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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307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9年5月6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4681 號

案由：本院民眾黨黨團，有鑑於各類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
全設備，且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制定消防防護計
畫，報請消防機關核備，以避免火警而造成重大傷亡。然消
防安全設備未建立即時回報狀況之標準，且針對建物施工之
消防防護計畫未有即時且明確之監督，相關刑責與裁罰過輕
，致引發火警之可能性大增。爰此，爰提出「消防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2020 年 4 月 26 日，在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 312 號的錢櫃 KTV 所發生的大火，共造成 6
人死亡，1 人命危，55 人送醫。當日晚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約談包商、業者共 17 人。報
載檢警調查結果發現，事發店內因施工，區域廣播系統，及灑水設施當時是關閉狀態，且
坊間流傳消防複查時把警報器再打開之作法，顯示主管機關應於科技允許之情形下，檢討
消防安全設備狀況即時回報之標準。
二、有關增建、改建、修建、室內裝修施工，現行法係規範於消防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另定
消防防護計畫。然消防防護計畫為防火管理之重要依據，應將製定消防防護計畫之態樣，
規範於實體法內，建立明確之規範原則。
三、查內政部消防署各級消防主管機關辦理消防安全檢查違法案件處理注意事項，於限期改善
之程序皆定有不同次數及態樣之違規處分情形，然對於情節重大之情形，因無法直接開罰
，需先開立限期改善勸導單，期間有發生意外之虞。如本次錢櫃大火所涉及之消防法第十
三條，於處理注意事項附表八之規定，未依規定製定消防防護計畫改善期限以三十日為原
則；且據消防署資料，民國 106 到 108 年各縣市政府消安稽查，共開出限期改善勸導單 11
萬件次，真正罰鍰 3,539 件，裁罰率僅 3%。另裁處金額上為 1 萬以上 5 萬以下之罰鍰，情
節重大者無較大金額上限可罰，顯示限期改善與罰鍰之限度無遏止事故發生之即時改善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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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上所述，為使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及維護提高安全標準，並使場所管理權人重視消防防
護計畫之執行，避免忽視相關規定，加強防災應變能力，特修改第六條增列設備狀況即時
回報標準、第十三條增建、改建、修建、室內裝修施工製定消防防護計畫，報請消防機關
核備、增訂第十三條之一揭弊者條款、第三十五條加重刑責及罰金、第三十七條、四十條
刪除限期改善程序及提高罰鍰。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張其祿 高虹安 邱臣遠
蔡壁如 賴香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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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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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所定各類場所之
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
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
防安全設備；場所之分類及
消防安全設備設置、設備狀
況即時回報之標準，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消防機關得依前項所定

第六條 本法所定各類場所之
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
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
防安全設備；場所之分類及
消防安全設備設置之標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消防機關得依前項所定
各類場所之危險程度，分類

現行坊間流傳於施工或其他狀
況將消防安全設備關閉，消防
查核時再打開之作法，以規避
主管機關之查核，另查各類場
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部分
條文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之一
所列場所，應設置一一九火災
通報裝置。顯示主管機關應於

各類場所之危險程度，分類
列管檢查及複查。第一項所
定各類場所因用途、構造特
殊，或引用與依第一項所定
標準同等以上效能之技術、
工法或設備者，得檢附具體
證明，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不適用依第一項所定標準

列管檢查及複查。第一項所
定各類場所因用途、構造特
殊，或引用與依第一項所定
標準同等以上效能之技術、
工法或設備者，得檢附具體
證明，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不適用依第一項所定標準
之全部或一部。

科技允許之情形下，檢討消防
安全設備狀況即時回報之標準
與場所設置種類，避免消防安
全設備已設置卻未啟用或關閉
之情形。

之全部或一部。
不屬於第一項所定標準
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
旅館、老人福利機構場所及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場所之管
理權人，應設置住宅用火災
警報器並維護之；其安裝位
置、方式、改善期限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不屬於第一項所定標準
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住
宅場所之管理權人，應設置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維護之
；其安裝位置、方式、改善
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不屬於第一項所定標準
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
旅館、老人福利機構場所及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場所之管
理權人，應設置住宅用火災
警報器並維護之；其安裝位
置、方式、改善期限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不屬於第一項所定標準
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住
宅場所之管理權人，應設置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維護之
；其安裝位置、方式、改善
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三條 一定規模以上供公
眾使用建築物，應由管理權
人，遴用防火管理人，責其
製定消防防護計畫，報請消
防機關核備，並依該計畫執

第十三條 一定規模以上供公
眾使用建築物，應由管理權
人，遴用防火管理人，責其
製定消防防護計畫，報請消
防機關核備，並依該計畫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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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增建、改建、修建、室內
裝修施工，現行法係規範於消
防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另定
消防防護計畫。然消防防護計
畫為防火管理之重要依據，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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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關防火管理上必要之業

行有關防火管理上必要之業

將製定消防防護計畫之態樣，

務。
遇有增建、改建、修建
、室內裝修施工時，應另定
消防防護計畫，報請消防機

務。
地面樓層達十一層以上
建築物、地下建築物或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之建築物，其

規範於實體法內，建立明確之
規範原則。爰將相關條文移至
本條第二項，並明確規定增建
、改建、修建、室內裝修施工

關核備，並依該計畫執行有
關防火管理上必要之業務。
地面樓層達十一層以上
建築物、地下建築物或中央

管理權有分屬時，各管理權
人應協議製定共同消防防護
計畫，並報請消防機關核備
。

消防防護計畫，應報請消防機
關另行核備。

主管機關指定之建築物，其
管理權有分屬時，各管理權
人應協議製定共同消防防護
計畫，並報請消防機關核備

防火管理人遴用後應報
請直轄市、縣（市）消防機
關備查；異動時，亦同。

。
防火管理人遴用後應報
請直轄市、縣（市）消防機
關備查；異動時，亦同。
第十三條之一 人民發現第十
三條規定之管理權人、防火

一、本條新增。
二、消防法部分規範係管理權

管理人違反本法及其他消防
法令規定時，得向主管機關
檢舉，經查證屬實，應予獎
勵；其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同
有關機關定之。
檢舉人如為勞工，雇主
不得因勞工為前項檢舉，而
予以解僱、降調、減薪、損
害其依法令、契約或習慣上
所應享有之權益，或其他不
利之處分。
雇主為前項行為之一者
，無效。
主管機關於接獲第一項
檢舉後，應為必要之調查，
並於十日內將處理情形，以
書面通知申訴人。
主管機關應對檢舉人身
分資料嚴守秘密，不得洩漏
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
違反前項規定者，除公
務員應依法追究刑事與行政
責任外，對因此受有損害之

人或防火管理人權限，考量
可能有隱匿情事難以透過消
防安檢發現，因此新增揭弊
者條款，鼓勵內部人舉發，
並責成中央主管機關就獎勵
、受理檢舉案件之保密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訂定相關辦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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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主管機關受理檢舉案件
之保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第三十五條 依第六條第一項
所定標準應設置消防安全設

第三十五條 依第六條第一項
所定標準應設置消防安全設

一、有鑑於近年因管理權人未
依規定負起消防安全設備設

備之供營業使用場所，或依
同條第四項所定應設置住宅
用火災警報器之場所，其管
理權人未依規定設置、維護

備之供營業使用場所，或依
同條第四項所定應設置住宅
用火災警報器之場所，其管
理權人未依規定設置或維護

置或維護職責，或僅於檢查
時啟用設備，致火災發生後
造成重大傷亡，爰增列啟用
設備態樣與加重處罰規定，

、啟用，於發生火災時致人
於死者，處兩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兩百萬元以上七百萬元以下
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
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三百
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於發生火災時致人於死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
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六月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
元以下罰金。

以資警惕。
二、本條違法行為屬應作為而
不作為，致造成人命傷亡之
處置措施，故有加重處罰之
必要。

第三十七條 違反第六條第一
項消防安全設備、第四項住

第三十七條 違反第六條第一
項消防安全設備、第四項住

一、查內政部消防署各級消防
主管機關辦理消防安全檢查

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維護
之規定或第十一條第一項防
焰物品使用之規定，處其管
理權人新臺幣六千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予以
三十日以下之停業或停止其
使用之處分。
規避、妨礙或拒絕第六

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維護
之規定或第十一條第一項防
焰物品使用之規定，經通知
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或複
查不合規定者，處其管理權
人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
以下罰鍰；經處罰鍰後仍不
改善者，得連續處罰，並得

違法案件處理注意事項，消
防法第六條第一項消防安全
設備、第四項住宅用火災警
報器設置、維護之規定或第
十一條第一項防焰物品使用
之規定，於處理注意事項附
表一、二、六之規定，改善
期限以三十日為原則，然對

條第二項之檢查、複查者，
處其管理權人或行為人新臺
幣六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
鍰，並按次處罰及強制執行
檢查、複查。
前兩項之處分，主管機
關應依場所種類分級訂定裁
罰基準。

予以三十日以下之停業或停
止其使用之處分。
規避、妨礙或拒絕第六
條第二項之檢查、複查者，
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
千元以下罰鍰，並按次處罰
及強制執行檢查、複查。

於情節重大之情形，因無法
直接開罰，需先開限期改善
勸導單，期間有發生意外之
虞。顯見限期改善無法有效
促使場所管理權人重視改善
並防免改善期間意外發生之
虞，爰刪除相關規定。
二、為避免消防安全之情節重
大情形造成立即性損害，爰
刪除處罰鍰後始得停業之處
分規定，使防火安全能即時
性提升。
三、為使場所管理權人重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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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安全設備之設置，提高全
民防火意識並提高救災警覺
，特提高第三十七條行政罰
則。同時針對規避、妨礙或
拒絕第六條第二項之檢查、
複查之管理權人或行為人提
高罰則，以確保，以加強防
災應變能力。
四、本項新增，考量場所規模
及種類不同，主管機關應依
場所種類分級訂定裁罰基準
。
第四十條 違反第十三條規定
，處其管理權人新臺幣五萬
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予以三十日以下之停
業或停止其使用之處分。

第四十條 違反第十三條規定
，經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不改
善者，處其管理權人新臺幣
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經處罰鍰後仍不改善者，
得連續處罰，並得予以三十
日以下之停業或停止其使用
之處分。

一、查內政部消防署各級消防
主管機關辦理消防安全檢查
違法案件處理注意事項，消
防法第十三條，於處理注意
事項附表八之規定，未依規
定製定消防防護計畫改善期
限以三十日為原則，然對於
情節重大之情形，因無法直
接開罰，需先開限期改善勸
導單，期間有發生意外之虞
。顯見限期改善無法有效促
使場所管理權人重視改善消
防防護計畫之缺失並防免改
善期間意外發生之虞，爰刪
除相關規定。
二、為避免消防安全之情節重
大情形造成立即性損害，爰
刪除處罰鍰後始得停業之處
分規定，使防火安全能即時
性提升。
三、為使場所管理權人重視消
防防護計畫之執行，避免場
所管理權人忽視第十三條之
規定，提高全民防火意識並
時時提高救災警覺，以加強
防災應變能力，特提高第四
十條行政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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