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033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10月5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19584 號

案由：本院委員蔣乃辛等 18 人，針對食品藥物管理署調查，國內超
商、量販店、超市、餐飲等通路商，剩食數量驚人，總計 1
年有 3 萬 6,880 公噸食品沒吃過、沒拆封就放到過期，被當作
垃圾處理，剩食價值每年竟高達 38.1 億元。本席等認為上述
被浪費物資應將其轉化成可用的物資，分享給真正需要的人
。因此，為推動惜食愛物，避免物資浪費，落實節能減碳與
資源妥善利用等目的，更期能落實照顧經濟弱勢家庭及家中
遭逢緊急危難或變故者，提供短期日常生活所需食物及物資
之援助，本席等爰提出「公益實物銀行法草案」，要求中央
與地方政府積極推動實物銀行。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蔣乃辛
連署人：廖國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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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實物銀行法草案
名

稱

公益實物銀行法

說

明

地方政府與民間團體已陸續成立實物銀行或食
物銀行等類似之公益機構，但國內普遍以「實
物銀行」作為命名，主要是因為國內的實物銀
行，募捐的項目涵蓋了所有可能的民生物資，
不是侷限在食物。為切合實際的捐募狀況，本
席等建議宜以「公益實物銀行」作為立法方向
。

條

文

第一條

說

明

為推動惜食愛物，避免物資浪費，藉

本法之立法目的，乃是照顧經濟弱勢、特殊境

由「實物銀行」將勸募與捐助之物資提供或
發放給經濟弱勢家庭及家中遭受緊急危難或

遇家庭、遭受急難或災害者，對其提供短期實
物及物資之援助，以建置完善的社會安全網、

變故者，以建置完善的社會安全網，促進實
物銀行健全發展，特制定本法。

避免物資浪費，及促進實物銀行健全發展。

第二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實物：指生活所需之食品、衣物及家用

一、明定本條例用詞定義。
二、第一款界定實物之定義；第二款區隔實物

器物等物資。
二、實物給付：以非現金發放方式，提供受

給付與現金給付之差異。
三、第三款，明定實物銀行設置目的在於提供

助者生活所需之實物。
三、實物銀行：指以非營利為原則，透過勸

經濟弱勢者生活所需物資，減輕生活支出
負擔，助其早日脫離貧窮或近貧狀態，爰

募活動、接受自發性募捐物資，提供受助
者實物之機構。

不宜有營利行為。另第四款規範有通報義
務者，因其業務性質較能知悉經濟弱勢者

四、有通報義務者：指教育人員、保育人員
、社會工作人員、醫事人員、村（里）幹

生活狀況並賦予其通報義務，期愈周延社
會安全網絡。

事、警察人員或檢調司法人員。
五、受助者：指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

四、明定何謂受助者，以利主管機關認定，與
實務銀行的扶助。

殊境遇家庭、遭受急難或災害或其他生活
困頓者，受政府或實物銀行給予實物扶助
者。
第三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

各級主管機關。

福利部；在地方為直轄市政府、縣（市）政
府。
第四條 直轄市、縣（市）得視實際狀況與需
要，自行或委託公益性社團法人、財團法人

一、第一項旨在敘明實物銀行得視實際狀況與
需要，自行或委託公益性社團法人、財團

辦理，或鼓勵私辦實物銀行，並提供其必要
之協助。

法人辦理實物銀行。
二、第二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針對實物銀行之

針對實物銀行之自行或委託辦理方式、
運作與監督機制、募集實物的內容與方式、

自行或委託辦理方式、運作與監督機制、
募集實物的內容與方式、受助戶之資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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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助戶之資格及受助優先順序、可接受物資
援助之期間長短及其他事項，由直轄市、縣

受助優先順序、可接受物資援助之期間長
短及其他事項，統一訂之。

（市）主管機關定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定期檢查

三、非營利機構或團體基於體恤經濟弱勢族群
的生活困苦，辦理物資救助，無論以食物

與輔導機構或團體辦理實物給付情形及相關
帳冊，機構或團體及其所屬人員不得規避、

倉儲、食物券、資源媒合或物資輸送平台
等方式，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基於

妨礙或拒絕。

非營利組織責信重要性及對捐贈或捐款者
權益的保障，得對辦理實物給付服務之機
構或團體作業情形作為瞭解，爰增訂第三
項規定。

第五條 實物銀行以募集民生實物為主，現金
捐款為輔。有關實物銀行之實物及其他物資
之發放方式及標準，由主辦、委辦或私辦團
體依實際需要自定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委託機關應給予受託團體獨立自主辦理實物銀
行之合理空間，因此應由受託團體依實際需要
自定實物及其他物資之具體發放方式及標準。

第六條 實物銀行募集實物、現金等勸募行為
及其管理，應依公益勸募條例之規範。

一、實物銀行之勸募行為及其管理，規定應依
公益勸募條例之規範。

辦理勸募活動期間，不受公益勸募條例
第十二條最長為一年之限制，但每年仍應向

二、公益實物銀行勸募與捐助之物資，旨在提
供或發放給經濟弱勢家庭及家中遭受緊急

地方主管機關核備，並檢送一年內業務推展
實績供地方主管機關檢核與評比。

危難或變故者，以建置完善的社會安全網
；前述提供或發放之做為，實屬常態與賡
續性行為，一旦中斷將影響對經濟弱勢家
庭及家中遭受緊急危難或變故者等的生活
協助，故建議實物銀行辦理勸募活動期間
不宜受最長為一年之限制；但為健全實物
銀行之運作體制，及落實主管機關的監督
，規定實物銀行每年仍應向地方主管機關
核備，並檢送一年內業務推展實績供地方
主管機關檢核與評比。

第七條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捐贈
實物銀行之物資、現金，適用所得稅法第十

一、捐贈實物銀行之物資，得適用所得稅法第
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列舉扣除額之

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列舉扣除額之規定
。但捐贈實物銀行之物資與現金總額以最高

規定。
二、捐贈物資實際價格之核定辦法，由財政部

不超過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為限。
前項捐贈物資實際價格之核定辦法，由

定之。

財政部定之。
第八條

辦理實物銀行所需之空間，政府應協

一、委託機關應積極協助受託團體取得辦理實

調閒置辦公廳舍或校舍支援。
提供實物銀行辦理空間之個人或機構，

物銀行所需之空間。
二、委託機關應補助或獎勵提供實物銀行辦理

應給予租稅優惠、補助或獎勵。
前項提供實物銀行辦理空間之租稅優惠

空間之個人或機構。
三、第二項提供實物銀行辦理空間之租稅優惠

、補助或獎勵辦法，由財政部會同權責機關

、補助或獎勵辦法，由財政部會同權責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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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
第九條

關定之。
中央與地方政府應編列預算，補助公

一、主管機關應編列預算，補助辦理實物銀行

辦、委辦或私辦團體。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績效優

之團體。
二、主管機關應視實物銀行辦理績效予以獎勵

良之實物銀行與人員應定期獎勵。
前二項之補助及獎勵辦法，由中央主管

。
三、主管機關應訂定補助及獎勵辦法。

機關機關定之。
第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全國性之實物銀

一、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全國性之實物銀行資

行資訊管理系統，以協助管理及妥善分配、
運用各實物銀行之物資。

訊管理系統，以協助管理及妥善運用各實
物銀行之物資，讓各縣市能互補有無，物

中央主管機關每季應召開全國性的實物
銀行協調會報，研商解決可能面臨的勸募、

資較充裕的縣市能幫助物資較為不足之縣
市，以促進區域間的公平正義。

發放、行政作業及其他相關事務。

二、第二項規定，要求中央主管機關每季應召
開全國性的實物銀行協調會報，研商解決
可能面臨的勸募、發放、行政及其他相關
事務。

第十一條 突發變故或緊急災害發生時，實物
銀行募集之物資，得立即供應災民與救災人

一、第一項規定，面臨突發變故或緊急災害時
，實物銀行已募集之物資，得提供緊急救

員。

災使用，已爭取賑災時效，讓物質發揮應
有功效。

災害現場物資供應超過需求時，得轉贈
各實物銀行。

二、第一項規定，救災物資供過於求時，得轉
贈各實物銀行，讓多餘物資不被丟棄與亂
用。

第十二條

中央與地方農政主管機關得收購民

本條旨在規範中央與地方政府得收購生產過剩

間季節性生產過剩之水果、蔬菜等物資，經
由實物銀行發放給受助戶。

之物資，經由實物銀行發放給受助戶，讓政府
收購行為發揮照顧農民與弱勢族群的雙重功效
。

第十三條

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應

一、第一項規定，要求地方食品衛生主管機關

協助實物給付服務機構進行物資衛生、安全
及品質檢驗。

，應積極協助實物銀行辦理食品衛生之檢
驗。

實物給付物資之衛生、安全及品質維護
事項，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第二項規定，要求實物給付物資之衛生、
安全及品質維護事項，應依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第十四條

零售商店、超市、量販店之營業面

一、第一項規定，考量零售商店、中大型超市

積達一定規模者，須與實物銀行簽訂食物捐
贈合約，捐贈尚可食用或堪用而未售出之物

、量販店總計 1 年有 3 萬 6,880 公噸食品
沒吃過、沒拆封就放到過期，被當作垃圾

資或器物。

處理，為避免這些中大型店家銷燬或丟棄

前項營業面積之規模、捐贈合約之範本

尚可食用、堪用而未售出之食品與物資，

、簽訂程序、實施時間及其他施行辦法，由

爰仿效法國國民議會於審查法國生態、永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續發展暨能源部所提出之「能源轉型法案
」時通過之法案修正案 922 號，所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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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止浪費食物」法令，「店鋪面積為 400
平方米以上之中大型超市店家，須在 105
年 7 月前與慈善機構簽訂食物捐贈契約，
違者將面臨 75,000 歐元罰緩」之精神，訂
定遏止浪費實物條文；同時該法案通過至
今，已超過 4,500 間商店自行與社福團體
簽訂合作協議，捐贈即將過期食品。
二、第二項規定，授權中央主管機關針對第一
項之營業面積之規模、捐贈合約之範本、
簽訂程序、實施時間及其他施行辦法。
有通報義務者於執行業務時，知悉

一、有通報義務者因工作性質較常得知當事人

有實物給付需求之個人或家庭，應通報直轄

與其家庭狀況，如能負起通報之責，即時

市、縣（市）主管機關。

反應有實物給付需求之個案，對我國社會

第十五條

安全網將有莫大助益。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接獲通報後
，應主動對通報個案進行調查，並提供實物

二、現行社會救助法第九之一條針對有社會救
助需求之個人與家庭授權主管機關訂立通

給付服務。

報流程及處理時效。為避免行政程序過於

前兩項通報流程及處理時效，準用社會

複雜，本條之通報方式準用上開通報流程

救助法第九條之一規定。

。
第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將各直轄市、縣（

一、中央主管機關應就地方辦理實物銀行之績

市）實物銀行辦理績效，納入全國社會福利

效，納入全國社會福利業務之年度考核指

業務推動考核指標。

標。

中央主管機關應視實物銀行辦理績效予

二、中央主管機關應視實物銀行辦理績效予以

以獎勵及補助；其獎勵及補助辦法，由中央

地方政府獎勵及補助，並訂定獎勵及補助

主管機關定之。

辦法。

第十七條

個人或團體捐贈實物銀行物資之行

一、參酌刑法第十二條、行政罰法第七條、公

為，若損害他人之權益，非出於故意或重大

務員懲戒法第三條及陸海空軍懲戒法第三

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刑事、民事或行政罰責

條等有關「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罰」之

任。

規定，援例針對捐贈實物銀行物資之行為
前項故意或重大過失者之態樣與情境由

，建議非出於故意或重大過失者，減輕或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免除法律責任。
二、有關故意或重大過失者之態樣與情境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八條

違反第四條第三項之規定，故意規

一、針對違反第四條第三項，訂定罰則。

避、妨礙或拒絕者，經命限期改正，屆期不

二、針對違反第十四條之零售商店、超市、量

改正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

販店家，經地方主管機關命限期改正，仍

鍰。

未與實物銀行簽署者，訂定罰則。
違反第十四條之零售商店、超市、量販

店家，經地方主管機關命限期改正，仍未與
實物銀行簽署者，得裁罰一萬元以上五萬元

委 79

立法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以下罰鍰。
第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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