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訊員熊啟勝／新北報導

　指揮官黃中將 16 日視導快速反應連「第二梯次駐地

專精」訓練成效，由 202 指揮部指揮官于少將等幹部全

程陪同，期勉受訓官兵，在專精訓練過程中，務必遵循

教官指導，提升單兵作戰技巧及射擊穩定度，強化衛戍

區戰力。

　指揮官表示，快速反應連除從事大型重型機車駕駛訓

練外，更應藉由專精訓練，強化射擊能力及熟稔編制武

器運用技巧，透由持恆訓練，勝任衛戍區機動應變任務；

期藉公開表揚，勉勵專精訓練績優人員，提昇官兵榮譽

感及向心力。

　最後，指揮官叮嚀幹部，確保訓練安全及官兵生活照

顧，應注意官兵身體保健等，勉勵同仁恪遵嚴禁酒駕及

涉毒等重要軍紀要求事項，維護憲兵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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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防部長邱國正日前主持「廉政工作會報」

時強調，「確保官兵平安」與「維護軍紀安

全」是相同概念，各級只要將工作按部就班做

好，就會獲得彰顯；而組織功能的發揮、領導

者的態度，至為關鍵。相關談話無論從領導統

御藝術，或現代企業管理角度，皆殊值省思。

  談話中，邱部長強調，身為部長，「讓所有幹

部都能負起應擔負的責任」是他對大家的期許；

當建立此一觀念共識，各級主官便能思考，如何

建立「職責分明，權隨責來」的運作機制，臻

於「人人有具體的職掌、事事有合理的標準、

時時有規律的運作」境地。相關談話內容，揭示

了 3 個重要的前提、也是關鍵打底工作。其中首

要即為領導者的態度，二是部隊各司其職、各有

定責，三是輔導重於檢討、預防重於究責。唯有

落實這 3 個向度，方能確保官兵和部隊的平安。

  首先，領導者的態度，之所以居 3 向度之首，

主要原因在於軍隊是一個階層式組織，各級幹部

的領導，決定部隊的成敗。論語中說：「君子之

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說

明了領導者的一言一行，都會對部屬產生重大影

響，這也就是部隊常說的「兵隨將轉」、「強

將手下無弱兵」。只要各級領導幹部能以身作

則，自然可喚起「跟我來」（Follow Me）的熱

情及集體意志，也就沒有任何克服不了的難關。

  那麼，做為一個軍職領導者，必須具備什麼樣

的條件和態度呢？ 2000 多年前的孫武曾明白揭

示，「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此即國軍

的軍人武德。所謂的「智」，是要有解決問題、

克服挑戰的智慧；「信」強調的是部隊的「三信

心」，也就是對長官要有信仰，對部屬要能信任，

對自己要有自信；「仁」則是要照顧部屬，就是

要「確保官兵平安」；「勇」是要具備面臨困境

保持冷靜客觀的勇氣；「嚴」的一個面向是嚴

以律己，另一面向則要嚴格要求軍隊各項紀律。

  其次則是必須做到「各司其職，各有定責」。

如前所述，部隊乃階層式組織，各階層均肩負應

履行的職務，只要每個人都忠於職守，自然能將

工作做好。另一方面，隨著各項職務而來的是

「責任」。「責任」不同於「義務」，前者是

一種倫理觀，後者則含有強迫性，是個人因職責

所產生的自發性履行行為。析言之，若每個人均

能主動履行應負責任，至少就不會有違法犯紀行

為；積極方面，更可發揮部隊整體戰力及功能。

  事實上，從當代企業經營角度來看，「各司其

職，各有定責」亦可發揮所謂「層級優勢」，

含括 3 方面價值，即因組織分工明確化、規範

化和標準化，可發揮個人最大潛能，凝聚組織

最大力量；個人可對己身工作自行評估，各層級

也能進行管理，提高工作質量；組織得以客觀考

核所有人工作表現，並適時調整職務，更能提升

個人和組織效能。此原理，亦適用於軍隊管理。

  邱部長提到的最後一項重點，是「輔導重於檢

討、預防重於究責」。雖然這是兩句話，但其實是

一體兩面。從心理學角度言，所謂輔導，係透過認

知、情感、行為或系統性的介入方式，協助當事人

發揮個人價值、提升個人成長與發展，進而緩解其

心理困擾。所以，輔導是一種先行性、預防性作

為，且重點在於解決問題和自我提升。若對「守法

重紀」過於強調事後的懲罰，卻忽略了事前的輔

導，則憾事已然發生，檢討究責亦彌補不了所肇

生傷害。故真正重要的，實為預防、而非追懲。

  「輔導重於檢討、預防重於究責」，亦屬預防

性危機管理觀念，強調組織應對其形象危機的隱

患及發展趨勢，進行監測、診斷及預控等系列

作為，包含預警分析、警示預報和預控對策。

從部隊管理角度言之，可發現只要落實人員輔

導，往往就能見微知著，進而化危機於無形。由

此可見，與其毫無目標地搜尋部隊管理可能的漏

洞，不如一步一腳印，確實做好人員輔導工作。

  整體而言，邱部長用簡單平實的「平安」2

字，表達了對部隊「廉政」和「軍紀」的期許。

其間尤為重要的，是以實實在在的精神，在健全

制度與周延規範下，穩紮穩打、按部就班地推動

建軍備戰工作，進而無懼中共軍力擴張威脅，強

化國防戰力，為確保國家安全，奠定堅實基礎。

( 轉 載 自 青 年 日 報 110 年 3 月 17 日 社 論 )

通訊員韓雅亘／新北報導

　指揮官黃中將 16 日前往憲兵訓練中心，主持「儲備士官班 44 期精神

講話」，勉勵學員於受訓期間，把握各項訓練的機會與資源，專注提升本

職學能，成為未來部隊事務推展之中堅戰力。

　指揮官表示士官幹部為單位任（勤）務之重要推手，同仁務必強化自身

能力，同時「以身作則」帶領單位完成各項事務。最後，指揮官提醒官兵，

務必秉持「守法、守紀、重榮譽」之精神，恪遵各項軍法紀要求事項，嚴

守紀律、謹言慎行，共同捍衛憲兵榮譽。

本報訊／臺北報導

　指揮官黃中將於 16 日主持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第 61 期見學精神講話，指

揮官首先感謝司法官學院肯定本部軍、司法偵辦專業職能，4年來皆協請本部辦

理司法官學員見學交流，增進學員對於憲兵刑案偵辦流程、刑事鑑定職能等領域

之了解，同時促進軍、法雙方之互動交流，共同建立良性溝通平台。

　指揮官座談時表示，見學課程設計主要使學員瞭解憲兵機關運作模式及任務內

容，藉以增進雙方互動與交流，期盼透過見學機會，讓司法官學員能進一步瞭解

憲兵在司法警察職權行使的特性與優點，也期許未來在各地服務時，能增進與憲

兵隊之間的良好互動，共同為維護社會治安工作盡一份心力。

克盡職責守紀律 穩紮穩打增戰力

指揮官慰勉儲士班44期 指揮官主持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司法官第 61 期見學精神講話 勇於任事 做部隊中堅

中華民國 110 年３月 22 日 星期一
2焦點新聞



通訊員許毓焄／新北報導

　因應國防部第一季體能鑑測在即，憲兵第

205 指揮部指揮官文上校 11 日至南勢埔靶場，

慰勉受測單位－憲兵第 601 連，期許官兵於訓

練中累積經驗，蓄積作戰能量，並於鑑測時機

發揮訓練成果，奪得佳績。

　文指揮官表示，精實訓練係國防戰力之基礎，

在平時射擊訓練中，便應針對槍械操作及射擊

姿勢等方面進行訓練，並針對官兵狀況進行個

別指導，以有效提升個人射擊能力，並提升團

體成績，爭取單位榮譽。

通訊員粘煌翊／臺中報導

 政戰主任余少將 12 日偕同憲兵

第 203 指揮部政戰主任張上校、

榮服處服務組沈組長、志工以及

富仁里施里長等人，前往練武退

舍，參加人瑞姚瑞齋老先生百歲

慶生活動，代表政府感謝他戎馬

一生保家衛國，並關心生活狀況，

表達政府與國軍對榮民袍澤的

關懷與照顧。

　姚爺爺與夫人陳明珍女士

結縭10餘載，兩人鶼鰈情深，

在夫人的細心照顧之下，雖然

已高齡 100 歲，但是身體非常硬

朗與健康，姚爺爺感謝這麼多人

特別前來祝賀，讓他倍感窩心。

圖／政戰主任（右2）、榮服處沈組長　

　　（右1）、施里長（左2）、替姚瑞齋

　　老先生（中）慶祝百歲生日。

圖／姚瑞齋老先生與伉儷陳明珍

　　女士，兩人鶼鰈情深。

通訊員張登庠／屏東報導

　督察室副主任楊上校 11 日至屏東憲兵隊實施法治教

育，援引近期案利宣達軍紀安全要求事項，藉此深化官

兵軍法紀觀念，同時以動態影片方式活化宣教，將法紀

觀念深植官兵心中。

　楊副主任表示軍紀安全為部隊戰力確保之表徵，同仁

應秉持「軍紀安全沒有假期」之觀念，不論在營內、

外，皆應恪遵軍紀營規。同時提醒官兵，單位地處南部

地區，近日天氣變化較大，應穩定心情，避免產生浮躁

情緒，衍生後遺；此外，官兵應認清憲兵身為軍、司法

警察身分之職責，秉持「重榮譽、守紀律」的精神，捍

衛憲兵榮譽。 圖／楊副主任以近期案例向官兵宣導。

國防部體能鑑測

憲兵第601連準備好了！

憲兵第 205 指揮部

各地區指揮官活動行程

百歲壽誕  喜慶鶴齡

通訊員陳怡君／臺北報導

　憲兵第 202 指揮部 10 日召開 3

月份戰訓整備會議，由指揮官于

少將主持，提醒各級領導幹部秉

持「幹部練指揮，士兵練戰技」 

原則，持恆教育訓練工作。

　于指揮官表示 3 月份為戰備訓

練月，各單位需強化縱向指揮及

橫向協調之能力，並完善後勤整

備機制，將每一次的戰演訓任務

視同正式作戰，全力以赴，共同

為憲兵部隊奠定強固戰力基礎。

強化縱向指揮，維繫橫向溝通

3 月份戰訓整備會議憲兵 202 指揮部

圖／于指揮官（左）主持3月份

戰訓整備會議。

通訊員梁詠順／新北報導

　為慰勉基訓部隊官兵辛勞與提振

士氣，憲兵第 203 指揮部指揮官張

上校 8 日慰問南投、彰化憲兵隊基

訓混編中隊，期許官兵齊心協力，

共同攜手完成眼前挑戰。

　張指揮官表示，基地訓練是驗收

本職學能最佳時機，官兵應勤訓精

煉，提升部隊戰力，此外，基訓期

間應恪遵各項軍紀要求，確維部隊

戰力，矢志完成各項訓測科目。最後，期許每位官兵「戮力訓

練、展現實力、奪得佳績」為軍旅篇章中留下難忘的一頁。

憲兵 203 指揮部 基訓混編中隊誓奪佳績南投

彰化

圖／張指揮官（左）頒贈基訓部隊慰問品，鼓舞士氣。

圖／文指揮官（右）鼓勵憲兵第601連全力以

赴，共同奪得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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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戰主任慰問練武退舍單身退員

督察室副主任提醒「軍紀無假期」



通訊員蔡佩容 /高雄報導

　狙擊手，在戰時雖是戰術部署，但卻能達到

戰略的效能，一位合格的狙擊手需經過扎實的

訓練，並擁有沈穩冷靜的堅強抗壓性，同時與

「觀測手」建立高度默契，方能在關鍵時刻，

給予敵方致命一擊。去（109）年本軍以穩定的

射擊能力與高度的團隊默契，在「國防部狙擊

手競賽」中奪下第一類冠軍、第二類亞軍的亮

眼成績，為延續強盛氣勢，各地區指揮部皆辦

理狙擊手精神動員活動，集眾人之志為參訓的

狙擊手們加油打氣，同時勉勵選手們在未來的

訓練都能全力以赴，並展現高度向心，期許再

以優異表現，共同為單位爭取更高榮譽！

204 指揮部狙擊手精神鼓舞

「憲」在出擊 蓄勢待發

全體齊心  全力以赴

憲兵指揮部狙
擊手精神動員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22 日 星期一
4部隊專題

圖／憲兵第2
05指揮部文指

揮官實施狙擊
手精神講話。

圖／憲兵第2
04指揮部成指

揮官接受狙擊
手宣誓誓詞。

圖／憲兵第2
04指揮部同仁

祝福參訓狙擊
手順利成功。

圖／憲兵第202指揮部狙擊手執行硬漢嶺行軍訓練。

圖／憲兵第202指揮部阮士官長對狙擊手精神講話。
圖／憲兵第2

04指揮部狙擊
手立功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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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林冠亨／新北報導

　憲兵第202指揮部基訓部隊9日實施步槍防護射擊、

三線射擊先期測驗，由連長陳上尉擔任射擊指揮官，

在下達安全規定後，期許官兵發揮平日練習的成果，

為單位爭取射擊佳績。

　陳連長表示，本次防護射擊測驗科目中，除驗收官

兵槍枝射擊穩定度之外，更考驗在視界受防毒面具侷

限時之射擊能力，而受測官兵不畏挑戰，展現高昂鬥

志，發揮平時訓練成果，共同完成測驗科目，攜手為

後續基地訓練做足準備。

通訊員張鴻舉／新竹報導

　為提升官兵射擊技巧，新竹憲兵隊日前實施步槍實

彈射擊訓練，由隊長古中校帶隊，訓練過程中官兵依

彈著點調整瞄準，熟稔個人射擊模式，提升槍枝操作

及射擊穩定度。

　古隊長表示本次訓練置重點於姿勢調整及熟稔各項

射擊要領，透過種子教官的引導下，穩固提升射擊穩

定度，同時提醒官兵應隨時嚴守射擊紀律，在安全無

虞的狀況下進行訓練，期許同仁把握訓練時機，強化

對槍枝熟悉度及加強瞄準要領，有效精進射擊成效，

進而強化部隊戰力。

通訊員蔡思民／苗栗報導

　近日苗栗地區血庫告急，苗栗憲兵隊 10 日由隊長陳

中校率領官兵，前往苗栗捐血站挽袖捐血，一同響應

「捐熱血、做公益」活動，為社會「憲」出溫情。

　陳隊長表示，單位平時執行各項任（勤）務，協助

當地治安維護，本次活動更透過實際行動，號召官兵

前往捐血站一起挽袖捐出熱血，用另一

種方式執行「保家衛國」任務，同

時期許藉此發揮拋磚引玉之

效果，帶動社會正向

能量，展現「軍愛

民、民敬軍」的

互助精神。

通訊員韓雅亘／新北報導

　憲兵訓練中心志願士兵 109 － 7梯日前實

施手槍實彈射擊訓練，由中隊長楊上尉下

達安全規定，提醒官兵務必按程序、步驟、

要領實施射擊訓練，期能透過訓練奠定學

兵射擊基礎，銜接後續訓練課程。

　楊中隊長表示，射擊技能為部隊戰力發

揚之基本，官兵應在訓練初始階段基礎穩

固奠定，以利後續進階訓練之銜接，期勉

每位受訓學兵把握訓練時機，累積戰力能

量，實踐軍人捍衛國家之職責。

中華民國 110 年３月 22 日 星期一
5部隊活動

通訊員張嘉芫／新北報導

　憲兵第 204 指揮部臺南、屏東基訓混編中隊 8 日

進行基地訓練先期測驗，由中隊長黃少校帶隊，測

驗科目包含編制武器射擊、三項基本體能、五百公

尺障礙超越及戰鬥體適能等 4類 18 項，藉此驗證單

位平時訓練成效，測驗過程，受測官兵卯足全力，

展現平時訓練成果，共同為單位爭取佳績。

　黃中隊長表示先期測驗係基地訓練前，掌握單位訓

練狀況之重要指標，本次測驗每位官兵皆展現高昂

戰志，發揮團隊向心，共同為未來挑戰，做好準備！

圖／新竹憲兵隊官兵透過導師引導，調整個人射擊姿，

提升個人涉及穩定度。

圖／受測官兵進行步槍臥姿射擊預習，調整射擊姿勢。

心

憲兵訓練中心志願士兵109－7梯手槍實彈射擊訓練

憲兵第202指揮部基訓部隊步槍實彈射擊訓練

人槍合一  百發百中

新竹憲兵隊步槍實彈射擊訓練

苗栗憲兵隊挽袖捐血「憲」大愛   挹注正向能量

臺南、屏東憲兵隊
基訓混編中隊先期測驗
團 爭結 取一 榮 譽

圖／苗栗憲兵隊至苗栗捐血站捐出熱血，「憲」出大愛。

圖／受測官兵進行槍枝分解、結合測驗。

圖／受測官兵於戰鬥體適能中操作手榴彈投擲。

圖／受測官兵於測驗前共同加油打氣，鼓舞士氣。

圖／109－7梯士兵實施手槍射擊預習，練習射擊穩定度。 圖／109－7梯士兵由導師引導清、驗槍動作。



通訊員蔡思民／苗栗報導

　我是苗栗憲兵隊下士王逸楓，當初為了減輕家中負擔，

毅然從軍加入憲兵大家庭，在到部隊服務後透過打靶訓練

而接觸槍枝射擊，也因此對其產生興趣，為了挑戰自己，

我主動和單位幹部表示想參與更進一步的訓練，進而加

入了特等射手集訓的行列，目標是成為一位優異的特等射

手，為單位爭取榮譽。

　在興趣與努力的加持下，我在去（109）年度憲指部的特

等射手鑑測中拿下了 300 分滿分的成績，更榮幸能代表憲

兵參加在陸軍步訓部所舉辦的「國防部特等射手滿分

人員射擊競賽」，與友軍共計 18 位射擊好手一同競

爭較勁，最後我靠著平日的扎實訓練，奪下全軍

第 5名的成績，也是所有憲兵選手中的第 1名；

今年，我將再次挑戰自我，在平日的集訓中，

更加要求自己的射擊穩定度，希望能在年

度的鑑測，奪得更優異的成績，為憲兵

爭取榮譽，同時也能繼續秉持初衷與

努力不懈的精神，為自己的軍旅篇

章，添上精彩的一頁。

苗栗憲兵隊 下士王逸楓

不忘初衷永無懼 巾幗好手創佳績

我憲兵，我驕傲

通資作業連
一兵陳朝昱

座右銘

一個人幸運的前提，

是他有能力改變自己。

「憲」出你/妳的

　戰國時代著名思想家韓非子於其著

作《說難》中曾寫到：「夫事以密成，

語以泄敗。」簡短的內容中，卻完整陳

述保密工作的重要性，可見在距今超

過千年的戰國時期，便深刻體悟，保

密工作攸關軍事作戰成敗、部隊存亡，

甚至影響國家安全；而身為現代國軍的

我們，同樣肩負保家衛國之重責，且面

對從未趨緩的敵情以及日益發展的科

技，更應建立審慎及嚴謹的保密觀念，

面對當前安全威脅與挑戰，同時培養

見微知著能力，提高安全警覺，恪遵

各項保密作為，且落實機密維護工作，

防範洩密違規事件。

　檢視近年國軍洩密案件，分析成因

乃以遭中共透由親朋好友、軍中舊識

及退伍同袍滲透吸收，藉以接觸官兵，

並誘惑進行蒐情變賣圖利為大宗，顯

見中共蒐情手段在兩岸相對和平的時

代仍層出不窮，且手法與日俱進，不

可大意。因此，為健全保密觀念，各級

幹部平時應以「貼近情境，親身體驗」

之方式，持續宣達及落實保防教育，加

深官士兵對於保密的概念與警覺，同時

熟記保密四不原則「不說不該說的話、

不去不該去的地方、不吃不該吃的飯、

不收不該收的錢」，並熟稔相關保密

法令，以收教育之效。

　許多官兵認為「共諜」、「洩密」、

「國安」等詞彙，與自己距離遙遠，

而產生「與我無關」之錯覺，然而舉

凡任何業務資訊、勤務內容、行程動

向等看似平常的內容，皆可能是敵軍

覬覦之目標。於是身為國軍的一分子，

在戮力戰訓本務同時，應深刻體悟保密

工作為軍事作戰的關鍵致勝因素，若保

密措施或安全警覺稍有不慎，恐導致國

家暴露於危夷之際，因此，每個人都

必須建立「人人懂機密，個個會守密、

時時要保密、處處防洩密」的觀念，

唯有如此方能有效消弭機密資訊外洩

罅隙，確維國家整體利益及安全。

花蓮憲兵隊 胡桐軒中尉

嚴守保密規定 維護機密安全

　毒品是危害社會的亂源，隨著時代進

步，毒品的種類與買賣管道不斷推陳出

新，影響及使用之年齡層也不斷擴大。

為防制毒品氾濫，行政院早在民國 106

年即提出「新世代反毒策略」，進行

各項改革工作，迄今已成功查獲大批

違法毒品，且使用毒品人數也大幅降低

超過 3 成，顯見已有效發揮遏止成效。

但反毒工作從不停歇，為澈底滅絕毒

害，「新世代反毒策略 2.0」也將在今

（110）年展開，政府以跨部會、跨地

方、跨領域之整體作戰方式，全力達成

「溯毒、追人、斷金流」之「斷絕毒三

流」之反毒總目標。

　現在的毒品型態已非教科書上單純的

幾項種類，所謂新興毒品並非「新發

明」，而是「新的不當使用」，其出現

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規避法律對於毒

品的管制。透過重新包裝，以飲料、糖

果的新型態及網路管道，販售給年輕族

群，更甚至污染校園，殘害學齡兒少，

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同時，隨著許多

社會青年加入國軍行列，毒品也企圖伺

機而入，覬覦禁不起同儕誘惑或外界聲

色刺激之官兵，進而將魔爪深入反毒破

口，危害部隊純淨。

　國軍是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的重要支

柱，絕不可與毒品有任何牽連，面對工

作壓力，可利用正當休閒活動適時舒展

身心及調節壓力。平時不斷的宣教，落

實官兵尿液篩檢，嚴格門禁查察，皆是

國軍重要的防毒工作。同袍間舉止若有

出現違常或發現有接觸毒品者，也應第

一時間向上級回報協處，澈底根除毒品

戕害，以鞏固國軍整體戰力。 

　此外，憲兵部隊在反毒、防毒工作中

更是不遺餘力，去（109）年分別在士

林、台中、高雄及花蓮憲兵隊等單位編

成緝毒犬分組，完成北、中、南、東地

區之反毒能量建置，針對部隊毒品防制

增添新血，強化國軍反毒能量，貫徹政

府反毒決心

憲兵指揮部勤務連 鄭珈儀中尉

新型毒品多變 提高警覺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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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實˙熱忱˙公益

車軌是擊電奔星的光影，在每個夜幕低垂

裡，璀璨奪目稍縱即逝；披星戴月的年華

裡，騰出分秒，享受生活，感受宇宙間的

寧靜。

忠貞攝影藝廊
202 指揮部勤支連韋玉涵上兵

城市的片刻

野生動物要當心 私自處理恐判刑

圖／取自網路

軍法 (紀 )小叮嚀

　2017年基隆一名男子，見到家中陽台突然竄出一條眼鏡蛇，當時眼鏡

蛇仍為保育類動物（2019年1月降為一般野生動物），仍持竹竿將其活

活打死，並將照片PO在LINE群組。事後男子遭基隆地方法院依法判處6

個月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緩刑2年。提醒同仁，遇到野生動物應協

請農業局或消防人員處理，切勿私自處理，危險也可能違法喔！

攝影於台北市中山區

SONY a6600

•	 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1.使用禁止之方式，獵捕、宰殺保育    

  類野生動物者。

2.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獵捕、宰  

  殺保育類野生動物者。

3.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者。

4.於劃定之野生動物保護區內，犯前項

  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

資料來源／環境資訊中心

資料來源／青年日報社

福利櫥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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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張鴻舉／桃園報導

　桃園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中壢分會日前舉行第九屆區主

任暨會職人員就職典禮，由連任分區主任張峯銓先生主

持，並邀請桃園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理事長林萬益先生、

榮譽理事長童永康先生、桃園憲兵隊隊長趙上校等嘉賓

一同參與，典禮隆重盛大，展現後憲組織的堅強向心力。

　林理事長表示，在張區主任卓越領導下，中壢分會後憲

同仁參與各項公益活動不遺餘力，同時也對地方治安共盡心

力，獲得各界的肯定與認同，期勉未來持續強化後憲袍澤的團結與合

諧，繼續為社會帶來更多正向的力量。

通訊員蔡佩容／高雄報導

　高雄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三民分會及林園

分會日前分別舉辦幹部授證典禮，由三民區主

任陳武田先生及林園區主任廖輝德先生主持，典

禮中頒發幹部證書給各個分組同仁，並期許未來的日

子，共同為分會盡一份心力。

　典禮皆邀請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長謝慶堂先生、總會執

行長楊信鴻先生、高雄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理事長郭進國先生等

重要幹部參加，共同見證幹部授證典禮，總會長感謝三民區及林

園區同仁長期的努力，也期許所有後憲先進未來持續參與協會事

務，共同傳承忠貞精神。

圖／高雄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林園分會授證典禮。

圖／高雄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三民分會授證典禮。

圖／謝總會長於典   
　　禮中致詞。

圖／與會同仁頒贈紀念品予張峯銓區主任。

圖／桃園憲兵隊隊長趙上校頒贈紀念品予張峯銓區主任。

圖／張峯銓區主任　　

　　致詞。

圖／林理事長於典禮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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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中壢分會區主任暨會職人員就職典禮

高雄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三民、林園分會授證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