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安全性調查召回改正及監督管理辦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汽車安全性調查召回改正及監督管理辦法自九十三年十一月十日訂
定發布，其後歷經一次檢討修正。針對近期汽機車召回改正實務作業所
面臨之問題，及因應國內消保意識抬頭，辦理汽車安全性申訴案件通報、
登錄、彙整及判斷分析作業如何加強對業者管理強度及因應實務需要檢
討相關法令規定，並參酌近年案例進行檢討，提出可予精進作為及法規
檢討事宜。本次修正共計八條，修正重點如下：
一、為提升召回改正成效，應公開揭露召回改正訊息，故增訂要求
業者應於該公司、該車輛廠牌網站首頁公告召回改正資訊。(修
正條文第十三條及第十五條)
二、因應實務作業需要，修正安全性召回改正計畫應載明事項內容。
(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三、明定委託代寄後註記通知作業程序。(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四、明定經交通部同意之召回改正案件，該案所涉車輛應完成召回
改正後再辦理定期檢驗。(修正條文第十八條之一)
五、增訂經交通部認定有繼續執行必要者，得不受延長一次為限之
限制。(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六、因應實務作業需要，修正停止提送召回改正執行紀錄報告之申
請條件。(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七、規範汽車製造廠、進口商或進口人拒絕、規避或阻撓專業機構
依第六條所為通知提供說明資料者之罰則。(修正條文第二十一
條)

汽車安全性調查召回改正及監督管理辦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三條 製造廠、進口商 第十三條 製造廠、進口商 為提升召回改正成效，應公
或進口人依第二條第一項 或進口人依第二條第一項 開揭露召回改正訊息，俾利
對汽車召回改正，應於大 對汽車召回改正，應於大 車主知悉並回廠辦理相關作
眾傳播媒體及公司、車輛 眾傳播媒體公告並以其他 業，故增訂要求業者應於該
廠牌網站首頁或社群媒體 有效方式通知車主，且於 公司或該車輛廠牌網站首頁
公告，並以其他有效方式 公告或通知後十五日內向 公告召回改正資訊(亦得以
通知車主，且於公告或通 專業機構提出其汽車安全 連結方式提供) ，若無公司
知後十五日內向專業機構 性召回改正計畫。
網站者，得於其他社群媒體
提出其汽車安全性召回改
(如臉書、LINE…等)公告替
正計畫。
代之。
第十五條 製造廠、進口商 第十五條 製造廠、進口商 為提升召回改正成效，應公
或進口人經交通部依第十 或進口人經交通部依第十 開揭露召回改正訊息，俾利
一條第一項責令召回改正 一條第一項責令召回改正 車主知悉並回廠辦理相關作
者，應自接獲通知翌日起 者，應自接獲通知翌日起 業，故增訂要求業者應於該
十五日內，向專業機構提 十五日內，向專業機構提 公司或該車輛廠牌網站首頁
出其汽車安全性召回改正 出其汽車安全性召回改正 公告召回改正資訊(亦得以
計畫，並於召回改正執行 計畫，並於召回改正執行 連結方式提供)，若無公司網
前 向 大 眾 傳 播 媒 體 及 公 前向大眾傳播媒體公告及 站者，得於其他社群媒體(如
司、車輛廠牌網站首頁或 以 其 他 有 效 方 式 通 知 車 臉書、LINE…等)公告替代
社群媒體公告，且以其他 主。
之。
有效方式通知車主。
第十七條 製造廠、進口商 第十七條 製造廠、進口商 依據第十八條規定已明定召
或進口人依本辦法所提之 或進口人依本辦法所提之 回改正之公告內容，故現行
汽車安全性召回改正計畫 汽車安全性召回改正計畫 實務作業均要求車輛業者提
內容，應載明下列項目： 內容，應載明下列項目： 報召回改正計畫時應一併檢
一 、 召 回 改 正 之 汽 車 廠 一 、 召 回 改 正 之 汽 車 廠 附公告內容，以供專業機構
牌、車型、出廠日期、
牌、車型、出廠日期、查核確認，為使相關規定更
車身號碼或引擎號
車 身 號 碼 或 引 擎 號 臻明確，以利車輛 業 者配
碼、數量等相關資料。
碼、數量等相關資料。合，爰修正第一項第五款規
二、安全性項目及其安全 二、安全性項目及其安全 定。
影響說明。
影響說明。
三、召回改正汽車實施之 三、召回改正汽車實施之
改正措施，如零件更
改正措施，如零件更
換、修理、檢查、校
換、修理、檢查、校
正、調整或其他必須
正、調整或其他必須
變更之技術摘要。
變更之技術摘要。
四、實施召回改正之程 四、實施召回改正之程
序，包括通知車主方
序，包括通知車主方
式、車主受通知開始
式、車主受通知開始
與結束日期、召回改
與結束日期、車輛召

正開始日期、執行地
回改正開始日期、執
點、每車執行改正所
行地點、每車執行改
需時間、預定完成召
正所需時間、預定完
回改正日期。
成召回改正日期。
五、召回改正之公告及車 五、召回改正之車主通知
主通知書內容、處理
書內容、處理聯絡單
聯絡單位及免付費查
位及免付費查詢電
詢電話。
話。
六、完成召回改正車輛之 六、完成召回改正車輛之
辨識方式。
辨識方式。
第十八條 製造廠、進口商 第十八條 製造廠、進口商 一、為提升召回改正執行成
或進口人實施汽車安全性 或進口人實施汽車安全性
效，現行經委由指定之
召回改正，應於公告及通 召回改正，應於公告及通
公路監理車籍資料維護
知書之內容明顯處，以顯 知書之內容明顯處，以顯
機構代為寄發車主通知
著字體註明「安全性召回 著字體註明「安全性召回
書後，即同步於未完成
改正」之文字，並應至少 改正」之文字，並應至少
召回改正車輛之公路監
載明召回改正之製造廠、 載明召回改正之製造廠、
理車籍資料註記未完成
進口商或進口人名稱、地 進口商或進口人名稱、地
召回改正之訊息，並於
址、汽車廠牌、車型、安 址、汽車廠牌、車型、安
車主辦理相關監理業務
全性召回改正項目、安全 全性召回改正項目、安全
時，由公路監理機關或
影響說明、處理聯絡單 影響說明、處理聯絡單
受委託辦理檢驗單位告
位、免付費查詢電話及汽 位、免付費查詢電話及汽
知提醒車主尚有未完成
車召回改正費用由製造 車召回改正費用由製造
之召回改正作業，以利
廠、進口商或進口人負擔 廠、進口商或進口人負擔
車主知悉並盡速回廠改
等內容說明。
等內容說明。
正，爰以修正第二項，
經依前項規定寄發召
經依前項規定寄發召
將對未完成召回改正車
回改正車主通知書後，如 回改正車主通知書後，如
輛於車籍資料註記未完
因車主異動、地址變更或 因車主異動、地址變更或
成召回改正之訊息規
郵遞退件等情形，致確實 郵遞退件等情形，致確實
定，俾利辦理相關事宜。
無法通知車主知悉召回改 無法通知車主知悉召回改 二、針對註記未完成召回改
正時，得向專業機構提出 正時，得向專業機構提出
正車輛，公路監理機關
申請，並經專業機構審核 申請，並經專業機構審核
或受委託辦理檢驗單位
報經交通部同意後，委由 報經交通部同意後，委由
告知提醒車主尚有未完
指定之公路監理車籍資料 指定之公路監理車籍資料
成之召回改正作業；另
維護機構對未完成召回改 維護機構代為寄發。
於車主完成召回改正
正車輛於車籍資料註記及
後，車輛業者應通知公
代為寄發。
路監理車籍資料維護機
經註記未完成召回改
構取消該車輛註記，以
正車輛，公路監理機關或
免造成車主困擾，爰增
受委託辦理檢驗單位於車
訂第三項明定通知提醒
主辦理車籍異動或檢驗業
車主與取消註記之規
務時，應告知車主辦理召
定。
回改正。俟其完成召回改
正後，製造廠、進口商或

進口人應通知公路監理車
籍資料維護機構取消該車
輛註記。
第十八條之一 召回改正案
件因有違反車輛安全法規
或重大危害行車安全之
虞，經專業機構報請交通
部同意者，該車輛應先完
成召回改正後，始得辦理
定期檢驗。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所有召回改正案件
中，部分案件之瑕疵類
型，可能有違反車輛安
全法規或重大危害行車
安全之虞等情況，有必
要強制車主回廠配合辦
理召回改正作業，以保
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爰訂定經專業機構認有
必要時，得報請交通部
同意特定案件所涉未完
成召回改正車輛，應完
成召回改正後始得辦理
定期檢驗。
第十九條 製造廠、進口商 第十九條 製造廠、進口商 因實務上確有部分案件須再
或進口人未能於汽車安全 或進口人未能於汽車安全 次延長執行期限，以完成召
性召回改正計畫預定日期 性召回改正計畫預定日期 回改正作業，故規範經交通
完成召回改正作業者，得 完成召回改正作業者，得 部認定有繼續執行 之 必要
於屆期前三十日內提出具 於屆期前三十日內提出具 者，得不受延長一次為限之
體改善計畫向專業機構申 體改善計畫向專業機構申 限制，爰修正現行條文第十
請延長，由專業機構審查 請延長，由專業機構審查 九條規定。
後報請交通部同意，並以 後報請交通部同意，並以
延長一次為限。但經交通 延長一次為限。
部認定有繼續執行必要
者，延長次數不以一次為
限。
第二十條 製造廠、進口商 第二十條 製造廠、進口商 鑒於車輛於辦理召回改正作
或進口人進行汽車召回改 或進口人進行汽車召回改 業時，可能因車主意願、車
正，應於每月十五日前， 正，應按月於每月十五日 輛轉售等因素，致使召回改
以書面方式向專業機構提 前以書面方式向專業機構 正完成率無法達到百分之九
送前一個月召回改正執行 提送前一個月召回改正執 十以上，現行實務作業中針
紀錄報告。
行紀錄報告。
對此類案件均要求應委託寄
製造廠、進口商或進
製造廠、進口商或進 發二次車主通知書，以確認
口人依召回改正計畫完成 口人依召回改正計畫完成 業者善盡通知車主之責任，
改正後，應於十五日內作 改正後，應於十五日內作 方得符合繼續執行顯有困難
成汽車安全性召回改正報 成汽車安全性召回改正報 之條件，故因應實務作業需
告，提送專業機構查核認 告提送專業機構查核認可 要，爰修正現行條文第二十
可後，送請交通部備查。 後，送請交通部備查。 條第四項申請停止提送召回
製造廠、進口商或進
製造廠、進口商或進 改正執行紀錄報告之條件。
口人召回改正完成率達百 口人召回改正完成率達百

分之九十以上或繼續執行 分之九十以上，經專業機
顯有困難，經專業機構查 構查核確認其繼續執行顯
核確認者，得報經交通部 有困難者，得報經交通部
同意後，停止提送召回改 同意後，停止提送召回改
正執行紀錄報告，並作成 正執行紀錄報告，並作成
汽 車 安 全 性 召 回 改 正 報 汽車安全性召回改正報告
告，提送專業機構查核認 提 送 專 業 機 構 查 核 認 可
可後，送請交通部備查。 後，送請交通部備查。
第二十一條 製造廠、進口 第二十一條 製造廠、進口 專業機構接獲車輛安全性申
商或進口人拒絕、規避或 商或進口人拒絕、規避或 訴案件通報資料後，應通知
阻撓交通部依第二條所為 阻撓交通部依第二條所為 製造廠、進口商或進口人提
之調查或專業機構依第六 之調查者，依消費者保護 供說明資料，該資料係用於
條所為之通知提供說明資 法相關規定處罰之。
判斷是否有重大危害行車安
料者，由交通部依消費者
全之虞的重要基礎，對於安
保護法相關規定處罰之。
全性通報調查作業進行有重
大影響，且亦屬於消費者保
護法第三十三條所規範之調
查方式之一，故為使安全性
通報調查作業進行更為順遂
及基於保護消費者之權益，
引用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定
(如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七
條規定)處罰，爰增訂相關罰
則，並明定處罰機關為交通
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