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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綜合比較及比較結果 

第一節  立法背景及立法目的 

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一條係規定：「為保護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

遺屬或受重傷者，以保障人民權益，促進社會安全，特制定本法。」，立法者係

將本法定位為社會安全立法1。依據立法理由所載本法制定之目的有三2：〈一〉

被害人原來得依據民法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惟因犯罪行為人不明或應負賠償責任

之人無資力賠償其損害，犯罪被害人未能迅速獲得應有的賠償，部分犯罪被害人

之生活因而陷於困境，難以負擔醫藥費、殯葬費或生活費，可能因此鋌而走險，

衍生另一社會及治安問題；〈二〉我國已建立種種司法保護、社會安全及福利制

度，對於被告及受刑人權益之保障，亦不遺餘力，惟對於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

者之遺屬或受重傷者所受損失之補償尚欠周全，有失衡平。為保障人民權益，促

進社會安全，對於因他人之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或受重傷者所受之損

失，自有制定專法規定國家予以補償之必要。〈三〉對於犯罪被害人及其遺屬保

護救助，並非僅給予金錢救助即為已足，國家應在生理、心理、就學、工作及安

全等各方面提供協助。其中，就第〈一〉點立法理由而言，本法在立法過程中已

經刪除「犯罪行為人不明」、「應負賠償責任之人無資力賠償其損害」及「被害人

生活陷於困難」等要件，亦即不採法務部原先規劃所採之「保護生活理論」。再

者，被害人是否因犯罪被害難以負擔醫藥費、殯葬費或生活費致鋌而走險？被害

人是否因國家提供補償金而消弭其心中之仇恨思想？此等理論上之假設恐怕不

符事實3。因此，前揭第〈一〉點立法理由應認為除說明民法侵權行為制度之不

可期待之外，其餘考量因補償要件修正之結果而僅具有次要之意義。就第〈二〉

點立法理由而言，該點理由所載「保障人民權益，促進社會安全」等語，經載明

本法第一條條文文字，可認為係本法立法主要之目的。換言之，犯罪被害人補償

制度之建立主要係考量既有國家法律之「尚欠周全」及「有失平衡」，為促進社

會安全，自有制定專法由國家對犯罪被害人提供補償之必要4。就第〈三〉點立

法理由而言，本法僅規定應成立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以協助重建被害人或其遺屬

生活，惟對於協助內容則未有任何規定5。 

                                                 
1
 立法院公報第八十五卷第四十三期院會紀錄，頁155-156；郭明政，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後民

法與社會法時期之成熟標竿，政大法學評論第六十期， 1998.12.。 
2
 立法院公報第85 卷第 43 期 2865 號上冊，155 、156 頁。 

3
 以日本調查結果為例，絕大多數犯罪被害給付金受領遺屬〈97.8％〉並未因國家之經濟資助而

寬恕加害人。參見高橋則夫，被害者の財產的損害の回復，ジュリスト第 1163 期，頁73，

1999.9.15。 
4
 有關傳統法律制度，參見郭明政，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後民法與社會法時期之成熟標竿，政大

法學評論第六十期，1998.12.。。 
5
 目前法務部設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提供安置收容、醫療服務〈協助或轉介公私立醫療

院所治療復健或相關醫療服務〉、法律諮詢、申請補償、社會救助〈協助被害人向社政機關或

社會福利機構申請急難救助〉、調查協助〈洽請相關機關調查犯罪行為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



 139 

德國實施犯罪被害補償制度之主要目的在於填補既有社會安全制度之「漏

洞」，故立法對犯罪被害人提供聯邦照護法所定之社會給付6。不論基於抑制犯罪

之失職或基於獨攬犯罪抑制權力之結果責任，國家在無法提供其他法律保護之情

形下均應承擔犯罪被害補償責任。犯罪被害人補償法被定位成社會補償制度而與

其他社會法制度有所區隔，例如：有別於社會救助，社會補償乃「有因」的社會

給付措施，即以犯罪被害等為補償要件；有別於社會預護，社會補償並不重視給

付的「對價性」，其財源來自一般稅收，而非保費或其他類似之金錢提撥；有別

於社會保險採「自給自足」及「自治行政」之運作模式，社會補償則由國家或地

方行政機關負責辦理，且未預設特定之補償對象。再者，對於犯罪被害人提供社

會給付係以犯罪被害事實為前提，依據被害人遭受損害之結果，提供被害人及其

遺屬各種以維持原有生活為目的之照護給付。國家提供社會給付係以犯罪被害事

實為前提，既不以民法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為基礎，自亦不循民事程序而實

現權利。再者，與民法所採「完全賠償原則」不同，社會補償係國家提供有限之

社會給付，惟並非僅止於損害之填補，而是積極促進被害人回復社會生活，以落

實保障被害人之目的。因此，我國以民事損害賠償為基礎計算補償金，且未以法

律明定補償金以外之給付，其補償給付之作用顯然不若德國制度得以有效實現保

護目的。 

日本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性質上應屬特殊之國家補償法，國家對犯罪

被害結果負無過失責任，並對被害人提供有限度之給付金7。犯罪給付金之性質

係基於社會同情而發給慰問金，主要目的係去除人民對於法律制度之不信任感
8。國家支給被害人給付金之結果，固然具有部分經濟資助及心理慰撫之作用，

惟僅具有有限的損害填補功能。再者，國家依據犯罪被害給付制度提供給付金，

係以勞動災害給付為補充之對象，國民年金等社會保險給付並非犯罪給付減除之

對象，被害人可同時請領一般社會保險給付及被害給付金9。因此，我國犯罪被

害人補償制度既然將社會保險及公務人員保險給付定為減除對象，其性質自然與

日本制度僅將犯罪被害比照職災事件處理有別。 

                                                                                                                                            
人之財產狀況〉、安全保護、心理輔導、生活重建〈輔導就學就業、技藝訓練、生涯規劃及心

理輔導等方式，及提供相關資訊、資源、轉介服務等〉、信託管理〈受保護人如係未成年人，

不適於管理其受補償金額時，得依法於成年前信託管理，並分期或以其孳息按月支給生活費

用〉、緊急資助、出具保證書〈受保護人向加害人起訴請求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九條第一項各

款之損害賠償時，無資力支出假扣押擔保金且非顯無勝訴之望者，得依申請出具保證書代之〉

及訪視慰問等服務。 
6
 郭明政，德國暴力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之研究，政大法學評論第五十二期，頁 180 以下，1994。 

7
 宇賀克野，国家補償法，頁 495-515，有斐閣，1997；植村栄治，行政法教室，第 19 章国家補
償の谷間，http://uno.law.seikei.ac.jp/~uemura/chap19.html〈2002.5.1〉。 

8
 浅野信二郎，犯罪被害給付制度の基本的考え方，警察學論集第三十三卷，頁 13；大谷実．齊

藤正治，犯罪被害給付制度，頁，有斐閣，有斐閣，1982；太田達也，犯罪被害者支援の国際

動向と我が国の展望，法律のひろば，頁 16，2000.2；高橋則夫，被害者の財產的損害の回

復，ジュリスト第1163 期，頁 72-73，1999.9.15。 
9
 大谷實．齊藤正治，犯罪被害給付制度，頁 65-66，有斐閣，1982。 



 140 

  從我國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之立法背景、立法過程及歸納各界對於立法的

期待，其立法目的並非在於全面取代社會保險或民法之損害賠償責制度，而是用

以確保最低之社會給付與損害賠償10。我國建立犯罪被害補償制度係導因於民法

侵權行為制度之不可期待，為彌補社會保險制度之不足以建立全面性社會安全制

度之立法11。此外，我國既將法律名稱定為「保護法」，明文規定補償過失犯罪

被害人、未明文排除交通意外事件之適用及明文列入犯罪被害人保護組織建置

等，顯然立法者意思係建立一套大於德國及日本立法保護範圍之被害人保護制

度，此或可謂我國制度優越之處12。然而目前我國犯罪被害補償制度實施之結

果，不僅以刑法重傷定義為補償要件之限制，補償內容竟回復適用民法規定提供

限額之一次性給付，甚至為維持既有民法制度而由檢察機關對加害人進行全面性

之求償，其結果無異由國家擔保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之實現，凡此恐不符社會給付

之意義。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一條既已明文將本法定位為社會安全制度之一環，

同法第十二條又將勞工保險、公教人員保險、軍人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等社會保

險給付列為減除項目，從社會法之發展來看，其性質應屬社會法次體系之社會補

償法13。日本犯罪被害人給付金係慰問金之性質，以勞工意外補償保險為給付標

準，並以勞工災害補償給付及公務人員勤務意外事故給付等為減除之對象，顯然

與我國制度不同。德國社會補償法於社會法法典第一編第五條首揭被害人健康損

害 補 償 及 被 害 人 遺 屬 經 濟 照 護 之 規 範 基 礎 ， 並 以 聯 邦 照 護 法

〈Bundesversorgunggesetz〉所定實體給付法律關係及給付內容為基礎，逐步發展
出各項社會補償措施。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立法通過，為我國社會補償體系

之重要建制，亦象徵社會法體系之更為完備14。今後，如何在此等社會補償之定

位下擴大犯罪被害補償之範圍及發展我國社會補償體系，顯然是下一階段之重要

課題15。目前尚未單獨立法而應認為屬於社會補償法範疇者，例如捐血或器官捐

贈行為所致損害、地方自治團體之頒訂「人民協助警察拘補犯人傷亡濟助辦法」

及「義警民防義消交通服務人員傷亡醫恤福利濟助實施要點」等人民協助警務傷

亡補償措施。 

                                                 
10
 郭明政，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後民法與社會法時期的成熟標竿，政大法學評論第六十期，頁

303 以下，1998.12。 
11
 郭明政，德國暴力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之研究，政大法學評論第五十二期，頁 180 以下，1994。 

12
 郭明政，同註10；日本亦有提出對於惡性重大之過失犯罪被害人，國家應提供醫療及療養等
給付；高橋則夫，被害者の財產的損害の回復，ジュリスト第1163 期，頁 73，1999.9.15。 

13
 同前註，頁320-321。 

14
 郭明政，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後民法與社會法時期的成熟標竿，政大法學評論第六十期，頁

321-322 以下，1998.12；郭明政，社會安全制度與社會法，頁42 以下及頁 247 以下。 
15
 關於我國社會補償體系，可分為對「政治或戰爭受難者」之補償，包括二二八事件補償條例、

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戰士授田憑證處理條例、國均軍事勤務致人民傷亡損害補償

條例；「依法防止危險」所生損失之補償，包括傳染病防疫法第十八條第及二十二條、後天免

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例第十一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四十條；依「社會連帶」而為之補償，

包括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四條、藥害救濟法第四條、疫苗接種受害救濟要點、精神衛生法第十

九條第二項等，參見郭明政著，社會安全制度與社會法，頁115 以下，1997；鍾秉正，犯罪被

害人保護法之補償規定及其實務分析，發表於政治大學法學院及法務部二○○二年十二月二十

日合辦「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學術研討會」，頁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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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給付要件 

一、犯罪行為 

犯罪被害補償制度所稱之犯罪被害人，多藉由刑法用語來規定犯罪行為，再

就被害結果認定其為犯罪被害人。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直接使用「犯罪行為」

用語，近於日本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之給法第二條第一項所稱之「危害身命及身

體之犯罪行為」16。德國犯罪被害人補償法第一條第一項則另外使用「加害行為

〈暴力攻擊行為 tatlicher Angriff〉」用語，顯然有較大解釋空間，學說上亦有認

為不以刑法犯罪構成要件行為為限17。 

犯罪被害補償制度之犯罪行為，我國及德日立法例均不以加害人具有犯罪成

立要件之有責性為必要，至於違法性則有較大之差異。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僅

補償緊急避難行為，立法理由僅載明：「依法令之行為、業務上之正當行為及正

當防衛之行為，因均屬正當之行為，不包括於本法所稱犯罪行為之內18。」等語，

規範形式上近乎日本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惟日本法限

制正當行為及正當防衛行為被害人之補償，主要係考量被害人本身亦為不法行為

人並非意外被害，被害人尚且有容忍正當權利行使之義務，又支給給付金之主要

目的係確保國民對於法律制度信賴之慰問金性質19。至於德國犯罪被害人補償法

第一條第一項則明文規定基於其正當防衛以致產生健康損害者，得以其健康上或

經濟上所遭受之結果，請求準用聯邦照護法之規定予以照護。主要係考量任何人

對於自我防衛之必要性，藉由被害人自身力量避免或減輕犯罪被害所造成，故而

承認正當防衛被害人亦得獲得補償，以免被害人為確保其獲得被害補償之權利而

憚於行使其正當防衛權。我國犯罪被害補償制度既未將犯罪被害補償比照職業災

害等意外事故處理，即使被害人可預見其被害可能性仍應確保其正當防衛權之行

使，實具有德國法明為列入正當防衛被害人補償之同樣理由。 

    按犯罪被害補償給付係「有因」之社會給付，即以犯罪被害為必要。德國法

上重視暴力犯罪行為之概念，日本法則強調意外被害之概念。我國法以「犯罪行

為」為補償之原因事實，明文列入對過失犯罪被害人提供補償金，可謂係強調被

害結果補償之制度。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立法當時砂石車肇事事件頻傳，

立法者基於社會保險制度及汽車強制責任保險制度不足之考量，並未排除交通事

故被害補償。德國及日本法則明文排除汽車事故事件之補償，對於無法獲得強制

                                                 
16
 日本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於平成十三年修正，法律名稱改為「犯罪被害者等給付金等相
關法律〈犯罪被害者等給付金の関する法律，平成十三年法律案第三○号〉」，新法第二條第二
項新增「犯罪被害等」係指因犯罪被害或犯罪行為而意外死亡者遺屬所致身心被害。 

17
 Kunz, a.a.O., S. 22f. 

18
 立法院公報第85 卷第 43 期 2865 號上冊，156-158 頁。 

19
 大谷實．齊藤正治，犯罪被害給付制度，頁 65-66，有斐閣，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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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保險給付者由其他汽車事故保險基金提供救助，我國在汽車強制責任保險制

度健全發展之後，犯罪被害補償給付應僅具有次要之補充性功能。 

 
二、犯罪結果 ─ 死亡或重傷 

對於犯罪被害人補償以死亡或重傷傷結果為限，依據立法理由及實務見解，

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之重傷係指刑法第十條第四項

所稱之重傷20。按刑法採罪刑法定主義，有關刑罰權之發動，必須依循嚴格意義

之標準，以界定輕傷或重傷之範圍。有關侵害身體完整性法益犯罪之構成要件結

果（傷害）應如何認定，有採生理機能障礙說21、身體完全性侵害說22等，惟以

此等刑法保護法益之觀點作為犯罪被害人補償之界線恐與犯罪被害補償目的不

盡相符？就此，郭明政教授認為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未對重傷加以定義，因此刑法

第十條第四項之規定，應屬最為重要之參考規定。惟此等規定應不影響執法機關

之重傷認定標準23。再者，就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四款對於重傷補償金之規定來

看，其目的在補償被害人因犯罪結果「所喪失勞動力及增加之生活上需要」，而

不只是在補償「受重傷者」24。故機關於決定「是否」補償以及「如何」補償時

應採一致之態度，真正落實本法保護犯罪被害人之立法原意25。 

德國犯罪被害人補償法有關犯罪被害補償要件之健康損害結果並未設有限

制，惟確定給付而準用聯邦照護法規定時，基礎年金（Grundrente）、衡平年金

（Ausgleichsrente）及重傷津貼（Schwerbeschädingteneigenschaft）等給付係以損

害之所造成工作能力之減損（MdE；Miderung der Erwerbsfähigkeit）為標準，受
重傷害者係指損傷其勞動能力百分之五十以上者，而損傷其勞動能力至百分之九

十以上者，視為喪失勞動能力。此外，犯罪所致財產上損害固非犯罪被害補償之

對象，惟被害人身體佩帶之輔助物、眼鏡、隱形眼鏡或假牙等損害，既為被害人

生理機能所不可或缺之輔助物，依德國犯罪被害人補償法第一條第二項第七款之

規定，視為犯罪被害所致健康上之損害。 

值得注意者，日本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原來係比照勞動災害補償保

險法第一至第四障害等級，給付金額為二三○萬日圓至一二七三萬日圓，自一九

八○年實施以降，十九年間總計僅有七十一件支給障害給付金裁定26。平成十三

年修正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擴大障害給付金給付範圍自第五級至第十四

                                                 
20
 立法院公報第85 卷第 43 期 2865 號上冊，157 頁；法務部八十八年犯罪被害補償業務南二區

研討會第二案核處意見；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八年度補審字第三四號。 
21
 甘添貴，刑法之重要理念，頁 361，1996。 

22
 褚劍鴻，形法分則釋論〈下〉，頁 895，1998。 

23
 郭明政，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後民法與社會法法律時期的成熟標竿，政大法學評論第六十期， 頁 315，1998。 

24
 鍾秉正，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補償規定及其實務分析，頁 23，發表於法務部與政治大學法學

院共同主辦「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學術研討會」，2002.12.20。 
25
 同前註。 

26
 太田達也，犯罪被害者補償制度に関する研究，法學研究74 卷 6 号，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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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給付金額為一八萬日圓至六九萬日圓，原來第一級至第四級給付金額亦提高

為三三一萬日圓至一八四九萬日圓。新法實施一年之結果，申請障害給付金者計

二九人〈得適用舊法者計十九人，因新法實施而得以適用者計十人〉，裁定支給

障害給付金者二十一人〈得適用舊法者計十九人，因新法實施而得以適用者計二

人〉，人數總計比新法實施前一年度增加百分之二十27。 

犯罪被害致重傷者為直接被害人，就其喪失或減損工作能力之保護需求〈立

即陷入所得減少或中斷，並亟待國家提供醫療復健或職業訓練等協助以工作能

力〉應大於被害人遺屬等間接被害人〈尤其被害人遺屬多未因犯罪而陷於立即之

生活困難〉。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及該法施行細則所稱「重傷」係世界各國立

法例中最為嚴格之定義，顯然大大限縮犯罪被害保護之功能，應為將來改革首要

之務。日本犯罪被害補償制度擴大保護範圍之背景與理由與我國法實施結果甚為

相似，可供我國將來改革之參考。 

 
三、因果關係 

法律上之原因結果關係，不同法律領域有不同之因果關係理論。犯罪被害補

償係有因的社會給付制度，被害人所受損害與加害人行為間亦必須具有因果關係

始得認為係犯罪被害。我國犯罪被害補償制度於地方法院設有犯罪被害人補償審

議委員會及覆審委員會，掌理補償之決定及其他有關之事務〈第十四條〉。申請

人若不服審議委員會決定，得逕行提起行政訴訟〈第十九條〉。補償決定機關依

職權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固應參酌司法機關調查所得資料〈第十七條〉，惟不受

其拘束。因此，就犯罪被害結果之因果關係認定上，自應容許補償機關及法院獨

立發展符合補償目的之因果關係理論。德國社會補償制度之因果關係理論，經由

戰爭被害人補償實務所發展而成之實質原因理論，亦適用於犯罪被害人補償業

務。其判斷基準可分為二個階段：第一階段判斷「損害原因」與「健康損害事實」

時，採用近乎刑法上重要條件理論之實質原因理論〈或稱本質條件理論〉；第二

階段判斷「健康損害事實」與「健康損害」時，則放寬認定基準，多以法律推定

之方式減輕被害人之舉證責任。此等補償要件之放寬，可謂捨棄原因責任之追

究，並免除部份不可期待之舉證程序及費用，改採結果責任以擴大補償之可能

性。日本犯罪被害補償實務尚未可見獨立之因果關係理論，惟就因果關係錯誤之

案例，多承認因客觀上故意加害行為之存在，即使被害人遭受損害係過失行為所

致，惟仍不失為係故意犯罪行為之被害人。我國犯罪被害補償實務上，通常藉由

鑑定報告或參酌其他機關認定事實，且補償決定甚少載明其他重要之損害發生條

件，尚難以得知其認定因果關係之標準。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既補償過失犯罪

被害人，亦即重於結果之補償制度，且非採取德國社會給付之「全有或全無」原

則，補償機關有依法裁量之權限。再者，考量犯罪被害給付種類亦僅有醫療費、

喪葬費重傷及死亡補償金，並未有如德國準用戰爭被害救濟給付等次要給付。因

                                                 
27
 資料來源： http://www.npa.go.jp/，20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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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若完全採取德國法甚為嚴格之實質原因理論，結果將排除非最重要條件之被

害補償可能性，且在補償法上並未提供其他保護之情形下，將導致非重要條件之

犯罪被害人僅可尋求社會救濟之處境。此等法律適用結果，恐怕不符立法者擴大

保護犯罪被害人之本意。 

 

第三節  給付對象及給付內容 

一、給付對象 

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六條所定得申請遺屬補償金之遺屬及其順序，其立

法理由係以補償金之性質與公務人員撫恤法撫恤金、勞動基準法補償及勞工保險

條例遺屬津貼相近，不宜與民法所定繼承人順序相同，又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十六

條規定，父母受扶養之順序在子女之前，故其申請遺屬補償金之順序亦不宜在子

女之後28。此外，依據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六條第二項之規定，被害人之祖父母、

孫子女及兄弟姊妹申請遺屬補償金者，以依賴被害人扶養維持生活者為限，至於

被害人之父母、配偶及子女則不受此限29。 

日本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遺屬給付金及障害給付

金應一次給付；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被害人遺屬及其順序為：一、被害人之配偶〈包

括雖無結婚登記，但有事實上婚姻關係者〉；二、依賴被害人之收入以維持生活

之被害人子女、父母、孫子女、祖父母及兄弟姐妹。三、前款以外被害人之子女、

父母、孫子女、祖父母及兄弟姐妹。」、第二項規定：「被害人之子女於被害人死

亡時尚為胎兒者，關於前項規定之適用，如其母於被害人死亡時係依賴被害人之

收入以維持生活者，視為前項第二款之子女，其他情形視為同項第三款之子女。」

及第三項規定：「應交遺族給付金支給之遺族順位，依第一項各款順序定之：該

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人，依各該款所列之順序定之：關於父母，以養父母為先，

生父母為後。」，除配偶及事實上婚姻關係者外，全部或部分依賴被害人收入維

持生活者受領給付金之順序優先於非依賴被害人之收入以維持生活者。 

    德國社會法法典總則編第五條第二項明定，被害人遺屬得請求適當之經濟照

護，為社會補償之立法原則。惟被害人遺屬申請社會給付者，以其具有對被害人

生命或身體健康之依賴性者，國家始有提供經濟照護之必要30。犯罪被害人補償

法第一條第二項第五款明定被害人之遺屬得準用聯邦照護法之規定請求予以照

護，被害人之配偶、子女及父母等遺屬得據以請求遺屬年金及喪葬費給付。被害

人請求給付並無一定之順序，而係依據不同經濟照護需求提供不同內容之給付，

其給付要件亦有不同。此外，與被害人不具有身分關係之人（例如未婚妻），若

                                                 
28
 立法院公報85 卷 43 期 2865 號上冊，頁 162-165。 

29
 法務部九十一年五月九日法令字第九一一○○○二一四號令。 

30
 BSG BSGE 26,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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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經濟上之依賴性，不予給付顯然過於嚴苛者，亦得例外提供給付31。 

    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採一次性之金錢給付，且先順序遺屬受領後，後順序

遺屬即無請求給付之餘地，對於事實上受被害人扶養或提供經濟支持者，並未予

以優先保護或例外提供保護，恐未盡保護因犯罪受有損害之人之立法目的。若以

犯罪被害遺屬補償金之目的係維持被害人遺屬或事實上受被害人扶養者原來生

活水準為考量，應以被害人原來提供給付額度為基礎〈不以被害人陷於生活困難

或難以維持生活為必要〉計算被害人遺屬給付額度為宜，使得落實國家對於犯罪

被害人遺屬等經濟保障之目的。 

 

二、給付內容 

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提供被害人或其遺屬醫療費、喪葬費及死亡或重傷補

償金等金錢給付，日本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則僅提供遺屬給付金及重傷給

付金，按德國犯罪被害人補償法準用聯邦照護法規定提供治療傷殘者之復健及疾

病治療、戰爭被害人救濟給付、被害人年金及看護補助、喪葬費及死亡慰問金、

遺屬年金及遺屬死亡之喪葬費等金錢、服務及實物等給付。按犯罪被害結果具有

多種可能性，必須具有足夠之給付種類，使得選擇適合之補償方式，以滿足犯罪

被害之補償需求。再者，法務部目前透過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對被害人

提供諸多非補償法上之保護措施，例如安置收容、醫療服務、法律協助、社會救

助、安全保護、心理輔導、生活重建、信託管理、緊急資助、訪視慰問、查詢諮

商等，凡此適合犯罪被害保護實際需求者，應一併納入補償給付項目，尤其應特

別重視提供有助於促進被害人回復社會之給付項目，以達成犯罪被害補償之積極

目的。 

    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四條明定因犯罪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或重傷者，得

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又依同法第九條第二項之規定，因犯罪被害而死亡者之遺

屬，得申請醫療費、喪葬費及因被害人死亡致無法履行之法定扶養義務補償金；

因犯罪被害而受重傷者，得申請醫療費及受重傷被害人所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

增加生活需要之補償金。惟實務運作上，有關醫療費及喪葬費之給付採「實報實

銷」之認定方式，因而即使當事人損害結果證明真實，惟無法提出支出憑證者，

恐將遭決定駁回32。此等補償機關未就損害結果量定補償給付額度，進而要求當

事人負擔猶如民法上之舉證責任，恐有增加法律所無限制之虞。因此，凡符合犯

罪被害人補償要件者，若無排除事由或減除事由之存在，補償機關應依當事人說

明義務範圍內之釋明及其職權調查事實之結果，就損害結果確定給付之種類及額

度直接提供給付。 

                                                 
31
 Vgl. BVG § 81. 

32
 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八年度補審字第七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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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提供被害人或其遺屬醫療費、喪葬費及死亡或重傷補

償金等金錢給付，實務上係依據民法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規定計算給付內容。惟

必須強調者，犯罪被害補償制度係填補社會保險制度之不足，而社會救助則為社

會安全制度之最低保障，犯罪被害補償制度給付內容應趨近社會保險給付內容，

亦即應以社會保險公共給付內容為比照給付之對象33。因此，醫療給付基本上應

比照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十一條以下醫療給付內容，亦即提供門診、住院診療及

藥局調劑等給付。此外，為達成被害人社會回復之積極目的，應進一步提供療養、

復健及職業訓練等給付，而非僅以損害填補為補償目的34。同樣基於社會回復之

考量，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四十一條第三款及第十一款所定整形手術、義齒、義眼、

眼鏡、助聽器、義肢等不屬保險給付範圍之項目，其性質為生活必要或工作必要

之輔助給付，亦應一併視為醫療給付而予以提供35。至於犯罪被害人保護第九條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喪葬費給付最高金額不得逾新台幣三十萬元，若以社會給付或

公共給付之觀點來考量，應參酌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四條按月投保薪資一次發給

喪葬津貼五個月之計算方式。惟若基於被害人平等補償之考量，前揭犯罪被害喪

葬費給付之規定應可視為特別津貼之規定，凡犯罪被害死亡者，應一律發給最高

額度之喪葬費補償金。至於重傷給付及死亡給付，在國民年金保險制度〈公共給

付〉規劃完成前，至少應比照勞工保險條例計算方式計算補償金額度，重傷給付

應參酌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三條及第五十五條所規定之「殘廢給付標準表」計算

補償金額度36；死亡給付則應比照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三條第三款「遺屬津貼」

之規定計算補償金額度。惟必須強調者，以勞工保險條例殘廢及死亡給付規定為

比照計算之基準，乃國民年金保險制度規劃完成前之權宜之計，有關失能比率依

據前揭勞工保險條例所定殘廢等級認定外，至於剩餘年資之計算應以勞動基準法

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六十歲強制退休」為準37。 

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立法當時，行政院草案一再以政府財政困難限縮補償

範圍。如今從實施結果看來，顯然與法務部當時之估算有相當大之落差，此亦可

謂我國修法擴大犯罪保護範疇並無財政上困難38。因此，為擴大犯罪被害補償之

                                                 
33
 所謂社會給付，依據Zacher 之見解，係源於原有勞動、親屬或財產關係之外，為了解決社會

風險所引發生活短缺現象，另經由外化手段〈externalisierende L�sung〉，由國家、地方自

治團體或社會保險機構所提供之公共給付。又郭明政教授認為，如果將外化要件加以去除，以

「為因應社會風險所產生短缺現象所為公共給付」為社會給付要件，將可彌補公務人員照護例

外排除於社會給付之漏洞。以上參見郭明政著，社會安全制度與社會法，頁127，1997.11。 
34
 有關職業促進給付，例如比照職業訓練法第四章規定，提供重傷犯罪被害人轉業訓練及殘障者

職業訓練，並協助被害人通過技能檢定及取得證照。 
35
 目前實務上認為義肢、義眼及其他輔助器材之使用係「增加生活上之需要」，與因犯罪被害「喪

失或減少勞動能力」共同計算而受最高金額一百萬元之限制。 
36
 鍾秉正，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補償規定及其實務分析，頁 23，發表於法務部與政治大學法學

院共同主辦「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學術研討會」，2002.12.20。 
37
 嘉義地方法院八十九年度補審字第二一號決定；花蓮地方法院八十九年度補審字第二○號決定。 

38
 按法務部於立法當時依其所提「保護生活理論」版本草案預計每年預算為新台幣四億元以上，

惟即使刪除被害人生活困難及加害人無資力或加害人不明等補償要件，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實施

迄今每年補償金支出總額至多僅一億多餘元，且未見增加趨勢。相對於此，法務部近年每年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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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首先應擴大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重傷」定義，以落實保護被害人之立法

目的39。再者，為提供符合犯罪被害人實際需求之給付並實現被害人回復社會之

積極目的，應擴大提供各種物質、醫療、心理及社會扶助給付40。至於我國補償

金沿用民法規定採一次給付之方式，恐將因被害人或其遺屬生命長短不一致國家

補償不足或過剩之情形，應刪除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九條補償最高金額之限制改

採年金給付方式41。最後，對於本法施行之前犯罪被害之人及其遺屬，更應迅速

增訂回溯條款之規定，以符合公平給付之原則42。 

 

 

第四節  排除條款 

一、排除事由之具體化 

    犯罪被害補償制度中設有排除條款之規定，主要目的在於確保立法目的的正

確實現及避免補償制度遭到濫用。惟犯罪被害情狀多樣，尚難以明定類型化之反

面規範，立法上除列舉少數特別重大事由外，僅有極為抽象之不確定之法律概

念，有待補償機關及法院補足，法院有最終確認排除事由之權限。不論我國犯罪

被害人保護法第十條規定「被害人對其被害有可歸責之事由」及「斟酌被害人或

其遺屬與犯罪行為人之關係及其他情事，依一般社會觀念認為支付補償金有失妥

當者」、德國犯罪被害人補償法第二條第一項「損害係由被害人引起」及「及於

                                                                                                                                            
出獄政支出費用則高達八十億元以上，參見中華民國八十八年至九十一年法務統計年報。 

39
 除了參酌德國依被害結果認定勞動能力損失等級之外，日本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平成十三修正結

果，重障害給付等級認定由原來勞動災害補償第一級至第四級擴大至第一級至第十四級，並新

增重傷病醫療給付（自負額及療養費用），以擴大保護重傷被害人之範圍。 
40
 參見一九八五年「聯合國防治犯罪及罪犯處遇會議(United Nations Congress on the 

Prevention of     Crime and Treatment of Offenders)」大會通過「犯罪被害者及權利濫

用被害者之司法基本原則宣言(Declaration of basic principles relating to victims of 

crime and relating to victims of abuse of power)」第五點決議；除了參酌德國聯邦照護

法所定給付項目之外，我國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提供被害人或其遺屬安置收容、醫療

服務、法律協助、社會救助、調查協助、安全保護、心理輔導及生活重建等給付亦可考慮列入

犯罪被害補償項目。至於日本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平成十三修正增定經認可之民間犯罪被害人早

期援助團體得執行協助被害人申請給付金、訪視被害人、提供或租予實物及提供各種勞務或輔

導等，亦可供我國參酌立法賦予民間被害人保護組織參與執行被害人保護業務。 
41
 郭明政，社會安全制度與社會法，頁 197 以下，1997。 

42
 德國犯罪被害人補償法第十條及第十一條定有過度條款及苛刻條款，於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

日至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五日間犯罪被害者為重度殘障、有照護需求及於該法有效法域內有住所

或居所者，亦得請求照護；日本則係依一九八○年立法通過當時附帶決議意旨成立「財團法人

犯罪被害救援基金」，對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施行前之被害人及其遺屬提供重障害慰問

金及在學子女獎助學金；法務部八十九年法保決字第○○一四六六號函准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保護對象適用範圍僅追溯至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施行前五年（八十二年十月一日），提供安置收

容、醫療服務、法律協助、社會救助、調查協助、安全保護、心理輔導及生活重建等給付，所

需經費由保護費項下核支（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八十八年十一月八日英護業字第○六

五○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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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理由（尤其經由請求權人自己之行為）所造成之損害，致給予照護將有不公

之情形時」、日本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之給法第六條第二款「被害人誘發犯罪行

為或其他被害人對於犯罪被害亦有責任者」及第三款「其他一般社會觀念上有失

妥當者」，均強調被害人引起被害者將可能導致排除給付之結果，被害人達到何

等程度之可歸責性應排除給付及判斷被害人可歸責性之要素為何則有所不同。至

於所謂「不公」或「一般社會觀念認為有失妥當」則係至為抽象之法律概念，必

須藉由立法目的或補償功能來加以釐清，當補償結果造成目的違反或制度濫用之

情形顯然重大時，並且非予排除補償無法確保立法目的實現及補償制度之正當運

作時，始得例外加以排除。有關排除事由之具體化，德國係由實務對於相類似案

例累積發展判斷標準，例如同性戀者之自陷危險、酗酒吸毒者之長期習慣、犯罪

組織利益衝突被害及實質原因理論等，惟於各地補償機關及上下級機關法院間仍

有判斷不一之情形。至於日本與我國之補償機關同樣對於補償內容有依法裁量之

權力，即非採德國法上「全有或全無」之給付原則，又我國對於過失犯罪被害人

亦提供補償金，因此日本制度由主管機關發布裁量基準以供各地方補償機關參酌

之方式，或可解決目前各地方補償機關誤用排除事由或見解不一之亂象。 

    
二、申請遺屬補償金之消極要件 

    日本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之給法第六條第一款以「被害人與加害人之間有親

屬關係或事實上婚姻關係」為排除或減額事由〈日本法原則上不給付親屬間犯罪

被害人，僅有例外情形提供三分之一減額給付43〉，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既無

此等規定，自不得逕以被害人與加害人間之身分關係為排除給付之考量依據。德

國實務以家庭控制犯罪可能性及被害人自陷危險等理由排除親屬間犯罪被害給

付，此等情形尚非得為一般排除事由，仍須就個案具體事實認定為妥。至於家庭

犯罪被害補償時否造成加害人因而獲利至違反立法基本價值之問題〈或者因循環

求償致無給付之實益〉，無論德國及日本均有提出以信託管理方式〈日本另有提

出分期給付之主張〉，以避免僅因防止加害人受益而犧牲被害人權利44。又我國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八條規定申請人「故意或過失致被害人死亡」、「被害人死亡

前，故意使因被害人死亡而得申請遺屬補償金之先順序或同順序之遺屬死亡者」

或「被害人死亡後，故意使得申請遺屬補償金之先順序或同順序之遺屬死亡者」

不得申請補償金，係參考我國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及日本犯罪

被害人等給付金之給法第五條第四項規定之立法，為得申請遺屬補償金遺屬之消

極資格限制1。其中，申請人故意致被害人或先順序申請人於死者，其因而獲利，

可認為依一般社會觀念給予補償金有失妥當之重大情形，將其排除補償亦可避免

道德風險。惟於「過失」致被害人於死之情形，若所有過失類型均一律喪失申請

                                                 
43
 高橋則夫，被害者の財產的損害の回復，ジュリスト第1163 期，頁73，1999.9.15。 

44 太田達也，犯罪被害者支援の国際動向と我が国の展望，法律のひろば，頁 16，2000.2；我國目前已有
各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提供協助未成年之應受保護人於成年前以分期或以其孳息按月支給生活

費用等信託管理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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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金之資格，顯然過於嚴苛。並且，衡量我國犯罪被害人對於過失犯罪亦提供

補償金，日本法則否，若不具身分關係之人之過失行為被害得獲得補償，對於具

有身分關係之人之過失行為被害則無法獲得補償，恐有失平衡。惟若考量一般社

會觀念認為親屬間行為應有較高之注意義務，故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八條第一款

規定所稱過失至少應認為係重大過失為妥。無論如何，我國以法律明文規定親屬

間犯罪被害將喪失補償請求權之規定，恐將造成特殊情形之補償遺漏〈例如夫妻

於長期別居中殺害對方而入監服刑，其遺留子女仍有待扶養〉。此等規定應予刪

除，適用一般排除條款即為已足，亦即留待補償機關或法院就親屬間犯罪之個案

具體事實認定補償正當性為妥。 

 
三、被害人協助偵查犯罪之說明義務 

    德國犯罪被害人補償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被害人因其不作為，未提供其

所能提供之事實解釋及行為人之追捕資料時，特別是未向主管機關為立即之告發

時，得拒絕給付。」，此等規定係國家固因獨占犯罪抑制之權力而對犯罪被害人

延續負擔補償責任，惟並未因而免除或減輕被害人協助犯罪偵防之義務，若被害

人未盡其可能之協助偵防犯罪行為，致國家無法或難以緝捕犯罪行為人，或因而

必須耗費不相當之人力及物力時，將影響國家負擔犯罪被害補償責任之基礎，補

償機關得依具體情狀裁量結果而拒絕給付。此外，課予被害人提供事實解釋或行

為人追捕資料之義務，亦具有防止被害人為特定人脫免刑事訴追或確保獲得補償

給付而不作為之積極目的。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雖未將此等情形列為排除事

由，可視個案情形認為依一般社會觀念給予補償金是否有失妥當。 

 
四、與有過失 

實務上對於車禍事件被害人申請補償金之處理，多依據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十條第一款規定「被害人對其被害有可歸責之事由」及同法施行細則第七條規定

「被害人對其被害之發生與有過失」作為排除補償事由。有關過失犯罪補償之問

題，郭明政教授認為：「不只是故意之犯罪行為，甚至過失之犯罪行為之被害人，

亦可主張補償。其結果將造成眾多車禍事故之被害人，亦可主張補償。此一保護

法，甚至將變成以車禍被害人保護為主要任務。就被害人所受之痛苦而言，亦即

就保護之需求而言，何等類型之犯罪，並非關鍵問題。準此，自有一併保護之必

要。但就國家防治犯罪之義務而言，過失犯罪與故意犯罪之防治，並不能等同視

之。何況，車禍事故之問題尚有汽車責任保險之保護。」及「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則特別重視犯罪之結果，即以重傷或死亡為限，而不強調其被害原因，則具有更

為明顯之社會安全考量。45」。本法立法之初，行政院草案即已載明將過失犯罪

之被害人納入補償範圍，主要原因乃立法當時砂石車肇事事件頻傳，引起社會大

                                                 
45
 參見郭明政，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後民法與社會法時期之成熟標竿，政大法學評論第六十期，

頁 315 以下，19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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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對被害人之同情，立法者意思亦同意對一般過失犯罪之被害人予以補償。此等

情形，顯然與德國法或日本法之規定完全不同。因此，我國實務以民事案件（車

禍事故）被害人與有過失責任比例決定補償金額度。惟犯罪被害補償金為公法上

金錢給付，適用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十條第一款「被害人對其被害有可歸責之事

由者，得不補償其損失之全部或一部」之規定時，主管機關應審酌具體個案事實

以判斷被害人就其被害是否可歸責，而非逕以民事責任歸屬問題為認定補償與否

之依據，甚至逕而排除或減少給付。 

 
五、實質條件 

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十條第一款「被害人對其被害有可歸責之事由者，

得不補償其損失之全部或一部」之規定與德國犯罪被害人補償法第二條第一項之

規定為類似之規定，德國實務上係採聯邦照護法上之實質原因理論（本質條件理

論）以判斷損害是否為被害人所引起，亦即審查被害人舉止是否為損害發生之實

質原因。然而，此等理論係在社會給付「全有或全無」原則之下，以「等價衡量」

之方式，判斷被害人舉止是否為實質上之原因，固然合乎邏輯，惟似乎過於嚴格。

按德國犯罪被害人補償法第一條第一項係載明以「故意違法加害行為」為補償要

件，因此有關排除條款適用時，就被害人行為違法性之認定，顯然將與社會法不

計損害原因之本質牴觸。Schulin 認為，基於被害人輕度或中度過失所造成之損
害，因社會上一般人皆有可能發生，乃社會容許之行為，因而此等損害應由整體

社會來承擔46。有關車禍事故之處理，考量我國犯罪補償制度中並無如德國聯邦

照護法中尚且有補充性之救濟給付（即準用戰爭被害人照護給付或救濟給付），

若採行實質原因理論，民法上與有過失之車禍事故被害人，過失程度超過百分之

五十者將完全排除於給付之外，另一過失程度低於百分之五十者將獲得完全之補

償，其結果並不公平。因而，從被害人之立場而言，若其過失程度超過百分之五

十者，還不如依據現行實務採民法上「與有過失」之審查方式較為有利。本文認

為既然「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特別重視犯罪之結果，即以重傷或死亡為限，而不強

調其被害原因」，則於排除條款之適用時亦應採同樣之標準。就車禍事件之處理，

除了故意肇事者外，不問過失比例，均不得逕予排除給付。 

 

第五節  減除條款 

犯罪被害補償制度設有減除給付之規定，主要係國家就同一犯罪被害結果協

調整合多層之社會給付，並避免過度給付或多重給付47。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46
 Schulin, Bertram, Soziale Entsch�digung als Teilstem kollektiven 

Schadensgleichs,,f234. 1981. 
47
 鍾秉正，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補償規定及其實務分析，發表於法務部與政治大學法學院共同主

辦「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學術研討會」，頁 31，200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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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明定社會保險、損害賠償給付或因犯罪行為被害依其他法律規定得受之

金錢給付，應自犯罪被害補償金中減除之。其中，被害人就其所受損害選擇依民

法規定請求賠償，自無由國家提供補償之必要。犯罪被害補償乃因填補社會保險

不足之立法，被害人已經可獲得社會保險給付者，國家毋庸再予提供補償。本條

立法理由載明「其他對犯罪被害人所受損害設有賠償或補償之法律」，如公務人

員保險法、公務人員撫恤法、勞工保險條例、農民健康保險條例、軍人保險法、

學校教職員撫恤條例、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精神衛生法第十九條第二項、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法48。其中，勞工保險條例、公教人員保險、軍人保險、農民健

康保險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等性質上為社會保險，精神衛生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賠

償之性質為社會補償，應自犯罪被害補償給付減除之。惟公務人員撫恤給付及勞

動基準法退休給付，其性質非社會保險公共給付，並無社會給付請求權競合之情

形，不應列為減除項目。 

日本犯罪被害給付金之性質係具有一部份損害賠償功能之慰問金，且於立法

當時已先計入被害人受領國民年金後始應支給之額度，因而國民年金保險、厚生

年金保險及其他共濟組合保險均非犯罪給付金之調整對象。並且，日本犯罪被害

給付制度將犯罪被害比照意外災害事件處理，僅以勞動災害及其他類似之災害補

償為立法補充之對象，與其他社會保險或公務人員退輔制度給付無涉，自亦未將

其列為調整補償金之對象49。德國犯罪被害人補償給付與其他社會給付發生請求

權競合時，犯罪被害人補償法第一條第二項第七款明定汽車或拖車事故並非補償

之對象，又依據同法第三條之規定：基於犯罪被害補償請求權與其他適用或準用

聯邦照護法規定給付請求權發生競合時，應就整體損害結果所致就業能力之減損

以確定單一給付；若基於特定事實，犯罪被害補償請求權與其他適用或準用聯邦

照護法規定給付請求權並存時，犯罪被害補償請求權消滅；至於公務人員過失侵

權行為責任及國家保險條例給付仍與以保留。再者，依據聯邦照護法第六十五條

規定，基於同一原因，照護給付請求權在法定傷害保險給付額及一般公務員法上

之照護給付與傷害救濟給付之差額之範圍內不得主張，照護法上基本年金在公務

員法傷害救濟在薪資所得以外所為給付之同等額度內中斷其請求權。至於未為犯

罪被害人補償法或聯邦照護法明定為減除項目之社會保險給付，因計算被害補償

年金給付時已考量此等給付收入，事實上已成為減除給付項目50。社會扶助及社

                                                 
48
 私校教職人員保險法與公務人員保險法於八十八年合併為公教人員保險法。 

49
 日本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第七條規定，給付金調整之對象限於勞動災害補償保險法及其

他政令規定之給付，例如消防法之意外災害死亡或重障害給付（施行令第二條）。又依據犯罪

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國家公安委員會規則所定給付包括船員法、船員

保險法、勞動基準法、災害救助法、消防法、消防組織法、水防法、河川法、公營企業職員通

勤災害補償辦法、國家公務員災害補償辦法、協助警察執行職務災害給付法、援助海上保安官

災害給付法、證人被害給付法、汽車損害賠償保障法、公立學校校醫、牙醫及藥劑師公務災害

補償法、日本學校安全會法、災害對策基本法、地方公務員災害補償法及公害健康補償法等，

並以意外災害致死亡或重傷支給付為限。 
50
 Wulfhorst,Traugott, Soziale Entsch�digung –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1.Aufl., 31f,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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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促進給付，因以資產調查為必要或具有特定之社會政策目的，並不在犯罪被害

補償減除之範圍之內。 

關於社會補償及其他社會法次體系之關係，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十一條

規定犯罪被害人受有社會保險、損害賠償給付或因犯罪被害已「依其他法律得受

之金錢給付」，應自補償金減除之。社會保險應指勞保、公保、軍保及全民健康

保險等社會保險，損害賠償應指民法上之損害賠償；「依其他法律得受之金錢給

付」應指具有損害賠償性質之加害人責任保險或具有公法上社會給付性質之軍公

教退撫給付，企業社會給付或私人保險給付則不應計入51。至於基於資產調查認

定貧窮事實之社會扶助給付或具有特定目的之社會促進給付，其給付功能及給付

要件均與犯罪補償無涉，為後順位之社會給付，自不應計入減除項目52。因同一

被害事實之發生，同時充足犯罪被害補償給付及其他社會補償給付要件時，應認

為係社會給付請求權競合之情形，被害人得申請較為優渥之給付53。至若因同一

事實同時成立犯罪被害補償請求權與國家賠償請求權時，並不因此國家賠償責任

亦不應而排除，被害人自得請求完全之國家賠償54。 

 

第六節  求償制度 

國家因提供犯罪被害給付之結果，取得對於加害人或其他賠償義務人求償之

權利，此等權利係因法律規定自被害人移轉而來，性質上為法定權利移轉55。國

家取得債權後，因權利內容係民法上損害賠償請求權，應適用民事訴程序及民事

執行程序56。國家因法定債權移轉之結果而為權利人，此等債權依據公務人員法

及預算法等規定係必須強制行使之國家債權，然而基於犯罪人更生保護等刑事政

策之考量或因加害人事實上無資力致徒費求償程序費用，應得放棄或變更其權利

行使57。換言之，國家求償是否或如何行使，主要係基於刑事政策之考量，並具

有維持民事損害賠償制度之意義，以免加害人因犯罪補償結果而免除民事賠償責

                                                 
51
 同前註，頁 320-321。關於公務人員退撫給付之性質，請參見郭明政著，年金制度之協調與整

合，載於郭明政編「年金制度及其法律規範」，頁 261 以下，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勞動法與社

會法研究中心，1999.6。 
52
 參見郭明政，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後民法與社會法時期的成熟標竿，政大法學評論第六十期，

頁 321 以下，1998.12。 
53
 按德國犯罪被害補償或其他社會補償準用聯邦照護法而為給付者，依據犯罪被害人補償法第三

條第二項之規定犯罪被害補償請求權消滅。我國各種社會補償之給付內容不一，惟同樣基於國

家補償責任，並避免雙重給付或過度給付，應認為係社會補償請求權間之競合關係。 
54
 參酌德國犯罪被害人補償法第三條第三項之規定，犯罪被害補償請求權與因過失違反公務義務

而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發生競合時，並不因此排除依民法第八三九條第一項所定之請求權（相

當於我國民法第一八六條之規定）。 
55
 楊芳賢，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求償制度，頁 12 以下，發表於法務部與政治大學法學院共同主

辦「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學術研討會」， 2002.12.20。 
56
 同前註。 

57
 Schoreit-Düsseldorf § 5 RdNr. 3. ; VV Nr. 8 zu § 81a B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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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58。惟犯罪被害補償制度之創設，加害人無資力及訴訟不經濟本來即為主要原

因，國家求償自將遭遇同樣困境59。因犯罪被害補償制度之建立，我國犯罪被害

人保護法施行四年結果，國家取得賠償金額僅佔補償支出百分之一點八四之比率
60。日本因犯罪被害給付金係慰問金之性質，實務認為沒有求償之必要，給付金

制度實施二十年的歷史中，僅有一件求償案例61。德國漢堡地區實施結果，一九

七六年至一九八○年求償率〈求償收入/補償支出〉為百分之二點二、一九八一
年為百分之一點二、一九八二年為百分之四點五、一九八三年為百分之三點八、

一九八四年為百分之三點三、一九八五年為百分之五點七、一九八六年為百分之

五點四、一九八七年為百分之五點三62。 

犯罪被害人保護制度定有求償權之規定，可知民法之侵權行為責任並未遭到

廢棄，民法之社會化未必將過失責任改為無過失責任，而是一方面保留民事責

任，另一方面另行建立社會安全制度63。惟若以我國實務上以民法損害賠償規定

計算補償金額，再由檢察機關對加害人進行全面求償之運作方式，此等情形無異

由國家擔保民法侵權行為責任〈個人責任〉之實現。就此，過失加害人因其過失

行為而負擔難以期待其償還之國家債務〈例如大眾交通工具駕駛人或工業設備危

險源控制人未投保責任保險者所造成大量人身傷害結果〉，恐非當初立法原意。

按國家於其犯罪補償給付範圍內取得求償權，該等請求權性質上係公法上權利，

惟其權利內容係民事法律關係，故應適用民事求償程序。求償權如何行使或是否

行使，國家得基於更生保護之刑事政策或基於比例原則之裁量〈例如加害人顯無

資力或訴訟程序費用超過求償所得〉，與加害人協議適當之求償方式〈分期或延

期償還〉，甚至得完全放棄或部分放棄求償權之行使。 

 

 

 

 

 

 

 

                                                 
58
 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施行細則第九條第二項明定檢察官行使求償權時得先與犯罪行為人或

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人協商，審酌犯罪行為人一切情況，准予分期給付或延期給付。實務運作

尚則未發現放棄國家求償權之案例。 
59
 郭明政，犯罪被害人民事賠償與社會保障之法事實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計畫

NSC830301H004104，頁 10 以下，1995.12。 
60
 監察院「犯罪被害人保護執行成效專案調查研究報告」認為本法施行四年以來百分之一點八四

〈求償總額八百四十餘萬，補償金支出四億四千餘萬〉求償率係亟待補正之缺失。 
61
 太田達也，台湾の犯罪被害者補償制度，法學のひろば，頁45，2001.6。 

62
 Villmow, Bern / Plemper, Burkhard, Praxis der Opferentsch�digung – Hamburger 

Entscheidungen und Erfahrungen von Opfern von Gewaltdelikten, 188f.. 
63
 參見郭明政，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後民法與社會法時期的成熟標竿，政大法學評論第六十期，

頁 321 以下，19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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