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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道路交通事故鑑定法理運用現況分析

2.1  概說
道路交通事故鑑定法理之運用，從法理之基礎上去深思探討，有許

多值得我們去研討的空間，及研擬一些改進的辦法。首先提出下列幾個

問題加以說明：

（一）法律面或法令面是不同層次的東西，法律是規範行為，而法

令是執行法律的方法或手段，不能因為法律不易執行或執行有爭議而修

改法律，那將貽笑大方或後患無窮。就如司法是審判，而鑑定只是裁決

或裁判，其意義卻差之千里。

（二）什麼是「路權」？其與「人權」熟重？我國的交通法規裡，

訂的是「路權」優先通行順序，實質的內涵就是「注意」或「禮讓」，

與各國的法律是相通的。德國、日本所宣導的「信賴原則」，「注意」

或「禮讓」，為其路權優先順序的法理基礎。從語意裡，也可以看出

「路權」是保障「人權」的，不因行人未走斑馬線或地下道就「白

死」，還得要看汽車駕駛人有無注意？有無禮讓？有無反應時間或距

離？有無採取安全措施？才能考慮雙方之肇事因素。因此，路權只能訂

優先順序，而不能絕對擁有。路權是以保障人權為目的，違規不等同肇

事因素。肇事因素是以「注意」與「禮讓」來考慮雙方之路權優先通行

順序。

本章節就道路交通事故鑑定法理之基礎進行論述，闡明法理之基本

要項，針對法理進行基礎分析，說明道路交通事故之含意，接著對駕駛

行為之法理進行探討，分別就停與停讓之法理，應注意、能注意、未注

意之法理，以及行近、行經、行至之法理進行說明，茲分述如後。



.32.

2.2  道路交通事故法理基礎

2.2.1  法理基本要項
1. 保障人權：中國大陸、德國、日本、歐盟、臺灣，以保障人權
作為訂定法律法理之基本精神與要件。不因其用路時違規，甚

或違法，而喪失人權的保障。唯有司法才能審判其過失，而非

任何守規則的用路人有裁罰的權利。

2. 信賴原則：以德國、日本為主，從西元1920年始，至今已實用
了近90年的信賴原則是用路人都信任對方，應遵守某種規定或
應注意或應禮讓，而建立道路通行優先順序的法理基礎。其理

論基礎就是預見、反應、採取安全措施、善盡避讓等作為，以

達保障安全的目的。

3. 路權通行優先順序：中國大陸、德國、日本、臺灣等的道路交
通法採用。並區分下列幾個考慮原則：

（1）路況原則：天候、路形與道路設施。
（2）車況原則：非機動車與機動車。
（3）人的原則：行人與駕駛。
（4）人+車+路+景況通行中之相互關係與禮讓之優先順序。

4. 注意與禮讓：中國大陸、德國、日本、臺灣、歐盟區等的道路
交通法採用，以注意與禮讓，為訂定道路通行優先順序之主要

條件，從人、車、路關係之確立，分注意方與禮讓方、並以法

律決定各方優先通行順序。

5. 清道、淨空原則：中國大陸、德國、日本、臺灣、歐盟區等的
道路交通法，以清道、淨空原則，為訂定各類交岔路口及複雜

路況，來區分注意方與禮讓方，以保障行車安全與順暢，並作

為道路優先通行順序之主要法理思維概念。

2.2.2  法理基礎分析
路權是以保障人權為主要目標，所有的道路設計、各種路況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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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都是以保障人權為主要考慮事項。而路權與人權之關係，應

以保障人權為主要考慮思維，路權沒有所謂的「絕對路權」，有道路優

先通行權者應注意，無優先通行權者應禮讓再通行。任何用路人在道路

上行駛，都有注意與禮讓的責任與義務，這是尊重人權最重要的觀念。

信賴原則是德國首創，萌芽於二次世界大戰前，與道路優先通行權

一併考慮，如紅燈停、綠燈行，行駛于綠燈方之車輛，無需考慮會有闖

紅燈者駛入。因此，信賴其左、右方，絕無可能有人、車闖入，而需要

減速慢行。倘若有人、車未遵守此一信賴原則而發生事故，綠燈方不用

負任何責任（起駛車除外）。又如果，直行車發現前方路邊有一行人在

行走，因此，按喇叭警示告知其身後有車輛接近，不得任意行走機動車

道，但是，當行駛車接近行人時，行人突然轉向進入機動車道，而遭行

車撞擊，經查該行人又為聾子，就信賴原則而言，行駛車已善盡告知之

義務，行駛車信賴行人已瞭解行駛車之警告，而應保持行向。行人突然

轉向，非行駛車始料未及，且又無法及時反應採取安全措施。更無法預

知行人為聾子，聽不到行駛車之警告。基於信賴原則，行駛車經法院審

理，應無過失，而判無罪。

因此，信賴原則之建立是保障：

1. 用路人雙方之人權。
2. 保障有道路優先通行權者之行駛安全與順暢。
3. 保障用路人之正常駕駛行為。
4. 確立用路人雙方應注意、應禮讓之行車秩序。
5. 考慮行駛者有無預見及反應時機。
信賴原則之前提是人人都遵守交通規則，人人都信守優先通行權之

秩序，此等亦是建立法治社會最重要之法理基礎，亦是尊重人權最具體

之法律思想與作為。中國大陸、德國、日本、歐盟、中國臺灣等，都是

以此為訂定交通法律之主要法理依據。

在道路優先通行順序方面，路分直路、彎路、叉路。道分機動車

道、非機動車道、行人道。路況分有標誌、標線、號誌及無標誌、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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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信號燈。道路上的天候、設施、環境與景況則是千變萬化。而車輛

之種類大約分機動車與非機動車，加上行人就構成人、車、路，環境四

大要素。而成了複雜多變的四個立體三角形的無窮變數。再加時、空、

力（速度）及長、寬、高之影響。因此，路權優先順序之訂定，就特別

重要了。在各國的交通法律裡，訂定路權優先通行順序之駕駛行為是用

禁止、警告、限制、停讓、注意、遵行等方式，來做為道路優先通行順

序遵守的規範，分述如下：

1. 注意與禮讓
  注意與禮讓是訂定路權優先通行順序之主要專案，依照「信賴
原則」，用路人無論駕車或行走在使用道路時，皆有注意之

義務。注意方有減速之義務，禮讓方有停車再開之義務與責

任。因此，我們必須依照人、車、路、環境制定用路人無論在

何時、何地、何種行為，其注意方或禮讓方之優先順序，道路

優先順序能維持，交通才有秩序、暢通。注意與禮讓亦是根據

人、車路及環境的條件而訂定，它與路權優先通行順序是一體

之—

（1）注意方：注意車前狀況，保持安全距離或減速慢行
（2） 禮讓方：停車、先讓、再開（意即一定得停車、再讓、再

行駛）

2. 清道或是淨空原則，是指交叉路口，由各種不同方向進入或駛
出的車輛，為了保障其行車安全，為了路口的車輛行車順暢，

為了減少路口停等的時間，增加他方的流量或是減少他方的障

礙，而訂定的道路通行優先等級。

2.3  道路交通事故的界定

2.3.1  交通事故之含義
什麼叫汽車交通事故？其定義所指範圍為何？其中涉及處理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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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處理的方式、肇因的分析、責任的認定、以及司法程序、理賠方

式⋯⋯等。可說是涉及甚廣，根據實務的經驗，一件交通事故案件很可

能涉及違法的因素，包括下列幾種：

1. 刑事當交通事故處理。
2. 假車禍詐財。
3. 詐領保費。
4. 製造車禍（因犯意）。
5. 因交通工程，設施不當所造成之事故。
6. 因車輛機械原因。
因此，若不審慎處理，其危害社會之程度，是無法想像的。尤其是

涉及刑案，詐領保險，詐財的案件，幾乎天天都在發生。我國實施之道

路通安全法，交通事故是指車輛在道路上因過錯或者意外所造成的傷亡

或者財產損失的事件。對此定義，綜合其他各國法理，提出下列看法，

以供參考或研究。

1. 我國交通事故之定義應含下列因素：
2. 必須發生在道路上（屬公路法所稱之道路）。
3. 一方一定是車輛（含非機動車）。
4. 一方車一定是在行駛中（有駕駛行為）。
5. 一方必須是死亡，或受傷，或產生財損。
6. 不得為故意之行為。
7. 不得涉及刑案。
前四項在世界各國，都採用同樣認知與標準。我國、日本、美國、

已實行僅屬財損者，由當事人自行處理，或由保險公司處理。（本狀況

涉及假車禍最多，詐領保費或詐騙對方）。在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所

稱之交通事故，除上述第1、4因素外，凡是駕駛因「過錯」或「意外」
所造成之事故也稱之為交通事故。在實務裡，法官或是當人常問一句

話，某「有錯」或者「犯錯」，為何沒有肇事責任？或是當事人騎車或

開車，不明原因的失控、摔倒、翻車、撞路樹、撞電杆為何不是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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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法獲得理賠。因此「過錯」或「意外」是必須更嚴謹去認定或詮釋

的。

2.3.2  過錯與意外之分析
「過錯」是指故意行為、非故意行為及涉及刑案等行為，其分析如

下表所示。

表2-1　過失分析表

甲
、
故
意

a.無照
b.超速
c.酒後駕駛(0.25mg/l以上) 
d.闖紅燈

e.因故看不順眼對方
f.故意不遵守交通規則
g.競駛
d. h.涉及公共危險之危險駕駛行為

乙
、
非
故
意
︵
違

規
︶

a.未注意
b.未禮讓
c.精神不集中
d.與鄰座交談
e.打行動電話
f.未遵守交通規則

g.未遵守標誌、標線、號誌
h.因爆胎情況失控
i.因機械故障失控
j.因天候因素失控
k.其他因危險駕駛行為而失控  
f.未遵守交通規則

丙
、
涉
及
刑
案

a.因感情⋯
b.因財務⋯
c.因仇恨⋯
d.因誤認⋯
e.因偷竊⋯

f.因飆車
g.因違反公共危險⋯
h.因酒醉超過0.55mg/l以上⋯
i.因詐騙⋯
j.因串通設計⋯

從以上分析認知，非故意的駕駛行為（違規）所造成的過錯，屬交

通事故才算合理，不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或利用車輛作為犯罪工具。

「意外」應區分下列因素：（僅涉及1車或是未發生在道路上）
1. 因道路狀況所造成
2. 因車輛機械故障所造成
3. 因駕駛未遵守交通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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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駕駛故意行為所造成
5. 因駕駛涉及刑事所造成
6. 因天候狀況所造成
7. 其他因素（因使用或管理交通工具所造成）
8. 因無法抗拒或迅速採有效安全措施而致

2.2.3  交通事故類別
由於發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因素及型式繁多，其涉及處理的員警單位

權責不一，尤其涉及民、刑事的司法程序更為複雜。再加上多元化的保

險理賠，牽涉甚廣，且糾紛不斷。因此，事故分類就顯得格外重要了。

僅就實務所得，參照多項法令、法規區分如下表：

表2-2　汽車交通事故類別區分表

項目

分區
事 故 型 態 事故類別 涉及範圍

屬強制責

任險範圍

處理

單位
附 記

1 汽車撞路樹 單一或意外 1汽車 否 交警 賠乘客

2 汽車撞電杆 單一或意外 1汽車 否 交警 賠乘客

3 汽車撞橋墩 單一或意外 1汽車 否 交警 賠乘客

4 汽車撞凹洞 單一或意外 1汽車 否 交警 賠乘客

5 汽車撞人孔蓋 單一或意外 1汽車 否 交警 賠乘客

6 汽車撞安全島 單一或意外 1汽車 否 交警 賠乘客

7 汽車撞出路外 單一或意外 1汽車 否 交警 賠乘客

8 汽車撞行人 交通事故 1汽車1行人 是 交警 賠當事人

9 汽車撞慢車 交通事故 1汽車1慢車 是 交警 賠當事人

10 汽車撞機車 交通事故 1汽車1機車 是 交警 賠當事人

11 汽車撞汽車 交通事故 2汽車 是 交警 賠當事人

12 汽車撞火車 交通事故 1汽車1火車 是 交警 賠當事人

13 汽車不明原因翻車 意外 1汽車 否 管區 ？待查

14 機車不明原因倒地 意外 1機車 否 管區 ？待查

15 慢車不明原因倒地 意外 1慢車 否 管區 ？待查

16 汽車撞殘障車 交通事故 1汽車1殘障車 是 交警 賠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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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汽車交通事故類別區分表（續）
項目

分區
事 故 型 態 事故類別 涉及範圍

屬強制責

任險範圍

處理

單位
附 記

17 汽車撞滑板車 交通事故 1汽車1滑板車 是 交警 賠當事人

18 汽車撞農機車 交通事故 1汽車1農機車 是 交警 賠當事人

19 汽車撞工程車 交通事故 1汽車1工程車 是 交警 賠當事人

20 汽車撞報廢車-行 交通事故 1汽車1報廢車 是 交警 賠當事人

21 汽車撞報廢車-停 單一或意外 1汽車 否 交警 賠乘客

23 機車撞慢車 交通事故 1機車1慢車 是 交警 賠當事人

24 機車撞行人 交通事故 1機車1行人 是 交警 賠當事人

25 機車撞火車 交通事故 1機車1火車 是 交警 賠當事人

26 機車失控滑倒 單一事故 1機車 否 管區 賠乘客

27 機車駛出路外 單一事故 1機車 否 管區 賠乘客

28 飛機撞汽車 空難 1飛機1汽車 否 航空
不賠

（航空賠）

29 汽機車爆胎 意外 1汽(機)車 否 交警 賠乘客

30 汽機車煞車失控 意外 1汽(機)車 否 交警 賠乘客

31 汽機車機械失控 意外 1汽(機)車 否 交警 賠乘客

32 駕駛因病失控 意外 1汽(機)車 否 交警 賠乘客

33 汽機車駕駛因酒醉 刑案 1汽(機)車 否 交警 賠乘客

34 行人不明原因倒地 意外 1行人 否 交警 待查

2.3.4  交通事故與理賠
道路交通事故應屬於偶發事件，僅涉及雙方駕駛或一方駕駛，因

駕駛行為之疏忽，未充份注意或確實禮讓，違反了交通規則，而導致肇

事，致使一方或雙方亡故，受傷或造成財損，始稱之為交通事故（單純

之違章行為）。

為何對交通事故的認定要如此嚴謹，主要是為了突顯下列諸問題：

1. 刑案當交通事故處理。
2. 詐領保險費。
3. 臨時起意或故意的違規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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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用交通工具做犯罪行為。
5. 受易肇事路段之影響。（涉及國家賠償）。
6. 保險人、被保險人與保修廠之勾結行為。
7. 增加道路養護單位，對道路狀況之維護，善盡其管裡職責。
8. 保障用路人合法權益。
9. 維護社會善良風俗。
10. 杜絕浪費社會資源，節省用路人保險費負擔。
不是兩車相碰就屬交通事故，保險就得理賠。而是要視是否屬「道

路交通事故」。因此，用路人就應格外小心駕駛，凡是交通事故一律報

警處理，不能便宜行事，否則遭人利用而不自知。更不可以利用以往的

陋規、惡行騙取保費，而觸犯法令、法規。

2.4  道路交通駕駛行為法理探討

2.4.1  「讓」與「停讓」之法理
「讓」這個字，在交通法規裡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是路權優

先通行順序的重要規範，它導引、限制著用路人在道路上所有行為。舉

凡標誌、標線、號誌等設施，都含有「讓」的限制或指示之用路行為。

「讓」的行為是員警執法、肇事鑑定、司法審判、保險理賠、民事和解

的重要考慮因素之一。「讓」是一種用路人的行為，包括駕駛行為及走

路行為，也是用路人在使用道路時的一種界線，為了維護人權、保持交

通順暢，確保用路人安全，必須遵守的界線。

讓區分為「讓」與「停讓」兩種不同的用路人行為，以因應不同的

路形、路況、他車的駕駛行為。首先將「讓」與「停讓」的有關法令規

定分述如後：

1、有關「讓」的部分：
（一） 例如（1）支道車讓幹道車，（2）左方車讓右方車，

（3）上坡車讓下坡車，（4）轉彎車讓直行車等等之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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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行為。

（二） 是以「讓」為規範的如：（1）起步車應讓，（2）變換
車道及由外進入車道應讓直行車，（3）上坡車應讓下坡
車，靠山壁車應讓外緣車，（4）被超車應讓超車者，
（5）對向行駛右轉車應讓左轉車，（6）應讓以進入圓
環及內側車道車等等之駕駛行為。

2、有關「停讓」的部分：
（一） 以駕駛行為「停讓」為規範的，例如（1）支線應停讓、

轉彎車應停讓、左方車應停讓，（2）行人穿越道前應停
讓，（3）火車平交道應停等。

（二） 以標誌、信號為「停讓ｌ為規範的，例如（1）停，
（2）讓，（3）停、看、聽，（4）閃光紅，（5）閃光
交替等等之駕駛行為。

3、從以上的法規裡可以看出「讓」與「停讓」最大的區別，在於
無號誌交叉路口處。以駕駛行為來看，是以支線車應停讓幹線車，左方

車應停讓右方車，同為幹線或支線，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因此，在法理

上「停讓」具有下列特性：

（一）無號誌路口。

（二）必須行至（到達）路口。

（三）路口設停等線。

（四）路口設有標誌、標線、閃光號誌。

（五）必須遵守停、讓、再起步的駕駛行為。

（六）以「行至」停等線而論駕駛行為。

而「讓」的行為具有下列特性：

（一）不限叉路口。

（二）在行進中。

（三）讓與被讓有互動關係。

（四）若是路口是以「行至」（通過）論駕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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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從法理角度來看，「讓」受時、空、力（速度），雙方的認
知，彼此行為的影響而富有變化的。因此，危險性高，爭議多，肇責難

定。而「停讓」是固定的、無彈性的，只能照辦。因此，訂法規者將最

危險的路況、最易肇事的行為、最有爭議的動作，都用停、讓來規範用

路人行為，以維護交通順暢與安全。

2.5  應注意能否注意而未注意之法理
「注意」是交通法規裡最重要的用語，幾乎每一法條，都與注意

有關。凡是駕駛人、行人、其他用路人，在道路上的任何行為，都受注

意的限制與約束。注意本身就是一種行為，也是「信賴原則」中，有無

預見的主要條件。無論警方的罰單、肇事鑑定報告、司法起訴或判決，

都是以應否注意、能否注意的行為，作為依據。因此，注意的行為設

為路權優先通行順序的法理基礎，在所有的駕駛行為裹，皆分為注意方

與禮讓方。若發生事故，注意方必須負50％以下的肇因，而禮讓方必須
負50％以上的肇因。再依據注意方的條件，應注意的行為，能否預見、
能否反應、能否採取安全措施、能否避免發生肇事的時、空、力（速

度）、等因素，而決定其疏予注意的程度，再決定其應負的肇因比例。

「注意」是一種行為，亦是一個過程。它是從眼睛至大腦反應，到

腳踩煞車，至車子停止或發生事故為止。總計在1.5秒-2.5秒之間，約10
米-50米的距離。「說時遲、那時快」是「注意」的最佳的寫照，法理稱
為「反應」。因此「應注意」、「能注意」、「疏於注意」、全賴能否

「反應」，作為追究肇因責任之基礎。現就「應」注意的法理內涵作以

下分述，為研究之參考。

2.5.1  「應」注意的行為有那些：
1. 行人：
（1）注意來往有無車輛。
（2）注意行走地下道、天橋、行人穿越道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