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不得受理調解
之事件





一、不得受理調解之事件 

- 1 - 

一、不得受理調解之事件 

編號 調解成立內容 法院不予核定理由 

1-1  聲請人甲與對造人乙間車禍

事件，聲請本會調解，雙方

同意由乙支付賠償金新臺幣

○元整，共分○期支付，每

期新臺幣○元整，自○年 1

月至○年 6 月止每月的 15

日匯入至甲之帳戶(○○銀

行 ○ ○ 分 行 ， 帳 號

000000)，若一期未匯入，

其餘各期視同到期，案經調

解成立，甲同意撤回對乙之

告訴。雙方達成和解，案經

雙方當事人同意當場製作調

解書，經調解成立，爾後雙

方不得再提出本案相關民、

刑事訴訟。 

一、 本調解事件已在第一

審法院辯論終結，依

鄉鎮市調解條例第 10

條第 3 項，不得聲請

調解。 

二、 告訴乃論之罪，於第

一審辯論終結前，始

得撤回告訴。本件既

已有第一審判決，依

刑事訴訟法第 238

條，告訴人已不得撤

回告訴。該部分調解

內容違反法律規定。 

1-2  

（3-5） 

一、 聲請人願意支付○元

正(經對造人同意)予對

造人達成和解，並聲

請人於調解成立當場

給付對造人現金○元

因本件賭博為法令禁止之

行為，其因該行為所生債

之關係原無請求權，除有

特別情形外，縱使經雙方

同意以清償此項債務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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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調解成立內容 法院不予核定理由 

整，並經點收無訛，

不另立據。 

二、 兩造自和解日起均願

意拋棄本案其餘民事

請求權。 

法而變更為負擔其他新債

務時，亦屬脫法行為，不

能因之而取得請求權。故

調解書無從核定。 

1-3  

（2-6） 

（3-35） 

有關妨害性自主侵權行為之

調解： 

一、 聲請人應向對造人等及

其未成年子女○○○

（代號）為真摰道歉。 

二、 聲請人應向財團法人犯

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捐出

一日所得計新臺幣○

元。 

三、 兩造願拋棄本事件民事

其餘請求權，並不追究

對方刑事責任。 

一、 聲請人係涉犯刑法規

範之妨害性自主罪

嫌，而上開罪名核屬

非告訴乃論之罪，性

質上非鄉鎮市調解條

例第 1 條第 2 款規定

可調解之刑事事件。

從而，本件調解書及

筆錄成立內容第三點

「並不追究對方之刑

事責任」部分，自不

得列為調解之內容，

應予刪除。 

二、 按「犯罪之被害人，

得為告訴」，刑事訴

訟法第 232 條規定甚

明。是依本件調解事

實欄記載之事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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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調解成立內容 法院不予核定理由 

案被害人依法有告訴

之權，且因聲請人之

上開侵害行為而受有

損害，故本件調解宜

將相對人之未成年子

女○○○（代號）與

相對人同列為相對

人，以杜爭議。 

三、 再者，按行政機關、

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

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

書，不得揭露被害人

之姓名、出生年月

日、住居所及其他足

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

資訊。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第 12 條第 2 項

定有明文。又裁判及

其他必須公示之文

書，不得揭露足以識

別被害人身分之資

訊。如確有記載之必

要，得僅記載其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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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調解成立內容 法院不予核定理由 

氏、性別或以使用代

號之方式行之。法院

依前項規定使用代號

者，並應作成該代號

與被害人姓名對照表

附卷。法院辦理性侵

害犯罪案件應行注意

事項第 3 點亦有明

文。本件被害人雖以

代號表示，然其父母

並未以代號表示，形

同揭露被害人之父母

資訊，恐遭識別被害

人身分，是被害人之

父母，亦應一併以代

號表示，始符合上開

法律規定，應予更

正，並製作代號、姓

名及年籍資料對照表

彌封附卷。 

1-4  一、 聲請人願宥恕對造人於

醉酒失慮狀態下對其造

成傷害之行為，並於調

「妨害性自主」屬非告訴

乃論之刑事案件，非屬

「鄉鎮市調解條例」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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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調解成立內容 法院不予核定理由 

解日在調解委員會當場

和解。 

二、 履行方式：聲請人不要

求對造人給付任何損害

賠償費用。 

三、 兩造願拋棄本事件民事

其餘請求權；並互不追

究刑事責任。 

條規定之調解事件。 

1-5  一、 對造人同意聲請人至

其住家（○○市○○

里○○路○巷○號）

單獨探視親近其所生

之未成年子女，探視

時間為每月第○週星

期○下午及第○週星

期○下午。 

二、 聲請人其餘請求均拋

棄，並不追究對造人

刑事責任。 

本件依家事事件法第 23

條規定，應經法院調解，

故不予核定。 

1-6  

（3-149） 

一、 聲請人甲同意不得靠近

對造人乙○公尺範圍以

內，並不得以文字、言

語暴力打擾對造人乙的

本件調解成立內容係屬民

事保護令之範圍，依家庭

暴力防治法第13條、第7

條規定不得進行調解，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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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調解成立內容 法院不予核定理由 

生活。 

二、 聲請人甲同意不得使用

任何網路、通訊軟體聯

繫對造人乙，並不得再

向對造人乙要求索取任

何賠償及訴諸法律途

徑。 

三、 兩造其餘請求拋棄，不

再追究有關本件之一切

民、刑事責任。 

其內容亦不能執行，故不

予核定。 

1-7  

（3-154） 

※本案聲請人為甲，對造人

為乙，甲乙之子為丙 

一、 兩造同意於○年○月○

日前共同辦理離婚登

記。 

二、 兩造同意○○縣○○鄉

○○街○號建物登記予

聲請人甲名下，對造人

乙持有二分之一所有

權，乙同意所有權僅限

轉移登記予丙，不得將

其二分之一所有權登記

予第三人。兩造同意借

一、 暫時保護令生效無法

撤回。 

二、 離婚登記無法強制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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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調解成立內容 法院不予核定理由 

名登記應向地政機關辦

理預告登記相關一切手

續。 

三、 對造人乙同意不向聲請

人甲追究之前匯款給甲

薪資之民事請求權。 

四、 兩造放棄夫妻剩餘財產

分配之請求。 

五、 聲請人甲同意撒回○○

地方法院對於乙之民事

（暫時）保護令-○年

度司暫家護字第○○

號。 

六、 兩造不在子女面前批評

對方之不是。 

七、 兩造不得將閒雜之人帶

回上開建物之家中。 

八、 雙方不得互有精神或身

體暴力行為，否則被害

之一方向法院聲請保護

令。 

九、 兩造同意在共同生活使

用之水、電、電話、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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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調解成立內容 法院不予核定理由 

斯等產生之費用，各自

負擔一半費用。 

十、 上開房屋之大門鑰匙各

一副，不得故意上鎖，

不讓他方進入。 

十一、 車庫應優先由甲所

有之車號○○○○

號自小客車及兒子

丙所有之自小客車

優先使用。 

十二、 上開和解事項，兩

造均應遵守，如有

一方違約造成他方

損害，必須負損害

賠償之責。 

1-8  一、 聲請人甲同意給付新臺

幣（下同）○元整作為

本案對造人依法可請求

之全部財產上及非財產

上損失之全部費用，以

上費用含汽機車強制責

任險。 

二、 付款方式：於○年○月

法務部（ 80）法律字第

164 號函：「按國家賠償事

件，依其性質非屬鄉鎮市

調解條例第 1 條第 1 款規

定可以調解之民事事件。

本件鄉鎮市公所清潔隊員

駕駛垃圾車肇事。當時如

係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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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調解成立內容 法院不予核定理由 

○日前給付完畢。 

三、 聲請人甲、○○市政府

○○局損失自行負責，

不另求償。 

四、 兩造同意以上調解結

果，並同意放棄本件其

餘民事請求權及刑事不

追究並同意撤回告訴。 

則屬國家賠償法之適用範

圍，請求權人如欲請求賠

償，應依該法有關規定以

書面向該隊員所屬機關請

求之，不得逕向鄉鎮市區

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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