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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车撞
坏了？

关于在法庭内外为您的车辆 
申请损害赔偿的相关信息

Simplified ChineseCrashed your 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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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将为您介绍当您的车辆在车
祸中受损时，您需要采取的重要步
骤： 

	● 车祸后 

	● 申请索赔 

	● 收集证据 

	● 获取报价单 

	● 协商由谁付款 

	● 支付损害赔偿 

	● 发送索赔信

	● 回复索赔信 

	● 法院诉讼 

	● 强制执行法院令。

但是，本手册中的信息并未包含车祸后可能发生的所
有情况，如您需要更多信息，请寻求法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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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所适用的 
阅读群体

本手册不适用于人身伤害索
赔。 
新南威尔士州所有车主都必须投保第三方
人身伤害 (green slip) 强制责任险 (CTP)。但 
CTP 只涉及人身伤害索赔，而不包括财产损
失索赔。

如果您因车祸受伤，即使是您的责任，也请立
即致电 1300 656 919 联系新州保险监管局 
(SIRA)。他们可以帮助您申请索赔，因为索赔
存在严格时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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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已经投保财产损失险 
如果您已投保，您可以向保险公司要求索赔。

但是，您需要决定是否根据保单索赔。如果您要求索赔，那么
当您需要承担事故责任时，您可能需要支付免赔额，并且您
可能会失去无索赔记录者能够享受的保险费折扣。

财产损失险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1.  综合保险，赔偿范围包括您自己车辆的损坏以及对其他
车辆和财产造成的损坏，无论事故是否由您造成。

2. 第三方财产险，通常只赔偿您对其他车辆或财产造成的
损坏。但如果对方司机需要负责，并且他没有投保时，您
还可以根据您的第三方财产保单中往往不为人所知的
未保险驾驶者扩展 (UME) 条款，为您的车辆索赔（往往
最多可以索赔 5,000 澳元左右）。

 小贴士
在您承认车祸责任或进行任何谈判前，您应当先与您
的保险公司讨论事故情况。

在您的保单中，通常有一个条款，规定您不得承认任
何事故或损害责任。

车辆保险



您的索赔已被拒绝？
如果您的保险公司拒绝了您的索赔（或保险公司延迟做出支付
索赔的决定，或保险公司称“您不能根据该保单提出索赔”），那
么您可以要求您的保险公司对该决定进行内部审核。

如果这仍然无法解决您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争议，您可以随时向
澳大利亚金融投诉局 (AFCA) 提出投诉。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afca.org.au 或拨打电话 1800 931 678。

澳大利亚金融投诉局 (AFCA) 是什么机
构？
澳大利亚金融投诉局是一个面向消费者的免费独立争议解决
机构。创建该服务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您与保险公司间产生的
各类争议。

您可以在保险公司发出最终拒绝理赔信起两年内，或您最初发
现损失之日起六年内——以较早者为准——向澳大利亚金融投
诉局提出投诉。如果您对适用时限存在疑问，那么最好直接向
澳大利亚金融投诉局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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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金融投诉局 
(AFCA)：解决您的保险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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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
严重事故应立
即报警。例如，
如果有人受伤
或被困。

您出了车祸

✆

1
谁应承担责任？
任何未能合理谨慎驾驶的司机都需
要为事故中造成的损害负责。但车
祸责任并不容易确定，有时两位
司机都有责任。

即使警方并未因违章驾驶而起
诉您，并不意味着您无需负责。
违章驾驶（刑事责任）和损坏责任

（民事责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如果车辆的所有者是您，但是该车辆由其他
人驾驶，并且司机是您的“代理人”（例如您的
朋友为您办事时开了您的车），那么如果他是
事故责任方，您可能也需要承担责任。在此类
情况下，司机也仍然需要承担同样的责任。 

报警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您必须报警： 

●	 有人受伤或被困 
●	 需要警方指挥交通或处理危险情况 
●	 需要将车辆拖走 
●	 任何相关人员未能交换联系方式，或 
●	 肇事司机可能受到酒精或药物/毒品影

响。

如果未出现上述情况，则警方无需前往车
祸现场。如果需要拖车，那么在离开车祸现
场后，请尽快将车祸情况告知警务援助热线 
(PAL)，电话：131 444。



7

您出了车祸

获取对方司
机的联系
信息

收集证据

记录现场和
车辆损坏
情况

获取证人提
供的详细
信息

事故之后2
在现场
	● 所有司机均需要彼此提供姓名、联系方

式、驾驶执照和车牌号。写下对方车辆的
信息。 

	● 获取证人的详细信息。 
	● 记录事故情况以及对财产造成的任何损

害。 
	● 拍摄照片（例如路上的刹车痕或碎片），或

画出事故现场图。 
	● 记录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路灯、交通状

况、天气以及任何其他您认为可能与车祸
有关的信息。 

	● 如果警察出警，他们将与每位司机和证人
交谈。他们可能会开出罚单。请询问警察
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之后，如有需要，您可
以要求获取一份警方报告的副本（查看更
多信息并获取帮助）。

收集证据
如果您未能在事故现场获得这些信息，您应当在
事故之后尽快开始收集。要求证人为其看到的情
况出具书面声明。

画出事故现场示意图。拍摄车辆损坏情况的照
片，如果案件最终需要由法院处理，这些证据将
会非常有用。



8

获取报价单

 小贴士
要求证人在忘记细节之前写下书面声明。 

详见上文列表。

从车辆维修商处获取一份报价（或多份报价)，
以证明您车辆的受损情况。您可以为合理的
维修费用申请索赔。

如果维修费用超过了更换车辆所需的费用，
那么您的车辆将会被视为报废车。如果您的
车辆报废，请获取一份事故前车辆价值的报
告，并减去任何残余价值。一些机动车组织会
向会员提供报废估值报告，但需要支付费用，
或者您也可以联系损失理算师或估值师。

 小贴士
获取有关车辆损害情况的多份报价单，可
以为协商提供帮助。

您可能还有权获得其他支出或损失的赔偿，
例如拖车费、个人财产损失和租用替代车辆
所需的费用。如果案件需要由法院审理，您还
可以要求获得利息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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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索赔信

如果您选择不进行保险索赔或您没有保险，
并且您认为对方司机应承担责任，那么您可
以就事故责任、损害情况和付款时间与其进
行协商。

如果您认为对方司机应承担责任，请写一份
索赔信 (letter of demand)。要求对方司机
赔偿车辆维修费用和任何其他损失，并随信
附上一份报价单副本。要求对方司机在一定
时间内回复，例如 14 天。您应当保留好报价
单原件和索赔信副本。

如果您收到对方提出的索赔要求或索赔信，
那么您最好及时回复。如果对方司机有保
险，您可能会收到其保险公司寄来的信函。
如果您认为自己不存在过失，应回信说明。
如果您对维修费用有异议，您可以获取一份
独立报价单。如果您认为您只应承担部分责
任，请提出合理的赔偿金额。

在任何信件内容前面加上“合法权利不受损
害 (without prejudice)”几个字，使其无法
作为后续法院审理的证据。

您可以直接与对方司机协商或通过独立调
解人协商。如果您决定和解，应确保订立书
面协议，并由双方签字。协议中应说明该协
议完全且最终地解决了索赔，否则，您在协
议中支付的款项可能会被认为仅仅是部分
款项。

回复索赔信

协商
尝试自己或通过
调解人与对方
司机协商赔偿
问题。

协商由谁付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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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协商失败，您的下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法
院诉讼。在提起诉讼前您必须谨慎考虑。如果
您败诉，那么您可能必须支付对方律师费。即
使您胜诉，您也可能无法收回任何款项。同
时，诉讼可能很耗时间，还可能带来压力。如
果您确定提起诉讼，那么您需要知道对方（一
方或多方）的姓名和地址，这通常是指司机，
但也可以包括车主。

通常而言，财产损害的诉讼必须在事故发生
之日起 6 年内提出。年龄在 18 岁以下的司
机必须在其年满 18 岁之日起六年内提出索
赔诉讼。

地方法院有两个受理索赔诉讼的法庭： 

● 小额索赔诉讼庭受理最高 20,000 澳元
的诉讼。 

● 一般诉讼庭受理 20,000 到 100,000 澳
元的诉讼。

提起诉讼的人被称为原告。被起诉人被称为
被告。

 小贴士
迅速开始行动。 

法院诉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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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况下，澳
大利亚金融投诉
局 (AFCA) 可能是
法院诉讼的替代
方案。

您是否没有投保，并且对方
司机的保险公司联系了您？
如果您没有投保并且与已投保车辆发生事
故，下面的信息可能会为您提供帮助。

如果已投保的司机对您的车辆造成损坏 
（或部分损坏），而且您提出索赔的金额在 
15,000 澳元以下，那么您可以向澳大利亚金
融投诉局 (AFCA) 提交一份针对已投保司机
保险公司的无保险机动车投诉。

您可以访问网站：www.afca.org.au 或拨打电
话：1800 931 678，向澳大利亚金融投诉局
提出投诉。您可以在收到索赔声明书之后或
者在您已提交辩护书之后提出投诉。

在澳大利亚金融投诉局调查争议前，法院诉
讼将会暂停。

 

澳大利亚金融投诉局：为没
有保险的司机提供帮助

http://www.afca.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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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诉状和反诉
如果您是原告，您需要提交诉状 (statement 
of claim)，列出您的详细索赔信息。如果您
需要为维修费用以外的项目索赔，比如租用
替代车辆的费用，那么您可能需要寻求法律
建议。

向法院提交您的诉状。您可以在事故发生之
日起六年内提交索赔诉状。您可以亲自将诉
状送达被告人，或是通过邮寄方式送达。在
这方面法院可以为您提供帮助。您必须在提
交诉状后六个月内，将诉状送达被告人。

如果您是被告，并且已经收到了索赔诉状 
(statement of claim)，但是您对索赔要求存
在异议，您应当在 28 天内提交应诉书。

应诉书中常见的理由包括对方司机存在过
失（全部或部分责任），并且/或者索赔金额
过高。

如果您错过了提交应诉书的截止日期，那么
原告可以申请缺席判决。如果您为延迟提交
应诉书和应诉立场提出了充分的理由，那么
法院可能会允许您取消缺席判决。

如果您收到了索赔诉状，并且认为对方应承
担责任，您可以在 28 天内提交反诉状。

 小贴士
请联系法律援助 (LawAssist) 以帮助您
撰写法庭文件。

提交法院文件

如果您准备
开展法院
诉讼
1. 如果您是原
告，应提交一份
索赔诉状，并将
其送达被告。

2. 如果您是被
告，应在 28 天
内提交应诉书
和/或反诉状。



13

您可以代表自己出庭或聘请一位律师。在小
额索赔诉讼庭，人们通常会代表自己出庭。法
院不会为民事诉讼提供口译员，因此您需要
自行安排。

如果您不能出庭，请尽快联系法院，以申请休
庭。您还应向另一方发出通知。如果您没有要
求休庭，同时未能出庭，则法院可以在您缺席
的情况下发出法院令。

小额索赔诉讼预审
20,000 澳元以下的诉讼通常在小额索赔诉
讼庭进行。在预审核查阶段，法庭书记员将帮
助双方确定问题并研究可能的和解方案。您
应携带证人证词和其他文件。如果未能达成
和解，则书记员可能将案件提交调解或排期
开庭聆讯。

 小贴士
通过预审核查协商和解方案。

一般诉讼预审
20,000 澳元以上的诉讼在一般诉讼庭进行。
本庭的第一次开庭日期为传讯日。如果您当
天不能出庭，请务必申请休庭（见上文）。如果
您没有要求休庭，同时未能出庭，则可以在您
缺席的情况下发出法院令。

出席预审
核查

出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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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双方对维修费用存在争议，在传讯日，
法院会要求双方出席一次会议并交换专家
证据。

较为直接的案件可以提交仲裁，其形式没有
地方法官聆讯那么正式。地方法官也可以
将案件转介至社区司法中心 (Community 
Justice Centre) 进行调解。

如果您的案件没有转介至仲裁或调解，则将
排期开庭聆讯。

聆讯时
法院必须公平地给予双方陈述案情的机会。

小额诉讼将由法官或评估员进行聆讯。小额
诉讼不那么正式，人们往往代表自己出庭。证
据通常只允许以文件形式提供。证人往往会
提供书面声明。

一般诉讼则由地方法官或仲裁员聆讯。通常
情况下，在一般诉讼庭可以提交书面证据，并
可由证人提供口头证据。

提供证据
证人只能就相关事实提供证据。只能提供直
接看到或听到的事实，而不能给出纯粹的意
见。法院只会听取专家的意见。 

可用作证据的文件包括证人证词、照片、示意
图、维修报价单、发票和日记。

出席法庭聆
讯，并为您
的案件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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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原告，您必须证明： 

	● 您拥有该车辆 
	● 对方是谁 
	● 对方存在过失，以及 
	● 您遭受了多大损失。

为此，您需要简要说明您的索赔要求，并提供
您的证据。在一般诉讼庭，您可以向您的证人
提出问题（被称为讯问）。之后辩护方也可以
向您的证人提出问题（被称为交叉讯问）。

作为被告，您可以在原告之后提出自己的证
据。在一般诉讼庭，您可以讯问您的证人。之
后原告可以对您和您的证人提出交叉讯问。

在给出所有证据后，双方可以提供其结案陈
词并指出对方主张中的任何缺陷。

法院判决
大多数聆讯都会在同一天开始和结束，可持
续几个小时。法院将作出决定并解释作出该
决定的理由，这被称为判决。

对于较为复杂的案情，法院可能会在判决时
有所保留。

法院还可以发出支付费用的命令。通常来说，
败诉方需要支付胜诉方的费用。在地方法院
的小额索赔诉讼庭，索赔金额存在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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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院的判决提出上诉
针对小额索赔诉讼的判决
I如果您希望推翻评估员或地方法官的决定，
您需要在 28 天内向地区法院提起上诉。小
额索赔诉讼庭的上诉请求只有在很少的情
况下才会成功（包括缺乏司法管辖权或未实
现程序公正）。在提起上诉前，您应当寻求法
律建议。

针对一般诉讼的判决
如果您希望推翻地方法官的判决，您需要在 
28 天内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上诉需要披露
法律错误或需要许可才能进行。

如果您希望推翻仲裁员的决定，您应当在 28 
天内向书记员申请重新由地方法官聆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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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令判决应获得赔偿的人被称为判定债权
人。欠款者被称为判定债务人。

法院只会在收到请求时才会强制执行法院令。
通常情况下，强制执行法院令的期限是 12 年。

检查通知
判定债权人可以要求法院出具检查通知，要求
判定债务人前往法院。

债务人必须在法院向债权人汇报其所有收入和
资产。法警可将不愿出庭的债务人带到法庭。

扣押令
判定债权人可以要求法院“扣押”债务人的工资
及/或银行账户。例如，法院令可以要求雇主或
银行经理将债务人的钱提供给债权人。

扣押债务人工资的金额受到法律规定限制。

 小贴士
请联系法律援助 (LawAssist) 以了解执
行法院令需填写的法庭表格。

强制执行法院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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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征收令状
判定债权人可以取得财产征收令状。该法院
令允许法警没收并拍卖出售债务人的个人财
产以偿还债务。

法警可能不会没收或出售：

●	 基本生活用品 
●	 达到一定价值的谋生工具 
●	 他人的货物 
●	 价值低于规定金额的车辆。

如果判决金额超过 10,000 澳元，您的房地产 
（例如您的住所）可能会被出售。

破产
如果判决债务超过 5,000 澳元，则债权人可
向联邦法院 (Federal Court) 申请要求债务
人宣布破产。

如果您收到破产通知，请尽快寻求法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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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和帮助
新南威尔士州法律咨询 (LawAccess NSW) 
www.lawaccess.nsw.gov.au  
如需法律信息、转介或某些情况下的建议，请拨打电话：  
1300 888 529 。
法律援助 (LawAssist)  www.lawaccess.nsw.gov.au/lawassist 
LawAssist可以提供有关车辆事故和财产损害的更多信息，比如各类
信函样本，以及帮助撰写法院文件等等。

社区司法中心 (Community Justice Centres)  www.cjc.nsw.gov.au
提供中立调解人，帮助双方解决矛盾。请拨打电话：1800 990 777，查
找离您最近的中心。

社区法律中心 (Community Legal Centres) www.clcnsw.org.au 
提供免费法律建议和信息。请拨打电话：1300 888 529，联系 
LawAccess NSW，查找离您最近的中心。

国家债务热线 (National Debt Helpline) www.ndh.org.au
如需了解离您最近的财务顾问并获取有关与债权人协商的建议，请拨
打电话：1800 007 007。

澳大利亚金融投诉局 (AFCA) www.afca.org.au
解决投保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争议，以及第三方未投保司机和已投保
司机之间的争议。请在线提出投诉或拨打电话：1800 931 678。

保险法律服务 (Insurance Law Service, ILS)   
www.insurancelaw.org.au 如需获取保险争议方面的帮助，请拨打电
话：1300 663 464。

新南威尔士州法律协会 (Law Society of NSW)   
www.lawsociety.com.au 如需咨询信息或转介私人律师，请拨打电
话：9926 0300。

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机构 (Legal Aid NSW) 
www.legalaid.nsw.gov.au
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机构可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和建议。如需联系 
LawAccess NSW，请拨打电话：1300 888 529。
新州保险监管局 (SIRA) www.sira.nsw.gov.au
如需获取人身伤害索赔建议或获取对方司机交强险保险公司名称，请
致电 1300 656 919 联系新州保险监管局。
新南威尔士州警察局 (NSW Police Force) www.police.nsw.gov.au
警务援助热线 (PAL) 报告非紧急事故，请拨打电话 131 444。
保险服务组 (Insurance Services Unit)
如需警方事故报告，请致电 8835 8377。

新南威尔士州交通局 (Transport for NSW) 
https://roads-waterways.transport.nsw.gov.au 
如需获取有关车辆注册上牌和保险公司详细信息，请致电 13 22 13。

http://www.lawaccess.nsw.gov.au
http://www.lawaccess.nsw.gov.au/lawassist
http://www.cjc.nsw.gov.au
http://www.clcnsw.org.au
http://www.ndh.org.au
http://www.afca.org.au
http://www.insurancelaw.org.au
http://www.lawsociety.com.au
http://www.legalaid.nsw.gov.au
http://www.police.nsw.gov.au
https://roads-waterways.transport.nsw.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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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仅为一般性法律指南。您不应依赖本手册并将
其作为法律建议，我们建议您就具体情况咨询律师的
意见。

所含信息在刊印时准确无误，但可能会发生变更。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 1300 888 529 联系 
LawAccess NSW。
The brochure is also available in Arabic, Dari/
Farsi, Simplified Chinese and Vietnamese.

 © Legal Aid Commission of NSW 2021

如需订购本手册，请在线访问 
www.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 

如需获取关于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服务的更多信息：

如果您需要口译员，请拨打全国翻译和口译服务
处 (TIS National) 的电话 131 450 （上午 9:00 
至下午 5:00），并要求联系 LawAccess NSW。

您的听力/语言能力受损？
如果您存在听力障碍或言语障碍，请通过以下方
式联系我们：拨打国家电话中转服务处 (NRS) 的
电话 133 677，并要求联系 LawAccess NSW，
或访问网站：www.relayservice.gov.au

在联系我们时，您是否需要帮助？

http://www.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
http://www.relayservice.gov.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