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年應屆畢業役男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入營時程說明 
 

為利役男生涯規劃，內政部針對應服常備兵役軍事訓練之應屆畢業役

男規劃三個入營時程方案，請役男按個人需求，於申請期限內至內政

部役政署網站首頁主題單元「役男入營時程線上申請」專區進行申請： 

一、6 月可畢業優先入營：申請期限自 108 年 5 月 16 日上午 10 時起

至 108 年 6 月 17 日下午 5 時止（入營日期預計 108 年 7 月至 108

年 10 月），役男須於 108 年 7 月 5 日前向公所繳交畢業或休、退

學等不在學文件，始符合申請要件。 

二、延緩入營：申請期限自 108 年 7 月 1 日上午 10 時起至 108 年 9

月 30 日下午 5 時止（入營日期空軍及海軍預計 109 年 1 月以後、

陸軍預計 109 年 3 月以後）。 

三、未提出前二項申請者，於「6 月可畢業優先入營」役男徵集完畢

後，接續徵集（入營日期預計 108 年 10 月至 109 年 2 月）。 

四、如有任何問題，請逕洽戶籍地區公所役政單位或本處役政科

（07-3368333 轉 3582，黃小姐）詢問。 

83 年次以後常備役體位役男 

優先入營＆延緩入營申請 



優先入營 

一、 申請對象                   

原核定高中職以上學程，於 108 年 6 月 30 日前在學緩徵消滅，確認已可畢業且無

繼續升學意願役男。 

二、 申請期間 

自 108 年 5 月 16 日上午 10 時起至 6 月 17 日下午 5 時止，於期限內登入內政部

役政署首頁主題單元「役男入營時程線上申請」/「6 月可畢業優先入營申請作業」

申請。 

三、 確認是否畢業 

於 108 年 7 月 5 日前向戶籍地區公所兵役單位繳交畢業或休、退學等不在學文件

（各區公所聯絡方式如後附），始符合申請要件，依出生年次及抽籤日期與籤號順

序，排定專列梯次優先入營；未繳交或未確認不在學者，視為申請未完成，俟本方

案役男徵集完畢後，按待徵役男出生年次及抽籤日期與籤號順序徵集。 

四、 入營日期 

依申請且符合優先入營資格優先入營役男之出生年次及所抽籤軍種兵科籤號先後

順序安排入營服役，入營時程預計 108 年 7 月至 10 月。 

五、 注意事項 

（一） 役男申請後欲放棄者，請向公所兵役單位填寫放棄書辦理，經受理放棄書

後，當年度不得再提出申請優先入營。 

（二） 役男接獲徵集令後，至入營前，若符合延期徵集或緩徵規定者，應依規定

申請核辦。 

 

 

 

**優先入營線上申請系統** 

https://www.ris.gov.tw/military-priorityEnlist/app/early/agree


延緩入營 

一、 申請對象 

83 年次以後常備役體位應屆畢業應受軍事訓練役男，因個人生涯規劃等因素（含

確定延畢 1 學期以上、繼續升學）希望延緩入營者。 

二、申請期間 

自 108 年 7 月 1 日上午 10 時起至 9 月 30 日下午 5 時止，於期限內登入內政部

役政署首頁主題單元「役男入營時程線上申請」/「延緩入營申請作業」進行申請。 

三、入營日期 

各軍種入營時程僅供參考，確切入營月份會因役男申請人數多寡、各軍種訓練流路

及待徵人數不同而機動修正。各軍種預判入營日期如下： 

（一）陸軍常備兵役軍事訓練預定於 109 年 3 月以後，陸續依出生年次及抽籤日

期與號次徵集之，確切入營日期依徵集令所載為準。 

（二）空軍、海軍艦艇兵及海軍陸戰隊常備兵役軍事訓練預定於 109 年 1 月以後，

陸續依出生年次及抽籤日期與號次徵集之，確切入營日期依徵集令所載為準。 

四、注意事項 

（一）役男申請延緩入營後欲放棄者，請於申請期間內向公所役政單位填寫放棄書

辦理。逾申請期間不得放棄延緩入營，役男申請前務必審慎考量。 

其梯次入營以役男之出生年次先後及抽籤日期與號次依序徵集入營。 

（二）役男接獲徵集令後，至入營前，若符合延期徵集或緩徵規定者，應依規定申

請核辦。 

（三）以延畢（1 學期以上）或繼續升學為由申請延緩入營者，仍應於開學後由就 
讀學校依規定期限函報緩徵資料（延長修業年限學生名冊、申請緩徵學生名冊），

送戶籍地直轄巿、縣（巿）政府核定，完成在學緩徵程序，以避免於在學期間接獲

徵集令。 

 

**延緩入營線上申請系統** 

https://www.ris.gov.tw/military-delayEnlist/app/delay/notice


**各區公所聯絡方式** 

單  位 電  話 傳  真 Email 地    址 

鹽埕區公所役政災防課 07-5210531 07-5217514 m0711@kcg.gov.tw  （80341）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 6號 8樓 

鼓山區公所役政災防課 07-5311191#62 07-5210243 sh002050@kcg.gov.tw  （80445）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 166號 2 樓 

左營區公所役政災防課 07-5831111 分機 47 07-5854947 k738116@kcg.gov.tw  （81346）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 479號 4 樓 

楠梓區公所役政災防課 07-3517121 分機 261 07-3521056 msosd@kcg.gov.tw  （81166）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 264號 2 樓 

三民區公所役政災防課 07-3228160 分機 143 07-3164727 wu537@kcg.gov.tw  （80742）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 215號 4 樓 

新興區公所役政災防課 07-2386113 分機 165 07-2386430 sunnyc64@kcg.gov.tw  （80052）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34號 4樓 

前金區公所役政災防課 07-2410083 07-2412709 kousuke@kcg.gov.tw  （80144）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 169號 3 樓 

苓雅區公所役政災防課 07-3322351 分機 2520 07-3355161 student@kcg.gov.tw  （80251）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 85號 4樓 

前鎮區公所役政災防課 07-8215176 分機 193 07-8157397 hsingmei@kcg.gov.tw  （80673）高雄市前鎮區康定路 151 號 1樓 

旗津區公所役政災防課 07-5712770 分機 223 07-5710191 b7264762@kcg.gov.tw  （80544）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 2 號 2樓 

小港區公所役政災防課 07-8152144 07-8152485 cashier@kcg.gov.tw  （81244）高雄市小港區小港路 158 號 

鳳山區公所役政災防課 07-7422111 分機 318 07-7419354 p1r2o3@gmail.com  （83062）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 30號 

林園區公所役政災防課 07-6412511 分機 702 07-6452742 ijun0731@kcg.gov.tw  （83249）高雄市林園區王公路 1號 3樓 

鳥松區公所役政災防課 07-7312945 07-7322238 e7351682@kcg.gov.tw  （83341）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 98號 

大寮區公所民政課 07-7813041 分機 151 07-7861452 tyro720@kcg.gov.tw  （83155）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 492號 

大樹區公所民政課 07-6512003 分機 168 07-6529743 t197197@kcg.gov.tw  （84050）高雄市大樹區龍目路 158 號 

仁武區公所民政課 07-3717159 07-3727911 luffy@kcg.gov.tw （81451）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 80號 

大社區公所民政課 07-3537003 07-3522316 yul8855@kcg.gov.tw  （81547）高雄市大社區自強街 1號 

岡山區公所民政課 07-6214193 分機 231 07-6221753 cindy715@kcg.gov.tw  （82049）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 343 號 

橋頭區公所民政課 07-6110246 分機 112 07-6115949 datichen@kcg.gov.tw （82543）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 1號 

燕巢區公所民政課 07-6161411 分機 135 07-6163561 a400827@kcg.gov.tw  （82446）高雄市燕巢區中安路 1號 

田寮區公所民政課 07-6361475 分機 24 07-6361738 s540422@kcg.gov.tw （82344）高雄市田寮區崗安路 71號 

阿蓮區公所民政課 07-6311177 分機 18 07-6312021 alian@kcg.gov.tw （82241）高雄市阿蓮區民生路 94號 

路竹區公所民政課 07-6979219 07-6960819 mle24001@kcg.gov.tw  （82101）高雄市路竹區國昌路 76號 

湖內區公所民政課 07-6991221 分機 254 07-6995601 h6991221@kcg.gov.tw  （82946）高雄市湖內區中正路二段 77 號 

茄萣區公所民政課 07-6900001#124 07-6905393 ann0572@kcg.gov.tw  （85241）高雄市茄萣區濱海路四段 27 號 

彌陀區公所民政課 07-6102443 07-6192146 amy4897@kcg.gov.tw  （82743）高雄市彌陀區中華路 4號 

永安區公所民政課 07-6912716 分機 159 07-6910418 kslin108@kcg.gov.tw  （82842）高雄市永安區永安路 32號 

梓官區公所民政課 07-6174111 分機 212 07-6170414 amy3472q@kcg.gov.tw  （82641）高雄市梓官區梓官路 258 號 

旗山區公所民政課 07-6616100 分機 224 07-6621954 funmaung@kcg.gov.tw  （84241）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 499號 

美濃區公所民政課 07-6814311 分機 68 07-6818405 m9454007@kcg.gov.tw  （84341）高雄市美濃區成功路 260 號 

六龜區公所民政課 07-6892100 分機 30 07-6891453 yen888@kcg.gov.tw  （84441）高雄市六龜區民治路 18號 

杉林區公所民政課 07-6771340 分機 219 07-6772874 slrtg66@kcg.gov.tw  （84654）高雄市杉林區山仙路 6號 

甲仙區公所民政課 07-6751002 分機 14 07-6753101 hfyang@kcg.gov.tw  （84742）高雄市甲仙區中山路 50號 

內門區公所民政課 07-6671228 分機 38 07-6674780 chiuvi@kcg.gov.tw  （84552）高雄市內門區內門里內門 20 號 

茂林區公所民政課 07-6801045 分機 238 07-6801463 lucy965@kcg.gov.tw （85141）高雄市茂林區茂林里茂林巷 11號 

桃源區公所民政課 07-6861132 分機 112 07-6861004 mon531@kcg.gov.tw  （84841）高雄市桃源區桃源里北進巷 1號 

那瑪夏區公所民政課 07-6701001 分機 151 07-6701578 water123@kcg.gov.tw  
（84941）高雄市那瑪夏區達卡努瓦里大光巷 230號 

 

mailto:m0711@kcg.gov.tw
mailto:sh002050@kcg.gov.tw
mailto:k738116@kcg.gov.tw
mailto:msosd@kcg.gov.tw
mailto:wu537@kcg.gov.tw
mailto:sunnyc64@kcg.gov.tw
mailto:kousuke@kcg.gov.tw
mailto:student@kcg.gov.tw
mailto:hsingmei@kcg.gov.tw
mailto:b7264762@kcg.gov.tw
mailto:cashier@kcg.gov.tw
mailto:p1r2o3@gmail.com
mailto:ijun0731@kcg.gov.tw
mailto:e7351682@kcg.gov.tw
mailto:tyro720@kcg.gov.tw
mailto:t197197@kcg.gov.tw
mailto:luffy@kcg.gov.tw
mailto:yul8855@kcg.gov.tw
mailto:cindy715@kcg.gov.tw
mailto:datichen@kcg.gov.tw
mailto:a400827@kcg.gov.tw
mailto:s540422@kcg.gov.tw
mailto:alian@kcg.gov.tw
mailto:mle24001@kcg.gov.tw
mailto:h6991221@kcg.gov.tw
mailto:ann0572@kcg.gov.tw
mailto:amy4897@kcg.gov.tw
mailto:kslin108@kcg.gov.tw
mailto:amy3472q@kcg.gov.tw
mailto:funmaung@kcg.gov.tw
mailto:m9454007@kcg.gov.tw
mailto:yen888@kcg.gov.tw
mailto:slrtg66@kcg.gov.tw
mailto:hfyang@kcg.gov.tw
mailto:chiuvi@kcg.gov.tw
mailto:lucy965@kcg.gov.tw
mailto:mon531@kcg.gov.tw
mailto:water123@kcg.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