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役役男服役期滿後召集服勤實施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鄉（鎮、市、區） 第二條 服役期滿之替代 按九十五年十月起替代役
公所應按所轄服役期滿
役役男(以下簡稱備役役 役男服役期滿退役業已取
替代役役男(以下簡稱備
男)於戶籍地鄉（鎮、市、 消歸鄉報到作業，改由戶役
役役男)之退役證明書所
區）公所完成歸鄉報到後 政資訊系統自動辦理線上
記載服勤類別、役別、服
，鄉（鎮、市、區）公所 傳輸登錄退役報到，爰刪除
役專長及年齡、體位分組
應按其退役證明書所記 役男歸鄉報到規定，並酌作
管理。
載服勤類別、役別、服役 文字修正。
專長及年齡、體位分組管
理。
第三條之一 為達成平時
一、本條新增。
演訓、非常事變或戰時迅
二、為強化替代役備役役
速召集備役役男服勤，有
男編組、訓練、召集能
效運用備役役男人力，由
力，以應非常事變、災
內政部及直轄市、縣（市
害或戰時，得以迅速召
）政府共同實施備役役男
集備役役男服勤及充
勤務編組，執行下列任務
分運用替代役備役役
：
男人力，且參照後備軍
一、備役役男召集、勤務
人輔導組織設置辦法
編組訓練及聯絡查
規定，國防部於各地區
訪。
設有後備軍人輔導中
二、備役役男參與災害
心，協助辦理後備軍人
防救工作。
編組、訓練、動員等事
三、備役役男宣傳、安全
宜，爰由內政部及各直
及服務工作。
轄市、縣（市）政府共
四、其 他 備 役 役 男 編
同實施備役役男勤務
組、管理、統籌及協
編組，成立管理中心(
調工作。
屬任務編組性質)，並
前項辦理勤務編組
明定其任務。
所需經費，由內政部依
三、第二項明定辦理第一
預算程序編列。
項勤務編組所需經費
，包含召集、勤務編組
訓練、防(救)災、聯絡
查訪、服務及管理等工
作之經費，由內政部編
列預算支應。
第五條 備役役男應召集 第五條 備役役男應召集 因應各項災害發生時，需大
期間服勤之範圍，應符合
期間服勤之範圍，應符合 量人力投入救災或復原工
服勤單位之法定職掌事
服勤單位之法定職掌事 作，為妥善運用替代役備役
項，或服勤單位上級機關
項，或服勤單位上級機關 役男專長及人力資源，各機
本法律授權所指定服勤
本法律授權所指定服勤 關單位於災害發生時得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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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執行之事項。
需用機關及直轄市
、縣（市）政府得視災害
防救需要，運用應召之備
役役男支援協助災害防
救及相關演習訓練事項。

單位執行之事項。

用應召集備役役男協助支
援救災或重建等工作，並藉
由平時召集備役役男演習
訓練，提升災害防救能力，
使備役役男成為災害防救
之重要輔助性人力，爰增訂
第二項。
一、因應災害、非常事變或
戰時，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得有效運用
替代役備役役男人
力，並保持備役役男專
長技能，提升緊急應變
及災害防救能力，爰修
正第一項後段增列直
轄市、縣（市）政府實
施演訓召集規定，並酌
作文字修正。
二、現行條文第一項前段
移列為第二項，第二項
及第三項依次遞移為
第三項及第四項，內容
未修正。

第七條 需用機關或直轄 第七條 需用機關或直轄
市、縣（市）政府實施演
市、縣（市）政府實施勤
訓召集時，應於辦理召集
務召集時，應於預定召集
前一年之九月底前向內
日二十日前向內政部提
政部提出申請。
出申請。演訓召集由需用
需用機關或直轄市
機關於預定辦理召集前
、縣（市）政府實施勤務
一年之九月份前向內政
召集時，應於預定召集日
部提出申請。
二十日前向內政部提出
直轄市、縣（市）政
申請。
府因處理非常事變或戰
直轄市、縣（市）政
時之急迫需要，於不逾其
府因處理非常事變或戰
所列管替代役備役役男
時之急迫需要，於不逾其
總人數十分之一及當次
所列管替代役備役役男
召集不逾五日之限制
總人數十分之一及當次
下，得實施勤務召集。
召集不逾五日之限制
前項勤務召集，應於
下，得實施勤務召集。
發出召集令當日向內政
前項勤務召集，應
部報備，內政部審核其實
於發出召集令當日向內
施召集要件或目的不符
政部報備，內政部審核
規定，或其未能維護應召
其實施召集要件或目的
備役役男權益時，應命令
不符規定，或其未能維
立即停止召集或解除召
護應召備役役男權益
集。
時，應命令立即停止召
集或解除召集。
第十條 受演訓召集備役 第十條 受演訓召集備役 一、第二項第二款所定得
役男，具有下列各款情形
役男，具有下列各款情形
申請免除當次勤務召
之一者，得檢具證明文件
之一者，得檢具證明文件
集之情形，關於「同父
申請免除當次召集：
申請免除當次召集：
兄弟」之條件，有強化
一、因傷病經證明不堪
一、因傷病經證明不堪
傳統男性繼承及負擔
應召。
應召者。
家計之刻板印象，與消
二、因司法或其他政府
二、因司法或其他政府
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機關依法之處置致
機關依法之處置致
視公約保障性別人權
不能應召。
不能應召者。
及促進性別平等規定
三、家 庭 發 生 重 大 事
三、家 庭 發 生 重 大 事
之意旨不符，且兵役法
故，須本人處理。
故，須本人處理者。
施行法第三十條第四
四、下達召集令前已赴
四、下達召集令前已赴
款有關「同父兄弟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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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或航行國外之
船員正在航行中。
五、現任民意代表正值
開會期中。
六、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在校學生正值受課
期間。
七、其他因不可抗力而
不能應召。
受勤務召集備役役
男，具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得檢具證明文
件申請免除當次召集：
一、合於前項各款之一。
二、負家庭生計主要責
任，且無兄弟姊妹，
或有兄弟姊妹而已
有逾半數在營服役。
三、役男家庭經核定為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
入戶。
四、政府機關在職之薦
任八職等以上編制
內人員或公立或已
立案之私立小學以
上學校校長、院長、
系主任。
五、現任國防工業之專
門技術員工，經審查
核定。
六、已編為義勇警察、交
通義勇警察、山地義
勇警察、義消人員經
編組機關出具證明。
七、正在辦理救災或救
護傷患中之人員，經
權責機關出具證明。
申請免除召集人員
由鄉（鎮、市、區）公
所依規定逕予核處，並
將處理情形報直轄市、
縣(市)政府備查。
合於得免除本次召
集而未申請者，於應召

國外，或航行國外之
有半數以上在營服役
船員正在航行中者。
者」得列入儘後召集對
五、現任民意代表正值
象規定，業於一百零四
開會期中者。
年五月二十日修正為
六、中等以上學校在校
「兄弟姊妹中已有半
學生正值受課期間
數以上在營服役者」，
者。
爰將第二項第二款所
七、其他因不可抗力而
定「同父兄弟」修正為
不能應召者。
「兄弟姊妹」，並酌修
受勤務召集備役役
文字。
男，具有下列各款情形 二、為 照 顧 經 濟 弱 勢 族
之一者，得檢具證明文
群，替代役役男家庭依
件申請免除當次召集：
社會救助法核列為中
一、合於前項各款之一
低收入戶者，已得申請
者。
提前退役，爰於第二項
二、負家庭生計主要責
第三款增訂備役役男
任，且無同父兄弟
家庭經核列為中低收
者，或有同父兄弟而
入戶者，得申請免除當
已有逾半數應徵或
次勤務召集規定。
應召服役者。
三、第一項及第二項酌作
三、經核定為低收入戶
文字修正。
者。
四、政府機關在職之薦
任八職等以上編制
內人員或公立或已
立案之私立小學以
上學校校長、院長、
系主任。
五、現任國防工業之專
門技術員工，經審查
核定者。
六、已編為義勇警察、交
通義勇警察、山地義
勇警察、義消人員經
編組機關出具證明
者。
七、正在辦理救災或救
護傷患中之人員，經
權責機關出具證明
者。
申請免除召集人員
由鄉（鎮、市、區）公
所依規定逕予核處，並
將處理情形報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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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後，除有新發生原
因或確屬不堪行動者
外，不得要求解除召集。

縣(市)政府備查。
合於得免除本次召
集而未申請者，於應召
報到後，除有新發生原
因或確屬不堪行動者
外，不得要求解除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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