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
(第一頁，共八頁)
一、依據：
(一)警察職權行使法。
(二)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條之二、第三十五條、第六十七條及第八十五條之二。
(四)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一百十四條。
(五)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十條至第十二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
之一及第十九條之二。
(六) 刑事訴訟法第八十八條、第九十五條及第一百條之三。
二、分駐(派出)所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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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內容
一、勤務規劃：
計畫性勤務應由地區警察分局長或其
相當職務以上長官，指定轄區內經分
析研判易發生酒後駕車或酒後肇事之
時間及地點。
二、準備階段：
(一)裝備(視需要增減)：警笛、防彈頭盔、
防彈衣、無線電、反光背心、槍械、
彈藥、手銬、警用行動電腦、手電筒、
指揮棒、酒精測試器、酒精檢知器、
照相機、攝影機、交通錐、警示燈、
告示牌（執行酒測勤務）
、刺胎器、舉
發單、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
項第二款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警察
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
(二)任務分配：以四人一組為原則，分別
擔任警戒、指揮攔車、盤查、酒測及
舉發，並得視實際需要增加。
(三)計畫性勤務稽查部署：
1.稽查地點前方應設置告示牌及警示
設施（如警示燈、交通錐）
，告知駕
駛 人 警 察 在 執 行 取 締酒後 駕 車 勤
務。
2.視道路條件、交通量 及車種組成
等，得以「縮減車道方式」
，執行酒
測勤務，並設置警示、導引設施，
指揮車輛減速、觀察，並注意維護
人車安全。
3.於稽查地點適當位置設置攝影機，
全程錄影蒐證。

(續)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第二頁，共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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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階段：
(一)過濾、攔停車輛：
過濾、攔停車輛應符合比例原則，有
疑似酒後駕車者，始由指揮人員指揮
其暫停、觀察，其餘車輛應指揮迅速
通過。
（二）行經設有告示執行酒測勤務處所，未
依指示停車接受酒測稽查之車輛：
1.對於逃逸之車輛經攔停者：
（1）員警出示證件表明身分，告知其行
經設有告示執行酒測勤務處所，未
依指示停車接受酒測稽查。
（2）針對未依指示停車接受酒測稽查部
分製單舉發，並當場移置保管其車
輛。
（3）研判駕駛人無飲酒徵兆，人員放行。
（4）研判駕駛人有飲酒徵兆，經詢問飲
酒結束時間後，依規定對其實施酒
測及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2.對於逃逸之車輛無法攔停者：
（1）對於逃逸之車輛，除依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七條之二第一項第四
款逕行舉發，並依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三十五 條第四項規定論
處。
（2）棄車逃逸者，除依前開規定舉發外，
並當場移置保管該車輛。
(三)觀察及研判：
1.指揮車輛停止後，執勤人員應告知駕駛
人，警方目前正在執行取締酒後駕車
勤務，並以酒精檢知器檢知或觀察駕
駛人體外表徵，辨明有無飲酒徵兆，
不得要求駕駛人以吐氣方式判別有無
飲酒。
2.如研判駕駛人有飲酒徵兆，則指揮車輛
靠邊停車，並請駕駛人下車，接受酒
精濃度檢測。
3.如研判駕駛人未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
物，則指揮車輛迅速通過，除有明顯違
規事實外，不得執行其他交通稽查。

(續)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第三頁，共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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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測酒精濃度：
執行酒精濃度測試之流程及注意事項：
1.檢測前：
(1)全程連續錄影。
(2)詢問受測者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結束
時間，其距檢測時已達十五分鐘以上者，
即予檢測。但遇有受測者不告知該結束時
間或距該結束時間未達十五分鐘者，告知
其可於漱口或距該結束時間達十五分鐘
後進行檢測；有請求漱口者，提供漱口。
(3)準備酒精測試器，並取出新吹嘴。
(4)應告知受測者事項：
A.告知儀器檢測之流程及注意事項。
B.請其口含吹嘴連續吐氣至儀器顯示取樣
完成。受測者吐氣不足致儀器無法完成取
樣時，應重新檢測。
2.檢測開始：插上新吹嘴，請駕駛人口含吹
嘴吐氣。
3.檢測結果：
(1)成功：儀器取樣完成。
(2)失敗：因儀器問題或受測者未符合檢測流
程，致儀器檢測失敗，應向受測者說明檢
測失敗原因，請其重新接受檢測。
（五）告知檢測結果：
告知受測人檢測結果，請其在儀器列印
之檢測結果紙上簽名確認。拒絕簽名
時，應記明事由，並依規定黏貼管制，
俾利日後查核。
(六)駕駛人拒測：
經執勤人員勸導並告知拒測之法律效果
(處新臺幣九萬元罰鍰、當場移置保管車
輛、並吊銷駕駛執照，三年不得再考領及
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後，如受測人仍
拒絕接受檢測，即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三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製單舉發；對於
有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
物，致不能安全駕駛者，已符合刑法第一
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二款之要件，應
依規定移送法辦。

(續)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第四頁，共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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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處置：
(一)無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或未超過
標準者：人車放行。
(二)勸導代替舉發：駕駛人吐氣所含酒精
濃度達每公升○．一五毫克以上未滿
每公升○．一八毫克之未肇事案件，
且無不能安全駕駛情形者，應當場告
知其違規事實，指導其法令規定，勸
告其避免再次違反，及當場填製交通
違規勸導單，並人車放行。
(三)違反交通法規未觸犯刑法者：駕駛人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一八
毫克以上未滿每公升○．二五毫克或
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三以
上未滿百分之○．○五者，製單舉
發，並當場移置保管其車輛。
(四)觸犯刑法者：駕駛人吐氣所含酒精濃
度達每公升○．二五毫克以上或血液
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五以上
者，應移送法辦，並製單舉發，委託
合格駕駛人駛離或當場移置保管其
車輛；對於有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
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者，已符合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第一項第二款之要件，也應依規定移
送法辦。
五、異議處理：
執行過程中，民眾對員警執行酒測勤
務之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
利益之情事，當場陳述理由表示異議
時，帶班幹部認為其有理由者，應立
即停止或更正執行行為；認為其無理
由者，得繼續執行，另經民眾請求時，
應填製警察行使職權 民眾異議紀錄
表，並交付之。

(續)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第五頁，共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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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救濟程序：
民眾對舉發違規事實不服者，應委
婉予以說明，仍表不服者，應告知
其陳述規定與程序。
七、將未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拒絕接受
酒測及特殊案件登記於工作紀錄簿。

三、分局流程：無。
四、使用表單：
（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二）交通違規勸導單。
(三) 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四）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二款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
（五）警察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
（六）工作紀錄簿。
五、注意事項：
(一)操作酒精測試器應注意事項：
1.出勤前應先檢查日期、時間是否正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定合格標章」是否逾期、污
損及「檢驗合格證書」(影本)是否隨機攜帶。
2.實施檢測，應於攔檢現場為之，且實施檢測過程應全程連續錄影。但於現場無法或不宜實
施檢測時，得向受測者說明，請其至勤務處所或適當場所檢測。如受測者拒絕，應予勸告
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處罰。而除有法律規定之依據或其有客
觀事實足以顯示其有觸犯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之情節外，不得任意將受測者強制帶
離。
3.駕駛人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經執勤員警依本作業程序完成檢測後，不論有無超過規定標準，
不得實施第二次檢測。但遇檢測結果出現明顯異常情形時，應停止使用該儀器，改用其他
儀器進行檢測，並應留存原異常之紀錄。
4.有客觀事實足認受測者無法實施吐氣酒精濃度檢測時，得於經其同意後，送由受委託醫療
或檢驗機構對其實施血液之採樣及測試檢定。
5.酒精測試器每年須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一次，或使用一千次後必須送廠商校正及檢
定，以符施檢規範之規定。

(續)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第六頁，共八頁)
(二)移送法辦應注意事項：
1.逮捕現行犯或準現行犯：
（1）依刑事訴訟法第八十八條規定予以逮捕。
（2）逮捕詢問時，應先告知其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如涉嫌觸犯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
三）、得保持緘默、得選任辯護人、得請求調查有利證據等事項。
2.對於駕駛人酒後駕車，有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情形，依下列說明事項辦理：
（1）有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一款（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二五毫克或
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五以上）之情形者，其經測試（檢測）事證明確，則檢
具相關事證移送法辦，無需再檢附「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二款案件測試觀
察紀錄表」。
（2）有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二款（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
不能安全駕駛）之情形者，或經員警攔檢駕駛人拒絕吐氣酒精濃度測試，且有「刑法第
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二款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所列之客觀情事，判斷足認其有
不能安全駕駛之情形，均需檢附該紀錄表及相關佐證資料，依法移送法辦。
2.對已達移送標準事證明確，顯不能安全駕駛者，輔以錄音、錄影(照相)方式存證，連同調
查筆錄、吐氣或血液酒精濃度檢測數值資料，併案移送。
3.調查違法事證時，應依相關規定辦理，佐以犯罪嫌疑人(駕駛人)不能安全駕駛之客觀情
事，記載於筆錄，以強化證據力，提供辦案參考。
4.調查詢問，應遵守刑事訴訟法第一百條之三規定：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不得於夜間行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
此限：
（1）經受詢問人明示同意者。
（2）於夜間經拘提或逮捕到場而查驗其人有無錯誤者。
（3）經檢察官或法官許可者。
（4）有急迫之情形者。
犯罪嫌疑人請求立即詢問者，應即時為之。稱夜間者，為日出前，日沒後。」
5.完成詢問後，將犯罪嫌疑人連同筆錄、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移送聯影本)、
酒精測定紀錄單二份(影本)及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二款案件測試觀察紀錄
表依刑案程序移送該分局偵查隊處理。
(三)汽車駕駛人肇事拒絕接受檢測或肇事無法實施吐氣酒精濃度檢測者，應將其強制移由受委
託醫療或檢驗機構對其實施血液或其他檢體之採樣及測試檢定。
（四）「酒駕肇事駕駛人移送法辦原則」如下：
1.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未達每公升○．一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未達百分之○．○三者：
原則上不依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規定移（函）送檢察機關。但如有其他證據足以證明
其確實不能安全駕駛者，應向當地管轄地檢署檢察官報告，並依其指示辦理。
2.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一五毫克以上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三以上
者：移（函）送檢察機關。

(續)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第七頁，共八頁)
（五）駕駛人因不勝酒力於路旁車上休息，未當場查獲有駕駛行為者，應補充相關證據足可證明
其有駕駛行為，始得依法舉發；如駕駛人係因發覺警察執行稽查勤務，始行駛至路邊休息，
仍應依規定實施檢測。
(六)執勤技巧：
1.出勤前應落實勤前教育，帶班幹部應明確任務分工，並確實檢查應勤裝備、停車受檢警
示燈及酒測器是否正常運作。
2.攜帶足夠之安全器材（如交通錐、警示燈、指示牌、刺胎器等），並擺放於明顯、容易
辨識之位置，確實開啟車輛警示燈，並依規定擺放停車受檢指示牌(警示燈)、交通錐等
設備，使駕駛人能提前發現攔檢點，並依序停車受檢。
3.攝影機取景宜涵蓋現場全貌，並將執行酒測勤務告示牌、車輛通行過程、車牌號碼完整
入鏡，俾利完整蒐證不依指示停車接受酒測稽查逃逸車輛之違規事實。
4.執勤人員路檢盤查駕駛人時，應離開車道至安全處所，並以警車在後戒護，以達到安全
維護措施。
5.路檢盤查勤務，應有敵情觀念，擔任警戒人員，應提高警覺，防範駕駛人無預警襲擊，
攔檢時發現車速過快車輛，特別注意人身安全，保持安全反應距離，遇攔檢不停車輛應
迅速閃避，不可強行攔阻，以維自身安全。
6.攔下受檢車輛，應讓受檢車輛靠路邊停放，避免他車追撞，造成傷亡，或避免突然於高
速行駛中攔車，以免發生危險或造成交通壅塞。
7.執勤人員攔檢車輛時，以觀察駕駛人外貌辨明有無飲酒徵兆為主，不得將頭探入車窗
內，以避免危害自身安全。
8.執行取締酒駕勤務遇夜間、陰雨、起霧等天候不佳或視線不良時，需有更充足的夜間照
明、導引及反光設備，避免民眾無法明確目視員警攔停手勢，致接近路檢點時才緊急煞
車致生危險。
9.善用執法裝備器材，對於錄影、錄音等應勤裝備應確實攜帶，並注意執勤態度，遇有酒
醉藉故滋事之駕駛人，應注意使用錄影器材全程蒐證，以確保同仁及民眾應有權益。
10.常訓課程應落實實施，教導員警酒駕路檢盤查要領，並模擬取締酒後駕車可能發生之
危害狀況與危機處理應注意事項，內容包含警械使用條例、警察職權行使法、取締酒
後駕車程序與執勤技巧等，使每位執勤員警熟稔相關法令與標準作業程序。
11.酒醉者常有失控及具攻擊性之行為，處理時應小心應對，對酒後駕車當事人依法有執行
逮捕、管束或強制到場之必要時，應加強注意戒護，防止脫逃、自殺或其他意外事端，
並注意自身安全，避免遭受傷害；當事人如有傷痕或生命危險時，應注意蒐證，避免日
後糾紛。
12.對於依法應予逮捕而抗拒逮捕或逃逸者，得使用強制力及依法使用警械，但應符合比
例原則，不得逾越必要程度。

(續)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第八頁，共八頁)
(七)駕駛人拒絕停車受檢，意圖衝撞路檢點及執勤員警時應注意事項：
1.勤前教育時應明確分配各路檢人員任務(包含指揮管制、檢查、警戒、蒐證等)及其站立
位置。
2.攔檢車輛之執勤地點，應選擇空曠且明亮位置。
3.到達稽查點，帶班人員應考量執勤地點之道路狀況，妥適安排現場巡邏車及警示設施之
擺放位置，並開啟警示燈及依序擺放電子告示牌、交通錐或預防衝撞設施（如刺胎器）
等，擺放時應面向車流，注意往來行車狀況，以確保自身安全。
4.攔檢點警示燈及路檢告示牌至巡邏車擺設距離，應保持適當之安全距離，擺放要明顯且
齊全，員警應注意自身及民眾站立之相關位置，並立於安全警戒區內，以利即時反應、
迴避任何突發危險狀況。
5.路檢時員警應提高警覺，注意被攔檢車輛動態，採取必要措施，勿以身體擋車強行攔停，
且每一次攔檢以一部車輛為原則。
6.攔檢指揮管制手勢要明確，對於行車不穩、顯有酒後駕車徵兆之車輛，以手勢配合警笛
聲指揮並攔停檢查。
7.使用錄影（音）設備蒐證。
(八)如屬非專責取締酒後駕車勤務時，得不受前揭專屬於固定地點執勤所需之各項裝備器材
等規範限制，惟仍應提高警覺注意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