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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主權 

人民 領土 

國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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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之國防，以
保衛國家安全，維護
世界和平為目的。 

              ~憲法第 137 條~ 

國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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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 107 條  

 左列事項，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 

  … 

  二  國防與國防軍事。 

         … 

誰負責國防？ 

5 戴政龍博士 製作 2016/10/1 



中華民國之國防，以發揮
整體國力，建立國防武力，
協助災害防救，達成保衛
國家與人民安全及維護世
界和平之目的。 

                        ~國防法第 2 條~ 
（民國89年1月29日公布；91年3月1日起施行） 

國防包括什麼？有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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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全民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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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之國防，為全民國防，
包含國防軍事、全民防衛、執行
災害防救及與國防有關之政治、
社會、經濟、心理、科技等直接、
間接有助於達成國防目的之事務。 

                                    ~國防法第 3 條~
  

「國防法」律定的「全民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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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法第 29 條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機關應
推廣國民之國防教育，增進
國防知識及防衛國家之意識，
並對國防所需人力、物力、
財力及其他相關資源，依職
權積極策劃辦理。 

國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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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全民國防教育，以增進全
民之國防知識及全民防衛國家意
識，健全國防發展，確保國家安
全，特制定本法。 

                    ~全民國防教育法第 1 條~ 

（民國94年2月2日公布；95年2月1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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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 

教育的目的 教育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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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全民國防，包含四大部分： 

(1)國防軍事、 

(2)全民防衛、 

(3)執行災害防救及 

(4)與國防有關之政治、社會、經濟、心
理、科技等直接、間接有助於達成國防
目的之事務  

「全民國防」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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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防之目的：發揮
整體國力，建立國防武
力，協助災害防救，達
成保衛國家與人民安全
及維護世界和平。（國防

法第 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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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軍事：軍防 

解開全民國防的四大密碼 



全民防衛：動員 

                          民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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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開全民國防的四大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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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各機關主管之動員準備方案： 
一、精神動員：教育部            五、交通動員：交通部 
二、人力動員：內政部            六、衛生動員：衛生福利部 
三、物資經濟動員：經濟部  七、科技動員：科技部 
四、財力動員：財政部            八、軍事動員：國防部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 9 條) 

全民防衛動員演習 
民安演習 
萬安演習 
自強演習 



 動員區分階段：（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 2 條） 

1) 動員準備階段：指平時實施動員準備時期。 

2) 動員實施階段：指戰事發生或將發生或緊急危難時，總統依憲
法發布緊急命令，實施全國動員或局部動員時期。 

 

 動員的任務：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 3 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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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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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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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的任務與階段 



 民防的意義：為有效運用民力，發揮民間自衛自救功能，共同防護
人民生命、身體、財產安全，以達平時防災救護，戰時有效支援軍
事任務。（民防法第 1 條 ） 

 
 民防工作範圍：（民防法第 2條 ） 

1) 空襲之情報傳遞、警報發放、防空疏散避難及空襲災害防護。 
2) 協助搶救重大災害。 
3) 協助維持地方治安或擔任民間自衛。 
4) 支援軍事勤務。 
5) 民防人力編組、訓練、演習及服勤。 
6) 車輛、工程機械、船舶、航空器及其他有關民防事務之器材設備之編

組、訓練、演習及服勤。 
7) 民防教育及宣導。 
8) 民防設施器材之整備。 
9) 其他有關民防整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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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防的意義與範圍 



災害防救：指災害之預防、災害發生時之應變及災後
之復原重建等措施。 

 

災害：指下列災難所造成之禍害： 
1) 風災、水災、震災（含土壤液化）、旱災、寒害、土

石流災害等天然災害。 

2) 火災、爆炸、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
礦災、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森林火災、毒性
化學物質災害、生物病原災害、動植物疫災、輻射災
害、工業管線災害等災害。 

（災害防救法第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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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開全民國防的四大密碼 

執行災害防救：災防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YtIyprbjPAhVKKJQKHYt2AawQjRwIBw&url=https%3A%2F%2Fzh.wikipedia.org%2Fwiki%2F%25E8%2587%25BA%25E5%258C%2597%25E5%25B8%2582%25E6%2594%25BF%25E5%25BA%259C%25E6%25B6%2588%25E9%2598%25B2%25E5%25B1%2580&psig=AFQjCNHN0xMceleKH6fROEVSorC4bVarWg&ust=1475368286898242


與國防有關之政治、社會、經濟、心理、科技等
直接、間接有助於達成國防目的之事務：政府與
全體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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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開全民國防的四大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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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軍事政策、兵役制度、預算編列、國際安全… 
社會：人口及社會安全、反恐、入出境管理、災害防救、

食品安全、校園安全… 
經濟：經濟安全、資源安全、金融安全、交通運輸安全… 
心理：國防共識、衛國意志、保防警覺… 
科技：資訊安全、國防產業技術、防疫… 



全民國防vs.全民皆兵 

全民國防vs.兵民合一 

全民國防vs.公民防衛         

                    (civilian-based defense, C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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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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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怎麼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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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法第 5 條     

本法所稱全民國防教育，以經常
方式實施為原則，其範圍包括： 

一、學校教育。 

二、政府機關 (構) 在職教育。 

三、社會教育。 

四、國防文物保護、宣導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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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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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全民國防教育
法第 6 條：「行政
院應訂定全民國防
教育日，並舉辦各
種相關活動，以強
化全民國防教育。」 

 國防部舉辦網路票
選活動，經票選後，
訂定每年9月3日為
全民國防教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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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日：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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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全民國防教育，
http://depart.moe.edu.tw/ED2800/News.aspx?n=07071DA29974D58E&sms=
D3030960D78F325F 

 全民國防教育學科中心，http://defence.hgsh.hc.edu.tw/ 
 全民國防教育網，http://aode.mnd.gov.tw/ 
 全民國防教育簡介，http://gpwd.mnd.gov.tw/Publish.aspx?cnid=519 
 全民國防教育，https://zh-tw.facebook.com/aode.mnd/ 
 全民防衛動員，http://aodm.mnd.gov.tw/index.aspx 
 中華民國國防部，http://www.mnd.gov.tw/default.aspx 
 國防部發言人，https://www.facebook.com/MilitarySpokesman 
 國防報告書，http://www.mnd.gov.tw/Upload/歷年國防報告書網頁專區/歷
年國防報告書專區.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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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參考資源與資訊 



任何能有助於達成國家安全防衛
的事情～做，就對了！ 

無論是軍事的、科技的、產業的、
經濟的、政策的，還是動員準備、
災害防救，甚至是心理上的、意
志上的，只要能參與並且貢獻心
力的，就是保家衛國的一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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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本次活動以結合「全民國防」的理念為
主題，透過具有教育意義的原創性桌上
遊戲設計，啟發玩家對全民國防的興趣，
增進全民國防的相關知識，激發全民國
防的創新思考，凝聚守護家園、捍衛國
家的意志，以及積極關心和參與各種全
民國防事務的意識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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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戴老師說： 

「全民國防」就是－ 
自己的國家自己顧、 
自己的家園自己護！ 
 

               ～做，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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