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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裝載整體物超重適用法令舉發疑義之探討
A Study on Legal Issues Regarding a Monolithic Object
on a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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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中志 Chung-Chih Tsai2

摘 要
行政罰法施行後，將違反行政罰之一行為不二罰原則法律化，然而，我國
實務上對於如何認定行為人違反法規究屬一行為或數行為？實務見解頗為分
歧，以車輛裝載整體物超載之處罰而言，對於依規定申請臨時通行證而仍超過
核定載重重量或未依規定請領臨時通行證之行為，即有交通法庭認為屬一行為
而屬特別關係之競合，僅處罰其未依規定請領而忽略超重之危害；另有認為未
請領臨時通行證而裝載整體物超重係一超載行為，採一行為從一重論處之法理
裁處。惟從道路交通安全與立法目地探討，裝載整體物超重而未請領臨時通行
證，係以不作為之方式違反「應請領臨時通行證」之作為義務，而裝載貨物超
重，則係以作為之方式違反「不得裝載超重」之不作為義務，該二者行為方式
不同，所違反之規範性質與目的亦不同，故二行為觸犯二個行政法上之義務，
依行政罰法第 25 條規定，即應予分別處罰。至於易引起誤解之條文規範，屬於
立法技術問題，應從立法手段予以解決。
關鍵詞：整體物、超載、一行為、法規競合

Abstract
After the Administrative Penalty Act is enforced, the principle of “no double
jeopardy clause” is legalized. However, how do we identify whether the violation is
with one act or more in practice? The opinions are in a great diversity. Take the
penalty for overloading a monolithic object on a vehicle for example, with a
temporary pass but still exceeds the allowed weight or overloading withou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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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ry pass are considered as one act because some traffic courts think which
belongs to the lapping of special law relationship and should be punished for the act
that not applying for a temporary pass but ignore the danger of overloading.
However, some others think that no temporary pass and overloading are related and
should be charg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eory of “sanctioning the most severe
penalty among two acts.” Nevertheless, to deliberate the aim of legislation of the
law of traffic safety, the act of overloading a monolithic object without a temporary
pass violates the “Shall apply for the temporary pass” obligation with an omission
act, yet the overloading violates the “shall not overload” omission obligation with
an act. These two act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way of proceedings so that the natures
and aims of regulations they violate are also different. So, if two acts offend more
than two administrative obligations, they shall be punished separately, according to
article 25 of Administrative Penalty Act. The issues of articles which are easily
misunderstood should be resolved by legislative methods, because this is a
legislation technical problem.
Key Words: Integer object, Overload, Single act, Lap

一、前 言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以下簡稱處罰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
定，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超長、超寬、超高，而未請領臨時通行證，或
未懸掛危險標識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 3000 元以上 9000 元以下罰鍰，
並責令改正或禁止通行。同條例第 29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汽車裝載貨物超
過核定之總重量、總聯結重量者，處汽車所有人罰鍰，並記汽車違規紀錄
一次，其應歸責於汽車駕駛人時，除依第 3 項規定處汽車駕駛人罰鍰及依
第 63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記點外，並記該汽車違規紀錄 1 次。同條第 3 項
規定，超載 10 公噸以下者，以總超載部分，每 1 公噸加罰新臺幣 1000 元；
超載逾 10 公噸至 20 公噸以下者，以總超載部分，每 1 公噸 加罰新臺幣 2000
元；超載逾 20 公噸至 30 公噸以下者，以總超載部分，每 1 公噸加罰新臺
幣 3000 元；超載逾 30 公噸者，以總超載部分，每 1 公噸加罰新臺幣 5000
元。未滿 1 公噸以 1 公噸計算。
以營業貨運曳引車核定總重為 35 公噸為例，若營業貨運曳引車裝載了
一臺挖土機行駛於道路，並經執行交通勤務警察攔查並帶往過磅，磅得重
量為 51.5 公噸，超載 15.5 公噸且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未請領有臨時通行
證，此時員警應依處罰條例第 29 條規定舉發？抑或依同條例第 29 條之 2
規定舉發？即有認知上之疑慮，裝載整體物超載可能因未請領臨時通行證
或請領通行證後但裝載之整體物超過核准許可時之重量而遭視為未請領臨
時通行證舉發，而超載之部分則有被再援引處罰條例第 29 條之 2 第 3 項併
為處罰之可能，雖然交通部認為未申請臨時通行證與超重部分應採分別處
罰之見解，然而，司法機關於審理聲明異議案件時常不採取行政機關之見
解，而自行依審判獨立之立場適用、解釋法律，甚多行政機關不服裁定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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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案件，仍未獲司法審判機關認同。而在行政罰法施行後，對於違反行政
義務之處罰雖然有更明確之規定，惟行政法上之行為評價則仍存在多所爭
論，故而衍生目前交通管理行政機關與司法審判機關對於前述整體物裝載
之違規取締、處罰之不同認知，又司法機關間對於同一性質問題，亦經常
持有不同見解，造成實務上對於整體物裝載行駛於道路與一般貨物裝載之
管理產生落差，間接影響其他用路人安全與造成道路養護、維護工作問題，
亦有違反憲法平等原則之虞，故而從探求汽車違規裝載整體物之法令適用
疑義，釐清問題所在，以作為後續統一法律見解之參考。

二、實務機關見解
交通行政機關與司法行政機關對於「汽車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且未請
領臨時通行證之違規行為」分就其管理目的與適用法令方面有稍不同之法
令解釋，並分持「分別處罰」與「按個案評價行為數適用法令」之看法，
而之所以出現兩種看法，即在於對裝載整體物超重未申請臨時通行證究屬
一行為或二行為上有不同之認知。認為一行為者，認裝載貨物或整體物超
重，不管有無依規定請領臨時通行證，在行為外觀與目的上，僅存在一個
裝載貨物或整體物的超重事實；而認為屬二行為者，則係以法律規制目的
不同予以評價，茲就各不同見解探討如下。

2.1 行政機關
2.1.1 分別處罰
交通部認為（請參照交通部 91 年 8 月 30 日交路字第 0910048828 號
函）
，有關汽車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且未請領臨時通行證之違規行為，應屬
二種違規行為，而對於數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之規定則應分別處
罰，且基於處罰條例之立法目的係為加強道路交通管理，維護交通秩序，
確保交通安全，前述違規行為即應依處罰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同條
例第 29 條之 2 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分別裁處。
交通部前述之見解，主要在於將超重之「作為」與未請領通行證之「不
作為」視為兩種行政法上之規制目的，依不同規制目的而擬制為二行為並
予以分別處罰之處理。
2.1.2 按個案評價行為數適用法令
法務部認為（請參照法務部 99 年 7 月 13 日法律字第 099902618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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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汽車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且未請領臨時通行證之違規行為，爭點在
於究係為數行為或係一行為，而屬法規競合，應優先適用處罰條例第 29 條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至於違法之行為究應評價為「一行為」抑或「數行為」
應就個案判斷，並非僅就法規與法規間之關連或抽象事實予以抽象判斷，
必須就具體個案之事實情節依據行為人主觀犯意、構成要件之實現、受侵
害法益及所侵害之法律效果，斟酌被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條文之文義、立法
意旨、制裁之意義、期待可能性與社會通念等因素綜合判斷決定之。
然而，依法務部前述見解，則要求行政機關於處罰決定時，應就主觀
犯意從事審查，此不但增加行政機關舉證之困難，且行政機關並不若司法
機關具有傳喚證人、勘驗證據等強制力，且行政法規制之目的及對象，皆
以人民之外部行為為主，其內部犯意如何，應非所問。

2.2 司法機關
2.2.1 採以處罰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處罰
臺灣高等法院 98 年度交抗字第 2217 號交通事件裁定略謂，按處罰條
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同條例第 29 條之 2 第 1 項、第 3 項，對於汽車
載物超重均定有處罰之規定，然該條例第 29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係對於汽車
載運超重之一般規定，惟載運之貨物若屬不可分割之整體物，且重量顯超
過該載運車輛核定之總重量、總聯結重量時，並非絕對不可載運，而是例
外許可於經請領臨時通行證後即得通行，此觀諸同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是以該條例第 29 條之 2 第 1 項係對於汽車載運「一般貨物」超重
之一般規定，而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係針對裝載「整體物品」超重之特別
規定。就立法意旨而言，一般貨物有裝載超重之情形，應依處罰條例第 29
條之 2 第 1 項、第 3 項之規定累進處罰，然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之情形者，
既已規定另依同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處罰，此係立法者考量整
體物品不可分割載運之特性，然又有其載運之社會經濟上需求，自應例外
在考量其行車安全之條件下准其裝載，故特別要求其裝載整體物品超重時
應請領臨時通行證，此與一般貨物可散裝裝載之特性本不相同，本應異其
處理，如依處分機關認處罰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29 條之 2 第 1
項之規定，分別為「應請領臨時通行證」之作為義務及「不應裝載超重」
之不作為義務，若依其解釋推論，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之情形者，無論有
無請領臨時通行證，均違反「不應裝載超重」之不作為義務而應依處罰條
例第 29 條之 2 第 1 項、第 3 項之規定處罰，此不啻不准人民載運超重之整
體物品，亦即處罰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形同具文。該見解將「裝
載整體物超重」與「裝載整體物超重，而未請領臨時通行證」視作特別關
係，而以後者之輕罰罰之。而臺灣高等法院 97 年度交抗字第 149 號交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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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裁定、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8 年度交抗字第 482 號刑事裁定、臺灣高
等法院高雄分院 96 年度交抗字第 133 號刑事裁定等均持與上相同見解。
前述見解，忽略行政機關仍對於受理申請案件時保有依車輛、道路條
件准駁之權，許可僅在例外情況時為之，而非申請必然均應予許可，此為
裁定案例所忽視部分。
2.2.2 採以處罰條例第 29 條之 2 處罰
臺灣高等法院 94 年度交抗字第 909 號交通事件裁定（94 年 12 月 28
日）認為，貨車裝載整體物品之軸重、總重量或總聯結重量超過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以下簡稱為安全規則）第 38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款限制者，
應填具申請書，繪製裝載圖，向起運地或車籍所在地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核
發臨時通行證，憑證行駛，安全規則第 80 條第 1 項第 2 款亦規定甚明，
如有違反，則應依處罰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處罰。由前開法條
規定可知，處罰條例第 29 條之 2 第 1 項「汽車裝載貨物超過核定之總重量」
，
係為處罰汽車裝載貨物超過核定之總重量所設之規定，至於若載運之貨物
屬於整體物品而無法分開裝載，且重量超過該載運車輛核定之總重量者，
雖非不得載運，然須請領臨時通行證始得憑證行駛，否則應依處罰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處罰。考其立法目的，前者無非在於維護車輛本
身結構，避免駕駛人載運物品超過核定之總重量或總連結重量，致生危害
於車輛結構，進而影響交通安全；後者之目的則在於促使貨車所有人依安
全規則之規定申請臨時通行證，由主管機關評估其行經路段與裝載方式，
加強行政管理，二者之處罰立意截然不同。而處罰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係規定「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超長、超寬、超高，而未請領臨時通行
證，或未懸掛危險標識」之規定，乃針對安全規則第 80 條所定申請核發臨
時通行證、懸掛危險標識之義務違反而來，此觀之該款係規定為「裝載整
體物品有超重、超長、超寬、超高，而未…」等語，與安全規則第 80 條所
定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懸掛危險標識之要件相一致即明。況同條例第 29
條之 2 乃專為安全規則第 38 條之載重限制義務違反而設，此由同條例第
29 條之 2 均係規定「裝載貨物」等字樣，並未就「裝載整體物品」另設規
定可知，均在於避免載重破壞車輛結構進而影響交通安全，無論係裝載整
體物品與非整體物品，當均可能因載重而影響交通安全，而無區別其義務
內涵之必要。
2.2.3 分別處罰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2 年度交抗字第 381 號刑事裁定略謂，貨車裝
載整體物，應依規定向其起運地或車籍所在地公路監理機關提出申請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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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通行證，依處罰條例第 29 條及安全規則第 80 條規定，為汽車所有人
之法定義務，未取得臨時通行證仍超載行駛於道路，確屬違規；且交通部
91 年 1 月 23 日交路字第 0910015995 號函及同年 8 月 30 日第 0910048828
號函已明白揭示為加強道路交通管理、維護交通秩序及確保交通安全，未
取得臨時通行證仍超載行駛於道路應依處罰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同
條例第 29 條之 2 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分別裁處，而汽車所有人於明知監理
機關未核發通行證之情況下，卻心存僥倖，仍駕駛噸數不足之貨車超載行
駛於公路之違規事實，甚為明確，並無抗告人所謂不當解釋法律侵害人民
權利之情。惟本見解係為 95 年 2 月 5 日行政罰法施行前之見解（因行政罰
法公布實施後，對於一行為不二罰之原則，於該法第 24 條與 25 條中明文
揭示）。
另臺灣高等法院 95 年度交抗字第 23 號交通事件裁定（95 年 3 月 8 日）
略謂，按處罰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立法目的乃在汽車裝載貨物應按
照規定之重量、長度、寬度、及高度，但裝載之物若為整體物品，而該物
品之重量、長度、寬度、或高度有超過規定容許之範圍時，該物品既不能
分割裝載，自應例外在考慮行車安全之條件下准其裝載，故要求其應請領
臨時通行證，以便主管機關在不妨害交通安全之情況下例外予以許可裝載
行駛，故汽車所有人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超長、超寬、超高情形，而未
請領臨時通行證者，即應依該條款處罰；至於處罰條例第 29 條之 2 第 1 項
規定，則係對於汽車裝載貨物超過核定重量之處罰規定，至於汽車裝載之
物品係一般物品或整體物，並無區別；兩者間之規範目的及成立要件，均
不相同。至於核發機關於臨時通行證之通行條件欄記載「裝載物品與本證
記載不符者，以無通行證論。」等文句，並非依據法令規定或授權而為，
故超過臨時通行證所准許之載重重量非僅「未請領臨時通行證」
，而係「裝
載整體物行駛超過核定總聯結重量」
，此種違規情形，顯然與處罰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之違規行為不同，是否已經符合同條例第 29 條之 2 第
1 項之處罰要件，亦非無斟酌之餘地。
前述見解，乃從規範目的及成立要件為觀點，而將裝載整體物超重與
未請領臨時通行證視為二不同之行為，而採不同處罰之方式辦理。

三、立法目的探討
查處罰條例第 29 條之 2 係於民國 90 年新增規定，其立法意旨（參照
立法院法律網）係將該條例原第 2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裝載貨物超過核
定之總重量者」移列於新增條文中規定，其中第 3 項依超載程度，採取分
級處罰，提高罰鍰，係為遏阻超載行為對於道路交通安全之危害。而現行
該條例第 29 條與第 30 條對於裝載整體物規定部分僅就「裝載整體物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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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重、超長、超寬、超高，而未請領臨時通行證」
、
「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
超長、超寬、超高情形，而未隨車攜帶臨時通行證或未依規定路線、時間
行駛」為規定，依其條文觀之，兩條之規範目的著重於後者之「未請領臨
時通行證」
、
「未隨車攜帶臨時通行證」 與「未依規定路線、時間行駛」行
為之處罰，然而構成違反義務之前題要件係在於裝載整體物有超重時，雖
然立法者因考量整體物無法分割性，而對於裝載整體物超重時，可由主管
機關在不妨礙交通安全情形下，准許其行駛，其中對於貨車裝載之軸重、
總重量或總聯結重量超過規定標準者應申請許可始得行駛在安全規則第 80
條第 1 項第 2 款中定有明文，亦可見整體物之超重裝載係在於無其他適宜
車輛可裝載下，方以損害公益最小考量為核准原則，非即指裝載整體物便
可隨意超重而不受限制，且處罰條例第 30 條規定對於「未依規定路線、時
間行駛」有減輕處罰之規定，可見立法者並無將未遵守核准規定路線與時
間行駛視為未依規定申請之意。但獨將「超重」予以排除未加以減輕，係
因超重行為對於道路之損害與車輛之制動能力有嚴重之影響有關。故從體
系解釋（參照李惠宗，中興大學行政程序法實務專題講座-法律解釋方法，
體系解釋係將所擬解釋之法規，置於整體法規體系下，觀察其與前後規定
的意義關聯。此一解釋方法係文義解釋的擴張觀察。此種解釋方法，旨在
避免規範衝突「Normwiderspruch」
。故在解釋各該文義時，必須注意文義其
前後的一致性。）的觀點，對於整體物未申請臨時通行證或申請臨時通行
證而未依核定載重規定裝載時，仍有對其超載行為依超載程度分級處罰之
用意。

四、一行為與數行為的評價
綜觀前述裁定見解，在於對行為數之認定產生歧異而有不同之法令解
釋，而產生一行為、數行為認定與究應以一行為不二罰或數行為分別處罰
法理適用之問題，茲就前述問題在行為上應如何評價，做何種解釋方為允
當方面，探究如下。

4.1 司法機關見解
司法機關對於行為數之評價，除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如前述分別有不
同見解外，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度判字第 1290 號判決指，行政法上所謂「一
事」或「一行為」
，係以一項法律之一個管制目的為認定基礎。因此，一事
實行為分別違反不同法律之規定者，即非屬一事，或一行為，應分別處罰，
除有法律明文規定免罰者外，尚無一事不二罰法理之適用。而此主張係立
於行政機關立場，並以管制目的做為行為數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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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03 號指，納稅義務人違反作為義務而被處行
為罰，僅須其有違反作為義務之行為即應受處罰；而逃漏稅捐之被處漏稅
罰者，則須具有處罰法定要件之漏稅事實方得為之。二者處罰目的及處罰
要件雖不相同，惟其行為如同時符合行為罰及漏稅罰之處罰要件時，除處
罰之性質與種類不同，必須採用不同之處罰方法或手段，以達行政目的所
必要者外，不得重複處罰，乃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是違反作為
義務之行為，同時構成漏稅行為之一部或係漏稅行為之方法而處罰種類相
同者，如從其一重處罰已足達成行政目的時，即不得再就其他行為併予處
罰。該號解釋係針對一行為不得重複處罰之揭示，即將營利事業依法律規
定應給與他人憑證而未給與，視作致短報或漏報銷售額行為之一部或方
法，但行政法院對此有歧異之看法，認為司法院釋字第 503 號解釋僅就原
則性為抽象解釋，並未針對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所定行為罰，與營業稅法第
51 條第 1 款規定之漏稅罰，二者競合時，應如何處罰為具體之敘明，按稅
捐稽徵法第 44 條所定行為罰，以依法應給與他人憑證而未給與為構成要
件，與營業稅法第 51 條第 1 款規定之漏稅罰，以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證
而營業為構成要件，二者性質構成要件各別，非屬同一行為，且處罰之目
的各異，以個別之行為分別違反此兩種處罰之規定，併予處罰，並無違背
一事不二罰之法理，自無司法院該號解釋之適用（李震山，2010）。

4.2 學者見解
多數的行為評價，學者多參考刑法體系從自然一行為、法律的一行為
去做探討，而蔡震榮、鄭善印氏認為，行政罰之一行為之判斷與刑法上略
有不同，因為行政法上關係是以行政機關為主，觀察一行為除行為人之外
觀行為外，尚必須考慮行政法上對該行為所賦予行為人應作為之義務，綜
合考量之。但對於「一行為」或「數行為」的認定才是困難之處，如處罰
條例對於裝載整體物超重應向公路主管機關申請臨時通行證，且須取得主
管機關之許可，若疏於此種義務，也會造成義務之違反（汽車裝載超重），
而此種情形即不能單純從違反義務人的行為觀察，必須顧及行政機關對當
事人所命令或禁止之行為而定。若所從事之行為是許可範圍所可涵蓋，則
以一行為論，若義務之違反無法被申請許可吸收，如所從事之行為已超出
許可範圍，如行駛非核准路段（處罰條例第 30 條後段規定裝載整體物品有
超重、超長、超寬、超高未依規定路線、時間行駛）
，則應分別論處，而判
定為數行為。另違反行政法所要求之作為義務與不作為義務間，經常有重
疊情形，重疊之數作為或不作為間應否視為數行為，常有行政機關之判斷
標準與行為人判別之標準。而行政罰是以行政機關為主，以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為判斷，應採有利於行為人的「併合處罰」為當，如此方不會有遭致
違反比例原則之嫌。（蔡震榮、鄭善印，2006）
192

車輛裝載整體物超重適用法令舉發疑義之探討

洪家殷氏認為，不應以法律之管制目的作為判斷是否一行為之標準，
否則一行為不二罰之原則將失其意義，且以法律之管制目的作為判斷是否
一行為之標準，並無理論基礎，因行為單一，且處罰種類相同，從一重處
罰已足達成行政目的，若只要違反不同法規即可視為不同行為，則此類案
件中一行為不二罰原則根本無適用餘地。但如果要求不同的行為，則不作
為時，將構成法律上多數行為，縱使其系同時發生，亦同。
（洪家殷，2008）
李惠宗氏認為，行政罰法上，一事固指一行為而言，但此之「行為」
並非以「自然意義的行為」為出發點，須從行政法作為「行為規範」所形
成的「行政義務個數」來判斷行為的個數，與刑法基本上以「犯意」的個
數作為判斷標準不同。而行政法上之行為，可以透過「時間」、「空間」與
「立法目的」予以切割，甚至可以透過立法技術予以量化，並在法律上予
以「擬制」。（李惠宗，2007）

4.3 小結
綜合以上所述，道路交通秩序之管理，兼具對不特定用路人法益之保
護，並有處罰條例第 1 條立法意旨可參，而整體物裝載雖有其社會經濟上
需求，但道路之使用受工程設計、鄰近道路環境所限制，立法者所以不將
裝載整體物裝載超重排除於處罰之外，係期望透過授權主管機關在審視相
關條件允當下方予以許可，採「原則禁止、例外開放」原則，而在例外情
形下准其通行，除藉由申請手續了解載運時間、路線、重量等資訊，以防
止道路品質、道路設施遭受破壞及道路交通秩序之維持外，並在載運過程
中可由主管機關藉稽查之手段查明是否有違規之行為，以達成前述公益保
護之目的。而裝載整體物超重、超長、超寬、超高而未申請臨時通行證，
就外觀而言似僅存在一個超重、超長、超寬、超高行為，但超重、超長、
超寬、超高並非屬當然許可之行為，係透過例外之許可而使之免責，而例
外許可情形，限於所裝載之整體物已無適當之車輛裝載，或在主管機關考
量裝載通行時間、路線造成損害道路設施與其他用路人權益最小為前提等
條件下進行，此由安全規則第 80 條第 1 項第 1 款「裝載整體物品之長度、
高度、寬度超過前條之規定者」
、第 2 款「裝載整體物品之軸重、總重量或
總聯結重量超過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限制者，應填具申請書、
繪製裝載圖，向起運地或車籍所在地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
憑證行駛」等規定可知。
故而參酌前述李惠宗氏與蔡震榮、鄭善印氏等之見解，整體物超重、
超長、超寬、超高行為應係違反不應超重、超長、超寬、超高之不作為義
務與不申請臨時通行證之作為義物，此係立法目的予以切割的兩個行政法
上義務，應可視為二行為而分別處理，較為妥適且符合行政管理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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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處罰之競合
若不從立法目的或行政法規制之目的性區分行為數，而僅就行為之外
觀評判行為數，而前述之問題，若依行為外觀評價為一行為，則因為處罰
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超長、超寬、超高，而
未請領臨時通行證」與同條例第 29 條之 2「汽車裝載貨物超過核定之總重
量、總聯結重量」規定，均有裝載超重之處罰，而整體物當然包含於貨物
之認定，應無疑義，故在適用上即會產生競合問題，茲就競合理論原理先
做了解，再藉以研判應如何適用為宜。

5.1 競合理論
5.1.1 想像競合
想像競合是指同一行為違反「多數相同」或「多數不同」的行政法上
義務所形成的競合。如屬一行為違反多數不同的行政法義務，應以從一重
處罰方式處理。
5.1.2 法規競合
法規競合是指同一個行為同時構成數個構成要件，而數個構成要件間
存有重疊關係，而適用其中一個最妥適的法律構成要件即已足時，其餘該
當的不法構成要件，則排除而不適用，否則便會牴觸所謂「雙重評價禁止
原則」，而造成一行為二罰。而法規競合可區分為：
1. 特別關係：當某處罰規定所規範之事實，與另一處罰規定所規範之事實
相同，且其構成要件之實現，較另一處罰規定需更具備其他構成要件，
或係就另一處罰規定附加某種要件，則在這二個處罰規定間，即存在著
特別關係。特別規定之構成要件必定涵蓋普通規定之構成要件，故除法
律有特別規定外，原則上，應優先適用該特別規定，而不再考慮其他規
定之法律效果。
2. 補充關係：如法律規定之處罰僅於其他處罰規定不適用時，始有其適用，
此法律規定只具協助作用之補充關係。通常法律條明文規定：「如無其
他處罰規定，則適用本條規定」即屬之。
3. 吸收關係：指實現較重之主要構成要件，通常必會實現其他較輕微之伴
隨的構成要件，而吸收之法律規定將優先適用於被吸收之法律，且其間
並不具備特別關係或補充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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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小結
按前述法規競合理論觀之，處罰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與同條例第
29 條之 2 之規定，兩者間似存在特別關係，因兩條款對汽車裝載物超重均
訂有如何處罰之規定，而處罰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對於裝載整體物，
在超重時並非絕對不可裝載，在例外許可於經請領臨時通行證後即得通
行，顯見處罰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應係同條例第 29 條之 2 之特別
規定。
然而若依特別關係視之，則裝載整體物超重之處罰顯較一般貨物裝載
超重處罰為輕，此從道路養護與交通秩序維護觀點視之，有目的上相違之
問題，雖然整體物有事實上之不可分割性，但是否因此即容任其可任意裝
載行駛於道路，則不無疑義，立法者希藉由行政機關審查機制，在一定條
件下予以許可其裝載行駛。
另安全規則第 80 條第 1 項有關裝載整體物超重、超長、超寬、超高應
申請臨時通行證之規定，係課以汽車所有人裝載整體物超重、超長、超寬、
超高時之作為義務，違反時則可依處罰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處罰，而
該條款之文義，課以汽車所有人遵守義務之核心在於裝載整體物品需「請
領臨時通行證」之作為義務，而該款前段所列「超重、超長、超寬、超高」，
僅為貨車裝載整體物品須經主管機關特許之列舉前提要件，而非直接對於汽
車裝載「超重、超長、超寬、超高」之行為本身課予處罰。依前述說明，可
知處罰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其規範之不法內涵，係在於行為
人罔顧行政機關對於運送、裝載整體物之運送時間及路線等仍保有限制之
權。反之，處罰條例第 29 條之 2 第 1 項、第 3 項之規定，其規範之不法內
涵，則在於超載行為將對於道路、橋樑等公物使用產生損害，二條文所規範
之事實、不法內涵本不相同，則應無法規競合之情形，亦即無法規競合之
特別關係存在之餘地。在此種解釋下，裝載整體物應較裝載一般散裝貨物
時負有更重之義務，即須在特別情況下「超重、超長、超寬、超高」另為
請領臨時通行證。

六、結論建議
法律解釋方法，應不可偏離立法目的、法條文體系與文義之合邏輯性，
而依現行處罰條例所設計之救濟程序而言，司法機關可以審查原處罰機關
之裁決是否允當及合法性，而使得交通聲明異議之性質似屬於廣義的訴願
案件，又由刑事庭之法官兼辦交通聲明異議案件，在現今以專業分流的法
院組織體系下，刑事庭法官以刑事法的觀點審查行政法規，是否恰當，値
得商榷，亦是前述法律解釋產生歧異的問題所在，另現行交通法規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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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仍存在諸多問題，茲說明並提出建議如下：

6.1 結論
1. 整體物究為何指？可列舉於法令內或授權主管機關補充公告規定，不應
以不確定法律概念規定而任由行政機關以個案認定方式解釋，如此對於
道路設施與其他用路人之保護都會出現漏洞，且讓民眾無從遵守。目前
處罰條例與安全規則對於整體物並未做明確之定義，均由主管機關以行
政解釋方式為之。就以貨櫃而言，究應定義為整體物，或仍有其核定之
限重，在不同情況下，均可解釋，即容易產生適用法條之疑義。
2. 目前處罰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係針對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超長、
超寬、超高，而未請領臨時通行證之處罰，已請領但未依規定路線、時
間行駛者，在處罰條例第 30 條第 1 項第 1 款另訂有處罰規定，而未依請
領臨時通行證時所許可之核定載重即視為未請領，從法條體系上解釋，
則顯得具有瑕疵，又直接以超重而有違反處罰條例第 29 條之 2 規定，應
以臨時通行證所許可之載重為計算基點或車輛核定載重為基點，又容易
造成混淆。
3. 處罰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內規定，以「未請領」臨時通行證為處罰
要件，但未請領係指「未申請」、「未申請而領有」或「申請而未獲核准
領有」，在解釋上各依立場便有不同見解，與處罰條例第 21 條有關駕駛
執照領用，以「未領有」駕駛執照為處罰要件相較，此條文之規範較欠
缺明確。同條例第 32 條第 1 項亦有對非屬汽車範圍而行駛於道路上之動
力機械，
「未依規定請領通行證」之處罰，容易使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以
「已申請但未獲核准」為由辯稱符合「已依規定請領」之要件要求免罰。

6.2 法條修正建議
1. 有關裝載整體物超載部分，在現行處罰條例第 29 條內增訂「裝載整體物
未領有臨時通行證或未依臨時通行證核定之載重裝載者，其超重之部
分，依本條例第 29 條之 2 規定處罰」，使整體物在例外許可之情形下，
對於汽車所有人課予較嚴格之義務，以符合處罰條例對於維護車輛結構
與道路品質之立法目的，避免因為司法機關不同之法律解釋，而對同一
事而有不同處理之情事發生。
2. 現行處罰條例第 29 條各款有關「未請領臨時通行證」部分，建議修改為
「未領有臨時通行證」
，以使依規定申請但因主管機關考量道路條件而未
予核發之案件，被處罰人辯稱已依規定申請，而衍生裁罰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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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裝載整體物之使用車輛，受道路環境影響，而有車長之限制，而車長即
影響使用之車輛種類，車輛種類亦限制車輛總重量或總聯結重量之條
件，故現行安全規則第 8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裝載整體物品之軸重、
總重量或總聯結重量超過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限制者應申
請臨時通行證」，然為使申請者明瞭主管機關審查之標準並維護道路品
質，建議在同條第 2 項增訂「所載總重量或總聯結重量，接受申請之公
路監理機關應先洽請當地道路主管機關，如超過道路、橋梁荷重標準者，
應不予核准許可」。
4. 有關整體物之定義建議可於處罰條例第 3 條或第 29 條內增定其定義，如
「整體物：指不可分割之物品或器械」
，而依此定義，當然將整體物做為
包含於貨物之解釋，以避免適用法規產生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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