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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至 109年替代役類別及員額實施方案說帖 

一、實施概要 

因應國防部自107年起停止徵集82年次以前出

生之役男服常備兵役，及為儲備動員戰力，83年次

以後出生之役男應回歸接受 4 個月軍事訓練，以提

升役男軍事基本技能，遂行戰時防衛作戰任務政

策。本部配合國防兵役政策調整，訂定「107至 109

年替代役類別及員額實施計畫」並報經行政院於

106年 8月 7日核定在案。 

為集中有效運用 82年次以前出生役男，以協助

提升社會安全、社會福利、公共服務及產業研發之

效能，本計畫預計自 107年起 82年次以前出生役男

應服一般替代役(警察役、消防役、社會役及公共行

政役)或申請服研發替代役至服役完竣；另 83 年次

以後出生役男，除部分以宗教或家庭因素申請服警

察、消防替代役外，其餘全數應接受 4 個月常備兵

役軍事訓練(詳如下表)，以提升役男軍事基本技能。 

                     年度                  
類別 

107 108 109 

 
82 年
次 以
前 

研發替代役 4,000 2,000 1,000 

 
一般替
代役 

警察役 2,500 1,500 600 
消防役 2,500 1,500 600 
社會役 4,000 2,000 800 
公共行政役 2,000 0 0 

小計 15,000 7,000 3,000 
83 年
次 以
後 

一般替
代役 

警察役 1,500 1,500 1,500 

消防役 1,500 1,500 1,500 

小計 3,000 3,000 3,000 
警大(專)畢業生替代役基礎
訓練人數 2,000 2,000 2,000 

合計 20,000 12,00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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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說明 

(一)替代役與常備役相互配套維護兵役公平：因應國防

部於 86年推動精實案等精兵政策，為解決常備役兵

源供給超過需求與照顧社會弱勢族群及落實宗教人

權保障，爰參照歐洲社會役制度採行替代役，並依

兵役法第 24條第 1項規定，在國防軍事無妨礙時，

以不影響兵員補充、不降低兵員素質、不違背兵役

公平前提下，制定替代役實施條例並自民國 89年開

始實施替代役制度。 

(二)替代役協助兵役制度順利轉型為募兵制：為實施募

兵制，國防部會銜本部於 100 年 12 月 30 日公告略

以：自 102年起 82年次以前出生役男，未經徵集或

補行徵集服役者，應服替代役，為期 1 年。國防部

預期 106 年募兵計畫可達預定目標，自 107 年起停

止徵集 82年次以前出生之役男服常備兵役，並全數

轉服替代役，爰替代役制度為推動募兵制的配套措

施，每年吸收超溢之兵源轉服替代役，以維護兵役

公平體制。 

(三)落實照顧弱勢族群及保障宗教人權之宗旨：募兵制

度順利實施，國防部 107 年起不再徵集常備兵役，

為儲備動員戰力，83 年次以後出生之役男將回歸 4

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練，以提升役男軍事基本技

能，遂行戰時防衛作戰任務政策。在替代役兵源受

限下，為照顧弱勢家庭及落實宗教人權保障，仍保

留役男得以家庭或宗教因素申請服替代役。 

三、實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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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82年次以前出生之役男： 

1.國防部 107 年起不再徵集是類役男服常備兵現

役，爰依兵役法第 25條第 3項規定，應由本部徵

集服替代役，為期 1年。 

2.預估自 107 年起約有 25,000 名(107 年 15,000

人、108年 7,000人及 109年 3,000人)尚未履行

兵役義務役男需服替代役，為集中有效運用是類

高素質役男，協助提升社會安全、社會福利、公

共服務及產業研發之效能，規劃役別為研發替代

役及一般替代役警察役、消防役、社會役等役別；

另為緩衝需用機關替代役人力需求，爰於 107 年

特別保留其他施政重點之役別 2,000人。 

3.規劃 107 年投入研發替代役 4,000 人及一般替代

役警察役、消防役、社會役及其他施政重點役別

11,000 人，並停止辦理產業訓儲替代役；108 年

規劃研發替代役 2,000 人及一般替代役警察役、

消防役及社會役 5,000 人；109 年規劃研發替代

役 1,000 人及一般替代役警察役、消防役及社會

役 2,000人。 

(二)83年次以後出生之役男： 

配合國防部為儲備動員戰力，回歸接受 4 個月

軍事訓練，以提升役男軍事基本技能，遂行戰時防

衛作戰任務政策。在替代役兵源受限下，為照顧社

會弱勢族群及落實宗教人權保障，83年次以後出生

之役男，仍得以家庭或宗教因素申請服警察役或消

防役，每年員額約 3,000人。 

(三)至於警大警專畢業生部分，仍得依替代役實施條例



4 
 

第 7 條第 3 項規定，仍需接受一般替代役基礎訓練

後備役列管之程序辦理，以履行國民應盡之兵役義

務，每年員額約 2,000人。 

四、問題與說明 

（一）替代役與常備役關聯性為何? 

因應國防部於 86 年推動精實案等精兵政策，

為解決常備役兵源供給超過需求與照顧社會弱勢

族群及落實宗教人權保障，參照歐洲社會役制度採

行替代役，增修兵役法第 2條規定兵役包含替代役

及同法第 24條第 1項規定，在國防軍事無妨礙時，

以不影響兵員補充、不降低兵員素質、不違背兵役

公平前提下，制定替代役實施條例，並自民國 89

年開始實施替代役制度，爰替代役與常備役同樣是

盡兵役義務，並為相互配套，維護兵役公平。 

（二）替代役制度貢獻度為何? 

替代役制度為推動募兵制的配套措施，每年吸

收超溢之兵源轉服替代役，順利協助兵役制度轉

型，以維護兵役公平體制，並秉持參與社會服務、

提升政府公共服務效能及落實人權價值之初衷，讓

役男能夠適才適所、發揮所長，厚植社會資本，成

為國家、社會不可或缺的無形穩定力量。役男優秀

表現受到政府機關、民間企業及社會各界的肯定與

支持。 

（三）107年起為何要限縮實施一般替代役的類別役別? 

因應國防部自 107 年起將不再徵集 82 年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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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出生役男服常備兵現役；及為儲備動員戰力，83

年次以後出生之役男將回歸 4 個月常備兵役軍事

訓練等政策。預估 107 年 82 年次以前出生役男可

徵人數僅剩 15,000 人，且逐年遞減，為集中有效

運用這類高學歷役男人力資源，並衡酌當前國際情

勢、國家安全及社會福利需要，於是規劃 107 年

起，役男以輔助社會治安、災害防救、傷患救助及

老人照護等相關工作之警察役、消防役、社會役為

主。另為考量行政機關確有人力迫切需求，於 107

年特別保留其他施政重點之役別(列入公共行政役

範疇)，以銜接其替代役人力之缺口。 

（四）107 年起 82 年次以前出生或 83 年次以後出生役

男是否均可因家庭因素申請服替代役？ 

照顧社會弱勢族群為讓役男能安心服役，是實

施替代役制度三大背景之一，不論 82年次以前出生

或 83年次以後出生之役男，仍將持續受理符合家庭

因素條件之役男得以服替代役，每日返家住宿，以

兼顧弱勢族群役男家庭照顧與兵役義務。 

（五）107 年起 82 年次以前出生或 83 年次以後出生役

男是否均可以宗教因素申請服替代役？ 

為保障宗教信仰人權，解決宗教良心犯服役問

題，亦是實施替代役制度三大背景之一，不論 82

年次以前出生或 83年次以後出生之役男，仍將持續

受理符合宗教因素條件之役男得以申請服替代役，

以展現臺灣人權治國的精神。 

（六）107年起為何不實施產業訓儲替代役？ 



6 
 

82 年次以前出生役男多數為研究所以上學

歷，符合申請服研發替代役資格，爰選服產業訓儲

替代役意願甚低，其服役人數不符制度申辦規模；

另國防部為儲備動員戰力，83 年次以後出生役男

除部分可以家庭及宗教因素申請服替代役外，將回

歸 4 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在替代役兵源受限

下，已無員額可供實施，爰停止辦理役男申請服產

業訓儲替代役作業，至產業界所需人力可由就業市

場取得適當人才。 

（七）107年起為何不再受理 83年次以後出生役男申請

研發替代役? 

國防部為儲備動員戰力，83 年次以後出生之

役男將回歸 4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練，以提升役男

軍事基本技能，遂行戰時防衛作戰任務，在替代役

兵源受限下，已無員額可供實施，爰停止辦理 83

年次以後出生役男申請服研發替代役作業，至產業

界所需人力可由就業市場取得適當人才。 

（八）為何 83年次以後出生役男只能以家庭、宗教因素

服警察役或消防役呢？ 

為厚植儲備動員戰力及國防兵役政策需要，83

年次以後出生役男應回歸接受 4個月軍事訓練，惟

為照顧弱勢家庭及落實宗教人權保障，仍保留役男

得以家庭或宗教因素申請服替代役，爰在替代役服

役役別規劃上，係考量警察役及消防役勤務內容與

役男回歸接受軍事訓練之後備動員本質相近，以從

事社會治安、災害防救等工作，爰規劃 83 年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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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出生役男以家庭、宗教因素申請服替代役者應分

發服警察役或消防役。 

（九）107 年起 82 年次以前出生役男為何不能服常備

役？  

依兵役法第 25 條規定略以，停止徵集常備兵

現役之役齡男子，未經徵集或補行徵集服役者，應

服替代役，為期 1 年。因應國防部自 107 年起將不

再徵集 82年次以前出生役男服常備兵現役，依規定

應由本部徵集服替代役，爰 82年次以前出生之常備

役體位役男將全數轉服替代役。 

（十）停止徵集常備兵役後，一般替代役役期多長？ 

因應國防部自 107 年起將不再徵集 82 年次以

前出生役男服常備兵現役，依兵役法第 25 條第 3

項規定，應由本部徵集服替代役，役期為 1 年。另

83 年次以後出生役男因家庭因素申請服替代役

者，役期 4 個月；因宗教因素申請服替代役者，役

期為 6個月。 

（十一）政府機關因無替代役役男所面臨人力短缺之配

套措施？ 

考量目前行政機關確有人力之需求，爰於 107

年特別保留其他施政重點之役別 2,000 人，以銜接

其替代役人力之缺口。本部已請各需用機關針對全

面募兵制實施後，面臨替代役人力短缺問題及早做

好因應措施，且經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調查各需用

機關回復可能之因應措施為採去任務化、勞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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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進用臨時人力、更換勤務輪值方式、業務流程

簡化、建教合作替代方案或增加志工人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