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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756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10月6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7062 號

案由：本院委員鄭麗文等 16 人，有鑑於駕駛機動車輛具有一定危險
性，駕駛人必須具有安全駕駛能力，合格的駕駛人可能隨著
年齡的增長，身體的老化，恐逐漸喪失操安全操作交通工具
的能力，爰提「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二條及第九十
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法制化要求一定年齡以上之駕駛人，
須重新進行認知評估，以確保交通安全。是否有當？敬請公
決。
說明：近年來高齡者駕駛機動車輛發生交通事故之案件頻傳，引發民眾對於高齡駕駛是否應進一步
限制之討論，而據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顯示，80%的民眾對此表示支持，而交通部也在
106 年 7 月 1 日新制規範，民國 31 年 7 月 1 日以後出生者已領有之普通駕駛執照，有效期
間至年滿七十五歲止，其後應每滿三年換發一次。惟實施前已屆滿 75 歲者無須換照，使得
仍有為數眾多的高齡駕駛是否能安全開車卻無納管，形成高度不確定風險，監察院也在民
國 108 年對此提出糾正，但交通部遲遲未能研討出適當規範。新制規範已逾四年，當時屆
滿 75 歲無須換照高齡駕駛人，最年輕者也已滿 79 歲，是否能有安全駕駛交通工具能力，
無人能保證，造成高齡駕駛人及其他用路人之生命安全無法受到保障。而對於高齡駕駛制
定限制規範，涉及人民權利限制，應以法律進行規範較為適當，爰提「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二十二條及九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法制化要求一定年齡以上之駕駛人，並全面要求
高齡駕駛人重新進行認知評估，以確保交通安全，保障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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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二條及第九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對
照表
修

正

第二十二條

條

文

汽車駕駛人，有

現

行

第二十二條

條

文

汽車駕駛人，有

說

明

一、本條條文修正。

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一千八百元以上三千六百元

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一千八百元以上三千六百元

二、近年來高齡者駕駛機動車
輛發生交通事故之案件頻傳

以下罰鍰，並禁止其駕駛：
一、領有普通駕駛執照，駕

以下罰鍰，並禁止其駕駛：
一、領有普通駕駛執照，駕

，引發民眾對於高齡駕駛是
否應進一步限制之討論，而

駛營業汽車營業。
二、領有普通駕駛執照，以

駛營業汽車營業。
二、領有普通駕駛執照，以

據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顯
示，80%的民眾對此表示支

駕駛為職業。
三、領有軍用車駕駛執照，

駕駛為職業。
三、領有軍用車駕駛執照，

持，而交通部也在 106 年 7
月 1 日新制規範，民國 31

駕駛非軍用車。
四、領有聯結車、大客車、

駕駛非軍用車。
四、領有聯結車、大客車、

年 7 月 1 日以後出生者已領
有之普通駕駛執照，有效期

大貨車或小型車駕駛執照
，駕駛重型機車。

大貨車或小型車駕駛執照
，駕駛重型機車。

間至年滿七十五歲止，其後
應每滿三年換發一次。惟實

五、領有普通重型機車駕駛
執照，駕駛大型重型機車

五、領有普通重型機車駕駛
執照，駕駛大型重型機車

施前已屆滿 75 歲者無須換
照，使得仍有為數眾多的高

。
六、領有輕型機車駕駛執照

。
六、領有輕型機車駕駛執照

齡駕駛是否能安全開車卻無
納管，形成高度不確定風險

，駕駛重型機車。
七、駕駛執照逾有效期間仍

，駕駛重型機車。
七、駕駛執照逾有效期間仍

，監察院也在民國 108 年對
此提出糾正，但交通部遲遲

駕車。
八、滿一定年齡未依規定於

駕車。
前項第七款之駕駛執照

未能研討出適當規範。新制
規範已逾四年，當時屆滿

限期內通過認知及感官機
能等相關檢測仍駕車。

並應扣繳之。
汽車所有人允許第一項

75 歲無須換照高齡駕駛人
，最年輕者也已滿 79 歲，

前項第七款之駕駛執照
並應扣繳之。

違規駕駛人駕駛其汽車者，
除依第一項規定之罰鍰處罰

是否能有安全駕駛交通工具
能力，無人能保證，造成高

第一項第八款之一定年
齡，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

外，並記該汽車違規紀錄一
次。但如其已善盡查證駕駛

齡駕駛人及其他用路人之生
命安全無法受到保障。而對

衛生福利部定之。
汽車所有人允許第一項

人駕駛執照資格之注意，或
縱加以相當注意而仍不免發

於高齡駕駛制定限制規範，
涉及人民權利限制，應以法

違規駕駛人駕駛其汽車者，
除依第一項規定之罰鍰處罰

生違規者，不在此限。

律進行規範較為適當，爰提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

外，並記該汽車違規紀錄一
次。但如其已善盡查證駕駛

二條及九十二條條文修正草
案」，法制化要求一定年齡

人駕駛執照資格之注意，或
縱加以相當注意而仍不免發

以上之駕駛人，並全面要求
高齡駕駛人重新進行認知評

生違規者，不在此限。

估，以確保交通安全，保障
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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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訂第一項第八款年滿一
定的駕駛者須在一定期限內
進行認知及感官機能測試，
以確保駕駛安全。
四、增訂第三項，一定年齡之
年齡規定有交通部會同內政
部以及衛福部一同訂定。
第九十二條

車輛分類、汽車

第九十二條

車輛分類、汽車

一、本條條文修正。

牌照申領、異動、管理規定
、汽車載重噸位、座位立位

牌照申領、異動、管理規定
、汽車載重噸位、座位立位

二、第一項增訂，高齡駕駛者
認知及感官機能檢測內容及

之核定、汽車檢驗項目、基
準、檢驗週期規定、汽車駕

之核定、汽車檢驗項目、基
準、檢驗週期規定、汽車駕

頻率，由交通部、內政部以
及衛福部一同訂定。

駛人執照考驗、換發、證照
效期與登記規定、車輛裝載

駛人執照考驗、換發、證照
效期與登記規定、車輛裝載

三、第五項修正，主管機關由
行政院衛生署修正為衛生福

、行駛規定、汽車設備變更
規定、動力機械之範圍、駕

、行駛規定、汽車設備變更
規定、動力機械之範圍、駕

駛資格與行駛規定、車輛行
駛車道之劃分、行人通行、

駛資格與行駛規定、車輛行
駛車道之劃分、行人通行、

道路障礙及其他有關道路交
通安全等事項之規則，由交

道路障礙及其他有關道路交
通安全等事項之規則，由交

通部會同內政部定之；駕駛
人認知及感官機能等相關檢

通部會同內政部定之。
機車禁止行駛高速公路

測之受測條件、檢測項目、
合格標準及檢測頻率等其他

。但汽缸排氣量五百五十立
方公分以上大型重型機車，

相關事項，由交通部會同內
政部及衛生福利部定之。

得依交通部公告規定之路段
及時段行駛高速公路，其駕

機車禁止行駛高速公路
。但汽缸排氣量五百五十立

駛人應有得駕駛汽缸排氣量
五百五十立方公分以上大型

方公分以上大型重型機車，
得依交通部公告規定之路段

重型機車駕駛執照一年以上
及小型車以上之駕駛執照。

及時段行駛高速公路，其駕
駛人應有得駕駛汽缸排氣量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之方
式、內容、時機、時數、執

五百五十立方公分以上大型
重型機車駕駛執照一年以上

行單位等事項之辦法，由交
通部會同內政部定之。

及小型車以上之駕駛執照。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之方

本條例之罰鍰基準、舉
發或輕微違規勸導、罰鍰繳

式、內容、時機、時數、執
行單位等事項之辦法，由交

納、向處罰機關陳述意見或
裁決之處理程序、分期繳納

通部會同內政部定之。
本條例之罰鍰基準、舉

之申請條件、分期期數、不
依限期繳納之處理、分期處

發或輕微違規勸導、罰鍰繳
納、向處罰機關陳述意見或

理規定及繳納機構等事項之
處理細則，由交通部會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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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之處理程序、分期繳納
之申請條件、分期期數、不

政部定之。
道路交通事故駕駛人、

依限期繳納之處理、分期處
理規定及繳納機構等事項之

肇事人應處置作為、現場傷
患救護、管制疏導、肇事車

處理細則，由交通部會同內
政部定之。

輛扣留、移置與發還及調查
處理之辦法，由內政部會同

道路交通事故駕駛人、
肇事人應處置作為、現場傷

交通部、行政院衛生署定之
。

患救護、管制疏導、肇事車
輛扣留、移置與發還及調查

大型重型機車，除本條
例另有規定外，比照小型汽

處理之辦法，由內政部會同
交通部、衛生福利部定之。

車適用其行駛及處罰規定；
其駕駛執照考驗及行駛規定

大型重型機車，除本條
例另有規定外，比照小型汽

，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定之
。

車適用其行駛及處罰規定；
其駕駛執照考驗及行駛規定

汽缸排氣量五百五十立
方公分以上之大型重型機車

，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定之
。

行駛高速公路，有下列行為
者，處駕駛人新臺幣三千元

汽缸排氣量五百五十立
方公分以上之大型重型機車

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並記
違規點數一點：

行駛高速公路，有下列行為
者，處駕駛人新臺幣三千元

一、行駛未經公告允許之路
段。

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並記
違規點數一點：

二、未依公告允許時段規定
行駛。

一、行駛未經公告允許之路
段。

三、領有駕駛執照，未符合
第二項規定。

二、未依公告允許時段規定
行駛。

四、同車道併駛、超車，或
未依規定使用路肩。

三、領有駕駛執照，未符合
第二項規定。

五、未依規定附載人員或物
品。

四、同車道併駛、超車，或
未依規定使用路肩。

六、未依規定戴安全帽。
汽缸排氣量五百五十立

五、未依規定附載人員或物
品。

方公分以上大型重型機車違
反前項第四款規定或汽車行

六、未依規定戴安全帽。
汽缸排氣量五百五十立

駛高速公路有前項第四款前
段之行為，處駕駛人新臺幣

方公分以上大型重型機車違
反前項第四款規定或汽車行

六千元罰鍰。

駛高速公路有前項第四款前
段之行為，處駕駛人新臺幣
六千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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