役男申請服替代役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役男申請服替代役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由內政部於八十九年
四月二十六日訂定發布，期間歷經五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零四
年六月九日修正發布。茲為加強政府對社會弱勢族群之照顧，就役男以
家庭因素申請服替代役之條件酌予放寬，又配合我國小家庭之社會家庭
結構，反映役男實際家庭狀況及現行實務運作，並參酌兩性平權意旨，
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計修正五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放寬役男以家庭因素申請服替代役之條件。（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二、 配合我國小家庭之社會家庭結構，反映役男實際家庭狀況，修正
役男家屬範圍。
（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三、 配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及現行實務運作，修正
免予列計役男家屬之情形，及刪除招贅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十三
條及第十四條）

1

役男申請服替代役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替代役實施 第一條 本辦法依替代役實施
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五
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五
條第六項及志願服務法第二
條第五項及志願服務法第二
十一條規定訂定之。
十一條規定訂定之。

第十一條 因家庭因素申請服 第十一條 因家庭因素申請服
替代役，指役男之家庭狀況
替代役，指役男之家庭狀況
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
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役男家屬均屬六十歲以
一、役男家屬均屬六十歲以
上、未滿十八歲。
上、未滿十八歲、患有
二、役男育有子女或配偶懷
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
孕。
二、役男育有子女或配偶懷
三、役男家屬患有身心障礙
孕六個月以上。
或重大傷病。
三、役男家屬患有中度以上
四、役男父母、配偶或兄弟
身心障礙。
姊妹服兵役期間，因死
四、役男父、母或配偶患有
亡或傷殘，有撫卹事實
重大傷病，或家屬二人
。
以上患有輕度身心障礙
五、符合服兵役役男家屬生
或重大傷病。
活扶助實施辦法所定之
五、役男父母、配偶或兄弟
生活扶助等級。
姊妹服兵役期間，因死
前項役男家屬年齡之計
亡或傷殘，有撫卹事實
算，以役男申請服替代役之
。
日為計算基準。
前項役男家屬年齡之計
第一項所定身心障礙或
算，以役男申請服替代役之
重大傷病，指符合中央衛生
日為計算基準。
主管機關所定之身心障礙等
第一項所定身心障礙或
級規定或其公告之全民健康
重大傷病，指符合中央衛生
保險重大傷病範圍之疾病，
主管機關所定之身心障礙等
並持有證明文件者；所定死
級規定或其公告之全民健康
亡或傷殘，指依軍人撫卹條
保險重大傷病範圍之疾病，
例、替代役實施條例、替代
並持有證明文件者；所定死
役役男撫卹實施辦法、軍人
亡或傷殘，指依軍人撫卹條
殘等檢定標準或替代役役男
例、替代役實施條例、替代
傷殘等級檢定區分標準核定
役役男撫卹實施辦法、軍人
者。
殘等檢定標準或替代役役男
傷殘等級檢定區分標準核定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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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按替代役實施條例於一百零七
年四月二十五日奉總統華總一
義字第一○七○○○四二九六
一號令公布修正第五條，增列
第二項規定，本辦法法源依據
業由上開條文第五項遞移為第
六項，爰配合修正。
一、 照顧社會弱勢族群係替代
役制度成立背景之一，目
前一般替代役役男得依
「一般替代役役男優先分
發及特殊困難請調原則」
之「役男家屬患有身心障
礙」、「役男配偶懷孕」及
「役男家況經役政機關核
列為生活扶助戶」等條件
申請返回戶籍地附近服
勤。現因兵役政策調整，
八十三年次以後出生役男
除以宗教、家庭因素申請
服替代役外，其餘應回歸
接受四個月軍事訓練，因
此，是類役男一旦接受常
備役軍事訓練，即無法申
請返回戶籍地附近服勤。
考量是類役男家屬仍為弱
勢或需照顧對象，爰將上
開條件調整為役男申請服
家庭因素替代役之條件，
以持續照顧社會弱勢族
群。
二、 配合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三
款及第四款規定條件放
寬，爰第一項第一款有關
「患有身心障礙或重大傷
病」等文字併予刪除。
三、 為建立友善的兵役制度及
配合我國小家庭之社會結
構，考量役男配偶懷孕至
分娩期間須周密照顧，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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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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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男配偶懷孕即納入家庭
因素服替代役之申請條
件，讓役男得每天返家陪
伴照顧，爰修正第一項第
二款。
四、 按役男家屬患有身心障礙
或重大傷病，日常生活確
有需要較多之人力照顧，
爰放寬現行條文第一項第
三款及第四款規定，於役
男家屬患有身心障礙或重
大傷病時，均得申請服家
庭因素替代役，並合列於
第一項第三款。
五、 依服兵役役男家屬生活扶
助實施辦法第八條規定略
以，役男家庭收入區分為
甲、乙、丙三級，並依其
核列等級，發給役男一次
安家費及三節生活扶助
金，為照顧弱勢家庭，是
類役男家庭收入符合前揭
其中之一等級者，列為得
申請家庭因素替代役之條
件，爰增訂第一項第五
款。另有關役男家庭狀況
是否符合生活扶助等級之
審查要件及作業程序，應
依服兵役役男家屬生活扶
助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
理，以符實際。
六、 依上述說明四，現行條文
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情形已
無規範之必要，爰予刪
除，後續款次配合遞移。
七、 按口腔、乳房、子宮頸惡
性腫瘤第一期及甲狀腺或
其他惡性腫瘤，需積極或
長期治療之癌症，均已列
為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
項目，並經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保險署得予核發重
大傷病證明，為配合放寬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役男

第十二條 前條所稱家屬，指 第十二條 前條所稱家屬，指
役男之下列家庭成員：
下列役男親屬：
一、父母、子女及配偶。
一、父母、子女及配偶。
二、兄弟姊妹及其配偶。
二、兄弟姊妹。
三、自役男提出申請前二年
三、自役男提出申請前二年
起迄申請時，設於同一
起迄申請時，設於同一
戶籍或同址分戶且同居
戶籍或同址分戶且同居
共營生活之其他三親等
共營生活之其他三親等
內之血親、姻親及民法
內之血親或姻親。
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第
歸化我國國籍、歸國僑
三項之家屬。
民及大陸地區、香港、澳門
歸化我國國籍、歸國僑
來臺役男之家屬，以在臺灣
民及大陸地區、香港、澳門
地區設籍者為準。
來臺役男之家屬，以在臺灣
地區設籍者為準。

第十三條 役男之家屬有下列 第十三條 役男之家屬有下列
情形者，免予列計：
情形者，免予列計：
一、因案羈押、判處徒刑在
一、因案羈押、判處徒刑在
執行中，或正接受感化
執行中，或正接受感化
教育。
教育。
二、失蹤經警政機關受理有
二、失蹤經警政機關受理有
案逾六個月或遭遇特別
案逾六個月或遭遇特別
災難失蹤經證明。
災難失蹤經證明者。
三、兄弟入贅或姊妹出嫁而
三、育有子女且未同居共營
未同居共營生活。
生活之兄弟姊妹及其配
四、已被社會福利機構公費
偶。
收容養護，或有其他扶
四、自役男提出申請前二年
養義務人。
起迄申請時，未設於同
五、正在政府立案之學校修
一戶籍或同址分戶且未
習碩士以下學位者，其
同居共營生活之兄弟姊
就讀最高年齡，碩士學
妹之配偶。
位未滿三十歲，學士或
五、已被社會福利機構公費
副學士學位未滿二十八
收容安養或有其他較役
歲，高中（職）未滿二
十四歲。
男先順位之扶養義務
六、服兵役現役。但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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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患有身心障礙或重大
傷病症者，已得申請服家
庭因素替代役，現行條文
第四項規定已無規範之必
要，爰予刪除。
一、 第 一 項 序 文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二、 第一項配合我國小家庭之
社會家庭結構，並考量役
男為十九歲至三十六歲間
之男子，修正役男家屬範
圍，以役男之父母及子
女、配偶、兄弟姊妹及其
配偶為家屬基本範圍。其
他同居共營生活之三親等
內之血親、姻親及民法第
一千一百二十三條第三項
之家屬加列設籍或同居共
營生活之條件，以利審
核，以回應臺灣社會既存
之多元家庭型態，及更能
符合役男實際家庭狀況。
三、第二項未修正。
ㄧ、第一項第二款酌作文字修
正。
二、按本辦法家屬修正後之定
義係以役男之父母、子
女、配偶、兄弟姊妹及其
配偶、於一定時間內設於
同一戶籍或同址分戶且同
居共營生活之其他三親等
內之血親、姻親及民法第
一千一百二十三條第三項
之家屬為準。役男之父
母、子女、配偶及兄弟姊
妹等親近親屬，不以同居
共營生活為列計家屬之要
件。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三
款，以兄弟入贅或姊妹出
嫁，而未同居共營生活
者，即應以入贅或出嫁之
家庭為主，應脫離原生家
庭，而免予列計家屬。考
量兄弟入贅或姊妹出嫁後

人。
六、父母離婚或生父認領，
未同居共營生活、無扶
養事實，且未行使、負
擔其對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之父或母。
七、父母離婚或生父認領，
未同居共營生活，且未
由與役男同居共營生活
之父或母扶養及行使、
負擔對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之兄弟姊妹。
八、正在政府立案之學校修
習碩士以下學位者，其
就讀最高年齡，碩士學
位未滿三十歲，學士或
副學士學位未滿二十八
歲，高中（職）未滿二
十四歲。
九、服兵役現役。但以家庭
因素服替代役者，不在
此限。
前項各款情形，於徵集
前原因消滅者，應恢復列計
家屬。

因素服替代役者，不在
此限。
前項各款情形，於徵集
前原因消滅者，應恢復列計
家屬。

第十四條 役男或其家屬有收 第十四條 役男或其家屬有收
養、離婚、終止收養或年齡
養、招贅、離婚、終止收養
變更等情事，以該役男十八
或年齡變更等情事，以該役
歲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或
男十八歲之年十二月三十一
提出申請服替代役二年前，
日前或提出申請服替代役二
已辦竣戶籍登記者為限。但
年前，已辦竣戶籍登記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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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必然與原生家庭中斷
之關係，及未同居共營生
活之兄弟姊妹及其配偶育
有子女者，另有照顧子女
之需，為減輕渠等家庭照
顧之責，免予列計役男家
屬，而未育有子女者則仍
列計役男家屬，爰修正之。
三、配合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
款及第三款規定，實際未
同居共營生活之役男兄弟
姊妹之配偶，免予列計家
屬，爰增訂第一項第四款。
四、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十四條
規定，下列親屬，互負扶
養之義務：一、直系血親
相互間。二、夫妻之一方
與他方之父母同居者，其
相互間。三、兄弟姊妹相
互間。四、家長家屬相互
間。另依民法第一千一百
十五條第一項序文規定略
以，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
時，應依法定順序定其履
行義務之人。有關現行條
文第一項第四款後段規
定，役男之家屬有其他扶
養義務人，免予列計家
屬，並未考量其他扶養義
務人履行義務之優先順
位，爰予修正，並順移為
第一項第五款。
五、為更能顯現役男實際家庭
狀況，爰增訂第一項第六
款及第七款有關免予列計
家屬之規定情形，其餘款
次配合遞移。
六、第二項未修正。
參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第五條 a 款規定兩性平權
意旨，刪除現行條文「招贅」
等字。

役男本人被收養者，以役男
十五歲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前，已辦竣戶籍登記為限。

限。但役男本人被收養者，
以役男十五歲之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前，已辦竣戶籍登記
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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