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憲」文藝軟實力

【本報訊】國防部日前舉辦國軍第54屆文藝金像獎頒獎典

禮，由副部長張哲平上將主持，會中表揚各獎項之得主，

並鼓勵持續投入文藝相關工作，奠基國軍軟實力。

　憲兵指揮部亦有官兵之精彩創作，獲得評審青睞，常備

兵役軍事訓練 106梯次涂信之二兵獲得美術類西畫項優選

殊榮，作品以「盡忠職守」為題，描繪緝毒犬及領犬員之

互動，並佐以「官兵戮力支援救災」作為背景，烘托出國

軍官兵總為民眾站在最前線之意念；而憲兵砲兵第二二八

營輔導長廖士萱少校則是發揮巧思，將許多人的軍旅回憶

「豆腐干棉被」結合「悠遊卡」，以「嚴守紀律、貫徹命令」

的意象，結合實用生活小物，做出極具創意的作品，最後

獲得設計類文創品設計項優選之獎項。

　本部指揮官黃中將及政戰主任余少將亦親到場給鼓勵與

肯定，指揮官表示文藝創作不僅是國軍精神戰力的泉源，

更可探索興趣、發揮專長，以個人創作展「憲」文藝軟實力，

為單位爭取亮眼成績！

廖少校以豆腐干棉

被悠遊卡呈現「嚴

守紀律」的意象。

涂二兵以「盡忠職

守」為題，描繪國

軍總是為民站在前

線之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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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部指揮官黃中將日前率

202 指揮官于少將、203 指揮官張上

校及 205 指揮官文上校等幹部，至陸

軍北測中心視導第四季 40 榴彈槍暨

T85 榴彈發射器實彈射擊訓練，藉以

精進部隊編制武器技能，強化部隊基

礎戰力。

　指揮官表示，強化曲射武器射擊技

能，對衛戍任務有莫大助益，期勉各

級主官及士官幹部同步熟稔編制裝備武器，提升訓練成效。

　指揮官同時勉勵訓員射擊時應穩固個人射擊姿勢，方能有效強化射擊穩定性；

另勉勵官兵在氣候不佳的條件下，仍可命中目標，使官兵從中獲得成就感，強化

國軍戰力。

指揮官視導新竹憲兵隊暨軍法（紀）宣教 指揮官視導編制武器實彈射擊 勉強化專業技能

  耶誕節即將來臨，陸軍航特部空訓中心發揮愛

心，日前前往屏東家庭扶助中心，協助至新豐碾米

廠搬運物資，並分送至屏東市、潮州鎮、恆春鎮等

地，愛心送暖不落人後的善行，獲得媒體廣泛報

導，受到國人好評，感佩國軍官兵在戮力戰備訓

練之餘，發揮行善助人精神，為社會公益盡力。

  歲末之際，在這個回首過往時日，充滿感恩季

節裡，大家一定都知道，全世界各地以愛為名而

刻意裝扮的「耶誕老人」，即將到各地放送愛心

與關懷。我們自幼熟知的「耶誕老人」（英語：

Santa Claus、Saint  Nicholas、Father  Christmas），

亦是孩童口中的耶誕老公公，其實是西方文化中

的虛構人物，他總是在耶誕節前夕慷慨大方發送

禮物，也可以說是全世界善良之人的集合體。

  換個角度看，耶誕老公公的形象，和愛民助民的

國軍，多有相似之處。國軍身為國家安全守護者，

平日勤訓精練，以維護國家安全為職責。每當國家

發生重大災害，三軍部隊即本著「苦民所苦、急民

所急」精神前往馳援；在助險救難之際，更展現無

私奉獻愛民情懷，迷彩身影佳話頻傳。而在不影響

戰訓任務下，國軍官兵亦秉持「助人為快樂之本」

信念，積極參與公益活動，展現國軍柔性的一面。

  或許有人會問，軍人職責既然是保國衛民、戮力戰

備整備，若利用公餘和休假時間關懷弱勢，固然值得

敬重，也只不過讓社會各界感受到國軍致力公益的付

出與用心而已。然而，有人說，除了「愛」以外，世

界上最美麗的動詞是「幫助」。我們從官兵以實際行

動發揚善心，學習關懷社會的實踐來看，已然體現「施

比受有福」真諦，更能深刻印證軍人愛家愛國情操。

  官兵為善不欲人知，總是習於把自己為他人的付

出，視為理所當然，自然也就不會刻意表述。多年來，

我們常常在報章媒體上看見，許多官兵熱心協助他人

時，往往隱藏自己的姓名，有時是因為受幫助者一再

詢問、查找，才讓官兵優良事蹟，被眾人所知悉。

  人類社會有愛，可貴在於永遠有無名英雄，在工

作或生活中默默付出，且綻放生命光彩，為人類點

燃光明的燈火，帶來希望。事實上，行善、做好

事的行為，也是一種「分享」哲學，看似偶然為

之的拋磚引玉，只要能在各個角落發熱發光，就

能帶動社會做好事、存善心的風氣與正向循環。

  我們十分樂見，國軍官兵溫暖助人的行善風

氣，擴散、普及於社會各階層，不斷引領風潮，

蔚為佳話。除了上述空訓中心協助搬運物資的故

事外，官兵助民事蹟，在各個角落不斷上演。例

如，去年榮獲全國十大青年與全國好人好事楷模

的林政榮中校，軍旅生涯參與過無數次救災任

務，因而受到表揚，最難能可貴的是，在獲獎之

後，林中校仍持續秉持「人溺己溺，人飢己飢」

的精神為他人服務，一如往常的低調與溫暖。

  事實上，許多現役國軍官兵和退役袍澤，都願意

奉獻自我，或出錢或出力，去關愛周遭人事物。

官兵或以種種不拘形式的愛民助民行動，或在專

業上提供智慧與經驗，不但能彰顯真情摯愛，

更具體實踐了國軍「愛國家、愛人民」的精神。

  我們必須強調，所謂的行善，並無大小之分。

即使只是個人的小善，但經由眾人之力，便能夠

發揮極大的影響力，帶動社會善良風氣。因此，

國軍官兵力行建構高現代化軍隊，貫徹保國衛民

使命的同時，更應時刻謹記，如何將個人愛心

與善心化成實際行動，幫助周遭需要關懷的民

眾。只要我們願意付出，一定能讓社會洋溢和諧

氛圍，進一步帶動社會風氣，讓愛無遠弗屆。

  軍人「國家、責任、榮譽」的中心信念，以及「愛

國家、愛百姓」的核心價值，正印證了普世對於「善」

的認知與標準。從軍就是「行善」的起點，由於軍

人在服役期間習得的專業專長，一方面戮力戰備任

務，另一方面也經常投入災害防救任務，這些無一

不是行善揚愛。小自挽袖捐血、公益捐款、愛民打

掃，大到震災、風災、水災、空難等事故拯民於水

火，「苦民所苦、急民所急」守護家園，官兵一定

會用無比的愛心與執著，與政府和人民並肩作戰。

  綜言之，經過軍中洗禮，這段珍貴的教育和陶

鑄，讓現役或是已卸下戎裝的官兵，心中的大愛永

不停歇。他們必將在各個角落，繼續發揮個人影響

力，拓展社會愛心，讓正向力量感動大眾。國軍官

兵和退役袍澤默默行善，其無私無我的付出，為社

會埋下「愛」與「善」的種子，將持續發光發熱。

　　　　　( 轉載自青年日報 109 年 12 月 5 日社論 )

【本報訊】指揮官黃中將日前由憲兵第 205 指揮

部指揮官文上校等幹部陪同，視導新竹憲兵隊並

與官兵實施座談，除關懷官兵住用設施，並要

求恪遵軍紀安全，建構部隊優良風氣。

　指揮官指出，單位應培養進修風氣，積極鼓勵

官兵努力充實自我，建立有目標的「服役遠景」，

提升人力素質；各級幹部需善盡職能，兼顧

「軍紀」與「心輔」工作，期能有效掌握協

處官兵疑難，並期許同袍相處間有同理心，

相互關懷，共同營造溫馨和諧的工作環境。

　指揮官勉勵幹部落實走動式管理，秉「說

清楚、講明白」管理方式，期建構一支有士

氣、重榮譽的優質團隊。

行 善 揚 愛  官 兵 送 暖 不 落 人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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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部政戰主任余少將日前主持「新進幹部職前

講習」精神講話，除關心人員生活適應狀況；另勉勵初入

軍旅的軍官幹部戮力本務工作，勇於任事，創造自我價值。

　主任以「做中學、學中覺、覺中悟」與同仁分享，鼓勵

同仁在全新環境中，應保持不斷學習與自我精進的心態，

並在過程中汲取經驗，方能培養獨立作業與思考能力，熟

稔部隊實務工作；「成功不是靠奇蹟，而是累積」主任勉

勵同仁把握青春黃金階段，不斷精進自我，妥適生涯規劃，

並堅持努力達成各階段目標，邁向精彩璀璨的軍旅大道！

【本報訊】臺銀人壽軍友保險代理人公司日前由理事長

黃開森先生與處長師嘉宏先生，至憲兵訓練中心對住院

官兵實施慰問，全程由本部政戰主任余少將及憲兵訓練

中心指揮官李上校陪同。

　黃理事長表示國軍同仁平時戮力保國衛民職責，為民

眾站在最前線，故當在官兵遇到急難意外時，軍友保險

公司定秉持「服務三軍」之理念，以具體行動守護官兵

同仁，共同為國家安全盡一份心力。余主任特別感謝軍

友保險公司對於國軍關懷工作總是不遺餘力，使官兵在

戮力戰訓本務時更無後顧之憂，未來將持續堅守崗位，

捍衛國家。

【通訊員／楊子頤】憲兵第 203 指揮部指揮官張

上校日前至金門憲兵隊主持「隊長任職布達交接

典禮」，期勉所屬官兵在新任隊長卓中校領導下，

再創單位卓越佳績。

　張指揮官首先對於單位全體官兵在原任隊長鄭

中校的付出與用心之下，各項戰演訓任 ( 勤 ) 務

均能圓滿達成，表達高度的肯定，並期勉單位所

屬同仁服從新任隊長卓中校的領導，在「安全」

的前提之下，確遵各項軍紀營規，戮力執行各項

重要工作及訓練，落實官兵教育暨生活照顧，賡

續爭取單位榮譽與佳績。

衛戍區戰備任務訓練

２０２指揮部

臺南憲兵隊內部管理示範

２０３指揮部 ２０４指揮部

金門憲兵隊新任隊長任職布達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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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劉鴻泰】憲兵第 202

指揮部日前在臺北市衛戍區執

行戰備任務訓練，由指揮官于少將全程督導，訓

練項目包含甲車戰術機動、快速反應連重機偵搜

及砲兵火協中心開設作業等，全體參訓官兵專心

一致、氣勢高昂，展現衛戍中樞的堅毅決心。

　于指揮官表示，憲兵不論平、戰時均肩負要點

防衛責任，提醒官兵於戰備訓練執行期間應確實

了解自身任務及掩蔽位置，熟稔相關任務執行流

程，方能快速機動至目標區執行打擊任務，以提

升整體戰力防護成效。

【通訊員／蔡佩容】憲兵第 204 指揮部指揮官成上

校日前主持臺南憲兵隊內部管理示範，要求幹部以

「眼到、腳到、心到」之原則，執行部隊管理工作；

另強調營區安全防護之重要性，並驗證單位狀況應

處效能。

　成指揮官表示門禁管制工作應考量營區縱深，並

針對網槍、甩棍、電擊棒等非致命武器加強人員操

作訓練，以強化狀況應變能力；另內部管理工作包

羅萬象，任何狀況皆應審慎處理，尤須保有「先期

發掘處置，勝於事後補救」之正確觀念，方能創造

團結和諧之良好工作環境。

臺銀人壽軍友保險公司慰問憲訓中心住院官兵

政戰主任主持新進幹部職前講習精神講話



　民國 25 年 12 月 12 日，張

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

劫持時任蔣介石委員長，其中

與隨扈的憲兵發生激戰，最終

寡不敵眾，團長楊鎮亞上校及

一個加強連的官兵全部英勇殉

職。而後在民國 26 年 12 月，

南京保衛戰中，副司令蕭山令

率 6,500 名官兵與日軍浴血奮

戰，激戰至 12 日，展現高昂

戰志，英勇殉職。「只有戰死

的憲兵，沒有投降的憲兵」為

表彰憲兵壯烈事蹟，民國 40

年，政府特頒定每年 12 月 12

日為憲兵節，紀念英勇憲兵的

忠貞精神。

 在過去前人所奠定的基礎之下，

憲兵仍持續戮力戰訓本務，沿襲

過去優良傳統，並在各項領域中

突破、創新，獲得亮眼佳績，今

年度憲兵第 202 指揮部快速反應

連將重型機車的高度機動性與衛

戍作戰相結合，展現堅強應變打

擊能力；此外，為展現反毒決心，

各地區憲兵隊先後成立緝毒犬分

組，加入全民反毒行列；全新

CM-34 雲豹甲車，提升衛戍中樞

機動打擊能量！當時代的接力棒

傳接到我們手上，我們誓將戮力

實踐肩上職責，不負國人所望，

在現有基礎上持續精進創新，在

嶄新未來再創新猷！

【本報訊】筆直鋒利的精神線，

亮潔純白的瓷盔，筆直硬挺的身

影，是憲兵給人的第一印象，

然而光線亮麗的外表，卻是付出

多少汗水與心力才得以擦亮的招

牌。自民國 21 年 1 月 16 日成立

憲兵司令部後，憲兵便以高標準、

高紀律而有「模範軍種」之稱號，

此外更肩負軍、司法警察之重責

大任，時至今日，回首過去將近

90 年的歲月，儘管時代歷經多少

變遷，憲兵同仁仍不改堅忍的梅

荷精神，始終守護中樞的安全，

矢志將忠貞氣節發揚光大。每年

12 月 12 日為憲兵節，便是憲兵

官兵們值得光榮和傳承的節日。

精進創新勇突破

忠貞精神永傳薪

憲兵節由來 延續優良傳統，創新精進突破

導言

圖／民國76年「憲兵裝步第一營」編成。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14 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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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兵第204指揮部官兵參加109年秋祭典禮

【通訊員／劉則明】為建立官兵正確自傷防治觀念，憲兵第 203 指揮部日前辦理

「109 年下半年初級防處講習」，由政戰主任張上校主持，並邀請中區心衛中心

莊玉玲心輔員以「陪伴與傾聽」為主題，建立官兵同仁正確心衛觀念及分享自傷

防處技巧，杜絕自傷案件肇生。

　張主任勉勵所屬加強自我傷害防處與危安敏感度之輔導知能，掌握心輔工作執

行要領，並要求各級幹部落實知官識兵工作，發揮袍澤互助、互愛之情，即時發

掘異常徵候並回報幹部妥適協處，共同成為「心輔小尖兵」。

【通訊員／蔡佩容】為提升官兵法紀觀念，增進案件辦理本職學能，屏東憲兵隊

日前邀請屏東地方檢察署楊士逸檢察官至單位實施法紀教育，楊檢察官透過實務

經驗分享，讓單位同仁熟稔相關案件處置技巧，建立正確法治專業職能。

　楊檢察官針對各類案件處置流程、案主保護措施等實務工作進行講述，提醒執

行任務過程，應恪遵「依法行政」之要求，莫因貪圖方便而涉法，造成遺憾；另

更藉近期辦理之案件，使官兵熟稔相關法令規定，並將守法重紀的觀念深植心中，

確維單位榮譽。

憲兵第203指揮部109年下半年初級防處講習屏東憲兵隊法紀教育

【通訊員／許智雄】憲兵第 202 指揮

部裝步 239 營日前接受「憲兵指揮部

第 4 季戰備測考」，透由部隊測考方

式，使所屬官兵熟稔作戰任務，並且

驗收單位平時訓練成效。

　本次戰備測考區分「戰備任務整

備」、「幹部準則測驗」、「營區整

體安全防護演練」及「戰備整備會議

暨模擬實況縮小距離演練」等階段，

過程中，全體官兵氣勢高昂、井然有

序，齊心完成本次測考。營長陳中校

表示「訓練只有累積沒有奇蹟」，唯

有持之以恆執行訓練工作，方能精實

戰鬥效能，確保中樞安全。

【通訊員／韓雅亘】憲兵訓練中心日前

實施志願士兵 109 － 6 梯 T91 步槍實彈

射擊訓練，過程中模擬期末測驗，期使

所屬掌握測驗模式與節奏，並熟稔射擊

要領，建立個人基本戰鬥能力。

　本次訓練藉幹部的講解，說明「托、

抵、握、貼、瞄、停、扣、報」之八大

射擊要領，使學兵掌握射擊基本原則，

並藉由 175 公尺基本射擊，訓練人員槍

枝操作熟稔及射擊技巧，另透過幹部

輔導，個別調

整學兵射擊姿

勢，藉以及提

升整體射擊能

力，並於鑑測

時獲得佳績。

【通訊員／許毓焄】為驗證部隊駐地

訓練成效，新竹憲兵隊隊長古中校日

前率領官兵接受國防部第四季體能戰

技鑑測，驗證「編制武器射擊」及

「三項體能」等項目，所屬官兵全力

以赴，最終以合格率 97.1% 之佳績，

將平時訓練成果展露無遺，為個人及

團隊爭取最高榮譽。

　古隊長表示，訓練工作需透過平日

持恆累積，提升官兵基本體能及戰技

實力，如此方能奠定戰力根基，並符

合戰場所需，期許未來全體同仁可秉

持本次鑑測氣勢，繼續戮力部隊訓練

工作，打造堅實勁旅。

【通訊員／韓雅亘】憲兵訓練中心常

備兵役軍事訓練 121 梯於日前實施戰

術行軍訓練，由大隊長王中校實施任

務提示及下達安全規定，要求幹部掌

握人員身心及周邊交通狀況，務達人

安、物安、零危安之要求。

　本次行軍訓練路程約 14 公里，且

坡度起伏較大，藉此考驗學兵的意志

力及肌耐力。另外，為驗證戰時狀況

處置，幹部於行軍途中逐次下達「毒

氣攻擊」、「敵砲擊」等突發狀況，

指導役男運用各種

地形及戰術動作應

處，期提升狀況應

變效能，達成戰力

提升之訓練目標。

憲兵訓練中心志願士兵109－6梯步槍射擊訓練 軍事訓練121梯戰術行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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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蕭梓卉】國軍第 54 屆文藝金像獎

日前進行頒獎典禮，憲兵第 202 指揮部砲兵第

228 營廖士萱少校以文創作品「豆腐干棉被悠

遊卡」，榮獲「設計類文創品設計項」優選獎。

　今年比賽主題訂為「勇氣·信念」，而廖少校

表示「豆腐干棉被悠遊卡」設計概念便是以豆

腐乾棉被的外觀，凸顯「紀律」的表現，除象

徵著國軍命令貫徹的信念，也代表官兵從軍報

國、由民轉軍的勇氣。此外也期望以趣味造型

喚起所有人的共通回憶，進而引發內心共鳴，

也能使一般民眾認識軍中生活特殊之處。

　廖少校另表示，本次參賽係為一次相當特別

之經驗，想不到源自腦袋中的小小巧思，最後

竟可成為實際成品，甚至獲得評審青睞，榮獲

優選殊榮，自己將不忘這次驕傲的重要時刻，

持續發揮巧思與創意，以文創品設計推廣國軍

特色，進而促進軍民關係，再「憲」國軍文藝

軟實力！

國軍第 54 屆文藝金像獎
設計類文創品設計項優選獎 憲兵第 228 營 少校營輔導長廖士萱

我憲兵，我驕傲

設計文創用巧思 展現文藝軟實力

憲兵 651 排
中士張簡一正

座右銘

行動踏實是主詞、

超越自己是副詞。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14 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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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國衛民是軍人的天職，愛民助民、

善盡社會責任亦是官兵具體行動的展

現。近年來國軍在不影響戰備訓練狀況

下，執行各項愛民助民活動，從大型公

益活動，如 336 愛奇兒，到社區週邊志

工義舉，如捐血活動、愛心物資分送、

淨灘活動等，皆能看到國軍弟兄熱心助

人的身影。而公益活動意義不在於規模

的大小，而是為他人奉獻己力的心意，

只要心中有愛，即使是簡單的舉手之

勞，都可能帶給受助者實質且溫暖的

幫助，而所有的善行義舉，也都是「軍

愛民，民敬軍」的最佳體現。

　筆者日前帶領單位同仁至安得烈食

物銀行協助愛心物資分送，透過具體

行動，體會「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

在規劃過程中，曾擔心活動內容較單

調，同仁可能會感到枯燥，然而透過

現場人員解說，使官兵了解活動意義，

明白自己有能力幫助更多的人，最後

反而在官兵的相互陪伴下，使過程中充

滿喜悅，圓滿完成當天的活動。最後，

官兵協助共計 744 箱愛心物資的包裝

及檢查工作，並將這些愛心分送給需

要的人，這樣的成果雖然在整個社會

中不過是冰山一角，但卻都在每個參

與官兵的心中有著不凡的份量，也是

在每位同仁心中種下善良正向的種子，

並期待它在社會上的另一個角落，生

根發芽。

　卡內基曾說過：「人生就好像是迴

力鏢，你投擲出的是什麼，收到的就

是什麼」。在國軍愛民助民的工作中，

正如同這句話的最佳印證，在看似有限

的實質幫助下，其實所代表的意義及

價值是無窮的，只要付出努力去實踐，

就能夠獲得靜水漣漪的效應，一傳十、

十傳百，積少成多的效果，最終將能

朝向「軍民同心」的目標，向前邁進，

共同創造安全、和諧的社會環境。

憲兵229營 李昂運中尉

投入社會公益 實現軍民同心

　國軍官兵肩負保家衛國重責大任，應

對自己的生活管理具有高標準的要求，

不僅要做到自律與自省，抵抗外在的誘

惑，更要遠離各項不法行為；此外，官

兵應養成良好廉政倫理觀念，切勿因一

時貪圖方便或利益關係，而收受不當饋

贈，使自己身陷囹圄，在執行部隊工作

時，應秉持「依法行政」原則，不得因

個人私利而影響公務遂行，確保部隊純

良風尚。

　然而在當前媒體及網路資訊流通的時

代，仍充斥著許多不正當的投機取財之

道，以及多元社交訊息，以上皆可能使

官兵金錢財物觀念偏差，或是結交不良

人際關係，進而使有心份子趁隙而入，

運用物質利誘，嘗試影響公務執行，使

人逐步陷入利害關係之中，因此各級幹

部除要求戰訓本務之外，亦須嚴加教育

正確廉政倫理觀念，避免因一時貪念，

陷入無法挽回之危機。

　然而若實際面對私人餽贈關說時，該

如何處理呢？在日常生活中，官兵若遇

到疑似饋贈與賄賂之情事，除了應果斷

拒絕外，更須根據「國軍人員廉政倫理

須知」規定「國軍人員遇有請託關說，

應於三日內簽報主官，並知會政風或監

察單位。」此外，關說餽贈常發生於飲

宴酒席中，故官兵避免參加非必要之餐

敘場合，亦可做為維護個人榮譽的一大

妙計，唯有心中保存「守法重紀、愛護

軍譽」的核心理念，並嚴守廉政倫理行

為原則，方能使行政事務皆依法辦理，

維持部隊廉潔風氣。

　此外，官兵除嚴守個人自我要求外，

更應培養舉發不法的敏感度，對於同仁

異常社交活動保持高度警覺，並秉持

「相互提醒、即時舉發」的精神，共同

成為「肅貪防弊守門人」，杜絕貪污舞

弊情事，確維部隊廉能風尚及建立純淨

部隊環境。

金門憲兵隊 楊子頤中尉

避免收受餽贈 迴避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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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台南市傍晚發生三車追撞重大事故，兩台車超車擦撞，又把
另一輛藍色轎車裡，一名1歲半大的男童，撞到傷重送醫不
治。其中一名肇事的陳姓駕駛經過酒測，酒精濃度竟然高達
1.27，他還供稱只是喝了半瓶高粱酒，但警方查出嫌犯酒駕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圖／取自網路新聞

行政罰責
汽機車駕駛人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15 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 0.03%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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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機車駕駛人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25 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 0.0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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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員／蔡思民】苗栗縣後備憲兵

荷松協會日前舉行理事長交接典禮，

由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總會長

謝慶堂先生主持，並由原任理事長林

金湧先生與新任理事長林信興先生進

行交接，典禮中邀請憲兵第 203 指揮

部張指揮官，以及後憲重要幹部及眷

屬一同到場共襄盛舉。

　謝總會長致詞時表示，感謝前任林

金湧理事長任期內盡心盡力的經營與

付出，方能帶領同仁創下如此豐碩的

成果；新任林理事長則表示，日後將

延續「一日憲兵，終生憲兵」的忠貞

精神，帶領同仁戮力社會公益活動，

為社會注入正向能量，並成為前線官

兵最堅強的後盾。

【通訊員／劉冠廷】新北市後備憲兵

荷松協會日前舉辦高爾夫球聯誼會暨

理事長交接典禮，由榮譽理事長陳献

楨先生主持，會中進行第三、四屆理

事長交接典禮，並藉此凝聚團隊向

心，典禮氣氛溫馨隆重。

　陳榮譽理事長感謝原任理事長王文

祥先生任期內熱心投入社會公益及會

務工作，展現高度負責的積極態度，

獲得同仁一致肯定，期許新任理事長

羅新明先生在既有良好基礎下，延續

憲兵優良傳統，並繼續帶領團隊同仁

支持現役官兵，成為同仁戮力本務工

作時最堅強的後盾，將憲兵梅荷志節

繼續發揚光大。

苗栗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
理事長交接典禮

新北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
高爾夫球聯誼會暨理事長交接典禮

圖／榮譽理事長陳献楨先生（左四）主持

原任理事長王文祥先生（左三）及新任理

事長羅新明先生（右四）交接典禮。

右圖／總會長謝慶堂先生（中）主持原任

理事長林金湧先生（右）及新任理事長林

信興先生（左）交接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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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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交接暨授證典禮，另同時舉辦龍井分會及

沙鹿分會主任交接及復會典禮，由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總會長謝慶堂先生主持，場面熱鬧隆重。

　謝總會長首先感謝前任賴義鍠理事長任期內的用心經營與付出，並期許新任林暉智理事長在既有良

好基礎下再創新猷，不論在會務運作或社會公益活動皆能有更亮眼的表現，繼續傳承憲兵保國衛民的

忠貞精神，共同守護腳下這塊土地。

　新任林理事長則表示，感謝所有同仁的支持與肯定，未來將繼續帶領協會同仁延續優良傳統，並發

揚「前憲後憲，連成一線」的團結精神。

【通訊員／陳怡君】臺北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日前舉行「理

事長交接典禮」，由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榮譽總會長

彭瑞德先生主持，會中邀請憲兵第 202 指揮部指揮官于少

將、後憲同仁及重要幹部，一同見證薪火相傳的榮耀時刻。

　彭榮譽總會長首先感謝原任理事長周溫培先生任期內的

用心付出，使協會屢創亮眼成果，相信新任理事長王茂森先

生，必定能承先啓後，使會務運作更加順遂。

　于指揮官感謝後憲前輩一路鼎力支持，持續愛護憲兵、肯

定憲兵，使現役同仁們在執行本務工作時，更加義無反顧，

共同延續憲兵優良傳統。

圖／臺北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理事長交接典禮，場面熱鬧隆重。

圖／榮譽總會長彭瑞德先生
主持印信交接。

圖／總會長謝慶堂先生（中）主持原任理事長賴義鍠先生（左）

及新任理事長林暉智先生（右）交接典禮。

圖／新任理事長林暉智先生致詞。

圖／于指揮官（左）頒贈新任理事長

王茂森先生（右）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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