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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公告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29 日 

交路監（一）字第 10697000671 號 

主  旨：預告修正「鐵路行車及其他事故損害賠償暨補助費發給辦法」部分條文。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 修正機關：交通部。 
二、 修正依據：鐵路法第六十二條。 
三、 「鐵路行車及其他事故損害賠償暨補助費發給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

另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站（http://www.motc.gov.tw），「交通法規／交通法規即時檢索

系統／草案預告區」網頁。 
四、 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 60 日內陳述意

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交通部鐵路營運監理小組。 
(二) 地址：臺北市仁愛路 1 段 50 號。 
(三) 電話：02-8072-3333 轉 1205。 
(四) 傳真：02-8969-1519。 
(五) 電子郵件：chfhuang@hsr.gov.tw。 

部  長 賀陳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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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行車及其他事故損害賠償暨補助費發給辦法現行規定係依一

百零三年六月十八日修正前鐵路法第六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授權訂定，

自六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訂定發布施行，迄今已歷經五次修正，最近

一次修正施行為九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為增進鐵路行車安全，並遏阻行為人故意或過失造成鐵路行車及

其他事故，導致人員傷亡及社會成本增加，爰配合一百零五年十一月

九日鐵路法第六十二條修正內容，明確排除因受害人之故意或過失行

為所致之行車及其他事故，鐵路機構不予給付卹金或醫藥補助費。 

總計本次修正五條，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 因應鐵路法第六十二條第一項修正，本辦法適用範圍已由鐵路變

更為鐵路機構，爰修正本辦法名稱為「鐵路機構行車及其他事故

損害賠償暨補助費發給辦法」。（修正名稱） 

二、 配合鐵路法第六十二條第三項修正，修正本辦法授權依據。（修正

條文第一條） 

三、 配合鐵路法第六十二條對於卹金或醫藥補助費發給基準相關規

定，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三條及第七條） 

四、 增訂因受害人之故意或過失行為所致之行車及其他事故，鐵路機

構不予給付卹金或醫藥補助費 。（修正條文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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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鐵路機構行車及其他事故

損害賠償暨補助費發給辦

法 

鐵路行車及其他事故損害

賠償暨補助費發給辦法 

因應鐵路法第六十二條第

一項規定修正，本辦法適

用範圍已由鐵路變更為鐵

路機構，爰配合修正本辦

法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鐵路法

第六十二條第三項規定

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鐵路法

第六十二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 

因應鐵路法部分條文於一

百零三年六月十八日修正

發布，修正同法第六十二

條授權規定，爰配合修正

變更本辦法授權依據之鐵

路法項次。 

第二條 鐵路機構因行車

及其他事故致人死亡、

傷害或財物毀損、喪失

之損害賠償、卹金或醫

藥補助費發給基準，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本

辦法之規定。 

第二條 鐵路因行車及其

他事故致人死亡、傷害

或財物毀損、喪失之損

害賠償及補助費發給標

準，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依本辦法之規定。 

一、文字修正。 

二、 配合鐵路法第六十二

條規定進行文字修

正。 

三、 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

規定「標準」係為法

規名稱，爰配合鐵路

法第六十二條第三項

規定，將本辦法原

「標準」一詞修正為

「基準」。 

第三條 因可歸責於鐵路

機構之行車或其他事

故，致人死亡或傷害

者，除醫療費用由鐵路

機構負責支付外，其賠

償基準如下: 

一、受害人死亡者，新

第三條 因可歸責於鐵路

機構之行車或其他事

故，致人死亡或傷害

者，除醫療費用由鐵路

機構負責支付外，其賠

償標準如下: 

一、受害人死亡者，新

一、文字修正。 

二、 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

規定「標準」係為法

規名稱，爰配合鐵路

法第六十二條第三項

規定，將本辦法原

「標準」一詞修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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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幣 二 百 五 十 萬

元；其重傷者，新

臺 幣 一 百 四 十 萬

元；其非重傷者，

最高金額新臺幣四

十萬元。 

二、受害人能證明其受

有更大損害者，得

就其實際損害，請

求賠償。 

 前項所定基準，

不影響請求權人之訴訟

請求權。 

臺 幣 二 百 五 十 萬

元；其重傷者，新

臺 幣 一 百 四 十 萬

元；其非重傷者，

最高金額新臺幣四

十萬元。 

二、受害人能證明其受

有更大損害者，得

就其實際損害，請

求賠償。 

 前項所定標準，

不影響請求權人之訴訟

請求權。 

「基準」。 

第四條 鐵路機構因行車

或其他事故，致人死亡

或傷害，而能證明其事

故之發生，非可歸責於

鐵路機構者，除事故之

發生係出於受害人之故

意或過失行為者不予補

償外，對於受害人之死

亡或傷害，所應酌給卹

金或醫藥補助費，其發

給基準如下: 

一、受害人為旅客，其

死亡者，最高金額

新臺幣二百五十萬

元；其重傷者，最

高金額新臺幣一百

四十萬元；其非重

傷者，最高金額新

臺幣四十萬元。 

二、受害人非旅客者，

按前款之基準減半

第四條 鐵路機構因行車

或其他事故，致人死亡

或傷害，而能證明其事

故之發生，非可歸責於

鐵路機構者，對於受害

人之死亡或傷害，仍應

酌給卹金或醫藥補助

費，其發給標準如下: 

一、非因受害人之過失

所致者： 

(一) 受害人為旅客，其

死亡者，最高金額

新臺幣二百五十萬

元；其重傷者，最

高金額新臺幣一百

四十萬元；其非重

傷者，最高金額新

臺幣四十萬元。 

(二) 受害人非旅客者，

按前目之標準減半

辦理。 

一、 配合鐵路法第六十二

條第二項規定進行文

字修正。為增進鐵路

行車安全，並遏阻行

為人故意或過失造成

鐵路行車及其他事

故，導致人員傷亡及

社會成本增加，明確

排除因受害人之故意

或過失行為所致之行

車及其他事故，鐵路

機構不予給付卹金或

醫藥補助費之修正內

容。 

二、 另依據中央法規標準

法規定「標準」係為

法規名稱，爰配合鐵

路法第六十二條第三

項規定，將本辦法原

「標準」一詞修正為

「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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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二、因受害人之過失所

致者： 

(一) 受害人為旅客，其

死亡者，最高金額

新臺幣十萬元；其

受傷者，核實補助

醫藥費，最高金額

不超過新臺幣七萬

元。 

(二) 受害人非旅客者，

不予補助。但得按

實際情形酌給慰問

金；其最高金額不

超過新臺幣五萬

元。 

第七條 鐵路機構因行車

及其他事故，致旅客或

託運人財物毀損、喪

失，應歸責於鐵路機構

者，其賠償額之基準如

下： 

一、託運人託運之貨

物、行李、包裹，

按 民 法 之 規 定 賠

償，旅客未託運之

隨身攜帶物品，除

依照規定之免票孩

童不予補償外，每

一旅客最高金額不

超 過 新 臺 幣 一 萬

元。 

二、前款以外非運送財

物毀損喪失者，由

雙方協議定之。 

第七條 鐵路機構因行車

及其他事故，致旅客或

託運人財物毀損、喪

失，應歸責於鐵路機構

者，其賠償額之標準如

下： 

一、託運人託運之貨

物、行李、包裹，

按 民 法 之 規 定 賠

償，旅客未託運之

隨身攜帶物品，除

依照規定之免票孩

童不予補償外，每

一旅客最高金額不

超 過 新 臺 幣 一 萬

元。 

二、前款以外非運送財

物毀損喪失者，由

雙方協議定之。 

一、文字修正。 

二、 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

規定「標準」係為法

規名稱，爰配合鐵路

法第六十二條第三項

規定，將本辦法原

「標準」一詞修正為

「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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