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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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4月29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8494 號

案由：本院委員莊瑞雄、陳亭妃、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蘇震
清等 21 人，鑒於全球氣候變遷，極端氣候影響之下，災害發
生的頻率及規模都甚於以往，而災害防救法於一百零八年修
正通過後仍有災害應變協調指揮不足之處，且為配合地方制
度法已增訂「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以下簡稱山地原住民
區）之行政區相關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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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地方制度法修正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之名詞制定，爰引修正本法之相關條文。
二、為使災害救災更具時效，授權地方鄉（鎮）公所及山地原住民區公所得視需要成立前進指
揮所，就近處理各項救災及後勤支援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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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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

本法主管機關：在中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本法主管機關：在中

一、配合地方制度法修正直轄

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
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
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山地原住民區之名詞制定
，爰引修正本法之相關條文

（市）政府。
直轄市、縣（市）政府

（市）政府。
直轄市、縣（市）政府

。以下簡稱「山地原住民區
」。

及鄉（鎮、市）、山地原住
民區公所應依地方制度法第

及鄉（鎮、市）公所應依地
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十一款

二、區公所為直轄市之派出機
關，與鄉鎮公所為縣政府下

十八條第十一款第二目、第
十九條第十一款第二目、第

第二目、第十九條第十一款
第二目、第二十條第七款第

級機關不同，在地方制度法
修正後，於災害防救業務事

二十條第七款第一目、第八
十三條之三第七款第一目及

一目及本法規定，分別辦理
直轄市、縣（市）及鄉（鎮

項仍應有所規劃，爰增訂第
三項。

本法規定，分別辦理直轄市
、縣（市）及鄉（鎮、市）

、市）之災害防救自治事項
。

及山地原住民區之災害防救
自治事項。
直轄市、市政府下轄區
公所之災害防救業務事項，
得由直轄市、市政府參照本
法有關鄉（鎮、市）公所規
定訂定之。
第十條

鄉（鎮、市）、山地

第十條

鄉（鎮、市）公所設

一、序文及第一款增訂「山地

原住民公所設鄉（鎮、市）
、山地原住民區災害防救會

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
，其任務如下：

原住民區」理由同第四條。
二、復原重建工作係屬區、鄉

報，其任務如下：
一、核定各該鄉（鎮、市）

一、核定各該鄉（鎮、市）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鎮公所重要工作，爰於第三
款增列推動災害復原重建任

、山地原住民區地區災害
防救計畫。

二、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措施
及對策。

務。
三、原住民部落為通稱用語，

二、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措施
及對策。

三、推動疏散收容安置、災
情通報、災後緊急搶通、

爰於第四款酌作文字修正。

三、推動疏散收容安置、災
情通報、災後緊急搶通及

環境清理等災害緊急應變
及整備措施。

復原重建、環境清理等災
害緊急應變及整備措施。

四、推動社區災害防救事宜
。

四、推動社區、部落災害防
救事宜。

五、其他依法令規定事項。

五、其他依法令規定事項。
第十一條

鄉（鎮、市）、山

地原住民區災害防救會報置

第十一條

鄉（鎮、市）災害

第四條新定條文已經將直轄市

防救會報置召集人、副召集

、市政府得參照鄉（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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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人，
委員若干人。召集人由鄉（

人各一人，委員若干人。召
集人由鄉（鎮、市）長擔任

公所定定其派下區公所之災害
防救業務事項，故將現行條文

鎮、市）長、山地原住民區
長擔任，副召集人由鄉（鎮

；副召集人由鄉（鎮、市）
公所主任秘書或秘書擔任；

第三項刪除。

、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
主任秘書或秘書擔任；委員

委員由鄉（鎮、市）長就各
該鄉（鎮、市）地區災害防

若干人，由鄉（鎮、市）長
、山地原住民區長就各該鄉

救計畫中指定之單位代表派
兼或聘兼。

（鎮、市）、山地原住民區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中指定之

鄉（鎮、市）災害防救
辦公室執行鄉（鎮、市）災

單位代表派兼或聘兼。
鄉（鎮、市）、山地原

害防救會報事務；其組織由
鄉（鎮、市）公所定之。

住民區災害防救辦公室執行
鄉（鎮、市）、山地原住民

區得比照前條及前二項
規定，成立災害防救會報及

區災害防救會報事務。

災害防救辦公室。

第十二條

為預防災害或有效

第十二條

為預防災害或有效

為使災害救災更具時效，授權

推行災害應變措施，當災害
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直轄

推行災害應變措施，當災害
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直轄

地方鄉（鎮）公所及山地原住
民區公所得視需要成立前進指

市、縣（市）政府及鄉（鎮
、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

市、縣（市）及鄉（鎮、市
）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應視

揮所，就近處理各項救災及後
勤支援事宜。

首長應視災害規模成立災害
應變中心，並擔任指揮官，

災害規模成立災害應變中心
，並擔任指揮官。

另得視需要成立前進指揮所
，就近處理各項救災及後勤

前項災害應變中心成立
時機、程序及編組，由直轄

支援事宜。
前項災害應變中心或前

市、縣（市）政府及鄉（鎮
、市）公所定之。

進指揮所成立時機、程序及
編組，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鄉（鎮、市）、山地
原住民區公所定之。
第二十四條 為保護人民生命
、財產安全或防止災害擴大

第二十四條 為保護人民生命
、財產安全或防止災害擴大

為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或防
止災害擴大，現行條文授權直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
鄉（鎮、市、區）、山地原

，直轄市、縣（市）政府、
鄉（鎮、市、區）公所於災

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公
所應勸告或強制撤離災區民眾

住民區公所於災害發生或有
發生之虞時，應勸告或強制

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
勸告或強制其撤離，並作適

，爰新增山地原住民區亦具相
同職權。

其撤離，並作適當之安置。
直轄市、縣（市）政府

當之安置。
直轄市、縣（市）政府

、鄉（鎮、市、區）、山地
原住民區公所於災害應變之

、鄉（鎮、市、區）公所於
災害應變之必要範圍內，對

必要範圍內，對於有擴大災
害或妨礙救災之設備或物件

於有擴大災害或妨礙救災之
設備或物件之所有權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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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
權人，應勸告或強制其除去

用人或管理權人，應勸告或
強制其除去該設備或物件，

該設備或物件，並作適當之
處置。

並作適當之處置。

第二十六條 各級政府及相關
公共事業應置專職人員，鄉

第二十六條 各級政府及相關
公共事業應置專職人員，鄉

（鎮、市、區）、山地原住
民區公所於未置專職人員前

（鎮、市、區）公所於未置
專職人員前，得置兼職人員

，得置兼職人員，執行災害
預防各項工作。

，執行災害預防各項工作。

第三十四條 鄉（鎮、市）、
山地原住民區公所無法因應

第三十四條 鄉（鎮、市）公
所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縣

規定上級政府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主動協助下級山地原

災害處理時，直轄市、縣政
府應主動派員協助，或依鄉

（市）政府應主動派員協助
，或依鄉（鎮、市）公所之

住民區公所、鄉（鎮、市）公
所之災防請求並應指派協調人

（鎮、市）、山地原住民區
公所之請求，指派協調人員

請求，指派協調人員提供支
援協助。

員提供支援協助。

提供支援協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

直轄市、縣（市）政府
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該災

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該災
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應主動派員協助，或依

機關應主動派員協助，或依
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請

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請
求，指派協調人員提供支援

求，指派協調人員提供支援
協助。

協助。
前二項支援協助項目及

前二項支援協助項目及
程序，分由各中央災害防救

程序，分由各中央災害防救
業務主管機關、縣（市）政

業務主管機關、直轄市、縣
（市）政府定之。

府定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

直轄市、縣（市）政府
及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

及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
關，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

關，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
得申請國軍支援。但發生重

得申請國軍支援。但發生重
大災害時，國軍部隊應主動

大災害時，國軍應主動協助
災害防救。

協助災害防救。
國防部得依前項災害防

國防部得依前項災害防
救需要，運用應召之後備軍

救需要，運用應召之後備軍
人支援災害防救。

人支援災害防救。
第四項有關申請國軍支

第四項有關申請國軍支
援或國軍主動協助救災之程

援或國軍主動協助救災之程
序、預置兵力及派遣、指揮

序、預置兵力及派遣、指揮
調度、協調聯絡、教育訓練

調度、協調聯絡、教育訓練
、救災出勤時限及其他相關

、救災出勤時限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會同
委 194

將山地原住民區公所納入應設
置專職人員執行災害預防等各
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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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會同
內政部定之。

內政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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