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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一百二十二條及附件二十三修正草案總說明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於五十七年四月五日訂定

發布，其後歷經多次修正。配合 總統一百零八年六月十九日公布修

正之道路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七十六條第三項規定，針對附載幼童之

自行車駕駛人之年齡、可附載之幼童及腳踏自行車、電動輔助自行車

及兒童座椅修正規定，以利民眾遵循。(修正第一百二十二條及新增

附件二十三)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百二十二條 慢車之裝

載，應依下列規定： 

一、自行車不得附載坐

人。但腳踏自行車或

電動輔助自行車依規

定附載一名幼童者，

不在此限。 

二、自行車載物高度不得

超過駕駛人肩部，重

量不得超過二十公

斤，長度不得伸出前

輪，並不得伸出車後

一公尺，寬度不得超

過車把手。 

三、其他慢車載客不得超

過二人。 

四、其他慢車載重不得超

過五百公斤，高度不

得超過駕駛人肩部，

寬度不得伸出車身兩

側，長度不得伸出車

後二公尺。並不得附

載乘客。 

五、手拉（推）貨車載重

不得超過一千公斤，

高度自地面起不得超

過二．五公尺，寬度

不得伸出車身兩側，

連同載物全長不得超

過四公尺。 

六、獸力行駛車輛載重不

得超過二千公斤，高

度自地面起不得超過

二．五公尺，寬度不

得伸出車身兩側，載

物全長不得超過四公

尺。 

七、裝載容易滲漏、飛散、

有惡臭氣味及危險性

之貨物，應予嚴密封

第一百二十二條 慢車之裝

載，應依下列規定： 

一、自行車不得附載坐

人，載物高度不得超

過駕駛人肩部，重量

不得超過二十公斤，

長度不得伸出前輪，

並不得伸出車後一公

尺，寬度不得超過車

把手。 

二、其他慢車載客不得超

過二人。 

三、其他慢車載重不得超

過五百公斤，高度不

得超過駕駛人肩部，

寬度不得伸出車身兩

側，長度不得伸出車

後二公尺。並不得附

載乘客。 

四、手拉（推）貨車載重

不得超過一千公斤，

高度自地面起不得超

過二．五公尺，寬度

不得伸出車身兩側，

連同載物全長不得超

過四公尺。 

五、獸力行駛車輛載重不

得超過二千公斤，高

度自地面起不得超過

二．五公尺，寬度不

得伸出車身兩側，載

物全長不得超過四公

尺。 

六、裝載容易滲漏、飛散、

有惡臭氣味及危險性

之貨物，應予嚴密封

固或適當裝置。 

七、裝載禽獸不得重疊或

倒置。 

八、裝載貨物應捆紮結實。 

一、一百零八年六月十九日

修正公布之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規定：「前項

附載幼童之之腳踏自行

車、電動輔助自行車應

遵行事項及兒童座椅之

檢驗方式，由交通部定

之。」爰配合修正本條

規定，以為因應。 

二、自行車原則不得附載坐

人，惟鑑於附載幼童之

需求，經多次研商應可

有條件下開放腳踏自行

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附

載幼童，爰增訂第一項

第一款但書明定附載幼

童駕駛人之資格及使用

的腳踏自行車或電動輔

助自行車之兒童座椅須

符合標準，即可依規定

附載一名幼童。 

三、現行第一款後段移列修

正第一項第二款，現行

第二款至八款依序順

移。 

四、參考 CNS15978 自行車兒

童座椅安全要求規定，

係用以承載體重九公斤

至二十二公斤(年齡約

九個月至五歲 )之兒

童，另參考國際作法、

我國兒童生長曲線及醫

學專家意見，於第二項

規定使用合格之自行車

兒童座椅可附載幼童的

條件。 

五、新增第三項規定附載幼

童之腳踏自行車或電動

輔助自行車、自行車兒

童座椅須經申請合格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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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一百二十二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固或適當裝置。 

八、裝載禽獸不得重疊或

倒置。 

九、裝載貨物應捆紮結實。 

年滿十八歲駕駛人使

用合格腳踏自行車或電動

輔助自行車安裝合格兒童

座椅之前座椅者，以附載

一歲以上四歲以下且重量

十五公斤以下幼童為限；

後座椅者，以附載一歲以

上六歲以下且重量二十二

公斤以下幼童為限。 

腳踏自行車或電動輔

助自行車應標示合格標章

後始得依第二項規定附載

幼童行駛道路。 

第二項所稱合格腳踏

自行車、電動輔助自行車

及自行車兒童座椅係指符

合附件二十三規定者。 

附載幼童之腳踏自行

車、電動輔助自行車、自

行車兒童座椅製造商及進

口商，應於其產品中文使

用說明書中加註附載幼童

之相關安全使用注意事

項。 

章並逐車標示後始得附

載幼童行駛道路，並訂

定附件二十三附載幼童

之腳踏自行車或電動輔

助自行車及自行車兒童

座椅申請測試及合格標

章作業規定。 

六、參考小型車附載幼童安

全乘坐實施及宣導辦法

第八條規定，小型車廠

商及安全椅製造商銷售

安全椅時，應於其產品

使用說明書中加註幼童

安全椅之相關安全使用

注意事項，並告知消費

者之規定，爰增訂第四

項規定，明定附載幼童

之腳踏自行車、電動輔

助自行車、自行車兒童

座椅製造商及進口商應

善盡告知附載幼童之相

關安全使用注意事項之

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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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二十三  附載幼童之腳踏自

行車、電動輔助自行車、自行

車兒童座椅申請測試及合格標

章作業規定 

一、檢測項目及標準 

(一)附載幼童之腳踏自行

車、電動輔助自行車應

使用符合中華民國國家

標準 CNS 15978 自行車

兒童座椅安全要求之自

行車兒童座椅，並應符

合台灣自行車產業標準

TBIS007 乘載兒童自行

車安全要求規定已乘載

兒童之自行車或電動輔

助自行車要求與測試法

部分。 

(二)前款檢測項目及標準應

符合申請時所對應最新

版次，並經交通部指定

之檢測機構檢測後出具

檢測報告，另申請者得

出具符合或等同中華民

國國家標準之 EN 或 ISO

標準之合格檢測報告，

且經交通部委託之專業

機構確認後替代之。 

二、申請合格標章與應檢附資料 

(一)腳踏自行車、電動輔助

自行車或自行車兒童座

椅之製造廠或進口商

(以下簡稱「申請者」)

檢具下列資料向交通部

委託之專業機構提出申

請，申請資料並應加蓋

申請者及其負責人印章

或為可證明申請者身分

 
一、本附件新增。 

二、為規範附載幼童之

腳踏自行車或電動

輔助自行車、自行

車兒童座椅及自行

車行李架須經申請

合格標章並逐車標

示後始得附載幼童

行駛道路，並訂定

附載幼童之腳踏自

行車或電動輔助自

行車申請測試及合

格標章作業規定，

爰新增本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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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電子憑證，經專業機

構確認申請者宣告之適

用型式及檢測報告符合

性後，出具合格報告送

請交通部同意依第四點

發放合格標章： 

1.申請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1)國內製造廠，應檢附公

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

登記證明文件，及工廠

登記證明文件。 

(2)國外進口之進口商，應

檢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2.規格技術資料： 

(1)基本資料。 

(2)完成車、兒童座椅彩色

照片。 

(3)申請腳踏自行車、電動

輔助自行車合格標章

者：完成車車架號碼之

編碼說明書(包含車架

號碼位置及編碼說明、

合格標章標示位置)及

功能、規格說明資料。 

(4)申請自行車兒童座椅

合格標章者：兒童座椅

合格標章標示位置及功

能、規格說明資料。 

(5)第一點檢測項目及標

準所規範附載幼童之腳

踏自行車、電動輔助自

行車及自行車兒童座椅

檢測報告；若為電動輔

助自行車，另應檢附有

效之電動輔助自行車型

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

書。  

(二)合格報告及其檢附文件

登載內容有新增、變更

或安全檢測項目版次更

新時，申請者應檢附變

更或新增內容之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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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及圖示，經專業機構

判定應重新檢測項目

後，依第一點規定申請

檢測，且依第二點規定

經專業機構確認後，送

請交通部換發合格標

章。 

(三 )合格報告遺失或毀損

者，原申請者得檢附相

關資料向專業機構申請

補發。 

三、合格標章格式規定 

(一)合格標章應顯示下表之

圖樣及合格標章編碼。 

(二)腳踏自行車、電動輔助

自行車之合格標章應標

示於中管或可明顯辨識

處，自行車兒童座椅之

合格標章應標示於椅背

後方或可明顯辨識處。  

(三)專業機構印製合格標章

編碼說明：  

1.第一碼至第三碼：TBB 代

表腳踏自行車；TEA 代表

電動輔助自行車；TCS代

表自行車兒童座椅。 

2.第四碼至第十碼：合格

標章序號；若為使用中

產品補發合格標章者，

其第四碼為 U，第五碼至

第十碼為合格標章序

號。 

(四)申請者自行印制合格標

章編碼說明如下表。  

表. 合格標章樣式 
類

別 

樣式 說明 

專

業

機

構

印

製 

 1. 合格

標章

顏色

為白

底、

黑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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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框；

自行

車及

兒童

座椅

圖示

為綠

色。 

2. XXX:

為產

品類

型。 

3. 0000

000:

為合

格標

章序

號。 

申

請

者

自

行

印

製 

 

 

 

1. 合格

標章

顏色

為白

底、

黑

字、

黑

框；

自行

車及

兒童

座椅

圖示

為綠

色。 

2. XXX:

為產

品類

型，

TBB

代表

腳踏

自行

車；

TEA

代表

電動

輔助

自行

車；

TCS

代表

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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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兒

童座

椅。 

3. 廠牌

與型

號應

與合

格報

告內

容一

致，

批號

得由

申請

者自

行編

列。 

 

四、合格標章管理 

經交通部同意發放合格標章

後，申請者得依下列規定擇

一方式申請合格標章： 

(一)向專業機構申請 

欲申請黏貼合格標

章之產品已製造或進口

完成後，申請者應檢具

申請合格標章之產品清

冊向專業機構申請，專

業機構受理申請後應派

員至申請者指定地點進

行抽樣比對，經比對產

品符合合格報告所載之

相關規格、產品數量與

申請合格標章數量一致

且符合最新版次之檢測

項目及標準後發放之。

申請者取得合格標章後

應逐一標示於產品上，

且應妥善保存合格標章

使用紀錄，以供備查；

經抽樣比對未符合規定

者不予核發合格標章。 

(二)申請者自行印製 

1.公司資本總額達一億元

以上者，申請者得於取

得交通部同意發放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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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章後，應確保及聲明

生產製造之產品與申請

合格標章之產品原型式

一致，並檢附合格標章

格式樣張與編碼說明，

經專業機構查核確認後

得自行印製合格標章，

必要時專業機構得辦理

工廠查核；其生產地點

有增加、變更、遷移或

合格標章變更時亦同。 

2.申請者自行印製之合格

標章應使用不易變質之

材質製作，內容清晰可

辨且不易磨滅，並以永

久固定方式標示，且應

對其自行印製之合格標

章負保管責任，專業機

構得辦理工廠查核確認

其生產之一致性與合格

標章保存情況。 

3.如有申請資格不符、未

依專業機構要求提報合

格標章使用情況、工廠

查核不合格、合格標章

標示於非核准之產品

上、其產品經抽樣比對

不合格或其他不符合事

項者，經專業機構查明

屬實後應報請交通部停

止其自行印製合格標章

之核准。俟申請者提出

並完成改善措施後，由

專業機構查核確認且經

交通部同意後，始得恢

復；若申請者未提出改

善措施或所提改善措施

經專業機構查核仍不合

格者，專業機構應報請

交通部廢止該申請者自

行印製合格標章之核

准。 

4.申請者自行印製之合格

標章應逐一標示於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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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並妥善保存合格標

章使用紀錄以供備查；

另申請者應依專業機構

要求提報合格標章使用

紀錄及產品存放地點，

專業機構得不定期派員

至申請者存放地點進行

抽樣比對，確認產品是

否符合合格報告所載之

相關規格、合格標章樣

式與標示位置，且符合

最新版次之檢測項目及

標準。 

五、附則 

(一)依本規定取得合格標章

之腳踏自行車、電動輔

助自行車及自行車兒童

座椅，如有於本規定發

布實施前已販售之同型

式規格產品，申請者得

於○年○月○日前檢附

銷售紀錄向專業機構申

請補發合格標章，經申

請者確認已售出產品規

格及型式與原取得合格

標章產品相符，且產品

狀況良好者，應協助產

品所有者標示該合格標

章，並妥善保存產品狀

況確認資訊與合格標章

使用紀錄以備備查。 

(二)屬專業機構印製之合格

標章因故損壞致不堪使

用或遺失者，應由申請

者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與

合格標章編號向專業機

構申請補發，因故損壞

致不堪使用者並應繳還

損壞之合格標章；若原

申請者因故(如：其公司

設立登記情形有廢止、

歇業、解散、清算完結

及停業等情事者)無法

提出申請補發時，得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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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所有者檢具身分證

明文件向專業機構申請

補發。屬申請者自行印

製之合格標章，則由車

輛所有人向申請者申請

補發。 

(三)交通部得視需要辦理抽

樣比對，經查有未符合

規定者，依本規定辦理。 

(四)專業機構辦理本作業遇

有疑義時，得邀集公路

監理機關、專家學者及

公會等相關代表，共同

處理疑義案件、研議申

請測試及合格標章作業

相關事宜，且其會議結

論或紀錄經交通部同意

後，併同作為辦理附載

幼童之腳踏自行車、電

動輔助自行車、自行車

兒童座椅申請測試及合

格標章作業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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