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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三輪機車及其安全法規介紹                車安中心 洪揚 

交通部為提升身心障礙者騎乘機車之安全，於民國 100 年 12 月起即修

訂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開放肢體障礙之身心障礙者使用

普通重型(250C.C.)以下之三輪機車。惟近年來民眾反應三輪機車之穩定性及

安全性較佳，建議交通部擴大開放三輪機車之使用範圍，使一般民眾均可騎

乘。經交通部蒐集國外三輪機車相關資料、進行實車評估測試並召開多次會

議共同討論後，決議擴大開放三輪機車使用範圍。 

在交通部及相關單位努力下，三輪機車相關法規已於 103 年 12 月 31 日

修正發布，使國內三輪機車得經法規認證後供一般民眾申請領牌上路。本文

將針對三輪機車之定義、特性以及法規修正等相關內容進行介紹，讓大家對

於三輪機車有著更進一步的認識。 

一、三輪機車分類 

三輪機車依照輪胎配置、操控設計及排氣量大小等參數，可分為數種不

同類型的三輪機車，而依照聯合國 UNECE 及歐盟之車輛分類規定，可將三

輪機車分類如下： 

1.對稱型式排列車輪：係指具備三車輪且車輪為前一後二或前二後一對稱型

式排列之機車。另依照排汽量大小區分為 L2 及 L5 類，即為本篇內容所討

論之三輪機車。而此類型之三輪機車依其轉向結構設計可再區分為以下兩

類。 

(1)一般型式三輪機車：係指車輪為前一後二或前二後一對稱型式排列之

機車。車輛轉向時較無法側傾，且操控靈活度以及高速過彎表現不若

一般二輪機車，多為供身心障礙者使用之輕型或普通重型機車以及供

長途使用之大型重型機車。 



 

 
圖一 一般型式三輪機車圖例(左為前一後二型式，右為前二後一型式) 

 
(2)側傾式三輪機車：係指於前二輪裝設獨立懸吊系統並採用較短輪距設

計，可於轉向時使車身側傾，以獲取接近二輪機車之操控感與靈活

度，同時可保有傳統三輪機車之直行穩定性，近年來國內外車廠均有

開發此類車型。此類機車之操作特性接近二輪機車，且駕駛者仍須具

備一定之平衡感與車身控制能力，否則仍容易於行駛時發生傾倒意

外，故一般而言並不適合身障者騎乘。消費者在選購三輪機車時仍應

先行確認車輛操作特性與自身駕駛能力，以確保行車安全。 

 

圖二 側傾式三輪機車圖例 

2.非對稱式排列車輪：係指附掛邊車之二輪機車，車型分類為 L4 類。其型

式雖為具備三車輪，然此類車型本身性質仍係屬於二輪機車，與前項所述

之三輪機車結構設計差異甚大，故不在本篇討論範圍。 

3.輪距小於 460mm 車輛之特別規定： 

    另依照歐盟 168/2013 EC 指令以及日本道路運送車輛保安基準規定，

若三輪機車有兩輪裝設於同一車軸上且輪距小於 460mm 者，該二輪可被視

為單一車輪。此類車輛主要係指前述短輪距之側傾式三輪機車。故以

 



 
PIAGGIO MP3 300ie 車型為例，其前輪輪距僅 420mm，於歐盟係歸類為一

般二輪機車(L3 類)。另因此類車輛之操控方式接近一般二輪機車，部分國

家(如日本)僅要求具備二輪機車駕照即可騎乘。 

4.綜上所述，有關國內與歐洲對於二/三輪機車之分類與圖示彙整如下表一。 

 
表一 國內與歐洲二輪機車與三輪機車分類 

國內車

輛分類 
小型輕型二輪 重型二輪 邊車(未開放) 小型輕型三輪 重型三輪 

歐洲車

輛分類 
L1 
排氣量≦50cc 

L3 
排氣量＞50cc 

L4 
排氣量＞50cc 

L2 
排氣量≦50cc 

L5 
排氣量＞50cc 

圖例 

 或，輪距小於 46 公

分之側傾式三輪機

車。 

  

 
或，輪距大於 46 公

分之側傾式三輪機

車。 

 

二、三輪機車之行駛特性 

    三輪機車與二輪機車相較，可提供較為穩定之操控與車輛循跡性，在一

    因三輪機車普遍具有較寬之車身與輪距，而其前窄後寬(車輪前一後二)

般行駛狀況下較不易產生打滑及摔倒翻覆之情況。然因三輪機車並不像汽車

具備四輪可使重心達到平衡，因此在高速或極端行車狀況下仍有翻覆之可能

性，駕駛人仍應謹慎駕駛，以避免車輛重心失衡之情況發生。 

或前寬後窄(車輪前二後一)之車身外觀特性，以致其行駛特性相較於一般二

輪機車有顯著差異，駕駛人應了解該車輛之車身型式與操控特性，以避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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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駛特性差異主要在於騎乘方式與車

表二 國內三輪機車倒退檔作動說明 

駛時因不熟悉其車身大小、操控方式與車身動態掌控而產生意外。此外，部

分三輪機車有提供倒車檔之設計，以提高其操控之便利性，有關倒車檔之設

計及操作說明範例請參考下表二。 

    一般而言，三輪機車與二輪機車

身的掌控，除此之外，多數三輪機車均有裝設差速器以及各輪獨立避震器以

提升轉彎的穩定性，使得其行駛較二輪機車更為平穩，安全性亦較二輪機車

佳。 

 

倒車車速 操作要求 車型 作動原理 倒車檔設計圖示 

易

 

以控制器控

人力

本車於鑰匙開關上方設

 

維特 

EVT-3W 制馬達正轉

(前進)/反轉

( 倒 退 + 限

速 ) 方 式 作

動， 

亦可以

推動後退。 

約 6KM/H

左右 有乙組前進/倒車開關。

當騎乘者要倒車時，須

將機車停止後再按下倒

退開關，然後轉動加速

把手，車輛就可往後倒

退。倒退之後車輛要再

前進時，須待機車停止

後再扳回前進開關，車

輛方能前進。  

摩特動力 

 

ike 

利用齒輪傳 無車速限 車於車輛龍頭下方設

PGO 

I’ME

125 

welb

動改變車輛

行進方向， 

亦可以人力

推動後退。 

制 

本

有倒車檔。騎乘者要倒

車 時 須 先 將 車 輛 停 止

後，並操作煞車再自 N

檔將排檔置入 R 檔，緩

緩轉動油門即可退後。 

 



 

 

、國外三輪機車概況 

領牌行駛，且因其承載力與安全性較佳故用途廣

與比汽車更佳之機動性，目前歐美及新加坡等地

2 局以及挪威郵局已有開始採用三

3 性，除有工廠使用為搬運車外，亦有物流業者

4 買三輪機車，除安全性之考量外，亦著重於性能

三

    國外三輪機車可合法

泛，主要用途可區分如下: 

1.執法:考量其安全性、性能

警方皆有開始使用三輪機車進行執法。 

.郵務:考量其承載能力與機動性，日本郵務

輪機車進行郵件配送工作。 

.運輸:考量其承載能力與機動

採用作為短途配送工作。 

.休閒與通勤:一般消費者購

與其特殊之造型，故此類車型多半外觀較具有設計感且多為排氣量較大之

大型重型機車。 

 

圖二 國外三輪機車使用範圍示意圖 



 

 

四、國內生產之三輪

有生產三輪機車(參考表七)，其車輛型式自輕

表七 我國生產之三輪機車車型 

機車 

    目前國內已有數家廠商

型、普通重型至大型重型皆有具備，惟因先前國內未開放一般民眾領牌行

駛，三輪機車僅供身心障礙者使用，故在市場環境之考量下，國內生產之三

輪機車均以外銷為主，並未在國內申請審驗銷售。現因國內法規已修正開

放，未來三輪機車都可望經由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後於國內領牌上路。 

 

 

 

五、三輪機車法規介紹 

導入之三輪機車安全法規，除因車輛性質不同而無    我國自民國 100 年起

須符合機車腳架之規定外大致二輪機車安全法規相同，原則上均係參考歐盟

EC 指令及聯合國 UNECE 之相關規定進行調和，訂有動態煞車、燈光安裝

等多項安全法規。而交通部於 103 年 12 月 31 日所發布擴大開放三輪機車行

駛所涉及之法規，則可分為修正與新增項目兩類，以下就法規修正與新增項

目內容進行介紹，並就修正後之三輪機車與二輪機車法規差異進行摘要說

明。 

 



 

 

)法規修正與新增項目介紹: 

放寬 

全規則第十六條中規定領用三輪機車牌照者，以

(2)

用，另考量身障者之使用需求設

2.法規

號誌 

機車寬度限制之提高，交通部亦參考歐盟 EEC 

(2)

考量屆時輪距小於 460mm 三輪

增 L 類車輛於同一車軸裝設二輪，且該二輪之輪距未逾四十六公分

(一

1.法規修正項目 

(1)使用者限制

原本於道安交通安

領有可駕駛該車類駕駛執照或可報考該車類駕駛執照之肢體障礙

身心障礙者為限。為因應擴大開放國內三輪機車使用，現交通部已

將此項規定刪除，亦即一般民眾亦可申請領用三輪機車牌照。 

排氣量上限移除與車輛寬度放寬 

原法規規定三輪機車僅限身障者使

有排氣量上限(250C.C)，現因開放一般民眾使用，故將原排氣量上

限規定予以移除。此外，由於目前國內已開放大型重型機車已開放

行駛快車道以及快速道路，且考量目前國內外三輪機車普遍之寬度

以及國內道路環境，經各界討論後參考歐盟 168/2013EC 指令之規

定，將大型重型機車車寬限制提高到 2 公尺，其餘車種維持原規定

(1.3 公尺)。 

新增項目 

(1)車輛燈光與

因應大型重型三輪

93/92 指令之規定，於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之車輛燈光與標誌檢驗規

定內增訂三輪機車車寬超過 1.3 公尺之各項燈具配套規定，包含遠

近光頭燈、尾燈、煞車燈、前位置燈、後方非三角形反光標誌以及

後霧燈共六類燈具安裝規定。藉由要求車身較寬之三輪機車裝設合

宜且明確的燈號設備，確保駕駛人與其他用路人之行車安全。 

輪距小於 460mm 車輛之特別規定 

如同本文前述國外已有此類車型，

機車導入國內法規對應問題，故亦參考歐盟 168/2013EC 指令，新



 

 

(3)

遍較二輪機車大，但在迴轉半徑方面，

，其迴轉半

迴轉半徑 

者視為單輪之規定。 

迴轉半徑資訊之規定 

雖然三輪機車之車身寬度普

經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實際測試目前國內現有之三輪機車

徑大致與二輪機車相當或更小(如下表四)，且同廠牌與同排氣量之

兩輪與三輪機車轉彎軌跡差異不大，應能對應國內兩段式轉彎或狹

窄道路轉彎之規定，故無需針對三輪機車之操控特性另增訂迴轉半

徑以及其他檢測基準相關規定之必要。另經了解國外之三輪機車雖

有尺度接近小型小客車之車型，然其排氣量均較大，可符合國內大

型重型機車可行駛快車道及快速道路之規定，因此無需進行兩段式

轉彎。若駕駛人遵守道路交通規則，應不致與慢車道之車輛產生衝

突。惟考量三輪機車與二輪機車之操作特性不同，故交通部仍於法

規中要求三輪機車廠商應參考國內機車兩段式左轉管制規定及道

路交通工程設計宣告該車型之最小迴轉半徑且標註於車輛規格表

及車主手冊，由審驗機構登載於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並

提供消費者與車主參考使用。 

表四 三輪機車迴轉半徑測試表 

 機車廠牌、類型 

2 輪 2.0m ~ 2.5m 
易維特 

普通輕型 

(電動機車) 3 輪 1  .5m ~ 2.0m

2 輪 2.0m ~ 2.5m 
摩特動力 普通重型 

3 輪 2.0m ~ 2.5m 

2 輪 2.5m ~ 3.0m 
宏佳騰 大型重型 

3 輪 2.5m ~ 3.0m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研所。 

 

(二)我國三輪機車與二輪機車法規之差異： 

103 12 31    交通部於 年 月 日所發布擴大開放三輪機車登檢領牌所修

訂之法規，除在原有車輛安全檢測基準項目內新增或修正各項規定外，



 

 

表三 二/三輪機車共同法規項目檢測內容差異說明表 

並未有新增車輛安全檢測基準項目，故適用三輪機車的法規項目仍維持

在 27 項，其中並有 6 項規範內容與二輪機車略有差異，主要係因應車輛

尺度與行駛特性而有不同。主要差異說明如下表三： 

 

項次 基準項目 差異摘要說明 

1 02 車輛規格規定 
公尺。(新增) 

2.其他二/三輪機車 3 公尺。 
1.大型重型三輪機車車寬限制為 2

車寬限制為 1.

2 03 燈光信號裝置 

規定。 

1. 車寬超過 1.3 公尺之三輪機車各項燈光信號裝

置要求不同。(新增) 
2. 燈光位置及數量要求不同。 
3. 三輪機車有倒車燈安裝

3 31 方向燈 方向燈水平方向照射角度不同。 

4 42 動態煞車

式煞車系統。

係指單手進行煞車動
 

以動

1. 煞車性能要求不同。 
2. L2、L5 須配置駐煞車以及連動

態煞車測試為例，

作，系統即自動分配各車輪之煞車力道，避免

因駕駛人前後煞車控制不當產生失控翻覆等

情事。 

5 43 防鎖死煞車系統 試驗方式與基準不同，另 L2 無 ABS 之規定。 

6 56 電磁相容性  測試參考點不同。

 

(三)國內外相關管理規範

經查詢歐美日等地主要可區分為兩

。兩者之主要區別在於汽車制之相

 

    國外三輪機車之相關管理規定，

類，一類為汽車制，另一類為機車制

關規定係比照汽車之相關規定辦理，機車制則如同機車管理規定辦理。 

    在車輛登記名稱方面，國外各地大多仍係採行機車制(如下表五)，即

此類車輛之登記管理辦法係比照二輪機車辦理。而在駕照管理方面，兩

種制度各有國家採用(如下表六)，採用汽車制的國家主要有日本與美國加

州，採用機車制的國家則有歐洲各國與加拿大。 

    我國方面，交通部考量現行三輪機車車型歸類係參考歐盟規定屬於



 

 

機車制，且三輪機車

規定 

機車類，故三輪機車之駕照及相關管理規定仍採行

之考照仍使用二輪機車進行考照。在道路行駛方面，亦比照二輪機車之

管理規定，駕駛人應依其騎乘之車輛型式種類(即輕型、普通重型以及大

型重型等)行駛於各車種所規範之道路，亦於對現有道路交通環境衝擊最

小之情況下，保障各類車種原有之路權。 

 

表五 國外三輪機車管理登記

國

別 

日本 美國(加州) 加拿大(安大略省) 歐洲 

相

關

法

規 

道路運送車輛法、施

行令、施行規則  

加州監理機關車輛

規則指引(DMV 

Vehicle Code Index 

Traffic Act ) 

聯邦車輛安全法 

y Act) 

歐盟相關指令 

(European 

Commission) 

指令  

M)及相關規定 

公路法(HTA- Highway 

(MVSA-Federal Motor  

Vehicle Safet

2002/24/EC 指令 

EEC 93/93

歐洲各國相關法規 

車

輛

登

記

名

稱 

日本道路運送車輛

法施行規則將三輪

機車(包含附邊車之

三輪機車)登記為「側

車付二輪自動車」，

並歸類於二輪車類

(即機車)。 

 

登記為摩托車。其

定義為座椅為跨坐

式設計且與地面保

持接觸之車輪數不

超過三輪之車輛。

otor 

tricycle)並應符合聯邦

車輛安全法之定義。其

定義如下: 

1.車輛行駛時其三輪

必須設計保持與地面

接觸。 

2.座位必須為跨坐設

計。 

3.不得具有四個以上

的坐位。 

4.其總重不得大於

1000 公斤。 

5.車體外觀設計不得

為封閉式。 

西班牙和英國等)都

將三輪機車歸類為

機車。 

2.另丹麥、義大利、

法國、瑞士、芬蘭和

葡萄牙等國家將其

歸類為三輪機車或

三輪車（three-wheeled 

motorcycle or 

tricycle)。 

 

登記為三輪機車(m 1.歐洲大部分國家

(如：荷蘭、愛爾蘭、

 



 

 

 
 

表六 國外三輪機車駕照管理規定 

汽車制 機車制 國

別 日本 美國(加州) 加拿大(安大略省) 歐洲 

駕

照

種

類

與

相

關

規

定 

1.依照騎乘車輛排氣量

區分為大型自動二輪車

(400cc 以上)、普通自動

二輪車(125cc 以上 400cc

以下)、普通自動二輪車

(小型)(50cc 以上

 

全帽。 

駕駛三輪機車

與一般小客車

相同，必須具備

C 級(Class C)駕

照種類為 Class 

1.駕駛三輪機車必須

具備有效的 M1、M2

類(即一般機車駕照)

或 M condition 駕照。 

者不

得載人，且限定行駛

。 

與一般機車相同，駕

駛三輪機車需具有

A1 類(動力小於

15KW 之機車)與 A

類(動力大於 15KW

車)駕駛執照。 125cc

以下)。

2.一般三輪機車須使用

自動車駕照(即汽車駕

照)，但駕駛左右兩輪間

距少於 46mm 以下之車

輛必須具備自動二輪車

(機車)駕照。 

3.必須戴安

4.騎乘二輪機車經驗未

滿 1 年或駕駛高速道路

未滿 3 年者，禁止兩人

共乘。 

照；二輪機車駕 2.使用 M1 類駕照

M。 

路 之機

段並僅能於白天駕駛

3.若以三輪機車進行

路考者，其取得駕照為

M condition，此類駕照

僅能駕駛三輪機車，不

得駕駛一般二輪機車。 

4.車輛必須登記並具

有保險。 

5.必須戴符合規定的

安全帽。 

考

照

方

式

與

駕

駛

訓

練 

 

1.考照須通過

視力測試、筆試

以及路考。 

2.至少進行 6 小

時以上的駕駛

訓練以及 25 小

時以上的指導

課程。 

。路考內

 

2.未強制駕駛訓練。 

1.申請者皆須筆試及

路考。 

2.除奧地利、比利

時、法國、愛爾蘭、

義大利、荷蘭、瑞士

和英國之駕駛訓練

非強制外，其餘如丹

麥、芬蘭、德國、希

臘、盧森堡、葡萄牙

和西班牙等國規定

強制駕駛訓練。 

1.申請者皆須筆試及路

考。 

2.無特殊駕駛訓練。

1.考照須通過視力測

試、筆試(道路交通規

則)以及路考

容另依照駕照種類而

有所不同。

 



 

 

六

 車 來即 的

之行駛安全性與操控穩 車 已

國內開放後能提供機車 安 然而三輪

駛特性與傳統二輪機車 異 的

的機車也不只侷限在傳統的設計類型上，也進而使得其操作方式和傳統車

不盡相同。為確保行車安全，建議駕駛人在選購與騎乘三輪

確認該車輛之操作方式並熟悉其操作特性，謹慎駕駛並遵守

關規定，方能在提升騎乘安全之前提下，真正地享受到三輪

駛樂趣。 

、結語 

   提升機車族的行 安全一直以 為交通部努力推動

佳，在歐美等地亦

全的選擇。

目標，三輪機車

發展多年，相信

機車之操作與行

發展，三輪型式

型

機車前，應先行

道路交通安全相

機車所帶來的駕

定性較二輪機

族更加多元與

仍有相當之差 ，且隨者車輛廠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