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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規則」架構之研析1
A Framework Study on the Regulations for Road 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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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以下簡稱「設置規則」)係依據「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4 條第 3 項訂定。因設置規則的內容兼具法規及技術
手冊性質，致使其內容過於複雜，讓一般民眾不易了解，影響法規的施行。此
外，「公路法」第 33 條要求訂定「交通工程規範」，而「市區道路條例」第 32
條第 1 項則要求訂定市區道路之「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
，
「設置規則」
與相關規範、設計標準間亦有部分重複相互引用之處，宜進行釐清並簡化，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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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法規架構更為清晰明確，令主管機關與民眾易於遵循執行。因應交通部現正
研擬「道路交通法」
，將整併「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法規內容，本研究配
合提出「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規則」(草案)及相關法規的修訂建議。
關鍵詞：交通管制設施、法規命令、架構

Abstract
The Placement Regulations for Road Traffic Signs, Markings and Signals
(hereafter Placement Regulation)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Article 4, Item 3 of the
Road Traffic Management and Penalty Act (hereafter Penalty Act). Because the
contents of the Placement Regulation have the nature of laws and technical manuals,
the contents are too complicated to be understood by general public and therefore
affe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gulations. In addition, the Specifications for
Traffic Engineering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Highway Act Article 33; Notes to the
Design Standards of Urban Roads and Accessory Works, however, is based on the
Article 32, Item 1 of the Urban Road Act resulting in the Regulations for Road
Traffic Signs, Markings and Signals and some part of the design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are repeatedly cited. The research purpose is to make regulations more
clearly. In response to the fact that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is currently drafting the Road Traffic Law, the Penalty Act and
other regulations (such as Placement Regulation) will be consolidated. This study is
accompanied by the revision of the Regulations for Road Traffic Signs, Markings
and Signal (Draft) and related regulations.
Keywords: traffic control device, regulation, framework

一、前言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以下簡稱「設置規則」)係依據「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以下簡稱「處罰條例」)第 4 條第 3 項：「前項道路
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警告、禁制規定、樣式、標示方式、設置
基準及設置地點等事項之規則，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定之。」訂定。因其
內容兼具法規及技術手冊性質，致使內容過於複雜，而讓一般民眾不易了
解，影響法規的施行。此外，「公路法」第 33 條要求訂定公路「交通工程
規範」，「市區道路條例」第 32 條則要求訂定市區道路之「市區道路及附
屬工程設計標準」，「設置規則」與相關規範、設計標準間亦有部分重複
相互引用之處，宜進行釐清並簡化，俾使法規架構更為清晰明確，令主管
機關與民眾易於遵循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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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交通部現正研擬「道路交通法」，將整併「處罰條例」等法規內
容，應可預先探討將「設置規則」簡化為「使用規則」內容。除避免交通
工程相關規範過於龐雜，利於主管機關實務執行之外，讓用路人更加了解
相關交通工程設施所代表意義，並遵守相關交通規則，以改善行車秩序，
降低道路交通事故傷亡。
本研究以「設置規則」為主要研究範圍及對象，相關法規涉及「處罰
條例」、「道路交通法」(研訂中)，以及「公路法」、「市區道路條例」所
授權訂定之「交通工程規範」及「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等。
本研究之目的主要包括：
1.釐清「使用規則」應具備功能與內容架構。
2.簡化原「設置規則」內容，提出「使用規則」之內容。以利主管機關實
務執行，讓用路人更加了解相關交通工程設施所代表意義，並遵守相關
交通規則，以改善行車秩序，降低道路交通事故傷亡。
3.研提「使用規則」之條文內容草案與範例。

二、文獻回顧
本研究蒐集我國與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現行交通管制相關法制規
範，了解其架構、內容，並整理可供我國參考之處如表 1 所示，可供參考
之法規重點包括：
1.美國交通控制設施之標準有全國性規範 National MUTCD，而州政府可
以全國性規範 National MUTCD 為基礎，依地方需求進行條文補充或另
制定 State MUTCD，以因地制宜或符合特定機關之需求。
2.英國的「交通標示規則及一般指引」將行人穿越道設置相關內容，另訂
「行人穿越道設置規則及一般指引」，可彰顯對行人交通安全的重視。
3.日本將交通控制設施的意義與設置規定分別規範於多部法規及行政命
令與規則中，也針對高速公路的標誌設置則另訂「高速公路標誌令」，
使各種設施之設置規定更為詳盡。
4.德國的「道路交通規則之一般管理規範」係以補充「道路交通規則」之
內容為之，此法可避免用路人誤用交通工程師須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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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國標誌、標線與號誌的相關法規及規範內容
國
家
美
國

法規




英
國






日
本





行政命令與規則

美國聯邦法規
第 23 卷第 1
章 655 部分
加州車輛法



道路交通法
道路交通規則
法
道路交通違規
法



道路法
道路交通法
道路運送法












德
國





道路交通規則
道路交通法律
道路交通核准
規則

National MUTCD
State MUTCD

交通標示規則及
一般指引
行人穿越道設置
規則及一般指引

道路交通法施行
令
高速公路標誌令
道路標誌、車道
線及道路標線指
示
道路交通法施行
規則

道路交通規則之
一般管理規範
 交通標誌基準



可參考之處
美國交通控制設施之標準
有 全 國 性 規 範 National
MUTCD，而州政府可以全
國性規範 National MUTCD
為基礎，依地方需求進行條
文 補 充 或 另 制 定 State
MUTCD，以因地制宜或符
合特定機關之需求。
英國的「交通標示規則及一
般指引」將行人穿越道設置
相關內容，另訂「行人穿越
道設置規則及一般指引」，
可彰顯對行人交通安全的
重視。
日本將交通控制設施的意
義與設置規定分別規範於
多部法規及行政命令與規
則中，也針對高速公路的
標誌設置則另訂「高速公
路標誌令」，使各種設施
之設置規定更為詳盡。
德國的「道路交通規則之一
般管理規範」係以補充「道
路交通規則」之內容為之，
此法可避免用路人誤用交
通工程師須知規定。

各國針對標誌、標線與號誌的「意義」與「設置規定」的內容制定分
別有不同之作法(見表 2.)。說明如下：
1.我國將標誌、標線與號誌的「意義」與「設置技術」主要規範於「設置
規則」，另有部分「設置技術」置於交通工程規範、市區道路及附屬工
程設計規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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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國、英國的作法相同，係將標誌、標線和號誌的「意義」與「設置技
術」等內容規範於同一個法規中，美國為「MUTCD」，而英國為「交
通標示規則及一般指引」。
3.日本係將號誌單獨於標誌、標線進行規範，並依照號誌的「意義」與「設
置技術」內容分別制定「道路交通法施行令」及「道路交通法施行規則」，
而標誌、標線的「意義」與「設置技術」內容則合併規範於「道路標誌、
車道線及道路標線指示」中。
4.德國係將標誌、標線與號誌的「意義」與「設置技術」分別制定「StVO」
及「VwV-StVO」。
為使用路人方便了解標誌、標線與號誌的意義與規定，各國也有不同
之作法(見表 2)。作法如下：
1.美國、英國與日本皆制定用路人手冊，透過淺顯的文字與圖片搭配，讓
用路人方便了解並遵守標誌、標線與號誌的規定，但用路人手冊不具法
律效力，違規者仍須以交通相關法規懲處罰。
2.德國則與我國相同，用路人直接參考交通相關法規，以了解標誌、標線
與號誌的意義與規定。
表 2 各國標誌、標線與號誌相關法規比較
國家
台灣
美國
英國
日本
德國

法規形式
標誌、標線與號誌意義與設置技術主要規範
於「設置規則」
標誌、標線與號誌意義與設置規範於同一個
法規中
標誌、標線與號誌意義與設置規範於同一個
法規中
號誌意義與設置分別制定兩個法規標誌、標
線意義與設置內容規範於同一個法規中
標誌、標線與號誌意義與設置分別制定多個
法規

用路人
直接參考法條
教學手冊
教學手冊
教學手冊
直接參考法條

三、方案研擬
本研究參考美國、英國、日本及德國等國有關標誌、標線與號誌的法
規特色，並根據我國交通相關法規使用者在法規運用的問題，初擬我國「設
置規則」的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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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法規運用的問題
我國交通工程管理相關法規的使用者，可分成一般用路人與交通工程
師(包含各機關的交通工程主管人員、工程顧問公司的交通工程師等)。其中
「設置規則」包括標誌、標線與號誌的意義、規定與相關設置技術，旨在
提供用路人有關道路使用說明，以及交通工程師設計相關設施之用。此外，
在行政體系上，道路系統可分為公路系統與市區道路系統兩大類，若交通
工程師負責公路系統之交通工程設計，則以「設置規則」、「公路法」、
「公路路線設計規範」與「交通工程規範」為參考依據；若係負責市區道
路系統設計，則使用「設置規則」、「市區道路條例」與「市區道路及附
屬設施設計標準」與「市區道路及附屬設施設計規範」。
綜觀用路人與交通工程師在使用這些法規，似仍有諸多不便(如表 3 所
示)而影響其運用，茲說明如下。
表 3 我國交通管理相關法規的使用者問題
對象
用路人

交通工
程師

問題
1
2
1
2

法規

法規運用問題說明
「設置規則」內容混雜太多用路人無須了解之內容。
「設置規則」體例嚴謹，內容用字生硬，用路人不
易了解。
設置技術內容散於各處，交通工程師需來回參照「設
置規則」與其他工程規範，才得以進行交通工程設
計管理。
囿於行政體制，「交通工程規範」恐無法適用所有
類型道路。
現行法規規範無法跟上新技術之發展。

3.2 考慮用路人的作法
考慮用路人的作法有訂定「使用規則」或編訂「用路人手冊」二種作
法。其優劣比較說明如下：
1.「使用規則」僅係簡化現行「設置規則」之內容，而用路人所需其他的
交通安全知識仍散於其他交通法規，且囿於法規體例，其內容較難以淺
顯易懂的方式呈現，無法輕易讓用路人全面了解。
2.「用路人手冊」的內容將整合「處罰條例」、「設置規則」、「道路交
通安全規則」(以下簡稱「道安規則」)和「高速公路管理規則」等內容，
其內容較現行法規更能全面且清楚地傳達用路人所需的道路安全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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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用路人手冊」可以不具有法規性質，其制訂程序、圖文體例、
說明方式等皆可較「使用規則」更多元與彈性。

3.3 考慮交通工程師的作法
考慮交通工程師的作法有將設置技術內容集中於「交通工程規範」，
或將設置技術內容集中於「設置規則」二種作法。其優劣比較說明如下：
1.將設置技術內容集中於「交通工程規範」或「設置規則」，皆可有效解
決工程師須來回參照不同工程規範的問題。但「設置規則」之文字與體
例較為嚴謹，有關設施設置的範例與技術說明較不容易呈現於法規條文
中。另一方面，「交通工程規範」雖然也屬於行政規則的層次，但現行
規範包括「內文」與「解說」兩部分，內文的說明較近似一般法規體例，
但利用解說的詳細說明，可提供交通工程師更詳盡的設計範例，若有新
的設計亦較容易納入規範中。
2.將設置技術內容納入「交通工程規範」雖然較為彈性豐富，但道路系統
不僅有公路系統，尚有市區道路、農路等，若將「設置規則」之設置技
術內容併入「交通工程規範」，則其他非屬公路系統之道路交通工程設
計恐須另定設計規範，或明文引用交通部頒之「交通工程規範」。
3.此外，處罰條例第 4 條第 3 項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
基準及設置地點等事項(即設置技術)之規定，若將設置技術內容納入
「交通工程規範」，則須併同修訂「處罰條例」之文字，相關法制作業
程序也會增加此作法的不確定性。

3.4 方案研擬
由 3.3 小節可得知用路人與交通工程師在使用現行法規，似仍有諸多不
便，本研究將考量兩類使用者之使用問題，訂定組合方案。
3.4.1 名詞說明
本小節後續內容會出現之名詞說明，其中表 4 內提及 A、B、C 分別代
表不同內容，A 代表一般民眾須知內容，例如標誌意義、樣式等；B 代表
交通工程師須知設置內容，例如標誌設置基準、地點、規格等；C 代表標
誌標線號誌材質相關規定，詳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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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名詞說明
名詞

說明

設置規則 A＋B

即現行「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其內容與本研究相關者包括：
1.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警告、禁
制規定(意義)、樣式、標示方式(A)
2.設置基準及設置地點等事項之規定(B)

交通工程規範 C

使用規則 A

用路人手冊

即現行「交通工程規範」中與標誌、標線、號誌
的設置有關之內容
其內容與本研究相關者包括：
標誌之反光片、鋁板、桿柱結構；標線反光及防
滑係數；號誌之時制設計、連鎖設計等規定(簡
稱 C 部分)
即新訂定之「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使用規則」
其內容包括：道路交通標誌標線及號誌之指示、
警告、禁制規定(意義)、樣式、標示方式等事項
之規定(A)
即新訂之「用路人手冊」
以淺顯的圖文整合「處罰條例」、「設置規則」、
「道路規則」和「高速公路管理規則」等內容

進階版設置規則
(所謂進階版僅係
說明之方便，用以
區別與現行「設置
規則」內容有差
異，正式法規名稱
仍為「設置規則」)
A＋B＋C

將所有設置技術內容集中納入現有「設置規則」
其內容包括：
1.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警告、禁
制規定、樣式、標示方式(A)
2.設置基準及設置地點等事項之規定(B)
3.標誌之反光片、鋁板、桿柱結構；標線反光及
防滑係數；號誌之時制設計、連鎖設計等規定
(C)

進階版交通工程
規範(所謂進階版
僅係說明之方
便，用以區別與現
行交通工程規範
內容有差異，正式
法規名稱仍為交
通工程規範)B+C

將所有設置技術內容集中納入現有「交通工程規
範」
其內容包括：
1.設置基準及設置地點等事項之規定(B)
2.標誌之反光片、鋁板、桿柱結構；標線反光及
防滑係數；號誌之時制設計、連鎖設計等規定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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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方案組合
組合上述考慮「用路人」與「交通工程師」之作法，可得 4 個主要的
方案(含零方案)，如表 5 所示。若「設置規則」無任何修法作業，用路人仍
依此了解相關交通安全知識，且相關設置技術內容也無法任意搬移，以適
應交通工程師的需求，此即為零方案(維持現狀)。因此，唯有在「設置規則」
簡化為「使用規則」，並以此作為用路人學習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
的主要法規依據時，才能依據交通工程師不同的需求組合出不同的方案，
從維持使用現行「設置規則」與「交通工程規範」(方案一)，或將所有的設
置技術內容合併納入「進階版設置規則」(方案二)或「進階版交通工程規範」
(方案三)。
因為「用路人手冊」的編訂不會影響到各方案的執行，因此各方案皆
可考慮是否另行編定「用路人手冊」。
表 5 方案交叉組合
用路人
交通工程師
1.設置規則(A+B)
2.交通工程規範(C)
進階版設置規則(A+B+C)

設置規則

使用規則

(A+B)

(A)

零方案

方案一
方案二

1.使用規則(A)
2.進階版交通工程規範(B+C)

方案三

3.4.3 方案說明
1.零方案
零方案為保留「設置規則」，即維持使用現行「設置規則」。維持
現狀對於用路人與交通工程師的優劣已如前述。此方案應係後續方案皆
無法執行的現況方案。
2.方案一：訂定「使用規則」
方案一為訂定「使用規則」，即分割現行「設置規則」，將屬於用
路人應知事項另訂為「使用規則」，而相關的設置技術仍使用原有「設
置規則」及「交通工程規範」。此方案同樣可配合另編「用路人手冊」
以提升用路人的安全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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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案的優點在於用路人可以較容易理解標誌、標線、號誌之意義
並應用於生活中，但對於工程師的效益則不大，仍需參考多個法規才能
完成設計工作。
3.方案二：建立「使用規則」與「進階版設置規則」
方案二為建立「使用規則」與「進階版設置規則」。方案二同樣將
現有「設置規則」中屬於用路人應知事項另訂為「使用規則」，其餘屬
於交通工程師的設置技術內容則保留於「設置規則」中，並補充交通工
程規範中屬於設置技術內容部分，以方便交通工程師運用。
方案二對於用路人的優點同方案一，其差別在於提供交通工程師較
為完整的資訊內容，可改善反覆查閱不同的法規內容之問題。
然而，「使用規則」與進階版設置規則可能有部分內容重覆(如標
誌、標線、號誌之意義等)，影響日後法規修訂的便利性。此外，「設
置規則」之法規文字體例也會限制設置技術內容的表達方式，影響交通
工程師的設計應用，對於新樣式交通工程設施的引進也會有些影響。
4.方案三：建立「使用規則」與「進階版交通工程規範」
方案三為建立「使用規則」與「進階版交通工程規範」。方案三同
樣將現有「設置規則」中屬於用路人應知事項另訂為「使用規則」，其
餘屬於交通工程師的設置技術內容，則集中納入交通工程規範中。
因在方案三中交通工程師需同時參考「使用規則」與「進階版交通
工程規範」，為避免使用上之問題，則「使用規則」與「進階版交通工
程規範」須同步修法。
方案三對於用路人的優點同方案一與方案二，其差別在於提供交通
工程師較為完整的資訊內容，而改善反覆查閱不同的法規內容之問題，
並且因交通工程規範的編寫體例，可以提供較「設置規則」更為彈性的
設計範例與說明，有助於交通工程師的設計運用。
方案三之缺點，在於「處罰條例」第 4 條第 3 項的授權事項會因相
關內容(設置技術等)改集中訂定於交通工程規範中，條文文字須配合修
訂，法制作業程序也會增加此方案實施的不確定性。
5.小結
本研究根據上述各方案之說明，將用路人、交通工程師與執法單位
的執法依據在各方案中須使用或參考之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定，整理如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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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使用者在各方案使用之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定
方案

用路人

零方案

設置規則

方案一

使用規則

方案二

使用規則

方案三

使用規則

交通工程師
設置規則
交通工程規範
設置規則
交通工程規範
進階版設置規則(以設置規則為體
例，納入交通工程規範之內容。)
進階版交通工程規範(以交通工程
規範為體例，納入設置規則之設
置技術內容。)

執法依據
設置規則
使用規則
使用規則
使用規則

3.4.4 方案評估說明
「用路人手冊」可提供用路人較為完整的交通安全知能，但須整合四
部法規命令之內容，建議另案處理。本研究將僅以零方案、方案一、方案
二與方案三等進行評估說明。
零方案針對用路人維持使用「設置規則」；方案一、方案二與方案三
針對用路人皆制定「使用規則」，三個方案的相異之處為交通工程師使用
之法規，詳細說明如下：
1.零方案與方案一為維持使用「設置規則」與「交通工程規範」。
2.方案二將設置技術內容集中於「設置規則」成為「進階版設置規則」。
但「進階版設置規則」之法規文字體例會限制設置技術內容的表達方式，
影響交通工程師的設計應用，對於新樣式交通工程設施的引進也會有些
影響。
3.方案三將「設置規則」的內容併入交通工程規範成為「進階版交通工程
規範」。需配合修改「處罰條例」，在「處罰條例」中增加「相關設置
應依交通部訂定交通工程規範辦理。」之字句。因交通工程規範的編寫
體例，可以提供較「設置規則」更為彈性的設計範例與說明，有助於交
通工程師的設計運用。
綜合上述，三個方案對於用路人都制定「用路人手冊」和「使用規則」，
各方案優、缺點見表 7。在交通工程師之部分方案一未能解決交通工程師任
何問題，至於方案二、三分別藉由「進階版設置規則」和「進階版交工規
範」解決參考多部法規和無法適用所有類型道路之問題，同時方案二引伸
出日後修法不易、限制設置技術內容的表達方式等問題、而方案三則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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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日後修法不易、修訂「處罰條例」和「進階版交工規範」內容過於龐雜
等問題。
表 7 各方案之優、缺點
方案

優點


缺點

無須修訂「處罰條例」，
縮短時間與人力成本。





零方案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無須修訂「處罰條例」，
縮短時間與人力成本。
法律層面可釐清用路人
與交通工程技師所使
用的法條。
無須修訂「處罰條例」，
縮短時間與人力成本。
法律層面可釐清用路人
與交通工程技師所使
用的法條。
交通工程技師不需參考
多部法規。
法律層面可釐清用路人
與交通工程技師所使
用的法條。
交通工程技師不需參考
多部法規。
「進階版交工規範」提
供更為彈性的設計範
例與說明















交通工程技師仍需參考多部法
規。
囿於行政體制，
「交通工程規範」
恐無法適用所有類型道路。
「設置規則」內容包含工程師須
知設置內容，容易造成用路人
混淆。
交通工程技師仍需參考多部法
規。
囿於行政體制，
「交通工程規範」
恐無法適用所有類型道路。
「使用規則」與「進階版設置規
則」有部分內容重覆，恐影響
日後法規修訂的便利性。
囿於法規體例，限制設置技術內
容的表達方式。

「使用規則」與「進階版交工規
範」修法單位不同，恐影響日
後法規修訂的便利性。
須修訂「處罰條例」，增加此方
案實施的不確定性。
若將「設置規則」內容編入「進
階版交工規範」，恐會使其內
容過於龐雜。

四、使用規則研擬
本節根據前節的方案評估說明，因為各方案都須制定「道路標誌標線
號誌使用規則(以下簡稱「使用規則」)」。因此本節將研擬「使用規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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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內容草案，以供後續修法參考。本研究暫定「使用規則」之立法目的
在於提供車輛駕駛人及行人有關道路路況之警告、禁制、指示等資訊，以
便利行旅及促進交通安全，而法律授權、立法目的、用詞定義，以及與其
他法規的關係脈絡街與現行「設置規則」相同。
因現行「設置規則」包括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警告、
禁制規定、樣式、標示方式、設置基準及設置地點等事項之規定，其內容
包括用路人須知道的部分(設置意義)與交通工程師應用的部分(設置技術)。
經本研究綜合分析各條文後，可拆解條文之內容如表 8 之架構。
而「使用規則」的對象為一般用路人，其內容應具備告知用路人須知
的內容(設置意義)。且其架構應為名稱、意義說明及圖示三大部分，並得以
視情況加上功能性附牌之圖示。
表 8 條文之內容架構範例
條文
禁止會車標誌「禁 27」，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應讓已進入前方路段之
來車優先通過，禁止中途交會。設於路幅狹窄行車交會危險路段將近
之處。
已設有號誌管制交通者，免設之。

本標誌得視道路狀況規定其禁制事項，並以附牌說明之。圖例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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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條文之內容架構範例(續)
使用者
用路人
(設置意義)

內容區塊
名稱
意義說明

例文
禁止會車標誌
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應讓已進入前方路段
之來車優先通過，禁止中途交會

圖示

功能性附
牌之圖示
交通工程師
(設置技術)

代號

「禁 27」

尺寸規格

設置位置

設於路幅狹窄行車交會危險路段將近之處

設置原則
及基準

已設有號誌管制交通者，免設之
本標誌得視道路狀況規定其禁制事項，並以
附牌說明之。圖例如左：

附牌之說
明與尺寸
規則

交通工程師
(設置技術)

解說性附
牌之圖示

註 1：解說性附牌之圖示代表該附牌內容為解說用，且並無尺寸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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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表 8 之內容，本研究初擬六個「使用規則」的修訂原則以供參考。
原則說明如下：
1.原則一 刪除標誌編號
標誌編號如『圓環標誌「警 24」』，因編號非用路人所需知道之
內容，建議將標誌編號刪除，而「使用規則」僅保留標誌的名稱。
2.原則二 刪除標誌及標線的設計尺寸規格
因「設置規則」中包含標誌及標線的設計尺寸規格，非用路人所需
知道之內容，建議將標誌及標線的尺寸規格刪除。
但第一百三十八條(車輛故障標誌)係由駕駛人自行準備，因此在
「使用規則」中仍保留其設計尺寸規格。
3.原則三 刪除標誌、標線及號誌的原則、基準以及部份的設置位置
因「設置規則」中包含標誌、標線及號誌的原則及基準，非用路人
所需知道之內容，建議將標誌、標線及號誌的原則及基準刪除，因為部
分標誌、標線及號誌的設置位置為用路人所需知道之內容(如測速取締
標誌需讓用路人了解從何處開始取締超速)，所以使用規則僅保留標誌、
標線及號誌的規定、意義及用路人需知道的設置位置。
4.原則四 修訂條文用語
因「設置規則」的使用對象為工程師，因此其條文用語多為告知交
通工程師該標誌、標線及號誌之用途，如「用以促使」、「用以警告」、
「用以告示」等用語，而「使用規則」的使用對象為用路人，因此條文
應為告知用路人該標誌、標線及號誌之規定與意義與各類型標誌、標線
應注意或遵守事項，如『警告標誌標線說明改為「警告」』、『禁制標
誌標線說明改為「要求」』、『指示標誌標線說明改為「指示」或「指
引」』。
5.原則五 刪除單純解說標誌之附牌圖示與說明
將單純解說標誌之附牌圖示與說明刪除，並於第一百三十九條中說
明該種附牌之意義。
6.原則六 新增圖例
因「使用規則」的使用對象為用路人，因部分標誌、號誌條文缺少
說明圖例，建議應新增圖例，讓用路人瞭解其外觀。
「使用規則」係指即現行「設置規則」中與用路人有關的部分，其
中包括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警告、禁制規定(意義)、樣
式、標示方式及部分設置地點等。本研究將提出草案範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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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總則
此類型之條文為名詞定義、設置功能及主管機管應辦理之事項，在「使
用規則」的修訂上大多是使用原則三與原則四。
4.1.1 第三條(標誌、標線及號誌之定義)
在「使用規則」的修訂上，本研究判定標誌、號誌安裝條件和位置不
為用路人須知事項以原則三為基準刪除，此外法內文中「用以」為告知交
通工程師之用語以原則四為基準修改。
設置規則
標誌、標線及號誌之定義如左：
一、標誌 以規定之符號、圖案或簡明
文字繪於一定形狀之標牌上，安裝於固
定或可移動之支撐物體，設置於適當之
地點，用以(原則三)預告或管制前方路
況，促使車輛駕駛人與行人注意、遵守
之交通管制設施。
二、標線 以規定之線條、圖形、標字
或其他導向裝置，劃設於路面或其他設
施上，用以(原則四)管制道路上車輛駕
駛人與行人行止之交通管制設施。
三、號誌 以規定之時間上交互更迭之
光色訊號，設置於交岔路口或其他特殊
地點(原則三)，用以(原則四)將道路通
行權指定給車輛駕駛人與行人，管制其
行止及轉向之交通管制設施。

使用規則
標誌、標線及號誌之定義如下：
一、標誌 以規定之符號、圖案
或簡明文字繪於一定形狀之標
牌上，預告或管制前方路況，使
車輛駕駛人與行人注意、遵守之
交通管制設施。
二、標線 以規定之線條、圖形、
標字或其他導向裝置，劃設於路
面或其他設施上，管制道路上車
輛駕駛人與行人行止之交通管
制設施。
三、號誌 以規定之時間上交互
更迭之光色訊號，將道路通行權
指定給車輛駕駛人與行人，管制
其行止及轉向之交通管制設施。

4.2 標誌
此類型之條文包含標誌規定、設置基準、樣式與尺寸規格，在使用規
則之修訂上大多使用原則一、原則二、原則三、原則四。
4.2.1 第三十三條(注意號誌標誌)
本研究判定讓路標誌主要意義為告知減速慢行、讓幹道車優先通行不
為用路人須知事項以原則三為基準刪除，此外標誌編號、尺寸規格、「用
以」等字句和附牌以原則一、二、四、五為基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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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規則

使用規則

讓路標誌「遵 2」(原則一)，用以告示
車輛(原則四)駕駛人必須慢行或停車，
觀察幹道行車狀況，讓幹道車優先通行
後認為安全時，方得續行。設於視線良
好交岔道路次要道路口或其他必要地點
(原則三)。

讓路標誌，要求駕駛人必須慢
行或停車，觀察幹道行車狀
況，讓幹道車優先通行後認為
安全時，方得續行。圖例如下：

(原則二)
本標誌為倒三角形，白底、紅邊、黑色
「讓」字。設於距離路口五公尺內，已
設有號誌管制交通之處免設之。並得視
需要以附牌標繪英文說明。附牌圖例如
左：(原則五)

設置圖例見「停車再開」標誌。(原則五)

4.3 標線
此類型之條文包含標線規定、設置基準及樣式，部分條文有標線之尺
寸規格，在使用規則之修訂上大多使用原則二、原則三、原則四。
4.3.1 第一百六十九條(禁止臨時停車線)
在「使用規則」之修訂上，本研究判定禁止臨時停車線主要意義為告
知禁止臨時停車路段不為用路人須知事項以原則三為基準刪除，此外尺寸
規格、「用以」等字句以原則二、四為基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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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規則

使用規則

禁止臨時停車線，用以指示(原則四)
禁止臨時停車路段，以劃設於道路緣
石正面或頂面為原則，無緣石之道路
得標繪於路面上，距路面邊緣以三○
公分為度。(原則三)

禁止臨時停車線，告知駕駛人禁
止臨時停車路段。

本標線為紅色實線，線寬除設於緣
石，正面者以緣石高度為準外，其餘
皆為一○公分。(原則三)
本標線得加繪紅色「禁止臨時停車」
標字，三○公分正方，每字間隔三○
公分，沿本標線每隔二○公尺至五○
公尺橫寫一組。(原則三)

本標線為紅色實線。
本標線得加繪紅色「禁止臨時停
車」標字。
禁止時間為全日廿四小時，如有
縮短則以標誌及附牌標示之。
圖例如下：

本標線禁止時間為全日廿四小時，如
有縮短之必要時，應(原則四)以標誌
及附牌標示之。
本標線設置圖例如左：

(原則二)

4.4 號誌
此類型之條文包含號誌規定、設置基準，在使用規則之修訂上大多使
用原則二、原則三、原則四。
4.4.1 第二百十一條(特種閃光號誌之意義)
在「使用規則」之修訂上，特種閃光號誌以原則六為基準補上範例圖，
此外「需要改成」等字句以原則四為基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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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規則

使用規則

特種閃光號誌各燈號顯示之意義
如左：

特種閃光號誌各燈號顯示之意
義如下：

一、閃光黃燈表示「警告」，車輛 一、閃光黃燈表示「警告」，
應減速接近，注意安全，小心通過。 車輛應減速接近，注意安全，
二、閃光紅燈表示「停車再開」， 小心通過。
車輛應減速接近，先停止於交岔路
口前，讓幹道車優先通行後認為安
全時，方得續行。
行車管制號誌之紅、黃色燈號得視
需要改成(原則四)閃光運轉，其顯
示之意義與特種閃光號誌完全相
同。

二、閃光紅燈表示「停車再
開」，車輛應減速接近，先停
止於交岔路口前，讓幹道車優
先通行後認為安全時，方得續
行。
行車管制號誌之紅、黃色燈號
亦會以閃光運轉，其顯示之意
義與特種閃光號誌完全相同。
圖例如下：

(原則六)

五、結論與建議
令主管機關與民眾易於遵循執行，並讓用路人更加了解相關交通工程
設施所代表意義，並遵守相關交通規則，以改善行車秩序，降低道路交通
事故傷亡。因應交通部研擬「道路交通法」草案，可預先探討將「設置規
則」簡化為「使用規則」內容。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釐清「使用規則」
應具備功能與內容架構，並簡化原「設置規則」內容，提出「使用規則」
之條文內容草案與範例。

5.1 結論
1.本研究整理各國標誌、標線與號誌的相關法規及規範內容中，可供我國
參考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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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國交通控制設施之標準有全國性規範 National MUTCD，而州政府
可以全國性規範 National MUTCD 為基礎，依地方需求進行條文補充
或另制定 State MUTCD，以因地制宜或符合特定機關之需求。
(2)英國的「交通標示規則及一般指引」將行人穿越道設置相關內容，
另訂「行人穿越道設置規則及一般指引」，可彰顯對行人交通安全
的重視。
(3)日本將交通控制設施的意義與設置規定分別規範於多部法規及行政
命令與規則中，也針對高速公路的標誌設置則另訂「高速公路標誌
令」，使各種設施之設置規定更為詳盡。
(4)德國的「道路交通規則之一般管理規範」係以補充「道路交通規則」
之內容為之，此法可避免用路人誤用交通工程師須知規定。
2.本研究完成我國設置交通工程設施相關法規之內容檢視，並釐清相關法
規之競合關係。再經國內外文獻回顧，整理出國內外的交通管理相關法
規之架構與內容，以作為「使用規則」架構、內容之參考依據。詳見表
2。
3.綜觀用路人與交通工程師在使用交通工程設施相關法規與規範時，似仍
有諸多不便而影響其運用，本研究彙整我國交通管理相關法規與規範之
使用者問題，分別為用路人、交通工程師和法規三個面向，以作為擬定
方案之參考依據，詳見表 3。
4.本研究參考國外法規與規範之形式，並根據我國交通相關法規使用者在
法規運用的問題，研擬我國「設置規則」的改善方案。方案研擬之名詞
說明詳見表 4。改善方案如下：
(1)零方案：維持使用現行「設置規則」。
(2)方案一：訂定「使用規則」。
(3)方案二：訂定「使用規則」與「進階版設置規則」。
(4)方案三：訂定「使用規則」與「進階版交通工程規範」。
5.本研究針對上述三個方案進行方案評估，三個方案對於用路人都制定
「用路人手冊」和「使用規則」，但在交通工程技師和可行性部分上，
三者影響各有不同，各方案優、缺點詳見表 7。
6.本研究重新定位及簡化「使用規則」內容，並擬訂 6 個的修訂原則，原
則分別為：
(1)刪除標誌編號
(2)刪除標誌及標線的設計尺寸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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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刪除標誌、標線及號誌的原則、基準以及部分的設置位置
(4)修訂條文用語
(5)刪除單純解說標誌之附牌圖示與之說明
(6)新增相關圖例

5.2 建議
因現行「設置規則」的內容不便於用路人閱讀或查詢，因此本研究建
議短期方案可參考美國、英國與日本等國，將艱澀難懂的法條，透過淺顯
的文字與圖片搭配，編訂符合用路人需求的「用路人手冊」。而用路人手
冊可以不具法規性質，旨在全面整合現行「處罰條例」、「道安規則」、
「設置規則」等交通管理法規，俾能提升用路人較為完整的交通安全知能，
以促進更安全的道路交通環境。
1.本研究建議短期方案可編寫「用路人手冊」
，內容編定有以下幾點建議：
(1)文字以條列式且依步驟順序呈現：建議手冊內容融合美國加州駕駛
人手冊的「步驟式」與英國用路人手冊「條列式」。
(2)以圖片呈現內容：建議利用大量圖片呈現內容情境，以此說明方式
更利於民眾理解。
(3)標註參考的法規的年月份：建議標註參考的法規的年月份，避免民
眾以過時的手冊內容作為免責的依據。
(4)內容應以不易更動的核心規定為主：交通法規修訂頻繁，內容過於
深入廣泛會造成用路人手冊修訂頻繁。
2.本研究建議長期方案可將用路人與交通工程師所需了解之內容分別訂
定，為用路人訂定「使用規則」，而為交通工程師則訂定「進階版交通
工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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