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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767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5月24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0926 號

案由：本院委員呂玉玲等 22 人，鑑於聯合國於 2006 年通過身心障
礙者權利公約，且我國亦於 2009 年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施行法，讓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更臻完備。惟查軍人撫卹條
例相關法規，部分文字使用「殘」字；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第三條及第五條規定，法規使用「殘」字獲認為「不當」
與「歧視性」意涵之文字，實有不當。為維護身障者權益，
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規定，爰提案修正「軍人撫卹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鑑於聯合國於 2006 年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且我國亦於 2009 年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施行法，讓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更臻完備。惟查軍人撫卹條例相關法規，部分文字使用
「殘」字，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三條及第五條規定，法規使用「殘」字獲認為「不當
」與「歧視性」意涵之文字，實有不當。爰提案修改相關文字，俾維護身障者權益，符合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規定。

提案人：呂玉玲
連署人：馬文君

蔣萬安

賴士葆

柯志恩

黃昭順

孔文吉

許淑華

江啟臣

王惠美

陳學聖

曾銘宗

徐志榮

鄭天財 Sra Kacaw

費鴻泰

許毓仁

徐榛蔚

簡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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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乃辛

吳志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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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撫卹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三條

軍人傷亡應予撫卹者

現

行

條

文

第三條

軍人傷亡應予撫卹者

，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由
國防部發給撫卹令及撫卹金

，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由
國防部發給撫卹令及撫卹金

。

。

說

明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三條及第五條規定，法規使

撫卹金發給規定如下：

撫卹金發給規定如下：

用「殘」字獲認為「不當」
與「歧視性」意涵之文字，

一、死亡者：發給死亡撫卹
金，以其遺族為受益人。

一、死亡者：發給死亡撫卹
金，以其遺族為受益人。

爰修正第二項之文字，俾維
權益並符國際潮流。

二、傷障者：發給傷障撫卹
金，以其本人為受益人。

二、傷殘者：發給傷殘撫卹
金，以其本人為受益人。

第五條 傷亡之種類如下：
一、作戰死亡。

第五條 傷亡之種類如下：
一、作戰死亡。

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三條
及第五條規定，法規使用「殘

二、因公死亡。
三、因病或意外死亡。

二、因公死亡。
三、因病或意外死亡。

」字獲認為「不當」與「歧視
性」意涵之文字，爰修正本條

四、作戰傷障。
五、因公傷障。

四、作戰傷殘。
五、因公傷殘。

之文字，俾維權益並符國際潮
流。

六、因病或意外傷障。

六、因病或意外傷殘。

第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第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第一項未修正。

為作戰死亡：
一、執行作戰任務，因而死

為作戰死亡：
一、執行作戰任務，因而死

二、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三條及第五條規定，法規使

亡者。
二、在敵區服行任務，因而

亡者。
二、在敵區服行任務，因而

用「殘」字獲認為「不當」
與「歧視性」意涵之文字，

死亡者。
三、為免被俘或被俘不屈，

死亡者。
三、為免被俘或被俘不屈，

爰修正第二項及第三項之文
字，俾維權益並符國際潮流

因而死亡者。
四、在非常事變中執行任務

因而死亡者。
四、在非常事變中執行任務

。

，因而死亡者。
前項各款原因所致之傷

，因而死亡者。
前項各款原因所致之傷

障，為作戰傷障。
實兵演習中遭武器、彈

殘，為作戰傷殘。
實兵演習中遭武器、彈

藥所致，或因冒險犯難執行
任務，遭受暴徒攻擊而死亡

藥所致，或因冒險犯難執行
任務，遭受暴徒攻擊而死亡

或傷障者，視為作戰死亡或
作戰傷障。

或傷殘者，視為作戰死亡或
作戰傷殘。

第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為因公死亡：

第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為因公死亡：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一、執行公務因而死亡者。
二、為保衛公共安全或救護

一、執行公務因而死亡者。
二、為保衛公共安全或救護

三條及第五條規定，法規使
用「殘」字獲認為「不當」

公物，因而死亡者。

公物，因而死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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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歧視性」意涵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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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救護公共災害，因而
死亡者。

三、為救護公共災害，因而
死亡者。

四、在營區內發生意外或猝
發疾病，因而死亡者。

四、在營區內發生意外或猝
發疾病，因而死亡者。

五、往返營區途中發生意外
或猝發疾病，因而死亡，

五、往返營區途中發生意外
或猝發疾病，因而死亡，

該意外或疾病與服勤具有
因果關係者。

該意外或疾病與服勤具有
因果關係者。

六、公差遇險或罹病以致死
亡者。

六、公差遇險或罹病以致死
亡者。

七、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
致死亡者。

七、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
致死亡者。

前項各款原因所致之傷
障，為因公傷障。但第四款

前項各款原因所致之傷
殘，為因公傷殘。但第四款

、第五款因慢性疾病所致之
傷障，不適用之。

、第五款因慢性疾病所致之
傷殘，不適用之。

第八條 軍人服現役期間非因
前條第一項情形而患病死亡

第八條 軍人服現役期間非因
前條第一項情形而患病死亡

一、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三條及第五條規定，法規使

者，為因病死亡；於營區外
非因前條第一項情形遭遇意

者，為因病死亡；於營區外
非因前條第一項情形遭遇意

用「殘」字獲認為「不當」
與「歧視性」意涵之文字，

外事故死亡者，為意外死亡
。

外事故死亡者，為意外死亡
。

爰修正第二項之文字，俾維
權益並符國際潮流。

前項原因所致之傷障，
為因病或意外傷障。

前項原因所致之傷殘，
為因病或意外傷殘。

二、第一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軍人服現役期間自殺致
死亡者，以因病死亡辦理撫

軍人服現役期間自殺致
死亡者，以因病死亡辦理撫

卹。但因犯罪自殺者，不予
撫卹。

卹。但因犯罪自殺者，不予
撫卹。

第十六條 傷障等級如下：
一、一等障。

第十六條 傷殘等級如下：
一、一等殘。

爰修正第二項之文字，俾維
權益並符國際潮流。

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三條
及第五條規定，法規使用「殘

二、二等障。
三、三等障。

二、二等殘。
三、三等殘。

」字獲認為「不當」與「歧視
性」意涵之文字，爰修正本條

四、重度機能障礙。
五、輕度機能障礙。

四、重度機能障礙。
五、輕度機能障礙。

之文字，俾維權益並符國際潮
流。

前項障等區分檢定後，
如有增劇或再受傷者，經複

前項殘等區分檢定後，
如有增劇或再受傷者，經複

檢屬實，得改列障等。
依前項規定申請障等複

檢屬實，得改列殘等。
依前項規定申請殘等複

檢者，以服現役者為限。但
作戰、因公成障核定有案者

檢者，以服現役者為限。但
作戰、因公成殘核定有案者

，於不具現役軍人身分之日
起五年內，因同一原因障等

，於不具現役軍人身分之日
起五年內，因同一原因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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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劇時，比照前項規定辦理
。

增劇時，比照前項規定辦理
。

第一項障等檢定標準，
由國防部定之。

第一項殘等檢定標準，
由國防部定之。

第十七條 因傷成障後，自核
定障等之日起，依下列規定

第十七條 因傷成殘後，自核
定殘等之日起，依下列規定

給與撫卹金：
一、作戰傷障：

給與撫卹金：
一、作戰傷殘：

(一)一等障給與終身，每
年給與五個基數。

(一)一等殘給與終身，每
年給與五個基數。

(二)二等障給與十年，每
年給與四個基數。

(二)二等殘給與十年，每
年給與四個基數。

(三)三等障給與五年，每
年給與三個基數。

(三)三等殘給與五年，每
年給與三個基數。

(四)重度機能障礙一次給
與四個基數；輕度機

(四)重度機能障礙一次給
與四個基數；輕度機

能障礙一次給與三個
基數。

能障礙一次給與三個
基數。

二、因公傷障：
(一)一等障給與終身，每

二、因公傷殘：
(一)一等殘給與終身，每

年給與四個基數。
(二)二等障給與十年，每

年給與四個基數。
(二)二等殘給與十年，每

年給與三個基數。
(三)三等障給與五年，每

年給與三個基數。
(三)三等殘給與五年，每

年給與二個基數。
(四)重度機能障礙一次給

年給與二個基數。
(四)重度機能障礙一次給

與三個基數；輕度機
能障礙一次給與二個

與三個基數；輕度機
能障礙一次給與二個

基數。
三、因病或意外傷障：

基數。
三、因病或意外傷殘：

(一)一等障給與十五年，
每年給與三個基數。

(一)一等殘給與十五年，
每年給與三個基數。

(二)二等障給與八年，每
年給與二個基數。

(二)二等殘給與八年，每
年給與二個基數。

(三)三等障一次給與三個
基數。

(三)三等殘一次給與三個
基數。

(四)重度機能障礙一次給
與二個基數；輕度機

(四)重度機能障礙一次給
與二個基數；輕度機

能障礙一次給與一個
基數。

能障礙一次給與一個
基數。

空勤、潛艦人員於服行
空勤、潛艦任務之際，因第

空勤、潛艦人員於服行
空勤、潛艦任務之際，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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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三條及第五條規定，法規使
用「殘」字獲認為「不當」
與「歧視性」意涵之文字，
爰修正第一、二、三項之文
字，俾維權益並符國際潮流
。
二、第四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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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原因所
致傷障，經核定為三等障以

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原因所
致傷殘，經核定為三等殘以

上者，其年撫金按第一項各
款標準增發七個基數。

上者，其年撫金按第一項各
款標準增發七個基數。

本條例於中華民國一百
年三月二十九日修正施行後

本條例於中華民國一百
年三月二十九日修正施行後

，傷障撫卹給與標準依實際
具領時之規定辦理。修正施

，傷殘撫卹給與標準依實際
具領時之規定辦理。修正施

行前，支領贍養金不發撫卹
金者，依原傷障撫卹給與標

行前，支領贍養金不發撫卹
金者，依原傷殘撫卹給與標

準補發撫卹金。
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

準補發撫卹金。
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

第二款第四目、第三款第三
目及第四目人員，均不發撫

第二款第四目、第三款第三
目及第四目人員，均不發撫

卹令。

卹令。
撫卹給與方式如下

一、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
一、依本條例規定發給之一

：
一、依本條例規定發給之一

三條及第五條規定，法規使
用「殘」字獲認為「不當」

次卹金、一次撫卹金及一
次給與之傷障撫卹金，依

次卹金、一次撫卹金及一
次給與之傷殘撫卹金，依

與「歧視性」意涵之文字，
爰修正第一項之文字，俾維

國防部傷亡通報令記載之
死亡或成障日期當時之標

國防部傷亡通報令記載之
死亡或成殘日期當時之標

準一次給與。
二、依本條例規定發給之第

準一次給與。
二、依本條例規定發給之第

一次年撫金及傷障撫卹金
，自事發次月起，按比例

一次年撫金及傷殘撫卹金
，自事發次月起，按比例

發至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其後年撫金及傷障撫

發至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其後年撫金及傷殘撫

卹金以每年一月起，逐年
發給至撫卹期滿為止，受

卹金以每年一月起，逐年
發給至撫卹期滿為止，受

益人不得提前或一次請領
。

益人不得提前或一次請領
。

依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辦
理死亡撫卹者，其撫卹給與

依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辦
理死亡撫卹者，其撫卹給與

依法院死亡宣告判決確定當
月之給與發給之。

依法院死亡宣告判決確定當
月之給與發給之。

第二十一條 軍人撫卹金應由
政府與軍人共同撥繳費用建

第二十一條 軍人撫卹金應由
政府與軍人共同撥繳費用建

一、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三條及第五條規定，法規使

立之退休撫卹基金（以下簡
稱退撫基金）支付之，並由

立之退休撫卹基金（以下簡
稱退撫基金）支付之，並由

用「殘」字獲認為「不當」
與「歧視性」意涵之文字，

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
但依第十一條及第十三條規

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
但依第十一條及第十三條規

爰修正第一項之文字，俾維
權益並符國際潮流。

第十九條

撫卹給與方式如下

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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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並符國際潮流。
二、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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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發給之一次卹金及年撫金
，應依繳費年資占核定給卹

定發給之一次卹金及年撫金
，應依繳費年資占核定給卹

年資之比例，由退撫基金支
付，其餘由所屬機關編列預

年資之比例，由退撫基金支
付，其餘由所屬機關編列預

算支付；依第九條第二項規
定不具現役軍人身分人員發

算支付；依第九條第二項規
定不具現役軍人身分人員發

給之年撫金或一次卹金、第
十二條規定增發之一次卹金

給之年撫金或一次卹金、第
十二條規定增發之一次卹金

、第十四條規定增發之年撫
金、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發

、第十四條規定增發之年撫
金、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發

給之一次卹金、第十七條規
定發給之傷障撫卹金及第二

給之一次卹金、第十七條規
定發給之傷殘撫卹金及第二

十三條規定增加之撫卹金，
仍由所屬機關編列預算支付

十三條規定增加之撫卹金，
仍由所屬機關編列預算支付

。

。
前項退撫基金之撥繳、

前項退撫基金之撥繳、

管理及運用等事項，依有關
法律之規定辦理。

管理及運用等事項，依有關
法律之規定辦理。

軍人死亡，不合本條例
規定辦理撫卹者，軍人之法

軍人死亡，不合本條例
規定辦理撫卹者，軍人之法

定繼承人得向核卹機關提出
申請，經核卹機關核定後轉

定繼承人得向核卹機關提出
申請，經核卹機關核定後轉

請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機關（
以下簡稱基金管理機關）發

請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機關（
以下簡稱基金管理機關）發

還軍人原繳付之退撫基金費
用及以臺灣銀行之存款年利

還軍人原繳付之退撫基金費
用及以臺灣銀行之存款年利

率加計之利息。

率加計之利息。
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一者，所屬機關得視年度經
費，及當事人生活狀況，發

一者，所屬機關得視年度經
費，及當事人生活狀況，發

三條及第五條規定，法規使
用「殘」字獲認為「不當」

給照護金：
一、義務役軍官、士官、常

給照護金：
一、義務役軍官、士官、常

與「歧視性」意涵之文字，
爰修正第一項之文字，俾維

備兵自因病停役生效之日
起一年內，因其停役之原

備兵自因病停役生效之日
起一年內，因其停役之原

因經檢定成障或死亡者。
二、應召入營或退伍、解召

因經檢定成殘或死亡者。
二、應召入營或退伍、解召

人員還鄉途中發生病傷死
亡事故者。

人員還鄉途中發生病傷死
亡事故者。

三、國軍各軍事學校軍費學
生發生病傷死亡事故者。

三、國軍各軍事學校軍費學
生發生病傷死亡事故者。

四、非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軍
中聘任人員、僱用員工發

四、非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軍
中聘任人員、僱用員工發

第三十七條

具有下列情形之

第三十七條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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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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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傷死亡事故者。
五、依本條例辦理撫卹之國

生病傷死亡事故者。
五、依本條例辦理撫卹之國

軍在臺遺族、傷障人員及
經國防部核定有案之無依

軍在臺遺族、傷殘人員及
經國防部核定有案之無依

軍眷。
前項各款照護金發給項

軍眷。
前項各款照護金發給項

目、適用地區、適用對象、
發給條件、限制因素、金額

目、適用地區、適用對象、
發給條件、限制因素、金額

標準、申領及作業程序之辦
法，由國防部會同相關機關

標準、申領及作業程序之辦
法，由國防部會同相關機關

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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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