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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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4月14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268 號

案由：本院委員葉毓蘭、許淑華等 18 人，有鑒於我國為世界銀行統
計全世界最高災害風險的地區之一，同時暴露於兩項以上天
然災害威脅之人口為 99%，同時暴露於 3 項以上天然災害威
脅之人口為 73%，故為增進全民防災之能力，與落實都市與
社區防災，參酌防火管理人與防災士之設計，於大型公共建
築物、醫療院所、學校、大眾運輸站點及村里辦公室增設防
災管理人一職，並應積極落實都市防減災之必要措施，都市
防災道路與避難據點及防災空間之開設維護，爰擬具「災害
防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為提升我國公共場所與社區防災能力，參酌防火管理人之措施，增設防災管理人。（增訂
第二條第七款、第八款與第九款、第十六條之一）
二、為落實防災管理人各級政府之管理培訓，增設各級政府職責與違反之處罰。（增訂二十二
條第一項第十一款、增訂第四十條之一）
三、為強化都市災害預防能力，與落實都市防災設計，明定防災道路與開闢維護職責，以增進
都市災害防救機能之改善，針對既有中、高災害風險地區加強推動都市更新落實，必要時
應以公辦都市更新推動之。（增訂第二條第一項第十款、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九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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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二條

本法專用名詞，定義

如下：
一、災害：指下列災難所造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法專用名詞，定義

一、鑑於我國除地震災害外，

如下：
一、災害：指下列災難所造

還有如颱風侵襲等各類天災
、複合災難。根據世界銀行

成之禍害：

成之禍害：

(一)風災、水災、震災（
含土壤液化）、旱災
、寒害、土石流災害

(一)風災、水災、震災（
含土壤液化）、旱災
、寒害、土石流災害

、火山災害等天然災
害。

、火山災害等天然災
害。

99%，屬於全世界最高災害
風險的地區，且災害發生頻

(二)火災、爆炸、公用氣
體與油料管線、輸電

(二)火災、爆炸、公用氣
體與油料管線、輸電

率更有逐年上升的趨勢，故
參酌防火管理人之設置，爰

線路災害、礦災、空
難、海難、陸上交通

線路災害、礦災、空
難、海難、陸上交通

參酌「消防法」第二條、第
十三條規定，明定防災計畫

事故、森林火災、毒
性化學物質災害、生

事故、森林火災、毒
性化學物質災害、生

書與管理權人之設計，另為
落實防災管理人及其訓練資

物病原災害、動植物
疫災、輻射災害、工

物病原災害、動植物
疫災、輻射災害、工

格，故參酌「消防法施行細
則」第十四條，以及日本與

業管線災害、懸浮微
粒物質災害等災害。

業管線災害、懸浮微
粒物質災害等災害。

我國內政部於 107 年推動「
防災士培訓及認證管理要點

二、災害防救：指災害之預
防、災害發生時之應變及

二、災害防救：指災害之預
防、災害發生時之應變及

」等措施增列第一項第七款
、第八款、第九款。

災後之復原重建等措施。
三、災害防救計畫：指災害

災後之復原重建等措施。
三、災害防救計畫：指災害

二、為明確防災道路開設之細
節，爰此增列第一項第十款

防救基本計畫、災害防救
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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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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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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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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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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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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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直轄市、縣（市）及鄉
（鎮、市）災害防救會報

核定之直轄市、縣（市）

核定之直轄市、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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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我國同時暴露於 3 項以
上天然災害威脅之人口為
73%，我國同時暴露於兩項
以上天然災害威脅之人口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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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鄉（鎮、市）災害防救
計畫。

及鄉（鎮、市）災害防救
計畫。

七、管理權人：依法令或契
約對各該場所有實際支配
管理權者；其屬法人者，
為其負責人。
八、防災管理人，應由指定
場所之管理權人遴用之，
其應具有內政部防災士資
格，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之訓練機構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講習訓
練合格領有證書始得充任
。
九、防災計畫書：指由防災
管理人規劃與實施之防災
計畫，需報經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核定之。
十、防災道路：包含緊急道
路、救援輸送道路與避難
輔助道路。
第十六條之一

一定規模以上

一、本條新增。

供公眾使用之公共建築物、
學校、醫療院所、公共運輸

二、因應人口密集處之防災需
求，故明定大型公共建築物

系統，以及村、里辦公處，
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醫療院所、大眾運輸站點
及公共運輸載具等設立防災

之供公眾使用之場所，應設
置防災管理人，管理權人應

專責人員，職司防災計畫、
防災任務編組、逃生動線維

責其製定防災計畫書，報請
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

護與帄時減災措施，故參酌
「消防法」第二條、第十三

機關核備，並依該計畫執行
有關防災管理上必要之業務

條之作法，增設防災管理人
一職，以落實防災疏散等相

。

關計畫；另為落實社區防災
之精神，並將村、里辦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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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入。

管理權有分屬時，各管理權
人應協議製定共同防災計畫
書，並報請直轄市、縣（市
）政府主管機關核定。
防災管理人遴用後應報
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委 307

立法院第 10 屆第 3 會期第 8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關備查；異動時，亦同。
第二十二條

為減少災害發生

第二十二條

為減少災害發生

一、鑑於現行政府之防減災於

或防止災害擴大，各級政府
帄時應依權責實施下列減災

或防止災害擴大，各級政府
帄時應依權責實施下列減災

都市災害防救機能之定義過
於簡略，故明訂各級政府應

事項：
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

事項：
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

積極落實防災避難圈、防災
生活圈，以及積極開闢及維

經費編列、執行及檢討。
二、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及

經費編列、執行及檢討。
二、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及

護防災道路、緊急避難空間
與防災據點之事項，爰此修

觀念宣導。
三、災害防救科技之研發或

觀念宣導。
三、災害防救科技之研發或

正第一項第五款，並增列第
一項第六款。

應用。
四、治山、防洪及其他國土

應用。
四、治山、防洪及其他國土

二、為落實都市建成地區防減
災作為，故應於知悉國土之

保全。
五、老舊建築物、重要公共

保全。
五、老舊建築物、重要公共

災害潛勢、風險及相關防減
災資料後，積極於都市之中

建築物與災害防救設施、
設備之檢查、補強、維護

建築物與災害防救設施、
設備之檢查、補強、維護

、高潛勢與風險地區，劃定
都市更新地區，必要時應以

。
六、都市災害防救機能之改

及都市災害防救機能之改
善。

公辦都市更新推動之。爰此
增列第一項第九款。

善、構建都市防災避難圈
及生活圈、積極開闢及維

六、災害防救上必要之氣象
、地質、水文與其他相關

三、為落實故明定大型公共建
築物、醫療院所、大眾運輸

護防災道路、緊急避難據
點與防災空間。

資料之觀測、蒐集、分析
及建置。

站點及公共運輸系統與社區
等人口密集地區之防減災事

七、災害防救上必要之氣象
、地質、水文與其他相關

七、災害潛勢、危險度、境
況模擬與風險評估之調查

項，並推動防災管理人發展
，爰此增列第一項第十一款

資料之觀測、蒐集、分析
及建置。

分析，及適時公布其結果
。

八、災害潛勢、危險度、境
況模擬與風險評估之調查

八、地方政府及公共事業有
關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協定

分析，及適時公布其結果
。

之訂定。
九、災害防救團體、災害防

九、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八
款之災害中、高潛勢與風

救志願組織之促進、輔導
、協助及獎勵。

險地區，應劃定都市更新
地區，必要時應以公辦都

十、災害保險之規劃及推動
。

市更新推動之。
十、地方政府及公共事業有

十一、有關弱勢族群災害防
救援助必要事項。

關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協定
之訂定。

十二、災害防救資訊網路之
建立、交流及國際合作。

十一、防災管理人之培訓及
管理。

十三、其他減災相關事項。
前項所定減災事項，各

十二、災害防救團體、災害
防救志願組織之促進、輔

級政府應依權責列入各該災
害防救計畫。
委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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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協助及獎勵。
十三、災害保險之規劃及推

公共事業應依其災害防
救業務計畫，實施有關減災

動。
十四、有關弱勢族群災害防

事項。
第一項第七款有關災害

救援助必要事項。
十五、災害防救資訊網路之

潛勢之公開資料種類、區域
、作業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

建立、交流及國際合作。
十六、其他減災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各中央災害防救
業務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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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業務計畫，實施有關減災
事項。
第一項第八款有關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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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條之一

違反第十六條

一、本條新增。

之一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
逾期不改善者，處其管理權

二、為落實防災管理人之設置
，以確實發揮其防災效能，

人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
以下罰鍰；經處罰鍰後仍不

爰參酌「消防法」第四十條
之作法新增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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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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