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狀況模擬不明人士擅闖圖／狀況模擬不明人士擅闖
　　營區，執勤官兵以反制　　營區，執勤官兵以反制
　　應變五式予以壓制。　　應變五式予以壓制。

指揮官參訪臺北市交通控制中心及臺北捷運行控中心指揮官參訪臺北市交通控制中心及臺北捷運行控中心

本報訊／臺北報導

　指揮官周中將 3日率重要幹部參訪臺北市政府交通控制中心及臺北捷

運行控中心，研討戰時支援能量，務實戰場經營。指揮官表示，交

通控制中心整合各式監控系統，運用圖層標示即時資料，有利

於掌握衛戍區內各設施狀況；臺北捷運行控中心則為臺北捷

運的指揮中樞，能全天候、全時段監控列車狀態、災害訊

號、系統異常及緊急突發狀況。透過烏俄戰爭啟示，現代

戰爭界線模糊，唯有軍民攜手合作抗敵，堅定保衛家園

意志，才能確保衛戍作戰執行順遂。

務實戰場經營 務實戰場經營 
     強化衛戍作戰能量     強化衛戍作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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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出

煩

惱
，

無

論

開

心

傷

心
，

我

們

用

心

聆

聽
。

　烏俄之戰衝擊全球，國人也關注到國軍後備戰
力。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個多星期來，烏國軍
民團結一致，共同對抗侵略者，讓世人刮目相看。
烏克蘭堅強的抵抗意志，不僅粉碎蒲亭「數日亡
烏」的夢想，讓俄軍入侵損失慘重，更迫使其必
須不斷增兵。這場原本多數人悲觀視之的侵略戰
爭，由於烏克蘭展現強大的精神、物質及軍事動
員能量，初期結果完全出乎外界意料，也證明全
民防衛動員不僅可以發揮支持軍事作戰的龐大潛
力，更是凝聚全民意志，共同抗敵之重要基石。
  回顧民國 103 年俄國採取「混合式戰法」
（Hybrid Warfare），併吞克里米亞半島並鼓動
烏克蘭東部俄裔族群叛亂；當時烏克蘭軍隊幾乎
完全無法阻止蒲亭的侵略行為。國際社會面對烏
克蘭的軟弱和毫無抵抗力，也僅僅採取效果有限
的局部制裁措施，讓獨裁者蒲亭深信，烏克蘭是
一顆可以隨時吞下的「軟柿子」。
  但烏克蘭在克里米亞併吞事件後，面對烏東叛
軍日益猖獗和俄羅斯的虎視眈眈，開始積極強化
後備部隊及地方自衛武力。日前俄軍對烏克蘭各
軍事基地發動飛彈攻擊，宣稱已瓦解烏克蘭武裝
部隊主要設施後，期尋求快速突入烏國首都基輔
的機械化部隊，卻遭到烏克蘭正規軍和地方自衛
武力的強烈抵抗。俄軍「去國越境而師」，完全
無法獲得油料及其他補給，在各個城鎮和重要道
路，都遭烏軍迎頭痛擊。正因為烏克蘭軍民的頑
強抵抗，國際社會隨即採取全面制裁措施，各國

軍援接踵而來，誠可謂「自助者人必助之」最佳
寫照。
  觀諸烏俄衝突，烏克蘭武力雖與俄羅斯落差懸
殊，但並未迅速遭到擊潰，關鍵即在於強大的全
面防衛網。除了約 90 萬的後備部隊外，遍布各地
的自衛武力，讓俄軍幾乎在所有地方均遭到強烈
抵抗；就連滲透的特攻部隊也很快被民眾通報，
迅速被殲滅。中央機關和地方政府官員堅守崗位，
持續進行指揮調度、難民疏散及物資分配，確保
社會秩序維護，讓抵抗部隊獲得充分補給和信心。
加上地形環境的熟悉，烏軍和地方自衛武力亦能
快速機動，選擇有利區域，以截擊方向茫然的俄
軍入侵部隊。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國防部成立「全民防衛
動員署」之目的，即在於統合軍事動員能量與民
物力統籌運用，以發揮全民防衛體系之最大潛力。
期藉由此一平臺，結合中央各部會業務職掌及各
地方政府組織，提高後備動員效率與資源分配功
能。動員組織的變革，更有效統合中央與地方能
量，並透過「民安演習」、「萬安演習」及「漢
光演習」等，磨練常備部隊、後備部隊及各級政
府機關的合作默契，以利達到戰時有效支援軍事
作戰之目標。
  由俄軍兩大攻擊目標首都基輔及第二大城哈爾
科夫的戰況，可以發現地方政府在動員民眾維護
社會秩序、調度必要資源、支援軍隊作戰、重要
目標防護及自衛戰鬥等，扮演關鍵角色。在我國

全民防衛動員體制下，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
在戰時除了協助「人力動員」與「物力動員」外，
亦可以統合警、消及民防團隊，遂行秩序維護、
反滲透破壞、災難民疏導及遇襲後救援等工作，
讓國軍專注於各項防衛作戰任務。
  由烏克蘭在各地的戰況可以發現，烏軍運用土
耳其無人機、標槍飛彈及其他西方國家軍援的武
器，造成俄軍重大傷亡。但在俄軍進入基輔外圍
城鎮時，地方自衛隊使用步槍、RPG火箭、炸藥、
甚至汽油彈，在巷道中伏擊，同樣也摧毀許多俄
軍裝甲車輛。由此可知，善用熟悉地形之優勢，
在同仇敵愾的堅定意志下，即便是最基本的武器
裝備，也能發揮出人意表的效果。
  新制教召強調召集地點與戰術位置結合，正是
要讓所有動員部隊實地了解作戰環境，透過密集
的 14 天戰鬥教練與兵器複訓，熟悉戰鬥場景並培
養戰鬥默契。單位在過程中與周邊社區和民眾的
互動，亦是最真實的全民國防教育，有助於凝聚
抗敵共識，對於戰時軍民合作、掌握敵軍動態、
有效阻擊仍須摸索環境的敵人，具有重要的實質
意義，也能讓周邊鄉親，充分感受國軍絕不退縮
的抗敵決心。
　烏克蘭政府與人民團結一致，堅決捍衛家園，
令世人同感佩服。烏克蘭用行動告訴全世界，只
要全民一心，奮勇抗敵，全民防衛體系的強大力
量，依然可以讓侵略者付出慘重代價。
（ 民 國 111 年 3 月 5 日 青 年 日 報 社 論 ）

指揮官赴南勢埔靶場視導支援友軍新制教召訓場整備

通訊員張鴻舉／新北報導

　指揮官周中將 3日視導南勢埔靶場，勉勵管理

單位落實完成訓場整備，有效支援後備部隊射擊

訓練。指揮官指出，為完善協助友軍執行新制教

召任務，靶場管理單位應於部隊射擊訓練前，運

用檢查表再次確認各項設施及安全機制，並與帶

隊幹部完成訓場安全複式確認，置重點於遮彈板、

射擊靶位及通信聯絡機制，確保人員射擊安全。

　最後，指揮官期勉各級幹部，透過觀摩友軍執

行新制教召任務，周延本部未來接訓整備與規劃，

提升後備部隊訓練成效；另單位務必在安全前提

下，確遵各項政策指導，支援友軍軍紀維護勤務，

妥處突發狀況，協助友軍圓滿完成年度教召任務。

統合後備動員體系 厚植防衛實力統合後備動員體系 厚植防衛實力

力求設備完善 滿足教召訓練能量力求設備完善 滿足教召訓練能量

圖／指揮官視導南勢埔靶場整備情形。圖／指揮官視導南勢埔靶場整備情形。

通訊員張翰浚／澎湖報導

　指揮官周中將 4日視導澎湖憲兵隊，除

關心離島同仁生活環境，並要求幹部以身

作則，戮力戰訓本務，貫徹「奉陪到底」

精神，達成全軍破敵目標。

　指揮官指出，單位須主動針對轄區三軍

營區周邊進行安全調查及交通事故熱點分

析，並將研析成果提供作戰區運用，強化

友軍間互動及聯繫機制；針對軍紀安全部

分，指揮官要求同仁秉持高道德標準，恪

遵軍紀營規，共同捍衛憲兵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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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官視導澎湖憲兵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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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蔡佩容／高雄報導

　憲兵第 204 指揮部指揮官成少將 2日主持 2月份戰訓整備會議，首

先表揚聯合督導評比績優單位，肯定渠等積極投入各項工作的優異表

現和辛勞，勉勵全體同仁學習效法、克盡己職，鞏固單位整體戰力。

「『人』

是 部 隊 最

重要、最珍貴的資產。」成指

揮官於會中提示，各級幹部須

明瞭「知官識兵」與部隊實務

環環相扣，應落實親考親教與

官兵照顧，使同仁專注本務、

精進職能；並發揮組織功能，

建立良好溝通管道，使上下一

心、觀念一致。成指揮官強

調，幹部秉熱忱與服務的精神

貢獻於部隊，是維繫部隊戰力

之憑藉，全體幹部應以此共

勉，矢志追求卓越。圖／成指揮官頒獎給績優人員。圖／成指揮官頒獎給績優人員。

憲兵第 205 指揮部

通訊員姚羽倢／桃園報導
　為有效支援友軍執行年度教育召集訓練，確保新制教召
任務順利完成，憲兵第 205 指揮部指揮官袁上校 8日至安
管中心視導，同時慰問軍紀安全維護及情偵應變人員，並
致贈團體加菜金，對官兵克盡職責，支援教召任務的辛勞，
表達肯定與嘉勉。
　袁指揮官表示，軍紀安全維護工作是憲兵職責所在，執
勤期間應掌握全般狀況，完成各項安全整備及完善應變作
為，並與轄區內警調單位綿密聯繫，持恆情資掌蒐，掌握
徵候，防範教召期間軍安事件肇生；此外，提醒勤務人員
執行各項工作須以「安全」為首要，恪遵勤務規範與紀律，
做好各項防險作為，俾協助友軍圓滿完成教召任務。

圖／袁指揮官頒發團體加菜金。圖／袁指揮官頒發團體加菜金。

慰問支援友軍新制教召人員
憲兵第 204 指揮部戰訓整備會議

求知若渴學習 提升專業素養求知若渴學習 提升專業素養

秉熱情照顧官兵 維繫部隊戰力

通訊員林恆如／新北報導

　憲兵訓練中心「儲備士官班47期」3日開訓，由中心指揮官李上校主持，

勉勵學員把握訓練機會及中心資源，秉持求知若渴的精神積極學習，提升

專業素養，做國軍中流砥柱；另強調「自律慎獨」的重要性，引用《論語》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李指揮官表示，以身作則

係領導統御之基石，期許學員以最高標準自我要求，傳承憲兵忠貞精神。

　開訓後，遂由憲指部劉士官督導長實施精神勗勉，劉士官長表示，士官

為部隊的骨幹，更是部隊穩定的基石，要擔任士兵的領導者，更要成為主

官有力的助手。提醒學員「專注當下，認真學習。」不斷充實本職學能，

俾於結訓後為部隊奉獻心力；並妥善規劃時間，持恆體能訓練，奠定從事

戰技、戰鬥與戰術訓練之基礎。

　最後，劉士官長強調，全體學員務須遵循中心教官指導，依據程序、步

驟及要領施訓，除確保達成所望成果，更避免訓練危安事件；同時，各級

幹部應落實風險管控、嚴肅訓練紀律，以「時間、場地、課表」三不變原則，

逐步達成階段訓練目標，針對學習進度落後人員，應指定專人輔導，授予

正確方法，多予鼓勵，提升整體訓練成效。

儲士班 47 期開訓

圖／劉士官長提醒學員專注當下。圖／劉士官長提醒學員專注當下。

圖／李指揮官勉勵學員積極學習，提升專業素養。圖／李指揮官勉勵學員積極學習，提升專業素養。



緝毒犬安全檢查 維護部隊純淨緝毒犬安全檢查 維護部隊純淨

　　首日，士林憲兵隊緝毒犬分

組至桃園市蘆竹區山腳國小支援

陸軍 206 旅教召任務，針對場地

及召員個人行李實施安全檢查，維

護後備部隊紀律與純淨。

　緝毒犬在領犬員的引導下，以犬隻靈

敏的嗅覺查察召員是否藏匿毒品，避免以

人力執行安全檢查時可能造成的疏漏；

並於營區內實施防毒巡查，消弭死角，

隊長陳中校表示，後備部隊戰力之完

整，有賴貫徹一切安全防險作為，才

能使召員在安全無虞的環境中訓練，

迅速恢復戰力，成為保衛國家不可或

缺的力量。

　領犬員葉治佑中士表示，此次任務展現緝毒犬分

組平時勤訓精練之成果，以及打擊毒品的堅定決心，

期藉發揚反毒、緝毒效能，為新制教育召集訓練建構

更為綿密、牢固的安全網，使訓練任務圓滿成功。

軍紀安全維護 杜絕不法分子破壞軍紀安全維護 杜絕不法分子破壞

　另一方面，桃園憲兵隊在此次支援任務中，則擔綱

軍紀安全維護工作，派遣調查官進駐安管中心協助突

發狀況處置，並與轄區警調單位綿密聯繫，以掌握地

方安全情資與治安狀況。此外，規劃一日三

個時段，由武裝憲兵至各駐地周邊執行

車巡及步巡勤務，防範不法分子趁隙對

人員、物資器材、設施等進行破壞，確

保任務順遂。

　「整軍飭紀，憲兵所司。」隊長趙上校表示，憲

兵具備軍司法警察身分，軍紀維護工作責無旁貸。

同時，執勤人員已完成各項勤前訓練，若遭遇緊急

狀況，均能即刻應援。趙隊長提醒執勤同仁，務必

在安全前提下，確遵各項政策指導，貫徹軍紀安全

要求及注意行車安全，協助友軍順利完成教召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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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新制教召支援新制教召
整飭軍紀 確保任務遂行整飭軍紀 確保任務遂行

▲ 緝毒犬在領犬員的引導▲ 緝毒犬在領犬員的引導
◀ 下，以犬隻靈敏的嗅覺◀ 下，以犬隻靈敏的嗅覺
 　查察召員行李是否藏匿 　查察召員行李是否藏匿
　 毒品。　 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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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學兵實施單兵戰鬥基本教練測驗。圖／學兵實施單兵戰鬥基本教練測驗。

為紀念女權運動，並倡議性別平權，各地區指揮部及憲

兵訓練中心 8日辦理「國際婦女節」慶祝活動，感謝

女性同仁年來為單位及家庭的付出與犧牲奉獻，並祝

福每位女性同仁婦女節快樂，永遠健康美麗。

　聯合國於 1975 年將 3 月 8 日訂定為婦女節，

以肯定婦女在社會各領域的貢獻。國軍部隊原多以男性為主，隨著性

別平權觀念普及，女性從軍比例逐年增加，然因部隊工作環境之特殊

性，無論生理或心理層面，女性官兵往往須面對更多的挑戰與壓力，

還須時常奔波於職場與家庭之間，辛勞程度實難言喻，足見其偉大與

無可取代的價值。

女力典範在「憲」，尊重平等實踐女力典範在「憲」，尊重平等實踐

憲兵訓練中心憲兵訓練中心 憲兵第211營憲兵第211營

203 指揮部203 指揮部 205 指揮部205 指揮部

憲兵第204指揮部一般警衛勤務示範演練憲兵第204指揮部一般警衛勤務示範演練

圖／成指揮官強調執行勤務須依法令規章辦理。圖／成指揮官強調執行勤務須依法令規章辦理。

通訊員蔡佩容／高雄報導

　為強化營區安全維護與應變處置能力，憲兵

第 204 指揮部指揮官成少將 2日主持高雄憲兵

隊一般警衛勤務示範演練，並頒發團體加菜金

肯定同仁的付出與辛勞。

　本次演練區分為勤務服裝示範及狀況處置，

模擬「衛哨交接及清驗槍流程」、「門禁檢管

暨防疫作為」、「哨兵遇襲處置作為」「接獲

報案處置流程」、「民人企圖擅闖營區並搶奪

武器處置作為」及「官兵意圖不假離營處置作

為」等情境，旨在磨練官兵遭遇突發狀況時能

迅速應處。

　成指揮官表示，執行勤務須依法令規章辦理，

期藉由實地實作演練，使同仁熟稔勤務規範，

並建立標準作業程序，以統一各類態樣發生時

的處置要領及任務分工，確保勤務萬全。

圖／官兵演練門禁管制暨防疫作為。圖／官兵演練門禁管制暨防疫作為。

慶祝國際婦女節慶祝國際婦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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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人們過度仰賴

多媒體設備及文字訊息的傳遞，人際

間的互動逐漸變得冷漠而沒有溫度。

不習慣依賴他人，也不擅長與人傾吐

心事，面對來自工作的負面情緒與壓

力，只管強迫自己再撐一下，告訴自

己再撐一下就要達到目標，卻讓痛苦

一層又一層的堆疊，疏忽了自己的心

理健康狀態。因此，如何滋養乾涸的

心田及鍛鍊心理健康知能，是生命中

重要的一課。

　常言道：「山不轉，路轉；路不轉，

人轉；人不轉，心轉。」外境不順時，

心念一轉，便豁然開朗。軍旅生涯中，

難免面臨挫折的時刻，使人感到煩

惱、焦慮的事物並非說不來就不來，

也正因如此，學習轉念、控制情緒的

修行，必須持續不斷。

　說來簡單，卻要如何讓自己的心保

持柔軟呢？我曾陷入低潮，在負面

情緒的漩渦中難以自拔。所幸，部隊

是團體生活，透過組織力量，建制內

的同袍及早發覺我的異狀，在單位幹

部與家人的陪伴和鼓勵下，我不再執

著、對事情鑽牛角尖，好好地靜下心

來擺脫煩事。後來，我時時告訴自

己：「又不是世界末日，困難總會過

去的！」歷經一次又一次的挑戰與練

習，面對打擊，我逐漸能平靜以對，

心緒波動的週期漸長，平復的時間也

變短了，不再為情緒束縛。最重要的

是，身邊夥伴的互助與相挺，哪怕是

一句簡單的加油打氣，對正處情緒低

落，卻又不敢開口的人來說，可是無

比的愛與能量。

　此外，國軍因應社會環境的變遷及

部隊實際狀況的需求，成立國防部及

地區心理衛生中心，積極建構「三級

防處機制」及「區域輔導網絡」等心

理衛生防護網，編制專業輔導人力，

鏈結民間資源，提供官兵多元服務項

目，穩固部隊整體戰力。

　「人人都是自傷防治守門人」，單

位同袍若能發揮組織功能，靈活運用

「看徵兆、聽心聲、轉念頭、牽資源、

走向新選擇」等技巧，一句溫暖的問

候，就能增加守護官兵心緒的契機，

更能促進單位和諧，營造團隊優良風

氣，打造活力軍旅。

強化心輔知能 打造活力軍旅強化心輔知能 打造活力軍旅
我
見
我
聞

（文／205勤支連上士劉珈瑄）（文／205勤支連上士劉珈瑄）

「憲」出你的「憲」出你的
我憲兵，我驕傲

通訊員蔡佩容／高雄報導

　「民眾之褓，軍伍之師。」3日全臺停電，導致部

分地區紅綠燈失效，造成多路段車輛壅塞。高雄憲兵

隊郭駿凱下士休假騎車行經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及濱

山街路口時，見交通秩序混亂，便主動協助交通管制，

確保用路民眾安全。

　郭下士於民國 110 年 1月至高雄隊服務迄今，克盡

己職，與單位同袍完成多項任務，此次義舉堪為其他

官兵表率。郭下士表示，憲兵不僅是三軍之表率，更

是民眾安全的保障，而交通指揮手勢為每位憲兵均需

具備的專業技能，感謝單位平時力求以最高標準訓練，

使我熟諳各種道路狀況的處置方法，在國人需要的時

候能隨時挺身而出，未來將持續充實本職學能，為憲

兵爭取榮耀。

高雄憲兵隊 郭駿凱下士

再長的路，再長的路，一步步一步步慢慢慢慢
走也能走完，再短的路，走也能走完，再短的路，
不邁開雙腳也無法到達。不邁開雙腳也無法到達。莊景華上士莊景華上士

憲兵訓練中心憲兵訓練中心 座
右
銘

座
右
銘

雙語
園地 每週來點雙語智慧麵包每週來點雙語智慧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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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馬爾·布萊德雷奧馬爾·布萊德雷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軍在北非戰場和歐洲戰場的主
要指揮官，曾參與西西里島戰役、諾曼第戰役及韓戰。
戰後，擔任退伍軍人事務署長、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北約軍事委員會（NATO) 主席。軍旅生涯的最大榮譽，
以自己的姓氏命名了美國陸軍目前的主力裝步戰車 M2
「布萊德雷」。於 1950 年晉升為五星上將軍銜，成為美
軍十名五星上將之一，進入到美國軍事的「名人堂」。著
有回憶錄《一個軍人的故事》、《將軍百戰歸》。

(Omar Bradley, 1893-1981)(Omar Bradley, 1893-1981)

 I  learned that good judgment comes from 
experience and that experience grows out of mistakes.
　我了解到，良好的判斷來自經驗，而經驗來自錯誤。

 Leadership is intangible, and therefore no 
weapon ever designed can replace it.
　領導力是無形的，因此任何設計的武器都無法取代它。

圖／郭下士見交通秩序混亂，圖／郭下士見交通秩序混亂，
　　主動協助交通管制。　　主動協助交通管制。
　　（圖片截自網路）　　（圖片截自網路）

名言佳句名言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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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單位○士因生活奢靡辦理多筆網路借貸，積欠

120 萬元債務，雖由家屬協助償還 50 萬元，及

協調債務整合；復因購車時信用不良無法向合法

金融機構貸款，誤信網路代辦遭詐騙，自責愧對

家人，於休假期間在公園內自縊身亡。

○單位○兵母親因擅用○兵銀行帳戶透由臉書社

團投資，購買 3 萬元虛擬貨幣，並依社團管理者

指示轉帳後即無法取得聯繫；事後○兵遭警方依

涉「詐欺罪」偵辦。

○單位○士（女）使用交友軟體結識男網友，對

方表示可協助短期投資期貨獲高額報酬，遂提供

個人銀行帳號及密碼；事後因帳戶匯入不明資金

200萬元，經受害人報案後，警方依涉「詐欺罪」

偵辦。

○單位○兵透由網路購買二手商品，並以 LINE 

Pay 付款 1,360 元，惟賣家另以收（匯）款業

務需求，邀請○兵提供個人銀行帳號供渠使用，

並將○兵收訖之匯款 1 萬 4,500 元轉入該賣家

LINE Pay 帳戶，事後遭銀行列警示帳戶，由警

方依涉「詐欺罪」偵辦。

近期詐騙集團常見手法，係透過社群網站或交

友軟體搭訕，以「短期高額獲利」及「投資虛

擬貨幣」為由，誘騙投資者投入資金，詐財獲利；

或藉由「網購匯款」、「線上輕鬆代辦」需線

上審核、可快速撥款為由，要求提供個人帳戶、

金融卡密碼或至 ATM 操作解除設定等，取得人

頭帳戶，作為提領詐騙款項途徑；受害者往往

投入大量資金無法取回，遭銀行列為警示帳戶

始覺受騙，不可不慎。

各級幹部應教育官兵「投資須透過合法管道賺

取合理利潤」、「高報酬率投資標的必定伴隨

高風險及詐騙必然性」及「網路交友招攬投資、

貸款均為陷阱」等觀念，並適時協助提供合法

可用之理財資訊，摒除「色」及「貪」念，鼓

勵官兵培養正當休閒活動，提高自我防詐騙意

識，避免誤入網路陷阱，或債臺高築財務失衡

衍生自我傷害憾事。

營、連級幹部應運用「每日三分鐘宣導、每週

莒光日主官總結、每月軍紀安全維護座談會、

每季軍紀安全教育日及每半年法制官巡迴教育」

等時機，結合新聞媒體、報章雜誌資訊，並

透過內政部警政署「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網

站）」，教育官兵「帳戶交給別人等於幫助

詐欺」及「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之正確認

知，免遭受騙及個資為不法集團利用。

官兵行為異常必定有跡可循，各級幹部應指

導基層主官（管）、士官督導長及班、排級

幹部，落實知官識兵，藉由「組織分工」掌

握官兵生活、交友動態、投資理財狀況及興

趣嗜好等，建立自清表白、不當投資及財務

失衡人員清冊管制，遇有異常或高風險徵候，

立即反映協處；另就列管人員實施家屬聯繫，

共同研討債務成因，協助

提供還款規劃，妥善

解決財務壓力，

使官兵能安

心服役。

國軍軍紀通報第111006號國軍軍紀通報第111006號

隨著網路科技日益進步，帶來諸多便利，使網路交友、購物及投資成為年輕人新興主流，卻
因無法確認對方真實身分，易成為詐騙集團利用的工具。國軍人員因生活單純，社會經驗

不足，易肇生遭網友詐騙及仙人跳等案件，不僅造成財物損失或淪為詐欺共犯涉及刑責，甚或
債臺高築衍生憾事。鑑此，國防部援引近期案例與注意事項，供宣導防範，避免官兵受騙上當。

壹、案例宣導： 貳、注意事項：

忠
貞
要
聞

《滑板女孩》《滑板女孩》

（文／勤務連 李蕙宇上兵） （文／勤務連 李蕙宇上兵） 

相信自己 把握難能可貴的機會相信自己 把握難能可貴的機會
　談及印度電影，我們對《三個傻瓜》、《我和我的

冠軍女兒》及《來自星星的傻瓜 PK》等作品一定不

陌生，勵志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並受到啟發。然而，

故事的背後，卻呈現印度深層的社會議題，揭露、批

判印度貧富差距、男尊女卑、種性制度等社會現狀。

由 Netflix 出品的《滑板女孩》，將故事設定在一個

偏遠、陋習根深蒂固的印度村莊，而身為「外國人」

的我們，藉由倫敦女孩潔西卡的視角，一探印度鄉間

的社會風氣。

　即便時代進步、觀念開放，生長在印度偏鄉坎普爾

的女主角普雷娜仍在女性不需受教育的傳統思想下成

長，長期飽受父母和社會期待的壓力，哪怕是結婚這

般人生大事，都無法自己決定，更別說知道自己「長

大後想做些什麼」。而在一次偶然的意外下，她與思

想開放、自由的潔西卡相遇，並接觸到滑板這項運動，

至此生命出現了轉折與奇蹟。潔西卡與友人出錢、出

力，捐贈村莊小孩滑板和護具，更在村裡興建了滑板

運動場。而普雷娜也對滑板感到濃厚的興趣，對她來

說，站上滑板那一刻，是她渴望已久的自由，也只有

在玩滑板的時候，她才會獲得一種歸屬；也因為受到

潔西卡的啟發，普雷娜有如覺醒一般：原來女性也能

擁有尊嚴，能獨立自主地工作與生活，不受家庭與社

會的限制。故事的尾聲，普雷娜在父親的安排下出嫁，

婚期卻正好是她準備已久的滑板錦標賽的日子。為了

結婚，普雷娜的父親已變賣所有家當，她不想節外生

枝，準備在婚後搬離故鄉，卻直到結婚當天仍萬分糾

結，最後還是忘不了滑板，決定悔婚去參加比賽，登

上夢寐以求的舞台展現她日夜練習的成果。

　在軍中，有許多官兵與普雷娜相同，不知道自己「想

做些什麼」或「能做些什麼」，即使遠離家庭的管理，

也擁有每月不菲的薪資，仍每天得過且過，走一步算

一步。事實上，「潔西卡」就在每位官兵的身邊，無

私地給予需要的同仁一盞希望。國軍近年配合行政院

推動的「型塑學習型政府行動方案」與勞委會所建構

的「國家證照制度」，鼓勵官兵終生學習，針對學位、

證照與專長培訓取得

相關學位與證照。為

支持官兵投入學習進

修，依據國軍軍職人

員公餘進修實施規定，

官兵得以申請補助，

每人每學期可申請最

高補助新臺幣 2 萬元。

在此管道下，同仁便

得以勇於挑戰自我，

和普雷娜一樣，開創

屬於自己的天空。

電影電影賞析賞析

網路詐騙陷阱多，個人資料不外流網路詐騙陷阱多，個人資料不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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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誼永諦凝向心 梅荷精神緊相依情誼永諦凝向心 梅荷精神緊相依
通訊員莊孟豪／嘉義報導

　嘉義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近 4 日舉辦會員團拜活動，由

理事長林建騫先生主持，會中邀請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

會中區會長胡榮顯先生、嘉義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理事長蔡

長城先生等重要貴賓一同共襄盛舉。

　林理事長致詞時感謝同仁參加本次團拜活動，期望藉本次

聚首時機，共同研討會務內容及未來工作重點，同時緊密彼

此情誼，更號召在新的一年繼續為現役官兵服務，發揮後憲

團結的梅荷精神給予支持與協助，共同守護家園，讓後憲的

凝聚力，成為弟兄姊妹保家衛國最堅強的後盾。

通訊員張翰浚／澎湖報導

　指揮官周中將 4 日於澎湖憲兵隊會晤澎湖縣後

備憲兵荷松協會理事長湯國忠先生、榮譽理事長黃

政雄先生及許國政先生，聯繫情誼，感謝後憲前輩

長期支持與鼓勵現役官兵，做同仁後盾，使其無後

顧之憂，站在保家衛國的最前線。

　指揮官表示，去年受疫情影響，協會暫停辦理自

強大會，故藉年初疫情趨緩時機，與後憲前輩寒暄

問候，肯定後憲組織於疫情期間支援澎湖憲兵隊完

成防疫整備，使前憲與後憲同仁均能平安度過疫情

難關。湯理事長則表示，澎湖憲兵隊年來協助維護

地區治安不遺餘力，感佩官兵不畏辛勞堅守崗位，

後憲同仁將秉持「前憲後憲連成一線」信念，攜手

為國家與社會盡一份心力，最後也祝福全體官兵身

體健康、部運昌隆。

前憲後憲齊同心 共度疫情難關前憲後憲齊同心 共度疫情難關

圖／嘉義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合影留念。圖／嘉義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合影留念。

圖／指揮官致贈湯理事長紀念品。圖／指揮官致贈湯理事長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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