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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成果
壹、兵調體檢業務
一、假本市轄內7家檢查醫院，完成役男徵兵檢查2,750人。
二、召開本府徵兵檢查會體位評定會議，判定役男體位5,963案。
三、依徵兵規則規定送請（中央）役男體位審議免役體位案607件。
四、辦理役男申請複檢203案及入營前身高體重重測184案。
五、依兵役法第5條規定，審核禁服兵役案件，計核發禁役證明書6案。
六、辦理歸國僑民役男徵兵處理96案。
七、4月11日假客家文化主題公園舉辦106年「未役役男清查作業研習會」。
八、5月16日第1937次市政會議由市長頒獎表揚105年度徵兵檢查績優醫院與醫事人
員，共5個單位及3人獲獎。分別為：年度績優醫院-聯合醫院仁愛院區、三軍總醫
院松山分院、聯合醫院和平院區；驗退率最低績優醫院：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及市
立萬芳醫院；績優醫事人員：聯合醫院陽明院區謝護士瑞嬌、忠孝院區洪管理師
淑如及臺北榮民總醫院方管理組員榮萱。
九、6月1、2日假本局會議室辦理中央役男體位審查會第193次會前審查會議，出席人
員計有內政部役政署、國防部軍醫局及各直轄市、縣(市）辦理徵兵檢查人員共
50餘人與會。
重要
成果 十、6月16日假公訓處辦理106年度役政人員兵調體檢研習班。
十一、 6月23日假本局會議室召開本府徵兵檢查會新任委員遴選會議（任期自106年7
月1日起至108年6月30日止）
，評選出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蕭勝煌院長及和平
院區楊士恒主任為正取委員、忠孝院區李政祐醫師為備取委員。
十二、 7月18日彙整本局1至6月愛滋防治執行成果予衛生局，計徵兵檢查85 場次、入
營前座談會21 場次；替代役男宣導計10 次，另本局員工74 人完成線上愛滋
病防治課程。
十三、 8月1日編印完成「兵調、出境、僑民、緩徵及禁役業務解釋令（函）彙編」。

貳、徵集勤務業務
一、辦理役男因家庭因素申請服補充兵役 412 案及在營役男家庭發生重大變故申請提
前退伍（役）及軍事訓練提前退訓 52 案，合計共 464 案。
二、辦理因家庭因素申請替代役 200 案，宗教因素替代役 5 案。
三、辦理各年次常備兵役男抽籤 224 人、83 年次以後常備兵軍事訓練役男抽籤 6,015
人、替代役役男抽籤 28 人，合計 6,267 人。
四、徵集替代役、常備兵、常備兵軍事訓練役及補充兵，共 56 梯次 4,770 人入營。

五、辦理常備兵、常備兵軍事訓練役、替代役役男延期徵集入營計 357 案。
六、辦理常備兵、替代役役男入營前座談會計 21 場次，參加役男及家屬計 2,794 人。
七、調派專車及派遣專人護送役男安全入營，計 56 梯次 4,788 人。
八、5 月 8 日市長率本府端節勞軍慰問團，赴桃園龍城及龍游營區陸軍航空第 601 旅、
6 軍團、73 資電群、53 工兵群及 33 化兵群等 5 單位，關懷探視本市籍役男。
九、配合內政部辦理 106 年儘早入營申請作業，期間自 5 月 10 日起迄 6 月 9 日止，
本市計有 1,500 名役男提出申請；其中 83 年次以後申請陸軍軍事訓練役男計 1,123
人。
十、5 月 17 日偕同軍人服務站辦理本市各界端節敬軍餐會。
十一、 5 月 23 日假公訓處辦理 106 年度役政人員徵集勤務研習班。
十二、 5 月 28-30 日配合本府「水岸臺北 2017 端午嘉年華活動」，偕同臺北市後備指
揮部設攤宣導役政服務及募兵政策。
十三、 8 月 9 日至淡水忠莊營區，探視慰勞國防大學後備旅教召之 260 位本市籍召員。
参、權益編管業務
一、辦理常備役因病停役體位評定 77 案。
二、辦理國民兵證書遺失補（換）發 18 案。
三、列級生活扶助戶徵屬補助款，安家費 39 戶，金額 90 萬 800 元；特別補助費 30
戶，金額 14 萬 6,700 元。
四、核發健保醫療補助常備役 49 戶，金額 11 萬 9,007 元，替代役 34 戶，金額 7 萬
8,805 元。
五、核發端節傷殘退伍就養人員慰問金及安養津貼 67 人，金額 143 萬 9,000 元；滯留
各醫院精神病患 5 人，金額 1 萬元；國軍遺屬 299 人，金額 89 萬 7,000 元；海南
潿州 2 島抗日義士，金額 6,000 元。
六、3 月 18、19、25、26 日與 4 月 1、2、3、4 日共 8 天，軍墓實施清明掃墓期間便
民服務及交通管制措施，值勤同仁及支援替代役均按時就各定位服勤，接駁公車
亦調配順利，民眾秩序良好，服務時間自早上 7 時 30 分至下午 17 時 30 分止，
接駁公車亦同。總計 8 天至軍墓祭祀民眾約 3 萬 5000 人次，入園車輛約 5000 車
次，提供民眾諮詢服務約 800 人次，一切順利圓滿。
七、106 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 40 號）演習於 5 月 18 日實施，成效良好，本府獲評
為特優單位。
八、106 年 4 至 8 月軍人公墓安厝共計 678 件。
（一） 骨灰（骸）存放計 207 件。
（二） 骨灰埋藏計單櫃 186 件、雙櫃 9 件。
（三） 骨灰壁葬計單櫃 197 件、雙櫃 64 件。
（四） 樹葬 15 件。
九、配合市府業務調整，全民防衛動員業務於 7 月 1 日正式移撥本局，全力銜接，無
縫接軌。

肆、替代役管理業務
一、4 月 20 日召開「106 年替代役防災及災後市容復原實施計畫草案暨世大運替代役
男運用會議」，出席單位為本府替代役各役別服勤單位（處所）及役男住宿於替
代役中心之中央各役別單位，會中討論「106 年替代役防災及災後市容復原實施
計畫草案」
、
「2017 世大運替代役男各場館運用」
、
「替代役中心公共安全施工期間
役男住宿」、「落實替代役男服儀檢查」共 4 案，均照案通過。
二、4 月 24 日配合「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年度戶外親子活動，動員
11 名社會局役男協助南港養護中心院生參觀國立故宮博物院。
三、4 月 27 日辦理「106 年替代役備役役男演訓召集暨現役役男防災演練」，邀請公
園處、消防局講授防災與災後市容復原應行注意項，並請北市各區公所、各服勤
單位（處所）及外縣市役政單位前來觀摩，下午由消防局、環保局及公園處指導
於戶外採實地實物操作，400 名現役役男演訓項目為「樹木移除」、「樹木扶正」
與「廢棄物清運」。
四、5 月 6 日協助財團法人忠義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辦理「第 5 屆和幸福作伴愛你一
起童舞同樂愛心園遊會」，提供 3 個表演節目及協助秩序維護、攤位義賣、撤場
清潔等事宜。
五、6 月 28 日軍備局將水源營區 25 筆土地及地上已報廢 25 座建物共同現勘點交予財
政局、工務局公園處、新工處及替代役中心財管人員，並決議：
（一） 確認點交無誤後，辦理後續產權移交作業。
（二） 水源營區替代役中心及國防部員工宿舍之建築物，依現況使用。
（三） 營區之管理與維護亦維持現況。
六、6 月 30 日外語役支援 2017 世大運正式進駐選手村，訂定「選手村公約」、「替代
役選手村生活作息表」
、
「2017 臺北世大運選手村替代役役男服勤及生活管理注意
事項」，清楚規範役男應負義務與權益。
七、7 月 25 日水源營區私有土地租金發放案，共計所有權人 53 人，發放總金額 644
萬 3,890 元，全案辦理完竣。
八、7 月 31 日替代役中心建築物公共安全改善工程辦理完竣。
九、6 月 30 日至 8 月 31 日動員 400 名替代役役男全力支援「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
會」，協助外語翻譯、機場接送、貴賓接待、櫃台服務及場地佈置等各項勤務。

未來施政重點
一、 強化徵兵檢查會運作功能，精確體位判等。
二、 推動身心障礙役男線上申請書面審查判定體位作業。
三、 擴充「精進役男當兵 GPS 系統」便民服務功能，讓市民更為有感。
四、 協請軍方重新製作新訓概況微電影，於役男入營前座談會播放，消弭役男及家屬心中疑慮。
五、 透過電話查訪及實地訪視退舍榮民需求，加強照顧長者弱勢榮民。
六、 鏈結國軍及加強後備輔導組織聯繫，擴大市府救災能量。
七、 統籌運用替代役男專長協助推動市政，提升整體服務效能。
八、 規劃軍墓多元葬厝方式，營造友善追思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