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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我國刑法第 185 條之 3 不能安全駕駛罪受到重大酒駕新聞事件

影響倉促修法，然而，嚴罰化不僅無法達到抑制酒駕再犯的效果，立法

者亦忽略了行為人的實際樣貌，和媒體渲染並影響人民觀感所生成的犯

罪形象具有極大落差，以及隱藏在酒駕再犯議題背後所傳達的社會排除

議題，更忽視了酒癮高風險族群與酒駕行為人在勞工階層重合且多數酒

駕再犯與累犯患有酒癮的可能性。 

尤其，我國對於患有酒癮之酒駕行為人提供的刑事司法處遇制度，

無論是轉向處遇或是禁戒處分皆有其侷限，且我國面臨亦嚴重欠缺民間

戒酒團體，致使酒駕再犯或累犯陷入無法適用司法處遇與參與民間團體

的雙重戒治困境。 

有別於我國無法提供適當復歸社會機會的難題，比較法上，美國和

日本透過不同的處遇方式，前者以貫徹治療式司法精神的酒駕法庭，後

者以官方與民間的協力合作，均達到協助行為人社會復歸的共同目標。 

為了改善我國刑事司法制度的缺失，以及幫助這群因酒癮而酒駕的

「病犯」得以矯治其酒癮問題，並獲得生活的援助，以順利復歸社會。

本文期待透過我國現有禁戒處分制度，實質引入美國酒駕法庭的精髓，

作為非拘禁處遇方式，並嘗試從審判階段與矯治計畫進行方式予以調整，

建構我國酒駕戒癮治療之藍圖。透過酒癮評估認定制度的改善、禁戒處

分期間的延長和使被告享有自願性的保障，使被告在審判過程透過協商

程序自願參與禁戒處分，獲得矯治酒癮的機會。並藉由執行處所採取非

拘禁處遇、使禁戒處分得由法官主導，或是增加法官定期與被告交換意

見、司法監督的有效運作，以及促進戒癮民間團體與社會福利制度，為

被告構築穩固的生活環境，降低其再犯的可能性。 

關鍵字：酒癮、酒駕、嚴罰化、社會排除、社會復歸、禁戒處分、治療

式司法、酒駕法庭、刑的一部執行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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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與論述背景 

1980 年代，刑罰學產生重大的概念流變，刑罰福利主義時期備受推

崇且正視行為人社會復歸的政策，被國家視為舊時代的產物而拋諸腦後。

新刑罰學的影響下，國家認為唯有透過嚴刑峻罰，才得以遏止犯罪的發

生，懲罰與隔離無害化成為控制社會的重要手段。幾乎同一時期，風險

社會的出現，危險、不確定性與不安感增加，引起大眾對於安全的渴求，

影響刑事政策朝向早期化、嚴罰化、擴大化之刑罰趨勢發展。本文所涉

及的酒駕嚴罰化議題，即體現了新刑罰學與風險社會概念對我國刑事司

法的影響。 

近年酒駕事件所引起的重大社會新聞，點燃我國刑法第 185 條之 3

不能安全駕駛罪嚴罰化的戰火。媒體渲染犯罪者殘忍的犯行和富裕的家

境，並與受害人貧苦且應受同情的立場加以對比，形塑酒駕受害人的弱

勢立場，甚至因行為人的犯罪行為導致被害人「家破人亡」的處境。酒

駕行為人「富有且不可饒恕」的形象，導致人民要求「嚴懲」酒駕行為

人的激動情緒不斷升高。立法者在無力抵擋輿論壓力的情況下，只能透

過嚴罰化的修法，向人民宣示打擊酒駕犯罪的決心，並宣稱透過嚴罰的

手段才能有效防止案件的發生。然而，透過本文蒐羅之統計資料或學界

的討論，皆顯示嚴刑峻罰毫無抑制「酒駕再犯或累犯」的效果。  

受到新刑罰學的影響，監獄成為國家控制犯罪的手段。藉由收容拘

禁的方式，使行為人隔離並排除於社會之外，以掩飾國家無力解決社會

排除問題的困境。基此，本文欲釐清因酒癮而再犯或是累犯的「高風險

酒駕行為人」之社會階層，是否合於媒體所形塑的酒駕犯罪者形象？又

這樣的形象是否合於我國酒駕行為人的實際狀況；以及造成此一族群受

「社會排除」的原因。 

透過國內外文獻回顧，可以發現酒駕案件之再犯與累犯，有一定比

例係導因於行為人自身的酒癮問題。對於這群因患有酒癮而再犯或累犯

酒駕且面臨入監服刑之行為人，比較法不乏以根除行為人的成癮問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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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求，預防酒駕再犯的具體嘗試。例如美國以治療式司法的精髓，創設

有別於傳統刑事司法程序的「酒駕法庭」（DWI Court）制度；日本則透

過官方與民間團體之合作，由司法轉介行為人進入民間戒癮機構，達到

戒除酒癮的效果。這些比較法上的處遇模式，啟發本文跳脫嚴罰化規制

的思考，並嘗試以改善行為人患有的酒癮問題為出發，期待構築拘禁隔

離之外，利於酒癮者復歸社會的處遇制度，以作為防治其再犯酒駕行為

之手段。 

就司法處遇而言，從我國現有的處遇制度觀之，在「寬嚴並進的刑

事政策」方針下，對於酒駕再犯與累犯的似乎難以適用轉向處遇制度。

惟 1990 年聯合國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基準規則要求國家對於非拘禁措

施的使用，應朝向於非刑罰化與非犯罪化的目標努力，以利行為人社會

復歸。對此，本文希望檢證我國法制現況，確認轉向處遇制度是否已提

供酒駕行為人足夠的社會內處遇機會，並達到幫助矯治其酒癮與促進社

會復歸的目標。另一方面，我國採取刑罰與保安處分的雙軌制度，依照

刑法第 89 條的規範，法院得對於具有酒癮與再犯之虞的行為人付與禁戒

處分。本文亦將探究禁戒處分的認定以及制度面臨的困境，確認未來是

否可能透過保安處分制度作為酒駕再犯與累犯的社會內處遇管道。 

從心理學的觀點，透過家庭或民間團體的社會支持，可增強患者在

治療的過程持續戒癮的意願，甚至加速其康復的可能性。是故，本文欲

一併探討在司法處遇外，我國民間戒癮機構之建置是否健全，以利酒癮

者獲得充足的社會支持。 

透過本研究，本文期待使我國政府重視酒癮者之酒駕再犯防治重要

性，也希望藉由比較法制的借鏡，傳達戒癮治療的社會復歸意義，並建

構整合醫學與司法的酒駕戒癮治療藍圖，作為未來刑事政策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第一項 研究範圍 

本文的研究範圍涉及我國刑事政策對於患有酒癮的酒駕行為人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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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司法處遇方式。本文之研究目的，在於釐清因酒癮而再犯或是累犯

的「高風險酒駕行為人」之社會階層，以及造成此一族群受到「社會排

除」的主要原因，並確認我國是否已提供拘禁隔離之外，有助於其矯治

成癮問題的社會復歸選項。 

第二項 問題提出與預期成果 

我國政府就酒駕的議題，一昧期待藉由嚴罰化防治行為人再犯。然

而，對於酒駕再犯或是累犯的行為人，並無教化矯治之效。基此，本文

嘗試從治療再犯與累犯的酒癮問題切入，期待改善我國刑事司法制度，

建立防治酒癮者再犯酒駕行為的社會復歸管道。 

綜上所述，本文期待可以達到以下兩個成果： 

一、 檢討我國對酒駕行為人的刑事處遇方式 

確認我國緩起訴與緩刑戒癮治療，以及禁戒處分制度的運作方式。

檢討現行之刑事司法制度是否得以改善酒駕行為人的酒癮問題，以

利行為人復歸社會。 

二、 建立酒駕再犯或累犯之社會復歸管道 

檢證媒體塑造的酒駕行為人形象是否符合現實，並探究造成其「社

會排除」的主要原因。透過比較法的借鏡，對於因酒癮而再犯或累

犯的行為人，重新建立妥適的社會復歸途徑。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回顧國內外重要文獻、分析統計數據與質性訪談之實證研

究，作為本文的研究方法。 

文獻回顧的部分，主要分為刑事司法制度、醫學制度以及社會支持

三個面向。刑事司法制度的部分將探討我國不能安全駕駛罪嚴罰化後的

再犯抑制功效，以及我國轉向處遇制度和刑法第 89 條禁戒處分是否已提

供酒駕再犯與累犯適當的處遇管道。而針對酒癮者的處遇制度，無論美

國與日本都有充足的研究，本文將透過外國文獻的檢索與整理，作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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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法制的參考。因本文主題除了涉及法律層面，更著重醫療和司法制度

的結合可能性。本文亦將回顧醫學對於酒癮者的定義與治療方式，以期

對於醫療戒癮實務的運作有更清楚的認識。最後，家庭與民間團體等社

會支持系統有助於提升酒癮者戒癮動力，並強化其社會復歸可能。比較

法上，美國與日本於制度設計亦皆納入社會支持的理念。對此，為期建

構完備的酒癮者社會內處遇制度，本文亦將整理社會支持之相關文獻。 

其次，本文將分析我國司法與法務統計數據，確認媒體形塑的酒駕

行為人形象與現實是否吻合，並分析社會大眾與立法者所預想之犯罪行

為人形象是否有落差。 

最後，針對我國法制與醫療現狀，本文將訪談司法人員與精神科醫

生。就外國法制部分，本文亦訪問日本民間戒癮機構栃木 DARC 之代表

理事，以期深入了解日本刑事司法與民間團體的合作關係。 

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本文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為緒論，第六章為結論，第二章至第五章

則為本文的正文部分，此部分藉由整理我國與外國比較法，期望建構整

合司法與醫學的社會內處遇制度，以利因酒癮問題而再犯或累犯酒駕的

行為人透過司法轉介戒癮治療，達到社會復歸的終極目標。以下分述第

二章至第五章的章節大綱。 

第二章探討酒駕嚴罰化對於抑制行為人再犯的效果。刑罰學的變遷

以及風險社會的概念雙雙影響我國的刑罰思潮。媒體透過重大酒駕新聞

事件塑造惡質的酒駕行為人形象，導致輿論壓力升高，立法嚴罰酒駕行

為人成為政府宣示對抗酒駕犯罪的便宜手段。惟藉由統計資料分析，我

國媒體所塑造的犯罪行為人形象與實際入監的受刑人具有明顯落差；且

檢證酒駕嚴罰化造成勞工階層面臨「社會排除」的主因，係來自勞動保

障與社會福利制度的不足。同時，我國監所面臨超過半數以上的酒駕行

為人屬於再犯與累犯的難題，經過國內外文獻分析與比較質性訪談的結

果，推測可能有部分行為人患有酒癮問題。基此，本文希望從解決行為

人的酒癮問題出發，提供酒駕再犯與累犯毋庸入監服刑，以利矯治其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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癮的社會復歸管道。 

第三章著眼於醫學上就酒癮的定義與治療方式，以及社會支持與刑

事司法提供的處遇是否給予酒駕再犯或累犯充足的社會復歸管道。另一

方面，經過檢證，緩起訴與緩刑制度受限於行為人的前科，且忽略戒癮

治療的重要性。禁戒處分的運用上，則因司法實務與醫學戒治的要求尚

具有一定落差，故二者皆不利於行為人矯治其酒癮與社會復歸。來自家

人、親友以及民間戒癮團體的社會支持系統，扮演酒癮患者重返社會的

重要推手，惟我國民間戒癮團體極度缺乏，致使酒癮者面臨我國戒癮處

遇制度下，無論司法處遇亦或社會支持皆難以有效運用之困境。最後，

透過訪談我國司法實務人員與精神科醫生，本文將深入了解緩起訴戒癮

治療、禁戒處分與醫療現場之困境以及可能的改善方式。 

面對我國酒癮戒治處遇的雙重困境，第四章將從比較法出發，分別

探討美國與日本法，對於因酒癮而導致酒駕行為之行為人所提供的特殊

處遇制度。無論是美國法上採取治療式司法精神的「酒駕法庭」（DWI 

Court）制度，抑或是日本法透過司法與民間團體的相互合作，協助酒癮

者轉介民間戒癮機構。二者皆期待藉由司法的介入與社會支持系統的參

與，幫助行為人解決酒癮問題，以利其復歸社會。 

第五章參考比較法制並回應我國面臨的戒癮治療困境。嘗試藉由現

有的禁戒處分制度，導入美國酒駕法庭的理念，建構我國酒駕戒癮治療

藍圖，以利高風險之酒駕行為人復歸於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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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酒駕行為之刑罰規制 

第一節 從社會復歸到風險控管 

新刑罰學所強調的「犯罪控制」與風險社會下的刑事政策轉變，也

影響我國刑事政策的走向。本文所涉及的酒駕嚴罰化議題即屬一例。 

第一項 新舊刑罰學的交替 

1980 年代西方刑罰學產生重要的概念流變，過去刑罰福利主義時期

所強調的社會復歸理想逐漸不受重視。在新刑罰學影響之下，國家將犯

罪者視為恐懼與仇視的風險來源，唯有嚴刑峻罰的「控制」才能減少犯

罪的發生1。過去對於行為人復歸社會的關注，就此轉變為風險控管的強

化。 

刑罰福利主義時期，犯罪被視為資源剝奪所導致的社會融入障礙2，

唯有透過教化與矯治，才能使行為人復歸社會3。因此，國家藉由個人化

處遇及社區處遇制度取代監禁，並強化各式社會福利措施4。專家的決定

亦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5。無論是精神病學報告或是個別化處遇皆仰賴

專家的認定6。 

然而，刑罰福利主義時期的政策並非完美。有批評以訴求矯治行為

人的個別化處遇，實際上是壓制文化少數族群的「系統化差別待遇7」，

甚至無視行為人的意願而施以強制性治療8。專家享有凌駕司法審查的過

                                                
1
 David Garland、周盈成（譯），控制的文化－當代社會的犯罪與社會秩序，台北：巨流，

初版，2006 年 5 月，頁 10。 
2
 李佳玟，在地的刑罰 全球的秩序，台北：元照，初版，2009 年 1 月，頁 10 2
 李佳玟，在地的刑罰 全球的秩序，台北：元照，初版，2009 年 1 月，頁 10 

3
 David Garland、周盈成（譯），前揭註 1，頁 56-58。 

4
 David Garland、周盈成（譯），前揭註 1，頁 60-63。 

5
 許華孚，傅科（Michael Foucault）對於當代犯罪控制的啟發，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第

3 期，2004 年 9 月， 頁 114-115。 
6
 David Garland、周盈成（譯），前揭註 1，頁 47。 

7
 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 STRUGGLE FOR JUSTICE：A REPORT 

ON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AMERICA 12（1971） 
8
 David Garland、周盈成（譯），前揭註 1，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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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權力，亦為人所詬病9。除了對刑罰福利主義的質疑聲浪外，美國 1970

年代犯罪率高漲與社會抗議者的相繼出現，人民對於政府的信念逐漸崩

盤10，最終演變成為刑罰福利主義制度的的瓦解。 

新刑罰學的脈絡下，刑事司法臣服於隔離無害化與風險管理11。國

家為了安撫人民對犯罪的不安，嚴罰與社會隔離的措施成為宣洩大眾情

緒的最佳管道12。而過去備受推崇且正視行為人復歸社會的政策，則被國

家視為舊時代的產物而被拋諸腦後。 

這股因犯罪率高漲導致社會集結的恐懼力量，不僅引起刑事政策的

重大變革，似乎也點燃風險社會下社會大眾對於國家究竟得否妥善控制

各種新興犯罪的質疑與反動13。 

第二項 風險社會的形成 

風險社會（Risk Society）一詞係德國學者 Ulrich Beck 於 1970 年代

所提出。氏認為隨著科技與工業的進步，風險將不同於以往的概念層次，

而會為社會帶來更嚴重的後果14。 

風險社會的概念投射到刑事司法，顯現出風險內化的社會充斥危險、

不確定性與不安感，引起大眾對於安全的渴求。不僅使得法益保護機能

產生變化，更影響國家刑事政策走向15。有學者便指出在風險社會下，各

國的刑事立法更將走向「處罰早期化」、「處罰的嚴罰化」與「處罰的擴

大化」的刑罰趨勢16。換句話說，立法者為抑制犯罪發生，透過大量「抽

                                                
9
 David Garland、周盈成（譯），前揭註 1，頁 49。 

10
 林健陽、賴擁連，西方刑罰思潮與獄政制度之演進，收錄於：刑事司法－體系、組織

與策略，台北：三民，初版，2006 年 10 月，頁 431。 
11

 David Garland、周盈成（譯），前揭註 1，頁 10。 
12

 David Garland、周盈成（譯），前揭註 1，頁 191。 
13

 李佳玟，風險社會下的反恐戰爭，月旦法學雜誌，第 118 期，2005 年 3 月，頁 2 
14

 Urich Beck、汪浩（譯），風險社會－通往另一個現代的路上，台北：巨流，初版，2004

年 2 月，頁 15-16。 
15

 王正嘉，風險社會下的刑法保護機能論，法學新論，第 6 期，2009 年 1 月，頁 82。 
16

 鈴木博康，刑事法からみたリスク社会，九州国際大学法学論集，第 18 巻第 1・2 号，

2011 年 12 月，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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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危險犯」概念，前置刑法的可罰性界線17，嚴厲的刑罰手段達到風險控

管的目的，並使刑法的規制力透過附屬刑法的方式擴張到社會各個層面18。

受媒體影響而生的民粹性輿論成為支撐國家嚴罰論述的避險機制19，國家

與社會抱持著倚賴嚴刑峻罰得以控制犯罪的心態，造成嚴罰化的問題日

趨嚴重。 

本文所涉及的酒駕嚴罰化議題，即體現了上開新刑罰學與風險社會

概念對我國刑事司法的影響。 

 

第二節  我國酒駕法制概說  

科技的日新月異，伴隨著新型態風險的出現，國家也對於新興的犯

罪類型與以規範。本文所要探討的不能安全駕駛罪，正是其中的最佳代

表20。尤其，隨著近年受到媒體的渲染，重大酒駕新聞事件也形塑了我國

刑罰法制的變革。 

本文將先就近年刑法第 185 條之 3 不能安全駕駛罪的修法歷程進行

整理，並探討修法的結果是否達成社會與立法者之預期，有效改善我國

酒駕問題，再分析並確認我國酒駕行為人的實際形象與媒體所塑造的形

象是否一致，最後確認酒癮與酒駕再犯之關聯性，嘗試提出藉由改善酒

癮者之酒癮問題，以防治酒駕行為的改善策略。 

第一項 受人民情緒主導的修法歷程 

「酒」在我國傳統文化與現代人民生活中，都具有舉足輕重的角色。

大自過年過節、祭祖敬天，小自下班後的應酬、「搏感情」。且酒精性飲

料更是容易取得，無論小吃店、便利商店、大賣場等等，都可以看見它

                                                
17

 王皇玉，論危險犯，月旦法學雜誌，第 93 期，2008 年 8 月，頁 242。 
18

 王正嘉，前揭註 15，頁 81-82。 

19
 李茂生，風險社會與規範論的世界，月旦法學雜誌，第 173 期，2009 年 10 月，頁 148。 

20
 許恒達，刑法法益概念的茁生與流變，月旦法學雜誌，第 197 期，2011 年 10 月，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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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影。然而，因立法者注意到「酒後駕車」的行為，對於社會、甚至

是人民的生命身體，可能造成一定的危險，因此增訂了行政罰與刑罰規

範。惟行政管制並非本論文之研究重心，以下僅針對目前我國刑法的制

度進行介紹。 

觀察刑法第 185 條之 3 不能安全駕駛罪的修法歷程，可以發現呈現

嚴罰化的趨勢走向。以下僅就歷次的修法變化進行整理。 

修正公布 條文 修法重點 

1999 年 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類或其他相

類之物，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而駕駛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增訂第 185 條之 3

不能安全駕駛罪 

2008 年 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類或其他相

類之物，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而駕駛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①. 刑種增加 

②. 罰金刑上限提高 

2011 年 （第一項）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

類或其他相類之物，不能安全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而駕駛者，處二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二十萬元以

下罰金。 

（第二項）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一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①. 刑責提高 

②. 增訂致死或致重

傷之加重結果犯 

2013 年 （第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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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

①. 將呼氣酒精濃度

具體化為該條之

構成要件 

②. 加重結果犯刑責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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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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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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 1 不能安全駕駛罪 修法歷程21
 

從上表可知，不能安全駕駛罪自 1999 年增訂後至今，總共經歷三次

修法，無論要件或刑罰內容皆日趨嚴格。因為道路交通的使用與人民的

生活息息相關，容易得到社會大眾的關注。因此，2011 年與 2013 年不能

安全駕駛罪的兩次修法，皆係受到重大酒駕新聞事件之影響22，而引起立

法者的「關心」。 

2010 年 3 月，英國富商林克穎酒醉駕車，撞死孝順送報生後肇事逃

逸，一審於隔年 3 月判處行為人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透過媒體的影響

與渲染，在社會上產生了「酒駕輕判23」的反對聲浪。 

2011 年 10 月，「北上一人獨自承擔家計24」的消防隊員賴文莉，於

處理車禍救助任務時，遭到酒駕車輛撞上。送醫以後雖然以截肢的方式

保住一命，卻導致賴姓消防員再也無法擔任消防外勤的工作。針對此一

事件，立法者在短短一個月後便做出回應25。同年 11 月 30 日，政府修法

提高有期徒刑之上限，更於同條第二項增訂了加重結果犯的規定。 

                                                
21

 表格自製。 
22

 王皇玉，2013 年刑事法發展回顧：酒駕與肇逃之立法與實務判決，國立臺灣大學法學

論叢， 第 43 卷特刊，2014 年 11 月，頁 1228。 
23 民 視 新 聞 ， 撞 死 送 報 生  林 克 穎 輕 判 2 年 半 －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1hnd0OVZMc。（最後到訪日期：2015 年 4 月 8 日） 
24 自 由 時 報 ， 北 上 工 作 扛 家 計  孝 女 消 防 員 遭 截 肢 ，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549380。（最後到訪日期：2015 年 4 月 8 日） 
25

 社會中心（綜合報導），立院修法重罰酒駕 截肢女消防員賴文莉盼悲劇別重演，東森

新聞，http://www.ettoday.net/news/20111202/10379.htm。（最後到訪日期：2015 年 4 月 10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1hnd0OVZMc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549380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11202/103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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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4 月，「葉少爺事件」驚動社會。家境富裕的葉姓少年酒醉

駕車撞死李姓婦人，三日後其丈夫似因傷心過度而猝死，留下年僅 8 歲

幼女隻身一人26。同年 11 月，司法院提出於不能安全駕駛罪的修正條文

中，明定呼氣酒精值為每公升 0.55 毫克之修正草案，修正理由中即指明

係「為改變國人酒駕的不良習性，以維護交通安全，保障用路人之生命

及身體安全27」。惟其後因為總統的高度關切，法務部也將修法內容重新

定調，改採行呼氣酒精值達每公升 0.25 毫克者，即可論以不能安全駕駛

罪之寬鬆認定28。 

2013 年 5 月，台大醫生曾御慈被酒駕且闖紅燈的行為人撞死，年輕

的生命就此殞落29。加速立法者對於酒駕法制的修正，促使新法於 2013

年 6 月 11 日通過。 

從前述的整理可以發現，近年不能安全駕駛罪的修法受到社會矚目

的新聞事件影響。這幾則新聞的共通點，乃是媒體將犯罪者「殘忍」的

犯行與富裕的家境，與無辜受害人貧苦且弱勢的立場加以對比、渲染。

形塑受害人因行為人的酒駕行為導致「家破人亡」的慘劇，強化人民心

中酒駕行為人都是「富有且不可饒恕30」的既定形象，也引發社會要求「重

                                                
26

 蘋 果 日 報 ， 酒 駕 害 3 命  葉 少 求 刑 僅 7 年 ， 蘋 果 日 報 ，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20531/34267484/。（最後到訪日期：

2015 年 4 月 10 日） 
27 司 法 院 新 聞 稿 ，

http://www.lawtw.com/article.php?template=article_content&area=free_browse%20?iframe=true&p

arent_path=,1,2169,1481,&job_id=190237&article_category_id=2274&article_id=110738。（最後到

訪日期：2015 年 3 月 13 日） 
28 中 時 電 子 報 ， 馬 指 示 降 酒 測 值  啤 酒 2 瓶 就 被 押 ，

http://want-car.chinatimes.com/article.aspx?cid=2001&id=20130206005069。（最後到訪日期：2015

年 4 月 10 日） 
29 蘋 果 日 報 ， 酒 駕 混 帳 男 撞 殺 台 大 女 醫  ，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0531/35053985/。（最後到訪日期：

2015 年 4 月 10 日） 
30 東 森 新 聞 ， 有 錢 人 酒 駕 案 例 多  因 罰 款 不 痛 不 癢 ，

https://tw.news.yahoo.com/%E6%9C%89%E9%8C%A2%E4%BA%BA%E9%85%92%E9%A7%95

%E6%A1%88%E4%BE%8B%E5%A4%9A-%E5%9B%A0%E7%BD%B0%E6%AC%BE%E4%B

8%8D%E7%97%9B%E4%B8%8D%E7%99%A2-070711908.html。（最後到訪日期：2015 年 4 月

10 日）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20531/34267484/
http://www.lawtw.com/article.php?template=article_content&area=free_browse%20?iframe=true&parent_path=,1,2169,1481,&job_id=190237&article_category_id=2274&article_id=110738
http://www.lawtw.com/article.php?template=article_content&area=free_browse%20?iframe=true&parent_path=,1,2169,1481,&job_id=190237&article_category_id=2274&article_id=110738
http://want-car.chinatimes.com/article.aspx?cid=2001&id=20130206005069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0531/35053985/
https://tw.news.yahoo.com/%E6%9C%89%E9%8C%A2%E4%BA%BA%E9%85%92%E9%A7%95%E6%A1%88%E4%BE%8B%E5%A4%9A-%E5%9B%A0%E7%BD%B0%E6%AC%BE%E4%B8%8D%E7%97%9B%E4%B8%8D%E7%99%A2-07071190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9C%89%E9%8C%A2%E4%BA%BA%E9%85%92%E9%A7%95%E6%A1%88%E4%BE%8B%E5%A4%9A-%E5%9B%A0%E7%BD%B0%E6%AC%BE%E4%B8%8D%E7%97%9B%E4%B8%8D%E7%99%A2-07071190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9C%89%E9%8C%A2%E4%BA%BA%E9%85%92%E9%A7%95%E6%A1%88%E4%BE%8B%E5%A4%9A-%E5%9B%A0%E7%BD%B0%E6%AC%BE%E4%B8%8D%E7%97%9B%E4%B8%8D%E7%99%A2-0707119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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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酒駕行為人的憤怒情緒日漸高漲。 

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輿論壓力，民粹的潮流驅使政府制定嚴刑峻罰，

以期平息「眾怒」。這股源於媒體、人民與社會環境的犯罪恐懼31，導致

立法者根本無法審慎思考刑罰以外的防治手段，就倉促以最能迅速平息

眾怒的方式作為對策，因而誕生「情緒主導刑事政策32」的錯誤立法，更

造成社會大眾對酒駕行為人與被害者產生敵我意識的二元對立情結33。 

第二項 不能安全駕駛罪之要件 

我國刑法第 185 條之 3 不能安全駕駛罪規定：「（第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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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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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條文觀察可以發現，刑法不僅就飲酒致不能安全駕駛的情況加以

規範，服用毒品、麻醉藥品等相類之物而致不能安全駕駛的行為亦在本

條規範之內。惟因本研究聚焦於酒駕再犯防治之問題，故以下僅就「服

用酒類而不能安全駕駛」之條文內涵進行討論。 

在不能安全駕駛罪條文尚未明定呼氣酒精數值於構成要件以前，學

說與實務曾就「不能安全駕駛」的意義有所爭議。爭論的開端，係源於

法務部 1999 年作出的函釋認為，所謂「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係以行

為人呼氣酒精值是否達於每公升 0.55 毫克以上進行認定。若合於該規定

者，逕以成立刑法第 185 條之 3 不能安全駕駛罪。惟若低於此一標準但

                                                
31

 許華孚，監獄與社會的排除：一個批判性的分析，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第 5 期 ，2005

年 9 月，頁 203。 
32

 李佳玟，反酒駕戰爭的幾個程序問題，月旦法學雜誌，第 225 期 ，2014 年 2 月，頁

182。 
33

 謝煜偉，交通犯罪中的危險犯立法與其解釋策略，月旦法學雜誌，第 210 期 ，2012 年

11 月，頁 113。 

http://www.lawbank.com.tw/treatise/author.aspx?AID=17556
http://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ntroduction.aspx?PID=PL000025
http://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ssue.aspx?IID=PI037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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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以其他客觀事實仍有不能安全駕駛之情事，仍可成立不能安全駕駛罪34。

據此，有學者將法務部的函釋解釋為，當行為人之呼氣酒精值，達於每

公升 0.55 毫克者，即成立「絕對不能安全駕駛」的狀態；惟若介於每公

升 0.25 至 0.55 毫克者，則屬於「相對不能安全駕駛」，尚需輔以其他客

觀事證進行判斷35。 

舊法最大的爭議在於，若行為人之呼氣酒精值低於每公升 0.55 毫克，

究竟得否成立不能安全駕駛罪？換句話說，係針對不能安全駕駛罪之定

位，究竟屬於抽象危險犯抑或具體危險犯之討論36。 

有學者認為，在罪責原則的前提下，不能安全駕駛之認定仍應輔以

行為人是否「致生公共危險」方為妥適37。準此，本文認為，雖然立法者

已經在構成要件明定「呼氣酒精值達於每公升 0.25 毫克」，即合於我國

刑法不能安全駕駛罪之規定。然而，過去學說區分抽象危險犯與具體危

險犯的概念仍有其存在必要。更嚴格的說，因為現行法之規定造成執法

標準過度嚴苛，無視行為人之狀態是否已經造成他人或社會之危險，一

律以呼氣酒精值超標作為認定依據，似有違刑法之「罪責原則」38之嫌。 

是故，本文主張，在不能安全駕駛罪之成立標準，欠缺正當性與說

服力的情況下39，實有必要檢討應否透過具體危險犯的認定，作為刑法最

後手段性的防線。 

第三項 酒駕嚴罰化效果 

從不能安全駕駛罪之修法趨勢，可以看出立法者明顯採取「治酒駕

用重典」的思維。法務部更曾在新聞稿中明確指出：「有鑑於酒後駕車致

                                                
34

 法務部，法檢字第 001669 號函釋。 
35

 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下），台北：元照，第五版， 2006 年 11 月，頁 313。 
36

 相關討論可見，許玉秀，無用的抽象具體危險犯，台灣本土法學雜誌，8 期，2000 年

3 月，頁 85-89 頁； 張麗卿，交通犯罪之法律規範與實證分析，中原財經法學，第 28 期， 2012

年 6 月，頁 132-139，謝煜偉，前揭註 33，頁 124-127。 
37

 李佳玟，程序正義的鋼索，台北：元照，初版，2014 年 6 月，頁 148。 
38

 李佳玟，治酒駕用重典？－一個實證的考察，月旦法學雜誌， 第 223 期，2013 年 12

月，頁 155。 
39

 王皇玉，前揭註 22，頁 1242。 

http://www.lawbank.com.tw/treatise/author.aspx?AID=17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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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或重傷害案件頻頻發生，嚴重侵害人民生命，為遏止酒駕致死案件，

研擬調高酒駕肇事的刑度40」。然而，單純仰賴嚴罰化的政策，對於杜絕

或減少酒駕再犯是否真的有所助益？ 

本文以下嘗試分析 2010 年至 2013 年不能安全駕駛罪之司法統計數

據，以確認嚴罰化政策對於酒駕案件的影響。 

 六 月

以下 

逾六月

至一年

以下 

逾一年

至二年

以下 

逾 二

年 至

三 年

以下 

逾 三

年 至

五 年

以下 

逾五年

以上至

七年以

下 

拘役 罰金 總計 

2010 年 12052 284 0 0 0 0 14272 13659 40423 

2011 年 14263 444 6 0 0 0 13014 13589 41558 

2012 年 17906 742  85 5 2 1 12429 12350 43750 

2013 年 36122 1073  104  11 3 4  5507 7395 50511 

單位：人數 

表格 2  2010 年至 2013 年不能安全駕駛罪判決有罪人數41
 

首先，雖然 2010 年至 2013 年間呈現嚴罰化趨勢，惟觸犯不能安全

駕駛罪之人數並未如立法者的預期減少，反而因呼氣酒精值要件的寬鬆

化，致使更多修法前不會成立不能安全駕駛罪的酒駕行為人，因修法後

的標準而進入刑事司法體系，導致受有罪判決的人數亦不減反增，甚至

在 2013 年已突破 5 萬人以上。 

隨著近年不能安全駕駛罪的刑罰上限持續上修，本文也觀察到科處

三年以上重刑的判決開始出現。尤其，2013 年明定「呼氣酒精值達於每

公升 0.25 毫克」即觸犯不能安全駕駛罪並上修加重結果犯之刑責後，五

                                                
40

 中央社，台嚴懲酒駕 法部擬調高刑度，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10/4/n3391685.htm%E5%8F%B0%E5%9A%B4%E6%87

%B2%E9%85%92%E9%A7%95-%E6%B3%95%E9%83%A8%E6%93%AC%E8%AA%BF%E9%

AB%98%E5%88%91%E5%BA%A6.html。（最後到訪日期：2015 年 4 月 26 日） 
41

 表格自製。整理自司法院，司法統計，民國 99 年-102 年地方法院刑事第一審案件裁判

結果，http://www.judicial.gov.tw/juds/goa/goa02.htm。（最後到訪日期：2015 年 5 月 15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10/4/n3391685.htm%E5%8F%B0%E5%9A%B4%E6%87%B2%E9%85%92%E9%A7%95-%E6%B3%95%E9%83%A8%E6%93%AC%E8%AA%BF%E9%AB%98%E5%88%91%E5%BA%A6.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10/4/n3391685.htm%E5%8F%B0%E5%9A%B4%E6%87%B2%E9%85%92%E9%A7%95-%E6%B3%95%E9%83%A8%E6%93%AC%E8%AA%BF%E9%AB%98%E5%88%91%E5%BA%A6.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10/4/n3391685.htm%E5%8F%B0%E5%9A%B4%E6%87%B2%E9%85%92%E9%A7%95-%E6%B3%95%E9%83%A8%E6%93%AC%E8%AA%BF%E9%AB%98%E5%88%91%E5%BA%A6.html
http://www.judicial.gov.tw/juds/goa/goa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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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至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判決數量更成為歷年之首。 

 其次，本文欲確認不能安全駕駛罪嚴罰化後，再犯人數是否如政

府之預期，因刑罰之嚴罰化而達到抑制犯罪的效果。 

依據 2010 年至 2013 年公共危險罪新入監受刑人前科資料統計42，

初犯人數分別為 1981 人、1817 人、1762 人與 1789 人。就比例而言，呈

現 36.9％、32.7％、27.6％、23.6％的下降趨勢。然而，再犯人數分別為

1461 人、1664 人、2026 人、2476 人，呈現 27.1％、30％、31.7％、32.6

％的比例上升。「五年內」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累犯人數變化，分別為

1935 人、2068 人、2596 人、3320 人，呈現 36％、37.3％、40.7％、43.8

％的逐年成長。 

圖表 1 公共危險罪新入監受刑人前科統計43
 

                                                
42

 因法務部新入監受刑人前科統計並未將公共危險罪之各罪獨立計算。因此，本文僅得

以公共危險罪全體人數統計，作為不能安全駕駛罪修法後再犯率變化之參考。惟透過比例換算，

本文發現不能安全駕駛罪占公共危險罪之比例歷年皆超過九成以上，故應具有一定的參考價

值。 
43

 圖表自製。整理自法務部，法務統計手冊，民國 99 年-102 年新入監受刑人前科情形－

公共危險罪，頁 344-345，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book/Book.aspx?category_id=6。

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book/Book.aspx?category_i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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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統計圖表的呈現，本文發現，我國政府雖期望嚴厲的刑罰手段，

能夠達到遏止酒駕再犯的目標。然而，從公共危險罪的新入監者前科比

例變化觀察，卻得出嚴罰化明顯不存在抑制再犯與累犯的功能。 

此外，高等法院檢察署於 2013 年 6 月針對五年內三犯之酒駕行為人

提出「酒駕再犯發監標準44」，造成累犯原則上一律發監執行而不得易科

罰金。恐怕更將造成大量的酒駕累犯無法適用易科罰金的制度，因而須

面臨強制入監服刑的結果。 

有學者認為，若嚴罰成為國家高度仰賴防治酒駕的工具，其成效顯

然不彰45。更有學者直指，雖然我國採取「號稱全世界最嚴格的防治酒駕

標準」，卻無助於改善酒駕問題。可見嚴罰化的修法方式僅是立法者為迎

合媒體與社會大眾所創造的「政策產物」46。 

本文認為，我國酒駕縱然呈現嚴罰化的修法趨勢，惟酒醉駕車的行

為並未因此而減少。相反的，嚴罰化所帶來的直接效果，是讓超收問題

嚴重的監獄，湧入更多即使監禁也無法改變其行為的犯罪人47。換句話說，

嚴罰化不僅無法抑制酒駕發生，更因此使得大量的酒駕行為人進入監獄，

造成超額收容的問題更加嚴重。 

第四項   勞工階層成為社會排除對象 

我國媒體透過酒駕新聞事件形塑行為人的惡質形象，致使立法者採

                                                                                                                                    
（最後到訪日期：2015 年 5 月 21 日） 

44
 被告 5 年內三犯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之罪者，原則上即不准予易科罰金，但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執行檢察官得斟酌個案情況考量是否准予易科罰金：一、 被告係單純食用含

有酒精之食物(如：薑母鴨、麻油雞、燒酒雞)，而無飲酒之行為。二、 吐氣酒精濃度低於 0.55mg/l，

且未發生交通事故或異常駕駛行為。三、 本案犯罪時間距離前次違反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之罪之犯罪時間已逾 3 年。四、 有事實足認被告已因本案開始接受酒癮戒癮治療。五、 有

其他事由足認易科罰金已可收矯正之效或維持法秩序者。參考自法務部新聞稿，統一酒駕再犯

發監標準，避免執行不公，http://www.moj.gov.tw/ct.asp?xItem=309866&ctNode=27518。（最後

到訪日期：2015 年 4 月 25 日） 
45

 李佳玟，前揭註 37，頁 141。 
46

 吳耀宗，刑法防制酒駕新規定無漏洞 惟執法誤解與立法謬錯，月旦法學雜誌 ，第 221

期，2013 年 10 月，頁 201。 
47

 王皇玉，前揭註 22，頁 1232。 

http://www.moj.gov.tw/ct.asp?xItem=309866&ctNode=27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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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嚴罰化的修法措施，以期將這群行為人透過刑罰拘禁隔離於社會之外。

然而，不僅嚴罰化無助於解決酒駕問題，媒體所塑造的酒駕行為人形象，

亦與我國的實際情形具有極大落差。基此，本文以下將從監獄作用的轉

變談起，分析酒駕法制背後可能衍生的社會排除原因與現象。 

第一款 監獄作用的轉變 

1970年代以降，受到新刑罰學的影響，監獄的作用也產生明顯質變。

過去，監獄被認為兼具應報、嚇阻、教化與隔離的效果48。國家期待藉由

懲罰，矯治並防範行為人與社會大眾再次犯罪49。然而，新刑罰學的出現，

社會瀰漫著恐懼犯罪的態度，國家希望藉由「控制」達到犯罪防治的目

標，收容造成社會危險的行為人。更天真的以為，只要以隔離無害化將

高風險犯罪者關進監獄，並排除於社會之外，就可以解決社會上充斥的

各種犯罪問題50，甚至達到預防行為人再犯的結果。 

以本文所關注的不能安全駕駛罪為例，「應報」的意義，在於罪刑

均衡，且透過刑罰得以實現公平正義51。惟酒駕嚴罰化後，立法者所定的

呼氣酒精值濃度過低，造成行為人可能根本欠缺不能安全駕駛之情事，

而生罪刑不相當之結果。經由本文第二章就不能安全駕駛罪之再犯率檢

證，亦確認即使朝向嚴罰化的修法方式，再犯與累犯仍呈現上升的趨勢，

因而證實「威嚇」的作用亦已喪失。相關法令也沒有規範或要求監獄應

該對酒駕犯罪者進行戒酒課程，故對於行為人亦欠缺教化的效果52。最終，

酒駕犯罪者進入監獄，便僅剩下隔離一途。 

自此，監獄成為權威管理與官僚體制下的管控機器53，不僅喪失了

                                                
48

 賴擁連，「矯治無效論」後犯罪防治發展，警學叢刊，第 33 卷第 2 期，2002 年 9 月， 頁

158。 
49

 林山田，刑罰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第 2 版，1992 年 2 月，頁 46-47。 
50

 許華孚，前揭註 31，頁 193。 
51

 賴擁連，理性選擇理論與其犯罪防治對策之探討，警學叢刊，第 36 卷第 2 期，2005

年 9 月，頁 204。 
52

 賴擁連，從西方社會成癮性監禁政策檢視我國當前的重刑化刑事政策，收錄於：刑事

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16)，法務部，初版，2013 年 12 月，頁 64。 
53

 Thomas Mathiesen、許華孚（譯），受審判的監獄，台北：洪葉，初版，2005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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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行為人的矯治與教化作用，監獄的環境更造成了收容人未來復歸社

會的種種困難與挑戰，甚至可能對於行為人產生「反更生」（dehabilitate）

的負面效果54。無論是因為長期與社會隔離，導致受刑人適應監獄風氣和

文化的不良影響55，還是受刑人眾多權利受到剝奪，所引起的痛苦56，或

是隔離的標籤化，使行為人即便離開監獄，在復歸社會的過程，仍舊再

次體會被社會所拒絕的痛苦，造成對於社會的不信任與疏離57，更產生難

以再次進入社會的障礙，因而埋下未來再次犯罪的種子。 

第二款 社會排除的形成 

所謂「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最初係源於法國在經濟成長下，

社會福利制度無法觸及包含犯罪者、酒精與毒品成癮者在內的特定族群，

而對此現象屬於「社會不適應」狀態所做的解釋58。時至今日，根據歐盟

委員會之定義，社會排除係流動的概念，不僅意味著與所得相關的貧窮

狀況，更明確地說，係指「個人或團體被排除在參與社會交流、社會整

合與認同的實踐與權利之外59」。換言之，社會排除並不單純意味著因為

收入而出現的經濟差異，它更代表著被排除於社會的個人或團體，在諸

如居住環境、教育與健康，以及接近各種社會福利制度的權利上，皆未

能享有公平的對待。 

若進一步探究「社會排除」的面相，主要具有勞動市場、經濟、文

化、人際疏離、空間以及社會福利的排除等六大面向。亦即，無論是在

勞動就業市場中長期失業，或是從事低階、不穩定的勞動力工作；缺乏

                                                                                                                                    
頁 53。 

54
 Thomas Mathiesen、許華孚（譯），同前註，頁 61。 

55
 楊士隆、林健陽 ，犯罪矯治－問題與對策，台北：五南，第五版，2007 年，頁 80。 

56
 GRESHMAN M. SYKES, THE SOCIETY OF CAPTIVES：A STUDY OF A MAXIMUM 

SECURITY PRISON 65-78(1958) 
57

 楊士隆、林健陽 ，前揭註 55，頁 165-166。 
58

 福原宏幸，社会的排除包摂と社会政策，京都：法律文化社，第一版，2007 年 12 月，

頁 12。 
59

 European Commission, Towards a Europe of Solidarity: Intensifying the Fight against Social 

Exclusion, Fostering Integration (1992), available at http://aei.pitt.edu/4819/1/4819.pdf (last visited. 

Apr.2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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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的所得收入，無法獲得適當的物質生活；脫離主流文化的價值觀，

而不受接納；因邊緣化或標籤化，導致與社會接觸的機會減少；居住環

境受限於邊陲地帶；社會福利制度之資訊取得不易，或是被排除在福利

制度的適用資格外60，都可能是「社會排除」的體現。 

從監獄作用的轉變歷程，可以看到今日的監獄成為收容被國家排除

被認為造成社會危險人口的空間61。因此，當國家的福利政策失靈，無法

有效處理社會排除問題的出現，政府僅仰賴「打擊犯罪」的口號安定民

心，並透過嚴厲的刑罰手段，敞開直通監獄的大門。使得更多遭社會排

除的犯罪者，或甚至屈居弱勢而被社會所放棄的人口，暴露於刑罰系統

之下，最終被大量收容於監獄62，以掩飾國家無力解決「社會排除」問題

的窘境。基此，現代社會的刑事司法制度，實際上正逐步走向一個排他

的社會，國家透過刑事政策的走向，篩漏出國家所不樂見的人民類型63，

並透過予以拘禁於監獄的方式，使這些不受國家所歡迎的人民被排除於

社會之外，進而製造了社會上的不平等64。更導致原本社會學上的論爭，

轉變為刑罰學與刑法的爭議，被社會所排除的人們，也因此成為社會的

公敵65。 

第三款 酒駕嚴罰化下的社會排除 

一、 勞工階層成為酒駕入監受刑人的主要族群 

經由本文第二章的檢證，可以應證政府雖然以「預防犯罪」作為刑

                                                
60

 張菁芬，台灣地區社會排除之研究：指標建構與現象分析，台北：松慧，初版，2010

年，頁 29。 
61

 林健陽、賴擁連，前揭註 10，頁 431。 
62

 Lovrich, Nicholas P. 、Lutze, Faith E.、 Lovrich, Nichole R.、賴擁連（譯），大量監禁：

重新檢視美國抗制犯罪的戰爭與反毒戰爭，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報，第 16 期，2012

年 12 月，頁 8。 
63

 小山雄一郎，危険運転致死傷罪施行をめぐる状況に関する社会的一考察－社会学的

リスク研究を手がかりとして，收錄於：危険運転致死傷罪の総合的研究 重罰化立法の検証，

交通法科学研究会，東京：日本評論社，初版，2005 年 11 月，頁 51。 
64

 Thomas Mathiesen、許華孚（譯），前揭註 53，頁 91。 
65

 Zygmunt Bauman、王志弘（譯），工作、消費與新貧，台北：巨流，2006 年，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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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185 條之 3 不能安全駕駛罪的嚴罰理由，卻根本無助於酒駕行為的

減少。另一方面，從本文訪談所得到的結果，也可以發現不能安全駕駛

罪的嚴罰化後，多數受訪者提到「勞工階層」成為主要的處罰對象的問

題。 

然而，若從不能安全駕駛罪的修法歷程切入，我國於 2011 年與 2013

年的二次重大修法脈絡，似乎是從不能安全駕駛罪的行為人係「富有且

不可饒恕」的紈褲子弟形象出發，與訪談者所陳述的酒駕犯罪者狀況有

所差異。基此，本文質疑，國家無法抵擋社會大眾對酒駕行為畏懼與憎

惡所不斷高漲的輿論壓力，導致在不能安全駕駛罪修法之時，並未審慎

檢討評估，便期待以嚴格的呼氣酒精值標準，大量篩漏酒駕行為人，並

藉由監獄將立法者所想像的酒駕行為人排除於社會之外，因而產生實際

情況與國家修法之初的想像具有極大落差的結果。 

為期妥善檢證上述假設，以下將就 2013 年因公共危險罪新入監之受

刑人職業別與家庭經濟狀況進行分析，以確認酒駕行為人的形象，是否

與立法者或是社會大眾所預想的樣貌，呈現一致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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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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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公共危險罪新入監受刑人入監前職業比例

專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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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  2013 年公共危險罪新入監受刑人入監前職業比例66
 

2013 年公共危險罪新入監受刑人共計 7568 人，各職業人數分別為，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理人員 0 人、專業人員 5 人、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

員 48 人、事務支援人員 66 人、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523 人、農林漁牧

生產人員 272 人、技術工作人員 5027 人、機械設備操作員 146 人、基層

技術工及體力工 69 人、現役軍人 8 人、無職共 1404 人。若以百分比進

行換算，職業比例第一到第四高者分別為，技術工作人員（66%）、無

職者（18%）、服務及銷售專業人員（7%）、農林漁牧生產人員（4%）。 

就所有職業分類中，公共危險罪之受刑人人數比例最高的職業為「技

術工作人員」，若單純從名稱觀之，或許會誤會是高科技工程師等技術型

專業工作。然而，依據我國職業分類標準，所謂技術工作人員之定義係

指：「用專業知識與技能從事營建、金屬鑄造、金屬架構、工具機設定及

操作、機器設備或工具之製造、安裝、保養及修理、印刷、食品、紡織

品、木質品、金屬及其他製品之製造或處理，以及手工製作各種工藝品

等工作之人員67」。換句話說，實際上就是目前社會勞動市場，從事諸如

營建工程、機器生產與保養等工作的基層勞工。 

準此，公共危險罪所處罰的對象，仍以勞工階層居多。其中，尤以

基層勞工之技術工作人員的人數最多，其次則為失業或待業的無職者；

相較之下，包含民意代表、主管經理人員、專業人員等在社會具有「高

政經地位」的職業類型，卻呈現非常低的入監服刑比例。 

依據 2013 年公共危險罪新入監受刑人的家庭經濟狀況之調查68，經

濟狀況為「貧困無以為生者」共計 440 人，而「勉強足以維持生活者」

則為 3318 人，就人數比例而言，二者共占該年度因公共危險罪而新入監

                                                
66

 圖表自製，參考自法務部，法務統計手冊，102 年監獄新入監受刑人入監前職業－罪名

別，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book/Book_File.ashx?chapter_id=81_183_1。（最後到

訪日期：2015 年 5 月 25 日） 
67

 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職業分類標準，第六版，2010 年 5 月，頁 151。 
68

 法務部，法務統計年報，102 年監獄新入監受刑人－按入監前家庭經濟狀況及罪名分，

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book/Book_File.ashx?chapter_id=66_58_1。（最後到訪日期：

2015 年 5 月 26 日） 

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book/Book_File.ashx?chapter_id=81_183_1
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book/Book_File.ashx?chapter_id=66_58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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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刑人人數的 49.5%，剩餘 50.4%則為家境小康，僅有 1 人屬於中產階級。

足見因酒駕而入監的受刑人中，經濟狀況不佳者亦占有相當比例。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媒體的影響無孔不入，當人民面對這些犯罪資

訊的轟炸，便會對於自己所處的環境恐懼，因而趨向支持緊縮的刑事政

策69。近年刑法第 185 條之 3 不能安全駕駛罪的修法，也係導因於媒體的

大肆報導與戲劇化的渲染。立法者希望藉由法制的嚴罰化，重罰富有且

惡質的酒駕犯罪者，將這些犯罪人口監禁於監獄70。藉以平息社會大眾對

於弱勢的被害人家屬，因行為人的酒駕犯行導致家破人亡的高漲情緒。 

然而，透過本文的分析，政府在未經審慎考量就恣意修法的情況下，

造成現實中因不能安全駕駛罪而入監的受刑人，多為居於經濟弱勢的一

般勞工階層，實與立法者、媒體或社會大眾所預想的「高貴」犯罪行為

人形象有極大的落差。足見政府於不能安全駕駛罪修法之時，未仔細審

核社會現實以及修法後的可能影響便倉促上路，最終導致大量勞工進入

監獄，被拘禁與隔離並排除於社會之外。 

二、 勞工階層成為酒駕處罰對象的主要原因 

隨著 1980 年代以後隨著科技的進步，傳統社會對於勞工的需求並未

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市場的開放而增加，反而使企業企圖透過節省正職員

工的比例，減少員工福利制度開支。工業化與全球化的時代，技術進步

導致勞動人力需求減少71，先進國家面臨產業外移72。企業為了尋求低價

的非技術勞動者，大量引入開發中國家的勞動人口，導致國內就業機會

減少。企業更以勞動彈性化的作法，將部分勞工階層轉為臨時工、派遣

工或是外包的僱用方式，不但造成勞工就業安全降低，所得收入大不如

前73，更造成部分勞工因此成為「新貧74」（new poverty）階級。換言之，

                                                
69

 賴擁連，前揭註 52，頁 55。 
70

 Thomas Mathiesen、許華孚（譯），前揭註 53，頁 16-17。 
71

 埋橋孝文，ワークフェア： 排除から包摂へ？，京都：法律文化社，初版，2007 年

11 月，頁 115-116。 
72

 埋橋孝文，同前註，頁 108。 
73

 李易駿、紀金山，台灣工作貧窮的圖像、特質與政策啟示，收錄於：台灣的社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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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講求效率、勞力縮編、知識密集產業優先的今日，過剩的勞力儼然成

為企業眼中提高生產力的限制75。大量的勞工成為社會剩餘人口，低技術

勞動者淪為社會裡的輸家，且多僅剩下成為失業者抑或低薪資勞工階級

的選擇76，實際面臨「勞動市場」面相的社會排除。 

觀察我國勞工結構更可以發現，過去任職於技術穩定的勞工階層受

到大環境的不利影響，因而轉入短期工的次級勞動市場77。面對社會整體

環境不利於傳統勞工階層的氛圍，政府卻無力改善勞動環境中諸如非典

型僱用、勞動工時過長78等層出不窮的問題，導致勞工最終成為社會排除

的對象。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本文推測，勞工階層成為酒駕嚴罰化之犧牲

者的主要原因有二： 

（一）勞動工時過長，生成飲用酒精提神飲料的職場文化 

我國勞工職場文化中，勞工普遍具有經常性飲用含有高濃度酒精成

分的酒精提神飲料保力達 B 或是維士比的習慣79。針對此一特殊的職場

文化，曾有幾位學者進行研究調查，首先，有研究於 2006 年對 500 名左

右的營造業勞工與職業駕駛進行訪談，發現 86.5%的營造業勞工與 85.6%

的職業駕駛人有飲用提神飲料的習慣；而在這些習慣者中，有高達 6 成

                                                                                                                                    
1985-2005：社會階層與勞動市場，中研院社會所，初版，2012 年 9 月，頁 255。 

74
 所謂「新貧」，係指「在快速邁向富裕之落後者的貧窮」（a poverty of low aspirations among 

people who had been left behind in the rush to affluence）。詳細說明參考自黃世鑫、林志鴻、林昭

吟，，新貧問題與社會福利政策－科學 vs.價值&菁英 vs.普羅，國家政策季刊，第 2 卷第 4 期，

2003 年，頁 12。 
75

 Zygmunt Bauman、王志弘（譯），前揭註 65，頁 90。 
76

 Gosta Esping-Andersen，古允文（譯），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台北：巨流，一版，

1999 年 6 月，頁 276-282。 
77

 黃世鑫、林志鴻、林昭吟，前揭註 74，頁 112 
78

 Cheng WJ, Cheng Y, Huang MC, Chen CJ. Alcohol dependence, consumption of alcoholic 

energy drinks and associated work characteristics in the Taiwan working population, 47(4)Alcohol 

and Alcoholism 372, 376-377（2012）. 
79

 鄭婉汝、鄭雅文，含酒精提神飲料的職業安全健康危害：現況問題與政策因應，臺灣

公共衛生雜誌，第 31 卷第 6 期，2012 年 12 月，頁 52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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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勞工係飲用具有酒精成分的提神飲料80。另有研究就 2007 年勞委

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之全國工作者調查資料進行分析，發現我國男性

工作者中，飲用酒精提神飲料盛行率最高的職業，分別為營建工（21.9%）、

體力搬運工（17.8%）以及農林漁牧工作人員（14.4%）81。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分析結果其實與歐美的酒精提神飲料之飲用

人的年齡與職業結構有極大的差異。在歐美國家，飲用酒精提神飲料的

人口，主要以大學生或年輕人居多，而飲用的目的係作為在酒吧、舞會

等娛樂場所遊玩時避免宿醉、延長清醒時間之用82。足見與我國以「勞工

階層」為主要飲用的人口結構，具有明顯的不同。  

本文認為，我國勞工職場中之所以生成如此「特殊」文化，係因勞

工階層為了維持生計，需要經常處於工時長且重勞力與高風險的工作環

境。因此，為防免在身心疲憊的情況下，因精神不繼導致工安意外的發

生。勞工往往會藉由飲用酒精提神飲料以達到提振精神的效果，隨著時

間經年累月的累積，便有可能在不知不覺中患有酒癮的問題。 

（二）勞工階層難以享受政府所提供的酒駕替代交通工具 

我國政府不斷強調，在酒駕法制嚴罰化手段下，也有提出諸如大眾

交通工具、代理駕駛83或計程車叫車服務84等多樣化的柔性替代交通方式

以資因應。並透過積極的宣導，期望人民藉由替代性的交通手段，避免

酒後駕車的行為的再次發生。 

然而，本文質疑，政府實際忽略了此一制度的設計，本身就含有排

除特定人的思考。首先，勞工的工作時間時間本非固定，且工作地點亦

                                                
80

 鄭婉汝、鄭雅文，同前註，頁 524。 
81

 Cheng WJ, Cheng Y, Huang MC, Chen CJ supra note78, at374-378 
82

 Marczinski CA, Alcohol mixed with energy drinks:consumption patterns and motivations for 

use in U.S. college students. ,8(8)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3232 ,3241（2011）. 
83 許 麗 珍 ， 計 程 車 酒 後 代 駕  北 市 增 至 20 家 ， 蘋 果 日 報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0628/35111879/。（最後到訪日期：

2015 年 5 月 11 日） 
84 劉 建 邦 ， 減 少 酒 駕  警 提 供 免 費 叫 車 服 務 ， 中 央 社 ，

http://www.epochtimes.com/b5/12/7/18/n3638309.htm%E6%B8%9B%E5%B0%91%E9%85%92%

E9%A7%95--%E8%AD%A6%E6%8F%90%E4%BE%9B%E5%85%8D%E8%B2%BB%E5%8F%

AB%E8%BB%8A%E6%9C%8D%E5%8B%99.html。（最後到訪日期：2015 年 5 月 11 日）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0628/35111879/
http://www.epochtimes.com/b5/12/7/18/n3638309.htm%E6%B8%9B%E5%B0%91%E9%85%92%E9%A7%95--%E8%AD%A6%E6%8F%90%E4%BE%9B%E5%85%8D%E8%B2%BB%E5%8F%AB%E8%BB%8A%E6%9C%8D%E5%8B%99.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12/7/18/n3638309.htm%E6%B8%9B%E5%B0%91%E9%85%92%E9%A7%95--%E8%AD%A6%E6%8F%90%E4%BE%9B%E5%85%8D%E8%B2%BB%E5%8F%AB%E8%BB%8A%E6%9C%8D%E5%8B%99.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12/7/18/n3638309.htm%E6%B8%9B%E5%B0%91%E9%85%92%E9%A7%95--%E8%AD%A6%E6%8F%90%E4%BE%9B%E5%85%8D%E8%B2%BB%E5%8F%AB%E8%BB%8A%E6%9C%8D%E5%8B%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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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於大眾交通運輸工具便捷的大都市內。尤其，我國的大眾運輸多集

中於都市地區，分布明顯不均，自然亦無法期待全國人民在選擇替代性

交通工具上，都立基於同等的地位85。更重要的是，若勞工工作到深夜，

面對該時間已無任何便宜的替代性交通工具，或是工作所在地根本無替

代性交通工具的情況，應如何期待勞工階層得以微薄的工作薪水，負擔

計程車或代理駕駛等高單價且具有階級性的交通工具86？況且，本文認為，

這些因政府所造成的政策不完備，進而導致社會排除現象所衍生的諸多

不利益後果，本來即不應該科加在無辜的勞工階層身上。 

三、 強化社會福利制度才能根本性解決社會排除問題 

雖然我國之立法者期望透過不能安全駕駛罪的嚴罰化，以期平息因

重大新聞事件而高漲的民怨與社會輿論壓力，卻根本未於修法前進行審

慎的考量。導致草率的修法行動，不僅無法制裁原本人民所想像的酒駕

行為人，更是讓原本最迫切需要政府提供勞動保障與社會福利政策制的

勞工階級，反而成為標的顯著而被國家所懲罰的對象87。 

本文認為，當國家期待透過嚴罰的手段建構一個沒有酒精、家庭、

經濟甚至是教育問題的大同世界，終究只會使人民受到壓迫，並形成另

一種社會排除結果88。因此，若欲終局改善勞工面臨到的困境，使其不再

因為政府制度與政策的不完備，成為刑事司法制度下的犧牲者，自然不

應該再藉由刑罰的日趨嚴厲，作為管控犯罪發生的手段。細究我國勞工

發生酒駕行為的根本原因，除了政府所提供的替代性交通工具，欠缺對

於勞工階層的可近性外，我國整體勞動環境的不友善，更導致勞工若不

服用酒精提神飲料，在高度危險且長時間的工作環境中，根本難以繼續

                                                
85

 相同見解可參考，李佳玟，前揭註 37，頁 165；附錄三訪談紀錄，B：「我認為，酒駕

比例高是因為大眾交通系統不方便。比如說台北有公車有捷運，聚會喝酒以後我可以選擇坐車，

但是新竹替代交通工具太少，而且離家又很遠。大眾交通工具太少，才造成酒駕提高。」 
86

 相同見解可參考李佳玟，前揭註 37，頁 165。 
87

 許華孚，英美刑罰發展與台灣經驗之探究：一個批判性的分析，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

第 2 期，2004 年 3 月，頁 19。 

88
 Thomas Mathiesen、許華孚（譯），前揭註 53，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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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針 對 勞 工 制 度 保 障 不 完 備 的 問 題 ， 歐 盟 委 員 會 （ European 

Commission）早已從 1990 年代即著手研擬勞工保障制度的對策，以期解

決「非典型僱用」所衍生的諸多勞動問題。在 1997 年、1999 年、2003

年即分別提出諸多勞動政策，包含企業應給予「典型僱用」與「非典型

僱用」之勞動者相同的員工福利89（Equal Treatment of Part-time Work）

與相同待遇90（Directive on Fixed-term Work），以及勞工一週勞動時間

上限與休假制度91（Work time Directive）等要求。希望透過對於勞動者

的充分保障，解決社會排除的問題。 

反觀我國的勞動環境現況，不僅勞工平均薪資低落，且因為企業主

根深蒂固「工時長等於生產力高」的錯誤觀念92，導致勞工平均工時過長，

甚至嚴重高於歐美與日本等國家93。然而，我國工業及服務業員工之名目

所得，卻遠低於歐美與日韓等亞洲先進國家94。尤其，農林漁牧工作者、

                                                
89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uncil Directive 97/81/EC, ON EU POLICIES AND 

ACTIVITIES, available at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HTML/?uri=CELEX:31997L0081&from=EN.（last 

visited Apr. 30,2015） 
90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uncil Directive 1999/70/EC ON EU POLICIES 

AND ACTIVITIES, available at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HTML/?uri=CELEX:31999L0070&from=EN. （last 

visited Apr. 30,2015） 
91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uncil Directive 2003/88/EC ON EU POLICIES 

AND ACTIVITIES , available at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HTML/?uri=CELEX:32003L0088&from=EN （ last 

visited Apr. 30,2015） 
92 唐 鎮 宇 ， 台 勞 很 操  工 時 全 球 第 3 高 ， 蘋 果 日 報 ，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1208/35492878/。（最後到訪日期：

2015 年 4 月 30 日） 
93

 根據勞動部 2013 年之統計，我國勞工年平均工時為 2124 小時，亞洲各國如韓國、新

加坡、香港及我國年工時均較歐美各國為長，年工時在 2,124 至 2,402 小時之間，工時次長者

為日本、美國、加拿大及英國，年工時在 1,669 至 1,788 小時之間，而以法國、德國等歐洲國

家最短，分別為 1,489 小時、1,388 小時。參考自勞動部，102 年版國際勞動統計，第六章工時

統計分析，http://statdb.mol.gov.tw/html/nat/10306%E5%88%86%E6%9E%90.pdf。（最後到訪日

期：2015 年 5 月 20 日） 
94

 根據勞動部 2013 年之統計，我國工業及服務業員工 2,914.29 美元，美國為 2,939.65 美

元、日本為 3,084.83 美元、香港為 3,102.11 美元、韓國為 3,876.02 美元、新加坡為 4,356.27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HTML/?uri=CELEX:31997L0081&from=EN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HTML/?uri=CELEX:31999L0070&from=EN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HTML/?uri=CELEX:32003L0088&from=EN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1208/35492878/
http://statdb.mol.gov.tw/html/nat/10306%E5%88%86%E6%9E%9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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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工及體力工、服務業工作人員以及售貨員、事務工作人員等基層勞

工的所得成長倍率，不僅已低於全國各職業所得的平均標準，與專業技

術人員所得的差異更已經明顯擴大95。基此，本文認為，在欠缺勞動制度

的妥善訂定下，實難以期待我國勞動階層受到社會排除的問題，能受到

適當的處理。 

另一方面，研究指出，酒癮相關的疾病往往與弱勢族群密切相關96。

面對種種社會壓力，飲酒反而成為弱勢族群逃離現實的一種紓解管道，

也因此患者在無形中往往染上酒癮的問題而仍不自知。尤其，社會階層

與酒精成癮的問題係呈現反比關係97，愈是身處社會底層的人民，反而更

可能因為社會的忽視與經濟上的各種壓力，導致酒癮問題的形成。本文

認為，我國勞工的酒癮問題，不僅來自於不友善的勞動環境所生成的職

場文化型態，因政府各項福利政策援助不足以及資源嚴重缺乏的問題，

更實質造成勞工面臨高度經濟與社會生活壓力，導致酗酒情況的產生，

甚至進而發展成為酒癮。 

雖然我國社會與法律都不反對「飲酒」行為，政府卻忽略了酒駕法

制背後所可能傳達的階級意象與社會排除效果。本文並不否認，無論富

者或窮者都可能因為過度飲酒，而引發酒癮問題，換句話說，本文肯認

每位國民都有成為潛在的酒癮者的可能。然而，當一國的法律施行之後，

竟演變成為國家排除特定階級的工具，在那一刻起，它便已經失去了正

當性。 

基此，本文主張，不能安全駕駛罪的嚴罰化不僅根本欠缺改善酒駕

再犯問題的效果，更因為刑罰內容的草率制定，導致勞工階層成為被社

                                                                                                                                    
美元，足見我國工業及服務業員工之平均所得，明顯過低。參考自勞動部，102 年版國際勞動

統計，第五章薪資統計分析，

http://statdb.mol.gov.tw/html/nat/10305%E5%88%86%E6%9E%90.pdf。（最後到訪日期：2015 年

5 月 20 日） 
95

 蘇國賢，台灣的所得分配與社會流動之長期趨勢，收錄於：王宏仁、李廣均、龔怡君

主編，跨戒 : 流動與堅持的台灣社會，台北：群學，初版，2008 年，頁 193-194。 
96

 劉鴻徽、李嘉富、楊聰財、張敏，酒癮心理社會成因研究的近期發展，臨床醫學，第

51 卷第 5 期，2003 年 5 月，前揭註 149，頁 323。 
97

 劉鴻徽、李嘉富、楊聰財、張敏，同前註，頁 323。 

http://statdb.mol.gov.tw/html/nat/10305%E5%88%86%E6%9E%9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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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排除的對象。再加上行為人的出所之路，佈滿復歸社會的荊棘，恐

將造成勞工個人及其家庭經濟的崩壞，只是徒然衍生更多社會排除結果。

也因為各國各自擁有不同的社會排除現象98，因此，本文認為，政府唯有

因地制宜制定各項社會福利制度，改善整體勞動環境不佳與社會福利制

度不均的狀況，方能真正解決我國勞工階層在現況下所遭遇的社會排除

問題，並避免其再度成為不能安全駕駛罪所處罰的對象。 

  第五項  解決酒癮問題出發的另類思考 

根據本文的論證得出，我國酒駕嚴罰化後，不僅導致勞工階層成為

主要的處罰對象，監獄更無法提供矯治的機能，造成再犯與累犯反覆發

生酒駕行為。對此，分析酒駕行為的構成，可以再近進一步細分為「飲

酒」與「開車」二個部分。雖然，單純飲酒的行為在我國法律並不處罰，

然而，不能忽略「酒精」在醫學分類中也被劃歸於成癮物質的一種，過

度使用可能造成行為人之耐受性增強，甚而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染上酒

癮。 

在我國監獄面臨超過半數以上之酒駕受刑人皆為再犯與累犯的困境

下99，對於酒駕再犯與累犯之防治，應透過嚴罰化以外的思考取徑切入。

就酒駕行為人可能患有的酒癮問題，酒駕防制社會關懷協會秘書長表示：

「這代表坐牢無法根除喝酒後不開車習慣，也代表他們有酒癮100。」亦

有認為，針對酒駕嚴罰化無法舒緩再犯與累犯的問題，足證單純以刑法

控制酒癮者之成效不彰101。 

事實上，改善行為人的酒癮問題以防治酒駕再犯的發想，並非毫無

根據。以比較法為例，美國酒駕法庭藉由司法、行政、醫療的合作，提

                                                
98

 張菁芬，前揭註 60，頁 17。 
99 賴 擁 連 ， 酒 駕 犯  治 療 重 於 監 禁 ， 中 時 電 子 報 ， ，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508000513-260109。（最後到訪日期：2015 年 7 月

12 日） 
100

 劉峻谷、陳金松，重罰對累犯無效 專家：助戒酒癮，聯合報，2014 年 2 月 4 日，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3/8462827.shtml。（最後到訪日期：2015 年 4 月 11 日） 
101

 簡美慧 、朱正倫 、 束連文、謝文彥，「當前酒駕政策的檢視與衍生的挑戰」學術論壇，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報，第 19 期，2014 年 6 月，頁 98。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508000513-260109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3/84628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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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有別於傳統法院之戒癮治療處遇，日本則透過官方與民間團體之合作，

由司法轉介行為人進入民間戒癮機構，達到戒除酒癮的效果。這些比較

法上的處遇模式，顯示外國已經注意到，透過戒治酒癮防治酒駕再犯的

重要性，詳細內容將於本文第四章進一步說明之。 

針對酒癮與酒駕的關連性研究，有日本學者透過抽樣調查，比較嚴

罰化對酒癮患者與一般人的酒駕行為變化，發現即便倚賴嚴厲刑罰，酒

癮患者之酒駕抑止效果仍屬偏低102。另有調查發現酒駕再犯多數具有酒

癮問題103，且因為今日社會的酒類取得較傳統社會更為便利，因而認為

隱性酒癮患者的黑數可能很高104。此外，我國也有研究證實，被臨檢測

出一次酒駕的行為人中僅 26.4%具有酒癮。相反的，被檢測出越多酒駕

次數的行為人，患有酒癮問題的比例亦越高。當行為人酒駕已達 4 次以

上時，其確診為酒癮者的比例高達 88.2%
105。 

透過本文之質性訪談內容亦可以發現，酒癮之高風險族群與酒駕行

為人在「勞工階層」具有高度的重合106，不僅印證本文前述對於我國酒

駕行為人實際形象之論證，更得以推導出解決酒駕再犯或累犯之酒癮問

題的迫切與必要性。 

                                                
102

 長徹二、林 竜也、猪野 亜朗 [他]，飲酒運転実態調査，精神医学，第 48 卷第 8 号，

2006 年 8 月，頁 861-862； 心光 世津子，繰り返される飲酒運転に潜むアルコール依存症の

発見と介入－アメリカ・テキサス州における保護観察対象者への対応に学ぶもの，交通安全

教育，第 44 卷第 7 号，2009 年 7 月，頁 7。 
103

 中山寿一、樋口進、神奈川県警察交通総務課＆独立行政法人国立病院機構久里浜ア

ルコール症センター，飲酒と運転に関する調査結果報告書，2008 年，頁 17。 
104

 長徹二，アルコール依存症と飲酒運転，臨床検査，第 56 卷第 13 号，2012 年 12 月，

頁 1479。 
105

 王邦安，酒醉駕車決意歷程與預防對策之研究－以高雄地區為例，國立中正大學犯罪

防治所碩士畢業論文，2008 年，頁 150-151。 
106

 針對不能安全駕駛罪的主要處罰對象，檢察官 A1 表示：：「其實現在大家也都在反省

這樣的修法對不對，因為其實這樣的處罰，會變成最終都是處罰工作勞力階層，甚至很有可能

在繳不出緩貣訴處分金的情況下尌入監，其實是真的有重新考慮的必要。」書記官 B 亦指出：：

「酒駕比例增高跟建築工地、建案多比較相關，工人帶來酒駕…..。」；另一方面，就酒癮高風

險族群，精神科醫生 E 表示：：「有些特種行業的女性也多少有酒癮方面的問題。這些加貣來

尌有一定的比例，地域性、種族上可能也有差異。新北市的話，勞工階級比較多，但是高社經

地位也不能忽略，有些人長期壓力大所以需要飲酒、也會有酒癮，他們不願尌醫也不願承認。」 

http://ci.nii.ac.jp/author?q=%E6%9E%97+%E7%AB%9C%E4%B9%9F
http://ci.nii.ac.jp/author?q=%E7%8C%AA%E9%87%8E+%E4%BA%9C%E6%9C%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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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我國之酒駕再犯或累犯中，有一定比例的行為人患有酒

癮，且若其酒癮問題愈加嚴重，不僅嚴罰化無益解決其再犯的發生，行

為人未來再犯的可能亦將更高。基此，本文認為，政府應該拋開重刑即

有助於化解酒駕的陳腐思考，從醫學、心理學與社會學等面向提供酒癮

患者妥適的司法處遇計畫107，才能根除其酒癮問題並降低未來再犯的可

能性。 

第三節 小結 

1980 年代以後，刑罰福利主義時期強調的社會復歸理想逐漸不受重

視；新刑罰學的崛起，國家認為唯有藉由嚴刑峻罰的「控制」，才能減少

犯罪的出現。幾乎同一時間，風險社會來臨，影響刑法法益保護機能與

國家刑事政策。各國面臨「處罰早期化」、「處罰的嚴罰化」與「處罰的

擴大化」的政策走向。為抑制犯罪發生，國家透過刑法的早期介入與嚴

厲的刑罰手段以資管控，並使刑法的規制力擴張到社會各個層面。 

當政府面對重大酒駕新聞事件引起的輿論壓力，最終被民粹的潮流

驅使，制定嚴刑峻罰以期達到平息「眾怒」的結果，卻也因為這股源於

媒體、人民與社會環境所造就出的犯罪恐懼，導致立法者未能審慎思考

刑罰以外的改革策略，倉促地以最能迅速平息眾怒的方式防治酒駕再犯

的發生。惟經過本文之檢證，卻得到嚴罰化對於酒駕再犯與累犯，並無

抑制效果的結論。 

受到新刑罰學的影響，今日的監獄不再如同過去被賦予應報與預防

的作用，反而成為國家控制犯罪的手段。藉由收容的方式，使行為人拘

禁、隔離並排除於社會之外，造成更生復歸之阻礙，藉以掩飾國家無力

解決社會排除問題的窘境。透過統計數據，本文證實不能安全駕駛罪的

行為人，有別於新聞事件中，媒體所渲染並塑造的犯罪形象，多僅是經

濟狀況不佳的勞工階層。本文認為，造成勞工階層成為不能安全駕駛罪

的主要處罰對象，以及多數勞工患有酒癮問題的主因，應係源於工業化

                                                
107

 今井猛嘉，飲酒運転対策の状況 : アメリカ合衆国における DWI Court の取り組み，

法政法科大学院紀要，第 9 卷第 1 号，2013 年 6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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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全球化的社會變遷，勞工階層面臨非典型僱用與工時過長等勞動市場

的社會排除，生成經常飲用酒精提神飲料的特殊文化，且政府提供之酒

駕替代交通工具欠缺可近性所致。導致勞工階層除已面臨勞動與社會福

利政策缺乏的問題，更可能因酒駕嚴罰化政策再次生成社會排除的結

果。 

既然嚴罰化無法治本，本文嘗試將目光聚焦到酒駕發生的「原因」。

透過國內外研究與質性訪談分析，本文發現有一定比例的酒駕再犯與累

犯患有酒癮，且若行為人的酒癮問題愈加嚴重，未來再犯的可能性亦將

愈高。對此，政府應該改變嚴罰有助於防治犯罪的陳腐思考，並從醫學、

心理學與社會學等面向提供患者妥適的司法處遇計畫，才能根除行為人

的酒癮問題，並降低未來再犯酒駕行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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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酒駕案件之酒癮戒治 

本章節將從醫學對酒癮的定義出發，介紹醫學對於酒癮者的治療方

式，並在第二節與第三節，分別探討刑罰替代轉向處遇的緩起訴與緩刑

制度，以及和刑罰制度分立的保安處分制度，確認我國現行刑事司法制

度對於酒癮者酒駕再犯問題之態度，以及運用何種處遇制度以滿足行為

人戒癮治療之需求。第四節則將討論社會支持對於酒癮者的援助，以及

我國民間戒癮團體的現況。 

第一節 酒癮者的定義與治療 

酒癮問題橫跨精神醫學與心理諮商等專業領域，在探討我國司法處

遇制度之前，應先理解何謂「酒癮」，以及目前醫學上的治療方式，才得

進一步確認我國司法處遇與醫療制度是否已提供妥善的醫療轉介服務。

基此，本文以下將針對醫學上如何定義「酒癮」一詞進行分析，再說明

我國的酒癮治療方式。 

第一項 酒癮者的定義 

依據我國精神衛生法第 3 條108，「酒癮」屬於衛生主管機關所認定的

精神疾病。然而，我國潛在的酒癮患者究竟有多少？國民的酒癮問題是

否嚴重？ 

根據學者調查，台灣原住民人口之酒癮盛行率高達 44.2-55.5%
109。

我國一般人口則為 2.33%
110。學者推測，導致漢族與原住民族酒癮盛行

                                                
108

 精神衛生法第 3 條（節錄）：「一、精神疾病：指思考、情緒、知覺、認知、行為等精

神狀態表現異常，致其適應生活之功能發生障礙，需給予醫療及照顧之疾病；其範圍包括精神

病、精神官能症、酒癮、藥癮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精神疾病，但不包括反社會人格違

常者。」 
109

 Andrew T. A. Cheng & Wei J. Chen, Alcoholism among Four Aboriginal Groups in Taiwan: 

High Prevalenc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19(1) Alcoholism: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81, 

81 (1995) 
110

 林忠潁、 陳光宏 、張新儀、曾芳儀 、 陳娟瑜，台灣地區酒精使用型態與醫療使用行

為之關係探討，臺灣公共衛生雜誌，第 33 卷第 2 期，2014 年 4 月，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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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差異的主因，應係源於不同種族生理上酒精代謝率之差異111。值得注

意的是，我國人民患有酒癮的問題已經日趨嚴重112，因此，雖然一般人

口的酒癮盛行率看似不高，若以成年人口的總數進行換算，仍是可觀且

不可輕忽的數字。尤其我國 10%的人口消耗了國內一半以上的酒精，足

見特定族群的問題性飲酒狀況實屬嚴重113。 

何謂「酒癮」？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說明，只要合

於「超越傳統習慣及吃飯時飲酒，或社會上一般飲酒習慣的任何飲酒型

態，且不論個人之遺傳體質、後天的生理疾病因素、新陳代謝及其他原

因，凡因飲酒而導致個人健康及社會關係障礙者，均屬酒癮（alcoholism）
114」，惟因此一概念過於寬泛，容易造成認定上的疑慮。基此，醫學上係

以疾病診斷，問卷量表與實驗室檢查的三種方式，確認患者有無酒癮的

依據。 

第一款 疾病診斷 

從 現 代 精 神 醫 學 的 角 度 ， 酒 癮 被 認 為 是 一 種 生 物 行 為 疾 患

（bio-behavioral disorder），患者的控制能力受飲酒影響而降低或喪失，

從而導致社會、法律、心理與生理障礙的慢性與進行性疾病115。 

1960 至 1980 年代初期，對於酒癮的診斷方式主要透過「類別診斷

模式」（categorical model），以患者於酒精之耐受性，或是停止施用酒精

後戒斷症狀的存在與否，作為確認患者有無酒癮症狀的必要條件；並輔

以飲酒量、飲酒型態，甚至是社會心理功能的失能程度，作為診斷的標

準116。然而，在臨床治療上，因為前述的定義過於狹隘，造成酒癮初期

                                                
111

 陳喬琪，從流行病學看酒癮的診斷，健康世界，第 315 期，2012 年 3 月，頁 38。 
112

 陳喬琪，成癮不成癮，大有問題！，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初版，2009 年 8 月，頁

74。 
113

 陳喬琪，前揭註 111，頁 41。 
114

 張麗卿，司法精神醫學：刑事法學與精神醫學之整合，台北：元照，三版，2011 年 4

月，頁 106。  
115

 陳喬琪，前揭註 112，頁 58。 
116

 陳喬琪，前揭註 112，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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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戒斷症狀可能尚屬輕微甚至並不存在，導致難以被發現117，因

此最終被整合生理、心理、社會功能三個層面的「層面模式」（dimensional 

model）所取代118，進而成為今日醫學診斷上的主要工具。 

一、 酒精依賴與酒精濫用 

根據美國精神醫學會所制定的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簡稱 DSM）的規定， 

2013 年 5 月以前，將酒癮使用疾患（Alcohol Use Disorder）分為「酒精

依賴」、「酒精濫用」二種，提供醫師診斷的依據119。 

首先，酒精依賴（Alcohol Dependence）係指一個人在一年內因為不

良的飲酒型態，導致產生包含生理、心理、社會三種層面的影響120。下

述七種症狀中，若患者合於三種以上者，即屬於酒精依賴的情況121： 

1. 耐受性產生下列之一的症狀 (i)酒量必須顯著的增加才能達到

中毒的程度或預期酒醉的效果；(ii)持續飲用同樣的酒量，但酒

醉的效果顯著的降低 

2. 戒斷症狀的產生，有下列兩者之一的症狀，即(i)產生特定的酒

精戒斷症狀，(ii)必須使用酒精才能消除或避免戒斷症狀 

3. 服用比自己意願更多的酒類（過量）且時間更長 

4. 即便多次有意願戒除自己的飲酒習慣仍不成功 

5. 為了買酒或喝酒或使自己酒醒，常耗費許多的時間 

6. 因為飲酒而放棄重要的社交、職業與休閒活動 

7. 明知飲酒行為可能係造成生理或心理問題的持續或重複發生的

原因，仍繼續飲酒行為（如明知因為飲酒行為致自已的胃潰瘍

                                                
117

 陳喬琪，前揭註 112，頁 58。 
118

 陳喬琪，前揭註 112，頁 58。 
119

 孔繁鐘、孔繁錦，DSM-IV 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台北：合記，初版，1997 年，頁

112-116。 
120

 黎士鳴，放下執著－成癮心理學理論與應用，高雄：麗文文化，初版，2013 年 2 月，

頁 13。 
121

 孔繁鐘、孔繁錦，前揭註 119，頁 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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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惡化，仍繼續飲酒）。 

其次，所謂酒精濫用（Alcohol Abuse）係指一個人在一年內因為不

合宜的飲酒型態，導致下列任何一個或一個以上的症狀的出現122： 

1. 反覆使用酒類，造成無法實踐其工作學業或家庭中的主要角色。 

（如因飲酒而遲到、早退、請假、工作效率低落；無法上課、

被休學、被退學；無法照料小孩或荒廢家務） 

2. 在酒精使用對身體造成傷害之情況下仍持續飲酒行為 

3. 反覆產生與酒精相關聯的法律問題（如酒駕） 

4. 明知自己的飲酒狀況導致持續或反覆的社交人際問題，仍然持

續服用。 

二、 酒癮使用疾患之定義整合 

惟 2013 年 5 月以後，隨著 DSM-5 對精神疾病定義加以類別化，整

合過去酒精依賴與酒精濫用的兩種概念，改以酒癮使用疾患（Alcohol Use 

Disorder）稱之。酒癮使用疾患的定義係指一年內出現以下兩項症狀123，

且依照患者符合狀況的情節多寡，若合於 4 項以上者，則屬於「重度酒

癮」之情況124： 

1. 比預期還大量或長時間攝取酒精 

2. 持續渴望或無法戒除或是控制使用酒精 

3. 很多時間花在買酒、喝酒或從其效應中恢復 

4. 渴求或有強烈慾望要喝酒 

5. 反覆喝酒引起無法完成工作、學校或居家的重大義務 

6. 儘管喝酒會導致持續或反覆社交或人際問題，仍持續喝酒。 

7. 因為喝酒而放棄或是減少重要的社交、職業或休閒活動 

8. 在會傷害身體的情境下反覆喝酒 

                                                
122

 孔繁鐘、孔繁錦，前揭註 119，頁 116。 
123

 台灣精神醫學會，DSM-5 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新北：合記，初版，2014 年 8 月，

頁 233-234。 
124

 黎士鳴，前揭註 120，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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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儘管知悉喝酒將引起持續或反覆生理或心理問題，仍持續喝酒 

10. 對酒精的耐受性增強，且出現以下兩項之一的定義： 

A. 顯著增加喝酒量之需求而致中毒 

B. 持續喝等量的酒且對身體的影響效果顯著降低 

11. 若酒精戒斷後會產生： 

A. 酒精戒斷特色 

B. 再以喝酒或是其他具有成癮可能性的物質來解除或避免戒

斷症狀 

醫學上認為，在患者具有酒癮使用疾患的情況下，若至少三個月到

十二個月內不再飲用酒類，便進入「早期緩解期」125。然而，因為停止

物質依賴後的一年內，屬於再度產生酒癮的危險高峰期，因此，需待一

年後仍未再產生酒精成癮情況者，方可確定進入「穩固緩解」126。準此，

若要確認酒癮患者是否成功戒除酒癮，需要長期追蹤至少一年以上，才

可以確認患者是否已經達到戒癮的狀態。 

另一方面，患者是否產生「酒精戒斷症狀」，也是醫學診斷上評估患

者是否有酒癮問題的重要指標。所謂酒精戒斷症候群，係指患者在大量

且長期的酒精攝取後停止或減少喝酒，且在停止喝酒之後數小時到數天

之內，發展出諸如自主神經過度活躍（出汗或脈搏超過每分鐘 100 下）、

失眠、噁心或嘔吐、暫時性視覺、觸覺或聽覺之幻覺或錯覺、焦慮與大

發作癲癇等症狀127。然而，須強調的是，酒精戒斷症狀僅是輔助醫學診

斷評估工具的一種，而非每個患者都會發生的「必然現象」。有學者進一

步指出，多數的酒精戒斷症狀，經常出現的僅是腸胃道的不適，屬於良

性且短暫的生理反應128，因此不宜全面依靠患者有無戒斷症狀的出現，

作為認定的唯一參考。 

酒癮和一般精神病（psychosis）最大的不同，係二者在初期失能現

象的差異。一般精神病在症狀初期，患者就會產生失能的狀況，然而，

                                                
125

 台灣精神醫學會，前揭註 123，頁 234。 
126

 台灣精神醫學會，前揭註 123，頁 234。 
127

 台灣精神醫學會，前揭註 123，頁 235-236。 
128

 陳喬琪，前揭註 112，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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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癮患者在初期多可保有一般的生活能力，甚至也可以和正常人一樣保

有自己的社交與職業129。正因為如此，不僅酒癮患者自身在初期不易發

覺，一般人從外觀上觀察，也幾乎難以確認對方是否患有酒癮130。舉例

而言，許多勞工長期飲用具有酒精成分的提神飲料，從外觀而言，雖與

一般人並無二致，卻極有可能已經患有初期酒癮的症狀。是以許多重度

酒癮患者多不自知，直至發現自己患有肝硬化等疾病，或產生嚴重的酒

精戒斷症狀131，抑或伴有其他的精神疾病就醫之後，才發覺自己的酒癮

問題。 

第二款 問卷量表 

針對酒癮個案的篩檢，主要有 CAGE 篩選問卷與酒精使用疾患確認

檢測問卷兩種。 

CAGE 問卷是以四題是非題132，作為個案飲酒狀況的初步評估，若

四題中有任兩題回答為「是」的選項者，則可能就有酒癮問題。AUDIT

問卷則是由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針對個人的酒精使用情況，

進行有無疾患可能所提出的檢測評估標準133，針對個人在過去一年內的

飲酒情況進行確認，若男性答題總分大於或等於 8 分，或是女性答題總

                                                
129

 陳喬琪，前揭註 111，頁 39。 
130

 陳喬琪，前揭註 112，頁 59-60。 
131

 陳喬琪，前揭註 112，頁 74。 
132

 CAGE 問卷的問題包含 Cutting down：是否認為自己應該要減少酒精的使用量？

Annoyance：是否曾因飲酒的問題受他人批評而使自己感到困擾？Guilt：是否因自己的飲酒狀

況覺得不好或是羞愧？Eye opener：是否曾經早上一起床尚未進食之前，就覺得應該要喝一杯

才會覺得舒服穩定？參考自陳喬琪，前揭註 112，頁 68。 
133

 AUDIT 問卷量表的問題包含 1.請問你多久喝一次酒？2.在一般喝酒的日子，你喝什麼

酒？一天可以喝多少單位？3.多久會一次喝超過六單位的酒？4.過去一年中，一旦喝酒之後，

就會繼續喝下去的情形有多常見？5.過去一年中，因為喝酒而無法進行平常該做的事的情形有

多常見？6.過去一年中，經過一段時間飲酒後，早上需要喝一杯才覺得舒服的情形有多常見？

7.過去一年中，在酒後覺得羞愧或自責的情形有多常見？8.過去一年中，酒後忘記前一晚發生

事情的現象有多常見？9.是否曾經有人或是你自己因為你的喝酒情況而受傷？10.是否曾經有

親友、醫生或是其他醫療人員關心過你喝酒的問題，或是建議你應該要少喝一點？參考自歐吉

桐、黃耀興、林曉卿，物質濫用的團體治療－改變階段的治療手冊，台北：心理出版社，2009

年 1 月，頁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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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大於 4-6 分者，則極有可能已達「酒癮」。從問卷得到的數據中，呈現

受測者的酒精量及頻率、酒精依賴症狀，以及是否因為服用酒癮已引起

生活上的困擾134。 

第三款 實驗室檢查 

實驗室檢查也可以作為提供患者有無酒癮的診斷，透過直接對於病

患進行抽血檢驗，取得較為精確的數據，以判明病患是否患有酒癮。例

如透過過量飲酒行為造成患者肝細胞傷害的 γ-GT 指數135、血球容積量指

數（MCV）以及血液酒精濃度（BAC）等判斷方式136以茲確認。 

第二項  酒癮患者的治療方式 

醫學上認為，在治療酒癮患者之前，需要先「強化患者的動機」。在

酒癮的戒治過程，若患者與其家屬可以先對於酒癮的自然病程有所了解，

得以強化患者面對酒癮問題的決心。為了要達到提高患者戒治動機的目

的，需要收集充足的資料與資訊，包含病患的生理狀況、生活史、家庭

狀況，藉由資料的呈現，使病患了解自己具有酒癮的可能原因，更認知

其飲酒問題的嚴重性137。 

目前，酒癮的治療方式主要可以分為藥物治療與心理治療，惟各醫

院並未有統一的治療準則。針對藥物治療，主要可以再依酒癮病患的嚴

重程度，視情況決定採取精神科門診治療或是全日住院診療服務。然而，

因為我國並非所有醫院皆有提供酒癮患者的住院服務138，且藥酒癮的專

門病房亦尚未普及，僅有少數醫院才有設置專門的病房提供住院服務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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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宗晃、鄭瑞隆、吳岳秀，男性憂鬱、酒癮及暴力之相關性及評估，亞洲家庭暴力與

性侵害期刊，第 1 卷第 1 期，2005 年，頁 173。 
135

 王 蒼 恩 ， 認 識 肝 功 能 檢 查 裡 的 γ-GT ， 馬 偕 紀 念 醫 院 消 化 系 內 科 ，

http://www.mmh.org.tw/gi/patient_corner/health%5Cgammagt.htm。（最後到訪日期：2015 年 4 月

22 日） 
136

 陳喬琪，前揭註 112，頁 69-70。 
137

 陳喬琪，前揭註 112，頁 111。 
138

 行政院衛生署，酒癮防治手冊，第一版，2003 年 6 月，頁 33-47。 
139

 如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行政院衛生署草屯療養院、苗栗縣為恭紀念醫院等、

http://www.mmh.org.tw/gi/patient_corner/health%5Cgammag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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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多數酒癮住院患者面臨與一般精神病患同住的結果。 

針對藥物治療，我國主要使用戒酒發泡錠（Antabuse）及合併使用

憂鬱劑、抗焦慮劑的戒癮治療方式140。戒酒發泡錠是藉由服用後造成酒

癮患者的噁心與頭痛症狀，讓患者對飲酒產生嫌惡感，進而達到戒酒的

功效141。惟目前僅有少數醫院得自行專案進口142，造成即便人民參與療

程，也多僅能自費方式購買，雖然衛生福利部補助每人一生上限 4 萬元

的醫療戒治費143，卻因社會仍以有色眼光看待酒癮問題，甚而認為酒癮

與藥癮的概念相似，均屬於不良的「習癖」，導致我國全民健保制度實施

後，將酒癮與藥癮均列為健保所不予給付的疾病類型144，卻給付因酒癮

所引發的數十種併發症的相關治療費用145的奇怪現象。恐怕也將造成更

多不願面對初期酒癮問題或參與戒癮治療的個案出現。 

若從常用於臨床心理學與精神醫學解讀心理疾病之病因的「生理－

心理－社會模式」，患者會發生心理疾病係受到來自生理、心理與社會因

素等三種層面的多因素影響146。亦即，患者的成癮問題往往不單純因為

生理上的身體變化，也可能來自心理或是社會層面的影響。若欲根除成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等，參考自胡淑梅，酒癮患者使用不同酒癮戒治資源後處遇流程之現況探

討—以曾自願戒酒之酒癮患者為例，長榮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碩士畢業論文，2009 年，頁

18。 
140

 方文芳、李欣岱、蘇千田、李芸霏、鐘國軒，酒癮及酒精戒斷症候群，家庭醫學與基

層醫療，第 25 卷 7 期，2010 年 7 月，頁 265-266。 
141

 方文芳、李欣岱、蘇千田、李芸霏、鐘國軒，同前註，頁 266。， 
142 黃 名 琪 ， 酒 癮 治 療  戒 酒 錠 藥 物 與 自 我 管 理 同 等 重 要 ，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essay/essay.html?pid=38960。（最後到訪日期：2015 年 4 月 22 日） 
143優活健康網新聞部，戒酒保健康  衛生局提供酒癮戒治補助，雅虎奇摩新聞網，

https://tw.news.yahoo.com/%E6%88%92%E9%85%92%E4%BF%9D%E5%81%A5%E5%BA%B7-

%E8%A1%9B%E7%94%9F%E5%B1%80%E6%8F%90%E4%BE%9B%E9%85%92%E7%99%A

E%E6%88%92%E6%B2%BB%E8%A3%9C%E5%8A%A9-062000455.html。（最後到訪日期：

2015 年 4 月 22 日） 
144

 陳喬琪，前揭註 112，頁 61。 
145 衛 生 福 利 部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 醫 療 費 用 支 付 精 神 科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

http://www.nhi.gov.tw/webdata/webdata.aspx?menu=20&menu_id=710&webdata_id=3931。（最後

到訪日期：2015 年 4 月 22 日） 
146

 黎士鳴，前揭註 120，頁 30。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essay/essay.html?pid=38960
https://tw.news.yahoo.com/%E6%88%92%E9%85%92%E4%BF%9D%E5%81%A5%E5%BA%B7-%E8%A1%9B%E7%94%9F%E5%B1%80%E6%8F%90%E4%BE%9B%E9%85%92%E7%99%AE%E6%88%92%E6%B2%BB%E8%A3%9C%E5%8A%A9-062000455.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88%92%E9%85%92%E4%BF%9D%E5%81%A5%E5%BA%B7-%E8%A1%9B%E7%94%9F%E5%B1%80%E6%8F%90%E4%BE%9B%E9%85%92%E7%99%AE%E6%88%92%E6%B2%BB%E8%A3%9C%E5%8A%A9-062000455.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88%92%E9%85%92%E4%BF%9D%E5%81%A5%E5%BA%B7-%E8%A1%9B%E7%94%9F%E5%B1%80%E6%8F%90%E4%BE%9B%E9%85%92%E7%99%AE%E6%88%92%E6%B2%BB%E8%A3%9C%E5%8A%A9-062000455.html
http://www.nhi.gov.tw/webdata/webdata.aspx?menu=20&menu_id=710&webdata_id=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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癮問題，需要透過不同專家的介入才有可能達成147。除了從醫學角度進

行治療幫助患者戒除酒癮，對於患者的心理及社會層面亦應同時提供輔

導，使病患達到長期戒酒的目的148。尤其女性患者的酒癮成因往往糾結

著文化、職業特性、家庭成員的飲酒模式等因素149。是故，惟有透過心

理諮商的共同介入，才有可能根本性的解決其酒癮問題。 

第二節 酒駕犯社區處遇與治療概說 

為利犯罪行為人之社會復歸，應透過刑罰以外的非拘禁手段，達到

促進行為人更生改善的終極目標。因此，本文以下將嘗試檢討社區處遇

的意義，並檢證我國的緩起訴與緩刑之轉向處遇制度，是否已經為酒駕

再犯或累犯建立妥適的社會復歸途徑。 

第一項 社區處遇意義 

所謂「社區處遇（community treatment）係相對於機構內處遇之概

念，透過減少或消除機構性的使用，讓犯罪者其仍得以在社會中生活，

並利用指導、援助等手段使犯罪者改善更生，以利行為人復歸社會150。 

隨著近年人權意識的抬頭，國際規約也對於刑事政策中人權概念應

如何落實，提供了明確的方向。其中，與社區處遇概念最直接相呼應的，

當屬 1990 年聯合國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基準規則（東京規則）151。 

聯合國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基準規則的制定背景，係因監獄的過剩

收容，顯示國家經常以防衛社會、犯罪預防、應報與隔離之名限制犯罪

者之自由。甚而忽略刑事司法體制下，對於犯罪者應提供非拘禁措施，

                                                
147

 黎士鳴，前揭註 120，頁 30。 
148

 湯夢彬、溫增光、孫曉光、劉明倫，酒癮問題與治療，家庭醫學與基層醫療，第 24

卷第 10 期，2009 年 10 月，頁 348。 
149

 劉鴻徽、李嘉富、楊聰財、張敏，前揭註 96，頁 326。 
150

 許福生，犯罪與刑事政策學，台北：元照，修訂一版，2012 年 9 月，頁 483。 
151

 United Nations Standard Minimum Rules for Non-custodial Measures (The Tokyo Rules)，

14 December 1990，available at http://www.un.org/documents/ga/res/45/a45r110.htm（last visited 

Apr. 26,2015） 

http://www.un.org/documents/ga/res/45/a45r1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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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其社會復歸的終極目標。基此，期望對於非拘禁措施訂下最低標準152，

以提供各國在設計非拘禁措施的參考。  

首先，非拘禁措施的使用，應朝非刑罰化和非犯罪化的方向努力，

且不得干預或延誤153。對於非拘禁措施的監督目的，係為減少行為人再

度犯罪並協助其復歸社會，以減少其未來再次犯罪之可能154。為了達到

上開目的，非拘禁措施之內容應就個案加以考量，且應定期依照個案的

執行狀況進行審查與調整155。為了強化非拘禁措施的社會復歸的功能，

應於必要時提供犯罪者心理、社會及物質資源等援助，並強化其與社區

之間的聯繫156。此外，為防免非拘禁措施有變相成為刑罰的危險，加諸

於行為人的條件應具備明確、實現可能，且數目應愈少愈好。該等條件

之目的不僅應限於避免犯罪者再犯，且只有在有助於行為人社會復歸的

情況，才得以例外附加157。又若行為人違反相關條件而使非拘禁措施遭

撤銷時，也應優先考量其他替代的非拘禁措施，只有在無其餘替代措施

的情況下，才可以對犯罪者實施自由刑的拘束158。 

                                                
152

 United Nations Standard Minimum Rules for Non-custodial Measures 1.1：The present 

Standard Minimum Rules provide a set of basic principles to promote the use of non-custodial 

measures, as well as minimum safeguards for persons subject to alternatives to imprisonment. 
153

 United Nations Standard Minimum Rules for Non-custodial Measures 2.7：The use of 

non-custodial measures should be part of the movement towards depenalization and 

decriminalization instead of interfering with or delaying efforts in that direction. 
154

 United Nations Standard Minimum Rules for Non-custodial Measures 10.1：The purpose of 

supervision is to reduce reoffending and to assist the offender's integration into society in a way 

which minimizes the likelihood of a return to crime. 
155

 United Nations Standard Minimum Rules for Non-custodial Measures 10.3：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 given non-custodial measure, the most suitable type of supervision and treatment 

should be determined for each individual case aimed at assisting the offender to work on his or her 

offending. Supervision and treatment should be periodically reviewed and adjusted as necessary. 
156

 United Nations Standard Minimum Rules for Non-custodial Measures 10.4：Offenders 

should, when needed, be provided with psychological, social and material assistance and with 

opportunities to strengthen links with the community and facilitate their reintegration into society.  
157

 United Nations Standard Minimum Rules for Non-custodial Measures 12.2：The conditions 

to be observed shall be practical, precise and as few as possible, and shall be aimed at reducing the 

likelihood of an offender relapsing into criminal behaviour and at increasing the offender's chances 

of social integratio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needs of the victim. 
158

 United Nations Standard Minimum Rules for Non-custodial Measures 14.4：In the event of 

a modification or revocation of the non-custodial measure,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shall attempt to 

establish a suitable alternative non-custodial measure.  A sentence of imprisonment may be im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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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聯合國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基準規則強調「行為人之社

會復歸」，且係國家設置非拘禁措施之最低人權標準。我國作為國際上

的一員，自應以達到上開目標進行努力。 

第二項 寬嚴並進的刑事政策 

如同前述聯合國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基準規則的設立背景，我國亦

面臨監獄超額收容的問題。如何在研擬提升訴訟經濟、抑制重大犯罪的

再犯和累犯與紓解監獄擁擠現象之政策方針，以化解輕重失衡的刑事司

法現象，成為政府所關注的重要課題159。因而，在「兩極化的刑事政策」

的基礎上160，我國提出「寬嚴並進的刑事政策」的司法改革。 

「寬嚴並進的刑事政策」包含嚴厲與寬鬆的面向。所謂「嚴厲刑事

政策」，係從維持法秩序以及保護社會大眾法益的觀點161，針對兇惡且侵

害重大法益的行為人，採取嚴格刑罰手段，以達到維持法社會秩序及保

護大眾法益之目的，包含刑法第 47 條之累犯加重、假釋制度趨嚴等皆為

適例。相對於此，「寬鬆刑事政策」係以刑罰謙抑思想為基礎162，對於犯

罪行為輕微的事件及對象，盡可能以非拘禁措施，防免自由刑對於行為

人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並達到使其重新回歸社會之目的，如緩刑和緩

起訴制度均可屬之。寬鬆刑事政策有別於嚴厲刑事政策所強調的社會防

衛概念，係著眼於行為人的「改善可能性」163，期待可以藉由轉向政策

讓行為人改過遷善，以利其復歸社會。 

                                                                                                                                    
only in the absence of other suitable alternatives. 

159
 蔡碧玉，刑法之修正與當前刑事政策，收錄於：戰鬥的法律人－林山田教授退休祝賀

論文集，台北：元照，初版，2004 年 1 月，頁 24。 
160

 兩極化的刑事政策（刑事政策の二極化）係由日本學者森下忠於 1988 年所提出，惟

法務部於研擬過程，擔心若使用「兩極化」之名，容易被聯想成為兩個極端。因此，將名稱調

整為「寬嚴並進的刑事政策」。鄭善印，兩極化的刑事政策，收錄於：罪與刑－林山田教授六

十歲生日祝賀論文集，台北：五南，初版，1998 年 10 月，頁 734；許福生，前揭註 150，頁

541。 
161

 許福生，前揭註 150，頁 543 
162

 許福生，前揭註 150，頁 547。 
163

 謝煜偉，二分論刑事政策之考察與批判－從我國「寬嚴並進的刑事政策」談起，國立

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畢業論文，2004 年，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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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項 我國酒駕案件社區處遇現況  

依循我國寬嚴並進的刑事政策脈絡，本文所關注的酒駕再犯與累犯，

因具有高度的再犯危險性，恐受嚴厲刑事政策的管制，而難以適用社區

處遇制度。然而，若從聯合國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基準規則的要求，國

家不僅負有防免行為人進入刑事監禁設施的責任，更應積極提供非刑罰

化的處遇措施。 

另一方面，因應寬鬆刑事政策之走向，我國制定附條件緩起訴與附

條件緩刑的規範。立法初衷導入刑罰以外的轉向處遇制度，創造了一幅

避免被告進入自由刑的牢籠，以利其更生復歸的美好圖像。 

基此，本文希望探討我國的轉向處遇制度，在酒駕嚴罰化無益改善

酒駕再犯問題的現況下，立法者是否透過社區處遇制度，注意「戒癮治

療」的可能性，並重視我國潛在酒癮患者的嚴重問題？以及是否遵循聯

合國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基準規則，讓酒駕再犯或累犯亦有適用緩起訴

或是緩刑制度的可能？ 

第一款 緩起訴制度 

一、 緩起訴制度概說 

2002 年我國增訂緩起訴制度，立法理由中期許「使司法資源有效運

用，填補被害人之損害、有利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再社會化及犯罪之特

別預防164」。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1 的規定，若被告所犯為死刑、

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檢察官參酌刑法第

五十七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認以緩起訴為適當者，得定一年

以上三年以下之緩起訴期間。同法第 253 條之 2 並賦予檢察官得於宣告

緩起訴時，命被告於一定期間內遵守或履行一定條件之權限。且被告若

在緩起訴期間內，違反所受宣告附帶之條件，檢察官得依據同法第 253

條之 3 撤銷被告之緩起訴處分。 

                                                
164

 參考刑事訴訟法緩起訴章節增訂之立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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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2 規定緩起訴附帶條件的內容165，有認

為涵蓋了四種面向。包含對於被害人的關係修復與賠償、使行為人承擔

社會秩序與法律規範修復的義務、解決行為人因其身心或成癮問題、預

防犯罪與保護被害人的相對應措施166。有學者進一步表示，附帶條件的

內容，可以再區分為「負擔」與「指示」的概念。所謂負擔，係由被告

以金錢之支付或為一定行為，彌補對被害人或社會所為之侵害；所謂指

示，則係為達特殊預防功能，要求被告遵照指示行事，藉以幫助被告回

歸社會167。基此，緩起訴處分附帶的各種條件，雖然形式上並非刑罰，

但是仍然有影響、限制被告財產權及自由的實質效果，故仍可算是實質

的制裁，為一種特殊的處罰方式168。 

緩起訴處分不應該也不能成為「另類刑罰」，故即使對於行為人賦予

條件，條件仍應具有得以防止被告再犯之目的169。論者主張，應仔細檢

視緩起訴處分之附帶條件中針對「被告同意」的規範，尤其，就義務勞

務與戒癮治療之內容，不僅應得到被告的同意，更應採取非拘束人身自

由的手段170。然而，亦有論者質疑，當被告同意之要件，運用到實務後

恐將成為聊備一格的制度設計，因為被告若拒絕緩起訴條件，即有可能

面臨被起訴的風險，在這樣的壓力下，殊難想像被告還擁有「自由」決

定空間171。 

關於緩起訴制度的評價，有論者認為，緩起訴制度應能發揮疏減訟

                                                
165

 八種附帶條件之內容包含（1）向被害人道歉。（2）立悔過書。（3）向被害人支付相

當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4）四、向公庫支付一定金額，並得由該管檢察署依規

定提撥一定比率補助相關公益團體或地方自治團體。（5）向該管檢察署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

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四十小時以上二百四十小時以下

之義務勞務。（6）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理輔導或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7）保護被害

人安全之必要命令。（8）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命令。 
166

 柯耀程，緩刑與緩起訴附條件之分析與檢討，軍法專刊，第 56 期 4 卷，2010 年 8 月，

頁 132。 
167

 張麗卿，刑事訴訟制度與刑事證據，台北：元照，初版，2000 年 10 月，頁 118。 
168

 藍傳貴，緩起訴制度之探討，法令月刊，第 56 卷第 5 期，2005 年 5 月，頁 7。 
169

 陳運財，緩起訴制度之研究，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35 期，2002 年 6 月，頁 82 
170

 陳運財，同前註，頁 88。 
171

 何賴傑，檢察官不起訴職權修法之總檢討－第一部分：緩起訴處分，法學講座，第 6

期，2002 年 6 月，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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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以及疏緩監獄擁擠現象之終極目的172。然而，亦有認為緩起訴制度

提供檢察官將案件提早脫手的捷徑，將使檢察官原先應負擔之舉證責任

與主導證據調查之監督責任，因為緩起訴制度的出現而得到解套，恐成

為檢察官逃避追訴義務的避風港，因而主張檢察官發動附帶條件的緩起

訴應該是「最後選項」173。更有認為，要求被告完成的義務勞務，需要

確能達到「教化」之功能，否則，將失去刑事訴訟制度追求公平正義之

立法目的174。 

本文認為，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既然採取「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

義」，且同時制定有絕對不起訴與相對不起訴的規定，無非是課予檢察官

在起訴時應承擔一定的責任。對於無法舉證達到起訴門檻的案件，自應

以不起訴為優先。故緩起訴制度僅能作為犯罪達到起訴門檻時，為被告

之利益而給予的優惠，而不得曲解為檢察官卸責的管道，更不能被任意

濫用。因此，若事證資料尚無法達於起訴門檻，檢察官應為不起訴處分；

若以達起訴門檻，考量給予行為人緩起訴之優惠，且利於社會復歸的角

度，應給予行為人不附帶條件的單純緩起訴，才不至於使緩起訴制度變

相成為一種「另類刑罰」。 

二、 附條件緩起訴於不能安全駕駛罪之運用 

（一）酒駕行為人的前科紀錄決定得否適用緩起訴 

緩起訴對象之選擇，雖然條文規範除「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以外之罪皆得以適用，然而實務上各地檢署的內部規範卻多訂有行為人

前科限制之要求。若酒駕行為人的前科紀錄達三犯以上175之行為人，幾

                                                
172

 吳巡龍，我國應如何妥適運用緩起訴制度，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35 期，2002 年 6

月，頁 108。 
173

 陳運財，前揭註 169，頁 92。 
174

 吳巡龍， 前揭註 172，頁 110。 
175

 參見附錄二訪談紀錄，檢察官（A1）表示：「針對可以緩貣訴的犯罪，不論酒駕與否

都會考量前科的狀況來決定是否給予緩貣訴，多數的情況下，在二犯的情況尌不會給予緩貣訴

了，原則上若被告沒有前科，被告酒測值又若不高，尌可能給予緩貣訴。」；附錄三訪談紀錄，

檢察官（A2）亦表示：「現況來說，只要是酒駕初犯尌會給予緩貣訴，二犯的話視被告狀況決

定，三犯尌貣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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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難以適用緩起訴制度。 

基此，對於因酒癮問題再犯或是累犯酒駕的行為人，現行緩起訴制

度雖然有附帶戒癮治療的可能，卻在實務的操作下，無法成為行為人社

會內處遇的管道。 

（二） 統計數據分析 

首先，就 2009 年至 2013 年公共危險罪之緩起訴新收案件數進行分

析，本文發現，近年公共危險罪之緩起訴案件呈現整體上升趨勢，惟在

2011 年至 2012 年之間案件數量突然下降。本文推測，可能原因為 2011

年不能安全駕駛罪之修法，將刑責下限向上修正，導致得適用緩起訴案

件較修法前明顯較少。2013 年不能安全駕駛罪的再度修正，將犯罪成立

要件之呼氣酒精值明定為每公升 0.25 毫克，導致較過去更多的酒駕案件

進入刑事程序，隨著案件基數的增大，也讓緩起訴的案件數量再度上升。 

 

         圖表 3 公共危險罪 緩起訴新收案件數176
 

2002 年刑事訴訟法增訂緩起訴規定時，立法理由之一強調「特別處

遇」之效果，亦即希望達到防止該個別行為人再犯之目的。就 2009 年至

                                                                                                                                    
 
176

 表格自製。參考自法務部，102 年檢察統計，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公共危險罪案件，

頁 32，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book/Book_File.ashx?chapter_id=66_7_1。（最後到

訪日期：2015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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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不能安全駕駛罪之緩起訴處分內容進行觀察，本文發現，雖然依

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2 第 1 項第 6 款之規定，檢察官得透過緩

起訴附帶條件賦予行為人戒癮治療的可能，實務上的運用此規定者卻不

多見。相反的，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2 第 1 項第 8 款「預防再犯所為

之必要命令」受到司法實務所愛用。以酒駕之緩起訴案件為例，諸如法

治教育177抑或生命教育課程178，皆係以該款作為法源依據。 

 

圖表 4  不能安全駕駛罪  緩起訴處分內容179
 

                                                
177

 例如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緩起訴法治教育-主題課程「一時酒駕，一世代價」，

http://www.ksc.moj.gov.tw/ct.asp?xItem=335425&ctNode=23588&mp=021。（最後到訪日期：2015

年 4 月 26 日） 
178

 參見附錄三訪談紀錄，A2：「……必要命令則是生命教育課程。」；C：「生命教育課程

均由醫院設計，團隊成員包括醫生、復健師、護理師、心理師。共有三次課程，包括法律、復

健、精神科等等方面。這是他們研究後認為最好的三階段上課。……當初在設計的時候，尌希

望構思上課地點可以在醫院，讓被告會看到很多送急診的病患都是因為酒駕而受傷死亡，這也

有生命教育的意義。但是最後新竹分院場地太小不夠容納，被告是在我們地檢署上課，醫生堅

持他們自己來署上課。我認為生命教育的效果很好，個案回饋都很不錯，有收穫。心理師也確

實在幫忙他們，配合度都很好。……也有的檢察官會附帶法治教育。如果同時有其他類型的案

件，也可能一貣進行。」 
179

 表格自製，惟須注意本表可能包含一人同受複數種附帶條件的情形。高雄高分檢，專

題分析法律宣導：酒駕案件偵結情形與被告犯罪統計分析， 2013 年 12 月，頁 4，

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common/WebListFile.ashx?list_id=934。（最後到訪日期：

2015 年 5 月 22 日）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處分金 10620 17123 21234 23131 21770

義務勞務 2357 3257 2449 1922 1344

必要內容 7244 8790 7310 9069 8385

完成適當處遇 10 26 44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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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common/WebListFile.ashx?list_id=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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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質疑，單純仰賴法治教育或是生命教育，難以達到防止被告再

犯的「特別預防」效果。即便在生命教育課程中邀請醫師、心理師、社

工師等專業人員就各該專業領域進行分享180，惟對於被告的矯治，僅藉

由幾次的課堂，對於被告之矯治似乎無法達成效果。且因法治教育的辦

理方式，係由各地之地檢署自行辦理，在執行上可能產生未區分被告所

犯之罪名一律接受相同課程內容的結果，根本難以達到「法治」教育的

意義181。另一方面，因為該條文義並不明確，恐怕有成為浮濫運用的「霸

王」條款之嫌。因此，本文認為，應盡量避免使用該款作為附帶條件的

依據，才不會產生夾帶不適宜作為被告緩起訴條件的問題。 

最後，本文發現，透過不能安全駕駛罪之緩起訴處分內容統計，多

數緩起訴案件採取附條件緩起訴制度，且附帶條件的內容多為處分金，

或是諸如清潔校園、照顧老人及植物人、清潔道路、環境整理182等，與

被告之酒駕行為完全無關，且不具有教育改善意義的義務勞務。本文好

奇，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戒癮治療在緩起訴實務上的不受重視？若未來

欲針對此一狀況加以改善，應從什麼樣的方向切入？未來是否有可能透

過緩起訴制度，作為我國因酒癮問題而導致酒駕再犯或累犯的司法轉介

治療管道？以上的問題，將留待本章第五節作為質性訪談的重點。 

第二款 緩刑制度 

一、 緩刑制度概說 

2005 年我國刑法修正時，順應「寬嚴並進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將

緩刑適用範圍擴大到所有過失犯，另一方面針對刑法第 74 條緩刑要件及

                                                
180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署，竹檢酒駕案件酒癮戒治處遇及生命教育課程，成效顯著！

http://www.scc.moj.gov.tw/ct.asp?xItem=247971&ctNode=24246&mp=013。（最後到訪日期：2015

年 4 月 25 日） 
181

 蔡欣樺，以刑事政策之觀點探討緩起訴制度－以社會復歸精神為取向，東海大學法律

學系碩士畢業論文，2007 年，頁 140。 
182

 法務部，102 年檢察統計，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命被告於緩起訴期間應遵守或應履

行事項，頁 23，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book/Book_File.ashx?chapter_id=66_7_1。

（最後到訪日期：2015 年 5 月 23 日） 

http://www.scc.moj.gov.tw/ct.asp?xItem=247971&ctNode=24246&mp=013
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book/Book_File.ashx?chapter_id=66_7_1


 

50 

 

緩刑附條件、第 75 條應撤銷緩刑事由與第 75 條之 1 得撤銷緩刑之規定

進行相關修正。 

該次修法中，除了將刑法第 74 條第 1 項之要件放寬，擴大使用對象

外，參考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2 緩起訴制度得命被告遵守特定事

項之規定183，明定法官宣告緩刑時，得斟酌情形，命犯罪行為人向被害

人道歉、立悔過書、向被害人支付相當數額、向公庫支付一定之金額、

提供 40 小時以上 240 小時以下之義務勞務、完成戒癮治療、精神治療、

心理輔導等處遇措施，以及其他保護被害人安全或預防再犯之必要命

令。 

關於附條件緩刑的法律意義，有認為緩刑係刑罰實現的擔保，若被

告違反緩刑所要求的附帶條件時，不但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且當緩刑

撤銷時，會直接衍生刑罰執行的效果，故屬於「刑罰權的實現」184；另

一方面，有從附條件緩刑制度的立法理由出發，認為附條件緩刑係延續

寬嚴並進的刑事政策的脈絡，具有「改採非機構處遇之轉向政策，以避

免短期自由刑之弊害、減輕監獄負荷、引入刑罰以外的社區處遇方式，

以利兼顧個別預防185之精神」。因而歸納出附條件緩刑的目的，係避免被

告受到刑罰之弊害、防免監獄超額收容，甚至帶有透過緩刑機制促使被

告改過自新、重新復歸社會的積極意義186。 

本文認為，緩刑在刑事政策的意義，既然屬於轉向處遇制度的一種，

除了具有避免刑罰弊害的功能之外，應該可以期待緩刑制度賦予行為人

復歸社會的積極效果。因此，緩刑所附之條件應具備利於被告回歸社會，

或是可以達到矯治更生的目的。 

二、 附條件緩刑於不能安全駕駛罪之運用 

                                                
183

 柯耀程，刑法總論釋義－修正法篇（下），台北 ：元照，初版，2005 年，頁 544。 
184

 柯耀程，前揭註 166，頁 148。 
185

 立法院第五屆第三會期司法委員會第九次全體委員會會議紀錄，2003 年 3 月 30 日，

頁 4-5，http://lis.ly.gov.tw/ttscgi/lgimg?@922003;0001;0016。（最後到訪日期：2015 年 4 月 28

日） 
186

 謝如媛，緩刑的刑事政策意義內涵：嚴罰趨勢下的寬典？，臺大法學論叢，第 43 卷

第 4 期，2014 年 12 月，頁 1629。 

http://lis.ly.gov.tw/ttscgi/lgimg?@922003;0001;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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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文將先就近年不能安全駕駛罪的緩刑人數統計資料進行分

析，次就不能安全駕駛罪的緩刑判決進行蒐羅與整理，以期了解實務上

對於受緩刑宣告的酒駕行為人所附帶條件的內容。並聚焦於「戒癮治療」

議題，希冀了解緩刑實務上就附帶戒癮治療的運用現況。 

（一）近年受緩刑宣告之人數狀況 

 

圖表 5 不能安全駕駛罪受緩刑宣告人數187
 

根據近年犯不能安全駕駛罪受緩刑宣告之人數變化，可以發現 2009

年至 2012 年之間受緩刑宣告之人數呈現下降趨勢。尤其 2011 年更出現

明顯下降。本文推測，可能與單純不能安全駕駛罪的刑責，從舊法的刑

罰上限 1 年提高至 2 年有關。此外，若與前述得受緩起訴之人數相比，

受緩刑宣告的人數明顯較少。 

就 2013 年受緩刑宣告人數突然上升的原因，本文推測或許與該年度

修法放寬不能安全駕駛罪構成要件之呼氣酒精值標準，以及刑罰上限提

高有關。 

細究該年度之人數分布，「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而得以緩刑之

                                                
187

 圖表自製。整理自司法院，司法統計，民國 98 年-102 年地方法院刑事第一審案件裁

判結果－按罪名別分，頁 9-160。http://www.judicial.gov.tw/juds/year102/09/064.pdf。（最後到訪

日期：2015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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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於 2013 年呈現呈現明顯成長，拘役罰金的人數卻大幅下降。本文認

為，不能安全駕駛罪增訂呼氣酒精值之要件後，實質影響犯罪成立的認

定，犯罪門檻降低使更多行為人進入刑事司法體系。且刑罰上限亦修法

向上調整的結果，也反映到法官的量刑輕重上，導致受有期徒刑宣告的

人數較過去明顯上升。 

 

 

 

 

 

 

 

表格 3 受不能安全駕駛罪宣告緩刑者之刑期分布188
 

（二）不能安全駕駛罪之緩刑判決 

1. 緩刑判決分析 

因不能安全駕駛罪於近年修法後案件量大增，為有效聚焦與討論，

本文選擇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度 2 月份不能安全駕駛罪宣告緩刑

之判決為例189進行分析。 

綜觀臺北地院 104 年度 2 月份不能安全駕駛罪宣告緩刑之判決，本

文發現，實務上對於不能安全駕駛罪之緩刑宣告，如同緩起訴的情況，

多數案件皆附帶有處分金或是義務勞務之條件，使得單純宣告緩刑似乎

                                                
188

 表格自製。整理自司法院，司法統計，民國 98 年-102 年地方法院刑事第一審案件裁

判結果－按罪名別分，頁 9-160。http://www.judicial.gov.tw/juds/year102/09/064.pdf。（最後到訪

日期：2015 年 5 月 25 日） 
189

 詳細判決列表整理請參見附錄六：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度 2 月份酒駕案件宣告緩

刑案件整理。 

 六 月 以 下 有

期徒刑 

逾 六月 以 上有

期徒刑 

拘役罰金 

2009 年 104 1 603 

2010 年 128 2 562 

2011 年 59 0 422 

2012 年 64 66 254 

2013 年 572 69 74 

單位：人數 

http://www.judicial.gov.tw/juds/year102/09/06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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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法院判決的例外情況。 

就臺北地院104年度2月份，涉及不能安全駕駛罪的29件緩刑判決，

多數被告無犯罪前科，且緩刑期間多為 2 年。從被告之前科、呼氣酒精

濃度值、家庭狀況等量刑事由的基礎進行比較，擁有相同或類似條件的

個案，卻可能得到極其不同的判決結果。當法院衡諸被告的經濟情況，

而給予附條件緩刑的「寬典」，卻忽視條件內容可能使被告面臨撤銷緩刑

的危險，形成實質上無法得到緩刑優惠的困境，以下僅以幾則判決為例：  

＜例一＞ 相同背景下的結果認定差異 

比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度交簡字第 496 號與 104 年度交簡字

第 455 號的兩則判決，可以發現被告不僅皆無犯罪前科，呼氣酒精濃度

值亦皆為 0.26 毫克，僅較法定之呼氣酒精值標準超出 0.01 毫克，故法官

在判決時所給予的附帶條件也較其他判決寬鬆。然而，從判決主文推斷，

二者之家庭狀況似乎皆屬小康190，究竟為何會產生關於處分金金額的差

異？實難以令人捉摸。 

＜例二＞ 漫長的義務勞務恐造成被告更大的不利益 

比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度交簡字第 409 號與 104 年度交簡字

第 557 號判決，前者之呼氣酒精值為 0.57 毫克，且家境貧困，僅由被告

一人獨自撫養家庭191；後者的呼氣酒精值為 0.69 毫克，且「經濟勉持」。

                                                
190

 臺灣臺北地方 104 年度交簡字第 496 號（節錄）：「惟念及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

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素行尚可，犯後復坦承犯行，

態度良好，未發生交通事故，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大專畢業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

狀況為小康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另被

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考諸其本案飲用酒類之性質，應係因一時失慮

致罹刑章，事後亦表明悔意，歷此教訓應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臺灣臺北地方 104 年度交簡

字第 455 號（節錄）：「犯後尚知所悔悟，經此教訓，應已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另考量被

告有正當工作，本院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惟為確實督促被告保持善良品行及正確法

律觀念……」 
19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度交簡字第 409 號（節錄）：「犯罪後態度尚可，且酒後騎

車行駛於道路之過程中並無釀成災害，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

其無犯罪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其素行尚可，又被告係水電工，家

庭經濟狀況貧寒，為低收入戶，又肩負養家重擔等一切情狀……故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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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呼氣酒精值推斷，後者違犯不能安全駕駛罪的程度較前者重大，且

後者的經濟狀況亦較前者優渥。然而，比較二者的緩刑宣告，要求前者

附帶 120 小時之義務勞務與保護管束192，反觀後者僅需繳納 8 萬元的緩

刑處分金。詳究法院之理由，似係認為藉由義務勞務的附帶條件，以期

「被告能從中深切記取教訓，及為強化其法治概念，使其於緩刑期內能

深知警惕，避免其再度犯罪」。 

本文質疑，若以酒精攝取量衡量被告之義務違反程度，前者的違犯

狀況較後者輕微，且依家庭經濟狀況而言，前者係由被告一人負擔全家

生計，經濟環境明顯較為艱困。雖然法院可能出於「好意193」，而讓經

濟狀況較差的被告毋庸繳交緩刑處分金，以免因其無資力繳交而遭受撤

銷緩刑的不利益。惟本文認為，承審法官忽略長時間的義務勞務與保護

管束要求，可能使經濟弱勢的被告面臨更大的緩刑撤銷危險。試想肩負

家庭經濟來源的被告，為執行義務勞務而減少家庭維持生活所必需之收

入，最終極有可能放棄緩刑條件，使緩刑遭到撤銷。縱使義務勞務可以

在假日實施194，也不應該忽略部分社會階層尚無法享受周休二日的福利

制度，因而仍然有可能造成被告的負擔。法院的「美意」恐使緩刑變相

為「買賣的正義」，富者藉由花錢「消災了事」，卻造成無力支付處分

金的窮人負擔過重的義務勞務時數。 

基此，本文主張，若法院考量被告的經濟狀況、家庭環境等因素，

認為被告不宜給與緩刑附帶條件宣告時，法院不僅有權力，也應依據個

案情況，決定給予被告「單純緩刑宣告」的可能。尤其，當法院空以強

                                                                                                                                    
為適當，爰依刑法第 74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宣告緩刑 2 年。」（按：粗體字與底線為

本文所加） 
192

 刑法第 93 條：「（第一項）受緩刑之宣告者，除有下列情形之一，應於緩刑期間付保

護管束外，得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一、犯第九十一條之一所列之罪者。二、執行第七十四

條第二項第五款至第八款所定之事項者。（第二項）假釋出獄者，在假釋中付保護管束。」 
193

 例如附錄四之受訪法官即表示：「之所以會想說被告如果付不出處分金要改採義務勞

務，尌是因為被告可能付不出錢，但他有時間……。」因而認為當被告無力承擔處分金時，給

予緩起訴附帶義務勞務的方式，對於被告是有利的選擇。 
194

 參見附錄四訪談紀錄，受訪法官表示：「而且因為服義務勞務的時間也有以在假日實

施，所以會覺得對於負擔不貣處分金的被告，給予義務勞務的選擇，會比處分金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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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被告法治觀念的虛名，給予被告毫不相關，甚至對於矯治毫無幫助的

附帶條件，最終只會成為被告的不利負擔，甚至產生類同於刑罰的效果。 

＜例三＞ 法院附帶緩刑條件之標準無從查知 

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度交簡字第 436 號的判決結果，可以再

次感受到法院的判決帶給人民的無所適從。該判決之被告未曾因故意犯

罪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且呼氣酒精濃度僅為 0.31 毫克，亦非所有判

決中最嚴重的情況，卻受到本文所整理的 29 件緩刑判決中，最長的緩刑

宣告期間，併同附帶 6 萬元的緩刑處分金與 60 小時的義務勞務與保護管

束。若從判決主文觀察195，本判決似乎和其他判決並無太大差異，究竟

為何會得到如此不利的結果，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總結而言，本文藉由判決整理，發現在共計 29 件的案件中，僅有二

件判決獲得了單純緩刑的宣告。惟其中一件係因為被告的狀況已屬重度

殘障196，難以實踐緩刑的附加條件。另外一件則似因被告與檢察官進行

協商所得到的優待。該判決之被告亦無前科，且呼氣酒精濃度為 0.26 毫

                                                
195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度交簡字第 436 號（節錄）：「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

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上揭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其素行尚佳，惟其為圖一時之便利，

酒後駕駛汽車於市區道路上，致罹刑典，犯後亦坦認而有悔改之意，堪信被告已知其錯誤，且

經此偵、審程序之教訓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故上開對被告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

適當，爰依刑法第 7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諭知緩刑 4 年，以勵自新。又酒後駕車犯罪類

型，係屬當前政府宣導防免之犯罪行為，被告已為成年人具相當智識及社會經驗，卻仍酒後駕

車，故為促使被告日後得以知曉尊重其他用路人生命、財產安全，及法治之觀念，本院認除前

開緩刑宣告外，尚有課以被告一定負擔之必要，爰依刑法第 74 條第 2 項第 4 款規定，諭知被

告應向公庫支付新臺幣 6 萬元，且依刑法第 74 條第 2 項第 5 款之規定，宣告並向執行檢察

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 60

小時之義務勞務，使其能藉此深切記取教訓，並將悔悟之心實際貢獻於有益於社會之事項上，

期能使其於義務勞務過程，確切明瞭其行為所造成之危害，並培養正確法治觀念，預防再犯，

同時依刑法第 93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併為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之諭知，俾由執行機關能予

適當督促，以觀後效。」 
196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度交簡字第 342 號（節錄）：「其為本件犯罪後，因發生車禍

事故，受有頭部外傷併硬腦膜下出血、顱內出血及嚴重腦水腫、顏面骨骨折等傷害，經治療後

左側肢體癱瘓，已無法自行下床行動，經鑑定為第 7 類（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

及其功能）重度殘障等情，有臺北市立萬芳醫院診斷證明書及病歷、被告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

明正反面影本附卷可按，堪認經此偵查程序及前開罪刑宣告，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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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相較前述例一的「嚴厲」論述197，該判決認為：「呼氣酒精濃度雖

超標，但亦僅超越○．○一毫克，本院考量一切情事，認被告經此教訓，

當無再犯之虞198」，可以發現法官似認為「情輕法重」而給予被告緩刑

優惠。惟因判決主文對於被告的其餘狀況並未多加陳述，僅可得知本案

係經協商程序後所達成共識199。因此，本文認為此判決之被告可能因為

與檢察官達成協商合意，才獲得較其他判決更好的單純緩刑結果。 

綜上所述，附條件緩刑不僅成為法院的慣用手法，且原本利於被告

社會復歸的緩刑目的已然變質。在多數的判決中，法院不是附帶無教育、

改善意義的緩刑處分金，就是有如天方夜譚地認為，課予義務勞務的條

件，即有助於增進被告之「法治素養200」，達到「改造201」被告的目的，

卻忽略了漫長的執行期間將對被告造成漫長的自由限制202。 

相反的，對於有助於改善被告身心狀況的「戒癮治療」，並未受實

務所重視。本文認為，若法院固守附加緩刑條件等同於幫助被告社會復

歸的錯誤推論，而不重視條件有無達到教育或改善被告的功效，終將濫

用緩刑制度，甚至衍生不利於被告更生復歸的結果。 

                                                
19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度交簡字第 496 號（節錄）：「爰審酌被告明知酒精成分對

人之意識、控制能力具有不良影響，超量飲酒後會導致對週遭事務之辨識及反應能力較帄常狀

況薄弱，竟仍於飲酒後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26 毫克之酒醉情況下，仍駕駛自用小客車於

公眾往來之道路，顯然漠視自己、他人及公眾生命財產安全，所為誠屬不該。」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 104 年度交簡字第 455 號（節錄）：「其明知酒後不得駕車，竟基於公共危險之犯意，於

飲酒結束後旋即騎車號 000-000 號普通重型機車上路，嗣於同日 2 時 20 分許行經臺北市○○區

○○○路 0 號前時為警攔檢，經警於同日 2 時 25 分施以吐氣酒精濃度測試，其吐氣所含酒精濃

度達每公升 0.26 毫克，而查悉上情。」從判決的論述中，可以明顯感受到法官對於被告以呼

氣酒精濃度 0.26 毫克逾越法定標準採取譴責的態度。（按：粗體底線為筆者所自行編輯） 
198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度交簡字第 541 號。 
199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度交簡字第 541 號（節錄）：「被告與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

尌刑度達成如主文所示內容之協商，本院斟酌一切情狀，認協商內容並無不當，爰依其協商之

刑度為判決。」 
200

 諸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度交簡字第 180 號、103 年度交簡字第 2946 號、年度交

簡字第 172 號、 104 年度原交簡字第 20 號、103 年度交簡字第 3762 號、104 年度交簡字第 60

號等皆為適例。 
201

 筆者之所以會用「改造」一詞，係因為法院的選項多不是從被告復歸社會的利益出發，

僅是強加法院的「美好目標」在被告所附帶的條件上，實際上對於被告再犯問題的改善多無幫

助。 
202

 謝如媛，前揭註 186，頁 1636。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lrRSWErq6VbBWWAdc9iVQVyVcN1mI9u%2fgq5lVu%2fYETM%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WvE%2fbyI1a2jio6Zjx1CNTd4dVgtEaZA6j%2f1pmD8OvZI0CUUmMFsmLU7hQg2oxI2i


 

57 

 

2. 戒癮治療在酒駕受緩刑宣告中的運用 

本文瀏覽 2006 至 2014 年全國地方法院的相關判決，發現僅有以下

三則不能安全駕駛罪之判決，於宣告緩刑時附帶戒癮治療條件203。  

＜判決一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98 年審交簡字第 103 號判決（節錄）： 

審酌被告前無公共危險之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

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素行尚佳....... ，及被告為警查

獲後經抽血檢驗所含酒精成分達 259.2MG/DL（經換算呼氣

酒精濃度達 1.29MG/L）之犯罪情節，且犯後坦承犯行，及

其酒醉駕車自行摔傷，教訓已深，暨其品性、生活狀況、

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

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再斟酌上情，認被告經本

件刑事偵審程序，教訓已深，當已知所警惕，要無再犯之

虞，所宣告之刑自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宣告緩刑 2 年。

為使被告能於本案從中深切記取教訓，避免其再度犯罪，

並確實戒除酒癮，爰併依刑法第 74 條第 2 項第 6 款之規

定，命被告應於緩刑期間，前往執行檢察官指定之機構完

成戒癮治療，復依刑法第 93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諭

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勵自新。 

相較其他兩個判決時間點，本判決作成的時間較早。判決雖未明言，

酒癮問題即係導致被告酒醉駕車的主因。惟已指出若要防治再犯，應使

被告「確實戒除酒癮」。然而從法院的論述中，無法知悉被告是否患有

酒癮，或是法院是否鑑定被告有無酒癮問題。因此，難以得知法官係以

何依據推論「酒癮和犯罪預防」之關聯。 

＜判決二 ＞ 

                                                
203

 以下判決之底線部分皆係本文自行編輯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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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3 年審交簡字第 2745 號判決（節錄）： 

衡以被告有酒精依賴，其本件犯行雖無可取，究非惡性重大

之徒。且被告犯後尌其犯行均供認無隱，並當庭提出書狀表達悔意，

經此偵審教訓，應知所警惕；本院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

適當，爰予以宣告緩刑 2 年，以勵自新。又本院審酌被告有酒精依

賴，並因其病症於 102 年 8 月 30 日至 103 年 9 月 1 日至彰化基督

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東基督教醫院治療，復經醫師建議：「病患有戒

酒動機，可規則門診且態度配合，建議持續門診追蹤治療」等情，

有該醫院前揭診斷書附卷可憑，可知被告雖有尌醫，惟仍於尌醫期

間犯下本件犯行，又被告於本案犯後仍有意願至醫院治療。從而，

為期被告於緩刑期間內，深知戒惕，避免緩刑宣告遭撤銷，並督促

被告積極尌醫治療，使其酒精依賴獲得控制、改善，爰依刑法第

74 條第 2 項第 6 款之規定，命被告於緩刑期間內，應依執行檢察

官之命令完成戒癮治療，並依刑法第 93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宣

告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至被告究應如何完成戒癮治療，核

屬執行之問題，應由執行檢察官斟酌全案情節，妥為指定，併此敘

明。 

本判決之被告在酒駕行為發生前，即因酒癮問題至醫院就診，然而，

卻在就醫期間觸犯酒駕之規定。承審法官考量被告有戒酒之意願，以附

帶戒癮治療的條件督促被告「積極就醫治療」，以期改善被告的酒癮問題。

且為防免行為人面臨緩刑宣告撤銷，在緩刑期間一併付予保護管束。 

整體而言，可以看出法院希望藉由緩刑附帶戒癮治療，讓被告改善

自身的成癮狀況，並達到社會復歸目的。為德不卒的是，法院並未細緻

考量戒癮治療的執行方式與執行可能，僅在文末三言兩語表示被告在執

行上應如何完成戒癮治療，屬於「執行檢察官」的責任。因此，即便法

院在判決文中表示「應督促被告積極就醫」，惟在執行面可能面臨的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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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法院似乎認為與自己毫無關係，甚而毋庸仔細考量204。 

＜判決三 ＞ 

臺灣台南地方法院 103 年審交簡上字第 115 號判決（節錄）： 

以被告提出之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103 年 4

月 8 日診斷證明書，再經本院送請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精神鑑定205，堪認被告本次酒後駕車犯行，與其個人疾患

與用藥飲酒不良習慣有關，則為求能一勞永逸並徹底改善

被告過往之偏差反應，與其強命入監受罰，不如依循醫療

機構治療建議，使被告得在專業安排下切實根絕問題本源，

藉此期待其改過自新確實遷善。是本院一來認為被告係屬

初犯，其經此偵審教訓及科刑宣告，應當知所警惕，信無

再犯之虞，故可暫不執行其於本案經宣告之刑，爰依刑法

第 74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宣告緩刑 2 年；再者另依照衛

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出具之前開鑑定意見，及考量為避免

被告因相類之飲酒用藥成癮問題重又犯罪，並冀其能回復

                                                
204

 根據附錄四受訪法官的意見，法官毋庸承擔緩刑或是禁戒處分的執行，似乎也正是目

前緩刑附帶戒癮治療難以有效運用的主要原因之一。 
205

 臺灣台南地方法院 103 年審交簡上字第 115 號判決中，法院提及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 103 年 4 月 8 日診斷證明書有謂：「回顧病史，患者於 20 年前 16、17 歲時尌開始有情

緒的波動，先開始是情緒的低落、活動量下降、自殺意念、胃口下降、活力下降、興趣下降，

往後多次低落後出現情緒高昂的症狀，如話多、活動量增加、性慾增加、睡眠減少、易怒、興

趣增加等症狀，故診斷為情感型精神病（以往病名為躁鬱症）又名雙極症，約十年前開始大量

飲酒，故合併酒癮，但因國人情感型精神病患者合併酒癮為正常人之十倍，故常診斷為情感型

精神症合併酒癮。」而從嘉南療養院之精神鑑定的結果中則表示：「林員為本案行為之時，除

酒精成癮之影響外，無其他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情形。因林員無法控制其飲酒之衝動而持

續喝酒，且門診治療效果有限，復又有明顯戒斷症狀，以動機式晤談法評估目前，林員目前仍

處於懵懂期，未來仍有再度使用相關物質之可能性。因此，建議持續對林員施予身心治療及輔

導教育，著重在突破否認、合理化等防衛，澄清復發之危險因子；矯正錯誤之認知與觀念，同

時協助其整理其人生遭受酒精之影響、確立其人生目標與生涯規劃，增進法律常識教育。其酒

精戒斷症狀曾出現酒精戒斷癲癇，若未即時治療，恐有致死之可能，若能由家人或司法強制力

責付接受精神科門診進行戒癮治療，穩定配合藥物與心理治療，將有助於戒除酒精使用。至於

其他精神科診斷，如躁鬱症等，則以規則門診追蹤即可，未有需立即處理之必要。」（底線為

本文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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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身心正常狀態，同時導正被告錯誤認知與觀念、增進

法律常識教育，本院亦認有令其於緩刑期間內繼續接受治

療，以控制其個人狀況之必要，且為確保被告能繼續主動

配合治療，爰併依同法第 74 條第 2 項第 6 款之規定，命被

告應於緩刑期間，前往執行檢察官指定之醫療機構完成酒

精戒癮之治療，復再應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

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勵自新，併觀後效。 

本判決在本文所舉的三個判決之中，論述得最為清楚與完整。法院

不僅採用被告所提出的診斷證明書，還為力求謹慎而命被告再到另一家

醫院進行鑑定評估，以確認被告是否確有酒癮的問題。並與醫院確認藉

由司法的戒治手段，確有助於被告狀況的改善。另一方面，法院亦花費

極大的心力，論證要求被告接受酒癮戒治之理由。檢證被告雖係初犯，

然而酒癮的問題可能導致其未來再度犯罪。只有使被告順利戒除酒癮，

方得以根本改善被告的狀況，以利其更生。 

美中不足的是，本判決係因被告人不服前審之簡易判決處刑206所得

到上訴判決結果。在前審的判決主文中，不僅未給予被告緩刑，且對於

被告有酒癮一事隻字未提207。若無上訴判決查明被告的酒癮狀況，根本

無從得知被告有戒癮治療的必要。 

本文認為，實務為求迅速便利，在交通案件中經常採取簡易判決處

刑。然而卻可能因簡易程序僅以書面審理208，造成法院無法完全掌握被

告資訊，以至於難以察覺被告有無酒癮之情況。甚而造成附帶酒癮戒治

                                                
206

 此判決之前審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3 年交簡字第 997 號判決，判決主文係處有期徒

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可以發現並無併為諭知宣告得以緩刑，若依

照前審之判決內容，被告無法繳交罰金時，就會面臨入監受有期徒刑的結果。 
207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3 年交簡字第 997 號判決主文僅表示：「考量本件幸未肇事，且

被告犯後承認犯行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復衡以被告為高中畢業、務農、家庭

經濟狀況為勉持（見警卷第 1 頁）之智識程度及經濟能力，諭知如主文所載之易科罰金折算標

準，以資懲儆。」單純從判決文字，根本無法看出被告有酒癮問題，若非透過二審的判決文得

知前審為此號判決，筆者無法聯想這是兩個基於相同案件下做出來對於被告的量刑評價。 
208

 何賴傑，論我國刑事簡易程序與德國「簡化之刑事程序」之比較研究，國立中正大學

法學集刊，第 2 期，1999 年 7 月，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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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項不受法院所重視。尤其，難以期待一般人民具備法律智識，知悉

類此案件仍有上訴機會。本文大膽推測，酒駕案件附帶酒癮治療之使用

率偏低，可能導因於受緩刑宣告的被告多為初犯，屬於酒癮患者的比率

較再犯與累犯低。然而，亦不能忽略實務過於仰賴簡易程序，造成未踐

行直接審理209，導致被告的酒癮問題難以被法院察覺。 

總結而言，酒駕得受緩刑宣告的被告多無犯罪前科，且法院經常以

義務勞務與處分金作為附帶條件。相較之下，法院注意到被告的酒癮問

題而予以鑑定評估，甚至附帶戒癮治療的判決可謂少之又少。 

依據我國刑法第 74 條之規定，法院命被告戒癮治療之宣告，毋庸經

被告同意。學說亦有認為，緩刑的本質屬於刑罰權的確認，故附帶條件

不僅有刑罰伴隨作用，更帶有強制性色彩，因此，不需同意即可要求被

告負擔210。惟德國法上緩刑欲附帶侵入性或是戒癮治療措施時，需要得

到被告的同意，因此有必要思考我國法上有無增加同意概念的必要。氏

進一步認為，若以緩刑附帶條件作為戒癮治療依據，在被告未配合治療

的情況下，緩刑就有可能遭到撤銷，故即便增加同意概念，仍明顯不利

於被告。相形之下，我國既然採取刑罰與保安處分的雙軌制，若法官在

宣告緩刑時，採取單純緩刑併命禁戒處分予以戒癮治療，或許在結果上

反而更有利於被告211。 

本文認為，從鼓勵社會復歸的角度而言，緩刑帶有刑罰暫緩執行212的

意義，屬於刑罰節制措施213的一種，不應該因為附帶條件的增訂，而沾

染上刑罰的色彩。因此，以附條件緩刑帶有刑罰權的性質，毋庸得被告

同意的理由，並無說服力。另一方面，後說不僅注意到我國實務上附條

件緩刑過度浮濫的問題，且為防免被告因違反條件導致緩刑撤銷，而有

入監服刑的危險，提出透過我國原有的保安處分制度，建立有利於行為

                                                
209

 何賴傑，同前註，頁 18-19。 
210

 柯耀程，前揭註 166，頁 148。 
211

 蔡書瑜，量刑觀點下之附條件緩刑，國立臺灣大學法律學院法律學研究所碩士畢業論

文，2010 年，頁 73-74。 
212

 林山田，前揭註 49，頁 208。  
213

 林東茂，台北：刑法綜覽，一品，第 7 版，2012 年，頁 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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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會復歸的處遇管道。可謂解決自實施附條件緩刑以來最為人詬病的

問題，使被告得在毫無負擔的情況下接受戒癮治療。 

要再次強調的是，倘法院宣告緩刑條件時未仔細評估被告之狀況，

即恣意想像附加條件利於其更生改善，恐因條件之內容對被告過苛而形

成「假象式美意」。現有之緩刑附帶酒癮治療案例已相對稀少，法院更應

綜合審酌被告的工作、家庭環境等因素，確保被告遵守療程、幫助其社

會復歸之目的。 

 綜上所述，我國緩刑制度隨著附條件緩刑的增訂，漸漸偏離本來

在刑事政策上的意義，而朝向類似刑罰的概念發展，成為法院防免「輕

縱」被告的護身符214。針對酒癮戒治的附帶條件，不僅實務未有效運用；

即便給予戒癮治療之附帶條件，若被告未積極參與，可能造成全部緩刑

處分撤銷的危險215，形成被告社會復歸的兩難。況且，依據本文整理歸

納實務上得受緩刑宣告的案件，仍多以酒駕「初犯」居多，難以矯治酒

駕再犯與累犯的酒癮問題。 

第三款 酒駕再犯與累犯的社區處遇適用困境 

從緩起訴與緩刑制度的運用現況，可以看出我國的轉向處遇制度係

以初犯者為中心，因而造成酒駕再犯與累犯難以適用。是故，我國非拘

禁措施之規定，並未合於聯合國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基準規則對於國家

應積極提供非刑罰化處遇措施之要求。 

透過判決與統計數據的整理，可以清楚看到無論緩起訴或緩刑制度

                                                
214

 謝如媛，前揭註 186，頁 1647。 
215

 附錄四受訪法官認為：「緩刑在附負擔的情況下，若給予行為人戒癮治療，但是若後

來行為人沒有去完成治療，很有可能尌會被地檢署撤銷緩刑。……，行為人會犯罪，可能是因

為他是一個很被動的人，所以課予負擔尌是希望行為人可以積極去做，改變他過去的習慣。如

果行為人比較懶、不願配合履行緩刑所命負擔，尌可能尌會被撤銷緩刑宣告，當檢察官認為需

要撤銷緩刑時，尌會向地方法院聲請撤銷，這樣變成變相也是讓法院自己多了一件案子，而且

因為撤銷緩刑的案件，不是一來尌可以馬上處理，還是需要傳喚受刑人了解他們不去履行的理

由，所以在緩刑附負擔的情形，究竟是不是需要讓行為人去做酒癮戒治，再配合行為人未來可

能又被聲請撤銷緩刑的後續可能，法官會願意多一道緩刑附戒癮治療宣告的決定的可能不多。」

綜上所述，受訪法官認為，緩刑附帶戒癮治療，有可能因被告的放棄參與，而面臨嗣後緩刑遭

到撤銷。故法官多不願意附帶戒癮治療作為條件，以免增添自己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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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用「戒癮治療」的比例較處分金或是義務勞務的比例為低。且附

帶條件的選擇，往往缺乏必要性與否的具體檢證，即認為所附條件利於

矯治行為人。若從社會復歸的角度，法院應使用單純緩起訴或是單純緩

刑較佳。且就附帶條件之內容，應與行為人的犯罪矯正具備一定的關聯

性，方合於聯合國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基準規則限定「利於行為人復歸

目的」時，才得以例外加諸條件於行為人之規範。 

本文就我國轉向處遇制度之整理，可知實務不僅已將附加條件視為

原則，亦未仔細審酌條件是否利於行為人之「矯治」，即作為給予行為人

緩起訴或是緩刑優惠的附帶「警惕」。足見我國刑事司法現況與國際條約

之要求，仍具有一定的落差。 

第三節 禁戒處分 

除了前述的轉向處遇措施，我國在刑罰之外，尚有保安處分制度。

而與本文所關注之酒癮戒治處遇較為相關者，乃係刑法第 89 條禁戒處分

之規定，以下將從定義、要件、困境等面向分析之。 

第一項 定義 

我國刑法第 89 條禁戒處分屬於保安處分的一種，針對保安處分在刑

法制度的定位，學說上有單軌或雙軌理論的爭議，主要圍繞在對於保安

處分與刑罰本質的討論。 

採取單軌理論之論者認為，刑罰與保安處分在本質上並無二致，認

為刑罰具有懲罰犯罪行為人的目的，亦具有矯治及教化的功能216。採取

雙軌理論之論者則認為，刑罰著重於行為人「過去行為」的處罰，希望

藉由處罰帶給行為人相應於過去犯行的「懲罰」；而保安處分制度則為

補充刑罰制度的不足，以降低行為人社會危險性的「防衛社會」為目的，

並兼具幫助行為人未來之再社會化之可能217，例如我國司法院大法官釋

                                                
216

 楊建華，保安處分在立法上之比較與檢討，法學叢刊，第 105 期，1980 年 6 月，頁 9。 
217

 蘇俊雄，保安處分理論與刑法改革的比較研究，刑事法雜誌，第 38 卷第 1 期，198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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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四七一號解釋即闡明，保安處分的主要目的係在使行為人「將來之

危險性所為拘束其身體、自由之處置，以達教化與治療之目的218」。 

本文認為，既然刑罰的目的已經從「應報理論」，轉向兼具行為人

復歸理念的「特別預防」觀點219，則二者的概念不應再涇渭分明，而在

部分功能上有所交集220。是故，當刑罰的特別預防效果失靈，僅剩下懲

罰的作用時，保安處分不應該成為拘束行為人的另類刑罰，而應該扮演

與刑罰相互補足的積極矯治功能。 

所謂禁戒處分，是對於患有成癮問題而可能犯罪並危害社會的行為

人所實施的特別處遇，性質上屬於「治療處分」的一種，也因為要達到

治療目的，條文明定須限制受處分人之人身自由，屬於拘束人身自由的

保安處分。依照我國現行條文的規定下，禁戒處分所處理的對象，可以

再細分為刑法第 88 條針對施用毒品者的戒毒處分，與刑法第 89 條針對

酗酒者的戒酒處分兩種類型。 

本文所關注的重點，乃係對於酗酒者的禁戒處分。究其變遷，係以

2005 年之修法作為分水嶺。修法前禁戒處分並無再犯危險性的概念，單

從條文解釋，將得出只要行為人酗酒成癮並犯罪，即得施以禁戒處分的

荒謬結果。然而，酗酒行為本身既非法律所禁止，當然也不足以成為施

以禁戒處分的理由。即便在行為人酗酒之後有為犯罪行為，也只能作為

主觀狀態的評估項目，無法正當化在刑罰之外附加保安處分的理由，甚

至是作為剝奪人身自由的依據221。另一方面，過去禁戒處分的執行期間

為 3 個月以下，因為期間過短，導致能否在短時間內使行為人達到戒除

酒癮的目的，也備受質疑222。 

                                                                                                                                    
9 月，頁 65。 

218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71 號解釋。 

219
 林山田，前揭註 212，82-83 頁 

220
 林鈺雄，保安處分與比例原則及從新從輕原則－評大法官釋字四七一號解釋，台灣法

學雜誌，第 1 期，1999 年 4 月，頁 300-301。 
221

 李茂生，論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中保安處分相關規定，月旦法學雜誌，第 93 期，

2003 年 2 月，頁 110。 
222

 蔡墩銘，各國對於酗酒人禁戒處分之比較，刑事法雜誌，第 2 卷第 10 期，1958 年 10

月，頁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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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理由，2005 年保安處分條文修正時，禁戒處分之規定亦進

行相關修正。依照現行刑法第 89 條規定：「（第一項）因酗酒而犯罪，

足認其已酗酒成癮並有再犯之虞者，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

以禁戒。（第二項）若前項禁戒期間為一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

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可以發現，對於過去僅因行為

人酗酒而犯罪，即得以施以保安處分的錯誤立法，已增訂「再犯之虞」

的要件。此外，針對禁戒期間過短無法達到戒癮效果的問題，也在修法

後將期間延長至一年以內。 

第二項 實務運用現況 

第一款 禁戒處分數量變化趨勢 

 

圖表 6  全國執行禁戒處分年度變化趨勢223
 

自 2011 年開始，刑法第 89 條禁戒處分的運用有相當明顯的成長。

本文推測，可能導因於新竹地檢署於 2011 年 6 月開辦「鑑定評估及酒癮

                                                
223

 圖表自製。參考自法務部，102 年法務統計年報，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保安

處分情形，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book/Book_File.ashx?chapter_id=66_31_1。（最

後到訪日期：2015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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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治處遇治療措施224」。檢察官在偵查中可轉介五年內酒駕三犯以上之被

告接受酒癮評估，經鑑定確有酒癮者，則在起訴後請求法院為禁戒處分

之宣告。若被告拒絕接受轉介鑑定，將納入犯後態度不佳的量刑參考。

因此，被告多願意「主動」配合，從而發覺許多潛在的酒癮患者，進而

影響刑法第 89 條禁戒處分的數量變化。 

根據新竹地檢署 2011 年之統計，透過此一計畫接受酒癮鑑定的 291

名行為人中，有 50 人患有酒癮而接受禁戒處分，僅 5 人於療程後結束再

犯不能安全駕駛罪，足見禁戒處分對預防再犯確有一定效果。然而，針

對新竹地檢署執行保安處分的手段，本文認為，利用量刑的不利益迫使

行為人「自願」參與酒癮鑑定評估，雖結果而言有助於篩檢行為人的酒

癮問題，惟保安處分具有拘束人身自由的效果，且透過量刑壓力造成被

告心理上的強制，難以確保行為人在後續程序中積極參與戒癮治療。因

此，本文強烈質疑藉由此種方法確認被告身心狀況之妥適性。 

第二款 禁戒處分之成立 

依刑法第 89 條之規範，禁戒處分的成立須就被告是否合於「酗酒成

癮」與具有「再犯之虞」進行認定。 

一、 行為人是否符合酗酒成癮之要件 

法院欲確認行為人是否符合酗酒成癮之要件，可以從行為人是否合

於「酒癮」狀態與醫院的鑑定報告225進行切入。 

（一）行為人是否合於「酒癮」狀態 

首先，法院可能從卷證資料與對於行為人當庭訊問，以確認行為人

                                                
224 蕭 博 文 、 蕭 承 訓 ， 接 受 戒 治 酒 駕 再 犯 率 低 ， 中 時 電 子 報 ，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0610000384-260106。（最後到訪日期：2015 年 4 月

24 日） 
225

 參見附錄四，受訪法官表示，欲確認行為人是否合於刑法第 89 條禁戒處分之要件，

原則上是透過鑑定、卷證上對於行為人的資料以及對於行為人的當庭訊問加以確認之。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0610000384-26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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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符合酒癮的症狀226。觀諸我國法院對於酒癮的認定依據，本文發現，

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交上易字第 327 號判決採取的認定標準，有為實

務引用之趨勢。該判決認為所謂酒癮「係指慢性而長期性無法自制的飲

酒，屬病態性的飲酒方式，造成酒精依賴和濫用，通常為維持日常工作

而天天喝酒，無法停止或減量，喝醉後 1、2 天仍處於酩酊狀態，並有健

忘的現象，引發社會適應困難之情形」，因此，法院開庭時，便可能以行

為人有無天天喝酒、酒後有無出現酩酊狀態與健忘等狀況，評價行為人

是否合於酒癮之症狀。 

雖然根據本文受訪法官的意見，採取行為人之狀態作為認定依據的

判決較為少見227。然而本文回顧近年判決，發現有為數不少的案件，皆

採取前述高等法院的酒癮認定基準228。例如新北地方法院第 103 年度審

交易字第 1094 號判決，便援引前述高等法院判決之依據，直指行為人「於

本案法院審理時尚能保持意識清醒，對於本件案情所為陳述，核與其先

前於警詢時及偵查中所述大致相符，顯無時刻處於酒後之酩酊狀態、健

忘等社會適應困難或依賴酒精之情狀」而作出被告無酒癮的認定。 

回顧醫學上對酒癮的認定即可發現，高等法院所採取的酒癮標準與

過去醫學實務的診斷分類相同，皆採取「酒精依賴」與「酒癮濫用」的

區分方式，然而對於酒癮病徵的描述似乎過於狹隘。本文認為，若過度

依賴前述高等法院的定義，僅從外觀上確認行為人是否合於「酒後之酩

酊狀態」，極可能忽略初期酒癮患者與常人幾乎無異的重要特徵。不僅

                                                
226

 參見附錄四，受訪法官表示：「若檢察官貣訴書中，未向法院請求宣告行為人禁戒處

分，但從卷證觀察，行為人有很多前科，或是有敘述行為人有喝酒的習慣時，尌會進一步考慮

應否宣告行為人禁戒處分。看完卷證以後，尌會訊問當事人，確認他喝酒的習慣如何，有時候

行為人尌會說常常喝啊，或是喝了多少，視情況法院尌會判斷是否送鑑定，由醫院再進一步確

認，在判決上我們尌會認定行為人有沒有酒癮，或是行為人有沒有再犯之虞。」 
227

 參見附錄四，受訪法官表示：「酩酊應該是比較不可能，因為他們要喝完酒來開庭，

是比較少見的，只不過從他言談狀況可以看的出來被告的精神狀況，再來連結他們有沒有酒癮。

但開庭的時候被告有無酒醉的情況？這個我到現在開庭也還沒有遇到過。而且法庭的距離有點

遠，我們也很難聞得到被告嘴巴口氣如何。」 
228

 如桃園地方法院 103 年審交易字第 912 號、新竹地方法院 103 年審交易字第 545 號、

103 年審交簡字第 122 號、 103 年審交簡字第 8 號與彰化地方法院 102 年交易字第 100 號等判

決皆屬適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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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行為人的改善與矯治毫無助益，更可能因而再犯酒駕犯罪。針對此

一問題，學者指出，保安處分的宣告是由法官為之，因其根本欠缺相關

的學識，或習慣考量矯治的機能，容易形成隔離無害化的結果229。 

（二）醫院的鑑定證明 

針對禁戒處分之認定，究竟係由法院自行判斷亦或委由醫院鑑定之

問題，法條並無詳細規範230，故仍視法官有無囑託醫院鑑定。因此，仍

可能產生由法官自行認定的危險231。 

本文認為，就「酒癮」初期的診斷，難以期待非醫學專業背景出身

的法官，僅從行為人的外觀即可以確知行為人的身心狀況。且刑法第 89

條禁戒處分，屬於「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若未謹慎認定，恐怕變

相形同隔離人民於社會之外。因此，本文建議，針對禁戒處分的運用，

皆應該交由醫生鑑定行為人是否合於「酒癮」的情況，方為妥適。 

二、 行為人是否具有再犯之虞 

經過判決之整理，本文發現，法院係根據行為人的前科紀錄確認其

有無「再犯之虞」。若行為人的前科紀錄顯示其酒醉駕車具有「密接與連

續性232」，將對於法院的認定帶來正面的影響作用。 

                                                
229

 李茂生，前揭註 221，頁 113。 
230

 盧映潔，刑事制裁體系：第四講保安處分，月旦法學教室，第 43 期，2006 年 5 月，

頁 73。 
231

 參見附錄四，受訪法官表示：「大部分看到的都是會送鑑定，因為如果一審不送鑑定

的話，可能二審他也會要送，而且交給二審送鑑的話，會有個麻煩，若當事人在一審到二審中

間戒酒，變成當事人的情況與原先有出入，所以最好是可以在一審送（鑑定）。不過雖然是大

部分會送，但也是有個案是沒有送鑑定尌直接由法官判斷應否宣告禁戒處分。」 
232

 如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103 年審交易字第 921 號（節錄）：「足認被告慢性、長期之飲酒

已達無法自制之狀態而有酗酒之習慣，且嚴重影響其日常生活作息，並已生對酒精之依賴，更

因酗酒而犯罪之事實亦如上述，業已無法期待被告未來無飲酒駕車之可能而有再犯之虞」；臺

灣台北地方法院 103 年審交簡字第 290 號：「被告既係因酗酒而犯罪，且早已酗酒成癮並有再

犯之虞，又其行為對於交通秩序及其他用路權人之人身、財產安全所表彰之嚴重性及危險性甚

鉅，衡諸被告此種行為已對社會產生相當之危險性，自有加以預防矯治之必要。」皆為適例；

另一方面，附錄四受訪法官亦表示：「成立禁戒處分的要件有一個是「再犯之虞」的有無，那

我們尌會去認定說這個人以前曾經有密接連續的前科，而且又再次犯罪，這樣他未來有「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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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究竟何種情況屬於密接與連續，涉及法院的個案認定。例如

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審交簡字第517號判決中，行為人分別在民國96年、

98 年（2 次）、101 年與 103 年犯下酒醉駕車的犯罪行為，以頻率而言約

2-3 年一次，故行為「尚非連續」233，毋庸付與禁戒處分。惟亦有法院認

為，綜合行為人過去的前科紀錄觀之，只要近年的前科紀錄具有密接連

續性，仍得以認定行為人具有「再犯之虞」，例如新竹地方法院 103 年審

交易字第 545 號判決234之行為人，分別在「94 年、99 年、100 年、101 年、

103 年」觸犯不能安全駕駛罪，法院便就此認定行為人合於「再犯之虞」

的要件。亦即，即使從行為人全部的前科紀錄觀之，欠缺一定的密接連

續性，只要近年的前科紀錄呈現密接連續的分布，仍然可能推導出行為

人具有再犯之虞的結果。 

本文認為，隨著 2013 年呼氣酒精值調整為每公升 0.25 毫克後，若

僅以前科的密接連續程度，作為判斷其應否賦予被告禁戒處分的要件之

一，可能造成禁戒處分的發動過於浮濫。因為，在今日的標準下，即便

檢測時酒精值超標，行為人的狀態也不一定造成「社會危險」，因而欠缺

發動保安處分作為防衛社會的基礎。 

第三項 禁戒處分的難題 

第一款  實施期間過短難以達到治療目的 

案號 酒駕前科 處分期間 

台北地院 

                                                                                                                                    
之虞」的認定尌存在了。」 

233
 臺北地方法院 103 年審交簡字第 517 號判決（節錄）：「分別發生在民國 96 年、98 年

2 次、101 年、103 年，尚非密集發生，且另無其他事證足認被告酗酒成癮，仍未符刑法第 89

條施以禁戒保安處分之要件。」 
234

 新竹地方法院 103 年審交易字第 545 號判決（節錄）：「再徵諸被告歷次酒後駕車（含

本次）之犯罪時間分別為 94 年 5 月 7 日、99 年 7 月 31 日、100 年 2 月 25 日、101 年 11 月

23 日、103 年 7 月 11 日（參前揭犯罪事實及緩貣訴處分書、刑事簡易判決、刑事判決），被告

數度酒後駕車上路，足見其確已酗酒成癮並有再犯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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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度審交易字第 921 號 4 次 6 個月 

103 年度審交簡字第 290 號 7 次 8 個月 

新竹地院 

103 年度審交易字第 545 號 4 次 3 個月 

103 年度審交簡字第 122 號 2 次 3 個月 

103 年度審交簡字第 8 號 3 次 3 個月 

103 年度審交易字第 365 號 4 次 3 個月 

103 年度竹交簡字第 779 號 3 次 3 個月 

表格 4 2014 年 7 -12 月台北、新竹地院因酒駕宣告禁戒處分之判決235
 

2005 年的修法將禁戒處分得實施期間之規定，從舊法的 3 個月延長

為 1 年，惟本文整理禁戒處分的判決發現，多數判決仍以 3-6 個月居多。

本文認為，既然保安處分兼具矯治行為人以及防衛社會的目的，則期間

之長度仍應充足，才可以使行為人達到戒癮的效果。參酌前述就酒癮戒

治所作的整理，可以得知酒癮患者至少需一年未再產生酒精依賴或酒精

濫用的情況，方可確定進入「穩固緩解」。因此，雖然禁戒處分的期間已

經延長，惟若從治癒與改善行為人酒癮的角度，本文質疑，係因我國裁

判「積惡承習236」的通病，造成多數判決所宣告的禁戒處分期間過短，尚

不足以矯治行為人。 

第二款 適當實施場所不足 

依據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49 條的規定，禁戒處分的實施場所「應設置

醫師及適當之治療設備」。所謂「適當之醫療設備」應該包含合乎衛生條

                                                
235

 表格自製。 
236

 本文針對禁戒處分期間過短的問題向附錄四之受訪法官詢問，法官表示：「我也不清

楚為何會都訂差不多這個期間，猜測上，或許是因為一開始大家都是這樣判，所以後面的人在

判決的時候，也會參考前面的案例去判……。」可見禁戒處分期間過短的主因之一，可能係法

官經常依循前人的判決做出類似的判決結果，卻並未仔細檢視在執行面上治療期間是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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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病房、病床，提供有效之藥物及治療技術237，且依照刑法第 89 條之

規定，原則上需「收容」於特定處所。 

因我國尚未設置專門收容酒癮患者的戒酒處所238，目前係由執行檢

察官指定適當之公立醫院239，採取「門診治療」的方式，要求被告完成

療程。然而，不僅司法實務未提供妥善的收容空間，即使在我國一般醫

療院所，也面臨藥酒癮專門病房稀少，僅有少數醫院設置專門病房提供

住院服務，可見政府並未對酒癮病患的問題加以重視。 

本文在此並非主張或鼓勵禁戒處分必須採取拘禁人身自由的方式。

僅指出國家若尚未具備提供適當矯治場所的能力，可能造成禁戒處分制

度不利於行為人之社會復歸，甚而變相成為行為人的負擔。 

第三款 無視被告之意願 

若從防衛社會的觀點，禁戒處分的發動在於防免具有酒癮的行為人，

在戒除酒癮問題前回到社會而再次犯罪。基此，採取拘束人身自由的手

段，在治療的期間內予以隔離，以達到防止再犯的效果，並無疑義。 

然而，若將視角轉變為「矯治行為人」的目的，將具有酒癮問題的

行為人與病人同視，使其得以接受妥善治療的「醫病觀點」。未取得病

人同意便逕行治療的情況下，往往無法使行為人積極參與，而難收治療

之效240。尤其被告的酒癮問題可能來自經濟或是家庭造成的心理壓力，

欲真正根除被告之酒癮，勢必要仰賴心理諮商或是輔導的介入241。在被

告非自願性參與禁戒處分的情形下，心理治療的效果恐怕也將大打折

扣。 

                                                
237

 劉作揖，保安處分執行法，台北：新文京，初版，頁 105。 
238

 賴擁連，前揭註 52，頁 64。 
239

 劉作揖，前揭註 237，頁 102。 
240

 周文如，性侵害犯罪與保安處分－從強制治療出發，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

畢業論文，2011 年，頁 100。 
241

 李茂生，前揭註 221，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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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禁戒處分的未來 

作為兼具防衛社會與矯治教化功能的保安處分制度，即便立法上將

之與刑罰區隔，卻因為執行方式的類似性，而容易予人刑罰之感，甚至

產生侵害人權的疑慮。有學者認為，保安處分的制度期待創造刑事司法

帶有矯治行為人的萬能形象，卻利用粗糙的強制性手段，將受保安處分

的行為人拘禁在封閉擁擠的場所強迫矯治，不僅無助於治療，更造成其

復歸社會的阻礙242。 

然而，本文認為，這並不代表在現況之下，只能選擇全面棄守保安

處分的制度。若將制度設計的更加完備，或許可以在保安處分得替代刑

罰的基礎上，使保安處分制度轉變成為特殊的替代刑罰選項，甚至可能

創造一條利於物質成癮行為人的復歸社會之路。因此，未來應如何就保

安處分制度的缺失予以改善，勢必將成為重要的改變關鍵。 

第四節 社會支持 

除了醫學與刑事司法制度之配合，尚需社會支持系統的鼓勵，才能

增強酒癮者的戒癮意願，並強化患者社會復歸的可能。基此，以下將就

分別社會支持的內涵、對於酒癮者的影響，最後就我國對於酒癮者之社

會支持是否充足，進行討論。 

第一項 社會支持的內涵 

第一款 社會支持的意義 

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的概念源自 1970 年代社區心理學的研究，

透過社會支持，讓個人感受被關愛、被尊重、有價值，並認知到自己屬

於社會的一份子243。藉由社會支持系統的參與，能使個人擁有穩定的生

活，也可以提高自尊與自信，避免不健康的生活環境，維持個體的身心

                                                
242

 盧映潔，前揭註 230，頁 79。 
243

Cobb S., Presidential Address-1976. Social support as a moderator of life 

stress ,38(5)Psychosom Med 300, 300(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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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244。基此，若行為人能夠獲得充足的社會支持援助，將強化其矯治

與社會復歸的可能。 

第二款 社會支持的來源與功能 

社會支持的來源可分為正式支持與非正式支持系統，前者係指專業

性的支持，如政治、經濟、司法、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後者則來自個

人社會網絡的非正式社會支持，如家人、親友、鄰居與宗教力量245。 

就社會支持的功能，主要可以分為三種面向。第一，提供訊息性支

持（informational support），給予忠告、指導或建議，協助個體瞭解及因

應問題。第二，工具性支持（instrumental support），如金錢、物質或是

行動的協助。第三，情緒性支持（emotional support），表達同理及關愛，

並給予正向的鼓勵支持246
 

以本文所研究之酒癮者為例，除了前述所提及的醫療服務與司法處

遇之外，社會內的民間戒癮機構，亦得提供酒癮者正式社會支持。酒癮

者之家人與親朋好友，或是宗教的心靈寄託，也能為酒癮者提供非正式

的社會支持。透過訊息性、工具性、情緒性支持的支持性協助，強化酒

癮患者的戒癮意願，並減少患者未來再度施用酒精的可能性。更重要的

是，透過社會支持，讓酒癮者找回自我存在的意義與自信，順利復歸於

社會。 

第二項 社會支持系統對於酒癮患者的影響 

有外國研究文獻指出，初次門診評估時，低社會支持的患者，在療

程結束後的追蹤中將呈現較嚴重的物質濫用問題。相反的，若治療初期

                                                
244

 張尚文、胡海國、葉英堃，生活事件、社會支持與精神疾病，當代醫學，第 407 期，

1995 年，頁 22。 
245

 陳肇男，家庭、社會支持與老人心理福祉：二十世紀末的台灣經驗，台北：聯經，初

版，2015 年 1 月，頁 14-15。 
246

 呂寶靜，老人朋友網絡支持功能之初探，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第 4 卷第 2 期，

2000 年，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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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即具有良好的社會支持，濫用酒精的嚴重程度將會明顯降低247。我

國亦有研究指出，參與戒癮治療的酒癮患者，若社會支持系統越加穩固，

於治療活動中會有較佳的參與狀況、正向感受及自我價值的認同。且若

有人陪同參與治療，患者更可以產生較高參與意願。換句話說，當酒癮

患者獲得較好的社會支持，將對其參與治療的意願帶來加分的效果248。良

好的社會支持，亦有助於個案恢復自信，並加速個案的復原速度249。 

論者進一步指出，酒癮患者自我價值認同較低的原因，可能是周遭

的社會支持系統對於患者的反覆飲酒行為感到失望，而無法肯定患者，

或是來自於患者自身無法順利戒癮，在反覆施用的過程中產生罪惡感所

致。因此，如何幫助患者重新找回對於自我的肯定，也是協助酒癮者回

復健康的重要關鍵250。  

綜上所述，通過社會支持系統的鼓勵，患者不僅得以降低酒精濫用

的可能性，更可以強化戒癮治療的參與意願，甚至加速患者的康復情況。

尤其，社會支持系統對於酒癮者的態度，更可能影響期自我認同的高低，

在低社會支持的情況下，患者即有可能喪失對於自我的肯定，同時失去

重新進入社會的勇氣。 

第三項 我國民間戒酒團體之缺乏 

酒癮患者除了透過醫院的戒癮治療以外，我國亦有少數的民間戒酒

團體舉辦的課程與活動，就其模式可以分為民間戒酒機構與自助戒酒團

體兩大類。 

我國的民間戒酒機構，主要多以福音戒癮模式的教會活動，在傳遞

福音的過程中，幫助酒癮患者達到戒酒的效果。包含如晨曦會、沐恩之

                                                
247

 Patricia L. Dobkin et al., The role of functional social support in treatment retention and 

outcomes among outpatient adult substance abusers, 97 Addiction347, 354-355.(2002)；Brown et al., 

Stress, vulnerability and adult alcohol relapse,56(5)JStud Alcohol.538 ,542-544.(1995)  
248

 黃珮珊，酒癮患者的依附型態、社會支持及活動參與之探究，臺灣大學職能治療研究

所碩士畢業論文，2007 年，頁 80。 
249

 江振亨，從復原力探討矯治社會工作在犯罪矯治之運用與發展，社區發展季刊，第 435

期，2009 年 6 月，頁 435。 
250

 黃珮珊，前揭註 248，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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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主愛之家等，性質則多屬中途之家模式，並以戒毒為主、戒酒為輔

的運作方式經營251，尚無專為戒酒癮而設立的民間機構。透過研讀聖經、

福音課程與生活戒律之課程以及規律的生活，讓成癮者脫離原本的生活

圈，回歸沒有酒或毒品誘惑的生活252，並強化戒癮對象戒除酒癮的意願。。

經由在機構的生活過程，幫助戒癮者再次學習團體生活，透過與其他戒

癮者相互支持鼓勵，以完成戒癮目標。 

其他自助戒酒團體，以戒酒無名會（Alcoholics Anonymous，簡稱

AA）為例，該團體於1935年在美國俄亥俄州創立，參與團體聚會時，與

會者毋庸具名或是透露自己的身分，因而以「無名會」稱之253。以宗教

陪伴的理念，不假外力且無固定組織模式的方式舉辦定期的聚會254。藉

由成員彼此分享經驗並互相鼓勵，並遵守戒酒12步驟的規定以力行戒酒

之目標，參與者毋庸繳納任何費用即得加入255。我國之無名戒酒會目前

集中於大都市，尤以台北的據點最多256。 

本文認為，雖然我國有少數民間戒酒機構與自助戒酒團體，若與民

間戒毒機構相比，數量明顯不足。惟民間戒癮團體亦為行為人在社會內

處遇所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既然酒癮合於我國精神衛生法規範之精神

疾病，精神衛生法第16條257亦已指出國家應積極獎勵民間機構的設立。

以我國民間戒酒團體的現況觀之，足見政府在獎勵設置上明顯怠惰，導

致我國民間團體的數量根本不足以支應患者的參與。 

                                                
251

 曾維英，酒癮者原生家庭經驗之研究：家庭系統觀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

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畢業論文，2005 年，頁 4。 
252

 胡淑梅，前揭註 139，頁 17。 
253

 韓青蓉，精神醫療社會工作，台中：華都文化 ，初版，2013 年 7 月，頁 303。 

 
254

 謝幸容、陳衍宏，攜手穿越迷幻森林－「戒酒無名會」齊心拒絕酒精，張老師月刊，

第 292 期，2002 年 4 月，頁 105。 
255

 韓青蓉，前揭註 253，頁 303-304。 
256

 AA 戒酒無名會，戒酒無名會台灣 http://www.aataiwan.org/howItWorks.html。（最後到

訪日期：2015 年 4 月 22 日） 
257

 精神衛生法第 16 條（節錄）：「各級政府按實際需要，得設立或獎勵民間設立下列精

神照護機構，提供相關照護服務：一、精神醫療機構：提供精神疾病急性及慢性醫療服務。二、

精神護理機構：提供慢性病人收容照護服務。三、心理治療所：提供病人臨床心理服務。四、

心理諮商所：提供病人諮商心理服務。五、精神復健機構：提供社區精神復健相關服務。」 

http://www.aataiwan.org/howItWork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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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酒癮者之司法處遇與就醫保障 

酒駕行為人的酒癮戒治，涉及司法與醫療的跨領域合作，且從判決

的整理可以發現，針對酒駕再犯與累犯，無論是轉向處遇制度的難以適

用；或是實務使用禁戒處分制度的被動消極，皆造成司法轉介戒癮治療

無法被靈活運用，使得行為人難以達到矯治與改善的可能。 

然而，是什麼原因導致酒癮戒治未受到重視？現今司法實務上究竟

面臨了何種困難？從現有的文獻與判決整理，並無法提供一個好的解

答。 

另一方面，因為酒癮戒治涉及醫療專業，為期更精準地掌握醫療戒

癮實務的現況與困境，參考司法與醫療第一線實務經驗，以強化我國對

於因酒癮而再犯或累犯酒駕行為人的社會復歸管道。 

基此，本文將就司法處遇與醫療制度二個層面，從緩起訴、禁戒處

分與醫學戒癮治療的實務運作，分別訪談法官、檢察官、觀護人、書記

官等司法人員以及醫院的精神科醫師，以期對於實務運作能有更深刻的

認識。就本文以下之訪談對象， A1 與 A2 為檢察官，B 為書記官，C 為

觀護人、D 為法官，E 為精神科醫生。（以下以代號稱之） 

第一項 司法處遇面 

第一款 緩起訴制度 

就我國緩起訴附帶戒癮治療，現行實務受限於前科紀錄的限制，故

難以作為酒駕再犯或是累犯的社會內處遇管道。然而，因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2，並未明文排除再犯或累犯之適用，故未來若可以妥善運用緩

起訴制度，似有機會作為行為人在社會內戒癮治療的依據。我國司法實

務上，也已有地檢署注意到緩起訴制度運用的可能性，因而開始試辦緩

起訴戒癮治療計畫。例如 2013 年 7 月新北地檢署開始試辦「酒駕緩起訴

附帶酒精戒癮治療計畫」，即係因過去再犯或累犯酒駕的被告，多受簡易

判決而入監服刑，惟單純拘禁這類具有酒癮問題的被告，難以達到治本

的效果。因而希望透過緩起訴戒癮治療，幫助行為人順利戒除酒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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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酒駕的再度發生。 

針對緩起訴附帶戒癮計畫之內容，係由新北地檢署與新北市衛生局

之戒酒門診合作，以 1 年內 2 次酒駕但未肇事的行為人為對象（惟排除

5 年內犯 3 次以上酒駕者）。若被告經醫院評估適宜實施戒癮治療，且當

事人同意自費負擔約 2 萬元到 2 萬 4 千元之治療費用，並完成至少 12 次

的門診，即謂完成緩起訴的附帶戒癮治療之要求。惟若在 1 年半的緩起

訴期間內，被告未按時門診或未能完成療程，則檢察官將會重新予以起

訴258。 

本文認為，若緩起訴制度被妥善運用，的確有可能成為未來治療酒

駕行為人，促進其社會復歸的管道。因此，以下分別與我國司法人員進

行訪談259。 

一、 緩起訴附帶條件依照被告的經濟與家庭狀況調整 

A1：針對緩貣訴附帶的處分金或是義務勞務，則是依據被告的尌業

與家庭狀況進行考量而決定，因為無論是附帶義務勞務或是處分金都需

要被告的同意，因此要盡量在考慮符合被告能負擔的狀態去決定緩貣訴

的附帶條件，此外也會參照行政處罰的酒測罰鍰去定相關的處分金。 

A2：尌業、家庭等其他狀況，影響緩貣訴處分金的酌定，但是我們

還是有一定的標準，而且標準還滿嚴格的。因為修法以後刑度提高，處

分金也提高，比判刑還要重。比如說判刑兩個月，易科罰金大約是六萬

元，但我們署內的緩貣訴處分金貣跳是八萬元，我個人會看情況調低，

署內檢察官的共識是以此作為參考，希望緩貣訴的結果不要相差太多，

但是如果個案家庭狀況太差，也於心不忍，這時候尌會視個案狀況調低。 

二、 酒駕緩起訴附帶戒癮治療的實施狀況 

                                                
258 黃 哲 民 ， 新 北 檢 首 創 酒 駕 戒 癮 緩 起 訴 ， 蘋 果 日 報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0622/35100614/。（最後到訪日期：

2015 年 5 月 10 日） 
259

 訪談全文參見附錄二與附錄三訪談紀錄。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0622/3510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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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檢察署與醫院的合作狀況不一 

A1：執行上……並沒有和任何醫院簽訂類似的合作協議。 

B：有和台大竹東分院與新竹分院合作，我們主要依據醫生的判斷。 

（二）戒癮採門診治療方式，要求被告提供門診證明 

A1：也因為現在實務上並沒有類似的規範要點或是處理流程，所以

變成尌是在執行時的執行檢察官自行決定，例如要求被告自行參與戒除

酒癮的門診，被告可能會需要定時去尌診，並提供尌診紀錄。……可能

有以下幾個方法，首先，是要求被告提供回診紀錄或診斷證明，再呈報

給檢察官，第二個是要求被告每個月定期返回地檢署，由被告當場提示

門診紀錄，最後一個方法是，要求由地檢署發函給被告受診的醫院。但

往往因為被告可能不一定持續在單一的醫院尌診，且要公文往返較為複

雜容易造成對方醫院的負擔，所以在實務上較少運用。 

B：因為我們不是醫學專業，我們並不知道醫生要求他多久去看一

次，所以現在做法是每月要求被告提供門診治療的診斷書給我們。 

（三）觀護人並未陪同參與門診且無居家訪視 

A1：酒駕的部分而言，觀護人多半是進行法治教育或是義務勞務的

監督，……法治教育會由觀護人擬訂計畫並通知被告來參與課程，在控

制被告酒癮的部分，縱使要求觀護人，也頂多是要求觀護人「督促」被

告尌診，但是不會要求觀護人需要定期到被告家中訪視。因為尌業務量

而言，觀護人帄常已經有自己固定的訪視業務，若還要再加上酒駕的部

分，實際上過於龐大。而且即便讓觀護人到居家進行訪視，如果真的是

酒精成癮的狀況，單純的訪視恐怕對於現狀的改善也沒有任何幫助，因

此應該還是督促參與門診治療是比較有意義的。……如果是單純的酒駕

案件，幾乎不可能有辦法尌其日常生活狀況進行檢驗。而且因為喝酒的

問題和毒品的問題本來尌不一樣，本身吸毒尌是犯罪，但是單純飲酒並

不是犯罪行為，所以訪視的密度或許也不需要那麼高。 

A2：這（按：居家訪視認定有無過量飲酒）真的有一定的困難度，

因為我們署內只有三犯在做酒癮評估，然後決定是否貣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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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酒癮治療，沒有另外要求他們跟觀護人報告。毒癮的話，來地

檢署我們可以採尿，確認他沒再吸毒。但酒癮跟觀護人報到的實益不大。

加上這些個案往往都是底層的工人，他們維持生計已經很困難了。如果

課予他們跟觀護人報到，然後他們往往是高密度地去醫院治療，這樣來

回奔波完全無法兼顧生活。我們覺得治療比報到有效，因為有給予醫療

費用的優惠。…生命教育有一些。醫生也想要告訴個案醫院有哪些方法

可以戒癮，他們有協助個案填寫自我鑑定問卷，如果有這些狀況，生命

教育結束後還是可以向醫院尋求治療和其他幫助，這是自願求助的個案。

醫生也有說，課程結束後，仍有個案持續接受門診治療。 

（四）政府有補助戒癮費用，但仍有司法人員不知情 

A1：目前的戒癮費用原則上都是讓被告自費負擔，所以當然還是有

可能被告有負擔上有困難的可能；但其實不單只是酒癮緩貣訴的問題，

比如像是也是有案例因為繳不貣緩貣訴處分金，尌因此被撤銷緩貣訴。 

C：衛福部有補助醫院進行酒癮治療，不論是不是因為戒治處分，

一個人一生上限大約是四萬元，但是這個費用不補助掛號費，掛號費必

頇自費。我們當時跟醫院談合作，尌有擔心個案沒有辦法負擔這筆醫藥

費，所以告訴個案可以去申請戒酒補助，他只需要負擔掛號費尌好。至

於原住民在醫療上本來尌有優惠和各種補助了，只是有沒有意願而已。 

（五）緩起訴程序結束，地檢署不會協助轉介其他戒癮團體 

A1：原則上緩貣訴程序結束尌不會再進行追蹤，所以基本上也不太

會轉介其他的戒癮團體，而且現在台灣的民間戒癮團體似乎也不是那麼

盛行，實務和民間的戒癮團體幾乎是沒什麼聯繫。 

B：尌執行層面而言，緩貣訴結束以後尌結案了，我們尌沒辦法干

涉被告了。 

C：緩貣訴結束後，通常是醫生或護理師會轉介被告給醫院自己的

病友團體，像是無名戒酒會等等。……因為地檢署的轉介沒有拘束力，

他們也不一定會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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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行困境 

（一）酒駕三犯以上要給予緩起訴有困難 

A1: 針對酒駕前科次數與得否緩貣訴，每個署內會有自己的規定，

目前桃檢這裡的趨勢尌是五年內二犯尌不得易科罰金，所以基本上如果

被告超過要再給予緩貣訴幾乎是不太可能了。 

C：因為三犯都貣訴了，檢察長帶我們去醫院參觀，醫生都認為酒

駕三犯以上才會考慮是跟酒癮有關，一兩次大概都是偶發，不見得與酒

癮有高度相關，所以後來在初犯或二犯也尌沒有再另外考慮要讓被告緩

貣訴附帶戒癮治療了。 

（二）執行面無相關規範辦法可參考 

A1：其實最重要的尌是有沒有一套統一的作業程序，因為其實要推

行一套計畫，裡面的細節制定都是很重要的，比如說什麼樣的情況是「酒

癮」？費用的負擔如何分擔，是不是全額由被告自費支出？或是說因為

各地區地檢署合作的醫院不同，所以被告若要「完成」戒癮治療要如何

認定？例如是以門診參與次數計算？或是內容是不是變成都要統一？所

以其實是有非常多的細節的。也尌因為其實真的要討論貣來細節很多，

所以在還沒有公布統一的標準或辦法之前，恐怕使用量也會有限。 

第二款 禁戒處分制度 

雖然依照本文第三章之整理，禁戒處分面臨許多困境。惟因保安處

分制度不僅具備矯正、預防行為人未來之社會危險性的功能，若搭配刑

法第 98 條，有機會成為高風險行為人的社會復歸管道。然而，僅從禁戒

處分的判決內容觀之，難以知悉禁戒處分的執行方式，以及禁戒處分無

法得到法官們「厚愛」的原因。基此，本文將從這幾個面向與我國司法

人員進行訪談260。 

一、 禁戒處分的執行 

                                                
260

 訪談全文參見附錄三、附錄四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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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方式 

D：之前我有先與執行檢察官確認，高檢署會與特定幾個醫療院所

簽約，讓各地地檢署可以選擇配合的醫療處所，新北地檢這裡主要是八

里療養院。……地檢署在執行前，會先函給八里療養院和他們說有這個

情況，然後也會同時函給受刑人，通知他要在特定時間內，按時進行門

診，像是酗酒者的情形，尌可能是定期門診拿藥。地檢署是另外有提到

說，如果行為人有不能自發參與完成，地檢署尌會藉由強制力，把行為

人拘束在八里療養院裡。但是我不確定住院的部分，如果是施以強制力

的話，有沒有特別的法源依據。……法律規範下，是施以刑前治療，但

現在也沒有適當處所可以拘束其人身自由，變成執行上面臨到底要怎麼

處理的問題……費用的部分，地檢署是要被告自行負擔。那如果被告

沒錢，會改以民事訴訟強制執行的方式要求他支付。。 

B：禁戒處分三個月，一般都有完成，但療效尌不清楚。因為我們

只要求他有去門診掛號，他吃不吃藥我們也不知道。……禁戒處分的內

容是去治療，不是去評估，沒有住院，只是掛門診而已，因為個案通常

應該也不需要住院。……因為是治療，我們主要依據醫生的判斷。只要

符合醫生的指示，掛號次數符合、提出門診證明尌好。 

（二）法官難以得知也不關心執行狀況 

D：法官其實大部分都不知道後續怎麼執行，因為執行成效如何，

也不會有人關心，因為那個不關法官的事。……刑事執行與判決是分割

的，導致法官不會去考慮自己判決的結果，到底有沒有效，或是不需要

去考慮超額收容嚴不嚴重，反正判決了法務部尌是要處理。 

二、 法院不願使用禁戒處分的原因暨改善方式 

（一）法院不願意使用禁戒處分的原因 

1. 法官毋庸承擔禁戒處分執行成效 

D：決定適用第 89 條禁戒處分的人，不用負擔禁戒處分執行成效的

好壞，意思尌是說，即便這個制度是好的制度，他也不會考慮，法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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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特別去管這個制度，究竟對行為人的矯治有沒有幫助，反正他只要

把案子結掉尌好了，如果不去管第 89 條的禁戒處分，法院只需要去處理

行為人的刑度高低，判決下去尌可以確定了，換句話說，因為第 89 條的

發動，要比較多的程序，如果直接量處有期徒刑，對法官而言，操作上

會比另外檢視行為人有沒有適用刑法第 89 條禁戒處分的必要來的方

便。 

2. 法院無法介入保安處分的執行 

D：即便是很有熱誠的人，想要透過保安處分來改變行為人的不良

習慣，但是因為沒有辦法介入，所以執行層面究竟有沒有辦法達到法官

所預設的理想，其實也難以確認，而且在現行法下也沒有權限可以介入

檢察官的處理方式。 

A2：目前禁戒處分的數量有減少，因為執行太困難，而且多半也是

檢察官作此禁戒處分的請求，才會在判決時附帶禁戒處分。 

3. 法院無法確認禁戒處分的執行內容 

D：法官根本上無法確定執行面上執行了什麼樣的內容，換句話說，

我只知道有一個禁戒處分，目標是要改善酒癮者的酒癮情況，但是在法

官不知道執行層面的運作，法官尌不會去用這條來對被告施加保安處分 

4. 鑑定費用過鉅 

D：其實如果要每個案子都送鑑定的話，花費的錢也滿多的，因為

法院需要支付這筆鑑定費用，送一次鑑定大概要花費 1 萬 5000 元到 2 萬

元的費用，法官如果不知道花了這筆鑑定費用，後來對於行為人施行禁

戒處分的效果究竟怎樣。 

（二）建議刑罰或保安處分的執行由法院主導 

D：從制度面去改善，讓刑罰或是保安處分的執行，都可以由法院

來主導，讓法官可以有一個全面性的視野，知道被告出獄之後，再犯的

狀況如何，或是法官自己有什麼樣的資源，可以來改善被告的狀況，讓

行為人的再犯率降低，不會讓法院與行為人的關聯，到判決完畢尌結束，

法院對於執行面的內容，也不會再像現在一樣無從置喙。……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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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尌直接修法，把刑之執行從刑事訴訟法修成直接由法院處理，

等於法院未來尌會有一個刑事執行科。那這樣的好處，不僅止於禁戒處

分的執行面，還可以一併處理超額收容的問題，讓法官可以透過這個制

度，知道現在監獄裡面人有多少，才會更重視量刑上的處理，並且去進

一步思考判刑會不會導致監獄超收，或是透過監禁達到降低再犯率的問

題。 

三、 禁戒處分無監督機制 

D：法院的話是沒有，但這邊我尌不是非常確定。因為這主要是偏

向刑之執行。法院介入保安處分執行或是刑之執行的情況，我印象應該

尌只有少年法院的法官，可以對於收容所的少年按時視察，但其他法律

是不是有規定在其他適當執行場所視察或監督，目前印象中是沒有。 

第二項 醫療制度面 

本文將從我國戒癮治療實務現況、透過司法轉介治療的可行性與民

間戒癮機構之面向切入，與精神科醫生進行訪談261。  

第一款 我國醫療戒癮實務現況 

一、 酒癮專門病房資源不足 

E：醫院精神科最不願見到酒癮或毒癮患者進入醫院，他會有情緒

問題，戒斷的時候也會有混亂的現象，也有生命危險，戒斷症狀也會有

抽搐、意識不清，醫院需要大量人力來應付……且醫院尌算提供這個服

務、床位等，也不會有這麼多人進來，空床會太多，所以他們會傾向附

設在精神科。所以主要是營運上，不符合供需成本的問題。……所以如

果真的進來做戒癮治療，台灣目前只有公立療養院會宣傳有病房提供酒

癮治療。可是其他醫院尌是一般精神科病房，有些人聽到精神病房尌拒

絕了。 

                                                
261

 訪談全文參見附錄五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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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健保未就酒癮給付，卻給付重度酒癮可能產生的酒癮戒斷症

狀或是其他併發症 

E：目前健保對酒癮又不給付，所以要自費尌有人不願去住，「戒酒

發泡錠」健保不會給付，所以要全自費。金額大約是一顆一百元上下。

雖然單純的酒精濫用、酒精依賴尌不會給付。但因為會產生酒精戒斷的

情況，患者一定會有酒精依賴問題，所以醫生有時候會強調這些症狀，

讓他有機會接受健保給付。考量到一個人若有心戒癮，全部自費帄均一

次一千元，檢查可能也要兩三千。對很多沒有穩定收入、勞工階層來說，

這樣實在無法負擔，比酒錢還貴……他尌會想自己戒尌好。 

三、 個案治療期間採取個別化評估判斷 

E：醫學定義上，這本來尌有高度復發可能，一年是一個段落，但

自我管控還是必要的。另外我們會參考他的支持系統，例如個人的社經

地位、經濟狀況等，如果情況很好的話，也許半年尌可以讓他回歸自我

管理；但是如果他的環境很糟，或是有嚴重憂鬱症，這樣我們尌會建議

治療一年以上再繼續治療。如果是家暴受害者，長期依賴酒精自我麻痺，

這樣的問題也許治療一年都沒用。如果他無法脫離原本的環境，同樣會

繼續濫用。……我們還會參考個人的個性，也尌是醫學上所謂「人格結

構」，例如有些人個性會追求享樂與衝動，我們可以預期過一年如果沒有

介入，他還是很快又回去使用。而如果人格上較具依賴性、脆弱、不安

全感，如果脫離醫療環境，他還是很容易回去使用。這樣尌會需要長期

的心理治療、社會復健，讓他維持一個良好的狀態，所以基本上尌是個

別化的綜合評估。 

四、 藥物治療以外應配合心理與認知治療 

E：即使透過藥物，其他相關配套，包括環境協助、支持、心理建

設也要一貣加入…..配合心理和認知的治療，（藥物）不可能永久服用。

這些管控的東西是希望可以內化成病人戒酒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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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透過司法轉介治療酒癮患者的當否 

一、 輕度與中重度患者分流 

E：實際上短期住院還是最好，不過因為資源不足的問題，所以目

前是以門診治療為主，輕度病人的門診尌足以應付，不需住院。但門診

的缺點尌是太嚴重病人無法治療，這些人需要「環境控制」，不讓他們有

機會輕易接觸酒精，家人不一定可以協助時治療尌會打折扣。 對中重度

以上的病患，住院治療是很合適的。雖然是最適合的方法，但是台灣提

供資源很少，很多人還要去工作。 

二、 戒癮治療應有獎勵性質，以促進患者之戒治意願 

E：酒癮戒治在法令上並不完備，以新北市的試辦方案來說，即使

給予有酒癮的被告緩貣訴，他本來該受的處分金或是義務勞務卻不會因

此減免，只是變成他另外自願接受治療，而緩貣訴期間仍然是一年。所

以很多人覺得我何必接受，所以轉介、願意接受治療的尌不會多，即使

一開始來治療，後來中斷也不會怎樣，變成只是一種鼓勵性質的措

施。……若以毒癮的法令觀察，治療可以替代刑責、罰金，但酒癮因為

還在試辦，來治療沒有辦法得到其他的利益。法律上如果不修改，對於

酒癮治療的推廣會很困難。 

三、 應提供酒駕行為人適當的戒癮處遇制度 

E：像我看到的酒駕進入監獄，他們通常繳不出錢，且和一般的收

容人放在一貣，都沒有針對他的酒癮去處理，這樣尌比較可惜。（進入監

獄的這些人）或多或少都需要治療。但他們不想治療、沒有催促的力量、

沒有動機，或是覺得治療沒有用，尌算想戒也不知道管道，或是沒有勇

氣面對、不想清醒等等。所以能有機會、推力讓這些人進入正規治療我

覺得滿好的。不然現在酒駕很多是累犯，他沒有得到適當處遇。毒品觀

察勒戒的地方有心理師和社工，會去處理這塊，但酒駕只有一般看孚所，

雖然有輔導員等等去協助，但沒有專門的輔導和醫療配合，我覺得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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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上應該調整。 

第三款 我國缺乏民間戒癮機構的改善之道 

一、 鼓勵民間戒酒團體的發展 

E：目前民間也沒有很多，馬偕這種宗教醫院比較早有「戒酒匿名

會」，有病人和志工團體協助。但「戒酒匿名會」在其他地方幾乎沒有發

展，台灣戒酒的機構可能比戒毒的還少，戒毒的至少還有宗教團體等等。 

二、 整合各大醫院開設戒酒匿名會 

E：從我這裡畢業的病人，我只能給他醫院方面的資源，像是醫院

的心理師和社工等。尌算請心理師和社工去開戒酒的團體，開了以後成

團的機會不大。因為開了之後我們也只會介紹自己醫院的病人，但一個

療程要順利運作，可能至少要十個病人。如果有人願意成立這種機構或

是團體的話，應該要結合很多醫院，讓其他醫院也可以轉介進來。 

第三項 質性訪談內容分析 

第一款 對於戒癮患者就醫權益之漠視 

我國健康保險法第 1 條開宗明義宣示，健康保險係「為增進全體國

民健康，以提供醫療服務262」 為目的的社會保險制度。 

然而，受訪人指出，健保對於物質成癮患者未予給付的主因，係傳

統觀念認為酒癮或毒癮都是人民所不應沾染的「惡習」。對於「咎由自取」

而染上不良習癖的國民，國家藉由社會保險的不予補助，表明對抗酒癮、

毒癮的態度，更藉此將不服從國家政令的國民，排除於社會福利體系之

外。 

雖然酒癮患者仍有機會獲得就醫的補助，惟本文認為，考量我國目

                                                
262

 健康保險法第 1 條第 1 項：「為增進全體國民健康，辦理全民健康保險（以下稱本保

險），以提供醫療服務，特制定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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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戒酒癮的主要藥物「戒酒發泡錠」取得不易，國內僅有少數醫院提供，

且多需人民自費取得，恐怕亦會減低患者的就醫意願。即便如同受訪醫

生所言，為避免過度造成人民負擔，醫生開立處方籤時，會以酒癮患者

在戒酒時的酒精戒斷症狀，或是其他酒癮併發症等得受健保給付的症狀

為名，減輕人民自費的負擔。然而，本文質疑，在科技與醫學發達的今

日，物質成癮既已被認定為精神疾病的一種，為何我國仍為傳統錯誤觀

念的窠臼束縛。若拋開舊有觀念的桎梏，提供國民健康保險協助人民戒

癮，相信對於毒癮或酒癮的人口掌握將更加精確，也不易產生成癮人口

黑數問題，勢必有助於國家公共衛生與社會福利政策的制定。 

第二款 我國刑事司法無法提供良好的處遇制度 

首先，對於得否給予緩起訴的認定，實務上各地檢署多訂有內部的

酒駕緩起訴辦法。依照被告的前科狀況，考量酒測值等指標以決定應否

給予被告緩起訴的機會。依照新竹地檢署在 2013 年不能安全駕駛罪修法

前的緩起訴級距表，若行為人之呼氣酒精值屬於第四級距以上且發生傷

亡或具有酒駕前科，則將視情形決定應否起訴。即可看出，行為人的前

科紀錄愈多且呼氣酒精值愈高，不僅受緩起訴的可能性愈低，即便獲得

緩起訴處分263，所需負擔的處分金或是義務勞務等附帶條件也將更加嚴

苛。 

級距 
緩起訴期間 呼氣酒精濃度 處分金 義務勞務期間 

1 1 年 未滿 0.55 毫克 5-6 萬元 40-80 小時 

2 1 年 0.55 毫克以上，

0.75 毫克未滿 

6-7 萬元 80-120 小時 

3 1 年 0.75 毫克以上， 7-8 萬元 120-160 小時 

                                                

263
 黃士元，面對酒駕－新竹地檢署辦理酒駕案件處遇裁量標準簡介（一），法務通訊，

第 2570 期，2011 年 11 月，頁 5。 



 

88 

 

1.0 毫克未滿 

4 2 年 1.0 毫克以上，

1.25 毫克未滿 

8-9 萬元 160 小時-200 小

時 

5 2 年 1.25 毫克以上，

1.50 毫克未滿 

9-12 萬元 200 小時-240 小

時 

表格 5  2013 年修法以前 新竹地檢署酒精濃度與級距標準表264
 

換句話說，雖然依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可以期待司法實務運用緩

起訴制度，作為對於因酒癮而再犯或累犯的酒駕行為人的治療途徑。卻

因為檢察實務之規範，造成緩起訴的轉向處遇制度，難以作為給予再犯

或累犯之酒駕行為人治療的依據。 

另一方面，針對我國緩起訴附帶條件經常給予的處分金或是義務勞

務負擔。除了依據被告的前科標準有級距差異外，更會隨被告的經濟與

家庭狀況進行調整。因為緩起訴附帶條件的內容，往往依據各地檢署內

部辦法調整，在酒駕法制嚴罰化後，隨著刑度提高，緩起訴之處分金也

隨之提高，有時甚至出現緩起訴處分金的金額較易科罰金的結果更重之

「違背常理」的結果265，導致人民根本不願意接受緩起訴處分，寧可選

擇以起訴取得緩刑或是易科罰金的判決結果。 

針對緩起訴附帶戒癮治療的實施情形，身為篩漏犯罪應否起訴的檢

察官，觀念上多認為，緩起訴制度既然屬於轉向處遇，應以「無前科的

初犯」為主要對象，且不能安全駕駛罪的初犯，多為偶發個案，殊難想

像行為人具有酒癮問題。因此，實務上發動緩起訴附帶戒癮治療的機會

並不多，且對於在何種情況下，行為人需付與戒酒治療的亦非明確，單

從法條解釋上，也難以確認何種情況需要撤銷行為人緩起訴處分，導致

檢察官多不願意在緩起訴時付與酒癮治療，以免產生適用上的疑慮。 

                                                
264

 表格自製。參考自黃士元，同前註，頁 3。 
265

 參見訪談紀錄三，受訪者 A2 針對這樣的情形也進一步補充：「我們有建立緩貣訴的金

額階級量表，如果法院判得比我們低，當事人知道了，通常尌不會接受緩貣訴，他寧願給法官

判。所以法院決定的刑度明顯太低，我們尌會上訴。」本文認為，針對這樣的情況，可見緩起

訴的規定已經變相成為一種「買賣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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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附帶條件應如何運用的問題，參酌檢察機關辦理緩起訴處分作業

要點，僅表示檢察官於附命戒癮治療的緩起訴處分時，「宜告知緩起訴處

分之相關法律規定及撤銷之法律效果，由被告自費至指定處遇之醫療機

關（構）接受處遇之意旨，其命令並應得被告之同意266」，卻未就何種情

況合於撤銷之情形，提供明確的依循辦法。而緩刑附帶戒癮治療的執行

面，亦連帶面臨相同的問題。準此，本文認為，若欲增加緩起訴戒癮治

療的使用，勢必應透過政府統一制定執行辦法，針對戒癮治療的內容進

行細部的規範。讓檢察官在運用上有所依循，且行為人的緩起訴處分不

會被任意撤銷，更能解決司法無法與醫療連結的難題。 

就新北地檢署試辦的緩起訴酒駕處遇計畫，因為司法人員無法跳脫

「愛用」附帶處分金與義務勞務的僵化思考。導致原本應是緩起訴附帶

處遇計畫主軸的戒癮治療，變相成為緩起訴的「附屬品」，更導致行為人

徒增「負擔」之感，降低患者的參與意願。最終造成「立意良善」的緩

起訴附帶戒癮治療的計畫，衍生參與人數過低，結果與未開辦前無異的

窘境。 

另一方面，禁戒處分制度的最大缺失，是面臨決策者與執行者分割，

導致身為決策者的法官，對於執行方式根本不清楚，而無法妥善運用。

本文認為，無論是禁戒處分處分期間過短、部分法官不清楚酒癮定義或

是無適當場地的問題。都是源於法官對於禁戒處分的執行層面並未了解，

因而做出不適切的決定，或是無法有效改善執行面的不足。基此，參考

受訪法官之意見，不僅可以導正禁戒處分不受重視的根本性問題，更可

以透過制度的運用，實質導入美國酒駕法庭的概念，讓法官在執行的過

程也成為重要的決策者。 

因為禁戒處分與緩起訴制度在執行面上，具有一定的類似性。本文

以下將就其異同進行整理，以期釐清二者在執行面的差異。 

                                                
266

 檢察機關辦理緩起訴處分作業要點之緩起訴處分第六款作業流程：「檢察官於命被告

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理輔導或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時，宜告知緩起訴處分之相關法律

規定及撤銷之法律效果，由被告自費至指定處遇之醫療機關（構）接受處遇之意旨，其命令並

應得被告之同意，由書記官記明筆錄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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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緩起訴附帶戒癮治療 禁戒處分 

相異點 

處分作成者 檢察官 法官 

執行方式 醫院門診治療 醫院門診治療+ 

強制住院 

有無強制力 無 有 

是否可能撤銷 是 否 

替代刑罰可能 無 有 

相同點 

執行地點 醫院 醫院 

執行費用支出 被告自費 原則由被告自費 

有無要求觀護人陪同

行為人參與門診 

否 否 

表格 6 緩起訴戒癮治療與禁戒處分之比較267
 

首先，緩起訴制度係由檢察官所作成，且若欲附帶戒癮治療之條件，

需先經被告同意，處分不具有強制力；禁戒處分則係由法官所作成，且

毋庸得被告同意。因此，若被告拒絕參與，得透過強制力要求被告接受

治療。 

另一方面，就緩起訴戒癮治療與禁戒處分的相同之處。首先，雖然

禁戒處分依刑法第 89 條之規定，應該在「適當處所」執行，且具有「拘

束人身自由」的性質。惟因現行法下無適當處所，故無論緩起訴或禁戒

處分的執行地點皆為醫院。 

第二，針對戒癮治療的費用，就緩起訴的部分，本文認為，依據刑

事訴訟法第 253 之 2 條之規定緩起訴的戒癮治療需先徵得被告同意，才

得以作為緩起訴的附帶條件。若被告之經濟狀況不佳，又未取得酒癮補

助的資訊提供，恐將導致被告不願意參與戒癮治療，而無法積極運用的

困境。就禁戒處分制度而言，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17 條之規定，原則仍

                                                
267

 表格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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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行為人自行承擔268，且依照實務的做法更可能產生費用上的執行疑慮。

本文認為，既然禁戒處分屬於國家高權所為的強制處分，似乎有所不妥。

透過高壓的手段下，得否對於被告的參與意願及回復狀況有所幫助，亦

令人質疑。 

最後，無論是緩起訴戒癮治療或是禁戒處分制度，皆未要求觀護人

陪同行為人參與門診，亦無進行居家訪視，難以追蹤被告的就診情況。

在執行面上，目前僅能透過要求被告提供到院門診證明，作為配合參與

戒癮治療的憑證。本文質疑，如此一來不僅司法監督機制蕩然無存，更

彰顯了我國司法處遇與醫療制度欠缺妥善合作的根本問題。 

第三款 民間戒癮資源缺乏 

透過本文的訪談，司法人員與醫生都直指我國民間戒癮團體缺乏的

問題。尤其，民間戒酒團體相較戒毒團體更是少之又少，即使患者在醫

院成功戒除酒癮，復歸社會的過程，也可能因為缺乏充足的社會支持，

使得行為人再度面臨酒精的誘惑，而再次陷入酒癮的惡性循環。 

配合前述我國現有的刑事司法制度亦難以作為酒駕再犯或累犯之適

當處遇管道的情況下，民間戒癮團體的缺乏，將使行為人陷入酒癮戒治

的雙重困境。更極端的說，即便行為人得以透過司法體系進行戒治處遇，

仍舊面臨我國司法實務在司法程序終結後，不會主動協助轉介人民至民

間戒癮團體的不利結果。導致人民除了在戒癮治療的過程，經由醫院介

紹或是主動搜尋相關資訊外，幾乎已無其他管道取得社會內戒酒團體的

消息，無從落實醫療外的社會內戒治可能性。 

本文認為，此一問題突顯我國司法程序與民間的連結薄弱，且司法

欠缺主動性與積極性的色彩。若司法程序僅關注在並力求「事件」的紛

爭解決，而忽略行為人的問題核心，終究無法達到改善行為人再犯的結

果。立基於「特別預防」矯治行為人，以幫助行為人復歸社會的觀點，

                                                
268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17 條：「（第 1 項）保安處分處所對於受處分人，應供給飲食衣被及

其他維持身體健康之必要設備。但執行感化教育及禁戒或強制治療所需之費用，得斟酌情形，

向受處分人或其扶養義務人收取，其無力負擔者，仍由保安處分處所，按一般標準供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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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刑事程序中或是治療期間終結後，司法皆應重視民間團體得以為行

為人帶來的社會支持效果，積極協助轉介有需求的行為人參與民間戒酒

團體，才可以真正防免物質成癮的再發性，減少人民因成癮問題而再次

犯罪的可能性。 

基此，根本性解決此問題的方法，係國家在補助患者參與戒癮門診

外，應正視成癮問題的反覆再發可能，協助成立民間戒癮團體，讓患者

結束醫療院所的治療以後，可以在社會中持續戒癮的習慣。此外，無論

是民眾的自願參與治療或是透過司法轉介治療，勢必都會經過醫療院所。

因此，針對目前醫療院所本身的戒酒團體亦極度缺乏的狀況，藉由政府

扮演協調與溝通的橋樑，促進各大醫院成立整合性的戒酒匿名團體，不

僅得以讓參與治療的患者得到社會支持，強化其戒酒的意願，更可以作

為政府扶植民間戒酒團體成立之前的替代選項。 

 

第六節 小結 

我國精神衛生法明定「酒癮」屬於精神疾病的一種。就酒癮的界定，

醫學上主要採取疾病診斷，問卷量表與實驗室檢查的方式，作為確認患

者有無酒癮的依據。然而，酒癮和一般精神疾病最大的不同，係二者在

初期失能現象的差異，酒癮患者在初期仍具備生活能力，甚至可以和正

常人一樣保有自己的社交與職業。正因為如此，不僅酒癮患者自身在初

期不易發覺，一般人從外觀上觀察，也難以確認對方是否患有酒癮的問

題。 

為因應監獄超額收容與輕重失衡的刑事司法現象，政府制定「寬嚴

並進的刑事政策」，期望透過「寬鬆的刑事政策」，促進行為人透過轉

向處遇更生復歸。惟實務運用上，緩起訴與緩刑制度過度重視行為人的

犯罪前科紀錄，造成酒駕再犯與累犯難以適用轉向處遇之規定，未合於

聯合國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基準規則對於國家應積極提供非刑罰化措施

之要求。相較於處分金或是義務勞務的發動，我國轉向處遇附帶「戒癮

治療」之使用狀況明顯偏低。且於條件的選擇上，往往缺乏必要性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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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檢證即認為有利於行為人的矯治。逸脫聯合國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基

準規則限於條件「利於行為人社會復歸」時，方得例外以加諸之要求，

導致社會復歸意義遭到扭曲，甚至無助於行為人教化矯治、改善其酒癮

之問題。 

另一方面，因為我國採取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制，故具有酒癮問題

的行為人，在符合刑法第 89 條禁戒處分的要件下，有機會以禁戒處分作

為矯治酒癮問題的管道。 

刑法第 89 條禁戒處分包含行為人是否合於「酒癮」狀態以及有無

「再犯之虞」之要件。然而，現行法下禁戒處分之宣告毋庸強制付與醫

院鑑定評估，導致多數法官缺乏酒癮知識的情況下，可能衍生禁戒處分

難以適用。此外，禁戒處分尚面臨實施期間過短，難以達到治療目的、

欠缺適當實施場所等困境。且因法院毋庸考量被告之意願，即可強制逕

付戒癮治療，恐將造成行為人受治意願降低，有礙於社會復歸。 

從心理學的觀點，透過社會支持，得以使患者在康復的過程中擁有

更多的鼓勵與援助，甚至加速其康復的可能性。基此，除了醫療與司法

制度之外，酒癮者尚得倚賴家庭、朋友與民間戒癮團體等社會支持系統

的協助，促進其戒癮意願，以利社會復歸，並降低再次陷入成癮的可能。

惟我國民間戒酒團體嚴重缺乏，致使酒癮者無法獲得良好的社會支持。 

透過與司法及醫療實務工作者的訪談，本文得出我國不能安全駕駛

罪與戒癮治療具有以下特徵。首先，我國醫療制度下漠視戒癮患者的就

醫權益，健保制度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將酒癮問題視為患者的陋習，

導致患者尚未受到保障。第二，刑事司法制度無法提供良好的處遇計畫，

我國現行司法實務上，因為緩起訴制度受到各地檢署的內部規範，或是

禁戒處分在裁判與執行的分割，導致二者皆無法作為酒駕再犯或累犯的

適當處遇管道。第三，我國民間戒癮資源極度缺乏，造成行為人在治療

結束後，欠缺充足的社會支持。 

面對我國司法處遇及民間戒癮團體皆無法提供酒駕再犯與累犯社會

復歸途徑的雙重困境。本文期待在下一章節透過比較法的借鏡，作為改

善現行制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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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日相關制度之比較檢討 

面對酒駕高風險行為人無法適用我國轉向處遇與禁戒處分之困境，

本章節期望透過美國酒駕法庭及日本官民合作的處遇模式作為比較法的

借鏡。第一節先說明治療式司法下的美國酒駕法庭制度，第二節再就日

本官方與民間戒癮團體的合作關係予以闡述。 

第一節  治療式司法下的美國酒駕法庭 

本文以下將就酒駕法庭所貫徹的的治療式司法進行說明，再針對問

題解決法庭的內涵加以整理。最後，本文將介紹美國酒駕法庭的制度，

並擇以阿拉斯加安克拉治地區為代表。 

第一項 治療式司法概說 

傳統司法制度面對因身心疾患而反覆犯罪的行為人，無法提供適當

處遇，而使他們走入黑暗的陰影成為社會的邊緣人。是故，開始有學者

反思，在維護精神病患自我決定權利的同時，法學可以給予這類的行為

人何種支援與幫助。準此，有別於傳統司法制度的「治療式司法」概念

隨之誕生。 

第一款 背景 

所 謂 治 療 式 司 法 （ 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 是 由 美 國 的

David B. Wexler 與 Bruce J. Winick 於 1987 年所提出，期望藉由治療式司

法的運作，確保病人有效行使如拒絕接受治療等權利，並且給予患者選

擇及制定治療過程的機會，增加患者對於治療計畫的信賴與服從，以提

升個人自信並獲得理想的治療效果。更得以使醫謢人員在提供服務時，

以病患為中心導向，有助於積極的對話以及治療方案的選擇269，使被治

                                                
269

 Slobogin & Christopher, 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Five dilemmas to ponder, 1(1) 

PSYCHOL.PUB.POL’Y& L. 193 , 195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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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者「回復精神和心理上的健康270」。 

第二款 意義 

治療式司法並無十分精確的定義，更精準地來說，其定義是有意的

被忽略的。提倡者 David Wexler 認為，「治療式司法提供了一種法學的觀

察視角271」，不僅從法律的角度探討應否給予被告治療或是不治療的效果
272，更得以清晰化法律與精神心理的關係。故若受限於嚴格的定義，反

而可能導致治療式司法的概念無法被靈活運用。 

治療式司法以行為科學分析治療與否對法律的影響273，且在強化治

療效果的同時遵循其他重要法律原則。因此，治療司法必須在不牴觸其

他憲法保障的權利的限制下進行274。 

必須強調的是，即便治療式司法的定義寬鬆且富有彈性，並不代表

其之範疇包含「家父長主義的行使275」。換言之，治療式司法主張不以強

制力迫使行為人遵從國家所制定的規範，使行為人得以保有自主決定之

權利276。 

另一方面，當治療式司法將法律作為潛在的治療機關（therapeutic 

agent），法官、檢察官、律師均成為治療式司法不可或缺的一環277。基此，

治療式司法與傳統司法所投射之審判意象，具有極大的不同。 

                                                
270

 BRUCE J. WINICK & DAVID B. WEXLER,LAW IN A THERAPEUTIC KEY: 

DEVELPOEMENTS IN 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365（1
st
 ed.,1996）  

271
 David B. Wexler, Reflections on the scope of 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1(1) 

PSYCHOL.PUB.POL’Y& L. 220,221（1995）治療法學的提出者 David B. Wexler 教授再三強調，

治療法學的定義本不應該加以限縮，否則可能會造成範圍涵蓋過小，導致無法影起學術界的共

鳴，或甚至在治療法學還未成熟前，因過度關注於治療式司法的定義而導致錯放研究重心的不

良結果。 
272

 Bruce J. Winick,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3 

PSYCHOL.PUB.POL’Y& L 184, 185(1997) 
273

 Bruce J. Winick & David B. Wexler , supra note270, at 649.  
274

 James L. Nolan Jr, Redefining Criminal Courts: Problem-Solving and the Meaning of 

Justice, 40 AM.CRIM. L.REV.1541, 1547(2003). 
275

 Bruce J. Winick, , supra note 272, at 193 
276

 Id. at.188-89. 
277

 David B. Wexler, supra note271, at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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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司法 治療式司法 

目的 紛爭解決 問題解決 

效果 法效果 治療成果 

檢辯關係 對立 合作 

重視內容 事件本身 被告 

法官的地位 公正第三人 如同教練般 

參與者 少 多 

審判重點 過去已發生事實 未來的治療計畫 

審判方式 正式 非正式 

講求 效率 有效性 

表格 7 治療式司法與傳統司法投射於審判時之比較278
 

傳統司法的目的，毋寧是希望達到紛爭解決的目標；而治療式司法

則企求被告得以根本性解決導致其再犯或累犯的問題根源。因此，傳統

司法在效果上產生的是法效果，而治療式司法則是讓被告最終獲得良好

的治療成果。 

其次，在審判關係上，傳統司法的檢辯雙方立於對立的兩造，法官

則為客觀中立的第三人；從治療式司法的觀點，法院被視為治療機關，

故法官不僅扮演治療團隊的領導角色，檢察官與辯護人更處於合作的關

係，以期制定利於被告的治療回復計畫。就程序的參與者，治療式司法

有別於傳統司法，不限定須具特定身分之人才得以參與程序。因此，諸

如醫生等非法律專業的第三人也可以在程序中表達意見。 

就審判程序的重點，傳統司法程序僅關注於「過去」已經發生的個

案事實，而治療式司法則是聚焦於如何使被告在「未來」完成治療計畫。

基此，傳統司法強調審判須遵守刑事訴訟程序，並恪守法律之規定進行

判斷；治療式司法的程序卻經常是非正式的。最後，傳統司法程序往往

                                                
278

 表格自製。參考自 BRUCE J. WINICK & DAVID B. WEXLER , JUDGING IN A 

THERAPEUTIC KEY: 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AND THE COURTS 6（1
st
 ed.,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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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求效率，以期在短時間內達成紛爭解決的目的，治療式司法則為了更

妥善地處理行為人的問題，經常常要花費幾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 

第二項 問題解決法庭 

第一款 背景 

1980 年代，美國毒品問題氾濫。國會通過加重刑責的法案，以期管

制毒品的濫用。然而，嚴罰的政策不僅未改善毒品問題，反而造成大量

行為人湧入監獄而產生過剩收容的結果。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毒品法庭

（drug court）於 1989 年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市誕生。並經證實參與者

之再犯率明顯較低279。 

自此，以毒品法庭為首，不同類型的問題解決法庭如雨後春筍般出

現。時至今日，除了毒品法庭與酒駕法庭（DWI court）外，包含家暴法

庭（DV court）、精神法庭（mental health court）與賭博法庭（gambling court），

均屬於問題解決法庭的一種。 

雖然問題解決法庭和治療式司法有著不同的歷史發展脈絡，然而，

二者在概念上具有諸多類似之處。因此，有認為問題解決法庭係以治療

式司法的理念作為法制基礎280，使行為人得以獲得妥善治療並達到解決

問題的最終目的。 

第二款 內涵 

一、 問題解決法庭的意義 

問題解決法庭的「問題」，廣義包含各式精神、物質障礙與社會問題

的總稱281。問題解決法庭係對於具有再犯傾向的特定犯罪所設立。有別

                                                
279

 Lovrich, Nicholas P. 、Lutze, Faith E.、 Lovrich, Nichole R.、賴擁連（譯），前揭註 62，

頁 13。 
280

 Bruce J. Winick, Applying the Law Therapeutically in Domestic Violence Cases, 69 UMKC 

L. REV. 33, 39 (2000) 
281

 Goldstein, Herman, Improving Policing: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25(2)Crime and 

Delinquency 236 , 242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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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傳統訴訟體制的法院類型，問題解決法庭提供了新型態的司法處遇，

希望透過法院所提供的治療，除去造成被告犯罪的問題282，以期改善傳

統司法制度下，無法解決犯罪一再發生的「旋轉門」（revolving door）困

境283。為了突顯與傳統法院的差異，問題解決法庭稱呼參與者為「客戶

（client）284」而非犯罪者。 

不同於傳統訴訟程序中，法官扮演的公正第三人角色。問題解決法

庭由法官擔任「領導人」的整合性角色，帶領包含檢察官、被告辯護人、

緩刑官與課程設計者等成員，共同制定根絕被告問題的個人化治療課程。

雖然問題解決法庭的組成各有不同，但皆包含治療（treatment）、聽證

（hearing）、毒品或酒類檢測（drug /alcohol test）等內容，以期使被告

達到社會復歸、解決自身問題的最終目的。 

二、 強調參與程序的自願性 

在程序的轉換上，問題解決法庭不是利用法定程序的強制力迫使被

告加入治療。相反的，除了須經由被告提出參與申請，更有層層把關審

核被告是否適宜加入治療計畫。唯有通過審查的被告方有進入問題解決

法庭之資格285。因此，問題解決法庭僅得鼓勵參與者自願加入並繼續接

受治療。若欲避免法院帶有強制性之色彩，有學者認為，應讓參與者享

有「說話」的權利且受到肯定286。更具體來說，使參與者保有說出感受

與想法的權利。以法官為首的治療團隊，也必須認真傾聽參與者的意見，

讓他們感受到作為「人」的尊嚴與尊重。 

為避免參與者擔憂拒絕加入問題解決法庭，將面臨入監服刑的不利

結果，而產生被迫參與的情況。學者認為，法官僅能強調問題解決法庭

得為被告帶來的「社會復歸」效果，以及完成治療的再犯防治功能。其

                                                
282

 Bruce J. Winick, 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and Problem Solving Courts, 30(3)Fordham 

Urban Law Journal 1055, 1060（2002） 
283

 Id. at.1056. 
284

 David B. Wexler, 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and the Criminal Courts，35 Wm. & Mary L. 

Rev. 279. ,286 .(1993) 
285

 Bruce J. Winick, supra note282, at 1076. 
286

 Id. at 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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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皆應交由被告自行認定以保有自主決定的權利287。 

三、 問題解決法庭的法官特質 

在問題解決法庭中，法官作為治療團隊的領導人，應該具備以下特

色。 

首先，法官需經特殊訓練以強化其專業知識288。第二，應使參與者

感受到尊重。法官除了於治療過程傾聽參與者的意見，避免因犯罪前科

影響溝通時的態度外，藉由面對面與參與者對話，了解參與者的真正需

求，並促使其重建自我表達與解決問題的信心，以利早日復歸社會289。 

第三，避免「家父長式」的互動290。問題解決法庭除了制定個人化

的治療計畫，還會定期以「聽證」（hearing）方式讓法官與參與者會面，

就其治療與復原狀況加以討論。若採取家父長式的方式，可能造成參與

者更大的焦慮，甚至導致精神狀況的惡化291。 

最後，因為問題解決法庭的關注焦點，並非法律「事件」的解決，

而是處理導致「被告」再犯的原因。因此，問題解決法庭的法官應該帶

著如履薄冰的心情，設身處地為被告尋求最好的解決方案292。更重要的

是，法官必須認知唯有透過被告重建自信並建立擺脫問題的信心，才可

能根除造成其再犯的身心問題293。 

第三款 問題解決法庭與傳統法院的區別 

作為與傳統法院有所區隔的新型態法院模式，即便問題解決法庭處

理的問題各有不同，皆展現了以下的特徵。 

                                                
287

 Id. at 1079. 
288

 Id. at 1065. 
289

 Carrie J. Petrucci, Respect as a Component in the Judge-Defendant Interaction in a 

Specialized Domestic Violence Court that Utilizes 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28, 2CRIMINAL 

LAW BULLETIN.263, 285-286 (2002) 
290

 Id. at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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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uce J. Winick, supra note282, at 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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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uce J. Winick, supra note275, at 188-189. 
293

 Bruce J. Winick, supra note282, at 1067-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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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司法權的積極運用 

有別於傳統訴訟程序僅關注個案之解決，問題解決法庭期待藉由司

法權的積極運作達到多面向的功能294。根除造成被告再犯的身心問題、

降低再犯率、達到戒癮的功效等，均為問題解決法庭所關注的核心。有

學者以毒品法院為例，肯定問題解決法庭之運作，不僅提供刑事司法的

早期介入，更透過社會內處遇降低行為人因拘禁隔離後的社會復歸困境
295。 

二、 整合各專業領域與民間資源 

為設計個人化治療處遇計畫，問題解決法庭不僅包含傳統司法程序

下的司法人員，更透過專業人員的跨領域合作，建構利於被告社會復歸

的處遇方案。其次，有別於傳統刑事司法程序中，訴訟程序的完結等同

司法權的終結。問題解決法庭半提供延續性的服務，亦重視社會內處遇

的過程重建個案之生活，強化家庭、交友圈與民間團體等社會支持系統296，

增強參與者的戒癮動力。例如，酒駕法庭即要求行為人定期參與無名戒

酒會等民間戒癮團體297。 

換句話說，問題解決法庭作為官方與社會連結的橋樑，使參與者得

以同時享受專業的治療計畫治療與民間的戒癮資源，幫助參與者之社會

復歸。 

三、 兼容新舊刑罰學之色彩 

有學者以毒品法庭為例，認為問題解決法庭不僅於傳統法院有所區

隔，更兼容過去刑罰福利主義與今日新刑罰學的雙重色彩298。從新刑罰

                                                
294

 Greg Berman & John Feinblatt, Problem-Solving Courts: A Brief Primer , 23(2)Law & 

Policy125, 131 (2001) 
295

 染田惠，薬物乱用者処遇における継続的処遇の実現及び生活環境調整の充実・強化

に関する課題について，更生保護と犯罪予防，第 153 期，2011 年 2 月，頁 76。 
296

 Greg Berman & John Feinblatt, supra note294, at 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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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觀點，問題解決法庭重視風險管控，不僅安排諸如毒品及酒精等測

試，更關注參與者計畫結束後再犯率的高低。另一方面，從刑罰福利主

義的角度，問題解決法庭為被告量身打造個人治療計畫，以利參與者復

歸社會。基此，本文認為，問題解決法庭的治療計畫，重視刑罰福利主

義時期強調矯治被告的機能，在新刑罰學當道的今日，問題解決法庭可

謂使「社會復歸」概念，重新受到關注，並透過新的面貌「重生」。 

第三項 酒駕法庭 

第一款 酒駕法庭概說 

一、 意義 

1980 年代，美國政府為了解決層出不窮的酒醉駕車案件，曾經採取

嚴罰化法制措施，期待藉此削減酒駕犯罪的出現。然而，嚴罰化的規範

似乎僅對於一般人有效，而對酒駕再犯與累犯欠缺嚇阻與抑制的效果299。

在同一時期之毒品法庭受到肯定的背景下300，酒駕法庭也在 1995 年於新

墨西哥州出現301。 

所謂「酒駕法庭」302，係美國刑事司法針對患有酒癮之酒駕再犯或

累犯所創設的特殊處遇制度。其概念係以毒品法庭為原型303，期望就此

解決酒駕再犯患有的酒癮問題304。酒駕法庭之內涵包含個人戒酒療程及

法院的監控措施，並伴隨毒品酒類檢測、民間戒癮機構之參與，被告亦

須定期至法院參與聽證。酒駕法庭希望藉由法院所提供的治療計畫，使

                                                                                                                                    
417, 440-444. (2009) 

299
 NCDC,Making your Community a safe place,National Center for DWI Courts, available at 

http://www.nadcp.org/sites/default/files/ncdc/DWI_COURT_Brochure.pdf（last visited Apr. 25,2015） 
300

 JUDGE KAREN FREEMAN-WiILSON & WEST HUDDLESTON, supra note303, at 18 
301

 Scott M. Ronan et al., The Effectiveness of Idaho DUI and Misdemeanor/DUI Courts: 

Outcome Evaluation,48(2)Journal of Offender Rehabilitation154, 154 (2009) 
302

 針對酒駕犯罪的定義，多以 Driving While Intoxicated 或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稱

之，故酒駕法庭的英文縮寫多為 DWI Court 或 DUI Court。 
303

 Judge Karen Freeman-Wilson & West Huddleston, supra note300, at 9 
304

A GUIDE TO SENTENCING DWI OFFENDERS, NATIONAL INSTITUTE ON 

ALCOHOL ABUSE AND ALCOHOLISM 2（2005,2
nd

 ed） 

http://www.nadcp.org/sites/default/files/ncdc/DWI_COURT_Brochur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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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改善酒癮問題並降低酒駕之再犯率305。 

惟若參加者在計畫過程中未遵守酒駕法庭之要求，或是參與態度不

佳，可能會得到法官的警告、增加參與民間戒癮團體的時間、居家監禁、

社區服務、緩刑官加強監督、增加與法官會面的時間、短暫拘禁於監獄

等結果，以確保處遇方案之執行。而對於未參與治療、違反情節重大、

賄賂酒精或毒品檢測人員或是在參與過程中觸犯他罪之行為人，則將被

法庭淘汰排除於計畫之外306。 

另一方面，雖然酒駕法庭源於毒品法庭，然而，因酒癮再犯酒駕之

行為人與施用毒品者的最大差異在於，前者多保有工作及家庭的支持307。

就犯罪行為而言，有別於施用毒品的行為並無被害人的特徵，酒駕可能

造成公共安全的危害。且酒精若經過較久的時間，並不會殘留於人體之

內，故若時間延長將較毒品犯罪更難以認定308。 

 

                                                
305

 Victor E. Flango, DWI Courts: The Newest Problem-Solving Courts, 42(1)American 

Review22, 22(2005) 
306

 DUI COURT HANDBOOK, VOLUSIA COUNTY DUI COURT DAYTONA BEACH, 

FLORIDA,http://www.circuit7.org/Program%20and%20Services/DUI%20Court%20Handbook.pdf. 

（last visited Apr. 2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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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tor E. Flango, supra note305, at.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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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tor E. Flango, supra note305, at.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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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7  2003-2011 年美國酒駕法庭數量變化309
 

截至 2011 年 12 月，全美共有 192 間酒駕法庭（DWI Court），且尚

有 406 間毒品暨酒駕法庭（Hybrid DWI/Drug Courts），合計已達 598 間。 

二、 進入酒駕法庭之管道 

因酒駕法庭承襲毒品法庭的概念，故酒駕法庭的參與模式與毒品法

庭具有類似性。主要分為以下幾種310： 

（一）認罪協商前模式(pre-plea models) 

認罪協商前模式係以被告同意參與酒駕法庭之監督戒治方案，作為

檢察官給予緩起訴的條件。若被告能夠完成戒治，即給予不起訴處分，

而不會留下任何犯罪前科紀錄，惟若被告無法順利完成戒治方案，就會

被起訴並判刑。 

（二）認罪協商後模式(Post-plea models) 

認罪協商後模式要求被告在參與戒治計畫前經由「認罪協商程序」

加入治療計畫。若被告能夠完成戒癮治療，便得以獲得或是減刑或是免

除刑罰的效果，惟若無法完成戒治方案則會被判刑。 

需要補充的是，美國於行為人認罪後量刑前會視個案需求，由緩刑

官（probation officer）作成「量刑前調查報告」（presentence report）。重

罪案件原則上「應」行量刑前調查，而輕罪、未成年行為人以及行為人

初犯的案件，則「得」為量刑調查311。 

依照美國聯邦刑事訴訟法第 32 條第 4 項第 2 款之規定，量刑前調查

報告應包含被告的成長史與性格（所有被告之前科紀錄、被告的經濟狀

                                                
309

 圖 表 自 製 。 整 理 自 NADCP, DWI Cou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vailable at 

http://www.nadcp.org/learn/about-dwi-court/what-dwi-court.（last visited Apr. 26,2015） 
310

 楊士隆、李宗憲，藥物法庭在台灣實施之可行性探討，中國藥物依賴性雜誌，2010 年，

第 19 期 4 卷，頁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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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D R. CLEAR,  VAL B. CLEAR &WILLIAM D. BURRELL ,OFFENDER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THE 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 REPORT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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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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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給予刑的宣告或處遇計畫後對於被告的可能影響）、對於被害人所造

成的財產上、社會上、精神上與醫療上的損害、有無得以提供與被告的

替代刑罰的非拘禁處遇計畫，以及任何國家因量刑所需的資料312。 

藉由報告的呈現，使被告在量刑時被當作活生生的社會人（living 

human being），而非孤立的犯罪人形象313。強化法官對於被告的認識，並

依據行為人的個別狀況決定刑罰之適用，進而實現量刑個別化的目標
314。 

因問題解決法庭屬於「非拘禁替代刑罰處遇計畫」的一種，部分州

法亦明定量刑前調查報告得作為問題解決法庭之評估依據315。 

（三）判決後模式(post-adjudication models) 

判決後模式允許被告在有罪判決後至入監服刑前，得以參與治療計

畫，若被告能夠順利完成戒治，則原本在戒治方案中的天數就可以加以

折抵刑期，惟若無法完成戒治方案，就會直接送入監獄執行。 

                                                
312

 Rule 32. Sentencing and Judgment (d) PRESENTENCE REPORT. (2)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he presentence report must also contain the following:(A) the defendant's history and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i) any prior criminal record;(ii) the defendant's financial condition; and(iii) 

any circumstances affecting the defendant's behavior that may be helpful in imposing sentence or in 

correctional treatment;(B) information that assesses any financial,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medical 

impact on any victim;(C) when appropriate,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nonprison programs and 

resources available to the defendant;(D) when the law provides for restitution, information sufficient 

for a restitution order;(E) if the court orders a study under 18 U.S.C. §3552 (b), any resulting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F) a statement of whether the government seeks forfeiture under Rule 32.2 and 

any other law; and(G)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the court requires, including information relevant to 

the factors under 18 U.S.C. §3553 (a). 
313

 Stephen A. Fennell & William N. Hall, Due Process at Sentencing: An Empirical and Legal 

Analysis of the Disclosure of Presentence Reports in Federal Courts, 93 Harv. L. Rev. 1613, 1627 

(1980) 
314

 馬秀娟，論我國量刑調查制度的構建，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第 22 卷第 1 期，

2010 年 1 月，頁 66-67。 
315

 例如美國愛達荷州刑事訴訟法第 32 條第 8 項第 4 款即明定，若經量刑法官的同意，

量刑前調查報告得作為問題解決法庭評估被告是否適宜加入問題解決法庭之用。Idaho Criminal 

Rule 32. Standard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s and Reports. 

(h)  Disclosure of presentence reports. (4) Availability of presentence report to problem-solving 

court personnel.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sentencing judge, the presentence report may be made 

available to problem-solving court personnel for purposes of screening the defendant to determine 

the defendant's suitability for admission into a problem-solving court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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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酒駕法庭重要原則 

為強化酒駕法庭的運作，美國國家酒駕法庭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DWI Courts）制定酒駕法庭運作原則，以下詳述之。 

（一）決定目標對象 

建立酒駕法庭之時，需清楚定義得參與治療計畫的目標群體316。除

了對象之篩選過程須合於自願性之要求，法院還需要考量應否納入初犯

與多次酒駕致人死傷前科紀錄之行為人。 

針對初犯的情況，因為行為人在酒駕法庭的治療期間可能大幅超出

原本所需受監禁的期間。且在尚有轉向處遇等非拘禁替代處遇得以適用

的前提下，初犯者即使參與計畫亦難以完成療程。換句話說，在個案欠

缺誘因的前提下，治療團隊難以說服並激勵初犯者之參與。 

另一方面，若欲將因酒駕而發生多次致人死傷的行為人納入計畫，

雖然從酒癮的角度，被告具有高度的適格性。然而，不能忽略計畫之順

利運作，無法單純仰賴司法與醫學的合作。透過社區的參與，才有可能

達成幫助被告社會復歸的目的。因此，若任意允許此類被告參與治療，

可能引來社區的反彈，甚至影響計畫之運作。 

最後，法院在決定計畫對象時，應要考量治療計畫的乘載上限。否

則若讓超過治療計畫得以負擔的人數進入，也將影響到治療計畫的實施

品質，進而無法有效控管所有參與者都受到適當的照顧。 

（二）制定評估鑑定基準 

就酒駕法庭如何選擇行為人進入程序，需要有明確的鑑定評估方式。

尤其，被告有無「酒癮」之認定，應該要藉助醫學上的診斷工具。例如

美國精神醫學會的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DSM），即得作為法院確認被

                                                
316

 NCDC, National Center for DWI Courts, The ten Guiding Principles of DWI Courts, 

available at 

1,http://www.dwicourts.org/sites/default/files/ncdc/Guiding_Principles_of_DWI_Court_0.pdf. (last 

visited Feb. 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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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是否適宜參與計畫的重要認定標準317。 

除了酒癮的認定外，篩選參與者的過程中，尚須對被告之身心狀況、

就業和經濟狀況以及社會支持等面向進行評估318。因為酒癮可能造成參

與者的就業阻礙，導致參與者在計畫結束後因失業問題再次陷入成癮的

惡性循環。家庭與朋友的社會支持，除了強化參與者的戒癮動力，經由

確認參與者的交友狀況，也可以確保其在戒癮的過程不會受到「酒友」

的影響。 

要強調的是，雖然酒駕法庭需要統一的評估方式以確認被告是否適

宜加入計畫，然而，法院並不需要制定固定的治療計畫內容。因為，隨

著個案的差異，治療計畫的內容也要隨之調整，而不能一成不變319。 

（三）制定治療計畫 

當法院了解被告之身心狀況，應依據個案狀況提供參與者藥物與心

理諮商輔導之治療。  

尤其，酒駕法庭的治療計畫不是令被告達到「戒癮」結果即告終結。

當被告脫離計畫重新進入社會，再次面對酒精的誘惑後，才將是治療團

隊的最大挑戰。因此，即便傳統司法程序在個案紛爭解決，訴訟程序即

告終結，考量到酒駕法庭的終極目的，是幫助行為人社會復歸，故治療

計畫結束後，持續提供更生保護（after care）才能有助於目的的達成320。

就延續性服務的內容，有認為治療團隊應該協助完成計畫的參與者轉介

至民間戒酒團體，每月以面訪或電訪的方式321，確認被告的生活狀況，

防免被告重新回到容易導致其再犯的生活環境中。 

（四）監督被告 

因為酒駕法庭治療計畫的本質，屬於社會內處遇的性質，被告除了

治療以外的時間，得以維持並保有正常的社會生活。是故，酒駕法庭治

                                                
317

 Id. at 8. 
318

 Id. at 8-10. 
319

 Id. at 7. 
320

 Id. at 14. 
321

 Id. at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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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計畫得否順利實踐與推動，尚須仰賴法院的經常性監督，監督的內容

則包含定期聽證、檢測有無毒品與酒精反應與家庭訪問。 

需要強調的是，酒駕法庭實施經常性監督的目的，並非透過嚴密的

監控察覺參與者有無再次施用的狀況，以令參與者重新面對刑罰。反而

希望透過定期監督，了解被告的回復情況以調整計畫內容322。也因為酒

癮者和其家庭多仍保有穩固的關係，透過定期家訪除了讓治療團隊了解

參與者的日常生活，更得以與其社會支持系統溝通，透過家庭的支持與

監督達到戒癮的目標。若參與者的家庭尚有其他家人具有問題性飲酒的

情況，也可以予以導正和教育323。 

（五）建立社區夥伴關係 

酒駕法庭建立並擴大社區成員，除了增強計畫執行的長遠性，更可

以強化社會認同與支持。因此，社區成員的組成自然是多多益善，可能

來自於宗教團體或是戒酒團體等各式民間組織324。藉由社區的支持，擴

大參與者的支持系統以利其復歸社會。 

（六）建立個案管控機制 

因為酒駕法庭需要掌握參與者治療狀況並依個案需求予以調整。除

了參與者擁有個案管理人（case manager）外，辯護人不具國家司法權的

色彩，得使參與者將他所需要的幫助、計畫中遇到的疑難雜症，或是對

於治療計畫的真實想法全盤托出。因此，非常適合擔任與參與者溝通及

協助調整治療計畫的角色325。 

個案管理人在參與者加入治療計畫初期，可能會面臨參與者「否認」

自己的酒癮問題326。因為酒精的飲用可能來自於行為人的文化、習慣甚

至宗教儀式，且單純的飲酒行為並不會受到法律處罰，造成被告多半已

經成癮卻仍不自知。基此，需要仰賴個案管理人的協助，導正被告錯誤

                                                
322

 Id. at 17. 
323

 Id. at 17. 
324

 Id. at 23. 
325

 Id. at 31. 
326

 Id. at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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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飲酒態度或是生活觀念，誠實面對酒癮問題才有改善之可能。 

（七）被告交通方式的確認 

因為酒駕法庭的參與者多因過去的酒駕行為，致使駕照已遭到吊銷
327。因此，參與者往返家中與治療計畫的過程，可能需要搭乘替代性交

通工具。為避免參與者貪圖方便而發生無照駕駛的問題，法院需監督並

確認其交通動線。 

除了以上幾點，酒駕法庭尚有以「法官作為領導角色」、「評估治

療計畫之實踐可能」以及「確保計畫持續性」等要素。換言之，除了法

官應帶領治療計畫團隊以外，酒駕法庭的設立也需要考量相關開銷，以

確保計畫具有長遠的延續可能。 

第二款 阿拉斯加安克拉治酒駕法庭 

為期確認酒駕法庭的實際效果，本文選擇以阿拉斯加安克拉治地區

之酒駕法庭作為觀察對象。以下將從其歷史、運作方式等角度切入，作

為比較法上的參考。 

一、 歷史沿革 

2001 年以前，阿拉斯加當地的問題解決法庭制度尚未完備， James 

Wanamaker 法官考量酒駕行為人可能患有的酒癮問題，為了在刑事訴訟

程序中提供矯治改善的機會，即嘗試以被告自費參與治療328的方式達到

類似問題解決法庭的效果。其理念係認為，約有八至九成的被告具有酒

精或毒品問題，且又以酒癮占多數。因此，若得以解決行為人的酒癮問

題，亦能防止再犯的發生。是故，James Wanamaker 法官在 1999 年創立

毒品暨酒駕法庭（即安克拉治健康法庭前身）。同時，協助創建名為「夥

伴計畫」329（Partners for Progress）的民間組織，以替被告籌措戒癮治療

                                                
327

 Id. at 34. 
328

 Susie Mason Dosik , Transferability of the Anchorage Wellness Court Model, AK: Alaska 

Judicial Council 1,25 (2008)  
329

 Id. at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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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需費用。  

2001 年「夥伴計畫」向阿拉斯加立法部門陳情，請求通過問題解決

法庭相關法案，終於在該年 House Bill172 法案中制定相關規定，並在同

年增設安克拉治地區之重罪酒駕法庭330。 

二、 內涵 

（一）對象 

阿拉斯加安克拉治地區的酒駕法庭，以輕罪與重罪酒駕行為加以區

分。前者由安克拉治健康法庭（Anchorage Municipal Wellness Court），後

者則由安克拉治重罪酒駕法庭（Anchorage Wellness Felony DUI Court）

審理與治療。針對輕罪與重罪的差異，依照行為人的酒駕前科區分，若

本次酒駕行為的前十年內，行為人已達二次以上之酒駕前科，其第三次

之犯罪即論以重罪酒駕行為331。值得一提的是，安克拉治健康法庭雖然

以觸犯酒駕輕罪的行為人為主，惟並不收容酒駕初犯332。 

此外，符合前述輕罪與重罪要件的行為人，尚需要確認是否具有任

何不得參與計畫的負面限制條件。包含333： 

1. 過去曾參與毒品法庭或酒駕法庭的治療計畫一次以上者。 

                                                
330

 Alaska Court System, Anchorage Wellness Felony DUI Court , 1, available at 

http://courts.alaska.gov/therapeutic/ancfelonydui.htm. (last visited Apr. 30,2015) 
331

 美國阿拉斯加酒駕行為量刑表規定，初犯酒駕者，得併科拘役 72 小時以上及 1500 美

金以上之罰金；10 年內三犯酒駕得論以重罪酒駕行為者，得併科 4 個月以上有期徒刑及 10000

美金以上之罰金。值得注意的是，六犯以上符合輕罪酒駕要件者，得併科 1 年以上有期徒刑及

7000 美金以上之罰金；六犯以上符合重罪酒駕要件者，得併科 1 年以上有期徒刑及 10000 美

金以上之罰金，The Alaska Court System , About D.U.I.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5, available 

at ,http://www.courtrecords.alaska.gov/webdocs/forms/pub-11.pdf. (last visited Apr. 30,2015). 
332

 首先，因為初犯酒駕之被告原則上會以類似緩刑附帶條件被優先傳介至 Alaska Alcohol 

Safety Actions Program（ASAP）計畫，藉由此計畫可以轉介被告做酒精檢測與個案控管，以防

止被告再犯。其次是即使初犯酒駕被告受拘禁宣判，通常期間相較於酒駕法庭的治療計畫也來

得短，因此多半參加的意願不強。參考自 Teresa W. Carnes et al., Therapeutic Justice in Alaska’s 

Courts, 19 Alaska Law Review 1,32 (2002)  
333

 Alaska Therapeutic Courts, Anchorage Wellness Felony DUI Court, 2, available at 

http://www.courtrecords.alaska.gov/webdocs/forms/pub-110.pdf  (last visited Apr. 30,2015) 

http://courts.alaska.gov/therapeutic/ancfelonydui.htm
http://www.courtrecords.alaska.gov/webdocs/forms/pub-11.pdf
http://www.courtrecords.alaska.gov/webdocs/forms/pub-1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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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曾觸犯或是有他案正在審理，且屬於阿拉斯加州之刑法第 41 章
334所提到，包含一級或二級謀殺、強制性交或強盜罪等重大犯

罪。 

3. 過去曾有運輸毒品（drug distribution）的前科 

4. 具有殺人罪之前科 

（二）課程內容 

無論係安克拉治健康法庭亦或安克拉治重罪酒駕法庭之治療計畫，

二者的治療方式與療程期間均屬相同。治療方式係以拿淬松（Naltrexone）

之藥物治療合併道德認同（Moral Reconation Therapy，多簡稱 MRT）的

治療方式335。總療程至少為期 18 個月336。 

就治療計畫的進程，最初係以連續 6 周密集的團體治療（intensive 

group sessions）與個別諮詢（individual counseling）為主，並在其後的十

個半月中，隨著參與者的參與狀況與酒癮問題的改善情況，降低課程密

集性。因此，最後六個月參與者僅需參與每週一次的團體治療，以及每

月一次的面談337，其餘時間可以恢復正常生活。若順利完成治療計畫，

參與者會獲得減少刑期或是罰金之獎勵。 

（三）費用負擔 

就酒駕法庭之費用負擔，前十二週皆由政府補助。惟其後的費用，

則視行為人的經濟情況決定自費與否338。 

                                                
334

 Alaska Statutes. Criminal Law Chapter 41. Offenses Against the Person 
335

Anchorage Wellness Felony DUI Court http://courts.alaska.gov/therapeutic/ancfelonydui.htm. 

(last visited Apr. 30,2015) ； Anchorage Municipal Wellness Court 

http://www.courts.alaska.gov/therapeutic/ancwellnessct.htm. (last visited Apr. 30,2015) 
336

 安克拉治健康法庭與安克拉治重罪酒駕法庭的治療計畫期間皆為 18 個月以上，理由

為立法化的過程中，計畫主要推廣人 James Wanamaker 法官認為，原有 6-12 個月的計畫效果

不彰，若要有效根除行為人的酒癮問題，至少須達到 18 個月的追蹤，才可以確認行為人是否

已經成功戒癮，且為達到治療的目的，同時將拿淬松的投藥期間從原本的 90 天延長到 120 天，

並將 18 個月的規定制定在法院規程（Court Protocol）中。參考自 Susie Mason Dosik, supra note 

328 , at.52-53 
337

 Susie Mason Dosik, supra note 328 , at. 81. 
338

 Alaska Therapeutic Courts,supra note 333, at. 1 

http://courts.alaska.gov/therapeutic/ancfelonydui.htm
http://www.courts.alaska.gov/therapeutic/ancwellnessct.htm


 

112 

 

（四）社會支持與輔導援護 

酒駕法庭要求被告參與就業訓練或職業輔導，且每週應正常上班或

上學至少 16 小時以上，以確保行為人在治療的過程，保有正常的社會生

活，而不至於隔離於社會之外。同時要求行為人參與民間戒癮團體（AA、

NA）， 以建立穩定的社會支持系統。 

為使參與者的治療經驗與戒癮心得得以傳承，法院也提供畢業生（校

友）以有償的方式留在酒駕法庭協助計畫之運作339。藉此避免參與者因

犯罪前科面臨就業困難，甚而產生成癮之惡性循環。 

三、 參與程序 

安克拉治地區之酒駕法庭採取「認罪協商後模式340」，被告須經認罪

協商程序，方得以進入酒駕法庭的治療程序。詳細內容以下圖說明之： 

 

圖表 8 安克拉治酒駕法庭參與程序341
 

                                                
339

 ALASKA COURT SYSTEM, ANNUAL REPORT FY2013 21 (1
st
 ed., 2014)  

340
 Susie Mason Dosik, supra note 328 , at. 65 

341
 圖表自製。Alaska Court System, Anchorage Wellness Felony DUI Court, available at 

step1

•被告向辯護律師提出進入治療程序的意願，由辯護律師向檢
察官請求令被告加入

step2

•由檢察官決定是否令被告得依據刑事訴訟法(criminal 
code)第11條進入認罪協商程序賦予被告進入療程機會

step3
•被告由各自適合的法院評估是否適宜進入療程

step4
•被告通過身心檢測確認是否確有酒精成癮等情形

step5
•被告同意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1條認罪協商

step6
•被告進入認罪程序，並進入治療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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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須由被告向辯護律師提出進入治療程序的意願，由辯護律師

向檢察官請求令被告加入。次由檢察官決定被告得否依據美國刑事訴訟

法（criminal code）第十一條認罪協商程序進入療程。經檢察官同意後，

被告將依照輕罪或是重罪行為，擇由適合的酒駕法庭進行身心評估，以

確認行為人是否適宜進入治療計畫。被告經確認具有成癮狀況且適宜加

入計畫後，得依美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一條為認罪協商進入治療。 

為確保被告的參與出於自願性，酒駕法庭亦賦予被告在認罪協商程

序前，得隨時提出旁聽酒駕法庭之審理程序與參觀治療計畫進行之要求
342。於程序進行中，被告亦得隨時放棄參與治療，回歸一般審判程序343。 

四、 重罪酒駕法庭有助於被告再犯率之降低 

曾有研究以結束重罪酒駕法庭治療計畫或離開監所超過一年以上之

行為人為對象，計算行為人六個月及一年內的再逮捕率及再起訴率。 

 畢業生 中途放棄計畫者 未參與者(對照組) 

6 個月之內被逮捕 8% 26% 18% 

1 年之內被逮捕 13% 39% 32% 

6 個月內被起訴 4% 10% 8% 

1 年內被起訴 6% 26% 23% 

表格 8 安克拉治重罪酒駕法庭 再犯率統計344
 

分析安克拉治重罪酒駕法庭之再犯率統計，畢業生與其他兩組相比，

再犯率明顯較低。惟就六個月內的起訴率而言，三組似乎並無太大差異，

有認為可能係該時期的起訴率偏低所致345。 

                                                                                                                                    
http://courts.alaska.gov/therapeutic/ancfelonydui.htm.  (last visited May. 1,2015). 

342
 The Alaska Court System,supra note 333, at.2. 

343
 Id. at 2. 

344
 Teresa W. Carnes, Recidivism in Alaska’s Felony Therapeutic Courts, ALASKA JUDICAL 

COUNCIL ,4, available at http://www.ajc.state.ak.us/reports/recidtherct07.pdf. (last visited May. 

1,2015). 
345

 Id. at 5 

http://courts.alaska.gov/therapeutic/ancfelonydui.htm
http://www.ajc.state.ak.us/reports/recidtherct07.pdf


 

114 

 

值得注意的是，中途放棄計畫與未參加計畫的組別相比，再犯率反

而較高。本文推測，得以通過篩選進入酒駕法庭的行為人，其酒癮情況

可能較為嚴重。當行為人離開治療計畫，面對再次踏入社會後隨之而來

的種種誘惑，行為人再次使用酒精的可能性亦較高。 

五、 酒駕法庭對於參與者人生的改變 

關於行為人參與酒駕法庭的經驗與感受，以及如何重獲新生並復歸

於社會。以下僅以 2013 年安克拉治重罪酒駕法庭個案 M 的例子進行說

明346。 

M 女士年約 30 歲並育有一女，在發生本次酒駕犯罪以前

已有兩次前科。且因為自身的酒癮問題，她已經換了包含學校

的代課老師和工地工人等數種工作。在本次酒駕行為發生時，

M 女士與丈夫已經分居多年，女兒雖然由先生撫養，然而，因

為先生也有酒癮與精神方面的問題，無法勝任照顧女兒的工作。

當法院了解此一狀況後，也請社會局派員前往了解。 

M 參與酒駕法庭治療計畫的理由，是因為她參與醫院的住

院門診後，體認到嚴重的酒癮問題已造成她生活上諸多不便與

麻煩。為了讓自己的人生有機會改變，她自願加入安克拉治重

罪酒駕法庭的治療計畫。計畫的過程中，她不但沒有再觸犯包

含酒醉駕車在內的任何犯罪行為，且持續保持戒酒的狀態，和

其他參與者相互鼓勵、扶持，若一切順利，她將在明年畢業。 

在參與計畫的期間，她不僅擁有女兒的監護權，也和在戒

酒過程認識的伴侶產下一子。法院考量到她剛生產的狀況，無

法達到原本計畫要求每週需工作達 32 小時之規定，因此，有彈

性地更改原本的計畫內容，讓 M 以參與職前訓練課程作為替

代。 

若 M 能夠順利完成她的治療計畫，她原有的宣告刑和罰金

將被減少。然而，在參與治療計畫之前，M 尚觸犯另案的傷害

                                                
346

 ALASKA COURT SYSTEM,, supra note 339 , at.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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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為了避免因其前科紀錄導致未來面臨無法找到工作的困

境，M 預計從酒駕法庭的治療計畫畢業後，將以過來人的身分

幫助更多重罪酒駕法庭治療計畫的執行，並且繼續參與民間的

戒癮團體。 

從上文可以發現，安克拉治重罪酒駕法庭不僅讓參與者戒除酒癮，

更讓參與者獲得社會復歸的機會與力量。參與者在為期 18 個月的療程中，

不僅得以在熟悉的生活環境與家人陪伴下參與治療。法院的要求亦會依

照個案狀態進行調整，制定個人化治療計畫。尤其，為避免被告長時間

參與治療後喪失工作能力或是中斷學業，酒駕法庭亦要求參與者每週需

符合一定的就業或是就學時間。且為確保被告未來享有穩定的工作保障，

酒駕法庭更提供畢業生在計畫工作的機會，期待畢業生以自身經驗幫助

更多患有相同問題的行為人。綜上所述，可以感受到酒駕法庭不僅讓參

與者重獲新生，更取得再次踏入社會的勇氣。 

第三款 對於酒駕法庭的質疑 

問題解決法庭作為傳統訴訟制度的變革者而受到肯定的同時，其改

革之路也並非毫無阻礙。酒駕法庭亦面臨以下的挑戰與質疑。 

一、 輕罪酒駕行為者的參與度與完成度低 

參與安克拉治健康法庭的輕罪酒駕行為人，無論在計畫參與意願或

是完成率皆屬偏低，有認為或許是獎勵與誘因不足所致347。在行為人觸

犯輕罪酒駕行為的情況，宣告刑期多較治療計畫所要求的期間更短。參

與治療反而可能延長行為人受到司法控管的期間。更極端而言，即使減

少刑期與罰金的獎勵措施的確促進行為人參與計畫的可能，卻可能仍因

評估行為人身心狀況的過程耗費過多時間348，造成輕罪酒駕行為人的參

與意願仍舊低迷。 

                                                
347

 Teresa W. Carns et al., supra note 332, at 32. 
348

 Susie Mason Dosik , supra note328,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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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此一質疑，本文認為既然輕罪酒駕法庭無法提供刺激行為人參

與的因素。應該思考的是，國家如何提供更多的社會內處遇選項，幫助

被告以其他管道在社會內參與戒癮治療。 

二、 對於防止行為人再犯的有效性 

若欲探討酒駕法庭有效性。需要透過各個法院的觀察，且因酒駕法

庭與毒品法庭相比，屬於新型態的問題解決法庭，就再犯率之文獻討論

亦明顯較少。 

篇幅有限的文獻中，部分學者質疑酒駕法庭的有效性不如預期。有

學者以洛杉磯的 Rio Hondo 酒駕法庭為例，以 117 名計畫畢業生與 119

名未參與治療的酒駕行為人對照，發現再犯率亦無明顯差異349。另有學

者以毒品暨酒駕法庭為例，選擇 28 名因計畫畢業生以及 33 名酒駕假釋

犯，發現雖然酒駕以外的犯罪之假釋後再犯率較高，惟就酒駕犯罪行為，

酒駕法庭畢業生的再犯率竟然較高350。也有學者以 133 名輕罪酒駕行為

人為對象，考量前科紀錄、年齡、種族、性別、教育程度國籍等因子對

照後，與背景類似的緩刑行為人加以比較，發現二者的再犯率並無太大

差異351。 

然而，細究上開各研究之論述皆具有矛盾之處。首先， Rio Hondo

酒駕法庭之實驗對象組成。有高達 86%為西班牙裔，更有約 55%的研究

受測者並非美國公民。半數以上的受測者並無美國公民的身分，令人質

疑是否可能因而影響研究結果352。其次，對於毒品暨酒駕法庭之研究。

無論畢業生或是對照組皆僅為 30 人，樣本數明顯偏低353。最後，就輕罪

酒駕行為人的實驗，其設定的群體與本文所欲研究的對象本即有一定的

                                                
349

 John M MacDonald et al., The efficacy of the Rio Hondo DUI court: a 2-year field 

experiment, 31(1)Evaluation Review 4,16(2007) 
350

 Jeffrey A. Bouffard et al.,Drug courts for DWI offenders? The effectiveness of two hybrid 

drug courts on DWI offenders, 38(1)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25, 30.(2010) 
351

 Michael R. Cavanaugh & Travis W. Franklin, Do DWI Courts Work?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a Texas DWI Court, 51(4) Journal of Offender Rehabilitation262 , 262-268.(2012) 
352

 Id. at 261. 
353

 Id. at 26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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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且就前述對於輕罪酒駕行為人參與酒駕法庭之有效性質疑，亦可

得出輕罪酒駕法庭的效果不如重罪酒駕法庭顯著。值得注意的是，學者

亦於研究中提及，美國酒駕之緩刑宣告經常附帶 32 小時的教育課程以及

治療措施354。準此，受緩刑宣告的行為人，極有可能得到與酒駕法庭參

與者類似的治療效果。 

另一方面，透過文獻回顧，亦不乏支持酒駕法庭的研究數據。例如，

有學者以奧勒岡州（Oregon）的酒駕法庭作為研究對象，選定 460 名酒

駕法庭治療畢業生與 497 名參與傳統訴訟程序的行為人進行比較。發現

畢業生之再犯率顯著低於未參與者355。也有學者花費 4 年的時間追蹤，

發現畢業生之再犯率明顯低於中途放棄的參與者356。 

本文認為，從安克拉治重罪酒駕法庭的再犯率統計也可以發現，計

畫畢業生之再犯率明顯低於未參加的行為人。是故，酒駕法庭的治療計

畫對於預防行為人再犯應具有一定的效果。 

三、 認罪協商程序的疑慮 

承襲毒品法庭的脈絡，部分酒駕法庭採取「認罪協商後模式」。因此，

有從被告之「自願性」，以及認罪協商的有罪陳述恐違反「無罪推定原則」

兩方面提出質疑。 

首先，針對被告的認罪是否出於「自願性」的疑問，主要源於刑事

程序轉換所引發的爭議。若採取認罪協商後模式，唯有取得被告之同意

程序方得轉換。換句話說，以刑事訴訟程序的「認罪協商」作為被告在

程序中「自願參與」酒駕法庭的基礎。 

然而，有認為認罪協商程序講求訴訟經濟，為避免被告成為刑事訴

訟制度犧牲品，並確保被告在同意前，已完全理解未來可能面臨較未認

罪時更不利益的危險。應該有其他獨立程序，確保被告認罪協商合於「自

                                                
354

 Id. at 270. 
355

 Lapham SC et al., Impaired-driving recidivism among repeat offenders following an 

intensive court-based intervention., 38(1) Accident Analysis & Prevention162, 166 (2006) 
356

 Scott M. Ronan et al., supra note301, at15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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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性」之要求357。另一方面，就酒駕法庭違反「無罪推定原則」的論述。

有認為，中途放棄計畫的參與者因為無法免除入監服刑的命運，惟屆時

想要推翻認罪協商而改採無罪答辯，幾乎形同不可能，儼然是對被告的

一場「騙局」358。 

本文認為，係先經由被告向檢察官表明「自願加入」的意願後，才

開始進行個案適宜性之評估。待治療團隊確認被告的狀況適宜加入後，

方得藉由被告「同意」認罪協商，使其進入酒駕法庭接受治療。因此，

二者應係有所區分的。且被告不僅在認罪協商前，得隨時提出旁聽酒駕

法庭的審理程序與參觀治療計畫的執行狀況359。治療過程中若被告不願

意繼續療程，也得以隨時提出並回到一般審判程序。準此，應該不至於

發生被告被認罪協商程序的同意所「綁架」的問題。 

就問題解決法庭藉由認罪協商對被告設下陷阱，使其未來難以再次

主張無罪答辯的疑慮而言，本文認為，若為有效防止杜絕此一疑慮，最

好的方式係明定由問題解決法庭程序回歸一般刑事訴訟審理程序時的處

理，不得逕以被告的認罪行為作為未來法院論罪之依據，或是透過法官

迴避、上訴制度等，或許更得以有效保障被告的程序利益。 

四、 公正性之影響 

問題解決法庭之法官除了法學專業外，亦應強化醫學與心理等專業

知識。惟法官終究非醫學或心理專業出身，經常需要借助專家的意見進

行判斷，故有批評問題解決法庭過度仰賴專家建議，可能影響法官的公

正判斷360。 

本文認為，會產生此一質疑乃係尚未清楚認知問題解決法庭之本質

所致。問題解決法庭的出現，係為改變傳統刑事訴訟程序中，法官以認

定事實與科處刑罰之「認事用法」為唯一職責的觀念。本質上和傳統法

                                                
357

 Greg Berman & John Feinblatt, supra note 294, at134. 
358

 Morris B. Hoffman,The Rehabilitative Ideal and the Drug Court Reality,14 Fed. Sent'g Rep. 

172,172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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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aska Therapeutic Courts, supra note333 , at2.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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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便有極大的不同，藉由被告、家屬、社區與戒癮治療機關的共同參與，

尋求對被告最佳的處遇方案361。是故，問題解決法庭的法院角色並非轉

為仰賴專家參與的旁觀者，而是透過司法與醫學等專業領域的對話，以

及社區力量的整合所產生新型態法院型態。自然不會產生專家操作影響

法院公正判斷的問題。 

五、 權力分立的侵害危險 

有學者質疑，問題解決法庭賦予法官得就被告的治療計畫做出實質

決策。已經跨越傳統司法和行政的界線，違反權力分立的原則，產生侵

害舊有行政權領域的危險362。 

本文主張，對於被告的治療計畫，本即無庸透過行政機關的決定才

得以實行。以毒品的管制政策為例，無論採取行政管制或是司法決定都

各有其支持者363。若從行政權的角度出發，被告得以早期轉出，故毋庸

進入漫長的刑事訴訟程序；就司法權的角度，被告之權利保障較為周延，

以防免計畫內容可能之人權侵害的危險。 

本文認為，雖然酒駕法庭的治療計畫係非拘禁的社會內處遇。惟因

為被告仍需定期至指定場所接受治療，且亦有毒品與酒精的經常性檢查，

對於參與者的人身自由與基本權利具有重大影響364，仍應採取「法院監

督」為宜。 

六、 無罪抗辯時無法請求加入 

有質疑若以被告需先為認罪協商後，才得以加入酒駕法庭之治療計

畫的前提，形同被告主張無罪的情況下，根本喪失加入治療計畫的適格

                                                
361

 謝如媛，論美國毒品法庭制度－從懲罰到治療的刑事司法實踐，收錄於：刑與思：林

山田教授紀念論文集，台北：元照，初版，2008 年 11 月，頁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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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g Berman & John Feinblatt, supra note 294, at 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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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學者指出，新加坡與泰國係由行政機關另組織委員會以監督施用毒品者的處遇計

畫；美國、馬來西亞、澳洲則採取法院監督的方式，由司法機關決定被告之處遇方案，藉由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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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365，而產生主張無罪抗辯的參與困境。 

本文認為，美國除了問題解決法庭的制度外，若被告受酒駕緩刑宣

告，仍得以在緩刑過程取得戒治機會366，合於聯合國非拘禁措施最低限

度基準規則要求國家應提供多元非拘禁措施的規定。因此，非謂主張無

罪抗辯的行為人，即無法享受刑事司法程序提供的治療機會。 

第二節  透過官民合作的日本社會內處遇 

日本近年亦呈現酒駕嚴罰化趨勢367，有學者直言，政府透過媒體大

力宣傳卻無法防治再犯，顯示刑罰規制無助矯正與改善，合理懷疑部分

行為人患有酒癮368。 

針對酒駕再犯或累犯的社會內處遇，日本採取官方與民間團體合作，

透過司法轉介至民間戒癮團體，使成癮者在社會內達到戒癮的目的。基

此，本文以下將聚焦在「防止酒駕特別計畫」及司法與民間團體之合作

關係。2016 年刑的一部執行猶豫制度上路後，對於日本的社會內處遇制

度將造成何種變化，本文亦將一併探討之。 

第一項 日本保護觀察制度 

第一款 保護觀察制度概說 

日本的保護觀察制度與我國的保護管束制度相似，係結合緩刑及假

釋概念的社會內處遇制度。透過保護觀察制度的運作，一方面讓犯罪者

與非行少年在社會內維持正常生活，同時也對之進行指導監督，使受保

                                                
365

 Leslie Eaton& Leslie Kaufman ,In Problem-Solving Court, Judges Turn Therapist, THE 

NEW YORK TIMES, availabl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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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觀察之人遵守特定事項並為必要的輔導369。 

依照日本更生保護法第 16 條370之規定，保護觀察制度主要分為五大

類，包含對於少年保護處分之保護管束、由少年院暫時受允許退院而交

付保護管束、假釋付保護管束、依日本刑法第 25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宣告

緩刑付保護管束，以及由婦人輔導院暫時出院者所接受之保護管束者。 

就保護管束之內容，包含確保受保護管束之人的生活態度與就業與

醫療的輔導援護371，並由觀護人（保護觀察官）執行。且受保護管束之

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內負有遵循「遵守事項」的義務372。 

第二款 刑的一部執行猶豫制度 

一、 制度概說 

2008 年「被收容人適正化方案」（被収容者適正化方策に関する部

会）第 17 次會議中，就受刑人獲得假釋之比例過低，以及保護管束期間

過短373，衍生監獄超額收容與平均刑期過長的問題374，提出刑的一部執

行猶豫制度（刑の一部の執行猶予），以期促進「犯罪者的再犯預防與社

會復歸375」。2013 年 6 月 13 日在第 183 次國會決議中修法通過376，並預

                                                
369

 藤本哲也，よくわかる刑事政策，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初版，2011 年，頁 134。 
370

 更生保護法第十六条（節錄）：「三  少年院からの仮退院又は退院を許すこと。

四  少年院からの仮退院中の者について、少年院に戻して収容する旨の決定の申請をする

こと。五  少年法（昭和二十三年法律第百六十八号）第五十二条第一項 又は同条第一項 及

び第二項 の規定により言い渡された刑について、その執行を受け終わったものとする処分

をすること。六  刑法第二十五条の二第二項 の行政官庁として、保護観察を仮に解除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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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澤登俊雄 [ほか]，新・刑事政策，東京，日本評論社，第一版，1993 年 10 月，頁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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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7。 
374

 丸山泰弘，刑事政策研究室「刑事司法」と「福祉」の連携について : 薬物政策の視

点から，罪と罰，第 50 卷第 4 号，2013 年 9 月，頁 122。  
375

 法務省，刑法等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案及び薬物使用等の罪を犯した者に対する刑

の一部の執行猶予に関する法律案法律理由，http://www.moj.go.jp/content/000109258.pdf。（最

http://www.moj.go.jp/content/00010925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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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於 2016 年開始施行，勢必對於日本的社會內處遇制度，造成重大的影

響。 

所謂刑的一部執行猶豫制度，係就法院宣告拘役或有期徒刑之刑罰

時，得由法官決定是否僅執行宣告刑的一部，剩下的期間則以執行猶豫

（假釋）替代377。相較於日本過去只有拘禁與非拘禁二種處遇，隨著刑

的一部執行猶豫制度之導入也打破了原有的限制。 

包含法國、瑞士等歐洲國家與美國部分州法皆採取刑的一部執行猶

豫之立法方式378。日本採取該立法方式之理由係為確保行為人獲得充足

的社會內處遇，且由法院決定，故毋庸創設新的司法單位，並得以維持

刑罰與保護管束分立的概念379。 

刑的一部執行猶豫制度期望受刑人在刑罰執行結束後，有足夠的時

間實施社會內處遇。利用行為人在社會內處遇期間違反規定將導致假釋

撤銷的警惕效果，作為防止犯罪者再犯與促進更生改善的目標380。在刑

的一部執行猶豫制度施行後，主要影響範圍包含受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宣

告之行為人以及施用毒品之再犯與累犯，分述如下： 

（一）受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宣告之行為人 

依照新修正之日本刑法第 27 條之 2 的規定，受三年以下拘役或有期

徒刑之宣告的行為人，合併考量其犯罪輕重、犯人的處境及情狀，認為

有預防其再犯必要者，得執行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的保護管束期間。並限

定對象須符合以下之規定，方得適用381： 

                                                                                                                                    
後瀏覽日期：2015 年 5 月 2 日） 

376
 法務省保護局観察課，刑の一部の執行猶予制度と薬物事犯者に対する処遇について，

更生保護，第 65 卷第 10 月号，2014 年 10 月，頁 19。 
377

 勝田聡，刑の一部の執行猶予制度と社会貢献活動の導入について，刑政，第 124 卷

第 11 号，2013 年 11 月，頁 35。 
378

 川出敏裕，前揭註 373，頁 24。 
379

 川出敏裕，前揭註 373，頁 24。 
380

 勝田聡，前揭註 377，頁 35。 
381 法 務 省 ， 刑 法 等 の 一 部 を 改 正 す る 法 律 案 新 旧 対 照 条 文 ，

http://www.moj.go.jp/content/000109323.pdf。（最近到訪日期：2015 年 5 月 6 日） 

http://www.moj.go.jp/content/0001093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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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曾受拘役以上刑之宣告者。 

2. 雖曾受有拘役以上刑之宣告但以保護管束方式執行者。 

3. 雖曾受有刑之宣告並已執行，但距執行完畢或免除執行之日起

算已達五年且未受拘役以上刑之宣告者。 

舉例而言，若原本受有宣告刑二年的行為人，實際執行刑調整為一

年。剩下一年的刑期，將調整為保護管束期間三年382，使其早日脫離監

所，回歸社會。基此，若行為人觸犯酒駕規定且合於前述要件，仍得以

適用刑的一部執行猶豫制度。。 

（二）施用毒品等罪之再犯與累犯 

依施用毒品等罪之刑的一部執行猶豫法（薬物使用等の罪を犯した

者に対する刑の一部の執行猶予に関する法律）第 3 條規定，對於反覆

施用或持用毒品而受三年以下拘役或有期徒刑之宣告者，經法院考量被

告之情狀認為有防止再犯之必要時，可以適用刑的一部執行猶豫制度。 

有別於前開對於一般犯罪之規定，考量施用毒品的成癮性與再犯可

能。改變過去僅於刑事設施採取毒品戒斷改善處遇的政策，讓施用毒品

的再犯與累犯提早脫離刑事設施，在社會內處遇強化戒癮的效果383。對

於初次施用毒品者，上開一般犯罪的規定，仍然得以適用384。 

隨著刑的一部執行猶豫制度的發展，執行猶豫期間內應否付與保護

管束的議題也受到重視。修法後，針對施用毒品之再犯與累犯應一律逕

付保護管束，期間內亦需參與政府的專門處遇計畫（覚せい剤事犯者処

遇プログラム）。更增設觀護所（保護觀察所）所長得借助醫療與公衛設

施，改善被告之成癮問題385，以及要求行為人接受醫療或是專門協助386。 

                                                
382

 法務省，法制審議会被収容人員適正化方策に関する部会第１８回会議 刑の一部の

執行猶予制度に関する参考試案，http://www.moj.go.jp/content/000002154.pdf。（最近到訪日

期：2015 年 5 月 6 日） 
383

 東山太郎，刑の一部の執行猶予制度導入の経緯と法整備の概要，法律のひろば，第

66 卷第 11 号，2013 年 11 月，頁 19。   
384

 勝田聡，前揭註 377，頁 37。 
385

 日本保護觀察法第六十五條之二（新增）：「對於藥物成癮的保護管束對象，為了達到

改善更生的目的，應與提供治療的醫院和公共衛生機關保持密切聯繫，以利改善保護管束對象

http://www.moj.go.jp/content/00000215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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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務上應如何運用 

就未來刑的一部執行猶豫制度施行後應如何運用，有認為除了由法

官決定應否讓被告適用該制度外，檢察官也可以收集、考量被告必要性

與適格性的資料作為向法院求刑之基礎387。相同的，辯護人亦可以向法

院為同樣的主張388。 

被告之資料則應包含生活與家庭狀況等個人資料，以及社會內處遇

期間有無適用特別處遇計畫等與刑的一部執行猶豫有關之內容389。 

三、 學界的評價 

若從立法的角度，刑的一部執行猶豫制度為受短期自由刑宣告的行

為人與毒品再犯與累犯，開啟一扇復歸社會的大門。然而，日本學界卻

有認為，透過更生保護法的規範，即使被告有機會提早回歸社會，行動

仍受到一定程度的監視與管控。不僅「變相」形成長期性的司法監視，

更可能為被告的社會復歸之路設下一定障礙390。 

亦有學者從「標籤理論」的觀點，認為「中間刑罰制度」導入將導

致社會充斥更多因短期自由刑而被標籤化的行為人，造成未來更多具有

社會復歸障礙的人民出現391。另一方面，有學者則抱持樂觀的態度，認

為雖然可能產生行為人整體拘禁期間延長的疑慮，然而，因為法院在作

                                                                                                                                    
的藥物成癮狀態。」（按：筆者自行翻譯） 

386
 日本保護觀察法第六十五條之三（新增）：「對於藥物成癮的保護管束對象所得實施的

指導監督制度，除了同法第 57 條第 1 項所規定的內容外，亦得以實施以下的方法：（第一項）

為了改善行為人之藥癮問題而使行為人接受醫療措施的指示。（第二項）對於改善行為人的藥

癮問題而由公共衛生機構所實施的專門援助，以合於法務大臣所規定的基準下，使行為人接受

的必要指示。」（按：筆者自行翻譯） 
387

 東山太郎，前揭註 383，頁 26-27。 
388

 神洋明、青木 和子，刑の一部執行猶予制度導入について--弁護士の立場から，刑事

法ジャーナル，第 23 号，2010 年，頁 45。 
389

 川出敏裕，前揭註 373，頁 28-29。 
390

 丸山泰弘，薬物使用者に対する刑の一部の執行猶予制度 : 刑の個別化と一部猶予，

立正法學論集，第 46 卷第 1・2（合併）号，2013 年，頁 102；今井猛嘉，刑の一部の執行猶

予制度，法律のひろば，第 66 卷第 11 号，2013 年 11 月，頁 5。   
391

 土井政和，刑事司法と福祉の連携をめぐる今日的課題，犯罪社会学研究 ，第 39 号，

2014 年，頁 69。  

http://ci.nii.ac.jp/author?q=%E7%A5%9E+%E6%B4%8B%E6%98%8E
http://ci.nii.ac.jp/author?q=%E9%9D%92%E6%9C%A8+%E5%92%8C%E5%A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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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刑的一部執行猶豫之決定時，尚需考量被告的犯罪態樣與再犯可能性

等前提，故不會產生得以肆無忌憚發動的危險。且未來既然可以透過社

會貢獻活動等內容作為對被告之要求，法院勢必會審慎考量行為人個人

狀況與所犯罪名，故不會產生刑罰延長的結果392。 

刑的一部執行制度需待 2016 年才正式上路，若僅從制度與立法理由

而言，本文認為，除了本研究關注的酒駕行為人在合於一般規定的情形

得以縮短刑罰之執行期間外，就毒品之再犯或累犯亦提供拘禁與隔離外

的中間刑罰制度。可見日本政府已經注意到透過單純監禁無助於改善成

癮者之問題。 

第二項 官方與民間團體之合作 

因為重視酒駕再犯的議題，日本刑事司法近年增設「防止酒駕特別

計畫」以期減少犯罪的發生。計畫結束後得透過司法轉介至民間戒癮機

構，使酒癮者在社會內戒除酒癮。藉由官方與民間團體的通力合作，幫

助酒癮者早日重返社會。 

第一款  防止酒駕特別計畫 

2006 年 8 月，日本福岡發生酒駕致三人死亡的重大車禍，進而點燃

嚴罰化的戰火。2007 年 12 月日本內閣府、警察廳及法務省為有效根除

酒駕犯罪，共同召開「酒駕再犯政策研擬會議」（常習飲酒運転者対策推

進会議），並在 2010 年 10 月 1 日就酒駕再犯與具有再犯傾向的行為人實

施「防止酒駕特別計畫」（飲酒運転防止プログラム）393。期望教導參與

者酒精對人體的影響，並透過認知行動療法等專門處遇課程，達到預防

再犯與促進行為人更生改善的目的394。 

一、 計畫對象 

                                                
392

 今井猛嘉，前揭註 390，頁 6-7。 
393

 田平武史，飲酒に問題のある対象者の処遇の現状－飲酒運転防止プログラム，犯罪

と非行，第 169 号，2011 年 8 月，頁 189。 
394

 田平武史，同前註，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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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酒駕特別計畫屬於日本更生保護法所規定之保護管束期間內特

別遵守事項395。計畫對象係觸犯日本刑法第 208 條之 2 第 1 項前段危險

運轉致死罪（僅限定受酒精影響的行為）與道路交通法酒醉駕車行為，

而受假釋或緩刑付保護管束之行為人。惟若行為人具有以下事由，則例

外排除適用
396

： 

1. 患有精神障礙等重度身心障礙患者。 

2. 無法理解日語。 

3. 假釋之保護管束期間未滿 3 個月。 

4. 身患重病或而無法參與計畫。 

5. 具有遣返事由之難民。 

二、 課程內容 

防止酒駕特別計畫之課程共分為 5 個階段。在參與課程前先行確認

行為人有無酒癮問題，進而適用不同的課程方案397。以下為各階段詳細

內容398： 

第一階段 賦予參與者參加課程的動機 

使參與者反省酒駕所引發的後果並讓參與者理解為何要杜絕酒駕犯

罪。藉由具體規劃未來生活，以增強參與者完成計畫的動力與意願。 

第二階段 學習酒精對身心與駕駛車輛帶來的影響 

讓參與者學習酒精對於身心與駕駛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使其體認酒

精的危險性，使患有酒癮的參與者自覺飲酒的嚴重性。 

                                                
395

 日本更生保護法第 51 條第 2 項第 4 款：「因醫學、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和其他專

門知識，為了改善行為人特定犯罪傾向，而由法務大臣所制訂的處遇制度。」（按：本文自行

翻譯） 
396

 國友幸子（法務省保護局観察課），保護観察所における飲酒運転事犯者処遇～飲酒

運 転 防 止 プ ロ グ ラ ム に つ い て ～ ， 2011 年 6 月 ，

http://www.kurihama-med.jp/branch/pdf/alyobo_pr_225.pdf（最後到訪日期：2015 年 5 月 25 日）；

田平武史，前揭註 393，頁 192。 
397

 田平武史，前揭註 393，頁 192。 
398

 田平武史，前揭註 393，頁 190-193。 

http://www.kurihama-med.jp/branch/pdf/alyobo_pr_2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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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 學習酒精與酒癮相關知識 

針對患有酒癮的行為人強化其酒駕與酒癮的知識，提供酒癮戒治之

資訊。讓參與者理解唯有改善酒癮問題，才得以防止酒駕再犯，藉以增

強參與者自行前往就醫的意願；針對一般的行為人則教授酒精分解時間

等與防止酒駕有關的基礎知識。 

第四階段 找尋引發自身過度飲酒的原因 

協助參與者尋找過量飲酒與酒駕的主要原因，並思考應如何避免該

原因再次出現。 

第五階段 制定防範酒駕再犯之計畫 

計畫結束前，讓參與者訂定對於未來的計畫，強化參與者在課程結

束後持續戒酒或避免過量飲酒的動機。並協助轉介參與者參與民間戒酒

團體，增強參與者成功戒癮的可能性。 

三、 實施地點與方式 

實施地點原則在各地區之觀護人室（保護觀察所）實施。惟若遇到

參與者住居偏遠或行動不便的情況，也可能改於參與者居家附近的居民

活動中心（公民館）進行399。 

就實施方法係由觀護人（保護觀察官）決定採行個別面談亦或團體

面談的處遇方式400，再針對參與者有無酒癮之症況區分授課內容。就計

畫的參與期間視參與者狀況而定，進行方式則為二週一次401。計畫實施

前，觀護人（保護觀察官）也會向參與者的家人說明課程實施概要，以

利家人了解並陪同、鼓勵參與者參與計畫，建立穩固的社會支持。在課

程以外的時間，為防免過度監督造成參與者參與意願的降低。透過參與

者的自主管理以達到社會復歸的目標。  

四、 對於參與者的實際影響 

                                                
399

 田平武史，前揭註 393，頁 192。 
400

 田平武史，前揭註 393，頁 192。 
401

 田平武史，前揭註 393，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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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僅以實際案例說明防止酒駕特別計畫搭配轉介民間戒癮團體，

對於參與者的人生帶來的影響與轉變402。 

40 歲 B 男因觸犯竊盜及道路交通法之酒駕犯罪（飲酒後偷竊他人車

輛並駕車離去）而受有期徒刑之宣告。惟因 B 與家族關係疏遠。B 乃以

假釋期間居住於民間法人團體 MAC 經營的酒癮康復設施為由，獲得假

釋申請之許可。假釋後 B 除參與 MAC 一日三次的團體討論，在特別遵

孚事項之要求下，亦接受為期二週一次的防止酒駕特別計畫。經假釋二

個月後，在 MAC 工作人員和觀護人的勸說下至縣立精神病院接受酒癮

診療。經醫生診斷後 B 決定接受定期的酒癮戒治。自此，B 不僅未再次

施用酒精且在 MAC 的生活也極為穩定。在保護管束期間屆至前 B 即順

利尌業，保護管束期間結束後，隨即開始工作並展開新的生活。 

從上面的案例可以發現，藉由防止酒駕特別計畫轉介民間戒癮團體

的處遇模式，除了在課程中使行為人了解酒癮的嚴重性，透過司法人員

與戒癮機構的通力合作更可以強化行為人自願就醫的可能性。尤其，對

於欠缺家庭支持的行為人，民間戒癮團體也得以扮演社會支持系統，讓

行為人復歸社會以前擁有穩定的居所，並為重新踏入社會預作準備。不

僅穩定酒癮者的生活，同時兼具戒除酒癮、提供住居、幫助就業等多面

向功能。 

第二款  民間團體的社會支持 

不同於我國刑事司法程序結束後監督機制的終結。日本的社會內處

遇藉由官方轉介民間團體，使行為人繼續透過社會支持系統的援助，逐

步達成社會復歸目標。 

日本具有為數充足的民間團體，使參與者得以在社會內戒除其成癮

問題。以下，本文選擇並訪問日本民間戒癮團體 DARC，以期更深入了

解日本民間戒癮團體的運作。 

                                                
402 法務省，平成２４年版犯罪白書第 7 編第 2 章第 4 節，官方與民間團體合作防止酒駕

特別計畫之案例，http://hakusyo1.moj.go.jp/jp/59/nfm/n_59_2_7_2_4_1.html。（到訪日期：2015

年 6 月 21 日） 

http://hakusyo1.moj.go.jp/jp/59/nfm/n_59_2_7_2_4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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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DARC 介紹 

DARC（Drug Addiction Rehabition Center，日文名稱ダルク）係於

1985 年參考美國 AA 與 NA 民間戒癮團體所創建，創設背景係當時日本

對於施用毒品者並無提供戒癮支援，希望藉由 DARC 的設立，提供毒品

成癮患者安身立命的戒癮空間403。DARC 最初的服務對象僅限於毒品成

癮者，惟近年於鄉村地區考量民間戒癮團體缺乏的問題，亦兼收容酒癮

患者。 

日本雖有豐富的民間戒癮團體，惟終究與醫療院所有所差異。因此，

運作模式並非採取醫學的治療，而是利用戒癮者的相互支持以達戒癮的

目標404。 

截至 2009 年 1 月，DARC 在日本全國之據點已超過七十處以上405。

有認為 DARC 得以在日本迅速拓展的主要原因，係政府在戒癮政策缺乏

司法與醫療的有效合作，人民透過民間團體的參與反而獲得更有效的幫

助406。為避免成癮者在離開 DARC 後，面臨無法立即就業而再次陷入成

癮的惡性循環，DARC 亦鼓勵完成戒癮課程的參與者，可以以畢業生的

身分擔任 DARC 的工作人員407，傳承其戒癮經驗並保有一定的工作收入

以維持穩定的生活。 

二、 栃木 DARC 

                                                
403

 市川岳仁，自らの回復と仲間の支援の狭間で～当事者カウンセラーの意義と課題，

收錄於：薬物政策への新たなる挑戦:日本版ドラッグ・コートを越えて，東京：日本評論社，

第一版，2013 年 3 月，頁 33。 
404

 濱近羊子，薬物依存のある保護観察対象者等に対する地域支援パイロット事業につ

いて : ダルク等との連携モデルについて，更生保護と犯罪予防，第 154 号，2012 年 2 月，

頁 85。 
405

 全國ダルク，全国薬物依存症者家族連合会 ，http://www.yakkaren.com/zenkoku.html。

（最後到訪日期：2015 年 5 月 7 日）。 
406

 石塚伸一，ＤＡＲＳ(Drug Addiction Rehabilitation Support)の理論と実践～日本版ドラ

ッグ・コート実現のための障害とその克服～，收錄於：薬物政策への新たなる挑戦:日本版

ドラッグ・コートを越えて，東京：日本評論社，第一版，2013 年 3 月，頁 12。 
407

 參照附錄一訪談紀錄，受訪者表示：「針對尌業的部分，參與者完成計畫後，多半會

先以打工的方式，擔任 DARC 的義工。」 

http://www.yakkaren.com/zenkok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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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施與服務 

2003 年 2 月栃木 DARC 開辦那須戒癮中心，其後在栃木縣的宇都宮

市增設社會復歸中心。截至目前，男性的戒癮設施包含那須戒癮中心（那

須トリートメントセンター） 宇都市宮社會復歸中心（宇都宮アウトぺ

ーシェント）以及那珂川社會農場（那珂川コミュニティファーム）。此

外，2012 年為服務女性成癮患者開設女性獨立照護設施408（ピースフル

プレイス）。 

（二）戒癮課程內容 

 

圖表 9 DARC 三階段戒癮計畫409
 

依本文訪談所取得之統計資料顯示，2014 年 4 月栃木 DARC 共 55

名收容人中，酒癮患者占 13 名（含複數成癮問題者），僅次於安非他命

成癮患者人數410。所有收容人皆採取三階段戒癮計畫（3 Stage System）。

此計畫係依照美國 AA 與 NA 民間戒癮團體的十二階段戒癮計畫為基礎

                                                
408

 栃木 DARC，設施事業：設施紹介，http://www.t-darc.com/shisetsu.html。（最後到訪日

期：2015 年 5 月 8 日） 
409

 圖表自製，栃木 DARC，設施事業：3st プログラム，http://www.t-darc.com/3st.html。

（最後到訪日期：2015 年 5 月 8 日） 
410

 參見附錄一訪談紀錄：「2014 年 4 月時，經統計共有 55 人收容於本設施，其中，酒癮

患者(包含同時含有毒品依存情形)共有 13 人，佔所有收容理由的第二位，僅次於安非他命濫

用。」 

階段三 地點：孙都宮社會復歸中心

產生行動的變化 繼續實行

階段二 地點：那頇戒癮中心

整理過去 找尋生命本質 去除缺點 復歸社會的準備

階段一 地點：那頇戒癮中心

承認 信任 使參與者願意託付

http://www.t-darc.com/shisetsu.html
http://www.t-darc.com/3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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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而成。計畫期間歷時十二個月，階段一與階段二的於那須戒癮中心

進行，階段三則在宇都宮社會復歸中心進行。 

階段一與階段二係幫助參與者戒除成癮物質的誘惑。階段一讓參與

者認識成癮問題，並對於計畫團隊產生信任；階段二則讓參與者分析自

己的成癮原因，以期透過原因的排除使患者重新建立復歸社會的自信。

階段三則讓參與者在接近於正常社會生活的環境中適應並重返社會。 

DARC 的戒癮計畫，透過行動認知療法、農作業療法、音樂療法等

方式，讓參與者可以面對自己並為重新踏入社會作準備。惟為確保參與

者的身心狀況，得由各地的 DARC 自行決定是否與醫院進行合作，例如

栃木 DARC 即與當地的岡本台病院合作，安排參與者每月一次到院接受

診療411。 

第三款 自立準備之家 

為強化監獄出所者的再犯預犯以及社會復歸，日本於 2010 年 6 月

18 日的「新成長戰略」中提出開辦民間「自立準備之家412」（自立準備ホ

ーム）的構想。  

創立自立準備之家的背景有二，其一，保障出所者之住居。政府過

去所提供的更生保護設施，面臨收容人數與場地不足、僅集中在特定區

域413，以及少年與女性設施明顯缺乏414等問題。導致受刑人離開監獄後，

可能缺乏得以安身立命的居所而被逼退到社會邊緣，恐為生計而陷入犯

                                                
411

 參見附錄一訪談紀錄，受訪者表示：「有無與醫院進行合作，是由各地 DARC 組織自

行決定，栃木 DARC 與栃木當地專門醫治酒癮患者的岡本台病院有相互的合作，會讓參與者

有一個月一次到院受診的機會。」 
412

 法務省，行き場のない刑務所出所者等の住居の確保～更生保護施設等の役割～，

http://www.moj.go.jp/hogo1/soumu/hogo02_00029.html。（最近到訪日期：2015 年 5 月 8 日） 
413

 法務省，平成 24 年版犯罪白書，第 7 編/第 4 章/第 1 節：住居確保等支援における課

題と今後の在り方，http://hakusyo1.moj.go.jp/jp/59/nfm/n_59_2_7_4_1_3.html。（最近到訪日期：

2015 年 5 月 8 日） 
414

 大矢裕，保護観察における住居の確保と定住支援について，更生保護，第 63 卷第

10 号，2012 年 10 月，頁 8。 

http://www.moj.go.jp/hogo1/soumu/hogo02_00029.html
http://hakusyo1.moj.go.jp/jp/59/nfm/n_59_2_7_4_1_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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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惡性循環中。其二，視出所者狀況彈性選擇適合的收容機構415。從

更生保護的目的觀之，若藉由官方與民間機構合作拓展更豐富的環境，

將更有助於選擇適合出所者的收容單位。 

準此，為強化出所者自立所需的中長期處所，法務省在 2011 年 5

月與得以提供住宿設施的民間法人團體合作開設「自立準備之家」。對出

所後無住居或是單獨生活且患有藥酒癮的行為人，提供二至三個月的暫

時居所，以利出所者復歸社會。截至 2013 年年底，全國已有二百三十六

所民間團體登錄作為自立準備之家416，不僅對於無居所的出所者提供安

身立命的空間，也對於欠缺社會支援或社會支持環境不利改善的行為人

提供社會復歸的準備場所417。 

第四款  官民合作之疑慮 

雖然透過官方與民間的通力合作得以強化司法轉介，以利行為人在

社會內戒除其酒癮問題。惟無論是防止酒駕特別計畫或是自立準備之家

的設置，仍面臨以下之疑慮。 

一、 防止酒駕特別計畫之限制 

對於防止酒駕特別計畫有採取正面評價者，認為透過觀護人（保護

觀察官）與參與者的面對面討論，可以隨參與者的論述調整課程內容，

並就其有興趣或欲加強的相關知識予以補充418。然而，該計畫仍有以其

限制。 

（一）執行案件量有限 

根據日本法務省之統計，2011 年至 2013 年參與防止酒駕特別計畫

                                                
415

 法務省，平成 24 年版犯罪白書，第 7 編/第 4 章/第 1 節：住居確保等支援における課

題と今後の在り方，http://hakusyo1.moj.go.jp/jp/59/nfm/n_59_2_7_4_1_3.html。（最近到訪日期：

2015 年 5 月 8 日） 
416

 土井政和，刑事司法と福祉の連携の在り方-犯罪行為者の社会復帰支援の現状と課題，

犯罪社会学研究，第 39 号，2014 年，頁 5。 
417

 濱近羊子，前揭註 404，頁 85。 
418

 田平武史，前揭註 393，頁 199。 

http://hakusyo1.moj.go.jp/jp/59/nfm/n_59_2_7_4_1_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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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假釋犯人數，分別為 298 人、277 人與 244 人；而保護管束（保護観

察）期間參與計畫之人數，分別為 126 人、121 人與 110 人419，參與情況

不如預期。 

雖然單就計畫實施對象之要求，似乎可以使得大量的酒駕行為人參

與該處遇計畫。然而，卻因為此計畫屬於日本更生保護法之「特別遵守

事項」，行為人需要通過由法官或地方委員會（假釋審查委員會）的認可

才得以加入，導致難以發揮實際成效。 

（二）無法強制酒癮患者就醫 

考量行為人接受治療需合於自願性，防止酒駕特別計畫並無強制酒

癮者至醫療院所戒治的權力。因此，雖然日本官方與民間團體透過密切

合作，轉介司法程序終結的行為人參與民間戒癮團體。惟因民間團體終

究並非正式的醫療院所，即使觀護人（保護觀察官）在實施計畫時發現

情況嚴重的酒癮患者，仍僅得建議行為人自行就醫而無法強制其至醫療

院所戒治。 

二、 對於自立準備之家定位轉變的擔憂 

2016 年刑的一部執行猶豫制度正式施行後，因為官方收容處所嚴重

缺乏，勢必將使過去作為「更生緊急保護420」之用的自立準備之家，成

為未來出所者社會內處遇的收容場所421。換句話說，自立準備之家將成

為出所者社會復歸的重要中繼站422。 

然而，因為民間團體成為自立準備之家後將獲得更生保護法所賦予

                                                
419

 法務省，平成 26 年犯罪白書，第 2 編第 5 章第 2 節，專門處遇計畫之人數統計，

http://hakusyo1.moj.go.jp/jp/61/nfm/images/full/h2-5-2-06.jpg。（最後到訪日期：2015 年 6 月 20

日） 
420

 所謂「更生緊急保護」，依據日本更生保護法第 85 條之規定，係指拘束人身自由的

刑事程序或保護處分結束後，若行為人無法受到來自於親族的協助或公共衛生福利團體的醫療、

住居、職業的保護，或無法因為前者所提供的保護而利於行為人的改善更生之時，可以緊急對

於行為人提供金錢借貸、住居場所、醫療、就業輔導、職業訓練等為了行為人適應社會生活所

必要的生活指導與改善其生活環境之行為，以幫助行為人可以循序漸進成為遵守法律的社會生

活一員，並快速達到更生保護目的。（按：筆者自行翻譯） 
421

 川出敏裕，前揭註 373，頁 29-30。 
422

 勝田聰，前揭註 377，頁 38。 

http://hakusyo1.moj.go.jp/jp/61/nfm/images/full/h2-5-2-0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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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指導權力423，形同民間機構在法律上擁有如同官方更生保護設施

般的地位。故有質疑若未來自立準備之家被賦予司法通報義務，恐怕成

為保護觀察官（觀護人）手足的延伸424，而產生「福祉的刑事司法化」

危險425。 

換句話說，在刑的一部執行猶豫制度施行後，原本帶有社會復歸意

義的自立準備之家可能變相成為國家的「眼線」，使國家得以大行司法檢

查之事。透過嚴密的監控，造成行為人一旦違犯規定就面臨重回監所服

滿刑期的結果。將使大量民間團體成為國家新型態的監督工具，對於復

歸社會的功能勢必大打折扣。 

因此，有學者認為真正能解決問題的辦法，是根本性排除保護管束

制度利用民間機構作為其國家手足以強化監視功能的可能性。當國家司

法機制過度強調刑罰的再犯預防機能，透過非刑罰措施「偷渡」刑罰的

效果就會大增426，僅是變相讓傳統意義下的監獄被轉移到社會，形成行

為人復歸社會的障礙。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雖然日本為解決酒駕再犯而制定防止酒駕特

別計畫，惟運用效果明顯不彰。即使在處遇中發覺參與者的酒癮問題，

司法亦未賦予觀護人得採取相關措置，而僅得建議行為人自行就醫，制

度設計上仍有所不足。 

另一方面，當國家司法干預獨立的民間團體，甚至使之成為司法監

督的窗口，有可能侵蝕民間團體向來強調的「自力更生」機制。換句話

說，若司法制度使民間團體帶有國家權力色彩，將破壞民間團體向來強

調成員之間互相鼓勵督促，以達成目標的「自發性」理念。基此，本文

主張，即便未來刑的一部執行猶豫制度與民間自立準備之家相互結合，

                                                
423

 法 務 省 保 護 局 ， 自 立 の た め の 一 時 的 な 宿 泊 場 所 に つ い て ， 頁 1 ，

http://www.moj.go.jp/content/000095436.pdf。（最後到訪日期：2015 年 6 月 20 日） 
424

 丸山泰弘，前揭註 390，頁 113-114。 
425

 土井政和，前揭註 391，頁 69。 
426

 土井政和，日本における非拘禁的措置と社会内処遇の課題，收錄於：刑事立法研究

会，非拘禁的措置と社会内処遇の課題と展望，東京：現代人文社，第一版，2012 年 3 月，

頁 9。 

http://www.moj.go.jp/content/00009543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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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利於行為人復歸社會的觀點，政府仍不應該使得為數眾多的民間團體

成為國家控制犯罪的工具。否則，不僅將失去參與者對於民間機構的信

賴，恐怕也將大幅降低人民藉由司法轉介至民間機構繼續社會內處遇的

意願。 

第三節 小結 

本文在此一章節分別以美國與日本作為比較法的借鏡。 

美國酒駕法庭屬於問題解決法庭的一種，法學基礎來自於治療式司

法的精神。透過新興法學視角呈現與過去傳統刑事司法體系截然不同的

意義。問題解決法庭提供新型態的司法處遇方式，藉由設計個人化治療

處遇計畫，直搗被告反覆犯罪的「根本原因」。司法權積極整合各專業領

域與民間戒癮資源，藉由民間團體的社會支持，增強行為人在計畫中或

是計畫結束後持續戒癮的可能，亦兼容新舊刑罰學之色彩，強調刑罰福

利主義時期所重視的個人化矯治與社會復歸議題。 

酒駕法庭篩選適合的個案加入治療計畫，制定個人化的戒酒療程，

並藉由毒品酒類檢測等司法監控與就業輔導援助，以期參與者戒除酒癮

並復歸於社會。然而，作為全新的司法制度，酒駕法庭亦面臨諸多質疑

與挑戰。包括輕罪酒駕行為的再犯率降低效果不顯著、認罪協商程序的

疑慮、公正性之影響、權力分立的侵害、無罪抗辯時無法加入問題解決

法庭等質疑。惟透過本文的論證，發現上述質疑可能多源於對問題解決

法庭概念與本質之誤解所致。 

日本近年為期促進被告之再犯與社會復歸，增訂刑的一部執行猶豫

制度。除了一般犯罪之規定外，也開啟毒品再犯之社會內處遇機會。立

法者意識到行為人之酒癮可能導致酒駕再犯。藉由官方與民間團體的合

作，以「防止酒駕特別計畫」轉介參與者在司法處遇結束後繼續參加民

間戒癮團體，達到預防再犯與促進更生改善的目的。豐富的民間團體不

僅成為戒癮者社會支持來源，也在戒癮實務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

隨著 2016 年刑的一部執行猶豫制度上路，作為社會內處遇據點的自立準

備之家定位是否將發生變化，也備受各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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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日本透過官方與民間合作的處遇方式亦非毫無疑慮。首先，「防止

酒駕特別計畫」之執行狀況不佳且無法強制轉介酒癮患者就醫，處遇功

能有所不足。對於扮演社會內處遇重要據點的自立準備之家，也因賦予

類同於國家機關的權限而被質疑民間團體恐就此成為國家手足的延伸，

進而大幅降低人民藉由司法轉介至民間機構繼續社會內處遇的意願。 

透過比較法的整理，本文發現，雖然美國與日本採取截然不同的處

遇模式處理酒駕議題，惟無論是透過法庭功能的全面性轉變，抑或是官

方與民間團體的跨界合作，二者皆重視酒癮可能導致的酒駕再犯問題，

民間戒癮團體在社會內處遇的過程亦皆扮演重要的社會支持角色。更重

要的是，藉由刑事司法的運作，協助患有酒癮的酒駕行為人根除其成癮

問題，進而達到社會復歸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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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構酒駕戒癮處遇制度 

第一節 重返復歸之路 

第一項 患有酒癮之行為人應屬於病犯 

透過本文第三章的論證，在醫學的面向上，酒癮如同毒癮屬於物質

成癮的一種，因而，無論毒癮者或酒癮者皆屬於「病患」。然而，經過本

文的檢討，發現我國政府對於患有酒癮的酒駕行為人，僅仰賴嚴罰的刑

事司法，並未透過矯治行為人患有的酒癮問題，給予適當的處遇。 

若以我國之毒品防治為例，過去，政府對施用毒品者的態度，有如

今日的酒駕議題，一昧採取監禁嚇阻手段，惟 1998 年政府將肅清煙毒條

例修正為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確認了我國刑事政策將毒品施用者視為兼

具病患與犯人特性的「病犯」427。自此，對毒品施用者之戒癮治療產生重

大變革，採取「治療優先於處罰」與「醫療優先於司法」之理念，期望

透過矯治，幫助毒癮患者達到戒治效果，防免其面臨入監的反覆循環。 

事實上，有學者已經提到，無論是患有酒癮之酒駕行為人、性侵犯

或毒品犯，皆係兼具有病人和犯人身分的「病犯」，惟目前我國政府對於

此三種行為人，僅有酒駕者尚未提供醫療、矯正與觀護系統的有效整合，

因而導致患有酒癮的酒駕行為人無法獲得適當的矯治428。尤其，本文擔憂，

我國政府倚賴嚴刑峻罰帶來大量監禁，並藉此將酒駕行為人隔離並排除

於社會之外的想法，與美國毒品戰爭中的反毒政策走向幾乎如出一轍，

且比較二者亦皆造成特定階層面臨社會排除問題429，似已形成殊途同歸的

不利後果。 

                                                
427

 李維宗，我國毒品犯戒癮治療政策之評估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所博士畢業論

文，2010 年，頁 4。 

428
 賴擁連，前揭註 99。（最後到訪日期：2015 年 7 月 13 日） 

429
 美國於 1980 年代起對於施用毒品之行為人採取大量監禁的反毒政策，透過此一嚴厲

的刑事政策，造成許多位處社會底層階級的黑人因而成為處罰的對象。 許華孚，美國監獄發

展的社會學分析―從共和國的機器到倉庫化管理，犯罪學期刊，第 7 卷第 1 期，2004 年 6 月，

頁 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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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此，為避免我國酒駕法制逐步踏上美國毒品戰爭的後塵，且回應

1990 年聯合國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基準規則中指出「應朝非刑罰化和非

犯罪化的方向努力」的目標。對於患有酒癮問題的酒駕再犯與累犯，本

文將採取如同毒品防治之「治療優先於處罰」與「醫療優先於司法」之

理念，並參考比較法的制度，期待以「因地制宜」的方式，將「治療與

社會復歸並重」的精神導入我國現有的制度中，以期與我國的制度順利

接軌，成為可行的實踐方法。 

第二項 比較法的選擇 

美國與日本的比較法上，二者皆係以行為人「復歸社會」為目標，

惟對於改善酒駕行為人之酒癮問題，採取不同的處遇模式。前者透過創

設與傳統刑事司法制度有別的新型態法院制度，整合司法、醫療與社會，

進而達到治療行為人的結果；後者則是透過酒駕特別處遇計畫，並配合

大量民間戒癮機構的參與，以司法協助轉介行為人進入民間團體，以達

到社會內處遇的結果。又究竟我國在處遇模式的選擇上，應以美國法抑

或日本法作為借鏡？本文欲從以下二個面向切入討論。 

首先，監獄作用的轉變，導致今日的刑罰不僅對於行為人根本欠缺

改善矯治之效，甚至還可能因為隔離與排除，使其未來難以復歸社會。

我國不能安全駕駛罪受處罰之對象不僅多為勞工階級，且部分入監受刑

人的經濟情況亦不優渥。基此，本文認為，在司法處遇模式的選擇上，

應該盡量採取非拘禁措施，才不至於使受拘禁的行為人再度被社會排除

的對象。 

針對美國與日本的處遇模式，因美國的酒駕法庭具有不同種類的法

院模式，無論採取認罪協商前或是認罪協商後模式，只要行為人順利完

成治療計畫，即得以免去入監服刑的危險；而日本則是除了受緩刑宣告

的行為人以外，無論係透過假釋或是未來將施行的刑的一部執行猶豫制

度，行為人皆須在出所以後，才有機會透過司法轉介進入民間戒癮團體。

是故，若從避免行為人進入監獄隔離，以防免造成未來社會復歸障礙的

角度，採取美國酒駕法庭的方式應較具優勢。 



 

139 

 

第二，我國面臨民間戒癮機構極度缺乏的問題，且司法與民間的合

作互動並不密切，司法程序結束，便意味著司法人員任務的終結。因此，

不僅難以期待行為人有機會透過司法的轉介參與民間戒癮治療，就連完

成醫院療程，欲自發參與民間戒酒團體，都可能因為機構過少而產生無

法參與的困境。 

本文認為，雖然美國與日本皆強調民間團體的參與。然而，因美國

採取整合型的治療處遇計畫，民間團體的參與僅為治療計畫的一部分。

相較之下，日本強調由社會支持一環的民間團體，主導戒癮課程規劃與

執行。因此，若缺乏民間團體的參與，勢必無法順利推動。在我國酒癮

戒治極度仰賴醫療院所，且民間戒癮團體嚴重不足的現況下，採取美國

酒駕法庭的方式，似乎亦較能因應我國民間團體缺乏的難題。 

若從經費開銷與違反效果切入，問題解決法庭和一般的社區處遇制

度相比，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不僅花費金額較一般社區處遇活動

來的高，若行為人違反問題解決法庭所設定的要求，仍可能面臨再次進

入監獄，造成與傳統司法並無二致的結果430。惟本文認為，這樣的質疑，

僅適用在被告確有可能受有其他更有利的社區處遇情況下，方得成立。

需再次強調的是，我國司法體制下，酒駕再犯或累犯多被定位為高風險

犯罪族群，因此，幾乎已無法適用替代刑罰措施，導致行為人往往僅剩

下進入監獄一途。更極端地說，在我國的情況，針對具有酒癮問題的酒

駕犯罪者，即便是初犯的情況下，我們都難以期待司法的轉向處遇可以

提供被告一個妥善治療的管道，促進行為人積極復歸社會的可能。更遑

論本文所聚焦的酒駕再犯或累犯，在身處我國酒駕嚴罰化的趨勢下，已

經面臨根本無法適用轉向制度的困境。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美國酒駕法庭的制度，不僅兼容酒癮治療與

幫助行為人復歸社會的觀點，更使行為人仍得以保有家庭生活與原本的

工作。對於我國酒駕犯罪中結構多為勞工階層，且面臨民間戒癮尚未充

實的現況下，應更能契合我國刑事司法現況與需求。 

                                                
430

 John A. Bozza , Benevolent Behavior Modification: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and . Limitations of Problem-Solving Courts, 17 WIDENER L.J. 97, 14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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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酒駕法庭模式的選擇適用 

針對第四章提到的美國酒駕法庭模式，本文以下將嘗試就各法院模

式的之優劣進行評估，選擇合於我國刑事司法體制的類型。 

第一款 判決後模式不利行為人復歸社會 

判決後模式將治療計畫定位為「替代刑罰」概念，當治療計畫結束

後，被告得否免除刑之執行，仍繫於被告原應受刑期的長度多寡。故即

便行為人完成治療計畫，若過去參與酒駕法庭的期間，尚不足以抵免行

為人的全部刑期之時，行為人面臨須再次進入監獄服完剩餘刑期的不利

結果，也形成即便透過治療計畫根除再犯或累犯的酒癮問題後，行為人

卻仍要入監服刑的弔詭。本文認為，若被告計畫結束後還需要進入監獄，

將可能導致其在計畫中養成的積極生活態度，或是被告的就業或就學因

而中斷。不僅將使治療處遇效果大打折扣，更不利於行為人復歸社會。 

第二款 認罪協商前模式無法在我國順利推展 

針對認罪協商前模式，簡而言之，係以「緩起訴」的方式使被告參

與治療計畫。與其他二種類型相比，藉由給予行為人緩起訴的方式，即

使行為人中途放棄計畫，或是因參與狀況不佳而遭到撤銷緩起訴時，效

果僅是檢察官再行起訴的結果，而不至於使被告直接面臨判刑或是進入

監獄服刑的立即危險，因而仍可以保有受到公平審判的機會。 

觀諸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1 就緩起訴要件之規定，只要符合

「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檢察官參酌刑法第 57 條所

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認得以緩起訴為適當者，即可以給予緩起訴

之優惠。對於因酒癮而再犯不能安全駕駛罪的被告，似有得以適用之餘

地。 

有學者更以問題解決法庭的毒品法庭為例，指出我國尚未全面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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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問題解決法庭之前，應以「緩起訴制度」作為處遇計畫的導入平台431。

且依照 2008 年毒品危害防治條例所增訂第 24 條第 1 項之規定，無論是

初犯、五年內再犯、五年後再犯之施用毒品行為人，均得適用緩起訴附

命戒癮治療432，使得再犯或累犯施用毒品罪之被告，仍有機會透過司法

的轉介，達到戒癮治療的效果。因而認為，隨著我國在全國施行緩起訴

酒癮戒癮治療計畫，即意味國家實質引入美國問題解決法庭的理念。 

然而，本文認為，若從我國緩起訴毒品戒癮治療的現況切入，緩起

訴毒品戒癮治療制度的出發立意良善，希望達到踐行「先醫療後司法」

的目的，然而，為人詬病的是，依照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

認定標準第 12 條之規定433，只要患者被發現有再次施用毒品的情況，其

緩起訴處分就會被撤銷。不僅缺乏藉由加強司法監督，以幫助毒癮者完

成治療之思考，更使整體違規處罰思維單純偏重司法處罰，而未顧及毒

品施用者在戒癮計畫中，係處於生活重建之不穩定狀況，本即可能發生

反覆施用的事實434。導致實際成效因為政府的錯誤執行方式與守舊觀念，

而大打折扣。 

此外，本文認為，我國毒品戒癮治療的緩起訴制度在本質上與美國

問題解決法庭的個案篩選評估機制435，以及整合性的處遇計畫436，具有

一定的差距。我國緩起訴制度無法先行篩漏適宜參加的行為人，導致不

適宜參與的個案大量湧入緩起訴程序，造成無法控管處遇品質的漏洞。

                                                
431

 楊士隆、李宗憲，前揭註 310，頁 295。 
432

 林臻嫻，論毒品條例第 24 條第 2 項之「應依法追訴」－評最高法院 100 年台非字第

51 號判決暨 100 年度第一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刑事法雜誌，第 57 卷第 1 期，2013 年 2 月，頁

32。 
433

 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認定標準第 12 條：「被告於緩起訴期間，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視為未完成戒癮治療，得撤銷緩起訴處分：一、於治療期間，無故未依指定時間接

受藥物治療逾七日。二、於治療期間，無故未依指定時間接受心理治療或社會復健治療逾三次。

三、對治療機構人員有強暴、脅迫、恐嚇等行為。四、於緩起訴期間，經檢察機關或司法警察

機關採尿送驗，呈毒品陽性反應。」 
434

 紀志光，緩起訴處分戒癮治療之回顧與展望，犯罪學期刊，第 17 期，2014 年 12 月，

頁 209。 
435

 楊士隆、李宗憲，前揭註 310，頁 295。 
436

 楊士隆、李宗憲，前揭註 310，頁 295；施奕暉，現行毒品政策之困境與展望：以施

用毒品行為除罪化為中心，軍法專刊，第 59 卷第 3 期，2013 年 6 月，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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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欠缺各領域專業人士的意見整合，導致無法規劃涵蓋司法、醫療、

心理甚至是社區的整合性處遇治療計畫，形成僅是變相使司法監督權移

轉到醫療院所，影響治療處遇的效果437。 

雖有學者樂觀的認為，只要利用現有的緩起訴制度，並搭配如轉向

委員會的聽證程序，實質上即能達成如同美國問題解決法庭般的效果438。

然而，我國聽證程序規範於行政程序法第 62 條439，若要直接運用在刑事

程序中似乎有其困難，且治療計畫的主持人應由何人擔任，亦無法透過

行政程序法的規定而得到解答。於本研究訪談中，即有司法人員指明，

若欲透過緩起訴制度與戒酒治療的有效配合，達到轉向處遇的效果，勢

必要制定妥善的執行辦法才有可能實踐。基此，僅倚賴聽證委員會的制

度，仍舊難以發揮如同問題解決法庭的效能。 

另一方面，或許會有人認為，若強化我國緩起訴制度的運用，並修

改現行法下緩起訴制度的缺點，透過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2 以附帶戒

癮治療作為條件，仍可能達到與美國問題法院一樣的結果。然而，本文

認為，此一論述的最大缺陷係忽略我國緩起訴實務，對於再犯或累犯酒

駕之行為人，具有難以適用的困境。且檢察官立於篩漏犯罪的第一線角

色，面對分配與承擔案件量過多的情況下，難以期待檢察官耗費心力、

仔細選擇適合的酒癮個案，故恐怕最終將變成紙上談兵的象徵性立法440。

亦有學者批評，若經由檢察機關主導，或由檢察官主動介入醫療行為，

容易形成檢察官角色定位的錯亂，而認為不應將治療計畫交由檢察官負

責441。 

                                                
437

 楊士隆、李宗憲，前揭註 310，頁 292-293。 
438

 楊士隆、李宗憲，前揭註 310，頁 295。 
439

 行政程序法第 62 條：「主持人應本中立公正之立場，主持聽證。」 
440

 參見附錄二訪談紀錄，A1：「嚴格來說，針對被告是否有酒癮的問題，還是要透過醫

學上的專業認定，但是當然檢察官並沒有此一專業，而且說實在的一個酒駕被告被送到地檢署，

可能頂多被問個 10 分鐘到 15 分鐘尌決定是不是要貣訴或是給予緩貣訴，因為一天的案子可能

很多件，所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不太可能從外觀去認定他有沒有酒癮的狀況，可能最多如果要

觀察的話，尌是觀察他的酒駕前案紀錄（比如說如果他酒駕已經第三次了）和喝酒的動機原因

（是否為偶發事件而非具有持續性，例如是吃尾牙喝酒應酬，或是是自己在家裡喝酒）去進行

認定。」  
441

 劉邦繡，我國適用毒品刑事政策採行醫療或刑罰的再探討，法令月刊 ，第 62 卷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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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國無論緩起訴抑或緩刑的轉向處遇制度中，皆以「特

別預防」之名，作為加諸對於行為人毫無改善、矯治功能的各式附帶條

件依據，變相成為對於行為人的另類刑罰。尤其，我國酒駕法制的「社

會排除」效果已經在嚴罰化後更為顯著，勢必造成更多可能患有酒癮問

題的勞工與社會底層的人民進入刑事司法體系中。當司法人員對於這些

行為人要求繳交其根本無力支付的「處分金」，或以「法外開恩」給予長

期義務勞務以替代處分金，而忽略了行為人可能以微薄的薪水，承擔家

庭經濟重擔，若遵守義務勞務的執行，恐有使家庭經濟陷入困境的風險。

一旦違反附加條件，更可能面臨後續的刑罰制裁，最終仍有進入監獄的

危險。本文主張，國家在轉向制度的運用上，應該依循聯合國非拘禁措

施最低限度基準規則，以適用單純緩起訴或是單純緩刑制度為原則，只

有在確有助於行為人教化矯正的情況，方得例外附加條件，才不至於影

響被告的社會復歸。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我國緩起訴制度，不僅無法期待與美國問題

解決法庭發揮相同的治療處遇功能，且不利於行為人復歸社會。因此，

不宜作為問題解決法庭的引入管道。 

第三款 認罪協商後模式作為問題解決法庭的引入管道 

針對認罪協商後模式，本文認為，我國刑事訴訟法除了本即有協商

程序之規定外，考量因酒癮問題而再犯或累犯酒駕案件之被告，透過刑

罰嚴罰化的抑制效果有限。因此，預防再犯的方式，應該轉移到其他面

向。是故，面對再犯與累犯酒駕的行為人，無法適用我國緩起訴或緩刑

之轉向處遇制度的困境。本文主張，應該跳脫既有刑事規範的束縛，考

量有無其他管道得以使對於此類酒癮者的政策得以再度聚焦於促進被告

「社會復歸」的可能性。基此，我國刑罰體系既然採取刑罰與保安處分

分立的雙軌制制度，或許可以藉由保安處分制度作為美國問題解決法庭

制度的引入基礎，並作為替代刑罰的社會內處遇管道。 

                                                                                                                                    
期，2011 年 3 月，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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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構我國酒駕戒癮治療的藍圖 

第一項 改善禁戒處分以實質導入酒駕法庭制度 

若從保安處分制度的優點與缺點出發，本文認為，採取保安處分的

優點在於，保安處分制度不僅獨立於刑罰之外，且依刑法第 98條之規定，

若被告於保安處分之處分執行完畢後，經法院認定已無再執行刑之必要

者，即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行。 

惟或有質疑，刑罰除了特別預防的功能外，本身帶有應報懲罰行為

人過去犯行的作用。因此，保安處分不能完全替代刑罰，自然無法以刑

法第 98 條之規定，作為落實非拘禁處遇的管道。然而，此一說法的前提，

係立基於刑罰的懲罰效果，符合公平應報的要求，換句話說，唯有行為

人的犯罪行為與刑罰合屬均衡者，方得據以主張442。惟本文已經證明，

不能安全駕駛罪的修法，不僅無視行為人的酒駕行為，是否合於具體危

險之狀態，即逕以認定其犯罪之成立外。若進一步探究修法的根源，更

是因為國家無力提供妥善的福利制度，才造成大量勞工階層，因而進入

監獄，最終產生「社會排除」結果。由此可見，現行法下的不能安全駕

駛罪，根本無法作為公正評斷行為人過去犯罪行為的工具，當然更不能

以之為依據，拒絕受禁戒處分宣告的行為人適用刑法第 98 條的機會於千

里之外。尤其，此種說法忽略刑罰的特別預防功能與保安處分制度同時

兼具矯治行為人的作用。特別是，若未來保安處分成為我國新型態的社

會內處遇方式，行為人得透過禁戒處分，矯治其酒癮問題，復歸社會的

目的將更加明確。 

雖然我國目前採用刑法第 98 條替代刑罰之保安處分類型，主要集中

於強制工作的情形443，惟本文於搜尋刑法第 98 條的相關裁定時，意外發

                                                
442

 賴擁連，理性選擇理論與其犯罪防治對策之探討，警學叢刊，第 36 卷第 2 期，2005

年 9 月，頁 204；Thomas Mathiesen、許華孚（譯），前揭註 53，頁 131。 
443

 參見附錄四訪談紀錄，法官 D 表示：「一年大概只有 1、2 件保安處分的案件是適用第

98 條，從案例上來說，法院裁准讓行為人依據刑法第 98 條，免除刑之執行的情況，是非常少

見的……之前看相關裁定，大概案例都是強制工作，像是技訓所或是被告工作的場所尌會發函

給檢察官，向檢察官說明被告的工作情況良好，已經沒有再繼續執行保安處分的必要，那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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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令人「耳目一新」的結果444。有法院之裁定以防免行為人入監執行後，

「導致精神治療中斷」之危險為由，准予免除刑罰之執行。因此，本文

認為，若未來得以有效貫徹「矯治」行為人，而非固守懲罰行為人的迷

思，應該可以將刑法第 98 條作為未來保安處分替代刑罰執行的基礎。 

尤其，保安處分同時兼具防衛社會、矯治、改善行為人的功能，從

目的而言亦屬正當。惟目前我國保安處分制度仍非完美，因此，若要將

美國酒駕法庭的制度，以禁戒處分作為引入的管道，實際上應先就本文

第三章提到的禁戒處分困境，進行妥善的回應，才有辦法構築更穩固的

論述基礎。基此，本文將從以下七個面向進行改善與調整，其中，第一

款至第三款屬於審判階段，第四款至第七款則為禁戒處分期間之矯治計

畫進行方式，期待得以就此建構我國酒駕戒癮治療的藍圖。 

第一款 踐行囑託鑑定以篩漏行為人 

首先，就我國法院宣告禁戒處分之決定，欠缺醫療專業性的問題。

目前多數法院就行為人是否合於刑法第 89 條禁戒處分「酗酒成癮」的要

件認定，仍係由法官個案認定，且因受限於多數法院在何謂酒癮的認定

上，仍停留在被告需達到「天天喝酒，無法停止或減量，喝醉後 1 、2

天仍處於酩酊狀態，並有健忘的現象，引發社會適應困難之情形445」的

刻板印象，實際上忽略了酒癮者初期與常人近乎無異的生理狀態，致使

                                                                                                                                    
官尌會向法院聲請讓行為人適用刑法第 98 條之裁定。」

 

444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02 年度聲字第 2334 號（節錄）：「經查，受刑人嚴國安

前因犯強盜等案件，經本院於 100 年 4 月 11 日以 99 年度訴字第 1085 號判決處有期徒刑 2 年

6 月（準強盜罪）、4 月（搶奪罪）、3 月（竊盜罪），定應行刑有期徒刑 2 年 10 月，並應於刑

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處分 2 年 6 月確定，及受刑人係依刑法第 87 條第 2 項規定，

宣告於刑之執行前施以監護處分等情，有上開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1 份在

卷可稽。受刑人於 100 年 6 月 20 日貣於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高雄仁愛之家附設慈惠醫院執行

監護處分迄今，即將於 102 年 12 月 19 日執行期滿，受刑人目前之精神狀況穩定，亦有臺灣高

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保安處分執行指揮書（刑前監護）、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公務電

話紀錄單各 1 紙附於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2 年度執聲字第 1284 號執行卷宗可憑，聲請

人以為免受刑人入監執行導致精神治療中斷，認為所宣告之刑已無執行之必要，聲請免除受刑

人刑之全部之執行，本院審核與上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按：粗體字與底線為筆者

所加） 
445

 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交上易字第 327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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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動禁戒處分的比例仍屬偏低。 

若從美國酒駕法庭的制度而言，「篩選」適合的參與者乃係運作酒駕

法庭的核心原則之一。行為人需接受成癮狀況、心理狀態、生活環境與

未來參與計畫時的治療院所之專業評估446，以避免不適宜參與計畫的行

為人進入，或是在參與計畫的過程，對於其他參與者帶來不良的影響。

換句話說，若酒駕法庭制度引入我國，即便被告確有酒精使用障礙，也

並非即得藉由禁戒處分接受戒癮治療。因此，法官應該積極運用刑事訴

訟法第 208 條囑託鑑定之規定，使具有醫學、心理諮商等專業的評估團

隊參與鑑定。 

本文認為，若藉由禁戒處分制度作為美國酒駕法庭引入的管道，保

安處分原所偏重的「社會防衛」危險性色彩也將隨之淡化。是以現行制

度下，法院難以區隔「酗酒成癮」及被告「再犯危險性」的認定問題，

或是藉由專業的精神科醫生評估，也無法確切認定被告未來再犯危險性

高低的質疑447，均將得到適當的緩解。當鑑定的標準不再單純依賴精神

醫學專業，而係由司法人員、醫學與心理諮商專業的專家共同討論評估，

也不會發生法院與醫院互相丟皮球而不敢承擔危險性判斷責任的危險。 

惟若欲避免主觀的評估方式，將流於專家或法官的恣意，或甚至導

致使用率偏低，造成多數行為人仍須入監服刑的危險。本文認為，我國

立法者應仿照美國酒駕法庭制定明確的評估方式，就何種行為人須排除

於禁戒處分制度外的負面表列事項（如犯有殺人罪等重大犯罪）予以明

文。計畫內容與進行方式亦應秉持聯合國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基準規則

的要求，作為替代刑罰制度的非拘禁處遇，才能更有效的利用此一制度。 

要進一步說明的是，美國法院的審判程序係將認定事實與適用法律

的程序分離，並在量刑程序前依照案件性質，由緩刑官提出「量刑前調

查報告」，以充實法院對於行為人的認識與了解，達到量刑個別化的結果。

相反的，我國審判制度則將證據調查、法律適用及科刑裁量三個階段融

                                                
446

 染田惠，前揭註 295，頁 76。 
447

 盧映潔，前揭註 230，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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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於同一個程序448。雖然刑事訴訟法第 288 條第 4 項明定「科刑調查」

之規範449，惟現行實務就論罪與科刑階段似無明確區分，且過於偏重事

實認定，而有忽略科刑程序之嫌450。 

本文認為，即便我國踐行科刑調查之方式與美國有所不同，二者之

目的均係為達到「罪刑相當」的量刑結果451。惟為避免認事用法之程序

時點未清楚分割，造成當事人無法有效率地進行攻防，或是因法官過度

重視構成要件的判斷，造成法官在量刑階段未重視到被告的酒癮問題，

應參考學者的建議，待法官表明有罪心證後，方進入科刑程序，以便有

效落實科刑調查制度452。  

另須注意的是，有學者對於我國鑑定專家是否足夠提出質疑453。本

文認為，從美國酒駕法庭的鑑定評估方式可以發現，採取團隊合作評估

的情況下，法官不單純依賴專家的認定，而是居於團隊領導人的角色，

擔任整合各方意見的決策者。因此，法官不僅應具備法律專業，對於問

題解決法庭的「特殊問題」，更應有深入的認識與了解。準此，若欲有效

踐行鑑定評估制度，未來對於法官的專業培訓，勢必應有所強化。而我

國精神醫學與觀護體系人力缺乏的問題，本係長久以來的積弊454，究竟

未來應該如何進行政策的制訂，才得以有效調配，也需要由國家做好協

調的工作，否則終究將無益於制度的推動。 

第二款 適度延長處分期間 

                                                
448

 柯耀程，量刑辯論構想的思辯，中央警察大學法學論集，第 24 期 ，2013 年 4 月，

頁 35。 
449

 刑事訴訟法第 288 條第 4 項：「審判長就被告科刑資料之調查，應於前項事實訊問後

行之。」 
450

 林俊益，科刑辯論，月旦法學教室，第 27 期，2005 年 1 月，頁 42。 
451

 我國實務就科刑調查之時點，多在行為人被訴事實訊問結束後行之。參見林俊益，同

前註，頁 44。 
452

 何賴傑，論刑事訴訟法之傳承與變革－從我國與德國晚近刑事訴訟法修法談起，月旦

法學教室，第 100 期，2011 年 2 月，頁 183。 
453

 盧映潔，我國刑法修正案有關增減刑罰及保安處分規定之探討與評析，月旦法學雜誌，

第 121 期，2005 年 5 月，頁 267。 
454

 李維宗，施用毒品罪之緩起訴，軍法專刊，第 56 卷第 5 期，2010 年 10 月，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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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宣告禁戒處分期間，未考量到戒癮治療的成效並非一蹴可幾，

導致多數判決的禁戒處分期間，明顯不足以達成戒癮效果。造成被告即

便順利完成療程，也可能因為期間過短，仍無法達到療效。 

本文認為，若我國未來欲以禁戒處分，作為引入美國酒駕法庭的基

礎，考量醫學戒癮治療須持續追蹤一年以上，患者方合於「完全緩解」

的戒癮狀態。建議我國的禁戒處分期間應予以調整，才可以達到有效治

癒行為人，並防免其未來因成癮問題，而再度發生酒駕行為的可能。 

第三款 落實被告之自願參與 

作為問題解決法庭基礎的「治療式司法」概念，有別於傳統司法皆

交由法院單方面決定的缺點，重視被告在醫療上的自我決定權，無論訴

訟程序或是參與治療計畫的過程中，皆強調被告的「自願」參與。故制

度設計上，除了行為人加入治療計畫前，需先確認其自願性。加入計畫

以後，若行為人不願再接受戒治，也應該立即停止，而不應透過強制力

令其完成治療。 

觀諸我國保安處分的規定，若法院自行於主刑之外宣告保安處分的

情形，被告原則上無法拒絕參與，僅能依照法院的指示，接受禁戒處分

的治療。與治療式司法主張應給予被告拒絕接受治療等權利，具有極大

的差距。然而，本文認為，因我國在刑事訴訟法上，有與美國法類似的

協商程序，若依循美國酒駕法庭的做法，或許可以經由我國刑事訴訟法

第 455 條之 2 協商程序之規定455，讓被告有機會以自願的方式，適用禁

戒處分所提供的治療，進而確保被告參與治療計畫的自願性。 

或許有人質疑，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2就被告得協商之內容，

                                                
455

 刑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 2（節錄）：「（第 1 項）除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三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或聲請簡易判決

處刑，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或簡易判決處刑前，檢察官得於徵詢被害人之意見後，逕行或

依被告或其代理人、辯護人之請求，經法院同意，就下列事項於審判外進行協商，經當事人雙

方合意且被告認罪者，由檢察官聲請法院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一、被告願受科刑之範圍或

願意接受緩刑之宣告。二、被告向被害人道歉。三、被告支付相當數額之賠償金。四、被告向

公庫支付一定金額，並得由該管檢察署依規定提撥一定比率補助相關公益團體或地方自治團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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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包含「願受科刑之範圍或是願意接受緩刑之宣告」。保安處分不屬於我

國刑法第 33 條所定之主刑，似難利用協商程序，給予被告協商願受保安

處分的機會。惟有學者主張，保安處分係「有利於行為人」之事項456，

故得以作為協商的內容。本文從此見解，行為人應可利用協商制度，作

為自願參與禁戒處分的擔保。若欲避免無法確認行為人是否出於「自願」

參與的疑慮，可仿照美國法的規定，增加被告受禁戒處分宣告前，得任

意提出參觀治療計畫的要求。 

就我國協商程序似乎排除法官參與協商程序之問題，有學者以德國

法為例，認為德國協商程序與我國最大的不同，係賦予法官積極介入協

商程序的可能，而非僅為事後審查的消極角色457，並從協商判決，對於

法官具有拘束力的角度，主張應由法官作為程序的監督者，以防免被告

權利之侵害，同時達到直接審理的效果458。準此，即使在協商程序中，

法官仍應保有參與的可能。 

另一方面，除了受保安處分宣告時給予被告自願參與權，也應該保

障其事後拒絕參與的退場機制。依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455 之 3 條第 2 項459

之規定，被告得於訊問或告知程序終結前，「撤銷」其合意，換句話說，

法條賦予被告「撤回」其合意意思表示的權利。惟現行法的文字，容易

產生被告亦有權利撤銷檢察官所為協商合意的誤解460，故本文建議應與

以修正。除此之外，我國法似已無其他保障被告撤銷原合意，或保安處

分過程中拒絕接受治療的規定。基此，本文主張，若未來欲以保安處分，

落實美國的問題解決法庭制度，應增訂被告在受協商判決前461，以及接

                                                
456

 何賴傑，從拘束力觀點論協商程序，月旦法學雜誌，第 118 期，2005 年 2 月，頁 11。 
457

 何賴傑，訴訟迅速原則之具體實踐－以德國刑事訴訟晚近發展為例，月旦法學雜誌，

第 229 期，2014 年 6 月，頁 61。 
458

 何賴傑，前揭註 456，頁 17。 
459

 刑事訴訟法第 455 之 3 條（節錄）：「（第 2 項）被告得於前項程序終結前，隨時撤銷

協商之合意。被告違反與檢察官協議之內容時，檢察官亦得於前項程序終結前，撤回協商程序

之聲請。」 
460

 何賴傑，前揭註 456，頁 14。 
461

 相同見解可參考葛百鈴，協商過程中被告陳述之效力－以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五條

之七規定為中心，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畢業論文，2006 年，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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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保安處分的過程中，仍得放棄治療的權利。防免強制被告參與，造成

保安處分淪為另類刑罰的結果。當被告脫離治療計畫以後，依我國刑事

訴訟法第 455 條之 10 的規定，被告僅有在特殊例外的情形，方得以上訴

救濟之。然而，若將保安處分定位為非拘禁的社會內處遇，協商程序僅

為確保被告自願加入的管道。因此，在制度設計上，本文認為，或可參

考論者對於現行刑事訴訟法下，被告撤回協商合意時，應踐行「法官迴

避原則」的建議462，以保障被告重新受公正審判之權益。此外，就學者

指出德國法上為避免被告因協商而連帶被剝奪上訴權，增訂法官應告知

被告，縱協商成立後被告仍得依自由意願上訴463，以及捨棄上訴權於協

商程序不適用的規定464，亦值參考。 

第四款 執行處所的分流 

關於現行制度下並無規範酒癮禁戒執行處所的疑慮，雖然依照刑法

第 89 條的規定，受禁戒處分宣告的行為人應一律收容至特定場所，以實

施戒癮治療。惟參酌訪談醫生的建議，醫療實務上，除非患者具有重度

的酒癮症狀應收容在「醫療院所」的特殊情形外，若病患的狀況尚非達

於重度酒癮的程度，得僅採取門診治療。 

基此，本文認為，未來我國的禁戒處分若轉變為「社會內處遇」的

性質，採取重度酒癮與其他患者分流的作法，使非屬於重度酒癮的被告，

在門診以外的時間仍能夠擁有如常人一般的生活。不僅可以藉由家人的

社會支持與鼓勵，強化被告參與門診的意願，且若被告擔負家庭經濟重

擔者，亦不至於使被告的家庭，因而陷入經濟困頓。最重要的是，能夠

使行為人在社會中得到妥善治療，落實社會內處遇，進而達到社會復歸

的終極目標。若行為人合於重度酒癮，而有收容之必要，即便在醫院的

環境內，也應該要收容於替藥癮與酒癮者所建立的專門病房，落實與一

                                                
462

 郭春慧，從協商程序談被告自由意志之保障，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畢業論

文，2008 年，頁 142。 
463

 何賴傑，前揭註 457，頁 60。 
464

 何賴傑，前揭註 457，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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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精神病患分離的處遇方式。是故，政府應該對於我國藥酒癮專門病房

缺乏的狀況，進行改善，才得以增強酒癮患者接受治療的意願。 

此外，政府亦應儘速將酒癮與藥癮納入健保的給付，且亦應積極處

理我國戒酒主要藥物「戒酒發泡錠」，尚無國內藥物許可證465，形成該自

費藥品昂貴與普及率低的難題，以免影響人民就醫治療的權利466。尤其，

國家福利制度的欠缺，將引發「社會排除」現象的擴大，若重度酒癮患

者採取住院戒酒，一個月可能需負擔數萬元的治療費用467，對於工作不

穩定或是沒有工作的酒癮患者而言，將是一筆沉重的負擔。 

第五款 定期聽證的缺乏 

針對我國司法與醫療制度分立，不僅造成司法監督權的實質移轉，

而難以掌握被告的處遇進度，也無法使被告感受到「關心」與「尊重」，

遑論得以使行為人重新鼓起勇氣，建立復歸社會的信心。相較之下，美

國酒駕法庭中最重要的精髓，即是藉由法官與被告透過定期聽證，使治

療團隊掌握被告的狀況，調整個人治療計畫，並在每次的會面中，讓被

告感受到自己受到他人的關心，建立完成療程並重新面對社會的自信。 

目前，因為我國不僅尚未引入問題解決法庭的制度，在刑事訴訟程

序上，亦難以透過聽證程序與被告進行面談。更有甚者，如同受訪法官

所提到的，因為我國刑罰或是保安處分的宣告與執行層面分割，導致法

官在宣告保安處分時，對於執行面的狀況不僅毫無認識，且在宣告保安

處分後，亦無法參與行為人的執行。在法官無庸對於判決執行面負責的

前提下，除了造成法官難以清楚認知保安處分具有防止再犯的「矯治效

果」，也使得即便是對於保安處分制度有所期待的法官，在現行法下無法

                                                
465

 參考自附錄五之訪談紀錄，受訪醫生表示：「藥物上，戒酒有『戒酒發泡錠』，但是目

前只有少數醫院會進，因為這是專案控管的藥物，目前他還沒有取得「藥證」（國內藥物許可

證），因為目前台灣沒有進行臨床人體實驗。僅少數醫院醫生才有辦法拿到。」 
466

 101 年5 月 3 日黃珊珊議員質詢內容，第 11 屆第 3 次定期大會議員書面質詢全文（4），

臺 北 市 議 會 公 報 ， 第 87 卷 第 12 期 ，

http://tcckm.tcc.gov.tw/tccgazFront/gazatte/readByGaz.jsp?vol=087&no=12&startPage=5919&endP

age=6028。（最後到訪日期：2015 年 5 月 12 日） 
467

 胡淑梅，前揭註 139，頁 16。 

http://tcckm.tcc.gov.tw/tccgazFront/gazatte/readByGaz.jsp?vol=087&no=12&startPage=5919&endPage=6028
http://tcckm.tcc.gov.tw/tccgazFront/gazatte/readByGaz.jsp?vol=087&no=12&startPage=5919&endPage=6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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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或了解執行的狀況，亦無法對被告進行持續追蹤，更遑論如同美國

酒駕法庭賦予法官與參與者的面談機會。 

因此，在我國實務現況下，若欲實質導入問題解決法庭制度，似乎

僅能暫時委由觀護人擔任與被告進行定期面談的角色。然而，在我國觀

護人力吃緊的情況下，觀護人究竟是否有辦法妥善肩負與被告溝通並鼓

勵、傾聽被告參與狀況的角色，恐怕也將成為保安處分制度作為引入酒

駕法庭制度的最大質疑與挑戰。因此，若欲導入類似美國酒駕法庭的概

念，在制度的設計上，或可參考本文受訪者的建議，讓法官得以隨時參

與並監督被告執行的狀況，並賦予法官得以定期與被告會面的可能。本

文主張，唯有透過法官與被告面對面的接觸，才得以就處分執行之狀況，

進行公正與即時的調整，透過法官對於執行面的監督與觀察，確認保安

處分對於被告的特別預防效果。也才能促使刑法第 98 條達到替代刑罰的

目的。更重要的是，問題解決法庭透過傾聽被告意見，讓被告感受來自

社會接納與關心，並達到幫助被告自我肯定，取得復歸社會能量的終極

目標。 

第六款 司法監督之強化 

目前我國無論是轉向處遇附帶戒癮治療，或是禁戒處分制度，皆無

司法監督機制，而難以掌握受處分者治療成效。本文認為，針對非重度

酒癮而毋庸住院治療的被告，若欲確保行為人在門診治療以外的時間，

擁有正常的社會生活，自應對於受保安處分宣告之行為人，透過諸如家

訪與毒品、酒精檢測的方式定期監督。 

惟須注意，成癮物質的戒癮過程，本有再行施用的可能性，故監督

檢測的目的，僅得以作為追蹤行為人復原之用。因此，不得採取如同緩

起訴毒品戒癮治療，對於行為人一旦有反覆施用毒品的情形，即撤銷其

緩起訴處分的作法。換言之，本文主張，法院不得以定期監督作為將行

為人排除於治療計畫之外的認定依據。 

第七款 戒癮民間團體與社會福利制度的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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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法的選擇上，本文雖依循美國酒駕法庭模式，然而，無論美國

或是日本的比較法皆顯示，透過民間戒癮團體的社會支持，可以確保患

者在療程外與療程結束後，仍持續遠離酒精的誘惑，更得以與其他酒癮

患者建立支持性互助，增強患者的戒癮動力。 

遺憾的是，我國民間戒酒團體不僅為數不足，且司法轉介民間機構

的效能明顯不彰，使得行為人結束戒癮治療後，欠缺持續參與社會內戒

酒活動的管道，因而增加再度使用酒精的可能性，導致行為人酒癮問題

的復發。基此，本文認為，既然酒癮屬於我國精神衛生法所明定的精神

疾病，且依同法第 16 條之規定政府得設立或獎勵民間戒酒機構以提供照

護服務468，強化行為人重返社會的復歸可能。在建立數量充足的戒酒團

體之前，採取本文受訪者所建議的「醫院聯合無名戒酒會」構想，不失

為過渡時期的替代解決方案。 

另一方面，再犯是否發生，除了仰賴被告的意志與努力之外，是否

協助行為人擁有穩定的生活也是防止其再犯的重要因素，因此，給予行

為人一定的支援，才是對於預防其再犯得以帶來真正的幫助469。因而，

對於酒駕行為人，提供生活上的種種支援，才得以防免其因不穩定的生

活，而面臨再次犯罪的危險，並順利復歸社會。據此，本文認為，政府

應從以下兩個面向予以援助。 

首先，因為被告的酒駕犯行，往往伴隨駕照的吊銷。如何確保被告

在無照的情況下不會再次違反酒駕規定，或發生無照駕駛的情形，是禁

戒處分作為社會內處遇得否順利實施的重要課題。本文認為，政府應積

極提供數量充足，且不受地域性限制的替代交通工具，以幫助行為人仍

保有維持社會生活的交通往來資源。尤其，針對根本無力繳納替代交通

費用的社會階層，應提供妥善的社會福利制度，避免社會排除的再次形

                                                
468

 精神衛生法第 16 條：「（第一項）各級政府按實際需要，得設立或獎勵民間設立下列

精神照護機構，提供相關照護服務：一、精神醫療機構：提供精神疾病急性及慢性醫療服務。

二、精神護理機構：提供慢性病人收容照護服務。三、心理治療所：提供病人臨床心理服務。

四、心理諮商所：提供病人諮商心理服務。五、精神復健機構：提供社區精神復健相關服務。

（第二項）精神復健機構之設置、管理及其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469

 後藤弘子，「生活の安定」から「再犯の防止」へ－新しい時代の保護観察を考える，

罪と罰，第 44 卷第 4 号，2007 年 9 月， 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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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其次，若患者得以擁有穩定的工作與生活環境，再度倚賴酒精的可

能性亦將降低。參酌我國精神衛生法第 8 條明定政府應提供病人就醫、

就業、就學、就養、心理治療、心理諮商及其他社區照顧服務470。政府

自應針對酒癮病患提供保障患者生活，以及諮商管道的社會福利措施。 

同法第 9 條針對勞工階層，更指出政府應推動職場心理衛生，協助

病情穩定之病人，接受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並獎勵或補助雇主提供其

就業機會471。本文認為，不能安全駕駛罪嚴罰化後，造成勞工階層成為

被社會隔離與排除的對象，國家更應該以此一規定，作為扶助勞工復歸

社會的重要依據。又行為人雖為酒癮「病犯」的特殊身分，本質上仍屬

精神衛生法所承認的酒癮患者，故在施以禁戒處分的過程中，政府仍應

積極促使被告在治療以外的時間保有穩定的工作。 

為期將上述改善方向形成具體的矯治流程，本文以下僅以流程圖具

體說明本文之構想： 

 

                                                
470

 精神衛生法第 8 條：「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社政、勞工及教育主管機關建立社區

照顧、支持與復健體系，提供病人就醫、就業、就學、就養、心理治療、心理諮商及其他社區

照顧服務。」 
471

 精神衛生法第 9 條：「勞工主管機關應推動職場心理衛生，協助病情穩定之病人接受

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並獎勵或補助雇主提供其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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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0 我國酒駕戒癮治療藍圖472
 

                                                
472

 圖表自製。 

定罪後，

進入科刑程序

量刑過程中，法官建議
行為人適用協商程序參
與禁戒處分

行為人同意參
與協商程序

囑託專家鑑定行為
人是否患有酒癮並
適宜參加禁戒處分

行為人透過協商程
序參與禁戒處分，
進入治療

區分行為人的酒癮嚴
重程序，區分門診或
住院治療，並設計個
人化處遇計畫

計畫過程中尚需配合：

• 觀護人進行司法監督

• 政府提供數量充足，且不受地域性限制的替代交通工具

• 政府透過就業訓練與職業輔導，幫助被告取得穩定的經濟收入與生活環境。

• 要求被告於過程中持續參與民間戒癮團體

• 法官參與執行或定期與被告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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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設立酒駕法庭的未來 

面對我國酒駕刑罰的嚴罰化，再犯與累犯問題卻未有效改善的情況

下，本文希望提供有別於現行制度下透過大量監禁造成勞工階層湧入監

獄，形成社會排除的錯誤立法。因此，拋出藉由我國現有的保安處分制

度，作為未來引入美國酒駕法庭制度的基礎。透過對於復歸社會議題的

重視，幫助因酒癮而反覆再犯酒駕的行為人，有效根除其成癮問題，重

拾對於生活的自信，再次進入社會。 

然而，因我國保安處分仍帶有「防衛社會」的色彩，且亦難以期待

個案法官皆具備酒癮專業知識，在與美國酒駕法庭制度具有一定的落差

的前提下，勢必面臨有無設立酒駕案件專業法庭必要的疑問。 

綜觀我國專業法庭之歷史，隨著重大繁雜且涉及各專業領域之案件

俱增，為期回應社會對於法官妥適處理專業案件之期待473，1999 年全國

司法改革會議中，作成設置專門法庭或法院之決議。2001 年司法院制定

「各級法院法官辦理民刑事及特殊專業類型案件年度司法事務分配辦

法」。截至目前，已經設置少年法院與智財法院，以及勞工專庭、工程

專庭、性侵害專庭等專業法庭474。 

然而，就執行面而言，我國專業法庭尚有許多值得加強與改正之處。

首先，專業法庭之法官遴選，不僅欠缺全國整合性的實施方案，部分專

業法庭之法官，皆係由院長徵詢庭長與法官意見後選出，違反法定法官

原則475。其次，因專業訓練的要求過低且未研擬完善的研習訓練方式476，

令人質疑法官之專業素養是否充足477。更有認為，專業法庭的法官除了

在法律以及特殊專業領域之外，應對於案件行為人的特殊文化背景亦有

                                                
473

 監察院，專業法庭(院)執行成效之探討專案調查研究報告，監察院，初版，2013 年 6

月，頁 1。 
474

 監察院，同前註，頁 20。 
475

 林孟皇，金融犯罪與刑事審判，台北：元照，初版，2011 年 9 月，頁 22-24。 
476

 黃瑞明，由民間觀點看專業法庭與專業法官，收錄於：湯德宗、黃國昌主編，《司法改

革十週年的回顧與展望》會議實錄，台北：新學林，初版，2010 年 3 月，頁 471。 
477

 黃瑞明，同前註，頁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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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了解，才可達專業性之意義478。亦即，若以本文之酒駕案件為例，法

官不僅應重視行為人的酒癮問題，更需注意到勞動保障與社會福利制度

欠缺下所造成的社會排除結果。最後，法官內部的升遷或輪調制度，亦

影響法官專任的理念難以落實479。 

另一方面，比較美國問題解決法庭與我國專業法庭，二者最大的差

異乃在於法官功能差異。問題解決法庭的精隨在於，法官作為計畫的整

合性角色並透過與被告的定期接觸，促進被告的社會復歸可能。是故，

我國專業法庭的法官定位與傳統訴訟程序無異，與美國問題解決法庭的

建置理念仍有一定落差。因而，本文認為，現行專業法庭的制度下，似

無必要另外設立酒駕專庭，惟若未來走向美國問題解決法庭之設計，屆

時得以再斟酌設立酒駕專庭的必要。惟要強調的是，一個制度的引進，

需要妥善的考量與評估，否則任意的引入，終究僅是創設不適用於我國

的錯誤立法。 

因此，在我國司法體系有辦法承擔全新制度引入之前，本文認為，

或許可以透過修正現有的保安處分制度，以正視目前司法體制中酒癮行

為人的社會復歸議題。最後，本文主張，透過刑罰的介入與監獄的管控，

無助於抑制酒駕再犯之發生。唯有良好的勞動保障與社會福利制度，才

能真正解決隱藏在酒駕議題背後的社會排除問題，並化解勞工階層受到

社會排除的困境。 

第三節 小結 

為避免我國酒駕法制逐步踏上美國毒品戰爭的後塵，且回應 1990

年聯合國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基準規則中指出「應朝非刑罰化和非犯罪

化的方向努力」的目標。對於患有酒癮而合於「病犯」概念的酒駕再犯

與累犯，本文將採取「治療優先於處罰」與「醫療優先於司法」之理念，

透過我國之禁戒處分制度，引入美國酒駕法庭的精髓，並嘗試從審判階

                                                
478

 黃瑞明，同前註，頁 473；顧立雄、高秀真、莊秋桃、林孟皇、姜世明，「從專業法

院看專業法庭」學術研討會，月旦法學雜誌，第 178 期，2010 年 3 月，頁 311。 
479

 監察院，前揭註 473，頁 414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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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與矯治計畫進行方式兩個面向切入，透過酒癮評估認定制度的改善、

禁戒處分期間的延長、使被告享有自願性的保障、執行處所採取非拘禁

處遇、使禁戒處分得由法官主導，或是增加法官定期與被告交換意見、

依賴司法監督的有效運作，以及促進戒癮民間團體與社會福利制度等面

向，期待提供因酒癮而酒駕再犯或累犯之行為人一個社會復歸的機會。 

最後，我國雖已設立專業法庭，惟現行制度仍有極大的改進空間。

尤其，專業法庭之法官定位與傳統訴訟程序無異，難以強化行為人之社

會復歸。基此，現行法下我國尚無導入酒駕專庭之必要，而應藉由禁戒

處分制度的活用，作為酒癮者之社會復歸管道。面對解決層出不窮的酒

駕犯行，政府必須認知刑罰無助於再犯防治，唯有良好的勞動保障與社

會福利制度，才能真正解決隱藏在酒駕議題背後的社會排除問題，並化

解勞工階層受到社會排除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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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本文回顧 

近年幾起社會矚目的酒駕新聞事件，行為人被刻意形塑為富有且惡

質的紈褲子弟形象。媒體更藉由突顯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的經濟差異煽

動社會輿論，「法官輕縱酒駕」的聲音有如排山倒海而來。無力抵擋民粹

洪流的驅使下，立法者以嚴刑峻罰回應酒駕再犯問題，希望達到平息「眾

怒」的效果。然而，按照統計資料的分析，可以發現嚴罰化根本欠缺抑

制酒駕再犯的功能。 

從過去到現在，監獄的作用呈現劇烈的變化。受到新刑罰學的影響，

今日的監獄不再帶有應報與預防的作用，反而成為國家掩飾其無力提供

充足的社會福利制度，讓大量社會排除人口成為犯罪人，最後進入監獄

之中，而難以再次復歸社會。我國立法者在倉促修法的情況下，不僅忽

略了酒駕行為人的實際樣貌，和媒體渲染並影響人民觀感所生成的犯罪

形象具有極大落差，以及隱藏在酒駕再犯議題背後所傳達的社會排除議

題，更忽視了酒癮高風險族群與酒駕行為人在勞工階層重合的事實。經

由統計資料的分析，佐證造成勞工階層成為不能安全駕駛罪的主要處罰

對象以及多數人患有酒癮的主因，應係源於工業化與全球化下的社會變

遷，整體勞動環境不利於勞工階級。國家亦未提供妥適的勞動保障與社

會福利政策，導致我國勞工普遍承受低薪與超長工時的待遇，且亦缺乏

酒駕替代交通工具之可近性所致。不僅產生勞動市場的「社會排除」結

果，更因為不能安全駕駛罪新制的上路，造成勞工階層再次面臨社會排

除的危險。 

然而，就患有酒癮問題之酒駕行為人，我國之刑事司法處遇制度所

提供的途徑，僅有轉向處遇與禁戒處分制度二種。 

轉向處遇之緩起訴與緩刑制度屬於我國「寬容的刑事政策」一環，

期待行為人藉由家人、朋友甚至是民間戒癮團體的協助，充實行為人的

社會支持，促進其復歸社會。惟從社區處遇的運用現況觀之，我國的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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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處遇制度仍偏重行為人的犯罪前科紀錄，幾乎無法適用於「酒駕再犯

或累犯」之行為人。是故，我國就非拘禁措施之規定，並未合於聯合國

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基準規則對於國家應積極提供非刑罰化措施之要求。

此外，我國實務就附帶條件的使用，極度「偏愛」義務勞務或是處分金

的負擔，卻極少正視治療行為人酒癮問題的必要性。不僅逸脫國際條約

中對非拘禁措施之附加條件，限定於「利於行為人復歸目的」的要求，

更無助於行為人的矯治教化，甚至妨礙行為人復歸社會。 

另一方面，我國採取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制，具有酒癮問題的行為

人，在符合刑法第 89 條禁戒處分要件下有機會以禁戒處分作為矯治酒癮

問題的管道。惟法院宣告禁戒處分時，毋庸強制經醫院鑑定評估，在法

院欠缺醫學戒癮專業的背景下，可能難以區辨適合禁戒處分之行為人。

且禁戒處分制度也面臨實施期間過短難以成功戒癮、欠缺適當實施場所、

無視被告自願性等困境，恐造成行為人受治意願降低，更不利於被告的

社會復歸。 

刑事司法的處遇途徑之外，酒癮者尚得倚賴家庭、朋友與民間戒癮

團體等社會支持系統的協助，促進其戒癮意願，以利其社會復歸，並降

低再次發生酒精成癮之可能性。惟我國目前民間戒酒團體亦嚴重欠缺，

致使酒駕再犯或累犯陷入無法適用司法處遇與參與民間團體的雙重戒治

困境。 

透過與司法及醫療實務工作者的訪談，本文發現，我國不能安全駕

駛罪與醫學戒癮治療具有以下特徵。首先，我國醫療制度漠視戒癮患者

的就醫權益，健保制度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將酒癮問題視為患者的陋

習，導致患者尚未受到保障。第二，我國現有的刑事司法制度無法提供

良好的處遇計畫的主因，係緩起訴制度受到各地檢署的內部規範與禁戒

處分在裁判與執行的分割所致。第三，我國民間戒癮資源極度缺乏，司

法程序與民間的連結薄弱，更造成行為人即便參與司法戒治處遇，依舊

無法經由司法轉介至民間戒癮團體的困境，難以獲得妥適的社會支持。 

另一方面，比較法上，有別於我國無法提供適當復歸社會機會的難

題，美國和日本以不同的處遇方式，達到使行為人復歸社會的相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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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採取酒駕法庭制度，透過治療式司法提供的法學視角，經由問

題解決法庭，直搗造成被告犯罪行為的「根本原因」，篩選出適合的治療

參與者、設計合於個案需求的處遇計畫，並除去導致被告再犯或累犯的

犯罪原因。同時藉由法院的監控措施、毒品和酒類檢測、就業訓練與職

業輔導等方式，根除行為人的酒癮問題，幫助行為人復歸社會。 

日本除了制定「防止酒駕特別計畫」，促進參與者改變錯誤的飲酒習

慣，達到防止再犯與促進更生的目的，也透過豐富的民間參與，以司法

轉介民間團體的模式，使酒癮者得在社會內成功戒除其酒癮問題。惟 2016

年刑的一部執行猶豫制度正式施行後，作為自立準備之家的民間團體，

是否將因而沾染上高權的色彩，成為國家控制犯罪的工具，甚至影響行

為人的社會復歸，係日本未來將面臨的新興挑戰。 

第二節 未來展望 

為了改善刑事司法制度的缺失，防免我國步上美國毒品戰爭的後塵，

並幫助這群因酒癮而再犯或是累犯酒駕的「病犯」順利復歸社會，開啟

嶄新人生。本文期待透過我國現有禁戒處分制度，實質引入美國酒駕法

庭的精髓，嘗試從審判階段與矯治計畫進行方式予以調整，透過酒癮評

估認定制度的改善、禁戒處分期間的延長、使被告享有自願性的保障、

執行處所採取非拘禁處遇、使禁戒處分得由法官主導，或是增加法官定

期與被告交換意見、依賴司法監督的有效運作，以及促進戒癮民間團體

與社會福利制度等七個面向進行改善修正，以建構我國酒駕戒癮治療之

藍圖。 

最後，我國雖已設立專業法庭制度，惟仍有極大的改進空間。尤其，

專業法庭之法官定位與傳統訴訟程序無異，難以強化行為人之社會復歸

可能性。基此，現行法下我國尚無導入酒駕專庭之必要，而應藉由禁戒

處分制度的活用，作為酒癮者之社會復歸途徑。面對解決層出不窮的酒

駕犯行，政府必須認知嚴罰化無助於再犯防治，唯有良好的勞動保障與

社會福利制度，才能有效解決隱藏在酒駕議題背後的社會排除問題，並

化解勞工階層受到社會排除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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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栃木 DARC 訪談紀錄  

訪談時間：2015 年 2 月 16 日 

訪談對象：栗坪千明 代表理事 

訪談主題：栃木 DARC 之運作方式與戒癮計畫內容 

1. 目前貴單位之參與者人數？全體工作人員人數？  

受訪者：栃木 DARC 始於 2003 年，2005 年開始提供諮詢服務。目

前栃木 DARC 的共有四所設施，其中，共有三所設施收容男性，包含那

須戒癮中心（那須トリートメントセンター） 宇都市宮社會復歸中心（宇

都宮アウトぺーシェント）以及那珂川社會農場（那珂川コミュニティ

ファーム），以及一處收容女性的獨立照護設施（ピースフルプレイス）。 

栃木的毒品問題，高居日本全國第四名（僅次於東京、大阪與福岡），

推測與該地的黑道組織較多有關。2014 年 4 月時，經統計共有 55 人收

容於本設施，其中，酒癮患者（包含同時含有毒品依存情形）共有 13 人，

佔所有收容理由的第二位，僅次於安非他命濫用。惟並非全國的 DARC

都有收容酒癮患者，栃木 DARC 特別收容酒癮患者的原因，係因為當地

較缺乏民間戒癮團體，因此也有兼收容酒癮患者。栃木 DARC 目前（按：

訪問當日）有薪工作人員共有 6 名，此外還有數名自願的義工。 

2. DARC 協助酒癮與毒癮患者戒癮之方式為何？  

受訪者：因為 DARC 並非醫療專業機構，因此戒癮治療並不是以醫

學的手段，而是採取 3 階段的療法，透過行動認知療法、農作業療法、

音樂療法等，又此計畫的療程之總長為 12 個月。 

3. DARC 是否有與醫院進行戒癮治療之合作？ 

受訪者：有無與醫院進行合作，是由各地 DARC 組織自行決定，栃

木 DARC 與栃木當地專門醫治酒癮患者的岡本台病院有相互的合作，會

讓參與者有一個月一次到院受診的機會。 

4. 2012 年開始女性獨立照護中心的契機為何？男女的治療內容或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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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須注意的地方有不同？ 

受訪者：女性獨立照護中心的創立，是因為在過去栃木還沒有女性

專寮時，女性患者為了參與戒癮計畫，需要被迫離鄉背井前往東京，造

成參與者意願的降低。因此，栃木 DARC 便在 2012 年開始了女性獨立

的照護中心，中心內所有工作人員也都是女性。在照護上，因為女性產

生戒癮的問題，往往是源於家暴等心理層面的原因，因此，也會在戒治

的時候，進行特別輔導。因為工作人員中仍有取得如心理諮商證照等特

殊背景之人，所以即使參與者有諮商方面的問題，亦毋庸外求於其他心

理諮商團隊。 

5. 參與者離開 DARC 以後，是否有持續性的社會支持與援助（如就業、

住居等）? 

受訪者：針對就業的部分，參與者完成計畫後，多半會先以打工的

方式，擔任 DARC 的義工，除了讓他們可以有穩定的生活以外，晚上也

可以有朋友的陪伴，比如說一起玩軟式棒球、吃拉麵，不會在晚上單獨

一人時有恢復原本的酗酒或是吸毒的習慣。 

6. 現在與保護觀察所是否有所合作？2016 年一部的執行猶豫制度施行

後，預計會產生何種變化？  

受訪者：DARC 在各地與觀護人室（保護觀察所）合作的狀況不同，

因為鄉下與都市相比，資源與資金皆顯不足，故會藉由與保護觀察所的

合作，而得到相關的資源。栃木 DARC 目前與保護觀察所的合作是「自

立準備之家（自立準備ホーム）」，2011 年 6 月開始有第一人入住，又目

前有 7 人利用該處所。 

自立準備之家的設計是，讓假釋犯在出所後，能有 6 個月的復歸社

會準備期間，可以藉由在特定收容環境，幫助他們再次回歸社會。然而，

目前面臨最大的挑戰是，假釋犯不一定都會有 6 個月的時間，有時甚至

會少於 6 個月，因此不一定有效。不過多數有戒癮問題的行為人，即便

保護管束期間結束以後，仍會留下來繼續參與戒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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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桃園地檢署 訪談紀錄 

訪談日期：2015 年 3 月 25 日 

受訪對象：檢察官（以下稱 A1） 

訪談主題：緩起訴附戒癮治療之運作與執行 

1. 犯酒駕得受緩起訴之人的共同特徵為？（如被告前科、就業狀況、家

庭狀況等） 

A1：針對可以緩起訴的犯罪，不論酒駕與否，都會考量被告前科的

狀況，來決定是否給予緩起訴。多數的情況下，在二犯的情況就不會給

予緩起訴了，原則上若被告沒有前科，被告酒測值又若不高，就可能給

予緩起訴。又針對緩起訴附帶的處分金或是義務勞務，則是依據被告的

就業與家庭狀況進行考量而決定，因為無論是附帶義務勞務或是處分金

都需要被告的同意，因此要盡量在考慮符合被告能負擔的狀態去決定緩

起訴的附帶條件，此外，也會參照行政處罰的酒測罰鍰去定相關的處分

金。 

（追問）在現行法酒測值調整到 0.25 毫克的情況下，是否案件量有明顯

增加？ 

A1：按照過去若酒測值在 0.55 毫克以下，未發生車禍，不會被警察

移送，且因為過去酒測值的規定，未直接明定在條文中，酒測值是法務

部參考外國的酒測值所訂的標準。但是在修法後已經明文規定酒測值為

0.25 毫克，實際上已經不在乎行為人到底能否安全駕駛，只要符合 0.25

毫克的規定一律逕送。相反的，修法前如果是在 0.25-0.55 毫克之間的酒

精值情況下，只要可以通過走直線測驗等等還是有可能不會成立不能安

全駕駛罪。其實現在大家也都在反省這樣的修法對不對，因為其實這樣

的處罰，會變成最終都是處罰工作勞力階層，甚至很有可能在繳不出緩

起訴處分金的情況下就入監，其實是真的有重新考慮的必要。而且最荒

謬的情況，是實務上的確出現，遵守法律喝酒完坐計程車返家，隔天一

大早出門被臨檢，還是沒有通過酒駕測驗，這樣會讓我們質疑，被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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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真的具有主觀犯意，出現這樣的問題，真的是執行面應該要考慮的。 

2. 貴署就緩起訴附帶藉酒癮治療的執行狀況？ 

A1：本署目前在酒駕附酒癮治療的部分並不多，然而要先澄清的是，

因為檢察體系裏面有偵查和執行檢察官，偵查的檢察官會考量被告的情

況，決定被告的緩起訴處分，然後實際是由執行檢察官執行，目前在本

署的執行科，並沒有和任何醫院簽訂關於酒癮戒治的合作，所以往往是

視偵查檢察官的緩起訴命令是何種樣態，是不是有可能無法執行？例如

讓被告「不得酗酒」，可能就會造成執行上面的困難；或是有些偵查檢察

官讓被告附帶酒癮戒治，但是因為在執行上，像剛剛前面提到並沒有和

任何醫院簽訂類似的合作協議，也因為現在實務上並沒有類似的規範要

點或是處理流程，所以變成就是在執行時的執行檢察官自行決定，例如

要求被告自行參與戒除酒癮的門診，被告可能會需要定時去就診，並提

供就診紀錄。 

（追問）所以您剛剛提到如果是要求被告「不能酗酒」，是依照附帶緩起

訴的那一款的規定？ 

A1：第 8 款的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命令，但是這樣的案件其實非常

少數，因為執行上多會反映難以執行。而且針對「不能酗酒」命令會衍

伸另一個問題，如果說違反了前開「不能酗酒」的命令，要把行為人的

緩起訴撤銷時，變成會要去討論法院是否有權利審查被告是否的確有「酗

酒」的狀況。舉例來說，如果檢察官認為被告喝了三杯是酗酒，很多法

院可能會不同意，因而質疑檢察官撤銷緩起訴的正確性，所以會盡量請

偵查檢察官，不要作出定義起來模糊不清的處分條件。 

（追問）所以針對緩起訴附帶戒酒治療的情況，要怎麼認定被告有治療

的必要？ 

A1：嚴格來說，針對被告是否有酒癮的問題，還是要透過醫學上的

專業認定，但是當然檢察官並沒有此一專業，而且說實在一個酒駕被告

被送到地檢署，可能頂多被問個 10 分鐘到 15 分鐘就決定是不是要起訴

或是給予緩起訴，因為一天的案子可能很多件，所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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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可能從外觀去認定他有沒有酒癮的狀況，可能最多如果要觀察的話，

就是觀察他的酒駕前案紀錄，比如說如果他酒駕已經第三次了，以及行

為人喝酒的動機原因，例如是否為偶發事件而非具有持續性，像是是吃

尾牙喝酒應酬，或是是自己在家裡喝酒的不同狀況去進行認定 

（追問）：您前面提到若附帶酒癮治療，是要求被告自行到院參與療程再

將其治療的狀況呈報給地檢署，麻煩您具體說明呈報的方式為何？ 

A1：可能有以下幾個方法，首先，是要求被告提供回診紀錄或診斷

證明，再呈報給檢察官，第二個是要求被告每個月定期返回地檢署，由

被告當場提示門診紀錄，最後一個方法是，要求由地檢署發函給被告受

診的醫院。但往往因為被告可能不一定持續在單一的醫院就診，且要公

文往返較為複雜容易造成對方醫院的負擔，所以在實務上較少運用。 

3. 酒駕緩起訴者需否定期向觀護人報到？是否在緩起訴期間會控制被

告的飲酒狀況，若有，針對未附帶戒癮治療的緩起訴，應如何確認被

告未有過量飲酒的情形？ 

A1：觀護人主要是負責保護管束的部分，酒駕的部分而言，觀護人

多半是進行法治教育或是義務勞務的監督，會由觀護人擬訂計畫並通知

被告來參與課程，因此在控制被告酒癮的部分，縱使要求觀護人，也頂

多是要求觀護人「督促」被告就診，但是不會要求觀護人需要定期到被

告家中訪視。因為就業務量而言，觀護人平常已經有自己固定的訪視業

務，若還要再加上酒駕的部分，實際上過於龐大。而且即便讓觀護人到

居家進行訪視，如果真的是酒精成癮的狀況，單純的訪視恐怕對於現狀

的改善也沒有任何幫助，因此應該還是督促參與門診治療是比較有意義

的。 

（追問）就您的觀察，緩起訴個案有酒癮比例的情況是否很高？ 

A1：就自己觀察到的狀況而言，被告有酒癮的情況其實並沒有那麼

多，但是當然我們沒有辦法排除說，是不是有可能因為現在法律調整到

酒精值 0.25 之後，犯罪基數過大，因而稀釋了本來可能潛在的酒癮患者

比率。舉例而言，目前以桃檢的狀況一天的取締量可能光酒駕就 60多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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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對每個被告還要告知緩起訴的內容等等，時間會被拉的很長。所以目

前的作法傾向說讓這類被告採取簡易判決處刑而不給予緩起訴，就所有

緩起訴有附帶酒癮計畫的案件，單一地檢署可能也只有十幾件，甚至是

到了法院要判處禁戒處分的也不多。 

（追問）：所以就您的觀察，目前的案件量來說酒駕再犯的人數多嗎？ 

A1：如果就個案數而言還是有的，桃檢一個月就酒駕再犯執行的案

件大約20件左右，但是因為還是像剛才前面提到的一樣，因為分母量大，

所以相形之下案件量就沒有那麼多。 

（追問）：所以像您提到觀護人並不會參與居家訪視的情況下，是不是無

法確認被告日常生活有無過量飲酒的問題？ 

A1：之前有過的是被告還有家暴的傾向，所以算是比較特殊的案例，

如果是單純的酒駕案件，幾乎不可能有辦法就其日常生活狀況進行檢驗。

而且因為喝酒的問題和毒品的問題本來就不一樣，本身吸毒就是犯罪，

但是單純飲酒並不是犯罪行為，所以訪視的密度或許也不需要那麼高。 

（追問）：在實務上，若偵查檢察官依據自己觀察認為被告有酒癮狀況而

附帶戒酒治療，而被告實際上並沒有酒癮的情況會如何處理？ 

A1：雖然實際上沒有聽過實際案例，但是因為原則上就像剛提過的，

檢察官多僅就被告前科和飲酒狀況等進行評估，因此是否達到醫學中的

成癮狀態還是不確定的，所以想像中應該還是有可能發生。如果被告在

醫院的戒癮門診的診斷結果是沒有成癮現象的話，提供就診單告知檢察

官就會將本來的附帶治療的規定取消，不會再去處理。 

4. 若被告有酒癮且同時犯有吸食毒品等犯罪時可否給予緩起訴？又此

時緩起訴戒癮治療應如何進行？ 

A1：先不考慮它是否是酒駕案件，一般的案件在討論緩起訴時就是

去考慮他的前科問題，所以說如果他有前科的問題，通常要給予緩起訴

就有一定的難度了。 

5. 戒癮治療的療程長度？又費用負擔平均多少？是否對於被告可能產



 

169 

 

生經濟上的困難？若被告有負擔上困難如何解決？ 

A1：目前的戒癮費用原則上都是讓被告自費負擔，所以當然還是有

可能被告有負擔上有困難的可能；但其實不單只是酒癮緩起訴的問題，

比如像是也是有案例因為繳不起緩起訴處分金，就因此被撤銷緩起訴。 

6. 緩起訴結束後，有無繼續轉介其他民間戒酒團體或機構？ 

A1：原則上緩起訴程序結束就不會在進行追蹤，所以基本上也不太

會轉介其他的戒癮團體，而且現在台灣的民間戒癮團體似乎也不是那麼

盛行，實務和民間的戒癮團體幾乎是沒什麼聯繫。 

7. 所謂緩起訴預防再犯之必要命令包含何種內容？實務上欲於緩起訴

附帶戒癮治療，是否可能以此「必要命令」為法源依據？ 

A1：緩起訴附帶戒癮治療是第 6 款，比如像剛剛有提到的法治教育

就是最好的例子，比較少見的可能就是像是要求被告「不能酗酒」的，

但是實際執行起來就會有困難。 

8. 目前實務上針對具有酒駕數次前科（如前科三次以上）者是否仍有實

行附帶緩起訴的可能，若無，係因何種原因導致？ 

A1：針對酒駕前科次數與得否緩起訴，雖然之前法務部有五年內三

犯不得易科罰金的標準，但其實每個署內還會有自己的規定，目前桃檢

這裡的趨勢就是五年內二犯就不得易科罰金，所以基本上如果被告超過

要再給予緩起訴幾乎是不太可能了。 

9. 根據您的經驗，若未來要在全國推行緩起訴附帶酒駕戒癮計畫，您覺

得應該如何制定在實務面才可行？  

A1：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有沒有一套統一的作業程序，因為要推行一

套計畫，裡面的細節制定都是很重要的，比如說什麼樣的情況是「酒癮」？

費用的負擔如何分擔，是不是全額由被告自費支出？或是說因為各地區

地檢署合作的醫院不同，所以被告若要「完成」戒癮治療要如何認定？

例如是以門診參與次數計算？或是內容是不是變成都要統一？所以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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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非常多的細節的。也就因為其實真的要討論起來細節很多，所以在

還沒有公布統一的標準或辦法之前，恐怕使用數量也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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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新竹地檢署 訪談紀錄 

訪談日期：2015 年 3 月 20 日 

受訪對象：檢察官（以下稱 A2）、書記官（以下稱 B）、觀護人（以下稱

C） 

訪談主題：鑒定評估及酒癮戒治處遇治療措施的內容與開辦背景、禁戒

處分與緩起訴附戒癮治療之運作與執行 

1. 2011 年新竹地檢署提出「鑒定評估及酒癮戒治處遇治療措施」之背

景為何？ 

A2：當時是朱家崎檢察長、黃士元主任檢察官注意到酒駕問題的嚴

重性。如果酒駕肇事，會造成許多家庭破碎，比很多犯罪行為還嚴重，

所以他們很重視。當時沒有其他地檢署做，只有我們開辦了這樣的計畫。

我們有開檢察官會議，黃士元主任有提一個 SOP：五年內酒駕幾次，分

類分級，有沒有要做酒癮評估，處理方式可以分為戒癮治療，或是直接

起訴。當時的背景就是檢察長和主任檢察官特別注意這個問題。以前遇

到酒駕處理都很單純，由內勤檢察官決定，比如沒前科就是緩起訴、罰

錢，每個檢察官判斷都不一樣。這個政策施行以後，就算之前有強盜、

竊盜的前科，只要酒駕是初犯，我們基本上還是緩起訴。至於你問到緩

起訴附帶酒癮戒治的困難？我們好像沒有在做這塊。我聽說檢察長和主

任有去拜訪醫院，這個措施需要醫院才做得起來。 

（追問）：酒駕比例的部分，跟原住民人口有相關嗎？ 

A2：雖然這樣好像有點歧視的意味，但是我覺得確實有相關。 

B：酒駕比例增高跟建築工地、建案多比較相關，工人帶來酒駕，

不一定是原住民。 

A2：對，問內勤檢察官，每次都是說在工地喝酒騎機車被攔檢。竹

北一帶又很多新建案正在建設。 

B：全台各地的工人都集中到新竹，就是因為這樣我們這的酒駕案

件比例才會上升。 

C：新竹市比新竹縣，新竹市的原住民人口較多，酒駕案件也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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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B：我認為，酒駕比例高是因為大眾交通系統不方便。比如說台北

有公車有捷運，聚會喝酒以後我可以選擇坐車，但是新竹替代交通工具

太少，而且離家又很遠。大眾交通工具太少，才造成酒駕提高。 

2. 剛剛提到再犯率方面沒有相關的統計資料。想請問本來政策是希望

戒癮治療期間一年，但現在只有三個月，三個月有辦法順利完成治

療嗎？ 

B：禁戒處分三個月，一般都有完成，但療效就不清楚。因為我們

只要求他有去門診掛號，他吃不吃藥我們也不知道。 

（追問）：禁戒處分的戒癮治療，具體的方法是有先讓當事人自行到門診

進行評估嗎？ 

B：禁戒處分的內容是去治療，不是去評估，沒有住院，只是掛門

診而已，因為個案通常應該也不需要住院。 

C：透過這個計畫個案都是先鑑定過，確定有酒癮檢察官才會求處

附帶處分。所以禁戒是直接去醫院精神科治療。 

（追問）：三個月內門診的頻率大概是多少？ 

B：因為是治療，我們主要依據醫生的判斷。只要符合醫生的指示，

掛號次數符合、提出門診證明就好。 

（追問）：追蹤上，是一個月進行一次追蹤？ 

B：因為我們不是醫學專業，我們並不知道醫生要求他多久去看一

次，所以現在做法是每月要求被告提供門診治療的診斷書給我們。 

3. 若被告拒絕接受轉介鑑定，可能會請求法院給予量刑上的不利益。

這樣是否會讓被告的接受鑑定意願增強？ 

A2：如果本來答應，後來又拒絕作酒癮評估的話，當初 100 年實施

此計畫的時候，求刑的確會較重，但是因為檢察官只有求刑權，法院還

是不一定要接受求刑的內容。 

每個法官的做法也不一樣，所以有一陣子檢察官都在寫上訴書，我

們也有量刑的上訴範本，一直上訴是希望法院可以知道我們做酒癮戒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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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用心。也有透過主任跟法院溝通。但是法官是審判獨立，雖然庭

長認同也接受，但不是所有法官都接受。所以我們只好上訴，多少讓法

官有點壓力。後來漸漸也有成效。我們有建立緩起訴的金額階級量表。

如果法院判得比我們低，當事人知道了，通常就不會接受緩起訴，他寧

願給法官判。所以法院決定的刑度明顯太低，我們就會上訴。 

4. 貴署之禁戒處分執行場所係在台大醫院竹東分院和新竹分院兩間醫

院嗎？ 

A2：但是要注意他是用門診治療而不是強制住院。針對酗酒犯罪，

如果單看刑法 89 條禁酒處分的條文規定，我們應該是要在是要在「相當

處所」申請禁戒，但是現在我們並沒有相當處所。 

B：我們只能說希望他去我們建議的醫院，但是如果個案在桃園，

他要去桃園治療我們也不能反對。因為沒有法律規定的指定場所可以執

行，只要是精神科的戒酒門診我們都接受。 

（追問）：如果不住在新竹的話也是要去這兩個醫院治療？ 

B：大部份都住新竹。如果有人住桃園，他想去台大桃園分院精神

科戒酒門診，我們也都接受。 

C：衛生署有指定的酒癮醫院，但是大部份精神科也都有。 

5. 禁戒處分參與過程中，被告是否得以與家人保持聯繫，或是有無要

求家人陪同被告參與治療？又禁戒處分結束後，有無繼續轉介其他

民間戒酒團體或機構？ 

B：就我所知因為是參與門診治療，所以被告都是一人前往，就跟

我們自己去看醫生一樣。然後，因為禁戒處分都是三犯以上去做的，因

為治療是刑前的治療，禁戒處分結束以後就準備要入監了。所以這有很

大的矛盾，我已經接受戒酒，也沒這麼大的危險性了，然後還是要去關。 

C：應該是不會的，因為朱家崎檢察長之前有提出更生保護的想法，

而且監獄裡面還是會有酒癮團體，可以銜接監內監外。 

B：我的意思是說，都已經參加了禁戒處分，照常理是說已經戒除

酒癮了，之後如果又回到監獄裡面，是不是很奇怪？所以說檢察官，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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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不能改成刑後嗎？就是在監獄內看還有沒有酒癮，出獄後再決定要

不要戒癮？所以這個問題其實也讓執行變的很尷尬，因為已經戒了酒癮

了，還要在觀護的話是不是不太妥當。 

A2：這是法條規定的問題，我們也無法決定。其實依法應該跟觀察

勒戒一樣要有統一且強制的地點去做酒癮戒治。 

B：現在最大的問題之一，是醫院對於這種受保安處分的患者也多

不願意接受。光是以我國的監護處分做例子，我有遇過被告在醫院攻擊

醫護人員，結果之後我嘗試行文全台醫院，沒有一間願意收。又行文去

高檢署，高檢署也說自己找。完全沒有一個場所可以讓我們執行監護處

分。因為以保安處分的名義來看，他是被治療，不是受刑人，醫院不能

限制他的行動自由，一定時間要讓他出院，也就是所謂的「院外適應」，

但往往一適應就不回來了。最後是因為朱檢察長去拜託，醫院才願意收

我們刑後監護處分的被告。所以結論就是沒有執行的適當場所，等於空

設一個法，沒有用。 

（追問）：剛剛提到監獄內的酒癮團體，是每個監獄都有嗎？ 

C：新竹地區有，其他監獄不知道。 

6. 此計畫遇到的具體困難為何? 

B：剛剛提到的都是困難，碰到不配合的人就是無從執行。個案大

部份都願意配合，我有遇過一個是沒錢，付不出掛號費的。其他不願配

合的，因為常常在執行上，我們都騙他說，如果你不去門診就把你送去

療養院關三個月，看你要不要？畢竟「適當場所」本來就應該如此，只

是目前沒有適當場所，用這樣的方式促進他們參與門診治療的意願。 

A2：目前禁戒處分的數量有減少，因為執行太困難，而且多半也是

檢察官作此禁戒處分的請求，才會在判決時附帶禁戒處分。前一兩年就

有說，除非真的有必要，現在就越來越少。 

（追問）：一般禁戒處分，是完成療程要自費，還是掛號費本身對個案就

是負擔了？ 

B：有些原住民沒有工作收入，或是僅僅務農維生，他連去竹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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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掛門診這個往返的車錢都沒有。 

C：衛福部有補助醫院進行酒癮治療，不論是不是因為戒治處分，

一個人一生上限大約是四萬元，但是這個費用不補助掛號費，掛號費必

須自費。我們當時跟醫院談合作，就有擔心個案沒有辦法負擔這筆醫藥

費，所以告訴個案可以去申請戒酒補助，他只需要負擔掛號費就好。至

於原住民在醫療上本來就有優惠和各種補助了，只是有沒有意願而已。 

7. 關於緩起訴附戒癮治療，犯酒駕得受緩起訴之人的共同特徵為？例

如被告前科、就業狀況、家庭狀況等？ 

A2：現況來說，只要是酒駕初犯就會給予緩起訴，二犯的話視被告

狀況決定，三犯就起訴，並視情況決定是否做酒癮評估。 

（追問）：是否進行酒癮評估與前科有關嗎？ 

A2：參考酒駕前科，如果是五年內三犯，就會考慮做酒癮評估。就

業、家庭等其他狀況，偵查庭可能無法了解這麼多，就業狀況可能會影

響緩起訴處分金的酌定，但是我們還是有一定的標準，而且標準還滿嚴

格的。因為修法以後刑度提高，處分金也提高，比判刑還要重，比如說

判刑兩個月，易科罰金大約是六萬元，但我們署內的緩起訴處分金起跳

是八萬元。我個人會看情況調低，署內檢察官的共識是以此作為參考，

希望緩起訴的結果不要相差太多，但是如果個案家庭狀況太差，也於心

不忍，這時候就會視個案狀況調低。 

B：如果刑罰沒有超過行政罰，還是要補差額。比較好的是法院判

徒刑兩個月，因為現在的規定若是判處自由刑的情況，行政罰就不用罰

（按：行政罰法第 26 條規定）。沒有錢的人多半會希望判刑，大部份的

人仍會希望緩起訴。 

A2：有些人不希望有前科的話，也會選擇緩起訴。 

（追問）：如果有人三犯，起訴後有機會緩刑嗎？ 

A2：法院還是有機會判緩刑，但如果是五年內累犯，法院就不會緩

刑，也有的時候我們撤銷緩起訴，起訴後法院判緩刑也很常見。但是我

是覺得要看情況，如果有時候法官比較仁慈，判處緩刑也不附條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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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會考慮上訴。 

8. 目前戒癮治療「鑑定」的部分，想知道貴署與鑑定醫院的合作情況？

是直接交由醫院認定，並且決定要不要進行治療？還是由檢察官自

行認定？ 

C：我們跟醫院方面合作，是一定要先交給他們鑑定，否則我們直

接把人轉介過去，他們認為沒有酒癮也不會執行治療，且醫生很堅持自

己醫學上認定的方法。 

A2：雖然是由醫生實施鑑定，但是鑑定留置應該是沒有需要，因為

沒有到這麼嚴重的情況。 

（追問）：一般來說，鑑定不到，是否就不會給予緩起訴的優惠？ 

A2：對，如果他拒絕進行酒癮評估，我們會直接起訴。且政策考量

上，這種狀況的起訴刑度也會加重。 

（追問）：緩起訴附帶戒癮治療，也是跟禁戒處分的期間差不多嗎？  

C：如果是緩起訴附戒癮治療的情況的話，期間都是一年。 

A2：但現在我們都不做了，因為現在已經沒有類似的個案。 

（追問）：沒有繼續做的原因？ 

C：因為三犯都起訴了，檢察長帶我們去醫院參觀，醫生都認為酒

駕三犯以上才會考慮是跟酒癮有關，一兩次大概都是偶發，不見得與酒

癮有高度相關，所以後來在初犯或二犯也就沒有再另外考慮要讓被告緩

起訴附帶戒癮治療了。 

9. 酒駕緩起訴者需否定期向觀護人報到？多久一次？ 

C：我們酒癮治療，沒有另外要求他們跟觀護人報告。毒癮的話，

來地檢署我們可以採尿，確認他沒再吸毒。但酒癮跟觀護人報到的實益

不大。加上這些個案往往都是底層的工人，他們維持生計已經很困難了。

如果課予他們跟觀護人報到，然後他們往往是高密度地去醫院治療，這

樣來回奔波完全無法兼顧生活。我們覺得治療比報到有效。因為有給予

醫療費用的優惠，而且跟我們合作醫院的醫生都非常了解個案需求，而

且像是幫我們的個案上生命教育課程，對個案也很尊重禮遇。醫生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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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反應，他們覺得司法處分太嚴肅了，用醫病關係來幫助被告，讓被

告可以知道是因為病人（自己）有需求，醫生才會介入，也在上生命教

育的課程的同時，了解其實接受治療比受到司法上的刑罰柔性很多，所

以個案多願意接受治療，回診的密度和配合度都很高。所以醫院也建議

我們，上生命教育的課程，應該回歸醫療專業，讓個案覺得對他們自己

有幫助。他們才會配合，而不是被司法處分逼迫。 

（追問）：生命教育課程的內容是？ 

C：生命教育課程均由醫院設計，團隊成員包括醫生、復健師、護

理師、心理師。共有三次課程，包括法律、復健、精神科等等方面。這

是他們研究後認為最好的三階段上課。 

（追問）：參與對象是以初犯為主？ 

C：以前標準是呼氣酒精濃度每公升 0.55 毫克，修法後變成呼氣酒

精濃度每公升 0.25 毫克，突然就變成有大量的人符合標準。但人數太多，

醫院發現這樣品質不好，未必也都有這個需求。因為人數太多，即使一

個月辦了四場還消化不了，所以就恢復成 0.55 以上的再來上課。當初在

朱檢察長設計的時候，就希望構思上課地點可以在醫院，讓被告會看到

很多送急診的病患都是因為酒駕而受傷死亡，這也有生命教育的意義。

但是最後新竹分院場地太小不夠容納，被告是在我們地檢署上課，醫生

堅持他們自己來署上課。我認為生命教育的效果很好，個案回饋都很不

錯，有收穫。心理師也確實在幫忙他們，配合度都很好。 

（追問）：對於沒有給予緩起訴附帶戒癮治療的行為人，是否無法再確認

被告有無過量飲酒或是有無酒癮問題的可能？ 

A2：這真的有一定的困難度，因為我們署內只有三犯在做酒癮評估，

然後決定是否起訴等等。 

C：生命教育有一些。醫生也想要告訴個案醫院有哪些方法可以戒

癮，他們有協助個案填寫自我鑑定問卷，如果有這些狀況，生命教育結

束後還是可以向醫院尋求治療和其他幫助，這是自願求助的個案。醫生

也有說，課程結束後，仍有個案持續接受門診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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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果被告同時犯有酒駕和施用毒品的犯罪行為，是否仍有可能給予

緩起訴？ 

A2：初犯有可能。 

（追問）：有可能同時又附酒癮戒治又附毒癮戒治嗎？在毒癮戒治方面，

毒品防制條例有特殊規定。但真正進行治療的時間可以分開計算嗎？ 

C：這個前提是同時有毒癮和酒癮的存在？ 

（追問）：對，因為外國文獻上，可以發現很多案子有這樣並存的問題。 

C：有些個案知識比較缺乏，會以為他有了酒癮就可以擺脫毒癮了，

有一些個案可能教育程度比較低，就會覺得他可以依靠酒來解決自己的

毒癮問題。 

A2：就目前的案件內容看起來，可能同時有毒品案件又酒駕，酒駕

的部分還是可能緩起訴。緩起訴的內容，一個是緩起訴處分金，一個是

生命教育課程，所以是可能並立的。但是因為毒品案件要觀察勒戒，可

能還是會影響其酒駕緩起訴的執行，不過我個人目前還沒有處理過這種

案件。 

11. 台灣目前的民間戒酒團體很少，是否行為人治療以後有機會透過司

法轉介到其他戒酒團體？ 

B：就執行層面而言，緩起訴結束以後就結案了，我們就沒辦法干

涉被告了。 

（追問）：所以如果在緩刑沒有附帶戒癮治療，但若是認為被告有可能有

酒癮方面的問題，是不是還有機會在緩刑執行期間轉介戒癮團體？ 

C：這是保護管束的問題，他是因為喝酒來報到的。我們會各方面

的評估，決定是否需要酒癮治療？有些人很明確，報到來都有酒味，就

轉介給醫院，讓醫院治療。醫院也會回覆我們治療的狀況，這是保護管

束一定要做的。緩起訴結束後，通常是醫生或護理師會轉介被告給醫院

自己的病友團體，像是無名戒酒會等等。 

（追問）：所以等於說還是需要進入醫院參與戒癮門診，才有辦法得知這

些資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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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對，因為地檢署的轉介沒有拘束力，他們也不一定會接受。 

（追問）：所以您提到緩刑雖然沒有附帶戒癮治療，但是在保護管束期間

還是會視被告情況決定要不要讓他做戒癮，這樣的結果和緩刑附帶戒癮

的條件是一樣的嗎？ 

C：緩刑是為了再犯預防。個案今天確實因為酒癮來的，我們就在

這段時間處理。但是即便個案都有去治療，他也有可能因為再犯酒駕，

被撤銷緩刑。 

12. 酒駕緩起訴案件中，預防再犯之必要命令可能包含何種內容？ 

A2：法律規定有第六款的戒癮治療，必要命令則是生命教育課程。 

C：也有的檢察官會附帶法治教育。如果同時有其他類型的案件，

也可能一起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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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新北地方法院 訪談記錄 

訪談日期：2015 年 5 月 15 日 

受訪對象：法官（以下稱 D） 

訪談主題：禁戒處分與緩刑附戒癮治療之運作 

1. 法官如何認定應否對行為人宣告刑法第 89 條禁戒處分？（如何認定

有酒癮，需否經評估？受宣告禁戒處分行為人之前科狀況多寡有無

影響？） 

D：原則上是透過鑑定、卷證中關於行為人的資料、行為人的當庭

訊問，以確認行為人是否符合刑法第 89 條之要件，若檢察官起訴書中，

未向法院請求宣告行為人禁戒處分，但從卷證觀察，行為人有很多前科，

或是有敘述行為人有喝酒的習慣時，就會進一步考慮應否宣告行為人禁

戒處分。看完卷證以後，就會訊問當事人，確認他喝酒的習慣如何，有

時候行為人就會說常常喝啊，或是喝了多少，視情況法院就會判斷是否

送鑑定，由醫院再進一步確認，在判決上我們就會認定行為人有沒有酒

癮，或是行為人有沒有再犯之虞。 

（追問）鑑定的有無是幾乎都有在做還是由個案法官自行認定有無需

求？ 

D：大部分看到的都是會送鑑定，因為如果一審不送鑑定的話，可

能二審他也會要送，而且交給二審送鑑的話，會有個麻煩，若當事人在

一審到二審中間戒酒，變成當事人的情況與原先有出入，所以最好是可

以在一審送（鑑定）。不過雖然是大部分會送，但也是有個案是沒有送鑑

定就直接由法官判斷應否宣告禁戒處分。 

（追問）那有沒有可能法院當庭檢視被告的狀況，比如說酩酊或是健忘

等情況決定呢？ 

酩酊應該是比較不可能，因為他們要喝完酒來開庭，是比較少見的，

只不過從他言談狀況可以看的出來被告的精神狀況，再來連結他們有沒

有酒癮。但開庭的時候被告有無酒醉的情況？這個我到現在開庭也還沒

有遇到過。而且法庭的距離有點遠，我們也很難聞得到被告嘴巴口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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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追問）所以前科的部份是要如何和應否宣告禁戒處分做連結呢？ 

D：有前科的話就代表他有喝酒，而且喝酒以後還有駕駛的情況。 

2. 刑法第 89 條條文中行為人有無「再犯之虞」應如何認定？ 

D：成立禁戒處分的要件，有一個是「再犯之虞」之有無，我們會

去認定被告以前曾經有密接連續的前科，而且又再次犯罪，這樣他未來

就可能有「再犯之虞」。那他到底有沒有酒癮，法院就會再去送鑑定判斷，

請醫生再去幫我們確認。那不會單純地只以以行為人的前科密接連續性

去認定，前科只是一個參考，我們還要配合從法庭訊問，去看行為人的

言談與神情，藉以形成認定他有「再犯之虞」的依據，如果認為行為人

可能有酒癮的問題，我們才會再去送鑑定。 

（追問）所以和飲酒濃度高低有關連性嗎？ 

D：還是會有，比如果行為人的前科紀錄都是 0.25，與行為人的前

科都是 0.55 以上，當然還是有程度上的差別。 

3. 對酗酒者之禁戒處分所謂「令入相當處所」為何處？又禁戒處分的

執行內容為何？就執行場所與執行內容與緩刑或緩起訴附帶戒酒癮

治療有何不同？ 

D：關於這個部分，之前我有先與執行檢察官確認，高檢署會與特

定幾個醫療院所簽約，讓各地地檢署可以選擇配合的醫療處所，新北地

檢這裡主要是八里療養院，但是，法官其實大部分都不知道後續怎麼執

行，因為執行成效如何，也不會有人關心，因為那個不關法官的事。 

（追問）所以這可能也是導致現在禁戒處分沒有那麼多的原因嗎？ 

D：我的想法是，如美國之刑事執行，是由法院處理，所以美國的

法官會有意識到，法官降低再犯率，等於是為自己減少未來的案源，才

會有 PUSH 的動力，讓法官會覺得應該好好的去正視戒酒的可能，才會

想要好好處理這個問題，讓他自己未來的案源可能可以減少。可是台灣

的話，刑事執行與判決是分割的，導致法官不會去考慮自己判決的結果，

到底有沒有效，或是不需要去考慮超額收容嚴不嚴重，反正判決了法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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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就是要處理。 

（追問）所以您的意思是，現況下因為法院判決以後，毋庸對於行為人

的執行與否負責，所以後續的治療執行，就直接移交給各醫療院所了嗎？ 

D：因為刑法第 89 條屬於刑前執行，所以像新北的情況，地檢署在

執行前，會先函給八里療養院和他們說有這個情況，然後也會同時函給

受刑人，通知他要在特定時間內，按時進行門診，像是酗酒者的情形，

就可能是定期門診拿藥。地檢署是另外有提到說，如果行為人有不能自

發參與完成，地檢署就會藉由強制力，把行為人拘束在八里療養院裡。

但是我不確定住院的部分，如果是施以強制力的話，有沒有特別的法源

依據。那我自己是曾經判過一個在押的被告，本身是有 8、9 次的酒駕前

科紀錄，鑑定後確定被告的確是有酒癮問題，但因為法律規範下，是施

以刑前治療，但現在也沒有適當處所可以拘束其人身自由，變成執行上

面臨到底要怎麼處理的問題。 

（追問）若原本依照法條規定，禁戒處分似乎是有拘束人身效果的保安

處分，但如果像您剛剛說的，目前原則上是採取門診治療，例外才是強

制住院治療，這樣是不是就代表採取門診治療的期間，不會拘束行為人

的人身自由，或是更明確的說，行為人在那段時間是一樣住在家中嗎？ 

D：對，就一樣是住在家裡，然後費用的部分，地檢署是要被告自

行負擔。那如果被告沒錢，會改以民事訴訟強制執行的方式要求他支付。 

（追問）所以說如果被告堅持自己繳不出費用而不願意參與禁戒處分，

會對於後續刑度影響有什麼不利益嗎？ 

D：：因為宣告禁戒處分的時候，刑度也已經確定，所以不會因為

被告拒絕參與而造成未來刑度的延長之不利後果，只是可能變成被告會

受強制住院拘束人身自由的方式令其完成禁戒處分。 

（追問）為何現在禁戒處分的期間，法院的判決以 3 至 6 個月居多，期

間是否過短無法使被告達到戒癮效果的可能？ 

D：我也不清楚為何會都訂差不多這個期間，猜測上，或許是因為

一開始大家都是這樣判，所以後面的人在判決的時候，也會參考前面的

案例去判，至於到底要訂多久期間，還有一個說法是，法官會在鑑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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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併詢問醫師，確認個案要送禁戒處分，應該以多久時間為適當，那醫

生就是以這樣的期間為適當進行回覆，也是有可能的。 

4. 對酗酒者之禁戒處分之執行法院或是其他司法人員有無介入監督？ 

D：法院的話是沒有，但這邊我就不是非常確定。因為這主要是偏

向刑之執行。法院介入保安處分執行或是刑之執行的情況，我印象應該

就只有少年法院的法官，可以對於收容所的少年按時視察，但其他法律

是不是有規定在其他適當執行場所視察或監督，目前印象中是沒有。 

5. 您認為刑法第 89 條禁戒處分制度無法有效運用的主因？若未來要有

效運用應如何改善？ 

D：這個問題其實和第 11 題有類似性，那我就一起說明，我認為有

4 個原因，首先，第一個是決定適用第 89 條禁戒處分的人，不用負擔禁

戒處分執行成效的好壞，意思就是說，即便這個制度是好的制度，他也

不會考慮，法院也不會特別去管這個制度，究竟對行為人的矯治有沒有

幫助，反正他只要把案子結掉就好了，如果不去管第 89 條的禁戒處分，

法院只需要去處理行為人的刑度高低，判決下去就可以確定了，換句話

說，因為第 89 條的發動，要比較多的程序，如果直接量處有期徒刑，對

法官而言，操作上會比另外檢視行為人有沒有適用刑法第 89 條禁戒處分

的必要來的方便。第二個，法院無法介入保安處分的執行，即便是很有

熱誠的人，想要透過保安處分來改變行為人的不良習慣，但是因為沒有

辦法介入，所以執行層面究竟有沒有辦法達到法官所預設的理想，其實

也難以確認，而且在現行法下也沒有權限可以介入檢察官的處理方式。

第三點，法官根本上無法確定執行面上執行了什麼樣的內容，換句話說，

我只知道有一個禁戒處分，目標是要改善酒癮者的酒癮情況，但是在法

官不知道執行層面的運作，法官就不會去用這條來對被告施加保安處分，

還有一個是，其實如果要每個案子都送鑑定的話，花費的錢也滿多的，

因為法院需要支付這筆鑑定費用，送一次鑑定大概要花費 1 萬 5000 元到

2 萬元的費用，法官如果不知道花了這筆鑑定費用，後來對於行為人施

行禁戒處分的效果究竟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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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問）那想請問若法院有送請鑑定，是會在判決裡特別交代嗎？ 

D：通常法官有送鑑定的時候，都會把醫師的鑑定結論寫出來，一

方面讓行為人可以知道法院對行為人施以禁戒處分的依據為何，另一方

面，這樣也才能夠切合法條規定，確認行為人之再犯與酗酒的要件。  

6. 目前實務上就刑法第 98 條發動頻率？什麼樣的情況有可能免除刑罰

的執行？ 

D：事先搜尋了相關的資料，發現一年大概只有 1、2 件保安處分的

案件是適用第 98 條，從案例上來說，法院裁准讓行為人依據刑法第 98

條，免除刑之執行的情況，是非常少見的，像我自己是沒有處理過。 

（追問）因為現在案件量不多，所以可能實務在如何運用第 98 條也還不

是這麼明確嗎？ 

D：之前看相關裁定，大概案例都是強制工作，像是技訓所或是被

告工作的場所就會發函給檢察官，向檢察官說明被告的工作情況良好，

已經沒有再繼續執行保安處分的必要，那檢察官就會向法院聲請讓行為

人適用刑法第 98 條之裁定。 

（追問）所以您覺得若行為人受禁戒處分與有期徒刑的宣告時，未來，

實務是否有機會透過刑法第 98 條，讓受禁戒處分的行為人在禁戒處分結

束以後藉由這個規定，免除其刑的執行嗎？ 

D：自己目前是沒有聽過這樣的處理，而且因為保安處分和刑罰具

有本質上的不同，刑罰是對於過去行為人的行為作出懲罰，保安處分則

是處理行為人的未來再犯可能，也是國家認為有施以刑罰權作出的一個

國家高權的行為，所以我自己覺得好像會比較難把這兩個東西掛勾在一

起，不過這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了。 

7. 犯酒駕得受緩刑之人的共同特徵？（如被告前科、就業狀況、經濟狀

況等） 

D：因為行為人要得以宣告緩刑，就先符合刑法第 74 條的要件，所

以有無前科，其實是緩刑的「法定條件」之一，還有另一個是，前科可

以作為行為人未來有無再犯可能的基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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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問）所以實務上得受緩刑之行為人的前科狀況大多如何呢？ 

D：法律上是規定，只要行為人 5 年內未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

就有機會獲得緩刑的可能，因此，如果符合這個要件，即便曾有犯罪的

紀錄，法院還是可以給予緩刑，不太可能會因為行為人早年有很多犯罪

就逕認不適宜給予緩刑。 

（追問）若判決中提到「未曾因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和無前

科紀錄的意義是一樣的嗎？ 

D：緩刑的情況下，若行為人以前曾受酒駕緩起訴，仍屬於「未曾

因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所以行為人即便曾經在 5 年內緩起訴

確定，還是有可能可以獲得緩刑宣告。還有一個情形是，行為人若曾經

受過緩刑宣告，且已經緩刑期間經過者，因為刑的部分視為消滅，所以

仍然符合刑法第 75 條第 1 項的法定要件。至於「未曾因犯罪而受有期徒

刑以上之宣告」和有無前科的差異要分兩個層次討論，行為人有無受過

緩起訴是讓法院確定他有無做過類似事情的依據，所以雖然行為人「未

曾因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不能直接等於他過去沒有曾犯下類

似犯罪的紀錄。 

（追問）受到緩刑宣告的行為人，都是已經曾經受過緩起訴而不得再適

用緩起訴的情形嗎？ 

D：不一定行為人都受有緩起訴宣告，因為得否受緩起訴，繫於各

地地檢署的政策考量，有時地檢署會認為要加強某個政策的政令宣導，

因此，政策的方向會讓特定犯罪適用、或不適用緩起訴制度。 

8. 酒駕緩刑者應否給予處分金或是義務勞務與應否付保護管束之標準

或是決定理由？ 

D：這個問題和酒駕的連結比較低，反而是說法院究竟要不要給予

緩刑的差異，例如以被告的家境而言，若被告一個人要承擔一家的生計，

這時候可能就會考量若以刑罰處罰被告，可能就會變成連帶處罰到被告

的家人，這時候可能就會宣告緩刑。至於應不應該給予保護管束的話，

依照刑法第 93 條的規定，就刑法第 74 條緩刑第 5 款至第 8 款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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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應附帶保護管束。 

（追問）緩刑附條件就處分金和義務勞務的換算，是否有一定的標準可

以參考？此外，就您剛剛提到給予緩刑是因為避免造成以刑罰處罰被告

變成連帶造成被告家人的處罰，但是有沒有可能因為被告負擔不起處分

金，而給予緩刑附帶義務勞務，但是被告也因為要承擔家庭的經濟狀況，

所以無法積極參與義務勞務行為？ 

D：通常會以易科罰金或是易服社會勞動的標準去認定並進行換算，

至於針對義務勞務的部分，之所以會想說被告如果付不出處分金要改採

義務勞務，就是因為被告可能付不出錢，但他有時間，而且因為服義務

勞務的時間也有以在假日實施，所以會覺得對於負擔不起處分金的被告，

給予義務勞務的選擇，會比處分金更好。 

（追問）依據您剛剛提到刑法第 93 條保護管束的規定，緩刑附戒癮治療

也必須同時附帶保護管束，如此是否有可能依該條的規定，作為監督被

告確實參與戒癮治療的依據？ 

D：地檢署會和醫院簽約，要求醫院定期匯報被告的參與情形給觀

護人知悉，所以觀護人並不會陪同被告就診，只會由院方提供資料。 

（追問）就第 8 款的必要命令，請問實務上在酒駕案件的運用情況？ 

D：例如會要求被告參與幾小時的法治教育課程，內容通常是觀護

人向被告上課，因為目前沒有其他場所可以要求被告集體到場參與課程，

所以目前上課地點多為檢察署裡面。 

9. 目前貴院與鑑定醫院的合作情況？若欲採取緩刑附帶酒癮之戒癮治

療，行為人是否均需先經醫院鑑定評估？若無，法院給予緩刑附戒癮

治療的標準為何？ 

D：如果緩刑附負擔的情況，送醫院鑑定的情況就會比較少，而認

定的依據就會回到和禁戒處分相同的認定方式，例如行為人有無飲酒的

習慣、並會在裁判過程中，就會和被告說明可能會要求他參與戒癮治療，

並且詢問被告的意願，通常在緩刑場合，被告多會自願參與。但是關於

你這裡提到和醫院的合作，法院不會和醫院簽約，所以法官選定醫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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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通常是以行為人在本案審理前，已經有就酒癮為診療，則會選定

被告固定就診的醫院，因為他如果有去就醫，就會有認識的醫生，醫生

也比較能夠掌握被告情況，這部分其實就會和精神鑑定做連結，但是如

果被告之前未進行就診，法官就會詢問被告意見，確認有無偏好的醫院，

但是醫院的部分一定要是大醫院。 

（追問）鑑定的期間需要多久？會有鑑定留置的可能嗎？ 

D：鑑定所需時間不一定，個案鑑定所需的時間也是依照醫院的規

定有所不同，有時可能一次就結束，但有時候可能需要比較多次，至於

法院發函到完成鑑定，可能會需要 1、2 個月的時間，至於鑑定留置的情

形，我是沒有看到過，而且鑑定有無酒癮採用鑑定留置的方式，在法院

實務上，看到的狀況很少，那就新北地院的部分，原則上若病人沒有特

別的偏好，我們通常是會送亞東醫院、臺大醫院、長庚醫院、耕莘醫院，

之所以會送這些醫院，主要是因為這些醫院鄰近法院，而不是與醫院有

簽約，因為如果說法院和醫院有簽約，會產生一個問題，就是如果被告

本身有自己經常就醫的甲醫院，但是若法院簽約的醫院是乙醫院，等於

這樣就變成法院所要求的情況是與被告的利益相互違背的，所以法院基

本上不可能會因為鑑定而與特定醫院有所簽約。 

10. 如何監督被告有無履行緩刑附帶酒癮戒治之要求？ 

D：如果是緩刑的話，判決緩刑確定以後，會由地檢署接手，由執

行檢察官處理，至於如何讓被告履行負擔，檢察官會發函要求被告至醫

院就診，那醫院會回報被告就診紀錄給地檢署，地檢署若收到醫院的通

知，表示說被告未參與就診，就會再發函給被告要求被告下次要出席，

那如果通知多次而被告皆未到院治療，可能後續就會撤銷緩刑，那監督

大概就是這樣而已。 

（追問）您目前為止有曾經聽聞或是看到過因為未參與酒癮戒癮治療而

被撤銷緩刑的案例嗎？ 

D：我目前都只有看到過毒癮的，酒癮的幾乎沒有看過。 

11.您認為緩刑附酒癮戒治之制度無法有效運用的主因？若未來要有效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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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應如何改善？ 

D：在緩刑的部分，比剛剛前面第 6 題的禁戒處分使用困境，可能

還多了一個原因，緩刑在附負擔的情況下，若給予行為人戒癮治療，但

是若後來行為人沒有去完成治療，很有可能會被地檢署聲請撤銷緩刑。 

（追問）所以是法院擔心被告可能因為無法達成這個戒癮治療的要求，

而有被撤銷緩刑的危險，所以才盡量不給予這個附帶條件嗎？ 

D：不是，不管行為人的狀況到底怎麼樣，行為人會犯罪，可能是

因為他是一個很被動的人，所以課予負擔就是希望行為人可以積極去做，

改變他過去的習慣。如果行為人比較懶、不願配合履行緩刑所命負擔，

就可能就會被撤銷緩刑宣告，當檢察官認為需要撤銷緩刑時，就會向地

方法院聲請撤銷，這樣變成變相也是讓法院自己多了一件案子，而且因

為撤銷緩刑的案件，不是一來就可以馬上處理，還是需要傳喚受刑人了

解他們不去履行的理由，所以在緩刑附負擔的情形，究竟是不是需要讓

行為人去做酒癮戒治，再配合行為人未來可能又被聲請撤銷緩刑的後續

可能，法官會願意多一道緩刑附戒癮治療宣告的決定的可能不多。 

（追問）就您的說法，您認為無論是禁戒處分或是緩刑附帶戒癮治療，

都實際面臨到執行面上的困境，衍生實務上運用情形低落的問題，所以

您會覺得從執行面去改善現狀，對於未來要適用此二種制度，會更有幫

助嗎？ 

D：雖然從執行面可能是一種辦法，但是我覺得更基本的是，從制

度面去改善，讓刑罰或是保安處分的執行，都可以由法院來主導，讓法

官可以有一個全面性的視野，知道被告出獄之後，再犯的狀況如何，或

是法官自己有什麼樣的資源，可以來改善被告的狀況，讓行為人的再犯

率降低，不會讓法院與行為人的關聯，到判決完畢就結束，法院對於執

行面的內容，也不會再像現在一樣無從置喙。 

（追問）您的意思是，法院會直接去主導行為人應該要執行的所有內容，

還是說基本的執行內容是固定的，只是法院可以再去調整細部的細節？ 

D：我的想法是，我們就直接修法，把刑之執行從刑事訴訟法修成

直接由法院處理，等於法院未來就會有一個刑事執行科。那這樣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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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止於禁戒處分的執行面，還可以一併處理超額收容的問題，讓法官

可以透過這個制度，知道現在監獄裡面人有多少，才會更重視量刑上的

處理，並且去進一步思考判刑會不會導致監獄超收，或是透過監禁達到

降低再犯率的問題。 

（追問）您覺得未來是不是不只在執行面上，包含執行層面的監督，也

應該由法院擔任比較適合？ 

D：：因為刑之執行者會有監督的權限，所以當然也是要由法官做

監督的工作。 

（追問）因為您有特別提到緩刑附負擔以後，可能會有條件撤銷的問題，

所以是不是有可能因為緩刑的附帶條件要怎麼執行，沒有明確的規範，

所以造成要怎麼認定去撤銷，也是變成實務上的另一個困擾，而使得法

官也不願意去進行宣告呢？ 

D：因為緩刑的撤銷，有規定須為「情節重大」，但是因為情節重大

是一個不確定法律概念，所以檢察官聲請撤銷緩刑以後，會交由法官進

行認定，那因為每個法官在認定時，可能會有不一樣的看法，所以其實

很難去量化，到底實務上什麼情形屬於情節重大。比如說個案的情況是

沒錢、很窮或是失業，家裡又有人要養，導致被告拿不出錢參加緩刑的

戒癮門診，如果說他缺席了 1/3 的次數，不過後來又找到工作了，那後

來又再度參與了，那這樣的情況，因為被告已經缺席了 1/3，感覺情節上

來說是滿重大的，可是被告又有他背後的因素，所以可能會有法官會衡

量個案的情況去處理。 

（追問）像您提到經費的無論是禁戒處分還是戒癮治療都是由行為人自

己去負擔，所以您有聽說行為人完成戒癮治療大概需要花費多少的費用

嗎？ 

D：：這個部分法院不會知道詳細的開支。 

（追問）法院就算在宣告禁戒處分或是緩刑附戒癮治療時，也不會去仔

細考量行為人有沒有負擔的能力嗎？ 

D：我覺得與其說法院不會去考量，更貼切的說法是，因為法院不

清楚執行面的現況，他不知道行為人需要花多少錢，所以也不會意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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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追問）法官都清楚這部分的經費要由行為人自行負擔嗎？還是根本因

為執行與判決是分割的，所以法官也就根本不清楚這件事？ 

D：先前我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我以為在禁戒處分之執行，國

家會出錢，畢竟是一個具有強制力的處分，但是緩刑這部分由被告自己

承擔應該還算合理，因為他就是緩刑，所以你沒錢你要自己想辦法，但

是後來才知道，原來連禁戒處分都是要行為人自己出的。所以其實我在

猜法院在宣告禁戒處分時，也沒有初步的認知，對刑之執行、刑之內容

或刑之方式跟執行方式，到底是怎麼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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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精神科醫師 訪談記錄 

訪談日期：2015 年 4 月 21 日 

受訪對象：精神科主治醫生（以下稱 E） 

訪談主題：醫學戒癮治療的運作 

1. 目前醫學上的酒癮評估方式為何？ 

E：醫學上有幾個方式，首先是實驗室檢查。主要是抽血，檢測酒

精 濃 度 、 肝 指 數 等 等 。 例 如 肝 指 數 中 的  γ-GT （ Gamma Glutamyl 

Transpeptidase），就可以判定他有飲酒問題，而且非只是一時喝酒。 

其他相關指數例如肝癌指數 也會高，此外，喝酒的人也會有代謝的

問題，例如血膽固醇也會偏高，三酸甘油酯、血膽固醇等都可以綜合判

斷。另外喝酒的人也會貧血，連帶有維他命 b 和葉酸的缺乏，也會導致

血球偏大。醫生在評估時，也會看其他身體狀況，例如胰臟發炎等等。 

第二個是精神科，我們會有診斷性的會談，評估一般的生活史、生

長史，例如成長背景可能是社經地位較低、生活環境困頓等等，就可能

會有酗酒的問題。再來就是飲酒史，如果家族有飲酒史，造成酒癮的機

會就高。如果家裡對酒精很開放，未來導致酒癮也會高。也有研究發現

一個人越早接觸酒精，未來成癮機率越高。這些是過去史的蒐集。 

另一個評估方式則是「現在」，醫生和病患在當下對談的過程中，病

患有沒有呈現出一種精神病理上、心理狀態、精神狀態是因酒癮導致的。

例如說他有記憶力的問題、還有定向感，他對於現在的人事地是否清楚，

是否會變動等。 

酒癮在醫學上的定義是幾乎天天喝，如果停個一兩天，他的記憶力、

判斷力、認知功能等，也是我們在診斷性問答中要去評估的。 

第三部分，在精神、心理方面，我們會去問他有無憂鬱症、焦慮症、

躁鬱症方面的病史，這類的人容易飲酒，且飲酒後病情會加重。這牽涉

到未來處遇時不只能處理戒酒的問題。睡眠問題也很重要，很多人喝酒

是因為睡不著，但事實上喝了酒，睡眠品質會變差，但他又會因為以為

喝了會好睡而繼續喝。這些是醫學上「診斷性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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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是量表的評估，酒精成癮嚴重程度的量表。或是一些簡單問

句的量表。像是臨床上、門診我們常用的一種 CAGE 或是 AUDIT 量表，

這是第三種評估方式。 

（追問）剛剛醫生提到診斷會談，是 DSM 的診斷？ 

E：對。剛剛提到的診斷性會談，就是從病患的過去和現在史，核

對有無符合 DSM 的診斷準則。 

（追問）從外觀上容易看出初期酒癮患者的狀態嗎？例如工人長期飲用

保力達 B，會出現初期酒癮的症狀嗎？ 

E：即使有些嚴重酒癮者，外觀上也不容易看出來。除非有些人因

為飲酒量太大，身體症狀很明顯，例如容易手抖、自己已經無法控制，

第二個是功能上無法維持。 

酒癮跟毒癮很像，發作的時候，繼續喝下去症狀就好了，變成他就

一直喝。這種叫做回魂酒，越喝會越清醒。所以兩個層面可以發現，第

一個是症狀，第二個更常見的是功能，臨床上會遇到工作、家庭生活的

角色無法維持、家暴等等，這時候就會被發現。初期很多人不會被發現。 

有些也不一定是酒癮，而是衝動性飲酒，會產生酒駕、酒後鬧事等

等，也會被察覺。 

2. 臨床上針對酒癮患者的治療方式為何？如門診或是住院？使用藥

物？ 

E：台灣的情況，住院的資源不多，現在酒癮都會歸類到精神科。

但真正來治療的患者大概不到一半。患者往往不是因為酒癮來醫院，通

常是因為肝臟出問題，胰臟發炎、營養不良等等，或是意外骨折、感染

等等，住進內外科。有時候會合併精神科醫生來看，但很多不會真的進

入戒癮的治療。這些人進來住院一陣子沒喝酒，似乎有好轉，但有些人

在病房還是會偷喝。 

如果真的進來作戒癮治療，台灣目前只有公立療養院會有病房提供

酒癮治療，例如台北市立醫院松德院區就有附設。可是其他醫院就是一

般精神科病房，有些人聽到精神病房就拒絕了。這些病房是很適合酒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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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因為酒癮戒斷會有危險性，住院有環境限制、讓他們難取得酒

精等，對中重度以上的病患，住院治療是很合適的。雖然是最適合的方

法，但是台灣提供資源很少，很多人還要去工作。 

（追問）為什麼提供資源會很少？ 

E：因為醫院精神科最不願見到酒癮或毒癮患者進入醫院，他會有

情緒問題，戒斷的時候也會有混亂的現象，也有生命危險，戒斷症狀也

會有抽搐、意識不清，醫院需要大量人力來應付。目前健保對酒癮又不

給付，所以要自費就有人不願去住。醫院就算提供這個服務、床位等，

也不會有這麼多人進來，空床會太多，所以他們會傾向附設在精神科。

所以主要是營運上，不符合供需成本的問題。 

實際上短期住院還是最好。目前是以門診為主，輕度病人的門診就

足以應付，不需住院。但門診的缺點就是太嚴重病人無法治療，這些人

需要「環境控制」，不讓他們有機會輕易接觸酒精，家人不一定可以協助

時治療就會打折扣。  

藥物上，戒酒有「戒酒發泡錠」，但是目前只有少數醫院會進，因為

這是專案管控的藥物，目前他還沒有取得「藥證」，因為目前台灣沒有進

行臨床人體實驗。僅少數醫院醫生才有辦法拿到。藥物的原理是抑制酒

精代謝，所以這個人千萬不可以碰酒，任何酒精的製品都不能接觸，酒

精無法代謝，身體會堆積這些不完全代謝的毒素，甚至會有生命危險。

所以也要簽署同意書。過去也有遇到病人還喝酒，結果死亡的案例。 

使用「戒酒發泡錠」的動機非常重要。他們都以為吃了腦袋會改變，

會不想要喝酒。但其實只是作為一種管控、強制他不能去用。這個藥物，

其他相關配套，包括環境協助、支持、心理建設要一起加入，包含家屬

認知也會以為吃了藥就從此不想喝酒，但實際上病人還是會想喝酒，這

就是困難點。 

其他藥物有兩種方向，因為不喝酒會戒斷，所以第一種是協助度過

戒斷期的藥物。這類是鎮定劑、安眠藥等，讓他不要這麼不舒服。另外

是抗憂鬱和抗焦慮的藥，改善他的心理疾病，減少喝酒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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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戒酒發泡錠」與戒癮治療的可能花費？ 

E：「戒酒發泡錠」健保不會給付，所以要全部自費。金額大約是一

顆一百元上下，一天一顆，至於要吃多久，這是輔助病人的手段，就是

一種藥物、化學上的環境管控。在治療上也應該配合心理和認知的治療，

不可能永久服用藥物。這些管控的東西是希望可以內化成病人戒酒的動

機。花費上，光吃藥我認為應該還好，畢竟這些人如果把錢花在酒上也

要這麼多錢。 

戒毒也是不列入健保給付，因為一般會認為這是一種個人選擇，為

什麼要全民買單？但是酒癮還是有可以給付的項目，例如戒斷症狀，健

保會給付。或是酒癮合併憂鬱、腦傷等等也會給付。所以單純的酒精濫

用、酒精依賴就不會給付。因為酒精戒斷一定會有酒精依賴，所以醫生

有時候會強調這些症狀，讓他有機會接受健保給付。考量到一個人若有

心戒癮，全部自費平均一次一千元，檢查可能也要兩三千。對很多沒有

穩定收入、勞工階層來說，這樣實在無法負擔，比酒錢還貴。比如說健

保在地區醫院，費用大約是兩百元上下，這樣可能比較能負擔，最多就

是四百多。但是一次兩三千，他就會想自己戒就好。 

4. 如何認定酒癮患者已經完成戒癮治療？ 

E：可以用時間認定，傳統診斷準則上，如果一個月持續不使用就

可以算是部分緩解，戒斷症狀就不會再出現。定義上，DSM 第四版定義

一年不用就可以說是完全緩解。不過在醫學定義上，這本來就會高度復

發，一年是一個段落，但自我管控還是必要的。 

另外我們會參考他的支持系統，例如個人的社經地位、經濟狀況等，

這些很好的話也許半年就可以讓他回歸自我管理，這就會影響我們的判

斷。但是如果他的環境很糟，或是有嚴重憂鬱症，這樣我們就會建議治

療了一年以上再繼續治療。如果是家暴受害者，長期依賴酒精自我麻痺，

這樣的問題也許治療一年都沒用。如果他無法脫離原本的環境，同樣會

繼續濫用。 

除了這些之外，我們還會參考個人的個性。醫學上就是「人格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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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些人追求享樂、衝動，我們可以預期過了一年如果沒有介入，他

還是很快又回去使用。如果人格上較依賴性、脆弱、不安全感，如果脫

離醫療環境，他還是很容易回去使用。這樣就會需要長期的心理治療、

社會復健，讓他維持一個良好的狀態。所以基本上就是個別化的綜合評

估，定義上一年大概就是一個區分點。 

5. 在與新北地檢署合作司法轉介的過程，有無遭遇任何困難？ 

E：目前有遇到一些困難。以我自己的觀點來看，醫生是被動接受

個案，一年內我個人遇到的不會超過三個。跟我們合作的新北地檢署檢

察官說，新北是試辦的計畫。緩起訴目前較成熟的是施用一二級毒品的

觀察勒戒，附命緩起訴，這個我們醫院做很多。只要一年期限內完成，

最終就可以獲得不起訴處分，這是法令上的完備。 

但是酒癮在法令上並不完備，所以緩起訴，他本來該受的罰金、勞

役等不會因此減免，只是他另外自願接受治療，而緩起訴期間仍然是一

年。所以很多人覺得我何必接受？因此轉介、願意接受治療的就不會多，

即使一開始來治療，後來中斷也不會怎樣，變成只是一種鼓勵性質的措

施。 

我認為戒癮治療與法律的結合，是一種強制力，酒又能夠輕易取得，

所以沒有好的約束力量就很困難。加上剛剛提到經濟上的問題，一年下

來，藥癮的緩起訴大約兩三萬元。酒癮者本身工作不穩定，又多有家庭

問題，或是酒駕要罰錢。一聽到一年還要負擔三萬，他寧願去服勞役，

導致進來治療比例不高。 

6. 目前接受治療是以自願就醫還是司法轉介的為主？ 

E：我看到的幾乎都是自願就醫，非司法途徑進來。每個酒癮者都

覺得自己應該戒，常常也會有罪惡感、心理上的矛盾，但是還是停不下

來。患者需要有一個突破，跟戒毒一樣，才會有一個內在的力量推他一

把。 

很多進來的狀況是喝酒喝到身體不好了，例如胰臟、肝臟發炎等等，

別科的醫生和他的家屬推他，他才會進來。另外也有些是生小孩了、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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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了，他想負責任。或是發現媽媽得到癌症、自己發生意外跌倒骨折，

覺得不能再繼續下去。就跟戒毒一樣，這是一種突然間的醒悟。不只是

法律的問題，醫療的可近性夠不夠也是，我們提供看診的時間大概都是

病患工作的時間，他很難過來，所以可以增加門診來服務他們，也增加

他戒酒的動機。 

（追問）：我國目前酒癮者的數量到底有多少？ 

E：不少，可能沒有美國多，但應該有個穩定的比例，只是確切的

數字還要去查。酒癮的人很少自動就醫，國內也不知道有沒有進行普查，

也許有針對特殊族群。 

另外女性飲酒者也更不容易被發現，社會觀念上，男性飲酒好像比

較容易合理化。她們可能因為其他原因去就醫，但自己不好意思承認有

酒癮。有些特種行業的女性也多少有酒癮方面的問題。這些加起來就有

一定的比例，地域性、種族上可能也有差異。新北市的話，勞工階級比

較多，但是高社經地位也不能忽略，有些人長期壓力大所以需要飲酒、

也會有酒癮，他們不願就醫也不願承認。所以我的結論是有一定比例。 

7. 就您的觀察，若未來是針對有入監可能性的患者，提供轉介戒癮治

療，您認為從醫學角度，在政策的制訂上有無需要注意的地方？ 

E：是可行的，但法令上應該有一些修改。若以毒癮的法令觀察，

治療可以替代刑責、罰金，但酒癮只有示範，來治療沒有辦法得到其他

的利益。法律上如果不修改，對於酒癮治療的推廣會很困難。 

我有在監獄和看守所看診，可能就會看到經常性、一次嚴重性的酒

駕案例。也許他只有一次，但是有這樣的狀況的人常常有精神上、心理

上、睡眠障礙的問題，就算已經醉了，他也很難控制繼續喝。甚至有人

就是豁出去了，就算撞死也無所謂的想法都有。 

這些人或多或少都需要治療。但他們不想治療、沒有催促的力量、

沒有動機，或是覺得治療沒有用，就算想戒也不知道管道，或是沒有勇

氣面對、不想清醒等等。所以能有機會、推力讓這些人進入正規治療我

覺得滿好的。不然現在酒駕很多是累犯，他沒有得到適當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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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毒品是勒戒，觀察勒戒的地方有心理師和社工，會去處理這塊，

但酒駕只有一般看守所，雖然有輔導員等等去協助，但沒有專門的輔導

和醫療配合，我覺得就是法令上應該調整，調整後，法界和醫界如何配

合。醫界方面，毒品戒癮治療已經滿成熟了，衛福部有指定的戒癮醫院，

就有提供酒癮和藥癮的治療，這些就可以配合。 

（追問）：監獄的部分，目前只有提供醫療協助，但沒有心理方面的相關

諮商？ 

E：對，就是沒有專門的，不像是毒品勒戒的心理師，他們會去就

知道這些人有哪些需求。像我看到的酒駕的進入監獄，他們通常繳不出

錢，且和一般的收容人放在一起，都沒有針對他的酒癮去處理，這樣就

比較可惜。 

（追問）：當行為人進入看守所以後，是在哪個階段發現他可能有酒癮問

題？ 

我去是精神科診療，病患會來看通常是因為戒斷症狀，基本資料就

會提供入所原因，有些就是酒駕，這些會進來的都比較嚴重。我接觸到

的就是醫療上的協助。 

8. 醫院是否會協助患者轉介參與民間戒酒團體或是無名戒酒會等組

織？ 

E：目前民間也沒有很多，台灣比較依賴醫療上提供的資源，政府成立的

機構、民間的資源就很有限。馬偕這種宗教醫院比較早有「戒酒匿名會」，

有病人和志工團體協助。但「戒酒匿名會」在其他地方幾乎沒有發展，

台灣戒酒的機構可能比戒毒的還少，戒毒的至少還有宗教團體等等。 

從我這裡畢業的病人，我只能給他醫院方面的資源，醫院的心理師

和社工等。就算請心理師和社工去開戒酒的團體，開了以後成團的機會

不大。因為開了之後我們也只會介紹自己醫院的病人，但一個療程要順

利運作，可能至少要十個病人。如果有人願意成立這種機構或是團體的

話，應該要結合很多醫院，讓其他醫院也可以轉介進來。 

（追問）：未來若有這樣的社會資源，對於患者戒酒的動力會不會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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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是很好的，我們還是需要民間、志工團體，在醫療之外多元化

的協助這些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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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度 2 月份酒駕宣告緩刑案件整理 

呼氣酒

精濃度

每公升

（毫

克） 

件

數 

判決字號 刑度 易科罰

金 

緩刑期

間 

保護

管束 

義務

勞務 

向公庫

支付 

備註 

飲酒後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25 毫克-0.55 毫克+未有前科 

0.25 21 104 年度

交簡字第

371 號 

有期

徒刑

2 月 

可 2 年   1 萬元  

0.26  104 年度

交簡字第

541 號 

有期

徒刑

2 月 

可 2 年    通常程

序經協

商達成

合意 

0.26  104 年度

交簡字第

496 號 

有期

徒刑

2 月 

可 2 年   1 萬元  

0.26  104 年度

交簡字第

455 號 

有期

徒刑

2 月 

可 2 年   4 萬元  

0.27  104 年度

交簡字第

476 號 

有期

徒刑

2 月 

可 2 年   2 萬元  

0.29  104 年度

原交簡字

第 20 號 

有期

徒刑

2 月 

可 2 年 是 80 小

時 

  

0.31  104 年度

交簡字第

546 號 

有期

徒刑

2 月 

可 2 年   4 萬元  

0.31  104 年度

交簡字第

436 號 

有期

徒刑

3 月+

可 4 年 是 60 小

時 

6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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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金

2 萬 

0.317  104 年度

交簡字第

342 號 

 

有期

徒刑

3 月 

可 2 年    重度殘

障(被

告狀況

不宜附

加條

件) 

0.34 

 

 104 年度

交簡字第

389 號 

有期

徒刑

2 月 

可 2 年   5 萬元  

0.34  104 年度

交簡字第

267 號 

有期

徒刑

2 月 

可 2 年   5 萬元  

0.36  104 年度

交簡字第

348 號 

有期

徒刑

2 月 

可 2 年   5 萬元  

0.37  104 年度

交簡字第

279 號 

有期

徒刑

2 月 

可 2 年   4 萬元  

0.38  104 年度

交簡字第

399 號 

有期

徒刑

2 月 

可 2 年   7 萬元  

0.40  104 年度

交簡字第

60 號 

有期

徒刑

2 月 

可 2 年 是 130

小時 

  

0.41  104 年度

交簡字第

192 號 

有期

徒刑

2 月 

可 2 年 是 100

小時 

  

0.46 

 

 104 年度

交簡字第

512 號 

有期

徒刑

3 月 

可 2 年   4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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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  104 年度

交簡字

第 172 號 

有期

徒刑 3

月 

可 2 年 是 120 小

時 

  

0.48 103 年度

交簡字

第 2946

號 

有期

徒刑 2

月 

可 2 年 是 40 小

時 

5 萬元  

0.50 

 

104 年度

交簡字

第 343 號 

有期

徒刑 2

月 

可 2 年   2 萬元  

0.51 104 年度

交簡字

第 405 號 

有期

徒刑 3

月 

可 2 年 是 120 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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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氣酒

精濃度

每公升 

件

數 

判決字號 刑度 易科

罰金 

緩刑期

間 

保護管

束 

義務勞

務 

向公庫

支付 

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55 毫克(以上)+未有前科 

0.55  7 104 年度交

簡字第 180

號 

有期

徒刑 3

月 

可 2 年 是 40 小時  

0.57  104 年度交

簡字第 409

號 

有期

徒刑 3

月 

可 2 年 是 120 小

時 

 

0.61  104 年度交

簡字第 509

號 

有期

徒刑 3

月 

可 2 年   8 萬元 

0.69  104 年度交

簡字第 557

號 

有期

徒刑 3

月 

可 2 年   8 萬元 

0.72  104 年度交

簡字第 296

號 

有期

徒刑 3

月 

可 2 年   6 萬元 

0.90  103 年度交

簡字第 3762

號 

有期

徒刑 4

月 

可 2 年 是 200 小

時 

 

1.47  104 年度交

簡字第 406

號 

有期

徒刑 5

月 

可 2 年 是 240 小

時 

 

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

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0.25 1 104 年度交

簡字第 332

號 

有期

徒刑 3

月 

可 2 年 是 4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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