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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037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7年10月24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2412 號

案由：本院委員洪宗熠、陳曼麗、吳琪銘、劉建國、張宏陸等 22 人
，有鑑於社會救助方式多元，各項救助除以現金給付外，亦
得以實物給付方式提供之，惟對於實物給付方式，尚未有明
確規範，為建立完善之社會安全網，明確予以立法保障，爰
擬具「社會救助法增訂部分條文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
決。
說明：
一、為減少全球金融海嘯後物價上漲、貧富差距擴大對於經濟弱勢民眾或家庭造成衝擊，並保
障其基本民生需求不虞匱乏，目前已有部分直轄市、縣（市）政府在預算有限之情形下，
已訂定相關方案或計畫，自行或運用民間資源對於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經濟困難或遭
遇急難之個人或家庭提供日常生活物資援助，以保障其基本生存權。
二、依照環保署統計，2014 年廚餘回收量為 72 萬 373 公噸、2015 年 60 萬 9 千 706 公噸、2016
年 57 萬 5 千 932 公噸、2017 年 55 萬 1 千 332 公噸。聯合國報告指出：全球有 1/3 的食物
被浪費掉，碳排放量高達 44 億噸；另外，環保署統計顯示，106 年 3 月至 107 年 4 月超市
和量販業廚餘的廢棄食品申報量高達 6,630 公噸，平均每月有超過 500 公噸剩食變廚餘。食
物浪費不僅造成大量經濟損失和龐大的環境成本，更會加劇地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危機。
為避免物資浪費、促進實物給付健全發展，建立完善之社會安全網，有明確立法保障之必
要。
三、社會救助法第二條規定，社會救助分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急難救助及災害救助。各項救
助除以現金給付外，亦得以實物給付方式提供之，惟對於實物給付方式，則未有明確規範
。據了解直轄市、縣（市）政府結合民間資源，對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經濟困難或遭
遇急難之個人、家庭提供日常生活物資援助，業已推行多年，為建立完善之社會安全網，
明確予以立法保障，爰增訂實物給付專章。
四、參考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九條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建立產品原材料來源及流向追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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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系統之建立，並以電子方式申報追溯資料。有鑑於此，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全國性實
物給付物資運用調度系統，以整合調度各直轄市、縣（市）現有之實物給付物資，再由直
轄市、縣（市）政府配合辦理，讓各縣市間能互通有無，以促進區域間資源調度，使物資
籌募能做更有效且妥善之管理及分配。而直轄市、縣（市）政府則應依其轄區內資源多寡
及需受救助者之情形，分別建立平時及災害發生時救助物資之籌募、分配及調度制度，並
依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
五、發生重大災害時，受災害地區倘有民生物資不足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協調其他地方政府跨
區域支援災民生活所需。若沒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提供實物給付物資，以符合平等原則
。（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三項）
六、針對適用本法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陷入急難及遭受災害等救助對象，直轄市、縣（
市）政府除依法給予各項救助外，得自行或結合民間資源對於上開救助對象或有救助需求
之經濟弱勢個人或家庭，提供日常生活物資援助。惟因各直轄市、縣（市）資源各異，故
其得因地制宜，採行實物倉儲、食物券、物資輸送平臺等不同方式，推動實物給付。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主動辦理食品衛生之檢驗，以確保食品衛生安全無虞。（修正條
文第二十七條之二）
七、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委託法人、團體或民間機構辦理實物給付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並就民間自行辦理實物給付者提供必要之輔導或協助。（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之三）
八、明定農業主管機關得協調、收購生產過剩之農產品作為實物給付物資，另國防部所屬各機
關、學校及部隊，得運用主副食品單位裕量協助地方政府辦理實物給付。（修正條文第二
十七條之四）
九、募集或接受捐贈實物給付物資應妥善管理及運用，並公開徵信，另其勸募依公益勸募條例
之規定，且得依稅法規定減免稅捐。（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之五）
十、為有效增加實物給付物資來源，明定食品及物品之製造、販售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鼓勵
業者提供可作為實物給付之物資。（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之六）
十一、主管機關對於辦理實物給付績效優良者，得予以表揚。（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之七）
十二、為維護實物給付物資之衛生、安全及品質，定明其應符合相關法令之規定，例如食品安
全衛生管理法、糧食管理法、商品檢驗法、消費者保護法等相關法令。（修正條文第二十
七條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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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救助法增訂部分條文草案
增

訂
第五章之一

條

文

實物給付

說

明

一、本章新增。
二、鑑於直轄市、縣（市）政府結合民間資源
，對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經濟困難或
遭遇急難之個人、家庭提供日常生活物資
援助，已推行多年，為建立完善之社會安
全網，明確予以立法保障，爰增訂本章。

第二十七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全國性
實物給付之運用調度系統，以有效管理及妥
善運用物資。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建立實

一、本條新增。
二、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全國性實物給付物資
運用調度系統，以整合調度各直轄市、縣
（市）現有之實物給付物資，再由直轄市

物給付物資之管理運用及調度制度，並定期
將實物給付辦理資訊以電子方式申報，確保
資訊之正確性。其電子申報方式及規格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遇有重大災害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協調
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跨區域提供實
物給付物資，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縣（市）政府配合辦理，讓各縣市間能
互通有無，以促進區域間資源調度，使物
資籌募能做更有效且妥善之管理及分配。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則應依其轄區內資
源多寡及需受救助者之情形，分別建立平
時及災害發生時救助物資之籌募、分配及
調度制度，並依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
。
四、第三項定明發生重大災害時，受災害地區
倘有民生物資不足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協
調其他地方政府跨區域支援災民生活所需
。若沒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提供實物給
付物資，以符合平等原則。

第二十七條之二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得視實際需要及財力，自行或運用民間資源
辦理實物給付。
前項實物給付之對象、內容、實施方式
及相關事項之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定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辦理食品
衛生之檢驗，以維護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

一、本條新增。
二、針對適用本法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陷入急難及遭受災害等救助對象，直轄市
、縣（市）政府除依法給予各項救助外，
得自行或結合民間資源對於上開救助對象
或有救助需求之經濟弱勢個人或家庭，提
供日常生活物資援助。惟因各直轄市、縣
（市）資源各異，故其得因地制宜，採行
實物倉儲、食物券、物資輸送平臺等不同
方式，推動實物給付。
三、第二項授權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辦
理實物給付之對象等相關事項之規定，以
利辦理實物給付。
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主動辦理食
品衛生之檢驗，以確保食品衛生安全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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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三項爰予明訂。
第二十七條之三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得委託法人、團體或民間機構辦理實物給付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委託法人、

，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自行辦理
實物給付之法人、團體或民間機構，得提供
必要之輔導或協助。

團體或民間機構辦理實物給付，並對受託
者辦理業務所需之軟硬體，提供必要之協
助，以利實物給付之推動，爰為第一項規
定。
三、為利法人、團體或民間機構自行辦理實物
給付，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提供
其必要之輔導或協助業務所需之軟硬體，
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二十七條之四 農業主管機關得協調、收購
生產過剩之農產品，作為實物給付物資。

一、本條新增。
二、為有效運用生產過剩之農產品，爰於第一

國防部所屬各機關、學校及部隊，得運
用單位裕量，提供各項主、副食品，協助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實物給付。

項定明中央或直轄市、縣（市）農業主管
機關得協調、收購農產品，作為實物給付
物資。
三、為充裕實物給付物資，爰於第二項定明國
防部所屬各機關、學校及部隊，得運用單
位裕量，提供各項主副食品協助辦理實物
給付。

第二十七條之五 辦理實物給付之機關（構）
、法人、團體或民間機構，募集或接受捐贈
實物給付物資，應妥善管理及運用，並應公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辦理實物給付機關（構）、法人、團
體或民間機構，於募集或接受捐贈實物給

開徵信；其勸募行為及其管理，依公益勸募
條例之規定。
捐贈實物給付物資者，得依相關稅法規
定減免稅捐。

付物資，符合公益勸募條例之規定，並妥
善管理及運用實物給付物資，爰為第一項
規定。
三、為增進捐贈物資意願，爰於第二項定明捐
贈實物給付物資者減免稅捐之依據。

第二十七條之六

食品及物品之製造、販售目

一、本條新增。

的事業主管機關得鼓勵業者提供實物給付物
資。

二、為有效增加實物給付物資來源，明定食品
及物品之製造、販售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得鼓勵業者提供可作為實物給付之物資。

第二十七條之七 主管機關對於辦理實物給付
績效優良者，得予以表揚。

一、本條新增。
二、為鼓勵民間團體、事業單位及個人辦理實
物給付，明定主管機關得表揚辦理實物給
付具優良績效者。

第二十七條之八 實物給付物資之衛生、安全
及其品質維護事項，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

一、本條新增。
二、為維護實物給付物資之衛生、安全及品質
，定明其應符合相關法令之規定，例如食
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糧食管理法、商品檢
驗法、消費者保護法等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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