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訊員李光桓／新竹報導

　指揮官黃中將 4日在 202、205 指揮部指揮官等幹部陪同下，

前往陸軍北測中心視導編制專長武器射擊訓練，對官兵戮力戰訓

本務表達慰勉之意。

　指揮官首先肯定官兵平日精實訓練的辛勞與付出，針對紅隼火

箭彈、40榴彈槍及T85榴彈發射器等武器實施

實彈射擊訓練，並以熟稔的射擊技巧和高

昂士氣，圓滿完成射擊任務。

　指揮官同時勉勵所有進訓官兵，把握

訓練機會，藉以磨練個人射擊技巧，

厚植部隊基礎戰力，並提醒幹部應利用

射擊訓練磨練指揮能力，並落實防險工

作，秉持「從嚴、從難」精神，有效提升

訓練成效。

指揮官視導部隊實彈射擊 勉勵官兵持恆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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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0輪轉式榴彈槍射擊訓練。

圖／指揮官與全體參訓官兵合影。

圖／T85榴彈發射器射擊訓練。 圖／紅隼火箭彈射擊訓練。

圖／指揮官勉勵官兵持恆訓練。

圖／指揮官頒贈憲兵第202指揮部參訓官兵團體加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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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夏即將來到，許多人為了消暑，喜歡在下班

後或閒暇時刻，來杯冰涼的酒精飲料，儘管「喝

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已是國人耳熟能詳的警

語，但社會上酒駕釀禍事件仍層出不窮，不但造

成許多家庭破碎與天人永別的悲劇，更使社會

付出龐大成本，令人遺憾。「防制酒駕人人有

責」，一定要付出行動，全面消弭酒駕情事發生。

  「酒駕」一直是世界各國重視的社會治安問

題，為遏阻酒駕惡行，各國無不祭出重罰，希望

能保障人民生命及財產安全。我國為防制酒駕，

立法院於民國 108 年三讀修正通過《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加重酒駕罰則。包

括騎車或駕車酒測超標可處新臺幣 1 萬 5000 元

至 12 萬元罰鍰、同車乘客處 600 至 3000 元罰

鍰、拒測一次可處 18 萬元罰鍰；酒駕累犯者，

重新考照後，車輛將被強制安裝酒精鎖 1 年等。

  根據新制，機車及汽車酒駕累犯，5 年內 2 度

累犯將處以最高罰鍰 9 萬元及 12 萬元；第 3

次則以前次之罰鍰金額，再加罰 9 萬元，可累

次重罰。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

照，並不得再考領。除了加重刑度外，警政署

也針對轄區易發生酒駕路段、時間，彈性規劃

稽查勤務，推動「區域聯防」聯合稽查機制，

加強機動巡邏攔檢，以提高執法強度及頻率。

  根據警政署統計，酒駕新制施行後，近兩

年酒駕肇事件數，已由民國 104 年 1 萬 2 千

件， 降 至 民 國 109 年 8 千 8 百 件， 平 均 年

減 6.0％，每年死亡人數亦由 467 人降至 295

人。數據顯示，政府透過嚴刑峻法嚇阻、雷

厲風行執行，並藉由積極宣導、加強路邊攔

檢及嚴格取締，已讓酒駕肇事率明顯下降。

  然而，我們絕對不能對酒駕數據下降而自喜，

因為社會上仍不時發生酒駕肇事的慘痛案例，顯

示仍有少數民眾心存「不會有事的」、「沒這麼

倒楣啦」、「不會遇到警察」等僥倖想法，執意

酒後上路，將自身與他人安全置於險境。當發

生血淋淋的事故，酒駕肇事者對自己行為有再

多的悔恨，甚至下跪道歉，也喚不回寶貴生命。

  事實上，酒駕是發生層面最廣泛、年齡層分布

最普遍，衍生十分嚴重的犯罪行為；不僅是公共

安全問題，更是社會、心理、教育與司法等各層

面的問題。因此，除需要行政、立法等機關通力配

合，亦須從法令、公民道德、理性和常識間相互

為用，將「恣意酒駕是嚴重犯罪」的想法，內化成

個人、群體間的共同思維理則，俾建立完善的社會

規範，逐漸從「他律」的被動怕被罰，變成「自

律」的主動開車不喝酒，遏阻酒駕方能克竟其功。

  國軍是國家安全的保障，官兵身為執干戈、衛

社稷的中流砥柱，社會大眾與媒體多以高道德標

準檢視，更不應有酒後駕車的脫序行為。而防

制酒駕工作向來為國軍軍、風紀要求重點。為

貫徹政府「酒駕零容忍」政策，國防部也配合立

法院 108 年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提高酒駕懲罰標準；同時提高行政懲度，凡酒

精濃度 0.25 毫克以上者，核予「酒駕汰除、肇

事撤職」處分。並與交通部公路總局建立通報平

台，每月查詢軍中酒駕隱匿、拒絕酒測人員，經

核校後，若涉及隱匿未報，將依規定嚴懲，以遏

止極少數官兵心存僥倖、以身試法的脫序行為。

  除此之外，國防部今年元旦實施的「軍風紀

律改革專案」中，特別新頒「營區禁酒令」，

明令營區內禁止飲酒，官兵挾帶「含酒精性飲

料」進營區，放行的衛哨須連帶受懲；「未經

核准」在營區聚餐喝酒，當事人記過一次，但

單位主官、管、士官督導長、教職人員、管理

幹部或值勤人員，將記過兩次，比喝酒者處分

更重；在軍中喝酒鬧事，若遭到披露損及軍

譽，營區最高指揮官將檢討懲處；赴營區外餐

敘飲酒脫序鬧事，同行最高階幹部加重懲處。

  平心而論，國軍對於禁止酒駕嚴厲、果決的

諸般作為，無非是希望透過反覆教育、宣導與

加重罰則，由外而內宣導官兵「酒駕等同失

業、酒駕接近死亡」絕非口號，官兵切莫輕

忽，因為酒駕的代價是慘痛，而無法挽回的。

  綜言之，「徒法不足以自行」。國軍在軍紀營規

上，特別要求官兵杜絕酒駕，主要是出自對部屬的

關心，為安全提供多一層保障。全體官兵當共同遵

守、相互惕勉，才是展現國軍重榮譽的行為，以及

對社會負責任的態度。唯有官兵均能從自身做起，

守法重紀，珍愛寶貴生命，引領社會良善風氣，落

實「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才能減少傷亡的

憾事發生，進而確保部隊戰力，維護國軍優質形象。

( 轉 載 自 青 年 日 報 110 年 5 月 2 日 社 論 )

通訊員許以欣／雲林報導

　指揮官黃中將5日在憲兵第203指揮部指揮官張上校等人陪同下視導雲林憲兵隊，

勉勵所屬同仁應具有高度榮譽與使命，發揚憲兵精神與忠貞軍風，以為三軍表率。

　指揮官表示，軍士官幹部應賡續落實部隊教育、管理、督導職責，並戮力戰訓本務，

落實按表操課、體能訓練及編制武器射擊等，厚植部隊堅實戰力。

    最後，指揮官叮囑幹部，同仁應秉持「慎獨」態度高度自律，恪遵各項軍法紀要求，

對於違犯軍紀人員，秉持「嚴考核、嚴淘汰」的留優汰劣態度，確保部隊安全與單

位榮譽，達到「人安、物安、零危安」之目標。

圖／指揮官與雲林憲兵隊同仁合影。

圖／指揮官提醒同仁應秉持慎獨態度，恪遵軍紀要求。

圖／指揮官勉勵同仁落實訓練，厚植部隊戰力。

徒法不足以自行 杜絕酒駕護軍譽

指揮官視導雲林憲兵隊  叮囑官兵恪遵紀律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10 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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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韓雅亘／新北報導

　副指揮官夏少將上（4）月 29 日前往憲兵訓練

中心主持志願士兵 109 － 8 梯結訓典禮，並頒發

結訓證書及獎狀表揚結訓成績績優人員。

　副指揮官首先恭喜在座人員加入憲兵的大家

庭；另提醒身為憲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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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羽毛，以嚴禁肇生違

法犯紀情事

　最後，副指揮官勉勵同仁應把握軍旅生涯重要

的轉捩點，設定目標，蓄積自我的能量，勇敢接

受壓力及挫折，學會成長才會蛻變，並期許各位

同仁到部隊能獲得卓越的成長。

通訊員韓雅亘／新北報導

　憲兵訓練中心上（4）月 28 日舉行志願士兵

109 － 8 梯期末戰技操演，由中心指揮官李上校主

持，操演過程每位士兵充份展現精實訓練成果。

　李指揮官於精神講話時表示，團隊操演重點在於

彼此默契的展現，並分享指揮官求學時的經驗，期

望將不畏辛勞、團結一致的榮譽感傳承學兵，使其

內化所學，並以堅韌意志力面對未來挑戰。

展現精實訓練成果

志願士兵 109 － 8 梯
　　　　　期末戰技操演

各地區指揮部重要活動
憲兵訓練中心

圖／副指揮官表現績優人員。

圖／副指揮官勉勵同仁設定目標、蓄積能量。

圖／副指揮官主持志願士兵109－8梯結訓典禮。

通訊員蔡佩容／屏東報導

　憲兵第 204 指揮部第 651 排上（4）月 28 日舉

辦駐地專精開訓典禮，由指揮官成上校主持，並

實施兵力校閱，參訓的官士兵以氣勢壯盛的整齊

隊伍，展現無比高昂之士氣。

　成指揮官勉勵官兵，應藉本次專精訓練，

增進戰術戰技，同時堅守崗位、落實門禁管

制，確保營區整體安全；另同仁應落實持續

各項防疫措施，確維整體部隊戰力。

憲兵第 651 排駐地專精訓練開訓典禮

壯盛隊伍展士氣 高昂戰志齊斷金
憲兵 204 指揮部

圖／成指揮官勉勵同仁厚植部隊戰力

　　維護營區整體安全。

通訊員李光桓／臺北報導

　憲兵第 202 指揮部上（4）月 28 日由指揮官于

少將主持 110 年第一季留營人員頒獎典禮，頒發

志願留營人員獎狀，肯定其為國奉獻的選擇。

　于指揮官表示，能夠志願延續軍旅，繼續為單

位奉獻所長，實屬不易，亦期勉同仁能在未來持

續加強本職學能，爭取進修及多元發展機會，厚

植部隊戰力，打造「量適、質精、戰力強」的優

質勁旅。

　臺北隊吳建霖中士及勤支連陳廷瑋中士表示，

在役期屆滿前，有感於國軍提供官兵生涯發展、

薪資福利等措施，適合個人職涯規劃，決定志願

留營，繼續發揮所長，在軍旅生涯實踐夢想。

第一季留營人員表揚

圖／于指揮官鼓勵留營人員多元進修創價值。

憲兵 202 指揮部

圖／李指揮官主持109－8梯期末戰技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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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兵第 332 營少校張原禎
成為軍職父母的角色，未來一起攜手面對各種挑戰，母親節的前夕，想大聲地說～我愛妳！

快速反應連熊啟勝中尉
辛苦的老婆，謝謝妳總是給這個家滿滿的愛，
有了女兒後，我會更加努力，祝妳母親節快樂！

苗栗憲兵隊中士陳正育

親愛的老婆，結婚要一週年了，懷孕
這段時間

辛苦了，謝謝妳的體諒包容，給我最大
的支持！

嘉義憲兵隊隊中士沈昭龍

親愛的老婆，
謝謝妳生了可

愛的兒子，老
婆辛

苦了，5月份也
是妳的生日，祝

妳生日快樂。

憲兵訓練中心中士林辰融
謝謝媽媽對我和弟弟無微不至的照顧，也支持我們從軍的決定，現在換我們來照顧您了。

憲兵訓練中心中尉鄭育翔
這是 107 年少尉任官我們合拍的照片，妳總是
支持我與我們的寶貝，未來由我來守護妳們。

警衛大隊軍犬分隊上士古邵瑋

親愛的老婆，在我守護國家時，感謝
有妳守護

我們的家，讓我能無後顧之憂，母親節
快樂。

本部勤務連下士王奎堯

親愛的媽咪，謝
謝您總是引導我

往正確的方向，

讓我在軍旅路上
更有自信！媽咪

，我愛您！

花蓮憲兵隊上士吳承軒
感謝老婆妳對家庭的付出，也感謝妳帶來頑皮的小王子！未來旅途，我們繼續相伴，我愛妳。

澎湖憲兵隊一兵許耀予
媽！謝謝您多年來的照顧，現在換我來照顧您，您快樂的笑容就是我前進的動力！我愛您。

憲兵第 601 連下士何宜真

從小到大，母親是我的前進動力，因為有您，

我才能一路走到現在，媽媽，母親節快樂。

宜蘭隊中士游舜淵

從軍至今 15 年了
，謝謝媽媽一路的

支持，在這

偉大的母親節日子
裡，謝謝您，我永

遠愛您。

弘揚母愛展溫情，母儀典範弘揚母愛展溫情，母儀典範憲憲真心真心
通訊員李婉榕／綜合報導

　「為母則強」，是形容女性最貼切的詞語，所有母

職人員，在忍受身體負擔懷胎子女十月後，孕育一個

家庭的誕生，其背後的奉獻與犧牲無法以三言兩語輕

易陳述，為了子女，媽媽願意不顧一切，隨時為他們

挺身而出；為了家庭，媽媽願意捨棄許多原本喜愛的

事物，全心全意付出；源自於母愛的力量，所有母職

人員都成為家庭、兒女心中最堅強的超人。

　為了弘揚母恩，本部 6 日辦理母親節感恩活動，並

由指揮官黃中將等重要幹部親自表揚國防部、憲指部

模範母親獲選人，感念母親為家庭的付出，表彰母儀

典範。雖然母親節一年只有一次，但母親對家庭的

付出卻是全年無休，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裡，

請大聲的說出「媽媽，我愛您」！

臺南憲兵隊 少校曾聖倫 姜美華女士

臺北憲兵隊 中校葉桓德 葉許玉霞女士

基隆憲兵隊 上士陳履歆 曾聖子女士

憲兵訓練中心 少尉林雨葛 郭小梅女士

警衛大隊 士官長洪國祥 洪柯惠珠女士

臺北憲兵隊 上校胡博榮

胡金春花女士

馬祖憲兵隊（原 228 營） 

中尉劉璟瑲 彭嬿如女士

嘉義憲兵隊 上尉劉軒誠

李麗華女士

彰化憲兵隊 上尉李品蓉

傅月珠女士

國防部模範母親

憲指部模範母親

憲指部模範母親

202指揮部模範母親 203 指揮部模範母親202 指揮部模範母親 203 指揮部模範母親

憲指部模範母親

憲指部模範母親

圖／本部6日辦理母親節感恩活動，感念母親辛勞。圖／本部6日辦理母親節感恩活動，感念母親辛勞。



通訊員韓雅亘／新北報導

　憲兵訓練中心學員第一隊學員曾國華，在義務

役服役期間，獲得選上憲兵的機會，正式展開憲

兵生涯之路，也在日常的課程訓練中，慢慢體認

到憲兵為國家社會安定的重要角色，進而選擇在

營轉服成為志願役士兵。

　國華從未停下自我挑戰的腳步，先後完成了儲

士班、士高班、士正班的進修，也歷練了調查士、

副分隊長、分隊長、招募聯絡士等職務；此外，

國華也曾擔任國軍百年運動會憲光拔河隊選手、

經歷過 0206 花蓮大地震救災，以及大大小小的

特種勤務，他說每個過去的經歷都帶給自己的軍

旅生涯，不可替代的價值與意義。

　國華持續自我突破，現正接受軍官轉服的訓

練，他說今年已邁入 35 歲，雖然對於要擔任少

尉排長，看似起步慢了，但他告訴自己「你不需

要很厲害才能開始，但要開始才會很厲害」。希

望未來擔任軍官的階段，可以運用多年的服務經

驗，成為一位優秀的領導者，再為自己的軍旅添

上難忘回憶。

憲訓中心學員第一隊曾國華

不甘平凡勇突破 自我挑戰創價值

我憲兵，我驕傲

澎湖憲兵隊
下士洪孟揚

座右銘

「憲」出你/妳的

圖／曾國華（中）擔任招募聯絡士，認真負責。
圖／曾國華目前於憲訓中心接受專業軍

　　官班109－1梯訓練。

生命不是要超越別
人，而是超越自己。

　心怦怦地跳，額頭沁著汗水，氣息和微風交

流著，吐納間推一心，任一意，聚精凝神，心

無旁騖，我們高度專注射擊的狙擊手，那銳利

的眼神，就是上靶的保證。

　不計其數的模擬，透過在極端環境下不斷磨

練適應壓力、抗壓性、訓練精準度和體能，才

能在實戰中有效打擊重點目標，完成保家衛國

的神聖使命。

忠貞攝影藝廊
憲兵第 332 營下士黃文鍇

心無旁騖 精準打擊

攝影於田單靶場，Nikon Coolpix 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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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鴻舉中尉；圖／取自劇照

電影電影賞析賞析

通訊員葉育珊／臺中報導

　為響應節能減、愛護環境之永續理念，

喚起民眾對環境保護的重視，臺中市後備

憲兵荷松協會上（4）月 17 日於臺中市龍

井區竹坑南寮登山古道，辦理淨山暨空氣

污染防制宣導活動，由理事長林暉智先生

主辦，大家手持清潔用具，在欣賞古道風

光時，也為維護環境盡一己之力。

　林暉智理事長表示，透過本次活動，宣

傳「愛護地球，從你我做起」的理念，讓

所有參加的人，都能感受到自然之美，以

及為環境付出的喜悅。

通訊員葉育珊／臺中報導

　為提倡全民運動精神及凝聚團結

向心，臺中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上

（4）月 24 日舉辦後憲盃慢速壘球

聯誼賽，由林暉智理事長主持，各

區同仁以球會友，互爭先鋒。

　本次參賽隊伍計有太平、大肚、

烏日、梧棲、大里、新社、南屯及

豐原等八區，選手無不卯足全力，

爭取最高榮耀；比賽結果最後分別

由大肚區及南屯區勇奪甲、乙組第

一名的最佳成績。林理事長表示，

本次壘球比賽意義在提倡全民正當

運動風氣，並藉聯誼賽之交流，凝

聚後憲同仁團結向心。

臺中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臺中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
淨山暨空氣污染防制宣導淨山暨空氣污染防制宣導

臺中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臺中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
慢速壘球聯誼賽慢速壘球聯誼賽

圖／參與淨山活動人員熱烈響圖／參與淨山活動人員熱烈響

    為環境盡心力。    為環境盡心力。

圖／活動響應「愛護環境」正面風氣。圖／活動響應「愛護環境」正面風氣。

圖／臺中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慢速壘球錦標賽，參賽同仁戰志高昂。圖／臺中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慢速壘球錦標賽，參賽同仁戰志高昂。

圖／林理事長與各區優勝隊伍合影。圖／林理事長與各區優勝隊伍合影。

　《聽見歌 再唱》是一部演繹南投信義鄉

的布農族小學生，用誠摯的歌聲躍上舞台的

真實故事，同時也真切表達文化傳承的價值

及城鄉問題的縮影。電影大綱闡述一間即將

面臨廢校危機的山上小學，由於這座小學是

山區內孩童少有的教育資源，為了守護學校

的命運及學童的將來，校長與眾教師，想透

過增加學校知名度來避免學校的經營被畫上

休止符，因此決定緊急組成合唱團去比賽。　

然而因為資源匱乏，這個合唱團是由看不懂

五線譜的體育老師（方老師，馬志翔飾）以

及新來的代課老師（黃老師，陳嘉樺飾），

帶領一群毫無樂理基礎的小朋友們所組成。

原以為又是常見的「雜牌軍努力鹹魚翻身」

的成功故事，但在光鮮亮麗的勝利背後，其

實意義更深遠的，是即使面對匱乏的資源，

但在過程中逐漸探索自我族群價值後，發揮

實力、大放異彩。

　電影中，首先以老一輩的原住民對的傳統

文化的描述及感慨，同時也真實呈現山區中

隔代教養，父母在城市工作，孩童疏於教育

管理等等問題。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下，也使

得這群孩子產生「別人永遠比自己好」的自

卑心態；但兩位老師從未放棄，為孩子訂定

了目標，並帶領他們一一實現，使他們透過

掌聲還有成就感，建立孩子內心的自信。從

公演籌錢、原民傳統歌曲練習，一直到上台

表演，綻放自信光芒，過程中受挫、自責、

經濟等考驗從來沒有少過，但也因為這些挑

戰，使故事結尾的轟動掌聲，更加宏亮。

　這部電影，同時也帶給官兵許多值得細細

品味之處，在部隊中，若能在面對挑戰的

過程中，探索自我價值，並且透過如同方

老師這樣的人陪伴在身旁，一路帶領、相互

支持，必定能使更多人如同合唱團的孩童一

般，在眼神中閃爍著自信熱烈的光芒。

文化價值找自己文化價值找自己

　　互助支持展溫情　　互助支持展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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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張鴻舉／新北報導

　新北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 2日辦理「模範母親表揚暨五月份慶生

餐會」由理事長葉建良先生主持，並邀請參謀長陳少將及各重要後

憲幹部一同與會，表揚母儀典範，並為五月份生日壽星獻上祝福。

　葉理事長表示，感謝母親平時為家庭、子女無私地犧牲奉獻，希

望藉此次活動為辛苦的母親們致上最高的

謝意外，也感謝同仁長期支持協會事務推

動，期許協會成為現役官兵堅實後盾，展

現「前憲後憲連成一線」之精神，發揚梅

荷志節，傳承忠貞軍風。

新北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模範母親表揚暨五月份慶生餐會」

通訊員葉育珊／臺中報導

　臺中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 2日舉辦年度模範母親表揚大會，由

理事長林暉智先生主持，邀請中區聯誼會會長張進發先生及後憲同

仁與寶眷共襄盛舉，共同表達對母親之感謝敬意。

　林理事長表示，希望透過活動弘揚母儀典範，塑造家庭價值，成

為社會之典範；本次共表揚 29 位模範母親，表彰其教育兒女之奉

獻精神，教育子女要安分守己，一步一腳印地學習做人做事的道

理，希望子女將來能夠出人頭地，貢獻國家社會服務人群。

通訊員李品蓉／彰化報導

　為表揚母儀典範，彰化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 1日辦理母親節表

揚暨防疫宣導活動，由理事長張世維先生主持，並邀請中區聯誼

會會長張進發先生及憲兵第203指揮部副指揮官陳上校共同參與。

　張理事長表示，每位母親都是模範母親，而今年獲選的 31位母

親，都是兒女身後最有力的支柱，希望藉此活動表彰終年辛苦，

為家庭、子女耗盡青春、竭盡心力的偉大模範母親代表，期藉本

次活動弘揚母親之奉獻精神，並獻上對偉大母親的感謝之意。

臺中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模範母親表揚大會

彰化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母親節表揚暨防疫宣導活動

圖／與會同仁合影。

圖／本次表揚活動共計表揚29位模範母親。

圖／彰化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舉辦母親節表揚大會，弘揚母恩。 圖／模範母親表揚大會共表揚31位母儀典範。

圖／林理事長於活動中致詞。

圖／活動中為五月份壽星獻上誠摯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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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葉理事長於活動 

    中致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