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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形成了相對完整的公共衛生法律

體系。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過程中暴露出

的很多漏洞，反映了公共衛生立法存在明顯缺陷。因

此，應當全面加強公共衛生領域相關法律法規建設：

一、修改傳染病防治法律制度，完善疾病預防控制體

系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體系；二、修改緊急狀態法律

制度，明確界定行政應急權力和公民權利的範圍；

三、修改野生動物保護法律制度，作好重大公共衛生

安全風險的源頭控制。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form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public health legal system. How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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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problems have been revealed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rocess of COVID-19, reflecting the obvious 
shortcomings of public health legislation. Therefore,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health legal 
system: 1. amend the law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mprove the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and the majo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ystem; 2. amend the law of emergency, clearly 
define the scope of administrative emergency power and 
civil rights; 3. amend the law of wildlife protection, and 
do a good job in source control of major public health and 
safety risks.

公共衛生直接反映人類生存的狀況，它若出現危機就是人

類的生存危機。是否具備健全的公共衛生法律體系，是衡量一

個國家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立法

層面已經形成了相對完備的公共衛生法律體系，有力地保障了

公民的生命健康權益。

但是，公共衛生事件在實踐中仍然處於頻繁發生狀態，尤

其是在對抗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暴露出的很多問題，反映了公

共衛生安全領域的立法存在明顯不足。因此，必須深刻反思

中國公共衛生安全立法工作，加快公共衛生法治化建設的進

程，構建適合新時代發展要求以及高效的公共衛生安全法律體

系。

臺、中國公共衛生立法的現狀

中國的公共衛生安全法治建設，是在改革開放、社會轉型

的時代背景下進行的。公共衛生法律體系是以憲法為依據，

以「傳染病防治法」、「突發事件應對法」、「職業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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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食品安全法」和「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等法

律為重要基礎。

一、傳染病防治法和突發事件應對法

1987年底，上海甲肝疫情爆發，共有31萬多人發病，造成

經濟損失超過人民幣百億元，該事件直接推動了1989年「傳染

病防治法」的頒布，這是中國公共衛生領域的第一部法律。該

法實施後，對於預防、控制和消除傳染病的發生和流行，發揮

了重要作用。但是，2003年「非典型肺炎」（嚴重急性呼吸道

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疫情席捲

全國，暴露了傳染病防治法的很多缺陷，如對傳染病監測的

能力較弱、疫情資訊通報的管道不暢、醫療機構的救治能力

薄弱、財政經費的保障不足等，直接影響了傳染病預防和控

制的效果。有鑑於此，國務院於同年5月緊急發布了「突發公

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完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理機

制。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傳染病防治法進行了修訂和完

善。

2004年，全國人大通過了憲法修正案，用「緊急狀態」取

代了「戒嚴」，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納入憲法作了鋪墊。2007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突發事件應對法」，對突然發

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嚴重社會危害、需要採取應急處置措施

予以應對的公共衛生等四類事件，按照社會危害程度、影響範

圍等因素，分為特別重大、重大、較大和一般四級，採取預防

與應急準備、監測與預警、應急處置與救援、事後恢復與重建

等措施。發生特別重大突發事件，對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國家

安全、公共安全、環境安全或者社會秩序構成重大威脅，採取

本法和其他有關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應急處置措施不能消

除或者有效控制、減輕其嚴重社會危害，需要進入緊急狀態

的，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或者國務院依照憲法和有關法律規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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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權和程序決定。

二、職業病防治法

2001年，為了預防、控制和消除職業病危害，全國人大常

委會通過了「職業病防治法」。該法重點保護勞動者的健康權

益，規範了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生產和經營行為，具有里程碑的

意義。

三、食品安全法

1982年，為了保證食品安全，保障人民身體健康，全國人

大常委會通過了「食品衛生法（試行）」；1995年，全國人大

常委會通過了正式的「食品衛生法」；2015年，全國人大常委

會通過了「食品安全法」，並於2018年進行了修正。食品衛生

從試行到正式立法，再到食品安全的兩次立法，體現了中國政

府不斷提高對食品安全和人民身體健康的重視程度。

四、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

2019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基本醫療衛生與健

康促進法」，對包括公共衛生在內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的各個

方面作了主要制度安排，是醫療衛生領域的基本法，對公共

衛生法治建設起到重大作用。該法將醫療衛生領域當中零散

的、分散的、單一的立法，整合成一個系統化的法律體系，為

公共衛生等各個方面提供了指引性的法律原則和制度框架。

經過30多年的發展，中國的公共衛生法治建設實現了歷史

性的跨越，初步形成了相對完整的公共衛生法律體系。在橫

向上，分為五大領域，由傳染病預防控制、職業病防治、以

食品和化妝品為主體的產品衛生管理、公共場所和學校衛生

管理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制度構成。在縱向上，分為六

個層次：（一）憲法：對進入緊急狀態作了原則性規定，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