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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代先進工業國家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之建立，最早英國及美國於一九五�
年代末興起犯罪被害人保護運動，英國於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公佈實施「犯罪傷

害補償計畫（The Criminal Injuries Compensation Schemes）」，建立犯罪被害國家
補償制度。當英國尚在立法討論時，紐西蘭率先於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施行「刑

事損害補償法（Criminal Injuries Compensation Act）」，成為世界最早建立犯罪被

害國家補償制度之國家1。美國加州政府緊接著於一九六五年實施暴力犯罪被害

人補償制法（Cal.Welfare and Institution Code §11211）」、澳大利亞五省及加拿大

八省陸續自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二年實施犯罪被害補償法案2。至此，英美法系

主要工業國家皆已實施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歐陸各國則最早由瑞典於一九七一

年實施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嗣奧地利、荷蘭、法國、芬蘭、義大利、德國等國

亦陸續於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六年間相繼施行犯罪被害人補償之立法3。亞洲各國

中，香港地區最早於一九七三年在英國統治時期實施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日本

係於一九八○年制定通過「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並於翌年施行，韓國

於一九八七年公佈施行「犯罪被害人救助法」，我國自一九九八年十月一日施行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而印度及泰國刻正準備立法中4。 

我國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之立法，晚於先進工業國家三十年，先進工業國家

之立法例適成為重要之參考依據。行政院提案當時，即言明為順應世界各國保護

犯罪被害人之趨勢，符合現代刑事政策之理念，實有制定專法由國家對犯罪被害

人予以補償之必要5，立法理由亦載明本法係參酌紐西蘭、荷蘭、德國、日本、

英國及美國等之立法例6。至未載明於立法理由，補償機關設於檢察署及以犯罪

發生地定管轄機關等，則與韓國同為世界少有之立法例7。然而，我國犯罪被害

人保護法自八十七年十月一日通過施行以來，就目前實施狀況來看，似乎難以從

先進工業國家中找到類似的立法例，恐怕也與當時立法者的意思漸行漸遠8。從

                                                 
1
 鈴木義男，被害者補償�諸問題－英米��議論�顧��，載於大谷實�宮澤浩一共編，犯罪被

害者補償制度，頁128-144，成文堂，1976。 
2
 同前註，頁129-130。 
3
 宮 澤 浩 一 ， 被 害 者 補 償制 度 � 比較 法 的 � 討－�����大 陸 諸 �， �� � � �575�， 頁50-57，

1975。 
4
 太 田 達 也 ， 被 害 者 支 援 �����最 新 情 事 ， 宮 澤 浩 一 先生古 稀 祝賀 論文 集 ， 第 一 卷 犯 罪被害

者 論 �新 動 向， 頁359-426，2000。 
5
 立法院公報第85卷第43期院會紀錄，頁151。 
6
 同前註，頁155-200。 
7
 韓相敦譯，韓國犯罪被害者救助法，收錄於各國犯罪被害補償法規選輯，頁213-215，法務部

印行， 1994；馬鎮華著，考察韓國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報告，法務部印行，1996。 
8
 例如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立法不採行政院草案之「保護生活理論」，刪除被害人或其遺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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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實務運作結果來看，除了債之主體外，幾乎與民事損害賠償責任沒有多大差

別。換言之，我國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實施之結果，已成為部分民事損害由國家

代替加害人向被害人或其遺屬賠償之制度。主管機關為維持此等制度之運作，陸

續發布統一見解及處理程序之函令，惟制度運作上仍有其困難之處9。同時，有

關修法的意見也陸續被提出10。就此，不禁令人懷疑，何以各界對我國犯罪被害

補償制度有這麼多不同意見？我國建立犯罪被害補償制度之目的究竟為何？當

初建立犯罪被害補償制度之目的究竟實現多少？實務運作結果是否符合立法者

期待？我國犯罪被害補償制度如果已經走出一條「本土」之路，未來的方向在哪

裡？對此，本文乃嘗試藉由立法資料重新釐清立法者意思，並再次比較當初立法

所參考之主要立法例，藉以尋求法律適用或將來修法之方向。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 比較對象之說明 

本文研究僅以犯罪被害補償制度中實體法部分為限，並以我國犯罪被害人保

護法為中心，以德國犯罪被害人補償法（包括聯邦照護法）及日本犯罪被害人等

給付金支給法為比較對象，先於本文第二章、第三章及第四章分別介紹其立法目

的、補償要件、排除條款、給付對象、給付內容、減除條款（請求權競合）及國

家求償權，最後於第五章進行整體比較。以德國法及日本法為比較對象，主要理

                                                                                                                                            
活陷於困難之要件，惟實務適用排除條款時又回復以被害人非生活困難為排除給付事由。 

9
 例如依民法侵權行為規定調查被害事實以釐清責任歸屬，並依賴刑事訴訟結果認定犯罪被害補

償制度所稱犯罪事實，則必須循傳統民刑事程序進行。因而實務上認為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十

七條所定三個月決定期限造成審議委員會之時間壓力，參見彭洪麗，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實施三

週年紀實－兼論立法芻議，法務通訊第2058期第四版，2001；又關於犯罪被害補償金求償業

務之執行，有認為檢察官專責刑事偵察案件，執行民事訴訟及執行程序造成檢察官過當之壓力

及負擔，因而提出應將求償業務交由新進之後補檢察官以「專人專責」及「鼓勵獎金」之方式

為之，或委由檢察事務官或書記官辦理，並有建議應委由律師辦理。參見法務部八十九年第一

次犯罪被害補償金求償權業務檢討會第一案及第二案決議、九十年第二次犯罪被害補償金求償

權業務檢討會第七案附帶決議。 
10
 例如：陳榮宗認為：「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立法意旨，乃在犯罪被害人或其遺屬尚未或無力向

加害人求償，國家予以緊急補償之保護措施；補償與賠償之性質不同，真正之債務人乃加害人，

國家先行替代支付後，他日尚須向加害人求償，可知應受損害賠償相關法理之限制。」，進而

提出「從公平正義理念出發及避免因補償金之浮濫發給致對國家預算發生排擠作用，根本解決

之道，乃在於刪除扶養費之遺屬補償金」之主張，法務通訊第二○七○期第三版，2002.1.31；

又關於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十七條所定三個月決定期限，法務部九十年第二次犯罪被害補償金

求償權業務檢討會上有提出研議修法放寬補償決定期限之限制，以詳加調查受害事實及責任歸

屬，並主張此舉有助於日後國家求償權之行使及避免核發補償金後再請求返還之麻煩，乃建議

增訂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十七條第二項：「審議委員會對於補償之申請，若認為必要，得決定

於刑事判決確定後再為補償之決定，不受前項期限之限制。」；法務部八十八年犯罪被害補償

業務北區研討會第四案則附帶決議：「為免審議委員會之決定與民事訴訟之結果歧異，建請法

務部修法，對於事實之認定，在司法尚未判決前，審議委員會得停止審議程序。」；法務部九

十年第一次犯罪被害補償業務研討會第三案及第二次犯罪被害補償業務研討會第十案認為，對

加害人行使求償權須依循一般民事訴訟程序求償，且須預繳訴訟費用，曠日廢時，有修法解決

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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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在於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立法過程當時，主要係以該二國立法例為參酌對

象。立法當時有行政院草案及謝啟大等委員草案兩個版本，行政院草案近乎日本

法之修正版，謝啟大等委員草案則參酌部分德國法規定。茲說明如下： 

 

（一）行政院草案與日本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11 

行政院草案版本可謂深受日本法之影響，按該草案說明載明「參酌日本立法

例」之條文，包括：第二條（犯罪行為及犯罪被害補償金之定義）、第七條（得

申請遺屬補償金遺屬之消極資格限制）、第九條（排除條款）、第十條（減除條款）、

第十一條（國家代位求償權）、第十二條（補償金之返還）、第十五條（二年消滅

時效）、第十七條（不服審議決定之覆審）、第十九條（補償決定機關之調查權）、

第二十條（暫時補償金）、第二十一條（暫時補償金之限額及補償金之扣除及返

還）、第二十二條（領取補償金及暫時補償金之期限）、第二十三條（以補償決定

書執行名義及其優先受償）、第二十四條（補償金不得扣押、讓與或擔保）等，

單就條文數而言，參酌日本法已為所有立法例中之最多者12。即使草案說明中所

未載明參考日本例者，從法條規定及其實質內容來看，亦有極其相似之處： 

 

1.立法目的 

日本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固未載明，惟考量立法背景及實質法律內容，

一般認為該法之立法宗旨應綜合考量三要素，即：(一)民法侵權行為制度之實質

化乃至於補全；(二)刑事政策之要求；(三)社會福利政策之擴充13。多數認為去除

國民對於整體法制之不信任感及確保國民對於法律制度之信賴，實為立法之真正

目的14。行政院草案第一條載明「為補償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或受重

傷者之損失，以保障人民權益，促進社會安全，特制定本法」。該條文文字雖未

具體指明，惟就草案說明所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即所謂犯罪被害人，包

括直接被害人及一定範圍之間接被害人如配偶及父母子女等，原得依侵權行為之

規定向犯罪行為人或其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人，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或受雇

人之雇用人等，請求損害賠償。惟往往由於犯罪行為人不明或應負賠償責任之人

無資力賠償其損害等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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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近年以來，已建立更生保護法、社會救助法、

老人福利法及兒童福利法等司法保護、社會安全及福利制度，對於被告及受刑人

                                                 
11
 按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係以日本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昭和五十五年〈西元一九八○

年〉五月一日法律第三十六號為參酌對象，因此本文主要仍以此等舊法規定為比較對象，至於

平成十三年四月十三日法律第30�〈西元二○○一年〉主要係擴大重障害給付金等級及增加

重傷並給付金，此新修部分將於第三章日本法中補充介紹。 
12
 立法院公報第八十五卷第四十三期院會紀錄，頁155-200。 
13 大谷實、斎藤正治，犯罪被害給付制度─犯罪被害者等付金支給法の解說，有斐閣，頁58，1983。  
14
 同前註，頁58-59；淺野信二郎，犯罪被害制度の基本的考え方，警察學論集，第三十三卷，

第 〸 一� ，頁 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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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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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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參酌我國憲法第一百五十五條規定意旨，明定

本法之立法目的。」等三點說明，顯然與日本法第一條三點立法理由一致。 

惟若考量行政院草案第三條：「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或受重傷

者，於犯罪行為人不明，或應負賠償責任之人無資力賠償其損害，且因犯罪被害

致生活陷於困難時，得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第八條第一項：「補償之項目及

其最高金額如下：一、因被害人受傷所支出之醫療費，最高金額不得逾新台幣四

十萬元。二、因被害人死亡所支出之殯葬費，最高金額不得逾新台幣二十萬元。

三、因被害人死亡致無法履行之法定扶養義務，最高金額不得逾新台幣二十萬

元。四、受重傷被害人所喪失或減少之勞動能力或增加之生活上需要，最高金額

不得逾新台幣二十萬元。」及第十條：「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或重傷

者，受有社會保險、『社會救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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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規定及其說明，且再斟

酌法務部於立法院審查會時所一再強調：「救急不救窮15」、「本法採生活保護理

論16」、「財力雄厚的老板也要得到補償？；受害人本身生活若沒有困難，就不是

需要這錢的人 … …。」、「國家並無責任，否則就不叫補償！17」、「補償是補充性

的、部分性的、救濟性的。18」等語，可見行政院草案最為強調者乃被害人原來

民事侵權行為損害法律關係之惟持，國家僅負最後「補充性」之補償責任，並以

被害人貧窮為必要。總之，正如法務部當時所稱：「犯罪被害人補償法乃是『補

充性』的法令，換句話說，它是最後順位的補償制度。通常加害人首先應是向加

害人請求賠償，如果加害人能賠的話，就不應由國家作補償；萬一加害人無法進

行賠償，則被害人應由社會福利或社會救助尋求補助。倘使被害人無法向加害人

求償，才輪到國家補償 … …。 19」等語，可謂充分說明行政院草案採取較日本法

補償要件更為嚴苛之立場。 

 

2.給付內容及對給付對象 

按行政院草案第四條規定：「犯罪被害補償金之種類及支付對象如左：一、

遺屬補償金：支付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二、重傷補償金：支付因犯

罪行為被害而受重傷者；前項補償金應一次支付，但得因申請人之申請分期支

付。」；日本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第四條規定：「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應

一次給付，其種類如左：一、遺屬給付金。二、障害給付金；遺屬給付金，係於

                                                 
15
 立法院公報第八十四卷第二十八期委員會紀錄，頁 474及頁480-481。 
16
 立法院公報第八十四卷第二十九期委員會紀錄，頁 92。 
17
 立法院公報第八十四卷第二十八期委員會紀錄，頁 470。 
18
 立法院公報第八十四卷第三十六期委員會紀錄，頁 381。 
19
 立法院公報第八十四卷第二十九期委員會紀錄，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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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被害而死亡時，支給第一順位之遺族（指依同法第五條第三項及第四項研定

第一順位之遺族）」，若先不論補償金及等給付金性質之差異，單從條文所定給付

形式以觀，二者同樣採一次性金錢給付，且區分為死亡給付及重傷給付。 

 

3.遺屬給付之順序 

再按行政院草案第五條規定：得申請遺屬補償金之遺屬，依左列順序定之：

一、父母、配偶及子女。二、祖父母。三、孫子女。四、兄弟姊妹；得申請第八

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補償者，以其係依賴被害人扶養維持生活者為限。」；日本

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五條則規定為：「得受遺屬給付金支給之遺屬，為被

害人死亡時左列各款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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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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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交遺屬給付金支給之遺屬順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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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此，得申請遺屬補償金之遺屬順位，除配
偶無論如何列為第一順位者外，其於則顯然不同。然而若再加以細究，行政院草

案第二項規定以被害人祖父母、孫子女及兄弟姐妹係依賴被害人扶養以維持生活

者為限，則又與日本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區別被害人孫子女、祖父母

及兄弟姊妹是否依賴被害人之收入以維持生活，若非依賴被害人之收入以維持生

活者，亦將因順序居次而不得受領等給付金，從結果而言並無不同。 

 

4.遺屬共同申請給付之計算 

行政院草案第八條原列有第三項但書規定：「得申請補償金之遺屬有數人

時，每一遺屬均得分別申請，其補償數額於各款所定金額內酌定之。『但各款補

償總額不得逾各該款所定之最高金額』。」；日本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九條

規定：「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之數額，為依政令規定算定之給付基本額，乘以在

遺屬給付金按遺屬之生活狀況，在障害給付金按障害之程度由政令所定之倍數所

得之額〈『應受遺族給付金之遺屬有二人以上時，其數額為除以其人數所得之

額』〉。」，此就依據損害事件定一次金錢給付總額，並由得被害人遺屬均分而言，

亦屬相同。 

 
（二）謝啟大等委員草案與德國犯罪被害人補償法 

 

1.補償要件 

按謝啟大等委員草案版本第三條第一項規定：「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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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屬或受重傷者，得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相對於行政院草案第三條第一項

規定：「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或受重傷者，於犯罪行為人不明，或應

負賠償責任之人無資力賠償其損害，且因犯罪被害致生活陷於困難時，得申請犯

罪被害補償金。」，亦即刪除「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或受重傷者，於

犯罪行為人不明，或應負賠償責任之人無資力賠償其損害，且因犯罪被害致生活

陷於困難時」之限制，經立法院司法委員會審查結果，照謝啟大等委員草案條文

通過20。依據該草案說明：被害人受害後常立即產生經濟生活上之困難，如就醫

等費用支出，收入沒有等等，如尚需被害人證明犯罪人無資力等情事時，一則被

害人之身心狀態難有可能為此調查，二則亦有緩不濟急之感。同時國家照顧國民

生活，尤其陷於困境如犯罪被害人等之生活，係屬國家無可旁貸之職責，自不能

推諉此一立時伸出援手之責任。依據郭明政教授之見解：「按行政院之草案原將

請求人之資格限於犯罪人不明或無資力及被害人生活陷於困難兩大要件，惟一讀

審查會認為此等要件過嚴，而加以刪除。此一刪除乃屬正確之修正：一、若以犯

罪人不明或無資力為要件，則只要犯罪人尚有一定資力者，即應由被害人自行請

求賠償。在此情形下，被害人仍需面對犯罪人，而有二度傷害之虞。其次，被害

人可能仍需曠日廢時的進行訴訟程序。其結果，可能分文不得；縱得之，但已精

疲力盡。既然如此，何不由國家先行補償，再由法院向加害人求償。二、由於求

償制度的設計，因此所支出之補償費用，將可向此等「有資力」之犯罪人求償，

而不增加財政負擔。就此，法務部或已預見，此等求償當不樂觀。既然以國家之

公權力求償尚不樂觀，則任由被害人請求賠償，當更不可期待。既然如此，怎有

要求被害人自行請求賠償之理？三、就被害人生活陷於困難之要件觀之，如果此

要件採取嚴格之解釋，則將與社會救助無異。果若如此，何有實施此一補償制度

之必要。若此等生活困難之標準，任由行政機關另行解釋，則法律之內容將失其

明確性與透明性，亦屬不當21。」。就此，德國暴力犯罪被害人補償法第一條第

一項僅規定：「任何人於本法有效法域內，或於德國船舶或航空器上，因對其本

人或他人之故意不法加害行為（tatlicher Angriff），或基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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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另有其他「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或受重傷者，於犯罪

行為人不明，或應負賠償責任之人無資力賠償其損害，且因犯罪被害致生活陷於

困難時」之限制。至於準用聯邦照護法規定之結果，依據聯邦照護法第二十五之

a條第一項規定，犯罪被害人本人遭受損害或其遺屬喪失配偶、父母、子女或孫
子女，其法定照護需求無法經由同法其他給付或其他收入而滿足時，被害人或其

遺屬得請求戰爭被害人照護給付（救濟給付），則必須考量被害人或其遺屬是否

無經濟能力（wirtschaftliches Unvermögen），亦即其法定需求是否無法藉由其他
收入或財產而加以滿足。當被害人或其遺屬被認為係無經濟能力者，還必須考慮

                                                 
20
 立法院公報第八十四卷第四十三期委員會紀錄，頁 524-525；立法院公報第八十四卷第四十三

期院會紀錄，頁158-160。 
21
 參見郭明政，犯罪被害人補償條例應速立法，自立早報十一版，1996.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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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無經濟能力與損害事件間之因果關係。此等救濟給付並非德國犯罪被害補償之

主要給付，乃唯恐被害人適用聯邦照護法之層層保障（包括年金給付、津貼給付、

醫療給付及特別扶助等）仍有不足之處，而另行提供之次要給付，性質上係一種

類似社會一般社會救助之特別社會救助22。 

 

2.補償內容及給付方式 

謝啟大等草案首先於第四條刪除行政院草案第四條第二項「前項補償金應一

次支付，但得因申請人之申請分期支付」之規定，並於第八條提出甲、乙、丙三

種對案。按謝啟大委員於審查會上發言：「對犯罪被害人的補償金應採年金制或

大幅提高補償金 … … 23。」等語，並稱該草案係留學德國之學者所擬24。基本上，

德國犯罪被害補償之方式，依據犯罪被害人補償法第一條第一項之規定，犯罪補

償要件之損害結果區分為健康上及經濟上之損害結果，並分別就被害結果準用聯

邦照護法相關之給付規定。被害人遭受健康上損害者，可獲得與法定健康保險相

當之醫療及復健給付；至於經濟上損害，則可獲得年金給付、職業損失補償、津

貼及各種扶助給付。不符前揭給付要件而生活陷於窮困者，則另予提供其救濟給

付。依據立法當時郭明政教授所稱：「就補償之方式與數額而言，不論行政院之

草案或審查會之決議皆有最高額之限制，且不論是其所規定之二十萬、四十萬或

一百萬等數額皆屬相當低之數額。按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乃是一種建立在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制度之基礎上，但又鑑於此等賠償制度常無法實現，而採行由國家「擔

保」並先行給付之制度。因此，其補償之數額應以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額為其數

額。亦即，無有數額限制之必要。畢竟，依據侵權行為法之損害賠償，並非漫無

限制，而有其一定範圍。又鑑於一次給付之損害賠償每未能有效保障被害人，因

此在歐美國家所採行年金給付之成例，諸如德國所採行比照「戰爭被害人照護年

金」之補償制度，實有斟酌採行之必要。如果此等年金制度於此次立法未能採行，

亦應於長程立法計劃上加以考量25。」。謝啟大等所提三種補償內容及方式之對

案如下26： 

（1）甲案 

補償之項目及金額如左： 

一、因被害人受傷或死亡前所支出之醫療費。 

二、因被害人死亡所支出之殯葬費，最高金額不得逾新台幣二十萬元。 

三、因被害人死亡或受重傷致無法履行之法定扶養義務，扶養權利人得請領相當

於被害人原有所得三十個月之補償金。 

                                                 
22
 參見郭明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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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12。 
23
 立法院公報第八十四卷第二十九期委員會紀錄，頁 90。 
24
 立法院公報第八十四卷第四十三期委員會紀錄，頁 526-527。 
25
 參見郭明政，犯罪被害人補償條例應速立法，自立早報十一版，1996.9.26。 
26
 立法院公報第八十五卷第四十三期院會紀錄，頁165-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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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重傷之被害人所喪失或減少之勞動能力或增加之生活上需要，被害人得依

其殘障程度及原有所得，準用勞工保險條例殘廢給付之規定，請領補償金。 

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中被害人之每月所得低於勞工保險條例所規定月投保薪資

分級表之最低級者，以最低級計算﹔超過最高級者，以最高級計算。 

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得申請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補償，因犯

罪行為被害而受重傷者，得申請第一項第一款及第四款所定補償金。 

得申請補償金之遺屬有數人時，每一遺屬均得分別申請，其補償數額於各款所定

標準內酌定之。 

（2）乙案 

補償之項目及金額如左： 

一、因被害人受傷或死亡前所支出之醫療費。 

二、因被告人死亡所支出之殯葬費，最高金額不得逾新台幣二十萬元。 

三、因被害人死亡成受重傷致無法履行之法定扶養義務，扶養權利人自上開扶養

人死亡或受重傷時起，每月得請求相當於社會救助法所規定當地之最低生活標準

數額之補償金。 

四、受重傷之被害人所喪失或減少之勞動能力逾百分之三十者，每月得請求按前

款標準計算之補償金﹔另因而增加之生活需要，最高金額不得逾新台幣四十萬

元。 

前項第三款扶養權利人請求補償金之期限如左： 

一、父母得請求至死亡止。但被害人死亡時未成年，自被害人成年時起算。 

二、配偶得請求至再婚或死亡時止。 

三、子女、孫子女、兄弟姐妹得請求至成年時止，但仍在學者不在比限。 

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之遺屬，得申請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補償，因犯罪

行為被害而受重傷者，得申請第一項第一款及第四款所定補償金。 

得申請補償金之遺屬有數人時，每一遺屬均得分別申請，其補償數額於各款所定

標準內酌定之。 

（3）丙案 

補償之項目及金額如左：一、因被害人受傷或死亡前所支出之醫療費。二、因被

害人死亡所支出之殯葬費，最高金額不得逾新臺幣二十萬元。三、因被害人死亡

致無法履行之法定扶養義務，扶養權利人每人不得逾新臺幣四十萬元。四、受重

傷之被害人所喪失或減少之勞動能力或增加之生活需要，最高金額不得逾新臺幣

四十萬元。 

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得申請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補償，因犯

罪行為被害而受重傷者，得申請第一項第一款及第四款所定補償金。 

得申請補償金之遺屬有數人時，每一遺屬均得分別申請，其補償數額於各款所定

標準內酌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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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甲乙丙案之說明 

受傷或死亡前支出之醫療費往往使上開人或家屬無以支應，最高限額之設定

對受傷害損失較重之人極不公平，不符照顧本旨。另由於全民健保業已施行，醫

療費用原則上將由全民健保局支付，因此醫療費用將僅於極少數例外情形，始可

適用。為求其與全民健保一致，因此醫療費用無有金額限制之必要。 

A.甲案部份：對於因犯罪行為致被害人死亡或受重傷，為了填補其遺屬或本人之
民事損失，並為達成社會安全之目的，其補償金應準用勞工保險條例之規定，以

求其生活的保障。按我國勞工保險條例之死亡給付僅為三十個月的投保薪資，殘

廢給付最高亦僅為一千二百日投保薪資，亦即最高給付額僅約百萬元。此一區區

之數額雖仍不足以提供完全之生活保障，惟若以開辦之初仍以謹慎為由，則可採

行此等保守措施，俟勞工保險條例之給付額調高並改採年金給付時，再行比照修

改。 

B.乙案部份：受扶養之人，若加以最高額之限制，則於最高限額用畢後，受扶養
人之生活困境（如老邁、幼弱情形等）無法解決，而且一次給付之方式亦難以提

供長期之保障，故作第一項第三款定期金給付之規定，而無最高限額。明定減少

勞動能力達到相當程度始可受補償之比率，以杜認定之爭議。第一項第三款之扶

養權利人得請求補償金之起點及期間，因情形不同而分別明定之。 

C.丙案部份：因犯罪被害人死亡致各扶養權利人無法請求扶養而所受之損失，應
分別計算請求補償，不宜一併計算而限制最高限額。 

 

3.申請遺屬補償之限制 

按謝啟大草案有關得申請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補償（死亡致無法履行法

定扶養義務）之遺屬，以被害人對之有扶養義務者為限，與行政院草案規定「得

申請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補償者，以其係依賴被害人扶養維持生活者為限」

比較結果，依據對案說明，可受被害人扶養者，不論是否需賴其扶養維持生活，

均可受扶養，自不應因被害人死亡，使得受扶養人之間有不公平之救助待遇27。

就此，德國聯邦照護法雖未明定法定扶養義務，然而，從年金請求權人之民法上

身分關係及年金給付依身分定有一定給付期間而言（例如父母自被害人滿十八歲

起算、遺孀年滿四十五歲得請求配偶年金），似近乎法律推定扶養關係存在而為

給付。惟不論如何，就各被害人遺屬因其個別與被害人間之關係，均得依法請求

個別種類之年金給付（配偶年金、子女年金、父母年金等），原則上不以依賴被

害人扶養維持生活為必要。 

 

                                                 
27
 立法院公報第八十五卷第四十三期院會紀錄，頁165-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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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較中德日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 

經由以上說明，可知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立法過程中，曾經產生重大之變

革，立法精神已有所不同。姑且不論此等變革是否如法務部所言，本法之理論基

礎已由「保護生活理論」變更為所謂的「社會保險理論」。惟其遭受變革之規定

係深受德國法影響，則至為顯然。然而，若謂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已全然採取

德國模式，亦顯然不是。首先，行政院草案所參酌之立法例，依據草案說明所載，

至少包括紐西蘭、荷蘭、德國、日本、英國及美國等六國，而謝啟大等委員所提

者，並非全面修正之對案，雖然有關補償要件之最基本規定（第三條）、補償金

之額度（第八條）及減除條款（第十條）等，可謂本法至為重要條文之修正，然

而若再細究此等規定之內容或仍有其與德國法不盡相符之處。再者，謝啟大所提

對案既非全面修正之新法案，則行政院草案未遭爭議而通過之條文，其適用上如

何與遭修正部分條文協調一致？又該行政院草案未遭修正條文之立法理由是否

具有原來之意義？乃至經朝野協商無法得知理由之條文如何定位？凡此，尚難逕

謂德國法為絕對適合之比較對象。再者，行政院草案既可謂深受日本法之影響，

僅依據該草案說明中載明參酌日本立法例之規定，即有犯罪行為及犯罪被害補償

金之定義、得申請遺屬補償金遺屬之消極資格限制、排除條款、減除條款、國家

代位求償權、補償金之返還、二年消滅時效、不服審議決定之覆審、補償決定機

關之調查權、暫時補償金、暫時補償金之限額及補償金之扣除及返還、領取補償

金及暫時補償金之期限、以補償決定書執行名義及其優先受償、補償金不得扣

押、讓與或擔保等規定，單就數量而言，參酌日本法規定者仍為所有立法例中之

最多者28，且此等條文多數亦經審查通過成為現行條文。就此，若重要條文已遭

修正，且立法精神已有所改變，則次要條文是否仍具有如同其草案文字原封不動

通過之意義，顯然可疑。在此情形下，本文分別於第二章及第三章說明德國及日

本之制度及學說概況，再於第四章中回顧當年立法過程，並就現行實務運作之情

形予以說明，最後於第五章嘗試以我國法為中心，再以日本法與德國法為比較對

象提出比較結果。 

 

                                                 
28
 立法院公報第八十五卷第四十三期院會紀錄，頁155-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