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憲兵長期以來作為守護中
樞，協力治安的堅實力

量，不僅延續歷任前輩所奠定
之優良傳統，使「忠貞鐵衛」的
美譽持續閃耀，更持續改革、創

新，完成各項任務。
　回顧民國 111 年，在中共威脅與日
俱增之下，我們戮力強化衛戍作戰能力，

除首度結合軍、公、民營組織，進行通
資系統運作機制驗證，建立橫向聯繫管
道，並集結全民總力，聯合警、消、民
防團體、臺北捷運公司及中華電信等單
位，進行各項演習課目，共同投入守土
衛國的行列。
　此外，我們在治安維護工作上，同樣
獲得卓著工作成績，年度共偵破偵防案

件計 192 件、毒品案件 261 件，更獲
頒行政院反毒有功人員，成效斐然，未
來我們將繼續協力治安，守護美麗家園。
展望未來，在本部成立 91 週年以及新
年伊始的光榮時刻，憲兵將永不停下前
進的腳步，與國人共同邁向光明的未來，
最後，祝福我們憲兵指揮部「91週年部
慶」生日快樂！部運昌隆！

圖／國防部部長賀電。圖／國防部部長賀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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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官周廣齊中將指揮官周廣齊中將

　隨歷史時代更迭，憲兵是具有

高度榮譽感與忠貞愛國氣節的優

良兵種，更是國家與三軍的表率。

　欣逢鈞部成立 91 週年，在各

級長官的領導下，本部秉持優良

傳統，戮力達成任務，不論未來

挑戰，將永遠昂首闊步，再創

新猷。在此恭祝鈞部生日快樂，

部運昌隆。

二
〇
二

　元月梅花初綻之時，欣逢鈞部

91週年部慶，歷年來，憲兵戮力

執行各項戰演訓任務，績效卓著。

　本部在鈞部指導下，秉持認真

負責態度，成為可恃的堅實戰力，

未來全體官兵將戮力延續「和平、

勇敢、廉潔、慧敏」憲兵光榮歷

史，恭祝鈞部在來年再創新猷，

部運昌隆。

二
〇
三

　欣逢鈞部成立 91 週年，在各

級長官指導下，本部繼續落實戰

訓任務，建構國人信賴的忠貞鋼

鐵勁旅。

　展望未來，面對中共威脅，未

來將秉持常後一體、平戰結合，

戮力戰備整備，塑建堅強戰力，

創造憲兵無可取代之價值，成為

國家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二
〇
四

　適逢鈞部 91 週年部慶，恭賀

生日快樂、部運昌隆。憲兵秉持

優良傳統，戮力創造永續榮耀。

　新的一年，本部將恪遵指導，

持續精進「戰訓本務」、「警衛

勤務」、「人才招募」及「軍紀

安全」等工作，建構忠貞鋼鐵勁

旅，擔負捍衛國家之重任，為憲

兵再添榮耀。

二
〇
五

　憲兵訓練中心在鈞部各級長官

指導下，肩負憲兵官、士、兵培

育之重責大任，展望未來，將秉

持憲兵「忠貞鐵衛精神，榮耀梅

荷志節」，在人才培育、憲兵養

成及教育訓練等方面不斷精進

　憲兵訓練中心全體同仁，恭祝

憲兵指揮部 91 週年生日快樂，

部運昌隆！

憲
訓
中
心



本部春節慰問

慰勉年來辛勞慰勉年來辛勞
   期許共維憲譽   期許共維憲譽

本報訊／綜合報導

　指揮官周中將、副指揮官夏少將及政戰

主任唐少將日前分別至各地區部隊實施春

節慰問，勗勉同仁戍守崗位辛勞，另關懷官

兵生活狀況，了解部隊所需，為弟兄姊妹解決疑

難；此外，也提醒春節將近，且年度連續假期時間較長，

叮囑各級幹部應運用編制組織落實管理職責，個人亦須時刻提醒

自我謹守軍紀要求，防範肇生違（犯）法情事，共同維護憲兵榮譽。

　時值冬令季節，指揮官提醒同仁在返鄉或外出時應妥善保暖措

施，同時也應遵循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之防疫政策，避免出

入人潮群聚場所，做好個人身體保健，維護部隊戰力不

墜。最後，指揮官提醒全體官兵時時以「慎獨」精神自

我惕勵，過節期間，應多加陪伴家人，珍惜團聚時光，

也預祝全體同仁新年快樂。

22 焦點新聞焦點新聞 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16 日 星期一

憲兵指揮部

憲兵訓練中心

憲兵第 2 3 9 營

慈湖排憲兵第 2 0 5 指揮部

臺南憲兵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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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 91週年部慶勳舊將領餐會本部 91週年部慶勳舊將領餐會

本報訊／臺北報導

忠貞精神永相傳 梅荷將領齊祝賀忠貞精神永相傳 梅荷將領齊祝賀
本部日前辦理勳舊將領餐會，由指揮官周

中將主持，活動邀請曾於憲兵服務之退

役將領及幹部齊聚忠貞營區，攜手為即將到來

的 91 週年部慶獻上祝賀，過程中舊識同袍彼

此關懷近況，昔日長官更為現役同仁加油打

氣，此外，活動同時邀請國防部示範樂隊為活

動演奏溫馨音樂，場面歡欣愉悅。會

中，指揮官表示，本次活動許

多重要幹部皆一同「回娘家」，

凝聚現役官兵與後備幹部之

情感連結，也代表全體貴

賓長久對憲兵的支持，更

是官兵持續前進之動力。

　會中邀請前司令王詣典中將致詞時表
示，憲兵是一支具有光榮傳統的優質勁
旅，國民革命軍成立以來，憲兵前輩
們篳路藍縷、胼手胝足，為憲兵贏
得「忠貞」美稱，自己也以曾為
憲兵家長感到一輩子光榮，期許
後進謹守「和平、勇敢、廉潔、
慧敏」憲兵四大信
條，再創憲兵高
峰，同時祝福憲
兵指揮部生日快
樂，部運昌隆！

圖／熊德銓主任於活動中致詞，勉勵同仁延續憲兵光榮。圖／熊德銓主任於活動中致詞，勉勵同仁延續憲兵光榮。

　全體與會貴賓合影。　全體與會貴賓合影。

圖／指揮官接待王前司令。圖／指揮官接待王前司令。 圖／國防部示範樂隊為典禮演奏音樂，增添氣氛。圖／國防部示範樂隊為典禮演奏音樂，增添氣氛。

　指揮官感謝全體貴　指揮官感謝全體貴
賓長期對憲兵的支持與賓長期對憲兵的支持與

愛護。愛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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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臺北報導

　本部 91 週年部慶慶祝活動於 14 日熱鬧展開，在這個

特別的日子，不僅現役官兵齊心祝賀，活動更邀集憲兵退

役將領、後憲前輩及憲兵優秀退役人員，一同共襄盛舉，

為憲兵指揮部獻上誠摯祝賀。

　本次活動規劃一系列的精采內容，包含「官兵樂團

表演」、「國防部心戰大隊藝工隊表演」、「績優

後憲表揚」以及「加入憲兵 60、50、40 週年，優

秀退役憲兵表揚」等，使與會貴賓感受現役官兵的活力

之外，更使憲兵永存的忠貞精神繼續發揚光大。

　此外，為展現勤訓精練成果，本部更精心規劃戰

力展示，全程共區分「聖約翰民俗運動代表隊舞

獅表演」、「官兵戰鼓表演」、「分列式」、「緝

毒犬綜合演練」、「警衛大隊八極拳術戰技操演」、

「快反連重機展演」、「憲訓中心儲備士官班 50

期戰技操演」、「憲兵特勤隊反恐操演」等操演項目，內

容精彩絕倫、震撼人心，將憲兵堅實戰力嶄露無遺。

　喜迎憲兵指揮部九十一週年部慶，在現代化國軍以「量

適、質精、戰力強」建軍要求下，全體官兵戮力戰訓本務，

承襲優良傳統，一同維護憲兵榮譽和紀律，建構戰力堅強

的現代化鋼鐵勁旅。

九一如一日 矢志做忠貞
民國３年，國父 孫中山先生考量警衛勤務及糾察軍紀需要，手訂「憲兵服務規程」，開啟

我國憲兵歷史的光榮篇章；後於民國２１年１月１６日，先總統 蔣中正先生於南京正式

成立憲兵司令部，自全國優秀青年中嚴格考選憲兵成員，職掌警衛安全、軍紀糾察、戰地

勤務、衛戍中樞等任務。時至今日，在本部成立 91 週年的光榮時刻，憲兵將永不停下前

進的腳步，繼續堅守崗位，與國人共同邁向光明的未來。

憲兵九一 再創佳績憲兵九一 再創佳績
圖／警衛大隊八極拳術戰技操演 。圖／警衛大隊八極拳術戰技操演 。圖／快反連重機展演 。圖／快反連重機展演 。

圖／憲兵特勤隊反恐操演。圖／憲兵特勤隊反恐操演。

圖／緝毒犬綜合演練。圖／緝毒犬綜合演練。 圖／憲訓中心儲備士官班50期戰技操演。圖／憲訓中心儲備士官班50期戰技操演。

圖／聖約翰民俗運動代表隊舞獅表演。圖／聖約翰民俗運動代表隊舞獅表演。

圖／指揮官頒贈郭石吉創會長60年菁英獎牌。圖／指揮官頒贈郭石吉創會長60年菁英獎牌。

圖／國防部心戰大隊藝工隊進行熱舞表演。圖／國防部心戰大隊藝工隊進行熱舞表演。

圖／指揮官主持本部91週年部慶大會。圖／指揮官主持本部91週年部慶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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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莊孟豪 /嘉義報導

　憲兵第 203 指揮部指揮官張少將 9日前往嘉義憲兵隊實施春節慰

問暨軍法紀宣教，除了肯定官兵們平時的任務辛勞，針對打擊毒品、

查緝槍械、及酒駕防範等工作不遺餘力，另提醒全體同仁恪遵各項法

令規定，防杜軍安事件肇生，以消弭危安風險，確維部隊整體安全。

　張指揮官透過案例宣達酒駕的嚴重性，提醒確遵性別分際及防治毒

品危害，要求全體官兵注意個人言行，也提醒官兵同仁「軍紀無假

期」，連假期間從事休閒娛樂或是陪伴親友之餘，須恪遵各項軍紀要

求，保持戒慎恐懼的態度、遠離危安場域，確保人身安全。

　最後，張指揮官強調，軍紀是部隊戰力的根基與命脈，應秉持「嚴

考核、嚴淘汰」原則，提升部隊純淨，進而達成人安、物安、零危安，

以維護單位榮譽。

憲兵第 203 指揮部春節慰問暨軍法紀宣教

消
弭
危
安
風
險

消
弭
危
安
風
險  

提
升
部
隊
純
淨

提
升
部
隊
純
淨

圖／張指揮官提醒確遵性別分際及防治毒品危害。圖／張指揮官提醒確遵性別分際及防治毒品危害。

憲兵第 202 指揮部臺北憲兵隊長任職布達交接典禮

憲兵第 205 指揮部桃園憲兵隊隊長任職布達交接典禮

通訊員姚羽倢 /桃園報導

　憲兵第 205 指揮部指揮官呂上校日

前主持桃園憲兵隊隊長任職布達交接

典禮，並邀請桃園市後備憲兵荷松協

會理事長王勝智先生等 8員貴賓共同

觀禮，場面隆重盛大。呂指揮官致詞

時除肯定前任隊長林上校帶領之下完

成許多重要任務，且未肇生軍紀案件，

期許未來在新任隊長丁上校的領導，

延續單位優良傳統，以熱忱、盡責的

態度面對未來各項任務。

　呂指揮官提醒，冬季晝短夜

長，氣溫寒冷及日照時間短等

限制因素，易造成衛哨巡查罅

隙，要求單位落實走動式管

理，維繫單位運作不墜，確保

營區內部安全；此外，近期春

安協警及軍紀維護勤務繁重，

單位幹部要強化官兵服儀規範，唯有

把關每個細節，展現最佳儀態，方能

延續憲兵的光榮與傳統。

　最後，呂指揮官叮嚀，憲兵為執法

軍種，更應以身作則，在春節連假期

間，切勿於營內外聚賭，並恪遵「營

內禁酒、在外避酒」原則，另慎防詐

騙及妥善理財規劃，恪遵各項軍紀要

求，最後預祝全體同仁新年快樂。

經驗傳承 薪火相傳經驗傳承 薪火相傳

延續優良傳統  展現光榮延續優良傳統  展現光榮

圖／新任隊長林上校進行布達宣示。圖／新任隊長林上校進行布達宣示。
圖／陳指揮官與臺北憲兵隊官兵合影。圖／陳指揮官與臺北憲兵隊官兵合影。

圖／陳指揮官主持臺北憲兵隊隊長印信交接。圖／陳指揮官主持臺北憲兵隊隊長印信交接。

圖／呂指揮官及後憲貴賓與桃園憲兵隊官兵合影。圖／呂指揮官及後憲貴賓與桃園憲兵隊官兵合影。

圖／呂指揮官(中)主持桃園憲兵隊隊長印信交接。圖／呂指揮官(中)主持桃園憲兵隊隊長印信交接。

通訊員鄭尹翔／臺北報導

　臺北憲兵隊日前由憲兵第 202 指揮

部指揮官陳少將主持隊長任職佈達交

接典禮，並邀請臺北市後備憲兵荷松

協會張欽育理事長及重要幹部一同觀

禮，整體典禮莊嚴肅穆。

　陳指揮官除肯定前任隊長丁上校帶

領臺北憲兵隊完成許多重要任務，亦

期勉在新任隊長林上校的帶領下，能

夠維持優良的傳統，以熱忱、盡責的

態度面對未來各項任務。

　此外，陳指揮官表示，軍紀要求沒

有假期，端賴全體官兵貫徹各項規

範，叮囑同仁恪遵各項軍紀營規，切

勿損害憲兵軍譽，同時期

待未來在新任隊長領導下，

能持續發揚「前憲後憲，

連成一線」的精神，延

續憲兵優良傳統，使憲兵

成為支持政府、服務民眾，

安定社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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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各級軍紀安全要求事項：
一、持續防疫要求，慎選活動場域：

國內新冠肺炎疫情呈現下降趨勢，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雖逐步放寬防疫限制，各單位仍應落實

防疫措施，妥採個人健康管理作為；另正逢春節

連假及各縣（市）循例舉行跨年活動，官兵外出

參與活動意願增加，各級幹部應宣導避免前往人

潮擁擠區域，或慎選具良好管制措施之活動，確

保官兵自身安全。

二、恪遵性別分際，營造平權環境：

探究近期營內違反性別分際案件肇因，係以未落

實門禁檢查、會客管制及內部管理疏漏等違責，

各單位應針對人員進出營區及會客人員來訪時，

依作業程序做好辨證、查察，主動發掘異狀回報

妥處；另持恆宣導「國軍人際關係行為規範」及

「國軍人員性騷擾處理及性侵害預防實施規定」，

確維良善軍風。

三、切勿貪圖小利，防範詐騙情事：

農曆春節前，國軍官兵之薪餉、年終及考績獎金

接續發放，少數涉世未深年輕官兵抱持「一夕致

富」錯誤觀念，易成為詐騙集團覬覦對象；各級

應蒐整網路簽賭、不當投資等相關案例，向官兵

灌輸正確理財觀念，避免藉投機方式致富，致債

務纏身鋌而走險，斲傷國軍形象。

四、注意酒精殘值，拒絕酒後駕車：
「生命無價，拒酒駕」，貪杯上路除喪失寶貴工

作權影響家計生活外，重則造成自身受傷送醫。

各級幹部應運用組織功能，發揮同儕間之影響

力，灌輸官兵「絕不酒駕」及「酒精殘值」觀

念，並教育官兵若參加餐敘飲酒，應「指定安全

駕駛」、「代客駕車」及「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等，並應確定足量休息無酒精殘值後再行開、騎

車，防範酒駕事件發生。

五、拒涉不當場所，遠離毒品侵害：

現今新興毒品來源管道多元，在外包裝上多以糖

果、咖啡包等手法製成，企圖魚目混珠，誘使

少數官兵誤入陷阱。各單位應要求官兵嚴禁涉足

KTV、PUB 等易肇生涉毒案件場所，並透由建

制組織功能及家屬聯繫作為，多面向掌握官兵營

外交友狀況，防止官兵受到毒品侵害。

六、妥善行前規劃，避免車禍事件：

連續假期易造成各景點周邊交通壅塞，易使駕駛

者降低專注力，相對提高車禍發生機率。各單位

應運用交通部公布之道路疏導資訊，教育官兵做

好外出行前規劃；另分析歷年官兵車禍案件，時

段多為下午至晚間，肇因以不當變換車道、未禮

讓幹道車輛、不遵守交通號誌及未注意車前狀況

所致，各級應灌輸官兵防衛駕駛觀念，確保行車

平安。

七、確遵應酬規範，嚴禁職權邀約：

國軍人員應以軍中倫理、軍人禮節等為規範依

據，嚴禁假借階級職務之權勢，巧藉名義邀約、

強迫應酬或刻意安排飲（陪）酒，倘有公務必要

活動，應在不影響正常社交行為下，按「國軍人

員廉政倫理須知」完成報備，應酬期間應謹慎自

持，嚴守分際，俾維良善軍風。

八、恪遵留值規定，強化內部管理：

各單位留守主官（管）、戰情（值日）人員應堅

守崗位，掌握部隊狀況，並要求留值幹部及安全

士官落實營區巡查，置重點於寢室、頂樓、廠

（庫）房及浴廁等死角處所，避免官兵營內吸毒、

賭博或飲酒等不當行為；另加強門禁衛哨管制及

檢整警監系統，以防範不肖人士趁隙侵入營區或

官兵不假離營，以維營區安全。

參、結語：
　國軍是講求紀律的部隊，任何軍（風）紀案件均會

成為社會輿論及媒體關注焦點，各級幹部不僅要嚴格

要求自己言行舉止，做官兵的表率，更要具備足夠的

敏感度，消弭危安因素。值此連續假期前夕，各單位

應落實執行軍紀安全相關防處作為，共同維護國軍榮

譽與形象，確保全體官兵平安過好年。

（轉載青年日報社報導）（轉載青年日報社報導）

「國軍112年元旦、春節暨二二八連續假期」「國軍112年元旦、春節暨二二八連續假期」
軍紀安全要求事項（下）軍紀安全要求事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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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貞氣節教育忠貞氣節教育 緬懷一江山戰役 誓衛自由民主價值緬懷一江山戰役 誓衛自由民主價值
（ 本 文 節 錄 自 青 年 日 報 社 社 論 ） 

　民國 44 年 1 月 18 日，一江山守軍抱著「同島

一命、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英勇迎擊十倍於己

的進犯之敵，奮戰 3日後，雖因我寡敵眾、彈盡援

絕，最後多數犧牲成仁，卻寫下當代軍人誓死衛國

的典範，也為國家的長遠生存發展奠定宏基，在經

過 68年的今日，先烈的英勇事蹟仍殊值吾人以虔

敬的感恩之心，緬懷誌念。

　一江山戰役規模雖然不大，但官兵壯烈誓死衛

國，其對臺海和平穩定的貢獻居功闕偉。當年共軍

之所以選擇一江山為目標，而非直接攻擊大陳島，

除了考量其要害位置，還必須是有把握在最短時間

內就能夠攻克，顯見共軍對其首度遂行三軍聯合登

陸作戰，並無必勝把握，在戰役開打前，共軍已充

分運用兵力，全力奪取區域之海、空優勢；同時大

舉糾集人員、裝備，於大陸沿海地區反覆操演。因

此，守島官兵當然明瞭，敵人一旦行動，定是窮凶

惡極。

　事實上，共軍在正式登陸前，即先以空中機群對

一江山及大陳島，進行連續轟炸；再以頭門火砲向

一江山射擊。至午間登陸前夕，再以火砲、飛機持

續攻擊，使一江山全部為共軍炸彈、火砲籠罩。即

使如此，王生明將軍仍率所屬官兵，拚死迎擊共軍

的人海、火海，直至彈盡援絕，引爆最後一顆手榴

彈，以身殉國。

　一江山失守的消息傳回臺灣後，舉國震悼。蔣中

正總統明令追晉王生明司令為陸軍少將，並將所有

殉國將士入祀忠烈祠，以彰顯為國犧牲的卓越貢

獻。而國人對於守島烈士，身處絕對劣勢下，仍誓

死衛國的精神，也深受感召，進而堅定了「反共必

成」的決心。這在當年風雨飄搖的局勢中，尤能激

發愛國信念、凝聚軍民向心，更為往後數十年間，

舉國上下合力共同確保臺澎金馬安全，戮力建設自

由民主繁榮社會，奠定重要基石。

　一江山戰役結束後，國軍這場驚天地、泣鬼神的

慘烈戰役，守軍寧死不退的強烈抗敵意志，以及戰

前充分整備構築的堅強陣地，讓登陸敵軍付出慘痛

代價，也扭轉了中共犯臺意圖。須知，中共對此次

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準備期長達數年，並延後多

次，直到民國 44年 1月才發動攻擊，卻遭受到無

與倫比的強烈抵抗。此種現實

讓共軍真切了解，登陸作

戰遠比想像、計畫中

困難、複雜，尤其是

守方具備堅強抗敵意志

時。其後民國 47 年的

八二三戰役，共軍即

僅以火砲砲擊金門，不

敢輕易嘗試登陸作戰，

使政府成功護守

金、馬，為臺海

爾後的和平安 全，提供

了最有力的保障。
圖／帶領官兵死守一江山戰役的 圖／帶領官兵死守一江山戰役的 
　　王生明指揮官。　　王生明指揮官。



圖／謝總會長期勉持續傳承圖／謝總會長期勉持續傳承
　　忠貞精神。　　忠貞精神。

謝總會長恭賀憲兵９１週年部慶謝總會長恭賀憲兵９１週年部慶
　　傳承梅荷志節 淬鍊忠貞鐵衛　　傳承梅荷志節 淬鍊忠貞鐵衛

　欣逢憲兵指揮部 91 週年

部慶，立賢謹代表全體後憲弟

兄懷著榮耀感恩的心，祝福憲兵

指揮部在指揮官周中將的卓越領導

之下，各項部務均能有優越的表現，帶領憲兵弟兄肩負

起服務社會、保衛國家的新時代意義。

　回顧往昔，憲兵重榮譽、負責任的養成教育，造就我

們堅毅不拔的精神；展望未來，持續秉持「前憲、後憲

連成一線」忠貞精神，共同為社會國家服務。

　值此部慶吉日，祝福憲兵指揮部部慶快樂，部運昌

隆，我憲兵弟兄，健康平安，心想事成。

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年度重大活動回顧

本報訊／臺北報導
  指揮官周中將 9 日接待臺北市後
憲荷松協會張欽育理事長、徐寬生
顧問及張國榮顧問等一行人敬軍慰
問，張理事長特向官兵表達致敬，
指 出 近 期 憲 兵 同 仁 協 助 警 方 執 行
「加強重要節日安全維護工作」，
能有效安定民心，達成防治犯罪及
維護社會治安之目的。

   指揮官強調，憲兵具備司法警察
身分，除平日戮力戰訓本務，社會
治安維護亦為憲兵主要任務之一，
並感謝後憲前輩全力支持，做官兵
最堅實的後盾，使官兵能無後顧之
憂，在前線堅守崗位，期許前憲、
後憲攜手並進，共同發揚憲兵梅荷
志節，延續光榮傳統。

指揮官接待臺北市後憲荷松協會敬軍慰問指揮官接待臺北市後憲荷松協會敬軍慰問
延續優良傳統  展現光榮延續優良傳統  展現光榮

圖／指揮官致贈張理事長紀念品。圖／指揮官致贈張理事長紀念品。

第八屆總會長盃高爾夫球錦標賽 總會蒞部端節慰問

第二十七屆慢速壘球錦標賽

總會長交接典禮

總會長主持總會第九屆第二次幹部會議
第九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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