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臺北報導

　為凝聚團隊向心及鼓舞部隊士氣，本

部指揮官黃中將日前主持新春團拜活動，向

全體同仁互道恭喜，祝賀新年快樂，期許凡事順心平

安，同時鼓勵官兵在嶄新年度立定自我目標，並戮力追求

達成，獲得成長與突破。

　指揮官除向全體官兵道賀外，也期勉同仁在新的一年，

用更積極、正向的生活態度，在既有基礎上持續努力奮

鬥，完成各項任務與挑戰，同時也要求各單位持續加

強安全維護作為，落實防疫措置，做好個人健康管

理工作，維護健康，鞏固部隊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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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社群平台出現一篇名為「2020 我是空軍但

我好累」匿名爆料，模仿第一線飛官口吻，批評當前

國軍應對中共軍機擾臺的戰備作法，以及政府兩岸政

策。多家電視台旋引用報導，相關新聞亦被大量轉載

於臉書、Line 群組與 Ptt 等更大型社群討論區。儘管

空軍司令部發出澄清，爆料內容子虛烏有，係網攻假

消息；然虛擬世界無遠弗屆，已對國軍造成嚴重傷害。

  仔細觀察此次假訊息影響模式，具備過去假訊息

設定議題的傳播特色，即先以全匿名方式，在無須

審核查證的社群平台爆料；接著在社群平台與傳

統媒體間不斷轉傳，最後挾傳統媒體公信力，「洗

白」匿名爆料缺乏證據的缺點，搖身一變成為經過

專業新聞台背書的新聞，並在私密群組間引發廣泛

討論。整個傳播流程，於短短數小時內完成，在

相關單位澄清前，假訊息已觸及數十萬閱聽眾，

對於媒體識讀能力較薄弱的閱聽人，影響甚鉅。

  從刻意傳播假訊息的一方來看，類此匿名爆料產

生的連鎖反應，幾乎是零成本。一旦登上傳統媒

體，即可撩撥正、反兩端民眾的情緒討論。此時，

爆料的真實性，已不再是事件討論焦點。如若持續

進行有組織、有系統假訊息攻擊，對臺灣社會相當

負面，亦將加深社會大眾對政府的猜忌與不信任。

  進一步追蹤該則假訊息後續流向，中共官方色彩

濃厚的媒體「網易」，在第一時間就以即時新聞方

式，刊出《大陸軍機繞臺「只敢躲蔡辦喊臺灣價值」

臺空軍飛行員快崩潰》報導；隨後，新浪微博等媒

體也紛紛轉載。該則發文引發兩種評論，多數大陸

網友首先認為，軍機擾臺是正確的事，已造成我國

空軍焦慮，接續讚揚中共空軍戰力堅強。至此，一

篇匿名爆料的貼文，已成為北京大內宣和大外宣操

作工具，卑劣行徑，令人髮指。然當回頭查找社群

平台的原始爆料，卻早已被刪除，找不到源頭。

  社群網路上大多數不實訊息，總希望藉由媒體產

生誤導效果，因為讀者並無法判斷新聞內容是否真

實。社群網站經常出現利用多重假帳號，在各大社

群媒體產出、並散播假訊息，希望藉由不實新聞，

獲得閱聽人的認同，「凝聚」虛假民意，並向外傳

播。具特定目標的假訊息被刻意製造，藉由媒體或

民眾未完整查證狀況，透過網路、社群媒體，不斷

轉傳分享，快速形成惡性循環，因為資訊量大、速

度快，就能以假亂真。也就是說，假訊息的目標

對象，正是大量的跨平台傳播。面對此一挑戰，

除了媒體識讀教育推廣外，政府也應從網路治理、

事實查核與處理科技化等多元面向，加以因應。

  在網路治理面向，針對第三方查核機構認定的假訊

息，宜與社群媒體平台合作，運用「降低觸及率」等

屏蔽留言技術，合理審查遮蔽，以避免不斷轉傳影響

輿論。查核澄覆則應結合第三方翔實查核澄清，運用

網路留言即時回應，降低爭議擴大風險。相關部會可

與 Google、臉書、LINE 等官方，以及非官方、第三

方團體合作，如「臺灣事實查核中心」及「新興科

技媒體中心」等，以稽核和科學驗證方式，確保媒

體傳遞的正確性，翔實查核及澄清，以遏止虛假訊

息廣泛傳播造成傷害，並提高真訊息能見度；同時

運用網路留言機制，以官方身分，直接對內容偏頗

之留言，予以回覆與澄清，形成正向之輿論探討，

避免不實資訊討論熱度擴大，降低對群眾的影響。

  至於處理方式科技化，則以快速辨認假訊息，

為防制第一步。在數以千計媒體平台頁面中，

以人工方式辨認假訊息相當困難；如何依賴人

工智慧（AI）等科技，長期蒐集不同主題、不同

來源的假訊息文本，建立假訊息的用詞特徵，

開發 AI 機器人，主動辨識假訊息、提供預警，

方能為相關部會取得較寬裕的預防處理時間。

  從此次假訊息事件看來，面對匿名的網路假訊

息，要追查「散布者」並不容易。現代人因為資

訊來源多元，接受資訊後，也極少思辨其真偽，

讓錯誤訊息在同溫層群組內，如燎原般傳播。

  正因為氾濫的訊息大量出現，可能導致媒體公信

力遭受破壞、影響輿論方向，同時也會使正確新聞

失去應有公信力，危害閱聽眾知的權利，甚至影

響社會民主信任基礎，因此政府的因應模式，應

自單純推動媒體識讀教育，或依賴第三方查核機

構基礎中，繼續向前思考。構建多元防處機制，

方可在這場無煙硝的認知作戰中，掌握主動權。

　　　　　( 轉載自青年日報 110 年 2 月 22 日社論 )

通訊員邱彥瑜／新北報導

　本部指揮官黃中將 24 日至憲兵特勤隊實施精神

慰勉及工作指導，勉勵特勤隊同仁係國軍之可恃戰

力及菁英部隊，幹部應具有使命感及榮譽心，秉持

優良傳統，持恆訓練，保持最佳狀態，以有效發揚

關鍵戰力。

　指揮官視導隊員實施戰傷救護狀況演練，模擬隊

員於敵火下受傷，於戰場實施即時初步治療，完成

敵火下救護、戰場救護及戰術後救護等三階段，展

現隊員平時訓練成果。

　指揮官表示，幹部除運用科學化訓練方法外，更

應重視訓練安全，持恆基本體能、戰技及戰場自救

能力，不可一日懈怠；同時強調，軍紀是衡量單位

戰力之第一標準，應強化防範酒後駕車、毒品防治、

性別分際等軍紀要求事項，確維憲兵軍譽。

前瞻建構多元防處 掌握認知戰場

戮力訓練展決心 關鍵戰力衛家邦指 揮 官 軍 法 紀 宣 教 暨
部隊視導－憲兵特勤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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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臺北報導

　因應 228 連續假期，本部於 24 日召開忠貞營區早點

名暨連續假期軍紀安全宣教，由副參謀長李上校主持，

提醒同仁確遵各項軍紀要求事項，共同捍衛憲兵榮譽。

　副參謀長表示，春節年假期間，所屬同仁皆嚴守紀

律，達到「人安、物安、零危安」之目標，接續實

施 228 連假，要求同仁應持續秉持自律精神，同

時善用組織掌握各項危安因子，達「有效機先防

處」效果，確維部隊戰力。最後副參謀長提醒，

休假期間應避免前往人潮擁擠場所，並持續落實

「一不五要」等防疫措施，做好個人保健工作。

本報訊／臺北報導

　本部 24 日召開 2 月份供配會議，由副主任潘上校主持，會議

中召集相關業管人員、各單位官兵同仁及營站人員共同研討福

利工作相關事務，期能了解官兵實需，精進服務品質，提升官

兵「幸福感」。

　副主任表示「服務官兵」係為福利工作之宗旨，藉召

開此會議，彙整官兵意見，同時宣導各項福利政策及

服務資訊，期能透過彼此交換意見及資訊，共同研

討福利服務工作可精進之處，進而提升服務品質，

持續為官兵帶來更便利、實惠的服務項目，共創雙贏。

通訊員張鴻舉／新北報導

　憲兵第 205 指揮部指揮官文

上校日前主持新北憲兵隊軍紀

安全維護座談會，提醒官兵恪

遵法規及軍紀要求，貫徹「重榮譽、守紀律」精神，

避免肇生違法犯紀情事，以「軍紀無假期」認知，

共同維護紀律與安全。

　文指揮官表示，單位同仁應認清身為憲兵之職

責，並以實際行動履行各項軍紀安全要求，捍衛憲

兵榮譽；此外應從工作中找到成就感，妥善軍旅生

涯規劃，創造自我價值，同時主動關懷身邊同仁，

落實新進人員訪談輔導，藉以掌握官兵心緒態樣，

維護部隊軍紀安全。

203指揮部新春團拜展望未來 新北憲兵隊軍安維護座談會

２０３指揮部

憲訓中心新春團拜恭賀如意

２０５指揮部 憲兵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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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粘煌翊／桃園報導

　憲兵第 203 指揮部日前舉辦

新春團拜活動，由指揮官張上

校主持，與會官兵互許平安並

獻上對彼此的誠摯祝福，期許秉持新春氣勢，順

遂執行未來各項工作。

　張指揮官除向全體官兵道賀外，並慰勉官兵年

節期間執行戰備任務辛勞；另春節期間各單位官

兵均恪遵各項軍紀要求，落實達成「人安、物安、

零危安」之目標，期勉所屬官兵同仁，在新的一

年持續努力、精益求精，戮力戰備與訓練工作，

以更積極、正向的工作態度迎接嶄新年度，並在

既有基礎上持續努力奮鬥，完成各項任務與挑戰。

通訊員韓雅亘／新北報導

　憲兵訓練中心日前辦理新春團拜，由指揮官

李上校主持，由所屬同仁相互拜年，互道恭喜，

恭賀新春如意，期許未來各項工作執行順遂，

同時祝福憲兵訓練中心部運昌隆。

　李指揮官首先肯定全體官兵，過去一年來的

努力與奉獻，使得各項任務均能順利地執行與

推展，在新的一年，期勉所屬在既有基礎上，

面對展新的未來，秉持穩健務實、實事求是的

精神，並以積極的態度，於工作崗位上克盡職

責、全力以赴，繼續肩負「憲兵搖籃」的使命，

戮力訓練本務，為憲兵部隊奠定根基、培育人

才與菁英。

副主任主持本部 2月份供配會議

副參謀長主持 228 連續假期軍紀安全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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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報導

　　為充分發揮司法警察職權，春節前後連續假

期，憲兵隊官兵協助警方執行「加強重要節日安全

維護勤務」，同時執行軍紀維護勤務，共同為民守

護每個重要時刻，維護治安從不缺席，永遠為國民

站在最前「憲」，期許藉「警憲攜手」，共同淨化

國內治安環境，同時維護部隊安全。

警憲攜手
保家安邦

　憲兵隊春節期間執行「重要節日加強軍紀維護」

工作，主要目的除維護轄內重要目標、軍事廠庫與

金融機關之安全，亦透過憲兵隊任（勤）務執行能

量，執行軍人軍事案件之偵查，秉持「從小案破大

案，以案溯源」理念，有效維護部隊純淨。此次勤

務類型共區分「車巡」、「臨、路檢」、「軍人軍

事案件」等執行方式，自 2 月 1 日 22 時起至 2 月

28 日 24 時止，以「強化憲兵隊偵防戰力，維護國

軍部隊安全」為主軸，戮力治安維護與軍紀偵查，

執行轄區內治安、交通、掃毒等工作。

維護轄區治安，加強軍紀維護

　不分晴雨晝夜，本部官兵皆秉持「憲警一家為國

奉獻，守護人民站在前線」精神，強化重要節日期

間治安維護工作，盼能與警方攜手，杜絕不法份子

趁隙破壞，提升國人安全感，共同守護國人每個重

要的時刻，戮力執行勤務，展現平日訓練成果，達

到「社會平安，國人心安」的目標。

警憲戮力齊攜手，保家安邦護國人

桃園憲兵隊 臺中憲兵隊 屏東憲兵隊 金門憲兵隊

加強重要節
日

安全維護勤
務

新竹憲兵隊

憲警一家為國奉獻 守護人民站在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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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蔡佩容／高雄報導

　為歡慶農曆新年，憲兵第 204 指揮部於春節期間舉辦

「大筆揮毫迎新春」活動。由指揮官成上校親自指導同

仁揮毫要點並贈送手寫春聯，與鐵衛營區同仁共享節慶

歡樂氣氛。

　成指揮官表示因著電腦及 3C 產品普

及，人們已逐漸疏離執筆書寫的習慣，

故特別利用年節時機，邀請官兵同仁一

起重拾文房四寶進行書寫創作，共同寫

下充滿喜氣應景的春聯與吉祥話，互道

祝福「一年四季行好運」。成指揮官也

同時感謝官兵過去一年中戰、演訓之辛

勞，並祝賀全體同仁祝春節愉快。

通訊員韓雅亘／新北報導

　憲兵訓練中心志願士兵 109 － 7 梯，近日於

教學區實施城鎮戰基礎訓練課程，透過教官解

析動作要領及注意事項後，即開始實作操作。

　本次課程置重點於基本動作，教官簡上士表

示：「唯有具備扎實的基礎才有應變的能力」，

藉本次課程培養團隊應變能力，並教導學兵如

何以切角偵查敵方位置等戰技，同時也教授戰

傷救護的移動方式，採取分組練習並逐一教

學，使學生們透過反覆溝通與練習，有效增進

戰鬥技巧並逐步培養團隊默契。

通訊員翁承楠／臺北報導

　憲兵第 202 指揮部裝步第 239 營為讓留守官兵感

受年節氛圍，特於春節期間舉辦「金牛元寶－ 2人 3

餃慶團圓」活動，讓官兵藉由包水餃來「捏福」，

並祝福官兵新的一年都能「餃」出亮眼成績，萬事

順心。

　營長廖中校表示，弟兄姐妹如家人一般在營區過

年，是難得可貴的緣分，除戮力戰備訓練，亦藉由

官兵同仁一起動手「捏元寶」，一起品嚐美食，讓

彼此間情感更加熱絡，也藉活動感受濃厚年味，傳

承了官兵們對傳統節日的記憶，共享溫馨和樂佳節

氣氛。

通訊員楊子頤／金門報導

　農曆新年伊始，金門憲兵隊日前舉辦新春團拜活

動，由副隊長王少校率領全體官兵共同參與，與同

仁互道祝福，並致贈新春紅包以慰勉同仁工作辛勞，

期許新春愉快、隊務運作順遂。

　王副隊長表示，新的一年代表全新的開始，期許

所有官兵皆能立下新春目標，並付諸努力使其達成，

也透過本次新春團拜活動，提升官兵士氣，同時凝

聚單位團結向心，金門憲兵隊將秉持熱忱態度戮力

各項任（勤）務，共同面對後續全新的挑戰，迎接

嶄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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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兵第204指揮部官兵揮毫迎新春

憲訓中心志願士兵109－7梯城鎮戰鬥訓練

憲兵裝步第239營金牛元寶迎新年活動

金門憲兵隊新春團拜
相互祝賀迎新春

齊心團結迎挑戰



通訊員胡晏毓／嘉義報導

　任職於嘉義憲兵隊士官督導長的江元宏士官

長，經常利用假日與家人共同登山、健行，除

了欣賞美麗山景、舒展身心外，同時也可以藉

此突破自我、鍛鍊體能，一舉數得。

　在國內百岳之中，江士官長已經完成了其中

11 座高山的登山紀錄，包含了玉山、雪山等；

他表示，在登山的過程中，經常一手撐著登山

杖，一手扶著大腿，甚至有時還必須手腳並用

才能往上攀爬，如同現實人生一般，面對艱難

的障礙，但只要穩健腳步、堅持到底，便能在

成功登頂的那刻享受

眼前美景。

　此外，江士官長也

將對運動的熱愛轉化

為部隊訓練的動力，

經常帶領單位官兵嘗試如跑步、騎單車、球類

活動等多元運動，希望藉此培養官兵運動的興

趣，並感受運動所帶來的益處。

　江士官長勉勵官兵「體力，是衛國的基礎」，

透過維持良好體能，便能為堅實戰力奠定根

基，達成「為戰而訓、訓後能戰」的目標。

嘉義憲兵隊江元宏士官長

登高能望遠 堅持能達標

我憲兵，我驕傲

臺北憲兵隊
一兵楊立暐

座右銘

只有自己，才有能力

決定人生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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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出你/妳的

圖／上兵楊奕峰軍旅漫漫說 尊重性別平權 避免違法風險



誠實˙熱忱˙公益

　自古東方人對黃昏的眷戀，勝過對流星的追

逐，舉凡詩歌對句或是書畫創作皆有著墨，只

是當夕陽西下，無限的美景也總會過去，如同

在人生的舞台上，總有揭幕開演與完結下臺的

時候，於是我們更應該把握生命中的每個時刻，

不虛度空白，盡情地散發光和熱。

收銀條英文代碼及六位數號碼與同期
特獎獎號完全相同者 10 萬元福利禮券

收銀條英文代碼及六位數號碼與同期
頭獎獎號完全相同者５萬元福利禮券

收銀條英文代碼及六位數號碼與同期
二獎獎號完全相同者 1萬元福利禮券

收銀條號碼末四碼與同期特獎獎號
末四碼相同者５００元等值福利品

特　獎

二　獎

三　獎 普　獎4180 180 005

EC326140
MJ644180

HD650382
福利獎

頭　獎

收銀條號碼末三碼與同期特獎獎號
末三碼相同者２００元等值福利品

收銀條號碼末三碼與同期福利獎獎
號完全相同者２００元等值福利品

注意事項：

．兌獎期間：110年2月1日至4月30日止，逾期無效。

．三獎、普獎及福利獎請攜帶收銀條及福利證至福利

( 營 ) 站兌換。

．中獎之收銀條，按其最高中獎之獎別限領一個獎項：

獎額超過新台幣一千元以上須依國稅局規定申報中獎之

扣繳憑單。福利事業管理處保留調整獎項獎額及兌獎方

式之權利。

．如有未盡事宜，將另行補充。

更多詳細資訊請洽福利處網站www.gwsm.gov.tw

忠貞攝影藝廊
憲兵 651 排 中尉劉鎮綱

日落

詐騙知識不可少 多方求證保荷包

圖／取自網路新聞

軍法 (紀 )小叮嚀

　臺北市刑大破獲「假博弈、真詐騙」的集團，破獲3個機房、逮捕42

人。李姓主嫌透過通訊軟體和平台，向被害人推薦投資理財，還佯稱

有老師能破解網站數據、穩賺不賠，等被害人砸大錢等著發財，結果

帳號都被封鎖，警方初估至少41人受害，損失將近700萬。

網路投資詐騙，步驟拆解給你看，千萬不要輕易受騙！❗️

1. 網路(FB、IG)看到投資、輕鬆賺錢貼文，網友以掌握「平臺漏洞、

後臺程式」等話術，宣稱穩賺不賠且利潤豐厚，慫恿投資。

2. 後續加入LINE群組（如投資體驗群），有自稱「老師」的人教學投

注，且群組內不斷有其他學員獲利貼文。

3. 初期帳面顯示獲利，藉以引誘加碼投入，甚至要求

貸款投資。

4. 當加碼投入後，以各種理由（洗碼量不足、保

證金、IP異常等）不讓你領回，或是直接凍結

帳號、對方失去聯繫。
資料來源／福利處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165全民反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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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蔡佩容／花蓮報導

　花蓮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花蓮市分會日前舉辦春節團拜暨關懷

戶餐敘，由分會主任林俊平先生主持，同時邀請中華民國後備憲

兵荷松總會北區會長韋吉俊先生、花蓮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理事

長陳威孝先生一同共襄盛舉，期許新春萬事如意，並以具體行動

表達人飢己飢精神，襄助地方弱勢。

　林主任表示後憲同仁平時戮力各項公益活動，在軍民之間扮演

重要角色，此次關懷弱勢餐敘更是一項延續了 29年的優良傳統，

期透過每次活動將愛心持續分送至每位需關懷的民眾，發揮憲兵

的愛民精神，共同為在地社會盡一份心力。

通訊員蔡佩容／高雄報導

　高雄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日前辦理 110 年度後備憲兵聯絡中心幹部授證典

禮，由理事長郭進國先生主持，並邀請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總會長謝

慶堂先生及憲兵第 204 指揮部指揮官成上校共同為後憲聯絡中心重要幹部頒

發聘書。

　典禮中首先由郭理事長感謝各位後憲同仁，在任期內的鼎力支持與愛護提

攜，讓協會的各項事務皆能順利推動，也預祝後備憲兵聯絡中心新的一年能

持續緊密情誼，齊心為社會及憲兵大家庭努力。最後郭進國理事長期勉參各

位後憲的同仁，持續為這塊土地與人民付出，為社會挹注正面能量，同時傳

承憲兵優良傳統，發揚「前憲後憲，連成一線」與「一日憲兵，終生憲兵」

的忠貞精神。

圖／林俊平主任（前排左三）與陳威孝理事長（前排右一）偕後憲同仁合影。 圖／韋吉俊會長（圖中）與後憲同仁合影。

圖／郭理事長（左）與謝總會長（右）在會中致詞。

圖／高雄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授證大會全體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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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授證大會

花蓮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花蓮市分會關懷餐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