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兵規則部分條文及第二十九條附件修正總說明
徵兵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自四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訂定發布以
來，歷經二十一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零一年十月三十一日。茲
為因應兵役制度轉型，八十三年次以後役男須接受四個月以內軍事訓練，
大專校院在學學生得依其志願，申請連續二年暑假分階段接受常備兵役
軍事訓練。惟囿於大學一年級及五專三年級得以申請，申請對象過窄，
宜適度放寬就讀專科以上學校男子，均得申請分階段接受軍事訓練；另
為利役男生涯規劃，放寬役男得以在政府機關受訓或升學等原因，申辦
延期徵集入營，爰修正本規則部分條文及第二十九條附件，其要點如下：
一、 修正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或重大傷病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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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判定免役體位案件，
應送役男體位審查會審議。（修正條文第十三條、第十四條及第三
十三條）
二、 役男接獲徵集令後，以身高體重因素申請改判體位者，須檢具達改
判體位標準之診斷證明書，並以公費複檢方式申請複檢。（修正條
文第十四條）
三、 放寬就讀專科以上學校各學程男子，均得申請分階段接受訓練，申
請人數逾訓練員額時抽籤決定之。（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
四、 增列及修正役男申請延期徵集入營原因，以維護役男權益。（修正
條文第二十九條附件）

徵兵規則部分條文及第二十九條附件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如下： 第二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如下： 因應政府組織改造，衛生
一、年次：以每年一月一日
一、年次：以每年一月一日 福 利 部 於 一 百 零 二 年 七
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起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月二十三日成立，爰配合
止，為一個年次。
止，為一個年次。
修正機關名稱。
二、檢查醫院：指經內政部
二、檢查醫院：指經內政部
會商衛生福利部指定，
會商行政院衛生署指
得受直轄市、縣（市）
定，得受直轄市、縣（市）
政府委託辦理徵兵檢查
政府委託辦理徵兵檢查
之醫院。
之醫院。
三、複檢醫院：指經內政部
三、複檢醫院：指經內政部
會商衛生福利部指定，
會商行政院衛生署指
辦理複檢之醫院。
定，辦理複檢之醫院。
第 十 三 條 役 男 經 徵 兵 檢 查 第 十 三 條 役 男 經 徵 兵 檢 查 一、按免役體位案件依第
後，由徵兵檢查會判定體位。 後，由徵兵檢查會判定體位。
三十六條規定，應送
役男須施以精密專門檢
役男須施以精密專門檢
役男體位審查會審
查時，由徵兵檢查會送指定醫
查時，由徵兵檢查會送指定醫
議。原「身高、體重
院檢查後，依檢查結果判定體
院檢查後，依檢查結果判定體
或體格指標過高或
位，並通知役男。
位，並通知役男。
過低」及「領有身心
徵兵檢查會依前二項規
徵兵檢查會依前二項規
障礙手冊、證明或重
定判定免役體位案件前，除身
定判定免役體位案件前，除符
大傷病證明符合身
高、體重或體格指標過高或過
合下列情形者外，應送役男體
心障礙或重大傷病
低符合免役體位外，應送役男
位審查會審議：
與體位區分標準免
體位審查會審議。
一、 身高、體重或體格指標過
役體位判等對照表」
徵兵檢查會應依體檢結
高或過低。
者，因案件單純，故
果及體位判等狀況，分別製成 二、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免送役男體位審查
役男身高、體重、疾病及徵兵
或重大傷病證明符合身
會審議；惟身心障礙
檢查人數統計表，送直轄市、
心障礙或重大傷病與體
鑑定表於一百零一
縣（市）政府彙報內政部。
位區分標準免役體位判
年七月修正，目前處
等對照表規定。
於新舊制證明及手
徵兵檢查會應依體檢結
冊換發期間，部分手
果及體檢狀況，分別製成役
冊及證明無鑑定向
男身高、體重、疾病及徵兵
度，且自一百零五年
檢查人數統計表，送直轄
起重大傷病疾病分
市、縣（市）政府彙報內政
類編碼變更，使持上
部。
揭手冊、證明者逕判
作業複雜化，不易對
照逕判，爰刪除第三
項第二款規定，並酌
作文字修正。
二、第四項配合體位判等
狀況酌作文字修正。

第 十 四 條 役 男 經 徵 兵 檢 查 第 十 四 條 役 男 經 徵 兵 檢 查 一、第二項增列「除病況
後，於徵集入營前，對判定之 後，於徵集入營前，對判定之
有顯著變化，經檢具
體位認有疑義，或有新發生之 體位認有疑義，或有新發生之
醫療機構出具達改
傷病者，應檢具醫療機構出具 傷病者，應檢具醫療機構出具
判體位標準之診斷
達改判體位標準之診斷證明 達改判體位標準之診斷證明
證明書外」，即役男
書，依下列方式之一，向戶籍 書，依下列方式之一，向戶籍
複檢判定結果與原
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 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
判定體位相同者，倘
複檢，由公所轉報直轄市、縣 複檢，由公所轉報直轄市、縣
入營前病況有顯著
（市）政府審核；不准予複檢 （市）政府審核；不准予複檢
變化者，直轄市、縣
者，應敘明理由並通知役男： 者，應敘明理由並通知役男：
(市)政府得再以同
一、公費複檢：填具申請書，
一、公費複檢：填具申請書，
一原因受理複檢，以
經審核准予複檢者，即
經審核准予複檢者，即
維護役男權益。
洽送指定之複檢醫院複
洽送指定之複檢醫院複 二、第三項明定役男接獲
檢，並由徵兵檢查會依
檢，並由徵兵檢查會依
徵集令後，如因身高
複檢結果判定體位。
複檢結果判定體位。
體重因素達改判體
二、自費複檢：填具申請書，
二、自費複檢：填具申請書，
位標準亦須檢具診
經審核准予複檢者，由
經審核准予複檢者，由
斷證明書，俾與第一
役男至選定之複檢醫院
役男至選定之複檢醫院
項規範一致。另因身
複檢；並由複檢醫院將
複檢；並由複檢醫院將
高體重因素達改判
兵役用診斷證明書逕送
兵役用診斷證明書逕送
體位標準之認定較
直轄市、縣（市）徵兵
直轄市、縣（市）徵兵
為容易，為避免役男
檢查會，依複檢結果判
檢查會，依複檢結果判
以自費複檢方式延
定體位。
定體位。
宕徵集，明定以公費
依前項規定判定結果與
依前項規定判定結果與
方式施以複檢，以資
原判定體位相同者，除病況有
原判定體位相同者，不得再以
明確。
顯著變化，經檢具醫療機構出
同一原因申請複檢。
三、明定曾就讀醫學系所
具達改判體位標準之診斷證
役男於接獲徵集令後，因
之役男，不得於其就
明書外，不得再以同一原因申
身高體重因素達改判體位標
讀之醫學院附設醫
請複檢。
準者，得向戶籍地鄉（鎮、市、
院辦理複檢，爰第四
役男於接獲徵集令後，因
區）公所申請，並由直轄市、
項刪除「畢業」文
身高體重因素達改判體位標
縣（市）徵兵檢查會或檢查醫
字，並增列「任職」
準者，應檢具醫療機構出具之
院辦理複檢。
二字，以維護兵役公
診斷證明書向戶籍地鄉（鎮、
就讀醫學系所（含醫學
平。
市、區）公所申請，並由直轄
系、中醫學系、牙醫學系）畢 四、第五項修正理由，同
市、縣（市）徵兵檢查會或檢
業役男，依第一項規定申請公
第十三條說明一。
查醫院辦理公費複檢。
（自）費複檢者，不得於其所
就讀醫學系所（含醫學
就讀學校附設之醫院或見
系、中醫學系、牙醫學系）役
習、實習醫院辦理。
男，依第一項規定申請公（自）
徵兵檢查會依第一項規
費複檢者，不得於其所就讀學
定改判免役體位案件前，除符
校附設之醫院或見習、實習、 合下列情形者外，應送役男體
任職醫院辦理。
位審查會審議：
徵兵檢查會依第一項規
一、身高、體重或體格指標
定改判免役體位案件前，除身
過高或過低。

高、體重或體格指標過高或過
低符合免役體位外，應送役男
體位審查會審議。

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或重大傷病證明符合身
心障礙或重大傷病與體
位區分標準免役體位判
等對照表規定。
第十七條 應受徵兵檢查之役 第十 七條 應受徵兵 檢查之役 配 合 身 心 障 礙 認 定 新
男，因身心障礙或痼疾不能到 男，因身心障礙或痼疾不能到 制，第二項「身心障礙手
場受檢者，得由徵兵檢查會派 場受檢者，得由徵兵檢查會派 冊、證明」修正為「身心
醫事人員至其住所檢查，判定 醫事人員至其住所檢查，判定 障礙證明(手冊)」。
體位。
體位。
直轄市、縣（市）政府於
直轄市、縣（市）政府於
辦理徵兵檢查前，應向社政單 辦理徵兵檢查前，應向社政單
位比對役男身心障礙資料，或 位比對役男身心障礙資料，或
由役男檢具身心障礙證明(手 由役男檢具身心障礙手冊、證
冊)或重大傷病證明，符合身 明或重大傷病證明，符合身心
心障礙或重大傷病與體位區 障礙或重大傷病與體位區分
分標準免役體位判等對照表 標準免役體位判等對照表規
規定者，由徵兵檢查會判定其 定者，由徵兵檢查會判定其體
體位；有疑義者，送請指定之 位；有疑義者，送請指定之檢
檢查醫院或複檢醫院辦理檢 查醫院或複檢醫院辦理檢查。
查。
前項身心障礙或重大傷
前項身心障礙或重大傷 病與體位區分標準免役體位
病與體位區分標準免役體位 判等對照表，由國防部會同內
判等對照表，由國防部會同內 政部定之。
政部定之。
第二十六條 常備兵役軍事訓 第二十六條 常備兵役軍事訓 一、國防部於一百零六年
練區分為入伍訓練及專長訓 練區分為第一階段入伍訓練
起調整常備兵役軍
練。
及第二階段專長訓練。
事訓練之入伍訓
就讀專科以上學校男
役男應連續接受二階段
練、專長訓練週期，
子，得依其志願，於每年十一
常備兵役軍事訓練。但就讀大
由原入伍訓練、專長
月十五日以前向戶籍地鄉
專校院在學學生，得依其志
訓練各八週，分別調
（鎮、市、區）公所申請連續
願，於就讀大學第一學年或五
整為五週、十一週，
二年暑假，分階段接受常備兵
專第三學年當年十一月十五
為配合第二項所定
役軍事訓練；申請人數逾訓練
日前向戶籍地鄉（鎮、市、區）
連續二年分階段接
員額時，以抽籤決定之。
公所申請於大學第一學年、第
受軍事訓練，不再強
申請分階段接受常備兵
二學年或五專第三學年、第四
調各階段所接受訓
役軍事訓練之專科以上學校
學年暑假，接受二階段常備兵
練種類之意旨，爰配
男子，因故未能於入伍訓練或
役軍事訓練；內政部應於十一
合刪除第一項「第一
專長訓練指定期間入營者，應
月三十日前將人數彙送國防
階段」及「第二階段」
俟緩徵原因消滅後，再行徵集
部。
文字。
入營接受未完成之常備兵役
申請接受二階段常備兵 二、現行申請分階段接受
軍事訓練。
役軍事訓練之大專校院在學
常備兵役軍事訓練
曾受軍官、士官教育遭退
役男，因故未能於入伍訓練或
僅限大學一年級及
學、休學、開除學籍、志願士
專長訓練指定期間入營者，應
五專三年級得以申

兵基礎訓練退訓，屬停止徵集
年次後經徵兵檢查判定常備
役體位者，由國防部、各司令
部或各軍事學校通知戶籍地
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法辦
理徵兵處理；其已完成入伍訓
練者，徵集接受專長訓練。

俟緩徵原因消滅後，再行徵集
請，申請對象過窄，
入營接受未完成之常備兵役
宜適度放寬，爰第二
軍事訓練。
項修正為就讀專科
曾受軍官、士官教育遭退
以上學校各學程男
學、休學、開除學籍、志願士
子均得申請分階段
兵基礎訓練退訓，屬停止徵集
接受訓練，惟申請超
年次後經徵兵檢查判定常備
過時，依國防部規劃
役體位者，由國防部、各司令
之訓練員額，採抽籤
部或各軍事學校通知戶籍地
方式為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法辦 三、第二項及第三項有關
理徵兵處理；其已完成入伍訓
大專校院在學學生
練者，徵集接受專長訓練。
或在學役男等詞，參
照兵役法第三十五
條規定「男子志願於
專科以上學校」用
語，修正為「專科以
上學校男子」，俾符
合男子於十八歲之
年亦得提前辦理徵
兵之規定。
第二十八條 徵集令及預備員 第二十八條 徵集令及預備員 現 行 第 二 年 役 男 專 長 訓
之通知，由鄉（鎮、市、區） 之通知，由鄉（鎮、市、區） 練報到地點為北、中、南
公所於入營十日前送達役男。 公所於入營十日前送達役男。 定點集合後，再由各部隊
前項預備員應按徵集員
前項預備員應按徵集員 派員接送役男入營，因一
額百分之五至十預為通知，
額百分之五至十預為通知， 百零六年起入伍訓練、專
於應徵役男缺員時遞徵入
於應徵役男缺員時遞徵入 長 訓 練 週 期 調 整 為 五
營，其徵集令得隨時送達。
營，其徵集令得隨時送達。 週、十一週，役男自第六
申請分階段接受常備兵
申請接受二階段常備兵 週 起 已 分 發 各 專 長 訓 練
役軍事訓練之專科以上學校
役軍事訓練之大專校院在學 單位，故第二年役男入營
男子，由徵兵機關於徵集令分
役男，由徵兵機關於徵集令 地 點 修 正 為 自 行 向 原 單
別載明入伍訓練及專長訓練
分別載明入伍訓練（第一階 位報到。其餘文字修正理
之指定入營時間及報到地
段）及專長訓練（第二階段）由 ， 同 第 二 十 六 條 說 明
點；入伍訓練由徵兵機關辦理
之 指 定 入 營 時 間 及 報 到 地 一、三。
輸送入營，專長訓練由役男依
點；入伍訓練由徵兵機關辦
原徵集令指定時間自行向原
理輸送入營，專長訓練由役
單位報到入營。
男依原徵集令指定時間、地
點自行報到入營。
第三十三條 依前條規定驗退 第三十三條 依前條規定驗退 一、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
或停止訓練者，入營部隊應於 者，入營部隊應出具驗退證明
定「入營部隊對已收
役男離營時出具驗退或停止 書，於驗退離營時發給驗退役
訓役男，經鑑定不合
訓練證明書，並通知直轄市、 男，並通知直轄市、縣（市）
常備役體位者，應於
縣（市）政府轉送徵兵檢查會 政府轉送徵兵檢查會依驗退
報到三十日內辦理
依驗退或停止訓練證明書判 證明書判定體位；有疑義者，
驗退或停止訓練」，
定體位；有疑義者，送複檢醫 送複檢醫院辦理複檢，並依複
本條配合增列「停止

院辦理複檢，並依複檢結果判
定體位後通知役男。
前項驗退或停止訓練處
理及洽送複檢判定免役體位
案件，徵兵檢查會於判定體
位前，應送役男體位審查會
審議，判定體位結果仍為原
體位者，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即補徵該役男入營，
並在交接名冊註明；各入營
部隊對該役男不得再以同一
原因驗退或停止訓練。

檢結果判定體位後通知役男。
訓練」文字，以符實
前項驗退處理及洽送複
需。
檢判定免役體位案件，除領有 二、第二項修正理由，同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或重大傷
第十三條說明一。
病證明符合身心障礙或重大
傷病與體位區分標準免役體
位判等對照表規定者外，徵兵
檢查會於判定體位前，應送役
男體位審查會審議，判定體位
結果仍為原體位者，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即補徵驗退役
男入營，並在交接名冊註明；
各入營部隊對該驗退役男，不
得再以同一原因驗退。
第三十五條 內政部、國防部及 第三十五條 內政部、國防部及 一、修正機關名稱，理由
衛生福利部每年應於適當之 行政院衛生署每年應於適當
同第二條。
時間，聯合訪視直轄市、縣 之時間，聯合訪視直轄市、縣 二、「特約」醫院修正為
（市）政府兵役業務專責機 （市）政府兵役業務專責機
「受託」醫院，以符
關、單位與訓練基地及受託醫 關、單位與訓練基地及特約醫
現況。
院有關徵兵處理業務。
院有關徵兵處理業務。
第三十六條 內政部、國防部應 第三十六條 內政部、國防部應 修正機關名稱，理由同第
協調衛生福利部及醫療相關 協調行政院衛生署及醫療相 二條。
機關（構）共同組成役男體位 關機關（構）共同組成役男體
審查會，辦理役男判定免役體 位審查會，辦理役男判定免役
位與體位判等疑義案件之審 體位與體位判等疑義案件之
議及替代役役男傷殘等級檢 審議及替代役役男傷殘等級
定案件之備查。
檢定案件之備查。
前項役男體位審查會設
前項役男體位審查會設
置要點，由內政部會商國防部 置要點，由內政部會商國防部
定之。
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