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懸吊射擊訓練。圖／懸吊射擊訓練。

圖／狙擊手進行陣地轉換。圖／狙擊手進行陣地轉換。

通訊員陳柏宏／屏東報導

　為驗證國軍狙擊能量，國防部每年舉辦「國

軍狙擊手競賽」，匯集各軍狙擊好手，依訓

練科目進行評量競賽，以驗證狙擊戰力訓效。

本部為精進部隊狙擊戰力，召集第一、二類

狙擊手及特等射手等競賽人員，針對競賽項

目進行集訓，參訓官兵無不全力投入，矢志

為憲兵爭取最高榮譽！

圖／潛行後射擊訓練。圖／潛行後射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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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步槍掩護射擊訓練。圖／步槍掩護射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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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新冠肺炎影響，國際運動賽事一度停擺，目前

雖已逐步恢復，卻也讓國內網路簽賭歪風回溫；

網路充斥賭博網站，許多人沉溺其中，傾家蕩

產。去年 9 月臺中莊姓男子到賭博網站簽注「百

家樂」，贏取 9 萬餘元賭金，警方依賭博罪嫌送

辦，臺中地院審理後認為，賭博罪是以「在公共

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作為成立要件，本案不

符前開要件，判決莊某無罪。司法實務對賭博罪之

構成要件，能否涵攝網路賭博態樣，互有立場，乃

至影響判決，其中的法理為何？殊值關切探究。

  根據警方統計，網路賭博犯罪暴增，惟網站

伺服器均在國外，不易偵辦。簽賭集團無孔不

入，手法與詐騙集團如出一轍，自網咖或透過網

路遊戲聊天室覓尋賭客，以高獲利、賺大錢來

誘引，有賭博習性及想要賺錢的人，很容易掉入

陷阱成為下手對象；但高獲利通常也代表高風

險，極可能血本無歸，必須謹慎應處，不要因

一時投機，讓欲望蒙蔽理智，導致憾事發生。

  針對賭博行為，刑法第 266 條的「普通賭博罪」

規定：「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

物者，處三萬元以下罰金；第 268 條的「圖利聚

眾賭博罪」，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罰金。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4 條規定：於非公共場所

或非公眾得出入之職業賭博場所，賭博財物者，

處 9 千元以下罰鍰，則係對賭博行為不合於刑法

賭博罪之行政處罰規定。前者以在公共場所或公眾

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為其成立要件，而後者則不

以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為之為必要。二

法所規範的要件不無差異，金額則無太大落差。

  現今社會科技快速發展，電腦網路係提供公共資

訊傳輸園地，雖為虛擬空間，但可供不特定之多數

人於該空間為彼此相關聯的行為，而藉由主機及相

關設備達成其傳輸功能，在性質上並非純屬思想的

概念空間，亦非物理上絕對不存在的事物，既可作

為傳達賭博訊息的工具，在電腦網站開設投注簽

賭，供人登入下注賭博財物，該網站自亦屬賭博場

所。惟刑法第 266 條的「普通賭博罪」，係以「在

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為要件。網路簽賭

行為，究應論以刑法的普通賭博罪，抑應依社維法

處罰，則依個案事實的認定，是否符合於「公共場

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之要件而定。

  行政院去年 5 月初通過「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函送立法院審議。修正重點在：增訂以電信

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類似方法賭博財

物等行為，亦科以刑責，並將罰金提高至 5 萬元

以下；修正條文若獲通過，不論在具體或虛擬空

間賭博財物，都要處罰。觀諸修法意旨可知，隨

著科技進步，傳統賭博演變成不受地域及時間限

制，任何人只要擁有通訊或連網設備，均可輕易

觸及賭博，帶來諸多家庭及社會問題；網路賭博

衍生問題除查緝困難，亦潛藏諸如洗錢、詐欺、

暴力討債及組織犯罪等犯罪活動，更動輒傳出選

舉賭博意圖影響選民投票意向，破壞選舉公正。

  現行刑法賭博罪章繼承自 1911 年清末《欽定

大清新刑律》，歷經百年，當初所立基之經濟

水準，已難對應當今的經濟發展及科技資訊水

平。鑑因賭博贏得賭局的一方，取得財物形同不

勞而獲，沉迷賭博，不僅助長歪風，更將養成

僥倖心理，不惜時進取，敗壞風氣，對社會治安

及國軍管理必將形成負面影響。為符合罪刑法

定主義構成要件明確性的要求，避免司法實務

見解歧異而造成處罰漏洞，讓有心人士遊走於

法律處罰的灰色地帶，盡速修法已刻不容緩。

  我國已是法治建設有成的國家，司法判決有

罪、無罪互為呈現的現象，的確有些難以理解或

適從。其實，網路簽賭與一般賭博行為，在不

法內涵上應是等價，對有罪或無罪的裁斷，我

們都予以尊重，但也祈望法官的觀察視角，多一

些公義促進考量，讓行為人認識與理解，並意

識到其行為將會造成自己和他人的重大危害。

  在完成修法前，冀望法官能以超然、前瞻、貼

近社會現實角度思考問題，避免一些無罪個案透

過媒體報導，帶來對網路簽賭刑罰的錯誤認知。

我們也呼籲國人及官兵，建立正確認知與嚴肅

心態 ; 所謂「十賭九輸」，是顛撲不破的事實，

官兵絕對不能失足踏入，「賭」加「騙」，是所

有人都不齒的行為。有云：「人當自尊，亦當

尊重他人」，我們應保有慈悲之心，共同持守這

份人生價值與社會倫理並，勸誡周邊親人及友

朋，禁絕賭博歪風，才不會讓悲劇一再上演。

（7 月 12 日 青 年 日 報 社 論 ）

通訊員韓雅亘／新北報導

　指揮官黃中將 13 日赴憲兵訓練中心

慰勉專業軍官班 109 － 1 期初任官，

勉勵設定目標，蓄積能量，經過歷練、

進修、壓力及挫折後定能蛻變，成為

部隊骨幹。

　指揮官表示，受訓期間所學均為憲

兵專業知識與技能之基礎，期勉學員

到部任職後仍須不斷強化精進，充實

體能及本職學能；另身為憲兵務必以

紀律為己任，維繫憲兵榮譽。

　此外，指揮官強調，軍官為部隊的

領導者，應保持熱忱與熱情，遇壓力

也可適時求援，且各項任務需靠團隊

合作，有健全的身心方能面對各項挑

戰，帶領官兵勇往直前。

網路簽賭陷阱多 慎防踏上不歸路網路簽賭陷阱多 慎防踏上不歸路

指揮官慰勉初任軍官 無懼挑戰 勇往直前指揮官慰勉初任軍官 無懼挑戰 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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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指揮官提醒幹部用心傳授憲兵專業。圖／指揮官提醒幹部用心傳授憲兵專業。

圖／指揮官期勉初官勇於接受挑戰。圖／指揮官期勉初官勇於接受挑戰。



通訊員吳栢仰／新北報導

　為使接訓任務執行順遂，憲訓中

心指揮官李上校 7日視導志願士兵

及軍事訓練役接訓場地整備實施預

檢，以提升工作執行效率，確保接

訓任務順遂。

　李指揮官表示，面對新冠肺炎疫

情，同仁仍不得鬆懈，接訓期間應

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國防部策

定之防疫規定，落實健康管理措施，

避免營區群聚感染情事，杜絕疫情

擴散；另逐項檢視營舍設施、個人

裝備、教育器材、文宣作為及訓練

場地等整備情形，確維訓練能量。

通訊員鄭進宏／雲林報導

　為瞭解駐地訓練暨防疫工作執行情形，憲兵第 203 指揮

部指揮官張少將視導雲林憲兵隊，針對備援值日官室，人

員分時、分流現況及異地辦公等執行情形實施防疫工作指

導；另提醒落實門禁管制，核對身分及體溫量測，確維營

區安全及消弭防疫破口。

　張指揮官強調，防疫期間仍應持續推展教育訓練工作，

善用組織、妥善規劃符合防疫規範之訓練場地與科目進

度，並提醒時序漸入盛夏，單位應隨時注意人員水分補充

及身體狀況，確保訓練安全。

通訊員張鴻舉／新北報導

　憲兵第 205 指揮部指揮官袁上校日前主持 ROTC 專

業軍官班及陸軍專科學校新進人員座談，勉勵持恆強

化專業素養與本職學能，保持廣泛學習態度，不斷汲

取實務經驗、精進自我，成為單位的堅實戰力。

　袁指揮官強調，軍旅路上每個工作崗位上皆應戮力

以赴，抱持主動積極負責態度，並以熱誠服務官兵，

嚴格教育訓練，同時主動關懷生活疑難，形塑「生活、

訓練、戰鬥在一起」之凝聚力，共同為憲兵創造精實

團結的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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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精進射擊 決心勇奪佳績鼓勵精進射擊 決心勇奪佳績

憲兵第 204 指揮部視導狙擊手集訓

通訊員陳柏宏／高雄報導

　憲兵第 204 指揮部指揮官成少將 12 日代表指揮官

黃中將，前往海口靶場慰勉狙擊手集訓隊官兵，勉

勵射手把握難得的訓練機會，從嚴從難地惕勵自我，

琢磨射擊技巧，奠基部隊戰力。

　成指揮官強調「決心就是力量，信心就是成功。」

射手們已有相當的射擊能力，要循序漸進提升心理

素質及自信，必能勇奪佳績；此外，成指揮官也叮

囑集訓隊官兵，訓練期間恪遵訓場紀律，留意水分

補充及防疫要求，確維自身健康與部隊戰力。

鼓勵新進人員 主動積極學習憲兵 205 指揮部

視導雲林憲兵隊防疫工作現況憲兵 203 指揮部

圖／袁指揮官主持新進人員座談。圖／袁指揮官主持新進人員座談。

圖／張指揮官提醒防疫工作莫放鬆。圖／張指揮官提醒防疫工作莫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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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集訓官兵戮力射擊訓練。圖／集訓官兵戮力射擊訓練。

圖／李指揮官提醒幹部縝密接訓相關整備。圖／李指揮官提醒幹部縝密接訓相關整備。

圖／成指揮官鼓勵官兵戮力訓練奪得佳績。圖／成指揮官鼓勵官兵戮力訓練奪得佳績。

憲兵訓練中心



通訊員李婉榕／臺北報導

　憲兵第二一一營肩負我國總統府警衛安全及總

統、副總統重要官署衛戍之任務，創立迄今已有 66

年。此外，年度的元旦、國慶等國家重大慶典，也

能看見「忠貞鐵衛」的守護身影；平假日官兵也協

助總統府執行開放參觀工作，用熱誠態度及忠貞精

神，為國家門面把關，也因為憲兵第二一一營的優

良傳統及光榮使命，而有「天下第一營」的美稱。

光榮歷史勇突破

　憲兵第二一一營於民國 43 年 12 月 1 日編成，為

憲兵獨立第一營，原駐地位於現今新北市三峽區中

埔營房，接受憲兵專業訓練，44 年 5月 1日遷駐臺

北市博愛路 123 號營房，肩負中樞警衛勤務。直至

45 年 3 月 1 日更改番號為憲兵第二一一營。憲兵

第二一一營官兵秉持「上哨就是上戰場，守紀就是

重榮譽」，不分晝夜寒暑，時時刻刻以最嚴謹、最

堅定的態度捍衛府區安全，近年藉由新式勤務服更

換、反制應變戰技訓練等，持續強化衛戍能量，將

府區周邊危安因子消弭無形。

鐵衛精神續永守

　「鐵衛隊」是憲兵第二一一營過去負責每日升降

旗、總統府正大門哨等重要勤務之部隊，身材和儀

態皆以最優異之標準挑選，配合嚴格訓練及教育，

打造素質精良的部隊，同時在行進間保存直角轉彎

及擺手等獨具特色之傳統，充分展現憲兵勤訓精

煉、威風凛凜之一面。民國101年因組織編制調整，

鐵衛隊走入歷史，然而其「鐵衛精神」則永久延續，

現役官兵在前人奠定的優良基礎下，一棒接一棒，

薪火相傳「御林鐵衛」的精神，矢志捍衛「天下第

一營」的光榮招牌。

御林鐵衛－天下第一營御林鐵衛－天下第一營

圖／鐵衛隊展現整齊劃一擺手動作。圖／鐵衛隊展現整齊劃一擺手動作。

圖／憲兵第二一一營執行國慶大典勤務。圖／憲兵第二一一營執行國慶大典勤務。 圖／昔日憲兵第二一一營官兵於博愛路123號營房合影。圖／昔日憲兵第二一一營官兵於博愛路123號營房合影。 圖／總統府大門正哨執勤官兵。圖／總統府大門正哨執勤官兵。

圖／官兵每日執行總統府升旗勤務。圖／官兵每日執行總統府升旗勤務。

圖／憲兵第二一一營官兵不分寒暑，戮力戍守府區。圖／憲兵第二一一營官兵不分寒暑，戮力戍守府區。

憲兵第
211營

（照片皆為疫情第三級警戒前拍攝）（照片皆為疫情第三級警戒前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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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陳柏宏／臺東報導

　為戮力戰訓本務，臺東憲兵隊 8日由隊長陳中校率隊至太平營

區實施手槍實彈射擊，射擊前除提醒官兵恪遵靶場紀律，

更要求人員全程均須遵守防疫相關規定。

陳隊長表示，唯有平時勤訓精練，才能

提升部隊堅實戰力。過程中，臺東隊最

佳射手許富棋中士也不吝於分享射擊經

驗，細心地調整射擊人員的握槍姿勢，

傳授掌控射擊穩定度的要領，讓同仁取

得好成績。

中華民國 110 年７月 19 日 星期一
55部隊活動部隊活動

通訊員蔡思民／苗栗報導

　為提升射擊訓練成效，苗栗憲兵隊 8日由隊

長賴中校帶領下，至斗煥坪靶場實施輕兵器實

彈射擊訓練，透過逐步修正射擊姿勢、熟稔武

器操作，達成預期訓練成效。

　訓練過程中，蘇中隊長與潘士官督導長觀察

射手姿勢及動作，並從旁指導調整，輔助官兵

掌握個人瞄準圖，提升射擊精準度。賴隊長表

示，期藉持恆訓練，增進官兵射擊技能，及強

化戰場抗壓性，提升部隊作戰效能。最後，賴

隊長提醒所屬官兵，盛夏時節應隨時補充水份，

維護部隊完整戰力。

圖／官兵實施步槍實彈射擊訓練。圖／官兵實施步槍實彈射擊訓練。 圖／古隊長下達射擊安全規定。圖／古隊長下達射擊安全規定。

新竹憲兵隊戮力射擊訓練 誓奪測驗佳績新竹憲兵隊戮力射擊訓練 誓奪測驗佳績

圖／官兵進行手槍實彈射擊訓練。圖／官兵進行手槍實彈射擊訓練。

苗栗憲兵隊射手專注苗栗憲兵隊射手專注
幹部協助 提升射擊穩定度幹部協助 提升射擊穩定度

圖／官兵專心投入手槍射擊訓練。圖／官兵專心投入手槍射擊訓練。

臺東憲兵隊手槍射擊訓練臺東憲兵隊手槍射擊訓練 防疫警戒莫放鬆防疫警戒莫放鬆

       訓練工作續推動       訓練工作續推動

圖／模擬攻堅實戰科目訓練。圖／模擬攻堅實戰科目訓練。

通訊員韓雅亘／新北報導

　憲兵訓練中心軍官正規班 120 期學員 8日實施國

造 T93 狙擊槍射擊課程，由教官羅士官長實施原則

講解，並由射擊指揮官李上尉下達安全規定，在教

官個別指導下，增進武器操作熟稔度及射擊穩定度。

　羅士官長表示狙擊槍具有精度高、威力強等優勢，

學員們於課程中聚精會神學習觀測要領，並實際操

作歸零修正技巧，學習運用此高精度武器，在作戰

中發揮「反制」作用，落實「武器精準、遠距擊殺」

的戰術，提升戰力。圖／學員於訓練中學習觀測及射擊技巧。圖／學員於訓練中學習觀測及射擊技巧。

憲兵訓練中心狙擊槍射擊訓練憲兵訓練中心狙擊槍射擊訓練

憲兵第 332 營第 1連基訓城鎮戰鬥訓練憲兵第 332 營第 1連基訓城鎮戰鬥訓練
通訊員李光桓／臺北報導

　憲兵第 202 指揮部 332 營第 1連為提升基訓期末

鑑測成效，12 日由連長陽上尉帶隊實施城鎮戰鬥教

練「限制空間戰鬥」訓練，模擬戰場實況，提升團

隊作戰效能。

　為肆應憲兵接戰距離短、反應時間短促，且戰場

壓力高等特性，本次訓練採類實戰之攻堅模擬科目，

藉掩體應用，及搭配成員間的團隊默契，快速達成

作戰任務，強化限制空間戰鬥技能。陽連長鼓勵所

屬官兵，將每次演練當成正式測驗，期許發揮平時

訓練成果，為單位爭取最高榮譽！

精準狙殺 制敵機先精準狙殺 制敵機先

圖／城鎮戰鬥訓練。圖／城鎮戰鬥訓練。

通訊員張鴻舉／新竹報導

　因應下半年駐地測驗將屆，新竹憲兵隊日前至南勢埔靶

場實施手、步槍實彈射擊訓練，由隊長古中校下達安全規

定，並向官兵解說射擊要領，提醒參訓官兵在射擊過程中

依彈著點調整槍枝瞄準參數，找出個人最適切的瞄準姿

勢，提升射擊精準度。

　古隊長表示，實彈射擊係部隊戰力之根基，每位官兵皆

應把握每次實彈射擊的訓練，熟稔個人建制武器操作及射

擊要領，進而精進不足之處。隨著測驗將屆，期許全體官

兵展現平時訓練成果，為個人和單位爭取佳績。

圖／圖／助教許中士協助調整射擊動作。助教許中士協助調整射擊動作。



桃園憲兵隊 士官長陳智瑋桃園憲兵隊 士官長陳智瑋

我憲兵，我驕傲我憲兵，我驕傲

憲指部勤務連憲指部勤務連
下士李千玫下士李千玫

溫馨留言

機會只對進取有為的機會只對進取有為的

人開放。人開放。

「憲」出你/妳的「憲」出你/妳的

通訊員張鴻舉／桃園報導

　不苟言笑的嚴肅外表，卻深藏著一顆柔軟熾熱

的心，是桃園憲兵隊士官長陳智瑋給人的印象。

出生於基督教家庭的他，從小耳濡目染周遭親友

熱心助人的善行義舉，「施比受更有福」這句話

也成為他的自我期許，埋下投身公益的種子。

　陳士官長執行憲兵隊情偵工作期間，看見無數

青少年受到毒品誘惑而誤入歧途，心中不僅感到

扼腕，於是希望教導學子正確人生態度及自我保

護的方法。陳士官長秉持「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的精神，利用公餘時間到校園推廣反毒工作及

簡易防身術等，將自身專業毫無保留地分享給

莘莘學子，不僅獲得校方及家長的讚許與肯定，

更將憲兵專業向外推廣，運用於教育工作，扎根

全民國防，意義更顯非凡。

　陳士官長相當感謝部隊帶給他的成長與蛻變，

未來希望持續藉由自己的力量，使青少年遠離毒

品和詐騙，守護國家與社會。

圖／陳士官長向學子說明憲兵情偵工作。圖／陳士官長向學子說明憲兵情偵工作。圖／陳士官長教學簡易防身術。圖／陳士官長教學簡易防身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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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聞「居安思危」，其語出於《左

傳．襄公十一年》所引之《書》：「『居

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意即身處安樂時，要想到危險可能會

隨時出現，及早預備作為，事發之際

定不會慌亂無措。因此，在日常中，

我們應深植官兵安全意識，建立正確

的敵情觀念，保有憂患警覺。

　近年來隨著科技發展，資訊流動大

幅提升，網路世界及資訊產品已成為

遭滲透的主要管道。耳目所及，充斥

許多「互惠讓利」、「簡單成功」等

類似話術，若官兵未具有正確保防觀

念，則可能受其迷惑，接受錯誤資訊，

遭受詐騙甚至導致國家機密外洩。因

此，面對四面八方的滲透手段，我們

務必了解各項推陳不斷的手法，提高

警覺意識，防堵洩違密情事肇生。

　從過去案例可知，中共常利用官兵

安全意識不足，認為「個人行為並不

會有多大影響」的心態，暗地與官兵

接觸，如前陣子在社群平台上出現有

心人士假冒國外智庫人員，以豐厚報

酬及學術研究等理由，企圖向官兵蒐

集公務資訊；或是隨著我國內疫情升

溫之際，在網路散播「國家防疫失

能」、「疫苗無效」、「化學兵消毒

劑有毒」等大量假訊息，企圖製造國

家內部矛盾、降低整體生產動能，打

擊國人支持與信心。因此，面對中共

不斷企圖竊取我國情資，或是透過各

種手段破壞國內和諧之情形，官兵平

時便應落實「機密維護」及「訊息判

讀」等安全意識建立，不可輕信敵人

營造之假象。國軍官兵做為人民的依

靠，必須具備堅強的衛國意識，並貫

徹「國軍反情報責任制度」，主動檢

舉不法與違常，落實「見可疑追查到

底，遇問題立即反映」的觀念，唯有

透過實際行動貫徹執行，方能有效防

制敵諜滲透蒐情，保護國家安全。

憲兵訓練中心 憲兵訓練中心 中尉中尉塗柏廷塗柏廷

建立安全共識 防敵滲透蒐情建立安全共識 防敵滲透蒐情

　時序入夏，我國地處亞熱帶地區，

歴年五月至八月皆為高溫盛夏時節，

更是中暑、熱衰竭或熱痙攣等熱傷害

病例之好發時期。國軍肩負保家衛國

的重任，必須接受嚴格訓練，或是執

行演習課題及各項任（勤）務。此外，

今年更遭遇疫情之嚴峻考驗，如何推

展訓練成效，同時貫徹防疫措施，並

防範中暑情事，便是各級部隊幹部需

用心研討之重要課題。  

　部隊訓練工作推展時，除注重科目

進度之施教之外，各項溫、濕度等天

氣條件亦會納入考量，作為操課強度

及服儀調整之依據，唯有事先縝密規

劃，方能訂出適當的訓練計畫，降低

訓練風險。然而，人體並非機械，每

位官兵的個人身體狀況，以及對於環

境變化的承受能力不一而足，除了幹

部應該事先考量各項風險因子，全

體官兵更應隨時保持敏銳觀察，包含

個人及鄰兵之體能狀態、訓練承受程

度，並且定時監測場地訓練危險係數

變化，適時補充飲水。「中暑」為熱

傷害中最嚴重的一種，若未能順利將

體內熱能排出，人體中心體溫將高於

攝氏 40 度，可能造成中樞神經損傷，

甚至合併器官衰竭，如未能即時發現

與治療，死亡率更是高達五成，因此

面對中暑及各項熱傷害的防治，不得

不嚴正面對，並謹慎執行訓練工作，

防範相關情事肇生。

　如前言所提，盛夏時節的高溫酷

暑，以及疫情防治工作，皆為當前不

可忽略之重要任務，幹部應更加善用

方法推展教育訓練；如操課時選用寬

闊陰涼場所、保持操課場地舒適通

風、分段分時執行訓練，降低人員接

觸風險，並且隨時要求官兵補充水

份，不僅提升身體散熱效率，亦可增

強個人免疫力。希冀各級同仁皆可保

持自我身體保健，並順利推展訓練工

作，確維國軍戰力不墜。

通資作業連 通資作業連 上尉上尉游家維游家維

防範中暑情事 確維訓練安全防範中暑情事 確維訓練安全

[[戮力反毒工作戮力反毒工作
         展　 軍民大愛         展　 軍民大愛 ]]憲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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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雜訊」是我們從小到大生活中

的經驗累積，也是一種思考的慣性。人

們經常將一切所聞、社會上的各式規則，

或是生活中失敗的經驗，潛移默化為思

考與行為的模式，造成我們依過去經驗

定義每件事物，尤其在經歷挫折或失敗

後，便可能自我否定，只要未來再遇到

同樣事情，內心就會出現許多自我質疑

的雜音，導致腳步躊躇不前，甚至產生

內心負面壓力。

　於是本書建議每個人都應面對心理雜

訊，並練習如何適切處理，其中有個小

測驗首先檢視自我心理類型，分別為「適

應反應型」、「逆轉反應型」、「抵抗

反應型」等，面對逆境與挫折實，便會

產生以上不同的心理反應，藉此了解自

我內心思考模式。因此當自己面對生活

挫敗時，在聽取旁人「不要想太多」、

「要正向思考」等建議前，應先認識自

己的內心。不輕易接收潛意識負面能量

的影響；此外，我們更需要練習自我覺

察雜訊及正向思考的降噪能力，書中提

供常見的心理雜訊類型，協助讀者找出

內心煩惱，並提供 10 個實際降噪練習，

如停 10 秒冥想、自我實況轉播等，促使

讀者跳脫心理框架，正面處理雜訊干擾，

提高心靈免疫力。

　在部隊中，每天都會遇到不同挑戰與課

題，而許多官兵都會事先自我預設立場

及結果，產生「這個太難了」、「我不

可能做得好」等負面想法，導致錯失許

多自我挑戰及成長的機會，更可能加重

自我質疑的負面思考循環。因此我們應

該先認識自我內心煩惱，摒除自己心理

的雜訊，不要一直與他人比較，並避免

攻擊他人的缺點，藉此獲取他人的肯定。

　總之，所有外在行為的根源皆來自自

信心，找到自信的人生思考模式，許多

挑戰也會迎刃而解。

供稿人：憲兵第228營 少校廖士萱

好書好書
推薦推薦

《清理你的心理雜訊》
練習心理降噪 找回自信思考練習心理降噪 找回自信思考

堅守崗位盡職責堅守崗位盡職責

     擅離職守毀前途     擅離職守毀前途
資料來源／督察室資料來源／督察室

　近期肇生Ｏ軍留守幹部無故不假外出、擅離職守等涉法情　近期肇生Ｏ軍留守幹部無故不假外出、擅離職守等涉法情

事，遭媒體報導，影響軍譽；以下臚列事，遭媒體報導，影響軍譽；以下臚列要求事項，提請各單要求事項，提請各單

位強化法治教育宣導，並加強巡查及督管頻次，務使全體官位強化法治教育宣導，並加強巡查及督管頻次，務使全體官

兵堅守崗位，確保營區整體安全。兵堅守崗位，確保營區整體安全。

前言

作 者 ： 山 根 洋 士 出 版 ： 究 竟 出 版 社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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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聞

雙語
園地 每周來點雙語智慧麵包每周來點雙語智慧麵包

Let's Have Some Weekly Wisdom Bread.Let's Have Some Weekly Wisdom Bread.

要求事項

一、國軍人員擔任離職主官（管）、戰情（值日）官、衛、哨兵或其他警 

　　戒、傳令之職務時，係依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為刑法上之公務員， 

　　應「循規蹈矩、執行本務」，恪遵留值規定，堅守崗位，並熟稔各項 

　　突發狀況處置要領，健全危機應變能力，以維部隊安全。

二、各單位強化內部管理，應要求幹部負起督管之責；擔任單位留值幹者 

    須嚴以律己，以身作則，做官兵的表率，絕不可罔顧國家賦予之職責

    與使命，擅離部屬及勤務所在地。

三、幹部應發揮「組織功能」，秉「照顧建制內官兵，使

　　官兵身心不受傷，權益不受損」目標深入基層瞭解

　　官兵作息與執勤狀況，持續向所屬加強法紀宣教，

　　讓官兵明白所涉刑責與懲處，深植守重紀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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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倫凱勒海倫凱勒（Helen Keller, 1880 ～ 1967）（Helen Keller, 1880 ～ 1967）

　海倫凱勒（Helen Keller, 1880 ～ 1967），美國作家，社會

運動家和講師。19 個月大的時候患了急性腦充血病，失去了聽覺

和視覺。成長過程展現驚人毅力，自創手語與人溝通，甚至掌握

了十三種以上的語言，最後堅持不懈完成哈佛大學學業，投入社

會運動及教育工作，終生為殘疾人士福利努力不懈，堅韌鬥志及

奉獻精神令人敬佩。

這世界充滿太多苦難，然而也有無數人克服了它。   －海倫凱勒

世界前進，不單靠英雄大力推動，也靠每個勤奮的人輕輕推進。

－海倫凱勒

 Although the world is full of suffering, it is also 
full of the overcoming of it.                   

－ Helen Keller

 The world is moved not only by the mighty 
shoves of the heroes but also by the aggregate of 
the tiny pushes of each honest worker. 

－ Helen Keller

名言佳句名言佳句



通訊員張鴻舉／新北報導

　新北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樹林分會日前

由區主任賴峰成先生號召，會同樹林區後

備軍人輔導中心主任顏志成先生等後備協

會幹部，同時邀請樹林區區長王坤南先生，

辦理「幸福滿屋實物銀行」物資捐贈活動，

展現後備憲兵熱心公益的愛心。

　賴主任表示，肆應疫情挑戰，地方民生

經濟受到嚴重影響，導致愛心物資需求漸

增，因此發起物資捐贈活動，號召各界熱

心公益人士響應，與各界防疫英雄齊心守

護社會，為社會增添溫

暖，以實際行動為防疫

工作盡一己之力。

圖／匯集地方資源及後備軍人能量一同捐贈愛心。圖／匯集地方資源及後備軍人能量一同捐贈愛心。

圖／賴主任（左）與樹林王區長（右）共同合影。圖／賴主任（左）與樹林王區長（右）共同合影。

圖／黃理事長匯集資源慰問竹北員警。圖／黃理事長匯集資源慰問竹北員警。

圖／提供新鮮水果及飲品慰問員警辛勞。圖／提供新鮮水果及飲品慰問員警辛勞。

通訊員張鴻舉／新竹報導

　因應疫情嚴峻，新竹縣內員警全力支

援衛生局實施疫情防制工作，包含居家

隔離、檢疫者足跡掌握、取締未戴口罩

民眾、稽查八大行業等重要勤務。

　為體恤基層員警工作辛勞，新竹縣後

備憲兵荷松協會及新竹憲兵隊，偕同地

方熱心公益之店家，慰勞新竹縣竹北分

局警察同仁，提供新鮮水果及清涼飲品，

不僅在疫情時期支持地方商品，更為辛

勤的員警加油打氣。理事長黃弘勁先生

表示，感謝辛苦執勤的員警為防疫工作

擔任第一道防線，希望匯集國軍及地方

的支持，共同成為警察堅強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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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慰問竹北員警辛勞新竹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慰問竹北員警辛勞 員警勤防疫 全民來相挺員警勤防疫 全民來相挺

新北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樹林分會愛心物資捐贈　 大愛新北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樹林分會愛心物資捐贈　 大愛憲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