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103.01.01-104.01.07修正) 

    （一）修正條文預覽 

    （二）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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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壹、前言 

貳、交通法規修正部分條文 

        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三、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 

1 



（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條文預覽 

103.01.08 

修正日期 

103.06.18 

104.01.07 

7-2、9、31-1、43、45、73、74 

7-1、48、91 

4、9、9-1、12、31、31-1、33、56、69 、 
85-3 

修          正          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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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  (1/16) 

1 、修正違反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規定， 

        或不服從指揮。肇事或致人肇事因而致人受傷 

        或死亡者，應依法負其刑事責任。但因執行交 

        通勤務之警察或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有明顯過 

        失而致之者，不在此限。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條    104.01.07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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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2/16) 
2 、修正規範民眾舉發違規事實，經查證屬實者， 

       應即舉發。但行為終了日起逾七日之檢舉，不 

       予舉發。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條之1    103.06.18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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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3/16) 
3 、修正以固定或非固定式科學儀器或定點當場攔 

       截製單舉發行車超過或未達速度限制者，均應 

       有明顯標示。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條之2    103.01.08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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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締違反速度限制的警示標牌設置距離 

設  置  距  離 

應於100公尺至300公尺
間設置 

應於300公尺至1,000公尺 
間設置 

一般道路 

高速公路 
快速公路 

道路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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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4/16) 

4、修正受處罰人接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後，於三十日內得不經裁決，向指定之處所繳納 

       結案；不服舉發事實者，應於三十日內，向處罰 

       機關陳述意見。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條   103.01.08修正） 

原條文規範15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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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5/16) 

 5、汽車所有人或駕駛人應於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 

       車輛過戶、停駛、復駛、繳交牌照、註銷牌照 

       、換發牌照或駕駛執照前，繳清其所有違反本 

       條例第二章、第三章尚未結案之罰鍰。 

原條文之各項登記修正明列細項為車輛過戶、停駛 

   、復駛、繳交牌照、註銷牌照等。 

原條文之換發牌照、執照前，繳清…….修正為駕駛 

   執照。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條之1    104.01.07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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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6/16) 

 6、修正第 4 項：汽車未領用有效牌照、懸掛他車 

        號牌或未懸掛號牌於道路停車者，依第一 項規 

        定處罰，汽車並當場移置保管及扣繳其牌照。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2條    104.01.07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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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      規      行      為 汽車於道路行駛 汽車於道路停車 

未領用牌照 (第1項-行駛) 
未領用有效牌照(第4項-停車) 

3600 
│ 

10800 

3600 
│ 

10800 

當場移置保管
及扣繳其牌照 

(第4項) 

使用他車牌照(第1項-行駛) 
懸掛他車號牌(第4項-停車) 

3600 
│ 

10800 

牌照吊銷 
(第2項) 

3600 
│ 

10800 

當場移置保管
及扣繳其牌照 

(第4項) 

未懸掛號牌(第1項-行駛) 
未懸掛號牌(第4項-停車) 

3600 
│ 

10800 

牌照吊銷 
(第2項) 

3600 
│ 

10800 

當場移置保管
及扣繳其牌照 

(第4項)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2條第1項與第4項 
部份違規行為處罰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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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7/16) 

 7、修正汽車行駛於道路、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 

        營業大客車、計程車或租賃車輛代僱駕駛人已 

        盡告知義務，乘客仍未繫安全帶時，處罰該乘 

        客。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1條    104.01.07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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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8/16) 

 8、規範汽機車駕駛人行駛於道路，手持香菸、吸 

        食、點燃香菸致有影響他人行車安全之行為者 

        ，處新臺幣600元罰鍰。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1條之1    104.01.07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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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9/16) 

9、修正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有車輪 

       、輪胎膠皮、車輛機件脫落或輪胎胎紋深度不 

       符規定情形，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 3,000元以 

       上6,000元以下罰鍰。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3條    104.01.07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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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10/16) 

10、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任意以迫近、驟然變 

         換車道或其他不當方式，迫使他車讓道或非遇 

         突發狀況，在行駛途中任意驟然減速、煞車或 

         於車道中暫停之情形，處新臺幣6,000 元以上 

          24,000   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3條    103.01.08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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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11/16) 

 11、修正規範汽車駕駛人，佔用自行車專用道爭 

          道行駛，處新臺幣600元以上1,800  元以下 

          罰鍰。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5條    103.01.08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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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專用道舖面上色之規範 

專用道 
區    分 

人    行 
專用道 

自行車 
專用道 

機    車 
專用道 

舖   面   上   色 

綠色 

磚紅色 

藍色 

圖          示 依          據 

設置規則 
第 174條之3 

設置規則 
第 174條 

設置規則 
第 174條 (大型重型以 

 外的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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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12/16) 

 12 、修正規範汽車駕駛人轉彎或變換車道時，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600 元以上1,800 元 
           以下罰鍰。  

第48條第1項第1款至第7款有轉彎也有變換車 

道之違規行為，爰修正第 1項增列變換車道之 

規範。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8條    103.06.18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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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13/16) 

 13.1、修正在設有彎道、險坡、狹路標誌之路段、 
              槽化線、交通島或道路修理地段停車者，處 
              新臺幣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罰鍰。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    104.01.07修正） 

修正前條文： 

    在彎道、陡坡、狹路、槽化線、交通島   

     或道路修理地段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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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13/16) 

 13.2、汽車駕駛人停車時，有併排停車之情事者， 

             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2,400元罰鍰。 

加重處罰，修正前處
罰鍰新臺幣 600元以
上1,200元以下。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    104.01.07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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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14/16) 

 14.1、慢車駕駛人，行進間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 

              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行撥接、通 

              話、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 

              處新臺幣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罰鍰。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3條    103.01.08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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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14/16) 

 14.2、慢車駕駛人，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處新 

              臺幣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罰鍰。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3條    103.01.08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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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14/16) 

 14.3、慢車駕駛人，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者，處新臺幣1,200元以下罰鍰。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3條    103.01.08修正） 
24 



（二）修正內容(15/16) 

 15.1、慢車駕駛人，行經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 

             或行駛至交岔路口轉彎時，未讓行人優先 

             通行，處新臺幣 300元以上 600元以下罰 

             鍰。 行人優先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4條    103.01.08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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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15/16) 

 15.2、慢車駕駛人，於設置有必要之標誌或標線 

             供慢車行駛之人行道上，未讓行人優先通 

             行，處新臺幣 300元以上 600元以下罰鍰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4條    103.01.08修正） 

人車共道，禮讓行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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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16/16) 

 16、檢舉違反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 

          規定行為經查證屬實之人員，應予獎勵。 

危險駕駛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1條    103.06.18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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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103.01.01-104.01.07修正) 

（一）修正條文預覽 

（二）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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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修正條文預覽 

103.03.27 

修正日期 

103.09.30 

103.12.31 

90、91、94、120、124-1、126、128 

87、附件15 

2、3、16、20、38、附件7 

修          正          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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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1/11) 

1、「殘障用特製車」名詞修正為「身心障礙者 

      用特製車」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2條    103.12.31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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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2/11) 

2、增訂「三輪機車」車型定義，並刪除專供肢 

       體障礙身心障礙者用之機車得為三輪型式之 

       規定。 

不限使用對象及不限車種，開 
放三輪機車牌照。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3條    103.12.31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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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3/11) 

3、刪除汽車運輸業及修理業得申領試車牌照之資 
       格。 

汽車運輸及修理業使用之 
車輛已領有牌照，如需要 
試行汽車時，可申領臨時 
牌照憑用。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20條    103.12.31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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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4/11) 

4、增訂大型重型三輪機車全寬不得超過2公尺 

       之規定。 

參考歐盟EEC機車規格指令(Regulation 
No168/2013)對大型重型機車全寬上限規定。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38條    103.12.31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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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身心障礙者用特製車外之機車全寬限制 

小型輕型 
機        車 

普通輕型 
機        車 

普通重型
機        車 

大型重型
二輪機車 

大型重型
三輪機車 

不得超過 
1  公尺 

不得超過 
1．3公尺 

不得超過 
1．3公尺 

不得超過 
1．3公尺 

不得超過 
2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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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5/11) 

5、增訂警備車、消防車及救護車之駕駛人，依 

       法執行任務所必要或其他法令許可者，得不 

       受前項第三款之限制。 

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 

、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 

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或其 

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0條    103.03.27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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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6/11) 

6、汽車行駛時，不得任意以迫近、驟然變換車 

       道或其他不當方式，迫使他車讓道。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1條    103.03.27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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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7/11) 

7.1、汽車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擬超越前車外， 

          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 

          ，不得任意以迫近或其他方式，迫使前車讓 

          道。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1項103.03.27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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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7/11) 

7.2、汽車除遇突發狀況必須減速外，不得任意驟 

          然減速、煞車或於車道中暫停。前車如須減 

          速暫停，駕駛人應預先顯示燈光或手勢告知 

          後車，後車駕駛人應隨時注意前車之行動。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2項103.03.27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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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7/11) 
7.3、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 

          併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不得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  

          。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    103.03.27修正） 
40 

影音/102.03.07高速公路當賽車場,國道飆車互撞釀車禍.mpeg


（二）修正內容(8/11) 

8.1、增列慢車駕駛人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０‧15  毫克或血 

          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０‧０3以上。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20條    103.03.27修正） 

101.12.22前，慢車無酒駕規範。 

101.12.22修正第126條，慢車酒駕比照 
   第114條汽車酒駕標準。 

103.03.27第120條增列慢車酒駕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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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8/11) 

8.2、增訂慢車行駛於道路時，駕駛人不得以手持 

          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 

          置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 

          駛安全之行為。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20條    103.03.27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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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9/11) 

9、公路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 

       關得在不妨礙通行或行車安全無虞之原則， 

       於人行道設置必要之標誌或標線供慢車行駛 

       。慢車應依標誌或標線之指示行駛，並應讓 

       行人優先通行。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24條之1    103.03.27修正） 

行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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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10/11) 

10、第二項所稱之其他危險方式駕駛，如包括吸 

         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或其相類似管制 

         藥品，或服用藥物不能對所駕車輛為正常控 

         制等之駕駛行為。 
修正前條文： 

    第 2項所稱之其他危險方式駕駛，如包括 因飲用酒類或其他 

類似物超過第114條第 2款規定標準、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 

藥品或其相類似管制藥品，或服用藥物不能對所駕車輛為正常 

控制等之駕駛行為。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26條    103.03.27修正） 

慢車酒駕標準第120條已增訂規範， 
比照第114條酒駕標準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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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11/11)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28條    103.03.27修正） 

11、慢車在夜間行駛應開啟燈光。 

修正前條文： 

    慢車有燈光設備者，應保持良好與完整，在夜間行駛應開啟燈光。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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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 
        (103.01.01-104.01.07修正) 

       （一）修正條文預覽 

       （二）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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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修正條文預覽 

103.12.29 

修正日期 修          正          條          文 

12、19、刪除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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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1/3) 

1、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不得停車之 

       處所，收費站已廢除，爰將收費站區予以刪 

       除。 

（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12條    103.12.29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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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2/3) 

2、不得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之人員、車輛 

       ，增列市區雙層公車。 

（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19條    103.12.29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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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3/3) 

3、 規範汽車駛進高速公路收費站，應遵守行駛 

       過站繳費之規定，因收費站已廢除，本條文 

       予以刪除。  

（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23條    103.12.29修正） 
50 



․酒精濃度超過標準駕車 
․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等類似管制藥品駕車 

․罰鍰15,000~90,000元、移置保管汽車 

未肇事 

․吊扣駕照 1年 
 

․附載未滿12歲兒童 

  吊扣駕照 2年 
 

․營業大客車吊銷駕  

  照 4年內不得考領 

致人重傷或死亡 

․吊銷駕照終身 

  不得考領 

因而肇事致人受傷 

․吊扣駕照 2年 

․加倍吊扣駕照 

  （4年） 

因而肇事且附載未 

滿12歲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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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濃度超過標準駕車 
․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等類似管制藥品駕車 

罰鍰90,000元 

致人重傷或死亡 

․吊銷駕照終身不得再考領 

五年內違反規定二

次以上  

不停車接受稽查或 

拒絕接受測試檢定 

․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 

․吊銷駕照 3年內不得考領 

 

罰鍰90,000元 

․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 

․吊銷駕照 3年內不得考領 

․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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