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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711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3月2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18378 號

案由：本院委員顏寬恒、高金素梅等 19 人，有鑑於全球氣候變遷已
然造成氣溫升高、海平面上升及異常氣候頻繁，對總體環境
安全構成空前嚴苛挑戰。近年來，天然災害對台灣的侵害及
造成的損失，可謂慘重！面對越來越重大而劇烈的「複合式
災害」，全民應當具備新的防災意識，即從個人、社區、社
會到政府，建立一套有效的災害防救機制，以共同因應新的
挑戰，爰提出「災害防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提案人：顏寬恒

高金素梅

連署人：張麗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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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文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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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十四條

條

文

災害發生或有發生

現

行

第十四條

條

文

說

明

災害發生或有發生

一、由於災害的發生具有地域

之虞時，為處理災害防救事
宜或配合各級災害應變中心

之虞時，為處理災害防救事
宜或配合各級災害應變中心

關聯性，現行法僅著重於防
救災害的行政組織及運作，

執行災害應變措施，災害防
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

執行災害應變措施，災害防
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

對災害的空間合作概念並未
完備；且未因應氣候異常變

計畫指定之機關、單位或公
共事業，應設緊急應變小組

計畫指定之機關、單位或公
共事業，應設緊急應變小組

遷所帶來的複合式重大災害
。

，執行各項應變措施。必要
時，設區域聯防緊急應變中

，執行各項應變措施。

心，協同執行各項應變措施
。

二、為提升救災效率並節省備
災投資，整建跨部門、整合
性與制度性之災害防救緊急
管理機制，結合國家資源，
共同因應挑戰，爰增訂必要
時，設區域聯防緊急應變小
組，協同執行各項應變措施
。

第十五條 各級災害防救會報
應結合民防及全民防衛動員

第十五條 各級災害防救會報
應結合民防及全民防衛動員

一、以災害防救的事務而言，
無論是事前的防災、災難發

準備體系與相關公、私立學
校、團體、公司、廠場實施

準備體系，實施相關災害整
備及應變事項；其實施辦法

生時的救災工作以及災後的
重建事務，都指涉在民眾的

相關災害整備及應變事項；
得依氣候氣象、地質地形、

，由內政部會同有關部會定
之。

配合及彼此通力合作，我國
整體的災害防救能力在中央

水文流域、人口分佈等條件
建立區域聯防組織，有關災

及政府部門的規範與運作已
具有相當成果；惟在基層應

害整備及應變事項與區域聯
防組成之實施辦法，由內政

變及民力運用上，則有待提
昇，而區域性的災害防救協

部會同有關部會定之。

力機制也亟待改善。
二、為發揮資源共享效能，以
地理區域為協力範圍相互協
助增援，因應災害的特性及
規模，平時即結合民防及全
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與相關
公、私立學校、團體、公司
、廠場，實施相關災害整備
及應變事項；並依氣候氣象
、地質地形、水文流域、人
口分佈等條件，建立區域聯
防組織之任務型編組，依法
簽訂區域聯防協定並定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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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訓練演習，爰予增訂。
第二十二條

為減少災害發生

第二十二條

為減少災害發生

或防止災害擴大，各級政府
平時應依權責實施下列減災

或防止災害擴大，各級政府
平時應依權責實施下列減災

事項：
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

事項：
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

經費編列、執行及檢討。
二、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及

經費編列、執行及檢討。
二、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及

觀念宣導。
三、災害防救科技之研發或

觀念宣導。
三、災害防救科技之研發或

應用。
四、治山、防洪及其他國土

應用。
四、治山、防洪及其他國土

保全。
五、老舊建築物、重要公共

保全。
五、老舊建築物、重要公共

建築物與災害防救設施、
設備之檢查、補強、維護

建築物與災害防救設施、
設備之檢查、補強、維護

及都市災害防救機能之改
善。

及都市災害防救機能之改
善。

六、災害防救上必要之氣象
、地質、水文與其他相關

六、災害防救上必要之氣象
、地質、水文與其他相關

資料之觀測、蒐集、分析
及建置。

資料之觀測、蒐集、分析
及建置。

七、災害潛勢、危險度、境
況模擬與風險評估之調查

七、災害潛勢、危險度、境
況模擬與風險評估之調查

分析，及適時公布其結果
。

分析，及適時公布其結果
。

八、地方政府及公共事業與
相關公、私立學校、團體

八、地方政府及公共事業有
關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協定

、公司、廠場有關災害防
救區域聯防協定之訂定。

之訂定。
九、災害防救團體、災害防

九、災害防救團體、災害防
救志願組織之促進、輔導

救志願組織之促進、輔導
、協助及獎勵。

、協助及獎勵。
十、災害保險之規劃及推動

十、災害保險之規劃及推動
。

。
十一、有關弱勢族群災害防

十一、有關弱勢族群災害防
救援助必要事項。

救援助必要事項。
十二、災害防救資訊網路之

十二、災害防救資訊網路之
建立、交流及國際合作。

建立、交流及國際合作。
十三、其他減災相關事項。

十三、其他減災相關事項。
前項所定減災事項，各

前項所定減災事項，各
級政府應依權責列入各該災

級政府應依權責列入各該災
害防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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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防救計畫。
公共事業應依其災害防

公共事業應依其災害防
救業務計畫，實施有關減災

救業務計畫，實施有關減災
事項。

事項。
第一項第七款有關災害

第一項第七款有關災害
潛勢之公開資料種類、區域

潛勢之公開資料種類、區域
、作業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

、作業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各中央災害防救

之辦法，由各中央災害防救
業務主管機關定之。

業務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五條

各級政府及相關

第二十五條

各級政府及相關

公共事業與相關公、私立學
校、團體、公司、廠場，應

公共事業，應實施災害防救
訓練及演習。

實施災害防救訓練及演習。
實施前項災害防救訓練

實施前項災害防救訓練
及演習，各機關、公共事業

及演習，各機關、公共事業
所屬人員、居民及其他公、

所屬人員、居民及其他公、
私立學校、團體、公司、廠

私立學校、團體、公司、廠
場有共同參與或協助之義務

場有共同參與或協助之義務
。

。
參與前項災害防救訓練

參與前項災害防救訓練
、演習之人員，其所屬機關

、演習之人員，其所屬機關
（構）、學校、團體、公司

（構）、學校、團體、公司
、廠場應給予公假。

修正理由同第二十二條。

、廠場應給予公假。
第二十八條

各級災害應變中

第二十八條

各級災害應變中

配合第十四條增加必要時，應

心及區域聯防緊急應變中心
成立後，參與編組機關首長

心成立後，參與編組機關首
長應依規定親自或指派權責

設區域聯防緊急應變中心，共
同執行各項應變措施，本條第

應依規定親自或指派權責人
員進駐，執行災害應變工作

人員進駐，執行災害應變工
作，並由災害應變中心指揮

一項及第三項亦增列之。

，並由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
負責指揮、協調與整合。

官負責指揮、協調與整合。
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應有

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及應
有固定之運作處所，充實災

固定之運作處所，充實災害
防救設備並作定期演練。

害防救設備並作定期演練。
為免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為免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因重大災害致無法運作，或

因重大災害致無法運作，或
為支援跨直轄市、縣（市）

為支援跨直轄市、縣（市）
處理區域性重大災害，應異

處理區域性重大災害，應異
地設置備援應變中心或區域

地設置備援應變中心。

聯防緊急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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