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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 

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某大學生甲騎摩托車出門，甲順著小路騎到路口時，

號誌燈正是紅燈，然而此時路上看不到什麼車，一如往常甲決定趁四下無人紅

燈右轉。然而她剛騎出小巷，另一台直行的摩托車卻剛好經過，對方被突然衝

出的甲嚇了一跳，然後摔倒在地。 

過了一陣子，甲在友人的陪同下，帶著憂愁的神色來到成大法律服務社。

原來在那之後甲嘗試與對方和解，雖然她有誠意賠償對方，然而對方宣稱車禍

所造成的手部傷害將永久影響到工作，再加上機車的修理費用，對甲提出二十

萬的賠償金額。甲相當苦惱，雖然強制險能賠償一定的比例，然而剩餘的金額

對她和她的家庭而言仍是一個沉重的數字，但不熟悉法律再加上違規在先，她

一時也不知道如何處理，故希望能從法律服務社這裡得到一些建議。聽完甲的

陳述後，法服社的學弟認為不應讓對方獅子大開口，但老江湖的碩士班學姐認

為如果處理不好導致紛爭擴大，對方可能會提起告訴，到時甲可能面臨過失傷

害罪的刑責。 
遇到車禍是不幸的事，究竟應如何處理更是讓人傷透腦筋，以下將先就所有

車禍的情形簡單講述如何處理，最後就「身為責任較重」之一方闡述如何妥善面

對相關的困境。 

二、分析 

(一)應急處理 

以下是車禍肇事有人受傷時，當場應立即採取的行動，要記住主要是：一、

報警救護，先打 119、110請求協助，二、保留現場證據兩個方面。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2條第 3項規定，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

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立即採取救護措施及依規定處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

理，不得任意移動肇事汽車及現場痕跡證據，違者處新台幣 3000元以下罰鍰。

但肇事致人受傷案件當事人均同意時，應將肇事汽車標繪後，移置不妨礙交通之

處所1。 
首先，要提醒的是遇到車禍的當下應立即停車，不論是否感覺只是輕微擦撞，

切勿將車開離。接著查看有無人員受傷，如有則應立即撥打 119 請求消防隊派救

護車前來急救，在救護車來前如能力允許則可先行急救措施，但不可使用肇事車

 
1 另外，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2條第 2項規定，汽機車駕駛人肇事如果無人受傷或死
亡，且汽機車尚能行駛者，則應於標繪汽機車位置後儘速移置路邊，以免妨礙交通，否則會被

處以新台幣 600元以上 1800元以下罰鍰。 



輛移送傷患。原則上盡可能避免移動車輛，因為這牽涉到證據的保留，但如果僅

是小事故且已嚴重影響交通，則可用粉筆、口紅等物品在地上標出車輛四輪、機

車倒地及掉落物位置後，將車輛移動至附近。發生車禍後應盡快撥打 110報警處

理，如有攜帶手機，則可以將重要物證及現場情景拍攝下來作為之後處理的證據，

並記下明確的車禍時間和地點，同時可以注意對方是否為無照或酒後駕駛。另外

若現場有目擊證人，可以留下聯絡方式。警察到現場後將會蒐證並製作當事人之

筆錄，此時應據實回答，並在確認筆錄內容後簽名。另外警察也會製作「初判表」，

記錄警員對於車禍肇事的初步判斷，不過如果要進一步釐清肇事責任則多要透過

「車禍鑑定」。在車禍發生後，6 個月內得向各區的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申

請鑑定，以釐清肇事責任。 

(二)後續的紛爭處理 

應急處理結束後，後續事件責任釐清及人身財物上的賠償事宜仍會是一大考

驗，不過逃避責任並不會讓這些麻煩事消失，所以還是鼓勵同學積極面對，以下

就讓我們來介紹一下相關的法律知識吧。 
首先，我們來看看有那些處理紛爭的機制可使用，大致上可以分為訴訟外的

機制及訴訟機制兩個方面。訴訟外的機制例如和解、調解這些大家耳熟能詳的方

式，其好處在於相較於法院必須根據事實及法律判決，這些機制較具有彈性，如

果雙方能談的好的話，便能簡單快速的解決紛爭，但缺點在於這些機制沒有強制

性，意思是無法強迫對方與你達成和解或調解，對方不前來參加或談判的話，也

只能走上法院了。 
如果選擇訴訟機制，代表由法官來進行裁判，好處在於這樣的程序具有強制

性，如果被告不來參加，則法院可能會依照一方的說法作出該方勝訴的判決。但

壞處在於法院審理的時間較長，且判決出爐後敗訴的一方仍有提起上訴的權利。

另一方面，訴訟機制上可以區分為刑事和民事程序，前者是由檢察官代表國家起

訴追究犯罪，在意外發生車禍的情形中，比較常見的是過失致死和過失傷害等罪

名，在一些特殊的情形下，還有可能構成肇事逃逸和不能安全駕駛(即一般所說

的酒駕)的罪名。作為被害者，在檢察官提起刑事訴訟後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但要在刑事訴訟二審辯論終結前)，這樣的民事訴訟法官將會依照刑事判決認定

的事實基礎進行判決，能省去大量的舉證上的負擔，另外也無需繳交裁判費。即

使檢察官沒有起訴，被害者仍然能獨立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賠償，不過這時就必須

先繳納裁判費用，且必須自己舉證侵權和受到的損害的事實。 
在陷入紛爭之後，讓生活盡快回復正軌是很重要的，而通常利用訴訟外紛爭

解決機制解決衝突是比較快速的。但在使用紛爭外紛爭解決機制時仍然有要特別

注意的地方，以下我們就幾個紛爭解決上常見的問題進行解答。 
1.私下處理可不可以? 

在應急行動結束後，便是責任的釐清及人身、財物損失的賠償，此時包括筆

者在內很多人都有一個疑問，車禍時可不可以「私了」? 



所謂「私了」指的是不報警，而由雙方各自講好彼此負擔的責任，以求盡速

解決紛爭。參閱網路文章，大多建議車禍時應盡量避免私了，尤其是有人員傷亡

的事件，因為有些損害是後發或當下沒有察覺的，雙方可能在之後產生紛爭，而

到時責任的釐清因為缺乏證據便相當不易。其次，更可能因此喪失保險理賠請求

權，因為未報案或未向保險公司通報，事後將無法證明車禍的發生，保險公司可

能拒絕賠償，或者因未盡保險法第 58條之通知義務，需依第 63條賠償保險公司

的損失。 
最後，如果真的選擇私了，那最好留下身分及彼此的聯絡方式，同時對於私

了的協議內容留下文字紀錄，例如下載網路上的和解書表格後到附近便利商店印

出，這樣在之後發生爭議時，可以作為證據。如果只能自己製作，則在和解書的

內容上應特別注意，首先是足以表明是哪場車禍的文字敘述，包含車禍雙方的車

牌號碼、車禍發生的時間及地點，其次是關於賠償內容，包含賠償方式、金額及

賠償的對象，最後則是表明在和解之後「嗣後絕對不再為其他主張、請求或其他

訴訟行為。」另外參考網路上律師事務所提供的範本，還可以約定「違約金」，

事先就對方違反和解契約的情形作好準備。製作好的和解書應有雙方的簽名，並

且各自留存一份。 
但如果是無人受傷的小車禍，可以等警方到場蒐證而能證明車禍存在後，雙

方簽訂和解契約來解決紛爭。由於警察只負責蒐證而無法裁判責任，而為了避免

小小的紛爭需要花大大的時間來解決，警察有時也會勸說當事人盡快和解。 
2.調解 

然而如果是有人受傷或更加嚴重的車禍時，雙方較難自行達成協議，而需要

國家機關介入協調，此時「調解」程序即相當重要。調解可分為訴訟外及訴訟上

的調解，前者係指民眾向各鄉鎮市公所的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調解委員會係由

具有法律或其他專業知識之公正人士組成，且若調解成立並送管轄法院核定後，

其效力將等同法院判決。訴訟上之調解則是指民事糾紛在進入訴訟程序前或一審

繫屬中所為的調解，能以較和諧的方式解決紛爭，避免當事人進入漫長的訴訟程

序及節省司法資源。而依民事訴訟法第 403條第一項第七款，交通事故屬於強制

調解案件，換句話說，即使提告法院也要雙方先進行調解。但如果調解不成，最

後仍很有可能要回到比較冗長的法院審判程序。 
3.強制責任險 

在我國，所有汽機車都應投保強制責任險，目的在於使車禍的受害人或其親

人可在不論肇事責任的情況下，快速得到一定的理賠來度過難關，所以在車禍後

應盡快向所屬保險公司備案，並於車禍後五日內攜帶保險卡（單）、行照、駕照、

被保險人印章等，至保險公司辦理手續。 
4.車禍鑑定 

在車禍發生後 6 個月內，在尚未進入司法程序前，民眾可自行申請鑑定，或

在進入司法程序後聲請鑑定，以釐清肇事責任。車禍鑑定由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

員會進行，鑑定委員多由具有法律、交通運輸背景知識的人士擔任，經由會議的



方式作出車禍鑑定報告。車禍鑑定報告上會記載發生車禍的當事人中誰是應負主

要責任的「肇事主因」，若他方亦有過失也會一併記載。這份鑑定書的結果具有

一定的說服力，讓紛爭中的雙方得以初步判斷自己的責任，因而能在像調解程序

這樣的訴訟外紛爭解決程序中作出讓步。又如果案件進入法院，法官也多會參考

這份鑑定報告的結果來進行判決。不過車禍鑑定報告雖然是專家作成，但也無法

完全排除錯誤的可能，如果對鑑定報告的結果有疑問，可以向委員會申請覆議，

或在法庭中向法官指出問題所在以提供法官作判斷。 
5.損害賠償 
最後的問題就是賠償，很多時候雙方當事人在嘗試和解或調解時，對賠償金

額無法達成共識，便只能進入法院由法官來做裁判，不過因為訴訟中講求證據，

因此作為原告的一方必須證明損害存在及因果關係等許多法律要件，所以被害人

在和解、調解時不被答應的請求，在進入法院後也未必會完全受到肯認。 
在賠償財物方面，首先當然是汽機車的損害，如果汽機車還有修復的可能，

則依民法第 213條的規定，原則上應該讓加害人將該車修好，不過依 213條第三
項，被害人也可以直接向加害人請求修車的費用，另外現在法院實務見解也認為

民法第 196條所述的減少的價額，也可以依修復費用來估定。不過關鍵在於「折

舊」，畢竟損害賠償的目的在於回復原狀，如果損害的是舊東西卻要求賠一個全

新的就逾越了這個目的，因此若修車時更換了新的零件，法院並不會讓肇事者賠

償全部，而必須扣處舊零件的折舊才行，而一般法院多會依行政院公佈的「固定

資產耐用年數表」來作計算，另外筆者也看過在被撞機車全毀時，法院囑託縣市

的機車商業同業公會鑑定的情形。另外有趣的是，法院實務見解認為更換零件需

要折舊，但修車的工資和烤漆費用無需折舊。在了解折舊制度後，即使是在訴訟

之前調解、和解的談判過程中，如果對方提出的金額未經過折舊時，也能很有禮

貌地提醒對方要注意到「折舊」，如此賠償的金額才會比較合理。 
另外在車禍肇事導致對方受傷的情形，除了賠償醫藥費外，民法第 193條第

一項還規定必須要賠償對方因此無法工作損失的工資，以及住院臥床期間請看護

照顧的費用，即使對方是請家人來照顧，法院認為仍然能夠以一般看護費的標準

來請求。若是肇事致人於死，則此時被害者的家屬可能會成為間接被害人，除了

能請求汽車修理費用、醫療費、殯葬費等費用外，如果是被害人負有法定扶養義

務的人，亦可就扶養請求權被侵害而請求賠償，即我們時有耳聞的請求扶養費。 
最後的問題是「慰撫金」，在我國指的是非財產權受侵害所導致非財產上的

損害賠償，主要規定在民法第 195條第一項及第三項，非財產權例如身體、健康、

名譽權等，非財產上侵害則是指精神上的痛苦，所以這樣的賠償其實就是對他人

精神痛苦的賠償，但畢竟痛苦的大小並非一個具體的數字，所以需要由法院參考

實際加害情形和被害人所受痛苦，以及雙方身份、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後核定

金額。另外在肇事致人於死時，民法第 194條特別規定，被害人的父、母、子、

女及配偶也可以請求慰撫金，這時法院會斟酌被害人與其父、母、子、女及配偶

身份、關係、經濟狀況等因素來核定金額。 



(三)車禍中的刑事責任爭議 : 「放棄告訴權」的約定與前科 

在本案例中，大學生甲騎摩托車肇事，除了要付上面所說明的民事責任外，

由於她違反交通規則闖紅燈右轉，導致騎摩托車直行的被害人閃避不及摔倒受傷，

可認定甲因其過失行為致被害人受傷，亦應負刑法第 284條過失傷害罪責。 

有的時候比起賠款，背上犯罪的前科更令遇到紛爭的同學及家長在意，因為

擔心這樣的紀錄會影響到同學往後的發展，而不只是學生，許多人也很擔心自己

在背上刑責後會受到他人的有色眼光看待，因此在簽車禍的和解書時，往往會要

求對方「放棄刑事告訴權」才會安心，但這樣的約定真的有效嗎?另外大家對於

「前科」的認識真的正確嗎?另外也不要忘了，學校方面可能也會對同學違反交

通規則或車禍肇事進行處分。 

1.「放棄刑事告訴權」是否有效? 

刑法第 276 條規定 :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五十萬元以下罰金。」第 284 條 :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

罰金。」這兩條就是我們所說的過失致死罪和過失傷害罪。關於第一個疑問，即

「放棄告訴權」是否有效的爭議，在過失傷害的情形比較值得討論，因為過失致

死屬於非告訴乃論罪，即使肇事者和被害者約定放棄告訴也不影響檢察官提起公

訴，而與此不同，過失傷害罪是「告訴乃論」之罪。 
  告訴指的是向司法警察或檢察官表示某人的犯罪事實請求加以追究之意，而

告訴乃論之罪指的是必須要有被害人或有告訴權之人提起告訴，檢察官才能起訴

那個罪行，法院也才能審判那個罪行。如果缺乏告訴或之後被害人撤回告訴，則

檢察官必須作出不起訴處分或法院必須作出不受理判決，表示犯人的那個罪刑就

不會繼續被追究了。那麼關於「放棄告訴」，顧名思義就是在提起告訴前就表達

不會提起告訴，其實刑事訴訟法未有規定，但實務承認可以放棄告訴權，只是必

須符合特別的條件才會有效。 
關於「放棄刑事告訴權」是否有效，法院實務見解認為「告訴乃論之罪，除

法律上有特別規定外，告訴人曾否拋棄告訴權，與其告訴之合法與否，不生影響」，

換句話說除有法律規定，放棄告訴權並不會真正讓對方無法提起刑事告訴，單單

僅是在私人私下簽署的和解書上記載放棄告訴權，仍無法阻止對方提出刑事告訴。

回歸法律規定的探討，法院認為應該要類推適用刑事告訴權行使的方式來行使放

棄告訴權，亦即告訴人要向有權受理刑事告訴的警察或司法機關行使放棄告訴權

始為有效。 

2.會不會背上「前科」? 

接著我們來討論關於「前科」的問題，一般我們所說的前科其實指的是「警

察刑事紀錄證明」(即俗稱的良民證)，依照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記錄了

「依司法或軍法機關判決確定、執行」的刑事案件資料，但不記載合於少年事件

處理法第八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者或受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者，或受拘役、罰



金之宣告者等情形(詳細條文請參考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第 6條但書)。對

於這種「前科」紀錄，如果能在刑事訴訟中爭取到緩刑、罰金等結果，便能避免

受到紀錄，不過即使被判處有期徒刑而受到記錄，且不用太過擔心，因為除了自

己以外的一般人是無法申請取得這個記錄的。另外除了法律規定的情形或特殊工

作需要外，一般情形下應聘工作時能否要求對方出示良民證是有爭議的，如果是

沒有需要良民證的情況下仍要求良民證才給予機會，則可能構成就業歧視，求職

人可以向縣市勞動局提出申訴。 
另外還有一種「前科」是指個人資料保護法中的前科，其內容範圍比上述我

們討論的良民證的記載更大，但那些資訊僅提供檢察官、法官審判辦案所用，無

須擔心會影響到一般工作生活。 

(四)校規的處置 

不只是刑法上的處罰，車禍肇事更可能導致同學們被學校記過，從而影響到

同學完成學業或繼續深造的夢想，同學們務必謹慎。在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獎懲要

點第 8條規定，違反校園車輛行車安全，不聽勸告者或觸犯法律，經檢察官宣告

受緩起訴處分確定者會被記小過一支。依據第 9條，觸犯法律，經法院有罪判決

確定，且受有緩刑宣告者會被記大過一支。依據第 10條，觸犯法律，經法院有

罪判決確定，未受有緩刑宣告者會處以定期察看。如果滿三大過，或定期察看期

間再受申誡以上之處分，或觸犯法律，經法院有罪判決確定，未受緩刑宣告，情

節重大者，依據第 11條即會遭到退學。 

(五)本案例的建議 

將目光拉回文中甲遇到的情形，甲面對到的過失傷害罪是告訴乃論之罪，換

言之，必須要由犯罪被害人提起告訴，國家才會追究甲的罪刑。而依據刑事訴訟

法第 237條第一項，被害人應在知悉犯人之時（指確知犯人之犯罪行為）的六個

月內提起告訴。如此情形下，為了避免遭到刑事追訴而留下案底，加害人常必須

接受較高的和解金，而提起過失傷害的訴訟也往往成為被害人方談判的籌碼。然

而即使談判地位相當不利，肇事之後當個鴕鳥逃避責任或假裝沒有這件事也絕對

不是好主意，不可能真正逃避應負的責任。 
本案中因為甲違規在先，甲可能受到最嚴重的結果便是因過失傷害罪而被定

罪，同時要額外負擔過重的民事賠償責任。如想避免這樣的結果，當事人自身要

積極尋求幫助，例如甲前來法律諮詢。其次，本文認為甲要展現「積極處理」及

「願意談判」的態度，主動慰問對方展現誠意，也可以聲請訴訟外調解，在專業

社會人士的協助下，與對方坐下來好好談談，會比兩方單獨會面更不容易出現情

緒化的情形，也有助於得到一個較為公正且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果，更可以避免嗣

後出現其他爭議或被提起告訴。最後，作為求償的一方應該提出損害的證明，甲

女可以有禮貌的要求對方提出例如就醫的單據、機車維修的帳單等證據，至於慰

撫金的部分則可以提出較為合理的方案來與對方談判。另外，如果對方已經提出



告訴，則在和解商定時應該要準備「刑事撤回告訴狀」給對方簽名，而後將刑事

撤回告訴狀向起訴的檢察署提出。或者可以在承辦檢察官開庭調查時，讓對方當

庭表示撤回，並經記明筆錄即可。 
總而言之，事情發生後接踵而至的責任追究和法律程序相當繁雜，但為了能

妥善解決紛爭我們仍應積極面對，又「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即使是如紅燈右

轉這樣小小的、一時的僥倖，也可能會釀成之後許多的麻煩。 
懶人包 
一、當場應急處理 
1.停車處理 : 車禍當下應立即停車查看有無人員受傷，切勿逕自離開現場。 
2.撥打 119 和 110 : 如有人受傷應立即撥打 119，並打 110 報警處理。汽機車

駕駛人肇事，依法負有救護傷患及通報警察處理的義務。 
3.保全證據，並避免與對方發生衝突 : 如果有人受傷，除非經雙方當事人均同

意，否則不要任意移動車輛，並請先以手機拍攝車禍現場，雙方車輛關係位置、

車輛碰撞部位等保全證據，等候警察到場處理。但如果無人受傷，且有妨害交

通的情形，則請用粉筆、口紅等物標繪汽機車位置後儘速移至路邊，以免妨礙

交通。同時，注意對方是否無照或酒後駕駛。另外，若現場有目擊者，可留下

聯絡方式。 
4.警察會製作筆錄 : 此時應據實回答並確認筆錄內容後簽名，並請記下對方的

姓名及聯絡方式。 

二、後續賠償 
1.關於民事責任 

(1)原則上不建議當場口頭私下和解：車禍肇事有人受傷的情形，除非顯然

極為輕微的外部擦傷，不必就醫，否則都請先報警處理留下紀錄，建議不要

當場口頭私下和解離開，以免事後衍生爭議。 
(2)事後與對方自行和解時，請以書面製作和解書，記載雙方姓名、肇事經

過（含車輛車牌號碼、車禍時間地點等），其次是和解條件（含醫療費、修車

費用等），並經雙方簽名且各自留存。雖然當事人彼此之間約定放棄刑事告訴

權，不生刑事訴訟法上效力，惟為避免對方任意反悔，仍可加註對方拋棄對

本件車禍其餘的民事請求，並不再追究我方刑事責任的文字或另請對方撰寫

一份撤告狀。 

小叮嚀：建議肇事者甲要展現「積極處理」及願意談判的態度，主動慰問

對方展現誠意，並將與對方聯絡的記錄保存，如將來和解不成，對方堅持提

出告訴，可作為刑事程序中爭取較有利的緩起訴或判決的參考。 

(3)調解 : 訴訟外調解應向鄉鎮市公所的調解委員會聲請，有機會使當事人

能以較和諧、快速的方式解決紛爭。 
(4)強制險及慰撫金 : 除了賠償對方財產上損害，可能也要負擔慰撫金。依

法投保強制責任險的情形下，被害人車禍後應向保險公司備案，並於車禍後

五日內至保險公司辦理手續。 



2.申請車禍鑑定 : 為有助於確認肇事責任歸屬與比例，作為和解談判的依

據，車禍當事人得在車禍後 6 個月內，尚未進入訴訟程序之前，向各區的車

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申請鑑定。如已進入司法訴訟程序者，則應向司法機

關聲請鑑定。 
3.刑事責任 : 可能要面對過失傷害罪，但為告訴乃論罪，若未提出告訴或告

訴人撤回告訴則可避免刑責。當事人之間的私了和解書縱記載「放棄刑事告

訴權」也無法阻止對方提出過失傷害的告訴。另外，所謂前科，一般指「警

察刑事紀錄證明」(俗稱良民證)，如是被判處罰金或緩刑將不會被記載。另

外，學校可能依校規記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