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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介紹與法規修訂說明      

車安中心 黃志全 

一、前言 
 

因應地球上的資源逐漸缺乏，燃料已不再是交通工具主要唯一的動力來

源，而高油價時代、全球暖化議題亦使得低價、低污染物排放量的替代能源

愈來愈被重視，因此以人力為主、電力為輔的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力為主的

電動自行車，因操作簡單、省力且不須要駕照，已漸漸成為代步工具的首選。 

另近年來頻傳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擅自變更速度上限及冒貼

審驗合格標章之情形，引發不少社會大眾對於管理上的討論，加上電動自行

車之車輛外觀與電動機車相似、用路者之安全考量等爭議；因此，交通部為

落實車輛安全制度及強化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之管理，並配合實務

作業需求，於 105 年 4 月 29 日增訂「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5-2 條條文，

規定自同年 7 月 1 日起電動自行車駕駛人應依規定配戴安全帽，另於同年 5

月 3 日修訂「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及「電

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型式安全檢測基準」，其中包括為使電動自行車

更易於辨識，爰修正審驗合格標章格式，並規定於同年 7 月 1 日起應黏貼(含

懸掛)新式審驗合格標章，以利於辨識電動自行車與電動機車；而本文將介

紹電動輔助自行車、電動自行車及法規修訂說明，讓民眾更瞭解什麼是電動

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以及說明最新修訂的相關法規。 

 

二、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介紹 

1. 電動輔助自行車：指經型式審驗合格，以人力為主，電力為輔，最大行駛

速率在每小時二十五公里以下，且車重在四十公斤以下之二輪車輛。 



 

 

   

   

圖一、電動輔助自行車 

2. 電動自行車：指經型式審驗合格，以電力為主，最大行駛速率在每小時二

十五公里以下，且車重（不含電池）在四十公斤以下之二輪車輛。 

   

   

圖二、電動自行車 

電動自行車與電動輔助自行車最大的差別，主要是「電動輔助自行車」

裝設有供人力踩踏的腳踏板，平時以人力踩踏提供動力，如有需求亦可轉換

為由電能提供動力，讓使用者能夠輕鬆騎乘，而「電動自行車」無腳踏板設

計，騎乘時直接由電能提供動力。且電動自行車、電動輔助自行車與一般自

行車均屬慢車，應在劃設之慢車道通行，並不可附載坐人，慢車之相關交通

法規可參考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五章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章，另行



 

 

政院環保署為推廣民眾多加使用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對於在 105

年 12 月 31 日前新購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補助新台幣 2000 元，另

淘汰二行程機車並新購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補助新台幣 5000 元，

藉此減少市面上老舊的二行程機車，並可大幅度改善空氣污染的情形。(相

關補助項目及金額請參考表一。) 

表一、行政院環保署補助項目與金額 

補助名稱 補助期間 

補助項目、金額(新臺幣) 

電動機車 
電動 

自行車 

電動 

輔助自行車 重型 輕型 
小型 

輕型 

淘汰二行程機車並新購電動二輪車補

助金額 

105 年 1 月 1 日~ 

105 年 12 月 31 日 
7,000 5,000 5,000 5,000 5,000 

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金額 
105 年 1 月 1 日~ 

105 年 12 月 31 日 
4,000 2,000 2,000 2,000 2,000 

淘汰二行程機車補助金額 
104 年 7 月 22 日~ 

105 年 12 月 31 日 
1,500 

來源網址：http://mobile.epa.gov.tw/newsdetail.aspx?News_ID=775 

 

三、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相關法規修訂內容 

本節將說明關於「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

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及「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型式安全檢測基

準」增、修訂內容。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修訂之內容將

以文字粗體及底線標示，「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型式安全檢測基準」

增、修訂內容將以摘要說明之方式，讓閱讀本節說明的讀者能夠更了解法規

修訂的內容： 

 

http://mobile.epa.gov.tw/newsdetail.aspx?News_ID=775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增訂第 115-2條： 

電動自行車駕駛人應依下列規定配戴安全帽： 

一、安全帽應為乘坐機車用或自行車用之安全帽，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格，並 

於帽體貼有商品檢驗標識。 

二、帽體及相關配件必須齊全，並無毀損、鬆脫或變更之情事。 

三、配帶時安全帽應正面朝前及位置正確，於顎下繫緊扣環，安全帽並應 

    適合頭形，穩固戴在頭上，不致上下左右晃動，且不可遮蔽視線。 

    

圖三、安全帽參考圖片 

圖片來源：http://insertmedia.office.microsoft.com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 

修訂第 2 條： 

四、…(前略)使用之電池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電動二輪車電池交換系統 

共通電池審驗規範者，得視為同型式車型。 

 

五、車型族：指不同車型符合下列認定原則所組成之車型集合： 

（一）完成車廠牌及製造國相同。 

（二）車輛種類（車別）相同。 

（三）車輛製造廠宣告之車輛型式系列相同。 

 

六、延伸車型：指符合車型族認定原則，申請者於原車型族中擬新增之車型。 

 

八、品質一致性審驗：指為確保電動輔助自行車或電動自行車之安全品質具有一致性

所為之品質一致性計畫書審查及品質一致性核驗；品質一致性核驗包含成效報告核

http://insertmedia.office.microsoft.com/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 

驗、現場核驗、抽樣檢測及實車查核。 

修訂第 3 條： 

國內電動輔助自行車或電動自行車之製造廠、代理商及進口人，其製造或進口之電動

輔助自行車或電動自行車，應經檢測機構或審驗機構依交通部所定安全檢測基準檢測

並出具安全檢測報告，並向審驗機構申請辦理型式安全審驗合格且取得電動輔助自行

車或電動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以下簡稱審驗合格證明書），並依第十一

條規定黏貼（含懸掛）審驗合格標章後，始得行駛道路。 

修訂第 5 條： 

型式安全審驗之申請者如下： 

一、國內製造之完成車，應由合格之製造廠提出申請。 

二、進口之完成車，應由代理商或進口人提出申請。 

修訂第 6 條： 

申請型式安全審驗者，應檢附下列資料向審驗機構申請，申請資料並應加蓋申請者及

其負責人印章或可證明申請者身分之電子憑證： 

 

一、申請者證明文件影本。 

（二）代理商應檢附海關填發之進口與貨物稅完（免）稅證明書及公司登記證 

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及國外原車輛製造廠授權代理之證明文件。 

 

二、電動輔助自行車或電動自行車規格技術資料： 

（五）各車型車架號碼烙印或刻印於車架及合格標章粘貼之位置圖示說明；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起電動自行車另應檢附其後方黏貼（含 

懸掛）附件四之一審驗合格標章之位置圖示說明。 

 

（六）詳列各車型操作要領及使用注意事項等之車主使用手冊，其內容並應包 

括不得擅自變更最大行駛速率控制裝置注意事項之說明及車主領用簽 

收欄位。 

 

（七）各車型「防止擅自變更最大行駛速率」之設計說明資料。 

修訂第 8 條： 

審驗合格證明書之有效期限為審驗合格日起二年，審驗合格證明書逾期者失效，期滿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 

前得向審驗機構申請換發。 

 

…於未經審驗合格並取得新審驗合格證明書前，不得黏貼（含懸掛）審驗合格標章，

行駛道路。 

 

前項審驗合格證明書包括合格證明及車型規格資料，格式如附件一及附件二。 

修訂附件一 

 
修訂附件二 

 
增訂第 8-1條： 

製造廠或代理商申請延伸車型者，應依第六條之規定，檢附延伸之相關資料及 

圖示，向審驗機構提出申請。 

審驗機構辦理延伸審驗合格後，應檢具延伸之審驗報告，送請交通部換發合格證明書。 

修訂第 9 條：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 

申請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之審查報告者應為完成車或其裝置之製造廠、代理商或進口

人。 

 

完成車或其裝置之製造廠或代理商得檢附下列資料向審驗機構提出審查報告申請，…

由審驗機構核發審查報告： 

一、申請者證明文件影本： 

（一）國內完成車或其裝置之製造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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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國外進口完成車或其裝置之代理商，應檢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

證明文件及授權代理證明文件。 

三、申請者應檢附該檢測項目適用型式及其範圍之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書，…。 

四、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起，前款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書，另應包含 

審驗合格標章之申請、保管、黏貼（含懸掛）、確認與遺失損毀補發等作 

業說明。 

修訂第 11條： 

型式安全審驗合格後，應由申請者向審驗機構申請審驗合格標章，並依下列規定黏貼

於指定位置，以供相關單位稽查： 

 

一、電動輔助自行車：審驗合格標章應粘貼於下管可明顯辨識處。 

二、電動自行車：審驗合格標章應粘貼於車頭管或明顯處。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起，申請型式安全審驗合格且取得審驗合格證 

明書之電動自行車，應於車輛後方可明顯辨識處黏貼（含懸掛）附件四之一 

之審驗合格標章，以供相關單位稽查；審驗合格標章之幾何中心應位於車輛 

之縱向中心平面。 

 

審驗合格標章格式，如附件三、附件四及附件四之一。 

增訂附件四之一 電動自行車審驗合格標章格式 

一、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起，型式安全審驗合格之電動自行車，應由申請 

者向審驗機構申請審驗合格標章，合格標章之尺寸格式如下圖（單位為公釐）。 

二、合格標章之顏色規定：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 

（一）合格標章為白底黑字。 

（二）閃電圖示外框：黑色。 

（三）閃電圖示內：紅色填滿。 

（四）閃電圖示外其他圖示：淺藍色。 

 

修訂第 24條： 

公路監理機關或警察機關查有未依審驗合格證明書所載內容製造或進口之電動輔助自

行車或電動自行車，應通知審驗機構，審驗機構查明屬實後，應按不符合情事，依第

二十五條規定辦理實車抽驗。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起有未依審驗合格證明

書所載內容製造或進口之電動輔助自行車或電動自行車，應通知審驗機構，審驗機構

查明屬實後，除應按不符合情事，依第二十三條規定辦理品質一致性現場核驗、實車

查核及抽樣檢測。 

前項實車抽驗或現場核驗、實車查核及抽樣檢測之電動輔助自行車或電動自行車，經

查申請者確有未依審驗合格證明書所載內容製造或進口之情形者，交通部應通知申請

者限期一個月內以書面方式向審驗機構提出說明及改善措施，…。 

修訂第 25條： 

審驗機構應對審驗合格證明書之申請者執行實車抽驗，並以每二年一次為原則。但得

視抽驗結果調整實車抽驗次數。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 

電動輔助自行車或電動自行車實車抽驗之審驗規定如下： 

一、每一申請者之實車抽驗以抽驗一輛為原則，同一申請者同時製造或進口電動輔

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時，應分別抽驗之。 

二、實車抽驗由審驗機構派員至申請者製造廠辦理。 

三、電動輔助自行車或電動自行車抽驗檢測之方法及基準依安全檢測基準辦理之，

並應查驗車架號碼打刻方式、審驗合格標章是否依規定標示。 

四、申請者未能依審驗機構所選定之車型提供車輛辦理實車抽驗者，審驗機構應停

止受理該車型審驗合格標章之申請。 

 

電動輔助自行車或電動自行車實車抽驗合格之認定基準如下： 

一、初測：…。 

二、複測：…。 

前項初測不合格者，審驗機構應停止該申請者辦理相關審驗合格證明書及審查報告之

各項申請，並應依第二十三條規定辦理品質一致性現場核驗。前項複測合格者，恢復

其各項申請。 

 

第二項實車抽驗之抽驗車型及第三項安全檢測基準之檢測項目選定原則，應由審驗機

構報經交通部同意後執行之。 

修訂第 26條： 

依第二十二條第二項、第二十三條第三項、第二十四條第三項、第二十五條第 

五項及第二十七條規定廢止審驗合格證明書者，該審驗合格證明書所含各車型 

電動輔助自行車或電動自行車，申請者應召回實施改正及辦理臨時查驗。 

修訂第 32條： 

審驗機構辦理型式安全審驗或於電動自行車之車型外觀認定遇有疑義時，得邀集公路

監理機關、專家學者及公會等相關代表，共同處理疑義案件及研議審驗相關事宜，且

其會議結論或紀錄經交通部同意後，併同作為辦理型式安全審驗之依據。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安全檢測基準增、修訂摘要說明 

增訂二之一、車輛規格規定 

實施時間：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起，各型式之電動輔助自行車及電動自行 



 

 

車應符合本點規定。 

增訂之內容： 

1. 新增適用型式及其範圍認定原則、檢測代表件選取原則。 

2. 新增電動自行車與電動輔助自行車不得裝置側方腳踏板之規定。 

3. 新增長度與重量容許誤差。 

4. 電動自行車應符合下列規定： 

(1) 車輛尺度限制及輪胎尺寸 

項目名稱 現行規定 106/1/1 起 110/1/1 起 

全長 250 cm 175 cm 170 cm 

全寬 100 cm  75 cm  70 cm 

全高 200 cm 115 cm 110 cm 

 

項目名稱 現行規定 105/7/1 起 

輪胎直徑 300 mm ~ 420 mm 300 mm ~ 460 mm 

輪胎寬度  75 mm ~ 120 mm  55 mm ~ 120 mm 

(2) 新增電動自行車後方可明顯辨識處應保留足夠空間黏貼(含懸掛)審驗合格標章

之規定，其幾何中心應位於車輛之縱向中心平面，且審驗合格標章不得遮蔽車

輛後方燈光，審驗合格標章能從車輛後方明顯辨識，不被遮蔽。 

修訂三、電子控制裝置 

實施時間：公告後實施。 

增訂之內容： 

1. 新增適用型式及其範圍認定原則、檢測代表件選取原則。 

2. 有關電動輔助自行車之修訂內容： 

(1) 刪除煞車斷電規定。 

(2) 參考歐洲標準 EN15194 規定，修正動力輸出規定，其煞車把手具有斷電開關功

能者，當停止腳踏前進時，應於五公尺內停止動力輔助；若煞車把手未具有斷

電開關功能，則當停止腳踏前進時，應在二公尺內停止動力輔助。 

(3) 新增應具有防止擅自變更速度上限之設計。 

3. 有關電動自行車之修訂內容： 

(1) 新增超速斷電規定。 

(2) 新增應具有防止擅自變更速度上限之設計。 

修訂四、喇叭音量 



 

 

實施時間：公告後實施。 

增訂之內容： 

新增適用型式及其範圍認定原則、檢測代表件選取原則。 

修訂六、燈光與標誌檢驗規定 

實施時間：公告後實施。 

增訂之內容： 

1. 新增適用型式及其範圍認定原則、檢測代表件選取原則。 

2. 參考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第三點之二及第三點之三規定，增訂電動自行車可選配牌證

燈及晝行燈，以及其安裝與作動之規定。 

3. 原條文 3.5.1 之類型 1 與類型 2 方向燈為汽車使用，並不適用於電動自行車，爰予

刪除，並依據 UN ECE 規定修正車輛後方向燈規定(後方向燈其兩照明面之內緣距離

至少應為一八０公釐，修正為一六０公釐)。 

修訂七、間接視野裝置(照後鏡)安裝規定 

實施時間：公告後實施。 

增訂之內容： 

1.修正本點名稱為間接視野裝置(照後鏡)安裝規定。 

2.原條文之實施時間及適用範圍內容為單品規範，故參考車輛安全檢測基準撰寫方

式，修正本點之實施時間及適用範圍。 

3.新增適用型式及其範圍認定原則、檢測代表件選取原則。 

修訂八、間接視野裝置(照後鏡) 

修訂十五、氣體放電式頭燈 

修訂十六、非氣體放電式頭燈 

修訂十七、方向燈 

修訂二十、煞車燈 

修訂二十一、反光標誌(反光片) 

實施時間：公告後實施。 

增訂之內容： 

1. 為利個人進口少量電動自行車自行使用需要，參考車輛安全檢測基準規定，於實施

時間及適用範圍增列個人同一年度進口總數未逾三輛者車輛得免符合本點規定。 

2. 因應檢測實務作業需要，新增檢測代表件選取原則規定。 

修訂九、腳架 

修訂十、整車疲勞強度 



 

 

實施時間：公告後實施。 

增訂之內容： 

1. 為利個人進口少量電動自行車自行使用需要，參考車輛安全檢測基準規定，於實施

時間及適用範圍增列個人同一年度進口總數未逾三輛者車輛得免符合本點規定。 

2. 新增適用型式及其範圍認定原則、檢測代表件選取原則。 

修訂十一、速率計 

實施時間：公告後實施。 

增訂之內容： 

1. 新增適用型式及其範圍認定原則、檢測代表件選取原則。 

2. 為提醒駕駛人電動自行車之速度上限規定，增訂速率計應標示最大行駛速率在每小

時二十五公里以下之警告文字。 

3. 條文 7.附表之 Vmax≦45，修正為 Vmax≦25。 

修訂十三、電動自行車控制器標誌 

實施時間：公告後實施。 

增訂之內容： 

1. 新增適用型式及其範圍認定原則、檢測代表件選取原則。 

2. 部份符號之示意圖電動自行車並未採用，爰以修正圖一、符號之示意圖，將冷卻水 

溫度、引擎機油、阻風門及燃油之圖示刪除。 

修訂十四、燈泡 

實施時間：公告後實施。 

增訂之內容： 

1. 為利個人進口少量電動自行車自行使用需要，參考車輛安全檢測基準規定，於實施

時間及適用範圍增列個人同一年度進口總數未逾三輛者車輛得免符合本點規定。 

2. 因應檢測實務作業需要，新增檢測代表件選取原則規定。 

3. 參考車輛安全檢測基準規定，將氣體放電式光源所照射之光線顏色刪除黃色。

(101/9/26 交通部發布車輛安全檢測基準 029 燈泡新增氣體放電式光源有淡黃色。) 

修訂十八、車寬燈(前(側)位置燈) 

修訂十九、尾燈(後(側)位置燈) 

實施時間：公告後實施。 

增訂之內容： 

1. 為利個人進口少量電動自行車自行使用需要，參考車輛安全檢測基準規定，於實施

時間及適用範圍增列個人同一年度進口總數未逾三輛者車輛得免符合本點規定。 

2. 因應檢測實務作業需要，新增檢測代表件選取原則規定。 



 

 

3. 因本基準並無輪廓邊界標識燈規定，爰將符合本項規定之燈具亦可視為符合本基準

中輪廓邊界標識燈之規定刪除。 

修訂二十二、電磁相容性 

實施時間：公告後實施。 

增訂之內容： 

1. 為利個人進口少量電動自行車自行使用需要，參考車輛安全檢測基準規定，於實施

時間及適用範圍增列個人同一年度進口總數未逾三輛者車輛得免符合本點規定。 

2. 修正適用型式及其範圍認定原則及新增檢測代表件選取原則。 

 

四、結語 

本次法規修正主要目的如下： 

1. 提升電動自行車行車安全 

增訂了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應配戴安全帽，讓使用者能夠減少因為車

禍意外造成的傷害。 

2. 提高電動自行車與電動機車的差異性 

自 105 年 7 月 1 日，電動自行車應黏貼(含懸掛)管理辦法附件四之一

之合格標章，且其車身尺寸限制下修調整，以提高差異性。 

3. 建立更完善的管理制度 

管理辦法增訂實車查核作業，並增列實車查核及抽樣檢測等如有未

依合格證明書製造或進口之情形者，應限期提出說明及改善措施，

並由審驗機構辦理實車複測及品質一致性複驗等規定。 

法規修正雖然可提升電動自行車之安全性，但行車安全仍有賴每一個用

路者共同去遵守，大部份事故最主要還是人的因素居多，機械故障或法規因

素卻僅佔其小部份，因此期望在提升車輛安全性的同時，民眾也能有正確駕

駛觀念與習慣，遵守交通規則，如此才能減少或避免事故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