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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756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7年4月25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1963 號

案由：本院委員王榮璋、蕭美琴、李昆澤、吳焜裕、呂孫綾等 18 人
，有鑑於視覺功能障礙者於公共空間行動時，時有汽機車與
自行車未禮讓行人導致事故發生，或道路違規堆放障礙物而
危及人身安全之情事。為符合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對
締約國之要求，保障視覺功能障礙者優先通行路權，爰參考
美國各州、日本及荷蘭之白手杖法案，擬具「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我國已於 103 年制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將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國內法化
。公約第 9 條明訂：「為使身心障礙者能夠獨立生活及充分參與生活各個方面，締約國應
採取適當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無障礙地進出物理環境，使用交
通工具，利用資訊及通信，包括資訊與通信技術及系統，以及享有於都市與鄉村地區向公
眾開放或提供之其他設施及服務。該等措施應包括查明及消除阻礙實現無障礙環境之因素
，尤其應適用於：（a）建築、道路、交通與其他室內外設施，包括學校、住宅、醫療設施
及工作場所。……」。
二、美國各州、日本及荷蘭有關維護視覺功能障礙者於公共空間通行安全性之規定，主要為汽
車與慢車的讓路義務。以美國為例，自 1947 年起實施之威斯康辛州白手杖交通法，主要內
容略以：對於手持白手杖或手杖顏色為白色或白色配以紅邊、且持用時向外伸出或舉起，
或使用導盲犬的視覺功能障礙者，駕駛人應於車輛靠近該行人 10 英呎前停下，並應採取預
防行為以避免意外傷及該行人。對於未攜帶白手杖或手杖顏色為白色或白色配以紅邊或使
用導盲犬的視覺功能障礙者，亦不可以此為疏忽之證明。非全部或部分喪失視覺功能之障
礙者，禁止於任何街道、公路或其他公共場所手持或使用任何顏色為白色或白色配以紅邊
的手杖。
三、基於對視覺功能障礙者之行動安全保障，考量我國實際道路及交通環境混雜，視覺功能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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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行走於人行道、行人穿越道，經常遭遇汽機車、自行車未禮讓而發生事故，或因人行
道堆放障礙物，導致視覺功能障礙者受傷之情事，爰提案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四
十四條、第四十八條、第七十四條及第八十二條條文，賦予駕駛人較多的安全維護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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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四十四條

條

文

汽車駕駛人，駕

現

行

第四十四條

條

文

汽車駕駛人，駕

說

明

一、本條第三項新增。

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八

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八

二、美國共有 30 州（包括威
斯康辛州、德州、紐約州、

百元以下罰鍰：
一、行近鐵路平交道，不將

百元以下罰鍰：
一、行近鐵路平交道，不將

密西根州、伊利諾州、加州
等）規定車輛駕駛人須禮讓

時速減至十五公里以下。
二、行近未設行車管制號誌

時速減至十五公里以下。
二、行近未設行車管制號誌

攜帶白手杖或使用導盲犬的
視覺功能障礙者。日本及荷

之行人穿越道，不減速慢
行。

之行人穿越道，不減速慢
行。

蘭亦有相關之立法例。
三、增訂汽車（包括機車）駕

三、行經設有彎道、坡路、
狹路、狹橋或隧道標誌之

三、行經設有彎道、坡路、
狹路、狹橋或隧道標誌之

駛人必須採取各種可能的措
施，包括減速慢行、暫停後

路段或道路施工路段，不
減速慢行。

路段或道路施工路段，不
減速慢行。

再啟動，以禮讓攜帶白手杖
或使用導盲犬的視覺功能障

四、行經設有學校、醫院標
誌之路段，不減速慢行。

四、行經設有學校、醫院標
誌之路段，不減速慢行。

礙者。未禮讓視覺功能障礙
者優先通行者，課以較未禮

五、未依標誌、標線、號誌
指示減速慢行。

五、未依標誌、標線、號誌
指示減速慢行。

讓其他行人金額更高之罰鍰
。

六、行經泥濘或積水道路，
不減速慢行，致污濕他人

六、行經泥濘或積水道路，
不減速慢行，致污濕他人

四、視覺功能障礙者用語同身
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導盲

身體、衣物。
七、因雨、霧視線不清或道

身體、衣物。
七、因雨、霧視線不清或道

犬係指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第六十條、合格導盲犬導

路上臨時發生障礙，不減
速慢行。

路上臨時發生障礙，不減
速慢行。

盲幼犬資格認定及使用管理
辦法所稱之輔助動物。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
行經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
行經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

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
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

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
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

上三千六百元以下罰鍰。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

上三千六百元以下罰鍰。

行近行人穿越道遇有攜帶白
手杖或導盲犬之視覺功能障
礙者時，不暫停讓視覺功能
障礙者先行通過者，處新臺
幣二千四百元以上七千二百
元以下罰鍰。
第四十八條 汽車駕駛人轉彎
或變換車道時，有下列情形

第四十八條 汽車駕駛人轉彎
或變換車道時，有下列情形

一、本條第三項新增。
二、修正理由同第四十七條。

之一者，處新臺幣六百元以

之一者，處新臺幣六百元以

增訂汽車（包括機車）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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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一、在轉彎或變換車道前，

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一、在轉彎或變換車道前，

人轉彎時，如未禮讓視覺功
能障礙者優先通行，對駕駛

未使用方向燈或不注意來
、往行人，或轉彎前未減

未使用方向燈或不注意來
、往行人，或轉彎前未減

人課以較未禮讓其他行人更
高金額之罰鍰。

速慢行。
二、不依標誌、標線、號誌

速慢行。
二、不依標誌、標線、號誌

指示。
三、行經交岔路口未達中心

指示。
三、行經交岔路口未達中心

處，佔用來車道搶先左轉
彎。

處，佔用來車道搶先左轉
彎。

四、在多車道右轉彎，不先
駛入外側車道，或多車道

四、在多車道右轉彎，不先
駛入外側車道，或多車道

左轉彎，不先駛入內側車
道。

左轉彎，不先駛入內側車
道。

五、道路設有劃分島，劃分
快、慢車道，在慢車道上

五、道路設有劃分島，劃分
快、慢車道，在慢車道上

左轉彎或在快車道右轉彎
。但另設有標誌、標線或

左轉彎或在快車道右轉彎
。但另設有標誌、標線或

號誌管制者，應依其指示
行駛。

號誌管制者，應依其指示
行駛。

六、轉彎車不讓直行車先行
。

六、轉彎車不讓直行車先行
。

七、設有左、右轉彎專用車
道之交岔路口，直行車佔

七、設有左、右轉彎專用車
道之交岔路口，直行車佔

用最內側或最外側或專用
車道。

用最內側或最外側或專用
車道。

汽車駕駛人轉彎時，除
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暫

汽車駕駛人轉彎時，除
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暫

停讓行人優先通行者，處新
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三千六

停讓行人優先通行者，處新
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三千六

百元以下罰鍰。
汽車駕駛人轉彎時，除

百元以下罰鍰。

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行近
攜帶白手杖或導盲犬之視覺
功能障礙者時，不暫停讓視
覺功能障礙者先行通過者，
處新臺幣二千四百元以上七
千二百元以下罰鍰。
第七十四條 慢車駕駛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第七十四條 慢車駕駛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一、本條第二項與第三項新增
。

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
：

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
：

二、增訂慢車（含自行車、三
輪以上慢車）駕駛人未禮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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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服從執行交通勤務警
察之指揮或不依標誌、標

一、不服從執行交通勤務警
察之指揮或不依標誌、標

視覺功能障礙者，處以較未
禮讓其他行人更高金額之罰

線、號誌之指示。
二、在同一慢車道上，不按

線、號誌之指示。
二、在同一慢車道上，不按

鍰。
三、增訂慢車駕駛人違反第五

遵行之方向行駛。
三、不依規定，擅自穿越快

遵行之方向行駛。
三、不依規定，擅自穿越快

款或第八款，導致視覺功能
障礙者受傷或死亡者，處以

車道。
四、不依規定停放車輛。

車道。
四、不依規定停放車輛。

較高金額罰鍰之規定。

五、在人行道或快車道行駛
。

五、在人行道或快車道行駛
。

六、聞消防車、警備車、救
護車、工程救隩車、毒性

六、聞消防車、警備車、救
護車、工程救隩車、毒性

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
之警號不立即避讓。

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
之警號不立即避讓。

七、行經行人穿越道有行人
穿越或行駛至交岔路口轉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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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彎時，未讓行人優先通行
。

八、於設置有必要之標誌或
標線供慢車行駛之人行道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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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聞或見大眾捷運系統車

上，未讓行人優先通行。
九、聞或見大眾捷運系統車

輛之聲號或燈光，不依規
定避讓或在後跟隨迫近。

輛之聲號或燈光，不依規
定避讓或在後跟隨迫近。

慢車駕駛人行近行人穿
越道，遇有攜帶白手杖或導
盲犬之視覺功能障礙者時，
不暫停讓視覺功能障礙者先
行通過者，處新臺幣六百元
以上一千二百元以下罰鍰。
慢車駕駛人有第一項第
五款或第八款之情形，導致
視覺功能障礙者受傷或死亡
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
上二千四百元以下罰鍰。
第八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第八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本條第四項新增。

者，除責令行為人即時停止
並消除障礙外，處行為人或

者，除責令行為人即時停止
並消除障礙外，處行為人或

二、有鑑於視覺功能障礙者通
行於行人穿越道時，常有遭

其雇主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
上二千四百元以下罰鍰：

其雇主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
上二千四百元以下罰鍰：

遇障礙物違規置放而受傷之
情事，考量其他行人亦應列

一、在道路堆積、置放、設
置或拋擲足以妨礙交通之

一、在道路堆積、置放、設
置或拋擲足以妨礙交通之

入保障範圍，爰增訂第四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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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二、在道路兩旁附近燃燒物

物。
二、在道路兩旁附近燃燒物

品，發生濃煙，足以妨礙
行車視線。

品，發生濃煙，足以妨礙
行車視線。

三、利用道路為工作場所。
四、利用道路放置拖車、貨

三、利用道路為工作場所。
四、利用道路放置拖車、貨

櫃或動力機械。
五、興修房屋使用道路未經

櫃或動力機械。
五、興修房屋使用道路未經

許可，或經許可超出限制
。

許可，或經許可超出限制
。

六、經主管機關許可挖掘道
路而不依規定樹立警告標

六、經主管機關許可挖掘道
路而不依規定樹立警告標

誌，或於事後未將障礙物
清除。

誌，或於事後未將障礙物
清除。

七、擅自設置或變更道路交
通標誌、標線、號誌或其

七、擅自設置或變更道路交
通標誌、標線、號誌或其

類似之標識。
八、未經許可在道路設置石

類似之標識。
八、未經許可在道路設置石

碑、廣告牌、綵坊或其他
類似物。

碑、廣告牌、綵坊或其他
類似物。

九、未經許可在道路舉行賽
會或擺設筵席、演戲、拍

九、未經許可在道路舉行賽
會或擺設筵席、演戲、拍

攝電影或其他類似行為。
十、未經許可在道路擺設攤

攝電影或其他類似行為。
十、未經許可在道路擺設攤

位。
前項第一款妨礙交通之

位。
前項第一款妨礙交通之

物、第八款之廣告牌、經勸
導行為人不即時清除或行為

物、第八款之廣告牌、經勸
導行為人不即時清除或行為

人不在場，視同廢棄物，依
廢棄物法令清除之。第十款

人不在場，視同廢棄物，依
廢棄物法令清除之。第十款

之攤棚、攤架得沒入之。
行為人在高速公路或高

之攤棚、攤架得沒入之。
行為人在高速公路或高

速公路兩旁，有第一項第一
款、第二款情事者，處新臺

速公路兩旁，有第一項第一
款、第二款情事者，處新臺

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
鍰；致發生交通事故者，加

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
鍰；致發生交通事故者，加

倍處罰。
行為人在行人穿越道，

倍處罰。

有第一項各款情事者，處新
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
罰鍰；致人受傷或死亡者，
加倍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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