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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指揮官勉勵召員專注訓練，有效恢復後備軍人作戰職能。圖／指揮官勉勵召員專注訓練，有效恢復後備軍人作戰職能。

寓教於樂 認識憲兵寓教於樂 認識憲兵

通訊員何明勳／臺北報導

　國防部 1日於臺北市薇閣小學辦理全民國防教育活

動，邀請國軍各單位設置互動與展示攤位。其中，憲兵

第 202 指揮部快速反應連出動兩輛重型機車暨編制裝備

陳展，與師生近距離互動；憲兵第 228 營安排「輕兵器

模擬射擊」，讓學童體驗 T75 手槍的射擊感受，並瞭解

憲兵專業及任務的特殊性。寓教於樂的互動方式，使參與

的師生進一步認識憲兵，進而支持國防，增進軍民情誼。

　228 營簡坤穎上兵表示，很開心有機會至薇閣小學參

與全民國防教育活動，看見部份學生穿著迷彩服裝共襄

盛舉，並在各項體驗中踴躍發問，相信在接觸、認識的

過程中，已在他們的心田種下全民國防理念的種子，也

期盼未來能持續推展相關活動，扎根全民國防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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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 1名比特幣大戶說，他看好比特幣前景，

「比特幣絕對會上看 100 萬美元」。但現實中卻

是比特幣價格持續下跌、交易量萎縮，去年「首

創」以比特幣為法定貨幣的國家，陷入嚴重的損

失與負債。投資包括比特幣在內的「虛擬貨幣」，

其高風險與投機個性一覽無遺，不可不慎。

  近年「虛擬貨幣」投資引起相當關注，比特幣

又是其中「佼佼者」。比特幣在「虛擬貨幣」領域，

具多重代表性：一是「虛擬貨幣」先驅、最廣為

人知；二是價格最高、市價最大的「虛擬貨幣」，

且有不少科技界名人大力擁護。不過，即使如此，

仍難掩比特幣風險極鉅、投機性質高的特性。

  比特幣從誕生開始就充滿「傳奇」及「詭異」。

即使問世十多年來，仍無人知道從何而來，只知

道在民國 97 年底時，有位叫「中本聰」的人發表

1 篇相關論文，隔年 1 月創世區塊誕生，比特幣

正式問世，號稱有崇高的「理想」，欲建立去中央、

去管制的貨幣，其產生來自在電腦上的「挖礦」。

至於創立者「中本聰」到底是誰，仍無人知曉。

  這個實驗性質濃厚的「虛擬貨幣」按理應該非

常小眾。誕生前幾年也確實如此，直至民國 102

年比特幣突然暴紅。比特幣出現時，1 個比特幣

與美元的匯率是 1 美元兌 1309 個比特幣，換句

話說，1個比特幣的價格只有 0.00076 美元，首

次交易價格為 0.0025 美元，但民國 102 年初漲

到 1個比特幣兌 10美元，漲幅逾 1萬倍。然而，

比特幣的價格卻是「沒有最高，只有更高」，當

年 11 月底竟上漲到超過 1200 美元的價格，等於

超過金價了。在幾番浮沉後，現在的價格接近 4

萬美元。

  在暴漲的同時，另一個面向就是暴跌。比特幣

9年前超越金價後，馬上暴跌 4成；去年創下近 7

萬美元的新高後，也毫不客氣的暴跌近3萬美元，

有時單日就下跌 20 至 40% 之鉅。坦白說，這種

暴漲暴跌的表現，正是投機性商品的特性，因此

可以看到許多金融投資界的專家完全不碰比特幣，

甚至認為比特幣是毒藥。

  全球最大的銀行美國摩根大通董事長戴蒙，被

視為風險管理好手，他曾以「泡沫」、「騙局」

形容比特幣。被稱為「股神」的巴菲特不喜歡「虛

擬貨幣」的立場鮮明，更曾以「老鼠藥」批評「虛

擬貨幣」市場過於投機。美國財政部長葉倫在擔

任聯準會主席時，也曾說「比特幣毫無用處」。

  比特幣現今還能得到諸多科技名人的追捧，其

實與個人利益有關。那些大力支持者，有些是本

身擁有龐大的資金投入，有些則是趁機炒作。著

名的特斯拉老闆馬斯克三番兩次炒作虛擬貨幣，

甚至曾短暫表示接受比特幣付款而炒高價格；科

技界投資人沙勒則說，「比特幣絕對會上看 100

萬美元，我認為可能還會更高，且價格會一直上

去」。原來沙勒的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比特幣單一

錢包持有者；而第 2名的單一持有者就是特斯拉。

他們手上的比特幣都有數萬個、價值都在數十億

美元。沙勒那句「價格會一直上去」，其實就是

典型的炒作話術，因為沒有任何一種投資標的的

價格可以「一直上去」。

  在比特幣熱潮出現後，我國中央銀行曾經針對

比特幣及各種「虛擬貨幣」進行分析，結論是把

比特幣（及其它虛擬貨幣）定位在與「稀有貴金

屬」一樣的商品類，此定位堪稱切中本質。

  所謂「貨幣」最重要的功能，一個是交易之用，

另外則是儲藏價值之用。「虛擬貨幣」雖號稱是

「貨幣」，但實際上包括比特幣在內的所有「虛

擬貨幣」，在現實世界幾乎完全無法購物，因此

缺乏交易功能。再者，虛擬貨幣價格暴漲暴跌，

缺乏穩定性，如果現在購入 100 萬元的比特幣，

根本不知道 1年後它的價值是 1000 萬還是 10 萬

元，其價值儲藏功能也是付之闕如。這正是央行

將其定位在「稀有貴金屬」商品的原因。

　綜言之，現今比特幣的價格能炒高，靠得是購

買者看好後市、認為價格會持續上漲，換句話說，

期待另一個「最後老鼠」出面接手，這就是典型

且百分之百的投機盤。如果某天市場突然看壞，

這些「虛擬貨幣」可能一夕泡沫。事實上，這些

「虛擬貨幣」就是一些數位資料，當大家都認為

這些資料無用時，價值將直接歸零，類似當年荷

蘭的「鬱金香泡沫」。因此，對於這種價格過高、

風險極大、100%投機性質的「虛擬貨幣」商品，

還是遠離為宜。

（ 民 國 111 年 4 月 20 日 青 年 日 報 社 論 ）

謹慎投資虛擬貨幣 遠離比特幣詐騙謹慎投資虛擬貨幣 遠離比特幣詐騙

通訊員楊明智／臺北報導

　指揮官周中將17日視導士林憲兵隊，關心官兵留守狀況，

提醒幹部視假日留守人數，公平分配勤務，並要求待命組兵

力及裝備能因應突發狀況應處，確保警衛勤務效能。

　指揮官強調，疫情日漸嚴峻，需針對進出人員、裝備完成

清潔、消毒，提醒同仁外出落實兩點一線原則，避免出入人

潮聚集場所及參與餐敘，以消弭染疫風險。

　最後，指揮官指出，時序即將進入炎夏，幹部須藉檢查表

審視伙房管理工作，確保食品儲放環境衛生，同時要求伙房

作業區域每日完成消毒工作，維護單位膳食衛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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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官視導士林憲兵隊

圖／指揮官提醒單位落實伙房管理工作。圖／指揮官提醒單位落實伙房管理工作。

通訊員陳名軒／新北報導

　指揮官周中將 19 日視導實彈射擊訓練，

要求射擊單位於訓練前完成有、無線電複式

配置，確保通信暢通，以利射擊指揮及管制

等安全作爲。

　指揮官指出，因應不同射擊對象，教官們

應分予特定指導，如專業軍官班，應以提升

領悟力為首重，要求恆動、恆穩等要領，提

升射擊成效；軍事訓練役則需講解射擊過程、

據槍要領、故障排除等，要求確依射擊程序、

步驟、要領執行訓練。此外，指導業管單位

督導部隊編組規劃，縝密安全維護措施，提

升靶場硬體設施，強化訓練成效與安全。

　最後，指揮官提醒持恆落實防疫工作，每

日體溫量測、佩戴口罩及消毒，確遵分區、 

分倉、分流及分時要求， 並完成隔離寢室檢

整，以維單位訓練與戰力。

指揮官視導實彈射擊訓練指揮官視導實彈射擊訓練

因材施教 提升訓練成效因材施教 提升訓練成效

圖／指揮官要求落實安全維護。圖／指揮官要求落實安全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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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張雅筑／新北報導

　參謀長于少將 13 日至南勢埔靶場視導憲兵後備 1 旅 191 營教育召

集實彈射擊，勉勵幹部秉持實戰化思維實施訓練，落實各項戰鬥程序，

並置重點於驗證召員專長熟悉程度與訓練成效，以強化後備部隊戰時

任務執行能力。

　于參謀長特別提醒單位，針對射擊動線規劃、靶場勤務編組及幹部

任務賦予等細節，均需仔細安排與確認，並強化風險管理，以確保靶

場紀律與安全；亦期勉每位召員都能秉持「自己的國家自己守護」之

精神，認真完成專長複訓與合格簽證，有效強化後備部隊戰力。

勉落實訓練 強化後備戰力
參謀長視導教召部隊實彈射擊

圖／參謀長勉勵幹部秉持實戰化思維實施訓練，落實各項戰鬥程序。圖／參謀長勉勵幹部秉持實戰化思維實施訓練，落實各項戰鬥程序。

本報訊／臺北報導

　指揮官周中將 18 日拜會法務部廉政

署鄭銘謙署長，共同研討執行反貪、防

貪及肅貪等工作經驗，期望建立合作機

制，強化憲兵隊偵辦量能。

　指揮官指出，廉政署為國家廉政工作

主管機關，負責規劃國家廉政政策與執

行反貪、防貪及肅貪等業務，而憲兵為

國軍唯一具有司法警察身分之機關，歷

年配合廉政署偵辦貪污案件，推動國軍

廉政工作成效斐然。

　   指揮官強調，在國

軍持續專注戰訓本務

之際，憲兵將與廉

政署緊密配合，秉

持勿枉勿縱之精神，

杜絕違反廉政倫理

情事，以維護國家

安全及人民福祉。

指揮官拜會法務部廉政署
指揮官拜會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研討工作經驗 推動國軍廉政效能
攜手共進 強化憲警合作機制

圖／指揮官拜會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楊局長。圖／指揮官拜會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楊局長。

通訊員林蘋／臺北報導

　指揮官周中將 15 日拜會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楊源明局長，共同研討

單位防疫作為及過去執行各項任（勤）務之經驗，以提升憲警合作

機制效能。

　指揮官指出，警方為平（戰）時執行治安維護、拱衛中樞及打擊

不法犯罪的重要力量，感謝警局長期與憲兵合力維持社會秩序之辛

勞，期望未來攜手共進，防止有心人士及潛敵製造混亂，一同做國

家社稷安全之保障。

圖／指揮官致贈法務部廉政署鄭署長紀念品。圖／指揮官致贈法務部廉政署鄭署長紀念品。

指揮官主持 4 月份第 2 週週報

本報訊／臺北報導

　指揮官周中將 14 日主持 4 月份第

2 週週報，要求單位針對三高、BMI

過高人員，落實健康管理，並提醒訓

練應循序漸進，設定近、中、遠程目

標，強化官兵體能戰技。

　指揮官亦叮嚀所屬，注意需關懷人

員心緒，各級幹部發揮組織功能，走

入基層關心官兵，並教育官兵「人人

都是自傷防治守門人」，藉完善內部

管理工作，營造和諧工作環境。在防

疫 工 作

部 分， 周

指揮官強調

消毒與隔離為

防杜疫情之重要作

為，應落實環境清掃消毒，作息單純

化，確保自身、單位與家人健康。

　最後，指揮官期勉幹部廣納建言，

尊重、接納能表達不同意見的人，同

時鼓勵官兵勇於發表意見，共同為單

位解決問題，策進整體進步。

圖／指揮官提醒訓練應循序漸進，進而強化官兵體能戰技。圖／指揮官提醒訓練應循序漸進，進而強化官兵體能戰技。

落實官兵健康管理 強化體能戰技落實官兵健康管理 強化體能戰技



確保教召訓練安全無虞，有效提升後備動員戰

力，召員在幹部的引導下，均依防疫規定完成

體溫量測、消毒及快篩作業，確認無陽性反應後，

方能執行身分認證、安全檢查、專長鑑定及分發個

人裝備等報到手續，為接續七日的教育召集訓練揭

開序幕。

　後備 1旅旅長楊上校於編成典禮表示，教育召

集訓練以「保家、保鄉、保產」為目標，透過各項

教育訓練課程，重新訓練召員專長戰技，維持後備

部隊作戰效能。同時，借鑑俄烏衝突，期勉全體召

員提高敵情意 識，唯有建

構國軍精實戰力、提升後備動員量能，隨時做好準

備，才能有效嚇阻敵人進犯，以備戰止戰，確保國

家安全。

　憲兵第 203 指揮部指揮官張少將則肯定全體召

員為保家衛國之付出與

奉獻，並提醒各級幹部

落實各項防險作為，於

操課前完成訓場及器材

檢整，排除環境中既存

之危安因素，確保訓練

安全；妥善召員生活照

顧，留意人員防雨及保暖措施，主動協處反映事

項，以凝聚向心及愛國意識，使參與教召之後備袍

澤迅速恢復戰力，成為國家堅實的後盾與社會安定

的力量，齊心守護美麗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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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召集訓練教育召集訓練
聞令報到 聞令報到 強化後備動員戰力強化後備動員戰力

▲ 召員實施手槍射擊預習訓練。▲ 召員實施手槍射擊預習訓練。
◀ 召員實施機槍實彈射擊訓練。◀ 召員實施機槍實彈射擊訓練。

圖／張指揮官肯定召員於教召期間專注訓練，厚植動員戰力。圖／張指揮官肯定召員於教召期間專注訓練，厚植動員戰力。

圖／召員不畏風雨，完成行軍訓練。圖／召員不畏風雨，完成行軍訓練。

通訊員張雅筑、莊孟豪／綜合報導

　憲兵後備 1 旅 191 營、憲兵後備

712 連教育召集訓練，日前分別於慧

敏營區、龍昌營區展開，召員依時依令

完成報到，充分展現「在鄉為良民，在

營為良兵」之高度愛國心及守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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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憲兵隊支援新制教召訓練宜蘭憲兵隊支援新制教召訓練

圖／宜蘭憲兵隊執行軍紀維護。圖／宜蘭憲兵隊執行軍紀維護。

整飭軍紀 維護部隊純淨整飭軍紀 維護部隊純淨

通訊員楊明智／臺北報導
　政戰主任辜少將 13 日代表指揮官
慰勉北部地區偏遠據點，瞭解官兵住
用空間、訓練場地及關懷單位現況，
同時驗證防疫應變作為，確保同仁健
康及任務執行順遂。
　辜主任提醒，營區地處硫磺地帶，
電器用品容易損壞，務必按時檢查並
定期保養，避免肇生用電危安；另因

應疫情升溫，要求寢室及辦公處所等
密閉場域，開啟空調或對外窗戶，保
持空氣流通，減少染疫風險。
　最後，辜主任叮囑幹部，據點鄰近
消防分隊，應與其維持友好關係，亦
可邀請分隊人員至憲兵隊實施防災應
變、緊急救護等教育訓練，提升全體
官兵防災常識及突發狀況處置能力，
確保同仁自身及營區整體安全。

落實人員考管 提醒用電安全政戰主任慰勉偏遠據點

士官督導長輔訪士官實務工作

通訊員張嘉芫／屏東報導

　為強化營區危安預警與突發狀況應變能力，憲兵第 204 指揮

部指揮官成少將日前至憲兵第 651 排驗證單位安全防護機制，

藉由模擬狀況演練，使官兵熟稔正確處置流程；同時磨練幹部

指揮能力，以有效處置多變之突發狀況，力求「制亂於初動，

弭禍於無形」，確保單位及人員安全。

　成指揮官表示，營區整體安全防護演練旨在掌握環境中潛存

的風險因子，藉由擬真及連續狀況，發掘防護機制罅隙並立即

補強；另一方面則為提升執勤人員之防敵意識，除了有形的敵

人，隨著疫情升溫，更須面臨無形的病毒威脅，單位應落實環

境清消及門禁管制，要求進出人員貫徹相關防疫作為，防堵疫

情進入營區，確保單位安全無虞。

籲關懷衛哨人員 建立良好工作環境籲關懷衛哨人員 建立良好工作環境
落
實
防
疫
作
為

落
實
防
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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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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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指揮官驗證營區整體安全防護機制圖／政戰主任關懷單位現況，並驗證防疫應變作為。圖／政戰主任關懷單位現況，並驗證防疫應變作為。

圖／成指揮官驗證單位安全防護機制。圖／成指揮官驗證單位安全防護機制。

圖／緝毒犬實施安全檢查。圖／緝毒犬實施安全檢查。

圖／劉士官長叮嚀幹部應適時關懷同儕心緒狀況，掌握風險因子。圖／劉士官長叮嚀幹部應適時關懷同儕心緒狀況，掌握風險因子。

通訊員劉鴻泰／宜蘭報導

　為維護後備部隊紀律與純淨，宜蘭憲兵隊日前支援

陸軍步兵 153 旅執行新制教育召集訓練，除派遣緝毒

犬分組針對召員生活區、訓場及隨身行李實施安全檢

查，另編組武裝憲兵於訓練期間實施每日三班之車、

步巡勤務，防範有心人士趁隙破壞，為新制教育召集

訓練建構牢靠之安全網，確保任務順遂。

　宜蘭憲兵隊隊長余中校表示，憲兵具備軍司法警察

身分，維護軍紀責無旁貸，頻密的車、步巡勤務旨在

於第一時間掌握、應處突發狀況，能使召員在安全無

虞的環境中訓練，提升全民防衛動員戰力。

通訊員林瑞娟／臺北報導

　劉士官督導長日前至北部憲兵部隊輔訪

士官實務工作，瞭解營區各項任（勤）務

兵力分配、執行規劃及住用空間現況。

　劉士官長表示，單位應持恆教育同仁依

法執行衛哨勤務及各項戰備任務，貫徹

「自己的國家自己守護」精神，同時應該

適時關懷同儕心緒狀況，掌握風險因子；

另針對老舊兵舍環境及設施應規劃逐年修

繕，建立良好工作環境，讓士官兵安心於

部隊服務。

　最後，劉士官長叮嚀幹部應適度關心懷

孕同仁，使其在職場上能無後顧之憂，完

成工作之餘，亦能確保母體健康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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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追求的是什麼？是成功？

或是眾人口中的偉大不凡嗎？」兒

時的我，對偉大的定義不甚瞭解，

從小便夢想能成為醫師，用自己的

雙手去拯救他人的生命，

夢想自己能影響眾人、

震撼世界，但總事與願

違，經過了長時間的努

力，逐漸體會到理想與

現實間的差距。

　高中畢業前夕，正當

我對不確定的未來感到

迷惘而焦躁不安時，身穿

憲兵軍服的教官出現在我

面前並告訴我：「如果你

對此感到困惑，或許從軍

能讓你開創屬於自己的康

莊大道！」雖然與教官已

相 相識三年，交談的次數不

下百次，但這次教官所說的話卻令

我深深動容，這也是我與忠貞憲兵

相遇的契機，從此開啟了我這平凡

卻也不凡的旅程。

　甫踏入軍旅，在許多同袍與學長

姐的協助和引導下，於每次的勤

（任）務中學習成長，克服了不同

的難關，也在「忠貞軍風與梅荷志

節」的薰陶下逐漸茁壯，朝成為一

名能獨當一面的軍人大步邁進。一

次因緣際會下，接觸到「EMT（緊

急救護技術員）」，並有幸在部隊

的輔導下考取「EMT-2」的資格。

在受訓過程中，我深刻體會到生命

的無常，也讓我看見社會中有許多

人需要幫助，而身為「民眾之褓」

的憲兵一員，我想要為他們盡一己

之力，為社會注入更多的正向力量，

因此我加入了「竹南消防分局鳳凰

志工」的團隊，利用休假期間參與

協勤、緊急救護等服務工作。

　時光飛逝，成為憲兵已有七年的

時間，對我來說，何謂「成功」已

不重要。與其成為眾人眼中閃閃發

光的角色，我更熱愛我目前從事的

工作，身為憲兵的我，堅守崗位、

勤訓精練；身為志工的我，無償地

奉獻自我、服務他人。在我心中，

一切是如此平凡，卻也不凡。對於

偉大的定義，每個人的想法不盡相

同，有的宏偉、有的遠大，而我認

為，哪怕只是做好一件事情，如「梅

花」般堅定地實踐一次，簡單的事

物也能成就不凡。戰備整備、拱衛

中樞、護衛元首等工作，是憲兵的

平凡日常，卻也使得國家安定、人

民安心，何嘗不是一種偉大的表現

呢？

我憲兵，我驕傲

警衛大隊 馬少軒上士

圖／馬上士接受緊急救護訓練。圖／馬上士接受緊急救護訓練。

圖／馬上士參與協勤工作。圖／馬上士參與協勤工作。

憲兵指揮部軍紀通報第111007號憲兵指揮部軍紀通報第111007號

安全工作與軍紀維護是維繫戰力的根本，其執行成敗攸關本軍榮譽及形象，單位切不可因官兵個人
心緒浮躁違反工作紀律，或因工作失慎致生傷損情事。鑑此，本通報籲請各級幹部重視安全工作

維護，建立官兵正確的安全思維，戮力完成各項任務。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四、

〇部〇上兵於伙房協助食勤作業時，逕自使

用蒸氣爐灶點火，遭回火灼傷手部及臉部，

造成臉部輕微灼傷及左手二度灼傷。

〇軍〇聯隊〇中士執行營舍整修作業時，使

用電動圓鋸實施木板裁切，因未注意鋸片

仍處運轉狀態時調整木板，不慎造成左手小

指、無名指及中指撕裂傷。

〇軍〇訓練中心〇上士，因單位油庫消防砂

桶損壞，於未穿戴護具情形下，操作砂輪機

切割鐵桶，切割過程因火花噴濺，不慎造成

手部燒燙傷。

近年來官兵工作失慎肇因，不外乎為個人缺

乏危險意識及防險觀念，自恃駕輕就熟，任

意簡併工作程序，致肇生危安事件。執行各

項維保工作及後勤作業前，應落實安全規定

下達及機具檢查，並責派幹部在場督導，檢

視人員是否完成合格簽證及配戴安全護具，

並按「程序、步驟、要領」執行工作。

鑑於部分新進人員甫到部，單位即指派操作

高危險勤務，致生工作失慎情事，提請各級

對新進人員應完成專長合格簽證後，始得派

遣勤務；另從事危險性工作時，應指派鑑定

合格、具備證照之人員從旁協助，避免因專

業能力不足肇生意外情事。

各單位應於前一日課前準備會議完成人員分

工、勤前教育與任務提示，不可隨意執行非

計畫性工作，杜絕未經妥慎規劃，貿然執行

任務之情事；另各項操作、維保須落實安全

提示與完整編組，針對高風險作業，應先行

評估人員素質、環境設施及作業機具可能肇

生之風險，確維各項工作安全防範。

各級應要求官兵於工作前、中、後階段，養成

落實安全檢查之良好習慣，以有效管控風險發

生機率；各級幹部更應建立「生命至上、安全

第一」的共識，貫徹工作前須下達安全規定之

習慣，除培養自身的危機意識與風險管理觀念

外，並建立官兵「工安零傷亡」正確心態，有

效防杜工安事件發生。

壹、案例宣導： 貳、注意事項：

忠
貞
要
聞 恪遵作業紀律 嚴防工作失慎恪遵作業紀律 嚴防工作失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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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的詐騙集團猖獗敗壞風氣已久，觸

角甚至深入世界各角落，不論是鄰近的馬

來西亞、柬埔寨、越南、印尼、菲律賓，

甚至遠到西班牙等國家，都是電信詐騙集

團青睞的躲藏地點，這些犯罪分子透過手

機、電話和網際網路等管道行詐騙，對國

人的財產利益造成嚴重損失。

　近年來詐騙手法推陳出新、千奇百怪，

依據警政署分析民國 110 年詐騙案件態

樣，常見詐騙行為如「假投資真詐騙」、

「解除分期付款」、「假網拍詐騙」、「手

機傳訊詐騙」、「直銷詐財」、「購買遊

戲點數詐騙」以及「網路交友勒索」等，

其中又以「假投資、解除分期付款、假網

拍」等手法最多，國防部雖一再宣導防制

詐騙方法，但國軍官兵因涉及幫助詐欺罪

嫌遭警方調查之案例也時有所聞，顯見防

騙意識亟待加強。

　檢討國軍同仁涉入詐騙案件的肇案因

素，大多因部分官兵受社會不良風氣與偏

差價值觀影響，抱持「投機」、「快速致

富」心態，便將個人的存摺、印章、提款

卡及密碼，提供他人使用作為投資或販賣

牟利，淪為不法集團詐欺共犯，最後不但

血本無歸，亦觸犯法令得不償失。

　「騙術」很早就出現在人際互動中，綜

整各類詐騙手法，其實都是利用人心弱

點。詐欺罪行為的犯意，完全都是出於

「為自己或他人的不法所有」，而產生此

種犯意的動機絕大部分都是因為心生「私

慾貪念」，天底下沒有一夕致富，若有，

百分之九十九是詐騙，剩下的百分之一，

反問自己有沒有這樣的運氣。

　國軍各級人員均應提高警覺，對於不合

理之廣告切莫輕信，遇有可疑，務必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求證，並遵行「停」、

「聽」、「看」守則，也就是「勿急」、「勿

躁」、「多思考」、「詳查證」，妥加研

判才不會落入詐騙集團的陷阱之中，更要

牢記「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貪小便宜

或一時失慮的後果，導致許多被害人反而

變成幫助詐欺罪的「被告」，不只賠了錢

還官司纏身，更要面臨單位行政懲罰，導

致軍旅生涯毀於旦夕；有鑑於此，唯有妥

善個人理財規劃，提高防詐騙意識，阻絕

詐欺集團犯行。

夏令期間各項預防保健措施（中）夏令期間各項預防保健措施（中）

忠貞攝影藝廊

　春天，春暖花開、百花齊放，心血來潮踏上了城市賞花之旅。

　隨性穿梭於臺北的街道巷弄中，信步於偌大公園的草地上，靜靜

的看看天空、看看花草樹木，感受在和煦溫暖的季節裡，春風吹拂

帶來的愜意。

　靜下心來細看枝枒上的花朵，放慢腳步探索城市中的景色，便會

發現在這繁忙的塵囂裡，其實也有幾分可愛。

春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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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桃園憲兵隊姚羽倢少校）（文／桃園憲兵隊姚羽倢少校）

避免涉犯詐欺，加強法紀觀念避免涉犯詐欺，加強法紀觀念我
見
我
聞

民國111年3月6日以 iPhone12mini攝於中正紀念堂。民國111年3月6日以 iPhone12mini攝於中正紀念堂。

貳、防疫「三不原則」：

參、結語：

　依衛福部疾病管制署資料顯示，近期國內降雨量　　

雖不多，但仍不可輕忽登革熱等蚊媒傳染病威脅。

登革熱部分症狀（如：發燒、頭痛、肌肉痛、關節

疼痛）與新冠肺炎相似，各單位應同步加強防範，

澈底落實環境整頓與積水容器清除。

　　病媒蚊：埃及斑蚊、白線斑蚊。

　　傳播方式：透過病媒蚊叮咬為主要傳播途徑。

　　潛伏期：典型約為 3至 8天。

臨床症狀：依病情嚴重程度可區分典型登革

熱及登革出血熱，典型登革熱之典型症狀如

突發性高燒（≧ 38℃）、全身痠痛、肌肉、

骨頭關節的劇痛、轉動眼球或按住眼球時，

前額及後眼窩會感覺特別的痛，俗稱「斷骨

熱」或「天狗熱」，有時也會伴隨皮膚出疹

的情形；而登革熱病毒有四型，初次感染發

病後，身體對該型病毒產生終身免疫，但後

續若感染到不同型別病毒時，恐將可能發生「出血

性登革熱」，症狀與典型登革熱類似，惟後者有明

顯出血現象（如：皮下點狀出血、腸胃道出血、子

宮出血、血尿等），稱為登革出血熱。

不讓蚊子孳生，力行「巡、倒、清、刷」措

施，經常巡檢室內外可能積水容器及廢棄輪

胎，清除積水，留用容器每週刷洗、倒置，

並於下雨過後再次環境稽查。營區內及周邊

環境若有樹洞、陰井、屋頂或凹陷地區等易

積水處，應以砂石、泥土填滿，或鑿洞排水。

營舍的陰暗處或地下室，應巡檢清除積水，

必要時可噴灑藥劑，或使用捕蚊燈，避免病

媒蚊孳生。

不讓蚊子入室，各單位營舍均須加裝紗門

（窗），並定期檢整紗門（窗）保持完整、

無破損及密合。

不讓蚊子叮咬：提醒官兵公勤外出、返鄉、

旅遊或前往高感染風險地區時，宜穿著淡色

長袖衣褲。並要求官兵於身體裸露部位使用

防蚊液，提升個人防護能力，亦可於衣物噴

灑防蚊液，增強效果。就寢時須懸掛蚊帳，

並將下擺壓至床板下，必要時配合使用捕蚊

燈或電蚊拍，避免遭蚊子叮咬。

　有疑似症狀者（發燒超過38℃、頭痛、後眼窩痛、

肌肉痛、關節痛及出疹者），應立即就醫，並告知

醫師旅遊史及活動史等相關資訊，以利診斷治療；

另請臨床醫師亦提高警覺，為避免

防疫期間，疑似病例未及時診治，

對於具登革熱流行地區旅遊史之

病患，除考量新冠病毒感染外，

仍應加強登革熱疑似病例通報並

適時使用NS1快篩試劑。

壹、登革熱介紹：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忠
貞
要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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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總會長交接典禮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總會長交接典禮

通訊員劉鴻泰／宜蘭報導

　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 16 日辦

理「第 8、9 屆總會長交接典禮」，由

新任總會長謝立賢先生自原任總會長謝

慶堂先生手中接下重任。當日，總會盛

邀創會總會長郭石吉先生、榮譽總會長

謝章捷先生、蔡國司先生、彭瑞德先

生、王國立先生、憲指部指揮官周中將

及地方仕紳等嘉賓共襄盛舉，典禮簡單

隆重，會場氣氛溫馨。

　新任謝總會長致詞時表示，荷松總會

成立迄今已逾 20 年，在創會郭總會長

及歷任總會長的經營與付出之下，才有

今日豐碩的成果，未來將傳承憲兵光榮

傳統，秉持「服務、回饋鄉里、貢獻己

力」的精神，領航全體後憲同仁公益活

動，協力現役官兵維護地區治安，為國

家與社會盡最大的心力。

　周指揮官則分別致贈新、原任總會長

匾額，題字「德孚眾望」及「懋績長

留」，感謝後憲前輩長期以來對現役官

兵的支持與照顧，做現役官兵最堅實

的後盾，期許未來「前憲」官兵與「後

憲」前輩攜手共進，發揮「前憲後憲，

連成一線」的精神，齊心為維護社會

和諧與國人安全貢獻己力。

圖／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全體人員合影。圖／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全體人員合影。

圖／周指揮官（左）致贈新任總會長匾額。圖／周指揮官（左）致贈新任總會長匾額。

圖／周指揮官（左）致贈原任總會長匾額。圖／周指揮官（左）致贈原任總會長匾額。圖／新、原任總會長交接印信。圖／新、原任總會長交接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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