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第 10 屆第 5 會期第 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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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3月16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8042 號

案由：本院委員黃國書等 20 人，鑒於近年全球氣候變遷加劇，各國
面臨巨大災害之艱鉅挑戰，臺灣更暴露於颱風、地震等複合
性天然災害之威脅中。為強化抵禦災害之韌性與能力，建立
全民防救災教育體制，推動國民防災活動普及化，以完備防
救災因應策略，減少災害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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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第一條，增訂提升全民防救災意識與災害應變能力，以落實防救災工作，降低災害損
失。
二、修正第七條，規定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執行災害資源統籌、資訊彙整與防救業務，
並應協同教育部及相關機關執行全民防救災教育。
三、修正第二十二條，納入全民防救災教育、訓練、觀念宣導、政策訂定、研究發展、人員培
訓、在職訓練與推展獎勵等相關事項。
四、修正第二十五條，規範各級政府、公、私立學校、相關公共事業、團體，應實施防救災教
育、宣導、訓練及演習。

提案人：黃國書
連署人：張廖萬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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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一條

為健全災害防救體制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健全災害防救體制

鑒於現代災害型態及問題愈趨

，強化災害防救功能，提升
全民防救災意識及災害應變

，強化災害防救功能，以確
保人民生命、身體、財產之

嚴重與複雜，為建立全民防救
災觀念，並提升災害應變能力

能力，以確保人民生命、身
體、財產之安全及國土之保

安全及國土之保全，特制定
本法。

，以落實防救災工作，降低災
害損失，爰修正第一項增訂提

全，特制定本法。
災害之防救，本法未規

災害之防救，本法未規
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升全民防救災意識與災害應變
能力。

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

。

第七條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置
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人，

第七條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置
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人，

修正第六項，規定中央災害防
救業務主管機關執行災害資源

分別由行政院院長、副院長
兼任；委員若干人，由行政

分別由行政院院長、副院長
兼任；委員若干人，由行政

統籌、資訊彙整與防救業務，
並應協同教育部及相關機關執

院院長就政務委員、秘書長
、有關機關首長及具有災害

院院長就政務委員、秘書長
、有關機關首長及具有災害

行全民防救災教育。

防救學識經驗之專家、學者
派兼或聘兼之。

防救學識經驗之專家、學者
派兼或聘兼之。

為執行中央災害防救會
報核定之災害防救政策，推

為執行中央災害防救會
報核定之災害防救政策，推

動重大災害防救任務與措施
，行政院設中央災害防救委

動重大災害防救任務與措施
，行政院設中央災害防救委

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
行政院副院長兼任，並設行

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
行政院副院長兼任，並設行

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置專
職人員，處理有關業務；其

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置專
職人員，處理有關業務；其

組織由行政院定之。
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

組織由行政院定之。
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

詢委員會、國家災害防救科
技中心提供中央災害防救會

詢委員會、國家災害防救科
技中心提供中央災害防救會

報及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有關災害防救工作之相關諮

報及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有關災害防救工作之相關諮

詢，加速災害防救科技研發
及落實，強化災害防救政策

詢，加速災害防救科技研發
及落實，強化災害防救政策

及措施。
為有效整合運用救災資

及措施。
為有效整合運用救災資

源，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設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源，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設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統籌、調度國內各搜救單位

統籌、調度國內各搜救單位

委 202

立法院第 10 屆第 5 會期第 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資源，執行災害事故之人員
搜救及緊急救護之運送任務

資源，執行災害事故之人員
搜救及緊急救護之運送任務

。

。
內政部消防署執行災害

內政部消防署執行災害

防救業務。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防救業務。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執行災害資源統籌、資
訊彙整與防救業務，並應協

機關執行災害資源統籌、資
訊彙整與防救業務，並應協

同教育部及相關機關執行全
民防救災教育。

同相關機關執行全民防災預
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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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加強推廣防救災教育，落實
提升全民防救災意識及災害應

平時應依權責實施下列減災
事項：

平時應依權責實施下列減災
事項：

變能力之目標，爰修正第一項
第二款，納入全民防救災教育

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
經費編列、執行及檢討。

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
經費編列、執行及檢討。

、訓練、觀念宣導、政策訂定
、研究發展、人員培訓、在職

二、全民防救災教育、訓練
、觀念宣導、政策訂定、

二、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及
觀念宣導。

訓練與推展獎勵等相關事項。

研究發展、人員培訓、在
職訓練及推展獎勵。

三、災害防救科技之研發或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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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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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老舊建築物、重要公共
建築物與災害防救設施、

設備之檢查、補強、維護
及都市災害防救機能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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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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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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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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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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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八、地方政府及公共事業有

關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協定
之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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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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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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及獎勵。
十、災害保險之規劃及推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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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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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交流及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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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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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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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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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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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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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五條

各級政府、公、

第二十五條

各級政府及相關

一、為完整推動防救災教育，

私立學校、相關公共事業、
團體，應實施防救災教育、

公共事業，應實施災害防救
訓練及演習。

修正第一項，規範各級政府
、公、私立學校、相關公共

宣導、訓練及演習。
實施前項防救災教育、

實施前項災害防救訓練
及演習，各機關、公共事業

事業、團體，應實施防救災
教育、宣導、訓練及演習。

宣導、訓練及演習，各機關
、公共事業所屬人員、居民

所屬人員、居民及其他公、
私立學校、團體、公司、廠

二、配合第一項修正，酌修第
二項及第三項文字。

及其他公、私立學校、團體
、公司、廠場有共同參與或

場有共同參與或協助之義務
。

協助之義務。
參與前項防救災教育、

參與前項災害防救訓練
、演習之人員，其所屬機關

宣導、訓練及演習之人員，
其所屬機關（構）、學校、

（構）、學校、團體、公司
、廠場應給予公假。

團體、公司、廠場應給予公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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