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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載

調查局舉辦大臺北地區退離人員春節聯誼餐會活動

108年大臺北地區退離人員春節聯誼餐會，由新北市處主辦、臺北市處協辦，
已於 2月 15日中午在新店頤品大飯店隆重舉行，當天規劃副主任以上幹部及相關
工作同仁為服務人員，並於該日上午 10時許抵達會場展開餐會前準備，同仁們滿
懷感恩之情，為參與餐會退離先進們服務，充分發揮展抱傳承精神；本次雙北地區

計邀請沈前局長夫人徐　露女士、前局長王榮周先生、王光宇先生、葉盛茂先生、

張濟平先生等四百五十餘位退離先進蒞臨同歡，由局長親臨主持，林副局長、黃副

局長及諮詢業務處、人事室、公共事務室等處室主管熱情參與，場面溫馨而熱絡。

餐會首先由局長致詞揭開序幕，感謝退離先進長期以來對本局之支持，並肯定

全局同仁在維護國家安全及打擊重大犯罪工作皆有優異成績，尤其去（107）年九合
一選舉查賄專案，共計蒐報賄選情資 1,941件、偵辦 912案、移送 532案、起訴 190
案，其中情資、偵辦及移送數量，均較前次（103年）選舉大幅增加。在查緝毒品
方面，今（108）年 1月間，本局臺北市調查處破獲以貨櫃夾藏方式走私高純度海
洛因磚 242塊，重量 94公斤，市值約二十四億元，該毒品數量可供九百萬人次施用，
如流入國內將嚴重影響國人健康，查緝成效深受各級長官肯定，希望同仁引以為榮、

再接再厲。餐會中局長逐桌敬酒，向在場退離先進殷切問候，餐會溫馨進行，結束

時由局長、兩位副局長及臺北市處劉處長、新北市處蔡處長在會場門口與退離先進

溫馨話別，使退離先進感念甚深。

為籌辦本次餐會，於農曆年前即遞寄邀請函，並逐一電話聯繫先進們，餐會地

點頤品大飯店鄰近捷運站，交通便利，先進們出席意願極高；餐會過程中服務同仁

導引動線熟稔流暢，各級主管與先進熱絡寒暄，讓先進備感尊重，賓至如歸。

本次餐會同仁們滿懷感恩之情動員服務，精心籌辦，體現本局內外一家、不分

你我之團隊合作精神，完美詮釋「淡淡的桂花香，濃濃的人情味」的展抱精神，使

念舊的情懷及感恩的言行，得以發揚及傳承。（文／新北市調查處黃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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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局兩岸情勢研析處舉辦

「展抱精神，永續傳承」植樹紀念活動紀實

3月 12日植樹節上午 10時，由總務處、新北市調查處、兩岸情勢研析處及國
家安全維護工作站結合訓練所學員參訪兩岸情勢研析處特藏室課程共同舉辦「展抱

精神，永續傳承」植樹節活動。在活動前連續下了五天的雨，當日卻是豔陽高照、

風和日麗。吳前局長東明、崔前副局長昇祥、潘前副局長鴻謀出席盛會，局長親臨

主持，在訓練所組隊師長、調查班第 56期、調查助理班第 6期學員、兩岸情勢研
析處全體同仁熱情參與下，揭開植樹活動的序幕。

局長致詞說明了植樹活動的由來，最初是從美國內布拉斯加州於西元 1872年 4
月 10日園林會議上所提出的建議，後續遍及全球 50餘國皆有植樹節活動。在全球
暖化，造成氣候變遷，以及空污、水土保持問題日益嚴重之際，落實樹木保育及綠

化環境是全民的責任；在我國，將植樹節定在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紀念日尤具意義。

本次植樹活動象徵本局老、中、青三代齊聚一堂、薪火相傳，分享工作經驗。

（一）呂局長致詞

（二）呂局長向蒞會先進敬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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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植樹紀念活動翦影

（一）植樹紀念活動翦影

吳前局長、崔前副局長、潘前副局長對本局的付出及貢獻歷歷可數，更是我們效法

學習的典範；其中青溪園區的土地是吳前局長於任內爭取得來，讓同仁共享蓊鬱翠

綠的園地與辦公空間。

在總務處照顧維護下，青溪園區的環境維護地整然有序，使園區鬱鬱青青；新

北市調查處取得 3株樹苗，象徵松柏長青，亦有「展抱精神，永續傳承」之寓意。
尤其局長手植的松樹，是由筆尖般大的樹種，經過 3年培育成現在的模樣，期許展
抱學員們，能像這株樹苗，在局長的帶領下，日益茁壯。藉由植樹活動，帶著感恩

的心，未來為我們國家貢獻心力，成為民眾、社會的支柱。

整個植樹儀式在局長將鐵鏟交棒給學員，由學員親手覆土澆水，並在樹前與長

官們一同合影留念。期待多年後再回到園區時，便可看到親手植栽已成為高聳入雲

的大樹，活動最後在大家的歡笑聲中圓滿落幕。（文／兩岸情勢研析處陳璽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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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訊息

本（108）年度重大會議時間及地點預告
一、 108年 5月 28日（星期二）上午 11時在新北市新店區頣品大飯店召開第 5屆

第 5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08年第一次聯絡人會報及中午 12時舉辦 108年上半
年大台北地區會員慶生會。

二、 108年 8月 27日（星期二）上午 11時在新北市新店區頤品大飯店召開第 5屆
第 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08年第二次聯絡人會報及中午 12時舉辦 108年下半
年大台北地區會員慶生會。

三、 108年 11月 26日（星期二）上午 11時在新北市新店區頤品大飯店舉辦第 5屆
第 3次會員大會。

本期樂捐芳名錄

姓　名 樂捐數 姓　名 樂捐數 姓　名 樂捐數 姓　名 樂捐數

謝時勉 5‚000 黃信方 1‚000 展抱之友 31‚048 張治平 10‚000

胡黔立 3‚000 王徐勳 10‚000 張愧生 10‚000 潘鴻謀 10‚000

張濟平 20‚000 姚天賜 1‚000 何林淑霞 1‚000 王曰法 1‚000

李得煥 1‚000 李雪莉 1‚000 林樹興 1‚000 劉菊生 1‚000

合計人次 16人          捐款總計：107‚048元                         製表：盧兆英 108.03.26

會員來函

◎第 9聯絡組胡黔立先進

貴州十二日遊（三）

貴州之行第八、九天，導遊安排大家遊知名之黃菓樹大瀑布及馬嶺河大峽谷，

以及觀賞萬峰林獨特的景緻。這些行程走訪，可以說是此行最大之亮點，黃菓樹瀑

布是中國第一大瀑布，也是亞洲最大的瀑布，據導遊在車上介紹時說：尼加拉大瀑

布，在美國境內，約有 3個黃菓樹瀑布這麼大，在加拿大境內之尼加拉大瀑布，卻
有 20個黃菓樹瀑布大小，儘管如此，在中國，在亞洲，黃菓樹瀑布都算是最大之
瀑布。每天來遊黃菓樹瀑布之遊客人數平均約在 2萬人上下，若遇到國定假日，則
高達 5萬人左右，大陸當局曾將黃菓樹瀑布申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未果，原因是近
黃菓樹瀑布住有 3戶人家，以經營旅館生意為業，當局曾迫令其限期遷移，因條件
談不攏而遭擱置，拆遷戶獅子大開口，竟要求賠償金人民幣（以下同）1億元，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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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雙方折衷談妥 1戶補助 1千萬，3戶補助 3千萬，外加政府安置拆遷補助等費用，
合計近 5千萬元。當天我們遊覽黃菓樹大瀑布時，遠看瀑布景像並不十分突出起眼，
當越走越近，聽見水聲隆隆，近前一看，方才驚覺真的是氣勢宏偉，仿如醉瓊亂玉，

煙霧騰空，所謂「珠簾鉤不卷，匹練掛遙峰」。明朝大旅行家徐霞客曾為遊黃菓樹

大瀑布寫道 :「而水流甚濶，每數丈，輒從溪底翻崖噴雪，渦溪皆如白鷺齊飛，白
水之名不誣矣」由此可見黃菓樹瀑布的斑爛壯觀是多麼令人驚心動魄！

第二天遊萬峰林、大峽谷等行程，又是另一番動人景緻。當我們坐上遊覽車在

高速公路上奔馳，看到車窗外奇峰突兀連綿，重重疊疊，一座緊挨著一座，呈現高

原喀斯特山峰特有之型式，粗獷大氣，我想這就是所謂之「萬峰林」了，從車窗外

望，峰與峰間或連或斷，千姿百態，參差錯落，俊秀挺拔，由黔西南一直綿延到雲

南邊界，宛如兵陣，令人嘖嘖稱奇，無怪乎許多初次踏上貴州之旅的遊人，目睹此

景總忍不住要出言禮讚歡呼「自然就是美」，而「數大」更是美。奔馳於萬峰林途中，

遊覽車駕駛好心更頻頻停車讓遊客在停佇各觀景台瞬間，除可飽覽四週渾然天成之

錦繡圖卷，谷壑美景外，也讓大家可以拿起手機或相機競拍打卡，捕捉眼下這片泛

著粉暈的美麗流光。

至於遊興義馬嶺河大峽谷景點，據旅遊雜誌上記載：馬嶺河大峽谷屬國家級風

景名勝區，有上看如地縫，下看如天溝，馬嶺河因兩岸有馬別大寨和馬嶺寨而稱馬

嶺河。馬嶺河交織成群的瀑布有多達 30餘處，氣勢磅礡，尖峭的錐峰密集叢生，
兩岸峰林之中，還有古廟、古橋、古戰場、古驛道等人文景觀，充滿了古野的情趣

和神祕幽深的色彩。另馬嶺河大峽谷也是旅人尋幽攬勝，探奇避暑的勝地，河谷幽

深以雄、奇、險、秀而獨具特色，也被稱為是地球上最美麗的疤痕。我們遵循導遊

安排下車實地走訪，一會兒搭乘纜車，一會兒又乘坐戶外大型電扶梯，而當我們實

際穿梭在峽谷內上上下下、彎彎曲曲、腳下踩著濕濕步道時，猛抬頭看見遠遠近近

大小瀑布飛舞奇景，有的洋洋灑灑，有的細細密密，耳目所及，一片清涼嘩嘩聲響，

非常悅耳動聽，所謂山奇水靈，谷美石秀，山地是多彩貴州最美的風景，也是貴州

人民最美的鄉愁，一點不假。看完並實地走訪了一小段大峽谷，回程時乘坐電瓶車，

在八卦田及鄉間小路村舍中繞行，四周群山環繞，空氣清新，靜悄悄的，真的是一

步一風景，確有古人所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興味。

最後一天晚上，導遊安排大家集體觀賞「多彩貴州風夜秀」影片，是一部既有

傳統之精，又有現代之美的舞台新作，它將最原生的少數民族文化和民族舞景點，

全部整合重構，再創貴州濃郁的少數民族風情，它和「雲南映象」、「印象劉三姐」

並稱為「西南三部曲」，被譽為推廣拓展貴州形象的「名片」。當天晚上演出時，

我們被安排坐在舞台正中央第一、二排貴賓席，近距離觀賞這部佳作，比起許多年

前，我在浙江杭州西湖畔觀看張藝謀執導的「印象西湖」實景秀演出，還要出色好

看得多。至於當晚前段穿插之舞台秀，邀請現場觀眾上台同樂，感覺上觀眾與舞台

間有一種呼吸與共的相濡之感，很溫暖親切。為期十二天的貴州之行，終於畫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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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句點，也圓了我多年以來一直想要回我出生地走一趟之夢想，貴州好山好水確

實是值得一遊的好地方，有不虛此行之感。

最後，提出幾項數據供大家參考：

一、 貴州的變化，最早是從修路開始，俗話說：「要想富，先修路」，既然貴州沒
有地理上的平原，那就逢山開路，遇水造橋，人為打造出如履平地的空中大通

道。貴州省自 2008年起全力投入基礎交通建設，十年間，高速公路通車里程，
從敬陪各省末位的 900公里，延伸至 6500公里，硬生生增加了七倍，基礎交
通建設的改善，為貴州發展帶來機運。

二、 據統計貴州省公路橋樑總數達 2萬 1千餘座，分布密度之高，種類之多，幾乎
涵括所有橋樑類型，堪稱「世界橋樑博物館」，世界前一百大最高最大橋樑排

行榜中，高達 46座來自貴州，其中排在首位的，正是甫獲金氏紀錄認證的「世
界第一高橋 -北盤江大橋」。北盤江大橋位處雲貴兩省的交界，跨尼珠河峽谷，
橋面與江面垂直落差達 565公尺，比台北 101還高上一截（101總高為 509公尺）
是世界唯一一座破 500公尺障礙的橋樑。

三、 大數據，又稱為巨量資料，意指「以傳統資料處理軟體不足以處理的巨量資料
集合」，有著海量、高速、多樣等特點，需要透過分析後才能使用。貴州遠離

沿海，不在主要地震帶上，是颱風不侵，地震不犯的天賜福地，對於大數據伺

服器的使用安全上有一定保障，因此，除了蘋果、騰訊，包括華為、富士康等

多間跨國企業的數據中心，也都紛紛找上了貴州。貴州省不只有著相對安全的

自然環境，還有氣候涼爽，能源穩定，地價低廉，政策扶持等多項優勢。貴州

力推大數據，不只引來企業投資，也催生了「貴漂」現象，「貴漂」專指從外

地來到貴州省貴陽工作的人群，總數為 68萬，約占貴陽人口 15%。貴州的「矽
谷夢」剛剛萌芽，還有自身高端人才稀缺，創業氛圍低迷等劣勢需待克服，無

論最終是否成功，可以確定的是，貴州現已成為中國南方大數據中心及大陸中

西南部產業升級的重要範本。

◎第 12聯絡組王徐勳先進
一年之計在於春，在萬象更新的季節，祝福各位先進 :身體健康、順心愉快。

回顧多年來在殯葬產業服務的日子，服務過許多家庭突發變故，深感生命的存在及

意義，除了有形的表徵，更重要的是知識的文明及精神的內涵。『有生必有死，有

死方有生』，無論是佛家的輪迴或是基督教的永生，都需要尊嚴、尊重與關懷。事

實上，古代君王登基後，必也擇地大興土木建造陵寢，為其終身大事預先準備，例如 :
金字塔、兵馬俑等，均耗日費時。當今世人也多接受為自己準備身後大事的觀念與

作為，並出自『愛』的規劃來彌補遺憾。

自 104年間起，展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已規劃展抱優惠專案，讓先進們多個選
擇參考的方向，專案推出後頗受好評。基於協會諸多先進與展雲事業公司歷年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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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應邀參加國立臺北大學校友總會會員大會活動

本會姊妹會「國立臺北大學校友總會」謝理事長士滄 108年 2月 1日來函，邀
請本會張理事長暨會員先進及寶眷們於3月16日（星期六）前往臺北大學三峽校區，
參加 108年會員大會、新春聯誼與賞櫻活動。經本會工作會報決議，擇由大臺北地
區之理（監）事、聯絡人、會報工作人員及值日先進們代表參加。當天出席活動計

有 21位先進，報名費每人 800元，本會亦循例贊助該總會活動經費 5萬元。
活動當天上午 8時 30分，由王名譽理事長領隊，劉組長為聯絡人，在新店區

調查局搭乘國光客運遊覽車前往三峽校區。途中車長臺北大學陳祥順校友簡報全天

活動行程，王名譽理事長致詞歡迎大家參加今天活動，旅途平安快樂並預祝摸彩中

獎。

上午 9時許抵達三峽校區後，步行前往「心湖」賞櫻。107年該校友總會張平
沼名譽理事長捐贈 520株吉野櫻，年來已逐漸成長壯大，今年復又捐贈 136株，並
配合臺北大學建校 70週年校慶活動，於上午 10時在櫻花步道旁，由張名譽理事長、
謝理事長及李校長等，共同主持「櫻花林紀念碑」揭幕典禮，期望未來成為全臺灣

最佳賞櫻勝景。值得一提的是，該校友總會為表達與本會之結盟情誼，今年特別加

贈本會張理事長、崔副理事長、陳副理事長志揚、潘副理事長、監事會鄭召集人、

駐會林顧問、謝顧問等各 1株認養櫻花。
上午 11時於臺北大學新建完成之「綜合體育館」召開會員大會，參加人員約

400人，主持人謝理事長首先介紹理監事、各分會理事長等，本會王名譽理事長亦
為總會監事會召集人，一起接受大家鼓掌歡迎。大會在司儀林秘書長義煊熟練、精

準掌握下，於 11時 50分圓滿結束，接著餐敘聯誼並進行摸彩活動。本會中獎者有
孫秘書長（ATOP世界時區腕表）、蔣永慶先進（小米手環 3）、盧組長（小米手環
3）、郭潤天先進（高級運動手錶）等 4位，全部獎項 40個，本會中獎率顯然高出
許多。

下午 1時 30分搭車前往味全埔心牧場自由活動，大家分別參觀老榕隧道、桐

聯誼活動

深厚情誼，再向展雲公司爭取專案福位（塔位）嘉惠協會先進，也藉此推廣事先規

劃之概念。專案福位針對協會會員先進及家屬，只需繳納永久安置管理費乙次，即

可獲得『蓬萊陵園祥雲觀止懷德樓 A3區』原訂價 15萬元福位（塔位）乙座，有永
久使用權狀，限量 30座，每人限 2座。有意之先進請電話協會活動組劉組長 0932-
309311或逕洽 0939-330360王徐勳，將由展雲公司派專人專車赴園區看座向選位，
生可祈福添壽、用即安置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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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步道、賽金豬表演秀、搭乘環場列車周遊園區等，下午 4時 30分領取大會準備
的伴手禮「一之軒蛋糕、香菇肉包」各一盒。回程中，車長陳祥順校友感謝大家參

與今天的活動，期待明年再相會。（文／編輯組）

◎第 22聯絡組聯誼活動
本組於 3月 6日中午 12時假台南市「銀座日本料理」餐廳舉行 108年度聯誼

餐會，由於春節剛過，本人謹此向各位先進、學長拜個晚年，祝大家健健康康、平

平安安、歡歡喜喜、快快樂樂，萬事吉祥如意。

首先感謝協會張理事長偕同崔副理事長、閻副秘書長、盧組長、劉組長等專程

南下蒞臨指導與關懷。其次感謝台南市處鄭處長親至高鐵站迎接張理事長一行，並

與葉督察率同林副處長、黃副處長、林科長到場，共襄盛舉，且贊助金門高粱酒 3
瓶。最後感謝本組先進學長的支持與協助，得以順利辦理本次聚會。

本組先進學長有多人因健康或家庭因素告假，另邀請新會員李進添、張凱東、

任子旭、薛士龍等 4人加入，最難得的是黃義和先進今年起轉組參加本組活動，特
別表示歡迎。

張理事長致詞：今天到府城參加貴組聯誼活動，非常高興見到多位先進學長與

老同事，祝願大家永遠健康平安。餐會過程中，學長們交談聯誼，互相關懷及交換

養生經驗，氣氛熱絡。聯誼餐會於下午 2時 10分許，在互道珍重再見中圓滿落幕。
（文／聯絡人呂劍明）

◎第 23聯絡組聯誼活動
本組於 108年 3月 21日中午假基隆港海產樓辦理餐敘聯誼，非常感謝協會張

理事長、潘副理事長、活動組劉組長及局本部喻榮台委員蒞臨，另也很高興基隆市

站何中明主任、外勤組楊基仁組長及航基站張益豐主任與會；本組先進除徐新民請

假外均出席。個人提供 85年金門高粱及 104年陳高各一瓶，何主任及張主任亦分
別提供噶瑪蘭與麥卡倫威士忌各一瓶。理事長一行來得早，先和每位先進親切招呼

交談，理事長致詞時表示 :隔了一年再來和大家見面，人人都很健康，很是高興。
16人共聚一大桌，也品嚐到信二路好吃的周家蔥油餅，酒酣耳熱賓主盡歡。餐會間
本組成員均各樂捐一千元以表達對協會之支持。餐會在歡樂中圓滿結束。

（文／聯絡人姚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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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新型 A型流感 5要 6不

養生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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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展抱長青聯誼協會
（已繳永久會費及 108 年會費者，請勿再劃撥會費）
會址：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 3段 82 號 9樓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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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另行補寄；如無法投遞，亦請退回上址。

胸懷展抱         永遠長青

高報酬率大多具高風險，請謹慎投資

分析近期「假投資」案件詐騙手法，歹徒大多透過架設網站或臉書社團、私人
LINE群組進行招募，標榜以「買空賣空」或「穩賺不賠」等口號吸引民眾投資時
下熱門之虛擬貨幣（或未上市股票、期貨等），是類詐騙手法均以保證投資者可以
固定獲利，只需依指示匯款或繳交費用成為會員後，即可每週提領獲利，然通常將
大筆金錢投入後，方發現召集人已人間蒸發！請提高警覺，通常高報酬率投資標的
大多具高風險，請慎選投資理財方案。（文／摘自警政署全民防騙網）

法令宣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