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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令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13 日 

國規委會字第 1100006097 號 

訂定「後備軍人及補充兵免除本次教育勤務點閱召集認定標準」。 
附「後備軍人及補充兵免除本次教育勤務點閱召集認定標準」 

部  長 嚴德發 

後備軍人及補充兵免除本次教育勤務點閱召集認定標準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兵役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患病不堪行動，為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患重大疾病，或因受傷致無法行動，不能在接受召集日起三日內報到入營。 
二、患有傳染病防治法所定之傳染病，接受治療未滿六個月或滿六個月未痊癒。 
三、 召集期間正值重大傳染性疾病流行，且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列管隔離、檢疫

或須自主健康管理。 
第 三 條  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家庭發生重大事故，必須本人處理，為下列情

形之一者： 
一、於召集期間為結婚登記，或預訂宴客日期於召集期間或解除召集後七日內。 
二、配偶妊娠之預產期於召集期間前後十四日內。 
三、配偶於召集期間分娩、流產未滿十四日或其預產期已過仍未分娩。 
四、本人於召集期間妊娠、分娩未滿半年或流產未滿三個月。 
五、養育未成年子女或親屬，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 無直系血親尊親屬及配偶，而有未成年子女或弟妹須本人獨自養育。 
(二) 養育未滿二歲子女或二名以上未滿七歲子女。 
(三) 養育三名以上子女，且其中一名以上未滿七歲。 
(四) 子女未滿四歲須本人哺（集）乳。 

六、 於召集期間內，須照顧患重大傷病之直系血親、配偶或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 
七、 直系血親、配偶、直系姻親或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死亡，自死亡日起至出殯

日止，正值召集期間。 
第 四 條  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中等以上學校在校之學生，指就讀於高級中等

以上學校或專科學校之學生。但無修業年限者，不得申請免除本次召集。 
第 五 條  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民意代表，指立法委員、直轄市、縣（市）議

會議員及鄉（鎮、市）民代表會代表。 
第 六 條  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因事赴國外，為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公告召集日程前已出國（境），確定無法於召集日前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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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出國（境）日期正值召集期間。但公告召集日程後始排定之出國（境）觀光

旅遊行程，不得申請免除本次召集。 
第 七 條  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六款所定航行國外之船員，正在航行中，為下列情形之

一者： 
一、公告召集日程前已航行國外，確定無法於召集日前返國。 
二、已確定出航國外且航程日期正值召集期間。 

第 八 條  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七款所定有犯罪嫌疑在羈押中，或犯罪處徒刑在執行中，

為召集期間因案羈押中或執行徒刑、拘役。 
第 九 條  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八款所定其他因特殊事由而無法應召，為下列情形之一

者： 
一、 遭遇天然災害、事故或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於接受召集日起三日內報到，

或因而造成重大財產損失，正值重建期間。 
二、本人與配偶或親屬同時接受召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 本人之兄弟姊妹僅一人，同時接受召集，經擇一免除本次召集。 
(二) 本人之兄弟姊妹中，已有半數以上應徵召在營或為各軍事學校在學之學生。 
(三) 本人與配偶同時接受召集，經擇一免除本次召集。 
(四) 配偶在營服役中。 

三、因參加考試、訓練、講習或工作因素，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 國家或私人機構舉辦之各種訓練或講習正值召集期間，未參加該訓練或講

習，將影響其工作權益。 
(二) 參加專科以上學校招生考試、公務人員考試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或

教師甄試，其考試前十日至考試日期正值召集期間。 
(三) 擔任後備軍人輔導組織輔導幹部，須於召集期間執行召集事務。 
(四) 具原住民族身分，於召集期間適逢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之歲時祭儀放假日

期，且擔任祭典工作人員。 
(五) 擔任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含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聘（任）期在三個月

以上之代理教師。 
(六) 經常僱用員工數二十人以下之中小企業，有二人以上員工同時接受召集，

有影響營運之虞，經擇定半數以下員工免除本次召集。 
四、於召集期間無法接受召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 受觀察、勒戒、強制戒治或其他保安處分之裁判，或留置、管收或其他拘

束、限制人身自由之處分、裁判在執行中。 
(二) 參加衛生福利部指定之醫療機構或公（私）立毒品戒治機關之戒治療程。 

五、其他經國防部後備指揮部及所屬地區指揮部認定，無法接受召集之特殊情形。 
   符合前項第三款第六目之情形者，應由該中小企業提出申請，並經直轄市、縣

（市）後備指揮部及服務中心核定，始得免除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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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後備軍人及補充兵接獲召集令後，具有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

得於召集日三日前，填具申請書及證明文件，向直轄市、縣（市）後備指揮部及服務

中心申請免除本次召集。 
   前項申請未依期限或程序辦理，直轄市、縣（市）後備指揮部及服務中心得不予

受理。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應通知申請人於召集日前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

者，不予受理。 
   直轄市、縣（市）後備指揮部及服務中心，除有第九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情形，

轉呈國防部後備指揮部及所屬地區指揮部審核外，應於受理第一項申請翌日起三日內，

予以核定或駁回。但經通知補正者，不在此限。 
第 十一 條  直轄市、縣（市）後備指揮部及服務中心對於未申請免除本次召集或申請遭駁回

而未報到者，得通知當事人提供相關事證資料，經查明有違反妨害兵役治罪條例之嫌

疑，應函送司法機關辦理。 
第 十二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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