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球保险

SHANGHAIINSURANCE　July2010

酒醉驾车之　　　　　　　　　
　责任及其由保险转嫁之可能性(上)

施文森

　　2008年末 ,孙伟铭在四川成

都酒醉驾车 ,连撞四车 ,导致四人

死亡 ,法院以(1)孙某未持有合法

驾驶执照;(2)孙某在事故发生当

时 ,其血液酒精浓度高达 0.13%;

(3)孙某超速行驶并逾越中线;

(4)孙某于肇事后逃逸 ,认为:(1)

孙某无照驾车 , 无视交通法规;

(2)肇事后逃逸足以证明其有犯

案故意;(3)饮酒过量明显无视公

共安全 ,经一审判处死刑 ,二审改

判无期徒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 ,对酒醉驾车所导致意外伤亡

判刑最为严历之首例。媒体对此

竞相报导 ,甚至质疑法院量刑是

否适当。本文之作 ,不在于探讨

孙某的刑事责任问题 ,而在于针

对孙某一时不知节制所造成五个

家庭(即包括孙某自己家庭及四

位遭孙某撞及而身故之家庭)破

亡 ,在民事上应当如何善后 ,也就

是此五人之家属应向何人追究民

法上之赔偿责任 。

(1)孙某所驾之车为何人所

有 ?是否依法投保? 孙某以外之

四人家属是否可以向汽车所有人

及其保险人求偿 ?

(2)孙某所驾之车若未曾投

保 ,孙某及其所撞死之四人之家

属能否向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

基金请求救助?

(3)孙某是应邀参加寿宴而

致喝得酩酊大醉 。邀宴的主人在

将孙某灌醉后竟任其驾车离去 ,

于民事上是否毫无责任? 能否容

许孙某及其他四人家属向寿宴主

人求偿 ?

(4)供应酒类之餐饮业者 ,

若纵容顾客狂饮于前 ,不劝阻其

酒醉驾车于后 ,对顾客及其因而

所致他人之伤亡是否应承担民事

责任?

(5)实施强制汽车保险政策

的中国 ,交通主管机关对汽车牌

照的核发须以标的汽车所有人或

管理人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

制保险条例 ,规定投保为前提要

件 。若主管机关明知或者稍加查

询即可获知孙某所驾驶之汽车未

依法投保或虽经依法投保但现已

失效 ,而仍允许其挂用车牌 ,是否

被视为行政过失对孙某所导致之

伤亡负民事上的赔偿责任 ?

(6)如果孙某酒醉驾车为交

警所发现 ,但未加取缔或暂停留

置 ,允许其继续行进 ,终至造成四

人死亡。这一事故的发生 ,是否

应归咎于交警处置不当 、玩忽职

守而责令其所属单位对受害家属

尽赔偿责任?

酒醉驾车及其所造成的损

害 ,是人类进入汽车时代后所形

成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先进国家

如美国 ,在过去数十年间先后修

订法规 ,一方面确保每一汽车意

外事故的受害人均能获得合理之

赔偿;另一方面 ,从严处罚酒醉驾

车 ,同时调整相关产险商品的设

计 ,加重酒醉驾车者的保费负担 ,

以遏制其一犯再犯 。

本文的主旨在于借鉴美国相

关法制及法院见解的演变 ,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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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饮酒对驾车能力的影响 ,酒醉

之意涵 ,酒醉检测之方法 ,酒类贩

售者及提供者的责任 ,进而就现

行关于实施酒测 ,醉酒驾车处罚

规定及相关产险商品设计之得失

进行评析 ,并提出改进建议 ,以期

对酒醉驾车进行有效管控 ,对酒

醉驾驶人及酒醉驾车事故受害人

的权益及保障于更合理的基础上

兼筹并顾。

一 、酒醉驾车于美国所造成

之损害及其因应

美国立国以来 ,饮酒始终为

众所关注之社会问题 。二次大战

以后 ,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富强之

国家 ,私人轿车急剧增加 ,酒后驾

车肇事逐成为继赌博后另一严重

问题。在其后四十年中 ,美国各

州虽曾制定 《酒坊责任法 》(Dram

shopAct)或 《酒类饮料管制法 》

(Alcoholic Beverage Control

Act),或修正普通法原则 ,责令酒

类贩卖人或供给人负民事及刑事

责任 ,或修正道路交通安全法规 ,

加重对醉酒者之处罚 ,期以有效

遏阻酒醉驾车 ,但成效亦不显著 。

事实上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 ,酒

醉驾车肇事所致伤亡及财损 ,已

达惊人之程度。

1981年 , 里根就任总统 , 当

即成立 “醉酒驾车防止委员会 ”

(PresdentialCommissiononDrunk

Driving)。该委员会于 18个月内

完成报告 ,兹录其要点如下:

(一)于 1972年至 1982年之

十年间有二十五万人因酒醉驾车

肇事死亡 ,有数以百万计之人伤

残 。换言之 ,在全部因车祸事故

死亡之人数中 ,约有百分之五十

与饮用酒类有关 。

(二)据统计 ,因酒醉驾车所

造成之经济损失高达 210亿美

元 ,其他损失高达 240亿美元 。

对于人命之丧失 ,其价值更无法

估计。

(三)在车祸案件中 ,因受酒

类影响而死亡之人数中 ,有百分

之六十五其血液酒精浓度达百分

之零点一。事实上 ,牵涉致命之

撞车事故之驾驶人中 ,至少有半

数以上其血液浓度高至法定酒醉

量之两倍 ,即百分之零点二 。而

绝大多数致命撞车事故 ,系由习

惯性饮酒过量之人所导致 。

(四)在血液中含酒精浓度

百分之零点一以上之驾驶人中 ,

据统计 ,仅有五百分之一至二千

分之一遭警方逮捕 ,其余均逍遥

法外。此种遭逮捕机会之偏低 ,

使酒醉驾车成为美国最严重之社

会问题 。

据此 , “酒醉驾车防止委员

会 ”除要求教育机关 、大众传媒

机关 、工商团体 、民间社团就醉酒

驾车所造成之严重损害加强宣

传 ,并提出下列立法及修法之建

议:

(一)联邦应先行立法 ,责令

各州将饮酒年龄提高至 21岁 ,唯

有年满 21岁者始得购买或持有

酒类饮料 ,严禁对 21岁以下之未

成年人提供酒类 ,对于醉酒驾车

应加强取缔 。

(二)联邦于各州均应制定

法律 ,严禁于车内饮用酒类或于

车内存放业已开罐或开瓶之酒类

饮料。

(三)各州应加速制定或修

改《酒坊责任法 》,明文规定凡对

于已醉酒之人出售或供给酒类者

应负民事责任 ,并使此达成下列

目的:

1.加速并简化受害人之求偿

手续 ,以确保其权利 。

2.遏阻酒类之非法销售。

3.不论酒类之出售者或供应

者为经政府特许之商人抑或邀人

饮宴之社交主人 ,如饮酒者酒后

驾车肇事致损害于第三人者 ,均

须应该第三人负赔偿责任 。

4.酒类出售人与社交主人均

有劝阻酒醉者驾车之责任 。

随即 ,美国国会就 《醉酒驾

车防止办法 》 (AlcoholTraffic

SafetyProgram)完成立法程序 ,对

于醉酒驾车及其处罚作如下之规

定:

(一)确认饮酒之最低年龄

为 21岁。

(二)任何人于驾车时之血

液酒精浓度达百分之零点一或更

高时 ,视为酒醉驾车 。

(三)第一次违反酒醉驾车

之规定者 ,应吊扣驾照九十日以

上 ,并从事社区服务 (community

service)一百小时 ,或连续监禁至

少四十八小时 。

(四)于第一次违反酒醉驾

车规定经判决确定之日起五年内

再违反酒醉驾车之规定者 ,至少

监禁十日 ,并吊销驾照不得少于

一年 。

(五)于第二次违反酒醉驾

车规定者 ,应监禁一百二十日 ,并

吊销驾照不得少于三年。

(六)联邦运输部部长应与各

州有关机构合作采取下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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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醉酒驾车者建立完整

之档案 ,各法院及社会各界可迅

速查询 。

2.对于酒醉驾车者设置勒戒

及治疗中心 。

3.对于因酒醉驾车而驾照遭

吊销后仍驾车者 ,扣押其所驾驶

之汽车.

由于美国各州与联邦在司法

体制上系各自独立 ,联邦法律对

各州并无拘束力 ,各州亦无须遵

照 ,故上述 《醉酒驾车防止办法 》

中特别规定 ,各州若完成相同立

法并积极执行者 ,对于执行所需

之经费联邦政府给予补助。当

然 ,联邦亦可增减公路维护费用

之补助 ,迫使各州接受 。

二 、饮酒对驾驶人能力之影

响

虽然各人对于酒类之容忍力

各有不同 ,但酒类进入人体后 ,其

在血液中所累积之酒精浓度及因

对驾驶人能力之影响则完全一

致 。兹列表说明如下表。

据下表 ,血液酒精达百分之

零点零五以上时 ,即已影响驾驶

人之驾车能力。饮酒愈多 ,影响

愈大 ,驾驶人之脑及脊髓活动逐

渐减缓 ,终致损及驾车所需之下

列六大基本能力:

(一)反应力:饮酒愈多 , 反

映愈迟钝。

(二)视力:饮酒愈多 ,视野

愈窄 ,对于由左右侧道驶入之车

辆 、停车标志 、行人道上嬉戏之儿

童均不能见及 ,亦不能识别交通

号志之光泽 ,尤其对于红色失去

察觉力 ,对强光失去抵抗力。

(三)判断力:饮酒愈多 ,判断

力愈差 ,致轻易涉险 ,违规超速 。

(四)理解力:饮酒愈多 , 对

于路况愈加漠然。

(五)感觉力:饮酒愈多 , 失

去对操作机件之感觉 ,致刹车与

加油踏板不分 。

(六)操作力:饮酒愈多 ,体能

与精神愈不能协调 ,致操作方向

盘 、刹车及转向之能力均受损害。

根据有关研究 ,假设不饮酒

之驾驶人驾车肇事死亡之危险率

为 1,则血液酒精浓度达 0.05%

时 ,危险率增为 2;达 0.1%时 ,危

险率为 7;达 0.15%时 ,危险率为

25。喜贪杯中物 ,复有酒后驾车

之习性者 ,应引以为戒。

三 、酒醉之判断

判断驾驶人是否确已酒醉 ,

不得以驾驶人之呼吸带有酒味或

车上闻有酒味为依据 ,而须以血

液酒精浓度为准。依据美国联邦

饮酒杯数 血液浓度(%) 对行为之影响 对驾驶能力之影响

1 0.02

1.观察力渐行欠缺;

2.情绪温和改变;
3.心情渐趋轻松。

1.驾驶方式温和改变;

2.多数驾驶人之心境渐行

变幻不定;
3.不良驾驶习性逐渐出

现。

2 ～ 3 0.05

1.情绪松弛;

2性情渐趋沉静;
3.感情与行为趋向夸张;

4.驾驶能力稍受损害;
5.反映时间增加。

1.迟而不决或决而不行;

2.驾驶能力(如刹车之使
用)受损;

3.反映迟钝。

5 ～ 6 0.10

1.操作困难;

2.行为不能协调;
3.神智 、判断及记忆受损。

1.判断能力严重受到影

响;
2.体能与精神协调受损;

3.驾车之体能困难增加。

7 ～ 8 0.15

1.体能与精神重大受损;
2.责任感丧失;

3.幸福之幻觉出现;
4.站 、走及讲话困难。

1.判断与理解遭到扭曲;
2.驾驶不稳定;

3.驾驶人已进入恍惚状
态。

15 ～ 20 0.40 烂醉如泥 ,失去知觉。
若能在进车前昏厥 , 算是

祖上积德。

及各州立法 ,以血液酒精浓度超

过 0.1%时 ,视为酒醉。血液酒

精浓度 0.1%, 系指每 100毫升

之血中 ,含有 10毫克之酒精。对

于血液酒精浓度之测检 ,不仅须

依赖仪器 ,亦须具有专门知识 ,否

则极易造成错误。酒测值之高低

对于当事人权利之影响至深且

巨 ,安得不谨慎将事 。一般而言

之 ,执勤警员于未带酒测仪器之

情况下 ,对于酒醉嫌疑人得先在

公路旁作外观检测 ,嫌疑人若不

能通过外观检测时 ,始行予以逮

捕 ,将其带回警局作化学检测 。

四 、美国各州取缔酒醉驾车

之立法及其执行

1982年以后 ,美国各州相继

通过酒醉驾车取缔法 ,因其用语

稍有不同 ,有简称为 DWI(Dr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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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WhileIntoxicated)者 ,亦有简

称 DUI(DrivingUndertheInflu-

ence)者 ,此项立法就其内容言 ,

可分为下列两个部分:

(一)酒醉驾车及其处罚

1.于公路上驾车或实质上控

制汽车之人 ,若其血液酒精浓度

达 0.1%或者以上者 ,构成犯罪

行为。

2.对于触犯酒醉驾车规定之

人 ,除依联邦 《酒醉驾车防止办

法 》之规定吊销驾照外 , 若系第

一次违反 ,尚须科处一日以上 ,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科 250美元

至 1000美元之罚金;若系第二次

违反 ,处七日以上 ,一年以下之有

期徒刑 ,并科 500美元以上 , 2000

美元以下之罚金 。纽约车辆交通

法对于十年内之累犯而其情节严

重者 ,更按重罪(felony)论处 。

(二)执行酒测义务

前曾言及 ,汽车驾驶人若经

执勤警员合理认为(anofficerhas

reasonablegroundstobelieve)其

驾车能力受到酒类影响 ,依据默

示同意法有接受酒测之义务 ,而

执勤警员亦负有认真执行酒测之

义务 ,以确定嫌疑人血液酒精浓

度 。嫌疑人如拒绝接受此项检

验 ,吊销其驾照一年 ,而其拒绝于

其后酒醉驾车之刑事审判中并得

用作对其不利之证据。上述立

法 ,不仅在保护社会大众之安全 ,

亦在保护任何使用公路之个人 。

地方警政机关对于上述法律应从

严执行 。若执勤警员对于酒醉驾

车之取缔不力 ,或显有疏忽之处 ,

属应尽之注意义务有所未尽 ,如

有人因而受有损害者 ,自得诉请

地方政府赔偿 ,政府不得主张 “主

权豁免”,规避责任。在 Irwin一案

中 ,巡警于清晨二时 ,见有车超速 ,

乃将该车拦下 ,驾驶人不仅呼气中

含有酒味 ,亦承认开车前曾饮酒。

巡警乃向局方请示 ,并召来另一巡

警。二人会商 ,虽认为驾驶人显已

酒醉 ,举步不稳 ,但对该驾驶人未

为任何检测 ,仅于口头警告后 ,容

许其继续开车离去。十分钟后 ,该

驾驶人于高速行进中与他车迎头

相撞 ,导致该驾驶人及他车驾驶人

及乘客当场死亡。后者之遗属乃

向巡警所隶属之市政府(Townof

Ware)诉请损害赔偿 ,其所持之理

由为:

1.巡警明知驾驶人业已酒醉

后 ,不但未依法将之逮捕 ,加以保

护管束 ,反而容其继续驾车离去 ,

显属对取缔酒醉驾车之职责有所

未尽。

2.驾驶人既已酒醉 ,巡警为

顾及其他使用公路之人之安全 ,

有将其自公路撤离之义务 。本案

巡警对于此一应尽之注意义务而

未尽 ,自己构成过失 。

3.对于巡警之过失所致于原

告之损害 ,其所隶属之政府应负

赔偿责任。

被告对于上述主张提出抗辩

云:警察机关于 《酒醉驾车取缔

法 》下仅对于社会大众 ,而非受

害人个人 , 尽其 “公众义务 ”

(publicduty)对于酒醉驾车究应

如何处置 ,执勤警员有斟酌之权 ,

其得当与否 ,仅得为行政处分之

考量 , 不涉及民事之赔偿问题 。

原告若欲对被告市政府提起侵权

行为之诉 ,必须证明被告对其个

人负有义务 。若原告所受之损害

如系原专为社会大众之利益而设

计及执行之事务所导致 ,则其赔

偿之诉应予驳回。且被告为主权

单位 ,依据 “主权豁免 ”之原则 ,

对于原告所受之损害亦可不负责

任。麻州最高法院经斟酌辩论意

旨后 ,为原告胜诉之判决 ,兹摘录

其判决要旨如下:

1.《酒醉驾车取缔法 》之立

法原旨乃在保护酒醉驾驶人以及

包括受害人在内之任何使用公路

之个人。从严取缔酒醉驾车 ,既

为警察机关应尽之职责 ,亦为其

应尽之注意义务。

2.被告所属之巡警明知驾驶

人业已酒醉 ,而竟未将之拘留 ,其

处置不仅草率 ,亦属上述注意义

务有所未尽。

3.依据上述 《酒醉驾车取缔

法》之立法意旨 ,因过失未将酒

醉驾驶人撤离公路之巡警与因而

遭受损害之原告间存有特别关

系。被告未对受害人(即遭酒醉

驾驶人撞击而死亡之驾驶人及乘

客)之保护尽其注意义务 ,遂为

受害人遭受损害之近因。

4.于审理 《酒坊责任法 》案

件时 ,本院曾一再判认酒坊所有

人于顾客饮用其所出售之酒类后

驾车肇事 ,致损害于第三人者 ,应

对该第三人负赔偿责任 ,此等判

决至少得类推适用于本案 。

5.麻州订有 《侵权求偿法 》

(MassachusettsTortClaimsAct),

明文抛弃侵权行为豁免权 ,所谓

“主权豁免 ”原则于本案不得援

用。

据此 ,麻州最高法院遂判令

被告市政府赔偿 873697美元。

本案判决应可供国人深思 。
(作者单位:中国台湾政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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