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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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貣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12月6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1433 號

案由：本院委員吳志揚等 16 人，有鑑於台灣為歐亞大陸與菲律賓海
兩版塊擠壓而隆起之島嶼，以致於地形複雜、地震頻繁，災
難隨之多難，世界銀行更於 2005 年指出，我國同時暴露於三
種及兩種天然災害下之人口與土地面積比例為世界之冠，然
我國目前在防災救災法規及教育上極度欠缺統整，媒體及網
路上充斥各種不正確之訊息。政府理應效仿鄰近日本建立完
整綿密之教育鏈，灌輸民眾正確的防救災觀念，並定期加強
演習、演練，故此提出「災害防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推動全民防救災教育，以增進全民之防救災知識，健全防救
災發展。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臺灣是由歐亞大陸板塊、菲律賓海板塊擠壓而隆貣的島嶼，地震頻繁、溫泉與休火山皆多
，東臨太帄洋，西臨臺灣海峽，南北長約三七七公里，東西寬約一四二公里，海岸線全長
約一千二百公里，地形極其複雜、災難隨之多樣。近年更發生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大地震
造成二千四百一十五人死亡、二○○九年的莫拉克風災更引發小林村滅村事件四百七十四
人活埋及二○一六年二月六日（小年夜）的六級地震，更導致台南維冠大樓坍塌，仍有一
百一十四人罹難等重大天災事件。
二、世界銀行更在二○○五年指出（Natural Disaster Hot Spots─A Global Risk Analysis），臺灣
同時暴露於三種（73%）及兩種（99%）天然災害（旱災、洪災、地震、火山、坡地崩塌災
害、熱帶氣旋）下之人口與土地面積比例為世界之冠。因此我國更應該防患於未然，於日
常生活中建立全國民眾防救災意識。
三、反觀鄰近國家日本，該政府教導民眾防救災方式，乃採取從小到大、從學校教育到社會教
育之完整綿密的教育鏈，以此灌輸民眾正確的防救災觀念，並定期加強演習、演練。因此
，當日本面臨三一一地震時，其民眾在第一時間接獲避難通報時，馬上能採取應變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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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各地災情得以控制在一定程度之下。
四、綜觀上述，災害防救工作成功之關鍵，除了政府部門通力合作外，更需要有具備防救災意
識的民眾，主動積極投入防災，快速配合政府救災，方得以在最短時間內全面啟動救災機
制，採取適當應變作為，有效控制災情擴大，故此提出「災害防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推動全民防救災教育，以增進全民之防救災知識，健全防救災發展，確保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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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一條

為健全災害防救體制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健全災害防救體制

考量我國地理因素，災害頻傳

，強化災害防救功能及全民
防救災教育與應變能力，以

，強化災害防救功能，以確
保人民生命、身體、財產之

，為落實防救災工作，保障人
民財產安全，宜建立正確全民

確保人民生命、身體、財產
之安全及國土之保全，特制

安全及國土之保全，特制定
本法。

防救災觀念，爰於增列強化全
民防救災教育與應變能力。

定本法。
災害之防救，本法未規

災害之防救，本法未規
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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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項第六款規定由現行條文
第七條第六項移列修正，並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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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教育事項
。

一、風災、震災（含土壤液
化）、火災、爆炸災害：

一、風災、震災（含土壤液
化）、火災、爆炸災害：

內政部。
二、水災、旱災、礦災、工

內政部。
二、水災、旱災、礦災、工

業管線災害、公用氣體與
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

業管線災害、公用氣體與
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

：經濟部。
三、寒害、土石流災害、森

：經濟部。
三、寒害、土石流災害、森

林火災、動植物疫災：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火災、動植物疫災：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

四、空難、海難、陸上交通
事故：交通部。

四、空難、海難、陸上交通
事故：交通部。

五、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

五、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

六、生物病原災害：衛生福
利部。

六、生物病原災害：衛生福
利部。

七、輻射災害：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

七、輻射災害：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

八、其他災害：依法律規定
或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指

八、其他災害：依法律規定
或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指

定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機關。

定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機關。

前項中央災害防救業務
主管機關就其主管災害防救

前項中央災害防救業務
主管機關就其主管災害防救

業務之權責如下：

業務之權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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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及直轄市、縣（市
）政府與公共事業執行災

一、中央及直轄市、縣（市
）政府與公共事業執行災

害防救工作等相關事項之
指揮、督導及協調。

害防救工作等相關事項之
指揮、督導及協調。

二、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訂定
與修正之研擬及執行。

二、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訂定
與修正之研擬及執行。

三、災害防救工作之支援、
處理。

三、災害防救工作之支援、
處理。

四、非屬地方行政轄區之災
害防救相關業務之執行、

四、非屬地方行政轄區之災
害防救相關業務之執行、

協調，及違反本法案件之
處理。

協調，及違反本法案件之
處理。

五、災害區域涉及海域、跨
越二以上直轄市、縣（市

五、災害區域涉及海域、跨
越二以上直轄市、縣（市

）行政區，或災情重大且
直轄市、縣（市）政府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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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執行災害資源統籌、資

法因應時之協調及處理。

訊彙整與防救業務，並應
協同教育部及相關機關執
行全民防救災教育。
第七條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置

第七條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置

第六項移列修正條文第三條第

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人，
分別由行政院院長、副院長

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人，
分別由行政院院長、副院長

二項第六款規定，爰予刪除。

兼任；委員若干人，由行政
院院長就政務委員、秘書長

兼任；委員若干人，由行政
院院長就政務委員、秘書長

、有關機關首長及具有災害
防救學識經驗之專家、學者

、有關機關首長及具有災害
防救學識經驗之專家、學者

派兼或聘兼之。
為執行中央災害防救會

派兼或聘兼之。
為執行中央災害防救會

報核定之災害防救政策，推
動重大災害防救任務與措施

報核定之災害防救政策，推
動重大災害防救任務與措施

，行政院設中央災害防救委
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

，行政院設中央災害防救委
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

行政院副院長兼任，並設行
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置專

行政院副院長兼任，並設行
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置專

職人員，處理有關業務；其
組織由行政院定之。

職人員，處理有關業務；其
組織由行政院定之。

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
詢委員會、國家災害防救科

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
詢委員會、國家災害防救科

技中心提供中央災害防救會
報及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技中心提供中央災害防救會
報及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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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災害防救工作之相關諮
詢，加速災害防救科技研發

有關災害防救工作之相關諮
詢，加速災害防救科技研發

及落實，強化災害防救政策
及措施。

及落實，強化災害防救政策
及措施。

為有效整合運用救災資
源，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設

為有效整合運用救災資
源，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設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統籌、調度國內各搜救單位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統籌、調度國內各搜救單位

資源，執行災害事故之人員
搜救及緊急救護之運送任務

資源，執行災害事故之人員
搜救及緊急救護之運送任務

。

。
內政部消防署執行災害

防救業務。

內政部消防署執行災害
防救業務。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執行災害資源統籌、資
訊彙整與防救業務，並應協
同相關機關執行全民防災預
防教育。

第二十二條 為減少災害發生
或防止災害擴大，各級政府

第二十二條 為減少災害發生
或防止災害擴大，各級政府

一、各級政府應辦理全民防救
災教育之規劃、宣導、推動

帄時應依權責實施下列減災
事項：

帄時應依權責實施下列減災
事項：

、輔導及獎勵相關事項，爰
修正第一項第二款。

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
經費編列、執行及檢討。

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
經費編列、執行及檢討。

二、擴大有關災害防救相互支
援協定之訂定範疇，改為政

二、全民防救災教育、訓練
及觀念宣導、政策研訂、

二、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及
觀念宣導。

府機關與各公私立機構，爰
修正第一項第八款。

人員培訓、在職訓練及推
展獎勵。

三、災害防救科技之研發或
應用。

三、新增第一項第十三款，明
定各級主管機關應妥善管理

三、災害防救科技之研發或
應用。

四、治山、防洪及其他國土
保全。

保護各類具全民防救災教育
功能之文物及場所，以利全

四、治山、防洪及其他國土
保全。

五、老舊建築物、重要公共
建築物與災害防救設施、

民防救災教育之宣導。
四、新增第五項，授權訂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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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都市災害防救機能之改

關辦法，以為推動及保存全
民防救災教育功能之文物及

設備之檢查、補強、維護
及都市災害防救機能之改

善。
六、災害防救上必要之氣象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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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質、水文與其他相關
資料之觀測、蒐集、分析

及建置。
七、災害潛勢、危險度、境

及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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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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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模擬與風險評估之調查
分析，及適時公布其結果

。
八、地方政府及公共事業有

。
八、政府機關（構）及公共

關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協定
之訂定。

事業與相關公、私立學校
、團體、公司、廠場有關

九、災害防救團體、災害防
救志願組織之促進、輔導

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協定之
訂定。

、協助及獎勵。
十、災害保險之規劃及推動

九、災害防救團體、災害防
救志願組織之促進、輔導

。
十一、有關弱勢族群災害防

、協助及獎勵。
十、災害保險之規劃及推動

救援助必要事項。
十二、災害防救資訊網路之

。
十一、有關弱勢族群災害防

建立、交流及國際合作。
十三、其他減災相關事項。

救援助必要事項。
十二、災害防救資訊網路之

前項所定減災事項，各
級政府應依權責列入各該災

建立、交流及國際合作。
十三、具災害防救教育功能

害防救計畫。
公共事業應依其災害防

與意義之遺址、博物館、
紀念館、其他文化場所之

救業務計畫，實施有關減災
事項。

管理，及文物蒐集、研究
、解說與保護工作之強化

第一項第七款有關災害
潛勢之公開資料種類、區域

。
十四、其他減災相關事項。

、作業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各中央災害防救

前項所定減災事項，各
級政府應依權責列入各該災

業務主管機關定之。

害防救計畫。
公共事業應依其災害防
救業務計畫，實施有關減災
事項。
第一項第七款有關災害
潛勢之公開資料種類、區域
、作業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各中央災害防救
業務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十三款有關場
所管理與工作強化之方式、
推動、考核等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文化部會商相關機關
定之。
第二十五條 各級政府及相關
公共事業應與相關公、私立

第二十五條 各級政府及相關
公共事業，應實施災害防救
委 76

一、為建立完整綿密之防救災
教育鏈，將各公私立機關納

立法院第 9 屆第 4 會期第 12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學校、團體、公司、廠場，
實施災害防救訓練及演習，

訓練及演習。
實施前項災害防救訓練

入防救災教育及政府機關對
所屬人員定期實施防救災教

舉辦防災教育及宣導，並由
機關、學校、團體及大眾傳

及演習，各機關、公共事業
所屬人員、居民及其他公、

育，爰予修正第一項。
二、新增第二項，明定各級學

播機構協助推行。
各級學校應將防災教育

私立學校、團體、公司、廠
場有共同參與或協助之義務

校防救災教育之實施。
三、新增第三項，明定各級政

納入教學，實施多元教學活
動並辦理防災演練。

。
參與前項災害防救訓練

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
定期製作宣傳資料，並透過

各級政府及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應定期製作全民防救

、演習之人員，其所屬機關
（構）、學校、團體、公司

媒體傳播。
四、新增第七項，明定機關、

災教育電影片、錄影節目帶
、文宣資料或教導手冊，透

、廠場應給予公假。

公營事業機構、學校級政府
機關捐助基金達過百分之五

過大眾傳播媒體播放、刊載
，積極凝聚社會大眾之全民

十之財團法人，應有專人負
責推廣防救災教育。

防救災共識，建立全民防救
災理念。

五、新增第八項，明定全民防
救災教育日，舉辦相關活動

實施前項災害防救訓練
、演習、教育及宣導，各機

，以推廣全民防救災教育

關、公共事業所屬人員、居
民及其他公、私立學校、團
體、公司、廠場有共同參與
或協助之義務。
實施前項災害防救訓練
及演習，各機關、公共事業
所屬人員、居民及其他公、
私立學校、團體、公司、廠
場有共同參與或協助之義務
。
參與前項災害防救訓練
、演習之人員，其所屬機關
（構）、學校、團體、公司
、廠場應給予公假。
學校及政府機關捐助基
金達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
，應指定人員推廣防救災教
育。
行政院應結合國家防災
日，舉辦各種相關活動，以
強化全民防救災教育；並辦
理相關考核與評鑑。
第四十六條之一 各級政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及

一、本條新增。
二、明訂輔導及獎勵民間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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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下列事項：
一、民間運用公、私有閒置

全民防救災教育。

空間或建築物設置防救災
教育設施、場所。
二、實施全民防救災教育工
作具有傑出貢獻之機關（
構）、團體或個人。
三、民眾主動加入防救災教
育志工。
前項輔導獎勵對象之資
格、條件、適用範圍、審查
程序、審查基準、輔導獎勵
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各級政府及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定之。
各級政府及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應輔導民營事業促使
其主動提供經費、設施或其
他資源，協助全民防救災教
育之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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