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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行車輛違規使用國道電子收費設備相關法令問題
之探討1
A Study on Legal Issues Related to 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 in Taiwan
胡宜如 Hu, Yi-Ju

2

摘要
ETC（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智慧收費系統，不但符合節能減碳的環保潮
流，同時兼顧效率，對於職業駕駛人尤其便利，然而，自民國（下同）95 年 2 月
10 日開辦以來，卻屢屢發生「靠行」營業大貨車或未合格申裝 e 通機電子收費晶
片系統，或於 e 通機餘額不足情況下，接連硬闖國道高速公路 ETC 收費車道，事
後又未依規定補繳費用之案件，交通監理機關因而對所屬靠行公司裁罰。由於裁
罰金額往往高達數十至數百萬元，靠行公司對處分不服而向法院聲明異議。由於
「靠行」乃我國常見之交通運輸業生態，惟因車輛登記所有人與駕駛人分離之特
殊情況下，一旦發生交通違規事件，靠行公司每每託詞與靠行駕駛人已簽訂之委
託服務契約書，約定交通違規事件之責任歸屬，而向司法機關提起交通異議，並
以其未實際駕駛或無法管控靠行駕駛人為由，企圖排除汽車運輸業應負之管理監
督之責。本文擬藉由個案，分析現行法規及司法實務，以探討：（1）汽車運輸
業於所屬車輛受此類型交通違規舉發時，得否主張其僅屬靠行關係而非實際駕駛
人，逕向處分機關依法聲明異議？（2）靠行車輛與靠行公司之法律關係為何？
（3）又若靠行公司未依該條規定，於到案期限前具體指證可歸責人，是否即產
生失權之效果，而不得免除責任？期待能對交通執法單位在未來處理相關交通違
規案件時，提供參考及助益。
關鍵詞：電子收費系統、違規使用、靠行、可歸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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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option of 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 system (ETC) on highways in
Taiwan since February 10, 2005, it is always highly emphasized on being eco- friendly
and on its increasing efficiency of transportation. Furthermore, this sort of system is
particularly convenient for vocational driver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more and more
cases which vocational drivers breach traffic rules related to ETC. Meanwhile, one of
the specific features of commercial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in Taiwan is the separation
of vehicles’ owners and users. Namely, the registered owners of commercial vehicles
are very unlikely to be the drivers. Legally,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is similar to trust.
Therefore, a common argument for those registered owners is that they shouldn’t take
any responsibility for those drivers’ violation of traffic rules, such as trespassing ETC
without paying, for they don’t have substantial commands on those commercial
vehicles. On the other hand, commercial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tries to avoid their
liabilities by complying with their contracts with drivers. In order to solve all those
issues in practice, this study will be initialized from a case and analyzes: (1)the
reasoning of arguments of registered owners, (2) the internal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vehicles drivers and registered owners, and (3) the liabilities of registered
owners and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Key Words: ETC, Violation, Trust, Legal Liability.

一、前言
隨著遠通電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遠通公司）與主管機關間有關 ETC
之行政訴訟爭議落幕，國內愈來愈多高速公路用路人裝設 e 通機，而國道高
速公路局亦於使用量較高之北部地區逐步增設電子收費專用道，預期用路人
將因此以享有較便捷及迅速的用路環境，然而因此衍生的交通違規事件日益
增加。日前有報紙媒體批露：某靠行之聯結車司機於四個月內，因車內 e 通
機餘額不足，仍連續闖越國道高速公路 ETC 電子收費車道，造成高達四百四
十餘萬元罰鍰之案例3（參後揭「案例事實摘要及問題之提出」所述），類似
之違規事件已非個案，根據高速公路局之統計資料顯示，自民國 95 年 2 月間
ETC 專用道開辦以來，第 1 年之逃費案件約 2 萬件，第 2 年將近 5 萬 8 千件，
第 3 年已達 7 萬 5 千件，與 ETC 開通前 1 年平均不過 8 千件相較，可知使用
ETC 專用道違規事件已較其他人工收費道違規事件為眾，交通部國道高速公
路局有鑑於此，將與警方合作取締，未來考慮朝向當場扣車之方式加強查緝4。
再依過去 3 年間發生逃費之資料分析，造成高額罰鍰之「逃費大戶」共
通之處，均在於此類違規往往都非單一之行為，如往來台北、高雄間之職業
駕駛人，僅一日即可能就相同之違規態樣接獲 10 至 20 張之罰單迅速累積高
額之罰鍰，若僅能處罰職業駕駛人，則渠等通常無力負擔，甚而有更投機取
巧之職業駕駛人，明知已遭連續裁罰，卻認既已無資力繳納，故持續其不依
規定繳費之行為，致使日後政府之行政執行無著，亦顯將使交通執法維持公
平與秩序之預期目標無法達成。惟若處罰靠行之運輸公司，公司亦多會抗辯
3

4

蘋果日報，98 年 7 月 22 日，A11 版。
自由時報，98 年 8 月 3 日，A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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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職業駕駛人之個人行為，於明知實際駕駛人之情況下，似不應逕由靠行
之運輸公司負擔，而向法院聲明異議。然而，如以上揭報載案例所載事實，
此種交通違規案例類型及事實行為究竟為何？警察機關或監理機關如果逕予
處罰靠行運輸公司，有無正當之法律依據？靠行之運輸公司對此等案件，應
有何種認識？均有研究之必要。

二、案例問題及交通秩序罰救濟程序概述
2.1 案例問題摘要
登記為某乙交通有限公司所有之營業貨運曳引車（以下簡稱系爭曳引
車），自 97 年 1 月間起至 4 月間止，行經國道收費站電子收費車道，因車內
e 通機餘額不足，仍連續闖越國道高速公路 ETC 電子收費車道，而有「汽車
行駛於應繳費之公路，不依規定繳費」之違規事實，經交通部公路總局丙區
監理所，以某乙公司所屬車輛違反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本文以下均簡稱
處罰條例）第 27 條第 1 項之規定，逕行舉發，並以第 001 至第 790 號之裁決
書裁處罰鍰，案經受處分人某乙公司以：系爭曳引車為靠行車輛，車輛實際
所有人為職業駕駛人某甲，某甲每月僅繳交數千元靠行費用，雙方簽訂有靠
行契約，約定運輸業務由某甲自行接洽，稅金及交通違規罰鍰亦應由某甲自
行繳納為由，向管轄之地方法院聲明異議，試問有無理由？法院面對此類案
件又應如何處理？

2.2 交通秩序罰之救濟程序
交通違規事件，係由公路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5針對具體違反道路交通管
理處罰條例所定之可罰性事實，予以舉發填製違規通知單，產生受處分人繳
納罰鍰之義務，其性質仍屬行政處分。惟對於交通違規事件之救濟程序，並
非如同一般行政救濟法制，係透過訴願及行政訴訟程序為之，而係受處分人
如不服舉發事實者，依處罰條例第9條第1 項規定，應於15日內，向處罰機關
陳述意見；若受處罰人不依通知所定期限前往指定處所聽候裁決，且未依規
定期限陳述意見者，公路主管機關再依舉發違規通知單之事實，循車種、受
處分人逾越自動繳納罰鍰或到案期限之日數，依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統一
裁罰基準表為裁決處分（即製作裁決書）後，受處分人始得依道路交通管理
處罰條例第87條第1 項規定，對違規裁決書表明不服，向管轄之地方法院刑
事庭聲明異議。聲明異議依同條例第89條規定，準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由
普通法院以裁定為之，如對裁定不服者，得提起抗告，但不得再抗告6，相關
5

6

依據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8 條第 1 項之規定，違反本條例第 12 條至第 68 條（規範汽
車、機車）之行為者，應由「公路主管機關」處罰；違反本條例第 69 條至第 84 條（規範
慢車及行人等）之行為，則由「警察機關」處罰。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87 條、道路交通案件處理辦法第 19 條、第 20 條規定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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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程請參見下揭圖1 所示。
或有行政法學者對於將屬於行政爭議事件之交通秩序罰救濟程序劃歸普
通法院審理，實質上是否符合司法二元訴訟制度之精神？有無違憲之顧慮？
前已經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做成釋字第418 號解釋，亦有諸多不同之見解7，本
文囿於篇幅，爰不擬加以細論，而僅針對現行交通秩序罰救濟制度下，司法
機關審理聲明異議案件中，對此種案例事實所可能產生之考量加以分析，期
能對執法單位日後執法時提供一些想法。

圖 1 交通秩序法之救濟流程圖

7

李震山（2004），道路交通安全行政法制之建構與問題舉隅，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63 期，
頁 115、錢建榮（2004），交通事件處理及救濟程序相關案例之檢討—以舉發通知單為中
心，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3 年度司法研究發展報告，頁 21 至 27、李代昌（2004），交通違
規救濟規範之研究，中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157、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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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電子收費道之違規行為態樣及適用法令
3.1 違規行為態樣
透過司法院法學資料檢索網頁8搜尋整理各法院交通法庭此類型之交通
聲明異議案件之事實，就自電子收費車道開辦以來常見之使用電子收費道違
規行為態樣，大致上可區分為下二類：
1、因駕駛人之行為所造成之違規態樣：例如車輛未裝置 e 通機設備，而不依
標誌指示，逕行通過電子收費道及未依速限通過電子收費車道致無法扣款
等。
2、因 e 通機設備問題所造成之違規態樣：例如 e 通機內儲值餘額不足、未申
裝戶使用非登記所屬 e 通機而通過電子收費車道、e 通機設備故障致未能
扣款成功等。

3.2 違規處罰之適用法條
現行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並未針對電子收費車道之違規處罰特別訂定
獨立法條，故相關之違規行為，目前實務作法均視其違規之行為態樣，分別
依處罰條例第 27 條第 1 項：「汽車行駛於應繳費之公路、橋樑、隧道或輪渡，
不依規定繳費者，處汽車所有人或駕駛人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6 千元以下罰鍰，
並追繳欠費」或同條例第 33 條第 3 項：「汽車行駛於高速公路、快速公路或
設站管制之道路，有其他違反管制規定之行為者，處汽車駕駛人新臺幣 6 百
元以上 1 千 2 百元以下罰鍰」之規定處斷。此亦得參考主管機關交通部於 95
年 9 月 21 日依交路字第 0950009048 號作成之函釋：「汽車行經高速公路收
費站未依規定繳費，當可援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27 條第 1 項之規定
處罰，並無疑義；另針對行經高速公路收費站未依高速公路及快速公路交通
管制規則第 23 條規定及相關標誌標線指示行駛過站者，如非電子收費使用者
行駛電子收費車道或未持用回數票行駛回數票專用道等，則依道路交通管理
處罰條例第 33 條第 3 項規定處罰，業已於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統一裁罰
基準表之備註欄中明確說明。惟汽車行經收費站未依指示車道過站而連續有
未依規定繳費之行為，當另有前揭說明同條例第 27 條規定處罰之適用」。是
可知汽車駕駛人行經高速公路收費站，未依高速公路及快速公路交通管制規
則第 23 條規定及相關標誌標線指示行駛過站者，例如：非電子收費使用者行
駛電子收費車道之情形，應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33 條第 3 項之規定，
處「駕駛人」6 百元以上 1 千 2 百元以下之罰鍰；若經通知補繳而續有未依
規定繳費之行為，則另依同條例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處「汽車所有人」或「駕
駛人」3 千元以上 6 千元以下罰鍰。

8

網頁位置：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最後檢索日期 98 年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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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27 條第 1 項所處罰者係「逾期未補
費」之行為
承前所述，我國以往使用公路、橋樑或隧道收費均採人工收費方式，故
駕駛人行駛於上開地點不以現金或回數票券繳費，就是明知未繳費而強行通
過收費處所之行為，較難諉稱是因疏忽所導致；但隨著 ETC 電子收費設備之
採用，取代部分傳統人工收費，駕駛人縱使在行駛前有檢查 e 通機餘額是足
敷繳費之義務，惟在駕駛過程中，難以隨時觀察 e 通機餘額是否足夠，且在
行駛高速公路通過收費站發覺餘額不足時，為求交通安全及行車順暢，不適
合立即停止駕駛或倒車改走人工收費車道，是駕駛人行駛於電子收費設備車
道不依規定繳費，是否必然具有不繳費之故意或違反繳費規範之故意，似不
宜一概而論。
再者，比較處罰條例第 27 條第 1 項汽車行駛於應繳費之公路應繳納之
通行費，及同條例第 56 條第 2 項在道路收費停車處所停車應繳納之停車費，
均有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之特質（此觀諸規費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
即明），然處罰條例第 56 條第 2 項於 94 年 2 月 5 日已立法修正如下：「汽
車駕駛人在道路收費停車處所停車，未依規定繳費，主管機關應書面通知駕
駛人於 7 日內補繳，並收取必要之工本費用，逾期再不繳納，處新臺幣 3 百
元罰鍰」9，即其處罰型態為「經通知補繳停車費後，逾期仍未繳納」之行為，
則於處罰條例第 27 條第 1 項在以電子設備收費情形，未及比照同條例，仍
應作相同之解釋，即認為在汽車行駛於應繳費並使用電子收費設備之情形
下，該條第 1 項所謂「不依規定繳費」，應解釋為「經通知補繳通行費後，
逾期仍未繳納」之行為10，較為妥適。
另參考公路法第 24 條第 2 項授權交通部訂立之公路通行費徵收管理辦
法，及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電子收費申裝及欠費追繳作業注意項第
10 點規定：「高速公路電子收費票證之可用金額不足抵扣應繳通行費時將不
予扣款，營運單位將依不照章繳費之規定處理」；同注意事項第 13 點規定：
「車輛不依規定繳納通行費，營運單位之自動收費系統應將該用路人車輛之
車種、牌照號碼、通行時間、地點、行駛方向等予以記錄並照相或錄影存記。
營運單位應依本局查明之車籍資料，製發『補繳通行費及作業處理費通知
單』，追繳通行費並加收作業處理費用。但因系統因素致無法完成扣款交易
者，不另收作業處理費」；同注意事項第 17 點則規定：「用路人應依『補繳
通行費及作業處理費通知單』所列金額及繳費期限完成補繳，逾補繳期限截

9

10

94 年 2 月 5 日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56 條修正理由，原提案說明認「停車」本身不具
規範違反性，且駕駛人往往疏忽未繳納該費用，是停車費繳交義務之違反，僅係公法上金
錢給付義務之給付遲延，主張該條例原第 56 條第 1 項第 11 款「在道路收費停車處所停車
不依規定繳納」之處罰予以刪除，雖嗣後依黨團協商結果將其改列同條第 2 項仍予處罰，
惟參酌修正後之處罰型態改為「逾期再不繳納」，可認立法者認其規範違反性非於「停車
未繳費」之行為，而係「經通知補繳後逾期仍未繳納」之行為。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7 年法律座談會交通類臨時提案第 1 號討論意見參照，臺灣高
等法院（2006），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7 年法律座談會彙編，頁 586 至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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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日未繳納者，依法舉發」，將上開規定綜合觀之，益徵處罰條例第 27 條第
1 項依法舉發之前提要件，應為「用路人行駛於應繳費之公路，不依規定繳
費，又逾通知單所列之繳費期限未完成補繳」，至為明灼11。

3.4 處罰對象究竟為實際用路人或車輛所有人？
由於交通違規之行為態樣眾多，常使用不同管制手段藉以達成交通安全
及秩序維護之目的，因此處罰對象亦有相應之區別：有單以「汽車所有人」
或「汽車駕駛人」為處罰主體者，例如處罰條例第 29 條、第 29 條之 2、第
63 條；有併同處罰「汽車所有人及駕駛人」者，例如處罰條例第 21 條之 1；
亦有授權主管機關得依職權裁量而選擇處罰對象，而以「汽車所有人或駕駛
人」為受罰主體者，本件案例所依據之處罰條例第 27 條第 1 項即屬之。該
條規定係以「汽車所有人」或「駕駛人」為受罰主體，乃由處罰機關選擇其
中之一為處罰對象，屬於行政法學理上行政裁量中之「選擇裁量」。所謂「裁
量」者，係指行政機關經法律授權，於法律構成要件實現時，得決定是否使
有關之法律效果發生，或選擇發生何種法律效果12。在「選擇裁量」之情況，
行政機關在法律授權範圍內，針對個別具體情況，衡諸法規意旨，從事合理
性及合目的性之考量，在數個法律均許可之相對人間，擇其最適當者為之，
以實現行政目的13、14。是以此項裁量，除有裁量逾越或裁量濫用之情形外，
如違規事實明確，裁罰機關據以處罰，自不得任意指為違法15。
前揭因 ETC 收費方式所衍生之違規處罰所使用之罰則中，處罰條例第
33 條第 3 項之處罰僅限於「駕駛人」，實務運作對於裁罰對象之選擇，大致
上較無爭議，本文爰不再討論；然處罰條例第 27 條第 1 項所規定處罰「汽車
所有人」或「駕駛人」，賦予處分機關得依具體個案，選擇受罰對象，在此
種因 ETC 收費方式衍生之違規行為，大多發生在車輛快速行駛通過電子收費
系統之瞬間，無法概由值勤員警以攔檢之方式當場舉發，為維護交通秩序，
允許以科技設備為適當之查察，而以逕行舉發之方式，又因往往無法得知實
際駕駛人，故先以車輛所有人為裁罰對象擎單處罰16。此種以車輛所有人為
裁罰對象之法規，在一般實質所有人與登記名義所有人同一之情況下，殆無
疑問，惟在我國汽車運輸業習稱之「靠行制度」下，「靠行車輛」與「靠行
公司」之法律關係為何，會否因此影響應歸責對象之判斷？又靠行公司得否
爰引處罰條例第 85 條第 1 項之規定，認為受舉發之違規行為應歸責他人者，
11
12
13
14

15

16

臺灣高等法院 97 年度交抗字第 800、802、803、804、866、873 至 926 號裁定參照。
陳敏（2003），行政法要義，頁 178。
Vgl. Maurer, Allg. VwR, §7 Rdnr. 8。
參見行政程序法第 10 條、李建良（2002），個別裁量與一般裁量，月旦法學教室公法學
篇，頁 134 至 135。
翁岳生（1990），不確定法律概念與行政裁量，收錄於氏著「行政法與現代法治國家」，
頁 37 至 107。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7 條之 2 第 1 項第 7 款規定：「汽車駕駛人之行為，經以科學
儀器取得證據資料證明其行為違規，當場不能或不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逕行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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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舉發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通知單應到案日期前，檢附相關證據及應歸
責人相關證明文件，向處罰之監理機關告知應歸責人，由處罰機關應另行裁
罰應歸責人即靠行駕駛人？等等問題，爰逐一就法律層面析述如下。

四、我國汽車運輸業之特殊生態－「靠行」
4.1「靠行」之成因
在我國目前之公路監理實務中，鑒於營業大型車（包括營業用大貨車、
聯結車、曳引車、客運服務業），其本質即為牟利，而往往頻繁、經常性在
道路上行駛，較諸於其他非營利車輛或小型車，有更高之危險性，資為確保
其他用路人之安全，現行法令諸如公路法第 39 條第 2 項、汽車運輸業管理
規則第 3 條及汽車運輸業審核細則第 4 條等，乃明確限定具有法人資格且符
合特定條件者，始得受核准經營營業大型車運輸事業，且於籌備期間依法辦
理公司或商業登記，並報請該管公路主管機關核准發給汽車運輸業營業執照
及公路汽車客運業之營運路線許可證後，方得開始營業或通車營運，且就該
等汽車運輸業者之經營方式，復設嚴格之規範，考其立法意旨，乃在於以具
法人資格之汽車運輸業者，而非係屬自然人（個人）之駕駛人本身，「直接」
負擔交通法規所課相關義務，期藉由汽車運輸業者以自身之組織規模、財力，
保證各該用路及交通安全規範得予確實遵守（不遵守即撤銷營運許可，且另
又取締非法業者），是以在營業用大型車運輸業中，由於不允許個人車行經
營，靠行制度因此應運而生，成為汽車運輸業界極為普遍之型態17。

4.2「靠行」之法律關係
「靠行」關係既是汽車運輸業存在之現象，司法實務對於處理此種制度
產生之法律糾紛時，仍須定性其法律關係，以便作出判斷。在我國法院之見
解，「靠行」制度係指汽車所有人為達營業之目的，將汽車所有權移轉於車
行之雙方行為。在靠行制度下，車輛駕駛人為營業之經濟上目的，將車輛在
監理機關登記為車行所有，其登記之行為實已超過營業之經濟上目的，故其
為信託行為之一種18。所謂信託（Trust），依信託法第 1 條之規定：「謂委
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益人之利益或
為特定之目的，管理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歸納信託法及最高法院過去在
信託法未明文立法前做成之數則判例要旨19，信託基本上具有：（1）、信託
人係為達到特殊（經濟）目的；（2）、信託人將財產所有權移轉予受託人，
因此真正之所有權人乃信託人，受託人僅為法律上、形式上之所有權人等特
17

18
19

根據問卷統計，截至 96 年 7 月間止，汽車運輸業中靠行營運之車輛比例約達 8 成，參見
陳玉好（2006），汽車貨運業靠行管理與規範之初探。
最高法院 85 年度臺上字第 2962 號民事判決要旨參照。
最高法院 66 年度臺上字第 2996 號、66 年度再字第 42 號判決要旨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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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20。所以依信託行為之本質，在信託關係終止並將信託財產（即車輛）移
轉於信託人（即靠行之職業駕駛人）之前，應認受託人（即受靠行之汽車運
輸公司）為信託財產法律上之所有權人。且於汽車運輸業之經營情形，運輸
公司既為基於信託法律關係取得靠行車輛所有權之受託人，又依公路法第 79
條授權所訂定之汽車運輸業管理規則第 19 條規定：「汽車運輸業對所屬車
輛、駕駛人及僱用之從業人員應負管理之責」，解釋上汽車運輸業者對於名
下營業大型車於營運（業）過程中衍生之相關費用（包括規費、驗車及維修
費用），或對於所屬各該車輛之駕駛人，實應善盡管理、監督責任，似乎不
能單以靠行駕駛人個人如何經營、執行業務，運輸公司無從管理為由，免除
其對於所屬車輛之管理、監督責任。

五、交通違規事件異議程序中舉證責任分配與時機之探討
5.1 逾期提出會否發生失權效果？
本案例適用之處罰條例第 27 條第 1 項既然賦予處分之監理機關選擇裁罰
駕駛人或汽車所有人之裁量空間，又目前汽車運輸界存在著前述「靠行」之
特殊生態，則案例中受交通違規裁罰之某乙汽車運輸公司，未及在裁決前向
處分機關告知應歸責人，然其在向法院聲明異議階段，得否檢附相關證據及
應歸責人相關證明文件，向法院主張違規行為應歸責他人？亦即法院能否以
某乙運輸公司延遲提出應歸責人之相關證明文件，而認為某乙運輸公司已喪
失實質異議之權利？
首先回歸法制面分析，處罰條例第 85 條第 1 項規定：「本條例之處罰，
受舉發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之受處罰人，認為受舉發之違規行為應歸責他
人者，應於舉發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通知單應到案日期前，檢附相關證據
及應歸責人相關證明文件，向處罰機關告知應歸責人，處罰機關應即另行通
知應歸責人到案依法處理。逾期未依規定辦理者，仍依本條例各該違反條款
規定處罰」，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統一裁罰基準暨處理細則第 36 條亦同此
規定。該條項之所以允許受處罰之人收受違規舉發通知後，指明可歸責之人，
並申請轉罰，考其立法意旨，乃在將行政處罰歸於實際應負責任之人，以符
公平正義，並使實際應負責之人能知所警惕，避免再犯。惟又考慮到交通違
規之處罰係大量而反覆性之行政行為，處罰機關礙於人力、時間之短絀，有
時難以逐一詳查違規者為何人，尤其在逕行舉發之情形，更難期待舉發單位
具體查證，相較之下，受處分人時間、人力較為寬裕，且受處分人對於實際
駕駛者為何人多知之甚詳，相關證據及證明文件亦均在受處分人掌握之中，
具有資訊上之優勢，故特設本條規定，藉由受處罰人適當之舉證協助，以釐
清責任歸屬。
司法實務上曾有見解認為：若容許受處分人僅泛稱係他人駕駛而不提供
足資識別之身分，又或稱為某某人所為但不提出證據，則處罰機關勢需耗費
20

呂榮海（1984），實務上利用信託行為之類型，律師通訊，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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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量時間勞力調查，仍恐一無所獲，此種責任之分配並非合理。又倘若僅課
與受處分人檢附相關證據及足資辨識、通知應歸責人之證明文件，而容任其
於任何時間均得提出，亦將使究竟何人應負最終行政罰責任之法律關係長期
懸而未決，並使前揭規定中「應於到案日期前提出」期限之限制形同具文，
此應非屬立法之本意，是故立法者課與受處分人在期限前提出證明之義務，
違反則產生失權之效果，不得再申請轉罰，如此解釋方式始核與前揭規定之
立法目的相符21，而在汽車所有人向法院聲明異議之救濟程序中，以此程序
理由駁回異議，固非全然無據。
惟細究處罰條例第 85 條第 1 項規定之文義，受處分人「逾期未依規定
辦理」之效果，係處罰之監理機關「仍依本條例各該違反條款規定處罰」，
並未明文規定發生失權之效果；且觀諸上開規定修正之立法理由22，亦未顯
示逾期未告知應受歸責人時，即產生失權之效果。況且如果採納上述見解，
倘若舉發通知單送達受處分人時，已逾通知單所定之到案期日，則因未符合
處罰條例第 85 條第 1 項規定，即發生失權之效果，如此將使是否發生失權
之效果，取決於舉發通知單送達之遲速，如送達在到案期日前者，即生失權
效果；送達在到案期日後者，即不生失權效果，顯失公平，尤其若舉發通知
單送達受處分人時，恰係舉發通知單所定到案期日之同日或前一日，將使受
處分人因無法及時告知應歸責他人之狀況，而承受失權之不公平結果23。
再由行政罰之角度探討之，交通違規罰鍰係違反行政法上義務而受處
罰，本質上即屬行政罰24。既然屬於行政罰，則依行政罰法第 7 條規定：「違
反行政法上義務之行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不予處罰」，此項實體法上責
任成立之條件，除有明文規定外，本宜一體適用。依處罰條例第 85 條第 1
項法條文義觀之，受處罰人「逾期未依規定辦理」之法律效果，係處罰機關
「仍依本條例各該違反條款規定處罰」，此與一般受罰者依所違反條款之規
定處罰尚無不同，尚難逕解為已生實體法上失權之效果。且同條第 4 項仍明
文規定「逕行舉發或同時併處罰其他人之案件，推定受逕行舉發人或該其他
人有過失」，配合第 7 條之 2 第 1 項第 7 款、第 4 項之規定為體系上之觀
察，於逕行舉發之情形，如認受處罰人未申請轉罰或適當舉證，即生失權效
果，自已無須判斷受處罰人主觀責任條件之有無，則實體法上又推定其有過
失，亦不無扞格之處25。實務上主管之交通部認為「逾越應到案日期，汽車
所有人始向處罰機關告知應歸責人者，為維護當事人之權益，於裁決機關為
裁決前，裁決機關仍應受理當事人之舉證或陳述案件」，復有交通部 78 年 1

21

22

23
24

25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6 年度交聲字第 1355 號交通事件裁定、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7 年
度交抗字第 200 號、第 77 號裁定參照。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85 條第 1 項立法理由：本條原第 1 項、第 2 項、第 3 項規定不
清，是採二罰或改變處罰客體未見分明，亦造成處罰機關之困擾，且處罰對象不僅關於車
輛，尚有其他情況，爰仿照第 7 條之立法精神，予以修正之。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6 年度交聲字第 1325 至 1334 號裁定參照。
行政罰法第 1 條：違反行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類行政罰之處罰時，適用本
法，但其他法律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6 年度交聲字第 1325 至 1334 號交通事件裁定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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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6 日交路（78）第 00527 號函文可供參考，顯然亦未將該條解釋為「失
權效」之規定。
綜上諸情，本文亦認為處罰條例第 85 條第 1 項規定，應僅屬處罰機關得
為實體上處罰之依據，並課予受處罰人適當舉證之義務，即使受處罰人未依
本條規定申請轉罰，舉發機關亦僅因此取得處罰之依據，尚不因此即發生確
定實體法上法律關係之效力26，特別是在逕行舉發案件中，處罰汽車所有人
乃基於便利調查程序及促使車輛所有人積極管理車輛之考量，故有先逕行舉
發、處罰汽車所有人之必要性，再藉由汽車所有人舉反證加以推翻，性質上
應屬舉證責任倒置之規定27，基於救濟程序之目的首重保障人民權益，汽車
所有人縱使未遵守處罰條例第 85 條第 1 項之規定，在應到案日期前，向處罰
之監理機關檢附相關文件，告知其並非應受歸責之對象，在法院之聲明異議
案件審理時，仍允許其有舉證證明該項交通違規並非可歸責於運輸公司之機
會，較為妥當。準此，本案例中之某乙運輸公司，在法院聲明異議程序中，
仍得抗辯靠行之駕駛人某甲方為應實際受歸責之對象，不因為延遲提出此項
主張而受到失權之效果。

5.2

交通違規事件處罰之主觀要件

承前所述，本案例中某乙運輸公司論靠行貨運公司固然在法院聲明異議
之程序中，仍得主張駕駛人某甲為實際應歸責之人，請求法院予以調查，而
不因提出證據時間不同而發生失權之效果，然而，某乙運輸公司在此種案例
中究竟有無可罰行性，將繼續討論如後。
按違反行政法上義務對行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不予處罰；又法人、
設有代表人或管理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行政法
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理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行為之職員、受僱
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行政罰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2 項分別定有明文，對照該條文之立法理由：「基於有責任始
有處罰之原則，對於違反行政法上義務之處罰，應以行為人主觀上有可非難
性及可歸責性為前提，如行為人主觀上並非出於故意或過失情形，應無可非
難性及可歸責性，…且本法不採「推定過失責任」之立法，並就法人、設有
代表人或管理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之故意與過失認
定為擬制規定」，足認行政罰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
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中，所謂「推定」，應係
指代表人對該等人執行職務之「監督」有故意或過失而言，非指該等人之故
意或過失直接歸屬代表人，再歸屬予組織體，方能貫徹本條立法理由所揭櫫
之「自己責任原則」28。
又交通秩序罰中之處罰對象類型係以「駕駛人」及「所有人」為主，而
「駕駛人」之概念通常為自然人，所以在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中若明文規
26
27
28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7 年法律座談會紀錄交通類第 41 號提案研討結果亦同此意見。
林家賢（2007），司法對交通秩序罰審查問題之研究，頁 310。
蔡震榮、鄭善印（2006），行政罰法逐條釋義，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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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駕駛人」為單一處罰對象者，此時僅需依行政罰法第 7 條第 1 項，考
量該自然人是否對於行政義務之違反具有故意或過失即可。然在法條規定處
罰之對象包括「汽車所有人」時，概念上即不限於自然人，因法人、設有代
表人或管理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等，均可登記為汽
車所有人，從而，如該「汽車所有人」為法人、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
關、組織時，則應依行政罰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檢討其代表人、管理人、
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行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是否具有故意、
過失，而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

5.3 靠行公司可歸責性之探討
在本文討論之案例中，處分機關據以裁罰某乙運輸公司之法條依據為處
罰條例第 27 條第 1 項，而該條文所處罰者係「逾期仍不繳費」之行為，又在
靠行制度下，車輛駕駛人為營業之經濟上目的，將車輛在監理機關登記為運
輸公司所有，其登記之行為實已超過營業之經濟上目的，為信託行為之一種，
均已詳如前述，若以目前實務由國道高速公路局委託遠通公司製發補費通
知，因靠行之運輸公司為車輛之登記所有權人，該補繳通知書函亦會對於靠
行之運輸公司送達，此際運輸公司對於違規之職業駕駛人「應依規定繳費」
一事，基於雙方合作營利之「靠行關係」，運輸公司自應詳實督促，確切管
理，令靠行駕駛人依規定行事，以免日後無端受罰。然若運輸公司僅持補繳
通知書告知、催促靠行駕駛人補繳費用外，並無任何扣款、追蹤、查覆或其
他較積極性之作為，終而任令補費期間經過而不依規定繳費之違規情事發
生，依目前處罰之監理機關或法院審理觀點29，均不認為運輸公司已盡其「靠
行公司」管理、監督責任，不能推稱毫無過失，而具有可歸責性。從而，處
分機關在本案中以某乙以運輸公司為裁罰對象，在無裁量逾越或裁量濫用之
情事下，該等行政處分並無不妥之處。
另值得注意者，尚有運輸公司可否以其與靠行駕駛人簽訂之契約（以下
簡稱靠行契約）30，於契約條款中約明「車輛之實質所有權仍歸靠行駕駛人」，
而抗辯一切違規應由實際駕駛人負責？
觀諸目前坊間簽訂之此種自備車輛靠行契約，固載明由駕駛人自備車輛
登記於運輸公司名下，惟同時亦有「各項稅費、規費、保險費及交通違規罰
款，由運輸公司代繳」，或「駕駛人委託運輸公司代辦車輛監理業務，或協
助處理行車事故相關事宜」等契約條款，則在此情形下，法院實務上較可能
認定：運輸公司接受職業駕駛人自備車輛靠行運輸經營，具有相對應之權利
義務關係，非僅單純提供「靠行」營業，收取靠行費用而已。再者，運輸公
司既係依公路法相關規定，因具備一定條件審查合格後而取得營業資格，並

29

30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7 年度交聲字第 1325 號至 1334 號、同院 96 年度交聲字第 1295 號至
130 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97 年度交聲字第 2217 號至 3006 號、同院 98 年度交聲更字第
5 號。
目前有以「汽車貨運業接受個別經營者（寄行）委託服務契約書」為名，或有以「汽車貨
運業接受自備車輛參與經營契約書」為名，多為汽車貨運商業同業公會製發之定型化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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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靠行」營業以牟利，則對於其不論受僱或靠行之職業駕駛人，自應負
擔相當之管理監督義務，不得片面以上開靠行契約條款排除責任。更何況所
謂之行政罰，乃在一般行政法法律關係內，對違反行政義務之人民，原則上
由行政機關，依法律或自治條例之規定，所科處之制裁。因此，違反行政義
務之人不得以其與案外人之私法契約，作為己身之卸責事由。推敲法院實務
之思維，並非要課予汽車運輸公司極嚴苛之義務，而係認為倘若各該規費用、
罰鍰最終係可歸責於駕駛人個人，汽車運輸業者仍可依「內部契約關係」向
該駕駛人求償，惟此內部契約並不得作為抗告人拒絕繳納其罰鍰義務之卸責
事由31。是以在法律明文規定以「汽車所有人」為裁罰對象之交通法規中，
基於前揭風險分配之觀點，以運輸公司為違規裁罰對象，應無不合理之處32，
此點值得日後主管機關或運輸貨運同業工會在研擬「靠行契約」條款時予以
列入考慮。

六、結論及建議
ETC 電子收費系統雖然切合環保需求，同時帶給職業駕駛人使用上許多
便利，然而違規欠費案件卻也屢見不鮮，尤其在我國運輸業長期存在「靠行」
關係下，交通監理機關對於職業駕駛人所屬之靠行公司裁罰後，靠行公司往
往以無法實際監督駕駛人為由，向主管機關及司法機關聲明異議。
本文以實務上曾發生之個案為例，於本文第二節概述交通秩序罰之救濟
程序；於本文第三節說明主管行政機關對於上述違規使用電子收費系統之違
規案件，目前均視其違規之行為態樣，分別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處罰條
例第 27 條第 1 項或同條例第 33 條第 3 項之規定逕行裁罰，而在本件 e 通機
餘額不足卻闖越國道高速公路 ETC 電子收費車道之案例中，依法舉發之前提
要件應為「用路人行駛於應繳費之公路，不依規定繳費，又逾通知單所列之
繳費期限未完成補繳」，又基於行政裁量之觀點，得以汽車所有人或駕駛人
為本案例中之受罰主體。
至於普遍存在於我國運輸業特殊之「靠行」生態，本文第四節先由法律
面分析「靠行」之法律關係，認為應屬信託行為之一種，繼而於本文第五節
中，探討靠行公司在行政罰上之可歸責性，經綜合整理實務界之諸多意見後，
認為除非靠行運輸公司已盡到管理、監督之責任，否則均不能推稱毫無過失，
從而，處分機關自得以運輸公司為裁罰對象。期待經由本文就以上諸多面向
之概略分析，能對交通執法機關在未來處理相關交通違規案件時，提供參考
及助益，並藉由提出之上開現象，使主管機關更加正視「靠行」制度下，汽
車運輸事業之管理問題。

31

32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8 年度交抗字第 84 號裁定理由第三點參照。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6 年度交聲字第 1264 號、1295 號等判決要旨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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