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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156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9年2月27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3927 號

案由：本院委員溫玉霞等 16 人，鑑於新型冠狀肺炎疫情爆發以來，
政府祭出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等規範，但民眾違規外出爭議
頻傳，為防堵疫情缺口，地方警察、衛生和戶政系統須動員
人力協尋，徒增行政負擔與社會成本耗費，更甚者，違規者
可能將病毒散播，致使他人染病，更增人心對疫情恐慌。為
完善追蹤管理機制及落實執行效果，保障多數國人健康，爰
擬具「傳染病防治法第六十四條之一、第六十七條及第六十
九條條文修正草案」，針對違反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規範者
及拒絕、規避或妨礙檢疫者，處以較重罰鍰額度。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傳染病流行疫情事關國民健康權，基於公共利益維護，對違反居家檢疫及居家隔離者提高
罰則，施以嚴格規範才能收嚇阻之效，以達其法律效果。
二、考量有效杜絕防疫缺口，涉及公共安全法益，對於社會上不特定之人或多數人之生命、身
體或財產等可能造成危險之行為，實有必要課予較高刑責，故於傳染病防治法第六十四條
之一第一項增訂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留驗、檢查、預防接種、投
藥或其他必要處置之命令者、增訂第二項違反第五十八條第三項規定者，均提高罰鍰金額
，以產生嚇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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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防治法第六十四條之一、第六十七條及第六十九條條文修
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六十四條之一 違反第九條
規定及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四
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留
驗、檢查、預防接種、投藥

現

行

條

文

第六十四條之一 違反第九條
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
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說

明

一、依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
第四款規定違反主管機關依
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所為
之留驗、檢查、預防接種、

或其他必要處置之命令者，
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
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五十八條第三項

投藥或其他必要處置之命令
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本法第六
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違

規定者，處新臺幣八萬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反第五十八條第三項規定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
二、為有效杜絕防疫缺口，維
護公共安全法益，對於社會
上不特定之人或多數人之生
命、身體或財產等可能造成
危險之行為，實有必要課予
較高刑責，爰新增本條第一
項、第二項對違反居家檢疫
及居家隔離者提高罰則，以
收嚇阻之效。

第六十七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規
定之儲備、調度、屆效處
理或拒絕主管機關查核、
第三十條第四項之繳交期
限、地方主管機關依第三
十五條規定所為之限制、
禁止或處理。
二、拒絕、規避或妨礙主管
機關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
、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所為
之輔導及查核或第三十七
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
所採行之措施。
三、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

第六十七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規
定之儲備、調度、屆效處
理或拒絕主管機關查核、
第三十條第四項之繳交期
限、地方主管機關依第三
十五條規定所為之限制、
禁止或處理。
二、拒絕、規避或妨礙主管
機關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
、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所為
之輔導及查核或第三十七
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
所採行之措施。
三、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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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第六十四條之一第一項新
增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四十八條
第一項規定所為之留驗、檢查
、預防接種、投藥或其他必要
處置之命令者，處以較重罰鍰
額度之規定，刪除本條第一項
第四款規定，原第五款並遞移
為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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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條第二項、第

、第四十三條第二項、第

五十條第四項規定或違反
主管機關依第四十四條第
一項、第四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所為之處置。

五十條第四項規定或違反
主管機關依第四十四條第
一項、第四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所為之處置。

四、拒絕、規避或妨礙各級
政府機關依第五十二條、
第五十三條第二項或第五
十四條第一項所為之優先

四、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四十
八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留
驗、檢查、預防接種、投
藥或其他必要處置之命令

使用、徵調、徵用或調用
。
醫療機構違反第三十二
條第一項規定，未依主管機

。
五、拒絕、規避或妨礙各級
政府機關依第五十二條、
第五十三條第二項或第五

關之規定執行，或違反中央
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二條第二
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執行感染
管制措施之規定者，主管機

十四條第一項所為之優先
使用、徵調、徵用或調用
。
醫療機構違反第三十二

關得令限期改善，並得視情
節之輕重，為下列處分：
一、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

條第一項規定，未依主管機
關之規定執行，或違反中央
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二條第二
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執行感染

二、停止全部或部分業務至
改善為止。

管制措施之規定者，主管機
關得令限期改善，並得視情
節之輕重，為下列處分：
一、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
二、停止全部或部分業務至
改善為止。

第六十九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必要時，
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按次處罰之：
一、違反第十一條、第十二
條、第三十一條、第五十
九條第一項或中央主管機
關依第三十四條第三項授
權所定辦法有關持有、使
用感染性生物材料、實驗
室生物安全管理及陳報主
管機關之規定。
二、拒絕、規避或妨礙主管

第六十九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必要時，
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按次處罰之：
一、違反第十一條、第十二
條、第三十一條、第五十
八條第三項、第五十九條
第一項或中央主管機關依
第三十四條第三項授權所
定辦法有關持有、使用感
染性生物材料、實驗室生
物安全管理及陳報主管機
關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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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第六十四條之一新增第二
項違反第五十八條第三項規定
者，處以較重罰鍰額度之規定
，刪除本條第一項第一款有關
違反第五十八條第三項之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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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依第三十三條第二項

二、拒絕、規避或妨礙主管

所為之輔導或查核。
三、未依第四十二條規定通
知。
四、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六十

機關依第三十三條第二項
所為之輔導或查核。
三、未依第四十二條規定通
知。

條規定所為之限制或禁止
命令。
五、違反第四十六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

四、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六十
條規定所為之限制或禁止
命令。
五、違反第四十六條第一項

、第四十九條、第五十條
第一項規定，未配合採檢
、檢驗、報告、消毒或處
置。

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
、第四十九條、第五十條
第一項規定，未配合採檢
、檢驗、報告、消毒或處

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二項
規定，未依主管機關之規定
執行，或違反中央主管機關
依第三十三條第三項所定辦

置。
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二項
規定，未依主管機關之規定
執行，或違反中央主管機關

法中有關執行感染管制措施
之規定者，主管機關得令限
期改善，並得視情節之輕重
，為下列處分：

依第三十三條第三項所定辦
法中有關執行感染管制措施
之規定者，主管機關得令限
期改善，並得視情節之輕重

一、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
二、停止全部或部分業務至
改善為止。

，為下列處分：
一、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
二、停止全部或部分業務至
改善為止。

委 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