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物資之生產設備與原物
料徵用調用作業程序及補償辦法總說明
為達成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防疫物資整備，如僅徵用既有之防疫
物資，恐難因應防疫所需，而有賴生產商持續投入生產、提高產能。考
量疫情爆發之際，往往面臨相關材料物資緊缺之問題，倘由生產商自行
購買防疫物資之生產設備或原物料，短期內難以達到產能目標。是以，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五條
第一項特明定政府得透過公權力徵用或調用防疫物資之生產設備及原物
料，以達充實防疫物資之效果。為規範前開徵用、調用之作業程序、補
償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爰依本條例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物資之生產設備與原物料徵用調用作業程序及補償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其要點如下：
一、將徵用態樣區分為：由徵用機關取得生產設備之所有權、由徵用機
關於特定期限內取得生產設備之使用權，及由徵用機關取得原物料
之所有權。(第二條)
二、各級政府機關辦理徵用生產設備或原物料，應發給徵用書；如情況
急迫，得於徵用後三日內補發。 (第三條)
三、徵用書應記載事項。(第四條)
四、徵用機關收受生產設備後，應填發受領證明書予被徵用人。(第五條、
第六條)
五、徵用機關取得生產設備使用權時，徵用展限、解除徵用時之應行程
序。(第六條)
六、徵用生產設備時，調用相關操作人員之作業程序。(第七條)
七、徵用原物料時應填發受領證明書予被徵用人。(第八條)
八、徵用、調用補償金額之決定方式。(第九條)
九、徵用補償費之發給期限。(第十條、第十二條、第十四條)
十、由徵用機關取得生產設備所有權者，得將該生產設備出租、出借、
出賣或贈與第三人。(第十一條)
十一、由徵用機關取得生產設備使用權者，該生產設備之返還程序，及
於非正常使用所致毀壞或滅失時之損失補償。(第十三條)
十二、由徵用機關取得原物料使用權者，其未使用原物料之返還程序。(第
十五條)
十三、各級政府機關執行本辦法之補償發生爭議時，得成立補償評定小
組。(第十六條)
十四、配合本條例施行，本辦法自特定日施行。(第十七條)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物資之生產設備與原物
料徵用調用作業程序及補償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一、本辦法訂定依據。
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以下簡稱本 二、本條例第五條規定：「為生產傳染病
條例)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防治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防
疫物資，於必要時，各級政府機關得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之
指示，徵用或調用其生產設備及原物
料，並給予適當之補償（第一項）。
前項徵用、調用作業程序、補償方式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第二
項）。」爰將第二項列為本辦法之法
源依據。
第二條 各級政府機關依本條例第五條 一、考量國家整體防疫物資產能規劃，使
第一項辦理之徵用，依下列方式為之：
徵用機關得透過徵用取得防疫物資
一、由徵用機關取得生產設備之所有
生產設備所有權，彈性運用該生產設
權。
二、由徵用機關於特定期限內取得生產
設備之使用權。
三、由徵用機關取得原物料之所有權。

備，確保防疫物資產能無虞，爰明定
生產設備之徵用態樣為：(一) 由徵
用機關取得所有權者，及(二) 徵用
機關於特定期限內取得使用權者，舉
例而言：各級政府機關於徵用口罩生
產設備時，除得直接於徵用書載明自
該生產設備交付日起由徵用機關取
得所有權外，亦可選擇於特定期限使
用該生產設備。
二、另防疫物資之原物料具消耗性質，經
徵用機關使用後隨即消滅，無法於使
用特定期限後以原物返還，爰此，原
物料一經徵用即由徵用機關取得所
有權，併予敘明。

第 三條 各 級政府機 關 辦理 前條徵用 一、明定徵用機關應簽發徵用書；受徵用
時，應對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簽發
人之範圍、應辦理事項；另考量防疫
徵用書，命其依規定時間、地點交付被
應變措施多具時效性，爰明定有急迫
徵用之生產設備或原物料。但有急迫情
情形時，各級政府機關得先行徵用後
況時，得先行徵用，並於徵用後三日內
再補發徵用書。
補發徵用書。
二、被徵用人不配合徵用時，除依本條例

第十六條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百
萬元以下罰鍰外，徵用機關並得依災
害防救法相關規定進入檢查，併予敘
明。
第四條 徵用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被徵用生產設備或原物料所有人、
管理人或使用人之姓名或名稱、國
民身分證或統一編號、住居所、聯
絡電話。

為使被徵用人瞭解徵用內容，並避免各級
政府機關辦理徵用時，就徵用之態樣、補
償方式及其他細節性事項發生爭議，且徵
用書之性質，屬於行政程序法第九十二條
第一項規定之行政處分，爰參照行政程序

二、主旨、說明及其法令依據。
法第九十六條規定，明定徵用書之應記載
三、被徵用之生產設備或原物料之品 事項。
名、數量及規格。
四、依第二條規定載明徵用態樣；屬第
二條第二款徵用態樣者，應載明特
定期限。
五、補償方式。
六、交付生產設備或原物料之時間、地
點、方式。
七、徵用機關名稱及其首長署名、簽
章。
八、發文日期及字號。
九、表明行政處分之意旨及不服行政處
分之救濟方法、期間等。
第五條 由徵用機關取得生產設備之所
有權者，徵用機關於收受生產設備後，
應即填發受領證明書，載明品名、數
量、規格、新舊程度等，交予生產設備
之原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並作為

為避免爭議，爰明定由徵用機關於特定期
限內取得生產設備之所有權時，應由徵用
機關填發受領證明書，記載受領之生產設
備現況，並作為補償之依據。

補償之憑證。
第六條 由徵用機關於特定期限內取得 一、為避免爭議，爰明定由徵用機關於特
生產設備之使用權者，準用前條之規
定期限內取得生產設備之使用權
定。
時，應由徵用機關填發受領證明書，
前項徵用，如有展延期限之必要，
記載受領之生產設備現況，並作為補
徵用機關應於徵用期限屆至七日前，重
償之依據。
新陳請指揮官核准之。
二、第二項明定徵用展延期限應踐行之程
第一項徵用，於徵用原因消滅後，
序。
應於十日內解除徵用，並發給解除徵用 三、第三項明定徵用原因消滅後解除徵用
書。

之程序。

第七條 徵用生產設備者，如需調用相關
人員操作生產設備時，其調用之作業程
序準用依傳染病防治法第五十三條第
三項所定辦法有關徵調人員之規定。

考量徵用之生產設備可能須由專業人員
操作，而有調用相關操作人員之需求，爰
參考傳染病防治財物徵用徵調作業程序
及補償辦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明定相關
操作人員調用之作業程序，準用依傳染病
防治法第五十三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
徵調人員之相關規定。至於調用人員之補
償，則依第九條第三項、第十二條第二項
規定辦理。

第八條 由徵用機關取得原物料之所有
權者，徵用機關於收受原物料後，應即
填發受領證明書，載明品名、數量、規
格等，交予原物料之原所有人、管理人
或使用人，並作為補償之憑證。

為避免爭議，爰明定由徵用機關取得原物
料所有權時，應由徵用機關填發受領證明
書予被徵用人，並記載受領之原物料現
況，並作為補償之依據。

第九條 徵用之補償金額，得由徵用機關 一、第一項明定徵用生產設備或原物料之
與各被徵用人協議定之。
補償金額，由徵用機關與各被徵用人
前項協議無法達成者，其補償金
協議。
額，由徵用機關依下列方式擇一定之： 二、第二項明定協議無法達成者，由徵用
一、依相關公會提供徵用當時之市場
機關依相關公會提供之市場行情或
行情酌予加給。
政府機關訂定之費率酌予加給。
二、依政府機關訂定之費率酌予加給。 三、第三項明定調用操作人員之補償費金
依第七條調用相關人員之補償金
額，原則由調用機關與被調用人協議
額，得由徵用機關與各被調用人協議定
定之；協議無法達成者，依調用時合
之；協議無法達成者，依調用時合理薪
理薪資行情之數額酌予加給。
資行情之數額酌予加給。
四、被調用人如為有一定雇主之勞工，於
調用期間，原勞雇關係應予維持，以
保障勞工權益。
第十條

由徵用機關取得生產設備之所 明定徵用生產設備取得所有權時補償費

有權者，應於填發受領證明書後三十日 之發給期限，因受徵用人於徵用後即喪失
內發給補償費。
生產設備之所有權，爰明定徵用機關應於
填發受領證明書後三十日內發給補償費。
第十一條 由徵用機關取得生產設備之
所有權者，徵用機關得為徵用之目的，
將該生產設備出租、出借、出賣或贈與
第三人。

為使徵用機關彈性運用因徵用取得所有
權之生產設備，爰明定徵用機關得以提高
防疫物資產能需求等徵用目的，將上開生
產設備出租、出借、出賣或贈與第三人。

第十二條 由徵用機關於特定期限內取 一、第一項明定徵用生產設備取得使用權
得生產設備之使用權者，應於解除徵用
時補償費之發給期限；其徵用達三十
後三十日內發給補償費；該取得使用權

日以上者，考量補償費之發給應即

之特定期限達三十日以上者，每滿三十
時，另為減輕被徵用人受長期徵用而
日，應先發給該期間之補償費。
無法使用之不利益，其連續徵用每滿
依第七條調用相關人員之補償費
三十日，應先發給該期間之補償費。
發給期限，準用前項規定。
二、考量被調用人員之性質，係於被調用
之「特定期限」內協助生產設備操
作，與由徵用機關於「特定期限」內
使用生產設備之情形較為類似，爰於
第二項明定其補償費發給期限，準用
前項規定。
第十三條 由徵用機關於特定期限內取 一、第一項明定徵用生產設備取得使用
得生產設備之使用權者，應於解除徵用
權，於解除徵用時之返還程序。
後填具生產設備返還證明，連同該生產 二、第二項明定徵用之生產設備於毀損或
設備，返還被徵用人。
滅失時之損失補償。
前項生產設備於返還時，如有非因
正常使用所致毀損或滅失之情形，徵用
機關應另按該生產設備被徵用時其使
用程度之市價補償其減損價值。
第十四條 由徵用機關取得原物料之所 明定徵用原物料補償費之發給期限，考量
有權者，應於填發受領證明書後三十日 受徵用人於徵用後即喪失原物料之所有
內發給補償費。

權，爰明定徵用機關應於填發受領證明書
後三十日內發給補償費。

第十五條 由徵用機關取得原物料之所 一、徵用之原物料經使用後即消滅，原則
有權者，經被徵用人同意，得返還未使
無須返還，惟如尚有未使用之原物
用之原物料。
料，得歸還被徵用人，第一項明定應
前項返還，徵用機關應填具原物料
經其同意後始得返還。
返還證明，連同該原物料，返還被徵用 二、另考量原物料經徵用後至歸還之期間
人，並由被徵用人依原徵用金額返還補
甚長，其市場價格波動可能導致被徵
償費。如原徵用金額顯然高於返還時之
用人以原徵用金額返還原物料補償
市場價格，徵用機關得酌減被徵用人應
返還之補償費數額。

費時蒙受損失，爰於第二項明定原徵
用金額如顯然高於返還時之市場價
格，得酌減之。
三、舉例而言，徵用機關以每公斤新臺幣
一百五十元，徵用口罩原物料一公
噸，發給被徵用人新臺幣十五萬元之
補償費。解除徵用後尚有一百公斤之
原物料未使用完畢，徵用機關得經被
徵用人同意後，返還該一百公斤之原
物料，並由被徵用人返還新臺幣一萬

五千元之補償費；惟如該口罩原物料
之市場價格於返還時已降低至每公
斤新臺幣一百元，徵用機關得酌減被
徵用人須返還之補償金數額為每公
斤新臺幣一百二十元，即被徵用人僅
須返還新臺幣一萬二千元之補償
費，以減少被徵用人因配合政府防疫
政策被徵用原物料可能蒙受之損失。
第十六條

各級政府機關為執行本辦法 考量被徵用之生產設備或原物料品項多

之補償規定，遇有爭議時，得成立補償 樣複雜，為利徵用機關儘早完成評價，爰
評定小組處理之。
明定辦理本辦法之補償發生爭議時，得成
立補償評定小組。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 配合本條例之施行，明定本辦法自特定日
年一月十五日施行。
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