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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285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1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5279 號

案由：本院委員呂玉玲、孔文吉、林文瑞等 18 人，鑑於我國軍職人
員無時無刻盡忠職守、保家衛國，是我國維持和平、穩定發
展最重要的屏障。國家尤應加強照顧因公殉職官兵的子女，
使渠等獲得基本生活照顧，另早期軍職人員為國犧牲，其遺
族受領撫卹金給與明顯偏低，囿於現行的軍人撫卹制度之規
定，無法隨歷年薪資調增同步調整，國家對該等國軍遺族之
權益保障實有不足。這些早期受領舊制撫卹之遺族，應比照
身心障礙官兵均以最新給與標準發給遺族撫卹金，且對於作
戰或因公殉職軍職人員之未成年子女，應加發撫卹金迄成年
或取得學士學位時止，及每位遺族每月均應獲得最低生活保
障，使國家照顧軍人遺族之法制能與時俱進。爰提出「軍人
撫卹條例第十三條、第二十一條及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我國軍職人員無時無刻盡忠職守、保家衛國，使台灣超過半世紀以來，即使面對威脅，迄
今仍能維持和平穩定發展，並為國家提供最重要的屏障。
二、早期軍職人員為國犧牲，其遺族受領撫卹金給與，囿於現行的軍人撫卹條例第十三條規定
，八十六年一月一日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審定之年撫金，仍依軍人死亡時之原規定辦理，使
早期領受死亡撫卹金的遺族，須依軍人亡故時適用各時期的軍人撫卹條例的核發基準，無
法隨歷次撫卹金核發基準修正同步調整，使得領受舊制撫卹金的遺族，與現制相比其撫卹
權益明顯不足。
三、據統計，目前領受舊制撫卹金遺族為 2,000 餘案，以現行給與標準發給年撫金，每年概需新
增預算約為新臺幣 3 億餘萬元，現行規定相關條文亦應與時俱進，酌予修正，以落實國家
照顧到這些早期國犧牲性命的軍人遺族之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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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此外，國軍官兵為國犧牲奉獻，不幸因公殉職亡故後，其子女更應獲得適足的照護，除了
教育部協助給予學雜費減免外，基本生活所需亦應有所維繫，擬參酌「公務人員退休資遣
撫卹法」第五十九條，及「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意旨，每月加發每個
未成年子女撫卹金 1 萬 2,000 元至成年，或取得學士學位時止，以維持其生活照護；另經統
計，目前領有撫卹令，可獲得照顧的未成年或仍在學子女有 200 餘人，每年概需預算約為
新臺幣 3,000 餘萬元。同時，參酌依衛生福利部公告 109 年臺灣省最低生活費，若遺族為一
人以上者，獲得的國家照顧卻不足維繫基本生活，爰修正遺族為未成年子女外，其餘遺族
每人每月應有維繫最低生活標準之撫卹金，不足額部分則由所屬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五、本次提案將增加的預算概約 5 億元，擬由國防預算項下全數支應，以更能貼進國軍照顧袍
澤德意，及降低基金管理機關重新審定作業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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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撫卹條例第十三條、第二十一條及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對
照表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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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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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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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軍人死亡後，每年
給與五個基數之年撫金，給
與年限規定如下：
一、作戰死亡給與二十年。

第十三條 軍人死亡後，每年
給與五個基數之年撫金，給
與年限規定如下：
一、作戰死亡給與二十年。

一、增訂第四項及現行條文第
四項移列第五項並修正文字
。
二、為落實對未成年子女遺族

二、因公死亡給與十五年。
三、因病或意外死亡，其服
役未滿三年者，給與三年
，其服役滿三年者，給與

二、因公死亡給與十五年。
三、因病或意外死亡，其服
役未滿三年者，給與三年
，其服役滿三年者，給與

之生活照顧，參酌「公務人
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五十
九條，及「警察人員人事條
例」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

四年，以後每增服役二年
，增給一年，不滿二年之
年資，按每增加二月增給
一月計算，不滿二月者，
以二月計；最高以十二年
為限。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之
遺族，為父母或配偶；及第
三款之遺族為獨子（女）之
父母，或無子（女）之配偶
；其年撫金得給與終身。
第一項所定年撫金給與
年限屆滿，而領卹子女尚未
成年者，得繼續給卹至成年
；或領卹子女雖已成年但仍
在學，且學校教育未中斷，
或身心障礙而無謀生能力者
，得繼續給卹至取得學士學
位或原因消滅時止。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
之遺族有未成年子女者，每
一未成年子女每月加發撫卹
金新臺幣一萬二千元至成年
；或領卹子女雖已成年，但
仍在學，且學校教育未中斷
，加發至取得學士學位時止
。
本條例於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施行前審定之

四年，以後每增服役二年
，增給一年，不滿二年之
年資，按每增加二月增給
一月計算，不滿二月者，
以二月計；最高以十二年
為限。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之
遺族，為父母或配偶；及第
三款之遺族為獨子（女）之
父母，或無子（女）之配偶
；其年撫金得給與終身。
第一項所定年撫金給與
年限屆滿，而領卹子女尚未
成年者，得繼續給卹至成年
；或領卹子女雖已成年但仍
在學，且學校教育未中斷，
或身心障礙而無謀生能力者
，得繼續給卹至取得學士學
位或原因消滅時止。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一月
一日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審定
之年撫金，仍依軍人死亡時
之原規定辦理。但遺族於領
卹期間具有第二項或前項規
定之情形，得依原給卹標準
給與終身或至遺族成年或取
得學士學位或原因消滅時止
。

明定作戰或因公亡故官兵遺
有未成年子女者，每一未成
年子女每月再加發撫卹金新
臺幣一萬二千元至成年；或
領卹子女雖已成年但仍在學
，且學校教育未中斷，得繼
續給卹至取得學士學位時止
。
三、鑑於現行死亡撫卹給與基
準，係依軍人亡故時適用之
各時期軍人撫卹條例辦理，
致遺族領受之撫卹金相對低
微，不敷日常所需，權益無
法維繫，爰修正使早期領受
撫卹金之遺族，得以本條例
最新修正之給與基準領取撫
卹金。另為確保作戰或因公
亡故官兵領卹遺族之生活基
本需求，增列修正明定除第
四項以外之其餘領卹遺族，
每人每月平均受領撫卹金，
有低於衛生福利部依社會救
助法所公告之臺灣省最低生
活費情形，其差額由所屬機
關編列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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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撫金，依本條例修正後之
規定辦理。前項以外之其餘
領卹遺族依第一項計算所領
年撫金平均後，每人每月金
額低於社會救助法第四條第
二項所定最近年度臺灣省平
均每月最低生活費者，其差
額撫卹金，由所屬機關編列
預算支應發給，並依第四條
領受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軍人撫卹金應由

第二十一條

軍人撫卹金應由

一、依現行條文第二十一條規

政府與軍人共同撥繳費用建
立之退休撫卹基金（以下簡
稱退撫基金）支付之，並由
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
但依第十一條及第十三條第
一項至第三項規定發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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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與軍人共同撥繳費用建
立之退休撫卹基金（以下簡
稱退撫基金）支付之，並由
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
但依第十一條及第十三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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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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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軍人死亡時發給之年撫
金，係由退撫基金及所屬機
關按撥繳比例共同支付，惟
軍人死亡時給與之一次卹金
、現行發給之年撫金、空勤
及潛艦人員作戰或因公亡故
增發之年撫金、身心障礙撫
卹金等，則由亡故官兵所屬
機關編列預算支付。考量國
軍照顧袍澤德意，及降低基
金管理機關重新審定作業負
擔，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或一次卹金、第十二條規定
增發之一次卹金、第十三條
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增加之
撫卹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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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條規定發給之身心障礙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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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退撫基金之撥繳、
管理及運用等事項，依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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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之一次卹金、第十七條規
定發給之身心障礙撫卹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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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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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人死亡，不合本條例

第四項及第五項所增加之撫
卹金，應全數由國防部及所
屬機關相關預算科目項下編
列支應，爰修正現行條文第
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並酌
作文字修正。
二、另臺灣銀行衘稱已修正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擬配合現況，併予修正現
行條文第二十一條第三項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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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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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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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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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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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軍人原繳付之退撫基金費

率加計之利息。

用及以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之存款年利率加計之利息
。
第四十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
除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三
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九十

第四十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
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八

考量本次修正將增加每年經費
支出，相關預算編列期程應由
行政院通盤考量，故於本條增

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及
○年○月○日修正第十三條
、第二十一條施行日期，由
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

年五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
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施行。

訂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決定，並
配合相關體例整併為一項。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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