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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4 條                 

(102年6月13日施行)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駕車： 

二、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
每公升0.1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3
以上。 

三、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或其相類似管制藥
品。 

四、患病影響安全駕駛。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酒駕公共危險罪)    

(102年6月13日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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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毫克或血液中酒
精濃度達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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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客觀標準 

*蕭開平。司法醫學應用講座系列之1-臺灣地區影響
精神物質減損駕駛能力評估。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
論文集(19)。法務部司法官學院。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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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項目 

(血中藥物濃度) 

藥物造成駕駛減損能力 

相當於血中酒精濃度 

20 mg/dL 50 mg/dL 

嗎啡類 

Buprenorph

ine 
0.9 ng/mL — 

美沙酮 25 ng/mL — 

嗎啡 9 ng/mL 24 ng/mL 

大麻(THC) 1.3 ng/mL 3 ng/mL 

安非他命 41 ng/mL — 

古柯鹼 24 ng/mL — 

MDMA(搖頭丸、快樂丸) 48 ng/mL — 

甲基安非他命 45 ng/mL — 

GHB 10300 ng/mL 30900 ng/mL 

愷他命 55 ng/mL 137 ng/mL 

LSD迷幻藥 1 ng/mL — 

安
眠
鎮
靜
類
藥
物 

Alprazolam 3 ng/mL 6 ng/mL 

Clonazepam 1.3 ng/mL 3 ng/mL 

Diazepam 57 ng/mL 143 ng/mL 

Flunitrazepam 1.6 ng/mL 3 ng/mL 

Nitrazepam 17 ng/mL 42 ng/mL 

Oxazepam 172 ng/mL 430 ng/mL 

Zolipidem 31 ng/mL 77 ng/mL 

藥物項目 

建議血液中
限 制 濃 度
(ng/mL) 

在飲酒狀況下
(BAC > 20 mg/dL) 

建議血中限制
濃度(ng/mL) 

大麻(THC) 5 3 

古柯鹼 80 40 

BZE(古柯鹼代謝物) 500 -- 

安非他命 600 300 

甲基安非他命 200 100 

MDMA(搖頭丸、快樂丸) 300 150 

愷他命 200 100 

嗎啡 80 40 

美沙酮 500 250 

安眠

鎮靜

藥物 

Diazepam 550 275 

Oxazepam 300 150 

Flunitrazepam 300 150 

Clonazepam 50 25 

Lorazepam  100 50 

Temazepam 1000 500 

濫用藥物致不安全駕駛時之建議限制濃度 3 挪威各類影響精神物質血中濃度達減損駕駛
能力相對酒精減損能力比較表 1,2 

1 Norwegian Ministry of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2014),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on-alcohol 

drugs- legal limits implemented in Norway.   

2 Bachs, L., Karinen, R., Vindenes, V., et al. (2012), Prevalence of synthetic cannabinoids in a population of 

suspected drugged drivers in Norway, 50th TIAFT conference, Hamamatsu, Japan. 

3 K. Wolff, R. Brimblecombe, J.C. Forfar, A.R. Forrest, E. Gilvarry, A. Johnston, J. Morgan, M.D. Osselton, 

L .Read, D. Taylor (2013),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rugs: Report from the Expert Panel on Drug 

Driving. Expert Panel on Drug Driving, Department for Transport,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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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事故前的健康狀況 
1. 心臟病(冠狀動脈疾病、心肌梗塞)、高血壓性心臟病 
2. 中風史 
3. 癌症末期 
4. 血液透析 
5. 糖尿病、舊傷癒合不良、周邊血管壞疳 
6. 退化性關節炎、壓迫性骨折 
7. 視、聽覺能力退化 

  
II、事故後的蒐證與研判 

1. 車禍後之病歷資料、車禍現場環境、機械性能評估 
2. 駕駛 / 乘客之研判 
3. 重傷害 / 輕傷 / 舊疾復發之比較 

  
※脾臟切除是否為重傷害之疑慮 

鑑定案件以交通事故因果關係、相當因果關係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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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造成的原因分析 

交通事故原因研判分析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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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而型態傷（Patterned Injury）即為物體與人體接觸而導致物體的撞擊面
在人體造成特殊、可辨識之傷勢，即所謂鏡面觀（Mirror Image）。 

2. 常見交通事故型態與型態傷為例分述如下： 

●行人遭自小客車撞擊倒地：一定高度（等同保險桿高度）脛骨骨折、
倒地後之對撞性頭部外傷、行人遭輾壓之槤枷式骨折。 

●機車與乘客受傷：倒地後之對撞性頭部外傷。 

●自小客車駕駛受傷：駕駛與乘客分別在左右側顱骨、左右軀體、左右
上下之挫傷痕。 

3.   車禍造成人體受傷機轉的原因調查程序包括 

 次級撞擊、由車體內部的撞擊或傷害所造成； 

 車體變形內凹、車體內部物體飛擊或其他車輛直接撞擊、擠壓至車體
內部造成車輛內駕駛、乘客受傷； 

 乘客或駕駛彈出車外造成初級撞擊傷（如飛落、撞擊、遭輾、擠壓）， 

 火燒車事故； 

 其他。 

 

交通事故型態傷v.s.交通事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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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中釐清駕駛者身份與型態傷的研判 

管徑小之血管（如腎動脈）較容易在車禍撞擊
中出現損傷的病灶 

1. 自小客車 

 駕駛者（driver）： 

 前座乘客（front-seat passenger） 

 後座乘客（rear-seat passenger） 

 

2.  自小客車型態傷特徵 

A 撞擊型態傷 

B 輾壓 

C 擠壓 

D 燒灼燙傷 

E 火燒車型態 

F 安全帶傷痕 

G 安全氣囊型態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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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法醫鑑識型態傷-自小客車間撞擊 
乘坐位置 型態傷 

駕駛座 
(左前座) 

1. 前側有方向盤、前上頭臉頸胸(上半身)可有對應性檔風玻璃(頭、臉、胸部挫傷、額臉常
見甩骰性擦傷。 

2. 左側有A柱、左側有車窗的玻璃、車窗樑柱(左顳骨、顴骨骨折、左臉挫傷。 
3. 後側有坐椅、坐椅枕、安全帶(一般為三點式)，左上一點而斜向右上、下兩點(可見安全

帶V型擦挫傷，相會於左胸上方。 
4. 左、右膝蓋損傷則為駕駛者因雙腿伸入駕駛座前座駕駛艙底部受擠壓之型態傷。 
5. 上頂為車頂，一般不易受傷，但若翻滾(roll over；常見頭頂有挫傷甚至骨折)。 
6. 右側則與右副駕駛座位相鄰，空間較寛，即撞擊後緩衝空間較大，且在車禍時身體軀幹

隨著載具車輛動力相同方向擺動(駕駛座右側肢體、右側胸腹區較無明顯外傷)。 
7. 駕駛者若有撞擊前刹車行為及過程，可見撞擊後造足底、腳踝與剎車踏板碰撞損傷並伴

有鞋底(含護片)扭曲。 

副駕駛座 
(右前座) 

1. 前側有置物箱(Glove Box)、前檔風玻璃，(頭額部常有挫傷，無論有無安全氣囊，副駕
駛傷勢常可比正駕駛嚴重) 。 

2. 右側有A柱、右側有車窗的玻璃、車窗架樑(右顳骨、右顴骨骨折、右臉挫傷。 
3. 後側有坐椅、坐椅枕、安全帶(一般為三點式)，右上一點而斜向左上、下兩點。 
4. 上頂為車頂(翻車或前、後夾擊時常見頂骨骨折)。 
5. 左側則與左側駕駛座位相鄰，空間較寛，即撞擊後緩衝空間較大，且在車禍時身體軀幹

隨著載具車輛動力相同方向擺動(副駕駛座左側肢體、左側胸腹區較不易有明顯外傷)。 

後座乘客 

1. 左、右側類傷勢：後座乘客之左、右側傷勢類同前座駕駛、副駕駛傷。 
2. 若為撞擊後之前、後方向擠壓或撞擊，則常見胸、腹、骨盆骨骨折及下肢膝蓋、肢體骨

折併損傷。 
3. 若後座坐三人，中間者常向前衝。 
4. 特別説明：因為後座乘客空間相對狹窄，若有受傷與前座乘客不同即較常見骨盆、股骨

骨折及因扭曲造成關節區(如膝關節)損傷或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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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結構 承受加速度(G) 受力軸 

頭顱骨 30 - 200 Gx, Gy, 

Gz 

 頂枕骨 200 Gx, Gz 

 額骨 80 Gx, Gy 

 鼻骨 30 Gx 

 顴骨 50 Gx, Gy 

 上顎骨 100 Gx, Gy 

 下顎骨 40 Gx, Gy 

頭頸部 40 - 60 Gy, Gz 

主動脈 - 移位 >80 Gx, Gz 

心主動脈 – 撕裂 20-50 Gx 

脊柱 15-30 Gx, Gz 

肺挫傷 25-30 Gx, Gy 

骨盆骨折 >100 Gx, Gz 

骨碎裂 >350 Gx, Gy, 

Gz 

表、人體各部位承受加速度值 

撞擊能量 

撞擊處受損程度 

(如:引擎蓋凹陷) 

人體後續運動(拋

飛、滾落)能量 

交通事故中釐清駕駛者身份與型態傷的研判 

2. 機車 

 因習慣性的剎車致車輪向前沉時，
駕駛者會依慣性往前衝，導致後
車身向上提起 

 駕駛者：常因受限於手緊握著龍
頭把手，形成重心較低較不易飛
出去，跌躺於離機車較近處。 

 乘客：會先往前擠，後，乘客亦
順勢飛起並跌躺於離機車較遠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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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對撞傷（Countercoup），（右）:撞擊傷（C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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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人 

 台灣：老年帶病駕駛、帶病行人（Walking under illness） 

 國外已有不安全行走法律（Walking Under Influence Law，或 

Pedestrian Under the Influence Law) 

 

 行人受傷型態傷特徵 

A  保險桿傷害（bumper bar injury）等鈍挫傷，含擦傷、挫傷、
裂傷與撕除傷。 

B  輾壓性挫傷 

(a) 剝皮傷（flay injury） 

(b) 槤枷胸（flail chest） 

(c) 胎紋印傷（tire pattern injury）： 

(d) 表淺條紋式傷（striae-like superficial tears） 

(e) 刷灼摩擦傷（brush burn abrasion or friction burns） 

 

 

交通事故中釐清駕駛者身份與型態傷的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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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撞擊型態（自小客車) (1/3) 

車行速度 行人遭正面撞擊型態 預期 

20-23 公里

/小時 

行人前撞，騰空後躺平

於車輛前方。 

狀況一、車輛減速，傷者平躺，脛骨骨折。 

狀況二、車輛未減速，傷者遭輾壓。 

※車速為每小時48公里以下

亦可造成半數行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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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行速度 行人遭正面撞擊型態 預期 

23-50  

公里/小時 

行人前撞，騰空，頭部

撞擊前擋風玻璃，車頂

或翻過車頂、撞後車箱

後落地。 

狀況一、車輛減速（低速），行人撞擊前擋風玻

璃後向側面落地，脛骨骨折。 

狀況二、車輛未減速（高速），行人撞擊前擋風

玻璃後越過車頂並翻過車頂向後落地。 

※車速為每小時48公里以下

亦可造成半數行人死亡。 行人撞擊型態（自小客車)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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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行速度 行人遭正面撞擊型態 預期 

> 50  

公里/小時 

行人前撞，騰空達一定

相對高度及距離，掉落

至車輛外之區域。 

狀況一、飛出掉落於車輛前側，傷者再遭輾壓，

脛骨骨折（車速接近每小時50公里，車

子有緊急剎車之狀況）。 

狀況二、行人掉落於車輛側面。 

狀況三、行人掉落於車輛後面（車禍超過每小時

50公里，車子無剎車之狀況）。 

※車速為每小時48公里以下

亦可造成半數行人死亡。 行人撞擊型態（自小客車)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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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範圍 
（公里/小時） 

受傷型態 頻率 受傷研判 
承受撞擊力 
（範圍） 

27.5 
45 

67.5 
脊椎骨折 

少 
經常 
全部 

  15-30G 

63 
85 

胸主動脈撕裂 
少 
經常 

配合胸椎骨折 20-50G 

66 
95 

鼠蹊部皮膚擠裂傷 
少 
經常 

應與輾壓傷鑑別   

88-98 橫切軀身斷離 少 
5/85 肢體斷裂 
2/85 軀體斷離 

  

行人遭車輛撞擊傷害動力學與受傷型態關係表 

註：尚須視個案撞擊點、承受力的相關性研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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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行為 骨折型態 備註 

單腿或雙腿著地 
楔狀 
螺旋狀 

楔形塊尖端指向撞擊方向 

行走、肢體騰空 橫斷   

高速行駛（無剎車） 稍高於保險桿高度 

—應注意鞋子的高度與地形坡度
之影響 

—注意車型的符合度（如箱型車
等特殊車型的差異性。） 行駛中剎車 稍低於保險桿高度 

行人遭保險桿撞擊致下腿骨折型態傷關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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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飛機及空中失事受傷之型態 

(1) 空中解體 

在墜落至約455公尺之高度後達到約時速190公里之終端速度
（Terminal velocity）。人體衣裝可經高空的強烈氣流吹襲下而吹
散盡失。 

鬆餅狀（muffin-like），全身性粉碎性骨折 

高空一萬公尺左右解體可瞬間導致失溫、窒息 

 

(2) 非空中解體 

 虎斑、休克 

較輕度之鈍挫傷及型態傷 

缺氧及失壓之診斷： 

載具衝擊地（水）面之撞擊型態 

空中解體可見空中飄浮致衣物脫失裸體狀 

交通事故中釐清駕駛者身份與型態傷的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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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型態 衝擊力 
骨折形

式 
型態傷 

前面衝擊 

（front 

impact） 

Gx 

（前後軸方向之衝擊力） 

—前方— 

對稱性

骨折 

 顏面骨骨折，頭顱骨骨折 
   （上顎骨、下顎骨、額骨中線） 
 頸椎、下肢脛、膝蓋骨骨折 
 虎斑 
 手肘鈍傷 （把手鈍挫傷） 

向下衝擊

（ground 

impact） 

Gz 

（上下軸方向之衝擊力） 

—由上而下— 

對稱性

骨折 

 下肢脛骨、股骨、骨盆骨骨折 
 鷹嘴、肱股、橈、尺骨骨折 
 脊椎壓迫性骨折、枕骨大孔環 
   形骨折 
 虎斑（背部間隙摩擦痕） 
 手肘鈍傷 （把手鈍挫傷） 

左右衝擊 

（lateral 

impact） 

Gy 

（左右軸方向之衝擊力）  

—側面— 

單側之

非對稱
性骨折 

 側面顳骨骨折 
 肩胛骨、鎖骨骨折 （單側） 
 骨盆骨 （腸骨）骨折 （偏單側） 
 虎斑 （偏單側） 
 手肘肢體鈍傷 （偏單側；把手 

鈍挫傷） 

後面衝擊 

（rare impact） 

G（-x） 

（前後軸方向之衝擊力） 

—後方— 

對稱性

骨折 

 椎骨、枕骨、骨盆骨骨折 
 四肢較完整 
 虎斑 
 手肘鈍傷 （把手鈍挫傷） 

飛行器坐姿型態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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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公式G = CV2/d 

G：人體承受之減速度，單位為G。 
C：常數，為0.039。 
V：撞擊時相對車速，單位為時速（公里/小時）。 
d：停止距離，單位為公尺。 

編號 事故現場已知資訊 撞擊車速（公里/小時） 
停止距離（公

尺） 
減速度（G） 

1 

汽車以時速80公里/小時撞擊一
座牆，發現車體與牆分別變形
50及25公分。人體撞擊力道為
何？ 

（已知） 80公里/小
時 

（已知） 
50+25 = 75公
分= 0.75 公尺 

代入公式，解
得車輛撞擊力
G=33 g 

2 

車輛撞上電線桿， 發現車體與
電線桿分別扭曲損壞了60及15
公分，傷者發現顴骨骨折。請
問當時的車速是多少？ 

代入公式，解得車輛
速度為（V） =98公
里/小時 

（已知） 
60+15=75公分
=0.75公尺 

（已知）人體
顴骨骨折承受
撞擊受力道為
50g，G＝50g 

3 

車輛撞上了路樹， 發現車體與
路樹分別扭曲損壞了50及15公
分，傷者發現下顎骨骨折。請
問當時的車速是多少？ 

代入公式，解得車輛
速度為（V） =82公
里/小時 

（已知） 
50+15=65公分
=0.65公尺 

（已知）人體
下顎骨骨折承
受撞擊受力道
為40g，G＝
40g 

車輛事故動力學公式應用範例 (1/2)（Knight，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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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公式G = CV2/d 

G：人體承受之減速度，單位為G。 
C：常數，為0.039。 
V：撞擊時相對車速，單位為時速（公里/小時）。 
d：停止距離，單位為公尺。 

編號 事故現場已知資訊 撞擊車速（公里/小時） 
停止距離（公

尺） 
減速度（G） 

4 

有輛車撞上安全分隔島， 發現
車體與安全分隔島分別扭曲損
壞了70及12公分，傷者發現肺
挫傷。請問當時的車速是多少？ 

代入公式，解得車輛
速度為（V） =79公
里/小時 

（已知）
70+12=82公分
=0.82公尺 

（已知）人體
肺挫傷承受撞
擊受力道為30g，
G＝30g 

5 

一輛小客車衝撞停在路旁的貨
車，發現小客車以及貨車車體
分別扭曲損壞了50及20公分，
傷者被發現鼻骨骨折。請問當
時的車速是多少？ 

代入公式，解得車輛
速度為（V） =73公
里/小時 

（已知）
50+20=70公分
=0.7公尺 

（已知）人體
鼻骨骨折承受
撞擊受力道為
30g，G＝30g 

6 

一輛貨車高速與自小客車發生
對撞，發現貨車以及自小客車
分別扭曲損壞了40及20公分，
傷者被發現上顎骨骨折。請問
當時的車速是多少？ 

代入公式，解得車輛
相對車速為（V） 
=124公里/小時，此
應為兩車相對車速，
即貨車或自小客車平
均車速約為62公里/小
時。 

（已知）
50+10=60公分
=0.6公尺 

（已知）人體
上顎骨骨折撞
擊受力為100g，
G＝100g 

車輛事故動力學公式應用範例 (2/2)（Knight，1996） 



21 

酒精與交通事故 



22 

(一)乙醇的化學性質 

• 體積分布為0.4~0.6L/kg，一般成人為0.6L/kg。 

• 對於不常喝酒者，其血中酒精濃度(blood alcohol concentration, 
BAC) 大 於 300mg/dL(0.3%W/V) 或 常 喝 酒 者 BAC 大 於
500mg/dL(0.5%W/V)，都有可能會死亡。 

• 酒精在攝入後5~10分鐘即由胃部吸收。隨即在小腸近端大量吸
收。在攝入30~90分鐘後即可達到血中濃度的高峰。 

• 有研究顯示，空腹時飲用純度100%酒精，以70公斤成人計算，
攝入35mL可於2小時達血中平均濃度40mg/dL，攝入98mL可於1
小時達血中平均濃度120mg/dL，攝入140mL可於1小時達血中平
均濃度200mg/dL，但不在空腹情況下則使血中濃度下降可達
70%。 

• 市售酒類濃度不盡相同。一般認為一次攝入10公克的酒精(以酒
精比重換算為純酒精12.5 mL)，即可使70公斤的健康人血中濃度
上升到25mg/dL，相當於喝58度金門高梁酒20mL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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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藥物動力學 
• 90%的酒精在肝臟代謝，其餘的可經由肺部呼吸及尿液排出。在
肝臟，先經由乙醇去氫酶(alcohol dehydrogenase；ADH)代謝成
為乙醛(acetaldehyde)，然後再將乙醛轉化成水及二氧化碳。除
了乙醇去氫酶外，其他過氧化氫酶 (catalase)及乙醇氧化酶
(ethanol oxidase)都可以代謝酒精，但較為次要。 

• 乙醇去氫酶是酒精代謝速率的決定步驟(Rate-limit step)。代謝速
率隨種族、性別、體重，及個人體質，是否經常喝酒而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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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藥物動力學 
• 酒精代謝為藥物代謝中少數為零級反應的代謝排泄方式，當體內
代謝酵素被飽和時為線性等量減量代謝，但當血中酒精濃度低於
20mg/dL時，則代謝速率為一級反應則無線性關係。 

• 一般正 常 人的代謝 速率約每 小時 10~15mg/dL( 即 0.010-
0.035%W/V)；最新報導亦可達每小時0.019%(W/V)左右，一般
建議要回溯性計算酒精濃度之原則為必須為無受傷、健康存活個
體，確實測試血中酒精濃度 (頂空氣相層析儀檢測值為佳 )在
40mg/dL以上方能確保飽和性代謝的回溯性計算血中酒精濃度。
血中濃度的高低與臨床表現不一定相關，其與個人有極大的差異。
臺灣地區人口中飲用酒精在恆定時，發現在血/尿比為1/1.2，法
醫毒物學上亦常用此原則判定酒精飲用時間是在吸收期(大於
1:1.2)或是在排泄期(小於1:1.2)。 

• 代謝過程中，「零級反應」（zero order）係指代謝速率與反應
物濃度無關，即不論被代謝物濃度高低，代謝速率維持恆定，被
代謝物濃度與時間呈線性關係；「一級反應」（first order）則
為代謝速率與反應物呈一次正比，即被代謝物濃度愈高，代謝速
率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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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酒精耐受性(alcohol tolerance) 

酒精耐受性的發生主要是下列原因： 

• 代謝速率變快：慢性刺激代謝酶如cytochrome P450作用酶代謝率增加。 

• 細胞耐受性增加：細胞代謝及接受器的去敏感化增加能耐受酒精的濃度增
加。 

• 行為耐受性增加所致：生理性如神經系統對酒精的反應及協調能力增加。 

• 一般而言，血中濃度(BAC)在50mg/dL(0.05%W/V)以下時，雖可能影響行
車安全，應不致於產生酒精中毒症狀。相同高濃度之下，每個人的症狀表
現各異。在有些國家法律明訂 (如美國、新加坡)，血中酒精濃度大於
80mg/dL(0.08%W/V)，即視為危險駕駛者。 

• 若能取得該個案體重、酒精濃度及所攝入酒精總量等條件，則血中酒精濃
度(BAC)可經由藥物動力學公式加以推算。 

血中酒精濃度 
mg

dL
=

劑量(喝入酒精的總量mg)

酒精分布體積
L

kg
× 體重(kg)

 

 其中已知條件及常數，包含酒精分布體積 (Volume of distribution; 
Vd)成人為0.6 L/kg而孩童為0.7 L/kg、酒精比重為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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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乙醇濃度及臨床症狀的關係 

血中酒精乙醇濃度 
(BAC, mg/ dl) 

臨床症狀 

＜50 行為活動能力協調受限制，駕駛車輛無大危檢。 

50-100 
活動能力無法共同協調，駕駛危險性升高，感覺運動機
能反應異常。 

100-150 
情緒高亢或抑制、人格及行為異常。駕駛車輛危險。顯
著的心智異常，活動能力協調能力降低，無法正常行走。 

150-200 反應嚴重障礙，駕駛車輛高度危險。 

200-300 
噁心、嘔吐、視覺模糊、顯著的無法正常行走或易摔倒，
活動能力協調能力明顯降低，無法正常行走。 

300-400 
體溫下降，說話困難，記億喪失，會壓軟骨反射降低，
有吸入異物可能（初次喝酒可以致死）。 

400-700 昏迷，呼吸衰竭、中毒性休克死亡（慢性喝酒者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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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中乙醇酒精濃度（BAC）與行為模式之關係 

BAC %(w/v) 行為模式 

0.03 有陶醉感與舒適感 

0.03 ~ 0.15 身體損壞逐漸明顯，如言語模糊，反應變
慢，運動失調更明顯 

0.15以上 在一些人暴力傾向和攻擊行為變成不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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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中乙醇酒精濃度（BAC）與駕駛人產生行為能力
之關係 血中酒精濃度BAC 

%(w/v) 

對駕駛人產生能力

減損之百分比 
臨床症狀 

0.03(30mg/dL) 15% 行為活動能力協調受限制，駕駛車輛無大危險。 

0.07(70mg/dL) 33% 
活動能力無法共同協調，駕駛危險性升高，感覺運

動機能反應異常 

0.11(110mg/dL) 55% 

情緒高亢或抑制、人格及行為異常。駕駛車輛危險。

顯著的心智異常，活動能力協調能力降低，無法正
常行走。反應嚴重障礙，駕駛車輛高度危險。 

0.21(210mg/dL) 94% 

噁心、嘔吐、視覺模糊、顯著的無法正常行走或易

摔倒，活動能力協調能力明顯降低，無法正常行走。
BAC>400 mg/dL可能引發昏迷、呼吸衰竭、中毒

性休克死亡。 

 

 

[1] Jones AW (2000), Measuring Alcohol in Blood and Breath for Forensic Purposes—A Historical Review Forensic Sci. Rev, 12:15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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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氣酒精濃度與血中酒精濃度之換算 

呼氣酒精濃度(×2000) (=)血中酒精濃度 

0.05mg/L   10.0mg/dL 0.0100%(w/v) 

0.1mg/L   20.0mg/dL 0.0200%(w/v) 

0.2mg.L   40.0mg/dL 0.0400%(w/v) 

0.4mg/L   80.0mg/dL 0.0800%(w/v) 

0.8mg/L   160.0mg/dL 0.1600%(w/v) 

1mg/L   200.0mg/dL 0.200%(w/v) 

2mg/L   400.0mg/dL 0.400%(w/v) 



30 

世界各國的法定乙醇濃度的限制 
國家 呼吸乙醇濃度限制(mg/L) 血中乙醇濃度限制﹪(w/v) 

瑞典 0.10 及 0.50 0.02 – 0.1 

芬蘭 0.25 及 0.75 0.05 – 0.15 

挪威 0.25 0.05 

英國 0.35 0.08 

愛爾蘭 0.35 0.08 

德國 0.35 0.08 

荷蘭 0.22 0.05 

澳洲 0.40 0.08 

法國 0.25 0.05 

美國 0.281 – 0.476 0.08 - 0.10 

加拿大 0.381 0.08 

日本 0.25 0.05 

臺灣 0.25及 0.55 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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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酒精濃度及影響精神物質造成重傷或死亡分析表 

血中酒精濃度 
BAC (mg/dL) 

重傷駕駛者校正勝
算比(95% CI) 

瀕死駕駛者校正勝算比 
(95% CI) 

10–50 
1.18 

(0.81‐1.73) 
8.01 

(5.22‐12.29) 

50–80 
3.64 

(2.31‐5.72) 
45.93 

(23.02‐91.66) 

80–120 
13.95 

(8.15‐21.88) 
35.69 

(15.68‐81.22) 

≥ 120 
62.79 

(44.51‐8.58) 
500.04 

(23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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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攝取量及道路安全風險關係曲線 
• 酒精攝取量與駕駛風險：根據Paton對於酒精與駕駛行為安全風險之評估研究，
酒精攝取量愈高，造成駕駛行為的安全風險愈高(圖4)，相較於歐美各國將血中
酒精濃度訂為80mg/dL，而我國訂為在30-50mg/dL，支持歐美的合法酒測值安
全風險度較我國寬鬆。 

 

*修改自Paton A, Alcohol in the body (2005),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 330, 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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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濫用藥物對交通行為能力之影響 

類別 相關藥物 俗名 影響 

安非他命類 MDMA 
安公子 

冰糖 

• 相對危險1.6倍 

• 使用高劑量會造成交通安全危害 

嗎啡鴉片類 
海洛英 

可待因 
白粉 

• 相對危險1.8-2.3倍 

• 沒有使用過，或使用高劑量者較具危
險性 

安息香酸 

重氮松類 
  

大白板 

小白板 

• 有影響 

• 高劑量危險性高 

大麻   
開飯 

老鼠尾 
• 用後數小時內危險 

抗組織胺   美樂水 
• 舊的抗組織胺具高嗜睡副作用 

• 相對危險1.8倍 

抗抑鬱劑   TCA • 相對危險2.3倍 

古柯鹼     • 使用高劑量會造成交通安全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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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