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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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18679 號

案由：本院委員馬文君等 18 人，有鑑於全球氣候變化加劇，天然與
人為災害所面臨的挑戰更大，如國內 921 地震及莫拉克 88 風
災造成人員嚴重傷亡，尤以日本 311 強震引發海嘯、火災及
核能電廠爆炸，形成重大「複合式災害」影響甚鉅；另近年
國人對於新型流感、禽流感及口蹄疫等疫情防治工作重視程
度日益遽增，現行「災害防救法」災害類別應增列「海嘯」
、「生物病原災害」、「動植物疫災」、「輻射災害」等項
目，並分別律定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以及「複合式
災害」應變與行政院權責之必要，使防災體制更為靈活以符
實際需要。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2004 年強震引發南亞海嘯死傷達 28 萬人，日本 311 大地震引發海嘯並導致福島核電廠輻射
外洩造成嚴重災情，加以近年爆發國人高度關注的新型流感、禽流感及口蹄疫等威脅國人
食品及衛生安全的疫情，現行「災害防救法」是否足以因應上述災害，值得檢討，爰此建
議災害類別納入「海嘯」、「生物病原災害」、「動植物疫災」、「輻射災害」等項目，
以完整本法涵蓋範圍。（修正「災害防救法」條文第二條）
二、律定海嘯、生物病原災害、動植物疫災及輻射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分別為經
濟部、行政院衛生福利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另增列「複合式災
害」之應變，歸屬行政院權限範圍。（修正「災害防救法」條文第三條）
提案人：馬文君
連署人：蔣乃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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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法第二條及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條

第二條

本法專用名詞，定義

序文酌作文字修正，另為應災

：
一、災害：指下列災難所造

如下：
一、災害：指下列災難所造

害防救實際需要，以求完整本
法涵蓋範圍。第一款第一目納

成之禍害：
(一)風災、水災、震災、

成之禍害：
(一)風災、水災、震災、

入海嘯為天然災害，第二目增
列生物病原災害、動植物疫災

海嘯、旱災、寒害、
土石流災害等天然災

旱災、寒害、土石流
災害等天然災害。

及輻射災害等災害類別，遂因
全球氣候變化加劇，天然與人

害。
(二)火災、爆炸、公用氣

(二)火災、爆炸、公用氣
體與油料管線、輸電

為災害所面臨的挑戰更大，如
2004 年強震引發南亞海嘯死

體與油料管線、輸電
線路災害、礦災、空

線路災害、礦災、空
難、海難、陸上交通

傷達 28 萬人，日本 311 大地
震引發海嘯並導致福島核電廠

難、海難、陸上交通
事故、森林火災、毒

事故、森林火災、毒
性化學物質災害等災

輻射外洩造成嚴重災情，加以
最近爆發國人高度關注的流感

性化學物質災害、生
物病原災害、動植物

害。
二、災害防救：指災害之預

、禽流感及口蹄疫等威脅國人
食品及衛生安全的疫情，現行

疫災、輻射災害等災
害。

防、災害發生時之應變及
災後之復原重建等措施。

「災害防救法」是否足以因應
上述災害，值得檢討必要。

二、災害防救：指災害之預
防、災害發生時之應變及

三、災害防救計畫：指災害
防救基本計畫、災害防救

災後之復原重建等措施。
三、災害防救計畫：指災害

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
計畫。

防救基本計畫、災害防救
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

四、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指
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

計畫。
四、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指

之全國性災害防救計畫。
五、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指

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
之全國性災害防救計畫。

由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及公共事業就其掌理

五、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指
由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業務或事務擬訂之災害防
救計畫。

機關及公共事業就其掌理
業務或事務擬訂之災害防

六、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指
由直轄市、縣（市）及鄉

救計畫。
六、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指

（鎮、市）災害防救會報
核定之直轄市、縣（市）

由直轄市、縣（市）及鄉
（鎮、市）災害防救會報

及鄉（鎮、市）災害防救
計畫。

核定之直轄市、縣（市）
及鄉（鎮、市）災害防救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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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各種災害之預防、應
變及復原重建，以下列機關

第三條 各種災害之預防、應
變及復原重建，以下列機關

一、律定海嘯、生物病原災害
、動植物疫災及輻射災害之

為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
關：

為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
關：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分別為經濟部、行政院衛生

一、風災、震災、火災、爆
炸災害：內政部。

一、風災、震災、火災、爆
炸災害：內政部。

福利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二、水災、海嘯、旱災、公
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

二、水災、旱災、公用氣體
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

二、面對「複合式災害」，日
本及我國均視之為國安危機

線路災害、礦災：經濟部
。

害、礦災：經濟部。
三、寒害、土石流災害、森

與課題，由首相及總統召集
國安會議並由國安會主政。

三、寒害、土石流災害、森
林火災、動植物疫災：行

林火災：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為強化政府面對巨大複合型
災害的應變處理能力，有關

政院農業委員會。
四、空難、海難、陸上交通

四、空難、海難、陸上交通
事故：交通部。

重大複合式災害之宣告、整
合中央及跨縣市相互支援，

事故：交通部。
五、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行

五、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

派遣國軍主動支援救災，動
員民間救災資源投入，災害

政院環境保護署。
六、生物病原災害：衛生福

六、其他災害：依法律規定
或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指

救濟基金機制之設置，實施
區域型疏散撤離及收容安置

利部。
七、輻射災害：行政院原子

定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機關。

等相關緊急應變措施，加以
中央派員與地方組成聯合應

能委員會。
八、其他災害：依法律規定

前項中央災害防救業務
主管機關就其主管災害防救

變中心之程序，及執行救災
勤務之相關規定，均非單一

或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指
定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

業務之權責如下：
一、中央及直轄市、縣（市

部會所能處理，宜明定災害
種類超越 2 種以上，災情重

管機關。
前項中央災害防救業務

）政府與公共事業執行災
害防救工作等相關事項之

大且涉及 2 個以上中央災害
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之複合式

主管機關就其主管災害防救
業務之權責如下：

指揮、督導及協調。
二、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訂定

災害，行政院應及時因應、
協調及處理。爰建議本法第

一、中央及直轄市、縣（市
）政府與公共事業執行災

與修正之研擬及執行。
三、災害防救工作之支援、

三條增列第三項規定複合式
災害之應變，歸屬行政院權

害防救工作等相關事項之
指揮、督導及協調。

處理。
四、非屬地方行政轄區之災

限範圍。

二、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訂定
與修正之研擬及執行。

害防救相關業務之執行、
協調，及違反本法案件之

三、災害防救工作之支援、
處理。

處理。
五、災害區域涉及海域、跨

四、非屬地方行政轄區之災
害防救相關業務之執行、

越二以上直轄市、縣（市
）行政區，或災情重大且

協調，及違反本法案件之
處理。

直轄市、縣（市）政府無
法因應時之協調及處理。

五、災害區域涉及海域、跨
越二以上直轄市、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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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或災情重大且
直轄市、縣（市）政府無
法因應時之協調及處理。
災害種類超越二種以上
，災情重大且涉及二個以上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之複合式災害，行政院應及
時因應、協調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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