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指揮官黃中將日前視導忠貞營區軍官連營舍，關心同仁住用

空間是否足夠，並一一垂詢住宿人員生活上有無需要協助、改善之處。

　指揮官表示，今年特別運用經費，重新整修軍官連寢室，不僅更新

寢室內住用環境，如「浴廁乾濕分離」、「加大儲物空間」及「休閒室」

等，更打造舒適休閒空間，並美化布置及添購日常所需家電用品，期

能營造家的溫馨氛圍，使同仁在戮力公務後，有一個舒適的休憩空間。

加大儲物空間

乾溼分離美化布置休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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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cmd0116@gmail.com
歡迎踴躍投稿

JOIN US!!

中華民國憲兵指揮部

第 3097 期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26 日 星期一　庚子年九月初十
本期頭條

歡迎加入中華民國憲兵指揮部

發行人：余熙明　出版：文宣心戰組

責任編輯：沈育豪　湯上嫻

2版
指揮官主持
士官職能講習精神講話

204 指揮部 
餐廳整建新開張４版 8版

基隆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
自強大會

提要

指揮官視導

軍官連寢室 整建住用維品質　美化環境營溫馨



說

出

煩

惱

，

無

論

開

心

傷

心

，

我

們

用

心

聆

聽

。

  強調情報共享以打擊對手、犯罪及恐怖活動的「五

眼聯盟」（Five Eyes）國家，與印度、日本日前共

同發布關於「端對端」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國際聯合

聲明，強調雖支持「加密」對於保護個人資料、隱

私、智慧財產、商業機密及網路安全的價值，但也

警告，有些加密措施，對於安全維護反而有害。

  網路服務供應商在民主國家向來保護隱私與言論自

由脈絡下，一般而言不可能同意執法機關存取加密內

容。他們認為，這會讓企業無法辨識或回應違反其

服務政策的重大非法內容與活動，例如網路間諜、暴

力犯罪、恐怖主義宣傳及攻擊規劃。因此，這類限

制也讓執法機關無法存取內容，用來偵察重大犯罪。

  由於網路服務提供者反對排除任何「合法」存取

通訊內容的加密方式，各國提出的安全相關聲明，

必將受到侷限。他們一致認為，一旦政府的行動擴

及各種加密服務，包括裝置加密、客製化加密應用

程式，和跨整合平台的加密，科技公司將因此直

接在加密通訊軟體中置入「準後門」，等於是打

開「潘朵拉盒子」，有違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

  專家指出，其實科技業者還是可以和政府合作，共

同建立「合理、彈性」的技術方案，包括系統設計「內

建」，可有效防止不合法內容及活動的安全機制；協

助執法機關在必要且「合乎比例」授權下，以可讀、

可用格式去存取內容，但接受強大監督；提供政府

或其相關單位協助，以加速合法存取內容。如此，

才能讓執法機關順利辦理網路犯罪與間諜等案件。

  美國、澳洲、英國都曾因蘋果公司不願解密國

內恐怖分子嫌犯手機，分別告上聯邦法庭，但網

路服務供應商始終有所堅持。為迫使業界屈服，

此次發表聲明的 7 個國家強調，將和產業合作，

發展一套「合理」的設計，讓科技公司和政府，

得以保護公眾及其隱私，同時捍衛網路安全。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長期來不斷批判中國

大陸不當植入「後門」的作法，並與網路科技公司如

「華為」結盟，侵蝕他國安全與利益。然而，此次各

國似也將效法類似手段。不禁令人質疑，民主國家可

以如此行事，但身為共產體制的中國大陸卻不可以？

何以有兩種不同標準？然而，其實世人對於隱私與自

由的基本人權要求，舉世一致；所有人都擔心，政府

的不當「侵入作為」，會造成如英國人權學者不斷批

判之「被監視社會」的實質成立。前美國國家安全總

署前雇員史諾登的「美國全球監聽」控訴殷鑑不遠。

若未來網路公司真的願意配合進行檢查，以各國在網

路與資訊科技的進步，當相關軟體建置後，全球所有

人在網路上的隱私與自由，必將受到極大程度影響。

  我們從威脅演化視角檢視，許多極權國家在網際世

界的「非常規作戰」操作，往往善於從「灰色地帶」

靈活運用混合威脅，所造成之傷害，讓全世界各國

都付出極大的經濟與安全成本。造成這個結果的起

因，正因為網路空間及通訊，具有不受限與即時的

便利性，以及加密軟體之廉價供應及易於取得。因

此，各國政府要落實的，應該是如何提升保護人民安

全的政府必要職能，而民主國家本身早有運作良好

的監督、審核、補救機制，當有良好的自控能力。

  我們認為，若各國真的要藉「事先侵入之合法存

取」，取得「情勢警訊」來預防對國家與人民之傷

害，則相關遊戲規則與機制，必須考慮及遵循以下

幾個重點。首先，在行動上，必須是最小侵入，且

存取必須完全對價於案情，而不及於其他；第二，

必須重新設計一個以安全為主軸之司法平台，才能

統一檢調之思維；第三，還必須恪遵透明化之要

求，每年公布合法存取之成案數量與缺失檢討；最

後也應結合議題專家與學者，組成救濟平台，以落

實補償與實踐問責制，才能避免可能衍生的弊端。

  綜言之，我國作為亞洲之民主與自由典範國家，尊

重人權與自由向來是我們的施政主軸。但由於我國

與美方長期友好，彼此在資通電領域上，皆密切合

作。因此，未來在設計相關方案時，其接軌與發展必

須預作考量，才能周延。尤其，在涉及保護人民隱私

與言論自由敏感議題上，不論是從太陽花學運，到目

前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立場上，都必須特別謹慎。

我們呼籲，相關機構如國安會資通安全辦公室、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行政院資通安全處，以及國防部資

通電軍指揮部等專權網路與電子戰單位，未來應針

對相關議題，進行長期之整合、協調與政策思考。

　　　　　(轉載自青年日報 109年 10月 17日社論 )

【本報訊】指揮官黃中將日前主持北部地區上

士階（含）以上士官職能講習精神講話，首先

對士官幹部的付出表達感謝之意；指揮官指

出，士官幹部是部隊無可取代、不可或缺的重

要成員，有優秀的士官同仁在，使部隊的運作

得以更加順遂。

　其次，指揮官表示，每位士官同仁應培養自

我專業技能，持恆體能及戰技訓練，擔任弟兄

的領頭羊，當軍官的左右手；另外，要成為維

繫單位團結及和諧的催化劑，培養敏銳的觀察

力，在與官兵相處間多些關懷，以健全官兵心

理健康，消弭部隊危安罅隙，使單位成為「戰

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優質勁旅。

【本報訊】指揮官黃中將

日前於忠貞營區接見新任

主官（管），期勉幹部累

積實務經驗、持恆戰訓本

務工作，在新任職務上繼

續努力，使單位發揮精、

巧、強的精良戰力。

　指揮官強調，幹部做為單位之領導者，係戰力儲備與展現之關鍵，應

以「從嚴從難」之原則執行各項戰訓本務，以提升單位戰力；另應落實

官兵照護及關懷，採走動式管理，深入暸解同仁感受及需求，凡事為所

屬著想，以凝聚向心、團結士氣。指揮官提醒，憲兵為三軍表率，幹部

更應教育官兵崇法務實，恪遵各項軍紀要求，須以自律、慎獨要求自己，

以傳承榮耀軍風，建構堅實勁旅。

周 延 網 路 服 務  兼 顧 資 安 與 人 權

指揮官主持士官職能講習精神講話 戰訓本務維戰力

照顧關懷凝向心
指揮官勗勉

新任主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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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政戰主任余少將日前至憲兵訓

練中心主持「士官二專分科班 14 期暨儲備

士官班 42 期」結訓座談，除恭喜學員順利

結訓，並期勉他們發揮所學，為部隊挹注

堅強能量。

　主任表示，完成階段訓練代表已克服困

難，跨出成長的步伐，然同仁們不應就此

滿足，主任仍鼓勵學員持續終生學習，設

定目標，並不斷突破自我，創造價值。最

後，主任提醒所有學員，身為三軍表率之

憲兵，應恪遵各項軍紀要求，不容許任何

違法犯紀情事肇生，以維憲譽。

【本報訊】為落實親考親教及周延年度教育召集

訓練，副參謀長李上校日前至鐵衛營區，主持下

半年度南部場次士官職能講習，並視導後備憲兵

716 連教召整備情形。

　副參謀長首先肯定士官幹部在推展各項事務之

努力及辛勞，並提醒士官幹部作為部隊之中堅，

應發揮「領頭羊」功能，以身作則，帶領單位執

行各項任（勤）務。

　副參謀長隨後視導屏東憲兵隊後備連教召整

備，除關心應召員之生活環境，亦提醒防疫相關

重點，使全體人員於安全無虞之環境下完成軍事

專長複訓，奠定整體戰力。

【通訊員／蔡佩容】憲兵第 204 指揮部指揮官成

上校日前前往澎湖明遠營區主持特種勤務教育暨

軍法（紀）宣教，召集所屬執勤官兵，透過縮短

距離演練，使官兵熟悉任務內容，預判可能發生

之突發情況，並提醒軍安維護相關事宜。

　成指揮官表示維護元首蒞臨場所安全係為我軍

重要任務之一，期透過勤務教育使人員掌握執勤

要領，以維勤務萬全。成指揮官另提醒官兵「軍

紀安全無假期」同仁應嚴守各項軍安要求，透過

全體共同努力維護，達成「人安，物安，零危安」

目標，守護個人、單位及憲兵榮譽。

第 54 梯結訓典禮 s

【通訊員／許毓焄】憲兵第 203 指揮部指揮官張上

校日前在政戰主任張上校及指揮部林士官督導長陪

同下，至卦山營區主持彰化憲兵隊新任隊長任職布

達交接典禮。

　張指揮官首先肯定原任隊長劉中校在職期間的努

力與成果，並期許新任隊長李中校能在既有的良好

基礎上精益求精，持續落實各項戰 ( 演 ) 訓任務及

工作，紮實部隊根基；張指揮官另叮嚀憲兵作為三

軍模範，官兵尤需注意防杜軍紀危安事件肇生，落

實絕不酒後駕車，拒絕毒品誘惑等具體作為，確保

單位及團體榮譽。

彰化隊新任隊長布達典禮

２０３指揮部

【通訊員／張鴻舉】憲兵第 205 指揮部指揮官文上

校日前於慧敏營區主持「狙擊隊訓練成效績優表

揚」，肯定隊員們在此次競賽的辛勞付出，也感謝

幹部們的細心指導及照顧，使參賽隊員獲得亮眼佳

績，爭取憲兵榮譽。

　文指揮官表示，本次狙擊手競賽奪取佳績，仰賴

平時精訓勤練，不僅驗收隊員槍械操作能力，更在

嚴峻的條件下，考驗隊員默契與意志力，期許在本

次競賽後，所有同仁皆能將這樣的「不畏艱難」的

精神發揮於軍旅，繼續突破自我，為自己的軍旅生

涯增添繽紛色彩。

２０５指揮部

狙擊手競賽績優人員表揚

２０４指揮部

勤務教育暨軍法紀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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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戰主任主持士二專分科暨儲士班結訓座談

副參謀長主持士官職能講習及視導屏東隊教育召集



官兵齊力，打造「饗食天堂」
　經過同仁巧思共同改造的「鐵衛餐廳」，搖身成為官兵心目中

的「饗食天堂」以「自助 Buffet」提供官兵更多選擇，並有自助

式麵攤、汽水機、烤麵包機、中式蒸籠及紅豆餅等多元菜色。

另外菜色風格也不斷創新，每日設計不同主題風格的料理，

例如美式、韓式、越式等等，滿足官兵的味蕾；而在菜單

設計也能看出其中用心，首先著眼於每日所需之營養，

為官兵把關健康，另外透過菜量精算，提供充足份

量同時也須精準控管需求，避免食物的浪費，

讓官兵吃得好，也吃得巧！

官兵現身說

　成指揮官期望藉由改善官兵生活環境，讓大家能

在每次走進餐廳都能感受如同回家一般的溫暖，讓部

隊生活不再只有陽剛的一面，期望藉此使同仁獲得適切

的休憩空間，並凝聚對環境的歸屬感，進而提升單位向心

力。未來 204 指揮部將持續重視每位官兵同仁的需求，完善

相關規劃，讓每位同仁都能感受其中用心，並且將向心力化為

實際行動，繼續投入部隊事務，使單位各項運作順遂。

成指揮官：打造溫馨餐廳，感受回家溫暖

204指揮部勤務支援連監廚

下士李亭潔

本次餐廳整修，同

仁們特別針對餐廳

動線進行研討，維

持同仁行進順暢，

希望給大家更好的

用餐體驗。
高雄憲兵隊上兵李苙僑

餐 廳菜色非常多

變，而我最喜歡韓

式風味！謝謝伙房

人員精心準備，讓

「上餐廳」變成一

件令人期待的事！

舒適用餐環境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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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蔡佩容】憲兵第 204 指揮部日前完成餐廳環境整

修，在指揮官成上校的指導下，積極推動硬體設施更新，並召

集全體同仁集思廣益，共同設計牆面彩繪及美化布置，使空間

增加活潑有趣的氛圍，提供同仁一個舒適放鬆的用餐環境。

餐廳整建新開張憲兵第 204 指揮部



【通訊員／翁承楠】為提

升射擊訓練成效，強化官

兵戰鬥技能，憲兵裝步第

239 營日前於金龍靶場實

施步槍實彈射擊訓練，由

連長林少校帶隊，訓練過

程中，官兵全神貫注瞄準

目標，把握訓練時機，提

升槍枝射擊效能。

　林連長表示，單位透過平日要求官兵進行槍械訓練與落實槍枝保養，並教育正

確的射擊要領，奠定槍械操作基礎，以加強官兵射擊穩定性。然而，訓練並無

捷徑，單位要求官兵應反覆操作，用心訓練，方能達成「為戰而訓、訓後能戰」

的目標，累積單位堅實戰力。

憲兵第601連駐地訓練測驗

【通訊員／張鴻舉】為鍛鍊官兵強健體魄，憲兵第 601 連日

前於慧敏營區實施駐地訓練測驗，由連長方少校帶隊，過程

中同袍相互鼓勵，不僅增進訓練成效，也透過官兵比肩齊行，

傾盡全力，共同為單位爭取佳績。

　測驗中，方連長親自帶領官兵進行 3000 公尺徒手跑步測

驗，展現出全神貫注、勇往直前的精神。方連長表示，本次

測驗官兵發揮「一個都不能少」的精神，在全體同仁的努力

不懈下，順利完成了所有科目。

團結一心齊訓練，強健體魄增戰力

【通訊員／許智雄】為推廣多元社團活動，培養官兵運動風氣，憲兵裝步第 239 營

羽球社藉「以球會友」方式，進行球藝切磋，增進官兵互動交流，不僅訓練官兵的

反應能力，更進而凝聚團隊向心力。

　社員楊中士表示，參與運動型社團可活動筋骨、調劑身心，紓解平時工作壓力，

更可藉此認識許多同袍，一起在場上「一決高下」，透過社團參與，激發同仁對於

運動的熱情，帶領運動風氣，營造快樂的工作環境，建立良善的互動情誼。

【通訊員／韓雅亘】憲兵訓練中心志願士兵 109 － 5 梯日前至成功嶺手榴彈投擲場實施 MK2 手榴彈實彈

投擲課程。課程中，指揮官李上校前往視導，每位學兵保持高昂戰志，遵循幹部引導，在「人安、物安、

零危安」的要領下，謹慎完成訓練執行。

　李指揮官慰勉本次參訓的學兵與幹部執行訓練之辛勞，並要求同仁應把握每次訓練時機，鍛鍊個人戰

技與體能，奠定良好基礎；另期許每位學兵都能順利通過入伍訓練，不畏艱苦，持續突破自我，成為一

名合格的憲兵，為單位挹注堅強能量。

【通訊員／許毓焄】為驗證官兵平日訓練成

效，金門憲兵隊日前接受憲兵指揮部 109 年

下半年度駐地成效驗收，測驗項目包含三項

基本體能、引體向上、戰鬥體適能及手、步

槍實彈射擊等科目，單位在隊長鄭中校帶領

下，全體官兵精神抖擻、士氣高昂。

　鄭隊長表示每一次的鑑測都是驗證自身本

職學能的機會，本次測驗在全體同仁團結一

致的努力下，發揮互助合作精神，順利完成

各項測驗，並獲得總成績 90.8 分之亮眼表

現，未來單位將繼續秉持「單位同心，齊力

斷金」的精神，面對各項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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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氣高昂　展現實力

憲訓中心志願士兵109－5梯手榴彈實彈投擲訓練

金門憲兵隊駐地鑑測



【通訊員／陳怡君】這一年來對我來說相當充

實且具有挑戰，但我非常幸運能夠獲得各級長

官的照顧，以及許多支持相挺的同仁們一起比

肩同行，讓我能逐一克服眼前的挑戰，尤其在

擔任快速反應連連長期間，順利推展連隊各項

事務，更完成 108 年國慶展演，一路走來，身

邊總不乏上級的協助及同袍的支持，也讓我榮

獲今年度的憲兵楷模，如此殊榮，雖深感榮幸，

但對我來說心中其實更是道不盡的感謝。

　從基層一路走來，職務的歷練、多重身分的

轉換，過程中雖充滿挫折與挑戰，但我總提醒

自己秉持「親力親為，勿忘初衷」的精神，堅

持做正確的事，勇於接受眼前的磨練，成就更

好的自己。

　金曲歌后魏如萱曾說過的一句話：「做自己

的太陽，你就能當別人的光」，相信自己！別

妄自菲薄！只要努力不懈，定能照亮角落，給

予他人能量，今後我將持續努力堅持地慢慢前

進，也會懷著一顆感恩的心，繼續為了這片土

地及所愛的人閃閃發亮！

憲兵楷模－憲兵第 202 指揮部警務科吳峻安少校

我憲兵，我驕傲

雲林憲兵隊
下士張嘉修

座右銘

放眼未來，別讓過去成

為向前邁步的絆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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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網路資訊發達，許多人際間

的交流互動，逐漸透由網路來進行，

另外隨著交友軟體的盛行，雖然使人

們跨越年齡、地域及國界等限制，開

拓更多交友可能性，但卻同時伴隨許

多危機，其中尤以「詐騙」為首要，

若是大意，便可能使自己掉入詐騙的

圈套中。

　刑事警察局公布網路「假交友」詐

騙 APP 排行榜，經統計發現第 1、2 名

分別為 Facebook、LINE ，皆是相當普

及的社交軟體，而第 3 名則是年輕人

愛用的 Instagram ，於是警方呼籲民

眾在網路交友的過程，謹慎小心，多

加「停、看、聽」以避免人財兩失。

　而除了一般的網路詐騙，中共網軍

為了盜取國軍機密資訊，經常透過現

役同仁下手，透過交友軟體，使用異

性假帳號與官兵接觸，引起好奇心，

進而探詢營內資訊，若官兵的保密觀

念淡薄，便可能遭有心人士利用，不

僅使自己身陷危機，還有可能造成國

家機密外洩。因此，同仁應透過平時

保防教育與各宣導時機，建立正確保

密觀念，提高敏感度，並於營內遵守

相關資訊安全規定；另外，在使用社

群媒體時，須特別留意不於網路公開

談論與部隊有關之文字、圖片資訊，

更不對外談論單位內部事務。由根本

建立「見可疑追查到底，遇問題立即

反映」的保密警覺，替部隊打造堅不

可摧的資安城牆。

　網路詐騙手法日新月異，令人防不

勝防。防止網路詐騙，首先由自身做

起，提高安全警覺，避免自己遭騙取

金錢、個資或受到人身安全之威脅，

甚至成為遭中共網軍竊密、分析的對

象。總而言之，官兵切勿因貪小失大，

體認「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瞭解

時下各式詐騙手法，並參考防範與避

免的方法，如此方能防範個人踏入陷

阱，進而守護國家整體安全。

憲兵指揮部勤務連　鄭珈儀中尉

交友軟體盛行　謹慎防範受騙

　近年來，中共對我軍事威脅從未停

止，隨著中共軍事實力急速擴張，以

及針對性的操演從未間斷，如軍機持

續侵犯我國領空，可見中共仍想以軍

事手段逼迫解決「臺灣問題」，對我

國的軍事威脅更甚於以往，對我採取

文攻武嚇、軟硬兼施之兩手策略。

　面對如此情勢，唯有全體官兵建立

「為何而戰，為誰而戰」的堅定信念，

在個人工作崗位上戮力以赴，才能塑

建一支擁有堅實戰力的精銳勁旅，全

國軍弟兄應提高憂患意識並堅守各自

崗位，才能做為政府與人民最堅實的

後盾。不僅如此，我們應持續落實戰

訓本務，用自己汗水與精神灌溉這片

土地，使民眾看見我們護國的決心，

以心理或實際的行動支持我們，面對

敵我雙方之間的緊張局勢，我國必須

「化民力為我力，融我力於戰力」，

使軍民同心，齊力抗敵，攜手捍衛自

己的土地。

　我國建國迄今，憑藉眾多先賢先烈

的堅定愛國思想，讓下個世代可以追

尋自由民主，實踐國父 孫中山先生所

堅持的理念，也讓我們能擁有如此平

安穩定的生活，建立眼前祥和安定的

社會。由此可知「堅定愛國意志」係

為守護國土的重要關鍵，唯有官兵同

仁固守從軍初心，體認肩上職責，方

能全心投入國防，強化國防能力。

　「沒有國哪裡會有家」，這是筆者

入伍時所學的一首軍歌，它讓自己瞭

解每個家庭的安居樂業，都奠基於官

兵不分晝夜的努力付出，因此更堅定

自己的投筆從戎的選擇，現在自己仍

在軍旅路上打拼、努力，雖然常有挫

折、艱辛的時刻，但想起捍衛民主價

值的使命以及守護社會和樂的期盼，

總能深刻提醒自己的從軍初衷，也能

讓自己持續邁出堅定穩健的腳步，繼

續在保家衛國的道路上堅持下去。

馬祖憲兵隊　林智煒中尉

堅定愛國意志  莫忘從軍初心

「憲」出你/妳的

做自己的太陽　你就能當別人的光



 

福利櫥窗 誠實˙ 熱忱 ˙ 公益

　想像當自己全副武裝，親赴沙場，在槍

林彈雨的高壓環境下，每分每秒都是決定

生死的關鍵時刻，在這個時候，若自己身

為帶隊作戰的領導者，該用什麼方法帶領

團隊打贏勝仗呢？或是該怎麼樣讓所有成

員忠心跟隨自己，衝鋒陷陣呢？

　本書透過作者在海豹部隊中的帶兵經

驗，講述領導人應具備的各種特質，雖然

自己在入伍前便看過此書，但當時並沒有

太多的共鳴，直到我自己踏入軍旅，開始

擔任主管後，才漸漸理解書中的道理，其

中最讓我印象最深的即是體會到「責任

感」的重要性。當自己的上司具有書中所

描述「凡事跟我來，出事一肩扛」的人格

特質，便會讓人願意死心塌地的追隨，並

奉獻自我，發揮個人最大潛力。這也成為

我在擔任主管期間，持續勉勵自我的要素

之一。

　另外，我從書中學習到，擔任主管必須

學會「吸收消化」上級的命令，再進行有

效的規劃與分配，而非單純成為「傳聲

筒」，將命令原封不動地向下傳遞。若領

導者無法檢視手中資源及眼前任務，進行

公平分配並使用激勵手段，該如何使團隊

能有效達成目標呢 ?

　最後，書中提及面對下屬時必須懂得

「虛心受教」，身為領導幹部，在專業領

域中，能放下身段交流學習，並且尊重專

業給予適度發展空間，如此定能群策群

力，運用人才達成任務，且保持「謙虛」，

也能使團隊保持和諧，共同面對未來各項

挑戰，這也正是身為「主管」的重要職責，

希望官兵都能從本書獲得終身受用的觀

念，使自己成為「服從上級，體諒部屬」

的團隊成員，共同面對未來各項挑戰。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
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1000 萬以下罰金。

新興毒品彩虹菸 黑白只在吸吐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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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後心得：憲訓中心學生二大隊少尉黃奕心

好書
推薦 作者：喬可‧威林克、萊夫‧巴賓 出版社：久石文化

主管這樣帶人就對了－向海豹部隊學習管理之道

資料來源／督察室

圖／取自網路新聞

軍法 (紀 )小叮嚀

圖／取自網路

資料來源／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



【通訊員／張鴻舉】為響應政府推廣全民運動及提升後備軍人體

能，新竹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理事長彭金樹先生日前率領同仁組

隊參與「109 年後備軍人全民國防體育競賽」，現場氣氛熱情活

潑、趣味無窮，體現軍民一家的精神。

　彭理事長表示，透過趣味及體能競賽，不僅能帶動全民運動風

氣，更強化全民國防意識，體現「軍民一家」的精神；另外本次

協會擔任大會掌旗任務，備感殊榮，彷彿回到當年服役的光榮時

期，未來同仁將持續努力付出，傳承憲兵優良傳統。

【通訊員／張鴻舉】基隆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日前舉辦 109 年度自

強大會，由理事長陳健寶先生主持，並邀請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

總會總會長謝慶堂先生、指揮官黃中將共襄盛舉，場面隆重盛大。

　陳理事長致詞時表示，感謝後憲同仁平日工作繁忙之餘，投入各

項社會公益，希冀藉由本次活動，活絡彼此情誼，並在未來繼續秉

持「一日憲兵，終生憲兵」的精神，一同保衛家園，造福社會。

　謝總會長表示，後憲同仁自褪去軍裝已過數十載，然心中身為憲

兵的榮譽感仍絲毫未減，期許未來全體同仁能持續發揚忠貞精神，

作為現役官兵的堅實後盾，共同延續憲兵優良傳統。活動最後，指

揮官與全體後憲先進一同齊唱憲兵歌，為當天活動畫下圓滿句點。

【通訊員／蔡佩容】高雄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美濃分會日前由

分會主任蕭成龍先生等重要幹部，邀請高雄市腦性麻痺服務協

會不倒翁工坊身心障礙朋友，舉辦關懷感恩餐會。

　蕭主任表示，本次餐會主要表揚身心障礙朋友永不放棄的奮

鬥精神，另外也透過本次機會介紹憲兵，使他們對於我軍及國

防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蕭主任也表示，希望藉本次餐會，啟

拋磚引玉之效，帶動所有同仁發揮「人飢己飢」的信念，持續

為社會大眾服務，為需要幫助的人盡一份心力。

圖／陳健寶理事長致詞。 圖／謝慶堂總會長致詞。 圖／黃指揮官(右）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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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自強大會

新竹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
109 年後備軍人全民國防體育競賽

高雄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
美濃分會愛心關懷餐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