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訊員陳榮哲／臺中報導

　指揮官黃中將 12 日由士官督導長

邱士官長等幹部陪同，至憲兵第 203

指揮部龍昌營區慰問單位第 2、3 類

射手集訓人員，勉勵所有訓員把握集

訓的機會，彼此切磋琢磨，發揮「精

準射擊」技能。

　指揮官表示，要成為一位優異的射

手，必須經歷嚴格的體能訓練及心理

素質的磨練，所有訓員要有堅定意志

力及百折不撓的特質，並接受持恆的

磨練，方能克服各項環境因素，精準

擊中目標。

　指揮官強調，訓練應採「從嚴、從

難」的要求，同時針對射手個人的弱

項，找對方法訓練，才能提

升射擊成效；最後，指揮官

要求幹部，近期天候炎熱，

在訓練過程中，應要求官兵

多補充水分，並以「安全」

為首要，恪遵訓練紀律，確

保部隊整體戰力。

循序漸進　精準射擊
指揮官視導第 2、3類射手集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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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官兵養成防衛駕駛觀念，避免造成人員

及財產傷亡與損失，國防部後勤主管單位日前

特別提供「防衛駕駛 5 要訣」，原則包括「抬

頭遠看、放寬視野、雙眼游動、衡量環境、適

時示警」等，這些要訣不但適用於日常駕車，

對於經常實施戰術機動訓練的單位，也有很好

的教育意義，希望各級部隊能針對其中要項，

透過各種時機落實宣教，維護官兵生命安全。

  所謂的「防衛駕駛」，其意涵主要是「預測危險、

進而遠離危險」的一種駕駛與用路哲學。國防部所

提供的防衛駕駛要訣，正是以上述安全防險的方向

為出發點，具有實用性與積極意義。對於現今人員

與車輛密度極高的國內交通環境而言，防衛駕駛觀

念的導入，除可免除個人本身容易引起的危險外，

對於因他人引起的駕駛危險，也能經由預測與防範

作為，避免涉入其可能導致發生的交通事故；對於

常年戮力戰備的國軍官兵而言，防衛駕駛的觀念，

也是部隊從事戰術機動時，不可或缺的重要守則。

  「防衛駕駛 5 要訣」深刻的意義，其實在於

「強調以人的認知為主軸的用路觀念，提醒駕

駛人、用路人，除了注意周遭狀況（如路口、雨

天），勿違規侵犯他人，所有人更應該要從目

視、耳聽的察覺，進一步認知並預測接下來可能

發生意外之情境，進而預先採取必要措施，以避

免事故的一種駕駛、用路哲學」。廣義的防衛駕

駛觀念與應用範圍，不僅限於車輛駕駛人，也包

括如機車騎士、行人等所有用路人，平日即要

藉由增進認知能力開始，進而提升交通安全。

  俗語說：「行船走馬三分險。」從近幾年發生

的相關意外案例來看，營外車禍是國軍傷亡案件

之首，因演訓不慎發生的軍車、戰甲車事故，也

偶有所聞，造成的傷害，不但折損部隊戰力，對

於袍澤的傷亡，總令人感到惋惜與難過。為確保

行車安全，各級除應依規定，定期實施行車安全

教育，也要適時蒐整車禍案例、宣教影片，提

醒官兵謹慎駕駛，並可視需要邀請交通隊、監理

機關等專業單位，派員宣導交通規則，使官兵知

法守法，了解防止車禍之要領。除力行防衛駕駛

觀念，更要培養官兵「交通安全從自己做起」，

教育自律守法之習慣，以遠離車禍風險因子，

並保障自己與他人性命安全，維護部隊戰力。

  一般人會有駕車時心理認知的誤解，總以為只要

自己不違反規則，行車時就一定不會發生意外，卻

沒有想到，其實別的駕駛人，未必就不會違規；就

算大家都不違規，也並非所有駕駛人都是全神貫注

的。在這樣現實狀況下，防衛駕駛的積極意義，其

實是：「如果只有自己遵守交通規則，仍然是不

夠的。」我們千萬不可以假定其他駕駛人，都是

守規矩且專心的，而應在駕車期間，隨時主動採

取各種防禦措施，為可能發生的意外預作準備。

  從風險管理角度來看，「防衛駕駛 5 要訣」的

著眼，就是駕駛危機的預防，也是認知周遭風險的

作為。「抬頭遠看」指的是，將目視的前置時間，

投放在車速 15 秒之後所到達之處，及時應處各種

狀況；「放寬視野」則建議駕駛人，要將視野寬度

擴及兩邊人行道，縱深要遠及前一條交叉路口；

至於「雙眼游動、衡量環境」，也是認知與發現潛

在危機的最佳方式。行車時一旦發現狀況，除了

煞車、減速、轉向，為自己預留安全空間外，最

後也莫忘「適時示警」，降低行車意外的發生。

  除做好上述要求，我們也要提醒官兵與所有

用路人，應謹守絕不疲勞駕駛與酒後駕駛的原

則。根據相關研究，一般人駕車超過 2 小時，

身體產生疲乏導致駕駛技能下降，當睡眠不足或

缺乏良好睡眠品質時，駕車風險大幅提升；而酒

後駕車，更是行車安全不可犯的「天條」，一

旦駕駛人發生酒駕行為，在酒精作祟下，縱使

駕駛人想做到防衛駕駛的要訣，也力不從心。

  綜言之，任何事物均應以安全防險為最優先考

量。防衛駕駛觀念的養成，攸關行車安全，雖僅

是軍隊千頭萬緒事務中的一環；但如能將此一觀

念善加衍生，時時謹記「安全防險」觀念，針對

不同部隊的任務特性，妥慎考量氣候、裝備、人

員等狀況，預先擬定防範與處理作為，就能做好

風險管控，避免肇生危安事件。各級幹部都能依

照「程序、步驟、要領」等標準作業程序，在安

全前提下，強化人員狀況掌握、武器裝備檢整、

部隊機動及戰術作為，軍隊必然嚴整、有紀律。

( 轉 載 自 青 年 日 報 110 年 4 月 11 日 社 論 )

本報訊／臺北報導

　指揮官黃中將 9日主持新任主官、主管新職約見，期許新任幹部具有「責任

概念」，放下身段，要求自己在短時間內深入了解單位內所有人員及事務，並

在既有良好基礎上相互協調，戮力以赴，以正向積極態度接受新職務歷練，提

升行政效率，創造卓越績效。

　指揮官表示，主官、管肩負單位任務推動之關鍵角色，應隨時保持工作熱忱，

並做好「慎獨」的功夫，培養勇於任事的態度，以身作則，成為官兵效法的典

範，工作上克盡職責，全力以赴，戮力完成上級交付任務。

通訊員韓雅亘／新北報導

　指揮官黃中將 8日至憲兵訓練中心主持進修班隊精神勗勉，黃指揮官首先

肯定訓員，在單位表現優異，進而薦訓軍官正規班、士官長正規班及士官高

級班等進修班隊，培育部隊未來重要幹部；期許設定自己的目標，蓄積自我

的能量，逐級歷練、進修，往上晉升，不要怕壓力及挫折，學會成長才會蛻變。

　指揮官表示，憲兵為三軍模範，負有捍衛中樞、維護元首安全等重要任務，

且又具備軍司法警察身分，每一位同仁都要愛惜羽毛，共同捍衛憲兵榮譽；

此外，幹部是部隊的基幹，首重本職學能及基本體能，須妥善運用受訓期間

提升個人各領域之能力，完善自我專業專長，並在返回部隊時以身作則，運

用所學回饋部隊，成為「領頭羊」與單位官兵生活、訓練、戰鬥在一起。

圖／指揮官勗勉學員嚴守軍紀，充實自我。

圖／指揮官主持新任主官、管新職約見，鼓勵全力以赴、接受挑戰。

防衛駕駛勤宣導 守法上路遠危機

指揮官勉勵新任主官、管戮力以赴 指揮官鼓勵進修學員積蓄能量 突破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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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陳榮哲／臺中報導

　為強化新進官兵心理調適，提升

環境適應力，憲兵第 203 指揮部

12 日辦理「志願士兵 109 － 7 梯

次新進人員座談」，由指揮官張上

校主持，瞭解官兵生活適應狀況，

並鼓勵同仁秉持「多看、多問、多

學」的精神，勇於接受嶄新挑戰。

　張指揮官表示，進入全新環境，

同袍間應相互支持，並敞開心胸學

通訊員韓雅亘／新北報導

　憲兵訓練中心 13 日辦理演習前精神講話暨五

合一講習，由指揮官李上校主持，李指揮官首

先針對演習重點實施任務提示，並運用互動問

答方式加深官兵印象，期勉每位參演官兵務必

以安全為首要，順利完成此次任務。

　指揮官表示，演習係年度重要任務之一，故

藉此次講習，針對「通信資訊」、「保密防諜」、

「行車安全」、「膳食衛生」及「熱傷害防治」

等實施重點宣教，期使官兵熟稔各項戰演訓規

定，俾利演習任務圓滿成功。

習新知，戮力戰訓本務工作，同時藉由多元進修管道，設立目

標、充實自我，創造精彩的軍旅人生。

通訊員胡晏毓、韓雅亘／嘉義、新北綜合報導

　為精進士官幹部領導職能，本部邱士官督導長 8 日至嘉義憲兵隊實施「士官兵座談暨親考親

教」，藉與官兵座談，瞭解工作執行實況，同時分享個人工作經驗，提供意見交流之互動平台。

另邱士官長於 13 日至憲兵訓練中心，主持士官督導長班第 5 期精神講話，肯定同仁接受全新階

段的挑戰，期許運用所學，全力投入未來各項工作。

　邱士官長表示，士官幹部在部隊工作推展上，扮演重要角色，須以嚴格自律，並精進自我本

職學能，創造「被需要的」價值，期勉未來成為優秀士官幹部，戮力協助單位主官達成所交付

之任務。最後，邱士官長提醒，分析軍紀狀況之態樣，主因多為幹部未能掌握官兵狀況，或疏

於風險管控作為，故同仁應強化知官識兵工作，善用組織協助主官推動各項事務工作，維護單

位榮譽。

圖／邱士官長肯定同仁接受全新挑戰。

圖／邱士官長鼓勵嘉義憲兵隊同仁設定目標突破自我。

圖／邱士官長主持嘉義憲兵隊官兵生活座談。

辦理五合一講習

強化演訓安全

憲兵訓練中心各地區指揮部重要活動

通訊員上尉張翰浚／澎湖報導

　憲兵第 204 指揮部指揮官成

上校 8 日前往澎湖憲兵隊實施

軍法（紀）宣教，提醒官兵應

恪遵軍法紀相關規定，防範酒

駕並嚴守性別分際，並運用組

織，掌握官兵狀況，達到人

安、物安、零危安之目標。

　成指揮官提醒，全球疫情仍

嚴峻，防疫期間應避免出入人

潮眾多的場所，並落實各項防

疫措施，共同成為防疫的守門

人。另提醒同仁，單位身處外

島，時值季節交替近期天氣變

化較大，官兵應注意個人身體

保健，確維部隊戰力。

成指揮官期許恪遵紀律 捍衛榮譽憲兵 204 指揮部

圖／成指揮官提醒官兵注意

    自我身體保健。

憲兵 203 指揮部 張指揮官鼓勵新進人員向上進修

圖／張指揮官鼓勵同仁設立目標、充實自我。
圖／李指揮官主持演習前五合一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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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士官長鼓勵官兵突破精進  創造自我價值

圖／邱士官長提醒憲兵訓練中心受訓同仁，運用所學全力投入未來各項工作。



培育領導統御，精進管理知能

　士官督導長邱士官長表示，士官幹部為各單位任

務推動之重要關鍵，全體同仁應擔任「領頭羊」角

色，憑藉「專業」與「領導統御」帶領所屬向前邁

進，若能有令人服從的領導統御，則必將發揮強大

部隊效能，完成各項任務。據此，本次講習特別邀

請輔仁大學企業管理系夏侯欣鵬副教授及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系主任胡昌亞教授，分別針對「組織管

理」、「溝通管理」等課題實施授課，期透過專業

知識之傳授，增進同仁實務工作執行之能力，成為

部隊中堅穩固之橋梁。

暢通溝通聯繫，守護士官榮譽

　講習最後，由邱士官長主持綜合座談，瞭解各單

位實務工作執行情形，與同仁交流意見，並針對窒

礙提供協助，期能暢通溝通管道，建立良性互動平

台。最後，邱士官長表示士官同仁肩負單位管理、

訓練、維保、招募等工作的士官幹部，各單位士官

幹部應秉持「成功不必在我，突破創造價值」之理

念，持續投入本務工作，守護士官榮譽。

本報訊／綜合報導

　本部 12、13 日辦理「110 年士官職能講習」，由

指揮官黃中將實施精神講話，鼓勵全體士官同仁體

認士官職責，並秉持專業及熱情，戮力於各項事務

中；另提醒同仁應以自我表現成為全體官兵之標竿，

使單位嚴守紀律、突破各項挑戰。此外，為提升參

與人員領導職能及專業專長，本次講習安排「組織

管理」、「溝通管裡」、「軍法紀教育」、「心

輔教育」等多元課程，更邀請國內專家學者進

行講演，期能奠定專業基礎，投入各項本

務工作。

培育長才奠根基  精熟專業強戰力

110年士官職能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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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指揮官鼓勵同仁秉熱情、專業，

　　戮力實務工作。

圖／指揮官頒贈感謝狀予政治大學胡昌亞系主任。

圖／邱士官長主持綜合座談，與同仁交流意見。

圖／副指揮官頒贈紀念品予輔仁

　　大學夏侯欣鵬副教授。

圖／輔仁大學夏侯欣鵬副教授講

　　授「組織管理」主題。

圖／政治大學胡昌亞系主任進行

　　　「溝通管理」課題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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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張鴻舉／桃園報導

　桃園憲兵隊 8 日配合桃園市政府執行「110 年全

民防衛動員暨災害防救（民安7號）演習」，運用「動

員、災防、戰綜」三會報聯合運作機制，進而整合

政府、國軍及民間各項資源能量，共同進行防災演

練，降低災害擴散。

　本次演練以「防災重於救災、離災優於防災」為

原則，讓各單位更熟悉災情通報、疏散撤離、重大

交通意外、倒塌建築物搶救等各項應變作為，建立

合作默契和團隊精神，同時達防災宣導之效果。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19 日 星期一
5部隊活動

通訊員韓雅亘／新北報導

　為驗證後備動員能量，憲訓中心 12 日實施憲兵

後備 2 旅旅部暨 291 營教育召集訓練編成典禮，由

後備 2 旅旅長鄒上校主持，同時實施授旗儀式，延

續全民國防之精神，期召員在訓期中，精熟軍事專

長，厚植國防戰力。

　旅長鄒上校表示，教育召集訓練是鞏固國防後備

戰力重要的一環，藉由救災防救課程及各類軍事專

長複訓，廣儲民間戰備能量，更透過此次教育召集

訓練，讓召員親身感受現役部隊堅實戰力，進而提

升對國防的支持。

通訊員蔡佩容／高雄報導

　年度演習在即，為建立演習事務之正確認知，憲兵第

204 指揮部 13 日舉辦演習前五合一講習，由參謀主任張

上校主持，由各業管針對「通信資訊」、「保密防諜」、

「行車安全」、「膳食衛生」及「熱傷害防治」等面向進

行宣導，提醒官兵演習注意事項，以鞏固部隊安全。 

　張主任表示，透過辦理本次五合一講習，期建立同仁風

險防範觀念，確保演習安全，另演習規劃應縝密謹慎，並

在嚴密的安全管控下進行，藉此降低危安因子，同時提高

演習訓練成效。

204指揮部五合一講習 建立正確認知

圖／張主任主持204指揮部五合一講習。

聯合演練 提升防災意識 桃園憲兵隊參與民安7號演習

通訊員鄭進宏／雲林報導

　為提升全民反毒意識，雲林憲兵隊官兵 11 日前參與由雲林家

扶基金會舉辦「真摯心傳愛」愛心活動，並配合活動設攤實施反

毒宣導，藉由有趣互動問答方式，使民眾對毒品有更深層的認知，

有效達成反毒宣導效果。

　輔導長鄭中尉表示，毒品防制一直以來都是憲兵重要任務之

一，希望本次活動能使民眾與學子們，了解毒品的形式及傷害，

進而更加認識毒品、遠離毒品，同時加深對毒品的警覺心，建立

正確認知，共同向毒品說不！

雲林隊反毒宣導 展現決心 傳遞愛心

圖／桃園憲兵隊官兵協助執行航空器災害搶救演練。

圖／編成典禮由後備2旅旅長鄒上校主持。

圖／射擊前由連長陳上尉下達安全規定。

圖／典禮中進行授旗及印信交接儀式。

圖／桃園憲兵隊官兵實施現場交通管制。

圖／雲林憲兵隊獲家扶基金會贈感謝狀。圖／輔導長鄭中尉向民眾進行反毒宣導。

通訊員翁承楠／臺北報導

　為提升射擊訓練成效，強化官兵戰鬥技能，憲兵裝步第 239 營

12 日實施 T74 排用機槍實彈射擊訓練，由連長陳上尉下達安全

規定後，全體官士兵全神貫注，全心投入訓練工作。

　廖營長表示，單位平時嚴格要求機械訓練與槍枝保養，並透過

瞻視矯正及射擊姿勢調整等訓練，奠定射擊基礎，方能在本次訓

練迅速進入狀況，並藉教官進行個別教學，提升射擊穩定度，達

成「為用而訓、訓後能戰」的目標，厚植堅實戰力。圖／參訓官兵全神貫注，瞄準目標。

憲兵裝部第239營機槍實彈射擊 全神貫注 命中目標！

憲訓中心辦理教召 
強化後備動員戰力



通訊員姚羽婕／花蓮報導

　花蓮憲兵隊上士田凱倫出生於軍

人世家，自幼受到家中軍職長輩們

的影響，立定從軍的目標，高中畢

業後便投身軍旅，並選擇加入憲兵

的大家庭。

　田上士從軍 14 年以來，他從不

放棄任何受訓和進修的機會，並且

勇於接受挑戰，去（109）年憲兵指揮部成立「緝毒分組」時，

他主動投入領犬員的培訓工作，在其努力不懈之下，如今成為花

蓮憲兵隊緝毒犬分組組長。

　緝毒為憲兵工作中重要的一環，而成立緝毒犬分組，能有效發

揮嚇阻與查緝功能，他表示：「領犬員除了要接受相關訓練外，

還需具備強健體魄以及愛心與耐心」希望用實際行動，展現憲兵

維護社會治安，打擊毒品的決心。

　除擔任緝毒犬分組組長，田上士同時積極投入射擊訓練，擔任本隊狙擊手，運用個人專長協助單

位訓練工作；此外，他更把握時間公餘進修，目前就讀義守大學四年級的他，從不停下精進自我的

腳步，他相信唯有繼續接受全新的挑戰，才有開創自我價值的機會。

花蓮憲兵隊上士田凱倫

自我突破創價值 「犬」力出擊創價值

我憲兵，我驕傲

宜蘭憲兵隊
上士陳政哲

座右銘

只有你，具有改變

自身想法的力量。

「憲」出你/妳的

圖／田上士與夥伴 Lelsy合影。
圖／田上士目前擔任花蓮憲兵隊

    緝毒犬分組組長。

圖／田上士與Lelsy執行查緝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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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旅漫漫說 健全理財觀念 切勿兼職兼差204 指揮部勤支連
上兵魏萓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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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保防安全組

　近期發生多起不明人士利用網路社群，接觸國軍官兵蒐情案

例，經分析中共網軍透過臉書個人公開資訊，鎖定自述為現役

軍人或就讀軍事院校等對象，假冒高薪招聘智庫或國內情治單

位人員身分，透過社群軟體與國軍人員接觸，初期騙稱僅須提

供部隊一般資料即可獲取高額獎金等手段，利誘官兵蒐情。

　提醒國軍官兵網路社交活動，應提高安全警覺，倘遭可疑人

士接觸時應斷然拒絕；並切記，在網路世界中，凡走過必留痕

跡，勿因貪圖小利而觸法。

　官兵如發覺可疑情形，請立即向憲兵指揮部保防安全組檢舉

反映，檢舉獎金最高新臺幣500萬，讓我們共同維護國家安全。

資料來源／後勤通資處

　據台灣自來水公司公告，自4月6日起苗

栗縣、臺中市及彰化縣北部地區，水情燈

號轉為紅燈（分區供水），採「供水5天、

停水2天」措施；另依國防部指導，以節水

15%為目標，受影響地區要求重點如後：

國防部節水抗旱

應行注意事項
提高警覺 防敵滲透情蒐

演習前重點保密宣導－

請各單位完成儲水準備，避免集

中大量儲水，造成管線末端用戶

無水可用；另儲水容器應加蓋，

避免生病媒蚊或細菌。

避免集中儲水，加蓋防止病菌

復水後，若仍無法供水，或水源

有混濁、異色及異味現象，請立

即聯絡自來水公司協處。

注意水質狀況，異狀聯絡協處

每月總用水量（以繳費單為準）

1,000 度上者，須強制執行管致

作為，自主節水 20%，並應配合

自來水公司抄表作業

用水量若超標，配合管制作為

停水期間應關閉抽水機，避免馬

達空轉造成損壞；另為避免造成

虹吸污染，請將進水總表前制水

閥栓關閉。

抽水機防空轉，關閉制水閥栓

4 月 1 日起高雄水情燈號由黃燈

轉橙燈，連江縣由綠燈轉黃橙，

要求 204 及 205 指揮部加強落實

節水管控。

南部水情轉急，馬祖亦須注意

單位應秉「不浪費」原則，避免

高耗水作業；另考量在符合水質

標準前提下，水塔清洗作業延至

旱象解除後實施。

避高耗水作業，延後水塔清洗

　「嘿，也許你該找人聊聊」，是常常發

生於我們周遭朋友對話中的一句話，但是

反問自己，你有多久沒有將自己內心的想

法和情緒說出來了呢？我們常常這樣勸說

難過低落的朋友，但卻在自己身陷情緒漩

渦的時候，選擇了將負面情緒往深處吞，

而忘記紓解情緒最有效

的方式永遠都不是忍

耐，而是向人傾訴。

　本書講述一位

諮商師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諮商他人，但

下班後也尋求諮商協助的過程。你可能想

問「心理諮商師難道不能自己解決心理問

題嗎？」然而，我們總是很樂觀的認為，

能夠擔任諮商或是輔導角色的人員，天生

永遠活潑開朗，總是能夠消化自己的負面

情緒，但卻都忘記了，擺脫了這些身分

後，他們也是正常人，同樣有喜怒哀樂、

有哭有笑，為什麼會因為他們的職業工

作，便為他們貼上了一張「不會生病」的

標籤呢？

　然而在部隊中也經常看見類似的狀

況，對許多管理幹部而言，職務所賦予

的不僅是管理的責任，也同時帶來了一

道內心的枷鎖，因為自己的心理包袱，

而不敢與他人傾訴自己內心的苦惱，平時

傾聽著下屬無窮的苦水，卻無處消化自己

的煩惱，試想一顆成天灌滿氣的氣球，或

是一直拉扯的橡皮筋，怎麼會有不爆炸與

斷裂的一天呢？

　為了解決這樣因身分所帶來的問題，部

隊目前提供多元的輔導作為，無論是耳熟

能詳的心理輔導專線，甚或是民間資源鏈

結，就是希望透過不同於傳統的晤談諮商

方式，讓不只是基層的士兵能夠得到心理

上的輔導，更能讓士官、軍官等重要幹

部，在面對內心的壓力時，找到能傾訴的

對象，也只有透過將情緒表達出來，才能

將排除心裡所承受的苦悶，避免過度承擔

壓力，進而影響了平常生活的表現。

讀後心得：憲兵第203指揮部 馬家德上尉

好書
推薦

作 者 ：  蘿 蕊 ･ 葛 利 布 出 版 社 ： 行 路 出 版 社

《也許你該找人聊聊》

一個諮商心理師與她的心理師，以及我們的生活

忠
貞
要
聞



多元發展創價值

通訊員蔡佩容／臺南、臺東報導

　臺鐵太魯閣號發生重大意外事故，造成嚴重傷

亡，指揮官黃中將分別於 9、14 日至臺南及臺東

殯儀館向此次不幸罹難的同仁上香致意，並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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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會長蘇建仲先生及高雄、

屏東、臺東理事長、臺南榮譽理事長黃清顯先生

等重要後憲幹部，共同慰問罹難者家屬。

　指揮官對於本次意外事故表示遺憾與不捨，並

允諾將全力協助慰問、撫卹等相關事宜，並衷心

希望家屬在同袍的支持以及各界的關心與支援

下，早日走出傷痛。

　此外，軍人之友社理事長李棟樑先生與副參謀

總長執行官徐上將另於 12日偕同臺南後憲理事長

劉世保先生至臺南殯儀館向此次不幸罹難的蔡姓

上兵上香致意，同時向家屬表達哀悼慰問之意。

圖／指揮官率同仁及後憲幹部至臺東殯儀館上香致意。

圖／指揮官贈慰問金予臺東莊員家屬。

圖／謝總會長偕總會幹部及相關理事長贈慰問金予臺東莊員家屬。 圖／謝總會長慰問臺南蔡員家屬。

圖／指揮官率同仁及後憲幹部至臺南殯儀館上香致意。

圖／李棟樑理事長（前排左）偕徐副總長執行官至臺南殯儀館上香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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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松情誼

溫暖相伴

指揮官與中華民國後憲荷松總會慰問臺鐵事故家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