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本部指揮官黃中將於日前在204指揮部指揮官成上校等

幹部陪同下，至屏東憲兵隊實施部隊視導暨精神講話。

　指揮官表示，全體同仁應了解憲兵核心價值，做到謹言慎行、自

制自律及不容違法犯紀之基本要求，同時善盡自身職責，自許為能

維護治安、打擊犯罪及保衛國家安全的一分子。

　指揮官期勉，主官及各

級幹部應秉「跟我來」的

信念，凝聚團隊向心，鼓

勵官兵受訓、歷練及晉升，

以提升部隊士氣，妥善人

才培育；另應以突破現有

成效的思維及作法，勠力

戰訓本務，提升部隊戰力。

【本報訊】本部指揮官黃中將日前在憲兵第203指揮部指揮

官張上校等幹部陪同下，至彰化憲兵隊實施部隊視導暨官兵

座談，勉勵官兵發揚憲兵光榮傳統，恪遵各項軍紀要求。

　指揮官表示，身為領導幹部應以自身為榜樣，對於違犯軍

紀人員，落實「嚴考核、嚴淘汰」的留優汰劣態度，確保部

隊安全與單位榮譽。

　指揮官並強調，對於新

進同仁應主動給予關懷，

同袍間互相關心，在平時

藉各種管道掌握官兵心緒

狀況，建立與官兵同仁們

「生活、工作、學習在一

起」的關係，進而凝聚單

位團結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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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許毓焄】本部副指揮官馮少將日前在憲兵第 205 指揮部指揮官文上

校等幹部陪同下，至新竹憲兵隊視導營舍現況，關心同仁生活設施，並針對未

來施作工項，予以工作指導，指示同仁應力求營造良好環境，提供官兵適切休

憩空間。

　副指揮官表示，營舍整修工

程並非「單次性」任務，應以

提升官兵生活品質為目標，持

續滾動式執行。此外，營舍環

境係為單位氛圍營造之重要影

響因素，同仁應戮力投入，營

造和諧工作環境，並透過良善

的領導統御與內部管理工作，

凝聚向心，共同迎接未來挑戰。

【本報訊】為精進基層主官領

導職能，本部日前舉辦第二梯

次「營、連長職能講習班」，

由指揮官黃中將主持開訓暨精

神講話，期勉同仁擔任「領頭

羊」角色，帶領同仁突破自

我，完成各項任務。

　指揮官表示，基層主官是每

個單位的領導者，係不可或缺之關鍵角色，應抱持「生活在一起、工作在

一起、戰鬥在一起」的精神，帶領官兵一同成長；另凡事皆應以身作則，

訂定標竿，成為官兵的表率，並以潛移默化方式，使「團隊精神」深植部

屬心中，共同以維護社會治安與延續單位光榮傳統為目標，確維憲兵榮譽。

指揮官主持「營、連長講習班」第二梯次開訓典禮 副指揮官視導新竹憲兵隊營舍環境

  本月 21 日是「諮商心理師節」，就在這個臺灣人

向來陌生的節日前幾天，社會上竟連續出現幾起頂

尖優秀大學生疑似自傷事件，令人感到哀傷。事件發

生後，各界紛紛檢討呼籲，希望增補校園心理諮商

人力，不再讓有需要的學生，錯失援助的黃金時間。

我們知道，人們出現自傷意念的瞬間，若未能即時緩

解降溫，就很容易釀成憾事。由於青少年血氣方剛，

一旦出現衝動自傷念頭，很容易付諸行動。因此專

家認為，大眾都有必要認識可以降低衝動、緩解自

傷意念的解方，以爭取緩衝時間，挽回寶貴生命。

  近來幾起自傷案例，多為 15 至 24 歲年輕學

生，甚至是知名學府資優生。據統計，這個年齡

層其實正是臺灣自裁比例最高的。除了臺灣大學

在 5 天內連續發生 3 起疑似自傷案例；成大也

爆出 3 個月內，第 3 起疑似輕生案例；同時驚

傳海洋科大情侶燒炭身亡，讓各界不得不重新檢

討並重視，如何建構緩解青年自傷的解方，以搶

救臺灣每年超過千位有潛在自傷意圖的學生。

  本報社論曾多次提醒，人人都可以一起成為自

傷守門人。只要我們主動關懷陪伴心灰意冷的

學生，不要讓他落單，可主動以「1 問、2 應、

3 轉介」詢問與關懷，讓他們得以找到生命新出

路。其次，也要適時建議相關單位，轉介學生到

心理諮商或精神醫療機構，以獲得專業協助。在

這些年輕人等待心理諮商的空窗期，或獨處時

刻，我們可以多釋放一些真誠的善意與關心，讓

他們也願意拉自己一把，重新覓得生命桃花源。

  一般來說，諮商心理師經常用 4種自救解方，希望

能教導可能有自傷衝動的年輕人，讓他們嘗試運用辯

證行為心理諮商法的 TIPP 方法，來緩解自傷衝動。

這些方法包括，一、降溫：用冰塊或冰水碰觸臉 30

至 60 秒，以溫度刺激啟動人體自我保護機制，轉移

想自傷的注意力與僵化思維；二、激烈運動：可進

行 20 分鐘開合跳、衝刺、跳繩或追貓快跑，刺激腎

上腺素與腦內啡，分泌正向快樂因子；三、規律深呼

吸：進行每分鐘呼吸 5 至 6 次、吸 4 秒、呼 7 秒，

以覺察正念，減輕負面情緒，並適時擴展正向情緒

覺察的心理彈性；四、配對肌肉放鬆：先讓全身肌

肉緊繃 5 至 6 秒，再抱軟枕絨毛物，吐氣放鬆全身

肌肉，嘗試交感與副交感神經交替流暢的舒暢感。

  賢者曾云，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因此人人都必

須超前部署，儲備能夠幫助自己面對逆境、耐受痛

苦的長效解方。對於頂尖大學人人稱羨的優秀青年

而言，有時可能因為自尊因素，難以開口訴苦與求

救，由於一向不甘示弱，遂無法接受落居人後或對

自己失望的情結，容易陷入有苦難言的自責困境。

因此，我們應鼓勵年輕學子，說出心中苦楚，才能

掌握蛻變與成長契機，並善用心理專業資源自助。

  專家認為，近距離、長時間陪伴關懷自傷學生的師

長親友，其實也要一起練習，不會受到自殺憂鬱負能

量干擾的mBMI養心功法，自主管理自己的心理健康，

養心逆轉負能量。發展心理學的理論主張，青年人處

在人生關鍵時刻，積極想要尋找自我認同，更想探索

自我，認識自己可能成為怎樣的大人、可能成為怎樣

的人，當年輕同學面臨未能解開生命困惑與不確定性

的探問之苦時，大人應以過往經驗，善加誘導，讓他

們逆轉向下沉淪的無望感，迎向無限可能的未來。

  除了對年輕人提供愛心救援外，也要教育與訓練學

生自助養心之道，鼓勵累積正向心理學的 3 大幸福

感來源，讓自己擁有正向心理幸福感，以抗衡灰暗

憂鬱的侵擾。當我們建立幸福感來源，等於儲存了

心理健康與幸福資本，就能緩解自傷衝動。而包括

友善交友，幫助自己儲備能夠熱情關愛陪伴鼓舞自

己的親朋好友，提供安慰溫暖；情緒正念，儲備能

夠自己從情緒谷底回升，重享快樂的方法；認同自

我，透過練習一些自我接納、自我擁抱、自我認同

的方法，都對情緒的改善大有助益，可多加利用。

  綜言之，處在變化快速的現代社會中，我們可以

用「好人際、好心情」，來遇見更好的自己。只要

人人都能蓄養人際之愛與支持，以及情緒正向調

控、自我認同定向，或許就能為周遭朋友，建立自

主學習鍛鍊的心理解方，也能為自己構築心理健康

防護金鐘罩，在危機時緩解衝動自傷意念，擁抱軟

弱失志的自己，也會多一些等待未來轉機的勇氣。

　　　　　(轉載自青年日報 109年 11月 24日社論 )

儲 備 正 念 解 方  養 心 逆 轉 負 能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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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劉則明】為強化政戰幹部本職學能，本部政

戰主任余少將日前分赴憲兵第 203、204 指揮部主持輔

導長工作指導，勗勉同仁秉持「精益求精」與「全力以

赴」的態度，主動關懷官兵心緒，營造單位和諧氣氛，

協助主官推展工作任務，成為無可取代的重要骨幹。

　主任強調，身為政戰幹部應秉「慎獨」態度，嚴格自

我要求，並落實內部管理工作，達「人有定職，事有定

規，物有定位」之要求，另扮演「吹哨者」角色，洞察

機先，消弭危安因素與落實風險控管，維護部隊純淨。

【通訊員／李光桓】本部邱士官督導長日前至中華

營區主持臺北憲兵隊士官兵座談暨軍法（紀）宣教，

提醒官兵持恆嚴守軍法紀要求，維繫單位榮譽。

　邱士官長表示，憲兵肩負軍、司法警察之職責，

應嚴謹恪遵各項軍紀規定，對酒駕、違反性別分際

及涉毒等違法犯紀人員必將予以汰除或撤職；此外，

全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仍嚴峻，同仁務必持續

完備相關防疫措施，落實人員身體保健工作。最後，

邱士官長表示體能係部隊戰力之基礎，鼓勵官兵應

定時運動，以維繫部隊堅實戰力。

【通訊員／蔡佩容】憲兵第 204 指揮部日前於慧

敏營區辦理臺東及高雄憲兵隊基訓混編中隊結訓

典禮，由指揮官成上校主持，官兵以高昂士氣及

嚴整性，展現精實訓練成果。

　成指揮官首先對於官兵訓練辛勞，表達肯定及

慰勉，並表示「基地訓練」係部隊整建戰力的重

要環節，也是軍旅難得經驗及回憶，同仁應珍惜

情誼，鞏固單位向心，並於返回駐地後，延續訓

練成果，藉由不間斷之嚴格訓練，持續精進本職

學能，運用所學投入戰訓本務，打造勤訓精練的

堅強勁旅，永續傳承憲兵榮譽。

臺北隊新任隊長布達典禮

２０２指揮部

【通訊員／張鴻舉】憲兵第 205 指揮部指揮官文

上校日前主持副指揮官新職介紹典禮，表揚前副

指揮官錢上校認真負責、態度積極，並期勉所屬

服從新任副指揮官王上校指導，在既有基礎上力

求精進，再創佳績。

　文指揮官期勉王副指揮官以豐富的實務經驗與

勤奮不懈之精神，為同仁樹立標竿，並帶領所屬

完成各項任務及訓練工作。另提醒近期天候驟變

溫差明顯，文指揮官叮嚀官兵應注重個人身體保

健及自身保暖工作，並落實訓練之暖身運動，降

低訓練傷害風險。

副指揮官新職介紹典禮

２０４指揮部 ２０５指揮部

基訓混編中隊結訓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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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李光桓】臺北憲兵隊日前實施新任隊

長任職布達交接典禮，由憲兵第 202 指揮部指揮

官于少將主持。

　于指揮官於致詞時肯定原任隊長佟上校在任職

期間，帶領臺北憲兵隊完成各項重要任（勤）務，

且均有亮眼佳績，期勉新任隊長胡中校在既有良

好基礎上，繼續帶領全體官兵向上突破，並善用

組織落實人員掌握，以「溫馨關懷」消弭單位冷

漠感，藉以建立同仁情感，共同投入單位任務，

面對未來挑戰。

邱士官督導長主持臺北憲兵隊士官兵座談

政戰主任主持第 203、204 指揮部輔導長工作指導



溫馨暖情
注入正面「心」能量

　秉持「軍愛民，民敬軍」的精神，憲兵訓練中

心集結對社會公益具有高度熱忱的同仁，成立慈

幼社，利用公餘時間及社團時機至營外進行愛心

服務，不僅對於社區周邊的志工服務不遺餘力，

更熱心投入各項志工活動，如關懷長者、協助流

浪動物等，甚至捐鞋到非洲的活動也有慈幼社參

與的身影，期望透過自身實際行動的付出，為社

會注入正面「心」能量。

　憲兵訓練中心慈幼社，由一群樂於投身愛心

活動的官兵所組成，秉持「莫因善小而不為」

的精神，社員積極參與各項公益活動，除了社

區鄰里愛民打掃活動，慈幼社也曾參與「舊鞋，

救命」活動，募集二手鞋，讓非洲赤貧學童免

於沙蚤的侵害，改善生活品質，另外先後前往

「弘化懷幼院」、「弘道老人基金會」及「流

浪動物之家」等機構，為社會公益貢獻一己之

力，即使活動過程並不輕鬆，但社員未曾有過

怨言，甚至總以豐碩「戰果」津津樂道。

「莫因善小而不為」投身志工服務，履獲好評

　社長馬紹恩上士表示，即使平時公務繁忙，

但面對志工活動邀約，弟兄姐妹從不推辭，表

現出同仁「愛國愛民」的精神，以及「勇於任

事」的責任心；此外，在志工活動過程中，社

員同時培養「同理心」，理解「人人都有需要

幫忙的時候」，使同仁更能傾聽每個人的心聲

與意見，並懂得包容與尊重不同的想法，

增進部隊和諧與向心。

　馬上士說「公益活動」常被認為是件吃力不

討好的工作，但愛心不論大小，只要願意，即

使是再簡單的舉手之勞，都可作為正能量的起

點。在志工服務的過程中，總能看見周遭的人

充滿微笑，除了受到幫助的人開心微笑，參與

活動的人更是展露富足的笑容，我想這大概就

是「施比受，更有福」的感覺了吧。

「施比受更有福」社會關懷培養同理心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30 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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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兵訓練中心

慈幼社



【通訊員／劉則明】為推廣全民國防理念，

憲兵第 203 指揮部招募小組日前受邀至臺

中科技大學實施簡易防身術課程，並鼓勵

青年學子加入憲兵，體驗精彩軍旅、實踐

人生夢想。

　課程中由教官藉實際操作，講解面對不

同之突發狀況，應採取之應變技巧，除展

現憲兵近身格鬥之專業技能，更引起同學

們高度興趣，在場學習的同學皆認真觀摩、

反覆練習，期許習得實用之防身技術。

　招募組長吳鎮彰士官長表示，藉本次活

動，使同學們進一步了解憲兵部隊的任務

特性，並建立全民國防共識，進而支持憲

兵、愛護國軍。

【通訊員／李婉榕】憲兵第 211 營基訓部隊日前實施期中戰力鑑測，由連長劉

上尉率所屬官兵受測，全力完成各項測驗科目，展現高昂士氣及平時勤訓精練

的成果。

　本次測驗項目共計手、步槍戰鬥射擊、狙擊槍精準射擊及各項武器夜間射擊

等，另有模擬戰場情境之「手步槍多孔洞及換彈匣射擊」，考驗受測官兵多元

地理環境之武器操作能力。

　劉連長表示，本次鑑測旨在驗收訓練成效，期許單位官兵把握未來每個訓練

時機，不停歇自我突破的腳步，繼續為單位爭取最高榮譽。

【通訊員／蔡佩容】為推展官兵心理

健康概念及學習分享正能量，憲兵第

204 指揮部日前邀請恆春基督教醫院臨

床心理師胡敏華老師至鵬園營區實施

心輔專題講座，針對「自傷防治」、「壓

力管理」等主題進行講述，引導官兵

探索自我並啟發正向信念，鼓勵積極

面對未來挑戰。

　胡老師表示，面對人生挑戰與生活

衝突時，應嘗試從正面角度看待，思

索事件的正向意義，聚焦思考具體解

決方案，亦可與同儕討論汲取經驗，

走出心理負面漩渦，使壓力成為助力，

開拓人生「心」境界。

【通訊員／許毓焄】憲兵第 203、204、

205 指揮部憲兵隊基訓混編中隊日前接受

憲兵指揮部年度基訓期末戰術鑑測，模擬

戰時景況，驗證「戰備整備會議召開」、

「夜行軍攻擊」、「城鎮戰攻防演練」、

「戰傷救護」等科目，訓練人員快速融入

戰場，塑建憲兵堅實戰力。

　基隆憲兵隊中隊長謝上尉指出，每位官

兵在受測過程中，充分發揮訓練成效，展

現堅實訓練成果；另受測

期間要求所屬嚴守紀律，

落實各項安全規定，期許

同仁相互勉勵支持，凝聚

共識及向心，為自己與單

位爭取佳績。

【通訊員／韓雅亘】憲兵訓練中心常備兵役軍事訓練 121 梯日前入伍訓期末結訓

鑑測，驗收「T91 步槍實彈射擊」及「手榴彈基本投擲」等科目，驗證役男入伍

訓之訓練成效。

　鑑測過程中，每位役男均能遵循幹部及教官之指導，掌握射擊要領，展現出五

週訓練成果以及自我最佳表現；手榴彈投擲測驗時，各級幹部依規定完成相關安

全整備事宜，役男卯足全力、突破自我，精準投擲目標物，最終以高昂鬥志順利

完成測驗，將保家衛國決心展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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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兵第203指揮部臺中科大防身術課程憲兵第651排辦理心理輔導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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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家衛國第一線　愛民助民最前「憲」我憲兵我驕傲
臺東憲兵隊愛心服務社

【通訊員／蔡東穎】臺東憲兵隊愛心服務社集結單位

內熱心公益的同仁，創立迄今已執行各項大小公益活動，從社區環境清潔，到淨灘環保活動，全都

有他們熱情的身影，藉由參與官兵以實際行動身體力行，充分體現愛民助民、軍民同心的精神。

　社長上尉陳宥霖表示，國軍站在保家衛國的第一線，不僅愛國，更要愛民，於是在服務大眾的公

益活動更應不餘遺力，雖然每次志工活動皆有辛苦之處，但看見眼前環境因為自己的雙手而有所改

善，或是得到對方的一聲感謝與一抹笑容，所有的辛勞便皆化爲無法言喻的成就感，因為有愛，為

社會開啟「美好的循環」，而若自己願意，每個人的舉手之勞及愛心義舉，都可成為正能量的開端。

　未來愛心服務社將繼續秉持「關懷溫情，由我開始」的精神，為地方奉獻一己之力，期望能繼續

為腳下這塊土地挹注正面「心」能量。

憲兵三三二營
中士陳昱蘋

座右銘

人生只有走出來的美麗，

沒有等出來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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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官制度」最早源自於 15 世紀的

法國，設立初衷為輔助部隊管理、執

行日常訓練和達成戰鬥任務目標，期能

成為軍官的助手。而我國為強化整體戰

力，分別於民國 83 年及 97 年執行「精

進士官制度」，從「地位提升」、「責

任賦予」、「信心建立」、「培育專

業」及「經管發展」等５大核心著手，

希望藉由發展士官體系、調整士官結

構、改善教育制度及待遇福利等作法，

優化穩固基層戰力，強化整體國力。

　國軍士官幹部長期扎根於各單位，熟

稔環境相關之事務，於單位內部管理、

戰備訓練及後勤維保等面向，發揮關

鍵且無可取代的功能。蔡英文總統日

前出席三軍士官新生聯合開學典禮時，

指示國軍應持續推動精進士官制度，

將士官在國軍部隊的價值功能極大化，

如此方能提升整體部隊效能，也顯見

蔡總統對「士官幹部」的重視。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說明培育

優秀人才的不易，而國軍在基層戰力

中，士官幹部扮演著「骨幹」的腳色，

於是士官養成教育過程便更顯重要，而

國軍對於士官人才栽培具有健全且多

元的制度，如軍事院校、專業士官班

及儲備士官班等，都是優秀士官幹部的

搖籃，透過完整訓練，充實本職學能，

是榮耀士官的第一步。在畢業後從基

層開始歷練，藉實務經驗奠定基礎，

另藉由終身學習取得學歷或專業證照，

並藉由健全之晉任制度，達「自我實

現」之目標，亦運用所學服務更多官

兵，成為協助軍官達成任務的左右手，

亦成為帶領士兵向上精進的領導者。

　如同蔡總統指示，奠基國軍現行士官

制度的基礎與水準，士官幹部的養成

須與時俱進，陶鑄「素質高、戰力強、

守紀律、有信念」的優質士官團隊，

為戰備任務克盡職責，承先啟後傳承

士官榮耀，方能成為部隊中堅力量。

澎湖憲兵隊　張翰浚上尉

榮耀士官使命 誓做部隊中堅

　人生是漫長的旅程，路途中難免高

低起伏，偶爾絆腳踉蹌，起身拂塵即

可繼續前行，但若在挫折後便伏地不

起，便將錯過美好景緻，豈不可惜。

當自己遭逢阻礙困境，應該冷靜思索，

找出解決方法，又或勇於尋求他人協

助，共同排除障礙，在旁人的支持下，

繼續昂首闊步在人生路上。

　物有兩面，光明、黑暗總是相伴而

行，身處低潮晦澀時，有些人選擇閃

躲、避免承擔、習慣遷怒、指責外界，

以掩蓋自己的脆弱及不足，不願正視

自己的問題，如此黑暗盡頭的曙光便

難以重現，人生也將就此停滯不前。

　很多人以為「堅強」就是無堅不摧，

其實並不然，人們難免會面對內心的

脆弱無力，這個時候，我們需要「勇

氣」突破心中高牆，找到外界翻越的

繩索。於是勇敢並非血氣方剛，而是

無懼困難大步向前，更是承認自己的

不足，並向他人求助的勇氣。

　身在軍旅身著軍裝肩負各項任務，

難免承受各方壓力，來自外界也可能

來自內心自我要求。若能善用心輔資

源，透過專業對談，找到自己不足的

關鍵，並覺察自我優勢，突破心中屏

蔽，讓陽光再次進入心房，再次向前

邁進。

　勇者並非無所畏懼，而是判斷出還

有比恐懼更重要的東西，踏過恐懼向

目標邁進。而堅強也絕非是隱忍一切，

而是懂得在面對困境與難關時，適切

向外求援，集結外力，尋找折衷方法

跨越難關，若當自我深陷泥沼，仍逞

強不說，則終將越陷越深，唯有向外

求助，走出泥沼，才有未來旅途的可

能。於是愚勇並不可取，故步自封更

是限縮可以改善的契機。真正的勇氣，

是勇敢向人求助，透過不斷的跌倒與

碰撞，在遇到困境時找尋支援的力量，

進而成長茁壯，成為一個真正堅強而

完整的自己。

新竹憲兵隊　王璟岳少尉

求救並非弱者 勇敢正視問題

「憲」出你/妳的



勇於拒絕性騷擾 尊重身體自主權

軍法 (紀 )小叮嚀

 

憲訓中心學生二大隊上士林恆如

電影
賞析 家 庭 支 持 做 後 盾 ， 堅 忍 毅 力 克 萬 難

「鬼滅之刃劇場版」無限列車篇

劇情大綱：

　日本動畫電影「鬼滅之刃劇場版－無限列車篇」近期在

全球各地掀起了一股「打鬼」炫風，動畫中各式華麗招式

的名稱如「炎之呼吸 壹之型」以及生動刻畫的人物角色，

皆獲得觀眾的熱烈迴響。而看似絢麗熱血的少年漫畫，「鬼

滅之刃」的故事主軸卻緊扣「家庭」與「堅持」兩大元素。

故事從主角炭治郎在面臨惡鬼滅殺全家的慘劇下展開，此

外，倖存的妹妹彌豆子也成了食人鬼，在這樣的重大變故

下，他如何以家庭作為支持力量，並將悲憤化作力量，堅

毅地踏上「殺鬼」的修行道路，如此帶有啟發性的劇情轉

折，便值得觀眾細細體會。

觀後心得：

　在動畫中，妹妹彌豆子曾對哥哥炭治郎說「誰都不能事

事順心啊，幸福與否是自己決定的，重要的是，『現在』

我們前進吧，一起努力，一起戰鬥。」這段話深深打動了

我，回想自己在生活中，經常也會遇到許多不順心的事情，

但只要願意尋求協助，並且相信自己，其實週遭的親友，

都是我們繼續前進的動力來源，此外，如同動畫所述「你

要相信，經過日復一日的地獄式訓練，總會有所收穫的。」

我們應該對自己有堅強的信心，並且保持信念、克服萬難，

直至超越障礙、邁向光明的一天。

　而從漫畫中的啟發，讓我想起《孟子．公孫丑上》對於

浩然正氣的看法，「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

地之間」，表達人應培養偉大、剛強之正氣，並且堅定自

我，展現正向信念。而這個信念恰與主角炭治郎的修行意

志相符合，只要心存正念，並堅定內心意志，就能無所畏

懼、克服障礙。因此，當我們遇到困難時，或許能效仿主

角炭治郎，即使傷痕累累，但只要堅守心中守護家人的意

念，便可勇敢對抗惡鬼，迎接所有挑戰，為自己迎來美好

的「心」結局。

一名陳姓女員工在凌晨店內打烊後被店長要求留下幫忙，店長

不但從後方環抱還強吻，硬把人拉到大腿上坐，女大生試圖掙

脫，過程全被店內監視器畫面拍下，事後店長向女大生道歉，

說自己是一時衝動，不過女大生堅持提告，林姓店長被解雇後

以強制罪起訴。

圖／取自網路新聞

行政罰責
性觸摸罪

罰款：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

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性騷擾標準

資料來源／督察室

刑事罰責
強制猥褻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

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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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許毓焄】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臺灣血庫存量偏低，

為紓解醫療用血需求壓力，宜蘭縣後備荷松協會理事長許錫奎

先生日前號召同仁參與「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活動，宜

蘭憲兵隊隊長徐中校亦率領單位同仁，挽起衣袖熱情響應，共

同展現關懷社會的正向力量。

　許理事長表示，捐血不僅有益自身健康，

更可助人渡過危難，後憲同仁秉持「愛民

助民」之大愛精神，主動發起公益活動，

期能拋磚引玉激發更多正向能量投入社會，

讓人間處處有愛有溫情。

宜蘭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
全民國防教育暨捐血公益活動

桃園市八德區後備憲兵荷松協會
   第九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本報訊／許毓焄】桃園市後備

憲兵荷松協會八德分會日前召開

第九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由秘書

長陳慶鴻先生主持，會中感謝現

任區主任鄭水土先生任期內之辛勞，並公開選出協會重要幹部，票

選結果由余鴻省先生擔任下一屆區主任。

　陳秘書長感謝全體同仁於鄭區主任在任期間的支持與付出，並表

示後憲同仁在社會中長期扮演穩定之正向力量，期望在新任余區主

任領導下，分會能持續在各項公益活動中奉獻己力，繼續向上創新

突破，使會務事宜更臻完善，並在未來更加凝聚團結向心，傳承憲

兵優良傳統。

【通訊員／劉則明】為提倡正當休閒活動與聯繫後憲同袍情誼，彰

化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日前由員林區副主委張世維先生領軍，率隊

參加 109 年後備軍人運動大會，並協助擔任活動會場週邊交管、

大會會旗旗手、升旗手與標兵等，展「憲」榮耀自信。

　張副主委表示，國防力量不僅靠現役官兵，更需要後備軍人的支

持，因此後憲同仁也必須自我要求以保有強健體魄，共同加入保家

衛國的行列；在本

次活動過程中，後

憲同仁展現絕佳的默契與過人的體力，更於「時代巨輪」項目中勇

奪冠軍，將互助合作與團隊向心展露無遺，也以汗水換取歡笑，促

進彼此情誼，為活動畫下完美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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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參與 109 年後備軍人運動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