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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邱彥瑜／高雄報導

　指揮官黃中將及政戰主任辜少將 22

日視導憲兵特勤隊移地訓練官兵，勉

勵同仁秉持「拼鬥精神」，持恆訓練，

保持最佳訓練狀態，有效發揚關鍵戰力。

　指揮官表示特勤隊係國軍可恃戰力及菁英

部隊，全體隊員應具備使命感與榮譽心，秉持

優良傳統，並運用科學化訓練方式，強化戰力

素質，而關鍵戰力競賽，除考驗單位的團隊榮譽

信念，更驗證平時訓練成果，期勉參訓同仁勤奮不

懈、全力以赴，為單位爭取榮譽。

圖／指揮官勉勵戮力訓練，爭取佳績。圖／指揮官勉勵戮力訓練，爭取佳績。

圖／指揮官與參訓官兵合影。圖／指揮官與參訓官兵合影。

指揮官勉持恆訓練指揮官勉持恆訓練

           發揚關鍵戰力           發揚關鍵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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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憲兵指揮部

歡迎加入中華民國憲兵指揮部

圖／指揮官（左）頒發團體加菜金。圖／指揮官（左）頒發團體加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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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光演習圓滿結束，在官兵輪流休假，紓解演

訓辛勞，與家人共享天倫之際，國防部再次提醒，

國軍為國家安全之保障，官兵的人身安全便是戰

力指標。依照過往統計，秋冬之際為官兵「酒後

駕車」軍紀事件高峰期，各級必須特別加強宣

導，杜絕相關情事。全體官兵更應相互勉勵，展

現國軍榮譽，以確保部隊戰力，形塑優質形象。 

　現代生活中，個人交通工具之使用，已屬不可

或缺，交通事故亦成為普遍發生的案件。因此，

我國交通法制之設計，責任歸屬從民事損害賠償、

行政處罰至刑事責任，法網綿密；若身為公務員，

更可同時追究其行政責任。酒醉駕車為交通肇事

之重要原因，刑法除可依第 276、284 條過失致

死、過失傷害等一般條款處罰外，並就酒駕行為

特別訂有第 185 之 3 條不能安全駕駛罪及其加重

結果犯；若酒駕後逃逸，棄被害人於不顧，又涉

第294條遺棄致死罪，可處7年以上至無期徒刑。

　酗酒後精神狀態亢奮，生理反應及危險判斷能

力大幅降低，酒後開車或騎車，均是道路上的

不定時炸彈。因此，以刑法規範酒駕行為，其

正當性及法益保護無庸置疑。我國酒駕行為之

處罰，始自民國 57 年制定之《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 35 條明定處 100 元以上 300 元以

下罰鍰，屬單純行政不法。德國於民國 64 年將

「酗酒駕車」入刑，臺灣借鏡後，民國 88 年於

《刑法》增訂第 185 之 3 條不能安全駕駛罪；

嗣後，因酒駕傷亡案件頻傳，相繼於民國 96

年、100 年及 102 年修法，將刑度不斷加重。

　最近一次為民國 108 年 6 月修法，加重結果犯

刑度，致人於死者，處 3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並新增累犯加重處罰。另明定曾犯本條或《陸海

空軍刑法》第 54 條（酒駕）之罪，經有罪判決

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 5 年內再犯因而致

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5 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現

役軍人若累犯酒駕因而致人於死者，最重可處無

期徒刑，若係駕駛公務或軍用車則加重刑度 2 分

之 1；同時提高行政懲度，凡酒精濃度 0.25 毫克

以上者，將遭受「酒駕汰除、肇事撤職」處分。

　於此同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罰鍰

亦不斷加重。酒駕初犯，機車 1.5 萬元至 9 萬

元，汽車 3 萬元至 12 萬元；第 2 次，機車 9

萬元，汽車 12 萬元；第 3 次，按前次裁罰基

準再加 9 萬元，之後依此類推。此外，新增

「同車共責」連坐條款、酒駕累犯強制加裝

酒精鎖，以及酒駕累犯或拒測累犯，若肇事

致人傷亡，需沒入車輛等多種行政罰規制。

　對於「酒駕不能安全駕駛」如何認定，立法者

依照科學經驗法則，明定認定標準為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刑法第 185 之 3 條規定，吐氣所含酒精

濃度達每公升 0.25 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

百分之 0.05 以上，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 20 萬元以下罰鍰。根據科學統計，此時行為

人反應能力減弱、情緒受到影響，致不具備必要

的足夠安全駕駛條件，以應付突發之交通狀況。

　事實上，酒駕行為之制裁作用，無論基於威

嚇思想或改善思想，其刑罰本質與目的，均具

事前犯罪預防及事後犯罪處理機能。因應輿論

及民意，臺灣酒駕刑罰不斷加重，如此厲禁，

既在彰顯政府「對酒駕零容忍」之政策態度，

亦在教示國人，將「向酒駕說不」的法紀觀念

深植內心，俾期全面消弭酒駕案件之發生。

　綜言之，「酒後駕車」是嚴重危害自己與他人生

命安全之駕駛行為，不僅將個人前途、家庭幸福

置於高風險環境中，一旦肇事還得面對法律責任，

付出的代價及後果，將讓人悔不當初、遺憾終生。

國軍官兵當體認本身職責，以高道德標準自我要

求，時時惕勵、自我約束，建立守法重紀的正確

觀念，同時體認「事前預防重於事後處理」的道

理，杜絕酒駕案件肇生，確保國軍榮譽與戰力。

（9 月 23 日 青 年 日 報 社 論 ）

加 強 軍 紀 宣 導  杜 絕 酒 駕 危 安加 強 軍 紀 宣 導  杜 絕 酒 駕 危 安

通訊員陳子蘋／屏東報導

　指揮官黃中將 22 日視導屏東憲兵隊，除瞭解單位近

期工作狀況外，針對當前敵情嚴峻，提醒各級幹部應

戮力各項戰訓本務，維持部隊戰力。

　指揮官表示，用心做好每一件小事，才能成就大事，

每位官兵都要堅守崗位，切勿違犯軍紀要求，將軍紀

安全內化於心中；另各級幹部應發揮組織功能，查察

危安於未然，有效掌握人員狀況。最後，指揮官鼓勵

官兵，持續自我精進，落實終生學

習，強化個人專業、提升自信

心，並透過職務交織歷練，培

養獨當一面的能力。

通訊員李昂運／臺北報導

　憲兵第 202 指揮部 15

日於北部地區進行「衛

戍區反特攻作戰」演練，

指揮官黃中將偕政戰主

任辜少將等重要幹部前

往視導，演練全程採「縮

短距離、戰場擬真」方式，

驗證官兵平日戰訓整備成效。

　指揮官表示訓練工作應化於平常，

在面對多元戰爭型態及攻擊手段下，

幹部應熟悉掌握戰場環境，爭取相對

優勢，藉以整合情傳、指管、火力

及兵力等多向能力，有效防敵滲透破

壞，發揮憲兵戍守中樞之堅實戰力。

圖／官兵進行反特攻演練。圖／官兵進行反特攻演練。 圖／指揮官（左）頒發參演單位團體獎金。圖／指揮官（左）頒發參演單位團體獎金。 圖／指揮官與屏東憲兵隊官兵合影。圖／指揮官與屏東憲兵隊官兵合影。

圖／指揮官勉勵官兵  圖／指揮官勉勵官兵  

    落實終生學習。    落實終生學習。

圖／指揮官要求強化中   圖／指揮官要求強化中   

    樞防衛戰力。    樞防衛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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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兵第 202 指揮部衛戍區反特攻作戰憲兵第 202 指揮部衛戍區反特攻作戰
強化部隊訓練 堅實中樞戰力強化部隊訓練 堅實中樞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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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兵第 202 指揮部臺北車站反特攻演練憲兵第 202 指揮部臺北車站反特攻演練

憲兵第204指揮部指揮所轉移暨戰傷救護憲兵第204指揮部指揮所轉移暨戰傷救護

通訊員蔡佩容／高雄報導

　憲兵第204指揮部指揮官成少將16日視導勤務支援連執行

戰備任務綜合訓練，針對前進指揮所開設暨轉移作業，以及營輜

重1、3、5類補給品再整補作為實施演練，透由任務演練讓官

兵熟稔作戰後勤補給實況。

　成指揮官表示，本次操演藉由人員編組實施戰鬥裝載、通信中

繼車開設、補給品運補作業，以及戰傷救護等課題，使幹部深入

了解後勤輜重攜行重點及各類補給品申補流程及要領，以有效支

援戰時所需，提升整體作戰效能。

通訊員李婉榕／臺北報導

　憲兵第 202 指揮部 15 日凌晨於重要交通樞紐－

臺北車站，執行「戰術位置戰力保存暨反特攻作

戰」演練，模擬敵特工企圖控制運輸樞紐後，單位

依令完成任務編組，確保重要防護目標安全。

　于指揮官視導時表示，憲兵第 202 指揮部平時

負有維護中樞安全之責任，戰時依作戰區命令戍守

關鍵基礎設施，應秉「戰場就是訓場」之原則，強

化平日訓練，符合任務實需。本次演練，不僅驗證

平時訓練成果，更展現守護國人安全之堅定決心。圖／官兵演練臺北車站攻堅任務圖／官兵演練臺北車站攻堅任務。。

圖／指揮所轉移演練，延續戰力整補能量。圖／指揮所轉移演練，延續戰力整補能量。

戍守交通樞紐 展現衛戍決心戍守交通樞紐 展現衛戍決心

熟稔後勤流程 有效支援作戰

圖／官兵成功攔截敵特工人員。圖／官兵成功攔截敵特工人員。

通訊員張鴻舉／臺北報導

　憲兵第 205 指揮部及陸戰 66 旅官兵 16 日下午於臺北港共同進行

反特攻實兵操演，模擬敵特工人員企圖佔領臺北港引領後續部隊登

陸，我軍官兵為防衛臺北衛戍區重要交通要道，配合作戰區統合整體

作戰機制，遂行快速機動制變，打擊進犯之敵。

　指揮官袁上校表示本次演練不僅考驗官兵是否具備對敵迅速發起攻

勢之應變能力，同時驗證作戰區內，與友軍搭配之聯合作戰效能。在

縝密訓練下，操演官兵展現熟稔戰術技巧，將敵攔阻於外，確保港區

安全。

圖／戰傷救護結合戰況，演練逼真。圖／戰傷救護結合戰況，演練逼真。

憲兵第 205指揮部聯合作戰

阻敵封攔　  戰力阻敵封攔　  戰力憲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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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50S 甲車光榮身退V-150S 甲車光榮身退

續移機場保疆衛土續移機場保疆衛土

相伴相隨三十載 光榮傳承續使命相伴相隨三十載 光榮傳承續使命

　回首過往，V-150S 甲車成功遂行各項任務，包含歷年漢光

演習課題演練、萬鈞計畫演練，每逢首都遭逢大型天然災害，

239 營更發揮 V-150S 甲車可涉水、具高機動力的特性投入馳

援。然隨著時代演進，為強化衛戍區整體戰力，239 營主戰裝

備逐步調整為雲豹八輪甲車，V-150S 甲車正式功成身退，退出

戰鬥第一線，日前撥交友軍，移防至機場持續執行捍衛疆土之

使命。

精益求精強戰力 送別戰友獻敬意精益求精強戰力 送別戰友獻敬意

　撥交當日，憲兵裝步第 239 營特別舉辦簡單卻隆重的紀念儀式，

召集全營官兵一同向老戰友 V-150S 甲車致上最高敬意。

　營長廖中校強調，V-150S 甲車曾是憲兵裝步 239 營的堅實戰力，也

是最榮耀的記憶，雖然送走老戰友心中難免會感到不捨，但這也代表

著憲兵戰力與時俱進，在執行任務上將更具威力；同時也期勉官兵莫

忘初衷，要以高昂戰志持續捍衛國家安全。

民國76年，憲兵 239 營接收原陸軍 249 師 V-150S 裝甲人員運輸

車，改編成立裝甲憲兵 239 營，成為首都臺北市唯一一支裝甲

部隊，平時擔任特種警衛對象蒞臨場所內衛區警衛勤務及協警治安

維護，支援衛戌區救災復原等任務；戰時擔任臺北衛戌區戰備應

變部隊，依令執行反恐行動應變任務，確保中樞安全。而 V-150S

甲車陪伴著憲兵裝步第 239 營逾三十個年頭，肩負守護臺北衛戍

區使命，也是 239 營營徽上誓死捍衛中樞的重要象徵。

圖／239營官兵於撥交前與圖／239營官兵於撥交前與V-150SV-150S甲車合影。甲車合影。

圖／圖／V-150SV-150S甲車撥交鐵運上板作業。甲車撥交鐵運上板作業。

圖／民國76年，裝甲憲兵239營編成。圖／民國76年，裝甲憲兵239營編成。

圖／官兵至陸軍北測中心實施基地訓練。圖／官兵至陸軍北測中心實施基地訓練。
圖／圖／V-150SV-150S甲車撥交上板作業。甲車撥交上板作業。

三、性能：三、性能：二、外型尺寸：二、外型尺寸：

全長：5.7公尺全長：5.7公尺

全寬：2.37公尺全寬：2.37公尺

全高：1.98公尺全高：1.98公尺

地面間隙：0.38公尺地面間隙：0.38公尺

最大速度：90公里／小時最大速度：90公里／小時

引擎：202匹馬力引擎：202匹馬力

巡行里程：800公里巡行里程：800公里

轉向半徑：7.5公尺轉向半徑：7.5公尺

ㄧ、重量：ㄧ、重量：

空車：7.2噸空車：7.2噸

（約7200公斤）（約7200公斤）

戰鬥裝載：9.9噸戰鬥裝載：9.9噸

（約9900公斤）（約9900公斤）

V-150S裝甲車諸元V-150S裝甲車諸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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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謝儀臻／臺北報導

　為驗證後勤支援作戰實況，憲兵第 202 指揮部 15

日協同陸軍三支部新店補給分庫、八堵油料分庫

實施第一、三、五類補給點戰力再整補作業，

模擬戰時營輜重開設之戰場景況，透過作戰區

內維保補給能量，迅速恢復戰力，驗證平戰能

量轉換成效。

　此次演習驗證與友軍後勤部隊平、戰時之協

調聯繫，建立後勤支援機制，在敵情下作業，

了解實際問題，期能發揮「後勤為先」精神，

俾利作戰順遂。

強化後勤補給能量 發揮「後勤為先」精神強化後勤補給能量 發揮「後勤為先」精神

圖／彈藥補給演練。圖／彈藥補給演練。
圖／官兵進行糧秣運補。圖／官兵進行糧秣運補。

通訊員張鴻舉／馬祖報導

　馬祖憲兵隊 16 日配合馬祖防衛指揮部演習

課目，進行「散兵查緝暨敵俘留置點開設作

業」演練，由馬防部參謀長盧上校主持，模

擬馬防部官兵執行戰鬥中，俘虜敵軍官兵，

送交馬祖憲兵隊實施敵俘收容作業。

　收容敵俘後，由馬祖隊進行宣慰、裝備收

繳及身分查驗等動作，官兵以嫻熟處置作為

與友軍共同完成演習課目驗證。隊長黃中校

表示，敵俘於戰時具有情報、資訊等價值，

應採妥適處理原則，因應戰時需求。

馬
祖
憲
兵
隊
敵
俘
收
容
課
目
驗
證

馬
祖
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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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
敵
俘
收
容
課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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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演練敵俘收容處置流程。圖／演練敵俘收容處置流程。

通訊員陳子蘋／屏東報導

　屏東佳冬戰備道戰機起降演練於 15 日清晨實施，

屏東憲兵隊隊長吳中校率隊至佳冬戰備道執行戰時

交通管制演練，此次演練為戰機首次於佳冬戰備跑

道起降，驗證國軍平時應變能量及精實訓練。

　而為確保演練順遂，屏東憲兵隊配合空軍第六聯

隊分組於各重要路口實施交通管制，避免民眾誤入

操演區域，維護演習場地周邊秩序與維安。最終隨

著戰機順利起降，任務圓滿達成，在場官兵均參與

歷史性的一刻。 圖／官兵執行戰備跑道軍事機通管制。圖／官兵執行戰備跑道軍事機通管制。

戰備道戰機起降 屏東隊交管維護操演順遂戰備道戰機起降 屏東隊交管維護操演順遂

苗栗憲兵隊苗栗憲兵隊戰力防護演練戰力防護演練

憲兵訓練中心戰技驗收 展現高昂氣勢憲兵訓練中心戰技驗收 展現高昂氣勢
通訊員沈意閎／新北報導

　憲兵訓練中心志願士兵 110 － 3 梯日前實施

戰技課程刺槍術操演驗收，由中隊長李上尉指

揮，學兵不畏豔陽酷暑，以整齊一致的動作，

以及高昂的氣勢接受驗收，展現平時扎實訓練

成果。

　大隊長林中校表示，刺槍術除考驗個人對刺

槍動作之熟稔與流暢程度，團隊默契也是驗收

重要關鍵。本次操演學兵展現亮眼表現，發揮

「氣、刀、體一致」精神，期許學兵持續精進

自我，奠定戰技基礎，並把握訓練期間培養之

團隊精神，共同克服未來挑戰。

圖／官兵進行人員疏散演練。圖／官兵進行人員疏散演練。

圖／官兵演練車體偽裝作為。圖／官兵演練車體偽裝作為。

圖／學兵以高昂氣勢接受戰技驗收。圖／學兵以高昂氣勢接受戰技驗收。

圖／敵俘收容所開設情形。圖／敵俘收容所開設情形。

通訊員蔡思民／苗栗報導

　苗栗憲兵隊16日配合漢光37號演習實施「偽裝、

疏散及掩蔽暨戰力防護演練」，模擬戰時官兵面對

敵情威脅，進行車體偽裝、營舍掩蔽等戰力防護作

為，維持戰力不墜。

　隊長賴中校表示，戰時除前線戰力為重要關鍵外，

營舍據點及車輛裝備之戰力維護也係重點之一，同

仁應熟稔如何運用營區周邊既有掩體與堅固設施，

結合機動警戒、疏散掩護、偽裝工事之要領，方能

在最短時間內，迅速進行人、車、裝之戰力防護工

作，強化戰力防護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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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兵訓練中心憲兵訓練中心
中士中士廖思涵廖思涵

不求與人相比，不求與人相比，
但求超越自己！但求超越自己！

座右銘

「憲」出妳的「憲」出妳的

（部分照片為疫情警戒前拍攝）

通訊員楊奕峰／新北報導

　「招募不僅是人力募集，更是全民國防的重

要推手。」這是新北憲兵隊陳進威士官長從事

招募工作的理念精神，自民國 106 年開始從事

招募工作的他，認為招募工作並不只是提供人

力的事務，更重要的是透過跟學子們接觸，促

進對「軍旅」的瞭解，也為其勾勒一幅夢想藍

圖。

　秉持這樣的理念，陳士官長運用軍旅所學，

進行毒品防治、行車安全宣導、打靶射擊體驗

等全民國防課程，不僅為國軍廣納人才，更使

青少年充分了解國軍，進而支持國軍。

　因為這樣的熱誠與態度，讓陳士官長榮獲今

（110）年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的殊榮，他

認為，全民國防正如同招募工作一樣，投入心

力後，雖不能獲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只要有

正確的觀念與充分了解，隨著時間的發酵，便

能形成強大的力量。他也期許自我繼續秉持「滴

水穿石」的精神努力不懈，戮力本務工作，為

國家招募心血，推動全民國防。

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新北憲兵隊陳進威士官長

我憲兵，我驕傲

招募工作赴全力 全民國防展熱情招募工作赴全力 全民國防展熱情

圖／陳士官長（右）獲頒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圖／陳士官長（右）獲頒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 圖／陳士官長於黎明技術學院進行反毒宣導。圖／陳士官長於黎明技術學院進行反毒宣導。

　我國女性加入軍中行列之歷史進

程，自民國 80年開始擴大招收女性專

業軍 ( 士 ) 官，95 年國防部啟動招募

女性專業志願役士兵入營服役。時至

今日，以資訊、科技為主流的戰爭模

式下，女性軍人所擔任的職務不再局

限於文宣、行政、護理等支援性任務，

逐漸擴及至軍艦、野戰單位之要職或

戰機飛行員。不言而喻，女性軍人已

是部隊之重要戰力，接受自我挑戰以

證明工作能力及展現專業更是職場的

重要趨勢，不同於以往依「性別」來

區分專業的刻板印象。

　「性別平權」觀念係國際間追求的

主流思維及目標，打破過去「男主外、

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及「男尊女卑」

之傳統思想，使不同性別的人均能適

性發展，依個人興趣自在地開展殊異

成就路徑，不再因性別受限。軍中亦

是如此，為使官兵在多元職務中發揮

所長，國軍近年來積極推動性別平等

工作，人員的任用及升遷以「能力」

為基準，勤務、獎懲、福利更不因性

別而有所差異。

　為深化「性別平權」，首要之務應

由教育著手，加強宣導「國軍內部管

理工作教範」及「國軍人員性騷擾處

理」等法規，並透過官兵座談共創性

別和諧互動之工作環境。其次，各級

單位均須定期辦理「性別平等生活座

談」消弭性別間的隔閡，以營造和諧

環境、促進單位團結。

　在軍中，官兵們生活在一起、學習

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彼此間不僅是

同袍，更像是家人。隨著女性官兵比

例漸增，在生活管理上該有更明確的

規範，與嚴格的要求。袍澤相處應謹

守性別分際、互相尊重，透過各級幹

部持衡宣教以建立官兵正確性別觀

念，杜絕「妨害性自主」、「性騷擾」

等情發生，使每位官兵均能在和諧愉

快的環境中發揮最大工作效能。

破除刻板印象 創造和諧環境破除刻板印象 創造和諧環境

　長期以來，中共從未放棄以武力犯

台，除不斷對我文攻武嚇外，更打壓

我國的國際生存空間。顯見，國防事

務並非侷限於軍事，國防安全也絕非

僅與軍人相干。現代國防係全民國防，

防衛國家安全要靠「兵民合一、寓兵

於民」，形成堅強自我防衛力量，「國

家安全」應是全民共同的語言。

　我國現階段之國防政策係以「預防

戰爭」、「國土防衛」、「反恐制變」

為基本目標，而此目標須以「全民國

防」的意識與作為支撐。「全民國防」

是政府長年倡導的國防理念，國防部

積極推動各項活動，舉凡每年的寒暑

假戰鬥營、創意愛國歌曲競賽、營區

開放等，使民眾及青年學子們在不同

的活動中認識國防、支持國防，共同

為保家衛國盡一份心力。

　然而，今年有許多活動因疫情停擺，

加上各地水情告急，國軍以不同樣貌

出現在國人身旁，全力投入抗疫、抗

旱以及抗敵，執行環境消毒、水庫清

淤及國土防衛等任務。透過新聞媒體

報導及民眾在各大場所看到國軍站在

第一線執勤的身影，實際地感受到軍

人的付出與服務，從網路平台的回饋

與分享中，顯現民眾對於國軍的認同

及肯定，自發性為國軍按讚及表示支

持的舉動，不但給予國軍更多的信心，

也加深了軍民之間的信任及交流。

　「全民國防」是以軍民一體形式，

在平時及戰時，結合有形武力、民間

可用資源與精神意志，化為總體國防

作戰能量，其架構建立在愛國意識的

心理基礎上，每一位國人認知到愛國

是個人生存的基本價值，也是每一位

國民無可旁貸的責任。在疫情蔓延的

環境下，全國上下一心，遵守並落實

政府防疫措施，國軍則堅守崗位，守

護國人健康及國家安全。透過多元管

道保持軍民良善互動，強化國家安全

基礎，共同守護我們的家園。

勤務連 中尉鄭珈儀勤務連 中尉鄭珈儀憲兵211營 中尉李婉榕憲兵211營 中尉李婉榕

軍民多元互動 建立國防共識軍民多元互動 建立國防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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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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言佳句名言佳句

比爾·蓋茨比爾·蓋茨

　出生於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是企業家、軟體工程師、慈善

家、微軟公司創始人。曾任微軟董事長、CEO 和首席軟體設計師。

1995-2007 年連續 13 年成為「富比士」全球富翁榜首富 ，連續

20 年成為「富比士」美國富翁榜首富。

（Bill Gates，（Bill Gates，1955 ～）1955 ～）

忠
貞
要
聞

　成功是一個壞老師，它會誤導聰明人覺得自己不會失敗。     

　　　　　　　　　　　　　　　　　　　　　　  －比爾蓋茨

  Success is a lousy teacher. It seduces smart 
people into thinking they can’t lose.  

– Bill GatesBill Gates                                              

　生活是不公平的；要去適應它。　　       　   －比爾蓋茨

   Life is not fair, get used to it.　         　– Bill GatesBill Gates

　這世界並不會在意你的自尊。這世界指望你在自我感覺良好之

前先要有所成就。                             －比爾蓋茨

   The world won’t care about your self-esteem. 
The world will expect you to accomplish something 
before you feel good about yourself.          

– Bill GatesBill Gates

壹、「副食品採購」注意事項：

一、近期非洲豬瘟疫情嚴峻，各單位 ( 含外、離島地區 ) 辦理 

     外購作業，應依「國軍副食外購注意事項」，向具備衛生 

      機關檢驗合格標誌廠商採購，嚴禁購買來路不明食材。

二、國軍副供站供應之冷凍豬肉均為 CAS 國產豬肉；豬肉加工 

     品無疫區進口品項，鼓勵向副供站採購合格副食品。

三、鼓勵各單位優先使用國產豬肉，避免衍生爭議。

四、營區應管制不符政府規範 ( 如 CAS) 或來路不明之豬肉製品 

     不得進入營區，尤以禁止網購 ( 外送 ) 豬肉食品。

五、各單位應針對採購肉品全面實施督檢、查驗，並回報成效 

      管制，俾符食品安全衛生標準認證。

貳、「廚餘處理」注意事項：

一、各辦伙單位應詳實檢討及精算起伙人數，以精進伙食品 

      質避免浪費食材。

二、各單位惜食、減量，並將廚餘瀝乾水分再排出，減少體 

      積及重量，落實廚餘減量作業。

三、廚餘應集中加蓋防護，確保環境衛生，生豬肉、內臟及 

      其製品勿丟廚餘桶，請以一般垃圾處理。

四、尋商變賣或委託公、民營處理之機構，應取得主管機關 

　　清除許可證或經主管機關核備，並於合約中要求承商依 

　　環保規定處理。

五、110 年 9 月份禁止廚餘餵豬，廚餘可交付環保署認證合 

     法清除機構或送至各地方環保機關指定處理地點。

資料來源 / 人軍處

資料來源 / 後通處

重申國軍軍容禮節注意事項重申國軍軍容禮節注意事項

國軍人事通報第 11000020 號國軍人事通報第 11000020 號

因應「            」宣導事項因應「            」宣導事項非洲豬瘟非洲豬瘟

一、依國軍內部管理工作教範 02101 條，全軍官  

   兵服裝穿著時機及配戴要求，按國軍各式服裝    

   穿著及配戴規定執行，注意整潔合身、配件光 

   亮齊全、儀容修整，另頭髮髮式確按本條文第 

   九、十項要求標準修剪，不得染髮 ( 白髮染黑 

   除外 )、不得有怪異之髮型，平時勤梳理，常 

    保儀容整潔。

二、為整肅官兵儀容，維持軍人形象及紀律，著軍 

    服時，不得穿戴耳環及項鍊 (除醫療需求，惟仍 

   不得外露 )等各種首飾，且不得在外露的腰帶上

    繫掛行動電話、鑰匙、飾物，亦不得留長指甲和

    染指甲；另為掌握時間於手腕配戴手錶外，不得 

    配戴飾品。

三、 各級幹部應利用每日點名、集會時間及休假前， 

   隨時檢查官兵服裝儀容，另應結合一級輔導一級 

    時機實施檢查。



本報訊／綜合報導

　指揮官黃中將日前運用部隊秋節慰問

時機，邀請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

總會長謝慶堂先生、榮譽總會長蔡國司

先生，以及各地區後憲先進至營區內會

晤，聯繫彼此情誼，研討近期後憲組織

運作規劃，同時獻上佳節誠摯祝賀。

　指揮官表示，在一年一度的中秋佳節

時刻，特別與後憲前輩見面寒暄問候，

同時感謝後憲力量長期支持現役官兵，

且戮力投入社會公益活動，發揚憲兵忠

貞梅荷志節，祝福後憲同仁及寶眷闔家

安康。謝總會長則表示，中秋團圓的天

倫時刻，有賴官兵堅守崗位、守護家

園，國人方能享受歡樂聚首的喜悅，相

當感謝官兵保家衛國辛勞，後憲願做最

強大之後盾，繼續支持現役

同仁，最後也祝福中

秋佳節愉快，部

運昌隆順心。

後憲情誼緊相依 秋節祝賀 真心憲憲  

８８後憲專刊後憲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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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指揮官與黃副總會長（左六）及後憲幹部合影。圖／指揮官與黃副總會長（左六）及後憲幹部合影。 圖／指揮官與南區蘇會長（左六）及後憲幹部合影。圖／指揮官與南區蘇會長（左六）及後憲幹部合影。

圖／指揮官與謝總會長（左六）及後憲幹部合影。圖／指揮官與謝總會長（左六）及後憲幹部合影。 圖／指揮官與楊副總會長（左七）及後憲幹部合影。圖／指揮官與楊副總會長（左七）及後憲幹部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