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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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9月30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5077 號

案由：本院委員葉毓蘭等 17 人，鑒於無照駕駛肇事之死傷人數，已
超過酒駕肇事死傷人數，其駕車上路危險程度遠高過於一般
駕駛者，造成公共安全之莫大威脅，應比照酒駕者規範之。
爰擬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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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無照駕駛造成社會成本的重大損失，如 109 年 8 月 2 日發生樹林員警楊庭豪致死案
，楊員於騎乘警用機車趕赴任務鳴笛通過路口時，遭 17 歲無照駕駛機車的青年撞擊致死；
又如 109 年 5 月 4 日蔡姓男子因懸掛註銷車牌且無照駕駛，於遇警察攔查時因害怕受罰，
而以時速 200 公里狂飆逃逸，後經多輛警車圍捕，幸未造成傷亡；另如 108 年 12 月 29 日
也發生 19 歲葉姓男子無照駕駛且因不熟悉車輛操作而撞店家，之後並掉入水溝，造成公共
危險。此等因無照駕駛造成的重大案件屢見不鮮，對於公共安全的危害甚鉅。
二、根據交通部公路總局統計，107 年及 108 年全國無照駕駛共計 180,762 人次；同期間全國酒
駕、毒駕共計 151,187 人次。另根據警政署統計資料，107 年及 108 年 A1 類交通事故（係
指人員當場死亡或 24 小時之內死亡）與 A2 類事故（係指造成人員受傷或超過 24 小時死亡
）發生件數及傷亡人數，分別為無照駕駛肇事 37,494 件，造成 375 人死亡及 55,107 人受傷
；酒毒後駕駛肇事發生 8,864 件，造成 249 人死亡及 10,586 人受傷。比對兩者肇事發生率
（肇事件數/無照或酒毒駕人次），則無照駕駛肇事之傷亡車禍發生率高達 20.7%，而酒駕
毒駕之傷亡車禍發生率則約為 5.9%；如以傷亡率（傷亡人數/無照或酒毒駕人次）比對，則
無照駕駛傷亡率為 30.7%，酒毒駕傷亡率為 7.2%。顯示無照駕駛所造成的公共安全問題絕
不亞於酒、毒駕肇事。
三、無照駕駛之危害，其中尤以未熟悉交通規則、未熟悉駕駛應變技術與路況之未成年人無照
駕駛最為嚴重；或雖為成年人卻屢因未遵守交通規則受罰且欠繳罰款或因酒駕等重大交通
違規被吊銷執照者，渠等易為躲避臨檢而有衝撞員警或逃逸等情形，導致道路安全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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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得無照駕駛已是重大公安問題，應儘速透過修法加以約束管理。
四、另依據道安資訊查詢網統計，108 年總體青少年（13-17 歲）死亡交通事件為 62 件，其中無
照機車致死就高達 43 件。根據研究顯示，我國 15-24 歲之交通事故死亡車禍相較日本、新
加坡、美國、加拿大等國高出甚多。其主要原因是因為台灣機車密度為全球最高，而機車
因包覆性與帄衡穩定性不足，其危險程度相對較高，以 107 為例，該年騎乘機車造成 A1 事
故之死亡人數共 881 人，占整體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1,493 人）之 59.0%；而 A2 車禍
事故受傷人次中機車族更是佔了 8 成。參酌青少年無照駕駛向以機車為主，爰修法限制無
照駕駛確有其必要性。
五、為彰顯無照駕駛之嚴重性與危險性，爰參考「道路交通條例第三十五條」之處罰方式並強
調父母之監督責任，針無照駕駛以及同乘者與借車人與以規範；另為避免無照駕駛躲避臨
檢而衝撞員警或加速逃逸等現象，亦對拒絕臨檢者修法加重處罰。
六、針對採取連坐法規範無照駕駛之手段，除可見於我國近期對酒駕修訂之「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三十五條」外，亦可見於日本「道路交通法第一百一十七條二之二、第一百一十
七條三之二」相關規定，其對於提供無照駕駛車輛、下令無照駕駛以及同乘者，訂立相關
罰金規範。爰參考以上兩項條例採取連坐罰以遏止無照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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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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一條 汽車駕駛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鍰
，並當場禁止其駕駛及移置
保管該汽車：
一、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小
型車或機車。
二、領有機車駕駛執照，駕

第二十一條 汽車駕駛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六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
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
一、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小
型車或機車。
二、領有機車駕駛執照，駕
駛小型車。

一、修訂第一項、第五項，增
加第三項。
二、為增加對無照駕駛之嚇阻
力，爰提高罰鍰，並除當場
禁止駕駛外，亦規定應當場
移置保管該汽車，避免發生
無照者繼續駕駛之情事。
三、對放任少年無照駕駛之法

駛小型車。
三、使用偽造、變造或矇領
之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或
機車。
四、駕駛執照業經吊銷、註
銷仍駕駛小型車或機車。
五、駕駛執照吊扣期間駕駛
小型車或機車。
六、領有學習駕駛證，而無
領有駕駛執照之駕駛人在
旁指導，在駕駛學習場外
學習駕車。

三、使用偽造、變造或矇領
之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或
機車。
四、駕駛執照業經吊銷、註
銷仍駕駛小型車或機車。
五、駕駛執照吊扣期間駕駛
小型車或機車。
六、領有學習駕駛證，而無
領有駕駛執照之駕駛人在
旁指導，在駕駛學習場外
學習駕車。
七、領有學習駕駛證，在駕

定代理人、監護人，若其情
節重大（如連續），除道路
交通安全講習外，應處第一
項之罰鍰。
四、借用汽機車予無照駕駛者
，應吊扣該汽機車牌照三個
月。但如其已善盡查證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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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領有學習駕駛證，在駕
駛學習場外未經許可之學
習駕駛道路或規定時間駕
車。
八、未領有駕駛執照，以教
導他人學習駕車為業。
九、其他未依駕駛執照之持
照條件規定駕車。
前項第九款駕駛執照之
持照條件規定，由交通部定
之。
未滿十八歲之人，違反

駛學習場外未經許可之學
習駕駛道路或規定時間駕
車。
八、未領有駕駛執照，以教
導他人學習駕車為業。
九、其他未依駕駛執照之持
照條件規定駕車。
前項第九款駕駛執照之
持照條件規定，由交通部定
之。
未滿十八歲之人，違反
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三款規定

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三款規定
者，汽車駕駛人及法定代理
人或監護人，應同時施以道
路交通安全講習。
前項法定代理人或監護
人，如未盡監督之責且情節

者，汽車駕駛人及其法定代
理人或監護人，應同時施以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
之駕駛執照，均應扣繳之；
第五款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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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者，處第一項規定之罰

汽車所有人允許第一項

鍰處罰。如其已善盡監督之
責，或縱加以相當注意而仍
不免發生違規者，不在此限
。

第一款至第五款之違規駕駛
人駕駛其汽車者，除依第一
項規定之罰鍰處罰外，並記
該汽車違規紀錄一次。但如

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
之駕駛執照，均應扣繳之；
第五款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汽車所有人允許第一項

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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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款至第五款之違規駕駛
人駕駛其汽車者，除依第一
項規定之罰鍰處罰外，並吊
扣該汽機車牌照三個月。但
如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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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條之一 汽車駕駛人
駕駛聯結車、大客車、大貨
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汽
車所有人及駕駛人各處新臺
幣八萬元以上十六萬元以下
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且

第二十一條之一 汽車駕駛人
駕駛聯結車、大客車、大貨
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汽
車所有人及駕駛人各處新臺
幣四萬元以上八萬元以下罰
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

一、增加第四項至第六項。
二、對無照駕駛聯結車、大客
車或大貨車；或已吊扣、吊
銷駕照仍持續駕駛聯結車、
大客車或大貨車者，因上述
車輛所衍生之相關違規問題

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
一、未領有駕駛執照駕車。
二、領有機車駕駛執照駕車
。
三、領有小型車駕駛執照駕
車。
四、領有大貨車駕駛執照，
駕駛大客車、聯結車或持
大客車駕駛執照，駕駛聯
結車。
五、駕駛執照業經吊銷、註
銷仍駕車。

一、未領有駕駛執照駕車。
二、領有機車駕駛執照駕車
。
三、領有小型車駕駛執照駕
車。
四、領有大貨車駕駛執照，
駕駛大客車、聯結車或持
大客車駕駛執照，駕駛聯
結車。
五、駕駛執照業經吊銷、註
銷仍駕車。
六、使用偽造、變造或矇領

較一般小型車嚴重，故視情
節輕重應予加重處罰。為增
加對此等無照駕駛之嚇阻效
果，並除當場禁止駕駛外，
亦規定應當場移置保管該汽
車，避免發生無照者繼續駕
駛之情事。
三、爰參考「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三十五條」對無照
駕駛者施與相當之處置，故
對無照駕駛人肇事致人死亡
者沒入其車輛。

六、使用偽造、變造或矇領
之駕駛執照駕車。
七、駕駛執照吊扣期間駕車
。
前項第五款、第六款之
駕駛執照，均應扣繳之；第
七款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之駕駛執照駕車。
七、駕駛執照吊扣期間駕車
。
前項第五款、第六款之
駕駛執照，均應扣繳之；第
七款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違反第一項情形，並記

四、借用汽車予無照駕駛者，
應吊扣該汽車牌照三個月，
如汽車駕駛人致人死亡者，
沒入該汽車。但如其已善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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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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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第一項情形，並記

該汽車違規紀錄一次。

該汽車違規紀錄一次。
汽車駕駛人違反第一項
規定，肇事致人死亡，得依
行政罰法第七條、第二十一

汽車所有人如已善盡查
證駕駛人駕駛執照資格之注
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
仍不免發生違規者，汽車所

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
條規定沒入該車輛。
汽車所有人允許第一項
之違規駕駛人駕駛其汽車者

有人不受本條之處罰。

有人不受本條之處罰。

，除依第一項規定之罰鍰處
罰外，並吊扣該汽車牌照三
個月，如肇事致人死亡者，
沒入該車輛。但如其已善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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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所
有人不受本條之處罰。
第六十條 汽車駕駛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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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稽查而逃逸者，除按各該條

第六十條 汽車駕駛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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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稽查而逃逸者，除按各該條

規定處罰外，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
吊扣其駕駛執照六個月；汽
車駕駛人於五年內違反本項
規定二次以上者，處新臺幣
三萬元罰鍰，並吊扣其駕駛
執照一年。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
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本章各
條無處罰之規定者，處新臺
幣九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
下罰鍰：

規定處罰外，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
吊扣其駕駛執照六個月；汽
車駕駛人於五年內違反本項
規定二次以上者，處新臺幣
三萬元罰鍰，並吊扣其駕駛
執照一年。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
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本章各
條無處罰之規定者，處新臺
幣九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
下罰鍰：

一、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
依法令執行交通指揮、稽
查任務人員之指揮或稽查
。
二、不遵守公路或警察機關
，依第五條規定所發布命
令。

一、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
依法令執行交通指揮、稽
查任務人員之指揮或稽查
。
二、不遵守公路或警察機關
，依第五條規定所發布命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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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加第三項。
二、為避免無照駕駛躲避臨檢
或衝撞逃逸，造成執法人員
之危害，或不服交通勤務警
察相關指揮，造成交通秩序
混亂，爰加重其處罰至二分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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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遵守道路交通標誌、

三、不遵守道路交通標誌、

標線、號誌之指示。
四、計程車之停車上客，不
遵守主管機關之規定。
汽車駕駛人如違反第二

標線、號誌之指示。
四、計程車之停車上客，不
遵守主管機關之規定。

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
款或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一項
且違反本條之規定者，得加
重其處罰至二分之一。
第八十五條之三 第十二條第
三項及第四項、第二十一條

第八十五條之三 第十二條第
三項及第四項、第三十五條

一、修訂第一項。
一、配合第二十一條、第二十

、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三十
五條、第五十六條第四項、
第五十七條第二項、第六十
二條第六項及前條第一項之
移置或扣留，得由交通勤務
警察、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
任務人員逕行移置或扣留，
其屬第五十六條第四項之移
置，得由交通助理人員逕行
為之。上述之移置或扣留，
得使用民間拖吊車拖離之。
前項移置或扣留，得向

、第五十六條第四項、第五
十七條第二項、第六十二條
第六項及前條第一項之移置
或扣留，得由交通勤務警察
、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
人員逕行移置或扣留，其屬
第五十六條第四項之移置，
得由交通助理人員逕行為之
。上述之移置或扣留，得使
用民間拖吊車拖離之。
前項移置或扣留，得向
汽車所有人收取移置費及保

一條之一修訂，增加執法人
員嚇阻與取締無照駕駛者之
執行能力。

汽車所有人收取移置費及保
管費；其不繳納者，追繳之
。
第一項移置保管或扣留
之車輛，經通知車輛所有人
限期領回；屆期未領回或無
法查明車輛所有人，經公告
三個月，仍無人認領者，由
移置保管機關拍賣之，拍賣
所得價款應扣除違反本條例
規定應行繳納之罰鍰、移置
費、保管費及其他必要費用

管費；其不繳納者，追繳之
。
第一項移置保管或扣留
之車輛，經通知車輛所有人
限期領回；屆期未領回或無
法查明車輛所有人，經公告
三個月，仍無人認領者，由
移置保管機關拍賣之，拍賣
所得價款應扣除違反本條例
規定應行繳納之罰鍰、移置
費、保管費及其他必要費用
後，依法提存。

後，依法提存。
前項公告無人認領之車
輛，符合廢棄車輛認定標準
者，依廢棄物清理法及其相
關法規規定清除之。依本條
例應沒入之車輛或其他之物
經裁決或裁判確定者，視同

前項公告無人認領之車
輛，符合廢棄車輛認定標準
者，依廢棄物清理法及其相
關法規規定清除之。依本條
例應沒入之車輛或其他之物
經裁決或裁判確定者，視同
廢棄物，依廢棄物清理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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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依廢棄物清理法及

其相關法規規定清除。

其相關法規規定清除。
前四項有關移置保管、
收取費用、公告拍賣、移送
處理之辦法，在中央由交通

前四項有關移置保管、
收取費用、公告拍賣、移送
處理之辦法，在中央由交通
部及內政部，在地方由直轄

部及內政部，在地方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依其權責
分別定之。

市、縣（市）政府依其權責
分別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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