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節 永續軍民服務

為落實民眾服務與官兵眷屬照料，國軍積極推動各項民事服務、眷村

改建、軍眷服務、眷村文化保存與官兵權益保障等工作，期建立軍民互動平

臺，奠定推動「募兵制」之良好基礎。

一、民事服務

（一）落實協調機制，主動提供支援

依據地區特性，由各作戰區擔任地區民事工作「綜合協調單位」，並分

配聯兵旅級以上單位責任分區，每年配合三節前後召開「民事協調會報」，

邀集地方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地方仕紳及民間機構共同與會。民國103年

至104年8月，總計召開會報153場次，充分意見溝通並有效發揮機制功能。

（二）擴大軍民互動，爭取全民向心

為貫徹總統與民溝通政策及推動「募兵制」宣導，自民國101年起執行

「首長下鄉」專案，辦理「樂教暨募兵宣導」、「全民國防知性之旅-營區

開放」暨「積極推動全民國防及宣導募兵制」3項專案活動。103年計執行11

場次，28萬餘人次參加（如附錄8-2），對增進軍民情誼，推動全民國防及

宣導募兵政策，具有正面效益。

（三）配合國家政策，設立服務窗口

陸軍中部、南部軍團、花防部及中區後備指揮部整合轄區內三軍部隊，

於臺中、嘉義、高雄及花蓮行政院聯合服務中心設立「國防服務組」，以長

期、固定方式派員輪值進駐，提供民眾國防事務諮詢、服務與輔導。民國

103年至104年8月，受理民眾陳情、諮詢、來函計550件，均具體回復有效協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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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友善關懷老人，照顧單身退員

為響應內政部「友善關懷老人服務方案」，持續配合行政院輔導會，辦

理國軍單身退員（計1,255員）服務照顧工作，並律定各退舍（計41處）輔導

支援單位及聯絡人，使單身退員獲得適切之照顧。

1 2

3.國防部配合行政院輔導會，辦理國軍單身退

員服務照顧工作，各退舍均設有輔導支援單位

及聯絡人，使單身退員持續獲得適當之照顧。

3

1.為貫徹與民溝通政策指示，宣導國家募兵

重大政策，國防部辦理「首長下鄉」專案、

「樂教暨募兵宣導」等活動，以增進軍民情

誼，建立共識。

2.為落實官兵眷屬照料，國軍積極推動眷村改

建及改善眷舍生活設施，以提升居住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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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協助執行疏運，紓解返鄉交通

當外（離）島地區因天候、節慶及重大活動等因素，造成旅客大量滯留

時，國軍秉持「苦民之苦、急民所急」之精神，配合交通部協助執行緊急疏

運任務。民國103年派遣C-130機計46架次，疏運旅客1,585人；軍租民輪1艘

次，協助疏運386人次。104年1至8月，派遣66架次，疏運旅客2,722人，有效

協助民眾即時返鄉，彰顯國軍愛民助民優良傳統。

（六）配合農產促銷，保障農民收益

配合行政院農委會於農產品盛產期間，運用國軍副食供應通路，辦理相

關促銷活動，提供多樣蔬果選擇，使官兵攝取均衡營養。民國103年至104年

8月，計採購柳橙、甘藷等18項農產品9,381公噸，有效紓解產銷失衡，保障

農民收益。

為彰顯愛民助民精神，國軍賡續配合交通部外（離）島緊急疏運需求，適時派遣軍機及軍

租商船協助疏運，彰顯國軍愛民助民優良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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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落實征屬照顧，爭取軍眷支持

軍人之友社協助國軍部隊，針對家庭遭逢重大事故之國軍官兵及其眷

屬，辦理急難慰問。經統計103年度執行成效，受惠軍眷計845戶、慰問金額

新臺幣416萬餘元；104年度執行迄今，受惠軍眷 計332戶、慰問金額新臺幣

117萬4,000元，均能在第一時間協助單位撫慰軍（眷）心。

二、眷村文化保存

眷村是國軍為安定軍心、照顧眷屬所建的群居聚落，富涵共同生活經驗

與歷史記憶，為我國重要文化資產之一。國防部依《眷村改建條例》及《國

軍老舊眷村文化保存選擇及審核辦法》，選定臺北市「中心新村」等13處辦

理眷村文化保存區；另指定登錄具文化資產身分之27處眷村，運用地方政府

合作平臺，透過都市計畫變更或都市更新等方式，結合新舊建築改良經營與

再利用，以傳承眷村文化資產及價值，重塑眷村文化精神（如附錄8-3）。

三、官兵權益保障

國防部重視軍中人權，依法設置法規會、訴願審議會、國家賠償事件

處理會及官兵權益保障會，均遴聘社會人士、學者、專家擔任委員，完備法

制保障；另有「國軍申訴制度」及「1985諮詢服務專線」，提供官兵申訴管

道，落實軍中人權保障。

（一）申訴制度

國防部透過「申訴制度宣導」、「官兵滿意度調查」及提升「1985諮詢

服務專線」服務品質等方式，精進申訴制度功能。另為強化「1985諮詢服務

專線」服務品質及處置時效，自民國102年8月起，將申訴處理層級提升至軍

團、防衛部（海、空軍比照），原申訴案件依類別，統由各聯參依權責管制

及指導各軍司令部處理與回復。103年至104年8月，接獲申訴、諮詢服務電

165



話計2萬1,435通，執行受理申訴案件計2,523案，均予詳細說明及妥善處理。

（二）推動服務創新精進方案

1、依國防部「103至104年度推動『服務創新精進方案』實施計畫」，藉

講習宣導、教育訓練、績效評核及標竿學習等方式，提升各單位內部

作業效率及對外服務品質，落實簡政便民、主動服務政策，塑造專

業、便民、高效率之公共服務形象與聲譽。

2、依業務屬性、服務對象及規模，將國防部為民服務機關，區分「服務

規劃機關」及「第一線服務機關」2類，每半年實施績效評核（含書

面、網站及現地考核），績優單位薦報參加「政府服務品質獎」評

選，全面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三）權益保障

1、政策目標

國防部成立官兵權益保障會，處理官兵及眷屬權益事項，透過敦聘部

外委員合議審查，以及推廣各項宣導作為，彰顯對軍中人權積極落

實之決心，確保官兵合法權益。另自民國103年起，國防部審議委員

（計14員）全部由人權組織、公益團體、法律學者擔任，共同審議官

兵權益保障案件，使審議流程更為公正、透明。

2、具體成果

（1）精進案件審議

為強化案件審議救濟機制及時效，訂定《國軍官兵權益保障會設

置要點》、《國軍官兵權益保障會審議要點》，以委員預審模式，大

幅簡化案件審議時程。民國103年至104年8月，受理官兵申請權益保

障案件計423件，已審結342件（撤銷64件，申請駁回119件，不受理66

件及撤回93件，如附錄8-4）；另每季召開工作會報，檢討各單位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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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執行情形，有效策進各級官兵權益保障工作之推動。

（2）賡續辦理因公涉訟補助

訂頒《國軍人員因公涉訟輔助申請作業規定》，對於依法執行職

務涉民、刑訴訟者，按《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相關規定，申

請延聘律師費用補助，使國軍人員執行公務能積極主動，勇於任事。

（3）彙編權保案件案例選輯

彙整國防部及陸、海、空軍、政戰局等權保會審議、再審議案件

之決議書，摘選具教示意義之案例彙編成冊，印發各單位參考運用。

（四）法律服務、輔導訴訟

1、強化法律服務

（1）民國103年至104年8月，受理輔導訴訟共計687件，各司令部(指

揮部)法律事務組、法律服務中心及編配聯兵旅以上軍法軍官，

辦理各類法律諮詢、法令會稿、契約審查、代撰書狀及訴訟代

理等法律服務計6,111件，深獲官兵及其家屬好評。

（2）配合軍法機關任務轉型，軍法軍官自民國103年1月14日起，編

配至各聯兵旅級以上單位辦理法治教育、法律服務及法制等業

務，北（南）部法律服務中心兼辦軍事機關、國軍官兵所涉民

事、行政及非訟事件之訴訟代理。另編配之軍法軍官亦代理單

位公務涉訟事件，103年至104年8月，共計120件，其中15件勝

訴，有效維護官兵及單位權益。

（3）軍法改制後，由法律服務中心及單位編配之軍法軍官，不定期

至各營區設置法律諮詢服務臺服務攤位計12場次，具體落實官兵

權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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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落實人權宣導

（1）民國103年至104年8月，宣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對於人權保障之規範共計8,350場次，

使官兵深切體認「依法行政、尊重人權」之重要性。

（2）利用法治教育時機，宣導防制性侵害、性騷擾及家庭暴力等，民國

103年至104年8月，法治教育授課共計8,350場次，82萬2,600人次

參加。

（3）為貫徹我國參加國際人權公約政策，並具體實踐軍中人權保障，要

求國防部各單位審視涉及《禁止酷刑公約》之113種法令、1,771種

行政規則及334種行政措施，均無違反該公約之內涵與精神。

3、發揮訴願功能

為昭公信並發揮訴願審議行政監督之功能，凡國防部訴願審議會受理

1 2 1.國軍醫院戮力維持作業能量，以滿足國軍官兵及民眾醫療需求，並適切達成平、戰時各

項軍事醫療任務整備。

2.現階段國軍軍醫體系採重點強化「大量傷患應變處置」等工作，以因應防衛作戰之實際

需要，強化作業能力，確保聯合作戰之衛勤支援任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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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訴願案件，均要求在3個月內審決，且國防部所為訴願決定經提起

行政訴訟者，民國103年至104年8月間，僅2件為行政法院撤銷；顯見

國防部訴願決定之即時性及品質，獲得行政法院肯定。

四、醫療保健

（一）提升衛勤作業，落實戰訓及救災整備

現階段國軍衛勤救護機制採「二段三級」作業（附錄8-5），以「就近

醫療、直接後送」為目標，致力強化衛勤部隊緊急救護能量，提升後送轉診

作業品質。另為深化國軍地區醫療責任制度，落實作戰區國軍醫院與衛勤

部隊之任務接軌與作業協調，置重點於「大量傷患應處作業」、「民間醫

療資源運用與動員能量建立」、「強化衛勤部隊跨區支援能力」、「精進衛

（藥）材申補管理與配運網絡建立」、「務實戰備衛（藥）材管理與屯儲」

等工作，以因應防衛作戰之實際需要，確保聯合作戰之衛勤支援任務能有效

達成。

此外，國軍藉歷年參與救災實務經驗，整合部隊衛勤與地區醫療作業，

增進與各部會及公、民營醫院交流合作，依「醫療救護編組標準化」、「救

護裝備模組機動化」原則，建立常態性救災醫療支援能量，確保緊急醫療任

務達成。民國103年7月23日復興航空馬公空難、7月31日高雄氣爆事件，104

年2月4日復興航空臺北空難、6月27日新北市八仙樂園粉塵氣爆事故，國軍

衛勤及醫療體系均在第一時間即刻動員搶救，發揮緊急醫療照護功能。

（二）強化國軍醫院能量，提升軍民醫療照護品質

國軍醫院除負責維護官兵健康、提供民眾一般醫療服務、參與救災、

防疫醫療支援外，尚須肩負兵役及特殊勤務體檢、航空生理訓練、航空及潛

水醫學等軍陣醫學研究發展，以及戰時醫療設施與衛材徵（購）用、床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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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與管制等戰備動員任務，並配合政府外交政策，執行友邦國家人道醫療支

援。因此，國軍醫療資源必須更為有效運用及管理，以滿足國軍官兵及民眾

醫療需求，並達成平、戰時各項軍事醫療任務。

國軍醫院配合政府加強病人安全維護、電子病歷交換整合、醫療品質

提升等政策，以及因應醫院評鑑及經營管理決策需要，持續建置國軍醫療資

訊網，進一步整合決策支援系統，期使國軍醫院之醫療作業達到「業務自動

化、管理資訊化、經營企業化」之目標。另國軍醫院秉持為民服務的理念，

致力提升醫療服務品質，民國103年迄今，除三軍總醫院再度榮獲第六屆

「政府服務品質獎」外，高雄、臺中總醫院分以「跨專業領域的創新服務機

制」與「以病人為中心全方位客製化服務」，榮獲國家品質標章。

（三）整合軍民醫療健康照護機制

藉由軍民醫療合作、緊急醫療應變中心（EOC）會議、地區專科醫療月

會等時機，將軍陣醫學研究及國軍醫院處理特殊疾病所累積之專業與實務經

驗（如運動醫學、熱傷害、橫紋肌溶解症、中暑及季節流感等），與各級部

隊周邊鄰近之民間醫療院所分享，滿足國軍官兵及社區民眾醫療照護需求。

另為促進國軍與榮民醫療體系資源有效運用，擴展國軍官兵與榮民醫療

服務密度，在「資源共享」、「平等互惠」、「學術交流」及「災防支援」

原則下，建立國軍及榮民醫療體系支援能量整合互補機制，強化基層官兵及

榮民之醫療照護。

此外，為提升外（離）島官兵就醫方便性，國軍醫院定期派駐專科醫師

於澎湖、馬祖及金門地區，照護官兵健康，並與民間醫療機構（衛福部部立

醫院及連江縣縣立醫院等）合作，提供居民門（急）診服務，提升外（離）

島地區整體醫療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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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後備軍人服務

（一）激勵後備軍人，厚植動員戰力

為凝聚後備軍人向心，強化全民國防理念，民國103年至104年8月，辦

理年度後備軍人晉任暨幹部表揚典禮活動計40場次，增加後備部隊基層幹部

榮譽感，激勵後備軍人士氣。

（二）修訂《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25、36條修正案，於民國103年6月4日公布施

行，凡參加後備軍人輔導組織訓練、服勤而致傷病、身心障礙或死亡者，準

用動員實施階段受徵用民力傷亡規定辦理撫卹，保障後備軍人輔導組織幹部

之權益。

（三）運用後輔組織，落實服務工作 

目前在各鄉、鎮、市、區共設置364個後備軍人輔導中心，內設輔導幹

部計2萬8千餘人，藉廣布鄉里、深入基層特性，服務與照顧後備軍人。民國

103年計辦理疑難協處、急難轉介、喜喪祝慰、留守業務及發放獎助學金等

服務案件，計1萬5千餘件，金額達新臺幣700萬餘元。

六、陳情訴願

（一）陳情（如附錄8-6）

1、到部陳情

民國103年至104年8月，受理人民到部陳情案件數計258件，均完成處

理。處理到部陳情案件時，指派專人及業管單位依案情內容及性質，

循現場瞭解、接見說明、案件處理及管制回報程序即時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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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函件陳情

為強化與民眾溝通及有效處理陳情函件，除專案建檔外，並規定於

30日內函復陳情人。民國103年至104年8月，受理陳情函件計4,800餘

件，均在規定時間內處理完畢。

3、電郵陳情

民國103年至104年8月，處理電子陳情信函4,900餘件，均管制在3日內

辦畢回覆。

（二）訴願

民國103年至104年8月，辦結訴願案件計210件（如附錄8-7）。另行政院

所屬各中央機關訴願案件審決期限績效評比，自99年起，均獲行政院評列第

1名。

為貫徹「國防法制化」之目標，持續於每年實施訴願業務輔導與訪問，

深入瞭解各機關訴願業務執行情形，並於103年辦理「行政處分與正當程

序」專題講演及舉辦訴願工作檢討會及訴願實務專案教育，藉法令宣導及觀

念溝通，提升業務人員之專業素養與辦案品質。

七、國家賠償

民國103年至104年8月，國防部及各軍司令部受理國家賠償案件計147

件，其中協議成立及判決確定14件，已結案111件；另經審議拒絕賠償及訴

訟後判決勝訴確定不予賠償計73件，有效節省公帑達新臺幣10億6,645萬餘元

（如附錄8-8）。

八、軍事勤務傷亡損害補償

為彰顯政府照顧因國軍軍事勤務，導致人民傷亡及財物損失的誠意，

以及撫慰傷亡者及其家屬的創痛，國防部制定《國軍軍事勤務致人民傷亡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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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補償條例》（以下簡稱補償條例），於民國88年12月1日公布施行，申請

期限2年。另為保障未及提出申請民眾權益，於93年研修《補償條例》，將

受理期限延長至96年11月30日止；迄至104年8月，總計受理2,518件，完成

1,933件審議，核發補償金新臺幣15億3,630萬元（如附錄8-9）。

九、軍事管制禁限建

依「寓戰備於民生」政策，在不影響國防安全及適法前提下，配合國防

組織轉型、武器裝備更新、防衛作戰型態轉變及國防安全實需，適時調整軍

事管制區暨禁限建範圍，以兼顧經建發展及人民權益。民國103年迄今，解

除及縮減軍事管制區暨禁限建範圍計9處，面積4,512公頃（如附錄8-10）。

十、國防部史政檔案開放與應用

（一）檔案開放現況

國防部為落實《政府資訊公開法》、《行政程序法》、《國家機密保護

法》暨《檔案法》等相關規定，整理具史政價值或法律信證之永久檔案，計

3萬8,536卷（約120萬件），同時辦理檔案機密等級重新審認，全數完成電子

目錄建檔及檔案影像數位化，民眾可透過國防部全球資訊網站，於線上提出

申請，大幅縮短申辦審核時間。

（二）檔案資訊化作業

自民國103年起，推動檔案申請案件線上審查流程，透過「國軍史政檔

案影像調閱系統」直接派送檔案影像，由業管單位實施線上審查，避免檔案

原件散失或毀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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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為 保 護 使 用 者 個 人 資 料 安 全 ， 於 1 0 3 年 導 入 「 國 軍 史 政 檔 案

影 像 調 閱 系 統 」 資 訊 安 全 暨 個 資 保 護 管 理 制 度 ， 並 於 1 0 3 年 1 0 月 通 過

「ISO27001:2013」國際認證，彰顯國防部積極投入維護個人資料的用心與成

效。

（三）檔案開放應用服務

國軍自開放檔案應用服務以來，深獲民眾好評，除部分申請案件因涉及

國安資訊、個人犯罪、人事及薪資資料，或有侵害公共利益及第三人正當權

益之虞者，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外，餘均同意民眾申請調卷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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