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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453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11月23日印發

政府提案第 3502 號之 8

案由：國防部函，為修正「國軍編制內軍用車輛管理及處罰辦法」
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國防部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8 月 5 日
發文字號：國規委會字第 1050000043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一、發布令影本，紙本，1，頁。二、修正條文，紙本，4，頁。三、總說明，紙本，2，頁
。四、條文對照表，紙本，9，頁。
主旨：「國軍編制內軍用車輛管理及處罰辦法」部分條文，業經本部於 105 年 8 月 5 日以國規委會
字第 1050000041 號令修正發布，檢送發布令影本、修正條文、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1 份
，請查照。
正本：立法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含附件，請查照）、國防部法律事務司、國防部政務辦公室、國防部參謀本
部後勤參謀次長室（均含附件，請照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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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8 月 5 日
發文字號：國規委會字第 1050000041 號

修正「國軍編制內軍用車輛管理及處罰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國軍編制內軍用車輛管理及處罰辦法」部分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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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編制內軍用車輛管理及處罰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三

條

軍車管理作業權責區分如下：
一、軍車駕駛執照製發、考驗、換補、移轉等作業程序之研訂及重大交通事故之
預防，由國防部陸軍司令部（以下簡稱陸軍司令部）主管。
二、軍事需要之交通管制、重大交通事故之處理及違規統計，由國防部憲兵指揮
部（以下簡稱憲兵指揮部）主管。
三、軍車保險及重大交通事故賠償規定之研訂，由國防部後備指揮部（以下簡稱
後備指揮部）主管。

第二十一條

軍車發生重大交通事故，依下列規定處罰之：
一、所屬各級主官（管）、帶隊官及車長。
(一)一次致死一人者，連長（中隊長）、車長申誡，排長（分隊長）或帶隊官
記過一次。
(二)一次致死二人以上者，連長（中隊長）、排長（分隊長）或帶隊官記過一
次，營長（大隊長）或車長申誡。
(三)於行人穿越道致人死亡，得依前二目規定加重處罰。
(四)一次造成人員重傷或死亡，各級主官及有關人員依情節輕重議處。
(五)前四目其同單位之副主官及政戰主管，依主官懲度低一級處罰。
二、汽車連、營（中隊、大隊）在一個月內發生二次以下重大交通事故者，其連
長（中隊長）、排長（分隊長）記過一次，營長（大隊長）申誡；三次以上者
，其連長（中隊長）、排長（分隊長）予記大過一次，營長（大隊長）記過一
次以上之處罰，其副主官（含政戰）依主官懲度低一級處罰。
三、私自借調車輛與其他單位使用或私自允許無照人員駕駛其車輛因而發生重大
交通事故者，其單位主官（管）及駕駛人員，視情節予以記過一次以上之處罰
。
四、私自將車輛駛出營區或發生車輛遺失者，其車輛管理人及駕駛視情節予以記
過一次以上處罰或依法處理。
五、機關、學校編制輪型車輛不足二十輛之單位，每月發生重大交通事故一次以
上者，其主官及車輛管理人應檢討議處；在二十輛以上者，依第二款規定處罰
。
六、駕駛人之處罰如下：
(一)構成重大交通事故責任者，除吊銷駕照外，並予記大過一次至二次，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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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者，予以降級。
(二)未構成重大交通事故責任者，依情節予以處罰。
(三)在鐵路平交道、行人穿越道發生重大交通事故者，駕駛人應吊銷駕照，並
依第一目處罰。
七、各級負責處理交通事故單位，未依規定呈報重大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者，議
處其單位主官（管）及承辦人。
八、各單位之車輛及隨車駕駛人已納入集用場者，依情節議處集用場作業人員，
其他調用、支援、配屬者，各按權責劃分規定辦理。
前項重大交通事故之處罰，應於調處完畢檢討辦理，每月終了再行統計結算。
第二十六條之一

各級承辦退伍換證人員違反第五條所定處理時限者，記過一次，其單位主官（
管）申誡一次至二次。

第二十七條

軍車之使用違反第十一條、第十二條規定者，車長、用車人或駕駛人申誡一次至二
次。

第三十條

軍車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情形之一者，除涉及刑事責任依
法辦理外，其車屬主官（管）及車輛管理人員記過一次至二次。

第三十一條

軍車行駛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十三條規定情形之一者，車屬主官（管）及車
輛管理人員記過一次至二次，駕駛人申誡一次至二次。

第三十四條

軍車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十九條規定之情形者，車屬主官（管）及車輛管理
人員申誡一次至記過一次。
軍車駕駛人行車前未能確實檢查車況，致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十九條規定
之情形者，申誡一次至記過一次。

第三十六條

軍車駕駛人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情形之一者，記過一次
至記大過一次。
軍車駕駛人隸屬單位主官（管）及車輛管理人員，允許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之違規駕駛人駕駛軍車者，記過二次至大過二次。但
已善盡查證駕駛人駕駛執照資格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注意而仍不免發生違規者，不
在此限。

第三十七條

無軍車駕駛執照駕駛軍車者，申誡二次至記過一次；因而肇事者，依道路交通管理
相關法令辦理。

第四十一條

軍車裝載時，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二十九條之一、第二十九條
之二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五項、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情形之一者，用車單位主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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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誡一次至二次、車長記過一次，駕駛人記過一次至二次。
第四十二條

（刪除）

第四十三條

軍用機車附載人員或物品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五項規定之情形者
，駕駛人申誡一次至二次。

第四十四條

駕駛軍車及軍用機車違反第十九條規定者，記過一次至二次。

第四十五條

軍車駕駛人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一項或第四項情形之一者，除涉
及刑事責任依法辦理外，記過二次至記大過一次。車輛駕駛人當場禁止其駕駛及吊扣
駕駛執
照六個月，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參加考驗核發駕
駛執照。
軍車駕駛人隸屬單位主官（管）及車輛管理人員，明知軍車駕駛人有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形，而不予禁止駕駛者，記過一次至二次。

第五十一條

軍車駕駛人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四十三條規定之情形者，記過一次至記大過
一次。因而肇事者，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第五十五條

軍車駕駛人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四十七條規定情形之一者，申誡一次至記過
一次。

第六十一條

軍車駕駛人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五十四條規定情形之一者，記過二次至記大
過一次，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三個月。

第六十五條

軍車駕駛人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五十九條規定之情形者，申誡一次至二次。

第六十六條

軍車排放空氣污染物超過交通工具空氣污染排放標準者，車屬單位主官（管）申誡
一次，車輛管理人員申誡二次，駕駛人記過一次，並應即改善。如經舉發仍未改善者
，車屬主官（管）記過一次，車輛管理人員記過二次，駕駛人記大過一次，車屬單位
上一級主官（管）申誡一次。

第六十七條

軍車駕駛人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條第一項規定情形之一者，駕駛人及車
長申誡一次至記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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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編制內軍用車輛管理及處罰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國軍編制內軍用車輛管理及處罰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六十一年八月十八日發布施行後
，曾經八次修正，最近一次於一百零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修正施行。茲為配合國防組織調整及一百零
四年五月六日修正施行之陸海空軍懲罰法刪除士兵禁閉及管訓等懲罰種類，並使權責長官得視個案
情形為懲度之裁量，爰修正本辦法，其要點如下：
一、軍車保險與重大事故賠償規定之研訂權責，由國防部陸軍司令部調整為國防部後備指揮部。（
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刪除士兵禁閉及管訓之懲罰種類，並修正軍用車輛駕駛人一致之懲罰基準，避免因身分階級不
同而有差別待遇。（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二十七條、第三十條、第三
十一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三條至第四十五條、
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五條、第六十一條及第六十五條至第六十七條）
三、考量車長有督導駕駛人行車安全之責，增列車長為懲罰對象。（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
四、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用語，修正本辦法用詞。（修正條文第三十條、第三十四條、第
三十七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四條、第五十五條、第六十五條及第六十七條
）
五、考量違規行為有諸多態樣，應就個案性質適度定其懲罰，並賦予核定懲罰權責長官視個案情形
為懲度之裁量權限，爰修正最重及最輕懲度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條、第三十四條、第
四十三條至第四十五條及第五十一條）
六、調整駕駛人之懲度，並增訂軍車駕駛人行車前未能確實檢查車況，致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十九條規定情形之懲罰。（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
七、修正駕駛人有違規行為，隸屬單位主官（管）及車輛管理人員負督導或管理疏失之責。（修正
條文第三十六條）
八、軍車裝載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條規定情形，相關人員之懲罰，已合併於修正條文第
四十一條定之，爰刪除現行條文第四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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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編制內軍用車輛管理及處罰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三條

軍車管理作業權責區

條

第三條

軍車管理作業權責區

一、為使作業權責更為明確，

分如下：
一、軍車駕駛執照製發、考

分如下：
一、軍車駕駛執照製發、考

第一款至第三款酌作文字修
正。

驗、換補、移轉等作業程
序之研訂及重大交通事故

驗、換補（具有統一性質
者）及重大交通事故之預

二、有關軍車保險及重大交通
事故賠償規定之研訂權責，

之預防，由國防部陸軍司
令部（以下簡稱陸軍司令

防，由國防部陸軍司令部
（以下簡稱陸軍司令部）

由國防部陸軍司令部主管，
因配合國防組織及業務執行

部）主管。
二、軍事需要之交通管制、

主管。
二、軍事需要之交通管制、

調整，修正為國防部後備指
揮部。

重大交通事故之處理及違
規統計，由國防部憲兵指

重大交通事故之處理，及
與有關機關之協調、策劃

揮部（以下簡稱憲兵指揮
部）主管。

、執行，由國防部憲兵指
揮部（以下簡稱憲兵指揮

三、軍車保險及重大交通事
故賠償規定之研訂，由國

部）主管。
三、軍車保險及重大事故賠

防部後備指揮部（以下簡
稱後備指揮部）主管。

償之規定，其協調策劃執
行，由陸軍司令部主管。

第二十一條 軍車發生重大交
通事故，依下列規定處罰之

第二十一條 軍車發生重大交
通事故，依下列規定處罰之

一、因重大交通事故致死，或
重傷致死，其結果均為死亡

：
一、所屬各級主官（管）、

。
一、所屬各級主官（管）、

，爰刪除第一款第一目「（
重傷致死）」之規定。

帶隊官及車長。
(一)一次致死一人者，連

帶隊官及車長。
(一)一次致死一人（重傷

二、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配
合法制體例，酌作文字修正

長（中隊長）、車長
申誡，排長（分隊長

致死）者，連長（中
隊長）、車長申誡，

。又部分肇事原因係行人違
法穿越行人穿越道所致，爰

）或帶隊官記過一次
。

排長（分隊長）或帶
隊官記過一次。

賦予裁量空間。
三、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所定

(二)一次致死二人以上者
，連長（中隊長）、

(二)一次致死二人以上者
，連長（中隊長）、

「一次造成重大傷亡」意涵
不明確，修正為「重傷或死

排長（分隊長）或帶
隊官記過一次，營長

排長（分隊長）或帶
隊官記過一次，營長

亡」，以免適用疑義，並酌
作文字修正。

（大隊長）或車長申
誡。

（大隊長）或車長申
誡。

四、本辦法第二十條第三款已
明定財產損失賠償達保險金

(三)於行人穿越道致人死
亡，得依前二目規定

(三)於行人穿越道致人傷
亡，依前二目規定加

額百分之五十以上標準，並
經鑑定負主要責任者，亦屬

加重處罰。
(四)一次造成人員重傷或

倍處罰。
(四)一次造成重大傷亡，

重大交通事故，不限於人員
重傷或死亡，爰第一項第二

死亡，各級主官及有

各級主官及有關人員

款「縱未造成人員傷亡」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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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人員依情節輕重議
處。

依情節輕重從嚴議處
。

屬贅詞，予以刪除。
五、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配

(五)前四目其同單位之副
主官及政戰主管，依

(五)以上各目其同單位之
副主官及政戰主管，

合體例，酌作文字修正。
六、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主官懲度低一級處罰
。

比照主官低一級處罰
。

例（下稱本條例）之用語，
將「駕駛人員」修正為「駕

二、汽車連、營（中隊、大
隊）在一個月內發生二次

二、汽車連、營（中隊、大
隊）在一個月內發生重大

駛人」。衡酌駕駛人有違規
行為時，其懲罰不宜因其身

以下重大交通事故者，其
連長（中隊長）、排長（

交通事故者，縱未造成人
員傷亡，其連長（中隊長

分階級不同而有差別，爰將
第一項第六款第一目懲罰之

分隊長）記過一次，營長
（大隊長）申誡；三次以

）、排長（分隊長）記過
一次，營長（大隊長）申

懲度，由「軍官撤職，士官
悔過，士兵予以管訓」均修

上者，其連長（中隊長）
、排長（分隊長）予記大

誡；三次以上者，其連長
（中隊長）、排長（分隊

正為「降級」。
七、第一項第六款第二目所定

過一次，營長（大隊長）
記過一次以上之處罰，其

長）予記大過一次，營長
（大隊長）記過一次以上

「未構成重大交通事故責任
者」，係指第二十條第四款

副主官（含政戰）依主官
懲度低一級處罰。

之處罰，其副主官（含政
戰）比照主官低一級處罰

所定「車輛損毀達四級以上
保養修護程度」之情形，駕

三、私自借調車輛與其他單
位使用或私自允許無照人

。
三、私自借調車輛與其他單

駛人既無肇事責任，亦無負
擔主要責任，不宜以違規處

員駕駛其車輛因而發生重
大交通事故者，其單位主

位使用或私自允許無照人
員駕駛其車輛因而發生重

罰，爰將本目所定「以違規
處罰」修正為「依情節予以

官（管）及駕駛人員，視
情節予以記過一次以上之

大交通事故者，其單位主
官（管）及駕駛人員，視

處罰」。
八、因第二十條重大交通事故

處罰。
四、私自將車輛駛出營區或

情節予以記過以上之處罰
。

之定義，包含人員傷亡及財
物損毀，為免文義矛盾，爰

發生車輛遺失者，其車輛
管理人及駕駛視情節予以

四、私自將車輛駛出營區或
發生車輛遺失者，其車輛

刪除第一項第六款第三目「
不論有無傷亡或財物損毀」

記過一次以上處罰或依法
處理。

管理人及駕駛視情節予以
記過以上處罰或依法處理

五、機關、學校編制輪型車
輛不足二十輛之單位，每

。
五、機關、學校編制輪型車

月發生重大交通事故一次
以上者，其主官及車輛管

輛不足二十輛之單位，每
月發生重大交通事故一次

理人應檢討議處；在二十
輛以上者，依第二款規定

者，其主官及車輛管理人
應檢討議處，車輛編制在

處罰。
六、駕駛人之處罰如下：

二十輛以上者，比照第二
款汽車部隊之處罰。

(一)構成重大交通事故責
任者，除吊銷駕照外

六、駕駛人員之處罰如下：
(一)構成重大交通事故責

，並予記大過一次至
二次，情節重大者，

任者，除吊銷駕照外
，並予記大過一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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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降級。
(二)未構成重大交通事故

次，情節重大者，軍
官撤職，士官悔過，

責任者，依情節予以
處罰。

士兵予以管訓。
(二)未構成重大交通事故

(三)在鐵路平交道、行人
穿越道發生重大交通

責任者，以違規處罰
。

事故者，駕駛人應吊
銷駕照，並依第一目

(三)在鐵路平交道、行人
穿越道發生重大交通

處罰。
七、各級負責處理交通事故

事故者，不論有無傷
亡或財物損毀，駕駛

單位，未依規定呈報重大
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者，

人應吊銷駕照，並依
第一目處罰。

議處其單位主官（管）及
承辦人。

七、各級負責處理交通事故
單位，未依規定呈報重大

八、各單位之車輛及隨車駕
駛人已納入集用場者，依

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者，
議處其單位主官（管）及

情節議處集用場作業人員
，其他調用、支援、配屬

承辦人。
八、各單位之車輛及隨車駕

者，各按權責劃分規定辦
理。

駛人已納入集用場者，依
情節議處集用場作業人員

前項重大交通事故之處
罰，應於調處完畢檢討辦理

，其他調用、支援、配屬
者，各按權責劃分規定辦

，每月終了再行統計結算。

理。
前項重大交通事故之處
罰，應於調處完畢檢討辦理
，每月終了再行統計結算。

第二十六條之一 各級承辦退
伍換證人員違反第五條所定

第二十六條之一 各級承辦退
伍換證人員違反第五條所定

配合陸海空軍懲罰法已刪除士
兵禁閉及管訓之懲罰種類，及

處理時限者，記過一次，其
單位主官（管）申誡一次至

處理時限者，軍（士）官記
過一次，士兵禁閉七日，其

衡酌承辦人員有違反規定或駕
駛人有違規行為時，其懲罰不

二次。

單位主官（管）申誡一次至
二次。

宜因其身分階級不同而有差別
，爰刪除現行士兵禁閉之懲罰
規定。

第二十七條

軍車之使用違反

軍車違反第十一

一、修正懲罰對象及種類，理

第十一條、第十二條規定者
，車長、用車人或駕駛人申

條、第十二條規定者，用車
人或駕駛人，屬軍（士）官

由同第二十六條之一說明，
並酌作文字修正。

誡一次至二次。

者，申誡一次至二次，屬士
兵者禁閉三日至五日。

二、車長負責督導車輛執勤時
駕駛人及行車安全，懲罰對

第二十七條

象爰增列車長，以為周延。
三、本條所稱用車人，係指車
輛申請人及使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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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 軍車有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

第三十條 軍車有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十二條規定情

一、修正懲罰對象及種類，理
由同第二十六條之一說明。

規定情形之一者，除涉及刑
事責任依法辦理外，其車屬

形之一者，除涉及刑事責任
者依法辦理外，其車屬主官

二、本條僅限於有本條例第十
二條第一項所定情形之一予

主官（管）及車輛管理人員
記過一次至二次。

（管）及車輛管理人員記過
一次至記大過一次，駕駛軍

以處罰，爰增列「第一項」
文字，以明確規範範圍。

（士）官記過一次至記大過
一次，士兵禁閉五日至七日

三、配合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
項所定違規行為，屬車輛有

。

未領用車牌、遭吊（註）銷
車輛牌照（證）或報廢登記
車輛等情事者，係處罰汽車
所有人而非駕駛人，爰刪除
對駕駛人之懲罰，並修正現
行車屬主官（管）及車輛管
理人員之懲度。

第三十一條

軍車行駛有道路

軍車行駛有違道

一、本條例第十三條各款所定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十三條規
定情形之一者，車屬主官（管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十三
條規定情形之一者，車屬主

情形已屬違規行為之態樣，
爰將「違」字刪除。

）及車輛管理人員記過一次至
二次，駕駛人申誡一次至二次

官（管）及車輛管理人員申
誡一次至二次，駕駛軍（士

二、本條例第十三條係規範牌
照污損，對汽車所有人之處

。

）官記過一次至二次，士兵
禁閉五日至七日。

分，本條對駕駛人之處分卻
高於對管理人之處分，顯有

第三十一條

失衡，爰修正管理人員及駕
駛人懲度。
三、修正懲罰對象及種類，理
由同第二十六條之一說明。
第三十四條 軍車有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第十九條規定

第三十四條 軍車有違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十九條規

一、第一項修正懲罰對象及種
類，理由同第二十六條之一

之情形者，車屬主官（管）
及車輛管理人員申誡一次至

定情形之一者，其車屬主官
（管）及車輛管理人員申誡

說明。另考量本條例第十九
條所定軍車煞車未調整完妥

記過一次。
軍車駕駛人行車前未能

一次至記過一次，駕駛軍（
士）官記過一次至記大過一

或方向盤為保持穩定準確，
均屬可歸責於車輛管理人員

確實檢查車況，致有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十九條規

次，士兵禁閉五日至七日。

之情形，且駕駛人係獲准使
用車輛始駕駛軍車，故現行

定之情形者，申誡一次至記
過一次。

條文所定駕駛人之懲度應適
度調輕，為使權責長官得視
個案情形為懲度之裁量，爰
修正懲度。
二、因軍車駕駛人行車前應有
檢查車況之義務，違反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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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懲罰，爰增訂第二項規定
。
第三十六條 軍車駕駛人有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

第三十六條 軍車駕駛人有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

一、修正懲罰對象及種類，理
由同第二十六條之一說明。

一條第一項規定情形之一者
，記過一次至記大過一次。

一條規定情形之一者，軍（
士）官記過一次至記大過一

另定明本條係違反本條例第
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軍車駕駛人隸屬單位主
官（管）及車輛管理人員，

次，士兵禁閉七日至十四日
，其隸屬單位主官（管）及

二、懲罰應有法定事由始得為
之，不得因他人有違規行為

允許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車輛管理人員連帶議處。

而連帶受處。軍車駕駛人有
違規行為，駕駛人隸屬單位

第五款之違規駕駛人駕駛軍
車者，記過二次至大過二次

主官有督導疏失，或車輛管
理人員有管理疏失者，應接

。但已善盡查證駕駛人駕駛
執照資格之注意，或縱加以

受懲罰，爰參照本條例第二
十一條第五項體例，定明隸

相當注意而仍不免發生違規
者，不在此限。

屬單位主官（管）及車輛管
理人員之責任，並移列第二
項。

第三十七條

無軍車駕駛執照

第三十七條

軍人持民用汽車

一、駕駛軍車須領有軍車駕駛

駕駛軍車者，申誡二次至記
過一次；因而肇事者，依道

駕駛執照駕駛軍用車輛，或
持軍用汽車駕駛執照駕駛非

執照，否則即屬無照駕駛，
與是否領有民用汽車駕駛執

路交通管理相關法令辦理。

軍用（民用）車輛者，軍（
士）官申誡一次至二次，士

照無涉，爰修正為「無軍車
駕駛執照駕駛軍車」。

兵禁閉五日至七日；因而肇
事者，依道路交通管理相關

二、本條例第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僅授權就國軍編制內軍用

法令辦理。

車輛及軍用車輛駕駛人違規
行為，訂定處罰辦法，尚不
及於國軍人員駕駛非軍用（
民用）車輛之情形，且為避
免一事二罰之疑慮，爰刪除
其懲罰規定。
三、修正懲罰對象及種類，理
由同第二十六條之一說明。
另考量無照駕駛軍車易肇生
公共危險，為使權責長官得
視個案情形為懲度之裁量，
酌予修正懲度。

第四十一條 軍車裝載時，有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

第四十一條 軍車裝載有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九

一、配合本條例第二十九條、
第二十九條之一、第二十九

十九條、第二十九條之一、
第二十九條之二第一項、第

條規定情形之一者，用車單
位主官（管）申誡一次至二

條之二及第三十條序言體例
，將「軍車裝載」修正為「

二項及第五項、第三十條第

次、車長記過一次，其駕駛

軍車裝載時」，其餘酌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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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規定情形之一者，用車
單位主官（管）申誡一次至

軍（士）官記過一次至二次
，士兵禁閉五日至七日。

二次、車長記過一次，駕駛
人記過一次至二次。

字及標點符號修正。
二、現行條文第四十一條及第
四十二條規定，因均屬車輛
裝載規範，其人員違規懲罰
種類及懲度宜作相同處置，
爰將現行條文第四十二條所
定違反本條例條文「第三十
條第一項」，於本條增列。
三、修正懲罰對象及種類，理
由同第二十六條之一說明。
四、用車單位係指申請任務及
執行之單位。

第四十二條

（刪除）

第四十二條 軍車裝載有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條

一、本條刪除。
二、軍車裝載有本條例第三十

規定情形之一者，用車單位
主官（管）申誡一次至二次

條規定情形，相關人員之懲
罰，已合併於修正條文第四

、車長記過一次，其駕駛軍
（士）官記過一次至二次，

十一條定之，爰予刪除。

士兵禁閉五日。
第四十三條

軍用機車附載人

第四十三條

軍用機器腳踏車

一、配合本條例第三條第八款

員或物品有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五項規

附載人員物品有違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一條第

、第三十一條第五項體例，
將「機器腳踏車」修正為「

定之情形者，駕駛人申誡一
次至二次。

二項規定之情形者，軍（士
）官申誡一次，士兵禁閉五

機車」，並將「人員物品」
修正為「人員或物品」。

日至七日。

二、配合本條例第三十一條第
五項規定，爰修正依據項次
。
三、修正懲罰對象及種類，理
由同第二十六條之一說明。
另為使權責長官得視個案情
形為懲度之裁量，並修正其
懲度。

第四十四條 駕駛軍車及軍用
機車違反第十九條規定者，
記過一次至二次。

第四十四條 駕駛軍車及騎乘
軍用機器腳踏車違反第十九

一、配合本條例第三條第八款
用語，將「機器腳踏車」修

條規定者，軍（士）官記過
一次，士兵禁閉十五日。

正為「機車」。並配合本條
例之體例，刪除「騎乘」二
字。
二、修正懲罰對象及種類，理
由同第二十六條之一說明。

第四十五條

軍車駕駛人有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

第四十五條

軍車駕駛人有道

一、第一項懲罰對象及種類之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

修正理由同第二十六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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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條第一項或第四項情形之
一者，除涉及刑事責任依法

五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
，除涉及刑事責任依法辦理

說明，並增列本條例三十五
條第四項規定。

辦理外，記過二次至記大過
一次。車輛駕駛人當場禁止

外，軍（士）官記大過一次
，士兵禁閉三十日，車屬單

二、第二項增訂車屬單位主官
（管）及車輛管理人員之責

其駕駛及吊扣駕駛執照六個
月，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者

位主官及車輛管理人員記過
二次，車輛駕駛人當場禁止

，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
再參加考驗核發駕駛執照。

其駕駛及吊扣駕駛執照六個
月，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者

軍車駕駛人隸屬單位主
官（管）及車輛管理人員，

，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
再參加考驗核發駕駛執照。

任。

明知軍車駕駛人有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第
一項各款情形，而不予禁止
駕駛者，記過一次至二次。
第五十一條 軍車駕駛人有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四十

第五十一條 軍用機器腳踏車
駕駛人有違道路交通管理處

一、配合本條例第四十三條規
定，於九十年一月十七日修

三條規定之情形者，記過一
次至記大過一次。因而肇事

罰條例第四十三條規定之情
形者，軍（士）官記過一次

正時，將違規騎乘機車之處
罰規定，擴及汽車（包括機

者，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至二次，士兵禁閉七日至十
日。因而肇事者，並吊銷其

車）處罰，爰將「軍用機器
腳踏車駕駛人」修正為「軍

駕駛執照。

車駕駛人」。
二、修正懲罰對象及種類，理
由同第二十六條之一說明。

第五十五條

軍車駕駛人有道

軍車行駛有道路

一、配合本條例第四十七條之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四十
七條規定情形之一者，申誡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四十七
條規定情形之一者，軍（士

體例用語，將「軍車行駛」
修正為「軍車駕駛人」。

一次至記過一次。

）官申誡一次至記過一次，
士兵禁閉五日至七日。

二、修正懲罰對象及種類，理
由同第二十六條之一說明。

第六十一條 軍車駕駛人有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五十

第六十一條 軍車行駛有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五十四

將「軍車行駛」修正為「軍車
駕駛人」，理由同第五十五條

四條規定情形之一者，記過
二次至記大過一次，並吊扣

條規定情形之一者，其駕駛
軍（士）官記過二次至記大

其駕駛執照三個月。

過一次，士兵禁閉七日至十
四日，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三

第五十五條

說明一。

個月。
第六十五條

軍車駕駛人有道

第六十五條

軍車有道路交通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五十
九條規定之情形者，申誡一

管理處罰條例第五十九條規
定之情形者，其駕駛軍（士

次至二次。

）官申誡一次至二次，士兵
禁閉五日至七日。

第六十六條

軍車排放空氣污

第六十六條

軍車排放空氣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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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懲罰對象及種類，理由同
第五十五條說明。

修正懲罰對象及種類，理由同

立法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12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染物超過交通工具空氣污染
排放標準者，車屬單位主官

染物超過交通工具空氣污染
排放標準者，車屬單位主官

（管）申誡一次，車輛管理
人員申誡二次，駕駛人記過

（管）申誡一次，車輛管理
軍（士）官申誡二次，駕駛

一次，並應即改善。如經舉
發仍未改善者，車屬主官（

軍（士）官記過一次，士兵
禁閉三日並應即改善。如經

管）記過一次，車輛管理人
員記過二次，駕駛人記大過

舉發仍未改善者，車屬主官
（管）記過一次，車輛管理

一次，車屬單位上一級主官
（管）申誡一次。

軍（士）官記過二次，駕駛
軍（士）官記大過一次，士

第二十六條之一說明，並酌作
文字修正。

兵禁閉十日，車屬單位上一
級主官（管）申誡一次。
第六十七條 軍車駕駛人有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

第六十七條 軍車有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條規定

一、本條係配合本條例第六十
條第一項規定，爰予定明依

條第一項規定情形之一者，
駕駛人及車長申誡一次至記

情形之一者，其駕駛軍（士
）官申誡一次至記過一次，

據，並配合其體例用語，將
「軍車」修正為「軍車駕駛

過一次。

士兵禁閉五日至七日。

人」。又本條係規定車駕駛
人駕駛汽車有違反本條例之
行為，經交通勤務警察或依
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
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絕停
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情況，
基此，有課予車長責任之必
要。
二、修正懲罰對象及種類，理
由同第二十六條之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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