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訊員陳宥靜／臺北報導

　指揮官周中將 11日視導北部地區憲兵部隊，

慰勉單位戰備任務辛勞，除聽取單位任務簡

報，指導完成各項相關應變計畫及備

援作為，並要求營區指揮官應統一

內部管理，及統籌全般安全防護

規劃，營區內單位相互支援合作，

俾利整體戰力發揮。

　指揮官表示，官兵需懂得感恩

惜福，珍惜資源得來不易，利用時

間公餘進修，充實自我，並期勉幹

部發揮感動服務，主動關懷、照料

官兵生活，落實人員輔導及考核。

　最後，指揮官提醒，因應烏俄戰

爭國際情勢，幹部秉持處處皆戰場、

時時都訓練的核心理念，落實戰訓本

務，強化戰場經營及部隊訓練，以達

守土有責、全軍破敵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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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交通部統計，臺灣近年來交通事故肇生狀
況持續惡化，從 10 年前 17 萬例，暴增至去年近
36 萬件；去年所有事故中，總共造成超過 47 萬
人受傷，死亡人數則高達 3 千人，平均每天即有
超過 8 人喪命，因交通事故產生的經濟損失達到
5 千億元。若以世界衛生組織用來評估各國健康
狀態的指標，在已開發國家中，道路事故傷害大
多不會出現在10大死因中，而在低開發國家常見；
在臺灣的 10 大死亡死因中，「事故傷害」致死卻
高居第 6，令人憂心。
　造成我國交通事故的原因眾多，除了車流複雜，
用路人駕駛習慣不良、未注意車前狀況、未依規
定讓車、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左轉彎未依規定、
酒醉駕駛失控等，都是肇事原因，代表國人普遍
有「快、狠、衝」交通習慣，騎車或開車缺乏禮讓，
對於交通安全更是長期漠視，導致事故案例逐年
攀升，車禍傷亡的悲劇也一再上演。
　為保障國人行的安全，行政院已針對各種事故
狀況，從執法、硬體、觀念著手改善，希望能有
效落實，降低事故傷亡。目前交通部的作法，共
有以下幾項：每月公布道安數據，加強管考；完
成全國危險路口環境改善，減少事故；針對重大
違規加重車輛保費；加重酒駕罰則、從嚴認定易
科罰金與假釋條件；落實違規記點及加重無照駕
車與惡意逼車罰則；推動四季交安專案、增設路
口科技執法設備、恢復區間測速、規定後座乘客
繫安全帶等積極作法。除了法律、行政層面規範

外，希望駕駛人本身也有尊重生命的觀念，嚴肅
面對交通安全議題。
　因人為疏失導致的車禍，很多時候並非遵守交
通規則就萬無一失，其他用路人的不小心或輕率
舉動，也可能導致事故。根據國內外的文獻顯示，
高達 90％的事故皆為「可預防」的，而駕駛人針
對自己身處的交通情境，若能建立預測下一步發
生危險的「防衛駕駛」概念，就能大幅降低意外
發生。防衛駕駛（defensive driving），是一種
安全駕駛車輛的技能，定義是「在無法控制周圍
環境以及其他人行為的情形下，保障生命、時間
與金錢的駕駛方式」，目的是為了預期可能的危
險情形，在惡劣條件或是其他人的失誤情況下，
減少車禍風險。
　防衛駕駛可由執行一系列準則達成，包括確保
前方安全距離、兩秒定律，以及其他駕駛的技巧，
如控制車速、視線望遠、時刻準備突發狀況、保
持警覺、專心駕駛；時刻預計其他道路使用者的
行動與關聯反應，不假設其他駕駛者會如自己所
想的方式行動；因應天氣和路面狀況，採取合適
駕駛策略、轉彎前減速，避免在彎路中心太快減
速而失去重心平衡等。
　舉例來說，當開車行經平交道，我們可以預想，
柵欄可能會剛好將我們的車攔在鐵軌中央，所以
必須等前車通過、淨空平交道後才通行；預期視
覺死角必定會有來車，適時地減速、注意、再出
發；停好車要開門下車前，預期會有來車或路人，

若突然打開車門，很可能造成後方人車來不及閃
避而發生事故。防衛駕駛觀念的導入，可免除容
易引起的危險，對於因他人引起的駕駛危險，也
能經由預測與防範，避免涉入可能的交通事故。
　因應敵情威脅，國軍隨時保持高度警戒與狀況
掌握，積極提升防衛作戰能量。因演訓不慎發生
的軍車、戰甲車事故，也偶有所聞。所造成的傷
害，不但折損部隊戰力，對於袍澤及其他用路人
的傷亡，也令人感到惋惜與難過。為培養官兵防
衛駕駛觀念，避免造成人員、財產無謂的傷亡與
損失，國防部要求各單位定期實施行車安全教育，
也要適時蒐整車禍案例、宣教影片，提醒官兵謹
慎駕駛，防止車禍與意外發生。
 此外，近年來國軍為肆應「處處皆戰場」之防
衛作戰環境，時有戰甲車營外實施作戰計畫演練，
除官兵小心謹慎外，也呼籲用路人注意戰甲車體
積龐大、死角多，應盡量迴避，同時避免併行、
切車，或插入車隊，以防範意外事故發生。
　綜言之，我們應從風險管理角度，將「安全防
衛駕駛 5 要訣」口誦心惟，包括「抬頭遠看、放
寬視野、雙眼游動、衡量環境、適時示警」的各
種要訣，不僅適用日常駕車，對實施戰術機動訓
練的單位，亦有很好的教育意義。體認防衛駕駛
觀念的養成，攸關行車安全，全體官兵除應培養
「交通安全從自己做起」，養成自律守法習慣，
保障自己與他人性命安全，確維部隊戰力。
（ 民 國 111 年 3 月 12 日 青 年 日 報 社 論 ）

憲兵第 205 指揮部指揮官任職布達典禮

通訊員戴碩／桃園報導

　指揮官周中將 14 日主持憲兵第 205 指揮部指

揮官任職布達典禮，指揮官除肯定原任指揮官袁

上校任職期間，執行各項任務均能順利圓滿，亦

勉勵各 級幹部在既有的基礎上持續精進，以

保 障 官兵安全與權利為首要；期勉全體同

仁 服膺新任指揮官李上校的領導，戮力

執行戰訓整備及憲兵專業勤務等工作。

　指揮官叮嚀，各級幹部應深化內部

管 理， 強 化 官兵晤談考核，詳實掌

握官兵營內、外動態及心

緒狀況，並認識毒品危害，

牢記「吸毒莫嘗試，一試毀

終生」，同儕須相互提醒與規

勸，另同事相處「發乎情，止乎禮」，謹守性別

分際，勿有逾越及失序舉止。

　最後，指揮官強調，因應當前敵情威脅，單位

要持續戰場經營，強化戰力保存作為，並務實訓

練發揮總體戰力，以支持「處處皆戰場，時時都

訓練」，戮力達成「奉陪到底」之目標。

建立防衛駕駛觀念 保障安全維繫戰力建立防衛駕駛觀念 保障安全維繫戰力

本報訊／臺北報導

　指揮官周中將 11 日拜會後備指揮部指

揮官傅中將，研討衛戍作戰及後備動員支

援機制，確保經常戰備、防衛作戰兩時期

後備部隊兵力支援無虞，有效提升衛戍作

戰效能。

　指揮官指出，借鑑俄烏戰爭經驗，烏克

蘭於各城市、區域動員民眾防衛，有效遲

滯俄軍攻勢，顯示後備部隊為現代戰爭關

鍵要素；另外現代戰爭界線模糊，早已無

區分前線、後線，敵軍攻擊不僅針對部隊

有生力量，關鍵基礎設施亦為摧毀目標，

因此如何結合後備部隊，便是衛戍作戰研

討重點。

　最後，指揮官強調，憲兵雖為衛戍區主

戰部隊，然衛戍區內關鍵基礎設施與重要

民生設施眾多，唯有配合後備部隊及民防

團隊共同防衛，並透過作戰計畫演練，明

確律定各單位戰鬥地境線，持續驗證「動

員準備階段」及「動員實施階段」支援衛

戍作戰效能，以全面強化衛戍作戰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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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官拜會後備指揮部

勉服膺新職領導 戮力戰訓本務勉服膺新職領導 戮力戰訓本務

圖／205指揮部新任指揮官宣誓。圖／205指揮部新任指揮官宣誓。

圖／指揮官勉同仁圖／指揮官勉同仁
　　務實訓練。　　務實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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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臺北報導

　副指揮官夏少將 14 日主持新進預

財士教育訓練開訓典禮，期藉由教育

訓練，使訓員具備執行財務業務的基

礎能力，有效強化各級單位財務管理

能量。

　副指揮官表示，預財士為基層單位

財務管理作業第一線人員，本身應具

備「依法行政、依法用錢、公款法用」

正確觀念，在有限經費下，協助主官

管制、依程序運用預算，支援單位任

務遂行。

　最後，副指揮

官提醒，每位訓

員均是各單位擇

優派訓，應重視

自 我 品 德 與 操

守，並持續強化

本職學能，提升

單位財務管理工

作效能。

通訊員陳子蘋／高雄報導

　副指揮官夏德宇少將 9日主持主官

裝備檢查示範觀摩，透過示範演練，

使觀摩單位深入瞭解裝檢作業流程及

整備重點，有效提升後勤維保能量。

　副指揮官表示，裝備妥善是部隊戰

力有效發揮的基礎，後勤部門應妥善

編組與分工，明確律定各項責任制

度，務求帳料相符；此外，執行任務

前，應落實保養人員教育訓練，使其

熟稔規定及技令，以達強化檢查執行

成效及提升單位裝備妥善率之目標。

　最後，副指揮

官提醒，裝檢示

範 應 與 實 況 相

符，在「眼到、

手到、口到」的

原則下，清點裝

備同步說明應

到、實到數量，

並確實掌握事故

原因，以維裝檢

紀律。

副指揮官主持新進預財士教育訓練開訓典禮 副指揮官主持主官裝備檢查示範觀摩

本報訊／臺北報導

　指揮官周中將 15 日約見司法官學院蒞部見學人員，表示與司法官學

院共同辦理機關見學行之有年，已建立良好的合作基礎，能有效強化國

內司法機關人員學識涵養，並深化雙方交流互助。

　指揮官表示，見學期間除規劃司法警察勤務、刑案偵辦、情報蒐集、

刑事鑑識等課程，另特別安排特種警衛勤務、衛戍中樞及反恐制變等憲

兵專業課程，使學員進一步瞭解憲兵單位特性及行政運作流程，也期勉

未來共同攜手維護社會治安工作。

本報訊／臺北報導

　指揮官周中將 9日主持忠貞氣節教育試講試教，表示

本課程教育目的在藉由瞭解憲兵光榮歷史，培養身為

憲兵的責任感，並傳承忠貞軍風，塑造官兵優質人格，

厚植武德修為及精神戰力。

　指揮官指出，透過試講試教，可檢視教官的「教材、

教具及教法」結合表達技術後，所獲致之的課堂效果；

期許教官於簡報中適度運用圖、影像，增添授課豐富程

度，並針對授課對象，適予調整內容與方式，深化官兵記

憶及促進思考，以提升教育成效。

指揮官主持忠貞氣節教育試講試教指揮官主持忠貞氣節教育試講試教

培養慎獨精神 提升財務管理能量 勉落實後勤維保 鞏固部隊戰力

勉深化交流 共維社會治安

勉精進教學技巧 傳承憲兵忠貞精神勉精進教學技巧 傳承憲兵忠貞精神

指揮官約見司法官學院見學人員

圖／劉士官督導長講解憲兵歷史。圖／劉士官督導長講解憲兵歷史。

圖／指揮官與司法官學院蒞部見學人員合影。圖／指揮官與司法官學院蒞部見學人員合影。

圖／副指揮官強調預財幹部首重品德。圖／副指揮官強調預財幹部首重品德。 圖／副指揮官強調裝檢紀律之重要性。圖／副指揮官強調裝檢紀律之重要性。

圖／指揮官期許教官增添圖／指揮官期許教官增添
　　授課豐富程度，深化　　授課豐富程度，深化
　　官兵記憶。　　官兵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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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謝儀臻、鄭進宏、伍育萱、韓雅亘／綜合報導

　國父孫中山先生於民國初創時曾主張：「造林是民生建設的重要

項目」，生前積極推廣植樹綠化，治水治旱，強盛國家。為倡導環境

保育，同時感念國父造林救國的貢獻，本部、各地區指揮部及憲兵訓練

中心日前辦理植樹活動紀念國父逝世 97 週年，由官兵一同栽種樹苗，

以實際行動展現對土地的熱愛及守護國家民主的熱忱。

　植樹對環境的益處良多，樹木或植栽的葉面可以吸附空氣中的懸浮微

粒以淨化空氣，還能阻絕噪音；樹冠吸收太陽輻射，調節夏日氣溫；樹

根則抓緊、匯聚土壤，涵蓄水源，避免水土流失。此外，樹木更是生物

的棲息與覓食地，有助於維護及提升部隊中的生物多樣性。

　常云：「前人種樹，後人乘涼。」透過每年的植樹紀念活動，不僅

是傳承飲水思源的精神，更教育官兵珍惜樹木的重要性，回應永續

經營目標，並將此精神內化於心中，成為能發揚光榮傳統之軍人。

　憲兵指揮部栽種梅樹，
期勉官兵心志如梅花般，
面臨任何惡劣的環境、艱
辛的工作與挑戰，能秉持
堅毅卓絕的精神，展現
貫徹始終的意志力及突
破困境的實踐力，克
服困境，達成任務，
傳承憲兵忠貞軍風
及梅荷志節。

　憲兵第 204 指揮部在指揮官

成少將的帶領下，與官兵在營

區周邊種植樟樹及風鈴木的幼

苗，樟樹象徵著延續國父的精

神向下紮根，風鈴木則是感念

國父為中華民國的革命貢獻。

　憲兵第 203 指揮部

在指揮官張少將的帶領

下，與官兵在營區周邊

種植石斑木幼苗。

　憲訓中心在指揮

官李上校的帶領

下，與官兵在營區

周邊種植辛夷花幼

苗。辛夷花具有獨

特的姿態，所有的

花瓣都直直向上挺

立，彰顯其驕傲與

矜持，亦象徵軍人

自信端正的氣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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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吳昱其／新北報導

　憲兵訓練中心志願士兵 110-8 梯 10 日實施憲兵戰

技奪槍 8 式訓練課程，授課教官以親自示範進行原則

講解，使學兵瞭解各項動作要領，後續學兵隨教官口

令引導操作，並由教官逐一調整說明，為憲兵戰技奠

定扎實根基。

　中隊長呂上尉表示，近身格鬥戰技為憲兵必備職

能，其中奪槍 8 式更是面對緊急情況時的基本應處作

為，術式中想定敵方以不同姿勢角度朝我攻擊，後續

以肢體關節控制技巧，破解敵方攻勢，制服歹徒、化

解危機，全體憲兵同仁皆應熟稔相關操作要領，方能

將其運用於警衛勤務，確保任務安全。

政戰主任主持「認識敵人認知作戰」影片收視與研討政戰主任主持「認識敵人認知作戰」影片收視與研討

強化識讀能力 建立防衛共識強化識讀能力 建立防衛共識

圖／政戰局製播「鞏固心防—認識敵人認知作戰」影片。圖／政戰局製播「鞏固心防—認識敵人認知作戰」影片。

志願士兵 110-8 梯奪槍戰技

圖／學兵仔細聆聽教官講解奪槍要領。圖／學兵仔細聆聽教官講解奪槍要領。 圖／奪槍8式係憲兵必備職能。圖／奪槍8式係憲兵必備職能。

士官督導長視導林子口營區

通訊員宋佳榛／臺北報導

　劉士官督導長 14 日赴林子

口營區視導，代表指揮官周

中將慰勉駐守官兵，同時提

醒應嚴守紀律，切勿違犯軍

紀安全要求事項，確維軍譽。

　劉士官長除聽取單位任務

簡報外，更關心同仁生活住

用空間，期許官兵相互關心

鼓勵，發揮組織心輔支持功

能，消弭危安徵侯；此外更

提醒單位官兵秉持「處處皆

戰場，時時都訓練」指導，

落實部隊訓練工作，熟稔個人戰術位置及任務，奠定部隊戰力基礎。最後劉士官長強

調同仁在營相處時間較長，務必遵守性別份際相關規定， 營造和諧工作環境。

謹守軍紀要求 恪遵性別分際謹守軍紀要求 恪遵性別分際

圖／劉士官長頒發慰問品。圖／劉士官長頒發慰問品。

通訊員詹効耘／臺北報導
　憲兵第 202 指揮部日前實施各單位第一季駐地成效驗收，每位
官兵為爭取單位榮譽，無不卯足全力，展現高昂戰志。全體同仁在
鑑測官下達安全提示後，按標準程序、步驟及要領完成戰鬥體適能
測驗，以個人安全為首要，展現平日扎實訓練成果，
　「體力是發揮戰力、克敵制勝的重要關鍵。」勤務支援連連長陽少
校表示，戰鬥體適能考驗官兵的肌耐力、協調性與心肺功能，期許
同仁藉由鑑測瞭解自身弱項，持恆精進，鍛練強健體魄並保持健
康，提升部隊戰力。

駐
地
成
效
驗
收

駐
地
成
效
驗
收  

展
現
高
昂
戰
志

展
現
高
昂
戰
志

圖／受測官兵進行傷患揹負。圖／受測官兵進行傷患揹負。

精進憲兵學能 奠定戰力基礎精進憲兵學能 奠定戰力基礎

本報訊／臺北報導
　上（2）月 24 日，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攻擊，
正式點燃戰火。於此同時，中共對臺的認知作戰
也逐漸加溫，藉社群媒體大打宣傳戰，散布不實
謠言引導輿論風向，使我國社會內部產生焦慮情
緒。為強化官兵心防與敵情意識，政戰主任辜少
將 14 日召集政戰幹部收視「鞏固心防—認識敵人
認知作戰」課程影片，並研討應變反制之道，嚴
堵敵方利用假訊息滲透，動搖憲兵軍心。
　辜主任指出，國軍隨智慧型手機開放，官兵使
用網路的頻率大幅增長，而社群媒體中零碎、片
段的資訊不僅容易使人沉迷，更可能導致資訊判

斷的能力退化；尤其中共操弄
網路輿論不曾止歇，於時下
年輕人喜愛使用的抖音、
小紅書等網路空間建立大
量錯誤資訊，或高額收
購我國具影響力的粉絲
專頁倡導偏差觀念，進而
影響同仁認知。是故，應
持恆強化官兵識讀能力，提
升憂患意識、建立防衛共識，
同時賡續落實戰備訓練，以最務實
的方式使民眾安心，與國人共同捍衛國家安全。

圖／政戰主任期勉同仁持恆圖／政戰主任期勉同仁持恆
　　強化官兵識讀能力。　　強化官兵識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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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2月 24 日俄羅斯開啟俄烏戰

爭，以閃電戰進攻烏克蘭，轟炸烏克蘭

首都基輔在內的多座城市及其防衛設

施，引起國際高度關注，也讓先前認為

「俄羅斯不會動武」的專家跌破眼鏡。

反觀我國在國際社會的困境與中共在國

際社會上的打壓，中共武力犯臺的機

率，不是不可能，因此官兵更要有居安

思危觀念，做好萬全準備，以防戰爭隨

時會爆發。

　自古兵機貴於密，保密作為影響戰爭

的勝負，即使現今戰爭型態不斷地改

變，在高殺傷力、高速發展的軍事衝突

中，各方情報

蒐研能力仍

能左右戰局。

以俄烏戰爭

為例，在俄羅

斯入侵烏克

蘭前，美國

即不斷透過釋放大量俄軍部署情報，企

圖阻止軍事危機爆發；戰爭期間，俄羅

斯多次散布烏克蘭總統逃離等爭議（虛

假）訊息，透過即時澄清才得以穩定民

（軍）心；抑或俄羅斯內部不支持戰爭

的成員，向烏克蘭洩露消息，使得烏克

蘭軍方得以阻止斬首行動的陰謀等，以

上均在在說明情報與反情報作為並未因

為戰爭型態的改變而失去其重要性。

　中共從未放棄武力犯臺，千餘枚飛彈

仍然對準我國，軍機繞臺挑釁，以我國

為假想敵的海島作戰演習，以及近期施

放高空氣球，企圖刺探我空防能力，顯

見中共對我文攻武嚇未曾停止。因此，

我國軍官兵更要提高警覺，在執行重大

演訓及任務時，妥慎完成保密控管，嚴

防遭刺探，並有「一語外洩，身敗名裂；

一字外洩，全軍覆沒」觀念，確保軍機

安全，鞏固國軍堅實戰力。

落實保密作為，防範洩密違規落實保密作為，防範洩密違規
我
見
我
聞

（文／花蓮憲兵隊閻懷恩中士）（文／花蓮憲兵隊閻懷恩中士）

「憲」出你的「憲」出你的

去做你害怕的事，去做你害怕的事，
害怕自然就會消逝。害怕自然就會消逝。林隆豪下士林隆豪下士

雲林憲兵隊雲林憲兵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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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迪·艾倫伍迪·艾倫

　美國電影導演、編劇、演員、喜劇演員、作家、音樂
家與劇作家，其獨具風格的電影，範疇橫跨戲劇、脫線
性喜劇，讓他成了美國在世最受尊敬的導演之一。

(Woody Allen, 1935-)(Woody Allen, 1935-)

 The talent for being happy is appreciating and 
liking what you have, instead of what you don't have.
　欣賞和喜歡你擁有的東西，而不是你沒有的東西，你
才能快樂。

 If you're not failing every now and again, it's a 
sign you're not doing anything very innovative.
　如果你不是經常失敗，代表你做的事情沒什麼創新。

名言佳句名言佳句

　你是否曾因工作的忙碌而感到疲勞？曾因家人的期待而感到壓力？曾
因遭遇失敗而感到挫折？
　無論工作及生活，總有不如意的時候，然而在低潮時，別忘記堅持下
去，在這漫漫的人生旅途中，好比爬山，過程一定有艱苦、有恐懼，但
無論遭遇任何困難，都要穩住腳步，因為雲霧散去，便能與美景相遇，
迎來耀眼和煦的光芒。

忠貞攝影藝廊

民國111年 2月 23日以 iPhone12mini 攝於北大武山。民國111年 2月 23日以 iPhone12mini 攝於北大武山。

萬丈光芒萬丈光芒—憲兵第 332 營第 4 連中尉李婉榕—憲兵第 332 營第 4 連中尉李婉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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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其它寵物不同，狗常被喻為「人類最忠心的夥伴」，

牠們能夠體察人類的情緒，體貼地和主人共度生命的悲

喜時分。《我在雨中等你》改編自加斯．斯坦（Garth 

Stein）創作的同名小說，從一隻名為恩佐的狗視角，以幽

默、犀利的擬人言語，描述於短暫的狗生，陪伴賽車手主

人丹尼經歷成長、戀愛、婚姻、妻子病逝與官司，最終重

拾人生動力的歷程中，體悟出的哲理。

　電影賦予恩佐「靈性」，牠具有人類的靈魂，會感到憤怒、

吃醋，甚至是恐懼與無助，當丹尼遭遇生活驟變時，恩佐

將一切看在眼底，竭盡所能地幫助主人度過生命的難關，

或在丹尼即將做出無可奈何的決定時奮力阻止，以行動表

達牠的想法與感受，為丹尼注入一劑強心針，使丹尼恢復

了繼續前進的動力。

　屋漏偏逢連夜雨，面對人生的困境，每走一步都如履薄

冰，任誰都會變得優柔寡斷，只因為信念不夠堅定，到了

應該奮勇向前的一刻又打了退堂鼓，放棄原先極力爭取的，

人生就此沉淪，不再擁抱任何希望。電影的鋪陳細膩地刻

劃出深厚的感情間如何互相扶助，儘管恩佐因意外受傷，

哪怕傷口疼痛不已，也要奮起身軀陪伴主人，堅定地跨出

下一步。「沒有過一個彎就贏的賽車，功敗垂成比比皆是。」

大膽面對無可避免的難題，即使面臨邪惡勢力，向著陽光，

再多的彎路與苦難都會過去。

　「如果眼睛一直往牆壁看，就會直直地撞上那道牆。」

透過丹尼，恩佐體會到所有事情的發展，都取決於我們的

內心。馳騁賽道時碰上輪胎打滑，若是一名賽車好手，便

會專注地看著賽道，手裡緊握住方向盤，冷靜等待著輪胎

抓地的瞬間，重新掌握賽車。這就好比人生，如果總是著

眼於不理想的後果，那往往失敗就在不遠處等著我們，永

遠無法獲得生命的主導權。

　你的心決定你所看見了嗎？恩佐奉獻了生命，無

條件地付出所有的愛與熱情，讓一度破碎的家

庭重回美好的生活，而你是否也和恩佐一

樣，做自己命運的主宰，駕馭人生道

路上的考驗與難關。

虎口地圖行安小叮嚀虎口地圖行安小叮嚀

（後通處提供／圖片取自瑞竣科技官網）

　鑑於近期軍、民車發生交通事故頻傳，為強化官兵安
全防險意識，請各單位要求所屬可運用手機下載「虎口地
圖」軟體，由車長及駕駛於出車前一天，先行完成查詢行
經路線易肇生事故路口及路段，並利用勤前教育及任務
提示時機由單位主官或高勤官實施考詢，防止違規肇事，
確保行車安全。
　本事項請各級主官親閱後，要求各級車屬單位務必貫
徹執行，並運用行車安全教育及會議等時機宣達並紀錄
備查，本部將利用一級督導一級時機驗證，以確保行車
安全。

《我在雨中等你》《我在雨中等你》
The Art of Racing in the RainThe Art of Racing in the Rain

　阿漢為單位內少尉排長，與單位同仁餐敘飲酒後返回營區，惟因至營區大

門時，不滿擔任衛兵之小劉要求其量測體溫並檢查手機 MDM，乃對劉員辱

罵三字經，案經單位調查後，依陸海空軍刑法第 70 條侮辱衛兵罪嫌，函送

轄區憲兵隊偵辦。

　尊重，是人際相處中最重要的一環，也是每個人一生中必修的課題，縱然

有許多外在因素導致情緒難平，也應該以心平氣和的方式妥善處理，而非以

最不文明的方式，用許多不該發生的言行舉止去妄想解決事情，最後不但擔

上刑事責任，也可能因此成為新聞媒體報導的對象，引發更大的波瀾。

　陸海空軍刑法第 70 條：對於衛兵、哨兵或其他擔任警戒、傳令職務之人

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 1 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金。

壹、案例摘要：

貳、 案例研析：

參、 結語：

肆、 適用法條

侮辱，係指未指明具體事實，而其內容足以貶損他人之輕蔑行為，不

管是以言詞、文字、舉動或態度，使他人精神或心理上有感受到難堪

或不愉快，足以減損特定人之聲譽、人格及社會評價即屬之。

依陸海空軍刑法第 70 條「對衛兵哨兵公然侮辱罪」之規定，區分「當

場侮辱」及「公然侮辱」，前者係指凡對衛哨兵實施侮辱即成立，其

目的係確保執行職務之人行為舉止不受貶損，後者指於特定或不特定

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狀態下實施。

案內阿漢出言以三字經等語辱罵衛兵小劉之行為衡諸常理，顯足以損害

其人格，已該當上開侮辱之定義，已構成本罪，最重可處1年有期徒刑。

一、

二、

三、

忠
貞
要
聞

（文／屏東憲兵隊陳冠翰中尉） （文／屏東憲兵隊陳冠翰中尉） 

電影電影賞析賞析

忠貞法訊第004號忠貞法訊第004號
衛哨值勤應尊重，失序行為涉刑責衛哨值勤應尊重，失序行為涉刑責



延續後憲情誼 發揮高度向心延續後憲情誼 發揮高度向心
通訊員楊子頤／金門報導

　金門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舉辦理事長交接典

禮暨新春聯誼餐會，並邀請縣長楊鎮浯先生、

金門憲兵隊隊長楊中校等嘉賓與會，並由協會

監事李增壽先生擔任監交人，原任理事長李錫

瑜先生卸任，並由新任理事長吳則雄先生接

任，期能凝聚、延續後憲同袍情誼，發揮地方

民防的堅強力量。

　楊縣長表示，後備憲兵源自國軍中高度紀律

的精實部隊，即使退伍後仍發揮高度凝聚力，

熱烈投入各項地方公益活動與治安維護工作，

期許新任吳理事長在過去堅強的穩固基礎上，

定能帶領協會，持續發光、再創新猷。

通訊員戴碩／宜蘭報導

　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 13 日舉辦「北區聯誼會暨慢

速壘球領隊會議」，由宜蘭縣後備憲兵荷

松協會理事長許錫奎先生籌辦，北區

聯誼會會長蔡志陽先生主持，並邀

請總會長謝立賢先生、榮譽總會長

郭石吉先生、彭瑞德先生、指揮官

周中將等重要幹部，以及北部地區

歷屆理事長、顧問共襄盛舉。

　謝總會長致詞時表示後備動員戰力在當前國際緊張情勢下

越發明顯，而後備憲兵長期以來推行各種運動競賽，目的便

是從生活中培養運動的愛好興趣，形塑正向運動風氣，從而

維持後備戰力。周指揮官則表示「體力即國力，強國必先強

身」，適度的體能活動不僅能強健體魄，奠定戰力基礎，更

可作為調劑身心之正當休閒活動，釋放工作壓力，完善身心

適性發展。

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辦理北區聯誼會暨慢速壘球領隊會議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辦理北區聯誼會暨慢速壘球領隊會議

體力即國力 強國必先強身體力即國力 強國必先強身

金門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理事長交接典禮金門縣後備憲兵荷松協會理事長交接典禮

圖／北區聯誼會暨慢速壘球領隊會議與會人員合影。圖／北區聯誼會暨慢速壘球領隊會議與會人員合影。

圖／新、原任理事長交接印信。圖／新、原任理事長交接印信。

圖／蔡會長主持北區圖／蔡會長主持北區
　　聯誼會。　　聯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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