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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今社會、科技進步速度飛快，企業總希望能在競爭中立

於不敗之地，故須不斷成長、追求永續發展與擴大版圖。為因應快速變遷的外在

環境與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而員工的能力必需符合企業組織的需求才能有效提

升組織績效、與企業並肩成長，故員工教育訓練、人才培訓勢必是一項重要的投

資。「如果把微軟前百分之三十的優秀員工拿掉，微軟就只是一間平凡的公司，」

一句話簡短的道破了人力資源對於公司發展的重要性。假設大環境是一個巨大的

精密機械，我們每一間企業、每一個人都是機械的一部分、一小顆零件，在整體

大環境的帶動下，我們為了前進而必須不斷增強每一個環節，因此需要「培訓」

避免年年折舊。如此可以讓員工自強、可以讓企業的血液不斷得到更新、

保持旺盛的活力，永遠具有競爭力。

【人才培訓的重要性與意義】

一.人才培訓的成效：

二.人才培訓執行手法：

教育訓練對企業的影響為何呢？

＜一＞ISO國際認證

＜二＞ISO 9001品質管理系統

＜三＞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

＜四＞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系統

＜五＞ISO 13485醫療器械質量管理系統

＜六＞IATF 16949 質量管理系統─汽車行業生產件與相關服務件         

國際認證簡介

人才培訓與企業風險管理

關於源鴻企管簡介

         教育訓練除了加強員工專業能力

與知識外，亦可改變員工的工作態度、

增強工作動機或促使員工自我成長，

而關鍵就是要貫穿「以人為本」的基

礎概念。訓練的規劃與執行，必須多

從員工的角度出發，從員工的真正需

求考量。現今許多企業會由公司現況

問題加以設計課程，然而教育訓練並

非僅是上課，尚須事前診斷企業現況，並長期追蹤訓練成效，最重要的還需企業

文化及制度上的支持，方能使教育訓練有所成效。而教育訓練難免會受到企業的

質疑：費用成本太高、參加課程會影響工作進度與排程、學習成效過於模糊無法

預測…等。但從企業管理的角度來看，「用人」應避免需要時才著手準備人力、

培養能力，而應該是配合公司願景、有計畫及策略性的規劃人才培訓，準備好管

理及營運上必要的人才，而非需要用人時警覺缺人，因此是否有足夠的時間來儲

訓員工？是否有效性的規劃人才培訓計畫？規劃是否有貼切符合公司痛點？

教育訓練對企業發展來說，是勢在必行的機制。

         對於現今企業發展，風險管理是採取有效方法設法降低成本，有計劃性的

處理風險，以保障企業永續經營。如何藉由培訓來設計員工風險管理能力，包

括：辨識、衡量、預測、監控、管理…等，提升員工危機應變能力，達到風險

控管之目標，進而促進股東價值，維持企業競爭力及永續經營。

貝尼斯定理：「員工培訓是企業風險最小，收益最大的戰略性投資。」人力資

源管理中，各種不確定的因素皆可能使企業受到直接性的傷害，通常會遇上三

種風險：人力供給不足、勞動成本過高、員工流動率與穩定性。而企業耗費了

時間與金錢舉辦教育訓練、提升員工能力及競爭力，最後員工卻選擇離開公司，

無疑是企業頭痛的困擾之一，因此許多企業將參加訓練與績效考核掛勾、

並設計教育訓練為員工福利的一環。當員工感受到被公司重視、產生成就感，

會進而加深對公司的凝聚力、形成有益的影響。

1.延續員工價值：員工在培訓過程

中提升個人能力、提升競爭力，除

了受到激勵促進工作動機、也會重

視團隊合作，根據員工在職場上遇

到的問題規劃對應課程，讓工作流

程順暢、提升多能工且可以獨立個

別作業能力、同時能營造更完善的

工作環境及氛圍。(例如：A公司專案執行中困難重重、無法有效蒐集並提供其

他部門所需資料，可能為職場溝通、本位主義、團隊凝聚力不足、專案管理流

程…等問題，應進一步了解實際狀況、設計出最有效的一系列課程、行動方

案加以改善與預防。)2.減少不必要成本：教育訓練可以改善公司現況外，還

可以預防問題發生。除了技術面的杜絕問題、創造零缺失的管理環境，在員

工心態面的提升也十分重要：員工在一開始發現問題時可能因為不敢問、擔

心懲處、不願績效考核被扣分…等原因而選擇不說是常態，隨著時間拉長、

問題滾雪球般、企業應付出的代價就越大。(例：B公司在現場工作流程上未

正確落實SOP可以設計問題分析與解決、品質系列、防呆手法…課程、協助

現場管理效度與力度，加以改善與預防。)3.創造企業文化認同：良好友善的

職場環境可以留住職場生力軍、強健企業根基。建立團隊的共同語言、生態

圈，使每一位員工感受到自己被重視且也尊重其他人、願意與夥伴並肩前進，

彰顯團隊的專業與效率。(例：C公司內部緊急專案，部分員工急得像熱鍋上

的螞蟻，但也有同事毫不著急、愛搭不理、各自做各自認為較優先之事。

除了心靈激勵同理心等紓壓課程外，可以透過團隊系列課程、活動體驗課程

拉近員工之間默契，重建共同語言。)

因應時代的變化與挑戰，訓練課程的手法也與時俱進、一堂課中會融合多種

教學手法，讓員工對課程專業內容更有印象、更能貫徹觀念後活用在實務工

作之上外，課堂上的各種互動能讓員工在無意之間互相理解不同部門、職位、

夥伴的想法，日後在職場上能更熟稔、有技巧性的應對進退，提升工作效率。

以下介紹數種最常見之教學手法：1.講授法：單向溝通，由講師講述課程內

容，透過豐富的授課經驗，察覺學員之合適的難易程度，隨時調整狀態、

掌握課程進度與氣氛，營造專業且良好的學習氛圍。2.問答法：雙向溝通，

由講師或企業提出(現正發生的問題、其他企業的案例、講師個人經驗之案例

等)，在課程上結合內容進度，要求學員腦力激盪思考與討論，與講師互動對

答，除了能接受到講師第一時間的直接反饋外，還能培養勇於表達意見的能

力。3.示範法：由教師示範讓學生觀察、模仿，並加入學員個人看法，將課

程所學更能融會貫通、應用在實務工作上。通常會使用：影片欣賞、角色扮

演…等方式，角色扮演演練能讓學員同理不同職位、與自己不同身分之角色，

促使學員在課程中逐步培養敏捷的思考方式。4.討論法：多向溝通，透過討

論能啟發思想、訓連邏輯及表達力，學員們集思廣益、盡情腦力激盪，能促

進溝通的順暢及團隊合作等正面效益。講師在課堂上給予學員及時的回饋與

指正，能讓學員更充分的學習知識。

         不同課程及情況，顧問們使用的授課手法會有所不同，針對學員們的學

習情況進行因才施教的最有效教育。授課手法尚有相當多種，包括：體驗式

學習便利貼學習法、精神喊話訓練法…等，在適當的場合進行適當的訓練及

活動，能使人才培訓、教育訓練的意義更深植人心。

                                                                                             國際標準組織（ISO）專門

制定國際統一標準的組織，例如每個國家都是紅燈停、綠燈行就是統一規範

出來、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標準。現在全球型式已經發展成地球村，各國之

間會有交易、交流往來，當貨品有流通時，貨品之規格及零件都需要制定一

定程度的標準，不僅可以降低產品不良率、也可以統一作業流程上的管理，

讓在地球上的每一位人民的生活品質、安全衛生等都有一定的可信任程度。

         某日商在台深耕多年，發現內部有嚴重人才斷層問題，向員工進

行深度談話後，員工表示在校所學及職場應用無法相互呼應，許多問

題需要請教前輩，但眾人業務繁忙，前輩除了教導以往的解決做法外，

並無其他指導，長期治標不治本、使企業經營延伸出眾多問題，

例如：向上、平行、向下溝通不良，員工對工作失去熱忱、遇到問題

選擇隱瞞或照舊處理…等。

         源鴻企管團隊經過多次的面訪、視察後，發現員工對於工作仍甚

是用心，只是職場整體風氣會使員工止步於安逸、不會檢視各種狀況、

問題的根本。因此規畫了一系列全方位課程引導學員、導正工作態度

並協助其解決工作上的實務運用問題。

         電腦技能面規畫了Excel、簡報表達與設計課程，促使學員可以更

快速的聚焦平日會議重點及訓練邏輯力的思考呈現技巧。人際關係面

則是以職場全方位溝通導入，透過講師的案例介紹及技巧傳承，除了

讓學員學習職場上的應對進退、協調處理外，課程中也協助學員抒壓、

情緒管理，提升個人工作態度及魅力。問題面，則是實行三年計劃的

問題分析與解決課程，推薦了最適切的講師以打下基礎功、並推進課

程難度，讓學員等級不斷提升。透過不斷演練及思考討論，學員對於

自身工作流程上的見解有極大進步，能從一年前默不作聲、不會分析

問題，至今第二年已可以列舉多項問題、直接向顧問提問、與同仁討

論工具手法如何應用。課程規劃至今，每年的季末報告皆能看到學員

態度面的成長：願意舉手發言下班後主動與上長或同事討論問題。

技能面學員也學會使用各種問題分析工具，使用手法不斷分析自我工

作流程、不斷改善，除了在效率上的增長外，也能在各部門會議中，

看到成本明顯減少。源鴻企管提供助教全程跟課服務，紀錄學員與顧

問互動對答的情況，隨時與顧問提出討論、調整授課方式，讓學員如

海綿般快速的吸收知識並內化為個人經驗、對工作熱忱的加倍，使某

日商的競爭力及工作氛圍在短時間內即有明顯的提升與正向變化。

                                                              現行版本為2015版，組織透過建置整合性

品質管理系統，結合利害關係方對品質管理的關注議題及風險管理納入考量，

透過風險指標及流程績效指標的監控方式所呈現出新版的品質管理系統。

1.全面提升產品品質，提高顧客滿意度。

2.提升產品良率，降低成本，提升企業競爭力。

3.品質獲得國際認同，有利產品外銷。

                                                                 「地球只有一個！」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之建

立讓各企業才瞭解「環境管理」不僅是道德問題，而是攸關企業的生存大計。在未

來的國際市場上，綠色產品將是市場趨勢，廠商必需以綠色製程說服顧客，才能在

國際市場永續立足。1.有系統、有效率地使用、節約資源。2.減少污染物的排放，

減少罰款可能性。3.降低公司意外事件發生風險。

                                                                        瘦肉精、狂牛症、禽流感、各種層出不窮的食

品安全危機，全民健康意識抬頭，企業經營未來趨勢勢必與食品安全息息相關。

結合了ISO 9000、HACCP的精神，以GMP做為參考，守護人民的健康。

ISO45001 (原OHSAS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針對

企業的員工健康安全，企業通過說明企業福利，員工保險，安全防備有很好的提高。

                                                                                  是全世界醫療設備製造商最為堅守的標準。

在ISO 9001的基礎上，增加了醫療機械的要求制定，協助生產、使用醫療產品的企業

減少不可預估的風險，為醫療器械的質量達到安全有效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IATF 16949集結了多位專業人員與品質專家，頒定一套規範現代化產業品質管理的經

典內容從品質的八大理念，高層應有的策略與組織管理，一直到產品與製程，讓國內

汽車零組件業者備受挑戰，全球化採購趨勢又帶來品質與成本的壓力。管理者必須能

在「時間」、「成本」及「品質」三方面推行與應用最適化的績效、達成IATF 16949

的標準。

         綜合以上，國際認證能帶來的優勢不僅為全球認可的標準進行獨立的第三方驗證

符合商業信用外，還能降低運營成本、增進顧客滿意、強化風險管理、更有商業競爭

力…等。企業的營運與ISO標準息息相關、相互緊密，是企業永續經營、踏入國際市場

的重要一步。

源鴻企管結合企業界理論與實務具足的上百位顧問師、與一群充滿熱情的企業訓練

夥伴共組服務團隊創業，希望能夠提供企業最專業、有效益、多元且貼心的服務。

我們堅持：

 ●專業知識：專業精耕輔導，提升企業競爭實力。

 ●服務熱忱：開創服務新價值，成為專業熱忱領航者。

 ●知識再造：開啟學習新視界，創造企業新核心。

結合以上三點經營理念，並依據企業訓練需求與期待，

提供客製化高品質訓練方案，協助企業突破經營困境，

並且重視訓練成效與顧問滿意度，落實訓練品質管理系統，

持續改善與精進，不斷創造高水準訓練品質與成果。

【訓練方案系統設計】

源鴻企管將依據企業教育訓練需求與學員特質屬性，搭配專業的顧問由淺入深、

重視課堂互動且多元化方式教學，使教育訓練之效益達到最佳化，企圖強化企業人

才競爭力，增進企業績效！依據年度訓練計晝，進行課程設計時，應確實依「訓練

方案設計流程」進行，填寫「課程規劃書」。

【源鴻企管訓練規劃服務流程】

【人才培訓實際案例】

 
 

 

 

 

 

 

 

 

 

 

 

 

 

 

 

 

 

 

 

 

 

 
 
 
 

1.課程結案 
  講師： 
  ― 講師教學日誌回饋單。 
  ― 課後建議行動方案。 

― 視課題所需提供課後測驗測評 
― 管理個案測驗卷 

  隨班助教人員： 
  ― 提供學員課程評估心得表(滿意度調查)及後續結果統計。 
  ― 成果編排及製作。 
  源鴻企管： 
  ― 針對課程進行課後電訪(與受訓單位教育訓練承辦人員)。 
  ― 個案研討彙整 
產出物：視各課程主題產出成果報告書。 

1. 前置作業 
   ―客製化講義、學員識別證、學員報到、課後問卷 
2. 講師與隨班助教課程執行 
   講師： 
   ― 視各課程實際需求，秉持專業、客製、親切、幽默、互動進行授課。 
   ― 若臨時必須調整課程內容，將以受訓單位考量之最佳課程效益性為  
       第一考慮要素。 
   隨班助教人員： 
   ― 課程簡報內容精華記錄。 
   ― 個案及小組演練、研討內容資料彙整。 
   ― 課程執行實況觀察記錄，以確保受訓單位/源鴻企管掌握第一資訊。 
   ― 視講師課程活動所需擔任課程助教一職。 
產出物：視各課程主題客製化講義。 

【課後】 

1. 進行需求導向的訓練規劃 
    ― 企業訓練目標效益了解         ― 資料分析整理與討論 
2. 授課講師/源鴻企管訪談(或電話訪談) 
   講師與受訓單位訪談         源鴻企管與受訓單位訪談 
    ― 了解公司實際問題         ― 視課題所需提供課前測驗測評 
    ― 需求面探討               ― 課程需求單(需求面探討) 
    ― 預期課程效益             ― 訪談/電訪內容記錄. 
    ― 產出成果研討             ― 訓練需求分析與建議 
3. 提供初步規劃書 
4. 訂立合約書/簽約 
    ― 確認專案內容、主題、時數、講師、日期                
產出物：量身訂做課程規劃書。 

【課程執行中】 

【課前】 



＜一＞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是什麼?

＜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傷殘分為幾個等級?幾個項目?

＜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理賠申請流程?

＜四＞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理賠明細?

＜五＞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請求權人條件為何?

(十一)道安规则一三○条：慢车行经铁路平交道，应依左列规定：

1.铁路平交道设有遮断器或看守人员管理者，如遮断器已开始放下或看

守人员表示停止时，应即靠边暂停，俟遮断器开放或看守人员表示通行

后，始得通过。如遮断器未放下或看守人员未表示停止时，仍应看、听

铁路两方无火车驶来，始得通过。2.铁路平交道设有警铃及闪光号誌者，

警铃已响，闪光号誌已显示，驾驶人应靠边暂停俟火车通过后，看、听

铁路两方确无火车驶来始得通过。如警铃未响，闪光号誌未显示，仍应

看、听铁路两方确无火车驶来，始得通过。3.铁路平交道无看守人员管

理或无遮断器、警铃、闪光号誌之设备者，驾驶人应靠边暂停，看、听

铁路两方无火车驶来时，始得通过。4.在铁路平交道上，不得超车、迴

车、倒车或临时停车。

三、法理述明与研讨：

以上十一条是道安规则中对「行经、行近、行至」的法令规定，现就其

法理含义作以下研讨：

(一)何谓「行近」?行近就是接近，亦就是不远的意思，表示尚未到达，

但是已可以看到。如弯道、路口、行人穿越道、火车平交道等路段，

当用路人尚未到达时，但已看到，正在接近中，用路人就必须採取安全

措施，亦即所谓的「应注意行为」如减速、轻踩刹车、注意前方的车辆

与行人或注意左右有无来车或行人，或检视路口，路边有无明显的标誌、

标示、标线、号誌等，甚或路障。确定双方之确实通行顺序是「注意」、

是「停  」、是「减速」或「禁止」等行为，都是尚未到达路口、弯道、

行人穿越道、火车平交道…等路段前，就已经完成辨识，并採取或停或让

或注意的安全措施，以避免發生事故或意外。如图示：

一.信實意外事故風險管理顧問公司. (04-23155018 徐莉喬、莊韻萱)

     台中市西屯區漢口路二段138號7樓. (莊根本總經理.)

二.全馨意外事故風險管理顧問公司. (03-3187238李明豐、邱瑜婷)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北路6巷67號3樓(邱奕名總經理.)

三.源鴻企管顧問公司:國際認證.工商管理.人資管理.專案輔導.補助申請. 

     ＜林志榮總經理＞

四.客服顧問:

   (一)人車路雜誌顧問社社長兼總編  張漢威(03-4252099)

   (二)陽昇法律事務所:法律諮詢.和解方略.善後處理.涉外事務.專利糾紛. 

          鄧亦恩 (03-3383693) 

    

車禍理賠相關問與答

車禍處理常見問題

信實法扶管理

人生的體驗與感悟

世界這麼大，有人對你好，是你的驕傲；

人心如此小，有心裝著你，是你的自豪。

總有一個人把你看得很重失去什麼也不肯把你丟掉。                                                               

這世上錢能買得起真正的奢侈品.

但最奢侈的是你用多少錢也無法買到的一顆真正惦記你的心

其實這世上有3種人：

1，用嘴說話……虛.2，用心說話……真.3，用行動說話…實.

                                                                    政府為使汽車交通事故所致傷害或死亡之

受害人，迅速獲得基本保障，並維護道路交通安全，特制定本法。若汽(機)車

駕駛人未投保或過期未續保，將受罰鍰汽車3000元至15000元罰鍰；

機車1500元至3000元。 如果未投保強制險車輛發生車禍，則處6000元至

30000元罰鍰，並扣留車輛牌照至其依規定投保後發還。

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故致身體殘廢，其殘廢程度分為十五等級220項，各障害

項目之障害狀態、殘廢等級、審核基準及開具殘廢診斷書之醫院層級或醫師。

本保險所稱殘廢，指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故致身體傷害，經治療後症狀固定，

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並經合格醫師診斷為永不能復原之狀態。

第一項各等級殘廢程度之給付標準如下：

1.第一等級：新臺幣二百萬元。2.第二等級：新臺幣一百六十七萬元。

3.第三等級：新臺幣一百四十萬元。4.第四等級：新臺幣一百二十三萬元。

5.第五等級：新臺幣一百零七萬元。6.第六等級：新臺幣九十萬元。

7.第七等級：新臺幣七十三萬元。8.第八等級：新臺幣六十萬元。

9.第九等級：新臺幣四十七萬元。10.第十等級：新臺幣三十七萬元。

11.第十一等級：新臺幣二十七萬元。12.第十二等級：新臺幣十七萬元。

13.第十三等級：新臺幣十萬元。14.第十四等級：新臺幣七萬元。

15.第十五等級：新臺幣五萬元。

(1)住院費:1500元/天 (2)看護費:1200元/天<最多30天>

(3)膳食費:180元/天   (4)交通費:20000元為上限

(5)特殊材料費:20000元為上限(6)其餘醫療收據:憑單據核發

※醫療費申請上限為20萬元

強制險屬於不論肇事責任理賠，然而和解牽涉到的是第三人責任保險，這是

屬於有肇責區分的，所以你的醫療費可能會被大打折扣，因此通常我們會建

議和解書上需有但書，必須注記和解金額不含汽車責任保險，這樣住院醫療

以及後續的回診費用都可以再自行申請，讓你自身的權益受到保障。但是，

若和解程序已經走到民事庭，那麼法官判賠的金額，都是總合起來的，

也就是會包含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可向特別補償基金申請補償。(詳答請見14題)

開立急診診斷書時，須立即確認受傷疼痛位置，醫生是否確實註明，以及注

意受傷部位左邊.右邊是否寫反，這些對於未來的理賠都非常重要，若稍有不

慎，就有可能引發諸多爭議。

受害人或請求權人有下列情形時，強制險不予理賠：

1.故意行為所致  2.從事犯罪行為所致

一 、傷害醫療給付：(1)理賠申請書。(2)請求權人身分證明。(3)警憲單位處

理證明文件。(4)合格醫師診斷書。(5)醫療費用收據正本。(或影本加蓋醫療

單位與正本相符之印章)(6)同意查閱病歷聲明書。二、殘廢給付：(1)理賠申

請書。(2)請求權人身分證明。(3)警憲單位處理證明文件。(4)合格醫師開具

之殘廢診斷書。(5)同意複檢聲明書。三、死亡給付：(1)理賠申請書。(2)請

求權人身分證明。(3)警憲單位處理證明文件。(4)相驗屍體證明書或合格醫

師開立之死亡證明書。(5)除戶戶口名簿謄本。

一、因汽車交通事故遭致傷害者，為受害人本人。

二、因汽車交通事故死亡者，為受害人之遺屬；其順位如下：

 (一) 父母、子女及配偶。(二) 祖父母。(三) 孫子女。(四) 兄弟姐妹。

同一順位之遺屬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分配保險給付或補償。受害人死亡，

無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請求權人時，為其支出殯葬費之人於殯葬費數額範圍

內，得向保險人請求給付或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保險給付扣除殯葬費

後有餘額時，其餘額歸特別補償基金所有。受害人死亡，無第一項第二款所

定之請求權人，亦無支出殯葬費之人時，保險給付歸特別補償基金所有。

前項殯葬費之項目及金額，由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六＞何謂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提及的合併升級?

＜七＞何謂代位求償? 有責與無責有差嗎？

＜八＞發生車禍除了強制險還可以申請那些理賠?

(1)受害人身體遺存障害，同時符合殘廢給付標準表第十四等級至第一等級

間二項目以上時，按其最高殘廢等級再升一等級給之。

(2)受害人身體遺存障害，同時符合殘廢給付標準表之第八等級至第一等級

間二項目以上時，按其最高殘廢等級再升二等級給之。

(3)受害人身體遺存障害，同時符合殘廢給付標準表之第五等級至第一等級

間二項目以上時，按其最高殘廢等級再升三等級給之。

被保險人因為酒駕、吸毒、故意行為、犯罪行為或無照駕駛等過失而發生

車禍事故時，保險公司會在理賠車禍被害人強制險保險金後，回過頭向肇

事駕駛求償，所以上述行為即使有保強制險，依然逃不過刑法及賠償責任。

因為強制險的理賠是不論對與錯，也就是理賠與肇責無關，所以若被代位

求償有責與無責是不影響追償責任的。

一、強制險：強制險只理賠人體的損傷或是身故，不理賠財物損失(車子)。

另外強制險的理賠對象是除了被保險人以外的其他人。

二、勞保：勞保對於車禍的保障分成兩塊，分別是普通傷病給付以及職災傷

病給付兩項。●普通傷病給付(非職災者申請這項)：申請條件：因傷害或疾

病住院第4天起(住院前3天不理賠)，導致無法工作且無法領取住院期間的原

有薪資給付上限：勞保年資未滿一年最高可請領6個月給付、勞保年資滿一

年以上最高可請1年給付。●職災給付：勞工在執行工作時受傷、因工作導

致職業病、上下班途中發生事故，所造成的疾病、傷害、殘廢或是死亡，

皆屬於職業災害。申請條件：因工作傷害或職業病住院第4天起(住院前3天

不理賠)，導致無法工作或必須在家休養，休養期間無法領取原該有的薪資

者。給付上限：無論勞保年資，上限皆為2年。

三、企業保險(團體保險)：企業保險是指由企業主給予員工福利的一種企業

型保險。團體保險的保障內容通常會包括意外傷害身故、醫療等等。因為團

體保險並不是強制投保，所以發生車禍後，可以向公司人員詢問是否投保團

險。

四、商業保險：個人保險(意外險)：指的就是個人向保險公司投保的商業保

險。駕駛人傷害保險：若發生單一交通事故(自摔、自撞)，強制險是不賠駕

駛人本人的，所以在投保強制險時，可以另外附加駕駛人傷害保險，就可以

在車禍發生時獲得理賠。第三人責任險：主要的功能是彌補強制汽車責任險

不足或未納入保障的內容，包括人身傷害賠償、第三人的財物損失(車損)以

及未能上班薪資補償…等。

＜九＞申請強制險會影響和解嗎?可以單獨申請否？

＜十＞若發生不明車禍、未投保車輛、肇事逃逸車禍該怎麼辦?

＜十一＞開立診斷證明書注意事項為何?

＜十二＞有哪些情況下強制險不予理賠？

＜十三＞申請強制險需要些什麼文件？

＜本篇由信實風險管理顧問公司莊韻萱撰稿＞

一、車禍事故第一時間發生如何處理？

1.立即以「雙黃燈及三角牌告示後方來車避免追撞」(高速公路100m、高速

道路50m、一般道路30m、壅擠路段後車廂)

2.如有人員傷亡，速打119送醫急救接著報警處理

(打110，保險申請或訴訟將以警方記錄為重要參考）

3.註記、拍照(車禍的地點、路況、煞車痕、刮地痕，兩方車損、受傷部位。

拿可用器材進行標記人、車，如粉筆、口紅等)

4.「避免當場爭辯或和解」因為肇事責任的判定較為複雜；有時候雙方都要負擔一

定責任， 一般車主並無法做出正確判斷。

5.「勿肇逃」，以免事後被對方控訴為肇事逃逸而被加重法律責任。很多車主擦撞

後，多認為只是小事故，不想浪費時間，直接離開)

6.車主在必要時，最好能找尋現場目擊者，並留下聯絡方式，或記 下鄰車車號以作

為可能的訴訟保留證人。

7.返回警局製作筆錄詢問當事人：是否保持緘默？是否要

請律師？ 是否接受夜間偵訊？

二.車禍的事發現場，我能移動車輛及車禍現場嗎？

根據現場有無人員「受傷或死亡」之情形而定。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2條

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應視有無人員受傷或死亡情形，如無人受傷或死

亡之情形，且汽車尚能行駛，而不儘速將汽車位置標繪後移置路邊，致妨礙交通者，

處駕駛人新臺幣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罰鍰。反之，如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即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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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者處新臺幣3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罰鍰。

三.警察來到事故現場後，我應該注意什麼？

警察到達交通事故現場後會就事故地點及周遭環境、現場相關跡證、相對位置等為

勘察及記錄，並依據當事人及證人在場說明，並以現場圖及攝影作成紀錄，填寫道

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因現場圖及相關記載將會是未來肇事責任歸屬判定之重要

因素，因此對於記載內容有無缺漏、錯誤等，均需謹慎確認後始簽名。

事故「7日後」得現場圖、現場照片，並得於事故「30日後」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

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簡稱「初判表」）。另外，如果駕駛雙方有使用行車紀錄器或

是現場有任何監視器，也應該請警方協助取得錄影畫面予以保存，以避免因時間經

過之後相關畫面被洗掉或是清除而無從還原；如有案發現場相關目擊證人，也應警

方協助立刻就目擊證人所見情形製作筆錄，並留下目擊證人之姓名、年籍和連絡方

式，以利日後舉證還原事發經過。

四.初判表又是什麼？可以作什麼用？

警方製作的車禍初步分析研判表，除了有蒐集、分析事故現場的照片、圖片、影片

及雙方說法所產生的客觀事實紀錄，也會列上警方初步判斷的可能肇事原因與違規

項目，因此對民眾與警察機關都有些用途。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事故現

場圖及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等文件，均為申請保險出險或理賠之重要文件。

民眾可以在車禍發生的30天後向承辦的警局申請初判表。由於進行判斷的警察機關

不是司法單位，因此「初判表僅供參考，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五.對警方的「初步分析研判表」不服要如何處理？

可以在事故發生日起算的6個月內自費3,000元並檢附現場圖及照片三聯單，向「各

縣市政府的交通事件裁決處、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申請車禍鑑定報告，更進

一步確認車禍事故的肇事責任歸屬。由於車禍當事人若要請求賠償，必須清楚各自

的肇事比例，以便自行協商或讓法官裁決賠償金額，車禍鑑定報告不同於沒有法律

效力的初判表，內容會詳細分析雙方為肇責、無肇責或需共同負起責任，相較之下，

法官會比較採信鑑定報告結果，不過凡事都有例外，判決結果推翻鑑定報告的狀況

也有機會發生，提出告訴的話，最終決定權仍在法官手上。若萬一對車禍鑑定報告

還是有不服的地方呢？當事人如果堅持覺得鑑定報告有疑慮或錯誤，可以把握時間，

在「30天內向轄區覆議會提出覆議」，超過30天就只能去法院提起訴訟時，向法官

請求「再次申請鑑定」。

六.如何申請調解？調解程序？

調解分兩種：一、鄉鎮市調解委員會（免付費）

                          二、法院調解（需付費）

1.鄉鎮市調解委員會

•書面：可以先向各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索取調解申請書，填寫好之後

交給窗口服務人員，並且同時要提供影本給另一方當事人。

•言詞：如果不方便書寫者，可以攜帶國民身分證、印章去調解委員

會，用口頭陳述的方式，讓窗口服務人員協助製作調解筆錄。

•線上申請調解：直接線上填寫表單，經調解委員會審查符合規定後，

沒問題就受理。

•書面通知雙方當事人：當申請通過後，調解委員會7天內會決定調解

日期，然後通知雙方那天要到場，並且會將申請書或言詞申請筆錄的

繕本一併寄送給當事人。

＊車禍調解程序

第一步：提出申請-兩方願意調解，自行向調解委員會申請

第二步：通知雙方當事人-調解委員會在受理後，會於7天內決定調解

日期然後通知雙方當事人，同時將相關文件寄給雙方。

第三步：調解-原則上，會在鄉鎮市區公所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

而且過程不公開，除非雙方有特別約定要公開。

第四步：結果-結果分成調解成立與調解不成立。如果調解成立，

委員會就會作成調解書並在10天內送到法院核定，效力與確定判決

相同；如果調解不成立，委員會會給雙方調解不成立證明書。

＜本篇由信實風險管理顧問公司徐莉嬌撰稿＞

意外就是發生在意料之外，我們隨時提供交通訊息，使用路人了解道

路規則，減少車禍事故發生，且保障您發生事故善後的處理。

一、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二、專業車禍理賠、勞農保、職災處理

三、各項意外保險等相關權益處理  四、法律諮詢服務

台灣每年有層出不窮的車禍意外事故，小至擦撞，大至死傷，也因此

意外造成許多經濟困難、家庭破碎、身體狀況大不如前。因此成立

信實法扶風險管理顧問公司，其目的在防患於未然、事故善後處理，

運用保險理賠、車禍鑑定及法律求償等專業來協助需要的人。

顧問公司簡介

風險管理客服團隊

<為受害者的權利把關，是我們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