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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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1月21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2553 號

案由：本院委員鄭寶清、施義芳、蘇震清等 17 人，為解決吸食毒品
之行為人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時對於人民生命財產重大威脅
的問題，並減少抽象危險犯概念於實務上認事用法上的困擾
，爰提案修正「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條文。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近年來我國交通事故發生原因，除了酒駕外，就是吸食毒品之行為人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時所引起之車禍（俗稱「毒駕」）最為引起國人關心，並形成風潮要求立法者應該透過修
法解決毒駕問題，以保證人身和財產安全。目前現行的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明文規定
行為人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必須「致不能安全駕駛」，才有構成要件該
當性。所謂「致不能安全駕駛」，為抽象危險犯的規定。而抽象危險犯，是對法益做前置
性的保護，無須在個案中加以認定行為是否真的對法益造成危險或實害，只要是普遍認為
是對法益具有典型危險性之行為，就被假設具有危險性，而有構成要件該當性。
二、然而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後，並不會如同飲酒般，有一個公認的檢測方式
或標準（註 1），來認定是否有「致不能安全駕駛」。因此實務上，往往會產生無法認定有
無不能安全駕駛之情事，而讓車禍肇事者免於刑事責任之追訴。此一抽象危險犯的規定方
式是否有修正之必要，於過去幾年引起國內學界和實務界的熱烈討論。本席認為，抽象危
險犯的立法方式對於規範「毒駕」有所不足，因此主張參酌國外類似立法例，採取零容忍
政策，以期遏止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並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行為，減少車
禍發生比率，並回應國人對於修法的殷殷期盼。
三、世界上有不少國家或地區對於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採
取零容忍政策。舉例來說，目前美國境內有十個州採用零容忍政策法律（註 2），這些州分
別為亞利桑那州、喬治亞州、伊利諾州、印第安納州、愛荷華州、密西根州、明尼蘇達州
、羅德島州、猶他州、和威爾康新州。依照這些州的法律，只要行為人血液內被檢測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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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或藥物反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就是違反刑事法律，不論是否有「致不能安全駕駛」
的狀況。至於是不是所有的毒品或藥物都在法律範圍內，或是限於某些明訂的毒品藥物，
各州有不同的規定。其中明尼蘇達州明文排除大麻於零容忍政策法律之適用範圍內。至於
我國新法的適用範圍，則應由相關的行政機關應進行研擬，配合本法制定明確之行政規則
或命令，以使人民得以有所遵循。
四、本席明白刪除抽象危險犯的規定，會引起社會上正反兩面的討論；而且後續的配套措施是
否可以迅速完成建構，也是新法得否達成其立法目的之重要憑藉。刪除抽象危險犯的規定
之後，另一個最重要的議題就是建構出認定行為人的體內是否有毒品或藥物的殘留物的機
制。在美國，警察於臨檢時若有合理懷疑駕駛人有使用毒品或藥物的狀況，就會通知藥物
檢定專家（註 3）至現場檢測並認定駕駛人使否有使用毒品或藥物之情事，並以之作為起訴
之證據。在我國，包含內政部警政署在內的相關機關，應儘速協調並建立相關機制，以補
足新法通過後所需的實際支援。

註 1：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註 2：Zero Tolerance DUID Laws.
註 3：Many States utilize the method derived from the Drug Evalu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program
that specially trains officers to become certified Drug Recognition Evaluators/Experts or
DREs.DREs are often called to scenes to assist other officers in ascertaining the source of a
person's driving impai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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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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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
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
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
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
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

一、近年來我國交通事故發生
原因，除了酒駕外，就是吸
食毒品之行為人於駕駛動力
交通工具時所引起之車禍（
俗稱「毒駕」）最為引起國
人關心，並形成風潮要求立
法者應該透過修法解決毒駕
問題，以保證人身和財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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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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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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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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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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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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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目前現行的刑法第一百
八十五之三條明文規定行為
人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
他相類之物，必須「致不能
安全駕駛」，才有構成要件
該當性。所謂「致不能安全
駕駛」，為抽象危險犯的規
定。而抽象危險犯，是對法
益做前置性的保護，無須在
個案中加以認定行為是否真
的對法益造成危險或實害，
只要是普遍認為是對法益具
有典型危險性之行為，就被
假設具有危險性，而有構成
要件該當性。
二、然而服用毒品、麻醉藥品
或其他相類之物後，並不會
如同飲酒般，有一個公認的
檢測方式或標準，來認定是
否有「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此實務上，往往會產生無
法認定有無不能安全駕駛之
情事，而讓車禍肇事者免於
刑事責任之追訴。此一抽象
危險犯的規定方式是否有修
正之必要，於過去幾年引起
國內學界和實務界的熱烈討
論。抽象危險犯的立法方式
對於規範「毒駕」有所不足
，因此應參酌國外類似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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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採取零容忍政策，以期
遏止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
其他相類之物並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之行為，減少車禍發
生比率，並回應國人對於修
法的殷殷期盼。
三、世界上有不少國家或地區
對於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
其他相類之物而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採取零容忍政策。舉
例來說，目前美國境內有十
個州採用零容忍政策法律，
這些州分別為亞利桑那州、
喬治亞州、伊利諾州、印第
安納州、愛荷華州、密西根
州、明尼蘇達州、羅德島州
、猶他州、和威爾康新州。
依照這些州的法律，只要行
為人血液內被檢測出有毒品
或藥物反應，駕駛動力交通
工具就是違反刑事法律，不
論是否有「致不能安全駕駛
」的狀況。至於是不是所有
的毒品或藥物都在法律範圍
內，或是限於某些明訂的毒
品藥物，各州有不同的規定
。其中明尼蘇達州明文排除
大麻於零容忍政策法律之適
用範圍內。至於我國新法的
適用範圍，則應由相關的行
政機關應進行研擬，配合本
法制定明確之行政規則或命
令，以使人民得以有所遵循
。
四、刪除抽象危險犯的規定後
，後續的配套措施是否可以
迅速完成建構，也是新法得
否達成其立法目的之重要憑
藉。其中一個重要的議題就
是建構出認定行為人的體內
是否有毒品或藥物的殘留物
的機制。在美國，警察於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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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時若有合理懷疑駕駛人有
使用毒品或藥物的狀況，就
會通知藥物檢定專家至現場
檢測並認定駕駛人使否有使
用毒品或藥物之情事，並以
之作為起訴之證據。在我國
，包含內政部警政署在內的
相關機關，應儘速協調並建
立相關機制，以補足新法通
過後所需的實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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