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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307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10月5日印發

政府提案第 15789 號

案由：行政院函請審議「消防法第九條、第十九條及第三十八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

行政院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30 日
發文字號：院臺內字第 1050178524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函送「消防法」第 9 條、第 19 條、第 38 條修正草案，請查照審議。
說明：
一、本案經提本（105）年 9 月 29 日本院第 3516 次會議決議：通過，函請立法院審議。
二、檢送「消防法」第 9 條、第 19 條、第 38 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含總說明）1 份。
正本：立法院
副本：內政部（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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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法第九條、第十九條、第三十八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消防法（以下簡稱本法）自七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公布施行以來，迄今歷經八次修正。為
確保人民權利及健全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制度，俾符「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四條規定
國家應保障人民基本權利，若有限制應以法律明定之精神，並落實當前政府營造安全家園及健全法
制之政策，爰擬具本法第九條、第十九條、第三十八條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健全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機制，有關檢修之項目、方式、基準、期限、檢修結果報請備查期
限、其他應遵行事項及檢修專業機構之管理，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另刪除集合住宅消防
安全設備之檢查由政府機關編列預算支付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九條）
二、為確保人民權利，人民之土地、建築物、車輛或其他物品因搶救作為遭受特別犧牲之損失時，
得請求補償。（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三、配合第九條之修正，增列相關罰則。（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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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法第九條、第十九條、第三十八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九條

依第六條第一項應設

條

文

說

明

第九條

依第六條第一項應設

一、為配合現行消防安全設備

置消防安全設備場所，其管
理權人應委託第八條所規定

置消防安全設備場所，其管
理權人應委託第八條所規定

檢修專業機構係由中央主管
機關許可後發證，第一項酌

之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
，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

之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
，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

作文字修正；另但書所稱高
層建築物及地下建築物，係

其檢修結果應依限報請當地
消防機關備查；消防機關得

其檢修結果應依限報請當地
消防機關備查；消防機關得

指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之

視需要派員複查。但高層建
築物或地下建築物消防安全

視需要派員複查。但高層建
築物或地下建築物消防安全

地下建築物及第二百二十七
條規定之高層建築物。

設備之定期檢修，其管理權
人應委託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設備之定期檢修，其管理權
人應委託中央主管機關審查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係於九十
六年一月三日修正公布施行

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
構辦理。

合格之專業機構辦理。
應設消防安全設備之集

，該規定使應設消防安全設
備之集合住宅，得由直轄市

前項定期檢修消防安全
設備之項目、方式、基準、

合住宅，其消防安全設備定
期之檢查，得由直轄市、縣

、縣（市）消防機關聘用或
委託消防專業人員定期檢查

期限、檢修結果報請備查期
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市）消防機關聘用或委託
消防專業人員辦理，經費由

，受聘人或受委託人檢查後
報請消防機關備查，再由消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所定消防安全設

地方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付
，中央主管機關補助；其補

防機關派員複查。其先由消
防機關自聘檢查，再派員複

備檢修專業機構，其申請許
可之資格、程序、應備文件

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
之。

查之作業程序，恐有違反公
平公正之客觀判定、「自己

、證書核（換）發、有效期
間、撤銷、廢止、執行業務

財產、自己保護」及「使用
者付費」原則，故仍應由各

之規範、消防設備師（士）
之僱用、異動、訓練、業務

類場所之管理權人自行支付
相關公共安全檢查費用，爰

相關文件之備置與保存年限
、各類書表之陳報及其他應

予刪除。集合住宅之消防安
全，將由內政部依「消防機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關受理集合住宅消防安全設
備檢修申報作業處理原則」
協調各直轄市、縣（市）消
防機關積極輔導未成立管理
委員會之集合住宅儘速依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成立管理委
員會，依規定辦理消防安全
設備檢修申報及平時保養維
護工作，以確保集合住宅之
安全。
三、本法施行細則第六條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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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之方
式、期限、檢修項目、基準
及檢修結果之申報期限等規
定，涉及人民權利義務，且
影響非屬輕微，為符法律保
留原則，爰列為第二項規定
。
四、現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
業機構管理辦法為職權命令
，為符合「經濟社會文化權
利國際公約」第四條規定國
家應保障人民基本權利，若
有限制，則應以法律明定之
意旨，爰於第三項增列授權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管理辦法
之法源依據。
五、本次修法係為符合聯合國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兩公約規範，並落
實當前政府營造安全家園及
健全法制之政策，優先修正
本條、第十九條及第三十八
條，至於小面積場所得由管
理權人自行辦理定期檢修之
規定，因牽涉消防設備師（
士）執業範圍、小面積定義
、管理權人檢修能力等複雜
問題，爰未納入本次修正範
圍。
第十九條 消防人員對火災處
所及其周邊之土地、建築物

第十九條 消防人員對火災處
所及其周邊，非使用或損壞

一、按「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
際公約」第四條規定意旨及

、車輛及其他物品，非使用
、損壞或限制其使用，不能

其土地、建築物、車輛及其
他物品或限制其使用，不能

精神，國家應保障人民基本
權利，若有限制，則應以法

達搶救之目的時，得使用、
損壞或限制其使用。

達搶救之目的時，得使用、
損壞或限制其使用。

律明定之。行政機關為防止
危害之發生或避免緊急危險

人民因前項土地、建築
物、車輛或其他物品之使用

直轄市、縣（市）政府
對前項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

，固得採取即時強制之措施
，惟若致人民財產有遭受特

、損壞或限制使用，致其財
產遭受特別犧牲之損失時，

、損壞或限制使用所致之損
失，得視實際狀況酌予補償

別犧牲之損失，自應予以補
償，始符合財產權保障意旨

得請求補償。但因可歸責於
該人民之事由者，不予補償

。但對應負引起火災責任者
，不予補償。

。
二、第一項文字酌予修正。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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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損失補償，應以金

依上述公約精神，於第二項
中增列第一項所包括之車輛

錢為之，並以補償實際所受
之損失為限。

及其他物品，並參考警察職
權行使法第三十一條規定，

損失補償自知有損失時
起，二年內請求之。但自損

定明第二項之損失，係指逾
越人民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

失發生後，經過五年者，不
得為之。

範圍，構成特別犧牲之損失
。
三、參考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三
十一條及災害防救法第三十
三條規定，增列第三項及第
四項有關損失補償及其時效
之規定。

第三十八條

違反第七條第一

第三十八條

違反第七條第一

一、第一項為有效嚇阻非消

項規定從事消防安全設備之
設計、監造、裝置或檢修者

項規定從事消防安全設備之
設計、監造、裝置及檢修者

防專技人員違反規定從事消
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鍰。

裝置及檢修，適度提高罰鍰
金額。

罰。
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

違反第九條有關檢修設
備之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

二、第二項為有效督促管理權
人辦理檢修申報，爰刪除經

者，處其管理權人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逾期不改善者，處其管理
權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

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
再進行裁處之程序，修正為

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得按次處罰。

元以下罰鍰；經處罰鍰後仍
不改善者，得連續處罰。

直接處罰後限期改善，並得
按次處罰。

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消
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

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
士為消防安全設備不實檢修

三、為避免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

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
未依第九條第二項所定辦法

報告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
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構、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
士未依規定檢修消防安全設

中有關定期檢修項目、方式
、基準、期限之規定檢修消

備，爰於第三項增列處罰規
定。

防安全設備或為消防安全設
備不實檢修報告者，處新臺

四、為落實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

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必要時

構之管理，增列第四項處罰
之規定。

，並得予以一個月以上一年
以下停止執行業務或停業之
處分。
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消
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違
反第九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
有關執行業務之規範、消防
設備師（士）之僱用、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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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業務相關文件之備
置、保存年限、各類書表陳
報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得按次處罰，並得予
以三十日以下之停業處分或
廢止其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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