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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544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8年3月27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3086 號

案由：本院委員沈智慧等 23 人，「酒駕零容忍」已是台灣全民共識
，而提高酒駕罰則自民國 94 年大翻修迄今 14 年共歷經 20 次
的修法，都無法有效遏止，其因或有各級地方政府首長、一
級局處長或民意代表無法以身作則，也難怪徒法不足以自行
，特提案修正「地方制度法部分條文」，犯酒駕條例者不得
參選各級民選公職人員，亦不得擔任秘書長、一級局處首長
、區長等職務。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自民國 94 年大幅度翻修迄今 14 年共歷 20 次的修正，酒駕罰則雖有
提高，卻仍然無法有效遏止酒駕行為，查其因，或有應該以身作則的各級地方政府首長或
民意代表，自己也是酒駕者。
二、根據臺灣酒駕防制社會關懷協會統計資料，2018 年九合一選舉，各政黨均有提名酒駕紀錄
候選人，甚至提名關說酒駕的候選人，無論當選、落選或是退選，這些人都是透過地方制
度法取得資格參選的候選人，因此必頇在源頭就限制這樣的人成為候選人。
三、酒精濃度對於人體的影響都是有科學根據的，當
(一)呼氣酒精濃度 0.047~0.238：症狀為精神欣快，注意力、判斷力減低，抑制力變小。
(二)呼氣酒精濃度 0.238~0.467：症狀為興奮或鎮靜，肌肉協調能力受損，反應遲鈍。
(三)呼氣酒精濃度 0.714~1.428：症狀為精神錯亂，平衡感受損，言詞不清，定向力障礙，
感覺障礙。
(四)呼氣酒精濃度 1.190~1.904：昏呆、木僵、昏睡、肌肉失調明顯，大小便失禁。
(五)呼氣酒精濃度 1.904~2.380：昏迷，完全失去意識，呼吸循環虛脫、死亡。
四、綜上所述，一個無法控制自己飲酒駕車的候選人，並非選民的期待，各政黨都不應提名這
種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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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制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五十五條

條

文

直轄市政府置市

現

行

第五十五條

條

文

說

明

直轄市政府置市

無論是政務官或是事務官，對

長一人，對外代表該市，綜

長一人，對外代表該市，綜

外都是代表政府行使公權力，

理市政，由市民依法選舉之

理市政，由市民依法選舉之

如有酒駕、毒駕行為，甚至拒

，每屆任期四年，連選得連

，每屆任期四年，連選得連

測，挑戰司法，實不足取，因

任一屆。置副市長二人，襄

任一屆。置副市長二人，襄

此不得擔任政務或是事務副市

助市長處理市政；人口在二

助市長處理市政；人口在二

長，也不可擔任秘書長、一級

百五十萬以上之直轄市，得

百五十萬以上之直轄市，得

單位機關首長等，即使有主計

增置副市長一人，職務均比

增置副市長一人，職務均比

、人事、警察及政風之專屬人

照簡任第十四職等，由市長

照簡任第十四職等，由市長

事管理法律，也頇因酒駕、毒

任命，並報請行政院備查。

任命，並報請行政院備查。

駕、拒測等行為不得任用。

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犯

直轄市政府置秘書長一

但考量法律的穩定性，不溯既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

人，由市長依公務人員任用

往，特明訂自本法修正施行之

十五條第一項、第三項、第

法任免；其一級單位主管或

日起才適用。

四項者，不得擔任副市長。

所屬一級機關首長除主計、

直轄市政府置秘書長一

人事、警察及政風之主管或

人，由市長依公務人員任用

首長，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

法任免；其一級單位主管或

任免外，其餘職務均比照簡

所屬一級機關首長除主計、

任第十三職等，由市長任免

人事、警察及政風之主管或

之。

首長，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

副市長及職務比照簡任

任免外，其餘職務均比照簡

第十三職等之主管或首長，

任第十三職等，由市長任免

於市長卸任、辭職、去職或

之。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

死亡時，隨同離職。

，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依第一項選出之市長，

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三項

應於上屆任期屆滿之日宣誓

、第四項者，不得擔任秘書

就職。

長、一級單位主管或所屬一
級機關首長，且排除主計、
人事、警察及政風之專屬人
事管理法律之適用。
副市長及職務比照簡任
第十三職等之主管或首長，
於市長卸任、辭職、去職或
死亡時，隨同離職。
依第一項選出之市長，
應於上屆任期屆滿之日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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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職。
第五十六條

縣（市）政府置

第五十六條

縣（市）政府置

無論是政務官或是事務官，對

縣（市）長一人，對外代表

縣（市）長一人，對外代表

外都是代表政府行使公權力，

該縣（市），綜理縣（市）

該縣（市），綜理縣（市）

如有酒駕、毒駕行為，甚至拒

政，並指導監督所轄鄉（鎮

政，並指導監督所轄鄉（鎮

測，挑戰司法，實不足取，因

、市）自治。縣（市）長由

、市）自治。縣（市）長由

此不得擔任政務或是事務副縣

縣（市）民依法選舉之，每

縣（市）民依法選舉之，每

（市）長，也不可擔任秘書長

屆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一

屆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一

、一級單位機關首長等，即使

屆。置副縣（市）長一人，

屆。置副縣（市）長一人，

有主計、人事、警察、稅捐及

襄助縣（市）長處理縣（市

襄助縣（市）長處理縣（市

政風之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也

）政，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

）政，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

頇因酒駕、毒駕、拒測等行為

職等；人口在一百二十五萬

職等；人口在一百二十五萬

不得任用。

人以上之縣（市），得增置

人以上之縣（市），得增置

但考量法律的穩定性，不溯既

副縣（市）長一人，均由縣

副縣（市）長一人，均由縣

往，特明訂自本法修正施行之

（市）長任命，並報請內政

（市）長任命，並報請內政

日起才適用。

部備查。自本法修正施行之

部備查。

日起，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縣（市）政府置秘書長

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

一人，由縣（市）長依公務

三項、第四項者，不得擔任

人員任用法任免；其一級單

副縣（市）長。

位主管及所屬一級機關首長

縣（市）政府置秘書長

，除主計、人事、警察、稅

一人，由縣（市）長依公務

捐及政風之主管或首長，依

人員任用法任免；其一級單

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其

位主管及所屬一級機關首長

總數二分之一得列政務職，

，除主計、人事、警察、稅

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二職等，

捐及政風之主管或首長，依

其餘均由縣（市）長依法任

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其

免之。

總數二分之一得列政務職，

副縣（市）長及職務比

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二職等，

照簡任第十二職等之主管或

其餘均由縣（市）長依法任

首長，於縣（市）長卸任、

免之。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

辭職、去職或死亡時，隨同

起，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離職。

例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三

依第一項選出之縣（市

項、第四項者，不得擔任秘

）長，應於上屆任期屆滿之

書長、一級單位主管或所屬

日宣誓就職。

一級機關首長，且排除主計
、人事、警察、稅捐及政風
之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之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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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縣（市）長及職務比
照簡任第十二職等之主管或
首長，於縣（市）長卸任、
辭職、去職或死亡時，隨同
離職。
依第一項選出之縣（市
）長，應於上屆任期屆滿之
日宣誓就職。
第五十七條

鄉（鎮、市）公

鄉（鎮、市）公

無論是政務官或是事務官，對

所置鄉（鎮、市）長一人，

所置鄉（鎮、市）長一人，

外都是代表政府行使公權力，

對外代表該鄉（鎮、市），

對外代表該鄉（鎮、市），

如有酒駕、毒駕行為，甚至拒

綜理鄉（鎮、市）政，由鄉

綜理鄉（鎮、市）政，由鄉

測，挑戰司法，實不足取，因

（鎮、市）民依法選舉之，

（鎮、市）民依法選舉之，

此不得擔任政務或是事務副市

每屆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

每屆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

長，也不可擔任一級單位機關

一屆；其中人口在三十萬人

一屆；其中人口在三十萬人

首長等，即使有主計、人事、

以上之縣轄市，得置副市長

以上之縣轄市，得置副市長

政風之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也

一人，襄助市長處理市政，

一人，襄助市長處理市政，

頇因酒駕、毒駕、拒測等行為

以機要人員方式進用，或以

以機要人員方式進用，或以

不得任用。

簡任第十職等任用，以機要

簡任第十職等任用，以機要

但考量法律的穩定性，不溯既

人員任用之副市長，於市長

人員任用之副市長，於市長

往，特明訂自本法修正施行之

卸任、辭職、去職或死亡時

卸任、辭職、去職或死亡時

日起才適用。

，隨同離職。自本法修正施

，隨同離職。

行之日起，犯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一項
、第三項、第四項者，不得
擔任副市長。
山地鄉鄉長以山地原住
民為限。
鄉（鎮、市）公所除主

第五十七條

山地鄉鄉長以山地原住
民為限。
鄉（鎮、市）公所除主
計、人事、政風之主管，依
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外，
其餘一級單位主管均由鄉（
鎮、市）長依法任免之。

計、人事、政風之主管，依

依第一項選出之鄉（鎮

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外，

、市）長，應於上屆任期屆

其餘一級單位主管均由鄉（

滿之日宣誓就職。

鎮、市）長依法任免之。自
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犯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
五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
項者，不得擔任一級單位主
管，且排除主計、人事、政
風之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之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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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依第一項選出之鄉（鎮
、市）長，應於上屆任期屆
滿之日宣誓就職。
第五十八條

直轄市、市之區

第五十八條

直轄市、市之區

區長雖為市長依法任用，但如

公所，置區長一人，由市長

公所，置區長一人，由市長

有酒駕、毒駕行為，甚至拒測

依法任用，承市長之命綜理

依法任用，承市長之命綜理

，挑戰司法，實不足取，因此

區政，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

區政，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

不得擔區長。

。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

。

但考量法律的穩定性，不溯既

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直轄市之區由鄉（鎮、

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三項、

市）改制者，改制日前一日

第四項者，不得任用。

仍在職之鄉（鎮、市）長，

直轄市之區由鄉（鎮、

由直轄市長以機要人員方式

市）改制者，改制日前一日

進用為區長；其任期自改制

仍在職之鄉（鎮、市）長，

日起，為期四年。但有下列

由直轄市長以機要人員方式

情事之一者，不得進用：

進用為區長；其任期自改制

一、涉嫌犯第七十八條第一

日起，為期四年。但有下列

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列之

情事之一者，不得進用：

罪，經起訴。

一、涉嫌犯第七十八條第一

二、涉嫌犯總統副總統選舉

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列之

罷免法、公職人員選舉罷

罪，經起訴。

免法、農會法或漁會法之

二、涉嫌犯總統副總統選舉

賄選罪，經起訴。

罷免法、公職人員選舉罷

三、已連任二屆。

免法、農會法或漁會法之

四、依法代理。

賄選罪，經起訴。

前項以機要人員方式進

三、已連任二屆。

用之區長，有下列情事之一

四、依法代理。

者，應予免職：

五、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

一、有前項第一款、第二款

，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或第七十九條第一項各款

例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

所列情事。

三項、第四項者。
前項以機要人員方式進
用之區長，有下列情事之一

二、依刑事訴訟程序被羈押
或通緝。
直轄市之區由山地鄉改

者，應予免職：

制者，其區長以山地原住民

一、有前項第一款、第二款

為限。

或第七十九條第一項各款
所列情事。
二、依刑事訴訟程序被羈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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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通緝。
三、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
，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
三項、第四項者。
直轄市之區由山地鄉改
制者，其區長以山地原住民
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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