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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246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5月24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0848 號

案由：本院委員鄭運鵬等 16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每次酒駕修法，立法院總是陷於亂世用重典的迷思，總認為「關起來」就有遏止效果，忽略
了法律的比例原則。一般所謂酒駕可分為：單純酒後駕車、酒後駕車被他人所撞、酒後駕
車肇事造成自己傷亡、酒後駕車肇事致他人受傷、酒後駕車肇事致他人死亡，若加上逃逸
犯行，大約可分成十種以上態樣。不同態樣的酒駕情形，就應該有不同的處罰思考。
事實上，酒醉駕車的態樣有不同情重情節，但依照目前刑法規定，即使單純酒後駕駛無肇
事也無傷人，只因警察攔檢酒測值超過一定標準，就移送法院。這原本可以違反交通規則
處罰即可，卻變成了刑事犯罪，讓法律的比例原則失衡，讓法官不得不輕判，常以罰金結
案。但罰金與交通罰款都只是財產罰一樣而已，對有錢人不痛不癢，民眾也認為毫無遏止
的效果，反而覺得法官輕判。更甚者，法院為處理這類酒駕案件，浪費了許多寶貴的司法
資源。
由於刑法制定的時間在民國二十四年，當時的汽車並不普遍，制定者絕難想像現在交通的
情形，交通事故對民眾生命財產的威脅。這幾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維持近三千人，遠遠超
過犯罪被害死亡的人數，若依目前刑法幾個條文作為量刑依據，實在過於簡陋。因此，車
禍事故的刑罰案件，若有專章加以規範，對於不同車禍各種類型情形的量刑予以明確化。
如此，不僅可對酒駕致他人死亡，以及肇事逃逸者，科以較高刑責，而其他犯罪態樣亦有
單獨條文規定刑度，可避免條文簡陋，讓刑度輕重不分。
訂定交通事故刑事專章，才能全面性檢視現在交通事故各種犯罪態樣的可責性，讓單純酒
駕歸行政罰，而讓酒駕致他人死亡及肇事逃逸等情節重大者刑度提高，讓肇事者付出代價
。制定條文重點如下：
一、增訂汽車交通事故刑罰專章。
二、刑度：依照不同態樣，以可責性決定量刑之依據。
三、考量酒醉駕車具公共危險性，肇事逃逸者可責性以及職業駕駛重傷害之考量，其傷害
罪均為公訴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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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駕駛除

條

文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駕駛動

動力交通工具除汽車外，包含

汽車外之動力交通工具而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二年以

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民用航空器、船舶、軌道運輸
等交通工具，其亦服用毒品、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十萬
元以下罰金：

，得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

麻醉藥品、酒類或其他相類之
物而駕駛之情況，配合增訂第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
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
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

十一章之一交通事故罪，修正
文字，將汽車之處罰移至第十

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
零五以上。

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
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
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
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

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
全駕駛。

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
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 駕駛除
汽車外之動力交通工具，致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 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

人死傷而逃逸者，處一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逃逸者，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

第十一章之一
故罪

現

行

交通事

說

明

一章之一。

配合增訂第十一章之一交通事
故罪，修正文字，將汽車之處
罰移至第十一章之一。
一、本章新增。
二、增定刑法交通事故罪專章
，全面性檢視現有交通事故
各種犯罪態樣依比例原則量
刑。

第一百九十四條之一

服用毒

一、本條新增。

品、麻醉藥品、酒類或其他
相類之物，不能安全駕駛汽

二、酒駕不能安全駕駛，以發
生肇事為要件，其他未肇事

車而肇事者，處二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九

者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論處。

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

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酒
駕之罰鍰為九萬，因此提高
酒駕肇事之罰金下限，配合
提高上限罰金。

第一百九十四條之二

駕駛汽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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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得

二、駕駛人過失致人於死者，
以第二百七十六條過失致死

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
金。

罪論處，過於簡陋，因此除
酒駕之之外，增列超速、闖

前項過失致人於死者，
係闖紅燈及超速，處六月以

紅燈致人於死，處以較高刑
責。

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二百萬二以下罰金

三、第三項酒駕致人於死者維
持原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

。

二項「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駕駛汽車因服用毒品、
麻醉藥品、酒類或其他相類
之物者而致人於死者，處三

」。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
罰金。
第一百九十四條之三

犯前條

一、本條新增。

之罪而駕車逃逸者，依各項
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二、原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之
肇事遺棄罪之範圍，依所犯
本刑加重其刑二分之一。

第一百九十四條之四

駕駛汽

一、本條新增。

車因過失而傷害人者，處六
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二、駕駛人肇事傷人，以 第
二百八十四條過失傷害罪，

或併科新臺幣新三十萬元以
下罰金。

規範簡陋且刑責過輕，因此
除酒駕之之外，增列違反交

前項過失而傷害人者，
係闖紅燈及超速，處一年以

通規則，如超速、搶紅燈，
處以較高刑責。

下有期徒刑、拘役，得併科
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三、原刑法原第一百八十五條
之三第二項僅規定酒駕致人

駕駛汽車因服用毒品、
麻醉藥品、酒類或其他相類

於死及致重傷之處罰規定，
本條第三項增列酒駕傷害罪

之物，而傷害人者，處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之規定。

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九十四條之五

犯前條

一、本條新增。

之罪而駕車逃逸者，依各項
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二、原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之
肇事遺棄罪之範圍，依所犯
本刑，加重其刑二分一。

第一百九十四條之六

駕駛汽

一、本條新增。

車過失致人重傷者，處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

二、駕駛人肇事致人重傷，以
第二百八十四條過失傷害罪

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規範簡陋且刑責過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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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過失致人重傷者，
係闖紅燈及超速，處二年以

此除酒駕之之外，增列違反
交通規則，如超速、搶紅燈

下有期徒刑、拘役，得併科
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

，處以較高刑責。
三、第三項酒駕致人重傷者維

金。
駕駛汽車因服用毒品、

持原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
二項「因而致人重傷者，處

麻醉藥品、酒類或其他相類
之物而致人重傷者，處一年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之規定。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罰
金。
第一百九十四條之七

犯前條

一、本條新增。

之罪而駕車逃逸者，依各項
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二、原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之
肇事遺棄罪之範圍，依所犯
本刑，加重其刑二分一。

第一百九十四條之八

從事駕

一、本條新增。

駛為業，因業務過失致人於
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駕駛人過失致人於死者，
以第二百七十六條業務過失

，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
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致死罪論處，過於簡陋，因
此除酒駕之之外，增列違反

前項業務過失致人於死
者，係闖紅燈及超速，處一

交通規則如超速、搶紅燈致
人於死，處以較高刑責。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

三、第三項職業駕駛因酒駕致
人於死者，維持原第一百八

四百萬元以下罰金。
從事駕駛為業因服用毒

十五條之三第二項「因而致
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

品、麻醉藥品、酒類或其他
相類之物，而致人於死者，

以下有期徒刑」。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九十四條之九

犯前條

一、本條新增。

之罪而駕車逃逸者，依各項
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二、原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之
肇事遺棄罪之範圍，刑責提
高，加重其刑二分之一。

第一百九十四條之十

從事駕

一、本條新增。

駛為業，駕駛汽車過失傷害
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駕駛人肇事致人重傷，以
第二百八十四條業務過失傷

、拘役，得併科新臺幣五十
萬元以下罰金。

害罪，規範簡陋且刑責過輕
，因此除酒駕之之外，增列

前項業務過失傷害人者

超速、搶紅燈，處以較高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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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闖紅燈及超速，處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得併

責。
三、三、原刑法原第一百八十

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

五條之三第二項僅規定酒駕
致人於死及致重傷之處罰規

從事駕駛為業因服用毒
品、麻醉藥品、酒類或其他

定，本條第三項增列職業駕
駛因業務酒駕傷害罪之規定

相類之物，而致傷害人者，
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

。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
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九十四條之十一 犯前
條之罪而駕車逃逸者，依各

一、本條新增。
二、原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之

項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

肇事遺棄罪之範圍，刑責提
高，加重其刑二分之一。

第一百九十四條之十二 從事
駕駛為業，駕駛汽車過失致

一、本條新增。
二、駕駛人肇事致人重傷，以

人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

第二百八十四條業務過失傷
害罪，規範簡陋且刑責過輕

元以下罰金。
前項業務過失致人重傷

，因此除酒駕之之外，增列
違反交通規則，如超速、搶

者，駕駛人係闖紅燈及超速
，處六個以上五年以下有期

紅燈，處以較高刑責。
三、第三項職業駕駛因業務酒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
元以下罰金。

駕致人重傷者維持原第一百
八十五條之三第二項「因而

從事駕駛為業因服用毒
品、麻醉藥品、酒類或其他

致人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規定。

相類之物，而致人重傷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上四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九十四條之十三 犯前
條之罪而駕車逃逸者，依各

一、本條新增。
二、原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之

項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

肇事遺棄罪之範圍，刑責提
高，加重其刑二分之一。

第一百九十四條之十四 犯第
一百九十四條之四第一項、

一、本條新增。
二、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條過失

第一百九十四條之六第一項
、第一百九十四條之十第一

傷害罪須告訴乃論，故第一
百九十四條之四第一項、第

項、第一百九十四條之十二
第一項無駕車逃逸，須告訴

一百九十四條之六第一項、
第一百九十四條之之十第一

乃論。

項、第一百九十四條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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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無駕車逃逸情況，
維持告訴乃論。
第一百九十四條之十五 本章
所稱汽車係指公路法規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汽車係指公路法規定之汽

汽車及行駛道路之動力機械
。

車及行駛道路之動力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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