提供足夠能量

予以應處，維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達成軍民一體、共護家園之目標。

【通訊員／李品蓉】日前臺中市

南京路與復興路四段交叉路口發

生民車交通事故，憲兵第 203 指

揮部勤務支援連待命組組長藍下

士，在警方尚未到場前，立即帶

領組員陳上兵趕赴現場，協助交

通管制，避免影響交通及造成二

次車禍，等待救護車及警方到場

後，將現場交給員警處置。迅速

支援的表現不僅展現平時訓練有

素，更充分展現愛民助民之精神。

【通訊員／蔡佩容】為驗證官兵編制

武器射擊能力與提升師資職能，憲兵

第 204 指揮部日前假步訓部靶場實施

年度第 3 季 T85 榴彈發射器實彈射擊

訓練，由指揮官成上校全程督導。

　成指揮官強調，本次訓練的首要目

標在於強化官兵個人編制武器操作之

熟稔度，並使官兵具備合格的射擊能

力，另透過實彈射擊的震撼力，訓練官兵心理

素質，除驗證平日訓練成果外，期能以更成

熟、穩定之身心狀態，提高武器運用技能，提

升部隊戰力。

【通訊員／張鴻舉】國防部狙擊手競賽將

屆，憲兵 205 指揮部狙擊隊假南測中心進行

集訓，針對鑑測項目加強訓練，採取「以測

代訓」之方式，強化狙擊手射擊穩定度與心

理素質，期在年度鑑測獲取佳績，為個人與

團隊帶來榮耀。

　帶隊官葉少校表示，狙擊隊在訓練上，秉

持從嚴、從難原則，並依現地實況滾動修正

及調整，逐步強化射擊精準度與戰鬥技能；

另要求隊員恪遵訓練規範及紀律，落實各項

防險作為，期在安全無虞下，展現爭取團體

榮譽之必勝決心。

【通訊員／翁承楠】「2020 年第 18 屆總統盃

全國慢速壘球錦標賽」日前榮重揭開序幕，比

賽當天，烈日當空，代表本部參賽的憲光壘球

隊鬥志高昂、氣勢如虹，憲兵第 202 指揮部指

揮官于少將也到場替選手們加油打氣，鼓勵延

續去年奪冠氣勢，爭取二連霸佳績與榮譽。

　為準備本次比賽，憲光壘球隊緊鑼密鼓進行

訓練，每日白天到球場訓練攻防技巧，晚上返

營進行重量訓練。秉持「服從、團結、紀律」

的原則，讓隊員逐步達成訓練目標，同時藉參

加各場賽事，增加球員實戰經驗，讓每一次的

比賽表現更臻成熟，增加球員默契，齊心馳赴

正式比賽。

　最終，選手們不負眾望，展現平時培養之技

巧與默契，終以亮眼成績勇奪總統盃慢壘賽軍

憲組冠軍寶座，蟬聯二連霸！

憲光壘球隊勇奪總統盃慢壘賽軍憲組二連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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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兵第204指揮部T85榴彈發射器實彈射擊訓練憲兵第205指揮部狙擊隊集訓展決心

基隆憲兵隊協力核安26號演習 憲兵第203指揮部勤支連協助民人車禍事故交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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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憲兵我驕傲
憲指部計劃處士官長鐘智亮

【通訊員／吳宥德】在國際化的社會裡，學習外

語不僅可以拓展自己的視野，更可為自己的未來

開創無限可能。任職於憲兵指揮部計劃處的鐘智

亮士官長從興趣出發，開啟英文學習的大門，展

開精彩的人生之旅。

　鐘士官長將英文學習結合日常生活，例如在車

站協助因語言不通而無法順利購票的外國人，實

際運用的經驗與成就感，讓她拓展人際，更提高

了學習英文的熱情。

  除了應用在生活上，從不停下學習腳步的她，

更讓英文技能從興趣

逐漸成為專業，運用

於部隊工作中。105

年外賓蒞部拜會，首次擔任口譯員的任務，她表

示軍事英文與日常英文截然不同，雖然挑戰艱難，

但仍加倍努力達成任務，也因此提升了對英文的

興趣與自信心。

　未來她將持續精進口譯能力，同時，她也鼓勵

同仁培養多元興趣與專業，跨出舒適圈，為自己

的生活創造無限的可能性。

高雄憲兵隊
中士田詩傑

座右銘

與其設法逃避，

不如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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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的日新月異，不僅代表著科技

的進步，也逐漸成為有心人士隱形的

武器，不僅威脅個人的隱私，甚至是

國家、社會的安全。1999 年 11 月，中

共軍方首次提出「網軍」概念，並於

2016 年 1 月成立「戰略支援部隊」，

其主要任務之一即為保衛網路主權、從

事網路作戰，區分為「攻擊」、「防衛」

及「維護」三大部門。並於同年正式將

訊息戰、網路攻擊等納入演習範圍。中

共迄今仍不斷利用網路，企圖影響我國

社會輿論與人民心理及思想。

　面對中共網軍散布「美軍軍機自臺灣

北部向日本飛行」、「美軍偵察機穿越

臺灣」，以及「美軍艦疑似進入澎湖水

道」等「假訊息」攻擊，國防部日前召

開記者會，澄清說明近期新聞報導內

容。雖國防部應處迅速果斷，然仍造成

部分訊息發酵，導致輿論四起、影響民

心，而其主要目的便是吸引我國內媒體

跟進報導，誤導受眾視聽，製造民心緊

張，若國人未能提升媒體識讀能力，則

將助長情況惡化。也能就此看出，中共

已將資訊戰結合既有的「輿論戰、心理

戰」，成為新的作戰手法。

　為防堵假新聞日益氾濫，政府日前修

正《刑法》提高散播假訊息之刑責。此

外，行政院也於官網成立「即時新聞澄

清專區」，對於網路散播之不實訊息，

立即澄復說明，使民眾第一時間獲得

最正確的消息。而當官兵面對尚未證實

的網路消息，首要採取客觀及中立的角

度，應建立「懷疑、翻查、明辨」的能

力，及「忍、想、查、問、戳」的技巧，

至可信的官方平臺查證內容真偽，並適

時戳破假象，避免自身成為散播假訊息

的幫手。官兵同仁平時即應培養媒體識

讀能力，認清當前敵情威脅，瞭解國際

社會局勢，進而辨明訊息的是非真偽，

以面對中共網軍惡意網路攻擊。

憲兵指揮部勤務連 鄭珈儀中尉

強化媒體識讀，辨別訊息真偽

　餐敘是人際互動中常見的社交方式

之一，餐敘過程中飲酒雖是常見的情

況，但值得探討的是，餐敘場合是否

真的不能缺少酒精飲品？或是餐敘過

程唯獨飲酒才真的能使賓客盡歡嗎？

　身為現役軍人，肩負著保護人民與

國家安全的重責大任，應以單位、個

人榮譽與人民生命財產為優先，絕不

應該在三杯黃湯下肚後，便將上級殷

切叮嚀及軍紀營規拋諸腦後。此外，

依據交通部路政司統計，近 5 年酒駕

累犯違規比率已經達到 38.10% 的高

峰，顯示超過三成以上的酒駕案件都

有再犯的可能，表示其中仍有許多心

存僥倖、漠視法規的肇案人，鑑此，

官兵應自我警惕及叮嚀袍澤，切勿不

可存有僥倖心態，否則不僅無法履行

保護國家人民的使命，更危害國人生

命財產安全。

　為導正餐敘風氣，防範酒駕行為，

以下三點提供官兵參考，首先便是要

改變餐敘飲酒的習慣，試想餐敘要開

心，其實不一定要飲酒，聯繫情誼的

重點在於「人」，只要著重於人際關

懷、暢談趣聞，歡愉的氣氛同樣可以

使人著迷；其次便是預先選擇交通往

返工具，減少駕 ( 騎 ) 車風險，做好

「事前」防範措施，即便餐敘時不勝

酒力，也能避免個人有駕駛動力交通

工具的機會；最後則是尊重與體諒個

人狀況，不過度逼酒、不主動追酒，

餐敘前主動詢問對方的出席方式，或

餐敘後關懷對方返家情形，彼此互相

尊重與關懷，不僅可防範酒駕情事，

更能達到餐敘促進情誼的目的。希冀

在正確觀念的建立下，創造一個正常

和樂的餐敘環境，使同仁聯繫情誼的

過程，能以更成熟的態度檢視自我，

亦不辜負民眾對國軍的期許。

憲兵訓練中心 陳暘升上尉

導正餐敘風氣，防範酒駕肇生

「 憲 」 出
你 / 妳 的

英文學習拓眼界 接軌國際闢新路



施用毒品

　近期肇生多起軍官飲酒餐敘後酒駕，或官兵
拒絕酒測等案件，單位均依規定核予汰除或撤職

處分；除當事人面臨失業窘境，更嚴重影響部隊
戰力。鑑此，特提列酒駕防制重點要求事項，請
各級加強幹部考核並貫徹執行，以遏止酒駕行為。

官兵因餐敘飲酒衍生酒後駕（騎）車已非鮮見，因此各單位

應盡量避免非必要之營外餐敘，若因公務需要參加飲宴者，應注意

不可飲酒失序，並做好搭乘交通工具、指定安全駕駛等預防風險規

劃，避免肇生酒駕。

另為落實政府酒駕零容忍政策，杜絕官兵僥倖行險心態，已將「拒

絕酒測」視同酒駕行為，重懲列汰。

醫學研究指出90%以上的酒精是靠肝臟分解，國人約每2人中就有1

人先天缺乏代謝酒精酵素，對於一般成年人飲酒後飛，建議休息24

小時以上，才能將體內酒精完全代謝。

依國軍內部管理工作教範規定，營區內禁止飲酒，各單位禁止官兵

攜酒入營，對疑似酒駕人員，回報營區留守主官，通知憲警單位依

法辦理，若肇生營內飲酒情事，應併同追究營門衛哨人員責任，以

達嚇阻效果。

●

●

●

●

【通訊員／蔡佩容】高雄市後備憲兵

荷松協會日前辦理慢速壘球隊授旗儀

式，特別邀請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

總會總會長謝慶堂先生實施授旗，並

邀請榮譽總會長蔡國司先生、理事長

郭進國先生及榮譽理事長李瑞呈先生

共同為壘球隊加油打氣。

　謝總會長表示，樂見各位同仁利用

假日時間前往練球，每次的練習過

程，不僅使同仁強身健體，同時藉著

球技訓練提升彼此默契並凝聚團隊向

心，期勉為球隊爭取佳績，與同仁共

創美好回憶。

【通訊員／林冠亨】臺北市後備憲兵

荷松協會北投分會日前召開第十六屆

第二次幹部工作會議，由理事長周溫

培先生主持，會中針對分會 109 年

財務情況及年度工作執行進度實施討

論，並研擬分會下半年 9至 12 月的

活動計劃，同時薦舉第十七屆主任候

選人員，期能完善整體規劃，並持續

推展工作事項，發揮長久效能。

　周理事長表示，透過定期召開幹部

工作會議，維持分會運作順暢，繼續

發揮「梅荷精神」支持前線弟兄，並

作為社會安定的力量。

導正餐敘飲酒風氣，防杜酒駕案件肇生

高雄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
慢速壘球隊授旗儀式

臺北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
北投分會幹部工作會議

軍法（紀）小叮嚀

資料來源／督察室資料來源／督察室

軍紀通報 10901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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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取自網路）

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級毒品

3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級毒品



圖／本屆慢速壘球錦標賽由臺南市隊奪得甲組冠軍。

圖／本屆慢速壘球錦標賽由指揮官擔任開球嘉賓。

【通訊員／李品蓉】中華民國後備憲兵第 26 屆

慢速壘球錦標賽日前在臺中市政府前廣場舉辦開

幕典禮，此次錦標賽由臺中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

理事長賴義鍠先生擔任大會主席，邀請臺中市長

盧秀燕率市府團隊出席；另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

松總會總會長謝慶堂先生、創會長郭石吉先生、

榮譽總會長謝章捷先生、蔡國司先生、彭瑞德先

生、王國立先生等後憲先進也到現場為各參賽隊

伍加油。本部指揮官黃中將，政戰主任余少將，

及各級單位主官亦到場共襄盛舉，開幕式上，由

賴理事長、謝總會長及指揮官共同開球後，為比

賽揭開序幕。

　本次賽事戰況激烈，其中尤以臺南市隊氣勢銳

不可擋，最終在甲組冠亞軍賽上更是火力全開，

終場以 11 比 1 獲得勝利，奪得甲組冠軍殊榮，

場上擊出再見全壘打的臺南市隊員黃郁宸，精彩

表現更奪得本次慢壘系列賽 MVP 獎之獎項。

　賽後，為表彰得獎隊伍及嘉勉後憲同仁熱情投

入，主辦單位籌辦選手之夜慶功宴。賴理事長致

詞時表示，十分感謝各界熱情支持本次賽事，希

望透過辦理相關活動，拉近彼此距離，以實際行

動，讓民眾感受後憲同仁高昂鬥志與活力。

　指揮官也表示比賽意義在於提倡休閒運動風

氣，由於後憲同仁平時於社會中從事各行各業，

特藉由此次活動，匯集各路好手，維持個人強健

體魄，更聯繫彼此情誼。 　

　最後在頒發團體冠軍

獎盃及精神總錦標後，

全體同仁齊聲高唱憲兵

歌，在一片歡騰氣昂的

氣氛中，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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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憲匯集，強棒出擊！ 榮譽榜

臺北市隊

甲組
嘉義縣隊

乙組
季軍 (甲 /乙組 )

臺南市隊黃郁宸

甲組
臺中市隊林睿榮

乙組

MVP獎(甲/乙組)

臺南市隊穆國鵬

甲組
臺中市隊楊振益

乙組

教練獎(甲/乙組)

乙組
第 1名 第 2名 第 3名

屏東縣隊邵一峰 新竹縣隊郭大中 臺中市隊孫志豪

甲組
第 1名 第 2名 第 3名

臺北市隊黃智煜 臺中市隊楊仁凱 臺中市隊黎元雄

打擊獎(甲/乙組)

中華民國後備憲兵第 26 屆慢速壘球錦標賽

臺南市隊林家宏 新竹縣隊詹德聰

乙組

美技獎(甲/乙組)
甲組

臺中市隊

甲組
新竹縣隊

乙組
亞軍 (甲 /乙組 )

冠軍 (甲 /乙組 )

臺南市隊 臺中市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