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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462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9年4月22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4422 號

案由：本院委員沈發惠、黃世杰、李昆澤、林宜瑾等 18 人，針就國
內酒宴文化盛行，民眾飲酒後駕駛肇事事件不斷，政府近年
來不斷強化執法，惟防制酒駕並非只有事後取締，事前預防
方能避免憾事發生，而代客駕車即屬事前預防之一環；然飲
酒後具代客駕車需求之乘客，多因酒醉而意識不清，其個人
財物、人身安全乃至於居家隱私等相關權益之維護，皆需要
特別之注意，方能讓民眾安心使用代客駕車服務，以達到防
制酒駕之效。此外，舉凡駕駛人因個人健康或是家庭因素，
皆有代客駕車之需求，面對往後加增之需求，主管機關勢必
要妥善擬定相關規定，以求民眾權益之完整保障，爰此，特
擬具「公路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參考日本施行代客駕車之制度，其意旨首重乘客安全保障，透過代客駕車（服務）業者資
格認證、代客駕車（服務）業者規範，配合優良業者公告措施，以提供使用者最安心的選
擇。在服務費用方面，政府也會定期與業者討論研商，使服務費用更加透明與合理。另外
也特別要求駕駛人員之素質，確保其對於行車路線之熟悉、行車過程遵守道安規則並強化
對乘客安全與隱私維護之訓練。
二、考量前述代客駕車（服務）業之特殊性，應有特別規範之必要，以求與其他客運業做出區
隔，遂修正公路法第二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第三十七條、第七十七條、第七十
八條之一並增訂第五十六條之二，授權主管機關制定規範之法律依據，以對未來從事代客
駕車（服務）之業者進行妥善之規範與要求，以保障乘客之權益，進而達到飲酒駕車防制
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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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
一、公路：指國道、省道、
市道、縣道、區道、鄉道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
一、公路：指國道、省道、
市道、縣道、區道、鄉道

一、增列第十六款關於「代客
駕車服務業」之定義，以求
主管機關制定相關規範內容
之具體、明確。

、專用公路及其用地範圍
內之各項公路有關設施。
二、國道：指聯絡二直轄市
（省）以上、重要港口、

、專用公路及其用地範圍
內之各項公路有關設施。
二、國道：指聯絡二直轄市
（省）以上、重要港口、

二、考量具有代客駕車需求之
乘客，往往陷於如酒醉不能
自理、精神不濟、身體微恙
等不應駕駛車輛之情況，故

機場及重要政治、經濟、
文化中心之高速公路或快
速公路。
三、省道：指聯絡二縣（市
）以上、直轄市（省）間
交通及重要政治、經濟、
文化中心之主要道路。
四、市道：指聯絡直轄市（
縣）間交通及直轄市內重
要行政區間之道路。
五、縣道：指聯絡縣（市）
間交通及縣與重要鄉（鎮
、市）間之道路。
六、區道：指聯絡直轄市內
各行政區及行政區與各里
、原住民部落間之道路。
七、鄉道：指聯絡鄉（鎮、
市）間交通及鄉（鎮、市
）與村、里、原住民部落
間之道路。
八、專用公路：指各公私機
構申請公路主管機關核准
興建，專供其本身運輸之
道路。
九、車輛：指汽車、電車、
慢車及其他行駛於道路之
動力車輛。
十、汽車：指非依軌道或電

機場及重要政治、經濟、
文化中心之高速公路或快
速公路。
三、省道：指聯絡二縣（市
）以上、直轄市（省）間
交通及重要政治、經濟、
文化中心之主要道路。
四、市道：指聯絡直轄市（
縣）間交通及直轄市內重
要行政區間之道路。
五、縣道：指聯絡縣（市）
間交通及縣與重要鄉（鎮
、市）間之道路。
六、區道：指聯絡直轄市內
各行政區及行政區與各里
、原住民部落間之道路。
七、鄉道：指聯絡鄉（鎮、
市）間交通及鄉（鎮、市
）與村、里、原住民部落
間之道路。
八、專用公路：指各公私機
構申請公路主管機關核准
興建，專供其本身運輸之
道路。
九、車輛：指汽車、電車、
慢車及其他行駛於道路之
動力車輛。
十、汽車：指非依軌道或電

代理駕駛人需要因應此種特
殊情況之能力，同時注意乘
客之安全與隱私維護。另考
量代客駕車涉及代理駕駛乘
客之車輛，行車間若造成事
故，將衍生更為複雜之任歸
屬與賠償事宜，故駕駛人對
於道路安全規則之遵守，行
車路線之熟悉，頇負擔更高
之注意義務，故有制定專門
規範之必要。
三、考量代客駕車之目的，主
就一般自用汽車之駕駛人陷
於不應駕駛狀況下，所尋求
之服務；復考量營業汽車之
營運路線或區域，另涉及主
管機關准否問題，故提供代
客駕車之服務業，應以代理
駕駛自用汽車為限，方屬妥
適。

力架設，而以原動機行駛
之車輛。

力架設，而以原動機行駛
之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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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電車：指以架線供應

十一、電車：指以架線供應

電力之無軌電車，或依軌
道行駛之地面電車。
十二、慢車：指腳踏自行車
、電動輔助自行車、電動

電力之無軌電車，或依軌
道行駛之地面電車。
十二、慢車：指腳踏自行車
、電動輔助自行車、電動

自行車，三輪以上人力或
獸力行駛之車輛。
十三、公路經營業：指以修
建、維護及管理公路及其

自行車，三輪以上人力或
獸力行駛之車輛。
十三、公路經營業：指以修
建、維護及管理公路及其

附屬之停車場等，供汽車
通行、停放收取費用之事
業。
十四、汽車或電車運輸業：

附屬之停車場等，供汽車
通行、停放收取費用之事
業。
十四、汽車或電車運輸業：

指以汽車或電車經營客、
貨運輸而受報酬之事業。
十五、計程車客運服務業：
指以計程車經營客運服務

指以汽車或電車經營客、
貨運輸而受報酬之事業。
十五、計程車客運服務業：
指以計程車經營客運服務

而受報酬之事業。
十六、代客駕車服務業：指
以提供代理駕駛自用汽車
服務而受報酬之事業。
第三十四條 公路汽車運輸，
分自用與營業兩種。自用汽
車，得通行全國道路，營業
汽車應依下列規定，分類營
運：
一、公路汽車客運業：在核
定路線內，以公共汽車運
輸旅客為營業者。
二、巿區汽車客運業：在核
定區域內，以公共汽車運
輸旅客為營業者。
三、遊覽車客運業：在核定
區域內，以遊覽車包租載
客為營業者。
四、計程車客運業：在核定
區域內，以小客車出租載
客為營業者。
五、小客車租賃業：以小客
車或小客貨兩用車租與他
人自行使用為營業者。
六、小貨車租賃業：以小貨

而受報酬之事業。

第三十四條 公路汽車運輸，
分自用與營業兩種。自用汽
車，得通行全國道路，營業
汽車應依下列規定，分類營
運：
一、公路汽車客運業：在核
定路線內，以公共汽車運
輸旅客為營業者。
二、巿區汽車客運業：在核
定區域內，以公共汽車運
輸旅客為營業者。
三、遊覽車客運業：在核定
區域內，以遊覽車包租載
客為營業者。
四、計程車客運業：在核定
區域內，以小客車出租載
客為營業者。
五、小客車租賃業：以小客
車或小客貨兩用車租與他
人自行使用為營業者。
六、小貨車租賃業：以小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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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行條文並無關於代客駕
車業之定義，故增列第一項
第十款關於「代客駕車業」
之定義，以求主管機關制定
相關規範內容之具體、明確
。
二、考量具有代客駕車需求之
乘客，往往陷於如酒醉不能
自理、精神不濟、身體微恙
等不應駕駛車輛之情況，故
代理駕駛人需要因應此種特
殊情況之能力，同時注意乘
客之安全與隱私維護。另考
量代客駕車涉及代理駕駛乘
客之車輛，行車間若造成事
故，將衍生更為複雜之任歸
屬與賠償事宜，故駕駛人對
於道路安全規則之遵守，行
車路線之熟悉，頇負擔更高
之注意義務，故有制定專門
規範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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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或小客貨兩用車租與他

車或小客貨兩用車租與他

三、考量代客駕車之目的，主

人自行使用為營業者。
七、汽車貨運業：以載貨汽
車運送貨物為營業者。
八、汽車路線貨運業：在核

人自行使用為營業者。
七、汽車貨運業：以載貨汽
車運送貨物為營業者。
八、汽車路線貨運業：在核

就一般自用汽車之駕駛人陷
於不應駕駛狀況，所尋求之
服務；復考量營業汽車之營
運路線或區域，另涉及主管

定路線內，以載貨汽車運
送貨物為營業者。
九、汽車貨櫃貨運業：在核
定區域內，以聯結車運送

定路線內，以載貨汽車運
送貨物為營業者。
九、汽車貨櫃貨運業：在核
定區域內，以聯結車運送

機關准否問題，故代客駕車
業應以代理駕駛自用汽車為
限，方屬妥適。

貨櫃貨物為營業者。
十、代客駕車業：在核定區
域內，以經營代理駕駛自
用汽車為營業者。

貨櫃貨物為營業者。
前項汽車運輸業營運路
線或區域，公路主管機關得
視實際需要酌予變更。

前項汽車運輸業營運路
線或區域，公路主管機關得
視實際需要酌予變更。
第三十五條 非中華民國國民
或法人，不得在中華民國境
內投資經營汽車運輸業。但
經中央公路主管機關核准者
，得申請投資經營小客車租
賃業、小貨車租賃業、汽車
貨運業、汽車路線貨運業、
汽車貨櫃貨運業及代客駕車
業。

第三十五條 非中華民國國民
或法人，不得在中華民國境
內投資經營汽車運輸業。但
經中央公路主管機關核准者
，得申請投資經營小客車租
賃業、小貨車租賃業、汽車
貨運業、汽車路線貨運業及
汽車貨櫃貨運業。

現行條文並無納入代客駕車業
，故增列「代客駕車業」之文
字，明列經營者之資格，並調
整標點，俾使文字通順。

第三十七條 經營汽車運輸業
，應依下列規定，申請核准
籌備：
一、經營公路汽車客運業、
遊覽車客運業、小客車租
賃業、小貨車租賃業、汽
車貨運業、汽車路線貨運
業、汽車貨櫃貨運業，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二、經營市區汽車客運業：
(一)屬於直轄市者，向該
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
申請。
(二)屬於縣（市）者，向
縣（市）公路主管機
關申請。
三、經營計程車客運業，其

第三十七條 經營汽車運輸業
，應依下列規定，申請核准
籌備：
一、經營公路汽車客運業、
遊覽車客運業、小客車租
賃業、小貨車租賃業、汽
車貨運業、汽車路線貨運
業、汽車貨櫃貨運業，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二、經營市區汽車客運業：
(一)屬於直轄市者，向該
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
申請。
(二)屬於縣（市）者，向
縣（市）公路主管機
關申請。
三、經營計程車客運業，其

現行條文並無納入代客駕車業
，故增列第一項第四款明列經
營代客駕車業，申請核准籌備
之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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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事務所在直轄市者，向

主事務所在直轄市者，向

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申請
，在直轄市以外之區域者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四、經營代客駕車業，其主

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申請
，在直轄市以外之區域者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前項第二款之市區汽車

事務所在直轄市者，向直
轄市公路主管機關申請，
在直轄市以外之區域者，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客運業延長路線至直轄市、
縣（市）以外者，應由受理
申請之公路主管機關商得相
鄰之直轄市、縣（市）公路

前項第二款之市區汽車
客運業延長路線至直轄市、
縣（市）以外者，應由受理
申請之公路主管機關商得相

主管機關之同意；有不同意
者，報請中央公路主管機關
核定之。

鄰之直轄市、縣（市）公路
主管機關之同意；有不同意
者，報請中央公路主管機關
核定之。
第五十六條之二 為確保乘客
權益，經營代客駕車服務業
應向所在地之公路主管機關
申請核准，其應具備資格、
申請程序、核准籌備與廢止
核准籌備之要件、業務範圍
、營運監督、服務費收取、
車輛標識、駕駛資格條件、
營運應遵守事項與對代客駕
車服務業之限制、禁止事項
及其違反之糾正、限期改善
、限期停止其繼續接受委託
或廢止其營業執照之條件等
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定之
。
代客駕車服務業者經營
代客駕車服務以合作社組織
經營者，其籌設程序、核准
籌備與廢止核准核備之要件
、社員資格條件、設立最低
人數、業務範圍、管理方式
及營運應遵守等事項之管理
辦法，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
定之。
第七十七條

汽車或電車運輸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明列代客駕車服務
業管理相關辦法之訂定內容
，俾使授權訂定該辦法之目
的、內容及範圍具體、明確
。另，參考現行計程車客運
服務業之規定與日本之制度
，針就乘客對代客駕車服務
需求之特殊性，明列駕駛之
資格條件屬應訂定之內容，
以強化乘客權益之保障。
三、第二項明列代客駕車服務
業得以合作社組織型態經營
者之管理辦法訂定內容，使
授權訂定該辦法之目的、內
容及範圍，具體明確。

第七十七條

汽車或電車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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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未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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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違反依第七十九條第五

業，違反依第七十九條第五

二、參考計程車客運服務業之

項所定規則者，由公路主管
機關處新臺幣九千元以上九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其情
節，吊扣其違規營業車輛牌

項所定規則者，由公路主管
機關處新臺幣九千元以上九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其情
節，吊扣其違規營業車輛牌

規定，代客駕車服務業亦應
遵守相關規定，遂增列第四
項明列違反規定經營代客駕
車服務業之處罰。

照一個月至三個月，或定期
停止其營業之一部或全部，
並吊銷其非法營業車輛之牌
照，或廢止其汽車運輸業營

照一個月至三個月，或定期
停止其營業之一部或全部，
並吊銷其非法營業車輛之牌
照，或廢止其汽車運輸業營

三、原第四項至六項移列第五
項至第七項。

業執照及吊銷全部營業車輛
牌照。
未依本法申請核准，而
經營汽車或電車運輸業者，

業執照及吊銷全部營業車輛
牌照。
未依本法申請核准，而
經營汽車或電車運輸業者，

得依其違反情節輕重，處新
臺幣十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
元以下罰鍰，並勒令其歇業
，其非法營業之車輛牌照及

得依其違反情節輕重，處新
臺幣十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
元以下罰鍰，並勒令其歇業
，其非法營業之車輛牌照及

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並得
吊扣四個月至一年，或吊銷
之，非滿二年不得再請領或
考領。

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並得
吊扣四個月至一年，或吊銷
之，非滿二年不得再請領或
考領。

計程車客運服務業違反
依第五十六條所定辦法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九萬元
以下罰鍰，公路主管機關得

計程車客運服務業違反
依第五十六條所定辦法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九萬元
以下罰鍰，公路主管機關得

按其情節，予以糾正並限期
改善、限期停止其繼續接受
委託六個月至一年或廢止其
營業執照。未依本法申請核
准，經營計程車客運服務業
者，得依其違反情節輕重，
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二千五
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其
歇業。
代客駕車服務業違反依
第五十六條之二所定辦法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九萬
元以下罰鍰，公路主管機關
得按其情節，予以糾正並限
期改善、限期停止其繼續接
受委託六個月至一年或廢止
其營業執照。未依本法申請

按其情節，予以糾正並限期
改善、限期停止其繼續接受
委託六個月至一年或廢止其
營業執照。未依本法申請核
准，經營計程車客運服務業
者，得依其違反情節輕重，
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二千五
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其
歇業。
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
構違反依第六十二條之一所
定管理辦法者，公路主管機
關應予糾正並限期改善、核
減招生人數、定期停止派督
考、定期停止招生、或廢止
其立案證書。汽車駕駛人訓
練機構經廢止核准籌設或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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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經營計程車客運服務

止立案證書者，原班址及原

業者，得依其違反情節輕重
，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二千
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
其歇業。

負責人一年內不得申請設立
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
未依本法申請核准，而
經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者

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
構違反依第六十二條之一所
定管理辦法者，公路主管機
關應予糾正並限期改善、核

，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其歇
業。其非法營業之車輛牌照
並得吊扣二個月至六個月，

減招生人數、定期停止派督
考、定期停止招生、或廢止
其立案證書。汽車駕駛人訓
練機構經廢止核准籌設或廢

或吊銷之，非滿一年不得再
請領。
依第一項、第二項及前
項規定吊銷之車輛牌照，其

止立案證書者，原班址及原
負責人一年內不得申請設立
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
未依本法申請核准，而

汽車所有人不依限期繳回牌
照者，由公路主管機關逕行
註銷之。依第二項規定經吊
銷駕駛執照，其汽車駕駛人

經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者
，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其歇
業。其非法營業之車輛牌照

不依限期繳回駕駛執照者，
亦同。

並得吊扣二個月至六個月，
或吊銷之，非滿一年不得再
請領。
依第一項、第二項及前
項規定吊銷之車輛牌照，其
汽車所有人不依限期繳回牌
照者，由公路主管機關逕行
註銷之。依第二項規定經吊
銷駕駛執照，其汽車駕駛人
不依限期繳回駕駛執照者，
亦同。
第七十八條之一 對於未依本
法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運輸
業、計程車客運服務業、代
客駕車服務業之行為，民眾
得敘明事實檢具證據資料，
向公路主管機關檢舉。公路
主管機關除應對檢舉人之身
分資料保密外，經查證屬實
並處以罰鍰者，得以實收罰
鍰收入之一定比例，提充檢

第七十八條之一 對於未依本
法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運輸
業、計程車客運服務業之行
為，民眾得敘明事實檢具證
據資料，向公路主管機關檢
舉。公路主管機關除應對檢
舉人之身分資料保密外，經
查證屬實並處以罰鍰者，得
以實收罰鍰收入之一定比例
，提充檢舉獎金獎勵檢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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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並無納入代客駕車服
務業，故增列「代客駕車服務
業」之文字，明列未依本法申
請核准經營代客駕車服務業之
行為，納入現行之相關檢舉及
獎勵辦法，俾使授權訂定相關
辦法之目的、內容及範圍，具
體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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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獎金獎勵檢舉人。

。

前項檢舉及獎勵辦法，
由中央公路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檢舉及獎勵辦法，
由中央公路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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