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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提案第 23099 號

案由：本院委員江啟臣等 20 人，鑑於飲酒過量除有害身心健康，影
響心智功能，造成酒駕、家暴及兒虐等社會問題。99 年世界
衛生大會通過「減少有害使用酒精的戰略」並提出 10 大防制
策略，包括：政府的領導與跨部門動員；衛生部門提供預防
、治療和照護措施；社區動員與參與；嚴格取締酒後駕駛；
管理生產、銷售、年齡與飲酒場所，降低酒品可取得性；管
制廣告促銷；建立酒品稅捐或最低價格制；標示酒害警語、
保護酒醉者；防範及管制非法酒品；建立長期監測系統。為
從源頭防杜並減緩酒品危害的發生，我國亦表支持並表示將
制定專法規範；復於 106 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再次作成建請
儘速制定酒害防制法之決議，為防制酒害，維護國民健康，
爰擬具「酒品危害防制法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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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品危害防制法草案總說明
根據警政署統計，我國酒後駕車近五年取締案件數均維持在 10 萬件以上，移送法辦案件數約
6 萬件左右，且均造成超過百人以上之傷亡；另外，根據衛福部資料，有關家暴、虐兒案件之加害
人多數有酗酒或酒癮問題，顯見飲酒過量確實衍生諸多社會問題。而政府有關酒品各項管制措施與
法令分屬不同權責機關，缺乏統一主責機關，致使酒害防制工作難以有效落實。
我國於 99 年出席世界衛生大會（WHA）時，曾允諾支持、採納與落實「全球酒害防制策略」
，包括：政府的領導與跨部門動員；衛生部門提供預防、治療和照護措施；社區動員與參與；嚴格
取締酒後駕駛；管理生產、銷售、年齡與飲酒場所，降低酒品可取得性；管制廣告促銷；建立酒品
稅捐或最低價格制；標示酒害警語、保護酒醉者；防範及管制非法酒品；建立長期監測系統，並參
照菸害防制法，著手研擬酒害防制法草案，然卻未提出。
飲酒過量有害身心健康，且會衍生酒駕、家暴及兒虐等社會問題，已為社會之普遍共識。根
據世界衛生組織（WHO）2018 年報告，全球每年約 300 萬人因喝酒而死亡，包括（事故傷害
28.7%）、消化性疾病（21.3%）、心血管疾病（19%）、傳染性疾病（12.9%）及癌症（12.6%）
等，約佔全球死亡人數 5.3%，代表每 20 人就有 1 人因酒害而死亡；另外，喝酒還會導致 200 種以
上疾病，造成 1 億 3,260 萬人年損失（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DALY）。
依據國民健康署統計，我國 18 歲以上成人之飲酒率，98 年為 46.2%、102 年為 45.7%、106 年
為 43%，暴飲率 98 年與 102 年均為 5.4%，106 年降至 5.1%，推估全國有 843 萬飲酒人口，約有
100 萬人有暴飲情形。另外，12 歲至 17 歲之飲酒率 98 年 7.8%、102 年為 7.3%、106 年上升至
8.2%，曾經飲酒率 98 年為 25.7%，102 年為 23.8%，106 年上升至 27.7%。
衛福部自 95 年起辦理「酒癮治療服務方案」，補助酒癮個案每人 4 萬元，補助人數（如表一
），自 98 起每年 590 人增至 107 年 2,171 人，10 年增加 1,581 人、激增 3.68 倍，對照國健署推估
之暴飲率人數 100 萬人，惟酒癮戒治人數僅 2,171 人，僅占暴飲率人數千分之 2，酒癮戒治人數極
少，且國健署之暴飲率人數統計尚未含括 18 歲以下之飲酒者，飲酒及暴飲人數之實際數據恐高於
政府統計，顯見我國對於酒害防制工作亟待強化。

表一：酒癮治療補助人數
年度
人數

98
590

99
625

100
737

101
948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26

1,078

1,193

1,254

1,618

2,171

為統一事權，落實各項酒害防制工作，有效推動酒癮戒治，以維護國民身心健康，建立正確
之飲酒觀念與文化，遠離酒品危害，爰擬具「酒品危害防制法草案，修正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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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法之立法目的。（第一條）
二、本法之主管機關。（第二條）
三、本法之用詞定義。（第三條）
四、設置酒品危害防制委員會。（第四條）
五、酒品健康福利捐之課徵。（第五條）
六、設置酒品危害防制基金。（第六條）
七、酒品販售方式之限制。（第七條）
八、酒品警語標示方式。（第八條）
九、酒品促銷及廣告之規範。（第九條至第十二條）
十、未滿十八歲不得飲酒。（第十三條、第十四條）
十一、明定禁止飲酒場所。（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
十二、明定各級學校應辦理酒品危害防制教育及宣導（第十八條）
十三、辦理酒癮戒治及補助。（第十九條）
十四、應受酒害防制宣導及酒癮戒治者。（第二十條）
十五、明定違反本法之罰則。（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九條）
十六、明定施行日期。（第三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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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品危害防制法草案
條

文

第一條

為防制飲酒過量，維護國民健康，保

說
本法之立法目的。

障社會安全，減少酒品危害事件發生，特制
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
第二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

明定本法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酒品：本法所稱酒品，指於攝氏溫度二
十度測定時，含酒精成分以容量計算超過

明定本法用詞定義。

百分之零點五之飲料、其他可供製造或調
製上項飲料之未變性酒精及其他製品。
二、飲酒：指飲用、調和酒品或飲用攜帶之
酒品之行為。
三、料理酒：指下列專供烹調用之酒：
(一)一般料理酒：以榖類或其他含澱粉之
植物性原料，經糖化後加入酒精製得
產品為基酒，或直接以釀造酒、蒸餾
酒、酒精為基酒，加入百分之零點五
以上之鹽，添加或不添加其他調味料
，調製而成供烹調用之酒；所稱加入
百分之零點五以上之鹽，指每一百毫
升料理酒含零點五公克以上之鹽。
(二)料理米酒：指以米類為原料，經糖化
、發酵、蒸餾、調和或不調和食用酒
精而製成之酒，其成品酒之酒精成分
以容量計算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且
包裝標示專供烹調用酒之字樣者。
三、酒品危害（以下稱酒害）：
(一)心因性酒害：指飲用酒品，達到酒精
成癮、酒精濫用。
(二)行為性酒害：指飲用酒品過量導致理
智判斷失據，衍生暴力或妨害社會秩
序；或違法將酒品交予未滿十八歲之
青少年供飲用之行為。
(三)消費性酒害：指消費者飲用未經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偽劣酒品，
致危害健康；或違法將酒品售予未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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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歲青少年供飲用之行為。
四、酒品容器：指包裝酒品之盒、罐、瓶、
桶或其它容器等。
五、酒品廣告：指以任何形式之商業宣傳、
促銷、建議或行動，其直接或間接之目的
或效果在於對不特定之消費者推銷或促進
酒品飲用。
六、酒品贊助：指對任何事件、活動或個人
採取任何形式之捐助，其直接或間接之目
的或效果在於對不特定之消費者推銷或促
進酒品飲用。
第四條 為有效推動全國酒害防制工作，降低
飲酒過量及其所衍生之危害，維護國人健康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酒害防制推動委員會
。負責推動酒害防制事宜，其設置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為有效推動並落實全國酒害防制工作，中
央主管機關應設置酒品危害防制推動委員
會。
二、酒害防制推動委員會，應審酌社會輿論、
健保財務情況，以及因酒害所造成社會危
害，估算酒害對健保支出造成之負擔比例
、社會因此所付出之成本，評估開徵酒品
健康福利捐之時機。

第五條 除料理酒外，酒品得徵酒品健康福利
捐，課徵金額及開徵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明定酒品健康福利捐之課徵方式。

前項酒品健康福利捐金額，由中央主管
機關邀集財政部、內政部、法務部、交通部
及相關領域學者專家，依下列因素每二年評
估一次：
一、可歸因於飲酒之疾病，其罹病率、死亡
率及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
二、可歸因於酒醉所造成之社會安全危害相
關資料。
三、酒品消費量及飲酒率。
四、酒品稅捐占帄均酒品零售價之比率。
五、其他影響酒品價格及酒害防制之相關因
素。
第一項金額，經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規
定評估結果，認有調整必要時，應報請行政
院核定，並送立法院審查通過。
酒品健康福利捐應用於全民健康保險之
安全準備、癌症防治、酒癮戒治、補助醫療
資源缺乏地區、中央與地方之酒品危害防制
教育宣導、高風險家庭之社會福利、酒害受
害者之救助、防制酒品稅捐逃漏；其分配及
運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及財政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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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稱醫療資源缺乏地區及酒害受害
者之救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相關機
關定之。
酒品健康福利捐由菸酒稅稽徵機關於徵
收菸酒稅時代徵之；其繳納義務人、免徵、
退還、稽徵及罰則，依菸酒稅法之規定辦理
。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基金，辦理酒害
防制、酒害受害者救助及教育宣導相關業務
，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一、設置基金辦理酒害防制及教育宣導。
二、因飲酒而違反相關法令規定所處之罰鍰、
罰金、緩起訴處分金、認罪協商金，應直
接挹注至本基金。

第七條
之：

避免未滿十八歲青少年，透過現代科技或無法
辨識年齡之方式，取得或購買酒品。

對消費者販賣酒品不得以下列方式為

一、自動販賣機、郵購、電子購物或其他無
法辨識購買者年齡等方式。
二、開放式貨架等可由消費者直接取得且無
法辨識年齡之方式。
第八條 酒品、品牌名稱及酒品容器、外部包
裝不得使用鼓勵或提倡飲酒之文字及標示。
酒品經包裝出售者，製造業者或進口業
者應於直接接觸酒之容器上標示「飲酒過量
，有害健康」、「喝酒不開車」或酒害防制
相關警語，其字體不得小於二點六五毫米，

明定酒品包裝應加註警語，其標示面積不得低
於總體面積百分之三十，以提醒民眾飲酒過量
有害健康之事實。

應標示於酒品容器最大外表面積明顯處，且
不得小於總體面積之百分之三十。
前項標示之內容、面積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九條 促銷酒品或為酒品廣告，應明顯標示
「飲酒過量，有害健康」、「喝酒不開車」

明定酒品促銷或廣告之方式。

或其他警語；且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鼓勵或提倡飲酒。
二、虛偽、誇張、捏造事實或易生誤解之內
容。
三、以酒品與其它物品包裹一起銷售。
四、以兒童、少年為對象，或妨害兒童、少
年、孕婦身心健康。
五、暗示或明示具醫療保健效果之標示、廣
告或促銷。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之方式。
前項促銷酒品或為酒品廣告，以下列方
式為之者，其防制酒害宣導或警語露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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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一、以廣播、電視、電影片、錄影物、電子
訊號、電腦網路、報紙、雜誌、看板、海
報、單張、通知、通告、說明書、樣品、
招貼、展示或其他文字、圖畫、物品或電
磁紀錄物為宣傳。
二、以採訪、報導介紹酒品或假借他人名義
之方式為宣傳。
三、以茶會、餐會、說明會、品嚐會、演唱
會、演講會、體育或公益等活動，或其他
類似方式為宣傳。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之方式。
第二項第一款廣播、電視廣告，不得於
上午六時至晚間十時播放。
第十條 製造、輸入或販賣酒品者，於銷售酒
品之場所，以海報、圖畫或文字標示其為銷
售酒品之場所，或以列表方式標示所銷售酒
品品牌名稱或價格者，非屬前條之促銷或廣
告。

為利業者實際銷售酒品之需要，明定特定行為
非屬促銷或廣告。

第十一條 營業場所不得為促銷或營利目的免
費供應酒品或以酒品作為兌獎之物品。

為避免業者利用免費供應方式行銷，引誘消費
者購買酒品。

第十二條 營業場所有販賣酒品者，應宣導並
主動提供消費者代駕相關資訊。

明定販售酒品者之宣導義務。

第十三條 未滿十八歲者，不得飲酒。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為照顧之人應

為避免未滿十八歲青少年因好奇、或同儕引誘
，致沉溺酒品，遭受酒品危害；明定未滿十八

禁止未滿十八歲者飲酒。

歲不得飲酒，並要求家長或監護人善盡保護與
教育責任。

第十四條 任何人不得供應酒品予未滿十八歲
者。
對於年齡不確定者，供應或販賣酒品者
應請其提供身分證明，無身分證明或不出示
證明者，應拒絕供應。
任何人不得強迫、引誘或以其他方式使
未滿十八歲者飲酒。

為避免未滿十八歲青少年因好奇、或同儕引誘
，致沉溺酒品，遭受酒害。明定未滿十八歲不
得飲酒，同時要求販賣酒品業者或從業人員，
不得供應酒品予未滿十八歲者。

第十五條 下列場所全面禁止飲酒：
一、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校及其他供兒童及
少年教育或活動為主要目的之場所，但因
教學所需者，不在此限。
二、其他經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之
場域。
前項所定場所，應於所有入口處及其他

明定禁止飲酒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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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地點，設置明顯禁酒標示。
第十六條 於第十五條之禁止飲酒場所飲酒者
，場所之負責人或從業人員應予勸阻，在場

明定禁止飲酒場所，對於飲酒行為之勸阻規定
。

者亦得予勸阻。
第十七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第十

主管機關之檢查義務。

五條規定之場所，應定期派員檢查。
第十八條

各機關學校應積極辦理酒害防制教

育及宣導。
第十九條

酒害防制應從小做起，藉由教育與宣導，培養
並建立正確飲酒觀念。

酒害防制機構、醫療機構、心理衛

明定酒癮戒治服務之提供與補助辦法。

生輔導機構及公益團體得提供戒治酒癮服務
。
前項服務之補助或獎勵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條 有下列情形者，應接受酒害防制教
育或酒癮戒治：

明定應接受酒害防制教育宣導及酒癮戒治者之
規定。

一、因酒醉危害公共秩序者。
二、酒醉駕駛者。
三、酒醉家暴、虐兒者。
四、經衛生或社福主管機關認定需接受教育
宣導者。
前項酒害防制教育宣導內容及實施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一條 違反第七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
罰。

明定罰則。

第二十二條 製造或輸入違反第八條第一項規
定之酒品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
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回收；屆期未回收者
，按次連續處罰，違規之酒品沒入並銷毀之
。
販賣違反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之酒品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明定罰則。

第二十三條 製造或輸入業者，違反第九條規
定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違反第九條規定
，製作酒品廣告或接受傳播或刊載者，處新
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
次處罰。
違反第九條規定，除前二項另有規定者

明定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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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第二十四條

違反第十一條規定者，處新臺幣

明定罰則。

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五條

違反第十二條規定者，處新臺幣

明定罰則。

三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六條

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者，應

明定罰則。

令其接受酒害防制教育；行為人未滿十八歲
且未結婚者，並應令其父母或監護人使其到
場。
無正當理由未依通知接受酒害防制教育
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連續處罰；行為人未滿十八歲且未
結婚者，處罰其父母或監護人。
第二十七條 違反第十四條規定者，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明定罰則。

第二十八條 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者，處
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
二項規定，處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明定罰則。

並令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連續
處罰。
第二十九條 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而無正當理
由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明定罰則。

第三十條
施行。

另定施行日期。

本法自○年○月○日公布後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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