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我提升求精進 運用組織凝向心雲林憲兵隊
指揮官視導

【本報訊】指揮官黃中將日前在

憲兵第 203指揮部指揮官張上校

陪同下，至雲林憲兵隊實施部隊

視導暨官兵座談，勉勵所屬持續

落實戰備訓練工作及鼓勵終身學

習，以提升自我競爭力，堅實部

隊戰力。

　指揮官強調，現今社會物慾誘

惑多，幹部應秉持「說破嘴，走

斷腿」的積極心態，叮嚀所屬建

立良善的價值觀，並以「日常化」

方式實施案例宣教，深化同仁法

紀觀念，避免因個人僥倖心態而

違法犯紀，影響單位團隊榮譽。

　指揮官提醒，單位除持恆落實

戰訓本務外，並以耐心及同理心

關懷部屬，有效運用組織，凝聚

官兵向心，共同守護憲兵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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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為落實營區衛哨勤務，強化官

兵執勤紀律與要領，本部副指揮官馮少將

日前主持「警衛勤務暨營區安全演練示

範」，召集各地區指揮部指揮官及憲兵隊

長共同與會，除透過法規講授進行案例分

析，更以實際操作方式，強化勤務人員觀

念與警覺，使官兵了解執勤標準作業程序，

以強化執勤效能。

　副指揮官指出，擔任衛哨人員必須貫徹

「先查後用」原則，並針對「衛哨交接」、

「執勤要領」及「營區整體防護機制」等

方面進行教育訓練，使官兵熟稔執勤要領，

以應處各種突發狀況，確保營區整體安全。

指揮官主持新任主官任職勗勉暨工作指導 副指揮官主持警衛勤務暨營區安全演練示範

  國軍推動潛艦國造，日前正式在台船公司舉行廠房

開工典禮，總統蔡英文致詞表示，「今天起，made 

in Taiwan  潛艦」正式建造。蔡總統強調，直至今

日還有懷疑潛艦能否成功的各種謠言在網路流竄，

國軍以動工證明實際成績，粉碎謠言與不實訊息。

  從近年來假訊息傳播的態樣與脈絡看來，政府重

大公共與社會政策，是其最佳發酵溫床。2016 年

的美國總統大選，已讓全世界見識假訊息的傳播

威力，4 年後的今日，假訊息的影響非但沒有消

弭，反而成為影響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最大的恐

怖因子。位於美國的全球假訊息研究智庫「馬歇

爾基金會」數位研究部發現，從 2016 年到 2020

年第 3 季，包含臉書與推特等社群媒體，散布與

政府政策相關假訊息的數量成長超過 8 倍；參與

轉傳、回應等被影響的人數，是過去的 10 倍。

  從假訊息態樣中，我們可以發現，許多訊息是他國政

府發動或介入的「協同性造假行為」。這些假訊息從

政府流入民間或跨國媒體，在地名嘴或社會意見領袖

則成為協力者，大量散布假訊息，成為一個生態循環。

  美國外交政策研究所分析，包含中共在內的國

家，慣於透過發布假訊息，進行認知作戰。一般而

言，假訊息的影響，區分為社會大眾的認知、態

度與行為 3 個層次。在認知層次是影響對國家認

同、對中共政權有利的印象；其次是降低大眾對政

府的信心、施政滿意；最後則利用民主國家的特

色，影響投票行為，改變國家政、軍生態版圖。

  臺灣是中共認知作戰攻勢的重點，以今年臺灣事

實查核中心查核的假訊息，跟國防安全相關的假訊

息，有許多是來自中國大陸，最常見的內容即是

我國政府對建軍備戰的輕忽、國軍的戰力低落、

政府刻意掩蓋訊息真相等。這些虛假訴求搭配纂

改的假照片流竄，在社群媒體平台與即時通訊軟

體群組中，搭配社群媒體的假帳號、酸民、機器

人及中共外交官與媒體，共同操作來達成目的。

  中共散布假訊息，雖是參考俄羅斯影響克里米

亞公投的手法，但已發展出自己的特色思維與作

法，令人憂心。例如，中共會針對不同的主題，

諸如武器採購、戰備訓練等擬定策略，以應付不

同目標對象需求；其假訊息的認知作戰，是多語

言形態，且積極運用通訊軟體的私密性；更善於

尋找「在地協力者」，其模式是透過民間意見領

袖，培養死忠鐵粉，達到撕裂團體認同的目的。

  縱觀假訊息的影響關鍵要素中，在地協力者無疑扮

演重要角色。社會大眾對於主流新聞媒體中的假新

聞，或許較容易持有懷疑、批判的觀點；然對於自身

所信任的媒體名嘴、意見領袖的同溫層效應，使接收

者對假訊息產生下意識的認同、相信在地協力者傳播

的訊息。許多在地協力者或許並非故意成為假訊息中

介者，但在認知作戰的操作下，其影響範圍相當深遠。

  面對精密的假訊息與認知作戰攻勢，政府部會間應

加強橫向聯繫，並結合公、民營網路與基礎設施相關

業者，形成跨越政府與民間的反訊息與與認知作戰聯

盟，來對抗假訊息。假訊息的防制是國安層次的重要課

題，社會大眾需快速接觸真訊息，抵銷假訊息的影響。

  其次，我們應培養社會大眾媒體識讀的能力，審

慎認清社群媒體資訊，是未來防範假訊息與認知作

戰的重要因素，須從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兩方面著

手。在學校教育，要教育學生具備閱讀理解線上文

本、多媒體，擁有獨立思考、辨別真偽消息與新聞

的能力。就社會媒體識讀教育而言，我國現階段尚

缺少針對社會上成年人的媒體素養培育管道。對

此，可以借鏡加拿大政府曾斥資超過 1 億 6000 萬

新臺幣的預算，建立讓全民都可以習得媒體識讀

知識的計畫。建議未來在各全國電視台，都可設

定一定比例時間，來進行全民的媒體識讀教育。

  析言之，網際網路的普及，除改變人們的資訊獲

得習慣，同時改變人與人之間互動的社交生活模

式。從資訊爆炸、失序，當前的網路世界，已演變

成假訊息與認知作戰的媒介。當境外惡意勢力與社

群媒體結合，假訊息將如同瘟疫傳染一樣，傳播快

速且難以預防。因此，如何保護得之不易的民主機

制，不被假訊息癱瘓，包含政府、媒體平台與社會

大眾，都負有增強免疫力責任。唯有大眾在建構識

讀管道上合作無間，提升社會大眾對媒體內容的警

覺能力，才能防範無孔不入與變化萬千的假訊息影

響我國社會穩定，鞏固人民對國防與國家的信心。

　　　　　(轉載自青年日報 109年 11月 27日社論 )

【本報訊】憲兵指揮部指揮官黃中將日前主持新任主官任職勗勉暨工作指

導，指揮官指出，單位主官是部隊領頭羊且無可取代，期勉新任主官秉持

「全力以赴」的態度，發揮主動服務精神，凝聚團隊榮譽與維繫部隊整體

戰力。

　指揮官以自身寶貴經驗，勉勵新

任主官善用組織，採分層管理負責

方式，落實一級輔導一級，做好部

隊實務工作，同時秉持關心與耐心

的理念來管理部隊，以「身先士卒、

以身作則、承擔責任」之理念，使

所屬上下一心，提升部隊士氣，從

而培養高度的榮譽感，共維憲兵軍

風與榮譽。

強化媒體識讀能力 對抗假訊息傳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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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4 梯結訓典禮 s

【本報訊】本部政戰主任余少將日前至憲兵訓練中心主持

「士官高級班第40期」結訓座談，除恭喜學員順利結訓，

並期勉學員返回單位後，發揮所學，全力推展單位任務，

成為主官的得力助手。

　主任表示，受訓即是跨出舒適圈，汲取新知、突破自我，

然同仁不應就此滿足而停下學習腳步，應為軍旅生涯設定

新的目標，並做好規劃，充實自我，持續進行終身學習，

不論是攻讀學位或證照考取，皆可為自己創造非凡價值，

將人生層次提升至全新高度；另學員應秉持「堅持」、「紀

律」兩大信念，方能成為具有涵養且行事謹慎之優秀人才。

【本報訊】為精進士官幹部領導職能，本部日前舉辦 109 年下

半年擴大士官團教育，由士官督導長邱士官長主持，活動召集

各單位士官督導長，並安排「心理輔導」、「警務訓練」、「後

勤維保」等專業領域課程，期能提升士官督導長之本職學能，

協助各單位任（勤）務之推展。

　邱士官長指出，士官督導長係為各單位士官兵之領頭羊，本

次除專業課程，更邀請外聘師資針對「領導統御」進行講授，

期能增進同仁領導管理之專業職能，帶領單位完成各項事務；

另同仁應運用組織並以家的理念來管理部隊，用潛移默化的方

式，將紀律深植弟兄姐妹心中，共同維護憲兵榮譽。

【通訊員／許毓焄】憲兵第 205 指揮部指揮官文

上校日前視導憲兵第 601 連，針對官兵生活環境

及戰備任務執行情形進行工作指導，指示同仁應

營造良好的工作環境，進而形塑單位歸屬感，使

官兵戮力投入於本務工作。

　文指揮官表示，營舍庫儲配置應考量官兵實際

作業需求，進行整體規劃，同時落實庫儲管理及

責任區域巡查，消弭內部管理死角；文指揮官另

指出，單位肩負國家重要設施安全，平時應落實

戰備任務訓練，熟稔相關狀況處置要領，方能適

切應處突發事件，確保庫區安全。

基訓混編中隊結訓典禮

２０３指揮部

志願士兵109－4梯結訓典禮

２０５指揮部 憲兵訓練中心

憲兵第601連部隊視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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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劉則明】憲兵第 203 指揮部苗栗及嘉

義憲兵隊基訓混編中隊日前於慧敏營區舉行結訓

典禮，由指揮官張上校主持，指揮官肯定官兵共

同完成訓練期程，並期許運用所學提升部隊戰力。

　張指揮官表示，基地訓練是加強體能與本職學

能的重要階段，藉由扎實的訓練課程，打造出勤

訓精練的部隊，更與同袍建立共患難之袍澤情誼，

共同面對未來挑戰；張指揮官另提醒，憲兵身為

三軍表率，應秉持「不當憲兵則已，當了憲兵絕

對不能隨便一點」的精神，嚴守紀律，以維護憲

兵榮譽。

【通訊員／韓雅亘】憲兵訓練中心

日前辦理志願士兵 109 － 4 梯成果

驗收暨結訓典禮，由指揮官李上校

主持。李指揮官肯定學兵戰技操演

的表現，將 16 週的精實訓練展露無

遺，並恭喜人員順利結訓，邁向軍旅的下一個階段。

　李指揮官勉勵學兵，結訓分發後，將面對各式不

同之挑戰，應牢記受訓期間之教育，堅強自我意志，

並發揮「同袍情」相互鼓勵、比肩同行，成為彼此

支持的力量，共同克服眼前所有難關，期許所有學

兵，皆能以身為憲兵為榮，並以「全力以赴」的態

度邁向未來的軍旅之路。

邱士官長主持109年下半年擴大士官團教育座談

政戰主任主持士官高級班第 40 期結訓座談



憲兵 202 指揮部

壘球友誼交流賽

「壘球運動學問多，重視團隊與技巧」

　239 營壘球社社長李宇晟上士表示，壘球社的成立不僅提供額外訓練體能的管道，對動作技巧的要求實

為重要，藉由每次基本動作的走位反覆練習，運動前中後的「熱身」、「傳接球」、「跑壘」、「壘間傳

球」及「打比賽」等規劃，以及賽後檢討訊息交流回饋等，所有細節都是影響團隊成敗的因素，針對每個

練球步驟進行檢討，方能提供團隊改進建議，使全體隊員共同為勝敗克盡己力，決心為團隊爭取佳績。

「建立團隊共識，營造愉悅氛圍」

　壘球運動講求「團結、紀律、分享」，透過嚴格的課目安排進行訓練，另外隊員的士氣建立也至關重要，

秉持高昂士氣並佐以各項戰術演練，便能持續精進球隊技巧，另搭配溝通練習來交流意見、相互鼓勵，最

終透過每次的交流競賽，驗收訓練成果，檢討不足，並於後續訓練加強補齊，藉此模式，不僅能鍛練球技、

提升士氣，更可促進團隊默契，消除冷漠感，在場上揮汗的同時，也為自己的軍旅生活，揮出一記精彩的

紅不讓！

【通訊員／許智雄】憲兵第 202 指揮部裝步第 239

營日前辦理「壘球友誼交流賽」，由營長陳中校召

集憲兵第 229 營、332 營及快速反應連等單位共同

參賽，以球會友、相互較勁，期透過球類競賽，促

進單位互動交流，同時紓解平時工作壓力，建立團

隊情誼。

　陳營長表示，壘球運動除倚賴個人技巧，更考驗

團隊默契，藉舉辦友誼賽，帶動正向運動風氣，並

培養團隊精神，共同克服眼前難關。

　社員上兵鄭秀錦認為，壘球社團活動不僅讓官兵

在部隊的生活更加精彩，也因每次團隊練習及各營

交流競賽，使官兵間感情更加融洽，士氣更高昂。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7 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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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心合力，揮出精彩紅不讓！



【通訊員／胡晏毓】為表達對亡故榮民無

限哀思與最崇高之敬意，嘉義憲兵隊日前

派遣禮兵，協助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臺南榮譽國民之家執行「早年亡故榮民

起掘安厝祭奠典禮」，典禮莊嚴隆重。

　典禮源由為臺南市南區附近經民眾發現

早期亡故單身榮民忠靈墓座，因無親屬追

思弔唁且年久失修毀損，因此特別辦理起

掘安厝祭奠典禮，將忠骸移靈至嘉義縣軍

人忠靈祠長眠。

　擔任典禮禮兵的羅銘偉中士與陳柏仰中

士均表示，深受典禮莊嚴肅穆的氣氛所感

動，相當榮幸能獻出自己的綿薄之力，共

同緬懷先烈對國家的付出。

【通訊員／藺靖雅】為帶動正向運動風氣，警衛大隊日前由大隊輔導長張中校率

所屬同仁至大佳河濱公園參加「2020 SUPERACE 黑馬－半程馬拉松競賽」，共同

揮汗釋放壓力，更培養相互砥礪，度過難關之袍澤情誼。

　張中校表示，馬拉松競賽不僅可鍛鍊官兵意志力，也讓官兵突破自我，獲得成

就感，培養對體能訓練的興趣；另勉勵參賽同仁，即使競賽過程辛苦，但與同袍

比肩同行、克服難關，卻是無可取代的美好回憶，期望同仁們都能養成運動好習

慣，並藉團體運動凝聚向心，共同塑建國軍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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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韓雅亘】憲訓中心日前辦

理「109 年第四季心輔專題講演」，由

政戰處長周中校主持，並邀請臺灣自

殺防治學會「珍愛生命守門人」陳慧

蓉老師實施講演，期建立官兵正確壓

力調適、情緒管理之觀念。

　陳老師以「防疫心生活運動－壓力

調適及自傷防治」為題實施講演，並

以趣味團康帶領官兵「認識自己」練

習聽見心裡的聲音。周處長表示，心

輔工作講求「人際溫度」，希藉心輔

專題講演，培養官兵敏感度，主動向

需要協助的人伸出援手，共同塑造優

質友善工作環境。

【通訊員／翁承楠】憲兵第 202

指揮部日前於福西營區辦理「籃

球友誼交流賽」，參賽隊伍共計

228 營、229 營、239 營、332 營、

快速反應連、士林憲兵隊及陸軍

司令部勤務營憲兵連等7個單位，

參賽球員均卯足全力展現球技，

共同為單位爭取榮譽。

　各隊伍在場上均展現堅強毅力

和贏球企圖心，比賽最終由憲兵

第 332 營以高超球技抱走冠軍寶

座，而亞軍則由憲兵第 228 營奪

得。期許藉本次競賽，提倡正向

運動風氣，並透過單位間良性競

爭，提升團隊向心。

【通訊員／陳榮哲】為推廣全民國防理

念，憲兵第 203 指揮部日前受邀參加國

立臺中科技大學建校 101 週年校慶活

動，以特色攤位與多元活動內容，與現

場師生同樂。

　憲兵第 203 指揮部將指紋採集結合闖

關遊戲，並安排警備車、憲兵甲式勤務

服裝及可愛的憲兵娃娃，與民眾近距離

體驗，以寓教於樂的方式，使學子更了

解憲兵部隊的任務特性，進而認識憲

兵、支持國軍。

　招募士吳鎮彰士官長表示，本次活動

看見許多年輕學子的青春活力，期望透

過憲兵特色的活動能鼓勵學子們「加入

軍旅，成就自我」，讓熱血青春，增添

非凡的色彩！

嘉義隊執行亡故榮民安厝祭奠禮兵勤務憲訓中心109年第四季心輔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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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兵第203指揮部辦理臺中科大校慶招募活動
寓教於樂，展「憲」專業

場上較勁拼球技，爭取榮譽凝向心 警衛大隊參加2020黑馬－半程馬拉松競賽憲兵第202指揮部

籃球友誼交流賽



溫柔敦厚為官兵，多元專長展光芒我憲兵我驕傲
憲兵205勤支連杜孟陞中士

【通訊員／許毓焄】杜孟陞中士目前擔任憲兵第

205 指揮部心輔老師，「溫柔敦厚」是他在同袍

心目中的形象，孟陞運用同理心，與官兵同袍進

行諮商輔導會談，掌握同仁狀況，並協助紓解心

中壓力及負面思維，進而凝聚單位團結向心。

　此外，孟陞對於烹飪及攝影也具有高度興趣，

就讀基隆培德工家餐飲科時，即考取六張餐飲證

照及一張行銷證照，也曾多次在機關團體及學校

社團等教導甜點製作，累積實務經驗，不僅如

此，更曾經運用專長，投入部隊伙房工作，獲得

同仁的肯定。

　孟陞自幼看著爸爸用相機記錄台灣的大小景

點，耳濡目染之下，也對攝影產生濃厚興趣，秉

持著熱誠與興趣，持續鑽研及精進，更曾經在高

中攝影比賽中，獲得第一名佳績。

　孟陞說，從軍使自己變得更堅強，而未來也將

持續自我精進，並戮力於心輔工作中，運用職務

協助更多同仁，同時不忘對烹飪及攝影的熱誠，

將持續鑽研，考取更專業的證照，期許未來能回

饋所學，使部隊生活再添色彩！

彰化憲兵隊
少尉張育儒

座右銘

人生的道路，無論是崎嶇

與否，都要靠自己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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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網際網路蓬勃發展，其無遠弗

屆的特性，打破實體距離限制，也改

變了人類許多行為，例如交談、觀影、

學習等都產生巨大轉變，而「購物」

也是隨之轉型的行為之一。

　網際網路使得原本必須到實體店面

進行的交易行為，有了截然不同的可

能性，琳瑯滿目的商品全都陳列在彈指

之間。此外，輔以金融機構信用機制

的推行，更讓網路購物帶給消費者更

即時、更便利的優點，使消費者不需

出門，也可購買來自世界各地的商品，

而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電子商

務市場規模更是屢創新高，顯見網路

購物之便利性及影響力甚鉅。

　然而在「便利多元」的糖衣下，網路

購物卻暗藏著許多危機，如消費者無

法直接面對業者、無法事先檢視商品，

都增加了購物的風險，近年來，更常見

商品資訊不符、惡意的詐騙行為、個

人資訊外洩等消費糾紛，同時也因網

路匿名性、無疆域性，增加司法人員

查緝的困難度，且因為線上交易不易

感受實體金錢的花費，常導致消費「無

感」，無意間進行過度開銷，甚至可

能造成卡債、分期借貸等財務失衡情

形，種種隱憂，皆躲藏於「便利快捷」

的背後，也都讓網路購物更值得三思。

　因此，當我們進行網路購物時，應

更加謹慎小心，應謹守五項重點：一、

切勿隨意提供個人財務資訊，如身份

證字號、個人帳號；二、切勿貪小便

宜或輕信優惠；三、勿輕信具高報酬

率的投資項目；四、不購買誇大功效

的醫療或保健產品；五、不參加高價

值抽獎或贈品活動，若能在網路購物

時謹記以上提醒，從事理性消費，便

當能降低購物風險，並充分享受網路

購物的便利與多元。最後，若官兵不

慎遇上網路詐騙，請主動撥打「165 反

詐騙專線」報案，妥由警察協助處理，

以維護個人財物權益。

憲兵訓練中心 黃俊綺中尉

理性網路購物 防範受騙風險

　有志青年懷抱保家衛國的熱忱，在

高中或大學畢業後投筆從戎，加入國

軍行伍，而官兵除胸懷衛國決心，更

應把握青春年華，向上學習與精進，

把握人生黃金階段自我突破。於是，

國軍部隊為鼓勵同仁充實學能，優化

部隊整體素質戰力，提供多元學習管

道，期官兵能妥善時間規劃，勤學不

懈，進而考取專業證照或取得學歴學

位，並運用所學投入戰訓本務，打造

勤訓精練的堅強勁旅。

　近年來，為激勵軍士官進修學習的

風氣，國軍提供全額或半額之進修經

費補助方案，與數間民間學校簽署合

作，締結策略聯盟，透過學校機構的

高品質學術能量，提升自我涵養，也

能強化管理與領導思維，並定期推行

學術交流與研究合作，使所學可結合

部隊實務，除增進自我涵養，更達人

才培育與永續發展的目標。

　許多人俗稱軍公教工作為「鐵飯

碗」，然而若單純支領固定薪水，而

未向上突破，則終將養成安逸的心態，

使鐵飯碗「生鏽」，官兵應在穩定薪

資的基礎上，設定階段性目標，持恆

精益求精，如此不僅能讓自我工作價

值發光發亮，更是為鐵飯碗鍍上一層

閃耀的金。

  國軍身為社會的一環，必須隨著時

代進步，不斷汲取知識，提升自我價

值，順應潮流，方能創新突破。於是

官兵應秉持「追根究底，求知若渴」

的精神，在沒有盡頭的學習路上向前

邁進，千萬莫以工作繁忙為由而錯失

了成長蛻變的機會。古人曾說：「學

而不已，闔棺乃止」，國軍鼓勵官兵

終身學習，朝向多專多能方向培育各

領域之專業人才，此外更可透過部隊

社團與各進修管道，培養興趣、自我

充實，進而取得證照與學位，在完善

生涯規劃下，為自己的人生開創不凡

的成就。

勤務連　鄭珈儀中尉

鼓勵終身學習 精彩多元人生

「憲」出你/妳的



用愛關心周邊陌生人
人人都是自殺守門人

軍法 (紀 )小叮嚀

憲訓中心學員1隊中尉黃俊綺

電影
賞析

溫潤感動發省思，

　　　　　　堅持到底品孤味

孤
味

　自殺防治守門人是指「當個人接受訓

練後，懂得如何辨認自殺行為，並對有

自殺風險者做適當的回應或轉介者，即

可稱為自殺防治守門人」。國軍官兵應

對於情緒低落或行為異常之同仁提出即

時關心並給予援助，共同建立自我傷害

的防線，確維部隊戰力。

有你真好！

職場不順時

影片來源／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資料來源／督察室

考試失利時

經濟壓力時 有你真好！

有你真好！

劇情大綱：

　第 57 屆金馬獎日前圓滿落幕，其中《孤味》女主角陳淑芳

以嫻熟的演技，演繹出為母的堅毅精神，最後榮獲「最佳女

主角」的殊榮，出道超過 60年的她，在首次入圍就成功得獎，

不僅是評審對於其高超演技的肯定，更是表現出她堅持到底，

最終展露頭角的不懈精神，而這樣的意念也剛好與片中女主

角林秀英所展現出的剛毅韌性，不謀而合。

觀後心得：

　　影片講述，主角林秀英在丈夫離家近二十年間，獨自靠著擺

攤賣蝦捲撫養三個女兒，最終成為熱門餐廳的老闆娘，卻在七十

大壽當天，接獲丈夫離世的噩耗；由於她從未簽下離婚協議書，

因此負責辦理丈夫後事，三位女兒也返家協助，而在治喪過程

中，卻意外得知丈夫還有一個情人，在這樣的安排下，令秀英必

須再次面對深埋內心的怨懟，而三個女兒也被迫與母親經歷過去

種種缺憾。

　片中細膩呈現傳統女性堅忍特質，在社會及家庭的壓力下，經

常將許多年輕過往埋藏心中，並無時無刻「以家為重」，憑藉過

人的堅毅與意志呵護家庭，正如同片名「孤味」，在臺語「沽味」

（guo mie）代表著「用心做好一件事」，秀英在餐館只賣一道

料理「蝦捲」，並致力把這一道菜做到最好，終能以此扶養兒女

長大成人，對她而言，欲達此目的，即使路途孤獨又有何妨。

　「成功的道路並不狹窄，因為堅持到底的人不多」，片中女主

角堅毅的精神，正如同自己軍旅路途中所應秉持的態度，面對眼

前種種挑戰，只要堅守心中信念，奮力不

懈，即便步履維艱，仍應勇敢邁步向前，

讓路途中的苦難磨練自己，在不斷成長、

茁壯的過程，最後終能迎來苦盡甘來的成

果，也將能細細品嚐堅持到底的孤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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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葉育珊】臺中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日前舉辦 109 年第

四次現任歷任主任聯誼餐會，由第六大區鄭鴻昭理事兼督導及東、

南、中、西區主任共同主辦；並由理事長賴義鍠先生主持，另彭

增桓秘書長、李銘振財務長與歷屆榮譽理事長均一同共襄盛舉，

場面熱鬧溫馨。

　賴理事長感謝歷任理事長及各重要幹部平日工作繁忙之餘，犧

牲時間投入各項公益活動，並協助執行組織事務，期望利用本次

會議加強內部交流，透過經驗傳承，

使明年度各項事務推展更為順遂，

並凝聚向心力，聯繫後憲家庭彼此

情誼，共同傳承憲兵梅荷志節。

臺中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
現任暨歷任主任聯誼餐會

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
南區歷任主委（理事長）聯誼會

【通訊員／蔡佩容】中華民國後

備憲兵荷松總會南區會長蘇建仲

先生及屏東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

理事長鍾東珍先生，日前共同辦

理南部地區後備憲兵歷任主委（理事長）聯誼會，邀請總會長謝慶

堂先生、榮譽總會長蔡國司先生、副總會長黃金燦先生、204 指揮

部成指揮官伉儷以及歷任理事長、主委等重要幹部貴賓齊聚一堂，

現場氣氛熱絡歡喜。

　成指揮官於致詞中感謝後憲先進們戮力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傳承

「忠貞軍風、梅荷志節」的精神；也期待後憲先進們，秉持優良傳

統，繼續支持憲兵、服務民眾，發揮後備憲兵強大的社會安定力量。

【通訊員／蔡佩容】澎湖縣 109 年後備憲兵荷松協會日前舉辦

109 年自強大會，由理事長許國政先生主持，並邀請中華民國後備

憲兵荷松總會總會長謝慶堂先生及本部指揮官黃中將、政戰主任余

少將等貴賓共同參與，場面盛大隆重。

　許理事長表示，感謝後憲同仁平時工作之餘，不忘秉持憲兵忠貞

精神回饋鄉里，投入公益活動，為社會挹注正向能量，期許後憲同

仁維持彼此緊密情誼，共同傳承梅荷志節。

　指揮官於會中頒發績優後憲獎狀，表彰後憲先進長期以實際行動

作為官兵身後堅強後盾，展現「前憲後憲，連成一線」

之精神，未來同仁將戮力工作職責，肩負保家衛國職

責。活動最後，由指揮官帶領與會貴賓合唱憲兵歌，

共同畫下活動圓滿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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