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本部指揮官黃中將日前主持「109 年度部隊工作聯合檢

討會」，召集各級主官 ( 管 ) 及士官督導長等重要幹部與會，除肯

定各級幹部年來戮力推動戰訓本務的成果，期勉各部隊應持續落實

各項工作的執行精度，以提升單位整體效能。

　本次聯合檢討會首先頒獎表揚年度各類工作績優單位及個人，並

針對戰訓、人事、情報、後勤、主計、政戰及軍風紀律等工作面向

實施檢討策進報告，審視部隊實務工作的窒礙問題，俾使部隊各項

作為更臻周延；此外，更製播本部年度各部隊執行戰（演）訓工作

紀實影片，藉此提醒各單位應秉持務實態度及安全敏感度，專注戰

訓本務，落實推動訓練工作，提升戰備效能。

　最後，指揮官勉勵幹部須持恆軍紀要求，落實「一級督管一級」

機制，慎防軍紀事件損耗單位士氣，並綿密官兵身心關懷作為，凝

聚團隊工作向心，以維繫部隊整體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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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為精進基層主官領導職能，憲兵指揮部日

前辦理「營、連長職能講習班」，由指揮官黃中將主

持開訓暨精神講話，對主官辛勤戰訓本務，表達肯定

與勉勵。

　指揮官表示，基層主官是憲兵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員

及骨幹，也是個人軍旅生涯中最重要的職務歷練；擔

任主官應抱持拼勁，帶領官兵們一同成長，以家的理

念來管理部隊，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將紀律深植部屬

心中。

　指揮官提醒同仁，擔任單位主官須強化個人本職學

能，持恆體能及戰技訓練，成為官兵的表率，以凝聚

單位團結向心與消弭部隊危安為目標，期達單位「人

安，物安，零危安」之目標，確維憲兵榮譽。

　美國國務院日前宣布同意出售我國 4架 MQ-9B 無

人機，並正式知會國會，預料在中共加強以武力恫

嚇臺灣，且美國兩大政黨目前都致力協助臺灣增進

防衛能力之際，美國國會將不至於對此次軍售案提

出反對。此次軍售，已是川普政府對我國的第 10

次軍售，若日後這些美製與我國防自主研發的先

進武器裝備完成部署，必將形成國防可恃戰力，

讓敵人不敢越雷池一步，確保區域和平與穩定。

  今年 7 月，美國政府將精密和嚴防外洩的無人機

技術出口政策放寬以來，我國是此類項裝備首批核

准對外銷售的國家。參考相關資料，MQ-9B 無人機

是由「通用原子航空系統公司」生產，可裝備偵蒐

莢艙與精準彈藥，為全天候多功能的先進無人機。

  此次美方的軍售內容，包括地面、移動站台、海

上巡邏雷達與人員訓練等，其等級已等同於美軍第

一線無人機部隊，未來在部署後，可將偵獲資料利

用衛星與國軍「指管通電情監偵」（C4ISR）系統通

聯，於各級指揮所產生共同圖像，便於情資監控與狀

況處置；亦可憑藉其優異的偵蒐性能，減輕國軍機

艦長時偵巡與消耗，達到「效益型戰備」之目的。

  自 2018 年起，美國對我大開軍售之門，包含三軍

主戰武器、遠距精準彈藥、電戰系統與人才培訓計

畫等項目，意在提供滿足我防衛需求之適當武器裝

備，並適切履行「臺灣關係法」與「對臺六項保證」

承諾，維繫雙邊長久穩固之安全防務關係。預判未

來，美方將持續出售更多先進裝備，充實我國軍事

作戰各領域能力；此舉也是向世界宣告，我國在自

由民主陣營內的重要地位，並告訴各國領袖，只要

是對的事情，便無需忌憚中共施壓，應攜手創造在

和平規則運行下的世界秩序，維繫人類永續發展。

  《孫子兵法·始計篇》提到：「兵者，國之大

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揭櫫

國防乃國家生存大事，為作戰方針、武器裝備與

可用資源之間的相互影響，所涉事務經緯萬端，

若缺乏完整規劃，則將削弱國防戰力，易令國門

大開而遭敵人鐵騎蹂躪，進而影響民生經濟發

展，足見國防之於國脈民命存亡絕續的重要性。

  國防部依循國家安全戰略指導，盱衡區域情勢與敵

情威脅，研判未來作戰需求，據以擬定「防衛固守、

重層嚇阻」之軍事戰略指導，並藉此發展「戰力防護、

濱海決勝、灘岸殲敵」之整體防衛構想。其概念內涵，

主要是善用臺海天塹所創造之地理環境優勢，運用「創

新／不對稱」的作戰思維，設定可發揮「力」、「空」、

「時」最大效益的多個決勝點，綜合多領域戰力，

給予犯臺敵軍主力極大殺傷，使其放棄攻臺企圖。

  我國國防的整體防衛構想，強調「以小擊大」效用，

長久以來，從不與中共進行軍備競賽，因此每一項軍

事武器裝備的採購，都是經過精確之系統化計算，以

符我臺澎金馬防衛作戰任務。此次美國預定軍售的海

上衛士型無人機，其航程可達 1萬公里，若搭配岸基

魚叉攻艦飛彈與愛國者防空飛彈，組建出「偵蒐」、

「打擊」與「防護」兼備之完整作戰體系，不僅能給

予敵人機艦出航龐大壓力，也可助益我偵巡能力。

  質言之，國軍每一筆軍購，都以追求適質、適量

與成本考量，確保兼顧國家整體經濟與財力發展為

目標，期能結合施政重點，建構堅實國防實力。

  事 實上，美國售我許多先進武器裝備，除

可立即強化我防衛作戰能力，增進兩國作戰

互通性，對於未來長遠之雙邊合作有正向助

益，更是協助我國推動國防自主的一大助力。

  近年來，政府為強化國防實力，積極推動包括

「國艦國造」、「國機國造」與「資安防護」等三

大具體目標。在國防部整合下，結合產、官、學、

研各界技術能力，戮力建立武器研發、生產與全壽

期支援能量等科技發展能力。藉由向國外採購，進

行工業合作與技術移轉等作法，將能突破關鍵技

術，逐次發展先進軍／通用科技，以邁向國防自

主，帶動國防產業升級，使我國防發展不受制於

人，同時達成振興國內經濟與提升防衛戰力目的。

  綜言之，中共對臺軍事脅迫持續加劇，我國

建軍備戰工作不容絲毫鬆懈，當前美國透過軍

售與友臺法案，強化我防衛能力與深化雙邊關

係，係體現對民主自由重要性的承諾。未來，

我國也將翔實善用此一軍力槓桿，強化國家

安全戰略，鍛造適量、質精、戰力強的勁旅。

　　　　　( 轉載自青年日報 109 年 11 月 6 日社論 )

【本報訊】憲兵指揮部日前與致

理科技大學共同簽署合作意向

書，締結策略聯盟，雙方就「進

修學位、證照學程」等合作內容

進行研議，以利爾後官兵利用公

餘時間進修，提升自我競爭力。

　簽約儀式於致理科技大學舉

行，在雙方出席人員的共同見證

下，由指揮官黃中將與致理科技

大學校長陳珠龍先生共同簽署合

作意向書，期透過軍民合作，創

造多贏局面。

　指揮官表示透過與民間大學合

作，可為憲兵注入新活力、新思

維；此外，藉由不斷學習新知且

戮力本務工作，以爭取更多晉升

機會，學成後再將所學回饋至部

隊，奠定憲兵精實戰力。

建軍備戰不容懈怠 構築堅實戰力

指揮官與致理科技大學校長
共同簽署策略聯盟意向書

指揮官主持「營、連長職能講習班」
開訓暨精神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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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政戰主任余少將日前主持「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第 121 梯軍（法）紀宣

教」，提醒所屬恪遵軍紀營規，並把握服役時光，戮力訓練，結識各方摯友。

　主任強調，軍紀安全係部隊戰力維護之關鍵，提醒役男務必謹守各項軍（法）紀

要求，尤其近日天氣轉涼，聚餐飲宴席間若有飲酒，務必衡量自我身體狀況，避免

因不勝酒力而衍生不良後遺，此外，若食用如薑母鴨、羊肉爐等含酒精之補品，亦

須注意不得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切莫因貪圖方便而涉及違法行為，共同維護單位榮

譽；另提醒役男在服役期間，亦須注意自我健康管理狀況，相關防疫作為不得鬆懈，

應持續充實自我、強化體能，為自己的軍旅生活增添豐富色彩；主任最後提醒各級

隊職幹部，運用建制組織及互助編組，相互關懷與鼓勵，建立「人際支持系統」，

共同維護部隊戰力。

【本報訊】邱士官督導長日前至憲兵訓練中心主持

儲備士官班 43 期受訓學生座談，勉勵所屬跨越舒

適圈，勇於挑戰自我，創造更精彩的人生。

　邱士官長表示「士官幹部是部隊中不可或缺的角

色」期許學員在受訓期間，能擘畫學習目標，並

藉訓練課程提升自我學能，在未來結訓後可運用所

學，帶領團隊達成各項任務；邱士官長另叮囑學員，

近日正值天候轉變，務必保持良好體能狀況，並恪

遵各項軍紀要求，以身作則，謹守《士官信條》要

求，成為一位優秀的士官幹部。

【通訊員／蔡佩容】為強化官兵庫儲裝備管理正

確觀念，憲兵第 204 指揮部辦理庫儲管理示範，

由指揮官成上校主持，並帶領指揮部重要幹部共

同觀摩。

　本次示範藉「實作演練」及「問題研討」方式，

使所屬官兵確實瞭解實際管理內容，並共同針對

窒礙進行研討與改進，期讓每位同仁皆熟稔標準

作業程序，以妥善各項管理作為。

　指揮官成上校表示，庫儲管理係為戰力存管之

重要關鍵，同仁不僅應熟稔規定，更需透過「落

實清點」、「勤於巡查」等實際作為，方能鞏固

部隊人裝安全，確維戰力。

第 54 梯結訓典禮 s

【通訊員／陳榮哲】憲兵第 203

指揮部日前舉辦「109 年下半年度

三合一講習」，由指揮官張上校主

持，並邀請中州科技大學許仟錦臨床心理師、臺

中市警察局徐日進警員及臺中地檢署陳東泰檢察

官等教官，分別針對「性別平等」、「行車安全」

與「法治教育」等主題進行授課，建立官兵正確

觀念，有效降低單位危安及風險因子。

　張指揮官表示，本次講習課題皆邀請專業講師

進行授課，希冀官兵同仁可內化課程內容，並實

踐於日常生活中，達成「人安、物安、零危安」

的目標，確維憲兵榮譽。

109年下半年三合一講習

２０３指揮部

【通訊員／韓雅亘】憲兵訓練中

心日前舉辦常備兵役軍事訓練

121 梯開訓典禮，由指揮官李上

校主持，並授予役男象徵軍人職

責的訓練步槍，象徵役男已做好

迎接挑戰的準備，勇於擔負保家衛國的責任。

　李指揮官表示，常備兵役是每位役男應盡的義

務，期許役男在往後 16 週訓期間，如期如質完成

軍事訓練的課程，秉持「不怕苦，不怕難」之精

神，共同加入保衛國土之行列；最後，因應疫情

及天氣變化，指揮官提醒官兵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以杜絕危安事件發生。

憲兵訓練中心

軍事訓練121梯開訓典禮

２０４指揮部

庫 儲 管 理 示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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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戰主任主持常備兵役軍事訓練121梯軍（法）紀宣教

邱士官長主持憲訓中心儲士班 43 期座談



【通訊員／廖士軒、張鴻舉】國防部日前舉辦「109

年全國高中『儀起來愛國』邀請賽暨軍事院校招生博

覽會」，由副部長張哲平上將主持，活動當天除了有

高中儀隊及軍歌競賽，現場各軍種的體驗式社團攤位

及成果發表，更是吸引參觀民眾與青年學子的目光與

興趣。本部由參謀長陳少將及政戰副主任潘上校帶

隊，並以憲兵砲兵第 228 營「模擬射擊體驗」以及桃

園憲兵隊「刑事鑑識體驗」等活動與民眾互動，內容

豐富有趣，展現憲兵特色，期望藉此增進對憲兵之瞭

解，進而支持憲兵。

射擊體驗人氣高，刑事鑑識展專業
　活動過程中，模擬射擊攤位吸引民眾熱烈參與，

張副部長亦至攤位親身感受射擊的樂趣，並對於寓教

於樂的互動方式給予高度肯定，配合說明官的熱情介

紹、射擊裝備的展示說明，使民眾不僅體驗射擊的震

撼，亦能對裝備及射擊技巧有更深入的了解；而桃園

憲兵隊也以無人機干擾槍、多波域光源燈組等高科技

裝備向民眾展現憲兵刑事鑑定專業，另安排「毛刷指

紋採集」、「毒品及爆裂物檢測」等體驗活動，使民

眾「親手」感受科技辦案的專業。

參謀長勉：專業能力形塑優質形象
　當天活動熱鬧歡樂，參謀長也至現場與民眾親切

互動，並至攤位慰勉同仁辛勞，肯定單位用心規劃與

整備，期許透過同仁的親切說明，展現憲兵專業能

力，形塑優質形象，使國人更加瞭解憲兵，並吸引青

年學子加入

憲兵的大家

庭，同時凝

聚全民國防

意識。

國防部「儀起來愛國」
特色體驗「憲」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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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李光桓】憲兵第 202 指揮

部臺北憲兵隊日前實施 109 年下半年

度駐地測驗「戰鬥體適能」項目，由

隊長佟上校下達安全規定，全體同仁

萬眾一心，為團隊爭取佳績！

　戰鬥體適能考驗官兵面對戰場多變

的環境，是否能應用所學克服眼前狀

況，過程中不僅驗收官兵體能狀況，

在「傷患背負」、「手榴彈投擲」等

項目更是考驗官兵戰術技巧；本次測

驗過程中官兵展現高昂士氣，發揮平

時勤訓精練成果，卯足全力為單位爭

取榮譽，勇奪佳績！

警衛大隊飛鏢社，舒展壓力正中紅心
【通訊員／藺靖雅】警

衛大隊警衛一中隊飛鏢

社日前辦理第四季飛鏢

競賽，官兵藉競賽過程

以鏢會友，促進人際互

動交流，凝聚團隊向心。

　輔導長黃少校表示，

飛鏢運動主要訓練官兵

個人協調性及專注度，並藉彼此交流，增進團隊情誼，讓運動賽事不

再只侷限於體能競賽。比賽最終由社員李霈文上士奪得冠軍，李上士

表示，飛鏢運動不僅考驗射手的準確率，更訓練算分策略上的思考能

力，這也是贏得比賽的重要關鍵，本次競賽過程緊張刺激，歡呼不斷，

期待下次再至飛鏢場上，一決高下。

【通訊員／蔡佩容】憲兵第 204 指揮

部勤務支援連日前辦理 109 年「勤務

召集訓練」，由副指揮官楊上校主持，

期許「保國、保鄉、保家、保產」之

決心，展現「在營為良兵，在鄉為良

民」的精神。

　副指揮官表示，國防力量中，「後

備動員」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本次

召訓課程區分「法治教育、愛國教育、

工事構築、災害防救」等四大類，以

因應實際戰況與災防整備所需，厚植

後備部隊戰力，期能凝聚國防意識，

共同投入保家衛國的行列。

【通訊員／陳榮哲】為確保金門防衛指揮部機步營戰 (甲 ) 車夜間戰術機動訓練安全，

金門憲兵隊日前執行戰時軍事交通管制勤務，由副隊長王少校實施勤前教育與任務提示，

要求同仁注意執勤安全，並運用交通管制技巧，確保機動任務順遂。

　王副隊長表示，透過平日嚴格紮實的訓練與要求，使編組同仁於執行交管勤務時都能

以精準的交通管制指揮手勢，為戰備訓練任務增添安全保障，確保部隊機動執行順遂，

不僅運用專長支援友軍執行任務，更是同仁自我本職學能驗證之最佳時機。

【通訊員／張鴻舉】憲兵第 205 指揮部日前接受憲兵指揮

部下半年駐地訓練成效驗收，受測官兵展現高昂士氣，展

現平時訓練成果，為單位爭取佳績。

　本次測驗計有「三項基本體能」、「引體向上」、「手

步槍射擊」及「戰鬥體適能」等項目，受測官兵各個拼盡

全力，並且發揮同袍情誼相互鼓勵，除爭取個人最佳的成

績，更為單位榮譽而努力。

　測驗過程中，指揮官文上校至現場勉勵所屬官兵，期許

駐地成效驗收順利完成，並在「安全為先」的原則下，全

力齊心爭取佳績，同時提醒訓練工作應務實且不間斷，在

未來仍應全心投入，奠定部隊戰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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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憲兵隊戰時軍事交通管制

憲兵第205指揮部109年下半年駐地鑑測



鑽研武術展熱誠 全運賽事奪佳績我憲兵我驕傲
警衛大隊上士黃詠峰

【通訊員／嚴偵瑋】憲兵指揮部警衛大隊上士黃詠峰日前參加「中

國民國 109 年全民運動會」武術掛技擂台賽男子 70 公斤級，以精

湛之武術技巧，榮獲第三名之殊榮。

　掛技是武術實戰技擊之基礎，其中蘊含古拳法剛柔並濟之武藝哲學，選手必須於直徑三公尺之擂

台內，以掛震、磨壓、雙手掛技等技法，於「一進一打、一退一擋」之間，使對手跌出場外（出宮）、

失去平衡（膝、手著地）或自動縮手。比賽過程就像武術電影中高手過招，場面精彩絕倫。

　黃上士平時負責一般警衛勤務，並對散打搏擊等技擊類運動富有熱忱，經常利用公餘閒暇加強自

主體能訓練及拓展相關知識技法。黃上士表示，這次獲獎是對自己過去付出的一切有所肯定，未來

將會持續在武術的道路上自我實現、努力不懈，期能成為術德並重、內外兼修的現代化專業軍人。

憲兵第 228 營
士官長吳柏翰

座右銘

自制自律、以身作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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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常以「鐵飯碗」形容軍職人員

收入穩定，生活無虞狀態。然「經濟

基礎」係為許多事物之根基，故對於個

人生涯發展而言，「理財」之重要性

便是不言而喻，然而現今投資管道豐

富多元，各項工具特性、風險、效益

皆有不同，如何慎選適當之投資工具，

便是需要審慎思考的課題，每個人都

應綜衡自身財務狀況，掌控收支情形，

慎選理財工具，避免財務失衡風險。

　根據資料顯示，一般性投資理財的

方式，可分為兩大類，一為保守派，

為定存類愛好者，屬於低風險、低獲率

之投資方式；二為積極派，多選擇海

外基金、股票類屬於高風險、高獲率

投資方式，而身處 E 世代的官兵則多

透過「線上網際網路」獲得理財資訊，

欲達成在自我生涯目標，然而投資理財

不能只靠運氣，面對資訊爆炸的時代，

官兵可能接觸各種投資理財、網路博奕

或金錢借貸等訊息隨處可見，為減少風

險，應謹慎檢視各項理財工具，而非

盲從或博弈心態，成為「竹籃子打水」

一場空。

　國軍官兵來自四面八方，因家庭教

育與成長背景之差異，故個人價值觀

皆有所不同，為維持良善財務模式，

每位官兵應自律消費慾望，建立正確

的價值觀，養成樸實的生活習慣，拒

絕外在誘惑，適時做好取捨，對於財

務支出量力而為，消費行為應釐清「想

要」還是「需要」，避免非理性購物。

　現今國軍同袍儲蓄會提供多元理財

服務，例如有「儲蓄獎券」及「零存

整付」等儲蓄方案，均提供安全穩健

之理財管道。透過計畫性之理財行為，

除可避免金錢支用不當而肇生財損，更

能使自我財務狀況處於正向累積之健

康狀態，如此方能達成各階段之目標，

開創美好人生。

宜蘭憲兵隊　林瑞娟中尉

健全理財觀念 避免投機心理

　網路上的爆料事件層出不窮，當單

位官兵權益受損，或遭受情緒影響，

經常未循正當管道而將個人情緒訴諸

網路平台，如此行為，觀看者而言，

只是無關緊要嗑牙閒聊的話題，不但

無法使問題獲得重視，更可能造成單

位團結的分化甚至有觸法之疑慮，故

官兵對於網路平台發言，應謹慎視之，

切勿率性為之。

　在爆料平臺上「匿名機制」貌似隱

密且安全，但其實不當的爆料行為可

能觸犯法律，後續警方仍可透過 IP 位

置追蹤爆料者，進行法律訴諸。舉例

說明，如貼文內容涉及未成年人之影

像，恐觸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另如有針對具體而可得知

是特定的個人，恐涉及公然侮辱、誹

謗、妨礙名譽等法律責任，更須注意

的是，即使爆料內容屬實，但若「涉

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仍是

犯法。

　看似自由無邊的網路世界並非毫無

規範，使用者仍不可口無遮攔，肆意

發言。然而，若爆料者確實具有意見

表達需求，積極作為應是尋求正當管

道而行之，如「申訴」、「諮詢服務」

或透過「國軍官兵權益保障委員會」

進行申訴，藉由適切管道維護應有權

益，而非逕自訴諸媒體或網路，進行

輿論審判。

　爆料事件對於團隊運作具有相當程

度之負面影響，不當的發言恐造成人

員相互猜忌，且可能影響幹部領導威

信，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於是為了杜

絕爆料風氣，避免情緒性或未經證實

的不當發言，斲傷單位向心，團隊需

建立暢通的溝通管道，當官兵權益受

損，有健全意見表達制度，便猶如為

氾濫的河川，開鑿疏通的渠道，使上

下意見可相互交流，即時解決團隊內

問題，如此方能創造團結和諧氛圍，

共同維護單位情誼。

通資作業連　游家維中尉

杜絕爆料風氣 防範觸法危機

「憲」出你/妳的



酒後駕車毀前途 酒精殘值應注意

軍法 (紀 )小叮嚀

酒駕違規標準

 

　本書作者鄭雅慈，人稱矽谷阿雅，

畢業於西北大學整合行銷傳播研究

所，曾在蘋果日報任職，因想到外面

闖蕩，便鼓起勇氣投出近 500 份的履

歷，且每份都是為公司客製化，可惜

剛好遇到金融風暴，全球經濟蕭條求

職不易，但阿雅沒有放棄過，她曾說：

「我寧願自己是因為不夠好被淘汰，

而不是未來想到自己是因為沒做，無

法達成目標」，這樣的態度讓阿雅成

功獲得 facebook 電子商務產品管理負

責人。

　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阿雅「不

輕言放棄」的精神，裏頭寫：「人生

的計算機，算的不是投資報酬率，是

你真心想要的是什麼，是你能改變世

界的潛力，是你能不能激發出定義世

代的勇氣。」這段話對於正值青年階

段的我而言，影響甚鉅，若凡事都建

立在金錢上，便可能失去樂趣，並且

無法為人生帶來進步；而我們為了更

好的學習，或許選擇退後一步做一樣

的事，而非加官晉爵，在反覆挫折中，

堅持初衷帶領團隊前進，通過磨練修

正自己與團隊，朝著成功的道路邁進。

　此外，阿雅也提到許多價值觀，讓

我在工作與生活上，開啟另一個層次

的理解，以前段文字描寫的金錢觀來

說，我想大部分人都有這個困惑：

「職位與薪水要提升到什麼境界才

能休息、為什麼自己這麼努力卻還無

法達成目標」，看完書後，我的答案

是，選一個可以真心投入在過程裡的

工作，然後別將「目標追求」視為唯

一標準，重點是自己有沒有學習與進

步 ，最後才是思考「為什麼我想達成

這個目標？」及「我真的願意為這個

目標，付出同等或超過的努力與犧牲

嗎？』」

　如此一來，當你困惑時，不妨傾聽

內心的聲音，那會給自己重新檢視的

力量。

讀後心得：憲訓中心學生一大隊 塗柏廷中尉

好書
推薦 作 者 ： 鄭 雅 慈 出版社：高寶出版社

追不到夢想，就創一個！

●

●

從臺灣記者到臉書電商產品經理的顛覆筆記

屏東內埔省道台一線，一名婦人開車撞上機車，當時救護車
趕來要將受傷騎士送醫，沒想到汽車駕駛卻上前阻攔拉扯，
要求要警方到場後才能送醫，員警來到現場，聞到她渾身酒
味，酒測值高達0.92，而她竟然辯稱自己只是吃薑母鴨。 

圖／取自網路新聞

行政罰責
汽車駕駛人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15 毫克

罰款：新臺幣三萬以上十二萬元以下罰鍰

肇事致人受傷：吊扣其駕駛執照二至四年

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刑事罰責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25 毫克：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罰款：得併科罰金二十萬元以下

肇事致人重傷：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肇事致人死亡：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資料來源／督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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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陳榮哲】嘉義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於日前舉辦「第十

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與理事長改選」，由理事長呂登鋐先生主持，

並邀請嘉義憲兵隊隊長徐中校及後憲先進到場參與。

　呂理事長於致詞時首先肯定後憲先進們在社會服務工作的投入，

並期許協會能在未來更加創新與突破，運用組織功能，集結地方

資源，共同成為社會中一股安定的力量。

　經過會中改選程序，由林建騫先生當選

為下一屆新任理事長；新任林理事長表示，感

謝後憲先進們所給予的肯定，未來將延續歷屆理事

長所立下的優良傳統，秉持後憲「一日憲兵，終

生憲兵」的精神，持續協助現役官兵弟兄姊妹，

並一同為嘉義鄉親服務、打拼。

【通訊員／蔡佩容】花蓮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日前辦理 109 年度自

強大會，由理事長陳威孝先生主持，邀請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

會長總會長謝慶堂先生、本部指揮官黃中將及政戰主任余少將等貴

賓共襄盛舉。

　陳理事長表示，後備憲兵的優良傳承有賴大家一起守護及維繫，

也期許同仁們秉持「前憲後憲，連成一線」的精神，繼續支持及愛

護國軍，成為現役官兵們最堅實的後盾。

　指揮官表示，此次在花蓮瑞穗辦理自強大會，讓所有人都感受到

在地鄉親的溫暖與熱情，期盼大家繼續秉持「梅荷志節，忠貞精神」

的核心價值，持續服務民眾，發揮後備憲兵強大的社會安定力量。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16 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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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109年自強大會

嘉義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理事長改選暨會員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