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筆錄<口供>之重要性＜案重初供＞】

車隊風險管理LINE
組群即時處理專案
組長工作手冊

駕駛不懂接受警詢筆錄
   之案例分析＜0/100＞

( 007│LINE群組即時通專刊 ＜案重初供＞2021.02.10

         刑事案件偵查流程，大部分案件由警察偵辦，再移送檢察署偵辦，而刑

事案件如果是由警察機關、調查局先為受理，通常會先由警察、調查局為初

步的偵辦，無論在警方、檢察署過程均需要製作筆錄，那筆錄與所述內容或

真實情況不同，可以推翻？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比較「難」，畢竟偵

查訊問又可以分為警察、調查局及檢察官偵訊，除非偵訊過程全程錄音，若

不當場更正，事後就要在審理時主張，除可以重新勘驗錄音資料，但也要有

相關錄音資料足以佐證。而筆錄重要性在於除非當事人提出有利之事實證據

推翻，否則該項筆錄將推定是當事人供述，而原則上有效，即使當事人事後

發現與事實不符，都已經簽名都推定為真正！警察機關通常為第一手接觸的

機關，離刑事案件的發生最為接近，通常記憶、表達較為清楚，警察局筆錄

是檢察官辦案最早會接觸到的資料，可見其重要性，所謂「案重初供」即是

如此！筆錄即是司法人員關於詢問及訊詢過程事實的記錄，目在在於蒐證而

非發現真實，此正如同是車禍報案，警察只是依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

對於事故進行現場的紀錄、勘查與蒐證，並不是判斷車禍該由誰負責。

         而製作筆錄的時候，當事人原則上應所知的客觀事實據實陳述，無論是

被告或告訴人，注意雖不得捏造虛構的事實，但在法官或檢察官時供述有偽

證之問題，在警察或調查局沒有偽證罪，作證或任何陳述，與其與事實相符，

倒不如先討論是否符合陳述之目的，亦即，被害人所陳述內容，不見得要與

事實相符，而是要配合事實，對於自己作有利陳述，這時候與律師討論，非

常重要！因此，律師在場，除確保程序的合法性，監督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

進行，也可以在當事人陳述與筆錄記載內容不一致，確認警察機關是否合法，

並紓解當事人受詢問時的壓力與恐慌。

         因此，每當案件起訴後，發現偵查中製作警詢筆錄、偵查筆錄的記載有

疑義時，如認為供述內容與筆錄不同者，且該供述內容影響案件事實重大者，

可以委請律師「向法院聲請拷貝警詢或是偵訊之錄音錄影光碟」，並加以核

對錄影資料與筆錄是否相符。若確實發現筆錄記載內容與實際陳述不符或有

缺漏，可聲請法院勘驗光碟，在法院正式作成勘驗筆錄，以取代原本的警詢

或偵查筆錄。如果審判中發現沒有錄音（找不到錄音光碟），也應請求法院

調查原因，實務上曾有卷宗內之「卷證標目」證物欄記載有錄影帶、錄音帶，

但事實審法院疏未注意其存置處所，致未為該必要調查，因而遭最高法院撤

銷判決之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本文摘自網路＞

0000公司-甲00先生交通事故分析意見書

壹、基本資料：

貳、警繪現埸圖：

參、本案駕駛行為與經過分析：＜依據警方之路口監視影片＞

肆、本案法理分析：

伍、本案待偵查事項：

陸、建議事項：會勘事故現場

一、發生時間：108年9月0日0733時

二、發生地點：台南市仁德區義林路與勝利路口

三、道路狀況：晴天/號誌路口/速限50KM/h

四、當事人員：1.甲車：甲00駕營大貨＜000-3371＞

                              2.乙車：乙00駕普重機＜280-000＞

五、車損狀況：1.甲車：無  2.乙車：前車頭

六、受傷情形：1.甲車：無  2. 乙車：餘員受傷

七、鑑定報告：＜台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及覆議事故鑑定委員會＞

         1.甲00駕營大貨、轉彎車未讓直行車車，為肇事原因

         2.乙00駕普重機、未注意事前狀況、煞車失控摔倒、同為肇事原因

八、司法程序：

         1.台南市地檢署：以過失傷害罪起訴甲00先生

         2.台南地方法院：以過失傷害罪審理中

九、法規依據：1.道路交通安全規則94條3項  2.道路交通安全規則102條7款

十、法規內容：1.道路交通安全規則94條3項：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

         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不得在道路

         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

         2.道路交通安全規則102條7款：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

         應依下列規定：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

十一、本件事故法理依據：

         (一)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禮讓之要件：

          1.是否兩車皆在行駛中？  2.是否兩車皆在路口停等起步？

          3.是否兩車皆＜行至＞路口？4.是否甲車停等路口乙車尚在遠方？

          5. 是否甲車起駛時、乙車尚未＜行至＞路口？

         (二)應注意．能注意、疏予注意之採安全措施之條件：

          1.符合信賴原則  2.應注意之反應條件 ＜能否預見？能否反應？＞

          3.能注意之採安全措施能力 ＜符合善盡原則＞

十二、甲00筆錄重大疑點：

          1.不了解事故過程  2.不明暸法律規定  3.不清楚答詢重點

          4.不理解警察勤務程序  5.看不懂警繪現埸圖即簽字認可

          6.於警局／鑑定會／地檢署／地院皆自承認罪

十三、本案損害賠償：

          1.乙車駕駛經判定為二等傷殘

          2.乙車耍求甲車及所屬公司損害賠償1500萬

         

(一)本圖疑點：
1.未標示機車倒地位置

2.未標示機車熬車痕／刮地痕／遺留物等證物

3.未標示機車與汽車擦撞位置及部位

4.未標示機車駕駛倒地位置
(二)未標示機車駕駛受傷部位＜摔傷／托傷／壓傷／輾傷＞

       一、本案事故過程分析：

       1.發生事故前：

               【1】甲車為停等紅燈車

               【2】乙車為行駛中車(尚未出現)

       2.甲車起步時、乙車為行駛中車(尚未出現)

       3.甲車開始轉彎時、乙車為行駛中車(已出

          現在對向聯結車後方)

       4.甲車開時轉彎調頭時、乙車正在超越在對向聯結車右側

       5.甲車轉彎己調頭時、乙車超越對向聯結車到達路口停等線

       6.甲車轉彎己調頭時乙車突然摔倒.

     ＜第一階段事故發生＞

      7.甲車轉彎己調頭時乙車突然摔倒.滑向甲車右側發生碰撞 

     ＜第二階段事故發生＞

      8.綜上分析本件事故之發生應分為(一) (二)階段

      9.本件事故的第一、第二兩個階段應各有其肇事因素及責任

照片1：大車起步   

狀況1：不見機車 ＜轉彎要讓直行＞無

照片2：大車左轉    

狀況2：不見機車＜轉彎要讓直行＞無

照片3：大車已左轉車頭，機車出現(ㄧ大車右後方)

狀況3：機車距路口停等線約15米

照片5：機車失控倒地

狀況5：機車失控倒地距大車的4米

               (機車失控倒地第一階段事故)

照片6：機車倒地與大車擦撞

狀況6：兩車相撞

               (機車倒地與大車擦撞第二階段事故)

照片中之刮痕、油漬、機車、人員皆未標於警繪圖中

照片4：大車已轉到路中，機車才到路口

狀況4：兩車相距約8米5

  二、轉彎車讓直行車之時機:道路交通安全規則102條7款

          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規定：

          1.以行駛至交岔路口為讓讓要件: 

         【1】甲車為路口停等車 / 乙車尚在遠方行駛中

         【2】甲車綠燈起步時/ 乙車尚在對向聯結車後方

         【3】甲車起步左轉時/ 乙車正在超越對向聯結車中

         【4】甲車左轉調轉車頭 / 乙車突然摔倒發生--第一階段事故

         【5】乙車突然摔倒滑向甲車左側發生碰撞產生-第二階段事故

         2.綜合上述分析顯然本件事故，不符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車禮讓

            直行車之要件規定。

  三、應注意．能注意、疏予注意之採安全措施之條件：

         1.甲車為路口停等車 / 乙車尚在遠方行駛中＜甲車無法預見＞

         2.甲車綠燈起步時 / 乙車尚在對向聯結車後方＜甲車無法預見＞

         3.甲車起步左轉時 /乙車正在超越對向聯結車中＜甲車無法預見＞

         4.甲車左轉調轉車頭 / 乙車突然摔倒發生-第一階段事故

            (1)甲車能預見但距離約10米左右.

            (2)速限50KM/h安全反應距離約為30米＞

            (3)甲車反應不及＜反應距離約10米 反應時間約0.7秒＞

            (4)正常反應時間：

            ＜生理反應0.75秒十煞車系統制動0.5/1.5秒計2至3秒＞

         5.乙車突然摔倒滑向甲車左側發生碰撞產生-第二階段事故

         1.本件第一階段事故乙機車摔倒之原因為何？其涉及因素如下：

        【1】操作失控【2】煞車故障【3】方向機故障

        【4】輪胎磨平【5】速度【6】其他

         2.本件第二階段事故甲/乙機車碰撞之原因為何？其涉及因素如下

        【1】甲車反應時間？【2】甲車反應能力？

        【3】甲車採安全措施之條件？

         3.乙機車騎士受傷情形：

        【1】第一階段摔傷事故受傷倩況?

        【2】第二階段碰撞事故受傷情況?

         勘驗重點：

         1.警繪圖疑點部份：

       【1】未標示機車倒地位置

       【2】未標示機車熬車痕／刮地痕／遺留物等證物

       【3】未標示機車與汽車擦撞位置及部位

       【4】未標示机車駕駛倒地位置

        2.未標示機車駕駛受傷部位＜摔傷／托傷／壓傷／輾傷＞

        3.兩車行駛過程之時／空／力比較：

       【1】甲、乙兩車＜行駛至＞路口過程？

       【2】甲車起駛時乙車駕駛行為？＜讓的要件＞

       【3】乙車行駛至路口時甲車調頭時預見乙車距離？＜預見能力＞

       【4】乙車失控倒地時與甲車調頭位置距離？＜反應能力＞

       【5】乙車失控倒地原因為何？

                                    人車路風險管理月旦評張漢威社長撰寫2020.1208

一、依據：

        1.董事會指示事項，擬定成立車隊風險管理工作計劃。

        2.本公司年度工作計劃.

二、目的：為維護行車安全.建立團隊守法精祌，以LINE群組相互提

         醒、關心 ，並形成車隊的安全網，利用LINE系統科技、在線上

         編有a.處理b.分析c.法律d.保險等專家的協助下處理意外事故，

         以降低工安事故及減少善後處理問題.在其（先知快報）的優勢

         作為下.使得各級幹部能有效達到風險管理的目的。

三、宗旨：(一)公司政策宣導 (二)重大事故提示 (三)行車前教育

                      (四)違規通報 (五)事故通報 (六)事故即時肇因分析

                      (七)事故處理重點提示  (八)各項安保考核依據

四、風險管理之運用：

        (一)利用科技與專業搜集有關影響交通安全管理重要資料資料。

 　   (二)有效管理交通事故、意外事故、違規之災害預防與處理。

 　   (三)減少運輸意外事故及後勤維修之不當損失以降低營業成本。

 　   (四)依資料分析策定年度交通安全訓練與物料管理重要依據。

 　   (五)依資料分析確實掌握駕駛員安全考核與調派。

 　   (六)依資料分析作為駕駛員年度獎懲依據。

 　   (七)依資料分析提供公司交通安全與管理修定之決策參考。

五、車隊風險管理意外事故現場(LINE)及時處理連線群組編成方案：

  　  步驟：1.車隊風險管理計畫擬定 2.LINE群組編組

                     3. LINE群組組長操作講習 4.實施上線 5.定期檢討與改善

                     6.大數據建立

         (一)LINE 及時處理連線群組編組原則：

         1.編組原則：以50人編為一族群為主，設組長制。

         2.人車路人員 (老師x1律師x1理賠x1客服x1) 。

         3.公司人員(總管理處x2各區x1各群組班長x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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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保險業務職業工會          黃仲銘(03-3391768)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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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隊風險管理LINE組群
即時處理專案組長培訓

通運公司車籍綜合分析表

LINE群組及時案例分享

歷  史  鑒

歷史洪流永輪轉.人心人性反覆傳.

秦漢隋唐出帝王.宋元明清多孤患

土紳劣豪寧為霸.良民雅土淪被奸.

忠臣良將百世芳.奸佞寵宦臭萬年.

風險管理客服團隊

(二)LINE及時處理連線群組編組方式：

       1. 通報群組：

           (1)類別：運輸／物流／油品／其他四大類 ＜區經理為重心＞

           (2)區分：每一業務類區分北／中／南3個區

           (3)組別：每一業務類區以50人編為1組100人以內編為2組為原則

           (4)業務類區每1組群內含:駕駛／各區業務類組長／區經理

       2. 處理群組：

           (1)各組設組長1人編入總公司LINE組群

           (2)再以全司組長＜約30人＞為核心編成一個LINE組群

           (3)本組群內含／全公司組長／區經理／業務經理／總公司／人車路   

           (4)各區業務類駕駛遇狀況先反映給組長再轉至總公司LINE組群處理

(三)組長講習：全公司組長／區經理／業務經理／總公司／人車路

(四)處理要項：

        1.交通事故2.意外事故3.違規事項4.車險理賠5.和解協議 6.司法程序

(五)LINE群組線上即時通訊要領：

        1.遇事故即刻打開雙黃警告燈.

        2.立即擺設警告三角牌(市區30公尺、快速路50公尺、高速路100公尺)

        3.救助傷患.移至安全地.  4.通報119及110(自首要件)

        5.駕駛遇事故(意外)(違規)：

        (1)即刻於LINE線上呼叫業務類區組長

        (2)業務類區組長即刻呼叫總公司LINE組群並將駕駛加入此組群

        (3)由人車路接手處理線上駕駛請求並協助處理分析及善後

        (4)總公司LINE組群內之各組長／區經理／業務經理／總公司

             同時了解及掌握狀況並及時依權責處理

        (5)各駕駛及各組長須了解運用手機照像及傳輸操作要領

      6.依照指導人員分析回答警方詢問

      7.熟記行車寶點APP中之警察勤務與作業

      8.手機通訊內容非經許可不得刪除

      9. LINE群組線上即時通訊不得傳輸其他內容

(六)現場處理程序：(接受指導老師提示)如下：

      1.拍攝路況(標誌、標線、號誌) 。

      2.拍攝現況(兩車位置).(相撞部位).(兩車車損).(煞痕/刮痕).(遺留物).(其他)

(七)後續事後處理文件 : 由相關各區領導幹部導協助申請：

      1.警繪圖 2.初判表 3.警拍影片 4.診斷證明 5.車損估價 6.其他文件

 六、LINE群組版規：

      1.禁止傳送早／晚問候圖片 2.禁止傳送非意外事故(違規)資料。

 七、LINE群組通聯記錄資料運用方式：

      1.LINE群組通聯記錄由各區事業單位彙整／月、總公司總彙整／月。

      2.人車路依總公司總彙整資料做成分析報告供每季召開乙次交通安全視訊

         檢討會含＜事故／意外／違規＞分別檢討。

      3.重大事故現場會勘由人車路派員協助．並提檢討報告。

      4.LINE群組通聯記錄資料定期彙整提供資訊處建立大數据資料庫。

八、人車路提供下列資訊以利風險管理整合：

      1.免費提供www.pcr520.com智能交通系統分析網站供組長使用。

      2.免費提供人車路行車寶典www,pcr995.com/pcrAPP值入駕駛手機中。

      3.提供年度安全教育訓練講師（培訓／警勤／法律／理賠／和解）。

      4.各群組組長加入www.pcr520.com為團體會員。

      5.www.pcr520.com智能交通專家系統網站提供下列服務：

       (1)警察勤務 (2)肇因、肇責分析 (3)保險理賠 (4)國家賠償

       (5)司法程序 (6)和解談判 (7)網路教學

九、通報方式：

      1.違規通報：如附件 (由總管處處理) 2.事故通報：如附件 (由總管處處理)

      3.事故即時肇因分析：如附件(由人車路處理)

十、資料彙整：

      1.由總管理處與人車路-共同處理   2.資科列入管理檢討與考勤依據

十一、LINE群組組長操作講習-附件

十二、組長重要協助組員申請及注意事項：*把握重要時效*

       1. 當日申請事故記錄表(單)   

       2.七日後可以申請：可上網申請 A. 現場圖 B.影／照片 (彩色最佳)

       3. 三十天後申請事故因素初判表  4. 六個月內申請鑑定 

       

5.可適時申請調解(鄉,鎮,市,區公所)(可調解三次／不成後再提刑／民 事告訴)

   保留法律追訴權 (6個月內可告刑事2年內可告民事)

一、附件資料：

二、附件（一）: 人車路交通診所專家系統網站內容

三、附件（二）: 人車路行車寶典App

四、附件（三）: 人車路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法理-70動畫分析

五、附件（四）: 肇事因素專家查詢糸統500動畫索引分析

六、附件（五）: 肇事因素專家查詢糸統100影片索引分析

七、附件（六）: 公司及時線上影音服務各區組長編組表

八、附件（七）: 公司及時線上影音服務各區網站帳號密碼表

九、附件（八）: 公司及時線上影音服務各區處理組長事故通報表

十、附件（九）: 公司及時線上影音服務各區處理組長違規通報表 

十一、附件（十）: 保密協定規範書

十二、附件（十一）: 警察現場處理勤務

十三、附件（十二）: 民刑事訴狀資料夾

十四、附件（十三）: 人車路事故肇因肇責善後處理分析表＜1＞＜2＞

十五、附件（十四）: LINE群組組長操作講習

一、計劃本文：

為維護行車安全.建立團隊守法精祌，以LINE群組相互提醒、關心並形成車隊

的安全網，利用LINE系統科技、在線上編有a.處理b.分析c.法律d.保險等人車

路專家的協助下及時處理意外事故與違規，除降低公安事故及減少善後處理

緒多問題外，且能迅速傳至有關部門協助處理．再利用此系統蒐集之公安資

料彙整編輯、有利於本公司大數據資料庫之建立，更有效助益公司人車風險

成本管理及精進營運規劃。

二、事故善後處理程序：

三、交警勤務(繪圖＼照像＼製做筆錄)搜證作用(煞痕／胎輪痕／車損／受傷)

      1. 判別方向(東／南／西／北)   2. 確定兩車行向(左右or前後or對向) 

      3. 駕駛行為(13個動作)(直行/轉彎/變道/超車/超越/迥車/倒車/停車/待轉

          起步/逆向/斜穿/搶先) 4. 預見反應時間(1.5 ～ 2秒，正常人生理反應時

      間為0.75秒十煞車制動0.5-1秒)(眼睛-大腦-雙手(腳)--踩煞車-煞停)

      5.驗證超速或未減速？6.有否做到善盡原則？

現   場  照   相

1.路況：(1)路形：右彎、左彎，有無標示(2)標誌及標線(3)車道：內外車道、

   人行道、斑馬線(4)人、車、路，現場情況照同一張相裡

2.現場：(1)人、車位置(2)煞車痕、刮地痕、輪胎痕(3)血漬、水漬、油漬、

   碎片(4)遺留物

3.車損：(1)先照對方，再照自己(2)先照沒有受損部位，已防對方作弊

4.受傷部位：(1)撞傷(最主要證據)→原因(2)摔傷→結果

※受傷部位可判別兩車的方向、行向、

駕駛行為、預見反應時間、速度及善

盡原則※照相示意圖，請見(圖一)。

警局製作筆錄：

1.詢問當事人：(保障人權)(1)是否保持緘默 (2)是否要請律師 (3)是否接受夜間偵訊

2.筆錄重點：(1)有否預見？ (2)有否注意？多少公尺？ (3)能否反應？ (4)速度多少？

                         (5)是否受傷？受損？ (6)事故經過情形？ (7)是否錯了？

四、注意與禮讓的駕駛行為：

伍、道路口優先通行順序：

六、LINE群組線上即時通訊要領：1.遇事故即刻打開雙黃警告燈 2.立即擺設警告三

        角牌＜市區30公尺、快速路50公尺、高速路100公尺＞3.救助傷患.移至安全地

        4.通報119及110＜自首要件＞5.遇事故＜意外＞ ＜違規＞即刻於LINE線上呼叫

       指導人員:(1)接受人車路線上專家協助處理分析及善後<分析/法服/保險/客服>

       (2)依程序通報組長/區經理/總公司(3)了解運用手机照像及傳輸操作要領

        6.依照指導人員分析回答警方詢問 7.熟記行車寶點APP中之警察勤務與作業

        8.手機通訊內容非經許可不得刪除 9.LINE群組線上即時通訊不得傳輸其他內容

七.、違規通報單：                                                 八、事故通報單：

九、LINE群組線上即時通訊資料下載與彙整：

     1.各組LINE群組線上即時通訊資料下載由各組組長作業.呈報給各營業處彙整.

     2.各組LINE群組線上即時通訊資料彙整由各營業處作業.再呈報給總管理處彙整.

     3.總管理處以月為單位彙整再交由人車路作統一案情分析並列為該月公安檢討資料.

     4.人車路統一分析建檔後、輸入資料庫供公司建立大數据資料庫應用.

01.16:33 葉00＜山物北＞1214

時間：12／14大約15:30  地點：平鎮新光路五段小路

事件：貨車車廂與小客車擦傷，小客車後照鏡受損，貨車看起來沒事。

貨車與轎車會車時，轎車的後照鏡外蓋掉了因司機還在行進中，馬上

靠邊停車對方看完車子後說沒事就先離開了，現在已經請司機過去備案

16:33 葉00 @張sir 請問應該如何說明，我還在警局門口，還沒進去。

16:33 葉00 等你回覆。

1640  語音通話

17:07 葉00 @張sir 寬度4米4

17:07 葉00 我的車寬2.7

17:07 葉00 @張sir 寬度4米4

17:07 葉00 我的車寬2.7

2020.1018. 定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