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訊員蔡佩容／高雄報導

　本部指揮官黃中將 2日至高雄憲兵隊實施防疫整備視導暨軍法紀宣

教，勉勵官兵戮力戰訓本務，共同維護軍紀，捍衛憲兵榮譽。

　指揮官提醒各級幹部妥適規劃年度各項任（勤）務，律定節點，確

認階段、中間及最終目標，如期如質逐次完成任務；指揮官亦勉勵同

仁終身學習，培育第二專長，提升競爭力及人員素質，使團隊持續進步；

另表揚錄取陸院、戰院、士高班、士正班同仁，強化人才培育。

　鑒於詐騙手法頻仍，指揮官要求建立官兵正確理財觀念，避免不當

投資，或因貪圖小利及美色，衍生違法情事；指揮官強調，凡違犯軍

紀安全或內部管理規定，一定徹查及檢討相關失職人員，嚴懲不貸。

　最後，指揮官期勉單位落實訓練，確維部隊戰力，共同為憲兵榮譽

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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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政府日前通過《新聞媒體議價法案》，

成為全球注目的指標性法案，該法嘗試解決全

球媒體產業巨擘挾巨量使用者的平台優勢，

影響原有媒體功能的問題，並藉立法途徑，

強迫跨國平台引用媒體內容時合理付費。

  搜尋引擎龍頭 Google 和臉書等美國科技業

巨擘，因為免費提供新聞內容，在整體媒體獲

利市場中，占有超過 81% 的網路廣告市場營

收，嚴重影響澳洲媒體生態。由於媒體能量削

弱，已失去原有的社會功能，因此澳洲決定立

法要求這些企業，在搜尋結果和動態消息提供

生產成本高的新聞內容時，須付費給媒體。

  澳洲市場競爭監管單位發現，在媒體市場中，

每 100 美元 Google 就囊括了 53 美元，另有 28

美元被臉書賺走，其餘才分配至其他網路平台。

然而，傳統《著作權法》規定，這些科技巨擘

的新聞內容段落，都是合理使用、再製，所以

無須付費。換言之，辛苦產製新聞內容的媒體產

業，頓時成了毛利率極低的代工角色，只能靠點

閱、分享次數等微薄的分潤，維持媒體運作。

  根據澳洲「競爭暨消費者委員會」2019 年的分

析，在 2006 至 2016 年間，澳洲整體新聞相關的

工作減少 9%，傳統紙媒則呈現雪崩式的下降，減

少了 26% 的就業機會。萎縮帶來的後果，是與地

方政府相關的公共新聞沒有媒體報導，攸關民眾權

益的醫療、科學新聞，被報導的幅度也大幅下滑。

  臉書為表達對於此一法案的抗議，片面下架澳

洲平台的新聞內容，造成當地緊急應變單位無法

透過臉書對大眾發布火災、洪災或新冠肺炎相關

的新聞。澳洲總理莫里森聲明，臉書的反應傲慢

而令人失望，竟認為自己比政府影響力更大，但

這並不意味它們可以依靠自己的規則主宰世界！

  在智慧型手機與行動網路發展迅速的今日，多數

社會大眾是透過社群媒體平台與跨國入口網站獲取

新聞資訊。而經營原生媒體內容的公司，無論是記

者的養成與訓練、製作優質深度專題分析報導等，

都是成本高昂的投資。然而，一篇耗費人力、時間

產製的深度報導，卻只能免費提供給數位平台利

用，相當不合理。這些跨國企業正是藉這個經營模

式，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媒體產業，而本地的媒體

業者，因為不具備與大型跨境數位平台談判的能

力，一旦單獨抵制臉書，幾乎等同於自外於網路世

界，因此只能屈就國際平台制定的不公平規則。

  多年來，Google 和臉書在全球享受寬鬆的監

管機制，如今風水輪流轉，開始受到愈來愈多

政府的檢視。事實上在澳洲政府採取行動前，

歐盟去年就推出新的「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

令」，開啟了改變傳統著作權法的第一步，將

著作權的概念延伸至平台業者中；澳洲目前提

出的法案則明定數位平台業者對內容付費，也

強化內容端業者的談判能力，規定媒體可集體

與 Google 或臉書談判授權金，並納入強制仲裁

機制，將保護原生媒體的目的落實在法案中。

  毫無疑問的，臉書已成為許多新聞消費者

的重要社交網絡平台。如果臉書上所有的新

聞內容最終都被屏蔽，對社群媒體經營者而

言，無論是使用者的黏著度和觸及率都會下

降。依當前社群平台生命週期輪替迅速的特性

分析，一旦社會大眾失去興趣，臉書很快就

會衰落，因此，臉書最後會同意解封，主要也

是意識到若與各國持續僵持，必然造成雙輸。

  從此次澳洲政府介入媒體生態重整的案例來

看，臉書最終展現科技企業巨擘的高度，願意與

新聞內容提供者進行協商，將成為重要範例。倘

若各國在地媒體業者可以凝聚合作共識，政府

及當地社會也能夠對數位經濟失衡有所認知，就

有機會凝聚力量，督促各社群媒體平台跟進。

  這次事件雖然發生在澳洲，但全世界都密

切關注，希望能了解澳洲政府提出的機制，

是否能適用於其他國家。媒體身為第四權，

本應具備監督政府、傳播知識、提供文化教

育等重要功能，若優質內容陷入無法獲利的

惡性循環，媒體內容產業必然走向萎縮。

  綜言之，結構健全的傳播媒體生態，對民主

社會的發展與演進意義重大。各國政府應調整

過去傳統媒體時代的寬鬆監管機制，促使科技

平台業者與在地管理機構對話，共同營造合理

經營與獲利的良性循環，才是具有前瞻性的思

考方向。從澳洲的案例，也適可啟發我國媒體

相關業者未來的團結方向，政府也應該充分認

知數位平台對在地產業的潛在傷害，並思考如

何積極介入，扮演跨國科技平台與本地媒體業

者溝通對話的橋梁，方能在下一個新媒體科技

進化世代來臨前，站上健全監管的制高點。

　　　　　 

 

( 轉 載 自 青 年 日 報 110 年 2 月 27 日 社 論 )

本報訊／綜合報導

　本部指揮官黃中將上

（2）月 26 日主持新任主

官任職勗勉暨離職人員約

見，指揮官首先肯定原任

憲兵砲兵第 228 營營長毛

中校，任職期間戮力推展

各項戰訓本務，表現亮眼，

期許未來以正向積極態度

迎接挑戰，發揚憲兵榮譽；

同時勉勵新任營長徐少

校，任職單位主官，應認

清自身職責與價值，帶領

同仁突破挑戰。

　指揮官表示，主官職務

為軍旅重要歷練，凡事應

親力親為，成為單位中的

「領頭羊」，與單位官兵

「生活在一起，訓練在一

起，戰鬥在一起」，共同

迎接未來挑戰；同時善用

組織功能，掌握各項危安

徵侯，並予以妥處，維護

單位戰力，捍衛憲兵榮譽。

　最後，指揮官強調，各

項職務調整皆是全新考驗

的開始，期勉同仁持恆充

實學識及本職學能，帶著

憲兵榮譽精神，在新的階

段，秉持「精益求精」、

「全力以赴」的態度，持

續以高度標準自我檢視，

厚植單位戰力，成為部隊

中堅。

健 全 新 世 代 傳 媒 生 態  再 創 多 贏

勉親力親為 全力以赴 迎接全新挑戰指 揮 官 主 持 新 任 主 官
任職勗勉暨離職人員約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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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張鴻舉／新北報導

　本部政戰主任余少將上（2）月 26 日至

慧敏營區慰勉各基訓部隊，同時實施 228

連續假期軍紀宣教，強調軍紀安全無假

期，所屬官兵應恪遵各項軍紀要求、謹守

分際，共維憲兵榮譽。

　主任表示，進訓幹部應妥適訓練規劃，

善用基地訓練時機，強化官兵基本體能與

編制武器射擊等基礎戰力，藉由強化個人

體能戰技，提升自信心與榮譽感，同時凝

聚團隊士氣，為軍旅留下深刻回憶。

　最後，主任提醒所屬落實健康自主管

理，休假期間應避免置身密閉空間、人潮

聚集及醫院等高感染風險場所，以降低

染疫風險。另要求所屬不分營內外

謹守軍紀營規、妥善理財規劃，

切勿因僥倖心態、知法犯法，違

犯軍紀事件，共同維護憲兵榮譽。

通訊員蔡佩容／屏東報導

　憲兵第 204 指揮部指揮官成上校上（2）

月 24 日至憲兵第 651 排實施視導，由重要

幹部實施營區整體安全防護沙盤推演及實

兵演練，驗證官兵遇突發狀況臨危應處能

力。成指揮官表示，單位駐地偏遠，務必

落實人員進出管制查察；另叮嚀官兵，軍

紀安全沒有假期，全體官兵須確遵性別分

際及營內嚴禁飲酒等軍紀要求，以維單位

整體榮譽。

　成指揮官肯定單位春節期間表現，無肇生

任何軍紀事件，勉勵所屬同仁要繼續保持，

幹部持恆落實軍法紀要求事項，以達人安、

物安、零危安之目標。

各地區指揮官活動行程

把握訓練時機　凝聚團隊士氣

憲兵第651排

部隊軍法紀宣教

憲兵204
指揮部

通訊員廖士萱／臺北報導

　憲兵砲兵第 228 營上（2）月 26 日

於梅莊營區舉行新任營長任職布達交

接典禮，由指揮官于少將主持，並監

交新任官徐少校、原任官毛中校

印信交接，期許單位在新任徐

營長的帶領之下持續完成各項戰

（演）訓任務。

　于指揮官首先對原任營長毛中

校任職期間戮力達成各項任務給

予高度肯定；另表示新任營長徐

少校的學（經）歷完整，工作績

效深受各級長官好評，期勉全體

官兵在新任營長徐少校的帶領

下，秉持精益求精、從嚴從難的

精神，持續推動戰演訓任務與目

標，厚植專業砲兵人才。

憲兵砲兵第 228 營
營長任職布達交接典禮

憲兵 202 指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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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戰主任慰勉各指揮部基地訓練部隊

彰化憲兵隊
部隊視導暨軍法紀宣教

憲兵 203 指揮部

通訊員李品蓉／彰化報導

　為強化官兵重榮譽、守紀律之觀

念，憲兵第 203 指揮部指揮官張上

校上（2）月 25 日至彰化憲兵隊視

導部隊暨軍法紀宣教，向官兵宣導

「性別分際」、「酒駕、自傷及詐

騙防制」等要求事項，同時結合近

期肇生案例，強化官兵警覺。

　張指揮官表示，身為憲兵的一分

子，每位官兵都有捍衛憲兵榮譽的

責任，應以「自律、慎獨」做為自

我期許；並運用組織力量，建立團

隊共識，提升彼此安全警覺，共同

維護單位榮譽。最後，張指揮官提

醒官兵同仁，基本體能為維持戰力

之基礎，各級幹部應落實要求各項

體能訓練，共同奠定戰力根基，凝

聚單位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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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衛星車系統開設

圖／資訊站開設
圖／衛星車系統測試

圖／被覆線固定

圖/指揮官主持通資作業連基地訓練精神講話

圖 / 指揮官主持通資作業連基地訓練精神講話

通訊員游家維／新竹報導

　本部通資作業連在上（2）月 25 日前往位於湖口營區的通信兵部隊

測考中心，進行為期九週的基地訓練，出發前本部指揮官黃中將特別

召集全體官兵實施精神勗勉，指揮官表示「作戰靠指揮，指揮靠通

信」，本次有別以往於駐地訓練，期許同仁移防後，能展現通信專業

實力及平時精實訓練成效。初次移師通測中心，對參訓的官兵而言，

是全新的考驗，同仁必將團結一心，克服所有關卡，誓奪佳績！

　我是士官長錢至緯，這次基地訓練，是連上首次到湖口營區

通測中心，身為連上資深幹部，希望自己能與弟兄姐妹們共同

發揮專業、上下一心，迎接各種挑戰，期許我們能拿出最佳實

力，為憲兵通資作業連爭取最佳的成績！

官 兵 現 身 說

　通資作業連為是一支具備資通電戰力的專業部隊，更是聯繫

所有憲兵部隊的中樞神經，平時在駐地除執行通信資訊相關任

（勤）務外，亦透過精訓勤練累積專業戰力，本次基地訓練是

通作連首度移防友軍單位接受測驗，連長范少校表示：「全

體官兵通力合作進行各項通資電設施開設，完善部隊通資電

戰力整合，提升整體戰力，而基地測驗即是檢視平時訓練成

效，期許透過全體官兵卯足全力，在通測中心一展雄心，為

單位爭取到最佳的成績！」

上下齊心　卯足全力

　此次鑑測針對「通資系統建立」、「指揮所開設及野戰

數位交換機架設」、「調頻無線電電台開設」、「通訊中

心開設」、「衛星系統開設」等課目進行驗收，旨在驗證

人員專業專長及幹部指揮管理通聯實況，即使同仁平日已反

覆訓練測考科目，然「戰況瞬息萬變」，面對未知的測驗考

題，官兵仍懷抱謹慎態度，唯有全神貫注、持續訓練，方能在

測考時，發揮平時訓練成果，拿出最佳表現。

戮力整備　驗證專業

　在未來的基地訓練過程中，同仁必將發揮互助合作精神，體會

重要性，於進訓期間除應專注訓練，以務實態度完成各項訓測任

務，更須落實各項風險評估及安全工作，為單位爭取佳績與榮譽。

互助合作　完成使命

戮力齊心誓奪佳績
通資作業連基地訓練

圖／VHF電
文發送 圖／VHF電台開設

圖／架設偽裝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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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韓雅亘／新北報導

　憲兵訓練中心於上（2）月 23 日辦理「常

備兵役軍事訓練 127 梯」接訓作業，由幹部

帶領新進同仁理髮、熟悉環境及介紹任務，

展開由民轉軍的入伍訓練。另外，在疫情尚

未緩解下，為利接訓任務順遂，指揮官李上

校要求接訓單位確實進行人車消毒及強化衛

勤教育，消弭防疫破口，確維單位戰力。

　李指揮官亦指導接訓幹部秉持熱情及服務

的初衷，對新進同仁的疑問詳加說明，逐步

協助役男適應部隊環境，並期勉所有役男透

過未來扎實的訓練課程中，接受考驗、克服

挑戰，打造全新自我，堅實國家戰力。

通訊員粘煌翊／臺中報導

　為強化部隊戰力與精進官兵本職學能，憲兵第

203 指揮部勤務支援連上（2）月 25 日至硬漢靶

場實施手槍實彈射擊訓練，由連長蕭少校帶隊，

並於射擊前下達安全規定，指導射擊相關程序

及要領。

　蕭連長要求所屬官兵，在靶場需遵守射擊規

定，操作各項科目務必以安全為優先，期許官

兵可以透由每次的射擊訓練奠定射擊基礎，提

升部隊戰力；此外，蕭連長表示，官兵應藉由

駐地專精訓練，強化熟稔武器操作，以提升射

擊成績，為年度駐地驗收作準備，爭取團隊佳

績與榮譽。

通訊員葉玄／臺北報導

　為培養官兵運動風氣，憲兵裝步第 239 營路跑社上

（2）月 25 日於社團活動期間，由營部連連長楊上尉帶

隊至大佳河濱公園實施戶外路跑活動，除了讓官兵認識

營區的周邊環境外，更能讓大家達到運動強身之目的。

　楊連長表示路跑運動只要有適合服裝、鞋子以及安全

的場地，就透過跑步鍛鍊體能，保持良好體態，也能藉

此提升自我信心和人際關係。

　社員洪祥益上士則表示，藉由營區周邊的路跑訓練，

增進同仁對營區周遭環境的認識，並達到凝聚團結向

心，促進人際互動之效果。

通訊員蔡佩容／高雄報導

　為強化政治作戰訓練課程教育成效，

憲兵第 204 指揮部上（2）月 23 日於鐵

衛營區辦理「政治作戰訓練課程試講

試教暨實務工作示範」，由政戰主任梁

上校主持，針對各項課目給予建議及指

導，並運用相互交流討論方式，期提升

各單位政戰訓練職能。

　過程中，教官針對各項課程實施原則

講解，更運用輔助器材、相關活動及靜

態資料說明等多元模式，活化教學內

容，使參與人員獲益良多。

　梁主任首先肯定授課教官之用心及專

業，並期勉各單位輔導長務必持續加強

教育本務，提升自我職能，達到深化訓

練工作，厚植同仁精神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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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張鴻舉／新北報導

　憲兵第 601 連愛心服務社日前由輔導長張中尉率官兵

配合新店區百和里社區關懷活動，協助環境整理、獨居

老人慰訪等公益活動，讓官兵以實際行動服務鄰里，為

社會挹注正向能量。

　百和里里長陳振傑先生表示，此次活動深切感受到國

軍對社會服務的熱誠與關心，期盼 601 連的官兵能持續

將這份愛傳承下去，共同讓社會更美好。

　連長方少校表示，身為憲兵除肩負保國衛民使命，更

藉此公益活動展現「軍民一家」的情誼，用最實際的行

動，讓溫情暖意傳遍鄉里。

憲兵第204指揮部辦理政戰訓練課程試講試教

憲兵第601連

憲兵裝步第239營路跑社

憲兵訓練中心「常備兵役軍事訓練127梯」接訓作業

並肩同行齊相伴　跨步邁進永無懼

愛心服務社公益活動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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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憲兵隊中士董玄文天生喜愛接觸不同領域的事物，

在求學階段便養成積極進取的個性，考取飲料調製丙級、

烹調技術－中餐丙級、烘培食品－餅乾丙級、商業英文 5

級等多張證照，並且擔任系學會會長帶領同學們一同參

加各項比賽，養成了活動規劃及資源整合的能力。

　在投身軍旅後，玄文也未曾停下學習的腳步，喜歡音

樂及舞蹈的他，發揮舞蹈興趣參與三軍人型氣偶舞蹈表

演，同時協助完成音樂剪輯及舞蹈編排；此外，他也發

揮自幼學習的大提琴演奏，在許多活動表演場合成為現

場亮點。

　曾經在「天下第一營」衛戍總統府的玄文目前擔任高

雄憲兵隊調查士一職，執行公務之餘仍積極參與各項活

動，不僅持續參與各項表演活動，也同時擔任單位熱舞

社團種子教官，將專業與興趣運用於部隊活動中，用自

己的亮眼光芒，為部隊帶來更多的精彩。

高雄憲兵隊中士董玄文

多元學習創價值　展現自我放光彩
我憲兵，我驕傲

　常言道：「沒有安全就沒有一切。」

國家安全與否除了必須具備「未雨綢

繆」的憂患意識及平日落實「有備無

患」的預防工作外，更應體認「寧可

百年無戰事，不可一日無戰備」，國

家才可穩固立足在世界上。 

　近年中共對我國的情蒐作為，未因

兩岸政治與經貿交流頻繁而稍有減緩；

反之，中共對臺的接觸面日益擴大，

更有利於其從事各種情報蒐集的間諜

活動。分析近年破獲共諜案例顯示，

中共對我滲透蒐情手段日益多元，長年

積極運用「撒大網、花大錢、用美色、

抓把柄」等手段，並藉由「合法掩護非

法」的機會，對我進行多渠道、多面向

的蒐情或竊密等不法活動。尤其國軍

動態及軍備研發科技更是中共蒐情重

點；倘官兵無高度安全警覺與敏感度，

恐成為敵人滲透的突破口，進而威脅國

防機密安全。因此，全體官兵應建立

正確保密認知，並熟稔各項保密作為，

才能有效杜絕違規洩密肇生，共同維

護國防安全與國家利益。

　每位國軍官兵都是守護國家安全的

第一道防線，唯有大家落實各項保密

作為，才可使國軍保密工作更趨完備，

使國防安全多一分保障。「敵軍蒐情」

聽似僅存在於電影戲劇中的情節，其實

卻是無時無刻存在於真實世界中，官兵

切勿認為自己在部隊執行的工作瑣碎

平常，例如營區方向位置、任務時程規

劃、勤務執行細節等，這些對官兵而言

看似平常不過的訊息，都可能是敵人殷

切想獲得的情資，於是全體官兵皆應秉

持「多一份保密警覺，少一份洩密風

險」的觀念，遵守各項保密規定，不

與不相關人士談論公務內容，踐履「國

軍反情報責任制度」，消除單位潛藏危

安，防制敵諜滲透蒐情，及落實各項管

制作為，以確保國家整體安全與利益。

警衛大隊 簡睿宏士官長

落實保防作為 消弭潛存危安

　俗話說：「民以食為天」，用餐飲食

雖然是我們每天都會做的事情，但對於

國軍人員來說，在什麼吃飯的場合、與

哪些人吃飯，都是需要特別留意的，尤

其是與自身職務有著利益關係的對象邀

約吃飯，更是要果斷拒絕，因這可能是

違反規定的！若是自己的軍旅前途因一

頓飯局而葬送，是多麼的得不償失！因

此，如何巧妙應對各種飯局邀約以及選

擇用餐的對象，便是身為國軍人員，不

可不了解的課題。

　為使國軍人員執行職務，廉潔自持、

公正無私及依法行政，並提升國軍之清

廉及崇法務實形象，國軍特訂頒布「國

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內容臚列各式

廉政倫理規範，身為保國衛民的重要角

色，除了戮力戰訓本務、勤訓精練外，

更應遵守廉政倫理須知中的各項規範，

避免自己因不當的人際往來，成為違反

規定的新聞主角。

　「國軍人員不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

者飲宴應酬」、「國軍人員受邀或邀請

之飲宴應酬，雖與其無職務上利害關

係，而與其身分、職務顯不相宜者，仍

應避免」等，是「國軍廉政倫理須知」

中的部份條文，也是國軍人員廉潔自

持、保護自己及他人的最佳方式。我們

應該思索，一場飯局，可能是圖利廠商

的開始、可能是有心人士藉機探詢機密

的好時機，也可能是小人趁機讓你身陷

囹圄的設計，種種看似戲劇化的情節，

卻是新聞中偶有所聞的案例，也是斷送

自己前途的不智之舉，更是破壞民眾對

於國軍形象及信任的利刃。

　對於「關說贈與」，官兵千萬不能認

為與自己距離遙遠而未有正確認知，凡

事牽涉利益、權益、職位、財務皆可能

是有心人士意圖操作的範疇，於是當我

們在守護家園的同時，也應在廉政倫理

中遵守規範，方能建立國軍之清廉及崇

法務實之形象。

憲兵第211營 李婉榕中尉

減少飲宴應酬 防範關說情事

新北憲兵隊
下士張庭瑄

座右銘

不當別人的影子，

只當真實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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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出你/妳的



誠實˙熱忱˙公益

「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象徵

著憲兵忠貞廉潔之精神，不論時代環境如何改

變，每一位憲兵都應該嚴守份際、謹慎律己，

實踐「和平、勇敢、廉潔、慧敏」四大信條，

綻放最耀眼的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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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訓中心中尉范嘉芸

梅荷志節

濃霧駕車要小心 保持車距最安心
圖／取自網路新聞

軍法 (紀 )小叮嚀

　臺灣因地形因素極易於冬、春兩季發生霧之情形，起霧時間由夜間

至次日清晨最多，而大霧或濃霧產生時，對行車視線影響甚大，駕駛

人如事先未能採取適當應變措施，極易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行車遇濃

霧時應注意下列各點，以確保行車安全：

攝影於臺南市白河區，IPhone8 plus

• 「開車燈」：能見度不佳時，應即開亮大燈、

霧燈及危險警告燈，以提醒後方來車；如能見

度太差時，應從最近之交流道駛離高速公路，

請避免將車輛停於路肩上。

• 「保車距」：霧中行車時，應保持較長的跟車

距離，小心駕駛並避免變換車道，切勿緊急煞

車或將車輛停於車道上，以維護行車安全。

• 「做準備」：行車途中隨時收聽警察廣播電台

路況報導，注意高速公路沿線提供之資訊提早

獲知路況，俾能事先有心理準備，及採取因應

防範措施。

資料來源／福利處

圖／交通部道安督導委員會資料來源／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福利櫥窗

中華民國106年3月9日    星期四中華民國106年3月9日  星期四 中華民國 110 年３月 8日 星期一 7生活副刊



通訊員林蘋／臺北報導

　臺北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文山分會於上（2）月 27 日舉辦春節

感恩餐會，由文山區主任林進興先生主持，同時邀請理事長王茂

森先生、各分區主任及梅荷夫人共同參與此次盛會，同時也為 2

月份壽星的後憲學長及梅荷夫人們一同慶生，場面歡樂熱鬧。

　王理事長表示「一日

憲兵，終生憲兵」是每位憲兵共同的體認，而每次的活動參與，

藉整合組織各方意見，共謀地方發展，也是身為憲兵榮耀的具體

展現，期許協會未來持續順遂運作，為社會盡一份心力，將憲兵

愛民助民的精神發揚光大。

通訊員黃揚猛／臺南報導

　臺南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上（2）月 28 日舉辦第 10、11 屆理事長交

接暨幹部授證典禮，會中邀請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總會長謝慶堂先

生、副總會長許嘉富先生、南區聯誼會長蘇建仲先生及等貴賓，並在所有

嘉賓的見證下，完成第 10 屆理事長黃正華先生、第 11 屆理事長劉世保

先生交接典禮，象徵薪火相傳，榮耀延續。

　謝總會長致詞時表示，在原任黃理事長帶領下，協會展現高度凝聚力，

為社會挹注正向力量，感謝各位後憲學長長期的支持與努力，讓協會各項

活動及事務均能順利推行，期許在新任劉理事長能夠帶領協會繼續將憲兵

精神發揚光大。

圖／臺南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理事長交接暨授證典禮全體人員合影。

圖／謝總會長（中）主持印信

交接儀式。

圖／蘇會長（左）頒贈原任黃

理事長（右）紀念品。

圖／由林區主任帶領貴賓一同為壽星慶生。

圖／王理事長（右）於餐會中致詞。

圖／王理事長受邀參加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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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舉辦
第10、11屆理事長交接暨幹部授證典禮

臺北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文山分會春節感恩餐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