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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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7年11月21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2552 號

案由：本院委員鄭寶清、施義芳、蘇震清等 17 人，鑑於近年多起造
成重大傷亡之災難事故，多為複合式災難，如 2018 年 4 月 28
日發生於桃園之敬鵬工業平鎮廠火災，除火勢之外，亦因廠
房內存放大量柴油與腐蝕性化學物質，造成災難快速擴大，
最終導致 6 名消防員殉職，1 名消防員重傷，2 名泰國籍移工
死亡之悲劇。此案例突顯複合式災害防災重要性，故於本法
中增列「危害性化學品」，擴大本法防災與救援之範圍，以
確保相關主管機關能跨部會合作，竭力阻止悲劇再度發生。
同時，因臺灣地區山地面積遼闊，登山活動發展蓬勃，因此
山難事件時有所聞。但按現行國家公園法、國家安全法、要
塞堡壘地帶法、發展觀光條例、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組織通則
等相關法律，雖有管制區或保護區山地須經相關單位許可才
可進入之規定，但針對山難防救業務的歸屬及其權責範圍劃
分等相關事宜，並沒有明確規定。因此，本法以防災救災角
度切入，將山難明訂為本法災難之一，以此提升山難的防救
能力，並有利於後續法規持續補充，如搜救人員之專業裝備
規範、訓練，以及與民間相關團體之合作，以利事故發生時
能及時獲得支援。最後，有鑑於複合式災難之影響巨大，但
救災過往案例、調查資料、國際合作等資料，大多分散於地
方各縣市主管機關，因此於本法中明定由行政院災害防救辦
公室協助連結地方防災資訊資料庫，彙整相關資料後，建置
全國防災資料庫，公開提供救災人員與民眾查閱檢視。藉此
完善救災相關知識，以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強化防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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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之互助連結網絡。根據以上三點，爰擬具「災害防救法第
二條、第三條及第二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
請公決。

提案人：鄭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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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法第二條、第三條及第二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二條

本法專用名詞，定義

條

第二條

本法專用名詞，定義

因現行法規僅有管制區或保護

如下：
一、災害：指下列災難所造
成之禍害：
(一)風災、水災、震災（

如下：
一、災害：指下列災難所造
成之禍害：
(一)風災、水災、震災（

區山地須經相關單位許可才可
進入之規定，但針對山難防救
業務的歸屬及其權責範圍劃分
等相關事宜，並沒有明確規定

含土壤液化）、旱災
、寒害、土石流災害
、火山災害等天然災
害。

含土壤液化）、旱災
、寒害、土石流災害
、火山災害等天然災
害。

。因此，本法以防災救災角度
切入，將山難明訂為本法災難
之一，以此提升山難的防救能
力，並有利於後續法規持續補

(二)火災、爆炸、公用氣
體與油料管線、輸電
線路災害、礦災、空
難、海難、山難、陸
上交通事故、森林火
災、危害性化學品、
生物病原災害、動植
物疫災、輻射災害、
工業管線災害、懸浮
微粒物質災害等災害
。
二、災害防救：指災害之預
防、災害發生時之應變及
災後之復原重建等措施。
三、災害防救計畫：指災害
防救基本計畫、災害防救
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
計畫。
四、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指
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
之全國性災害防救計畫。
五、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指
由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及公共事業就其掌理
業務或事務擬訂之災害防
救計畫。
六、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指
由直轄市、縣（市）及鄉

(二)火災、爆炸、公用氣
體與油料管線、輸電
線路災害、礦災、空
難、海難、陸上交通
事故、森林火災、毒
性化學物質災害、生
物病原災害、動植物
疫災、輻射災害、工
業管線災害、懸浮微
粒物質災害等災害。
二、災害防救：指災害之預
防、災害發生時之應變及
災後之復原重建等措施。
三、災害防救計畫：指災害
防救基本計畫、災害防救
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
計畫。
四、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指
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
之全國性災害防救計畫。
五、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指
由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及公共事業就其掌理
業務或事務擬訂之災害防
救計畫。
六、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指
由直轄市、縣（市）及鄉
（鎮、市）災害防救會報

充，如搜救人員之專業裝備規
範、訓練，以及與民間相關團
體之合作，以利事故發生時能
及時獲得支援。
同時，因應我國災害類型中，
並未清楚劃分化學災害主管單
位，2018 年 4 月 28 日發生於
桃園之敬鵬工業平鎮廠火災突
顯複合式災害防災之重要性，
故於本法中增列「危害化性化
學品」，擴大本法防災與救援
之範圍，以確保相關主管機關
能跨部會合作，竭力阻止悲劇
再度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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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市）災害防救會報

核定之直轄市、縣（市）

核定之直轄市、縣（市）
及鄉（鎮、市）災害防救
計畫。

及鄉（鎮、市）災害防救
計畫。

第三條 各種災害之預防、應
變及復原重建，以下列機關
為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

第三條 各種災害之預防、應
變及復原重建，以下列機關
為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

針對山難防救業務的歸屬及其
權責範圍劃分等相關事宜，並
沒有明確規定，而依照現有管

關：
一、風災、震災（含土壤液
化）、火災、爆炸、山難
、火山災害：內政部。

關：
一、風災、震災（含土壤液
化）、火災、爆炸、火山
災害：內政部。

制區或保護區山地進入許可之
管理單位多為內政部營建署轄
下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因此，
以防災救災之角度而言，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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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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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空難、海難、陸上交通
事故：交通部。
五、危害性化學品、懸浮微
粒物質災害：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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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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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空難、海難、陸上交通
事故：交通部。
五、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懸
浮微粒物質災害：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

本法中明文規定山難之主管機
關為內政部，由中央層級進行
有效之規範管理，以明確達到
防災與互助救援之效果。
同時，本法也未明訂化學災害
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現已編制
有毒性化學物等相關化學物知
識專業人員，以及毒災諮詢中
心、毒災應變隊編制處理支援
相關災害，且目前已配合毒性
化學物管理辦法擴充列管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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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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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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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央及直轄市、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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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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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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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央及直轄市、縣（市

化學物品，故於本法中明定由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為危害性化
學品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
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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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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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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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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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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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屬地方行政轄區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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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災害區域涉及海域、跨

害防救相關業務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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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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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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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因應時之協調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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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敬鵬大火救援時缺乏跨領
域之災害應變資料庫，現有相

平時應依權責實施下列減災
事項：
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
經費編列、執行及檢討。
二、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及
觀念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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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老舊建築物、重要公共
建築物與災害防救設施、

平時應依權責實施下列減災
事項：
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
經費編列、執行及檢討。
二、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及
觀念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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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老舊建築物、重要公共
建築物與災害防救設施、

關防災資料零散各部會，無足
夠能量與資訊協助第一線災害
應變人員進行防災業務，且各
地方防災系統也各有落差，無
統整資料庫。因此，為提升我
國防災資訊整合，依本條第十
二款建置全國防災資料庫。
而現行法規中，未有跨部會整
合之全國防災資料庫，故明定
防災資料庫建置主管單位為行
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其任務
除跨部會資料整合、維護，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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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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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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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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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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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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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竭力協助各地方建置防災資訊
聯絡網，連結全國防災資訊，
不僅給予第一線搶救應變人員
使用，亦公開資訊提供民眾查
閱檢視，完善防災資訊網絡。

關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協定
之訂定。
九、災害防救團體、災害防
救志願組織之促進、輔導
、協助及獎勵。
十、災害保險之規劃及推動
。

關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協定
之訂定。
九、災害防救團體、災害防
救志願組織之促進、輔導
、協助及獎勵。
十、災害保險之規劃及推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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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有關弱勢族群災害防

十一、有關弱勢族群災害防

救援助必要事項。
十二、災害防救資訊網路之
建立、交流及國際合作。
並由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

救援助必要事項。
十二、災害防救資訊網路之
建立、交流及國際合作。
十三、其他減災相關事項。

室協助連結地方防災資訊
資料庫，彙整相關資料後
，建置全國防災資料庫，
公開提供救災人員與民眾

前項所定減災事項，各
級政府應依權責列入各該災
害防救計畫。
公共事業應依其災害防

查閱檢視。
十三、其他減災相關事項。
前項所定減災事項，各
級政府應依權責列入各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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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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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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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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