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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篇

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12 日

內政部公告

台內役字第 1070830082 號

主

旨：預告訂定「義務役軍人傷亡慰問金及安養津貼發給辦法」。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內政部。
二、訂定依據：兵役法第 44 條之 1。
三、「義務役軍人傷亡慰問金及安養津貼發給辦法」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役政署
全球資訊網站（網址 http://www.nca.gov.tw）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60 日內陳述意
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內政部役政署
(二) 地址：54071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路 21 號
(三) 電話：049-2394378
(四) 傳真：049-2394497
(五) 電子郵件：3013@mail.nca.gov.tw
部

長 葉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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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篇

義務役軍人傷亡慰問金及安養津貼發給辦法草案總說明
為善盡政府照顧現役義務役軍人死亡遺族及依法徵服兵役人員(以下簡
稱義務役軍人)傷殘之責，與延續永續照顧傷殘退伍人員，使渠等能維護基本
生活，內政部於臺灣省政府精省時承繼現役軍人傷亡一次慰問金、義務役傷
殘退停役人員三節慰問金及安養津貼之業務，並於九十年十二月三日九十(台)
內役字第九Ο九一一八Ο號函頒義務役傷殘退伍軍人一次慰問金、三節慰問
金及安養津貼發放標準，調整發放金額，並自九十一年一月一日起實施，及
內政部役政署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役署權字第Ο九一ΟΟ五四四三五號函
頒在營軍人及替代役役男死亡遺屬暨義務役及替代役役男傷殘一次慰問金發
放作業須知，依其傷亡種類、傷殘狀況發給上揭人員之慰問金及安養津貼在
案。
茲兵役法第四十四條之一，業奉總統於一百零六年六月十四日以華總一
義字第ㄧ○六○○○七二四八ㄧ號令增訂公布，增列現役軍人所享有之傷亡
慰問金、津貼等權利；其發給之對象、類別、條件及程序等相關事項之法令，
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由國防部、內政部分別擬訂，報行政院核定。茲為
落實上開兵役法之規定意旨，爰擬具「義務役軍人傷亡慰問金及安養津貼發
給辦法」草案，共計十一條，其要點如下：
一、慰問金及安養津貼之發給種類。（草案第三條）
二、慰問金及安養津貼發給金額。
（草案第四條）
三、死亡慰問金之遺族領受順序、數人領受方式及領受權利之喪失，並規定
傷殘慰問金及安養津貼領受人，以資明確。
（草案第五條）
四、慰問金及安養津貼發給作業程序及核定權責。（草案第六條）
五、慰問金及安養津貼發給後，其殘等或傷殘狀況變更、死亡者，依變更後
之傷殘狀況基準發給。（草案第七條）
六、慰問金及安養津貼不予發給之原因。（草案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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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役軍人傷亡慰問金及安養津貼發給辦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兵役法第四十四條之 一、本辦法訂定之依據。
一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二、按兵役法第四十四條之一第一
項規定:「現役軍人依前條第一
項第七款所享有之傷亡慰問金
等權利；其發給之對象、類別、
條件及程序等相關事項之法
令，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由
國防部、內政部分別擬訂，報行
政院核定。」爰有關為國服兵役
之義務役軍人，於服役期間遭遇
死亡或傷殘者，對於死亡義務役
軍人之遺屬或傷殘義務役軍人
本人予以適時之慰問，實屬必
要；另對於作戰或因公傷殘義務
役軍人因傷病退停役後之安養
照護，合屬國家責任，本辦法併
同規定發給是項人員三節慰問
金及安養津貼，俾資周全。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義務役軍人，指依法 義務役軍人及傷殘人員之用詞定義。
徵集之現役常備軍官、士官、士兵、補
充兵及應召在營之後備軍人。
本辦法所稱傷殘人員，指經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榮民服務處
(以下簡稱榮服處)核定安置就養有案
之作戰或因公傷殘之義務役軍人。
第三條 慰問金及安養津貼之發給種類 一、本辦法慰問金及安養津貼發給之
如下：
種類，以資明確。
一、義務役軍人死亡慰問金：經國防部 二、考量傷殘人員係因服兵役時造成
死亡通報令核定有案之作戰、因
之傷害，早期對於因病、意外傷
公、因病或意外死亡之義務役軍
殘之義務役軍人，經榮服處核定
人，發給之。
就養有案者，或經內政部、直轄
二、義務役軍人傷殘慰問金：經國防部
市政府核發有案之滯留醫院療養
傷殘通報令核定有案之作戰、因
之精神病患，亦有發給三節慰問
公、因病或意外傷殘之義務役軍
人，發給之。
三、傷殘人員三節慰問金及安養津貼:
(一)傷殘人員。
(二)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九月二十五
日前，經內政部核發有案之因

金及安養津貼。茲為維護渠等權
益，於九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中
秋節前(不含當日)經核發有案
者，仍延續發給，以盡政府照顧
關懷之責，爰訂定第三款第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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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意外傷殘義務役軍人，且未
經榮服處核定停止就養者，或經
內政部、直轄市政府核發有案之
療養人員。
第四條 本辦法所定各項慰問金及安養 一、各項慰問金及安養津貼發給金
津貼發給金額，依義務役軍人死亡及傷
額之基準。
殘慰問金發給基準表(如附表一)、傷殘 二、考量傷殘人員三節慰問金及安
人員三節慰問金及安養津貼發給基準
養津貼發給基準，於民國八十五
表(如附表二)辦理。
年辦理發給後，迄今未曾調整，
前項傷殘人員三節慰問金及安養
茲為照顧渠等生活權益，爰參酌
津貼發給基準，每四年調整一次，由內
平均消費者物價指數，由民國八
政部參照中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最近一
十五年之百分之八十六點三一，
年消費者物價指數較前次調整之前一
迄至一百零六年十月之百分之一
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率公告調整
百零五點五四，計漲幅百分之二
之。但成長率為零或負數時，不予調
十二點二八，及公教人員待遇調
整。
整，自民國八十六年至一百零七
年計調幅百分之二十一，依現行
發給金額予以調升百分之二十，
俾茲合理妥適。
三、另 為 照 顧 傷 殘 人 員 之 生 活 權
益，爰規定其三節慰問金及安養
津貼發給基準，參酌社會救助法
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每四年調
整一次，由內政部參照中央主計
機關發布之最近一年消費者物價
指數較前次調整之前一年消費者
物價指數成長率公告調整之。但
成長率為零或負數時，不予調整。
第五條 死亡慰問金之遺族領受順序、數 一、第一項規定死亡慰問金之遺族領
人領受方式及領受權利之喪失，準用軍
受順序、數人領受方式及領受權
人撫卹條例相關規定辦理。
利之喪失，準用軍人撫卹條例相
傷殘慰問金、傷殘人員三節慰問金
關規定辦理，以資明確。
及安養津貼，以其本人為領受人。
二、第二項規定傷殘人員三節慰問金
及安養津貼之領受人。
第六條 慰問金及安養津貼發給作業 一、第一項規定慰問金及安養津貼
程序及核定權責如下:
發給作業程序及核定權責。
一、死亡、傷殘慰問金:接獲國防部死 二、第二項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
亡(傷殘)通報令後，由內政部或
對於傷殘人員資格異動時，應通
直轄市政府，循行政程序核定後
知內政部核列。
發給。
三、第三項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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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傷殘人員三節慰問金及安養津貼:
(一)榮服處於核定就養或停止就養案

對於有誤領、溢領或漏發傷殘人
員三節慰問金或安養津貼之案

件時，應函知內政部、直轄市、
縣(市)政府。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對於核定就
養案件，應將傷殘人員之作戰、
因公傷殘、服義務役證明及經榮
服處核定就養等相關資料，函送
內政部辦理核發作業。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每年三
節(春節、端午節及中秋節)發放
前，確實與榮服處核對就養資格。
傷殘人員發生死亡、戶籍異動或

件，應辦理作業事項。

傷殘類別變更時，直轄市、縣(市)政
府應即函報內政部核列。
對於有誤領、溢領或漏發傷殘人
員三節慰問金或安養津貼之案件發生
時，應依法辦理請求返還或補發作業。
第 七 條 義 務 役 軍 人 傷 殘 慰 問 金 發 放 一、第一項規定義務役軍人傷殘慰問
後，因同一傷病原因加劇而致殘等變更
金發給後，其殘等變更或死亡
或死亡，經國防部發布死亡(傷殘)通報
者，補發慰問金之差額。
者，補發其差額。
二、第二項規定傷殘人員三節慰問金
傷殘人員三節慰問金及安養津貼
及安養津貼，於不具現役軍人身
之殘等鑑定依最初殘等通報令審認；於
不具現役軍人身分之日起五年內，因同
一傷病原因加劇，致傷殘狀況變更者，
依變更後之傷殘狀況基準發給。

分之日起五年內，因同一傷病原
因加劇，變更傷殘狀況，依變更
後之傷殘狀況基準發給，爰參酌
國軍因戰公傷殘退役官兵三節
慰問金及安養津貼發放作業要
點第四點第二項規定，訂定第二
項。

第八條 因犯罪行為所致傷殘、死亡者， 一、考量義務役軍人因犯罪行為所
不予發給慰問金。
致傷殘、死亡，不適宜實施慰問，
經榮服處核定停止就養者，不予發
爰參酌國軍人員因戰公傷殘死亡
給三節慰問金及安養津貼。
慰問實施規定第八點、保險法第
一百三十三條、簡易人壽保險法
第二十條、替代役實施條例第三
十ㄧ條規定意旨，訂定第一項。
二、第二項規定不予發給傷殘人員
三節慰問金及安養津貼之原因。
第九條

領受死亡慰問金之遺族居住在 領 受 死 亡 慰 問 金 之 遺 族 居 住 在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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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委託他 外、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委託他
人代領者，準用軍人撫卹條例施行細則 人代領者，準用軍人撫卹條例施行細
第三十條規定辦理。

則第三十條規定辦理，以資明確。

第十條 義務役軍人死亡及傷殘慰問金 本辦法慰問金及安養津貼之經費編
發給所需經費，分別由內政部及直轄市 列方式。
政府編列預算支應。
傷殘人員三節慰問金，屬內政部發
給者，由內政部編列預算支應；屬直轄
市政府發給者，由直轄市政府編列預算
支應；屬縣(市)政府發給者，由內政部
編列預算補助支應。
傷殘人員安養津貼，屬直轄市政府
發給者，由直轄市政府編列預算支應；
屬縣(市)政府發給者，由內政部編列預
算補助支應。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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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義務役軍人死亡及傷殘慰問金發給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種類

事

由 金

額 備

註

死亡

作戰死亡

ㄧ百二十萬元

慰問

因公死亡

ㄧ百萬元

金

因病死亡

五十萬元

意外死亡

五十萬元

傷殘

作戰ㄧ等殘

六十萬元

發放種類所列其餘殘等為：

慰問

因公一等殘

五十萬元

因病二等殘、意外二等殘、作戰三等

金

因病一等殘

四萬元

殘、因公三等殘、因病三等殘、意外三

意外一等殘

四萬元

等殘、作戰重度機能障礙、因公重度機

作戰二等殘

四萬元

能障礙、因病重度機能障礙、意外重度

因公二等殘

四萬元

機能障礙、作戰輕度機能障礙、因公輕

其餘殘等

ㄧ萬元

度機能障礙、因病輕度機能障礙、意外
輕度機能障礙。

說明：為使義務役軍人死亡、傷殘慰問金發給能有明確之依循，爰參酌內政部役政
署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役署權字第Ο九一ΟΟ五四四三五號函頒在營軍
人及替代役役男死亡遺屬暨義務役及替代役役男傷殘一次慰問金發放作業
須知規定之發放金額，訂定本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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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傷殘人員三節慰問金及安養津貼發給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種類

三節慰問金

安養津貼
小計

（併三節發
傷殘狀況

內政部慰問

直轄市、縣

金

(市)政府慰
問金

全身癱瘓
半身癱瘓
前二款以外之
一等殘人員
其餘殘等人員
療養人員
備註

給）

未領國軍團體
意外保險

已領國軍團
體意外保險

二萬四千元

四萬八千元

八千四百元 十萬五千六百
/月
元/節

八萬一千六
百元/節

一萬八千元

二萬四千元

三千六百元 五萬六千四百
/月
元/節

三萬八千四
百元/節

一萬二千元

一萬八千元

三萬元/節

一萬八千元/
節

一萬二千元

三千六百元

一萬五千六百
元/節

三千六百元/
節

三千六百元

三千六百元/

三千六百元/

節
節
壹、傷殘狀況區分：
一、全身癱瘓：
（一）腦死（植物人）
（二）頸部以下無知覺
（三）三肢肢體以上缺失或神經功能完全喪失。
（四）意識昏迷或患有重疾，生活完全無法自理，經鑑定人員鑑定
屬實。
二、半身癱瘓：
（一）腰部以下無知覺
（二）兩肢肢體以上缺失或神經功能完全喪失。
（三）雙目失明
三、其餘殘等人員:
(一)二等殘人員
(二)三等殘人員
(三)重度機能障礙
(四)輕度機能障礙
貳、已領國軍團體意外險者，內政部慰問金不予發給。
參、發給時機:每年三節(春節、端午節及中秋節)前辦理。
肆、安養津貼每節發放均以四個月計。

說明：
一、本基準表所稱傷殘人員，指經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榮民服務處核定安置就
養有案之作戰或因公傷殘之義務役軍人。

二、參酌內政部九十年十二月三日九十(台)內役字第九Ο九一一八Ο號函頒義務役傷殘
退伍軍人一次慰問金、三節慰問金及安養津貼發放標準所定金額，並考量上開發給基
準，於民國八十五年辦理發給後，迄今未曾調整，茲為照顧渠等生活權益，爰參酌平
均消費者物價指數，由民國八十五年之百分之八十六點三一，迄至一百零六年十月之
百分之一百零五點五四，計漲幅百分之二十二點二八，與公教人員待遇調整，自民國
八十六年至一百零七年計調幅百分之二十一，爰依上開發放標準所定金額予以調升百
分之二十，以明確規範傷殘人員三節慰問金及安養津貼發給金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