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兵役處 97 年施政計畫提要
本處依據高雄市政府 97 年度施政綱要，配合核定預算額度，並應業務需
要編訂 97 年度施政計畫。其重點及主要目標如次：
一、辦理 97 年度「全民防衛動員」
（萬安 31 號）演習 － 兵棋推演、國土安
全防衛及全民防空疏散演習等綜合實作演練，以因應各種反恐怖攻擊及
奠定 2009 年世界運動會反恐運作協調機制。
二、推動軍人公墓安厝資料網路查詢及遠距即時傳輸網路祭拜等 e 化服務工
作，便利民眾以網路查詢先人資料，配合網路預設之祭祀之模擬情境儀
式畫面，辦理祭拜追思先人。
三、落實替代役役男關懷鄉土、熱心公益情操，規劃整合於本府服役之役男
，積極推動參與公益服務，以帶動役男與社區建立良好互動關係，展現
敦親睦鄰善意，期使替代役制度積極推動社會公益服務之目標。
四、辦理新兵訓練博覽會，使本市役男及其家屬瞭解入營後，軍中生活及訓
練內容，並增進其對國軍現代化戰力及服役之認識與瞭解，消除其心中
各種疑慮。
五、配合本處辦理各項役政活動，持續推展 2009 年高雄世運飛行運動。
六、落實役男兵籍調查工作，建立正確役男基本資料，以利役男徵兵檢查、
抽籤、入營服役及退伍資料運用。
七、精進役男體、複檢工作，正確列管常備役體位及替代役體位役男資料，
依年次及籤號，依序徵集入營服役。
八、加強協助役男申請服替代役，以有效運用國軍溢出之役男人力資源，增
進政府公共服務人力與服務效能。
九、賡續辦理常備兵、替代役役男兵籍調查、徵兵檢查、抽籤、入營之平安
保險，以確保役男及家屬權益。
十、定期辦理役男體檢前座談及宣導,讓役男瞭解役男徵兵檢查實施程序及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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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重點，維護役男自身權益。
十一、 重視役男及其家屬權益，積極參與新兵訓練中心懇親會諮詢服務，協
助役男及其家屬解決處理各項疑難問題。
十二、協助各局處維護替代役良好住宿環境，輔以人本關懷與積極訓練的管
理方式，落實役男履踐「愛心、服務、責任、紀律」之四大信念，以提
昇公共服務之品質。
十三、適時辦理三節慰問部隊並加強役男法令及招募志願役士兵宣導與辦理
軍民聯歡活動，以擴大兵役宣傳，協助推動兵役制度革新，強化役政單
位功能。
十四、積極維護常備役（含替代役）之家屬權益，主動調查役男入營後家庭
經濟狀況，符合慰助條件者予以相關補助，以落實政府照顧貧困役男家
屬之社會責任。
十五、對於在營軍人（含替代役）之相關權益積極維護，忠旌為國捐驅之先
烈，春、秋祭配合告慰忠靈主動關懷；服役因公（事故）死亡或成殘之
義務役軍人，辦理到宅即時慰問，落實政府照顧弱勢之目的。
十六、辦理國民兵、替代役備役役男及後備軍人列管、清查、除管、緩、逐
、儘召及轉免役等作業，以落實後備（役）人力動員能量。
十七、落實「幸福高雄、市民參與」施政願景，活絡市民運動風氣，舉辦後
備軍人暨替代役役男體能聯誼活動，增進同袍情誼。
十八、落實眷村服務工作，建立本府與眷村間之溝通平台，辦理眷村模範父
（母）親表揚，並舉辦眷村美食、聯歡會、座談等活動，以達族群融合
之目標。

本處 97 年度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及詳細計畫內容分列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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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兵役處 97 年度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
預算來源及金額
類

項

主 要 預 算
（單位：千元）

壹、一般行政

5,626 一至三項科目不含人事費
5,626

行政管理
貳、兵役動管勤務
動管勤務業務

71,788
71,788

徵兵處理

23,099
23,099

眷村事務

1,600
1,600

參、兵員徵集

肆、眷村業務
伍、人事費及第一預備金

合

備

39,587
39,587
200

一、人事費
二、第一預備金
計

14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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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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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兵役處 97 年度施政計畫
計 畫 名 稱 計
壹、一般行政
行政管理
行政事務管理

畫

目

標 實

施

要

領

預算來源及金額
備
(單位：千元)
5,626
5,626

加強各項事務管 1. 遵照行政院頒「事務管理手冊」之規定，建立
理、文書、檔案
財產管理，並確實執行物品採購及管理，對消
管理，嚴密執行
耗品領用，分類登帳管制，以防止浪費。
計畫作業，管制 2. 加強各型車輛保養與維護，建立司機勤惰考核
考核，以提高工
制度，公務車統一調派管制，確保行車安全。
作效率。
3. 檔案管理，分類典藏，並定期清理，逾保管年
限時，即行銷毀。
4. 遵照行政院頒「文書流程管理手冊」之規定，
嚴密審核文稿，以提高公文品質。
5. 賡續實施「全國戶役政資訊系統」強化兵役行
政業務，並配合戶役政資訊系統與後備軍人管
理系統連結作業。
6. 購置辦公室自動化所需之電腦及周邊設備，以
達電子化政府目標。
7.配合各項役政活動，持續推展 2009 年高雄世
運飛行運動。

貳、兵役動管勤
務
一、動管業務 加強異動管理。
(一)國民兵
管理

71,788
1. 國民兵依其原有身分列管，異動、除、禁役等
作業。
2. 辦理國民兵身分證明書申請、換（補）發。

(二)替代役 加強異動、編組 1. 辦理退（停）役編組、異動、轉、免、回、除
、禁役等作業。
備役役男役 列管作業。
2. 每年辦理兵籍資料清查作業，以防脫、漏管。
籍管理
3. 平、戰時及非常事變時，接受勤務編組及召集
服勤。
(三)離營歸 核對離營證件及 依據後備軍人管理規則及戶役政資訊作業程序
鄉報到
戶籍資料，辦理 ，督導各區受理離營歸鄉報到應辦事項：
列管及事故查處 1. 核對離營證件及戶籍資料。
2. 辦理列管相關事宜。
。
3. 對未報到人員詳查其事故原因，並依規定處理
。
(四)異動管 掌握動態，力求 1. 督導各區辦理後備軍人異動遷徙，轉通報後備
指揮部列（除）管，對死亡、除管、喪失國籍
理
資料正確完整。
等事故應於規定期限內辦理傳輸訂正除管。
2. 停役、判刑在案、查尋人口等事故，協調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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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88

註

單位專案登記列管追蹤處理。
3. 對異動延緩案件，本市主動查明處理外，其他
縣市分別函請追查處理。
(五)列管人 詳實核對統計資 每月底由各區公所函報「傳輸」列管後備軍人動
數統計
料，以求正確完 態統計表，由本處詳加核對彙整後，將統計表函
整。
報內政部役政署。
(六)年度清 依法離營之後備 1. 內部清查－役政人員每月自動清查。
查資料校正 軍人列管後，實 2. 配合後備指揮部聯合舉辦作業講習，溝通作法
，提高管理效能。
施年度清查。
3. 由本處會同本市後備指揮部對各區公所實施
資料及業務檢查，擇優報國防部後備司令部評
選敘獎。
(七)轉、免 實施後備軍人轉 1. 後備軍人傷殘、機障、痼疾、不堪服役者，檢
具有關證明文件報請本市後備指揮部協調指
役體檢
、免、停役體格
定軍醫院實施體格複檢後，判定體位，辦理轉
複檢。
免役。
2. 持「兵役用診斷證明書」、「甲種診斷書」、「
身心障礙手冊」或經國防部核定傷殘通報者，
免予參加體格複檢，依體位區分標準判定體位
。
3. 持兵役體檢專責醫院開具之證明，比照前項方
式，逕為判定體位。
(八)後備軍 辦理後備軍人緩 1. 依照「國防部年度緩召處理規定」及「國防部
後備司令部實施計畫」，訂定本市緩召實施計
人緩召及儘 、儘召，以維護
畫。
後召集
權益。
2. 配合本市後備指揮部辦理緩召作業講習，並成
立審核小組，負責審查作業。
3. 複核區公所轉陳案件後送本市後備指揮部核
定。
4. 轉送緩召結果通知書，並依規定處理申復案件
。
(九)刑案處 加強刑案處理， 對各監所及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函送之具有兵役
身分之刑案通知，分別函轉相關區公所列案管制
理
掌握動態。
，以利掌握動態及清查作業。
(十)戶政、 加強役、戶政業 對具有兵役身分者，其異動、遷徙、住址變更等
役政聯繫配 務聯繫，健全兵 動態資料，役戶政單位必須確實聯繫，密切配合
，防止漏管、脫管，以利召集業務及動員之實施
合作業
役動員基礎。
。
(十一)輔導
後備軍人及
替代役備役
役男就業及
職業訓練

強化後備軍人及 1. 督導各區隨時受理離營歸鄉及遷入列管失業
之後備軍人及替代役備役役男就業或職訓申
替代役備役役男
請。
就業，以達有效
2. 配合各訓練就業中心，依其意願輔導接受職業
運用人力。
訓練，培養技術專長，輔導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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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協調並督導各區聯繫各職訓及就業輔導機關
，並蒐集就業資料提供離營歸鄉之後備軍人及
替代役備役役男參考。
(十二)體能 後備軍人暨替代 為落實「幸福高雄、市民參與」願景，活絡市民
、趣味運動 役役男體能訓練 運動風氣，鍛鍊健康體魄與袍澤情誼。策訂後備
軍人暨替代役役男體能、趣味運動會實施計畫、
大會
規劃競賽秩序冊，據以完成各項比賽。
(十三)役政 訪視役政業務工 1. 擬訂 97 年度役政業務訪視實施計畫。
業務訪視及 作績效，評定優 2. 分赴各區公所查訪兵役及替代役業務執行情
形，並評定優劣及作缺失改進。
表揚
劣，謀求改進及
選拔績優單位人 3. 選拔績優單位及人員，列入兵役節予以表揚。
員表揚。
(十四)役政 對全市役政人員 擬訂「97 年度役政業務年終工作檢討會實施計
業務檢討
實施業務檢討講 畫」，以講習法令及業務執行檢討為重點，藉以
交換工作經驗，改進業務缺失。
習。
(十五)兵要 蒐集兵要地誌相 依據作戰區部隊實際需要，蒐集兵要地誌相關資
地誌調查
關資料，提供軍 料供軍方參考。
事需要。
(十六)策訂 為達成全民防衛 1.依據中央各有關部會年度動員準備方案與分
動員準備執 動員準備，完成 類計畫及軍、公動員需求，由市府各有關局、
行計畫
各動員準備執行 處負責策訂本市 97 年度精神、人力、物資、經
濟、衛生、交通等 12 個動員準備執行計畫，俾
計畫。
利動員任務執行。
2.有效動員國軍兵力及替代役役男協助防救天
然災害工作及災後善後，減少民眾生命財產損
失。
(十七)配合 依據演習目的、 依據中央動員準備業務年度工作檢討會議，配合
中央動員演 演習事項，達成 中央部會演習計畫，策辦 97 年「全民防衛（萬
習計畫，實 動員演習任務。 安 31 號）演習」－藉由兵棋推演、國土安全防
衛及全民防空疏散演習等綜合實作演練，以因應
施各項演訓
各種反恐怖攻擊及奠定 2009 年世界運動會反恐
事項
運作協調機制。

二、勤務業務
(一)留守業 1. 加強照顧義務 1. 依據國防部核定之義務役傷殘退伍軍人，依其
殘等發放三節市長慰問金及安養津貼；如符合
務
役傷、殘、病
在營軍人家屬生活扶助者，辦理扶助等級提升
退伍軍人，維
，發給生活扶助金。
護其權益。
2. 三節慰問金，委由郵局轉帳匯撥，以達便捷安
全高效能服務。
2. 死亡軍人慰問 依國防部函送死亡通報，派員代表市長前往慰問
，並致贈慰問金、埋葬、追悼補助費。
金發放。
3. 春節慰問國軍 於春節前委託郵局發放遺族慰問金，轉入遺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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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族，以示關
懷。
4. 春秋二祭陣亡
烈士及慰問遺
族。
5. 強化現役軍人
逃亡及因案停
役登記，並隨
時辦理軍人權
利停止與復權
，以彰法紀。

郵政帳戶。
函請陣亡烈士遺族代表參加祭典，市長除慰問遺
族，並致贈慰問金。
依據軍方監獄及其他各權責機關通報，函轉有關
區公所執行停止或恢復軍人權利。

(二)在營軍 1. 限期審定在營 1. 由區公所依照規定於役男入營後 15 天內完成
家庭狀況調查，及審查扶助等級，送本處複審
人及替代役
軍人及替代役
核定。
役男家屬生
役男家屬生活
活扶助及各
扶助等級，發 2. 核定結果，以書面通知家屬。
項補助
放生活扶助金 3. 每節前實施複查，以達到資料正確、公平核定
等級之目的。
。
2. 委託郵局將一 1. 每節前完成發放名冊，並辦妥請款手續。
次安家費暨三 2. 委託郵局在每節前將發放金額，轉入列級扶助
家屬郵政帳戶。
節生活扶助金
於節前 10 日發 3. 按程序辦理核銷工作。
放，使扶助家
屬歡度佳節。
3. 核發家屬生育 1. 督導區公所主動輔導家屬申請。
補助喪葬補助 2. 核定後儘速發放慰問金。
及急難慰助金
（重大災難）
(三)列級家 落實照顧列級家 1. 督導區公所造冊補助核列甲級役男家屬自付
之健保費。
屬健保費、 屬保險及就醫。
2. 核列甲、乙、丙級役男家屬，至全民健保醫院
醫療費補助
、診所就醫，除全民健保不給付者外，憑醫院
繳費收據向區公所申請，由本處審核撥款補助
。
(四)慰勞

加強在營軍人慰 1. 梯次役男徵集入營時，每人贈送旅行袋 1 個及
電話卡 1 張。
問、激勵士氣。
2. 因公（含意外）受傷住院 10 天以上本市籍義
務役官兵及分發市府服勤替代役役男，致贈慰
問金。
3. 辦理本市年度勞軍工作，訪問本市籍常備兵並
致贈部隊勞軍款；積極參與新兵訓練懇親會服
務工作，為役男及其家屬解答兵役疑問事項。

(五)軍政聯 本市軍政首長聯 每年舉行軍政首長聯誼餐敘，溝通並協調解決有
關市政問題。
誼
誼。
(六)兵役宣 加強兵役宣導， 1. 加強役男法令宣導、招募志願役士兵宣導及辦
理軍民聯歡活動，以擴大兵役宣傳，強化役政
傳
鼓勵踴躍服役。
貳拾伍、兵役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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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功能。
2. 發送「役男服役指南手冊」及「服役須知」於
梯次入營前發給役男及家屬參閱。
3. 每年年終寄發賀函慰問役男家屬。
(七)應徵召 加強鐵公路運輸 1. 依據內政部徵兵計畫及輸送計畫，訂定本市役
男入營輸送計畫，協調鐵、公路等有關機關完
役男入營輸 協調並隨車督導
成輸送任務。
送
服務以策安全，
提高輸送品質。 2. 派遣輸送人員隨車督導及服務役男並維持運
輸任務之行車安全。
(八)替代役 負責分發、督導 負責統籌管理替代役公共行政役役男相關事務
役男服勤管 、管理本市替代 及辦理退役等業務，並為加強替代役服勤管理，
理
役役男等相關事 積極輔導市府各服勤機關，重視替代役住宿品質
及生活紀律。
宜。
(九)擴大替 配合市府各機關 依據內政部訂頒替代役「各需用機關提出替代役
代役人力參 業務需要，協助 需求作業方式」，協助市府各機關積極向各該中
與市政服務 提報替代役人力 央替代役需用機關提出年度替代役人力需求計
畫，擴大市府公共服務人力。
需求
（十）擴大替 負責規劃市府各 訂定「本市擴大替代役役男從事公益服務活動實
代役公益服 機關替代役從事 施計畫」，整合於本府服役之役男，積極推動參
務活動
公益服務活動執 與公益服務，以帶動役男與社區建立良好互動關
係，展現敦親睦鄰善意，期使替代役制度積極推
行情形
動社會公益服務之目標。
(十一)軍人 受理亡故現役軍 1.安厝流程管理制式化作業，縮短安厝申請作業
流程，即時申請，即時辦理。。
公墓安厝及 人、替代役役男
管理業務
或榮民之安厝申 2. 園區持續綠美化及水土保持工作，保持軍墓景
觀及公園化之目標。
請事宜。
3. 設置駐塔值日人員聯絡電話，全方位服務民眾
，隨時服務祭拜民眾。
4. 全年無休服務祭祀民眾。
參、兵員徵集
徵兵處理
(一)兵籍調 民國 78 年次徵兵 1. 依據內政部頒訂「役齡男子兵籍調查作業規定
」訂定本市兵籍調查實施計畫。
查
及齡男子兵籍調
2. 辦理兵籍調查人員講習。
查。
3. 辦理民國 78 年次徵兵及齡男子戶籍資料轉錄
，並建立兵籍表。
4. 兵籍調查通知書送達及實地調查事項。
5. 行方不明役男追查處理。
6. 陳報兵籍調查成果。
(二)徵兵檢 1. 役男徵兵檢查 1. 籌組本市徵兵檢查委員會。
2. 協調徵兵檢查醫院相關作業事宜。
查
。
3. 訂頒本市徵兵檢查實施計畫。
4. 辦理役男體檢前宣導及座談會。
貳拾伍、兵役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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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99
23,099

5. 徵兵檢查通知書送達及實施檢查。
6. 核判徵兵檢查役男體位。
7. 陳報徵兵檢查成果。
8. 適時建議中央修訂體位區分標準，確保役男權
益。
2. 役男複檢。

1. 依役男申請複檢排定日期及指定複檢醫院，並
依據複檢結果核判體位。
2. 役男自費至複檢醫院檢查，依據其開立兵役用
診斷證明書核判體位。

(三)免役處 免役役男辦理免 經徵兵檢查判定免役體位者，核予免役，並授權
理
區公所核發免役證明書。
役。
(四)禁役處 因案判處徒刑辦 役男因案判處徒刑 5 年以上或入監服刑合計 3
理
年以上者，核予禁役，核發禁役證明書。
理禁役。
(五)役男緩 辦理役男在學緩 1. 高中（職）以上學生由學校繕造緩徵名冊送本
徵
處審核後予以緩徵。
徵。
2. 役男犯罪在追訴中或入監執行者依其本人或
家屬申請辦理緩徵。
(六)役男抽 1. 辦理常備役體 1. 依據徵兵規則及內政部抽籤作業規定策訂役
籤
男抽籤計畫。
位役男抽籤。
2. 依役男人數及其教育程度修習專長配賦軍種
兵科員額及編造抽籤名冊。
3. 以公平、公正、公開方式實施抽籤作業。
2. 辦理替代役役 1. 依據替代役實施條例施行細則及徵兵規則等
相關規定，策訂替代役男抽籤計畫。
男抽籤。
2. 按役男人數編造抽籤名冊抽籤決定徵集入營
順序。
3. 公平、公正、公開方式實施抽籤作業。
(七)役男徵 1. 辦理常備兵補 1. 依徵兵規則規定及內政部梯次徵集計畫配賦
集
各區徵集員額。
充兵徵集。
2. 依各梯次入營日期，整備入營交接名冊及兵籍
資料。
3. 依計畫入營日期，派員護送役男入營服役。
2. 辦理替代役役 1. 依替代役實施條例施行細則、徵兵規則及內政
部梯次徵集計畫，配賦各區徵集員額。
男徵集。
2. 依梯次入營日期，整備替代役役男役籍資料及
交接名冊。
3. 依計畫徵集日期派員護送替代役役男入營。
4 辦理新兵訓練博覽會。
依據「應徵役男延期徵集入營事故表」辦理。
3.延期徵集
(八)新兵訓 辦 理 新 兵 訓 練 博 為使本市役男及其家屬瞭解入營後，軍中生活、
覽會
訓練內容、應遵行義務及可享有之權利，增進
練博覽會
其對國軍現代化戰力及服役之認識與瞭解，消除
其心中各種疑慮，辦理是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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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役男異 1. 確實掌握各年 督導各區公所與戶政事務所密切聯繫隨時辦理
動管理（含
次役男動態， 役男及替代役役男異動登記、發送通報，保持最
僑民）
以利徵兵處理 新動態資料。
。
2. 役齡僑民管理 1. 依「歸化我國國籍者及歸國僑民服役辦法」管
理。
。
2. 與僑委會及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保持聯繫
，以掌握役齡僑民動態。
3. 定期清查列管僑民動態資料。
（十）役男出 1. 役 齡 前 出 境 役 依據年度兵籍調查，對役齡前出境役男專案列冊
境
管理，並配合入出國及移民署所提供入出境資料
男管理。
嚴密管制。
2.一般役男管理。 1.依據役男出境處理辦法，受理役男短期出境。
2.受理役男因奉派出國研究、進修、表演、比賽
、訪問或實習等申請出境，並隨時清查核准出
境者是否逾期返國。
（十一）役男 役男接受徵集處 役男接受兵籍調查、徵兵檢查、抽籤、徵集入營
保險業務 理之保險處理
因意外事故每人投保新台幣 200 萬元，以維護
其權益。
(十二)現役 在營服志願役徵 徵兵及齡男子已在營服志願役者，於接獲通知後
軍人登記
兵及齡男子另予 登記於現役徵兵及齡男子名冊，以免不必要之徵
兵處理。
列管。
(十三)申請 1. 役男因家庭因 役男因家庭因素，具備服補充兵役條件者，依據
服補充兵及
素申請服補充 內政部訂頒「常備役體位因家庭因素及替代役體
提前退伍（
位服補充兵辦法」規定核辦。
兵役。
役）
2. 常備兵及替代 常備兵、替代役役男家庭發生變故，須負擔家庭
役役男家庭發 生計主要責任者，得申請提前退伍（役），分別
生變故申請提 依據國防部、內政部頒訂之標準核辦。
前退伍（役）
。
(十四)申請 1. 一般及專長資
服替代役
格替代役。
2. 宗教因素替代
役。
3. 家庭因素替代
役。

肆、眷村業務
眷村事務

依據內政部訂頒年度役男申請服替代役實施計
畫，受理待徵役男申請服替代役。
役男因宗教信仰申請服替代役，依據內政部訂頒
役男申請服替代役辦法相關規定核辦。
役男因家庭因素申請服替代役，依據內政部訂頒
役男申請服替代役辦法相關規定核辦。

落實眷村服務工 1. 辦理眷村居民健康講座及敬老、父、母親節及
作，建立市府與
節慶等相關活動。
眷村間之溝通平 2. 舉辦眷村業務座談及軍政眷管單位協調會。
台
3. 規劃本市眷村幹部參訪其他縣市市政建設活
動。
4.辦理眷村美食園遊會，介紹眷村特有美食文化
及傳承。
5.辦理眷村聯誼活動，促進族群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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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協調軍政災害防救單位，維護眷村民眾生命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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