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綜合報導

　本部指揮官黃中將日前分赴憲兵第 228營、第

239 營、第 601 連及臺東、金門、士林憲兵隊等

單位輔訪防疫整備情形暨春節慰問；提醒因應新冠

肺炎疫情嚴峻，各單位應落實防疫作為與自我衛生

保健，確保部隊戰力；此外亦提醒春節時令將至，

在國人歡度佳節的同時，休假官兵仍應嚴守軍紀，

另留守官兵應堅守崗位，共同維護憲兵榮譽。

　指揮官提醒，各單位面對疫情絕不能輕忽鬆懈，

應遵循「一不五要」原則，守護官兵健康，維護部

隊戰力；指揮官另叮囑同仁應以身為憲兵為榮，恪

遵軍紀安全要求事項，嚴禁酒駕、吸食毒品等違法

犯紀行為，防杜軍安事件肇生，期達成人安、物安、

零危安之目標，確保部隊安全與捍衛憲兵榮譽。最

後預祝全體同仁，平安順利歡度新年，並祝福新春

佳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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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前總統川普卸任前兩天簽署行政命令，

要求聯邦政府各部門，須在 60 日內提交各類用

途無人機，及其關鍵配件的使用情況與安全性

報告，並在必要時停（棄）用相關設備，以防

止機密外洩。無論新任總統拜登未來是否持續其

作法，皆凸顯陸製科技產品潛藏的安全問題和風

險；中共近年積極推動「軍民融合」戰略，透過

科技、教育和商業行為滲透各國，盜取尖端科技

和機敏資訊，已成為各國警惕、抵制之重點。

  「軍民融合」戰略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主政以

來，為實現富國、強軍之政策主張。2016 年中共

將「軍民融合」提升為「國家」戰略，並於 2017

年 1 月設立「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由

習近平親自指導，負責大型「國有軍工企業」、

民營企業、科研院所，以及政府、軍方、民間在

「國防科技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之「軍民

融合」深度發展工作，被視為達成現代化和實

現「小康社會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目標之重點。

  中共對「軍民融合」戰略的重視，不僅體現在

領導人公開講話和重要會議議題，亦實質納入中

共 5 年發展計畫。從「十二五」規劃首次將「軍

民融合」發展列為獨立章節，加強重大基礎設施和

海洋、航太、資訊等，關鍵領域之「軍民融合」力

度。到「十三五」規劃將「軍民融合」對接，深化

國防和軍隊改革、「國企」改革，以及「國家製造

業」升級轉型，皆可見其著墨之深。今年啟動之

「十四五」規劃，預料將進一步提出深度融合經濟

建設和國防建設發展之作法。顯見「軍民融合」戰

略已成為中共 2027 年、2049 年實現建軍和「建

政」百年目標之核心，手段必然無所不用其極。

  從國家發展面向言，任何國家制定發展策

略，維護本身利益和安全皆屬常態。惟若帶

有高度政治或軍事目的，藉不透明、不公平

的競爭和交易方式，非法竊取敏感科技資

訊，侵犯他國智慧財產權，則非正當之舉。

  以中共 2005 年開始實施的「高等學校學科創

新引智計畫」（111 工程），和自 2008 年 12 月

實施的「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畫」（千人計

畫）為例，目標皆鎖定世界百強大學和科研機構

的海外華人與外國高階人才。從公開資訊可見，

包括中共將國內數十所大學納入「軍民融合」戰

略共建計畫，派留學生從事外國國防科技情蒐

工作，乃至眾多陸企相繼被揭露具有中共軍方背

景，並且深度關注海洋、航太、航空、網路空

間、量子計算、生物、新能源、AI 人工智慧和

高超音速武器等領域之最新發展趨勢。這些實

例，充分證明「軍民融合」戰略已是中共進軍

全球高科技領域的柴火，也讓各國繃緊神經。

  檢視當前美國、歐盟、澳洲、加拿大、日本

等國對於陸生留學、陸企投資，以及陸製產品

進口管制現況；正著手在入學身分查核、投資

條件限制、產品項目審查、禁（停）用設備和法

規修訂等，採取嚴格防範。有別於過去對中共敞

開就學和投資市場大門，由於竊取研究成果和尖

端科技的案件頻頻發生，涉案者和涉及企業在調

查後，亦不乏有和共軍或其情報單位接觸往來

事實，或是在行動通訊設備、智慧家電，以及

科技產品之軟體應用程式，藏有資安漏洞、韌

體嵌入後門存取機制等，世人莫不戒慎提防。

  此次，美國聯邦政府部門被要求在期限內，

完成清查和評估包括中國大陸在內之外國製

無人機使用情形和安全性，主要目標正是去

年 12 月遭美國商務部列入黑名單之陸企無人機

製造商「大疆創新」。這家公司製造、研發的

無人機，不僅是中共「軍民融合」戰略之典型

產品，該公司更同時供應中共軍用無人機，且

參與研製，坐實國際紛紛禁用其產品的擔憂。

  面對中共多重科技滲透威脅，各國正研擬或

修改法規，強化制度性防護。此外，當陸企

投資行為受到嚴密管控，未來是否會影響大

陸的經濟、市場和科技發展進程，殊值關注。

  澳洲查爾斯史都華大學應用哲學與公共倫理中

心教授克萊夫．漢密爾頓在《無聲的入侵》一

書中，曾對中共向澳洲進行媒體、經貿、網路、

科技、學術、文化等多方滲透威脅，提出警示

和省思。澳洲政府遭遇的安全挑戰，也是世界各

國面臨的難題。儘管中共對外宣稱會持續改革政

經體制，接軌全球自由市場經濟，仍無法消除各

國對其「軍民融合」戰略，高度應用於國防和軍

事用途之疑慮。尤其，中共堅持將「強軍興軍」

作為「富國強國」之戰略支撐，其科技滲透的威

脅，自是難以消除。對我國而言，也要從制度

上做好防範，審慎因應中共各種滲透與破壞。

　( 轉 載 自 青 年 日 報 110 年 1 月 24 日 社 論 )

本報訊／臺北報導

　本部指揮官黃中將 26日主持各處室重要工作執行概況會議，提醒事務推

展應完善先期規劃，並按節點管制執行情形，期汲取經驗，提升工作效率，

使部務工作執行順遂。

　因應春節將屆，指揮官首先提示訓練工作應在安全為重的前提下妥善規

劃，避免因連續假期影響訓練成

效；另春節期間，各單位應運用

組織，綿密掌握軍紀安全狀況及

心輔工作執行情形，共同捍衛憲

兵榮譽。最後，指揮官表示人才

栽培不易，各單位應運用領導統

御鼓勵人員「留營」，並適予公

開表揚，以達長留久用目標，堅

實部隊戰力。

通訊員李光桓／臺北報導

　為配合國防部「鏈結民間輔導資源走入營

區」，提升心輔工作職能，本部政戰主任余

少將 22 日輔訪憲兵第 202 指揮部，瞭解心

衛工作相關整備情形，期有效提升輔導服務品質。

　本次 202 指揮部心衛中心與「冬青心理治療所」合作，共同辦理鏈結輔導，

每週定期提供諮商輔導、個案研討、心衛宣教及教育訓練等駐點服務，盼以民

間專業能量之整合，有效輔助部隊心輔工作。主任表示，透過鏈結民間輔導資

源，配合單位幹部平日綿密的輔導，方可共同構建心理衛生防護網，協助排解

心理壓力，維繫部隊戰力。

認清中共軍民融合圖謀 嚴防科技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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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臺北報導

　為使新進參謀熟悉文書作業流程及相關公務辦理事項，本部 26

日辦理新進參謀講習，並由副參謀長李上校主持綜合座談，勉勵

同仁用心學習，勇於接受挑戰，藉不同職務歷練，增加實務經驗，

創造自我價值。

　副參謀長表示幕僚工作著重「規劃」與「溝通」之工作，

妥善運用資源，善盡溝通職責，完成先期規劃工作，

使各級同仁執行順遂，進而使任務圓滿達成；此外，

亦提醒人員應遵守公文作業紀律，如遇窒礙應即時提

出，避免個人因素延宕公務推展，期勉與會同仁皆能

儘早熟稔各項工作，協助本部事務執行。

本報訊／綜合報導

　春節連續假期將屆，為使所屬官兵深植軍（法）紀觀念，本部督察室副主

任楊上校 25、26 兩日至憲兵第 203 及 204 指揮部實施「110 年春節連假重點

法治教育」，叮嚀所屬同仁恪遵各項軍（法）紀要求與營務營規，確維憲譽。

　副主任首先針對行車安全、酒後駕車、吸食毒品及違反性自主等態樣實施

宣教，並提醒官兵年終及考績獎金即將入帳，應做好金錢支用規劃，謹慎防

範詐騙；副主任特別叮嚀，各級幹部應持恆要求，並加強案例與法規宣教，

將守法守紀觀念深植官兵心中，共同維護憲兵整體榮譽。

通訊員蔡佩容／臺東報導

　憲兵第 204 指揮部指揮官成

上校 22 日至臺東憲兵隊頒發第

四季留營人員獎狀，表揚留營

續服人員，並鼓勵同仁妥善規劃軍旅，運用資源考

取證照及攻讀學位，為自己創造更高價值。

　成指揮官首先表揚隊上重要幹部，並表示「環境

的向心力」對於同仁的去留具有關鍵影響力，營造

和諧的氣氛，使部隊更像是一個大家庭，當同仁彼

此像家人一樣，便能在生活上相互協助，一起克服

所有問題。最後，成指揮官鼓勵官兵，妥善運用公

餘時間，在本職學能及學識技能上更加精進，體驗

多元、豐富軍旅生活。

練 武 退 舍 春 節 慰 問 第四季留營人員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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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陳榮哲／臺中報導

　農曆春節將屆，憲兵第 203

指揮部指揮官張上校在政戰主

任張上校陪同下，21 日前往

臺中市練武退舍慰問榮民退員袍澤，致贈春節禮

品表達祝賀之意，並與退員長輩們噓寒問暖、閒

話家常，傳遞官兵熱忱溫暖之關懷。

　張指揮官表示，退員長輩戎馬一生、保家衛國，

犧牲貢獻良多，特別親自來到退舍表達慰問之意，

並親切提醒長輩們注意身體保暖，如遇生活疑難

也請不吝提出，單位將隨時提供協助；最後，張

指揮官也向長輩祝賀早年，祝福新年快樂、身體

健康，在寒冬中，捎上溫馨的問候。

通訊員張鴻舉／基隆報導

　春節將屆，憲兵第 205 指揮部指揮官文上校日前

在基隆憲兵隊隊長蔣中校等幹部陪同下，至所屬據

點中幅子排實施春節慰問暨軍紀安全宣教，叮嚀所

屬守法守紀，並肯定官兵戮力本務、堅守崗位，確

保警衛任務萬全。

　文指揮官表示，官兵應潔身自愛，切勿違法犯紀

而自毀前程，同時提醒幹部身教重於言教的重要

性，並要活化宣教方式及增加頻次，以身作則領導

團隊，進而凝聚向心。

　最後，因應近期天候多變，提醒官兵務必注意個

人保健措施，並落實各項防疫作為，同時預祝所屬

同仁身體健康佳節愉快。

督察室副主任主持春節連假軍安宣教
落實軍安宣教 深植法紀觀念

副參謀長主持新進參謀講習

憲兵 203 指揮部憲兵 204 指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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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兵第205指揮部

武藝競賽

精神抖擻展戰志

萬眾一心爭榮光

熱血戰士盡全力，團結精神奪佳績

　本次競賽共區分「力拔山河」、「千鈞一髮」、「武裝接力」

等項目，競賽開始後，營區操場傳來「一二殺、一二殺！」，

震耳欲聾的加油聲此起彼落，搭配溫暖的冬陽，灑落在每位參

賽的官兵身上，專注的眼神，展現抖擻氣勢，並且考驗著官

兵的肌耐力與團隊默契。

　接續進行「千鈞一髮」比賽，參賽者在限時矇眼的狀況下，

拆解手、步、機槍，考驗槍械各部的熟稔度，參賽人員均

展現高超技巧，過程緊張刺激，參賽者不僅以平時訓練成

果相互較勁，更以高度抗壓性完成任務。

　最後，在「武裝接力」項目中，各單位主官、管均親自

參與，身先士卒帶領部屬向前衝，讓現場氣氛熱血沸騰，

展現單位凝聚力與決勝的決心。

寓教於樂凝向心，落實訓練強戰力

 在「武裝接力」競賽擔任第一棒的基隆憲兵隊隊長蔣中校

表示，主官帶頭參與即是最大的士氣鼓舞，正如領導統御一

樣，只要幹部秉持「跟我來」的精神，並且凡事以身作則，便

能形成單位眾志成城的氣勢，用盡全力達成目標，而基隆隊也

憑藉此一氣勢榮獲本次比賽的總冠軍，依靠全體官兵的努力所

獲得的戰果，每一位同仁都是最大贏家。

　最後，文指揮官表示，本次活動除驗證平時訓練成效及增進各

單位團隊向心，更透過競賽方式，寓教於樂，期許官兵未來持恆

精進本職學能，提升訓練成效，強化憲兵部隊戰力。

榜譽榮

通訊員張鴻舉／新北報導

　憲兵第 205 指揮部日前舉辦慧敏盃「武藝競賽」，由指揮官文上校

主持，文指揮官致詞時表示，新年尹始，期盼藉辦理本次活動考驗同

仁體能戰技，同時凝聚單位向心，提振團隊士氣，讓官兵不僅以單位

為榮，更能以自己為榮，勇於面對新年的各項任務挑戰。

基隆憲兵隊

新北憲兵隊氣勢磅礡獎

新北憲兵隊力拔山河冠軍

憲兵第 601 連千鈞一髮冠軍

憲兵第 601 連武裝接力冠軍

總冠軍

圖／「力拔山河」競賽中，官兵卯足全力，爭取佳績。

圖／基隆憲兵隊榮獲本次競賽總冠軍。

圖／「武裝接力」競賽中，官兵奮力衝刺。 圖／「千鈞一髮」考驗官兵武器操作熟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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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韓雅亘／新北報導

　憲兵訓練中心學生第八中隊日前針對儲備士官班 43

期實施攀降訓練課程，由中隊長李長根士官長下達安

全規定，並強調憲兵衛戍中樞，攀降戰技在城鎮戰鬥

中尤為重要，期藉訓練科目「練力、練技、練膽、練

心、練指揮」提升官兵作戰能量。

　授課過程中，從基本繩結應用到繩索攀降技術，經

過教官明確講解，學生們親自綑綁繩結，從五層樓的

高度垂降，操作座位式及背面式下降，過程中必須由

訓員克服心理恐懼、壓力，再透過彼此相互確保，藉

信任、互助方能完成攀降訓練，強化官兵基本戰技及

團隊合作精神。

通訊員蔡佩容／高雄報導

　為提升官兵狀況處置能力，高雄憲兵隊及憲兵第

204 指揮部勤務支援連於 25 日實施城鎮戰專精訓練

示範，藉以驗證城鎮作戰訓練成果。

　演練過程結合狀況想定，並透過實兵演練考驗「障

礙物應用射擊」、「近戰攻堅」、「人質搶救」及「小

組攻防」等技能。配合實際場景與攻防狀況，模擬

真實狀況時之情境，並藉以訓練處置能力。

　演練結束後，指揮官成上校給予參演同仁高度肯

定，並針對演練缺失共同研討，期使官兵成為具有

制變能力，確保責任區域安全的精良部隊。

通訊員溫家蘋／臺北報導

　因應各地血庫告急，臺北憲兵隊同仁秉持「軍愛

民，民敬軍」之精神，由隊長胡上校率領同仁，於

21 日響應愛心捐血公益活動，以實際行動將官兵的

愛心傳遞到每個需要的角落。

　首次參加捐血活動的韓嘉豪二兵表示，近期各地

血庫存量不足，能與單位同袍一同響應挽袖捐血，

為社會公益盡一己之力，感到別具意義與光榮。

　隊長胡上校表示，官兵平時除戮力戰訓本務，還

能藉由捐血活動，展現不同的「愛國之心」更顯意

通訊員李品蓉／彰化報導

　彰化憲兵隊 22 日至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

心協助實施歲末年終院區生活環境整理，由輔導

長李少校帶隊，以具體行動展現「愛民助民及服

務鄉里」的精神。

　養護中心行政室游蒙勝主

任表示，感謝彰化憲兵隊協

助院內環境清潔及消毒作

業，共同分擔歲末打掃的負

荷，也使環境更加乾淨衛生。

　李輔導長表示，透過簡單

的清潔工作，期使官兵體認

「施比受更有福」的意涵，

也讓官兵在歲末時分，為長

輩們送上溫暖的關懷。

義非凡，希望透過

本次「寒冬送暖、

捐血傳愛」活動，

在新年開端，為社

會帶來更多的溫

暖，挹注更多正向

能量，讓憲兵的愛

民精神廣為流傳。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1 日 星期一
5部隊活動

憲訓中心儲士43期攀降訓練課程

憲兵第204指揮部城鎮戰訓練示範

臺北憲兵隊捐血活動 寒冬熱血憲大愛

現場立即支援，實踐愛民精神

通訊員蔡佩容／屏東報導

　屏東市區信義路及中山路交叉路口日前發生民車交

通事故，屏東憲兵隊即刻馳騁現場支援，在警方尚未

到場前，待命組組長下士林昀禎帶領組員前往協助路

口交通管制，避免影響車流量及二次意外事故發生，

熱心支援受到民眾肯定。

　屏東憲兵隊隊長吳中校表示，事故發生時正值下班

時段，另該路段車流量較大，為避免造成二次傷害，

立即派遣官兵協助疏導車流，不僅充分展現平時訓練

成果，更實踐「軍愛民，民敬軍」精神。

屏東憲兵隊協助民車交通事故處理

彰化憲兵隊愛民打掃
陪伴長輩憲大愛



通訊員蔡佩容／高雄報導

　憲兵第 204 指揮部勤支連的詩菁是來自屏東

縣泰武鄉的排灣族姑娘，因為父親也是憲兵退

伍，受父親影響，便在高中畢業後投身軍旅，

加入憲兵行列，展「憲」從軍理想。

　詩菁自小學習柔道，努力不懈的她分別在

107 年獲得「全國柔道錦標賽」季軍以及 108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第五名佳績，她相

信「男生做得到的事，女孩子也一定做得到」

抱持著這樣的信念，她持續「挑戰不可能，突

破更好的自我」，不僅使柔道技巧更上層樓，

也用亮眼戰果向家人與自己證明，任何人都能

用堅持的力量，讓自己更優秀！

　目前詩菁在單位擔任調查士一職，秉持原有

體育專長，她始終保有亮眼的體能成績，同時

她也體認「軍旅生活就如同柔道比賽」，只要

自己準備好，都可能隨時從敗部復活中，給對

手一記出奇不意的過肩摔。未來她將繼續秉持

初衷、揮灑汗水，再讓自己成為全場觀眾矚目

的「嬌」點！

204 指揮部勤支連下士孔詩菁我憲兵，我驕傲

相信自己，淬鍊更優秀的自我

憲兵裝步第 239 營
中士劉禹承

座右銘

勤奮累積經驗，將能創

造屬於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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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出你/妳的

　現代人環保意識日趨提升，而在部

隊生活中也有許多平台和管道經常性

宣導，使各級官兵更容易接收到環保

相關訊息；但對於環境保護這件事，

正是所謂「知易行難」，我們都知道

其重要性，也知道該如何做環保，然

而大多數人卻難以落實，這其中究竟

發生了什麼問題？

　俗話說，「部隊是社會的縮影」，

因此不難發現環保素養也因人而異，

源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官兵也會將獨

具個人特色的習慣帶來到部隊，就以

常見的垃圾分類來說，喝完的飲料杯

可以是隨手一扔，也可以是抽掉吸管、

撕開封膜，並且洗淨後再丟入資源回

收桶，不同的觀念造就不同的行為，

追根究柢就是「公德心」的問題，這

時便凸顯出管理層面的重要性。

　談及對於環保作為的要求，管理者

能否以循循善誘的方式去推動，或是

以擇善固執的態度堅守原則，筆者認為

始終都離不開教育和手段，想要讓團

體中所有人知道「環保」二字的重要，

有時必須以反向思考來提醒官兵，「不

環保的下場」可能會造成是生活環境

髒亂、水電能源不足，對於環保觀念

薄弱者，讓他們體驗身在其中的不適，

何嘗不是一種巧思。

　此外，個人認為對於公共環境的維

護、水電資源的珍惜，亦是一種體貼，

在每次丟垃圾的同時檢視自己是否做

好了分類、會不會帶給別人困擾，洗

澡時注意用水是否過於浪費，時時刻

刻提醒著自己不要成為自私的人。

　所以說，在部隊推動環保工作是重要

的，而且可以拉近人與人的距離，其源

自於對於彼此的尊重與感恩，如同蘋果

創辦人賈伯斯所說「成功的點線面」，

環保的成功亦復如是，發自個人落實

環保作為、串連於部隊管理之要求、

呈現在團體生活蒸蒸日上的樣貌。

綜觀上述，身為軍人的我們能不注重

環保嗎？

南投憲兵隊 李長軒上尉

落實環保作為 攜手維護家園

　《易‧繫辭傳上》子曰﹕「亂之所

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

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

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從上述記載可看

出，古時即強調「謹言」的重要，也就

是說機要的事情如果不能謹言守密的

話，災害必然形成。正所謂「一言興

邦，一言喪邦」，也是說明個人的一言

一行，是可能影響國家安危的。

　當前資訊科技蓬勃發展，自由發展平

台所造成的聲浪，加上 APP 軟體的快速

發展，更方便取得與使用，網路已成為

國家行為者施展間諜行為的重要途徑。

民眾們可能會因不經意的情況下被敵方

由社群網站、邪惡動機、行銷公司等第

三方工具與服務而洩漏了國家的情資，

危害社會安危，不可不慎重看待。

　常言國軍以保國衛民為天職，以效忠

國家為本務。然而，卻有官兵缺乏健全

保密習性，在使用時下流行之社群平

台，如抖音、臉書及通訊軟體時，未能

具備相對應之敏感度及保密觀念，肇生

在營區內攝錄影，並上傳影音平台，或

使用交友軟體，與網友在營區內視訊等

違規情事。上述案例，皆是個人抱持僥

倖心態，而將國家安全置於不顧，官兵

同仁皆應謹記在心、引以為戒。國軍身

為人民守護者，對於資訊安全更應從己

身做起，在本務工作上，凡事皆涉及國

家機密性，於是不隨意與外人談論營區

公務，並且在有人伺機探詢時，即時向

上反應，切勿因個人一時輕忽，而導致

資安保密的破口。

　因此，國軍弟兄們應培養提升機密安

全警覺，落實防護之正確保密觀念，維

護機密安全，應避免透過社群媒體、通

訊軟體談論敏感公務或傳輸公務資料，

建立「守密」的觀念，唯有個人具備高

度的機密警覺與良好的保密習性，才能

確保國軍整體安全。

憲兵訓練中心 林恆如上士

強化資安保密 維護國家安全



　「金牛奔盛世，紫燕舞新春」，一年一度農曆春節即將到
來，檢討歷年春節期間軍紀案件肇因，係部分官兵因假期
長，造成心態放鬆，忘卻了各級長官的叮嚀，為使連續假期

安全無虞，官兵應體認「軍紀無假期」，貫徹「重榮
譽、守紀律」要求，避免肇生違法犯紀情事，斲傷全
軍榮譽。特臚列近期軍紀案例及要求事項。

「國軍 110年春節暨二二八連
續假期」軍紀安全要求事項

重
要
命
令

軍 安紀 全 要 求 事 項

案 摘例 報 －車禍傷損

－強化行車安全，做好前置規劃

誠實˙熱忱˙公益

○軍○站○上士，於 109 年 11 月休假期間，夜間駕車返家途中，疑因身體不適

自撞路樹，經送醫急救，頭部重創宣告不治。

○軍○連○士官長，於 109 年 11 月休假期間，夜間駕車搭載女友出遊，疑因天

雨路滑，致車輛打滑自撞電線桿，女友送醫急救，氣胸及顱內出血傷重不治。

因應疫情險峻且適逢連續假期，國人規劃旅遊頻次增加，造成各景點及國道雍

塞，發生車禍機率相對提高。各級應於連假前，辦理「軍紀安全維護座談會」及

行車安全教育，以強化防衛駕駛觀念；另提醒官兵收假取好前置時間，避免因急

於返營而危險駕駛，導致車禍意外。

資料來源／督察室 資料來源／福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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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櫥窗

 

　「要寫好一本好書，你必須成為那

本書。」企業家那瓦爾．拉威康特這

麼說過，本書的作者詹姆斯．克利爾

便是將親身經歷完整寫入，藉以實證

「細微改變會帶來巨大成就」。

　作者說：「習慣，就是被規律執行

不假思索的行為或慣例。」而培養的

良好習慣，便能使習慣發揮「複利」

效益。在短時間雖然不會馬上有顯著

的成果，但歷經時間的洗鍊，小習慣

便能發揮巨大影響力，許多人在努力

追求目標的過程中，未即時看見顯著

的效果便索性放棄，而這段看似徒勞

無功的過程，便是作者在書中提到的

「潛伏之力的停滯期」，只有熬過「潛

伏之力的停滯期」的人，倚靠「堅持

與紀律」，才能持續為夢想的種子灌

溉，最終達成目標。

　此外，書中另一個重要觀念是關於

「身份認同」的影響力，書中提到，

建立習慣前，應該先從心底建立正確

的身份認知，例如想要養成運動習慣

的人，應先自我認同「我是一個健康

的人」，後續再藉由過程中的「小勝

利」持續帶給自己動力。援引部隊中

的狀況說明，體能不佳的同仁，在想

要追求體能合格目標前，應先自我認

同「我是一個熱愛運動的人」，並且

每天持續訓練鍛鍊自己，雖然無法短

期內達到體能標準，但從成績進步的

「小勝利」中獲得成就感，並成為維

持習慣的動力，最終在持續進步的過

程中，逐步達到目標。

　而我也透過小習慣的養成，堅持記

帳持續兩年多的時間，這段時間我不

僅能清楚掌握金錢使用，更能妥善規

劃、多元運用，為生活增加不同閱歷

及經驗，這些都是源於記帳習慣所衍

生出的複利。希望閱讀此書的讀者都

能更有系統的規劃，為自己培養良好

的習慣，並在堅持的過程中，讓如同

原子一樣小的習慣，為自己贏得巨大

的勝利。

讀後心得：高雄憲兵隊中士蔡佩容

好書
推薦 作 者 ： 詹 姆 斯 · 克 利 爾 出 版 社 ： 方 智 出 版 社

原子習慣：細微改變帶來巨大成就的實證法則



通訊員李品蓉／彰化縣報導

　農曆春節將至，彰化縣後備

憲兵荷松協會永靖分會區主任

吳旭仁先生 20 日偕同彰化憲

兵隊官兵，一同協助當地弱勢

家庭打掃家園，共同為地方出

一分心力。

　吳主任表示，日前分會發現

當地一戶民眾，經濟狀況困

苦，且生活環境極度惡劣，於

是聯繫彰化憲兵隊，與現役官

兵共同協助清理家園，改善生

活品質，前憲後憲共同攜手為

民，別具意義。

　隊長李中校表示，同仁以實

際行動展現「愛民助民」精

神，希望以此次活動發揮拋磚

引玉作用，為社會挹注正面能

量，帶領正向良善風氣。

通訊員蔡佩容／高雄報導

　高雄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路竹分會日前由區

主任劉榮謀先生率領，慰問憲兵第 204 指揮

部，並邀請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財務長

李瑞呈先生等重要幹部，一同至營區關懷官兵

在營生活狀況，表達對現役官兵的慰勉之意。

　劉主任表示，官兵平時在前線堅守崗位保衛

國家安全，國人方能安居樂業，故特於春節前

親自表達誠摯謝意。指揮官成上校表示，後憲

前輩的支持無疑是現役官兵最大的鼓舞，未來

同仁將持續傳承憲兵光榮傳統精神，戮力各項

戰備任務，貫徹軍人保家衛國的使命。

通訊員莊孟豪／嘉義報導

　為慰勉官兵辛勞，嘉義市後

備憲兵荷松協會北興分會日前

由主任吳宗林先生，率副主任

李嘉正先生、林明旺先生等幹

部，在嘉義軍人服務站站長張

勉先生陪同下，至嘉義憲兵隊

實施春節慰問，慰勉官兵辛勞。

　吳主任表示，同仁平時協助

嘉義地區治安維護工作，另因

應春節將屆，同仁將開始執行

加強重要節日安全維護工作，

故特在春節前親訪慰問，為憲

兵弟兄加油打氣，展現「前憲

後憲，連成一線」之忠貞精神。

　隊長徐中校表示，感謝後憲

學長百忙之中到單位給予官兵

關心，未來同仁將持續堅守崗

位，與後憲前輩在新的一年一

起為憲兵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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