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揮官勉勵所屬專注訓練 強化單位戰力

【本報訊】指揮官黃中將日前在士官督導長邱士官長等幹部陪同下，前往陸軍步訓部慰

勉快速反應連專長訓練官兵，除關心人員學習與生活狀況，並肯定與嘉勉官兵戮力戰訓

本務、精進戰訓職能所付出的努力。

　指揮官期勉同仁於受訓期間，須依專業教官指導，貫徹各項安全規定，以確維訓練安

全；另務須全心投入專業專長學習，不斷精益求精，俾發揮種能效果，務實強化單位戰力。

　另一方面，時值防疫時期，指揮官特別叮嚀全體官兵務須恪遵各項軍紀要求及相關防

疫作為，秉持「防疫視同作戰」的觀念，落實自主健康管理，盡一己之力，共同築起安

全防線，以維護個人健康，鞏固部隊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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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指揮官對快速反應連官兵精神勗勉）

（圖／指揮官勉勵持恆專注訓練）

（圖／指揮官叮囑官兵落實個人自我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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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貨幣基金（IMF）總裁喬治艾

娃日前提出警示，認為受到這次「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的

影響，讓全球陷入經濟衰退，遠較金

融海嘯嚴重。從近月國際間的發展來

看，此一警示並非危言聳聽，這次全

球勢必將會面對不同於金融風暴的經

濟危機，未來發展也愈來愈難預測。

  根據喬治艾娃的說法，目前已有逾

80 個國家要求 IMF 緊急援助，其中

多數為低度發展國家，凸顯發展中國

家需要大筆資金度過難關；根據預估，

至少要 2.5 兆美元，而且這很可能只

是「最低估算」。此外，根據 IMF 的

預測，這波經濟衰退要到明年才能好

轉，且前提是屆時疫情已獲控制。

  這番話其實凸顯近 1個多月來，武

漢肺炎疫情在歐美的擴散，已經讓全

球對未來的經濟情勢日益悲觀。今年

1、2月疫情僅在大陸發生時，IMF 的

預測認為，大陸經濟成長率會減少0.5

個百分點左右，對全球的經濟則雖有

下修，但仍持樂觀態度。3月間大陸

疫情緩和，但卻擴散到歐美，且不論

是確診或死亡人數，都已大幅超越大

陸後，各國紛紛開始封城、甚至鎖國，

對經濟的衝擊開始加大、加深。

  以美國而言，3.2 億人口中，就有

超過 2億人處於「居家令」，不得外

出；以美國這種服務業占國內生產毛

額比重高達 8成的國家來說，超過 6

成民眾不出門、消費行為大幅萎縮，

對經濟衝擊可想而知。至於國內航

空、出國旅遊，則幾乎在全世界都已

「被迫停止」。

  最能顯示這波景氣急凍的數據，是

上週美國勞動部公布的初次申請失業

救濟金人數，從兩週前的 28 萬人，

短短 1週暴增 300 萬人。這項數字遠

遠打破 1982 年曾出現丶近 70 萬人

的紀錄，更大幅超越金融海嘯期間出

現過最慘的 66.5 萬人，也比外界原

先預估的 250 萬人更多。從美國聯準

會到專家，都出現未來會超過兩位數

失業率的預測。

  此外，其他國際機構的預測，也

日趨悲觀；經濟發展暨合作組織

（OECD）3 月把今年全球經濟成長

率，從 2.9％降到 2.4％，這個數字在

定義上等於是全球進入衰退，如果疫

情更嚴重，則會降到 1.5％。世界銀

行本週新公布的報告，則認為亞洲新

興經濟體的成長率，會損失達 4個百

分點，從去年的 5.8％放緩到 2.1％，

最悲觀的狀態則是會掉到 0.5％。因

此，各國須面對、或甚至已進入一次

全球性經濟衰退，應該是無庸置疑。

  相較過去 20 多年來的全球性經濟

衝擊，從亞洲金融風暴、龍舌蘭危機、

網路泡沫再到金融海嘯、歐洲主權債

信危機等，幾乎都是從金融市場開始

延燒，進而影響到實體經濟，而解方

也多是從為市場注入資金、流動性的

「救市」措施下猛藥，配合適當的財

政政策，假以時日，經濟與市場即可

逐漸穩定。

  但這次的全球經濟衰退，卻是起因

於一個完全意外的因素—流行病疫

情；距離上次最具殺傷力、導致超過

5億人死亡的全球性流行病「西班牙

流感」的發生，已經超過百年之久。

近 20 年先後發生 SARS、H1N1、伊

波拉等傳染病，範圍和影響時間不

長。但這次武漢肺炎幾乎散播全球，

受衝擊最嚴重的國家，又正好是大

陸、歐洲、美國、日本等大型且重要

的經濟體，這些國家占全球 GDP 的比

重高達 7成，又是全球經濟成長的重

心與引擎，因此影響也特別大。

  因應疫情因素，各國祭出的居家

令、隔離封鎖等政策，短期內就讓經

濟大幅萎縮，其影響從實體經濟面開

始，因為實體經濟萎縮才引發金融市

場重挫，股市重挫的效應，再讓實體

經濟萎縮、甚至有引發企業倒閉潮的

風險。因為是前所未見，各界對未來

發展，包括疫情何時可緩和、終止，

經濟受到的衝擊會多大、何時經濟可

反彈，看法南轅北轍。悲觀者認為，

可能是一次無限期的大蕭條，樂觀者

則認為，短期可有 V形反彈。

  不論如何，未來經濟走勢將緊扣　　　

各國控制疫情的發展，而且短期嚴重

萎縮已是必然，因應未來，各國政府

只能做最壞打算。臺灣為出口導向型

經濟體，必然受到嚴重衝擊；雖然因

政府抗疫工作表現良好，讓我國確診

人數目前僅 300 多人，國內社會與

經濟運作大致如常，但因全球性的封

城、鎖國，航空、觀光、旅遊甚至餐

飲等，已是重災產業，且國外經濟衰

退，臺灣的出口勢必減少，因此今年

全年經濟成長率已不可能維持在原先

預測的 2％以上，跌到零成長甚至衰

退的風險升高。

  綜言之，為因應疫情衝擊，政府將

推出兆元紓困措施，希望能減輕經濟

衝擊、支持企業與勞工，不過，在全

球性的衰退中，國內經濟走低已難避

免，民眾與企業都要共體時艱，審慎

以對。

(轉載自青年日報 109 年 4月 3日社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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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指揮官黃中將日前主持「3月份戰訓整備會議」，強調防疫為近期工作重點，務須貫徹執行，不可輕忽大意，

雖然造成日常生活中的些許不便，但唯有大家配合政策，才能確保自身、家人與同儕的身體健康無虞，保持單位戰力完整。

　此外，指揮官並要求幹部善盡教育職責，不論在軍紀營規、內部管理及部隊實務等方面，都必須遵循規範，以務實的態

度逐一執行與檢視，持恆成長與精進，以達成訓練目標與任務；同時，應完善招募機制以吸引優秀人才加入國軍的行列，

並精進留營政策、鼓勵長留久用，俾創造戰力穩固、與時俱進之憲兵部隊。

　黃指揮官更再三叮嚀，「軍紀安全無假期」，單位應不厭其煩教育所屬官兵恪遵軍紀營規，並以實際案例加深渠等對違

法犯紀態樣之認知，切勿以身試法，斷送美好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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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 / 成官儒】憲兵訓練中心日前辦理「常

備兵役軍事訓練 106 梯授槍暨開訓典禮」，由中

心主任李上校主持。儀程由宣誓代表帶領全體入

伍生共同宣誓，並由授槍代表受領步槍，象徵正

式成為國軍的一分子，共同捍衛家園。

  李主任致詞時表示，入伍訓練是由民轉軍的重

要過程，期許每一位學員秉持堅毅的決心，做好

準備、迎接挑戰，擔負起保家衛國的重任；此外，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李主任也特別叮囑幹

部及學員，落實防疫措施、做好風險管控，以確

維訓練效能，鞏固整體戰力。

【通訊員 / 劉士民】憲兵第 205 指揮部指揮官文上校

日前視導第 601 連慈湖排，叮囑官兵恪遵軍紀營規，

嚴禁酒後駕車、涉毒（賭）、違反性別分際等不法事

項；另強調，防疫工作為當前重點工作之一，千萬不

可以有任何鬆懈，應依要求做好分區分流、定期消毒

等作為，並不前往人潮聚集及密閉場域，以降低感染

風險。

  此外，文指揮官重申軍紀安全無假期，幹部應落實

知官識兵工作，官兵踐履互助精神，單位透過持恆宣

導教育，將恪守軍、法紀內化於所屬日常生活，袍澤

間並能相互關心，以凝聚團隊力量，消弭危安因子，

共同維護憲兵榮譽。

【通訊員 / 許毓焄】憲兵第 203 指揮部指揮官張

上校日前至憲兵訓練中心靶場，視導彰化及臺中

基訓混編中隊期中戰力鑑測實況。鑑測手槍戰鬥

射擊、狙擊槍精準射擊、機槍防護射擊等項目，

受測官兵展現高昂的士氣，專注於測驗過程，齊

心爭取個人及團隊榮譽。

　張指揮肯定所屬全心投入、勤訓精練的努力，

並強調基地訓練是年度極為重要的任務，亦是難

得的訓練機會，除驗證平日的訓練成果外，更是

凝聚單位向心的好時機，期許同仁戮力以赴，發

揮團隊精神，圓滿達成訓練目標，以建構堅強的

可恃戰力。

【本報訊】本部士官督導長邱士官長日前視導憲兵第 601 連慈湖排，期勉士

官團隊加強知官識兵，共同維護單位榮譽、強化戰力。

　邱士官長強調，軍紀安全攸關單位戰力良窳，應持恆嚴禁酒駕、注意酒精

殘值、不賭博、不吸毒、不違反性別分際及防範網路交友陷阱等要求與案例

宣教，教育所屬切勿心存僥倖而衍生後遺；另要求士官團隊須完善建制管理，

落實官兵心緒狀況及休假動態掌握，共同防範軍紀事件肇生。

　此外，邱士官長亦提醒，防疫期間須落實環境消毒工作及個人衛生觀念，

並嚴禁官兵出入KTV、電影院等高風險場所，防疫的同時仍須做好部隊訓練，

透由分組管理達到訓練成效；此外，鼓勵運用公餘從事進修，充實本職學能，

以提升競爭力。

【本報訊】副參謀長李上校日前至憲兵第 203

指揮部，視導防疫工作及戰備訓練任務執行實

況，叮囑同仁防疫為國軍當前重點工作之一，

單位應持恆宣達防疫要點，強化所屬衛生教育，

做好個人健康管理，並要求官兵營外不前往人

潮聚集場所，隨時留意身體狀況，以落實防疫

工作。

　副參謀長另強調，除異地辦公、分艙分流、

分區分時等作為外，營區防疫務須依要求事項

落實執行至滴水不漏，唯有每一位官兵正視並

投入這場面對「無形敵人」的戰役，才能有效

維護人員健康，鞏固整體戰力。

2 0 3指揮部
視導基訓混編中隊期中戰力鑑測 視導第601連慈湖排 常備兵役軍事訓練106梯開訓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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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兵指揮部士官督導長視導慈湖排



圖／茶藝社成員專注茶藝

圖／社員實際品聞茶葉不同烘焙製程的味道

一盞清茗「覓」知音

圖／社員認真聆聽解說員講解茶具

 圖／茶藝老師介紹茶壺與茶

【通訊員 / 許毓焄】裊裊茶香能平和人的心緒，讓人從容

處事，形塑品性與優雅氣質，增加內在涵養與愉悅身心生

在茶山，怎能不識茶？南投憲兵隊地理環境得天獨厚，四

周環繞青翠的高山茶園，在隊裡有一群來自山區的弟兄姐

妹，本著對品茗茶香的喜愛及興趣，成立了茶藝社，透由

每次的活動學習茶藝，藉此認同家鄉的產業與文化。

　為使社員對茶藝產生更多興趣，茶藝

社特別邀請具有茶藝師認證以及知名紅

茶莊園的負責人林惠美老師擔任指導老

師。課程安排從茶的起源、種類、成分、

功能，適合種植的環境與成長歷程，到

採茶體驗；另外也安排參觀茶廠，了解

家鄉茶廠的興衰沿革、茶葉的製作流程，

然後根據不同的茶葉掌控沖泡時間，沏

出一壺壺好茶來。

　社員施宛臻一兵表示，在領略

茶藝、品茶的過程中，也逐漸提

升了自己對茶的品味，慢慢發現

自身優雅的內在，使人可以變得

更細心與耐心，眼光也逐漸變得

柔和。在與同事聊天中，也發現

學習茶藝逐漸成為隊上許多人選

擇的抒壓方式，不僅增加同事聊

天的話題，休假時也可增進與家

人的互動。

　社長粘煌翊中尉表示，當初社團成立的目

的，是有感於平日在部隊及生活中，同仁難免

因壓力變得心浮氣躁，為了讓單位官兵有抒緩

壓力的管道，加上自身對茶的喜愛及興趣，得

知隊上還有不少同好就成立了「茶藝社」。雖

然目前在茶藝方面還只是剛入門，但已被激發

對茶的濃厚興趣，期待每一次的社團活動，能

學習應對進退的禮儀，培養出自信心，讓大家

感受不一樣的生活方式，融入茶的美妙世界。

圖／社長粘中尉 ( 圖左 ) 與社員在茗茶過程享受趣味

社團
專題

南投憲兵隊
茶藝社

中華民國106年3月9日    星期四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13 日 星期一
4部隊活動



【通訊員 /許毓焄】彰化憲

兵隊日前於體能活動時機，

由軍偵組組長翁少校帶領官

兵至八卦山實施慢跑活動，

除鍛練官兵體能，也抒解官

兵執行任務壓力，同

時一覽在地美景。

　翁少校表示，時值

防疫期間，期藉慢跑

訓練提升官兵免疫力

及體能，同時增進袍

澤情誼，進而帶動官

兵主動運動風氣，強

化部隊戰力。

【通訊員 /鄭上鎰】為完善專業專長訓練，憲兵裝步第 239 營基訓部隊日前於陸軍北

測中心實施 40 榴彈槍及 50 機槍射擊訓練，由連長鍾上尉擔任射擊指揮官，期藉訓練

精進所屬編制武器射擊能力。

　鍾連長表示，官兵必須透過訓練不斷提升射擊技術與強化心理素質，藉標準化的訓

練與鑑測模式，奠定射手射擊

效能。

　營長陳中校表示，射擊前透

過諸元性能講解及槍枝機械操

作，使官兵深入了解槍枝特性

與操控要領，以確達訓練安全

與效能，提升單位整體戰力。

【通訊員 / 梁詠順】日前屏東信義

路及中山路口發生民人擦撞意外，

屏東憲兵隊待命組組長沈上士旋即

帶領組員前往現場協處，以疏導下

班尖峰車潮。待命組官兵有條不紊

完成路口分工，協助引導車流通行，

避免發生二次傷害，充分展現「憲

警互助、愛民助民」的精神。

【通訊員 /鄭珈儀】為強化官兵

手槍射擊訓練成效，憲兵第 211

營日前假泰山靶場實施「90 手槍

實彈射擊訓練」，並編組各連士

官督導長，實施射手彈著點分析

及調整射擊姿勢，以提升射擊精

準度與效度。

　參與訓練的林中士表示，有賴

士官長們淺顯易懂的教學與經驗

分享，充分學習射擊相關要領，

更透過實彈射擊，發掘人員射擊

弱項，並給予輔導修正，以強化

精準度。

【通訊員 /劉士民】為強化狙擊手體力及意志力，憲兵第 205 指揮部召

集第二類狙擊手至慧敏營區集訓，每一位隊員都聚精會神、全力以赴完

成每一項訓練，期突破自我極限、精益求精。

　「負重行軍」訓練是狙擊手體力、耐久力及肌耐力的重要訓項，參訓

成員必須揹負 25 公斤裝備，於規定時限內完成訓練任務。揹著沉重的

裝備，跨出每一步都是對自我的期許，期不斷超越個人的極限。帶隊官

盧中尉表示，「路途很遠，裝備很重，但我們不怕累。」在從嚴、從難

的訓練過程中，狙

擊隊隊員沒有苦言，

只為達成訓練目標，

以爭取榮譽。

屏東憲兵隊協助車禍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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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兵第239營編制武器射擊訓練

彰化憲兵隊八卦山繞山慢跑活動

憲兵第205指揮部狙擊隊負重行軍訓練

憲兵第211營90手槍實彈射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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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後憲  荷松精神
梅骨荷心照丹青  一日憲兵一世情

後備憲兵荷松協會前身為民國六十八年八月一日起各縣、市成立的「後備憲兵聯
絡中心」，並於九十年九月七日起，各聯絡中心分別依「人民團體法」申請成立
「後備憲兵荷松協會」，以延續協力現役憲兵治安維護，及凝聚後備憲兵安定社
會秩序之功能為核心目的，成為地方守望互助的法人團體。為使前憲同仁認識各
縣、市理事長，本期特予專刊介紹，象徵荷松精神，源遠流長、生生不息。

南投縣理事長 鐘登民先生

忠貞 140 梯

憲兵 212 營退伍

雲林縣理事長 黃國書先生

忠貞 426 梯

憲兵 215 營退伍

彰化縣理事長 張國良先生

預士 140 期

憲兵學校勤務隊退伍

嘉義縣理事長 呂登鋐先生

忠貞 265 梯

憲兵 226 營退伍

臺東縣理事長 江明俊先生

預士 211 期

憲兵 240 營退伍

屏東縣理事長 鍾東珍先生

忠貞 221 梯

憲兵 232 營退伍

嘉義市理事長 陳木寅先生

忠貞 240 梯

憲兵 230 營退伍

臺南市理事長 黃正華先生

忠貞 280 梯

憲兵 251 營退伍

花蓮縣理事長 陳威孝先生

忠貞 552 梯

憲兵 315 營退伍

高雄市理事長 郭進國先生

忠貞 248 梯

憲兵 231 營退伍

馬祖理事長 曹常吾先生

忠貞 404 梯

憲兵 354 排退伍

基隆市理事長 陳健寶先生

忠貞 314 梯

憲兵 228 營第 2 連退伍

宜蘭縣理事長 許錫奎先生

預士 189 期

憲兵 332 營退伍

新北市理事長 葉建良先生

忠貞 313 梯

憲兵 212 營退伍

桃園市理事長 林萬益先生

忠貞 346 梯

憲兵司令部通資二隊退伍

新竹縣理事長 黃弘勁先生

預士 205 期

憲兵 222 營退伍

新竹市理事長 彭金樹先生

預士 189 期

憲兵 226 營退伍

苗栗縣理事長 林金湧先生

忠貞 252 梯

憲兵 226 營退伍

臺中市理事長 賴義鍠先生

忠貞 376 梯

憲兵 205 連退伍

澎湖縣理事長 許國政先生

忠貞 334 梯

憲兵 214 營退伍

金門縣理事長 李錫瑜先生

警士 9 期

警衛大隊退伍

臺北市理事長 周溫培先生

忠貞 128 梯

新竹憲兵隊退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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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許毓焄】本期《樂在從軍》人物專訪的

官兵是憲兵第 205 指揮部的上士王姜皓勳。皓勳

笑稱自己出生在好山好水但也好無聊的臺東縣池上

鄉，目前於桃園憲兵隊擔任上士分隊長乙職。

　皓勳從小就熱愛音樂，也因為信仰的關係，經常

去教會報到，對於教會裡的鋼琴聲充滿興趣與特

殊喜好，於是開始學習音樂、接觸鋼琴，經過長時

間的練習成果，開始擔任起教會裡的司琴手，專責

彈奏詩歌。在高中時期，皓勳也擔任熱音社團的主

唱及 keybord 手，課後還擔任鋼琴助教工作，同時

也在教會中培養同齡朋友擔任司琴手，他更在民國

101 年通過了 YAMAHA 鋼琴檢定 6 級合格，具備擔

任鋼琴老師的資格。他原本以為人生的軌跡，將會

一路朝著音樂藝術的道路前行，但他卻又不願人生

受到侷限。

　皓勳的父親及叔伯等４兄弟，都是憲兵退伍，叔

叔退伍前更是特勤隊的一員，從小聽父執輩們訴說

著服役期間的故事，自然而然也加深了他對軍旅的

嚮往。在高中畢業前從教官那獲知現在軍隊的多元

發展及專業特性，加上長輩的鼓勵與支持，在 103

年畢業報考社青志願士兵 103-3 梯，加入憲兵這個

大家庭，並於民國 105 年轉任士官，經過個人的努

力與毅力，在 108 年晉升上士。

　家庭成員中除了父執輩均為憲兵退伍，大哥念琛

也同樣是一位狙擊手，現服務於陸軍 584 旅機步一

營，擔任中士狙擊組組長，平時與皓勳會相互分享

狙擊技巧；妹妹舫柔目前在空軍司令部臺北資電大

隊擔任中士通信士，兄妹三人感情甚佳，並相互支

持與鼓勵，使軍旅走得更加穩定與篤實。

　遺傳泰雅族樂觀開朗天性的皓勳，在教會中結識

了很多朋友，也結識了全國國軍不同的狙擊夥伴，

每次的聚會，聽著好友們訴說著其他軍種的訓練過

程，不但大開眼界，更激發皓勳對狙擊手的榮譽感

與驕傲，他曾經在 105 年的賽程中，與袍澤共同代

表憲兵參賽，獲得全軍團體組第一名的殊榮。

　今（109）年度的競賽即將到來，皓勳與夥伴們

正如火如荼地集訓中，祝福他們在榮耀的戰場上，

以扎實的訓練成果，再度奪得個人佳績與憲兵榮

譽。

　部隊裡，每一位官兵來自不同的原生家庭，其生活環境、成長背

景都有所不同，以致於適應環境的能力、抗壓性也都迥異，尤其在

面對新的群體時更會感到不安與惶恐，如果無法有效自我抒發，久而

久之則容易肇生危安因子。那麼，該如何杜絕類似情形產生呢？個人

認為，就有賴單位各級幹部及同袍的共同努力。

　「案主自決」，這是社會工作實務中的專有名詞，是指在個案輔導過

程中，當事人擁有自己決定與需求的自由，輔導者扮演的只是從旁協助的

角色，因此，人在面臨困難的當下，真正需要的，並非旁人提供解決方法，

有時只需要簡單的關懷、用心傾聽或真心陪伴，就是他們最大的力量，也會

成為渠等內心穩定的能量來源。

　人與人的相處，即貴在相互扶持及關懷，在部隊中的每一位官兵弟兄姐妹生

活、工作、學習與戰鬥在一起，更是需要彼此的支持與鼓勵，尤其身為單位的幹

部，平時即應多聆聽所屬士官兵的心聲，而不二法門最簡單的就是透過平日生活中

的寒暄問暖，瞭解他們的需求或困難；另有些不擅長言語表達的官兵，便會藉由軍

旅手札撰寫，來傳達內心所要表達的想法，以達到求助目的，幹部ㄧ旦發現異常「訊

息」，應主動積極瞭解關懷其需求，進而引導、協助尋求解決之道，俾有效妥處官兵問

題，化解部隊潛藏危機。

　部隊就像一個大家庭，官兵們每天生活作息均在一起，如果平時多一點問候，「你怎麼

了？」、「有沒有需要幫忙的地方？」，或許就能減少危安事件的發生，倘若直接漠視，

僅當作「他只是想靜一靜，過一陣子就好了」來看待，最後將可能肇生憾事，事後回想再多

的悔不當初已無濟於事，當知「異常的行為就是求救的訊號」，要將身邊種種不尋常的訊息視

為重要的事件去看待與處理，才能適時處理，達到預防機先的目的。每一位官兵弟兄姐妹都是

心輔的守門員、吹哨者，當發現有任何異常狀況即應回報適處，而不是不發一語地做個旁觀者，

須知，「陪伴」與「鼓勵」才是心理衛生的最佳良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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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專長冶性情 允文允武展雄心

憲兵第601連
上 尉 劉 士 民

憲兵訓練中心
中 尉 黃 俊 綺

人 物 專 訪

杜絕貪瀆不法
恪遵廉能風尚

發掘危安因子
強化輔導作為

樂在從軍

　軍人向來將「榮譽」視為第二生命，喪失榮譽等同於喪失了軍人的生命，更常言「軍人不只是一

項職業，更是一項志業」，我們肩負保國衛民的職責與穩定社會的功能，故一旦涉及任何違反清

廉操守、貪瀆舞弊的事件，不僅影響建軍戰備能量，更會使社會大眾對國軍失去信心。

　「清廉正直」是軍人的基本倫理素養，我們為國家、百姓效命，領國家薪俸，須謹記「爾奉

爾祿，民脂民膏」，絕對不能讓「貪」這個字，浮現在腦海裡，因為有了「貪」念，就可能

利用諸般手段，非法的增加自己的收入，不單單會讓家人蒙羞，更嚴重影響單位榮譽，更葬

送個人前途。或許有些人覺得軍中的某些小東西值不了多少錢，應該不會這麼嚴重，但正

所謂「不因惡小而為之」，不管貪的是大是小，就是貪，一旦做了，人生就毀了。

  眾所周知，憲兵是三軍的模範軍種，因此，更應嚴格貫徹「不敢貪」、「不能貪」、「不

願貪」、「不必貪」的觀念。其中，「不敢貪」是應正視政府落實肅貪作為，讓人不

敢起貪念；「不能貪」是政府擁有完善的法令規定，讓軍職及公務人員依法行政；「不

願貪」是讓廉潔風尚深植於每一位官兵心中，視廉潔為榮譽的代名詞；而「不必貪」

則是國家有最好的福利及經濟條件，讓我們都能享有生活的穩定。因此，各級長

官時常不厭其煩的對我們耳提面命，目的就是要強化大家對於「廉潔」的認知，

以及正視「貪」的嚴重後果。

  最後，舉個例子，在明代有個名叫于謙的官員進京辦事，部屬勸他記得送

禮給一個掌握朝中大權的太監王振，而于謙不但沒聽部屬的話，還笑著說：

「我只有兩袖清風，沒什麼好送的。」並寫下一段詩：「絹帕蘑菇與線香，

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意思就是現在生

活物資都被貪官給搜刮了，惹得民怨四起，所以兩袖清風，才能避免是

非。鑑此，清廉正直是讓以報效國家為志業的我們，保有榮譽與工作的

基本條件，故應杜絕外在誘惑，謹言慎行、潔身自愛，如此才能傳承

軍人榮光。

【通訊員／許毓焄】本期專訪到的官兵，是苗栗憲兵

隊陳昰廷中尉。昰廷的父親曾服役於海軍陸戰隊儀

隊，時常聽聞父親參與演出及回憶軍中的人事物，受

到父親的薰陶，造就了昰廷想從軍的夢想。

　他回憶就讀戲曲學院音樂學系時，曾擔任過為期 2

年半的音樂家教，某次在搭乘捷運返回學校時，經過

一處國軍人才招募站，發現牆壁上張貼的 ROTC 招募

資訊，兒時的夢想又再度萌芽，無奈當時已超過了報

名的年級，只好作罷；在民國 98 年及 100 年時，昰

廷參加全國性的音樂比賽，並得到了優等及甲等的成

績，後來也加入朋友組的樂團，以音樂關懷老人團

體。105 年畢業後，始終嚮往從軍的他，在與家人的

討論後，獲得他們的支持，於是毅然決然報考專業軍

官班，正當同齡友人半開玩笑地，要昰廷選擇去輕鬆

的單位服務時，他卻選擇了最精實的憲兵部隊。

　談到為什麼選擇憲兵，而非與父親一樣選擇海軍陸

戰隊，昰廷靦腆地說，當然也有想過當一個陸戰健

兒，而之所以選擇憲兵，是因為嚮往長輩常說的「憲

兵是三軍的模範」那股榮譽感，因此他最終選擇加入

憲兵的大家庭，目前服役已邁入第三年，甘之如飴。

　談到從軍是否代表著放棄音樂興趣，昰廷眼睛發亮

地說「當然不會！」，其實在軍中多少難免會有壓力，

希望抒解壓力時，會選擇多聽聽古典音樂，或是吹奏

幾首歌曲，讓自我放鬆，再重新回到工作崗位上時，

做起事來也會事半功倍。

　講到音樂專長在部隊有什麼特別令人深刻的事，他

開心的表示，現任憲兵指揮部參謀長陳少將，每一次

只要見到他，都會給予鼓勵與支持，並且叮嚀他除了

工作上要不斷學習精進外，也一定要持續練習音樂專

長。所以每當單位辦理活動時，他會利用短暫的幾分

鐘演奏樂器，使單位弟兄姐妹能放鬆心情甚至接觸到

不一樣的事物。

　昰廷說著在軍中三年來的心得，有時軍中待人處事

就如同上課教學一樣，彼此相互學習、探索新知，而

擔任軍官有著多元的職務歷練，期許自己在工作崗位

上持續戮力付出、不斷精進，成就自己，更進一步能

榮耀憲兵。

圖／昰廷服役期間仍利用公餘時間演奏樂器陶冶性情

圖／昰廷 (圖右 ) 與樂團夥伴參加全國性音樂比賽

苗 栗憲兵隊
中尉陳昰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