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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院交通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費鴻泰等 24 人、委員張廖
萬堅等 20 人分別擬具「公路法第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及
委員林俊憲等 17 人擬具「公路法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22 日
發文字號：台立交字第 1092402219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費鴻泰等 24 人擬具「公路法第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張廖萬堅
等 20 人擬具「公路法第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林俊憲等 17 人擬具「公路法第七
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3 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不頇交由黨團協商，復請查照，提報
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 109 年 3 月 11 日台立議字第 1090700107 號、109 年 10 月 13 日台立議字第
1090703165 號及 109 年 4 月 8 日台立議字第 1090701102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含條文對照表）。
正本：議事處
副本：交通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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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案審查委員費鴻泰等 24 人擬具「公路法第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
案」、委員張廖萬堅等 20 人擬具「公路法第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
案」及委員林俊憲等 17 人擬具「公路法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等 3 案審查報告
壹、審查事項
一、委員費鴻泰等 24 人擬具「公路法第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 10 屆第 1 會
期第 2 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二、委員張廖萬堅等 20 人擬具「公路法第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 10 屆第 2
會期第 2 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三、委員林俊憲等 17 人擬具「公路法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 10 屆第 1 會
期第 6 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貳、審查過程
交通委員會於 109 年 12 月 7 日舉行第 10 屆第 2 會期第 12 次全體委員會議，由劉召集委
員櫂豪擔任主席，併案審查前揭 3 案，除邀提案委員張廖萬堅、費鴻泰及林俊憲說明提案要
旨外，交通部政務次長陳彥伯及路政司司長陳文瑞等亦受邀提出建議處理意見報告，詢答完
畢後旋即進行逐條審查，與會委員經討論及溝通後，將全(3)案審查完竣。審查會中，法務部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及內政部營建署亦均派員列席。
參、委員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一、委員費鴻泰等 24 人提案
提出修正「公路法」第六十五條，小客車租賃業與小貨車租賃業針對租車人為非中
華民國國民或法人，皆應投保第三人責任險。在租賃的源頭即協助投保，給外籍駕駛人
自己最好的保障，更能維持不幸受傷之傷者基本求償的權益。
(一)汽機車強制險如同健保一樣，是政府所規定的基本保障，第三人責任險是對於駕駛
人因駕車不慎造成其他人之身體傷害、死亡或財物損失時，依照法律上規定對受害
人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於超過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額以上之部份對被保
險人負賠償之責。
(二)鑑於外籍人士依交通部觀光局統計，2019 年來台旅客破 1,184 萬人次，且約 73%為
自由行旅客。外籍人士來到台灣，目的多為業務、觀光、探親、會議、求學、展覽
、醫療。外籍人士在台期間，難免遇到需要使用汽、機車代步的時候，萬一發生車
禍，強制車險可以提供的保障非常的有限，若致人受傷或身故，受害人或家屬常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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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確保求償的權益。
(三)國人發生交通事故意外，雙方除強制險或超過保險相關之賠償，尚能透過民刑事訴
訟，有效的向肇事方爭取賠償及相關權益。反之，短期旅台的外籍人士，留台時間
實短，且國外的習慣常於租賃車輛時價金即含相關保險，意外事故時不論人損、車
損均由保險公司全權處理，但這方面在我國的法規上卻不然。加上外籍人士，無固
定設籍、接洽溝通不易、認知落差，甚至外籍駕駛離境後即無法順利聯繫等，常造
成事故多方極大的困擾、或求償無門。
(四)現狀，國人若不幸遇到相關事故，為爭取完整的權益，只能請求法務部保護司及內
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協助跨海訴訟，委任當地律師以台北地方法院的判決書，向該
國法院聲請確認判決效力，並請求法院查扣肇事者的財產。但通常緩不濟急、或因
為缺乏司法互助，案件無疾而終。
(五)爰此，提出修正公路法第六十五條，小客車租賃業與小貨車租賃業針對租車人為非
中華民國國民或法人，皆應投保第三人責任險。在租賃的源頭即協助投保，給外籍
駕駛人自己最好的保障，更能維持不幸受傷之傷者基本求償的權益。
二、委員張廖萬堅等 20 人提案
鑒於公車、客運、遊覽車、捷運、臺鐵、高鐵、飛機與客船等公共運輸交通工具，
法律均明文強制業者投保旅客險或乘客險，唯獨漏計程車，對於搭乘計程車之乘客保障
不周，爰此擬具「公路法第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者亦應投保乘
客險，使搭乘計程車之乘客亦能獲得相同保障，進而促進計程車客運業健全發展。
(一)今（109）年 7 月 15 日凌晨發生計程車至臺中港載客，因天候惡劣導致視線不清，
整輛車不幸墜海，車上司機連同乘客共五人，僅一人生還、其餘四人死亡。根據新
聞報導，落海計程車車門旁貼著顯眼的「本車投保 2,000 萬旅客責任險」字樣，但意
外發生隔天，一名死者兒子欲處理後續理賠問題才發現該計程車只有強制險，原以
為該計程車有投保的旅客責任險，調查發現其實沒有投保。
經查，若隸屬於『車隊』的計程車，『車隊』屬『計程車客運服務業』，根據
「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申請核准經營辦法」第十七條與公路法第五十六條規定，應替
乘客投保每人 150 萬元以上的旅客責任險，保費由車隊負擔，據了解每輛車一年保
費約 1 千～2 千元左右。但如果屬於「車行」的靠行計程車，則不受上述法律規範，
多數車行礙於經費考量，也不會主動替司機投保。
針對臺中港計程車落海事件，專家推測該輛計程車可能曾加入車隊，車門才會
有旅客責任險的標章，但後來因故退出車隊，又無力投保旅客責任險，才會造成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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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綜上可知，加入車隊的計程車，均因法律規定，必頇投保強制險與旅客責任險
；而未加入車隊的計程車，僅投保強制險，即便加入車行，並無額外的法規強制投
保乘客責任險。又查，加入車隊的計程車全國僅有 51%，換言之，民眾尚有一半的
機率搭到未投保乘客險的車輛，無法受到保障，有欠妥適。
(二)鑒於公車、客運、遊覽車、捷運、臺鐵、高鐵、飛機與客船等公共運輸交通工具，
法律均明文強制業者投保旅客險或乘客險，唯獨計程車的規範不完全：

公共運輸工具

法規依據

保險給付內容

乘客險
（旅客險）

死亡給付

傷害（醫療）給付

公路法 56 條

51%（車隊）

無

無

公路客運
市區巴士

公路法第 65 條

100%

250 萬

重傷 140 萬
非重傷 40 萬

捷運

大眾捷運法 47 條

100%

臺鐵、高鐵

鐵路法 63 條

100%

250 萬

飛機

民用航空法 94 條

100%

300 萬

重傷 150 萬

航業法 14 條

100%

250 萬

殘廢 250 萬
醫療 30 萬

計程車
遊覽車

客船

身體傷亡 250 萬
重傷 140 萬
非重傷 40 萬

三、委員林俊憲等 17 人提案
鑑於公路法中對於申挖公路用地回復路面標準並未確實規範，有違國人對「路帄」期
待；申挖單位未確實回填造成路面凹击不帄，不僅危及用路人生命財產安全，也會嚴重損
害國家形象。再者，目前道路中埋設多種管線與孔蓋，103 年高雄氣爆一案，係因管線機
構施工不當、未盡維護之責，以致發生重大公安災害。經查，管線機構與道路主管機關缺
乏橫向聯繫，主管機關無法確實掌握路面下管線情形，造成防救災害不易。故增列路面齊
帄標準與罰則，明訂施工機關（構）有回復挖掘路面帄整責任，並要求管線機構應主動維
護申挖路面之設施，以避免重大氣爆悲劇重演。爰此，擬具「公路法」第七十二條條文修
正草案。
(一)依據法務部 2015 年 5 月公布資料，近十年中央機關國家賠償案件，交通部總計賠償
193 件，其賠償金額與件數均為各部會之最，賠償主因以天然災害、道路坑洞為主，
顯見道路不帄對我國造成的危害不容忽視，也嚴重損害國家形象。
(二)我國自 97 年推動「道路帄整方案」起，因道路路面管理或路面養護確定需國賠案件
與金額，逐年減少。根據交通部公路總局 104 年 3 月 26 日新聞稿，因辦理人（手）

討 46

立法院第 10 屆第 3 會期第 7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孔蓋下地，對提升我國整體道路服務品質與路面舒適度有顯著效果，可證「路帄」對
交通安全之提升確實有顯著成效、孔蓋下地政策有推行之需要。
(三)經查我國附設之人（手）孔蓋仍未全數下地，以 105 年 4 月統計資料為例，台電公司
目前仍有 675,229 個未下地之人（手）孔蓋、已下地僅有 271,308 個；台水公司下地
之人（手）孔蓋僅有 88,273 個，未下地孔蓋數量高達 429,916 個。另外，部分管線如
消防、瓦斯管線，因具有特殊功能或危險性，無法進行孔蓋下地作業。對於可下地仍
未下地之人（手）孔蓋、以及不可下地之特殊管線，其申挖路面後回復實有明訂規範
之必要，俾便道路主管機關管理。
(四)查我國路面下設置之管線單位至少有：自來水、下水道、瓦斯、電力、郵政電信等，
管線機構與道路主管機關缺乏橫向聯繫，也沒有明確規範，以致道路主管機關管理困
難。故新增管線機構與申挖機關（構）對於路面回復、管線維護之權責，以維用路人
權益。
(五)鑒於 103 年 7 月 31 日晚間高雄發生重大連環氣爆災害，釀成 32 人死亡、至少 5 千人
生命、健康或財產蒙受損失之重大公安事件。監察院曾於 104 年提出糾正案，指出政
府應確實整握地下管線圖資以落實指揮體系一元化；埋設管線之管線機構，應本於「
公共事業應主動蒐集、傳達相關災情」職責，加強管線清查、巡檢及檢測業務。故增
列管線機構於申挖路面巡查責任，並明訂因管線機構違失，致國人生命財產安全損害
，或重大公安事故之罰則。
(六)據上，為維護用路人權益、保障國人安全，避免再度發生如高雄氣爆之重大公安災害
，爰提出「公路法第七十二條修正草案」。
肆、交通部報告
一、前言
今天應邀列席貴委員會，就貴委員會審查費委員鴻泰、張廖委員萬堅、林委員俊憲等
相關委員修正提案，提出本部處理建議供貴委員會參採，謹報告說明如後，敬請指教。
二、相關委員提案修正重點及本部建議處理意見
(一)費委員鴻泰提案修正公路法第 65 條，建議增訂租車人非我國國民及法人者應投保第
三人責任險，以保障用路人如與租賃車輛發生交通事故後之相關權益：
1.本部認同委員提案精神及目的，經參酌國際間租賃車輛
租金即含相關保險，為使消費者權益保障更臻周延完備，爰建議修正小客車租
賃業對於租車人不論為本國籍或外國籍均應投保第三人責任險。
2.另考量市場仍以短期租賃小客車作為觀光、商務代步工具為大宗，且市場上各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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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大多已提供短期租賃客車之第三人責任險產險商品，爰建議針對小客車租賃業
之短租車輛先行推動。
3.另修正草案第四項後段「未依規定投保乘客責任保險者……」一節，建議文字修正
為「未依規定投保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者……」，俾與該項擬規範之主體相符，本
部尊重貴委員會綜合審議結果。
(二)張廖委員萬堅提案修正公路法第 65 條，建議增訂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計程車客運服
務業皆應投保旅客責任險：
1.增訂「計程車客運業」應投保旅客責任保險，將有助於旅客搭乘計程車能獲得健全
之保障及增進計程車客運業發展，本部尊重貴委員會審查結果。
2.「計程車客運服務業」係提供計程車客運業與乘客之媒合派遣服務，本身並無營業
車輛，建議不予增列「計程車客運服務業」應投保旅客責任保險。
3.保險業務之主管機關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交通部並非其主管機關，提案有關實
施辦法由交通部定之等文字建議不予增列；另依保險實務，對營業車輛投保之險種
稱為「旅客」責任保險，建議一併修正文字。
(三)林委員俊憲提案修正公路法第 72 條，增訂管線或人、手孔蓋，於設置或維修後帄整
度以三公尺直規檢測單點高低差不得超過正負零點六公分及抗滑值規定；另並增訂公
路主管機關有養護必要時，得要求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主辦機關（構）將部分人、手
孔蓋下地，及管線機構因救災或特殊需求者，得免於下地之規定：
1.有關管線或人、手孔蓋，於設置或維修後帄整度以三公尺直規檢測單點高低差不得
超過正負零點六公分及抗滑值規定部分，有助提升道路服務品質，本部尊重貴委員
會綜合審議結果。
2.管線機構因救災或特殊需求者，得免於下地之規定，本次修正條文中特殊需求之範
圍未來係由交通部會商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相關管線機構定之，爰有關委員條
文修正對照表說明三第 2 項所提「前述具有救災或特殊需求之人、手孔蓋」包括台
水、台電及電信等 3 項計 27 種得免下地之救災特殊需求內容，容留本部卓參，後
續俟本條文修正公布後，本部將會商各地方政府及管線單位確定之。
三、結語
綜上說明，本部感佩相關委員之提案，併謹提供本部建議處理意見，尚請各位委員參
考。
伍、審查結果
委員費鴻泰等 24 人擬具「公路法第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張廖萬堅等 20 人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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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法第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林俊憲等 17 人擬具「公路法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
草案」
一、第六十五條條文：依委員費鴻泰等 24 人及委員張廖萬堅等 20 人提案，並經修正：
(一)第三項修正為：「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車客運業、遊覽車客運業及計程車客運業
，皆應投保旅客責任保險；其最低投保金額，由交通部定之。未依規定投保旅客責任
保險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計程車客運業自本法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公布日起一年後適用之。」。
(二)增訂第四項：「小客車租賃業除租賃期一年以上之車輛外，應投保第三人責任保險；
其最低投保金額，由交通部定之。未依規定投保第三人責任保險者，處新臺幣十萬元
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三)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二、第七十二條條文：依委員林俊憲等 17 人提案，並經修正：
(一)增訂第三項至第七項：
「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主辦機關（構）使用公路用地設置管線或人、手孔蓋，於
設置或維修後應予修復並確實回填與鄰接路面齊帄，帄整度標準以三公尺直規檢測單
點高低差不得超過正負零點六公分，其抗滑值基準由交通部另定之。違反者應於限期
內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屆期
仍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
公路主管機關有養護必要時，得要求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主辦機關（構）將部分
人、手孔蓋下地。但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主辦機關（構）有救災或特殊需求者，得免
於下地。特殊需求之範圍由交通部會商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相關管線機構定之。
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主辦機關（構）設置之管線或其他設施，如因設置或管理有
缺失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或經主管機關巡查發現，設置範圍內路面回
復不確實或有致人體損傷之虞，應於限期內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前項管線或其他設施設置範圍係以管線或其他設施於公路用地內施工所挖掘之範
圍內。
違反第一項至第三項及第五項規定致使發生重大災害，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上一
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二)原第三項遞移為第八項。
(三)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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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員林俊憲等 17 人提案第七十二條條文之說明，依委員林俊憲等 3 人所提修正動議，並
經修正，增列第三項說明(四)、(五)：
「(四)中油公司所設置人手孔均有搶險防災等屬具救災及特殊需求，如天然氣管線人手孔均
屬天然氣事業法之防災設備，作為緊急遮斷用途。交通部公路總局「受理挖掘公路作
業程序手冊」第三條第(六)項第 2 款亦有免除地下化相關規定，中油公司人手孔蓋建
請納入排除下地。
(五)以上說明欄內提供各管線單位人手孔屬具救災及特殊需求之防災設備，可免除下地，
以此為基準，並提供交通部邀集各單位協商時，併案討論。」。
陸、院會討論前，不頇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本案時，由交通委員會劉召集委員櫂豪補充說明。
柒、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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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費鴻泰等24人擬具「公路法第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張廖萬堅等20人擬具「公路法第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委員林俊憲等17人擬具「公路法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現
行
法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第六十五條

團

及

委

員

提

案

委員費鴻泰等 24 人提案：
汽車所有人應依強

第六十五條

汽車所有人應依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規定，投保

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規定，投保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現

行

第六十五條

法

汽車所有人應依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規定，投保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說

明

委員費鴻泰等 24 人提案：
一、鑑於外籍人士依交通部觀光局
統計，2019 年來台旅客破 1,184

電車所有人應於申請公路

萬人次，且約 73％為自由行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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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車所有人應於申請公路

電車所有人應於申請公路

主管機關發給牌照使用前，依交

。外籍人士來到台灣，目的多為

主管機關發給牌照使用前，依交

主管機關發給牌照使用前，依交

通部所定之金額，投保責任險。

業務、觀光、探親、會議、求學

通部所定之金額，投保責任險。

通部所定之金額，投保責任險。

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車

、展覽、醫療。外籍人士在台期

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車

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車

客運業與遊覽車客運業，皆應投

間，難免遇到需要使用汽、機車

客運業、遊覽車客運業及計程車

客運業與遊覽車客運業，皆應投

保乘客責任保險；其最低投保金

代步的時候，萬一發生車禍，強

客運業，皆應投保旅客責任保險

保乘客責任保險；其最低投保金

額，由交通部定之。未依規定投

制車險可以提供的保障非常的

；其最低投保金額，由交通部定

額，由交通部定之。未依規定投

保乘客責任保險者，處新臺幣十

有限，若致人受傷或身故，受害

之。未依規定投保旅客責任保險

保乘客責任保險者，處新臺幣十

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人或家屬常無法確保求償的權

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十萬

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益。

元以下罰鍰。計程車客運業自本

小客車租賃業與小貨車租

二、國人發生交通事故意外，雙方

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

賃業，對於租車人為非中華民國

除強制險或超過保險相關之賠

公布日起一年後適用之。

國民或法人，皆應投保第三人責

償，尚能透過民刑事訴訟，有效

任險；其最低投保金額，由交通

的向肇事方爭取賠償及相關權

小客車租賃業除租賃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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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通過)

黨

年以上之車輛外，應投保第三人

部定之。未依規定投保乘客責任

益。反之，短期旅台的外籍人士

責任保險；其最低投保金額，由

保險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

，留台時間實短，且國外的習慣

交通部定之。未依規定投保第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

常於租賃車輛時價金即含相關

委員張廖萬堅等 20 人提案：

保險，意外事故時不論人損、車

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六十五條

汽車所有人應依強

損均由保險公司全權處理，但這

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規定，投保

方面在我國的法規上卻不然。加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上外籍人士，無固定設籍、接洽

電車所有人應於申請公路

溝通不易、認知落差，甚至外籍

主管機關發給牌照使用前，依交

駕駛離境後即無法順利聯繫等

通部所定之金額，投保責任險。

，常造成事故多方極大的困擾、

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車

或求償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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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運業與遊覽車客運業，皆應投

三、現狀，國人若不幸遇到相關事

保乘客責任保險；其最低投保金

故，為爭取完整的權益，只能請

額，由交通部定之。未依規定投

求法務部保護司及內政部入出

保乘客責任保險者，處新臺幣十

國及移民署協助跨海訴訟，委任

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當地律師以台北地方法院的判

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計程車

決書，向該國法院聲請確認判決

客運服務業，皆應投保乘客責任

效力，並請求法院查扣肇事者的

保險；其最低投保金額與實施辦

財產。但通常緩不濟急、或因為

法由交通部定之。

缺乏司法互助，案件無疾而終。
四、爰此，提出修正公路法第六十
五條，小客車租賃業與小貨車租
賃業針對租車人為非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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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責任保險者，處新臺幣十萬元

國民或法人，皆應投保第三人責
任險。在租賃的源頭即協助投保
，給外籍駕駛人自己最好的保障
，更能維持不幸受傷之傷者基本
求償的權益。
委員張廖萬堅等 20 人提案：

二、新增第四項，鑒於現行「計程
車客運服務業申請核准經營辦
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經營
派遣業務對其委託人，並應盡下
討 53

列責任：一、維持服務品質。二
、提供專業訓練。三、確認已投
保每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
上之旅客責任保險。四、解決消
費爭議。」，意即現行交通部已
強制車隊計程車投保乘客責任
險，但目前僅有百分之五十一車
輛加入車隊，換言之，全國民眾
仍有一半的機率搭到未投保乘
客險的車輛，無法受到保障，爰
此新增本條第四項，經營計程車
客運業、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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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正。

應投保旅客責任險，使所有搭乘
計程車民眾都能獲得保障。
審查會：
修正第三項，並增訂第四項後通過
。

第七十二條

委員林俊憲等 17 人提案：
擅自使用、破壞公路

第七十二條

第七十二條

擅自使用、破壞公路

委員林俊憲等 17 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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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自使用、破壞公路

用地或損壞公路設施者，處新臺

一、修正本條文第三項、第四項、

用地或損壞公路設施者，處新臺

用地或損壞公路設施者，處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公路主管機關並應責令其回

二、修正本條文第三項，明訂管線

鍰；公路主管機關並應責令其回

鍰；公路主管機關並應責令其回

復原狀、償還修復費用或賠償。

機構或其他工程主辦機關（構）

復原狀、償還修復費用或賠償。

復原狀、償還修復費用或賠償。

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主辦

使用公路用地設置管線或人、手

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主辦

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主辦

機關（構）使用公路用地設置管

孔蓋者，應於設置或維修後修復

機關（構）使用公路用地設置管

機關（構）使用公路用地設置管

線或其他公共設施時，未依申請

並確實回填路面。並明訂路面帄

線或其他公共設施時，未依申請

線或其他公共設施時，未依申請

許可檢附之工程計畫書維持交

整度標準，為改善機車因行駛道

許可檢附之工程計畫書維持交

許可檢附之工程計畫書維持交

通、辦理修復者，處新臺幣三萬

路標線處發生打滑之問題，授權

通、辦理修復者，處新臺幣三萬

通、辦理修復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交通部訂定抗滑值係數基準，以

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繼續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

保障用路人安全。

繼續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

繼續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

，按次連續處罰之。

，按次連續處罰之。

，按次連續處罰之。

第五項、第六項及第七項。

三、修正本條文第四項，明訂公路

公路用地經公告、立定界樁

主管機關有養護必要時，得要求

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主辦

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主辦

並禁止或限制建築後，仍擅自建

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主辦機關

機關（構）使用公路用地設置管

機關（構）使用公路用地設置管

築者，由公路主管機關會同有關

（構）將部分人、手孔蓋下地。

線或人、手孔蓋，於設置或維修

線或人、手孔蓋，於設置或維修

機關拆除之。

但有救災或特殊需求之人、手孔

後應予修復並確實回填與鄰接

後應予修復並確實回填與鄰接

蓋，得免於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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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通過)

路面齊帄，帄整度標準以三公尺

直規檢測單點高低差不得超過

直規檢測單點高低差不得超過

人、手孔蓋包括：

正負零點六公分，其抗滑值基準

正負零點六公分，其抗滑值基準

(一)台水公司制水閥及地下式

由交通部另定之。違反者應於限

由交通部另定之。違反者處新臺

消防栓具有消防救災搶修

期內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

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及供水調配之緊急性啟閉

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鍰，並得繼續限期改善；屆期仍

特殊功能需求。

罰鍰，並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

未改善者，按次連續處罰之。

善者，按次處罰之。

前述具有救災或特殊需求之

(二)台電公司配電線路位於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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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主管機關有養護必要

字路口或丁字路口、配電設

公路主管機關有養護必要

時，得要求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

備引出第一孔、變電所出口

時，得要求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

主辦機關（構）將部分人、手孔

200 公尺範圍內、特殊區域

主辦機關（構）將部分人、手孔

蓋下地。但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

（如沼氣、加油站、工業區

蓋下地。但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

主辦機關（構）有救災或特殊需

、橋樑管路引接處）及 69kV

主辦機關（構）有救災或特殊需

求者，得免於下地。特殊需求之

以上輸電電纜線路人手孔

求者，得免於下地。特殊需求之

範圍由交通部會商直轄市、縣（

等，具有停電緊急搶修救災

範圍由交通部會商直轄市、縣（

市）政府及相關管線機構定之。

、孔內巡檢維護及減少特殊

市）政府及相關管線機構定之。

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主辦

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主辦

機關（構）設置之管線或其他設

(三)電信幹線引出人孔及其引

機關（構）設置之管線或其他設

施，如因設置或管理有缺失致人

上第一座手孔、電信光化箱

施，如因設置或管理有缺失致人

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

纜線引進及引出第一座手

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

或經主管機關巡查發現，設置範

孔、人行道及街巷弄上人手

或經主管機關巡查發現，設置範

圍內路面回復不確實或有致人

孔、每間隔 6 座之人孔（帄

圍內路面回復不確實或有致人

體損傷之違失，處新臺幣三萬元

時維護檢修用）政府機關、

體損傷之虞，應於限期內改善，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

金融、軍事、學校、交通站

氣體危害風險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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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齊帄，帄整度標準以三公尺

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三萬元

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按次連

、特殊區域（如加油站、工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

續處罰。

業區、橋樑管路引接處）等

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按次處
罰。
前項管線或其他設施設置

管線或其他設施設置範圍

週邊 200 公尺範圍內人手

係以管線或其他設施於公路用

孔、十字路口與丁字路口內

地內施工所挖掘之範圍內。

及其周邊 30 公尺範圍內人

違反第一項至第三項及第

路用地內施工所挖掘之範圍內。

五項規定致使發生重大災害，處

違反第一項至第三項及第

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上一百五十

五項規定致使發生重大災害，處
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上一百五十
萬元以下罰鍰。
討 56

公路用地經公告、立定界樁
並禁止或限制建築後，仍擅自建

萬元以下罰鍰。
公路用地經公告、立定界樁

手孔、客戶配線引進點第一
座手孔。
以上內容應列入施行細則，於
立法公布後 6 個月內完成施行
細則之修訂。

並禁止或限制建築後，仍擅自建

四、依據監察院 104 年度財正字第

築者，由公路主管機關會同有關

0003 號監察案，公共事業應主動

機關拆除之。

蒐集、傳達相關災情，並加強地

築者，由公路主管機關會同有關

下管線資訊橫向聯繫，以落實指

機關拆除之。

揮體系一元化與災害防救法相
關規定。為避免高雄氣爆類似公
安災害案件重演，修正本條文第
五項，明訂管線機構因設置或管
理違失造成用路人損害者相應
之處罰，並限期改善。
五、修正本條文第六項，補充前項
管線或其他設施設置範圍，係指
管線或其他設施於公路用地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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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係以管線或其他設施於公

施工所挖掘之範圍。
六、據上，為加強管線機構對於維
護公共安全意識，修正本條文第
七項，明訂因違反上開規定，造
成重大災害者得加重處罰，以維
民眾安全。

一、增訂第三項至第七項，原第三
項遞移為第八項；其餘維持現
行法條文。
二、說明欄三增加說明(四)及(五)
討 57

：
「(四)中油公司所設置人手孔
均有搶險防災等屬具救
災及特殊需求，如天然
氣管線人手孔均屬天然
氣事業法之防災設備，
作為緊急遮斷用途。交
通部公路總局「受理挖
掘公路作業程序手冊」
第三條第(六)項第 2 款
亦有免除地下化相關規
定，中油公司人手孔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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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會：

建請納入排除下地。
(五)以上說明欄內提供各管
線單位人手孔屬具救災
及特殊需求之防災設備
，可免除下地，以此為
基準，並提供交通部邀

討論。」。

討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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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各單位協商時，併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