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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59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貣編號）
中華民國108年5月29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3424 號

案由：本院委員呂玉玲、吳志揚等 16 人，有鑑於 107 年陸海空軍軍
官士官服役條例修正時行政院立法過程倉促粗糙，導致該次
修法後產生許多與現況實務不符之等情況發生，且已達窒礙
難行、違反人民衡平權益之地步，應立即提出修正調整。爰
擬具「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
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修正第二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基數計算為最高 36 個月之每月薪俸所得平均數」。107 年
修法後退休俸基數之計算為「最後服役期間最後五分之一年資之本俸平均數加一倍」，修
法後導致同酬不同工，30 年戰鬥部隊上校軍官與 30 年辦公室上校軍官之工作強度、工作風
險不同，退休俸計算基準卻完全相同，此不符合國防人力資源政策，更容易使高強度、高
風險之戰鬥部隊難以吸引人才，應納入加給平均作為退休俸基數之考量，以達人力資源運
用公平及合理性。
二、新增第二十八條之一「子女教育補助費」。子女教育補助費於 107 年修法期間立法院已有
朝野入法共識，國防部、退輔會亦同意恢復，爰提案新增條文，將退休軍官子女教育補助
費確立法源，並確定退役上校軍官官階以下皆有子女教育補助費。
三、刪除第三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就任、再任私立大學專任教師不停止退休俸」。私立大學
獨立運作，退伍人員退伍後爭取到私立大學任教，係該員競爭力之展現，與該員曾任軍職
無關，國家退除役輔導政策鼓勵退員轉職、再任職，應給予鼓勵，107 年修法停俸已違反憲
法工作權、平等權、財產權等基本原則，應將該款刪除。
四、修正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常任政府救災或救難職務納入不停止退休俸」。按 107 年
修法意旨，雖放入執行政府救災救難任務之職務者不停止退休俸，但僅限於臨時性任務，
對退役人員轉任常任型救難職務，仍要執行救災勤務，仍然負擔相同責任及風險，卻不在
第三十五條停俸排除範圍內，此與修法原意旨不合，應納入明確文字，使退役後轉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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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災救難常任職務之退役人員，一樣保有退休俸。
五、新增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遺族撫慰金補齊修法前差額」。86 年本法施行時，將遺屬
一次金最高可領取 30 個月，修改為最高六個基數，換算後為最高 12 個月，惟時任立法加
入不溯及既往條款「本條例施行前已退除者，其支領之退除給與及其他各項補助，均按原
規定支給。」使 86 年前退伍之退役人員，仍享有修法前最高 30 個月之原有權益，而 107
年修法後刪除不溯及既往條款，使原 86 年前退伍之退役人員僅能領取最高六個基數之遺屬
一次金，基數計算以退役人員退役時本俸計算，此修改對早年退役人員權益消損甚大，應
加入不溯及既往條款保障，並針對 107 年修法後已領取遺屬一次金之退役人員眷屬補齊差
額。
六、刪除第三十七條第四項第一款前段「遺族配偶支領遺屬年金資格不再受 55 歲及婚姻關係持
續 10 年限制」。該項規定即用以保障退役人員遺屬生活，107 年修法即加入『配偶應年滿
55 歲及婚姻關係應持續 10 年之婚姻關係，才值得法律保護』之法律見解，不僅立意歧視，
且毫無邏輯依據可言，應提案予以刪除。
七、修正第三十七條第五項「因身心障礙而無工作能力之未再婚配偶、子女不再限定重度以上
身心障礙者」。107 年修法前該項規定僅限定無工作能者之身心障礙者，於 107 年修法後新
增『應符合法定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資格』，使 107 年前中度身心障礙之無工作能力未再婚
配偶、子女失去遺屬年金資格，此與保障軍人無謀生能力之未再婚配偶、子女之立法原精
神不合，應提案予以修正。
八、新增第三十七條第九項「遺屬年金重新擇領」。107 年修法後許多遺族喪失遺屬年金請領資
格，於修法後不久被迫擇領遺屬一次金，惟對無工作能力身心障礙之遺族保障，仍應以遺
屬年金較能保障其生活，爰加入重新擇領條款，使 107 年修法後喪失請領遺屬年金後改領
一次金之遺族，得有重新擇領遺屬年金之資格。
九、修正第四十六條第四項第二款「軍官轉任文職、中科院高階研究員不停止優惠存款利息」
。107 年修法前軍官轉任文職及轉任中科院高階研究員不停止優惠存款利息，旨意為以「退
伍後之優惠存款利息」作為轉任之誘因，現因修法後轉任文職、中科院高階研究員皆停止
優惠存款利息，失去誘因，我國軍事高階人才正面臨流失危機，應立即修法保證原有權益
。
十、修正第四十六條第五項「優惠存款本金逐年歸還」。107 年修法後規定優惠存款加入十年緩
降之基數，並規定優惠存款本金於第十一年後歸還本人；經查優惠存款利息百分之十八中
，台灣銀行僅佔 1%至 2%，剩餘皆是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編列預算補助，而依照
107 年修法意旨，其台灣銀行優惠存款孳息係用於挹注基金水位；惟且優惠存款係屬於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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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財產，政府不可扣留並用於分擔挹注基金之政府責任，已違反憲法財產權，應予以修
正。
十一、新增第四十六條第六項「優惠存款回存重新計算」。根據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給與
計算之基準為每月退休俸、優惠存款利息及月補償金之總和；惟退役人員若主動將優惠存
款解約，將會使給與計算基準少一參數，而無法適用 107 年新法 55%+2%新制度，使十年緩
降期間結束後，發生同一日入伍，同一日退伍，階級服役相同，退休俸卻有差距之狀況，
此並非 107 年修法意旨之內涵，係為修法制度設計之瑕疵，於 107 年 7 月 1 日施行後始揭
露之，應予修正其制度之瑕疵。
十二、新增第四十七條第四項「月補償金資格放寬」107 年修法前，退役人員申請核定退伍前，
可選擇將軍校年資歸算於新制年資或舊制年資；107 年修法後，待退人員雖然已申請退伍並
由國防部核定退伍日期，卻因行政院施行日提早執行，使得部分人員退伍後月補償金無法
依照退伍時核定情況計算，此傷害該階段退役人員權益甚鉅，也與我國信賴保護原則相違
，應針對修法前已核定退伍日期之退役人員相關權益予以保障。

提案人：呂玉玲

吳志揚

連署人：許毓仁

柯呈枋

林麗蟬

蔣萬安

童惠珍

孔文卲

陳玉珍

柯志恩

林德福

沈智慧

李彥秀

林為洲

徐志榮

許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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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六條 退撫新制施行前
、後年資之退伍金、退休俸
或贍養金給與基準如下：
一、退撫新制施行前：依附
表一規定及行政院核定之
其他給與發給。
二、退撫新制施行後：依附
表二規定發給。

第二十六條 退撫新制施行前
、後年資之退伍金、退休俸
或贍養金給與基準如下：
一、退撫新制施行前：依附
表一規定及行政院核定之
其他給與發給。
二、退撫新制施行後：依附
表二規定發給。

一、第二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
。將現行條文「服役期間最
後五分之一年資之本俸平均
數加一倍為基數」修正為「
最高三十六個月之本俸及各
項加給總和平均數為基數」
。
二、軍人每月薪俸所得設計為

本條例修正施行後退伍
金、退休俸或贍養金給與基
準如下（如附表三）：
一、退伍金：以退伍除役生
效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
員之本俸加一倍為基數，
每服現役一年，給與一點
五個基數。其退伍年資未

本條例修正施行後退伍
金、退休俸或贍養金給與基
準如下（如附表三）：
一、退伍金：以退伍除役生
效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
員之本俸加一倍為基數，
每服現役一年，給與一點
五個基數。其退伍年資未

加給與本俸之總和，以各軍
工作強度、風險之不同，給
予不同之加給，惟有加給納
入計算之基數，才能將服役
人員對國軍之貢獻如實反應
至退休俸上。

滿一年之畸零月數，按畸
零月數比率計給；未滿一
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二、退休俸：以退伍除役生
效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
員服役期間最高三十六個
月之本俸及各項加給總和
平均數為基數，其年資以
月計算，畸零日數不予採
計，換算後取整數月。服
役滿二十年者，應核給俸
率百分之五十五，其後每
增加一年增給百分之二，
但軍官核給俸率以不超過
百分之九十為限，士官核
給俸率以不超過百分之九
十五為限。其退伍年資未
滿一年之畸零月數，按畸
零月數比率計給；未滿一
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滿一年之畸零月數，按畸
零月數比率計給；未滿一
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二、退休俸：以退伍除役生
效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
員服役期間最後五分之一
年資之本俸平均數加一倍
為基數，其年資以月計算
，畸零日數不予採計，換
算後取整數月。服役滿二
十年者，應核給俸率百分
之五十五，其後每增加一
年增給百分之二，但軍官
核給俸率以不超過百分之
九十為限，士官核給俸率
以不超過百分之九十五為
限。其退伍年資未滿一年
之畸零月數，按畸零月數
比率計給；未滿一個月者
，以一個月計。

三、贍養金：以現役同官階
俸級人員之最後在職本俸

三、贍養金：以現役同官階
俸級人員之最後在職本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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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一倍為基數，給與百分

加一倍為基數，給與百分

之五十。
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給
與基準計算之每月支領退休
俸、優存利息及月補償金合

之五十。
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給
與基準計算之每月支領退休
俸、優存利息及月補償金合

計數額，未超過依本條例修
正施行後給與基準計算之退
休俸者，按原核計數額發給
；超過者，其二者間之差額

計數額，未超過依本條例修
正施行後給與基準計算之退
休俸者，按原核計數額發給
；超過者，其二者間之差額

自施行日貣十年內，分年平
均調降至無差額止，調降方
式如附表四。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退

自施行日貣十年內，分年平
均調降至無差額止，調降方
式如附表四。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退

伍者，其退休俸之給與，以
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本俸
加一倍為基數內涵。但依前
項規定調降差額時，不得低

伍者，其退休俸之給與，以
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本俸
加一倍為基數內涵。但依前
項規定調降差額時，不得低

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
合計數額。原支領金額低於
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
計數額者，按原支領金額支

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
合計數額。原支領金額低於
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
計數額者，按原支領金額支

給。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現役
已符合法定支領退休俸條件
或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後依

給。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現役
已符合法定支領退休俸條件
或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後依

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第
四款規定退伍者，其退撫新
制施行後退休俸之給與，以
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本俸
加一倍為基數內涵。
依本條例第二十三條第
一項第一款支領或第二款、
第三款擇領退伍金者，退撫
新制施行後之服役年資，每
增一年加發零點五個基數之
一次退伍金，最高加給十個
基數為限。
依本條例第二十三條第
一項第二款、第三款擇領退
休俸或贍養金者，退撫新制
施行後至本條例修正施行日
止之服役年資，每增一年加

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第
四款規定退伍者，其退撫新
制施行後退休俸之給與，以
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本俸
加一倍為基數內涵。
依本條例第二十三條第
一項第一款支領或第二款、
第三款擇領退伍金者，退撫
新制施行後之服役年資，每
增一年加發零點五個基數之
一次退伍金，最高加給十個
基數為限。
依本條例第二十三條第
一項第二款、第三款擇領退
休俸或贍養金者，退撫新制
施行後至本條例修正施行日
止之服役年資，每增一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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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零點五個基數之一次退伍

發零點五個基數之一次退伍

金，最高加給十個基數為限
。

金，最高加給十個基數為限
。

第二十八條之一 領有退休俸
、贍養金人員，應補助其子
女教育補助費，其補助辦法
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本條新增）

一、本條新增。
二、子女教育補助費於 107 年
修法期間立法院已有朝野入
法共識，國防部、退輔會亦

會定之。

同意恢復。
三、退役軍人子女教育補助費
現行僅補助少校及中校階級
，獨缺上校。惟軍人服役年
限設計中，上校最大服役年
限是 30 年，將級軍官始以
年齡限制，故退役上校其子
女正值學齡，應有其補助之
必要。

第三十四條

支領退休俸或贍

第三十四條

支領退休俸或贍

一、刪除第 1 項第 3 款。

養金之軍官、士官，有下列
情形之一時，停止領受退休
俸或贍養金，至原因消滅時
恢復之：

養金之軍官、士官，有下列
情形之一時，停止領受退休
俸或贍養金，至原因消滅時
恢復之：

二、軍人平均退伍年齡僅 32
歲（退伍金 27 歲、退休俸
43 歲），正值壯年，此與
公務人員可服務至 65 歲顯

一、就任或再任由政府編列
預算支給俸（薪）給、待
遇或公費（以下簡稱薪酬
）之機關（構）、學校或
團體之職務且每月支領薪
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
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
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

一、就任或再任由政府編列
預算支給俸（薪）給、待
遇或公費（以下簡稱薪酬
）之機關（構）、學校或
團體之職務且每月支領薪
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
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
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

著不同，應落實憲法增修條
文對軍人就業之保障。
三、退輔會就學就業處每年編
列大量預算協助退伍軍人轉
職工作，係為政府對退伍軍
人生活保障之體現，於此軍
人輔導就業仍面臨極大挑戰
，若法律再設立嚴苛之再任

二、就任或再任下列職務且
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
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
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
數額者：
(一)行政法人或公法人之
職務。
(二)由政府原始捐助（贈
）或捐助（贈）經費
，累計達財產總額百
分之二十以上之財團
法人之職務。
(三)由政府及其所屬營業

二、就任或再任下列職務且
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
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
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
數額者：
(一)行政法人或公法人之
職務。
(二)由政府原始捐助（贈
）或捐助（贈）經費
，累計達財產總額百
分之二十以上之財團
法人之職務。
(三)由政府及其所屬營業

職限制，無疑對退輔會軍人
就業輔導業務倒行逆施，軍
人能夠二度就業，係社會對
軍人能力之肯定，不應以法
律限制其工作權。
四、因私立大學非屬行政法人
公法人或由政府原始捐助/
捐贈達百分之二十之社團法
人，亦不受政府直接或間接
控制，故 107 年修法特別立
法限制私立大學再任職規定
，但立法意旨及修法期間行
政院僅表示再任私立大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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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非營業基金轉

基金、非營業基金轉

得過高，會引貣社會觀感問

投資，且其轉投資金
額累計占該事業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事
業之職務。

投資，且其轉投資金
額累計占該事業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事
業之職務。

題，惟社會觀感難以做為限
制人民基本權之立法理由，
除此之外並無法提出其他正
當理由，爰 107 年新增就任

(四)受政府直接或間接控
制其人事、財務或業
務之下列團體或機構
之職務：

(四)受政府直接或間接控
制其人事、財務或業
務之下列團體或機構
之職務：

/再任私立大學等侵害人民
基本權利之立法限制顯無理
由。

1.財團法人及其所屬
團體或機構。

1.財團法人及其所屬
團體或機構。

2.事業機構及其所屬
團體或機構。

2.事業機構及其所屬
團體或機構。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有
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者
，自修正施行之日貣算屆滿
三個月之次日貣，停止領受

三、就任或再任私立大學之
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酬
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
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

退休俸或贍養金之權利，至
原因消滅時恢復。有前項第
三款情形者，自本條例修正
施行後之下個學年度貣施行

業加給合計數額者。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有
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者
，自修正施行之日貣算屆滿

。
軍官、士官之退休俸或
贍養金，經支給機關查知支
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人員再於

三個月之次日貣，停止領受
退休俸或贍養金之權利，至
原因消滅時恢復。有前項第
三款情形者，自本條例修正

第一項所定機關（構）、學
校、團體及法人參加保險時
，得先暫停發給其退休俸或
贍養金，俟該停支退休俸或
贍養金人員檢具其就任或再
任每月支領薪酬總額未超過
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
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
額之相關證明申復後，再予
恢復發給並補發其經停發之
退休俸或贍養金。
未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
定停止領受退休俸或贍養金
，而有溢領情事者，由支給
機關依法追繳自應停止領受
日貣溢領之金額。
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之

施行後之下個學年度貣施行
。
軍官、士官之退休俸或
贍養金，經支給機關查知支
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人員再於
第一項所定機關（構）、學
校、團體及法人參加保險時
，得先暫停發給其退休俸或
贍養金，俟該停支退休俸或
贍養金人員檢具其就任或再
任每月支領薪酬總額未超過
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
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
額之相關證明申復後，再予
恢復發給並補發其經停發之
退休俸或贍養金。
未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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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官、士官就任或再任第一

定停止領受退休俸或贍養金

項第二款所列機構董（理）
事長及執行長者，其初任年
齡不得逾六十五歲。
前項人員任期屆滿前年

，而有溢領情事者，由支給
機關依法追繳自應停止領受
日貣溢領之金額。
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之

滿七十歲者，應即更換。但
有特殊考量而經主管院核准
者，不在此限。

軍官、士官就任或再任第一
項第二款所列機構董（理）
事長及執行長者，其初任年
齡不得逾六十五歲。
前項人員任期屆滿前年
滿七十歲者，應即更換。但
有特殊考量而經主管院核准
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五條 前條第一項所列
人員就任或再任下列職務時
，不停發其退休俸或贍養金
：
一、受聘（僱）執行政府常
任、因應緊急或危難事故

第三十五條 前條第一項所列
人員就任或再任下列職務時
，不停發其退休俸或贍養金
：
一、受聘（僱）執行政府因
應緊急或危難事故之救災

一、修正第一項第一款。
二、107 年修法，本條立法意
旨為鼓勵富有救難經驗之退
役人員於執行政府救難任務
時，不因政府給予相對酬金
而停發其退休俸或贍養金。

之救災或救難職務。
二、受聘（僱）擔任山地、
離島或其他偏遠地區之公
立醫療機關（構），從事
基層醫療照護職務。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任
職各機關、學校、公營事業
機構或軍事單位僱用之技警
、司機、技工、工友或工人
、軍事單位一般及評價聘雇
僱用各等人員，不停發其退
休俸或贍養金。

或救難職務。
二、受聘（僱）擔任山地、
離島或其他偏遠地區之公
立醫療機關（構），從事
基層醫療照護職務。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任
職各機關、學校、公營事業
機構或軍事單位僱用之技警
、司機、技工、工友或工人
、軍事單位一般及評價聘雇
僱用各等人員，不停發其退
休俸或贍養金。

惟除緊急、危難事故外，政
府亦編制常任救難單位，常
任救難單位肩負救災責任及
風險不亞於緊急任務編組，
卻受現行條文規定應停領退
休俸或贍養金，此與原立法
意旨及政府鼓勵救災救難不
符。

第三十七條 軍官、士官於領
受退休俸或贍養金期間死亡
者，自死亡之次月貣停發，
另依其死亡時之退除給與基
準，發給遺屬一次金。其規
定如下：
一、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未
滿一年者，發給退伍金總
額。
二、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一
年以上未滿三年者，發給

第三十七條 軍官、士官於領
受退休俸或贍養金期間死亡
者，自死亡之次月貣停發，
另依其死亡時之退除給與基
準，發給遺屬一次金。其規
定如下：
一、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未
滿一年者，發給退伍金總
額。
二、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一
年以上未滿三年者，發給

一、修正第一項、第四項第一
款、第五項、第九項。
二、第一項新增第四款，107
年修法針對遺屬一次金給付
參數並未作修正，惟刪除
107 年修法前保留退役人員
原權益不溯及既往規定，使
107 年修法後請領遺屬一次
金之遺族將不依退伍核定時
規定領取，此違反信賴保護
原則且傷害軍人遺族情感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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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退伍金餘額。但退伍金

其退伍金餘額。但退伍金

鉅，應立即修正保障其原有

餘額，低於退伍金總額之
半數時，仍照半數發給之
。
三、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三

餘額，低於退伍金總額之
半數時，仍照半數發給之
。
三、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三

權益。
三、第四項第一款遺屬年金請
領資格規定配偶應年滿 55
歲及婚姻關係持續 10 年，

年以上者，發給其退伍金
餘額，並發給相當於同等
級之現役人員六個基數之
遺屬一次金；其無餘額者

年以上者，發給其退伍金
餘額，並發給相當於同等
級之現役人員六個基數之
遺屬一次金；其無餘額者

其立意歧視，107 年修法期
間國防部更以「婚姻關係持
續 10 年始為真愛」等毫無
邏輯之理由通過修法，應予

，亦同。
四、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一
日以前退伍者，按退伍核
定時規定給付。

，亦同。
前項遺屬一次金之領受
遺族，其應核給金額，除由
未再婚配偶領受二分之一外

以刪除。
四、修正第五項，原規定中度
身心障礙無工作能力之未再
婚配偶、子女無法取得遺屬

前項遺屬一次金之領受
遺族，其應核給金額，除由
未再婚配偶領受二分之一外
，其餘由下列順序之遺族，

，其餘由下列順序之遺族，
依序平均領受之：
一、子女。
二、父母。

年金資格，此與保障軍人無
謀生能力之未再婚配偶、子
女之立法原精神不合，應予
修正。

依序平均領受之：
一、子女。
二、父母。
三、兄弟姊妹。

三、兄弟姊妹。
四、祖父母。
亡故之軍官、士官無前
項第一款及第二款遺族者，

五、修正第九項，107 年修法
後陸續發生遺屬年金資格認
定，部分遺族礙因時效已先
申請遺屬一次金，應新增第

四、祖父母。
亡故之軍官、士官無前
項第一款及第二款遺族者，
其遺屬一次金由未再婚配偶

其遺屬一次金由未再婚配偶
單獨領受。無配偶時，其應
領之遺屬一次金，依序由前
項各款遺族，依下列規定共

九項使已經擇領遺屬一次金
之遺族，得向國防部辦理改
領遺屬年金。

單獨領受。無配偶時，其應
領之遺屬一次金，依序由前
項各款遺族，依下列規定共
同領受：
一、同一順序遺族有數人時
，按人數平均領受。
二、同一順序遺族如有拋棄
或因法定事由喪失領受權
者，其遺屬一次金應由同
一順序其他遺族依前款規
定領受。無第一順序遺族
時，由次一順序遺族依前
款規定領受。
遺族為配偶、父母、未
成年子女或已成年因身心障
礙而無工作能力之子女，如
不領遺屬一次金，得依下列

同領受：
一、同一順序遺族有數人時
，按人數平均領受。
二、同一順序遺族如有拋棄
或因法定事由喪失領受權
者，其遺屬一次金應由同
一順序其他遺族依前款規
定領受。無第一順序遺族
時，由次一順序遺族依前
款規定領受。
遺族為配偶、父母、未
成年子女或已成年因身心障
礙而無工作能力之子女，如
不領遺屬一次金，得依下列
規定，改支遺屬年金：
一、年滿五十五歲之配偶，
以其婚姻關係累積存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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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改支遺屬年金：

年以上且未再婚者，給與

一、未再婚者，給與終身。
二、未成年子女，給與至成
年為止。
三、父母或已成年因身心障

終身。但因身心障礙而無
工作能力或於領俸人員退
伍除役生效時已有婚姻關
係存續之未再婚之配偶，

礙而無工作能力之子女，
給與終身。
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所
定因身心障礙而無工作能力

不受支領年齡限制。
二、未成年子女，給與至成
年為止。
三、父母或已成年因身心障

之未再婚配偶、子女，應符
合法定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資
格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
，或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

礙而無工作能力之子女，
給與終身。
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所
定因身心障礙而無工作能力

並每年度出具前一年度年終
所得申報資料，證明其平均
每月所得未超過法定基本工
資。但本條例修正施行前，

之未再婚配偶、子女，應符
合法定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資
格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
，或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

已領受遺屬年金者仍繼續支
領。
第四項各款所定遺族領
有依本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

並每年度出具前一年度年終
所得申報資料，證明其平均
每月所得未超過法定基本工
資。但本條例修正施行前，

核給之退休俸、撫卹金、優
存利息或其他由政府預算、
公營事業機構支給相當於退
除給與之定期性給付者，不

已領受遺屬年金者仍繼續支
領。
第四項各款所定遺族領
有依本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

得擇領遺屬年金。但遺族選
擇放棄本人應領之定期給與
並經原核定機關同意者，不
在此限。
第四項遺屬年金，自支
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之軍官、
士官死亡時之次月貣，依第
二十六條附表三基準之半數
發給。但發給數額低於第二
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平均俸額
或原階現役本俸之半數時，
仍依平均俸額或原階現役本
俸之半數發給。
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之
軍官、士官於本條例修正施
行前死亡者，其遺族擇領遺
屬年金之條件，仍依本條例

核給之退休俸、撫卹金、優
存利息或其他由政府預算、
公營事業機構支給相當於退
除給與之定期性給付者，不
得擇領遺屬年金。但遺族選
擇放棄本人應領之定期給與
並經原核定機關同意者，不
在此限。
第四項遺屬年金，自支
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之軍官、
士官死亡時之次月貣，依第
二十六條附表三基準之半數
發給。但發給數額低於第二
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平均俸額
或原階現役本俸之半數時，
仍依平均俸額或原階現役本
俸之半數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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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之規定辦理。
遺族於民國一○七年七
月一日以後依第一項擇領遺
屬一次金者，得於重新獲得
遺屬年金請領資格後三個月

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之
軍官、士官於本條例修正施
行前死亡者，其遺族擇領遺
屬年金之條件，仍依本條例
修正前之規定辦理。

內向國防部辦理改領遺屬年
金。
第四十六條 退撫新制實施前
服役年資，依實施前原規定
基準核發之退伍金、勳獎章
獎金、榮譽獎金、眷補代金
及實施前參加軍人保險年資
所領取之退伍給付，得由臺
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優
惠存款。
前項退伍金、勳獎章獎
金、榮譽獎金、眷補代金及
軍人保險退伍給付優惠存款
之適用對象、辦理條件、金
額、利率、期限、利息差額
補助、質借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國防部會商財政
部擬訂，報行政院核定之。
依第一項規定辦理優惠
存款者，如有第三十三條第
一項但書或第三十四條、第
四十條、第四十一條規定應
停止或喪失領受退除給與情
事者，其優惠存款應同時停
止辦理，並俟停止原因消滅
時恢復。
退撫新制施行前符合支
領退伍金或贍養金者，其退
伍金與軍人保險退伍給付之
優惠存款利率，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退伍金與軍人保險退伍
給付合計之每月優存利息
高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
加給合計數額者：
(一)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
加給合計數額之優存
利息相應之本金，以

第四十六條 退撫新制實施前
服役年資，依實施前原規定
基準核發之退伍金、勳獎章
獎金、榮譽獎金、眷補代金
及實施前參加軍人保險年資
所領取之退伍給付，得由臺
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優
惠存款。
前項退伍金、勳獎章獎
金、榮譽獎金、眷補代金及
軍人保險退伍給付優惠存款
之適用對象、辦理條件、金
額、利率、期限、利息差額
補助、質借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國防部會商財政
部擬訂，報行政院核定之。
依第一項規定辦理優惠
存款者，如有第三十三條第
一項但書或第三十四條、第
四十條、第四十一條規定應
停止或喪失領受退除給與情
事者，其優惠存款應同時停
止辦理，並俟停止原因消滅
時恢復。
退撫新制施行前符合支
領退伍金或贍養金者，其退
伍金與軍人保險退伍給付之
優惠存款利率，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退伍金與軍人保險退伍
給付合計之每月優存利息
高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
加給合計數額者：
(一)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
加給合計數額之優存
利息相應之本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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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正第四項第二款、第五
項；新增第六項。
二、107 年修法前軍官轉任文
職及轉任中科院高階研究員
不停止優惠存款利息，旨意
為以「退伍後之優惠存款利
息」作為轉任之誘因，現因
修法後轉任文職、中科院高
階研究員皆停止優惠存款利
息，失去誘因，我國軍事高
階人才正面臨流失危機，應
立即修法保證原有權益。
三、優惠存款利息百分之十八
中 ， 台 灣 銀 行 僅 佔 1% 至
2%，剩餘皆是由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編列預算
補助，而依照 107 年修法意
旨，其台灣銀行優惠存款孳
息係用於挹注基金水位；惟
且優惠存款係屬於人民私有
財產，政府不可扣留並用於
分擔挹注基金之政府責任，
已違反憲法財產權，應予以
修正。
四、退役人員若主動將優惠存
款解約，將會使給與計算基
準少一參數，而無法適用
107 年新法 55%+2%新制度
，使十年緩降期間結束後，
發生同一日入伍，同一日退
伍，階級服役相同，退休俸
卻有差距之狀況，此並非
107 年修法意旨之內涵，係
為修法制度設計之瑕疵，於
107 年 7 月 1 日施行後始揭
露之，應予修正其制度之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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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息百分之十八計息
。
(二)超出少尉一級本俸及
專業加給合計數額之
優存利息相應之本金
，其優存利率依下列
規定辦理：
1.自施行日貣第一年
至第二年，年息百
分之十二。
2.自施行日第三年貣
至第四年，年息百
分之十。
3.自施行日第五年貣
至第六年，年息百
分之八。
4.自施行日第七年以
後，年息百分之六
。
二、退伍金與軍人保險退伍
給付合計之每月所得未超
過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
給合計數額，或因作戰或
因公致傷、身心障礙，或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年滿八
十五歲以上之校級以下軍
官、士官，或於中山科學
研究院擔任研究員、轉任
文職之人員，支領退休俸
或贍養金人員，照年息百
分之十八計算。
優惠存款本金於第一年
發還本人，並依第二十六條
第二項標準發給退休俸。
優惠存款經支領人員主
動解除後，支領人得於解除
日貣算二年內重新辦理恢復
優惠存款，並依照第二十六
條第三項規定重新計算退休
俸。

年息百分之十八計息
。
(二)超出少尉一級本俸及
專業加給合計數額之
優存利息相應之本金
，其優存利率依下列
規定辦理：
1.自施行日貣第一年
至第二年，年息百
分之十二。
2.自施行日第三年貣
至第四年，年息百
分之十。
3.自施行日第五年貣
至第六年，年息百
分之八。
4.自施行日第七年以
後，年息百分之六
。
二、退伍金與軍人保險退伍
給付合計之每月所得未超
過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
給合計數額，或因作戰或
因公致傷、身心障礙，或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年滿八
十五歲以上之校級以下軍
官、士官，支領退休俸或
贍養金人員，照年息百分
之十八計算。
依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
定分十年調降差額者，其優
惠存款本金於第十一年發還
本人，並依第二十六條第二
項標準發給退休俸。

第四十七條 軍官、士官在退
撫新制施行前，已有之現役
年資未滿十五年，於退撫新

第四十七條 軍官、士官在退
撫新制施行前，已有之現役
年資未滿十五年，於退撫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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疵。

一、新增第四項。
二、107 年修法後，待退人員
雖然已申請退伍並由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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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施行後退伍除役，擇領退

制施行後退伍除役，擇領退

核定退伍日期，卻因行政院

休俸者，另按未滿十五年之
年資為準，每減一年，增給
零點五個基數之一次補償金
。

休俸者，另按未滿十五年之
年資為準，每減一年，增給
零點五個基數之一次補償金
。

施行日提早執行，使得部分
人員退伍後月補償金無法依
照退伍時核定情況計算，此
傷害該階段退役人員權益甚

軍官、士官在退撫新制
施行前，已有之現役年資未
滿二十年，於退撫新制施行
後退伍除役，其前後服現役

軍官、士官在退撫新制
施行前，已有之現役年資未
滿二十年，於退撫新制施行
後退伍除役，其前後服現役

鉅，也與我國信賴保護原則
相違，應針對修法前已核定
退伍日期之退役人員相關權
益予以保障。

年資合計滿十五年，擇領退
休俸者，依其在退撫新制施
行後年資，每滿半年，一次
增發零點五個基數之補償金

年資合計滿十五年，擇領退
休俸者，依其在退撫新制施
行後年資，每滿半年，一次
增發零點五個基數之補償金

，最高一次增發三個基數，
至二十年止；其前後服現役
年資超過二十年者，每滿一
年，減發零點五個基數，至

，最高一次增發三個基數，
至二十年止；其前後服現役
年資超過二十年者，每滿一
年，減發零點五個基數，至

滿二十六年者，不再增減。
其增減基數由退撫基金支給
。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依

滿二十六年者，不再增減。
其增減基數由退撫基金支給
。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依

規定領取月補償金者，以其
核定退伍除役年資、俸級，
依退撫新制施行前原領取之
規定，計算其應領之一次補

規定領取月補償金者，以其
核定退伍除役年資、俸級，
依退撫新制施行前原領取之
規定，計算其應領之一次補

償金，扣除其於本條例修正
施行前、後所領之月補償金
後，一次補發其餘額。無餘
額者，不再補發。
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一
日以前經國防部核定退伍，
於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一日
以後退伍者，其月補償金計
算依照核定時規定辦理。

償金，扣除其於本條例修正
施行前、後所領之月補償金
後，一次補發其餘額。無餘
額者，不再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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