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訊員李光桓／高雄報導

　指揮官黃中將10日率憲兵第202

指揮官于少將等幹部，前往華山營

區視導狙擊隊訓練人員，肯定狙擊

隊勤訓精練，期勉藉此次移地訓練

強化精實戰力。

　指揮官表示，狙擊手須在高壓環

境下，沉著應對，一擊命中，需要

高強度體能、心理素質及射擊技能；

因此平時藉高強度訓練，具備肆應

戰場壓力，方能冷靜且精確執行任

務，發揮作戰效能。最後指揮官提

醒，訓練應在安全前提下，「從嚴、

從難」訓練，提醒同仁適時補充水

分，加強熱傷害防治，確保精實戰

力。

指揮官視導部隊實彈射擊 勉勵官兵持恆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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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 5 月，都是申報綜合所得稅的時刻。俗話說

「納稅是國民應盡的義務。」的確，國家經濟發展

的財政來源，大部分要歸功於誠實繳納稅款的社會

大眾。今年財政部首次推出「手機報稅」便民服務

措施，這個「首次」不但是國內首次，很可能也是

全球首次。經過 10多年來的不斷「優化」與改進，

臺灣的報稅環境，堪稱全球最友善、最便利，官兵

與民眾可多加利用。

  政府對人民徵收實物（如米糧）、勞役的作法，

行之有年。到貨幣時代後，更以徵收貨幣為主要稅

收來源；但不論哪種方式，都可將之稱為「徵稅」。

納稅是國民應盡義務，實務上，任何一個社區、社

會乃至國家，由人類所構築的社群，皆會有「管理

單位」存在，為提供必要的管理、基礎建設等「公

共財」，便需要適切的資源投入，是以，才向民眾

徵收財稅、勞役為之。

  相較於過往，現代政府肩負更多責任。從社會日

常的治安維護、警政、公共基礎建設、幼兒托育、

長期照護、行政管理，乃至社會福利、經濟、國防

等，幾乎無所不包，都是政府的工作範疇，因此更

需要穩定又充分的稅收支應，只要想想平常有多少

事，需要政府參與、負責，大概就可以了解其納稅

之必要性。

  這也是為什麼現代國家中，負責徵稅的財政部，

一定是公部門中最重要的機關之一，對追查逃漏稅

者不遺餘力，違者都要祭以法令處罰。

  每年 5 月開徵的綜合所得稅，是政府重要的稅收

來源。一般的所得稅分兩種，其一是針對企業盈餘

課稅的營所稅；另外，則是針對個人所得的個人綜

合所得稅。目前這兩種所得稅，就占政府稅收的 4

成以上；綜所稅的累進稅率，更被認為是政府實施

所得重分配、減緩所得差距拉大的重要工具。

  臺灣民眾雖然與其他國家民眾都有納稅義務，但

我們很幸運的是，擁有一個全球最友善、便利的繳

稅環境。 

  繳納所得稅，長久以來都是由納稅人主動申報，

稽徵單位只須事後抽驗，原因無他，政府難有充足

人力幫所有民眾計算應繳之稅，而稅法多如牛毛又

專業，非專業專門人士，難以知曉所有的繳稅規定

與計算方式。

  早期臺灣報稅季，國稅局負責稽徵、繳納報稅申

報書的地方，都會安排專業人員、義工，負責替民

眾計算與申報；許多民間金融機構，也會推出協助

報稅的服務。當電腦與網路普及的數位時代來臨

後，政府在 20 年前，就與時俱進，推出網路報稅

與二維條碼報稅，民眾不會再被各種規定，搞得頭

昏眼花，只要輸入所得與扣繳額，電腦便會自動計

算出結果。

  10 年前，政府更針對首報族，如軍教人員推出

稅額試算、擴大提供扣除額查詢等服務。之後鑑於

許多民眾所得與報稅內容較單純，可採簡式報稅，

財政部開始「代勞」計算稅額，將結果寄送民眾後，

民眾若無異議即確定該試算稅額；某方面來說，民

眾已經連申報程序都不用做，全部由政府代勞。

  即使是所得與報稅方式較複雜（如採列舉扣除額

者）之納稅義務人，政府也想方設法，減輕其報稅

負擔。例如，民眾只要透過自然人憑證，或健保卡

等與報稅軟體，就能直接下載個人的各項所得、繳

納過的保險費、健保費、醫療支出等資料，再根據

財政部的資料作修改，即可完成報稅。今年政府更

推出手機報稅服務，使納稅義務人的報稅機制更為

友善。

  從經驗來看，臺灣人一向「愛嘗鮮」、樂於採納

新科技。現在網路報稅比例已高達 97％以上，往

年報稅季節，稽徵單位大排長龍早成歷史。今年可

採取手機報稅後，報稅前 2 日就已經吸引 23 萬戶

申報，其中有一半就是採取新推出的行動電話認證

方式報稅，根據財政部的說法，多數人都能在 10

分鐘以內完成。

  因此，今年國軍官兵與民眾，有更多種的報稅方

式可選擇，除了最傳統的書面申報外，還有二維條

碼、網路申報。其中網路申報又有健保卡、自然人

憑證或戶號等 3種方式可選擇，採標準扣除額者，

則可依國稅局寄發的綜所稅結算書申報，加上新增

加的手機報稅，國軍官兵及民眾只需「動動手指」，

在家也能完成報稅。

  放眼全球，大概很少有國家的民眾可享受這種便

利服務，官兵和民眾只要善加利用，既可善盡國民

繳稅義務，又可以省時省力，何樂而不為？

( 轉 載 自 青 年 日 報 110 年 5 月 7 日 社 論 )

通訊員張鴻舉／宜蘭報導

　指揮官黃中將 6、11 日，分別前往宜蘭憲兵隊、憲兵特勤隊視導；藉官

兵座談，關懷單位防疫措施，重申恪遵軍紀安全，戮力戰訓本務。

　指揮官指出，疫情狀況仍不可掉以輕心，全體同仁應確實做好防疫工作，

各級幹部妥適照顧官兵，發揮互助精神、關心每位同仁的健康狀況；另提醒

特勤隊係國軍之可恃戰力及重要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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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指揮官表示，憲兵具備軍、司法警察身分，首重「軍紀」，應落實「酒

駕、毒品防治」及恪遵性別分際，幹部更要自我警惕，善盡職責，樹立標竿

爭取榮譽。

報稅環境友善 軍民同享建設成果

指揮官視導宜蘭憲兵隊 憲兵特勤隊 提醒落實防疫

圖／指揮官與宜蘭憲兵隊官兵合影。 圖／指揮官與特勤隊官兵合影。

圖／指揮官頒贈宜蘭憲兵隊

    團體加菜金。

圖／指揮官勉特勤隊精訓勤  

    練做可恃戰力。 圖／指揮官（左）聽取特勤隊訓練規劃。圖／指揮官提醒宜蘭隊官兵落實防疫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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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陳怡君／臺北報導

　憲兵第 202指揮部 5日舉辦捐血活動，

指揮官于少將帶領官兵同仁挽袖捐血，

除了戮力戰訓任務外，更以熱血守護國

人，展現「愛民助民」精神。

　于指揮官表示，「捐血一袋，救人一

命」，憲兵同仁不分晝夜堅守崗位，同

時也以實際行動展現「軍愛民」的風範，

用一己之力為社會挹注正面能量，散播

幸福與希望，幫助更多有需要的民眾。

通訊員張鴻舉／新北報導

　為了解新進官兵生活、勤務適應狀況，憲兵

第 205 指揮部 7 日辦理社青 109 － 8 梯新進人

員座談，由指揮官文上校主持，除介紹憲兵單

位及任務特性以外，並鼓勵官兵運用部隊資源，

做好生涯規劃，充實自我。

　文指揮官期勉新進人員應時時刻刻惕勵自

我，學習各領域專業職能，並接受各項職務之

歷練與挑戰；並提醒恪遵各項軍法紀律，秉持

「重榮譽、守紀律」精神，不斷努力學習及訓

練體能戰技，抱持熱誠、正向態度，捍衛憲兵

榮譽。

通訊員蔡佩容／新北報導

　憲兵第 204 指揮部臺南、

屏東憲兵隊基訓混編中隊

11 日辦理基地訓練結訓典

禮，由指揮官成上校主持，

並實施閱兵式及分列式，部

隊展現高昂士氣接受校閱。

　成指揮官肯定官兵訓練期

間勤訓精練之成果，同

時表揚鑑測成績優異官

兵，並表示完成基地訓

練嚴格的訓練，方能打

造勤訓精練的部隊，期

勉官兵返回駐地後能持

恆訓練，發揮訓練成果，

強化部隊戰力。

通訊員楊明智／新北報導

　臺北市政府兵役局局長傅永茂先生 11 日由政戰主任

余少將陪同前往慧敏營區，慰勉本次接受教育召集的

後備軍人，感謝袍澤依法接受召集，執行保鄉衛土

任務，同時邀請臺北市後備憲兵荷松協

會理事長王茂森先生及重要後憲幹部

共同勉勵他們在教召期間，用心學習，

恢復各項軍事專長，提升後備戰力。

　傅局長提醒疫情期間，時刻注意自身健康，落實防

疫工作，維持部隊戰力；王理事長也頒贈慰問品並祝

福後備袍澤在營訓練期間，能有充實豐富的收穫。

本報訊／臺北報導

　督察室副主任楊上校 10 日主持本部

110 年性別平等講習暨座談，邀請實踐

大學社工系嚴祥鸞教授，針對「性別主

流化及性騷擾防治與處理」主題進行專

題講演，期建立所屬正確性平觀念，共

同建立友善和諧工作環境。

　楊副主任表示，國軍長期推動性別平

等工作，包含法規策訂與設施建置，然

成果累積仍需全體同仁共同配合方能延

續，本次講習針對實際案例進行講解，

期充實官兵相關法律知識與概念，尊重

個別差異，創造平等友善氛圍。

圖／傅局長與教召訓練人員合影。
圖／傅局長與後憲幹部共同慰問教召訓員。

鼓勵挑戰自我 恪遵軍法紀律

約見 109 － 8 梯新進人員

憲兵第 205 指揮部各地區指揮部重要活動

基訓結訓展精實成果憲兵 204 指揮部

憲兵 202 指揮部 挽袖捐血         大愛

▲于指揮官率同仁

　響應捐血活動。

　官兵捐熱血，為社

　會挹注正面能量。

▲

圖／文指揮官鼓勵新進人員精進自我，接受挑戰。

圖／成指揮官勉勵同仁持恆訓練 發揮訓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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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兵役局長慰問召員 肯定聞令報到精實戰力

督察室副主任勉建立正確性平觀念 建立友善環境

圖／楊副主任頒贈嚴教授感謝狀。

圖／嚴教授以實際案例

建立官兵正確觀念。



通訊員陳榮哲／南投報導

　為使國人了解國軍文藝工作的發展，國軍第 54

屆文藝金像獎得獎作品巡迴展－「憲光美展」，

7日於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舉行開幕剪綵儀式，

由指揮官黃中將主持，南投縣民政處吳燕玲處

長、文化局林森榮局長、臺灣文獻館張鴻銘館長，

以及中部地區藝文界李轂摩大師、高檢署王添盛

前檢察長、後憲荷松總會謝慶堂總會長等重要貴

賓均蒞臨參加。

　本（54）屆國軍文藝金像獎是以「勇氣 • 信念」

為主題，表達無論面對任何困境與考驗，國軍始終堅

守崗位，無畏犧牲奉獻，進而克服層層挑戰，展現國

軍的價值與提升優質形象，再創光榮典範；此次展出

作品涵蓋國畫、書法、西畫、漫畫、攝影等金、銀、

銅獎項及優選作品，內容多元活潑，涵蓋軍事、生活

與藝術，以細膩的筆觸呈現文藝精神與氣息；活動中

並邀請書法學會劉志欣及南投縣美術協會程錫牙兩位

名師現場揮毫創作，為戰鬥與藝文相結合的展覽活動

增添光彩。

　指揮官於致詞時表示，在得獎作品中，創作者將陽

剛的戰鬥氣息，以色彩、筆墨、光影巧妙結合，蘊含

理性與感性，充分展現「戰鬥文藝」不同於一般藝術

創作的張力，期透過展覽與文化交流，與社會各界共

同分享國軍文藝創作的心血成果。

    本次巡迴展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史蹟大樓二樓特

展室展出，展期為 5 月 7 日至 6 月 11 日止，歡迎民

眾踴躍前往參觀，一起了解國軍官兵允文允武與豐富

人文藝術涵養的另一面。

勇氣信念克服考驗，大師揮毫光彩呈獻

戰鬥文藝彩筆生輝 匠心獨造才藝拔萃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17 日 星期一
4憲光美展專題

憲光美展賀開幕 展現國軍軟實力
圖／指揮官與與會貴賓合影。

圖／指揮官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張館長感謝狀。

圖／指揮官與貴賓一同欣賞展覽作品。 圖／李轂摩大師現場揮毫「梅荷精神」。

圖／劉志欣大師揮毫「厚德載物」字樣。

圖／導覽人員為參觀貴賓介紹作品。

圖／憲兵第 203 指揮部戰鼓隊為活動揭開序幕。

圖／指揮官與貴賓開幕剪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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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楊明智／臺北報導

　為強化全民防衛動員能

量，廣儲後備戰力，士林

憲兵隊 10 日於慧敏營區

辦理後備 702 連教育召集訓練，由憲兵第 202 指揮部參

謀主任蔣上校主持，除驗證後備動員機制，也彰顯後備

軍人「保國、保鄉、保家、保產」之決心。

　蔣主任表示召員秉持「聞令報到」的自律精神，按時

完成報到程序，同時期許全體召員透過教育訓練，成為

「即時動員、即時作戰」的後備軍人，以利有效支援作

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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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張鴻舉／桃園報導

　為提升官兵對菸害防治正確觀念，憲兵 205 指揮

部 10 日辦理菸害防治講習，邀請龜山區衛生所吳

妍蓉護理師擔任講師，運用圖片及影片等活潑生動

的題材，進行「拒絕菸害青春飛揚講座」。

　吳護理師特別提及近年流行的「電子煙」，所產

生的煙霧是一般菸草的 500 倍之多，對於人體所造

成的傷害更是嚴重，官兵應勇於拒絕，關懷自己，

保護他人。期藉本次講習使所屬官兵體認菸害對人

體及環境帶來的傷害，並展現拒菸決心，營造部隊

無菸環境。

通訊員韓雅亘／新北報導

　憲兵訓練中心學生第 2 大隊於 3 日舉辦常備役軍事訓練

127 梯軍歌競賽，由學生第二大隊大隊長王中校主持，各單

位展現高昂氣勢，並以一致性及獨特創意爭取佳績，藉團結

向心的士氣，爭取最高榮譽，並為軍旅期間留下特別回憶。

　王大隊長表示，軍歌演唱可提高士氣，且具整合部隊及凝

聚向心之作用，期藉軍中樂教工作之推動，磨練幹部指揮能

力，更激勵同袍團結向心及默契、消除隔閡；最後，本次競

賽由學生 7中隊以整齊隊伍及宏亮歌聲奪得冠軍頭銜。

精實訓練 推廣全民國防理念

高昂士氣 團結榮譽常備役軍事訓練軍歌競賽

圖／花蓮憲兵隊戰技社受邀參加吉安國小

    母親節活動。 圖／戰技社官兵以精湛戰技推廣全民國防理念。

圖／王大隊長頒贈個人演唱獎狀。
圖／官兵演唱軍歌時展現高昂氣勢。

花蓮憲兵隊戰技社

圖／吳護理師（右）宣導正確菸害防治觀念。

圖／幹部說明報到事宜。

圖／蔣參謀主任主持後備702

連教育召集訓練編成典禮。

憲兵 205 指揮部辦理菸害防治講習

展現拒菸決心

通訊員蔡思民／苗栗報導

　為蓄積堅實後備動員戰力，苗栗憲兵隊 10 日辦理憲

兵後備第 710 連教育召集訓練，並由副指揮官陳上校全

程督考。

　陳副指揮官首先肯定本次所有召員均依時完成報到，

展現後備軍人「聞令報到，守法守紀」的高昂士氣；後

續將透過專長技能複訓課程，提升作戰能量，厚植後備

戰力；同時提醒各級幹部教召期間務必落實各項防疫、

消毒作為，防杜新冠肺炎疫情，確保部隊整體戰力。

苗栗憲兵隊辦理教召訓練「軍民一體」齊動員

士林憲兵隊教召編成典禮 廣儲國防戰力

通訊員蔡佩容／花蓮報導

　花蓮憲兵隊戰技社致力訓練憲兵近身格鬥戰技，以傳統

武術及柔術的基礎，增加反恐、應變之能力，強化官兵本

職學能。

　戰技社在社長黃聖傑士官長的帶領下，戮力推廣憲兵戰

技，7 日受邀至花蓮吉安國小配合母親節活動實施戰技操

演，藉由鄉鎮活動以宣傳全民國防理念，提升國軍形象。

黃聖傑士官長表示，戰技操演結合社團活動，不僅凝聚團

隊向心，更能藉此精練戰技增加反制應變能力。

社 團 花 絮

圖／苗栗隊落實防疫作為。

圖／單位幹部進行武器操作訓練。

圖／召員「聞令報到」展現後備動員戰力。



通訊員胡晏毓／嘉義報導

　我是嘉義憲兵隊中隊長上尉劉軒誠，自指職士官畢業

到部隊服務後，曾經歷練過班長、分隊長、區隊長等士

官職務，後來在民國 102 年時決定再向上挑戰自我，轉

考專業軍官班，正式展開軍官之路的序章。

　自己大學就讀體育推廣學系，因此對於柔道、摔角及

跆拳道等體育活動有著極大的興趣，除了取得段數檢定

之外，也逐步考取「國家級柔道教練證」及「國際柔道

總會洲際裁判證」，曾擔任國際賽事的裁判長，開拓視

野並豐富本職學能。同時也將個人專長，結合憲兵戰技

教授給部隊同仁，活化戰技教學，推廣靈活運用方式，

提升憲兵基礎戰力。

　我目前在嘉義憲兵隊擔任中隊長乙職，仍持續發揮體

育專長，落實各項部隊體能訓練，未來也期許自己秉持

一路走來「持續突破」及「永不放棄」的精神，並運用

自己「國家級」的專業，與同仁們一起成長，共同爭取

單位的團隊榮譽。

嘉義憲兵隊上尉劉軒誠

結合體育專業 創造自我價值

我憲兵，我驕傲

憲兵第 601 連
一兵吳翊妡

座右銘

勇於接受磨練與挑戰，

累積向上的正面力量。

「憲」出你/妳的

圖／劉上尉（右）獲   

    頒國家A級裁判

    講習證書。

圖／劉上尉（左）獲

    邀擔任東亞柔道

    公開賽大會裁判。

軍旅漫漫說 緝毒犬出擊 危機無所遁形 204 指揮部勤支連
上兵魏萓葶

圖／劉上尉帶領同仁進行體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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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主計室

通訊員林蘋／新北報導

　臺北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理事

長王茂森先生 11 日率常務理事

郭國銘先生、崔幼民先生及各區

主任一同前往慧敏營區慰問參與

教召訓練召員， 對於召員積極

投入國防訓練，給予高度肯定，

期許把握複訓課程，熟稔軍事專

長，共同厚植後備國防戰力。

　王理事長以個人軍旅經驗與召

員分享，並表示軍旅時光是人生

重要成長的階段，尤其服務於憲

兵，更是具高度榮譽的責任，召

員應秉持高度認同感接受教召訓

練，戮力達成「廣儲民間戰力，

提升動員能量」之目標。

臺北市後備憲兵荷松

協會慰問教召訓員
勉勵戮力訓練 厚植後備戰力

圖／王理事長率重要幹部頒贈教召人員慰問品。

圖／王理事長與召員分享軍旅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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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申報照過來 
　　手機報稅好便利

忠
貞
要
聞

攝影於松園營區，Nikon D700

安全、自信、專業，我們是警衛大隊軍犬分隊，

負責總統府與安維對象蒞臨場所安檢防爆任務，

我們與最忠實的夥伴，總是為了確保人員安全，

站在第一線，嗅出所有危機，面對未來任務，

我們無所畏懼，「犬」力出擊！

忠貞攝影藝廊
警衛大隊上士許文信

偵爆夥伴 「犬」力出擊！



通訊員蔡佩容／高雄報導

　高雄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左營分

會日前舉辦幹部授證典禮，由分區

主任許耀哲先生主持，邀請中華民

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執行長楊信鴻

先生、高雄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理

事長郭進國先生，會中頒發各小組

幹部服務證書，期許未來共同推動

會務事宜。

　

許區主任首先感謝左營區同仁長期

的辛勞及付出，期望藉本次活動強

化同仁情誼，增進團隊認同感，為

地方盡力付出，也成為現役官兵的

堅強後盾，共同守護家園。

本報訊／臺北報導

　臺北市後備憲兵荷松協

會 榮 譽 理 事 長 周 溫 培 先

生，忠貞 128 梯次，於新

竹憲兵隊服務，服役期間

培養刻苦、堅毅之忠貞精

神，民國 61 年退伍後延續

堅忍意志投入工作，至今

仍經常運用個人時間進行

志工服務，抱持「人生學

是門終生學習課程」的精

神至臺北地檢署擔任調解

委員，持續努力不懈，為

社會服務，足堪表率。

圖／許區主任（左三）與授證幹部共同合影。

圖／周榮譽理事長勤奮不懈

擔任臺北地檢署調解委員。 

圖／郭理事長於

會中致詞。

圖／楊執行長於

會中致詞。

通訊員張鴻舉／新竹報導

　為落實照顧身障弱勢族群，新

竹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日前舉辦

「義剪義整，護竹塹」活動，提

供周邊民眾義剪服務，由理事

長彭金樹先生率領後憲同仁，並

邀請新竹憲兵隊官兵共同以行動

「憲」愛。

　彭理事長表示，本次活動秉持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精

神，藉由義剪活動，讓民眾感受

到溫暖人情味，並與現役同仁一

同以行動回饋地方，充分發揮憲

兵「愛民助民」之忠貞精神。

通訊員張鴻舉／新竹報導

　新竹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新

埔分會日前召開「第六屆第二

次會員大會及犯罪預防宣導活

動」，由分區主任鄧洪賢先生

主持，並邀請中華民國後備憲

兵荷松總會榮譽總會長彭瑞德

先生及新竹縣後備憲兵協會理

事長黃弘勁先生等嘉賓一同與

會，針對近期會務進行研討及

並宣導犯罪預防新知。

　鄧區主任表示，新埔分會同

仁長期投入弱勢團體關懷、治

安維護等社會公益活動，期許

透過本次會員大會聯繫彼此情

誼，並增強預防犯罪觀念，在

未來繼續為鄉里注入正面能量。

新竹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
「義剪義整，護竹塹」活動

高雄市後備荷松協會
左營分會授證典禮

荷松精神永不懈 
終生學習創價值

新竹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
新埔分會會員大會

圖／協會同仁合影。 圖／與會同仁共同合影。

圖／彭理事長首先響應義剪活動。
圖／黃理事長於

    會中致詞。

圖／彭榮譽總會長   

    於會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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