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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叮嚀

1月 替代役基礎訓練有放假嗎?

訓練課程為１4天，第2週結訓人員核予探親假2天。基礎訓練期間應休未休假日，俟撥交後補休。

替代役役男於基礎訓練成績，佔分發成績比例40%。

替代役訓練班現行規定，不同意役男攜帶電器用品入營，包括電動刮鬍刀，須使用手動式
刮鬍刀。

入營後提出效期內身障或重大傷病證明符合標準就停役了。

1.

4.

2.

3.

替代役役男入營30日內，經訓練單位洽送指定醫院檢查確定其健康狀況不符替代役體位者，
可以辦理驗退或停止訓練嗎?

役男入營接受基礎訓練期間，身體健康狀況未達替代役體位者，經訓練單位洽送指定醫院檢查確定後，應於
30日 內予以驗退。
直轄市、縣（市）政府接獲訓練單位出具之驗退證明書後，經審查無疑義者，即予以判定體位；有疑義者，
得洽送複檢醫院再行鑑定，並將判定體位結果通知替代役役男。
替代役役男驗退後體位判免役體位者，免服兵役；體位暫時難以判定者，應於6個月（或1年）後再複檢1次，
予以判定體位。

2月

替代役役男入營超過30日後，因傷病不堪服役可向服勤單位申請辦理傷病停役嗎?

依現行法令規定，役男入營前對於判定體位認為有疑義者，得依徵兵規則第14條規定，申請複檢改判體位。
至於體位判定者，徵集入營30天內，得依徵兵規則第32條第2項規定：「入營部隊對已收訓役男，經鑑定
不合常備役體位者，應於報到三十日內辦理驗退或停止訓練。」及替代役實施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第2項
規定：「一般替代役役男之徵集作業事項，準用徵兵規則之規定辦理。」申請驗退複檢。徵集入營逾30日
後，僅能依前揭規定提出傷病停役申請。爰此，入營後並無體位改判之問題。

替代役役男傷病停役之處理為何？

(一)替代役役男傷病停役作業，其申請程序依替代役實施條例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由役男檢具衛生福利部
評鑑合格醫院診斷證明書向服勤單位申請，送需用機關轉送內政部役政署協調複檢醫院複檢鑑定後，依替
代役役男
傷病停役檢定標準辦理核定停役事宜。

(二)經內政部役政署核定停役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體位判等及停役登記列管等後續事宜。
役男入營後提出效期內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證明且符合「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與體位區分標準免役體位判
等對照表」，得逕予核定停役，無須再送複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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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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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以家庭因素服替代役役男係『得』返家住宿，非『應』返家住宿。若役男下勤後逗留在外，
未盡照顧家庭之責，得改採集中住宿管理。

替代役役男服役期滿後至除役前，應納入勤務編組，平時需接受演訓召集，非常事變或
戰時需接受勤務召集。

替代役役男傷病住院期間可申請傷病住院慰問金。

替代役役男服役期間參加公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由內政部負擔。

1.

4.

2.

3.

替代役役男對於記過、罰薪或輔導教育之懲處不服或個人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等情況，如何
提出申訴?

12月

替代役役男薪資存款戶享有每月3次免收手續費優惠另外薪資存款適用優惠利率哦
（0.350 %）!

替代役役男服役地點在不同等級外島，地域加給由1,030～5,460元分為三級哦! 

替代役一般役男在不同等級國外服役，地域加給由15,050～20,300元，區分為四級哦! 

關於替代役役男因業務需要出差及夜間值勤支給出差旅費及夜點費案，業經行政院主計處函釋（行政院主計
處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台八十九處忠字第一六一三九號函）同意比照「國軍國內出差旅費實施要點」
（現更名為國軍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規定）所定之國軍義務役士官兵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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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替代役基礎訓練期間可攜帶手機，除於開放手機使用時段外，均須鎖置於個人重要物品
保管櫃。

一般替代役役男於基礎訓練期間，如因個人因素無法服役者，除未達替代役體位應予驗
退者外，並無退訓之規定。

替代役役男於基礎訓練期間，役男因傷(病)住院1日以上者得申請止伙，每止伙1日，退
伙費約為新臺幣101元。

替代役役男於基礎訓練期間接受尿液篩檢，倘屬因醫療服藥導致呈陽性反應者，須於驗尿
後10日內提供就醫相關資料以供佐證。

1.

4.

2.

3.

替代役役男入營接受基礎訓練期間，身體健康狀況未達替代役體位者，經訓練單位洽送
指定醫院檢查確定後，應於30日內予以驗退。

一般替代役及研發替代役接受基礎訓練，入營前須自備之日常生活請上網查閱受訓役男
日常生活必需品清單。

替代役役男於基礎訓練期間不得請婚假，以免影響訓練之實施及進度。

替代役役男於徵集入營前，如有親屬（含血親及姻親）死亡，徵集入營後得依所定假期
扣除自死亡事實發生之日起至入營前之日數，核給剩餘日數之喪假。

替代役訓練班現行規定，不同意役男攜帶電器用品入營，包括電動刮鬍刀，須使用手動
式刮鬍刀。

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各階段薪餉依規定也要繳稅。

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申請役期折抵的時間，因提出申請時間點不同，折抵役期階
段也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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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表現優異之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可參與績優役男評選，獲選者並予表揚；連續
獲選者，可再行提報於年度兵役節加以表揚。

1.研發或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服役期間，可依據「替代役役男出境管理辦法」相關規定，向主管機關（內政部役政署）提出申請。
2.依據替代役役男出境管理辦法第3條規定，研發或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於服役期間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得檢具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出境：
(1)機關或用人單位派遣：
A、赴國外從事與其業務相關之考察、會議、展覽、蒐集資料、學術交流等。
B、赴國外接受與其業務有關之訓練或進修。
C、代表國家出國參加各類競賽。
(2)探親：配偶或直系血親居留國外，設有戶籍或取得居留權。但限於第3階段服役期間始得提出申請。
(3)配偶或直系血親病危或死亡，須出境探病或奔喪。
(4)休假、婚假或例假期間出國旅遊。但限於第3階段服役期間始得提出申請。
(5)因特殊事由必須本人親自處理。
※ 研發或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於第1階段服役期間申請出境，以代表國家出國參加競賽或探病、奔喪為限。
3.依據替代役役男出境管理辦法第7條規定，研發或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申請出境之日數，限制如下：
(1)參加考察、會議、展覽、蒐集資料、學術交流：每次不得逾30日。
(2)參加訓練、進修：每次不得逾30日。
(3)參加各類競賽：依實際需要核給。
(4)探親：每年以1次為限，每次不得逾7日。
(5)探病：每次不得逾7日。
(6)奔喪：每次不得逾15日。
(7)出國旅遊：每年以1次為限，每次不得逾8日。但以婚假提出申請者，以1次為限。
(8)特殊事故：每次不得逾7日。
※ 研發或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經用人單位遴派赴國外接受訓練、進修、蒐集資料或學術交流活動，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受前項第1款
或第2款出境日數之限制。研發或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於服役期間累計之出境總日數，不得逾應服役期之1/2。但因特殊事由經主管機關
核准者，不在此限。
4.依據替代役役男出境管理辦法第4條規定，替代役役男於服役期間申請進入大陸地區，除下列情形外，準用
前條規定：
(1) 不得派遣一般替代役役男赴大陸地區服勤。
(2) 不得遴派研發或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赴大陸地區接受與其業務有關之訓練或進修。
※ 前項大陸地區，指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條第2款所定之大陸地區。
5.研發或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出國作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替代役役男出境管理辦法」。（※檔案下載路徑：
請點選本網站首頁左側功能選單之【法令規章】功能，於該功能內容顯示區點選「替代役役男出境管理辦法」
檔案並下載。

3月

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在服役期間也可以申請出國，申請方式及相關限制。

1.研發替代役：     
具國內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碩士以上學歷，並經徵兵檢查為常備役體位或替代役體位者，
得申請並經甄選服研發替代役。
2.產業訓儲替代役：
具國內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副學士(專科)以上學歷，並經徵兵檢查為常備役體位或替代役
體位者，得申請並經甄選服產業訓儲替代役。
※83年次(含)以後出生之替代役體位役男，不得申請服研發或產業訓儲替代役。

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在服役期間也可以申請出國，申請方式及相關限制。

經核定專長替代役者，依核定之役別、機關入營服役。
常備役(替代役)體位役男於入營後，依當梯次役別機關勤務需求所列條件，結合役男意願及民間、教育專長
辦理甄選分發，如參加役別甄選役男同一順位超額時，以抽籤決定；未獲甄選錄取者，統一參加梯次役別需
用機關需求不足數之抽籤。

你想知道一般替代役役男如何分發嗎?

1.

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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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役役男服役期間家庭遭遇災害，核發之慰勞金具急難救助及損失補償性質，不課徵
綜合所得稅。

替代役役男服役期間，須負擔家庭生計主要責任，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或其他特殊事故且經主管機關核定者，得檢具有關資料及證明
文件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提前退役：
1.役男家屬均屬60歲以上、未滿18歲、患有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且無工作收入，而役男及其家屬除賴以居住之自用住宅（含基地）
一棟外，其他不動產及動產之資產總額在房屋稅納稅起徵點現值以下。
2.役男家屬均屬65歲以上、未滿15歲、患有身心障礙、重大傷病或15歲以上未滿18歲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立案之學校證明就學中。
3.役男家屬患有中度以上身心障礙，除役男及有照顧能力之家屬1人外，無其他家屬照顧或其他家屬均屬前款情形；中度以上身心障礙家
屬超過1人時，每增加1人得增列有照顧能力之家屬1人。役男父母、子女或配偶患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礙時，不計列其他家屬之照顧能力。
4.役男育有未滿12歲之子女2名以上，或未滿12歲之子女1名且配 偶懷孕6個月以上。
5.役男家庭依社會救助法核列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6.役男父母或兄弟姊妹服兵役期間，因死亡或三等殘以上之傷殘，有撫卹事實，且役男無其他兄弟。
役男家屬經醫師診斷，罹患癌症第二期且經核定為重大傷病者，得比照認定為中度身心障礙；罹患癌症第三期以上（或晚期）且經核定
為重大傷病者，得比照認定為重度以上身心障礙。

4月

替代役役男服役期間家庭狀況如符合以家庭因素服替代役之條件者，如何辦理申請？

1.替代役役男服役期間家庭狀況符合家庭因素服替代役之條件者，得比照役男申請家庭因素服替代役之程序，
由役男或其家屬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
2.前揭申請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資格符合者，轉報內政部役政署協調需用機關調整役男勤務及服勤
地點，使其依規定得於戶籍地服役及返家住宿，以兼顧役男家庭生活。需用機關無法調整者，再由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安排至距離役男住家六十分鐘以內車程之政府機關〈單位〉服役。

替代役役男申請提前退役？

替代役役男符合下列特殊困難條件之一者，得請調回戶籍（居住）地或附近地區之服勤單位（處所）服役：
1、役男家屬患有中度以上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具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傷病證明卡），除役男及有照顧能力
之直系尊親屬1人外，無其他直系尊親屬者。
2、役男已婚並育有15歲以下子女，除役男及配偶外，無其他直系尊親屬或直系尊親屬均已年滿65歲者。
3、役男育有15歲以下子女，於服役其間，配偶亡故、失蹤、離異、身心障礙、重大傷病或服刑者。
役男符合前項各款者，得備妥相關證明文件向服勤單位提出申請，並由需用機關核定，同一原因申請請調以
1次為限。另請調單位限於同一勤務性質機關，於同一單位服役未滿1個月或距離服役期滿1個月以內者，不得
請調。

替代役役男於何種特殊困難情況下，得請調回戶籍（居住）地或附近地區之服勤單位
（處所）服役？

依據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南投分局104年12月23日中區國稅南投綜所字第1040204942號函示，上述慰勞金
徵免所得稅情形如下: 一、死亡慰勞金部分:因公死亡慰勞金，依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4款前段規定，免納
所得稅；因病或意外死亡慰勞金，依同法第4條第1項第4後段款及第14條第3項規定課徵所得稅。 
二、傷病慰勞金部分:因公傷病慰勞金，依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7款前段規定，免納所得稅；因病或意外
傷殘慰勞金，依同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薪資所得規定課稅。 三、替代役役男家庭遭遇特別災害部分:依實際
受災情形發給之慰勞金，具急難救助及損失補償性質，尚無所得發生，不課徵綜合所得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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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役役男必須遵守服勤單位規定，不得私自外出擅離宿所，備勤時間單位應實施早晚點
名。

5月

替代役役男分發服勤後，若有服勤及生活管理問題，可至役政署網站役男管理問題諮詢
反映。

替代役役男對公務有保守秘密的責任，退除役後亦同。

一般替代役役男於服役期間，僅公務派遣、奔喪、探視病危親屬、特殊事由須親自處理
（如處理產業、出國就醫)等，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申請核准出境。

替代役役男無故不就指定之替代役職役、擅離職役累計逾7日者，移送司法機關偵辦。6月

替代役役男有義務遵守主管機關、需用機關與服勤單位所定的服勤管理規定及命令，違者
受相關規定處分。

替代役役男服役期間不得從事兼職、兼差及其他營利行為。

一、本作業規定依替代役實施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一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二、替代役役男依本條例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及第六款規定 停役者（以下簡稱停役替代役役男），其免予回役之審查，依本
 作業規定辦理。
三、停役替代役役男於停役原因消滅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免予 回役：
(一)依本條例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停役。
(二)依本條例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停役，回役後應補服 現役之役期未達一百日。但擅離職役停役者，不在此限。
(三)依本條例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停役，回役後應補服現役之役 期未達一百日或因執行公務失蹤逾一年。
四、停役替代役役男合於第三點規定者，其戶籍地之鄉（鎮、市、區）
公所應造具審查核定表，送直轄市、縣（市）政府陳報主管機關 核定免予回役。
五、主管機關為審查停役替代役役男免予回役案件，得函請直轄市、
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需用機關或服勤單位協 助查訪或提供意見。
六、主管機關應將停役替代役役男免予回役案件之審查結果，通知停
役替代役役男及其戶籍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需用機關。
七、停役替代役役男停役原因消滅前，不辦理編組、召集。
八、停役替代役役男經核定免予回役者，由戶籍地鄉（鎮、市、區）
公所列為替代役備役管理、運用。
九、停役替代役役男合於兵役法第四條所定免役規定者，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依規定逕行發給免役證明書。
十、停役替代役役男合於兵役法第五條所定禁役條件者，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依規定逕行發給禁役證明書。
十一、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第九點及第十點之替代役役男分別 造具名冊，於每月底前送主管機關備查。
十二、常備兵因病停役後改判替代役體位者，其免予回役之審查，依
本作業規定辦

役男因傷病經核定停役，於停役原因消滅後，亦無需再回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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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用人單位或役男遇有特殊情形，經雙方溝通改善，仍未具成效，
得申請依役男專長轉換至其他用人單位。

7月

役男家屬經核定為生活扶助戶者，役男配偶生育，可以申請生育補助喔!

替代役役男服勤期間違反紀律、服勤怠惰、屢犯不堪教誨，累計記過三次罰薪懲處等情
形，可送輔導教育，予以教誨改正。

列級役男家屬就醫之部分負擔，可申請補助。但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不給付項目，不予
補助。

替代役役男之甄選方式可區分為專長申請、一般資格、宗教因素及家庭因素如何徵選?8月

役男服役期間，家屬如不能維持生活時，可向鄉(鎮、市、區)公所申請生活扶助及各項
慰助。

替代役役男退役返鄉及轉分發到新服勤單位可否支給旅費？

替代役役男服役地點在不同等級離島，地域加給由830～1,030元分為三級哦!   

1.用人單位應編立役男管理名冊，實施列管及異動管理。
2.用人單位應至少每半年對役男之學識、才能、品德及績效予以考核1次。
3.前2項管理及考核資料，由用人單位保存，供主管機關（內政部役政署）督導考核。
4.用人單位成為本制度之用人單位後，應遵循公告之「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管理考核暨獎懲作業實施
計畫」規定辦理。（※檔案下載路徑：請點選本網站首頁左側功能選單之【管理考核（單位/公司/役男）】
功能，於該功能內容顯示區中點選「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管理考核暨獎懲作業實施計畫」檔案並下載。）

替代役役男服勤期間違反紀律、服勤怠惰、屢犯不堪教誨，累計記過三次罰薪懲處，或擔任管理幹部利用職
權欺凌屬員情節重大，或不服從監督長官或管理幹部之指揮監督、管教致生嚴重後果者，依規定均應送輔導
教育，予以教誨改正。

1.以專長資格申請經核定服替代役者，以申請核定之役別徵服替代役。
2.一般資格申請服替代役役男，於入營後依梯次役別需求，結合役男意願及其民間、教育專長辦理甄選
分發，如參加役別甄選，同一順位役男超額時，以抽籤決定；未獲甄選錄取者，統一參加梯次役別需用
機關需求不足數之抽籤分發。
3.宗教因素申請服替代役役男，以分發社會服務類之役別為原則。
4.家庭因素申請服替代役役男，以分發戶籍地服役為原則。

依國軍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規定，調任視同出差，其旅費由新任單位報支；而義務役官兵退伍還鄉旅費准於
退伍前發給，退員戶籍地址距離單位所在地未達六十公里者，報支二００元，六十公里以上者，報支
六００元（替代役役男比照）。另有關外離島替代役役男，並由服勤單位補助搭乘飛機或輪船之單程全額
費用（戶籍設離、外島服勤本島之替代役役男比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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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有關替代役役男因業務需要出差及夜間值勤，可否支給出差旅費及夜點費？

關於替代役役男因業務需要出差及夜間值勤支給出差旅費及夜點費案，業經行政院主計處函釋（行政院主計
處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台八十九處忠字第一六一三九號函）同意比照「國軍國內出差旅費實施要點」
（現更名為國軍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規定）所定之國軍義務役士官兵有關規定辦理。

替代役役男服勤期間如面臨生活、情緒、壓力等心理困擾或藥物濫用之問題時，可撥打心
輔專線0800-491022轉358。

服勤於離外島而戶籍地設臺灣本島之替代役役男，每服勤滿3個月，得向服勤單位申請1次
往返搭乘飛機或輪船軍人優惠票價半數之補助。

替代役男於服役期間持役男身分證就醫，免付部分負擔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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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申請服役證明書，可先向用人單位提出需求，再由用人單位於
資訊管理系統登錄，並自系統送出申請即可。

10月

替代役役男服勤時間由各需用機關在其服勤管理要點中規定，但勤務需要時，服勤單位得
延長服勤時間與停止放假。

替代役役男服役地點愈高，高山加給也愈高！

役男服役期間因商工商所需要的醫療輔助費用可以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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