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自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二月五日公布後，歷經
多次修正。為因應電動自行車發展及各界對電動自行車認應有加強管理
必要之共識，明定電動自行車應依規定登記、領用、懸掛牌照後始得行
駛道路，並配套檢討電動自行車掛牌所涉牌照管理相關規定，以利遵循。
本次修正共計九條，修正重點如下：
一、 為加強電動自行車安全管理，規定電動自行車經檢測審驗合格後，
應辦理登記、領用、懸掛牌照，始得行駛道路，並明定電動自行車
應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及規定未投保者，無法辦理登記、換照或
發照事宜。(修正條文第六十九條之一)
二、 規定電動自行車所有人辦理牌照相關異動作業時應繳清違反本條
例第二章、第三章規定之罰鍰。(增訂條文第六十九條之二)
三、 配合本條例第十四條刪除未帶汽機車行車執照之處罰規定，刪除慢
車證照隨身攜帶之規定，並明定電動輔助自行車未黏貼審驗合格標
章之處罰規定。(修正條文第七十一條)
四、 因應電動自行車將懸掛牌照需要，增訂相關涉及違規使用牌照之處
罰規定，並規定使用中已經檢測及型式審驗合格粘貼有審驗合格之
電動自行車，應自修正條文修正施行後，二年內領用懸掛牌照。(增
訂條文第七十一條之一)
五、 因應電動自行車將懸掛牌照，增訂妨礙牌照辨識及遺失污穢等情事
之處罰規定。(增訂條文第七十一條之二)
六、 為避免年齡過輕，未具有足夠安全駕駛觀念及緊急應變能力之兒童
駕駛電動自行車影響行車安全，爰訂定駕駛該等電動車輛之年齡限
制，而對違反規定者，處罰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另因目前許多
行駛安全問題係源自租借使用時欠缺足夠的使用說明，規定出租業
者應教導租用者關於車輛機動力的安全操作與其在道路之行駛規
定等之教導義務。（增訂條文第七十二條之二）
七、 明定電動自行車駕駛人有違反本條例第二章及第三章之行為，得依
第七條之二規定方式逕行舉發。(增訂條文第七十七條之一)
八、 因應電動自行車相關違規需移置保管車輛，配合修正車輛移置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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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修正條文第八十五條之三)
九、 配合電動自行車將懸掛牌照，規定電動自行車牌照申領、異動、管
理規定等事項授權於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予以明訂。(修正條文第九
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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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十九條之一 電動輔助自 第六十九條之一 電動輔助 一、為加強電動自行車安全管
行車應經檢測及型式審驗合 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應經
理，修正現行條文第一
格 ， 並 黏 貼 審 驗 合 格 標 章 檢測及型式審驗合格，並
項，將電動自行車檢測審
後，始得行駛道路。
粘貼審驗合格標章後，始
驗規定移列至第二項，並
電動自行車應經檢測及 得行駛道路。
增訂電動自行車應辦理登
型式審驗合格，並登記、領
前項電動輔助自行車
記、領用、懸掛牌照，始
用、懸掛牌照後，始得行駛 及 電 動 自 行 車 之 檢 測 基
得行駛道路等規定。
道路。
準、檢測方式、型式審驗、二、將現行第二項有關授權本
前二項電動輔助自行車 品質一致性、申請資格、
部訂定型式審驗相關辦法
及電動自行車之檢測基準、 審 驗 合 格 證 明 書 有 效 期
及委託專業機構辦理審驗
檢測方式、型式審驗、品質 限、查核及監督管理等事
作業等規定移列至第三項
一致性、申請資格、審驗合 項 之 辦 法 ， 由 交 通 部 定
及第四項。
格證明書有效期限、查核及 之。交通部並得委託車輛 三、為利電動自行車可參照汽
監督管理等事項之辦法，由 專 業 技 術 研 究 機 構 辦 理
機車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
交通部定之。
之。
險，以更臻維護電動自行
交通部得委託車輛專業
車行車安全，爰參考公路
機構辦理電動輔助自行車及
法第六十五條及第七十六
電動自行車檢測、型式審
條規定，增訂第五項，規
驗、品質一致性、申請資格、
定電動自行車所有人應依
審驗合格證明書有效期限、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
查核及監督管理等事項。
定，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
電動自行車所有人應依
險，未投保者，不得辦理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規
登記、換照或發照事宜。
定，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未依規定投保者，公路
監理機關不予受理登記、換
照或發照。
第六十九條之二 電動自行車
一、本條新增。
所有人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
二、參照現行條例第九條之一
車輛過戶、註銷牌照或換發
規定，規定電動自行車所
牌照前，應繳清其所有違反
有人辦理牌照相關異動作
本條例第二章、第三章尚未
業時應繳清違反本條例第
結案之罰鍰。
二章、第三章規定之罰鍰。
第七十一條 電動輔助自行車 第七十一條 慢車證照，未 一、配合本條例第十四條刪除
未黏貼審驗合格標章於道路 隨身攜帶者，處慢車所有
未帶汽機車行車執照之處
行駛者，處駕駛人新臺幣六 人 新 臺 幣 一 百 八 十 元 罰
罰規定，爰刪除本條慢車
百元以上一千二百元以下罰 鍰。
證照隨身攜帶之規定。
鍰，並禁止其行駛。
二、新增電動輔助自行車未黏
前項電動輔助自行車屬
貼審驗合格標章之處罰規
未經型式審驗合格車輛者，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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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入之。
第七十一條之一 電動自行車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所有
人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三
千六百元以下罰鍰，並禁止
其行駛：
一、未依規定領用牌照行駛。
二、使用偽造、變造或矇領
之牌照。
三、牌照借供他車使用或使
用他車牌照。
四、已領有牌照而未懸掛或
不依指定位置懸掛。
五、牌照遺失不報請該管主
管機關補發，經舉發後
仍不辦理而行駛。
前項電動自行車屬經型
式審驗合格車輛者，當場移
置保管；前項電動自行車屬
未經型式審驗合格車輛者，
沒入之；第二款、第三款之
牌照扣繳之。
電動自行車未領用有效
牌照、懸掛他車牌照或未懸
掛牌照於道路停車者，依前
二項規定處罰，並當場移置
保管。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施行前，
已經檢測及型式審驗合格，
並粘貼審驗合格標章之電動
自行車，應於本條例○○年
○○月○○日施行後二年內
依規定登記、領用、懸掛牌
照。逾期未領用者，依第一
項第一款處罰之。
第七十一條之二 電動自行車
損毀或變造牌照、塗抹污損
牌照，或以安裝其他器具之
方式，使不能辨認其牌號
者，處所有人新臺幣九百元
以上一千二百元以下罰鍰，
並責令申請換領牌照或改
正。

一、本條新增。
二、因應電動自行車將懸掛牌
照需要，參考本條例第十
二條增訂相關涉及違規使
用牌照之處罰規定。
三、配合電動自行車將懸掛牌
照，考量公路監理機關之
現行作業能量及實務上作
業情形(包括有些合格標
章已遺失，或是原製造廠
已不存在，出具證明有困
難等需個案處理之案件)
等問題，規定使用中已經
檢測及型式審驗合格，並
粘貼審驗合格標章之電動
自行車，應於本條例修正
條文修正施行後二年內領
用懸掛牌照。

一、本條新增。
二、因應電動自行車將懸掛牌
照，參考本條例第十三條
及第十四條規定，增訂妨
礙牌照辨識及遺失污穢等
情事之處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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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自行車行駛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所有人新臺
幣一百五十元以上三百元以
下罰鍰，並責令改正、補換
牌照或禁止其行駛：
一、牌照遺失或破損，不報
請補發、換發或重新申
請。
二、牌照污穢，不洗刷清楚
或為他物遮蔽，非行車
途中因遇雨、雪道路泥
濘所致。
第七十二條之二 未滿十四歲
之人，駕駛電動自行車，處
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二百
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
駕駛，車輛移置保管。
電動自行車租賃業者未
於租借電動輔助自行車、電
動自行車予駕駛人前，教導
駕駛人車輛操作方法及道路
行駛規定，處新臺幣六百元
以上一千二百元以下罰鍰。

一、本條新增。
二、具機動力之電動自行車，
於驅動後很快便達較高行
駛速度，並於電力未耗盡
前可持續行駛，故駕駛人
操控時應具較成熟之生心
理能力，方能操控與應變
路況。爰新增本條文第一
項規定駕駛人之最低年
齡，並配合本條例第八十
五條之四對行為人未滿十
四歲處罰父母或監護人、
滿十四歲處罰行為人之通
則，明定最低年齡為十四
歲。
三、由於目前電動自行車行駛
道路所衍生之安全問題，
有許多係源自租借使用時
欠缺足夠的使用說明，惟
出租業者本應教導租用者
關於車輛機動力的安全操
作與其在道路之行駛規
定，爰新增第二項規定租
借者之教導義務。
第七十七條之一 電動自行車
一、本條新增。
駕駛人有第二章及本章違規
二、明定電動自行車駕駛人有
行為，得依第七條之二方
違反本條例第二章及本章
式，逕行舉發。
之行為，得依第七條之二
規定方式逕行舉發。
第八十五條之三 第十二條第 第八十五條之三 第十二條 一、配合第七十一條之一及第
三 項 及 第 四 項 、 第 三 十 五 第三項及第四項、第三十
七十二條之二相關違規需
條、第五十六條第四項、第 五 條 、 第 五 十 六 條 第 四
移置保管車輛規定，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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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條第二項、第六十二
條第六項、第七十一條之一
第二項、第三項、第七十二
條之二第一項及前條第一項
之移置或扣留，得由交通勤
務警察、依法令執行交通稽
查任務人員逕行移置或扣
留，其屬第五十六條第四項
之移置，得由交通助理人員
逕行為之。上述之移置或扣
留，得使用民間拖吊車拖離
之。
前項移置或扣留，得向
車輛所有人收取移置費及保
管費；其不繳納者，追繳之。
第一項移置保管或扣留
之車輛，經通知車輛所有人
限期領回；屆期未領回或無
法查明車輛所有人，經公告
三個月，仍無人認領者，由
移置保管機關拍賣之，拍賣
所得價款應扣除違反本條例
規定應行繳納之罰鍰、移置
費、保管費及其他必要費用
後，依法提存。
前項公告無人認領之車
輛，符合廢棄車輛認定標準
者，依廢棄物清理法及其相
關法規規定清除之。依本條
例應沒入之車輛或其他之物
經裁決或裁判確定者，視同
廢棄物，依廢棄物清理法及
其相關法規規定清除。
前四項有關移置保管、
收取費用、公告拍賣、移送
處理之辦法，在中央由交通
部及內政部，在地方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依其權責
分別定之。

項、第五十七條第二項、
正第一項規定。
第六十二條第六項及前條 二、配合第一項修正增列電動
第一項之移置或扣留，得
自行車違規需移置保管規
由交通勤務警察、依法令
定，爰將第二項汽車所有
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逕
人修正為車輛所有人，以
行移置或扣留，其屬第五
符實需。
十六條第四項之移置，得
由交通助理人員逕行為
之。上述之移置或扣留，
得使用民間拖吊車拖離
之。
前項移置或扣留，得
向汽車所有人收取移置費
及保管費；其不繳納者，
追繳之。
第一項移置保管或扣
留之車輛，經通知車輛所
有人限期領回；屆期未領
回或無法查明車輛所有
人，經公告三個月，仍無
人認領者，由移置保管機
關拍賣之，拍賣所得價款
應扣除違反本條例規定應
行繳納之罰鍰、移置費、
保管費及其他必要費用
後，依法提存。
前項公告無人認領之
車輛，符合廢棄車輛認定
標準者，依廢棄物清理法
及其相關法規規定清除
之。依本條例應沒入之車
輛或其他之物經裁決或裁
判確定者，視同廢棄物，
依廢棄物清理法及其相關
法規規定清除。
前四項有關移置保
管、收取費用、公告拍賣、
移送處理之辦法，在中央
由交通部及內政部，在地
方由直轄市、縣（市）政
府依其權責分別定之。
第九十二條 車輛分類、汽車 第九十二條 車輛分類、汽 配合第六十九條之一修正電動
牌照申領、異動、管理規定、 車牌照申領、異動、管理 自行車應懸掛牌照規定，爰修
汽車載重噸位、座位立位之 規定、汽車載重噸位、座 正本條第一項，將電動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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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汽車檢驗項目、基準、
檢驗週期規定、汽車駕駛人
執照考驗、換發、證照效期
與登記規定、車輛裝載、行
駛規定、汽車設備變更規
定、動力機械之範圍、駕駛
資格與行駛規定、車輛行駛
車道之劃分、電動自行車牌
照申領、異動、管理規定、
行人通行、道路障礙及其他
有關道路交通安全等事項之
規則，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
定之。
機車禁止行駛高速公
路。但汽缸排氣量五百五十
立方公分以上大型重型機
車，得依交通部公告規定之
路段及時段行駛高速公路，
其駕駛人應有得駕駛汽缸排
氣量五百五十立方公分以上
大型重型機車駕駛執照一年
以上及小型車以上之駕駛執
照。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之方
式、內容、時機、時數、執
行單位等事項之辦法，由交
通部會同內政部定之。
本條例之罰鍰基準、舉
發或輕微違規勸導、罰鍰繳
納、向處罰機關陳述意見或
裁決之處理程序、分期繳納
之申請條件、分期期數、不
依限期繳納之處理、分期處
理規定及繳納機構等事項之
處理細則，由交通部會同內
政部定之。
道路交通事故駕駛人、
肇事人應處置作為、現場傷
患救護、管制疏導、肇事車
輛扣留、移置與發還及調查
處理之辦法，由內政部會同
交通部、行政院衛生署定之。
大型重型機車，除本條
例另有規定外，比照小型汽

位立位之核定、汽車檢驗 牌照申領、異動、管理規定等
項目、基準、檢驗週期規 授權於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予以
定 、 汽 車 駕 駛 人 執 照 考 明訂。
驗、換發、證照效期與登
記規定、車輛裝載、行駛
規定、汽車設備變更規
定、動力機械之範圍、駕
駛資格與行駛規定、車輛
行駛車道之劃分、行人通
行、道路障礙及其他有關
道路交通安全等事項之規
則，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
定之。
機車禁止行駛高速公
路。但汽缸排氣量五百五
十立方公分以上大型重型
機車，得依交通部公告規
定之路段及時段行駛高速
公路，其駕駛人應有得駕
駛汽缸排氣量五百五十立
方公分以上大型重型機車
駕駛執照一年以上及小型
車以上之駕駛執照。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之
方式、內容、時機、時數、
執行單位等事項之辦法，
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定
之。
本條例之罰鍰基準、
舉發或輕微違規勸導、罰
鍰繳納、向處罰機關陳述
意見或裁決之處理程序、
分期繳納之申請條件、分
期期數、不依限期繳納之
處理、分期處理規定及繳
納機構等事項之處理細
則，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
定之。
道路交通事故駕駛
人、肇事人應處置作為、
現場傷患救護、管制疏
導、肇事車輛扣留、移置
與發還及調查處理之辦
法，由內政部會同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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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適用其行駛及處罰規定；
其駕駛執照考驗及行駛規
定，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定
之。
汽缸排氣量五百五十立
方公分以上之大型重型機車
行駛高速公路，有下列行為
者，處駕駛人新臺幣三千元
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並記
違規點數一點：
一、行駛未經公告允許之路
段。
二、未依公告允許時段規定
行駛。
三、領有駕駛執照，未符合
第二項規定。
四、同車道併駛、超車，或
未依規定使用路肩。
五、未依規定附載人員或物
品。
六、未依規定戴安全帽。
汽缸排氣量五百五十立
方公分以上大型重型機車違
反前項第四款規定或汽車行
駛高速公路有前項第四款前
段之行為，處駕駛人新臺幣
六千元罰鍰。

部、行政院衛生署定之。
大型重型機車，除本
條例另有規定外，比照小
型汽車適用其行駛及處罰
規定；其駕駛執照考驗及
行駛規定，由交通部會同
內政部定之。
汽缸排氣量五百五十
立方公分以上之大型重型
機車行駛高速公路，有下
列行為者，處駕駛人新臺
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
罰鍰，並記違規點數一點：
一、行駛未經公告允許之
路段。
二、未依公告允許時段規
定行駛。
三、領有駕駛執照，未符
合第二項規定。
四、同車道併駛、超車，
或未依規定使用路
肩。
五、未依規定附載人員或
物品。
六、未依規定戴安全帽。
汽缸排氣量五百五十
立方公分以上大型重型機
車違反前項第四款規定或
汽車行駛高速公路有前項
第四款前段之行為，處駕
駛人新臺幣六千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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