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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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5月20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4756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以信、張育美、溫玉霞、林為洲、謝衣鳯等 23 人
，鑒於當前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政府與國人刻正全力推動防
疫工作。防疫視同作戰，然而現行《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
並未慮及防疫動員之需求，未將傳染病防治列入國軍動員準
備項目，不利於全民動員防疫之推行。今為賦予國防部實施
防疫演訓動員、藥品物資儲備、與指定公民營產業配合之法
源依據，爰擬具「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並配合修正「傳染病防治法」，增列國防主管機關應協助
辦理之支援事項。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當前我國《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規範國防部之動員任務，包括動員準備階段與動員實施
階段。於動員準備階段中，國軍應積儲戰時總體戰力，並配合災害防救法規定支援災害防
救，但其中並未考慮到可能的防疫需求。
二、由於此次新冠肺炎防治工作顯示，動用國軍協助傳染病防治相當重要，尤其當疫情擴大至
社區感染時，中央或地方政府會有高度限制人員行動或全面封城禁足之需要，是而應在《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中，賦予國防部實施防疫動員準備之明確法源依據。
三、為在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中納入防疫因素，爰修正《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以下各條文
部分內容：
(一)傳染病防治納入國軍準備動員工作。（修正第三條第一款）
(二)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納入配合辦理單位。（修正第五條第二款）
(三)傳染病防治相關工作列入動員準備綱領。（修正第六條第一款）
(四)傳染病防治之志願組織列入調查、統計、編組之對象。（修正第十五條第一項）
(五)防疫需求納入物資經濟動員準備分類計畫預估之中，並讓主管機關得就防疫必需品短
缺訂定配給配售辦法。（修正第十六條第一項與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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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要求地方政府衛生主管機關，應就防疫用藥品醫材輔導公、民營醫院完成儲備，並要
求各公、民營醫院應配合辦理。（修正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與第二項）
(七)賦予中央或地方動員準備主管機關舉行封城或禁足等防疫演習之法源依據。（修正第
二十六條第一項）
(八)授權國防部得以維持與驗證防疫能力為由，設定演習區域實施演訓。（修正第二十七
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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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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 動員任務如下：
一、動員準備階段結合施政
作為，完成人力、物力、
財力、科技、軍事等戰力
綜合準備，以積儲戰時總
體戰力，並配合災害防救
法規定支援災害防救，以
及傳染病防治法規定支援

第三條 動員任務如下：
一、動員準備階段結合施政
作為，完成人力、物力、
財力、科技、軍事等戰力
綜合準備，以積儲戰時總
體戰力，並配合災害防救
法規定支援災害防救。
二、動員實施階段統合運用

一、本條第一款修正。
二、鑒於現行法中，未將傳染
病防治列入國軍動員準備任
務，爰修正予以新增。

傳染病防治。
二、動員實施階段統合運用
全民力量，支援軍事作戰
及緊急危難，並維持公務
機關緊急應變及國民基本
生活需要。

全民力量，支援軍事作戰
及緊急危難，並維持公務
機關緊急應變及國民基本
生活需要。

第五條 動員準備區分為行政
動員準備及軍事動員準備，
其執行機關如下：
一、行政動員準備：由中央

第五條 動員準備區分為行政
動員準備及軍事動員準備，
其執行機關如下：
一、行政動員準備：由中央

一、本條第二款修正。
二、鑒於現行法中，軍事動員
準備僅將中央各機關列為負
責配合辦理之單位，忽略直

各機關及直轄市、縣（市
）政府負責執行。行政動
員準備：由中央各機關及
直轄市、縣（市）政府負
責執行。
二、軍事動員準備：由國防
部負責執行，中央各機關
及直轄市、縣（市）政府

各機關及直轄市、縣（市
）政府負責執行。行政動
員準備：由中央各機關及
直轄市、縣（市）政府負
責執行。
二、軍事動員準備：由國防
部負責執行，中央各機關
配合辦理。

轄市政府、縣（市）政府亦
有需要配合辦理之處，爰修
正予以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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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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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力及科技等動員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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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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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力及科技等動員能量，

一、本條第一項修正。
二、將傳染病防治相關工作列
入動員準備綱領。

以備平時支援災害防救與
傳染病防治，戰時支援軍

以備平時支援災害防救，
戰時支援軍事作戰，及兼

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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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作戰，及兼顧民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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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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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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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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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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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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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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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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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規範緊急危難及備戰資
源轉供應變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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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間災害防救及傳染病防治
志願組織，實施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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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術人員所屬之事業機構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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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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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轉供應變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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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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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術人員所屬之事業機構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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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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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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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條第一項修正。
二、於動員準備階段，將傳染
病防治之志願組織列入調查
、統計、編組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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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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條 為確保動員實施階
段軍事、工業、基本民生及
防疫需求之供應，物資經濟
動員準備分類計畫主管機關

第十六條 為確保動員實施階
段軍事、工業及基本民生需
求之供應，物資經濟動員準
備分類計畫主管機關應預估

一、本條第一項與第三項修正
。
二、為確保動員實施階段就防
疫需求之供應，物資經濟動

應預估需求，完成各項重要
物資及固定設施之調查及統
計，並選定部分重要物資作
適量儲存。直轄市及縣（市

需求，完成各項重要物資及
固定設施之調查及統計，並
選定部分重要物資作適量儲
存。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員準備分類計畫主管機關應
預估防疫需求，爰修正第一
項。
三、為使物資經濟動員準備分

）政府並應配合辦理。
公、民營生產事業機構
對前項調查，應配合辦理及
提供相關動員能量資料，並
應依經濟部所定之重要物資
存量基準儲備之。
前二項有關重要物資之
內容、存量基準、調查、儲

並應配合辦理。
公、民營生產事業機構
對前項調查，應配合辦理及
提供相關動員能量資料，並
應依經濟部所定之重要物資
存量基準儲備之。
前二項有關重要物資之
內容、存量基準、調查、儲

類計畫主管機關，得就防疫
必需品短缺之配給配售得以
辦法定之，爰修正第三項。

備與固定設施之調查及民生
或防疫必需品短缺之配給配
售辦法，由物資經濟動員準
備分類計畫主管機關定之。
經濟部應規劃緊急生產
應變措施，並策訂石油、電
力、給水設施之安全維護及
搶修器材等準備事宜。
針對動員實施階段需求
，國防部應訂定動員實施階
段物資、固定設施徵購、徵
用及補償實施辦法。

備與固定設施之調查及民生
必需品短缺之配給配售辦法
，由物資經濟動員準備分類
計畫主管機關定之。
經濟部應規劃緊急生產
應變措施，並策訂石油、電
力、給水設施之安全維護及
搶修器材等準備事宜。
針對動員實施階段需求
，國防部應訂定動員實施階
段物資、固定設施徵購、徵
用及補償實施辦法。

第二十三條 為因應戰爭、災
害與防疫需求，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衛生主管機關應
結合施政，輔導公、民營醫
院完成重要外傷與防疫用藥
品醫材儲備。
對於前項重要外傷與防
疫用藥品醫材儲備，各公、
民營醫院應配合辦理。
有關藥品醫材儲備之品
項、數量、更新及動員管制

第二十三條 為因應戰爭、災
害需求，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衛生主管機關應結合施
政，輔導公、民營醫院完成
重要外傷用藥品醫材儲備。
對於前項重要外傷用藥
品醫材儲備，各公、民營醫
院應配合辦理。
有關藥品醫材儲備之品
項、數量、更新及動員管制
之辦法，由衛生福利部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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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條第一項與第二項修正
。
二、為因應防疫需求，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衛生主管機
關應結合施政，就防疫用藥
品醫材輔導公、民營醫院完
成儲備，爰修正第一項。
三、各公、民營醫院應配合辦
理防疫用藥品醫材儲備，爰
修正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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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辦法，由衛生福利部會同

國防部定之。

國防部定之。
第二十六條

動員準備方案主

第二十六條

動員準備方案主

管機關為驗證全民防衛動員
體系動員準備之現況，得規
定各動員準備分類計畫主管
機關實施必要之防衛或防疫

管機關為驗證全民防衛動員
體系動員準備之現況，得規
定各動員準備分類計畫主管
機關實施必要之演習，其需

演習，其需實員參演時，由
動員準備分類計畫主管機關
協調國防部及有關機關（構
）支援及配合。必要時，得

實員參演時，由動員準備分
類計畫主管機關協調國防部
及有關機關（構）支援及配
合。必要時，得指定公、民

指定公、民營產業配合參加
演習。
前項受指定之公、民營
產業應配合參加演習。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應配合實施第一項演習。

營產業配合參加演習。
前項受指定之公、民營
產業應配合參加演習。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應配合實施第一項演習。

第二十七條 國防部或其他依
法成立之武裝團隊主管機關
為維持與驗證動員作戰及防
疫能力，得於中華民國主權

第二十七條 國防部或其他依
法成立之武裝團隊主管機關
為維持與驗證動員作戰能力
，得於中華民國主權所及範

所及範圍內，設立永久或暫
時性之演習區域，實施演習
與訓練。
前項演習區域，由國防
部或其他依法成立之武裝團
隊主管機關會同內政部公告
，並通報相關機關。
中央各機關、直轄市及

圍內，設立永久或暫時性之
演習區域，實施演習與訓練
。
前項演習區域，由國防
部或其他依法成立之武裝團
隊主管機關會同內政部公告
，並通報相關機關。
中央各機關、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應配合參加第
一項演習。

縣（市）政府應配合參加第
一項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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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條第一項修正。
二、授權動員準備方案主管機
關得予實施必要之防疫演習
，以演練當疫情擴大時，可
能需要採取之封城禁足等措
施。

一、本條第一項修正。
二、新增維持與驗證防疫能力
為演習區域、實施演習與訓
練之事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