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訊員李光桓／新北報導

　指揮官黃中將7日赴憲訓中心靶場慰勉特等

射手訓練官兵，勉勵選手把握集訓的機會，砥

礪射擊技巧，厚植部隊戰力。

　指揮官表示，此次集訓旨在強化特等射手射

擊精準，編制武器射擊發揮得宜，是作戰成敗

重要關鍵因素之一，縱使訓練過程艱辛疲困，

官兵更須堅守本份，落實嚴格訓練及心理素質

的磨練，具備堅定意志力及良好射擊穩定度，

方能達到「人槍合一」境界，確保未來各項任

務得以萬全。

　此外，指揮官強調，在訓練過程中，幹部不

應躁進，須秉持「從嚴、從難」原則扎實訓練，

以循序漸進方式，針對射手個人弱項加以改

善，提升整體射擊成績。

　最後，指揮官叮嚀集訓同仁，在訓場除恪遵

靶場紀律，遵從射擊指揮官命令以確保訓練

安全，尤其近期天候炎熱，訓練過程中應注

意水份補充，嚴防熱傷害情事肇生，並以

「安全」為首要，落實各項訓練防險作為，

確保部隊整體戰力。

圖／官兵實施實彈射擊訓練。圖／官兵實施實彈射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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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七七抗戰」84 周年紀念日，遙想民

國 26 年 7 月 7 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全民

浴血抗日伊始，亦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無法抹滅的

一天。當時，全國軍民展現「以弱勝強、不屈不

撓」民族精神，歷經 8 年艱苦戰鬥，終贏來最後

勝利。此一偉大成就，舉世敬重，立下國史豐碑。

  歷史記載，8 年抗戰歷程中，國軍與日軍計

有 22 場重大會戰；在這場國家存亡戰爭中，國

軍傷亡無數，並有張自忠將軍等近百位將領壯烈

殉國，在我們今日緬懷抗戰先烈之際，除應銘

記，更要踵武前賢之志，誓言保衛國家與人民。

  抗戰前的中華民國，在黃埔軍校師生 5 百枝

步槍基礎上，順利完成掃除軍閥使命；國家進

入建設階段，卻遭遇日寇侵華。當時的國軍裝

備，雖遠遠落後於日軍，但戰志昂揚。以受到重

大損失的我國空軍為例，每位飛官的養成訓練，

均是在刻苦中完成，能升空作戰者，俱是一時之

選，他們放棄小我，奮勇投入抗日戰場，原因無

他，即是不願看到「敵人在自己的頭上飛」。空

軍飛官所秉大愛，陸軍和海軍將士，亦復如是。

儘管國軍在抗戰初期各種條件均有所局限，官兵

仍在戰場上戰鬥不懈，那是因為全體皆知，唯

有中華民國強盛，方不致被外敵侵犯；為了爭

取國家、民族的生存發展，必須拚死戰鬥。　

  7 月，是暑氣蒸騰時節，國軍官兵當年無懼天

候酷熱、嚴峻，憑著信心和勇氣，走向戰場，令

人敬佩。從中華民族的發展史可知，我們雖一向

主張且愛好和平，卻無懼於外敵進犯，因為我們

有「戰爭為謀求和平」信念，即使敵人戰力高我

一籌，仍會為捍衛國家、民族生存而戰。回顧史

實，當七七抗戰烽火驟起，日軍狂言「三月亡

華」，惟上海「淞滬會戰」一役，即粉碎了日軍迷

夢。此一史實體現，當全國軍民奮起之日，任何

強權與武力，均不足以撼動我們守護國土決心。

  84年後的今天，我們回顧這場長達8年的壯烈抗

戰，猶仍驚天地、泣鬼神；尤其抗戰甫結束，全民

尚未享受勝利果實，共軍即趁機竊奪國土。所幸，

國軍繼承了抗戰時期先烈先賢英勇的壯志與使命，

在保衛中華民國的戰場上，從古寧頭、一江山至

八二三等戰役，皆展現頑強戰力，舉世同欽。尤其

一江山戰役，官兵戰到最後一兵一卒，壯烈犧牲，

這股與敵人奮戰到底的意志，充分展現軍人不懼生

死之大勇，亦必將繼續帶領國家邁向和平坦途。

  和平，絕非憑空從天而降，必須靠堅強戰力，方

能確保；和平，是軍人在戰場上流血、犧牲換來

的。儘管國際形勢瞬息萬變，不變的，是追求並

維持和平的共識；當新武器不斷研發，不變的，

是全國軍民必須隨時準備為爭取國家生存發展而

戰。今日中華民國國力，已非抗戰初起時的處

處受限；今日國軍裝備和訓練，絕不遜於先進國

家，戰志和毅力，更遠較 84 年前旺盛，我們不畏

任何挑戰，我們更有信心保衛臺海安全與和平。

　戰爭帶給人類的傷害，不僅止於戰場上的軍人，

尚有後方所有平民百姓，對國家人力財力損失，

更難以估計。儘管現今已有聯合國組織，但世界各

地零星戰鬥仍持續發生，恐怖組織暴行仍嚴重危害

世界和平，窮兵黷武的中共更對我虎視眈眈。據

此可見，維繫和平，須以強大國防武力為後盾。

  古聖先賢諄諄告誡「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忘戰必危」。不可諱言，今日的我們承平已久，

經歷戰爭者幾希；在紀念「七七抗戰」之時，我們

必須省思，要確保國家安全、維護每一寸國土與主

權，唯有靠平日精實的訓練，方得致之。唯有落實

抗戰時期「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皆

有守土抗戰之責」，全民一起參與戰鬥，展現與敵

奮戰到底決心，方能讓敵不敢、也不能輕舉妄動。

  歷史可以原諒，但不可遺忘；歷史可以借鑑，

但不可竄改。戰爭不可輕啟，惟做好戰爭準備，

是國家生存要務。抗戰烽煙已久遠，然我們謀

求國家安全的道路，仍遍佈荊棘，唯有強化國

防武力，軍民團結一心，方能阻止構兵干戈。

（ 7 月 7 日 青 年 日 報 社 論 ）

通訊員張鴻舉／綜合報導

　為教育新進士官幹部正向思考、妥善規劃

軍旅生涯，邱士官督導長 5、6日分別主持憲

兵第 202、205 指揮部及憲兵訓練中心新進

士官座談，另於 7日採視訊會議方式召集憲

兵第 203、204 指揮部、本部勤務連、通作

連陸軍專科學校新任士官實施生活座談，介

紹憲兵單位及任務特性，並鼓勵同仁運用部

隊資源，做好生涯規劃，持續充實自我。

　座談中，邱士官長期勉新進人員應時時刻

刻惕勵自我，增廣見聞，學習各領域專業職

能，勇於接受職務歷練與挑戰；並鼓勵新進

人員抱持熱誠與正向之服務態度，開創嶄新、

寬廣之軍旅篇章。

傳 承 抗 戰 精 神  堅 實 國 防 戰 力傳 承 抗 戰 精 神  堅 實 國 防 戰 力

邱士官督導長主持新進士官座談 邱士官督導長主持新進士官座談 充實自我 拓展未來充實自我 拓展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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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兵第 205指揮部憲兵第 205指揮部 憲兵訓練中心憲兵訓練中心

圖／邱士官長勉勵新進同仁勇於接受挑戰。圖／邱士官長勉勵新進同仁勇於接受挑戰。



CM34 雲豹甲車接裝作業

通訊員謝儀臻／臺北報導

　為精實部隊戰力，強化中樞防衛效能，憲兵第

202 指揮部裝步第 239 營 1 日執行雲豹八輪甲車接

裝作業。由營長廖中校實施勤前教育及全程督導

作業，期提升裝備效能，強化部隊戰力。

　廖營長表示 239 營肩負臺北衛戍區之機動打擊

任務，平時透過重要目標防護演練及每日戰備操

演等訓練，強化「反突擊、反滲透、反破壞」能量。

本次與軍備局 209 廠完成裝備點交後，將陸續完

成人員專長教育訓練，建立師資能量，並持恆教

育訓練工作，充分發揮裝備效能，厚植憲兵作戰

能量。

提升裝備效能 強化作戰實需提升裝備效能 強化作戰實需

憲兵第 203 指揮部 憲兵第 204 指揮部 憲兵第 205 指揮部 憲兵訓練中心

各地區指揮部110年下半年定期晉任典禮各地區指揮部110年下半年定期晉任典禮

各單位／綜合報導

　本部各地區指揮部及憲兵訓練中心日前分別

在各駐地依防疫規範辦理「110 年下半年定期

晉任典禮」，由各單位指揮官主持，誠摯恭賀

晉任人員邁向軍旅下一階段，並為晉任人員授

階，期勉所有人在既有的良好基礎上，持續精

進自我，善盡職責，貫徹肩負的責任與使命，

典禮全程簡單且隆重。

　憲兵第 202 指揮部指揮官于少將表示，階級

晉任即是工作表現及態度受上級肯定，期許所

有同仁持續精進自我，不要停下學習的腳步，

秉持服務熱誠，達成各項任（勤）務。

　憲兵第 203 指揮部指揮官張少將則期勉在階

級晉任的同時，體認職責與使命，戮力投入各

項工作實務，並時刻感謝在背後支持的家人，

與他們一同分享這份喜悅。

　憲兵第 204 指揮部指揮官成少將勉勵「晉任

不是權力的擴張，而是責任的加重」，期許同

仁勇於面對挑戰，完成上級交付之任務，持續

秉持存誠務實的處事態度，創造自我價值。

　憲兵第 205 指揮部指揮官袁上校肯定晉任官

兵辛勤付出及優異工作成果，期勉所有同仁以

渠等為榜樣，持續努力與精進，全心全意投入

工作，在軍旅職涯及個人價值皆可更上層樓。

　憲兵訓練中心由指揮官李上校主持定期晉任

典禮暨專業軍官班 109 － 1 期任官授階典禮，

李指揮官以自身經歷，勉勵全體同仁以「雙向

溝通」的方式成為士官兵的橋梁，持續耕耘本

職學能，期許在未來共同擦亮憲兵招牌。

圖／廖營長（中）與幹部同仁進行裝備清點。圖／廖營長（中）與幹部同仁進行裝備清點。

圖／CM34雲豹八輪裝甲車。圖／CM34雲豹八輪裝甲車。
圖／官兵進行裝備下板作業。圖／官兵進行裝備下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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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指揮部勤務支援連204指揮部勤務支援連

中士田信德中士田信德

　協助荷塘建設的 204 指揮部勤支連田信

德中士表示，鐵衛荷塘從籌備規劃到最後

完工，過程中雖然遇到許多困難，但在各

級長官的大力協助，以及同仁間相互幫忙，

使問題都能迎刃而解，這次的工程讓我學

習許多，也將成為軍旅生涯難忘的回憶。

打造舒適休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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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營舍美化專題營舍美化專題

鐵衛荷塘揭牌鐵衛荷塘揭牌
 

通訊員蔡佩容／高雄報導

　憲兵第 204 指揮部 1日由指揮官成

少將主持鐵衛荷塘揭牌儀式，該區域為

官兵同仁共同規劃並親手搭建之營區美化場

所，從創意發想、設施購置、施工執行，皆由官兵

及幹部相互研討並親手製作，耗時半年時間，迎來

歡喜揭牌儀式，使官兵用心打造的休閒環境，為營

區增添美觀、溫馨的氣氛。

　

　工業風天花板、粉藍色牆面，點綴數盞暖黃色吊

燈，搭配潺潺流水及池塘內悠游的魚隻，鐵衛荷塘

由憲兵第 204 指揮部營工小組親手打造，透過用心

規劃及布置，使整體空間倍感溫馨，提供官兵舒適

放鬆的休閒環境。成指揮官表示，鐵衛荷塘以「忠

貞梅荷精神」作為設計理念，在造景中種植荷花等

植物，象徵生生不息、出淤泥而不染的意涵。全程

由具專長官兵建置優美環境，同時也獲得實作的成

就感。最後，成指揮官在揭牌典禮中，感謝所有參

與規劃及布置的同仁，齊心美化營舍環境，提升官

兵生活品質。

　在粉藍色的牆上，可看見數個六邊形的蜂巢格，

格內還有許多名勝景點，此區塊為官兵獨特的創意

發想，運用象徵「團結、堅固」的蜂巢六角形設計，

為牆面加上造型層架，並在格子內呈現 204 指揮部

所屬各駐地的著名景點，如高雄的紅毛港、臺東的

三仙台以及澎湖的雙心石滬等，使官兵在鐵衛荷塘

談心閒暇之時，也能感受各地區的風景名勝，更能

妥善規劃假日與親友休閒娛樂的旅遊行程，促進人

際互動情誼，也能探索各地的美好風景。

休閒場所紓身心 全新佈置解壓力 蜂巢格內現巧思 景點名勝拓眼界

圖／成指揮官主持揭牌典禮圖／成指揮官主持揭牌典禮。。

圖／荷塘造型園藝布景圖／荷塘造型園藝布景。。 圖／蜂巢格特色層架圖／蜂巢格特色層架。。

圖／成指揮官（中）與官兵於荷塘前合影圖／成指揮官（中）與官兵於荷塘前合影。。

圖／鐵衛荷塘造景落成圖／鐵衛荷塘造景落成。。

官兵現身說官兵現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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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陳柏宏／花蓮報導

　因應時序進入防汛期，為強化防颱應處能量，臺東

憲兵隊投入災防整備工作，先期完成各式災防機

具、裝備檢整與準備，確保區域民眾安全。

　隊長陳中校表示，臺東憲兵隊位處國內

颱風襲擾熱區，未來將持續進行相關人力、

物力等災防整備，並與市公所保持聯繫，

同時持續關注颱風生成動態，做好萬全因

應措施，以利第一時間執行災害防救。

中華民國 110 年７月 12 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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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尹維翊／臺北報導

　為確保部隊官兵健康，憲兵第 229 營嚴守各

項防疫作為，全力投入抗「疫」工作，包含營

門人車管制、生活設施消毒作業等，期能防堵

疫情進入營區。

　營長陳中校表示，憲兵第 229 營肩負國防部

維安任務，秉持「防疫視同作戰」原則，落實

營門消毒及體溫量測工作，並持續鼓勵官兵進

行疫苗接種，提升群體免疫力，同時對生活環

境及公共設施進行消毒作業，持恆貫徹防疫工

作，確維營區同仁及單位官兵健康。

確保官兵健康 維護部隊戰力

圖／官兵落實營門人車防疫工作。圖／官兵落實營門人車防疫工作。

憲兵第 229 營落實防疫作為憲兵第 229 營落實防疫作為

圖／官兵檢整災圖／官兵檢整災防裝備、防裝備、機具。機具。

臺東憲兵隊防颱整備臺東憲兵隊防颱整備
戮力守護安全 戮力守護安全 

圖／學員透過教官指導熟稔戰鬥技巧。圖／學員透過教官指導熟稔戰鬥技巧。

熟稔戰鬥要領 培養團隊默契熟稔戰鬥要領 培養團隊默契

通訊員張鴻舉／新北報導

　新北憲兵隊 1 日至慈安九村實施職務官舍消毒作

業，官兵身著防護服裝以背負式消毒器實施環境消

毒，亦針對建築物內樓梯間、巷弄及停車場等公共

區域進行清消，消弭感染風險。

　隊長林上校表示，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絕對不可

鬆懈，即使執行任務炎熱辛勞，但守護國人健康安

全，是每位官兵同仁的職責與使命；此外，林隊長

也提醒官兵在執行任務期間，應謹慎遵守安全要求

事項，在安全無虞的前提下，投入眼前戰「疫」。圖／官兵針對公共區域實施清消作業。圖／官兵針對公共區域實施清消作業。

新北憲兵隊慈安九村官舍清消作業新北憲兵隊慈安九村官舍清消作業

憲訓中心軍官正規班限制空間戰鬥訓練憲訓中心軍官正規班限制空間戰鬥訓練

通訊員韓雅亘／新北報導

    憲兵訓練中心軍官正規班 120 期上（6）月 30 日

前實施城鎮戰戰鬥教練課程，由教官簡上士首先完

成安全規定下達後，針對城鎮作戰環境中限制空間

戰鬥持槍動作及空槍走位實施講解。

    過程中，設置運用不同組合空間及狀況，來模擬

城鎮戰中各種威脅，並透過小組對抗強化臨戰訓練，

培養團隊默契及小組溝通效能，使學員藉由持續的

練習，增進突發狀況處置能力，厚植憲兵城鎮作戰

能量。

新北防疫不佇足 戰疫軍民共防堵新北防疫不佇足 戰疫軍民共防堵

憲兵第203指揮部憲兵第203指揮部
通訊員黃晟哲／臺中報導

　憲兵第 203 指揮部上（6）月 30 日

辦理「上半年保密工作檢討會暨保密講

習」，由副指揮官陳上校主持，研討近

期保密工作執行現況，並宣導近期保密

要求重點，共同貫徹保防安全工作。

　陳副指揮官首先援引近期違失案例實

施宣教，另研討文書處理、通資設備等

保密工作執行實務，提醒各單位貫徹執

行 MDM 管制軟體查驗等工作，期勉各

級幹部持恆精進保密工作，同時落實宣

導教育，培養官兵正確保密習性，防杜

洩違密肇生。

落實保密工作  提升安全警覺落實保密工作  提升安全警覺

圖／陳副指揮官要求所屬貫徹保密工作。圖／陳副指揮官要求所屬貫徹保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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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憲兵隊 下士郭駿凱

願意吃苦 才能成為硬漢願意吃苦 才能成為硬漢

我憲兵，我驕傲

新北憲兵隊新北憲兵隊
中尉劉家瑜中尉劉家瑜

溫馨留言

座右銘：有了目標，座右銘：有了目標，

就全力以赴。就全力以赴。

「憲」出你/妳的「憲」出你/妳的

通訊員蔡佩容／高雄報導

　喜歡自我挑戰的下士郭

駿凱目前任職於高雄憲

兵隊，郭下士表示自己從

軍的信念就是「哪裡苦，我

就往哪裡去」，他總是勇於接

受所有挑戰，面對困難絕不輕言放棄！

　郭下士於 106 年入伍從軍，從士兵身分開始的

他，無論是體能、勤務都展現對自我要求的高度

紀律，109 年轉任士官後，更持續向上挑戰，接

受憲兵體能戰技訓練班及國軍體能戰技幹部師資

班等訓練班隊，結訓後將所學回饋單位，協助單

位教育訓練工作，看著同仁在體能成績逐漸進

步，感到相當開心，也是他最有成就感的地方。

　郭下士在休假期間仍未停下學習的腳步，考取

紅十字會水上救生員、陸上急救員、散打搏擊 C

級教練、跆拳黑帶兩段、柔道黑帶初段等證照，

豐富自身經歷同時提升自我能力。「能夠吃苦，

才是硬漢」，郭下士未來期許自己能挑戰傘訓以

及突擊訓，繼續突破自我，為憲兵部隊增添堅強

戰力。

圖／郭下士利用公餘考取水上救生員。圖／郭下士利用公餘考取水上救生員。
圖／郭下士（右）考取跆拳道黑帶時圖／郭下士（右）考取跆拳道黑帶時

　　與輔導教官合影留念。　　與輔導教官合影留念。

  

寶貝～我跟你說最近我們

單位要演訓了，然後啊..

軍旅漫漫說 軍旅漫漫說 網路交友陷阱多 安全意識不可少網路交友陷阱多 安全意識不可少
憲指部勤務連憲指部勤務連
二兵資鳳英二兵資鳳英

我跟你說喔！果然有人獨

具慧眼，我昨天終於在交

友軟體上終結單身了！

 

唉，像我這樣薪水穩定、

顏值超群、個性善良的優質男

性，怎麼可能還單

身呢 ... ？

  

真的喔？恭喜你啊

  

  好的，我知道了 

我會跟他聊聊。
 

 

  報告輔導長，事情是

這樣的 ....

 

呃，這樣不太好吧 ...

電
話
響
起

報告輔導長沒有，我

們只是聊聊天 ...

我知錯了 ..

輔導長跟你說，身為軍人的我們，千

萬不能沒有安全意識，近期常有不名

人士利用網路接觸國軍官兵，假冒網

友或智庫研究員等身分，以高額獎金

或交往手段，趁機蒐情，一定要提高

安全警覺，不可再犯！

 
你是不是最近認識網友，

還大肆談論演訓事務？

（以上照片為疫情第三級警戒前拍攝）（以上照片為疫情第三級警戒前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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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不要蓬頭垢面的面對這個世界，除了這輩子

又沒有別的時間美給自己看。」本書封面上的簡短字

句，引發了我閱讀的興趣，書中分享如何在成長過程

中，秉持自我的思考方式及生活態度，並提供五大可

愛準則，活出自己精彩人生：

一、不一定要長得漂亮，但一定要走在漂亮的路上！一、不一定要長得漂亮，但一定要走在漂亮的路上！

　　雖然漂亮是優勢，但活得精彩才是最大的本 

　　事，多探索自己一點，就能活出閃閃發光的自己， 

　　讓美麗也成為你對人生的堅持和對優雅的執念。 

二、重視金錢並不俗氣，千萬別假裝不愛錢。二、重視金錢並不俗氣，千萬別假裝不愛錢。

　　重視金錢不是小家子氣，有了足夠的經濟實力， 

　　才能不用依靠任何人，讓自己過的開心灑脫。這 

　　世上很多東西都有保存期限，只有自身的能力和 

　　銀行卡裡的積蓄永遠不會背叛你。 

三、你可以有糟糕的愛情，但你不能放縱自己過一個 三、你可以有糟糕的愛情，但你不能放縱自己過一個 

　　爛透的人生。　　爛透的人生。

　　人生不能倒帶，在遇到自己嚮往的愛情前，一定 

　　要充實人生，讓自己更有自信，不要總當一個被 

　　選擇的人，讓自己活得驕傲，而不是被拋下。 

四、失敗就是失敗，它不是成功之母。四、失敗就是失敗，它不是成功之母。 

　　對於失敗這件事，不要糾結於自己的劣勢，而是 

　　要拚命地發現自己的優勢，與其在錯誤的道路上 

　　狂奔，不如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戰場。

五、脾氣這東西多了不行，沒有也不行。五、脾氣這東西多了不行，沒有也不行。 

　　你是否曾經為了被他人喜歡，活成了自己不喜歡 

　　的樣子？面對不情願的事情只能畏畏縮縮，不敢

發聲，但我們應該要

有原則的活著，凡事

盡力而為，但也非一

昧逆來順受。

　回頭檢視自己，換

了短髮、穿上憲兵的

甲種服裝，在軍旅生

涯，難免遇到挫折與

困難，但面對挑戰，

不能輕易被打敗，我們應該建立自信心，相信自己能

做得更好！所以要保持學習的腳步，尋找屬於自己的

位子，向前邁進，證明「我不止可愛，我還是一位頂

天立地的軍人！」

供稿人：203指揮部勤務支援連少尉趙于婷

好書好書
推薦推薦

《這世界很煩，但你要很可愛》《這世界很煩，但你要很可愛》
擺脫世俗框架 活出精采人生故事擺脫世俗框架 活出精采人生故事

慎防假交友詐騙慎防假交友詐騙

   避免真心換絕情   避免真心換絕情

一、客觀上有施用詐術的詐欺行為 ( 如捏造、虛構事件傳遞與事實不符訊 

　　息 )，誤導被害人進行錯誤地的財產處理，主觀上要有不法意圖，依　　 

　　刑法第 339 條第 1 項規定，最重可處 5 年有期徒刑，併科最高新臺幣 

　　50 萬元罰金。

二、本案例中，詐騙者已成立刑法第 339 之 4 條加重詐欺罪，冒用政府機 

　　關名義犯罪 ( 如 : 自稱軍人、警察或是檢察官 )，刑度加重，最重可 

　　處 7 年有期徒刑，得併科最高新臺幣 100 萬元罰金。

罪責研析

資料來源／督察室資料來源／督察室

　某單位林上士單身多年　某單位林上士單身多年，最近利用交友軟體結識一陳姓男，最近利用交友軟體結識一陳姓男

網友網友，雙方互相加 LINE 通訊軟體聯繫，雙方互相加 LINE 通訊軟體聯繫，陳男自稱是我國外交，陳男自稱是我國外交

官官，並以結婚為前提進行交往，並以結婚為前提進行交往，要求林士投資海外項目來當，要求林士投資海外項目來當

作結婚基金作結婚基金，林士便先後共匯款新台幣 25 萬餘元，林士便先後共匯款新台幣 25 萬餘元，事後遭陳，事後遭陳

男封鎖 Line 通訊軟體的帳號男封鎖 Line 通訊軟體的帳號，她才驚覺受騙，她才驚覺受騙。。

案例摘要

作 者 ： 萬 特 特 出 版 ： 幸 福 文 化

軍醫單位　並依指示就醫，勿搭乘大眾交通運輸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忠
貞
要
聞



本報訊／綜合報導

　時序進入下半年度，本報以圖輯方式，共

同回顧「南區聯誼會」上半年之活動點滴，

互動熱絡，情誼緊密，包含各區交接典禮及

授證大會，薪火相傳忠貞梅荷精神；高雄後

憲路竹分會後憲前輩也心繫現役官兵，至營

區關懷同仁，給予溫暖力量。此外，今年清

明時節，國內發生火車翻覆憾事，後憲前輩

不辭辛勞，隨即前往慰問，並提供協助及資

源，撫慰家屬心情，伴度難關。期許全體同

仁共同嚴守防疫規範，齊心期望下半年度再

展荷松力。
（以下照片均為疫情第三級警戒前拍攝）（以下照片均為疫情第三級警戒前拍攝）

圖／高雄市後憲荷松協會第110年後備憲兵聯絡圖／高雄市後憲荷松協會第110年後備憲兵聯絡

      中心幹部授證大會。      中心幹部授證大會。

圖／高雄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苓雅分會授證圖／高雄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苓雅分會授證

      典禮      典禮。。

圖／中華民國後憲總會慰問臺鐵事故家屬。圖／中華民國後憲總會慰問臺鐵事故家屬。

圖／高雄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前鎮區幹部授證圖／高雄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前鎮區幹部授證

      典禮。      典禮。

圖／高雄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仁武分會會員大會。圖／高雄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仁武分會會員大會。

圖／圖／高雄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三民分區授證典  高雄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三民分區授證典  

      禮      禮。。

圖／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南區聯誼會。圖／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南區聯誼會。

圖／高雄市後備荷松協會左營分會授證典禮。圖／高雄市後備荷松協會左營分會授證典禮。

圖／圖／高雄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高雄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三民分會109年三民分會109年

      年年終歲末感恩餐會同仁合影。      年年終歲末感恩餐會同仁合影。

圖／臺南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舉辦第10、11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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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屆理事長交接暨幹部授證典禮。。

圖／高雄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路竹分會參訪鐵 圖／高雄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路竹分會參訪鐵 

　　衛營區。　　衛營區。

圖／圖／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第八屆第二次 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第八屆第二次 

　　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

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
                                              南區聯誼會上半年活動回顧南區聯誼會上半年活動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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