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兵役局104 年度施政績效成果報告

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壹、徵集業務

一、兵籍調查

二、徵兵檢查

三、彈性徵兵處理作

業

四、役男徵兵處理宣

導及座談

五、役男抽籤

六、役男徵集入營

七、專長及一般資格

替代役

八、研發替代役

本市104年（85年次役男）兵籍調查作業，依規定於 3月 20日完成，

總計有19,286位役男接受兵籍調查，並已建立兵籍資料。

1.本市辦理104年役男徵兵檢查計21,353人。另逕判免役體位者，持

重大傷病證明計67人、身心障礙證明計399人。

2.本市辦理役男申請改判體位複檢案計807件，入營驗退案計165件。

3.提供外縣市役男申請於本市代辦體檢計1,394人。

為尊重役男生涯規劃，擴大辦理 19歲及 104年 6月大專應屆畢業役

男，申請儘早入營服役措施。104年應屆畢業役男計有 1,469人提出

申請，均順利於 8 月中旬前徵集入營，使渠等役男能依個人生涯規

劃儘早入營、退伍、就學、就業。

1.為使役男於體檢前瞭解徵兵檢查程序、檢查重點及入營相關注意事

項，減少其心中疑惑及於體檢前有餘裕時間備妥相關佐證資料，以

維護本身之權益，進而了解兵役法規所涉及本身之權利義務，辦理

役男徵兵處理宣導及座談。

2.104年 1月 21至 26日，分別在本府四維行政中心大禮堂、大寮、路

竹及旗山區公所舉辦宣導座談會，邀請體檢醫院家醫科、骨科、內

科、外科、眼科、精神科等醫師及役政法令諮詢等分組座談，役男及

家屬約500人參加，成效良好。

3.同時為配合國防部志願役士兵招募，現場並安排國軍人才招募中心

人員解說志願役之招募情形，使本市役男在服兵役上有另一種選擇。

1.徵兵及齡男子經徵兵檢查後，其體格適合服「常備兵」或「替代役」

者，辦理軍種、徵集順序抽籤，據以辦理徵集入營。

2.104年本市共辦理 278個場次役男抽籤，計完成15,053位役男抽籤

作業。

役男經過抽籤，決定應服軍種兵科及入營順序後，依據內政部配賦，

104年本市辦理94梯次役男徵集作業，徵集役男14,145人入營服役。

一般替代役在政府公部門擔任輔助公共安全或社會服務之事務，以替

代方式履行兵役義務，104年本市役男計 5,101人提出申請服專長及

一般資格替代役，錄取 1,329人，錄取率為26%。

研發替代役於主管機關認可之公、私部門從事科技或產業研究發展工

作，104年本市計 796人通過研發替代役甄選資格，錄取 649人，錄

取率為82%

依據「役男申請服替代役辦法」作業規定，104年本市計審查並核定役



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九、家庭因素替代役

十、家庭因素補充兵

十一、提前退伍(役)

貳、軍務業務

一、照顧在營軍人列

級生活扶助及

病傷殘與亡故

軍人慰問

二、關心役男在營生

活

三、敬軍慰問本市在

營役男

四、強化政軍聯繫

男426人服家庭因素替代役，並已徵集366位役男入營。

依據「常備役體位因家庭因素及替代役體位服補充兵役辦法」作業規

定，104年本市計審查並核定役男 1,156人因家庭因素服補充兵，並

已徵集1,060位家庭因素補充兵役男入營。

依據「常備兵補充兵服役規則」及「替代役役男提前退役辦法」作業規

定，104 年本市計 94 位常備兵現役軍人因家庭因素申請提前退伍，

97位替代役現役役男因家庭因素申請提前退役。

1.關心在營軍人及替代役役男家屬生活，凡經濟發生困難者，列級生

活扶助等級，發放服兵役役男家屬一次安家費及三節生活扶助金，

常備役三節生活扶助金及安家費共發放 6,358,180元、受益戶 304

戶 734人；替代役三節生活扶助金及安家費共發放 4,209,150元，

受益戶 213戶 501人。

2.常備役傷亡慰問因公（病、意外）死亡計17人、傷殘計2人，合計

發放 11,998,000元；替代役傷亡慰問因病死亡計 2 人，計發放

52,000元。

3.常備役即時慰問死亡計2人，計發放 180,000元；替代役即時慰問

死亡計1人，計發放 90,000元。

4.緬懷先烈春、秋祭國殤慰問國軍忠烈暨殉難人民烈士，發放市長慰

問金計360,000元。

辦理本市籍役男在新訓中心懇親服務，採取面對面與役男們座談，以

了解役男需求及困難，本府兵役局劉局長親自率領相關同仁前往台中、

嘉義、台南、高雄及屏東等新兵訓練中心，並帶著時下年輕人最喜愛

的炸雞、可樂等食物慰勞本市籍役男們，讓他們吃在嘴裡，溫暖在心

裡。

建立軍民良好互動、加強在營軍人慰問，藉以關懷激勵國軍官兵士氣，

依年度計畫，於三節前組團分赴各新訓中心及轄區陸軍、海軍、憲兵、

後備等部隊慰問，共計49個單位，計發放慰勞款 2,740,000元。

為聯繫政軍首長情誼及交換市政建設心得，於 104年 3月 25日邀請

轄區駐軍、防汛救災相關單位、本府相關局處及市議會議員假四維行

政大樓第 3會議室舉行本市「104年政軍首長聯誼暨災害防救協調會」

及 9月 15日假四海一家舉辦「政軍首長聯誼及秋節敬軍」活動，由陳

菊市長主持，會中致贈慰勞款予 33個國軍單位，並感謝國軍協助高

雄市救災及防疫工作，希望市府與軍方之間能合作建立完善的災防應

變體制。

1.鼓勵替代役役男參與公益活動，發揮「公益、關懷」的人文精神，形

塑替代役役男愛心服務社會之良好形象。



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五、替代役公益活動

六、眷村健康講座

七、建立軍人忠靈祠

祭拜網路ｅ化

八、創造優質園區環

境品質 

九、健全軍人忠靈祠

安、遷厝管理

十、軍人忠靈祠及忠

烈祠春、秋祭典

2.執行成果：

（1）歲末年終獨居老人居家關懷及環境清潔暨年菜送溫情：

本活動自 104年 1月 12日起至2月 17日止，號召 303餘人次

替代役役男，協助 71位獨居老人家度過溫馨的新年。

（2）捐血活動：

104年 1月 16日及7月10日辦理 「高雄市替代役役男捐血活

動」活動，計575人參加，捐血 176,000cc。

（3）關懷阿公阿嬤及協助環境清潔：

為協助獨居、年邁行動不便或生活自理困難長者居家清潔及生

活關懷，特於104年 8月 13日起至9月 30日止，投入139位

替代役，協助本市 36戶長者居家打掃，展現役男敬老愛老大

愛精神。

（4）環保公益暨職涯發展:

於104年 4月 17日及10月 16日於本市大樹、旗津區辦理「替

代役役男環保公益暨職涯發展活動」，計有 400人次參與，提

昇役男對公共政策關心與人文內涵培養。

為行銷幸福城市並落實健康管理理念，本府兵役局與各眷村里長合辦

眷村健康講座，104年計辦理17場次，參加人數 1,971人，會中並配

合活動辦理施政滿意度調查，滿意度結果達 90%，獲眷村里民的肯定

與支持。

1.針對全球發展及工商業繁忙趨勢，遺族常因工作忙碌關係或交通因

素，無法經常前來軍人忠靈祠祭祀先人，本府兵役局創新規劃完成

全國首座軍人忠靈祠網路祭拜系統，貼心服務遺族祭祀，遺族可直

接透過網站祭拜追思先烈先賢，以解思親之情。

2.至 104年 12月底止計約有46,611人次瀏覽。

本市軍人忠靈祠分設燕巢及鳥松兩園區，佔地面積分別約為 12.4公

頃及3.1公頃，為達「忠靈祠公園化」施政目標，定期維護園區草坪

及撫育花木，以提供給遺族家屬一個優質追思之環境。

軍人忠靈祠塔位安厝申請採隨到隨辦、立即核定塔位，並隨即建立於

役政資訊系統及櫃位管理系統雙軌並行網路化方式儲存資料，便於健

全管理維護與資料查詢，增進為民服務施政效能。

為重視軍人權益，鼓舞士氣，軫念忠烈，軍人忠靈祠燕巢園區及鳥松

園區、忠烈祠分別於104年 3月及9月辦理春、秋兩季祭典活動，均邀

請當地軍政首長、代表及遺族約2,000餘人參與祭典活動與祭，場面

隆重、溫馨感人。

1.本市忠烈祠全年無休為到訪遊客提供全方位服務，為維護忠烈祠建

物及園區安全，於104年完成園區養護工作，加強設置監控攝影系



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十一、忠烈祠全方位

服務

參、動管業務

一、替代役備役役男

管理

二、替代役備役役男

召集

三、後備軍人管理

四、後備軍人公益活

動

統及強化安全巡邏工作，以保障遊客安全，並改善廁所及賡續辦理

無障礙空間改善工作。

2.為彰顯開國烈士及英勇殉職人民功績，104年 3月 29日辦理春祭及

9月 3日秋祭國殤祭典，由海軍司令部派遣樂隊、儀隊，典禮盛大

隆重。

1.本市 104年替代役備役役男列管人數合計 32,613人，依服役組別

分類管理並每月更新最新全市列管人數。

2.本市 104年替代役因病停役人數 41人；常備兵因病停役改判替代

役體位人數 28人；替代役因案停役人數 21人；警大警專3年內未

能分發任用或分發後未能履行規定之服務年限補服一般替代役役期

者5人。

為檢視替代役備役役男資料管理暨提升召集作業編組能力，每年配合

役政署實施替代役備役役男召集編組作業，以提升區公所編組作業能

力，奠定召集作業之基礎。

1.本市104年後備軍人列管人數合計316,301人。

2.本市104年後備軍人第四、五款緩召核准人數 632人。

1.運用後備軍人組織系統，辦理捐血、掃街、消滅登熱病媒蚊孳生源

及全民國防教育宣導等活動，以落實政令宣導，促進社區交流、建

立健康社區。

2.執行成果：

（1）淨灘公益活動：

本府兵役局與林園區後備軍人輔導中心於 104年 4月 18日共

同辦理淨灘公益活動，計後備幹部及親屬 60餘人，清理林園

海灘廢棄物 10餘袋，以確保生態及維護環境清潔。 

（2）捐血公益活動：

本府兵役局與岡山區後備軍人輔導中心於 104年 5月 17日共

同辦理「公益捐血活動全民國防教育」公益活動。適日楠梓區後

備軍人輔導中心亦與本府兵役局，配合觀世音慈心會高雄區

域委員會共同辦理「全民國防教育暨捐血公益活動」，參加人

數合計116餘人，共募得 41,750cc熱血。

（3）淨山公益活動：

本府兵役局配合後備憲兵荷松協會 104年 11月 29日上午 7時

辦理左營區半屏山淨山公益活動，計後備幹部及親屬 600餘人，

清理廢棄物 10餘袋，以確保生態及維護優質休閒環境。 

（4）防疫及關懷公益活動：

本府兵役局與苓雅區、左營區及三民區後備軍人輔導中心於

104年 10月 18日至 11月 27日登革熱高峰期間共同辦理 8場

次防疫宣導及環境清理公益活動。104年 11月 13日及25日在

明建里辦公室及果貿新村籃球邀集環保局、衛生局及教育局設



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五、役政業務督訪

六、全民防衛動員準

備業務

七、八二三臺海戰役

紀念館業務

擹宣導，並於11月 14日及21日深入仁愛之家、高雄榮家、岡

山榮家及祥和山莊關懷榮民，協助清掃環境消滅病媒蚊孳生

源，參與後備軍人及替代役役男計1,165人次。

104年 8月份實施役政業務督考訪視，藉業務平時考評及年度業務訪

視發掘問題，以落實行政革新，透過督訪機制，檢視業務缺失，提出

改進措施，使役政業務臻於完善，經役政署評鑑成績名列全國第 2名。

1.辦理軍民聯合防空（萬安38號）演習：

本次演習於104年 3月 17日下午 13時 30分至14時實施，採有預

告實施30分鐘防情傳遞、警報發放以及人、車疏散、交通管制等演

練，以提高國人敵情意識，熟練防空作為，落實防空設施整備，

降低空襲損害，確保全民生命財產安全。

2.辦理全民防衛動員暨災害防救民安1號演習：

於 104 年 4 月 23 日假本市災害應變中心舉行「兵棋推演」，區分災

前整備、緊急災害救援、災後復原等階段，依序模擬地震、河川潰堤

及石化管線氣爆等狀況，進行兵棋推演。並於仁武區仁新段台糖公

司空地進行「綜合實作」，演練「地震災害重大傷亡搶救」、「建築物

倒塌人命搶救」等演練課目，以期使災害受損情況降至最低甚或消

弭於無形。

3.颱風期間協調國軍救災：

104 年蘇迪勒颱風期間，由本府兵役局協調本市後備指揮部通報第

4 作戰區調度國軍各災防分區，派遣國軍兵力 5,420 人次、車輛機具

321 項次，支援區公所居民撤離、路面樹幹及落葉清除、沙包整備等

工作。

4.協調國軍支援本市登革熱防治工作：

本市登革熱防治工作期間，由本府兵役局協調本市後備指揮部通

報第 4 作戰區派遣國軍兵力 16,276 人次、車輛機具 2,094 項次，支

援區公所登革熱防治工作。

為弘揚當年參戰官兵英勇事蹟，於衛武營都會公園內成立全台第一個

八二三臺海戰役紀念館，將國軍英勇事蹟及戰役經過，透過陳展及影

片方式播出，除讓民眾藉此景仰戰役中的歷史英雄，並可作為戰爭與

和平之全民國防教育場域，讓國人省思和平的可貴，並成為市民緬懷

歷史新地標。104年參觀人數已達 7,194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