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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684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7年11月21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2533 號

案由：本院委員楊曜、陳雪生、楊鎮浯、劉建國、莊瑞雄等 16 人，
為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部分機關名稱修正與調整業務管轄
權責，並因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檢討修正「殘」、
「殘廢」等不當或歧視性文字，爰擬具「全民防衛動員準備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明定「動員準備執行計畫」為動員計畫範圍之一。
二、依據各級學校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內容及實施辦法規定，將軍訓課程修正為全民國防教育課
程；另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管轄業務調整，修正動員實施階段大眾傳播事業及從業人員管
制辦法及戰備各階段公民營通信設施支援軍事管制運用辦法之權責。
三、將具歧視性意涵之「傷殘」修正為「致受傷或身心障礙」。
四、增訂獎勵及慰勞推動動員準備事務之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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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動員計畫區分為動員
準備綱領、動員準備方案、
動員準備分類計畫、動員準
備執行計畫，其內容如下：

第六條 動員計畫區分為動員
準備綱領、動員準備方案、
動員準備分類計畫，其內容
如下：

依現行規定，直轄市、縣（市
）政府動員準備業務會報動員
，應依據動員準備分類計畫，
策訂其執行計畫。爰修正及增

一、動員準備綱領：以國防
戰略目標為指導原則，配
合國軍全般戰略構想，統
籌策劃全國人力、物力、

一、動員準備綱領：以國防
戰略目標為指導原則，配
合國軍全般戰略構想，統
籌策劃全國人力、物力、

訂，定明其範圍包含動員準備
執行計畫。

財力及科技等動員能量，
以備平時支援災害防救，
戰時支援軍事作戰，及兼
顧民生需求。
二、動員準備方案：針對各
種動員特性，結合各該機
關之施政計畫，依動員準
備綱領之規劃，確定年度
主要需求項目，實施統籌
分配，以律定各分類計畫
應行規範事項。
三、動員準備分類計畫：依
據動員準備方案，確定各
機關實施作業範圍與預期
配合達成目標，以適應動
員實施階段需要。
四、動員準備執行計畫：依
據動員準備分類計畫，確
定直轄市、縣（市）政府
應規範緊急危難及備戰資
源轉供應變等措施。

財力及科技等動員能量，
以備平時支援災害防救，
戰時支援軍事作戰，及兼
顧民生需求。
二、動員準備方案：針對各
種動員特性，結合各該機
關之施政計畫，依動員準
備綱領之規劃，確定年度
主要需求項目，實施統籌
分配，以律定各分類計畫
應行規範事項。
三、動員準備分類計畫：依
據動員準備方案，確定各
機關實施作業範圍與預期
配合達成目標，以適應動
員實施階段需要。

第九條 中央各機關主管之動
員準備方案，區分如下：
一、精神動員準備方案：由
教育部主管。
二、人力動員準備方案：由
內政部主管。
三、物資經濟動員準備方案
：由經濟部主管。
四、財力動員準備方案：由

第九條 中央各機關主管之動
員準備方案，區分如下：
一、精神動員準備方案：由
教育部主管。
二、人力動員準備方案：由
內政部主管。
三、物資經濟動員準備方案
：由經濟部主管。
四、財力動員準備方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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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業務管
轄權責調整，將第六款之「行
政院衛生署」修正為「衛生福
利部」，第七款之「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修正為「科技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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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主管。

財政部主管。

五、交通動員準備方案：由
交通部主管。
六、衛生動員準備方案：由
衛生福利部主管。

五、交通動員準備方案：由
交通部主管。
六、衛生動員準備方案：由
行政院衛生署主管。

七、科技動員準備方案：由
科技部主管。
八、軍事動員準備方案：由
國防部主管。

七、科技動員準備方案：由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
管。
八、軍事動員準備方案：由
國防部主管。

第十四條 為宣揚全民國防理
念，精神動員準備分類計畫
主管機關應結合學校教育並
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培養愛
國意志，增進國防知識，堅
定參與防衛國家安全之意識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並
應納入施政項目，配合宣導
。
為結合學校教育增進國
防知識，教育部應訂定各級
學校全民國防教育課程之相
關辦法。
針對動員實施階段需求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會
同文化部訂定動員實施階段
大眾傳播事業及從業人員管
制辦法。

第十四條 為宣揚全民國防理
念，精神動員準備分類計畫
主管機關應結合學校教育並
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培養愛
國意志，增進國防知識，堅
定參與防衛國家安全之意識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並
應納入施政項目，配合宣導
。
為結合學校教育增進國
防知識，教育部應訂定各級
學校軍訓課程之相關辦法。
針對動員實施階段需求
，行政院新聞局應訂定動員
實施階段大眾傳播事業及從
業人員管制辦法。

一、配合各級學校全民國防教
育課程內容及實施辦法規定
，將「軍訓課程」修正為「
全民國防教育課程」。
二、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業務
權責調整，將動員實施階段
大眾傳播事業及從業人員管
制辦法之訂定權責，修正為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會
同文化部」。

第十五條 為確保動員實施階
段獲得所需人力，人力動員
準備分類計畫主管機關於動
員準備階段，應對民間重要
專門技術人員、民防、義勇
消防、社區災害防救團體及
民間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實

第十五條 為確保動員實施階
段獲得所需人力，人力動員
準備分類計畫主管機關於動
員準備階段，應對民間重要
專門技術人員、民防、義勇
消防、社區災害防救團體及
民間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實

參照衛生福利部定之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法規及行政措施修
正原則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因
公致傷或身心障礙規定，將「
傷殘」修正為「致受傷或身心
障礙」。

施調查、統計、編組，並對
學校青年動員服勤、戰時致
受傷或身心障礙及退除役軍
人安置等事宜進行規劃。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並應配
合辦理。
前項調查，重要專門技

施調查、統計、編組，並對
學校青年動員服勤、戰時傷
殘及退除役軍人安置等事宜
進行規劃。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並應配合辦理。
前項調查，重要專門技
術人員所屬之事業機構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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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人員所屬之事業機構應配

合辦理及提供相關動員能量

合辦理及提供相關動員能量
資料。
民防工作與軍事勤務相
關者，動員準備階段由內政

資料。
民防工作與軍事勤務相
關者，動員準備階段由內政
部會同國防部督導執行；動

部會同國防部督導執行；動
員實施階段由國防部協調內
政部運用民防團隊，支援軍
事勤務。

員實施階段由國防部協調內
政部運用民防團隊，支援軍
事勤務。
針對動員實施階段需求

針對動員實施階段需求
，國防部應訂定動員實施階
段軍事人力統籌分配辦法。

，國防部應訂定動員實施階
段軍事人力統籌分配辦法。

第四十條 推動動員準備事務
表現優良之機關（構）、團
體或個人，得予以獎勵及慰
勞。
前項獎勵及慰勞辦法，
由國防部定之。

第四十條 各機關對於辦理動
員準備業務績效優良有具體
事實者，得予以獎勵。

為鼓勵辦理動員準備業務績優
人員，現有全民防衛動員準備
業務績優人員獎勵要點辦理獎
勵，惟僅著重績優人員之獎勵
及表揚，對於其他多數綜辦、
協辦及實際參與全民防衛動員
演習之機關、團體或人員之獎
勵與慰勞，有所不足。另由於
推動動員準備及其有關事務繁
雜，需各機關、團體、個人之
合作及地方政府協助。為鼓舞
參與，參酌兵役法施行法第五
十五條授權由國防部會同內政
部、教育部訂定推行兵役事務
應行宣傳招募慰勞及獎懲辦法
，授權國防部訂定獎勵及慰勞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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