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指揮官黃中日前在政戰主任余少將及 205指

揮部指揮官文上校等重要幹部陪同下，視導宜蘭憲兵隊

暨實施軍（法）紀宣教，除慰勉官兵戰備、執勤辛勞外，

並要求各級幹部應以身作則，擔任領頭羊的角色，落實

基本體能訓練，凝聚部隊向心力，進而培養官兵革命情

感，型塑優質的憲兵部隊。

　指揮官強調，官兵應以身為「憲兵」為榮，謹言慎行、

愛惜羽毛，恪遵各項營規及軍紀要求，並勉勵官兵運用

公餘時間，從事終身學習取得學歷與證照，提升自我競

爭力，期許每位官兵皆能成為單位不斷進步的動力。

【本報訊】指揮官黃中將日前至草山營區視導憲兵隊隊長職務講習，指揮

官實施精神講話時表示， 單位主官應以自身為榜樣，身先士卒帶領官兵

同仁執行各項任務與訓練，確保官兵權益及生活照顧，並時刻與官兵生活

在一起，訓練在一起，掌握所屬人員心緒及生活狀況。

　指揮官亦提醒，憲兵隊具有「軍、司法警察」職權，更要時時刻刻叮嚀

所屬，恪遵各項軍紀要求，以身作則才得以要求別人，所謂「己身不正，

何以正人」，應將守法重紀的觀念一點一滴灌輸予每位同仁，以達「人安、

物安、零危安」，並期許所屬，共同維護部隊安全與憲兵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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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指揮官黃中將日前主持「109 年度政戰幹部講習」精神講話，

以自身 30 多年軍旅經驗進行分享。指揮官提到，印象最深刻部分即為由

嚴肅的連長轉變為處處噓寒問暖的輔導長，深刻瞭解輔導長在單位中的角

色定位有多重要，期勉各位政戰同仁要落實走動式管理、掌握機先，以消

弭各項危安因素。

　其次，指揮官表示，擔任政戰幹

部負責心理輔導工作，自身要有強

大的心理素質及健康的體魄，以面

對官兵的各種負面情緒及壓力，並

透過組織方式解決基層官兵問題，

以凝聚官兵向心、激發團隊士氣，

建構優質部隊。

　國防部響應世界心理健康日，以「防疫『新』生活

運動—愛自己、護同袍」為主題，辦理心理健康宣

教活動，希望藉以提升官兵心理健康概念，強化正

向思考及抗壓力，打造活力四射的健康優質部隊。

　每年 10 月 10 日是世界心理健康日，世界衛

生組織提醒世人，身心健康才是完整的全人健

康，應將心理健康視為人權，人人都有責任投資

並管理自己的心理健康，讓自己擁有正向、樂

觀、堅毅、自信的心態，迎向幸福圓滿的人生。

　配合心理健康日，國軍積極推出多元互動齊抗壓

的心理健康宣教活動，透過實體和網路雙軌並進的

心理健康促進方案，打造一個激勵人心、充滿陽光

的大環境，匯聚熱情的正向能量，共創強心健體的

部隊工作環境；更希望啟動官兵互相鼓舞、正向

思考及抗壓韌性，從內心煥發熱情，互助關懷。

　誠然，心理學研究的，是組成一個人心理狀態的認

知、情緒、行為三元素，所以，只要從正向理性的認

知思維、正念減壓的情緒 EQ、正增強的行動力著手，

都有助於促進個人心理功能充分發揮，掌握心理健康。

　人的心態，決定處事態度與作為。正向健康的

心態，能讓人堅定意志、克服逆境、達成目標。

如何學習正向心理學，以鍛鍊心志、調整心態，

提升自己正向「心」思維，進而激勵他人也從

「心」得力，正是世界心理健康日的宗旨。而國

軍宣導新興科學心理學的知識與技能，設計多元

活動，讓官兵有機會認識實證科學的現代心理

學，進而以專業角度解析心理現象，並做出自我

調節與改變，可使官兵更具適應與抗壓能力。

　在相關活動中，國防部特別安排前進營區，面對面

開啟「心」派對，讓官兵往內觀看，覺察自己的內

在心理狀態與外顯行為，並設法解析內在認知觀點

是否正向理性、情緒狀態是否快樂滿足、外顯行為

是否採取正確行動朝向目標。舉例來說，「心靈享

樂」身心紓壓多元方法體驗教學，透過「AI 聲紋情

緒辨識」器，讓看不見的情緒經驗進入意識；「療

心紓壓」APP 及「舒心療癒手作坊」，結合科技與

手作 DIY，喚起官兵建立穩定心情與紓壓的方法；發

送「平安口糧」、「活動福袋」，提醒以互相關懷

祝福平安、知足感恩練習。凡此，俱能有效建立人

際關係「愛的存摺」，提升正念樂活「心」資源。

　國防部另透過網路推廣活動「E起翻轉『心』思維」，

並於「莒光園地」製播系列心靈輔導電視劇帶狀節

目，也有助深耕國軍心理衛生宣教效果。而安排「名

人開講」、「心輔共識營」等專業研習，更可提升幹

部及心輔人員的心理健康意識與養心技能；加碼建置

的「自助福利社」、「助人『心』野臺」、「歡喜聽

講堂」及「你我站做伙」等多元連結的互助部署，則

可鼓勵官兵自助助人，懂得善用心理衛生專業資源，

強化正向思維幫助自我調適，促進正向心理健康。

　常言道：「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

正因生命中，不如意的事占了絕大部分，但扣除

八九成的不如意，至少還有一、二成是如意的、快

樂的、欣慰的。要過快樂人生，就要常想那一、二

成好事，這樣就會感到慶幸、懂得珍惜，不致被

八九成的不如意所打倒。換言之，面對生活現實數

不清的壓力與逆境，只要能夠隨時隨地保持正向平

衡認知、情緒與行為，就能妥善因應壓力，調節自

我保持正向樂觀，讓堅毅的心幫助自己從心得力，

跨越逆境；也終會體悟「原來如意或不如意，並不

會決定人生的際遇，而是取決於思想的瞬間」。

　過去，心理學界曾發現，與其花費太多心力，檢驗

與防治憂鬱等負向情緒，不如轉向看重正向心理學，

專注於激發正向情感與正向功能，讓堅毅性格，成為

最佳心理防禦機轉；讓人無論何種情況，都能保持熱

情、毅力，堅定達成目標。如此一來，即使歷經失敗，

也能自我鼓舞接受挫敗、堅持投入目標永不放棄，創

造能夠接受挫折、又能繼續投入目標的復元力，讓人

從低谷中帶著豐沛情感，勇於承擔風險、迎向挑戰。

　只要能堅定追求長程有意義的人生目標，就能

讓人在逆境中不短視近利、不放棄希望，堅持到

充分發揮潛能，直至使命完成，這正是國軍心理

健康宣教活動的目標。期望官兵都能從心理啟動

正向認知信念，以積極堅毅之心，迎向未來。

　　　　　(轉載自青年日報 109年 10月 14日社論 )

【本報訊】指揮官黃中將日前視導憲兵訓練中心，實施志願士兵 109 － 4 梯

暨儲備士官班 42 期精神講話，勉勵學員把握受訓時光，充實自我本職學能，

完成軍旅階段目標，並於結訓後發揮所學，提升單位戰力。

　指揮官首先對參訓學員願意跨出舒適圈、突破自我給予肯定，並

期許同仁應保持學習的腳步，設立遠、中、近程之目標，為自己奠定良好基礎，

成就更精彩的人生；指揮官另表示憲兵具備軍、司法警察之身份，官兵應將「守

法重紀」之信念內化於心，維護身為「三軍表率」之榮譽。

正向「心」思維 鍛健康優質勁旅

指揮官主持政戰幹部講習工作指導

指揮官主持志願士兵暨儲備士官班精神講話 勉奉獻所學 突破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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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政戰主任余少將日前主持心輔講

座暨 109 年政戰幹部講習綜合座談。講座邀

請臺北醫學大學韓德彥副教授以「看電影，

學心理」為主題，與同仁分享自殺防治之正

確觀念；另在座談中由營、連級輔導長分享

個人工作經驗與心得，交換彼此經驗。

　本次韓副教授以生動活潑方式分享心輔相

關知識，內容引人入勝，同仁獲益良多。而

在座談會中，主任勉勵同仁要當單位裡的

「潤滑劑」、「黏著劑」及「防腐劑」，使

單位相處和諧、上下同心，齊心協助主官達

成部隊各項任務。

【本報訊】為提升士官幹部本職學能及強化訓練成效，

本部士官督導長邱士官長日前至憲兵第 203 指揮部八

德營區實施部隊輔訪暨士官兵座談，除了解士官兵生

活執勤狀況，予以協助，並要求所屬士官兵恪遵各項

軍紀要求。

　邱士官長強調，幹部未能掌握官兵心緒或疏於防範

等風險管控作為，係導致肇生違法犯紀情事之主因，

身為士官幹部尤應以身作則，運用組織管理所屬，協

助主官執行部隊戰(演 )訓任務及推動各項事務工作，

維護單位榮譽；邱士官長另鼓勵士官兵參加公餘進修，

提升自我學識與本職學能，強化部隊戰力。

【通訊員／蔡佩容】憲兵第 204

指揮部日前舉辦 109 年度性別平

等座談會，由指揮官成上校主持，

並邀請國軍 802 總醫院社會服務組廖紀華組長擔

任講師，透過生動地實務經驗分享，建立官兵「性

別友善尊重，正向和平溝通」之觀念，保持互相

尊重態度，營造和諧的工作環境。

　成指揮官表示，人人生而平等，人際互動不應

以性別、長相等因素批評他人，期透過此次座談

會，建立官兵正確性別觀念，面對彼此差異能抱

有健康、成熟之態度，進而建構友善職場環境。

第 54 梯結訓典禮 s

【通訊員／陳榮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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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等重要幹部陪同下，至仁愛營區主持南投憲兵

隊隊長任職布達交接典禮。

　張指揮官表示南投憲兵隊是一支重榮譽、守紀

律的部隊，然而成果累積不易，需透過全體官兵

共同努力維持，期勉單位服從新任隊長林中校的

帶領，在原先良好之基礎下，保持單位優異表現，

並戮力投入訓練，全力完成即將到來的駐地鑑測，

在「安全第一」的原則下，展現平時訓練成果，

為單位爭取亮眼佳績。

南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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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日前主持宜蘭憲兵隊新任隊長任職布達典禮，除

肯定原任隊長孫中校於任內戮力完成各項任務，更

期許在新任隊長徐中校的領導下，繼續開創單位優

異成果。

　文指揮官致詞時表示，全體官兵落實戰訓整備，

從平時的精訓勤練奠定根基，建立良好的溝通管

道，營造和諧工作環境，使同仁上下一心，齊力達

成上級所交付之任務；最後期勉全體同仁勿忘憲兵

「三軍表率」之身份，同仁應恪遵各項軍紀要求，

共同維護憲兵榮譽。

２０５指揮部

宜蘭隊新任隊長布達典禮

２０４指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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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戰主任主持心輔講座暨政戰幹部講習綜合座談

邱士官長主持憲兵第 203 指揮部士官兵生活座談



導言：

　「憲兵近戰綜合格鬥」源自於古代的傳統人身攻防技

術，融合摔角、擒拿、莒拳、柔道等戰技，並應用於憲

兵執行勤務時之制敵時機。為結合部隊訓練暨推廣憲兵

格鬥戰技，花蓮憲兵隊於民國 100 年創立戰技隊，後於

109 年改名戰技社，運用社團活動，將戰技訓練在單位

內加以推廣，運用具專長官兵，進行技巧講授，除了使

隊員能強身健體，亦可增加團結向心力。

以戰技展演推廣全民國防

　社員朱信哲上尉表示，戰技社不僅可以強身健體，

更能使每個人在危急以及突發狀況時，提升應變制變

的能力，並藉社員彼此切磋，研討可運用之技法，引

發人員興趣，進而凝聚單位向心。此外，戰技社更將社

團學習成果轉化為全民國防展演節目，參加多場政府及

校園展演活動，透過平時扎實訓練，向民眾展示高超

格鬥技巧，不僅增進民眾對憲兵之認識，社員更藉此

獲得成就感，進而再投入戰技鑽研，提升相關技能。 

　

與友軍切磋，持續突破自我

　戰技社除將學習成果向國人展示之外，更受邀至空軍

第五聯隊擔任戰技教官，與不同軍種進行交流，互相切

磋砥礪，共同研討戰技之運用實務。戰技社教官黃聖傑

士官長表示，透過與友軍單位相互學習，讓社員知道自

己所不足的地方並加以強化，亦能從互動的過程中將憲

兵戰技推廣，建立起自身對於單位及軍種的榮譽感。戰技社未來將持續戮力人員訓練，並持續向國人

及友軍推廣格鬥戰技，並保持與各軍種間之交流學習，期能突破自我，使社團活動成果更上層樓！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 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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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憲兵隊
戰技社

強健體魄展榮耀
應變防身技高超

108.01.01 至吉安鄉客家文藝中心元旦表演

108.10.10 至吉安台開心農場國慶表演

109.06.11 至空軍第五聯隊實施戰技交流

社團成果



【通訊員／陳榮哲】憲兵

第 203 指揮部苗栗及嘉義

憲兵隊基訓混編中隊日前

至憲訓靶場實施手槍實彈

射擊訓練，由中隊長楊上

尉擔任射擊指揮官，藉由

落實射擊訓練，提升人員

射擊技能。

　楊中隊長表示，射擊是

官兵基本戰鬥技能，透過具專長師資同仁進行教學，使官兵掌握射擊要領及槍枝

操作之熟悉程度，另射擊過程中，秉持「訓練安全」之原則，完成各項安全整備，

期許官兵能在安全無虞的狀況下習得射擊技能，並在基訓期末鑑測中，展現訓練

成果，爭取單位團隊榮譽。

新北憲兵隊主動協處交通事故
【通訊員／張鴻舉】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及民享街路口日前

發生民車擦撞事故，新北憲兵隊值日官呂士官長見狀後，立

即通報警方，並通知待命班協助交通管制，並由警察及救護

人員協助受傷民眾治療傷口，熱心助人受到民眾肯定。

　新北憲兵隊隊長蔣上校表示，車禍意外發生當下車流量較

大，易肇生二次交通事故，單位獲悉後，立即由待命組馳赴

現場，協助疏導車流，避免造成二次傷害。本次突發事件，

除驗證單位平時訓練成果，更實踐「軍愛民」之精神。

【通訊員／韓雅亘】憲兵訓練中心日前辦理「常備兵役軍事訓練121梯」接訓作業，

由憲訓中心李指揮官親自督導，要求單位務必秉持熱情服務的態度，協助相關作業

執行，並於過程中注意防疫相關工作，落實人車消毒及強化衛勤教育，達到滴水不

漏的防護效果，以利接訓任務推展順遂。

　李指揮官表示，役男甫進入團體生活，身、心理仍需調適時間，幹部應落實生活

照護並予以適切輔導；另應在「安全第一」之原則下，落實各項科目之訓練，使役

男在營期間強化本職學能，提升整體國防能量。

【通訊員／蔡佩容】憲兵第 204 指揮部勤務支援連烘焙社平時利用社團時間進行麵包、餅乾及各式西點

之製作課程，獲得普遍官兵喜愛，近期更運用巧思研發「創意造型車輪餅」，社員運用手工調製之麵糊

及餡料製作而成，並於表面烙印「憲兵徽」圖案，使官兵享用美味同時，亦能感受其中用心樂趣。

　烘焙社不僅提供糕點製作之體驗，更與鄰近學校合作辦理證照培訓，藉由專業師資的教學提升專業技

能，期許同仁在享用健康美味的同時，亦能習得專長，發揮所學讓更多同仁可以品嚐「幸福的滋味」。

【通訊員／李婉榕】憲兵第 202 指揮部基訓連

日前實施基地訓練先期測驗，由副指揮官陳上

校親赴慧敏營區慰問受測官兵，為同仁加油打

氣，期許官兵發揮駐地訓練成果，以高昂士氣

展開基地訓練的序章。

　陳副指揮官表示，訓練首重安全，各級幹部

應盡照顧及管理官兵之責，把關各項訓練安全

工作，達到「人安、物安、零危安」之要求，

而本次測驗不僅驗收訓練成果，更是展現單位

團結向心的最佳時機，期勉官兵上下齊心，發

揮「一加一，大於二」之氣勢，勇敢面對未來

各項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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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兵第204指揮部勤支連烘焙社造型車輪餅「憲」創意訓練

憲兵第 2 0 2指揮部基訓連先期測驗



我 憲 兵 我 驕 傲 實際行動「憲」愛心馬祖憲兵隊愛心服務社 

【通訊員／林智煒】馬祖憲兵隊於今年成立愛心服務社，運用社團活

動時間，投入當地各項社會公益活動，例如營區周邊愛民打掃、淨灘

活動，以及定期於每週二、四至家扶中心陪伴孩童課業輔導等，透過

實際行動傳播正向能量，並藉此教育官兵珍惜身邊所有，並運用一己

之力幫助他人。

　社長張士官長表示，希望透過本社創立，為當地社區挹注正面力量，

藉由每週定期召開社團幹部會議，共同研討服務內容及協調相關工作，

並於社團活動時機投入公益活動，社團成立至今，社團成果不僅獲得

當地居民肯定，亦透過活動過程，凝聚單位向心，培養同仁和諧氣氛。

　隊長吳中校則表示，鼓勵所屬官兵利用社團活動或公餘時間，參與

各項公益活動，不僅可有效紓解平時工作壓力，更藉身體力行方式，

帶給社會正面影響，實踐憲兵「愛民助民」精神。

憲兵第 239 營
中士施孟婷

座右銘

當一個人停止嘗試，

就是失敗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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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品的種類與型態層出不窮，2019

年 2月行政院公告「恰特草、卡痛葉」

等 5 種列管新興毒品，這類自然毒物

對中樞神經具刺激作用，會出現情緒

亢奮、煩躁多汗等現象，甚至會產生

幻覺、攻擊性、暴力自殘等失去理智

行為，服用過量會導人員致死。相關

毒物知識不足容易忽略此類新興毒品，

形成社會危安漏洞。另一方面，在資

訊流通快速的現今社會，有心人士藉

由網路自學，於自宅種植大麻等二級

毒品，供稱為排解工作壓力，自己吸

食使用，同屬製造、運輸、販賣第二

級毒品，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可

處以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毒品造成家庭破碎，影響社會生產力，

販毒集團產製多樣性的毒品包裝型態，

常見有將新興毒品研磨混合分裝的咖

啡即溶包、糖果等，試圖混淆真偽辨

別藉此規避警方查緝，從中牟取暴利。

　毒品對於社會所造成之危害在於吸

食者對毒品所產生之生理與心理的依

賴，販毒集團藉此「成癮」特性控制

吸食者行動，衍生暴力、搶劫、竊盜、

敲詐勒索或殺人等犯罪案件。同仁們應

謹記「免費的最貴」，時刻保持警惕，

不因好奇而嘗試、不出入高風險的聲色

場所。平日培養正向積極的休閒活動，

迎向陽光、走向戶外，掌握自己人生

的主導權，不讓毒品有機可趁。

　身為捍衛家邦的憲兵，面對毒品應保

持「零容忍」態度，不僅要嚴格律己，

更要時時保持警覺、要求身邊同袍，

絕不讓毒品進入部隊，如此方能保持

部隊純淨、維持我軍整體戰力，贏得

國人尊敬與肯定。

憲兵第229營　周康立群少尉

毒品包裝多元  切勿輕易嘗試

　孟子曾云：「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

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簡短幾句話告

訴我們，身而為人皆存有同情心，且

執政者若保有如此的慈愛之心，便能

順利治理國家，顯見「慈悲憐憫」的

重要性。

　相信大家都曾經有過走在路上遇見

需要幫忙的對象，便想上前伸出援手

的經驗，這代表每個人都有「惻隱之

心」；而身為擁有武裝力量的國軍，

更應該具備這種仁民愛物的同理心；

試想，若手執槍砲武器，卻毫無仁愛

之心，後果將不堪設想。因此，與百

姓站在一起的我們，更該深刻體會「仁

民愛物」的內涵。

　那麼，該如何做到仁民愛物呢，回

想起我曾經與同袍前往安養機構參加

公益活動，協助長者照護，當我看到

這些長者因為我們的陪伴與關心，而

露出滿足的笑容，心裡也同時感受到

簡單卻不平凡的幸福感，因為自己將

長者們視為家中的長輩，便能因他們

的笑容而感到快樂，我想這便是「仁

民愛物」的實踐了。

　而不僅是人力照護，我們也可以透

過捐血、物資捐贈或愛民打掃等方式，

感受幫助他人的幸福感，並展現部隊

熱心助民的決心，藉由這些作為，除

促進社會對國軍的瞭解，更可藉身體

力行，感受幫助他人的正向能量，進

而為自我身心加入繽紛色彩。軍人的

職責，不只是戍守前線、保衛家園，

更應作為引領社會向善的領頭羊，帶

動社會良善風氣，因此，每為位同仁

心中皆應存有「仁愛之心」，並透過

實際行動將其發揚，貢獻一己之力，

將正向力量推廣至社會每個需要幫助

的角落，透過自我實現之成就感，建

立個人價值，為社會挹注正向能量，

也為自己的人生開創不凡扉頁。

憲兵訓練中心　林恆如上士

投入社會公益 注入正向能量

「憲」出你/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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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友詐騙要小心 謹慎防範停看聽

圖／取自網路新聞

軍法 (紀 )小叮嚀

圖／取自網路新聞

認清詐騙關鍵字　你也是破案高手

資料來源／督察室

【通訊員／蔡佩容】屏東縣後備憲兵

荷松協會日前由理事長鍾東珍先生帶

領協會同仁，與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

松總會副總會長許嘉富先生等貴賓，

慰問後備 716 連教育召集。

　鍾理事長勉勵召員同仁，參與教育召集係為實現全民國防之重要環節，

同仁應把握訓練期間，熟稔個人專長，穩固國防實力。

　屏東憲兵隊隊長許中校表示，感謝後憲先進的全力支持與相挺，未來將

戮力推動教育召集相關工作執行，使召員能秉持「在營為良兵，在鄉為良

民」的信念，為後備動員挹注堅強戰力。

屏東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
慰問教育召集後備 716 連

【通訊員／葉育珊】臺中市後備憲兵荷

松協會日前辦理「109 年臺中市後備憲

兵羽球錦標賽」，由理事長賴義鍠先生

主持，參賽隊伍皆卯足全力，展現高昂

士氣。

　賴理事長表示，本次競賽邀請臺中市

各區後憲同仁及眷屬參加，藉由切搓球技，凝聚後憲家庭的情誼，並帶動正向

運動風氣；比賽結果，由梧棲區獲得冠軍，西屯區、霧峰區分獲亞軍及季軍，

期待明年同仁能繼續努力爭取佳績，活動最後在頒獎表揚的掌聲中，劃下圓滿

的句點，期待來年同仁再次齊聚球場，相互較勁。

臺中市後備憲兵羽球錦標賽
以球會友，誰「羽」爭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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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許毓焄】宜蘭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日前舉辦 109 年自

強大會，由理事長許錫奎先生主持，並邀請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

松總會長謝慶堂先生及本部指揮官黃中將、政戰主任余少將等貴

賓一同出席，場面隆重盛大。

　許理事長致詞時表示，感謝後憲同仁平時在工作繁忙之餘協力

維護治安，「一日憲兵，終生憲兵」並非口號，而是團結的象徵，

未來應持續投入各項工作，為現役官兵建立良好典範。

　活動後，黃指揮官與後憲學長們一同慢跑運動，過程中，黃指

揮官指出，體能訓練是每日的工作，期望以實際行動，帶領正向

運動風氣，以強身健體，常保青春。

【通訊員／許毓焄】新竹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 109 年度自強大會日

前盛大舉辦，由理事長彭金樹先生主持，並邀請中華民國後備憲兵

荷松總會總會長謝慶堂先生、本部指揮官黃中將、政戰主任余少將

等貴賓與各區後憲同仁共襄盛舉。

　彭理事長表示，新竹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以提倡地區善良社會風

氣、推展社會公益活動及聯繫後備憲兵及眷屬為目標，以實際行動

帶動社會正面的力量，扮演社會安定的重要角色。

　指揮官表示，後憲同仁雖已退役多年，然仍維持高度紀律與凝聚

力，積極投入各項服務工作，秉持「一日憲兵，終生憲兵」的精神，

共同保衛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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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109年自強大會

宜蘭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 109 年自強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