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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免責聲明  

此處發佈之資訊，其用意為對有利害關係的公眾提供協助，並非提供法律

意見。此資訊並不具備法律或先例意義，亦不能在行政聆訊與聽證辦事處 
(OATH) 作為法律權威或先例使用。此處發佈之資訊對於排版印刷或實際

上是否準確或完整，並不提供任何聲明或擔保，亦無法作出任何推斷，行

政聆訊與聽證辦事處 (OATH) 對於任何不準確或不完整之資訊，一概不負

任何責任。特別指出，對於此網站上所載之規章、法律、命令、裁決或其

他法源依據，不提供任何聲明或擔保，亦無法作出任何推斷，行政聆訊與

聽證辦事處 (OATH) 對於任何不準確或不完整之資訊，一概不負任何責

任。使用者必須參閱正式法源依據以決定適用的實質與程序法，包括所有

規章、法律、命令、裁決或其他相關的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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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聆訊與聽證辦事處 (OATH) 的車輛案件聽證：   
逮捕後，車輛遭警方查扣之車主與駕駛人的相關資訊 
 
1.  如果您的車輛遭「查扣」或沒收  

根據法律規定，如果車輛使用於與犯罪相關用途，警察局可以「查扣」車

輛，然後在紐約法院進行所謂的「沒收程序」來確定車輛的產權。在沒收

程序未執行前，車主與駕駛人有權要求召開聽證會，以反駁警察局查扣車

輛的主張。您不必等到沒收程序開始，就能設法暫時取回車輛。當駕駛人

因酒醉駕駛或是在車上查獲毒品或槍械等犯罪情事而遭逮捕時，警方可沒

收其車輛。 

2.  召開聽證會的權利  
 
身為車輛駕駛人或車主，當您的車輛遭警察局沒收時，您有權要求在行政

聆訊與聽證辦事處 (OATH) 召開聽證會，由行政法官決定您是否可在沒收

訴訟定讞前取回車輛。  

• 在逮捕時，警察局必須給予駕駛人聽證會召開申請表。此申請表

名稱為「保有車輛權利聽證會通知書」。警察局也必須郵寄一份

該申請表的影本給車輛車主。  

• 若要請求召開聽證會，車主或駕駛人必須將聽證會召開申請表，

郵寄到該申請表上所載的警察局地址，或是在上午 8:30 到下午 
3:30 之間送達該地址。此申請表不能使用傳真方式提交。  

• 車輛的駕駛人與車主均有權請求召開聽證會，但只會舉辦一個聽

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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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您請求召開聽證會  

從接獲您申請之日算起，警察局應在 2 個工作日內以郵件通知您聽證    
會的日期與時間。聽證會必須安排在接獲您申請之日起的 10 個工作天

之內舉行。  

 
 
 

我應該找律師陪同出席嗎？      
 
我們鼓勵您由律師陪同或由具有充分學識的代表在行政聆訊與聽證辦事處 
(OATH) 為您提供協助。您有權由律師或由代表陪同出席行政聆訊與聽證

辦事處 (OATH)。  
 

 您必須自行與律師或代表安排諮詢時間。這表示您應詢問他們

是否會向您收費。您也務必提供他們所有關於您行政聆訊與聽

證辦事處 (OATH) 聽證會的通知。  
 

 如果您有任何正在審理中的刑事案件，請向您的刑事律師諮詢

有關此聽證會的事宜。您在行政聆訊與聽證辦事處 (OATH) 聽
證會上的發言，可能作為您日後刑事案件審判時的呈堂證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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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指引    
 

                                            
 

 
Office of Administrative Trials & Hearings 
100 Church Street, 12th Floor 
New York, NY 10007   

 
電話號碼：   1-844-OATH-NYC 
           (1-844-628-4692)  
 
電話號碼 (212) 933-3097 
電子郵件：  oathcal@oath.nyc.gov   

 
 

hszeto
Typewritten 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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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時出席   
 

 如果我遲到，會有什麼後果？   
 
務必準時出席聽證會。如果您遲到，聽證會可在您缺席的情況下舉

行，且可對您課徵罰款。   
 

 如何要求重新安排聽證會日期？   
 
如果您無法出席排定的調解會或聽證會，必須儘快以電話或電子郵

件告知在聽證會通知書上註明的警察局代表與行政聆訊與聽證辦事

處 (OATH) 。您和警察局的律師代表必須以電話聯繫。您可以詢問

法官是否能改日再到行政聆訊與聽證辦事處 (OATH) 。   

 

您是否需要口譯人員？   
 
 
 
如果您需要口譯人員，行政聆訊與聽證辦事處 (OATH) 會免費為您提

供。行政聆訊與聽證辦事處 (OATH) 是透過電話與口譯人員合作。他

們會在聽證室透過擴音電話進行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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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調解會？             
 
 

在聽證會開始之前，法官會與您和警察局的某位人士會談，以瞭解

案件是否可以和解。這就是所謂的調解會。   

 
 您可以選擇是否由律師或代表陪同出席。   

 
 調解會法官會解釋在行政聆訊與聽證辦事處 (OATH) 舉行的聽

證會內容，並討論您與紐約警局 (NYPD) 之間可以就此案件達

成和解的方法。   
 

 您可以提問。   
 

 如果您願意的話，可以與警察局就您的案件達成和解，但不一

定非和解不可。您可以自行決定。和解乃出於雙方自願。需要

您與警察局雙方同意才能達成和解。法官會與雙方合作，瞭解

是否有您和警察局雙方均可接受的條件。 
 

 舉例而言，和解條件可能如下：罰鍰；保管費用；申請加入

藥物濫用治療計畫；放棄車輛；或是歸還車輛。不保證您能獲

得任何特定和解條件。此處僅為舉例說明。   
 

 如果不同意和解，您可以要求召開聽證會。您有權利要求召開

聽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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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聽證會？                   
 
 
我應該如何為聽證會做好準備？ 
 
 如果您的案件不能在調解會達成和解，則會交由其他法官主持聽證

會。聽證會的形式類似法庭審理。  
  
 請攜帶所有文件、證人或是其他您認為有利於您的案件的證據。 
 
 在您出席聽證會之前，您與警察局彼此之間可向對方要求提出與您

案件相關的文件（亦即雙方會在法官面前出示的文件）。這些要求

應以書面方式提呈。 
 
 您可以選擇是否由律師或代表陪同出席聽證會。   
 
我可以要求更長的時間作準備嗎？  

 
 如果您需要更多時間，您有權向法官提出此要求。這就是所謂

的延期。如果您需要律師或代表陪同，或有其他延後聽證會

的正當理由，則可要求更多時間作準備。   
 

 法官會裁決聽證會是否可以改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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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證會的內容是什麼？ 
 
 您與警察局雙方都可以提出開場發言。開場發言是您打算證明之事

項的大略說明。   
 
 然後警察局會出示證據，通常是與駕駛人之逮捕案相關的文件。警

察局不一定要讓執行逮捕的警員或其他證人出席。   
 
 警察局必須證明三點才能繼續扣押車輛。警察局必須證明每一點都

是「較有可能發生」。 
 

1. 首先是關於逮捕的「可能原因」。這表示警

方的逮捕行動有法律依據。   

2. 其次，警察局可能在接下來的民事沒收訴訟

中勝訴。  

車主可以主張無罪所有權。這表示車主會說明其

並非遭逮捕的當事人，且對車輛用於犯罪並不知

情或有理由不知情。警察局可以出示車主對於駕

駛人使用車輛進行犯罪知情或理應知情的證據，

及/或出示車輛實際上為駕駛人所有，但因避稅而

登記為車主所有，以此反駁車主的主張。  
 
3. 第三，警察局繼續扣押車輛的必要性。如果

交出車輛可能會造成對公眾安全的威脅，則警方

可繼續扣押該車輛。  
 
 在警察局出示證據後，會輪由您提供證據與傳喚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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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有權向警察局傳喚到證人席的證人提問。這就是所謂的交叉詢問。 
 

 這些問題可為引導式問題，要求證人對您陳述的某件事回答

「是」或「否」。例如，這些問題的開頭可為：「某事是否

為 . . . ？」   
引導式問題亦可為這樣的形式：  

「.  . . 是不是這樣？」或「. . .，對吧？」 
 

 您的證人必須宣誓。您可以直接詢問您的證人事發經過。   
 

 這種問題是開放性的問答題，例如「誰、什麼、何時、 
哪裡、如何？您看到什麼？您聽到什麼？您知道什麼？」

等等。 
 
 當您結束詢問後，警察局可對您的證人進行交互詢問。   
 
我應否作證？   

 
• 這完全由您決定。是否作證對您而言可能是個艱難的決定。   
 
• 對於是否在行政聆訊與聽證辦事處 (OATH) 聽證會上作證，您

最好諮詢過律師後再行決定。   
 
• 根據憲法第五條修正案，如果您的證詞可能證明您有罪，您有

權不作證。   
 

• 但如果您不在行政聆訊與聽證辦事處 (OATH) 作證，行政聆訊

與聽證辦事處 (OATH) 法官可能會認為您的沈默表示您的證詞

可能對您不利 -- 也就是說，您同意警察局所言屬實。   
 

• 您在行政聆訊與聽證辦事處 (OATH) 的任何證詞，都可能在

您的刑事案件中成為呈堂證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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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您拒絕作證就不會有呈堂證供可在您的刑事案件中使用，

但行政聆訊與聽證辦事處 (OATH) 舉行的聽證會不同。這種 
聽證會是由行政聆訊與聽證辦事處 (OATH) 舉行的民事、行政

庭審。   
 
 如果您在無律師陪同出席的情況下作證，法官會要求您遵守您的宣

誓進行陳述。警察局的律師也可以對您提問。 
 
 法官可能會對您或任何證人提問。 
 
 最後，雙方可以提出結辯陳詞。結辯陳詞是您認為您已證明之事項

的大略說明。您可以向法官要求您所想要的裁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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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證會後續發展  
 
聽證會結束後，行政聆訊與聽證辦事處 (OATH) 法官會在三個工作日之內

作出裁決。裁決的內容如下所示： 

 
 

 
 您會收到以郵件寄發的裁決影本。 

 
 法官的裁決也會在網際網路上發佈。  

 
 如果法官下令解除車輛扣押，車主必須與警察局的「財物保管

處」 (Property Clerk) 聯繫，商定車輛離開拖吊場的事宜。  
 

 聽證會中敗訴的一方可以針對行政聆訊與聽證辦事處 (OATH) 
的裁決，向州最高法院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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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服務  
 
您可能會想要與您當地的律師協會或法律服務提供者聯繫，以尋找是否

有可以免費或依照合理費用接辦您案件的律師。您可以嘗試撥打下列電

話號碼： 
 

法律協助協會 - 212-577-3300  

法律協助協會 (Legal Aid Society) 對低收入客戶提供免費法律服務。若要

聯繫法律協助協會，請撥打 212-577-3398。 

 

此處擇要列出一部分提供公眾服務的法律服務組織。 
 
 
行政聆訊與聽證辦事處 (OATH) 不提供任何法律建議，亦不推薦任何特定

律師或組織。 
 
更多資訊 

 您可以瀏覽下列網頁，以詳閱更多關於行政聆訊與聽證辦事處 
(OATH) 的資訊，並參考判例法與相關法規：

http://www.nyc.gov/html/oath/html/home/home.shtml 
 

行政聆訊與聽證辦事處 (OATH) 的裁決亦可免費在此網站查閱：

www.citylaw.org。點選首頁上開頭的「CityAdmin Online Library（市政

線上資料庫）」連結。然後按一下「OATH（行政聆訊與聽證辦事處）」，

向下捲動，再輸入您要搜尋之案件的相關字詞。 
 
 您也可以上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網站，以詳閱關於

此聽證會的更多資訊，您可以在該網站觀看法官解釋聽證會程序的影片：   
http://www.law.columbia.edu/vehicleseizure   
 

http://www.nyc.gov/html/oath/html/home/home.shtml
http://www.citylaw.org/
http://www.nyls.edu/centers/harlan_scholar_centers/center_for_new_york_city_law/cityadmin_library
http://www.law.columbia.edu/vehicleseiz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