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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松總會北區聯誼會7 版 行憲紀念日的由來

本報訊／臺北報導

　本部 12 日舉行「111 年憲兵節紀念大會」，會中

除頒獎表揚憲兵節系列活動評比優勝單位及後備憲兵

荷松協會榮譽總會長、優秀退役憲兵等，指揮官周中

將也邀請烈士遺族蕭慶國先生針對南京保衛戰一役進

行專題講演，期使先烈拋頭顱、灑熱血之愛國情操得

以廣為人知，亦勉勵後進踵武前賢，弘揚忠貞軍風。

　蕭慶國表示，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藉由分享

祖父生前事蹟的同時，更令他對於國軍官兵捍衛國

家這段可歌可泣的歷史，有更深刻的體會與認識。

　做為烈士遺族，蕭慶國一家與憲兵具有密不可

分的深厚淵源，在蕭山令烈士壯烈殉國 2年後，

父親蕭雨山克紹箕裘，投效憲兵，官拜 202 指

揮部上校副指揮官功成身退，因此他自小在耳

濡目染下，便對憲兵產生深厚情感。

　「死有輕如鴻毛，亦有重如泰山。」蕭慶國

強調，祖父在面臨生死關頭時毅然承擔重任，

選擇大我，犧牲小我，割捨的是家庭，卻成全

了國家，其捨身取義之風骨，相信會為後進

樹立典範，使憲兵忠貞衛國精神永續傳承、

源遠流長。

  指揮官表示，烈士雖已逝去，卻不曾被人

遺忘，其英勇事蹟早已為官兵樹立忠貞典

範，進而促使楊榮華及彭福共等憲兵烈士

先後捨身衛民，傳承憲兵衛國勁旅精神。

指揮官指出，當前兩岸敵情日益嚴峻，官

兵須認清共軍從未放棄武統事實，進而戮

力戰訓本務，發揮可恃戰力，打造捍衛

家園堅實後盾。

提要提要
圖／指揮官致贈蕭慶國先生紀念品。圖／指揮官致贈蕭慶國先生紀念品。

     ▲  蕭慶國先生針對南京保衛戰進行 ▲  蕭慶國先生針對南京保衛戰進行
　　專題講演，期使先烈的愛國情操　　專題講演，期使先烈的愛國情操
　　得以廣為人知。　　得以廣為人知。

踵武前賢踵武前賢 永矢忠貞 永矢忠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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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官主持元旦勤務計畫提報會議 夏副指揮官主持儲士班結訓授階典禮夏副指揮官主持儲士班結訓授階典禮
通訊員温婉柔／新北報導

　副指揮官夏少將 9日主持儲備士官班 49 期結訓

授階典禮，勉勵全體晉任幹部應勇於任事，發揮「當

責」精神，強調階級的提升是責任的增加，期勉幹

部以身作則，發揮「跟我走」精神，協力單位完成

各項任務，有效凝聚團隊向心。

　夏副指揮官強調，同仁戮力工作之餘，應持續進

修，強化本職學能，落實終身學習，拓展個人視野，

提升個人學識涵養，將所學回饋部隊；另提醒身為

幹部，更應堅守「慎獨」精神，恪遵

各項軍紀營規，愛惜個人羽毛，共

同維護憲兵榮譽。

本報訊／臺北報導

　指揮官周中將 8日主持 112 年元旦勤務計

畫提報會議，要求任務單位完善整備作為，運

用任務編組表明確律定建制、配屬人員工作職

掌，統合指管機制，確保任務執行順遂。

　指揮官指出，任務部隊應與市府密切聯繫，

主動了解博愛特區周邊跨年慶祝活動，預判人

員、車輛易留滯區域，納入任務風險因素，並

妥適劃分警衛區域，確保警衛對象與民眾保持

安全距離，有效維護目標安全。

　最後，指揮官強調，近期天氣濕冷，幹部應

確保勤務人員保暖，善盡官兵照護工作，並落

實建制組織功能發揮，運用雙輔導人機制關懷

所屬，了解官兵生活窒礙，掌握人員心緒，確

保單位官兵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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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圖／指揮官要求任務單位運用編組表統合指管機制。圖／指揮官要求任務單位運用編組表統合指管機制。

圖／夏副指揮官為新任官佩掛肩飾。圖／夏副指揮官為新任官佩掛肩飾。

致力性別平權 建構友善生活環境致力性別平權 建構友善生活環境
  聯合國大會 1979 年制訂《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CEDAW），旨在保障婦女在政治、

法律、工作、教育、醫療服務、商業活動和家庭關

係等各方面的權利，並以此帶動世界各國致力追求

性別平權。為與世界緊密接軌，我國 2011 年即制

定公布《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

多年來持續透過各項政策宣導，致力推動性別平權

觀念，營造良善的工作與生活環境。行政院今年發

表「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 4 次國家報

告」，我國性平表現獲得 3個亞洲第一，以及禁止

歧視等 11項成果，成效斐然。

  為落實人權保障，政府每年擬定性別平權策略與

工作行動，時時檢視成效以持續精進政策推動。每

一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國家報告國際

審查會議」，皆邀請相關領域國際審查委員與國內

外專家，共同檢視、對話、交流，旨在建構實踐的

重點，讓政府與民間有所依據。

  長期以來，我國致力於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規

劃持續落實人權與性別平權的保障行動，不遺餘力。

如今業已架構性別暴力防護網絡，以及陸續推動性

別平權、性暴力犯罪防制、完善婦女工作權及健康

權等相關立法，均展現政府促進性別平權的努力。

  聯合國婦女署表示，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威脅衝

擊下，婦女權益與心理健康需要特別關注。誠如聯

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所言：「受到新冠肺炎影響的

人中，婦女首當其衝」，其中更有老人、青年、弱

勢族群、低工資工人、中小企業、非正規部門等弱

勢族群。他呼籲各界，為因應社會現況對於婦女工

作權與受教育權的威脅，各國應盡快提出消弭歧視

的對應之道。

  根據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PwC Taiwan）於 3

月 7 日發布的「2022 全球女性工作指數報告」，

受疫情影響，有更多的女性離開勞動力市場；2019

年至今的失業率，女性大於男性。甚至，當公司需

要裁員時，女性被裁員而失業的機率高於男性；再

加上疫情造成健康危機，需要有人返家照顧，學校、

職場改成居家上課、上班的生活形態，也衍生出更

多家庭照顧或育兒家務的需求。此時，女性往往是

那個需要犧牲與中斷工作、學業，返家照顧家庭失

能者或孩子的人。因應疫情對於性別平權的無情挑

戰時刻，政府持續辦理 CEDAW教育訓練、宣導及

法規檢視等工作，強化性別平權法治觀念，致力建

構性別平權多元包容力的社會。　

  大處著眼，小處著手。近年來，疫情改變了家庭

生活形態，當每位家人有更多時間共處一個屋簷下，

甚至一起在家中共居、共學、工作變成常態後，關

係似乎比過去更能跳脫傳統文化的性別角色設定。

亦可清楚發現，家務照顧任務的確是要靠分工合作，

才能更加健全。我們相信，能夠充分突破性別歧視

的家庭，將擁有更多彈性與選擇權，可依照個人意

願與家庭協商結果，由男性去分擔照顧角色。此一

兼顧個人發展與家庭功能的雙贏共好，將會超越性

別框架，實踐性別平權。

  我國教育政策保障男女受教權，也特別關注保護

女性不因懷孕生產而影響受教權。回到家庭教育與

家事分工上，母親從懷孕生產到育兒，仍然常會攬

下大部分撫育孩童的工作。近年來，政府提出突破

此一性別角色限制的政策，不論父母均可申請育嬰

假、家庭照顧假，以強化孕育新生命是男女共同承

擔的責任，並消弭性別刻板強求女性承擔全部育兒

家務的文化包袱，男性也可因此不被剝奪育兒、親

近孩子的權利，或料理家務的興趣及才能。相對地，

幫助女性不因懷孕生產而威脅其受教育或投入工作

職涯一展長才的機會，男女都將獲益。

  至於家人因疫情被迫長時間在家裡生活的互動壓

力，或因活動空間不足、家中設備或家務分工分配

不均、失業升高家庭危機，導致許多家庭暴力的案

件與求助電話暴增，也值得關注。據統計，求助或

通報受暴的性別比例上，女性多於男性，可能是因

為男性比女性更受限於性別角色，無法透露其受暴

或受虐。因此，致力消除性別歧視的性別平權政策，

也需要關注男性不因性別角色的被迫緘默。

  綜言之，政府持續對性別平權努力，致力消除對

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展望未來，期待全民攜手努力，

在政府架構更完善婦女工作權與健康權，以及性別

暴力防護網絡之際，齊心照顧婦女權益與心理健康，

共創性別平權社會。
（ 民 國 111 年 12 月 9 日 青 年 日 報 社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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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葉品銳／臺中報導

　參謀長于少將 6日主持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第

157 梯戰技驗收，強調刺槍術、擒拿術、奪刀、

奪槍及交通指揮手勢為憲兵基礎戰技，要求人

員服役期間應戮力學習，提升個人自我防衛技

巧，有效提升全民國防戰力。

　于參謀長亦肯定役男扎實的訓練成果，於操

演時各個精神抖擻配合臺前指揮，動作整齊劃

一，充分展現單位平時勤訓精練成果；另強調

憲兵是榮譽軍種，役男們要以身為憲兵為榮，

親身實踐忠貞氣節及梅荷精神。

　最後，于參謀長頒發加菜金予

全體官兵，期許役男在軍旅訓練

過程中有所成長，從中學習如何

克服困難、解決問題及團隊合作

等能力，即使卸下戎裝，依舊要

不斷精進自我，在各項領域發展

長才，成為國家強而有力的後盾。

于參謀長主持常備兵役軍事訓練157梯戰技驗收

勉以憲兵為榮 持恆精進自我勉以憲兵為榮 持恆精進自我

通訊員張鴻舉／新北報導

　政戰主任唐少將 5日主持北部地區憲兵部

隊政戰幹部親教親考，了解單位任務執行概

況，並對戰鼓社訓練辛勞表示肯定，要求熟

手帶領新手，訓練循序漸進，期許部慶表演

圓滿成功。

　唐主任表示，幹部需落實人員晤談，分類

管制輔導，每日落實休假人員電話反向查詢，

確保人員安全；亦提醒近期季節轉換，官兵

心緒易受影響，幹部應察言觀色，運用組織

管理，透過營外家屬聯繫、家訪等方式，發

現問題及早處置，避免憾事發生。

　最後，唐主任強調，幹部應重視風險管控，

落實達成人安、物安、零危安的目標；另要

求教育官兵「為何而戰、為誰而戰」，透過

時時宣達加深官兵對於維護部隊軍紀及愛國

愛民的信念，共同打造充滿榮譽的優質勁旅。

強化愛國信念 打造優質勁旅唐政戰主任主持憲兵部隊政戰幹部親教親考

圖／唐主任慰勉戰鼓社同仁，預祝部慶表演圓滿成功圖／唐主任慰勉戰鼓社同仁，預祝部慶表演圓滿成功。。

◤  役男實施奪刀術驗收◤  役男實施奪刀術驗收。。
▲  交通指揮手勢為憲兵必須具備的▲  交通指揮手勢為憲兵必須具備的
  　專業技能之一。  　專業技能之一。

圖／戰鼓社同仁勤於練習，力求整齊劃一圖／戰鼓社同仁勤於練習，力求整齊劃一。。



本報訊／桃園報導

適逢憲兵節，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與憲兵指揮部 10 日於桃

園市龜山區憲光二村共同舉辦「愛憲年代」憲兵節活

動，除邀請憲兵第 202 指揮部快反連「皇家之星」重型機車

至現場展示，憲兵第 205 指揮部官兵也用心準備多元社團與

民同樂，吸引大批人潮，感受憲兵的熱情與活力，讓老眷村

與帥氣憲兵迸出新火花，深化全民國防教育。

　本次活動由桃園市文化局王副局長與政戰主任唐少將共同

主持，廣邀後憲前輩與民眾共同參與。唐主任致詞時，除代

表憲兵向桃園市政府及廣大後憲前輩獻上誠摯謝意，亦感謝

市府文化局長期致力於憲光二村的保存與維護，讓老舊眷村

開啟嶄新可能；也提及憲光二村是國內重要眷村文史資產，

亦是指揮官周廣齊中將幼時居所，透過此次活動，不僅活絡

眷村文化，同時也推動全民國防，讓更多民眾認識憲兵的光

榮歷史。

　　　 「憲光二村」位於桃園市，為桃園唯一的憲兵眷村，興建

於民國 57 年，原有眷舍 100 戶，後於民國 63 年增建 40 戶 4 層

樓公寓式職務眷舍，呈現不同時期兩種類型之眷舍型態。因完整保

有眷村之建築形制與文化意象，於民國 95 年登錄為歷史建築，亦

成為知名電視劇「光陰的故事」取景之地。

憲 光
村二

圖／唐主任感謝桃園市政府長期致力於眷村的保存與維護。圖／唐主任感謝桃園市政府長期致力於眷村的保存與維護。

憲兵快速反應連 基隆憲兵隊 桃園憲兵隊
　憲兵第 202 指揮部快反連「皇家之星」重型

機車至現場展示，吸引民眾爭相拍照留念。

　基隆憲兵隊展現國軍多元的一面，手藝精湛的

烘焙社與小朋友們攜手製作美味的餅乾與甜點，

讓民眾讚不絕口。

　桃園憲兵隊安排「互動射擊體驗」，邀請大小

朋友們小試身手，期透過寓教於樂的方式，使民

眾體會官兵衛國辛勞，進而支持國防。

圖／人才招募團隊以活潑方式介紹憲兵
　　特性，帶領民眾瞭解憲兵專業與最
　　新募兵政策，增進軍民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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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鄭尹翔／臺北報導

　為感念先賢先烈的犧牲與奉獻，憲兵第 202 指揮

部辦理憲兵節紀念大會，由指揮官陳少將主持，會

中邀請到 202 指揮部歷任指揮官、臺北市後備憲兵

荷松協會及退伍士官長等嘉賓共襄盛舉。

　本次憲兵節紀念大會，除頒發累功換章人員獎章、

表揚年度執行各項重要工作有功單位及個人，肯定

同仁平時盡忠職守、克盡職責的優異表現，也致贈

後憲前輩感謝狀，感謝後憲組織長期支持憲兵推展

各項事務，並主動提供官兵及眷屬急難病困慰問。

最後，由 211 營營長劉中校、臺北憲兵隊士官督導

長田士官長，分別針對「憲兵節由來」及「憲兵第

202指揮部沿革」實施專題講演，以承繼忠貞氣節。

　陳指揮官表示，202 指揮部歷經時代變遷、組織

遞嬗，至今仍一本初衷，弘揚梅荷精神，期勉官兵

持恆汲取新知、與時俱進，以創新思維不斷充實自

己，以肆應時代挑戰，肩負起衛戍中樞的重責大任。

高雄市議會敬軍慰問

基隆、新竹基訓混編中隊開訓典禮以安全為首要 穩固戰力基礎以安全為首要 穩固戰力基礎

承襲傳統 肩負衛戍中樞重責承襲傳統 肩負衛戍中樞重責憲兵第202指揮部憲兵節紀念大會

通訊員陳沅漪／新北報導

　憲兵第205指揮部指揮官呂上校日前主持

基隆、新竹憲兵隊基訓混編中隊開訓典禮，

期許參訓官兵專注訓練，活化作戰思維及戰

術運用能力，務實達成各階段訓練目標，齊

心為單位爭取鑑測佳績。

　呂指揮官首先肯定全體同仁於基訓先期測

驗取得佳績，勉勵官兵把握訓練機會，強化

本職學能，穩固單位戰力基礎，更強調基地

訓練不僅是驗證平時訓練成果，同時也是凝

聚團隊向心之

最佳時機，參

訓同仁皆應發

揮互助精神，共

同面對未來挑戰。

　最後，呂指揮官提醒，近期氣溫驟降，訓

練應以「安全」為首要，須特別留意具心血

管疾病官兵之人安狀況，鑑測或訓練期間，

應備妥各項整合緊急救護技術員，完備各項

訓練安全防險作為，因應突發狀況處置。

圖／呂指揮官勉勵官兵圖／呂指揮官勉勵官兵
　　把握訓練機會。　　把握訓練機會。

圖／憲兵第202指揮部憲兵節紀念大會合影。圖／憲兵第202指揮部憲兵節紀念大會合影。

圖／曾議長與204指揮部官兵合影。圖／曾議長與204指揮部官兵合影。

圖／基訓混編中隊進行閱兵式。圖／基訓混編中隊進行閱兵式。

203 指揮部 12 月份晉任授階典禮

持恆精進 勇於接受挑戰
通訊員葉品銳／臺中報導

　憲兵第 203 指揮部日前辦理 12月份晉任授階

典禮，由指揮官張少將親自為晉任人

員授階，並致贈晉升禮盒，嘉勉官兵

辛勤付出並積極為單位爭取榮譽。

　張指揮官表示，晉升不僅是肯

定，更是責任的加重，期許所有

晉任官在未來的軍旅持續精進，勇

於接受挑戰、完成各項任務；此外，

張指揮官也叮囑全體同仁，要將家

人平日的犧牲感懷於心，有了眷屬

們在背後的支持，我們才得以在

工作崗位上全力以赴。
圖／張指揮官為晉任人員授階。圖／張指揮官為晉任人員授階。

通訊員蔡佩容／高雄報導

　歲末將屆，為慰勉國軍保衛國家安全之辛

勞，高雄市議會議長曾麗燕女士日前偕同高

雄軍人服務站劉訓誠站長，至憲兵第204指

揮部慰問，對憲兵官兵平日落實戰備訓練，

及執行災害防救、維護社會治安等工作之努

力，表達最崇高的敬意和謝忱。

慰勉官兵辛勞 做國軍後盾慰勉官兵辛勞 做國軍後盾

圖／陳指揮官致贈後憲前輩感謝狀。圖／陳指揮官致贈後憲前輩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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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COVID-19最新防疫措施國軍COVID-19最新防疫措施

一、室外空間／場所之活動、操課、履約驗收等，在確保社交安全

距離（1 公尺）原則下，得免戴口罩（但應隨身攜帶或準備口

罩），另室內空間場域辦理各項活動仍須佩戴口罩，降低感染

風險。

二、自主防疫、自主應變、自主健康管理人員，及本身有相關症狀

或與不特定對象無法保持社交距離時，不分室內外，應全程佩

戴口罩。

三、考量社交距離及接觸不特定人員風險，擔任衛哨人員，不論室

內、外，值勤期間均應佩戴口罩；另官兵進出營門口仍維持體

溫量測、酒精消毒。

四、餐廳維持供餐不共餐、落實分艙分流，各式會議空間防疫隔板

維持、保持安全距離，避免傳

染風險。

五、 防 疫 工 作 人 人 有

責，請官兵自

主 落 實 防 疫

措施，維持

個人公衛習

慣，保護自己

也保護他人。

認識憲兵 凝聚全民國防共識認識憲兵 凝聚全民國防共識
桃園憲兵隊「走入校園」活動

通訊員姚羽倢／桃園報導

　桃園憲兵隊日前配合中原大學「校園安

全暨全民國防教育」宣導週，辦理「全民

國防走入校園活動」，結合憲兵招募宣導

及偵防裝備互動教學，安排學生透過多元

觸角與課程學習國防知識，過程中兼具動

態與靜態性，使其在心理上認同全民國

防，在行動上支持全民國防。 

　對於偵防工作深感興趣的林同學表示，

透過桃園憲兵隊軍偵組偵查士深入簡出的

說明及指紋採集方式示範，體認鑑識工作

的奧妙，讓他瞭解原來國軍也有這麼專業

的單位，原本想報考警察的他，也將加入

憲兵的行列，納入生涯規劃考量。

　桃園隊隊長林上校表示，本次活動不但

增進師生對憲兵單位任務及特性的認識，

並透過憲兵隊偵防裝備陳展介紹，瞭解憲

兵有別於其他軍種，具有軍事、司法警察

等身分的特殊性。期望在未來，持續藉由

相關活動建立多元軍民交流管道，激發國

人興趣，凝聚全民國防共識。

反詐騙宣導事宜 切記反詐騙宣導事宜 切記五不五不
一、鑒於近期肇生數起國軍官兵接獲偽冒「國軍英雄館」及 「安得烈慈善協會」服

務人員電話，誘使官兵誤信因刷卡付費系統異常，致住宿或捐款遭重複扣款，

要求指示匯款，衍生官兵遭受詐騙等情。

二、請各單位主官（管）運用各項會議、講習、莒光日電視教學等集會時機，加強

宣導：「官兵如有接獲以『國軍英雄館』、『安得烈慈善協會』

服務人員名義來電，要求操作提款機退費、更改金額、解除捐款

及提供個人資訊等情，均為詐騙手法，請立即掛斷電話，並

通報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或聯繫國軍英雄館專線（02-

23319722）及安得烈慈善協會專線（02-22902248）

實施查證，避免遭受不法人士詐騙」。

考量國內疫情趨緩，中央自 12 月 1日起放寬戴口罩等防疫措施，考量國內疫情趨緩，中央自 12 月 1日起放寬戴口罩等防疫措施，
國軍同步調整防疫措施，重點摘述如次：國軍同步調整防疫措施，重點摘述如次：

忠貞要聞忠貞要聞

衛教專欄衛教專欄

不接 陌生來電

不怕 莫名威脅

不給 個人資料

不點 未知連結

不聽 投資明牌
（政戰綜合組提供）（政戰綜合組提供）

▲ 桃園隊軍偵組同仁示範指紋採集。▲ 桃園隊軍偵組同仁示範指紋採集。
◀ 此次活動結合招募宣導。◀ 此次活動結合招募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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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憲紀念日的由來行憲紀念日的由來
貫徹民主信念 弘揚忠貞氣節貫徹民主信念 弘揚忠貞氣節

　每年的 12 月 25 日，是我國的行憲紀念

日，同時也是聖誕節，當世界各地充滿濃

厚的聖誕歡樂氣息，這天對我國而言別具意

義。翻開 74 年前歷史上的這一頁，正是我

們能生活在如此民主且自由的國度裡，最重

要的篇章。

　民國 36 年 12 月 25 日，在制憲國民大會

代表三讀通過後，《中華民國憲法》正式實

施。時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先生，發表廣

播談話，表示當日是中華民國獨立自由的里

程碑。而《憲法》的特點，就是保障全國國

民個人的尊嚴及各種自由之權利。對三千年

來傳統封閉的封建與專制政體是一個史無前

例的進步。

　《憲法》前言指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 

奠定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利」為

制定憲法之目的，而國軍在憲政施行

的過程中，也扮演著捍衛憲法最重要的

角色。《憲法》中〈基本國策〉的第一節，

就是「國防」，內容明定我國國防的政策

與價值，此即說明了《憲法》之於國軍

既是責無旁貸的使命，也是鞏固《憲

法》之核心價值。

　撫今追昔，飲水思源，《憲法》

是國家生存發展的根基，而全體官

兵應抱持感恩的心，珍惜現今和平繁

盛的國家社會，感念先賢先烈為創建民

主體制的犧牲與付出，同時體悟憲法對自

由民主的重要性，戮力戰訓本務，積極貫徹

「恪遵憲法、效忠國家、愛護人民」信念。

軍旅漫漫說 軍旅漫漫說 國軍防制「酒後駕（騎）車」宣導漫畫國軍防制「酒後駕（騎）車」宣導漫畫

（軍紀督察組提供）（軍紀督察組提供）



高雄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燕巢分會發起「物資發放」活動高雄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燕巢分會發起「物資發放」活動

通訊員蔡佩容／高雄報導

　歲末年終將屆，為展現後憲對社會弱勢的關懷及愛民

精神，高雄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燕巢分會日前於燕巢國

小發起年終歲末關懷物資發放活動，由區主任賴來發先

生號召，邀請高雄憲兵隊同仁一同協助發放物資給當地

弱勢居民，在寒冬中帶來溫暖氣息。

　賴區主任表示，感謝前來協助物資發放的同仁，期無

論前憲、後憲，均能藉活動為地方盡一己之力，同時體

認到「取之國家，用於社會」的回饋精神，並心存感恩，

邀請更多親朋好友

一同為社會注入正

能量，讓愛心推廣

到每個有需要的角

落，彰顯憲兵「人

飢己飢，人溺己溺」

的大愛精神。

寒冬送暖 彰顯憲兵大愛精神寒冬送暖 彰顯憲兵大愛精神

圖／高雄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燕巢分會長期投入熱心公益活動。圖／高雄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燕巢分會長期投入熱心公益活動。

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北區聯誼會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北區聯誼會

永矢忠貞 為社會挹注正能量永矢忠貞 為社會挹注正能量
通訊員陳沅漪／新竹報導

　新竹市後備憲兵荷松協會理事長劉埠敏先生於

日前辦理「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北部地區

歷任主委顧問聯誼會」第七屆第四次聯誼餐敘，

由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北區會長蔡志陽先

生主持，會中邀請榮譽總會長彭瑞德先生、副總

會長韋吉俊先生、北區各縣市理事長、憲指部政

戰主任唐少將及其他幹部一同共襄盛舉，現場氣

氛溫馨和樂，展現前憲、後憲的團結向心力。

　蔡會長表示，後憲組織是維護社會治安不可或

缺的重要力量，對地方貢獻更是有目共睹，而能

深獲各界好評，端賴全體同仁秉持憲兵勇於犧牲、

樂於奉獻之傳統，持續為鄉里社會打拚和努力。

期透過定期的聯誼活動維繫組織能量，凝聚後憲

同仁情誼，以持 恆發揚忠

貞精神，為社會挹注 正向能量。

　唐政戰主任則於致詞時感謝後憲前輩們長期投

入公益活動，展現憲兵作為「民眾之褓」的優良

形象，並代表指揮官周中將及全體現役官兵，向

後憲前輩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期望未來能持續

給予現役同仁支持與鼓勵。

圖／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北區聯誼會合影留念。圖／中華民國後備憲兵荷松總會北區聯誼會合影留念。

圖／高雄憲兵隊官兵響應活動。圖／高雄憲兵隊官兵響應活動。

圖／蔡會長感謝後憲同仁圖／蔡會長感謝後憲同仁
　　持續為鄉里付出。　　持續為鄉里付出。

８８後憲專刊後憲專刊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9 日 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