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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日本「犯罪被害者等給付金支給法1」 

第一節  立法背景及立法目的 

一、立法背景 

日本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立法當時，被認為是超越傳統法學理論及法律制度

之劃時代的立法2。所謂「劃時代」係指因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即犯罪被害人

等付金支給法〉之立法，本來應由當加害人負擔回復被害人所受損害之賠償責

任，在一定的範圍內，由國家一般稅收之財源支應以代替被害人賠償。有關犯罪

被害人等給付金之給法之立法背景主要係既有之法律制度無法提供犯罪被害人

足夠之保護，被害人因犯罪結果之處境引起社會大眾之同情，在國際立法潮流及

社會輿論壓力之下而完成之立法。 

 

(一)犯罪被害事實調查 

根據日本警察廳於西元一九七八年所作之調查報告〈以前一年度因故意殺人

等犯罪行為致死案件之被害人為對象，受訪時間為被害後至至少經過六個月以

上〉，其結果3：就被害人請求損害賠償之狀況而言，已經請求損害賠償者占調查

人數百分之七點八，今後打算請求者僅占百分之十一。再者，由被害人實際受領

損害賠償之狀況來看，不問其給付名義為何而支付賠償金額，實際受領賠償之被

害人人數亦僅占全體受訪者人數百分之七點八，其中，受領賠償者其金額低於一

百萬日圓者占受領賠償人數之比例達百分之三十二點四。可見，被害人或其遺屬

因犯罪被害所受之損害，顯然無法藉由民事損害賠償制度而獲得填補，其被害後

之生活必然受到影響。依據前揭日本警察廳之調查報告，雖然受訪者認為其生活

未受影響者占受訪人數百分之五十八，惟多數係親屬間犯罪之情形，其犯罪被害

之影響並未表面化。受訪者認為生活受影響者計一、�四六人，其中，得到國家
生活保護者為一四二人，得到親戚等人扶助者為一九三人，聲稱收入減少者為一

六五人。其中，被害人不僅被迫轉業、重新就業或打零工等經濟生活上的影響，

亦有被害人或其遺屬因此遭受離婚、退學或自殺等個人因素之心理或社會影響。 

 

 

 
                                                 
1 本文比較日本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主要係以我國立法當時參酌日本昭和五十五年法律案第三十六號「犯

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為比較對象，至該法〈法律名稱變更為「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等支給法」〉於平

成十三年修正部分將於文中附註說明。 
2 大谷實．齊藤正治，犯罪被害給付制度，頁 6，有斐閣，1982。 
3 同前註，頁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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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日本犯罪被害人損害賠償請求狀況 
資料來源：日本警察廳警察白書（昭和五十四年版），http://www.npa.go.jp/hakusyo/index.htm，2002.5.30。 

請求狀況 被害人人數 百比例 

以訴訟方式解決 

以和解方式解決 

訴訟進行中 

和解交涉中 

   2人 

61    

14 

24 

0.1% 

4.6 

1.0 

1.8 

已 

請 

求 

小計 101 7.5 

訴訟 

和解 

10 

36 

        0.8 

2.7 

將 

請 

求 小計 46 3.5 

相對人係親屬 

相對人係熟人或朋友 

相對人係無資力 

損害無法以金錢代替 

被害人亦有過失 

手續繁瑣 

相對人服刑中 

其他 

558 

26 

110 

18 

41 

10 

114 

312 

41.8 

1.9 

8.2 

1.3 

 3.1 

         0.8 

         8.5 

        23.4 

尚 

未 

請 

求 

不 

請 

求 

小計 1,189 89.0 

計 1,336 100.0 

不明 191 --- 

合計 1,527 --- 

 
表二：日本犯罪被害人受領損害賠償之情形 
資料來源：日本警察廳警察白書（昭和五十四年版），http://www.npa.go.jp/hakusyo/index.htm，2002.5.30。 

受領金額 被害人人數 百分比 

未滿   50萬日圓 

未滿  100萬日圓 

未滿  200萬日圓 

未滿  500萬日圓 

未滿 1,000萬日圓 

未滿 2,000萬日圓 

未滿  3,000萬日圓 

   23 

   11 

   20 

   29 

   13 

    8 

    1 

  1.7 

  0.8 

  1.5 

  2.1 

  1.0 

  0.6 

  0.1 

小計   105   7.8 

未受領  1,244  92.2 

計  1,349 100.0 

不明   178 � 

合計 1,527 � 

 

 

 



 52 

 (二) 被害者學研究之興起 

日本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之建立，可謂深受歐美被害者學研究之影響。一九

四一年德國犯罪學者 Hans Von Hentig初次在文章中分析犯罪者及被害人在犯罪
過程中之互動關係，彼氏於一九四八年在美國發表「犯罪者及其被害人」一書將

被害人予以類型化，可謂近代被害人研究之開端4。Hentig 之著作引起廣泛的重

視，加拿大學者 Henri Ellenberg於一九五四年在美國發表「加害人與被害人心理

學的關係」一文，運用心理學及精神醫學之理論補充說明 Hentig 前揭著作中之

被害人特性；以色列律師 Benjamin Mendelson於一九五六年發表論文「被害者學

�一種生物、心理及社會學之新學門」，首次使用「被害者學(Victimology) 」一
語，認為被害人之概念應不限於犯罪被害，更包括商業保險、民事侵權行為及自

然災害等原因之被害人，被害者學亦非僅止於犯罪學領域之一部分，應與刑事法

學、犯罪學及刑事政策學等並列5。此後，被害者學之研究逐漸受到各國之重視，

國際上之犯罪學研討會及國際犯罪會議等常被列為討論議題。其中，自一九七三

年起，以被害者學為題之「國際被害者學研討會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Victimology)」每隔三年集會一次，討論包括有關被害人之法律問題、補償及賠
償、被害預防、家庭暴力事件、被害人權及被害事實調查等議題。此外，一九八

五年於義大利米蘭召開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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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內容

包括6：(1)犯罪被害人的定義。(2)被害人在司法程序上權利之保障。(3)加害人對

被害人及其遺屬或被扶養人之公正賠償。(4)對於因犯罪而死亡或重傷之被害人

未能由加害人得到充分賠償時，應由國家予以補償。(5)政府及社會應對被害人
提供其所需之物質、精神及醫學等多方面之援助。此一宣言亦被稱為被害人人權

宣言，其目的在於提升被害人之人權保障。日本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之立

法顯然深受被害者學研究之影響。一九五○年代以後，日本學界興起被害者學研

究，犯罪學學者吉益脩夫首先介紹當時歐美被害者學文獻，中田修亦接著發表相

關論文，應慶塾大學宮澤浩一於一九六五年後陸續出版「被害者學之基礎理論」

及「被害者學」等專書，並進行日本被害事實調查，最後集結出版「犯罪與被害

者」論文集7。此等被害者學研究中，有關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者，主要為被害

人之被害狀態調查及理論分析，並同時介紹歐美國家之被害人保護立法。 

日本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之立法，除了深受以上被害者學研究之影響

外，對於刑事政策及既有法律體系之反省批判，更直接促進立法之實現。近代最

                                                 
4 張甘妹，日本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務部編印「犯罪被害人保護研討會實錄」，頁 123-124，1995。 
5 諸澤英道，被害者学入門，第二版，頁 23-25，成文堂，1993。 
6 同註 4，頁 124-125。 
7 同前註，頁 12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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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提倡對犯罪被害人由國家提供公法上救濟者應屬英國功利主義哲學家 Jeremy 

Bentham，彼氏於一八四○年代主張國家科處犯罪行為人刑罰對於無法得到救濟

之被害人並無實質利益，甚且有害，可謂僅有滿足被害人情感之功能8。Bentham
進一步提出社會應承擔保護被害人之義務，為確保保護效果，應對被害人予以補

償。此等主張提出後，引起英國實證學派學者之迴響，其中，Ferri 認為基於公
共安全確保目的之費用應由全體國民負擔，犯罪被害人乃因國家未盡其防止犯罪

職務所致之放任狀態，為防止個人尋仇及防止社會正義崩潰，應由國家以稅金或

罰金支應犯罪被害人之金錢救濟9。Ferri等自一八七六年起多次於國際監獄會議
上提倡對被害人應採行公法上救濟之模式，即採用強化民事責任之損害賠償命令

制度。此後，墨西哥一九二九年之補償法及古巴一九三六年社會防衛法等乃依循

前揭會議提案而實施之立法，惟實施後均因經費不足而廢止。值得注意者，Ferri
等主張採用損害賠償命令制度之提案，於當時民刑法劃分之時代遭受重大之批

判，惟亦引起諸多支回響及反省，因而被稱為「被害人復活之時代」10。再者，

損害賠償命令制度施行失敗之結果，主要係該提案僅著眼於解決民事審判程序繁

瑣之問題，然而監獄服刑人勞作所得或犯罪行為人之賠償能力卻始終未達到立法

者之預期效果11。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社會福利政策逐漸擴大，英國社會

運動人士Mergery Frey於一九五七年當地報紙 The Obserber投書「給被害人正義」
一文，彼氏以舉例方式說明當時英國法律制度無法提供犯罪被害人保護，不合正

義理念，國家有義務代替加害人援助被害人。此舉引起社會及英國國會之立法議

論，紐西蘭首先於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實施犯罪傷害補償法案（Criminal Injuries 

Compensation Act），英國隨之於同年底實施暴力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接著澳
洲、加拿大及美國多數州亦隨之採用此等制度，一九七○年代歐陸各國亦先後犯

罪被害人補償法。Mergery Frey以民間人士之立場，終生從事有關犯罪者、受刑
人及被害人人權保障之刑事法改良運動，因其對於被害人人權保護立法之重大影

響，被稱為「被害人救濟制度之母」12。 

日本最早提出建立犯罪被害人救濟制度者為明治及大正時期之刑法學者牧

野英一，彼氏於一九○四引進當時為國際主流之強化損害賠償立法之主張，強調

由國家提供被害人公法上救濟之必要性13。然而，隨著國際輿論之消沉，日本亦

復如此。迨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刑事法學發展側重犯人之人權保障，有關犯罪

被害人之保護並未獲得重視，甚且認為若採取強化民事責任之損害賠償命令制

度，將有害犯人或在監服刑人之人權。嗣日本發生被稱之為「通魔」之連續殺人

                                                 
8 大谷實．齊藤正治，犯罪被害給付制度，頁 27-28，有斐閣，1982。 
9 小川太郎著，犯罪被害者に対する国家補償，大谷實．宮澤浩一編，犯罪被害者補償制度，頁 56-60，成

文堂，1976。 
10 同前註。 
11 同註 8，頁 27-28。 
12 同註 9，頁 60-63。 
13 同註 8，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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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造成無辜市民受害。一九六七年，市賴朝一之獨子於該案件中無故遭到殺

害，彼氏乃發動成立「推動撲滅殺人犯罪遺屬會」，向日本眾議院提出三點請願：

(1)教育青少年尊重生命。(2)對暴力殺人犯應處以重刑。(3)對暴力犯罪被害人家

屬給予國家補償14。惟當時有關犯罪被害人國家補償立法之理論基礎未明，亦無

犯罪被害事實調查報告以為立法依據，各界無法獲得一致結論。因而，有以日本

犯罪被害事實調查為目的之「被害人補償制度促進會」之成立，嗣該會與前揭「推

動撲滅殺人犯罪遺屬會」同時推動建立犯罪被害人補償之新制度，引起日本社會

對於犯罪被害人及其遺屬遭遇之同情與注意。一九七四年日本東京發生三菱重工

業大樓遭極左派暴力份子爆炸破壞之事件，造成八人死亡，三八○人受傷之慘

案。對於此等事件之犯罪被害人之悲慘境遇，再度引起社會的同情，前揭「推動

撲滅殺人犯罪遺屬會」與「被害人補償制度促進會」經合併為「被害人補償促進

會」，乃趁勢展開全國性的立法促進運動，引起政府、議會、律師等之共鳴，陸

續出現具體的法制化運作。日本政府法務省及主管機關警察廳乃合作進行犯罪被

害事實調查及國法制調查，當時法務大臣稻葉修於一九七五年二月在眾議院法務

委員會答詢時甚且稱：「無此制度者乃文明國家之恥。」，並二度於報紙刊載立法

綱要15。同時，在野黨包括社會黨、公明黨、共產黨及民社黨等亦分別提出不同

版本之立法綱要，日本律師聯合會亦於一九七六年提出「刑事被害補償法草案」。

在各界輿論壓力之下，主管機關警察廳乃於一九七九年提出「犯罪被害者等給付

金支給法草案」，經內閣一九八○年二月八日決議提出審查，於日本第九一回國

會上議程討論，同年四月二十三日決議通過，並於同年五月一日公布法律第三六

號「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翌年一月一日正式施行。 

 

 (三)立法者之基本決定 

1.確保國民對於國家法律制度的信賴 

日本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之立法主要目的係確保國民對於國家法律

制度的信賴。一般認為立法之實質意義在於：一、補充侵權行為制度之不足，以

確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制度之實效；二、社會福利政策的擴充；三、修正刑事政

策上之不公平，以平衡犯罪人處遇之改善與犯罪被害人之保護16。上述三點理由

應綜合把握始得充分理解對犯罪被害人支給補償金之理由；蓋若僅以「補充侵權

行為制度之不足」為理由，似難以說明將給付之對象限於被害死亡或重傷害及將

財產犯罪被害排除制度之外的原因；如僅以「補正國家補償救濟制度之不均」為

理由，對於主張應由改善社會福利制度以解決問題而無須另立專法救濟犯罪被害

人之質疑似難以解明；至若單以「修正刑事政策上之不平」為理由，則對於立專

                                                 
14 大谷實．齊藤正治，犯罪被害給付制度，頁 37-39，有斐閣，1982。 
15 大谷実，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その概略と運用上の論�，ジゅリスト，63 頁，1980.6 
16 同註 14，頁 41-48；許啟義，日本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之研究，收錄於法務部犯罪被害人保護研究彙編，

頁 641-643，1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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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救濟犯罪被害人可能危及被告及犯罪嫌疑人權益之批評，則難以釋明17。 

 

（1）補充侵權行為制度之不足18 

因犯罪無端被害致死或重傷者，被害人或其遺屬固得依據民事侵權行為制度

請求損害賠償，惟實際上加害人多無資力，加上訴訟程序繁雜昂貴，且加害人身

繫囹圄更無給付能力，至若加害人不明或逃匿者，將更難以依民法上獲得救濟。

為補充民法侵權行為制度之不足，乃另外立法予以補償。又，考量國家財政不足

之因素，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僅以死亡及重障害者為補償對象。 

 

（2）社會保障制度的擴充 

因勞工災害補償、汽車事故責任保險及公害健康補償等國家之補償救濟制度

之建立，此等法律保障對象之生命身體被害時已有充實之救濟措施，但犯罪被害

補償制度卻尚付之闕如，一般國民感覺法律制度有失均衡，就此應以擴充社會福

利政策予補正19。就此，犯罪被害人因既有法律制度之缺失或不足，無法對其填

補損害或提供基本之生活保障，然而相對於其他原因之人身損害被害人，國家卻

提供相當之給付。隨著國家補償制度適用範圍之擴大，其方法包括放寬國家賠償

要件、擴大損失補償範圍及特別立法之補償等。以特別立法之國家補償而言，包

括因刑事訴訟遭拘留或監禁而嗣後受無罪裁判者之刑事補償、因預防接種及肺結

核防治被害之補償、因協助警察執行職務遭受災害之補償、證人被害之補償、教

師及公務人員之災害補償、藥品副作用被害人之救濟、戰爭被害人補償、援助原

子彈爆炸被害人之補償等，國家對於此等非犯罪被害之被害人已提供相當之保

障。因此，基於此等填補「被害山谷(被害�谷間)」之想法，亦無理由將犯罪被

害人排除於國家補償體系之外20。例如，一九七四年發生於日本東京之三菱重工

事件為，三菱重工業大樓遭極左派暴力份子爆炸破壞，造成八人死亡，三八�人
受傷之慘案。對於被害人之悲慘境遇，引起日本國民普遍之同情，本事件為促成

犯罪被害人補償立法之重要事件21。被害人當中，於該大樓上班並且係執行業務

中者，可獲得勞動災害補償保險法之死亡或重傷給付，其他同於該大樓上班而非

執行業務或其他偶然前往該大樓之人，只得以取得厚生年金法、國民年金法或健

康保險法所定之給付，甚至於因勞動能力喪失而陷於貧窮生活者，僅得以領取生

活保護之救濟金。類似情形，西元一九八�年震驚日本社會之「新宿巴士縱火事
件」，部分被害人因上班途中購物被認為係脫離往返工作路途，因而中斷路程連

續之計算(日本勞動災害補償保險法第七條第三項)，致無法獲得勞災補償，亦被

                                                 
17 許啟義，日本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之研究，收錄於法務部犯罪被害人保護研究彙編，頁 642-643，1998.6。 
18 同前註。 
19 大谷実．齊藤正治，犯罪被害給付制度，頁 46-48，有斐閣，1982；許啟義，日本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

之研究，收錄於法務部犯罪被害人保護研究彙編，頁 641-643，1998.6。 
20 宇賀克野，国家補償法，頁 495-515，有斐閣，1997。 
21 浅野信二郎，犯罪被害給付制度の基本的考え方，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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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不公22。 

 

（3）修正刑事政策上之不公平 

除了以上相對於國家補償體系內其他補償及勞動災害補償之不均衡感之

外，一般人對於刑事司法制度(資源)之運用亦認為不均衡。當國家積極改善犯罪

人之處遇，以保障其基本人權時，對於真正需要保護的犯罪被害人卻無任何保護

措施。亦即，基於人權保障思想，加害人所受刑事處遇及更生保護措施等日漸改

善，相對於此，被害人卻幾乎無任何保護措施，給人為惡者反而得到更佳待遇之

印象23。 

 

2.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之定位及給付金之性質 

（1）特殊之國家補償法 

在日本社會對於被害人保護之期待下，如何建立一套符合日本法律體系之犯

罪被害人補償制度，乃成為第二個被考慮之命題。基於日本憲法第十三條規定，

人性尊嚴乃所有法律之最高指導理念，而國民生存權及健康權(憲法第二十五條)
之保障，乃確保個人尊嚴之基礎。因此，基於社會保障或社會福利思想，國家應

建立以回復國民遭受生命及健康損害為目的之各種補償及救濟制度。日本既有制

度中，與建立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相關或類似者，均為立法時之重要參考依據。

就勞動災害補償保險法而言，由雇主繳交保費累積之基金，由政府負責管理基

金，就勞工於執行業務中或通勤途中所受災害提供療養、休業、殘障及死亡等結

果，提供其本人或遺屬補償金、喪葬費及傷病補償年金等給付。就汽車損害賠償

保障制度而言，汽車所有人或具有使用權之保管人因自賠責任保險契約之強制締

約，由強制徵收保費累積之基金，於汽車事故發生時，經保險公司查核後，在一

定額度之範圍內，對被害人之或其遺屬理賠。就公害健康被害制度而言，被害人

於特定之空氣污染或水質污濁區域，因污染結果之影響發生指定疾病，基於污染

者負擔之原則收取之費用累積之基金，依地方知事或市町村長審查結果，支付被

害人障害及遺屬等補償費。此等類似之制度尚有生活消費用製品安全法之救濟制

度及藥品副作用被害人救濟制度等，雖然該等制度保護之對象及性質與犯罪被害

補償存有差異，然而站在建立整體社會保障制度之立場仍為立法之參考。性質上

更為接近者，應屬協助警察及海上保安人員執行職務被害人救濟制度及證人被害

給付金支給制度，立法者決定給付內容及額度時，即參酌此等立法定訂標準。 

當國家活動造成人民之損失，而此等活動國家係違法無過失、規制權限之不

作為、瑕疵不存在、非財產法益之侵害或不存在特別犧牲情狀時，即可能形成國

家補償之缺口（補償�谷間）。此等缺口之填補，若無法以解釋論之方式擴大國

                                                 
22 同註 19，頁 46-48。 
2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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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賠償或損失補償之範圍時，只有另外立法來加以處理24。就犯罪被害人等給付

金支給法而言，首先從國家負結果責任之觀點來看，一般而言，警察固然負擔防

止犯罪之職責，但也不能說沒有盡法律上之義務，若逕論以國家賠償責任，還是

有不合理之處25。又，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之支付並不以被害人生活窮困者為必

要，亦難以社會福利之觀點來論定26。因此，考量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立

法之最主要根據乃基於一般人民對於故意犯罪人身被害者無法獲得救濟之不均

衡觀感，乃為確保人民對於國家法律之信賴而為之立法，此等國家給付之基礎可

謂超越傳統之國家補償概念，應認為係特別之國家補償法27。 

 

（2）等給付金之性質 

日本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立法過程中，曾被提及之法案名稱有公明黨

所提「犯罪被害人補償法案」、社會黨所提「關於刑事被害人補償制度之新設」、

共產黨所提「犯罪被害人補償法案綱要」、民社黨所提「刑事災害被害人補償法

案綱要」及律師連合會所提「刑事犯罪被害人補償法綱要」等28，惟基於當時日

本已有早先施行之「協助警察職務者災害給付法」，該法又為犯罪被害人等給付

金支給法立法之重要參考對象〈尤其給付金額度〉，因而最後定案仍以「 … …給
付金支給法」稱之。然而，不論其名稱如何，仍應認為給付金係補償給付，並強

調具有慰撫金之性質29。 

日本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第一條明文規定由國家給付之，因而有關給

付金之事務係屬國家行政事務，由國庫負擔所有費用。國家支付給付金之制度，

非指由國家自己負擔賠償責任，而係國家基於國民對於犯罪被害人處境之同情，

以一般財源救濟犯罪被害人之必要性而建立之制度30。就給付金之經費來源全部

由國家以一般會計之稅收負擔，依據日本警察廳草擬法案之說明，若採責任保險

模式之制度，將成為向加害人徵收保費之荒謬情形，不僅保險對象難以估算，實

際上執行亦有困難。又犯罪人數仍僅佔全國人口極低之比率〈尤其是死亡及重傷

者〉，一般人終生難以遭遇此等重大之犯罪。再者，以犯罪行為為保險事項，理

論上顯然將因違反公序良俗而不可行，一般人民勢必無意願加入高額保費之任意

保險，且可能被害之人多屬低收入者31。至於強制性保險因犯罪被害人數較諸全

國人口仍屬少數，勢必投入不成比例之人力物力以維持制度之運作，實施強制保

險並不實際。故犯罪被害給付制度所需經費宜以一般稅收為財源，全額由公費負

                                                 
24 宇賀克野，同註 20，頁 495-515。 
25 同前註，頁 513。 
26 同前註。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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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三谷秀実，殺人事件等による被害者の實態について警察學論集，29 卷 6 號，66 頁，1976。 
29 大谷実．齊藤正治，犯罪被害給付制度，頁 50，有斐閣，198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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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号，頁 11。 
31 同前註，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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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惟有學者認為國家禁止人民使用武器，並壟斷犯罪抑制之一般性權力，然而

完全消滅犯罪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並且難以預測犯罪會降臨何人身上，任何國民

都是潛在的被害人，基於公平原則應由全體國民以定期繳納金之財源來填補犯罪

被害人所受之損害，惟平均分攤之結果，每個國民應繳稅金極少，為減少徵收之

耗費，乃併入稅捐一併徵收，因而認為等給付金之性質係以稅金型式定期繳納之

公法上保險制度32。考量等給付金之額度及其主要作用，多數見解認為等給付金

性質上係慰問金33。首先，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制度乃為緩和殺人或傷害等犯罪

行為被害人或其遺屬所受之精神上及經濟上之打擊，並藉由支付給付金之以去除

其對於法秩序的不信任感。因此，等給付金應認為係基於社會全體連帶互助之精

神而僅部分填補損害，以安撫社會上遭受可憐境遇之犯罪被害人34。 

 

(四)理論依據 

    日本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並非某種理論下之產物，該制度主要是因為

社會上發生重大犯罪被害事件引起社會輿論之立法要求，經參照歐美立法例及沿

襲日本既有的給付金制度所形成之制度。至於學說上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之理論

依據，雖有諸多肯定及否定的見解，然而並無某種單一理論可完全合理化此等制

度。必須強調者，所謂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之理論依據，主要係指國家以被害人

救濟為目的之財政支出，其正當化的理論依據35。日本通說係採「保險說」，並

輔以「生活保護說」及「權利補償說」36。 

    「保險說」認為犯罪之發生乃現代社會中無可避免的現象，對於被害人遭受

損害之結果，由國家將一部分稅收作為保費之用以提供給付金，藉以將損害轉由

社會全體分擔37。伸言之，現代自由社會中，無法預測犯罪被害何時會降臨到誰

的身上，按此為社會全體選擇此等犯罪防治制度之結果。在此情形下，若有人因

犯罪被害而遭受特別重大犧牲者，可謂違反公平原則，此等損害應由社會全體承

擔38。既然每個國民都是潛在的犯罪被害人，乃藉由一般稅收為填補被害人部分

損害之財源。因此，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制度乃是基於社會全體對被害人可憐情

狀之同情，以一定金額之提供作為社會連帶互助之實現手段39。再者，給付金之

財源之所以選擇稅收模式，主要是因為給付金制度根本無需大量之財源，每個國

民僅僅分擔甚為少量之金額，以稅收籌措財源係基於有效處理徵收事務及節省行

                                                 
32 大谷実．齊藤正治，犯罪被害給付制度，頁 51-53，有斐閣，有斐閣，198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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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号，頁 13；大谷実．齊

藤正治，同前註，頁 51以下；太田達也，犯罪被害者支援の�際 動 向と我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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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大谷実．齊藤正治，同註 32，頁 53 及頁 59-60。 
35 森本益之．瀨川晃．上田寛．三宅孝之，刑事政策講義，第三版，頁 236，有斐閣，1999。 
36 同前註。 
37 同前註。 
38 大谷実．齊藤正治，同註 32，頁 52-53。 
3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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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費之實際上考量40。 

    「生活保護說」為社會保障說之分支學說，對於犯罪被害人之悲慘際遇，基

於社會保障思想而提供生活援助41。換言之，此等生活援助係以被害人資力調查

結果為貧窮者前提。至於「權利補償說」乃基於損害賠償之觀點，認為國家既然

有防制犯罪之責任，並壟斷犯罪抑制之權力，發生犯罪時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42。 

 
二、立法目的 

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一條開宗明義規定：「本法係規定國家對因危害

生命身體之犯罪行為而意外死亡者之遺族或受重障害者支給犯罪被害人等給付

金之法律。」，首先界定支付給付金之基本要件43：(一) 因危害生命身體之犯罪

行為；(二) 對因危害生命身體之犯罪行為而意外死亡者之遺族或受重障害者；(三)
國家支給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本條規定或同法其他規定並未說明給付金之性

質，然而就犯罪被害人給付制度之立法背景及立法過程以觀44：(一)就被害人遭
受故意侵害而言，通魔殺人事件及爆彈事件等故意犯罪行為致死亡者之遺族或受

重障害者，就其所受重大之精神打擊及經濟上之損害，因加害人通常係無資力

者，依據民法侵權行為制度通常無法予以救濟。惟勞災事故及交通事故等意外被

害者卻有完備之救濟措施，依據一般社會觀念認為顯然有失均衡；(二)就刑事政
策思想之進化而言，加害人於刑事司法程序上待遇逐漸改善，服刑完畢後亦有各

種更生保護措施，相對於此，國家對於犯罪被害人竟無設置任何救濟措施，其所

受待遇顯然不公平。在此等認識之下，參照歐美先進國家之學說及立法，由主管

機關警察廳提出「犯罪被害者等給付金支給法案」，經內閣昭和五五年二月決議

提出審查，於日本第九一回國會上議程討論，同年四月二十三日決議通過。同年

五月一日公布法律第三六號「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考量此等立法經過，

犯罪被害給付制度之特性包含以下三個要素45：(一)民法侵權行為制度之實質化

乃至補充完全；(二)刑事政策之要求；(三)社會福利政策之擴充。再者，犯罪被
害給付制度既係對既有制度之不均衡感而產生之立法，換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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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係犯罪被害人等給

付金支給法立法之最主要宗旨46。 

 

 

                                                 
40 大谷実．齊藤正治，犯罪被害給付制度，頁 52-53，有斐閣，1982 
41 森本益之．瀨川晃．上田寛．三宅孝之，刑事政策講義，第三版，頁 236，有斐閣，1999。 
42 同前註。 
43 大谷実．齊藤正治，同註 40，頁 56。 
44 同前註，頁 57-58。 
45 同前註，頁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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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号，

頁 11-13，1980。 
46 大谷実．齊藤正治，同註 40，頁 58；浅野信二郎，同前註，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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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給付要件 

日本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本法稱犯罪被害者，謂

因在日本領域外之日本船舶或航空機內發生危害生命身體犯罪之行為（包括依刑

法《明治四十年公布法律第四十五號》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本文、第三十九條第一

項、第四十條或第四十一條之規定不罰之行為：但依同法第三十五條或第二一十

六條第一項之規定不罰之行為及因過失之行為者不在此限。以下稱犯罪行為）而

死亡或重障者。」；第二項規定：「本法稱重障害者，謂受傷或疾病經治療後〈包

括其症狀已固定時〉身體上之障害達政令所定之程度。」；第三項規定：「本法稱

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者，謂第四條所定之遺族給付金或障害給付金。」。 

 
一、犯罪行為 

日本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一條首先規定犯罪被害制度之對象其被害

原因必須為「侵害他人生命或身體之犯罪行為」。基於此等必要概念之規定，本

文以下均稱為犯罪行為。第二條第一項規定，犯罪行為必須在日本或日本領域外

之日本船舶或航空機內發生。再者，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所稱犯罪行為之概

念，顯然與刑法之概念不盡然等同，包括依刑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本文、第三十

九條第一項、第四十條或第四十一條之規定不罰之行為，但依刑法第三十五條或

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不罰之行為及因過失之行為者不在此限47。 

就刑法規定侵害他人生命或身體之犯罪型態而言，理論上應包括48：（1）以

殺人或傷害為構成要件之犯罪；（2）強盜致死傷、強姦致死傷及逮捕拘禁致死傷

等以死傷結果為構成要件之犯罪；（3）現住建造物放火等於構成要件中已考量死
傷結果評價之犯罪。然而，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所稱「犯罪行為」之認定，

完全取決於刑法所定之罪，顯然會有困難。按刑法所定之犯罪構成要件係犯罪內

容及其處罰之依據，並非以致他人死傷為前提，亦非預定致人死傷危險指發生而

為論罪。雖然「犯罪行為」之判斷通常和刑事司法程序之結果一致。然而，犯罪

被害給付制度係就意外犯罪被害支付給付金，刑事司法制度係對於加害人量定刑

事責任，二者各有其不同之立法目的、程序及要件。再者，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

給法所稱「犯罪行為」，該法第二條第一項既已明定，犯罪行為包括緊急避難行

為及心神喪失人、瘖啞人或未成年人等不罰行為，至於依法令及業務上之正當行

為及正當防衛行為則不在此限，且就其立法模式而言，第二條第一項所稱「犯罪

                                                 
47日本刑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為避免自己或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之現在危難而出於不得

已之行為，如該行為所生之損害不超越欲避免之損害之程度時，不罰。但超越其程度之行為依情狀得減

輕或免除其刑。」；日本刑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心神喪失人之行為，不罰。」；日本刑法第四十條

規定:「� �人之行為，不罰或減輕其刑。」；第四十一條規定:「未滿十四歲人之行為，不罰。」；日本刑

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依法令或正當業務所為之行為，不罰。」；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對於急迫不正

之侵害為防衛自己或他人之權利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不罰。」。 
48 大谷実．齊藤正治，犯罪被害給付制度，頁 64，有斐閣，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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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並未就刑法典所定之罪具體而為限定列舉，而以一般性包括的規定（侵害

人之生命或身體之犯罪），故無特別就刑法各個犯罪均予解釋之必要，犯罪給付

制度所稱「犯罪行為」亦無須與刑事司法程序之判斷結果完全一致49。因而，考

量犯罪給付制度之立法目的及其性質，犯罪行為之判斷，不以加害人因刑法上犯

罪受罰為必要。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所稱之犯罪行為包含加害人阻卻罪責之

情形（心神喪失、瘖啞人、未成年人）及部分阻卻違法性之情形（緊急避難）。

然而，依法令之正當行為及正當防衛行為之情形，尚難認為係意外被害，乃將其

排除等給付金之給付50。 

就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所稱「因過失之行為」與刑法過失犯之關係而

言，按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二條第一項明文排除「因過失之行為」主要係

考量：（1）加害人通常雖係無資力者，然而就以原因者負擔原理為基礎之責任保

險而言，仍為可能之救濟方式；（2）相對於因過失行為被害，因故意犯罪行為被
害之情形，被害人所受之精神上打擊顯然較重，應由社會全體對之予以救濟。過

失被害之情形雖亦值得同情，然而自然災害或非人身損害之被害之情形（例如財

產被害）尚且有相關之救濟措施，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以故意行為之犯罪類

型為限為合理之權衡考量51。再者，犯罪被害給付制度與刑事司法程序各有其不

同立法目的、程序，有關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所稱「因過失之行為」之解釋

自無需與刑法上過失犯之評價完全一致。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一條所稱犯

罪行為非以刑法犯罪類型為依據，另以「侵害他人生命或身體之犯罪行為」而為

定義，且同條亦明文包括心神喪失等無刑事責任能力不罰事由之行為，可見「因

過失之行為」之解釋無需與刑法上過失犯之評價完全一致。因此，形式上觀察行

為之結果，當故意侵害他人生命或身體之行為客觀上存在時，就其因過失之行為

部分，犯罪被害人就其所受損害仍應認為係因故意所受之損害。換言之，此等情

形寧可解釋為「因故意之行為」，而有考量給予給付金之餘地52。此由條文明定

排除「因過失之行為」，而非規定「該當於過失犯之行為」，亦可見非以刑法過失

犯為排除給付金之要件53。 

 
二、犯罪被害 

基於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以影響人民對國家法律信賴之重大被害事件

為限，除被害人因犯罪被害死亡者外，因身體上之重大障害與死亡結果評價相

當，亦應予以等給付金，故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本

法稱重障害者，謂受傷或疾病經治療後（包括其症狀已固定時）身體上之障害達

                                                 
49 日 本 犯 罪 被 害 人 等 給 付 金 支 給 法 二 ○ ○ 一 年 四 月 一 日 法 律 三○ �修 正 結 果 ，新 增 第 二 條第 二項「 犯 罪 被

害人等」之定義，明文列入被害遺屬之補償以遭受犯罪行為「意外」死亡結果者為限。 
50 大谷実．齊藤正治，犯罪被害給付制度，頁 66，有斐閣，1982。 
51 同前註，頁 67。 
52 同前註，頁 68。 
5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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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令所定之程度。」。換言之，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所稱「犯罪被害」係以

因犯罪行為所致死亡或重障害者為限54。依據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施行令

第一條有關身體上障害程度之規定（等同於勞動災害補償法第一級至第三級之身

體障害），重障害係指下表所列三級之身體上之障害55： 

表三：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施行另附表一 

等級 身體上之障害 倍數 

第
一
級 

一、兩眼失明者。 

二、咀嚼及言語機能毀敗者。 

三、神經系統之機能或精神上有顯著障礙，需經常護理者。 

四、胸腹部器官之機能有顯著障礙，需經常護理者。 

五、二上肢肘關節以上喪失者。 

六、二上肢機能毀敗者。 

七、二下肢膝關節以上喪失者。 

八、二下肢機能毀敗者。 

九、前各款以外身體上之障害，其程度得認為與前各款所列情形有同等程度以上者。 

十、重複障害（指身位上之傷害重複時之該重複傷害，以下同）之程度得認為與前各

款所列情形有同等程度以上 

1340 

第
二
級 

一、一眼失明，他眼視力在○．○二以下者。 

二、兩眼視力在○．○二以下者。 

三、二上肢腕關節以上喪失者。 

四、二下肢足關節以上喪失者。 

五、前各款以外身體上之障害，其程度得認為與前各款所列情形有同等程度以上者。 

六、重複障害之程度得認為與前各款所列情形有同等程度以上者。 

1190 

第
三
級 

一、一眼失明，他眼視力在○．○六以下者。 

二、咀嚼或言語機能毀敗者。 

三、神經系統之機能或精神上有顯著障礙，不能服終身勞務者。 

四、胸腹部器官之機能有顯著障礙，不能服終身勞務者。 

五、兩手手指喪失者。  

六、前各款以外身體上之障害，其程度得認為與前各款所列情形有同等程度以上者。 

七、重複障害之程度得認為與前各款所列情形有同等程度以上者。 

1050 

備註： 
一、視力之測定依萬國式規力測定表行之。 
二、所謂手指喪失者，指拇指時謂指關節以上喪失，指其他手指時謂第一指關節以上喪失之情形。 
三、有關重複障害程度級之認定，依協助警察職務者災害給付施行令（昭和二十七年政令第四百二十九

號） 第七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之例，並依國家公安委員會規則規定辦理之。 

有關重障害之認定，係以受傷或疾病經治療後（包括其症狀已固定時）身體

                                                 
54 大谷実．齊藤正治，犯罪被害給付制度，頁 69，有斐閣，1982。 
55 按 日 本 犯 罪 被 害 人 等 給 付 金 支 給 法 二 ○ ○ 一 年 四月一日 法 律三 ○�修 正 結果， 擴大障害給付金給付範圍

自第五級至第十四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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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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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障害達前揭政令所定之障害程度56。所謂症狀已固定時，係指依據醫學的觀

點判斷結果無回復更佳狀況之可能。至於因一次犯罪行為致被害人複數身體障害

（重複障害）之認定，依據前揭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施行令第一條規定：

「有關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施行令（以下簡稱「令」）附表一之備註三之

重復障害程度等級之認定：一、符合附表內規定身體之障害程度，其障害程度有

二處以上者，得援用重障害之等級。二、下列所述身體障害之等級，被害人可依

其中任何一項對本身最有利的規定援用之。�符合第十三級以上身體之障害有二

處以上者，適用前款規定之等級區分為一級上位之等級。�符合第八級以上身體

之障害有二處以上者，適用前款規定之等級區分為二級上位之等級。�符合第五

級以上身體之障害有二處以上者，適用前款規定之等級區分為三級上位之等

級。」。此外，對被害人同一身體部位障害程度之加重（加重障害），則以加重後

之現存狀態認定。 

 

 

 

第三節  給付內容及給付對象 

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三條規定：「國家對於犯罪被害之人應依本法規

定對被害人本人或其遺屬（被害人或其遺屬於犯罪被害原因之犯罪行為發生時無

日本國籍且在日本國內無住所者除外），支給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同法第四

條第一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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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規定：「遺屬給付金，係於犯罪被害而死亡時，

支給第一順位之遺屬（指依第五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第一順位之遺屬）」，據

此，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係以一次給付之方式為之，依其死亡或重障害之被害結

果，支付遺屬遺屬給付金及被害人本人障害給付金。 

 

一、給付對象 

（一）被害人及其遺屬 

有關遺屬之範圍及順位，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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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規定：「被害人之子女於被害人死

                                                 
56 按 日 本 犯 罪 被 害 人 等 給 付 金 支 給 法 二 ○ ○ 一 年四月一日 法 律三 ○�修 正 結果， 已將此等學說上之「障害」

定義明文規定於第二條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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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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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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規定：「故意致被害人於死，或於被害人死亡前故意致因

被害人死亡而得受遺屬給付金支付之先順位或同順位之遺族死亡者，不得受遺屬

給付金之支給。故意致得受遺屬給付金支付之先順位或同順位之遺屬死亡者，亦

同。」。一般而言，「收入」通常係指「金錢、物品或其他財產上利益之收受或收

受之承諾或約定」57，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所稱之「被害人之收入」除了

包含被害人勞動之所得外，利息、房租或地租等亦包括在內。再者，所謂「依賴

被害人之收入以維持生活」，除了該親屬全部或大部分依賴被害人之收入維持生

活者外，亦包括僅部分依賴維持生活之情形58。因此，雙薪夫妻或家庭成員收入

共同支付生活費用之情形，亦得認為係依賴被害人之收入維持生活。再者，依賴

被害人之收入以維持生活者不以同居親屬為限，例如學生在外求學而依賴家庭寄

送生活費或學費。有關被害人遺屬遺屬之順位，整理如下表59： 

被害人之配偶（包括雖無結婚登記，但有事實上婚姻關係者） 

� 

依賴被害人之收入以維持生活之被害人子女（含胎兒） 

� 

父母（養父母�生父母） 

� 

孫子女 

� 

祖父母 

� 

兄弟姐妹 

� 

非依賴被害人之收入以維持生活之被害人子女（含胎兒） 

� 

                                                 
57 參見日本政治獻金法第四條第一項及公職人員選舉法第一七九條第一項。 
58 大谷実．齊藤正治，犯罪被害給付制度，頁 83，有斐閣，1982。 
59 同前註，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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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養父母�生父母） 

� 

孫子女 

� 

祖父母 

� 

兄弟姐妹 

 

（二）被害人遺屬範圍及順位之變更 

按前揭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四條第四項規定：「故意致被害人於死，

或於被害人死亡前故意致因被害人死亡而得受遺屬給付金支付之先順位或同順

位之遺屬死亡者，不得受遺屬給付金之支給。故意致得受遺屬給付金支付之先順

位或同順位之遺屬死亡者，亦同。」。就此，若同順位被害人遺屬有因而排除支

給給付金者，必須扣除該遺屬應得之給付金額，再就剩餘金額分配予其他同順位

之被害人遺屬60。 

 

二、給付內容 

（一）給付金之性質及額度 

有關日本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之計算，首先必須考量犯罪被害人給付制度之

立法目的及等給付金之性質，並且，亦須衡量其他公法上支給付制度之給付情

形。就此，犯罪被害人給付制度係考量故意犯罪行為所致被害人死亡或重障害之

結果，被害人或其遺屬通常無法依據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制度而得到救濟，為

減緩被害人及其遺屬被害之痛苦，而由社會全體承擔給予精神上及經濟上安定的

資助。因而，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乃具有慰撫金之性質，採一次給予遺屬給付金

或障害給付金時，自應依據立法意旨規定合理之適當金額61。再者，犯罪被害給

付制度係由國家預算支出全部等給付金，惟犯罪被害之損害賠償本來應由加害人

負擔賠償責任，因而，比較其他類似之制度結果，其額度自不應高於汽車損害賠

償責任保險及公害健康被害補償，亦不應高於協助救援警察職務所受災害之給

付。換言之，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額度應僅具有限的救濟效果62。此外，因犯罪

被害可能產生複雜之損害情形，被害人所受影響亦程度不一，立法上乃考量被害

                                                 
60 大谷実．齊藤正治，犯罪被害給付制度，頁 84，有斐閣，1982。 
61 同前註，頁 137-138。 
6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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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其遺屬維持生計狀況及障害程度認定基礎數額，再依據一定倍數相乘以計算

等給付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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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屬給付金按遺屬之生活狀況之乘數；障害給

付金按障害之程度由政令所定之倍數所得之額（應受遺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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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施行令第四

條規定：「有關法第九條政令規定計算之給付基本額，係以被害人依平常勞動所

得收入之日額〔勞動基準法（一九四七年法律第四十九號）第九條所述之勞工以

犯罪行為發生日為基準，依同法第十二條規定平均工資之例以都道府縣公安委員

會規定之金額為準，其他則依犯罪行為發生日以前全年收入以勞動所得總額為基

準。國家公安委員會規則規定之方法計算出一日平均所得金額〕為基準，其符合

遺屬給付金之情況時，乘以百分之七十所得金額，符合障害給付金之情況時，乘

以百分之八十所得之金額。但是，該金額根據犯罪行為發生時，依被害人年齡超

過附表二所規定之最高額、或未滿最低領時，分別依其最高額或最低額作為給付

基本額基準。」。 
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施行令附表二（遺屬給付金） 

犯罪行為發生時被害人之年齡 最高額（日圓） 最低額（日圓） 
二十歲未滿 2,600 2,200 

二十歲以上二十五歲未滿 3,200 2,500 
二十五歲以上三十歲未滿 4,300 3,100 
三十歲以上三十五歲未滿 5,300 3,700 
三十五歲以上四十歲未滿 6,000 3,700 
四十歲以上四十五歲未滿 6,200 3,300 
四十五歲以上五十歲未滿 6,100 3,000 
五十歲以上五十五歲未滿 6,100 2,900 
五十五歲以上六十歲未滿 5,100 2,500 

六十歲以上 4,100 2,300 

 

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施行令附表二（障害給付金） 

犯罪行為發生時被害人之年齡 最高額（日圓） 最低額（日圓） 
二十歲未滿 3,000 2,500 

二十歲以上二十五歲未滿 3,600 2,900 
二十五歲以上三十歲未滿 4,900 3,600 
三十歲以上三十五歲未滿 6,100 4,200 
三十五歲以上四十歲未滿 6,800 4,300 
四十歲以上四十五歲未滿 7,100 3,700 
四十五歲以上五十歲未滿 7,000 3,400 
五十歲以上五十五歲未滿 6,900 3,400 
五十五歲以上六十歲未滿 5,900 2,900 

六十歲以上 4,700 2,700 

 

 
（二）計算方式 

依據前揭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九條、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施行令

第四條及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施行令附表二等規定，計算等給付金基礎額

時，給付基礎額應以被害人基於勞動之通常之每日收入額之百分之七十計算。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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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被害給付制度之對象本無男女老弱或有無職業之區別，為保障兒童、老人及

家庭婦女等無職業者或收入極少之被害人，應確保其一定之最低給付額。至於被

害者若係高收入者，考量給付金乃慰撫金之性質，並考量等給付金額度不應超過

協助警察職務者之災害給付，犯罪被害給付金額度乃設定如前揭犯罪被害人等付

金支給法施行令附表二之上限。因而，依據前揭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九

條、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施行令第四條及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施行令附

表二等規定，以被害人基於勞動之通常之每日收入額之百分之七十計算給付基礎

額度時，若計算結果高於或低於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施行令附表二所定之最

高額或最低額時，則以該最高額或最低額為給付基礎額。再者，所謂「基於勞動

之通常之每日收入額」不包括利息、房租及地租等非勞動所得，亦不包括特別獎

金等臨時性給與。至於收入之計算，若係農漁業、自由業或家務勞動等情形，除

以實際收入額為基礎外，仍應考量其勞動價值（貢獻程度）而為修正計算63。 

前揭給付基礎額算定之後，必須將該給付基礎額乘以一定之倍數，以計算出

給付金之總額。就此，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施行令第五條規定：「與遺屬給

付金有關之法第九條政令規定之倍數，依下列各款之情況區分該適當項目規定之

倍數為準。一、得受領遺屬給付金支給之遺屬於犯罪行為發生當時，係依賴被害

人之收入維持生計且符合下列任何之一，其倍數為一、三��倍。1.妻（雖無法定

結婚登記，但有實質婚姻關係者亦包括在內）2.六十歲以上之夫（雖無法定結婚
登記，但有實質婚姻關係者亦視同之，以下在本款所述資格皆同）、父母或祖父

母。3.未滿十八歲之子或孫。4.未滿十八歲或六十歲以上之兄弟姊妹。5.2.到 4.
所列舉之夫、子、父母、孫、祖父母或兄弟姊妹以外，而有國家公安委員會規則

規定之障害狀態者。二、前款所列舉以外之情況：其倍數為一、���倍。與遺屬
給付金有關之法第九條政令規定之倍數分別依符合該身體之障害等級，如附表一

規定之倍數為準。」。此外，有關加重障害之障害給付金額（施行細則第九條）、

被害人於障害給付金支付後死亡（施行細則第九條）及暫時給付金之給後死亡（施

行細則第九條）等特別計算方式，請見本文前揭說明。 

 
遺屬給付金之倍數表64 

生計 遺屬 60歲                     18歲 

妻 1300倍 

夫 1300倍 1000（1300倍） 

父母 1300倍 1000（1300倍） 

祖父母 1300倍 1000（1300倍） 

子 1000（1300倍）  

依
被
害
人
收
入
維
持
生
計 

孫 1000（1300倍）  

                                                 
63 大谷実．齊藤正治，犯罪被害給付制度，頁 142，有斐閣，1982。 
64 同前註，頁 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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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姊妹 1300倍 1000（1300倍） （1300倍） 

妻 

夫 

父母 

祖父母 

子 

孫 

非
依
被
害
人
收
入
維
持
生
計 

兄弟姊妹 

1000倍 

 
殘障給付金之倍數表65 

殘障等級 倍數 

第一級 1340倍 

第二級 1190倍 

第三級 1050倍 

 

 
三、暫時給付金 

基於犯罪被害人儘速予以救濟之必要，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公安委員會對於前條第一項之申請，應速為支給或不支給犯罪被害

人等給付金之裁定（裁定支給時，應同時裁定金額）。」。然而，因犯罪行為而死

亡者，加害人若係不明，裁定所依據事實將難以確認。再者，因犯罪行為而受重

傷者，被害人所受傷病之治療（含症狀之固定）亦須經過相當之期間。此等情形，

公安委員會顯然無法迅速依據事實裁定給予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立法上乃有另

行訂定暫時給付金制度之必要。就此，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十二條第一項

規定：「公安委員會對於第十條第一項之申請，因不知犯罪行為之加害人或被害

人之障害程度不明等犯罪被害有關事實之關係，致不能速為前條第一項之裁定

時，對於為申請之人（第十三條第一項及第三項稱申請人）得於政令所定數額之

範圍內為支給暫時給付金之決定。」；第二項規定：「國家於有前項之決定時，應

支給暫時給付金。」；第三項規定：「對於受暫時給付金之人，於有裁定支給犯罪

被害人等給付金時，國家於暫時給付金額限度內免其給付金支給之責任。但該裁

定之金額如不足暫時給付金額時，受暫時給付金支給之人，應返還其差額。」；

第四項規定：「受暫時給付金支給之人，經裁定不支給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時，

應返還與暫時給付金相當之金額。」。 

 
（一）給付要件 

                                                 
65 大谷実．齊藤正治，犯罪被害給付制度，頁 147，有斐閣，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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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公安委員會對於被害人

之申請，因不知犯罪行為之加害人或被害人之障害程度不明等犯罪被害有關事實

之關係，致不能速為前條第一項之裁定時，對於為申請之人得於政令所定數額之

範圍內為支給暫時給付金之決定。換言之，公安委員會於當事人申請犯罪被害給

付金之程序中依職權為暫時給付金之裁定即可，無待當事人另外之申請。再者，

暫時給付金之裁定亦無需考量當事人之意思如何，公安委員會審查犯罪被害事件

結果，認定符合暫時給付金要件者，即應依職權為給予暫時給付金之裁定。因此，

暫時給付金支付通知書送達後，當事人未領取或為其他拒絕受領之表示者，應認

為無給予暫時給付金之必要66。 

主管機關認定暫時給付金裁定事實是否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十二條

第一項所稱「因不知犯罪行為之加害人或被害人之障害程度不明等犯罪被害有關

事實之關係，致不能速為前條第一項之裁定」之時，至少該事件必須為「犯罪被

害」事件，自殺或他殺不明及故意或過失不明，或加害人雖係特定而行蹤不明者，

仍應認為符合暫時給付金之要件。又，「不知犯罪行為之加害人」乃不能速為裁

定之例示情形。因此，若申請時加害人雖係特定而行蹤不明，惟於裁定時已得確

定犯罪被害事實者，即非不能速為裁定，主管機關仍應為支付給付金之裁定。再

者，依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公安委員會對於被害人

之申請，應速為支給或不支給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之裁定，裁定支給時，應同時

裁定金額。因而，公安委員會為無法計算給付金額度時，即不能速為給付之裁定。

例如，無法確定被害人殘障等級、無法確定被害人事法依據其他法令受領給付或

當事人已受領民事損害賠償等情形，主管機關即無法計算給付金額度。就此，主

管機關仍應就可得確定部分先為支付等給付金之裁定。 

 
（二）暫時給付金額度 

依據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公安委員會對於被害

人之申請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因不知犯罪行為之加害人或被害人之障害程度不

明等犯罪被害有關事實，致不能速為支給或不支給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之裁定

時，對於申請之人得於政令所定數額之範圍內為支給暫時給付金之決定。就此，

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施行令第六條規定：「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第

十二條第一項政令規定之金額符合與遺屬給付金裁定之申請有關者，依犯罪被害

人等給付金支給法第九條及第四條及前條第一項規定計算出金額之三分之一作

為相當之金額，其符合與障害給付金相關之裁定之申請有關者，適用附表一之第

三級所定之倍數，依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第九條及第四條規定計算出之金

額之三分之一作為相當之金額。」計算犯罪被害人暫時給付金之額度：若有犯罪

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施行細則第五條及第六條規定「被害人以暴力、脅迫及侮

辱等行為誘發犯罪」、「被害人就其犯罪被害有不注意或不當之行為」及「被害人

                                                 
66 大谷実．齊藤正治，犯罪被害給付制度，頁 165，有斐閣，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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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加害人間有密切之關係」等情形，至被害人責任程度不明而應全部或部分不支

給等付金時，有關其暫時給付金之支付金額則給予最大額度之限制，僅支付應全

額支給情形之三分之一；被害人之障害程度不明之情形，則支給相當於障害程度

確定時應給付額度之最低等級(相當於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施行令附表一

障害等級第三級之額度)。若同時發生因不知犯罪行為之加害人或被害人之障害
程度不明等犯罪被害有關事實之情形時，則依前揭方式分別計算等給付金額度。

又，因犯罪被害事件被害人得依其他法令規定獲得給付或依民法規定獲得損害賠

償時，主管機關考量暫時給付金額度時，前揭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施行法

令所定額度應不得超過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第七條及第八條第一項所定

額度，至於，申請支給暫時給付金之被害人於裁定前死亡者，若無其他順位遺屬

申請遺屬給付金支給裁定，為其符合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第十二條第一項

之規定者，依同法第六條第三項之規定，考量暫時給付金支給制度之目的在犯罪

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規定意旨同樣之觀點(即毋庸請求返 

還既已支給之暫時給付金，然後重新審查支給暫時給付金)，以該重新申請遺屬
給付金之計算應得之暫時給付金額超過既已支給暫時給付金額度之情形為限再

支付其差額。 

 
（三）支付及返還暫時給付金 

依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經裁定支給犯罪被害人等

給付金時，為申請之人取得受該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額支給之權利。又，基於前

揭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規定，公安委員會為支

給暫時給付金之決定後，即應支給該暫時給付金。就此，有關支給暫時給付金之

通知及請求支付等程序，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規定：「公

安委員會受理有關申請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依法第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退

回其申請或以支給暫定給付金之裁定時，應儘速將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裁定

通知書、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裁定申請退回通知書、或暫定給付金支給通知

書（格式第五號）通知該申請者。（二）公安委員會依前項之規定通知時（不予

支給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之通知除外），對於應受領該犯罪被害人給付金或暫定

給付金者，應一併發給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付款申請書或暫定給付金付款申請書

（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之請求）」及同細則第二十條規定：「受領支給犯罪被

害人等給付金之裁定或支給暫定給付金者，於辦理請求該項給付時，須將前條第

二項規定之申請書向國家提出申請。」。此外，依據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

第十二條第三項後段及第四項規定，對受暫時給付金支給之人裁定支給犯罪被害

人等給付金時，若該裁定之金額不足暫時給付金額度時，受領人應返還其差額，

及對受暫時給付金支給之人裁定不支給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應返還與暫時給付

金相當之金額。此等有關返還暫時給付金之程序應依據國家債權管理法之規定通

知返還者繳納，其未依規定繳納者，則由法務大臣依據督促或程序程序請求返

還。若申請人以虛偽或其他不正之方法受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包括假給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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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給者，依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十五條規定，國家公安委員會得依國稅徵

收之例，徵收其與所受支給之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額相當之金額之全部或一部。

前項規定徵收金之優先權順位，僅次於國稅及地方稅。 

 

 

第四節  排除條款 ─ 減額給付與拒絕給付 

一、排除事由 

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六條規定：「下列情形，依國家公安委員會施行

細則之規定，得不支給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之全部或一部：一、被害人與加害人

之問有親屬關係（包括有事實上之婚姻關係）者。二、被害人誘發犯罪行為，或

其他被害人對於該犯罪被害亦有責任者。三、除前二款所列情形外，斟酌被害人

或其遺族與加害人之關係及其他情事，認為支給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或本法第九

條規定之金額，在一般社會觀念上有失妥當者。」。其中，第一款「被害人與加

害人之間有親屬關係（包括有事實上之婚姻關係）者」之情形，基於民法規定及

社會實際情形，親屬間本應互相扶持，親屬間犯罪之情形亦少有損害賠償之請

求，且若予以給付亦將發生加害人受益之情形。因而，於被害人與加害人之間有

親屬關係（包括有事實上之婚姻關係）之情形，乃排除一部或全部之等給付金。

第二款「被害人誘發犯罪行為或其他被害人對於該犯罪被害亦有責任者」之情形

係基於公平正義之法理，被害者應自己承擔損失或忍受不利益之結果。第三款「除

前二款所列情形外，斟酌被害人或其遺屬與加害人之關係及其他情事，認為支給

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或本法第九條規定之金額，在一般社會觀念上有失妥當者」

情形必須藉由立法目的之闡明（例如意外之犯罪被害），並類推前揭第一款及第

二款之情形而為解釋67。 

因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六條有關給付金減額與拒絕給付之要件規定

為抽象之不確定法律概念，且其法律效果之選擇，即依被害人可歸責之程度或其

親屬關係來判斷如何減額或是否拒絕給付，仍有待釐清，為求各都道府縣公安委

員會解釋適用時之一致性，國家公安委員會乃制定細目的及技術性的施行細則。 

有關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施行細則第二條至第八條之基本內容及其與犯罪

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六條所定關係事實（第一款）、 歸責行為（第二款）及親

屬關係（第三款）之基本關係，依序說明如後，先整理如下表68： 

 

 

                                                 
67 同前註，頁 105。 
6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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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事實 歸責行為 親屬關係 

調整 補充  關聯行為 原因行為 實行行為  
 

（第八條） 

（第七條） （第四條） 

顯然不正

之行為（第

三條第三

款） 

過度之誘

發行為（第

三條第二

款） 

教唆幫助

行為（第三

條第一款） 

夫妻、直系

血親、三親

等內親屬

及同居親

屬（第二

款） 

減額三分

之三 

 
  

誘發行為（第三條第三

款） 
  

減額三分

之二 

 

 

密切之關

係（第六條

前段） 

不注意或不適當之行為

（第五條第二款） 
 

其他親屬

（第六條

後段） 

減額三分

之一 

 

（一）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犯罪行為發生時，被害

人或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之第四條第四項第一順位之遺屬（順位排在第一

位之遺屬有兩個人以上者之其中一人）與被害人之問的關係，有下列其中任何一

款之情形，不予支給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一、夫婦（雖無法律上之登記，但有

實質婚姻關係者亦包括內在內）二、直系血親（有關父母子女之問，雖然無法律

上之登記，但實際上如同養父母子女關係之情形者亦包括在內）。三、三等親內

之親屬。四、同居之親屬。」，此等規定係以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六條第

一款「被害人與加害人之問有親屬關係（包括有事實上之婚姻關係）者⋯⋯得不

支給犯罪被害人等付金之全部或一部」及第三款「斟酌被害人或其遺族與加害人

之關係及其他情事，認為支給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或本法第九條規定之金額，在

一般社會觀念上有失妥當者⋯⋯得不支給犯罪被害人等付金之全部或一部」為依

據。按親屬間負有互助義務（直系血親及同居親屬）、扶助義務（夫妻）、扶養義

務（直系血親及兄弟姊妹）及依據家事裁判之扶養義務（三親等內親屬），鑑於

此等民法規定及實際社會生活中之密切關係，親屬間本應相互扶助，因而於此等

被害人與加害人係親屬關係之範圍內排除等付金之給付69。 

（二）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施行細則第三條：「有關犯罪被害人符合下列情

形之任何一款之行為，不予支給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一、教唆或幫助該犯罪行

為。二、過度的暴行或脅迫或侮辱等行為致誘發其犯罪行為。三、與該犯罪行為

有明顯關係之不正當行為。」，此等規定係以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六條第

二款「被害人誘發犯罪行為，或其他被害人對於該犯罪被害亦有責任者」及第三

款「除前二款所列情形外，斟酌被害人或其遺族與加害人之關係及其他情事，認

                                                 
69 大谷実．齊藤正治，犯罪被害給付制度，頁 94，有斐閣，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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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支給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或本法第九條規定之金額，在一般社會觀念上有失妥

當者」為依據。按犯罪被害人為「教唆或幫助該犯罪行為」、「過度的暴行或脅迫

或侮辱等行為致誘發其犯罪行為」及「與該犯罪行為有明顯關係之不正當行為」

之情形，依據一般社會觀念，就被害人死亡或重障害之結果，顯然具有重大程度

之可歸責性，故予排除等給付金之給付。其中，因犯罪被害人本身教唆或幫助該

犯罪行為而排除給付之情形，並不適用本條之規定，本條係指被害人之第一順位

遺屬對被害人為教唆或幫助犯罪行為之情形，犯罪被害人係指第一順位遺屬。再

者，所謂「過度的暴行或脅迫」係指對他人行使有形力或告知惡害。「重大侮辱」

係指依據一般社會通念認為有害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情感之行為。「過度的暴行

或脅迫或侮辱『等』行為」係指強迫他人違反其自由意願或重大背信等行為。「與

該犯罪行為有『明顯關係』之不正當行為」，其明顯關係之認定乃依條件理論判

斷，並不以相當因果關係之成立為必要70，至於「不正當行為」必須係具有重大

可歸責性及高度違法性之行為，例如賭博及毒品交易等行為。 

（三）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施行細則第四條：「被害人符合下列其中任何一

款事由者，不予支給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一、承認或允許該犯罪行為。二、屬

於某暴力集團或經常發生暴力性不法行為之組織（雖屬該組織，但可證明與該犯

罪被害行為無關者除外）。三、對該犯罪行為施以報復、傷害加害人或其親屬及

其他與加害人有密切關係人物之生命、或對其身體予以重大傷害。」，此等規定

係以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六條第三款「⋯⋯斟酌被害人或其遺族與加害人

之關係及其他情事，認為支給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或本法第九條規定之金額，在

一般社會觀念上有失妥當者。」為依據。其中，所謂「承認或允許該犯罪行為」

係指基於被害人明示或默示之同意或囑託之犯罪行為，然而不包括被害人承認或

允許教唆或幫助犯罪行為，亦不包括被害人對其本身之犯罪行為。至於「承認或

允許」，以被害人具有一般辨識能力並係基於被害人自由意願之本意為必要。「犯

罪被害人屬於某暴力集團或經常發生暴力性不法行為之組織（雖屬該組織，但可

證明與該犯罪被害行為無關者除外）」，例如暴力團間之對立競爭、極左暴力集團

內部之暴力行為之情形。至於「對該犯罪行為施以報復、傷害加害人或其親屬及

其他與加害人有密切關係人物之生命、或對其身體予以重大傷害。」所稱之「密

切關係」，例如，被害人對加害人之婚約對象施以報復之行為。至於是否為「重

大傷害」，必須審酌治療之必要期間、有無留下後遺症及是否為一般社會通念所

忽視之傷害等情事而據以判斷。 

（四）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有關犯罪被害人符合下

列行為之其中任何一款者，不予支給各該款所規定之金額。一、以暴力、脅迫、

侮辱等行為致誘發該犯罪行為，依法第九條規定之金額乘以三分之二的金額。

二、受該犯罪被害時，而有不注意或不當之行為，依法第九條規定之金額乘以三

分之一的金額。」，此等規定係以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六條第二款：「被害人

                                                 
70 大谷実．齊藤正治，犯罪被害給付制度，頁 96，有斐閣，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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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發犯罪行為，或其他被害人對於該犯罪被害亦有責任者。」及第三款：「除前

二款所列情形外，斟酌被害人或其遺屬與加害人之關係及其他情事，認為支給犯

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或本法第九條規定之金額，在一般社會觀念上有失妥當者。」

等規定為依據。所謂「犯罪被害人以暴力、脅迫、侮辱等行為致誘發該犯罪行為」，

「暴力、脅迫、侮辱」係「誘發犯罪行為」之例示，與前揭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

給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二款不同，乃經評價為過度或重大程度之誘發犯罪行為，

亦即被害人本身具有重大之可歸責性，依據一般社會通念認為係引起犯罪之行

為。「暴力、脅迫、侮辱」係對他人有形力之行使、惡害之告知及有損他人名譽

或名譽情感之行為。至於與「暴力、脅迫、侮辱『等』行為」係指其他強迫他人

違反其自由意願、強迫或重大背信等行為。「誘發」則係誘導或挑撥致加害人為

加害行為。又，本款就犯罪被害原因而言，與次款所定「被害人受該犯罪被害時，

而有不注意或不當之行為」相同，然而本款所稱「暴力、脅迫及侮辱等行為」與

誘發犯罪行為間必須具有高度之蓋然性。就此，必須考量加害人之言行及其與被

害人間之背景關係，以及行為時之時間、場所、內容及周圍狀況，就個案情形來

加以判斷。至於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施行細則第五條第二款所稱「被害人受

該犯罪被害時，而有不注意或不當之行為」係指第三條第二款所稱「過度的暴行

或脅迫或侮辱等行為致誘發其犯罪行為」及第五條第一款所稱「以暴力、脅迫、

侮辱等行為致誘發該犯罪行為」等積極誘發行為之外，造成犯罪被害原因之環境

或狀況之不注意或不當之行為。按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六條第二款規定：

「下列情形，依國家公安委員會施行細則之規定，得不支給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

之全部或一部：⋯⋯二、被害人誘發犯罪行為，或其他被害人對於該犯罪被害亦

有責任者。」，造成犯罪被害結果之犯罪行為必須係因犯罪被害人本身之行為所

形成，且依據依據一般社會觀感認為不恰當者。因此，造成犯罪行為原因之被害

人行為係對照一般人通常之行為模式被認為不注意或不當之行為。換言之，必須

考量加害人之言行及其與被害人間之背景關係，就個案情形具體判斷，比照一般

人於相同之行為時間、場所、內容及周圍狀況所得到的認識、態度及言行樣態，

以判斷被害人行為是否應認為係不注意或不當之行為。 

 

（五）被害人與加害人之問有密切之關係 

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施行細則第六條前段規定：「犯罪行為發生時，被

害人與加害人之間有密切之關係，得依法第九條規定之金額乘以三分之一的金額

不予支給；被害人與加害人如有二條各款列舉之親屬關係以外之親屬關係者亦

同。」係以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六條第一款規定「下列情形，依國家公安

委員會施行細則之規定，得不支給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之全部或一部：⋯⋯一、

被害人與加害人之問有親屬關係（包括有事實上之婚姻關係）者。」為依據。所

謂「密切的關係」，係指同居、交際或於同一職場工作等關係。僅有該等密切關

係尚非本條所稱之情形，必須以此等密切關係為犯罪行為的背景，亦即密切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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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是一種目的性概念的規定71。換言之，犯罪行為之原因「密切行為」係指誘導

或挑撥（施行細則第三條及第五條第一款）、行為狀態（施行細則第四條第一款、

第二款）乃至於被害人有不注意或不當之行為（施行細則第五條第二款）之外，

各種日常生活關係中所形成之利害、損益、好惡、愛憎及信任等感情的醞釀累積，

並非個別行為的掌握，而係人際關係的糾纏或者不良影響為犯罪行為背景，此等

關係始為本條所稱被害者與加害者之關係72。 

 
（六）其他不適於一般社會理念之情事 

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施行細則第七條：「除第二條至前條規定之內容

外，被害人或其遺屬與加害人間之關係及其他情事，若判斷支給犯罪被害人等給

付金及依第九條規定之金額，被認為不適於一般社會上之理念時，得依第二條至

前條規定之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之全部或一部分不予支給。」此等規定係以犯罪

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六條第三款規定「下列情形，依國家公安委員會施行細則

之規定，得不支給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之全部或一部：⋯⋯三、除前二款所列情

形外，斟酌被害人或其遺族與加害人之關係及其他情事，認為支給犯罪被害人等

給付金或本法第九條規定之金額，在一般社會觀念上有失妥當者。」為依據。就

此，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施行細則第七條規定乃補充性之概括規定，亦即，

除同細則第二條至第六條所定情形之外，依據被害人或其遺屬與加害人間之關係

或其他情事，若判斷支給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及依第九條規定之金額，被認為不

適於一般社會上之理念時，得類推同細則第二條至第六條所定情形，不予支給全

部或一部等給付金予犯罪被害人。例如，對被害人第一順位以外之遺屬得以同細

則第二條至第六條所定事由拒絕支付等給付金。 

 
（七）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之全部或一部分不予支給者之特例 

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施行細則第八條：「符合第二條至第六條規定之事

由，依規定不予支給或僅支給一部分之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但被認為不合社會

上之一般理念，此特殊情況者可不受此規定而分別援用下列所述各款時，得支給

該各款規定之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之金額：一、符合第二條至第四條規定之事

由，依法第九條規定之金額乘三分之二後所得之金額。二、符合第五條第一款規

定之事由，依法第九條規定之金額乘三分之二後所得之金額。三、符合第五條第

二款或第六條規定之事由者，依法第九條規定之金額乘以三分之二後所得之金

額。」。此等規定係以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六條第三款規定「下列情形，

依國家公安委員會施行細則之規定，得不支給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之全部或一

部：⋯⋯三、除前二款所列情形外，斟酌被害人或其遺屬與加害人之關係及其他

情事，認為支給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或本法第九條規定之金額，在一般社會觀念

                                                 
71 大谷実．齊藤正治，犯罪被害給付制度，頁 100-102，有斐閣，1982。 
7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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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失妥當者。」為依據。就此，犯罪被害事件依據同細則第二條至第六條之規

定不予支給或支給部分之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被認為不合社會上之一般理念

時，就此特殊情況，依據本條規定，得再予以回復或增加給予給付金之額度。本

條所稱「特殊情況」，例如，被害人與加害人間婚姻或姘居關係事實上已經消滅

（同細則第二條），或雖然被害人之行為外觀符合減額或拒絕支付要件，惟考量

加害人於犯罪被害之發生過程之行為，難以認定被害人行為係同細則第三條第二

款「過度的暴行或脅迫或侮辱等行為致誘發犯罪」或第五條第一款「暴力、脅迫、

侮辱等行為致誘發該犯罪」之行為。又，本條乃補充性之概括規定，惟以犯罪被

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施行細則第二條至第六條所定情形為限，顯然與同細則第七條

相反，自不得同時適用73。 

 
（八）有關支付等給付金之特別規定 

除了前揭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施行細則第二條至第八條所定一般減額

或不支給事由之外，同細則第九條至第十一條則規定特別之減額或不支給事由作

為技術上之調整，以符合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六條第三款規定：「下列情

形，依國家公安委員會施行細則之規定，得不支給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之全部或

一部：⋯⋯三、除前二款所列情形外，斟酌被害人或其遺屬與加害人之關係及其

他情事，認為支給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或本法第九條規定之金額，在一般社會觀

念上有失妥當者。」之意旨。 

1. 加重障害 

基於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第二條第二項之規定，所謂「重障害」係指

受傷或疾病經治療後（包括其症狀已固定時）身體上之障害達政令所定之程度。

其中，有關加重障害部分，按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施行細則第九條規定：「有

關身體原已障害，因該犯罪行為致同一部位之障害程度加重而變成重障害者，其

障害給付金之金額，視身體上加害受傷程度，依「令」附表一規定之倍數減掉依

身體已有之受傷程度附表一規定之倍數後所得之倍數，再乘以支給基本額後所計

算出之金額。」。就此，不問既存之身體上障害其原因為何，因犯罪行為至同一

部位之障害程度加重而變成重障害者，即所謂之加重障害。既存障害加重之障害

所至同一部位之現在障害狀態，依前揭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第二條所稱

「因犯罪而重障害」之文義解釋上並非不可能。並且，縱使該加重之障害程度本

身較小，於加重結果存在所致之障害狀態比加重前重大，鑑於達到死亡有過之而

無不及之狀態，應該犯罪行為所致重障害亦為當然之解釋。所以，此等解釋同樣

符合犯罪被害人給付制度之立法目的。惟就此等情形有關障害給付金之額度，嚴

格來講若考慮因犯罪行為被害所致加重之障害，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九條

所定給付基礎額應按照施行令附表一所定倍數計算該加重之身體上障害程度，減

                                                 
73 大谷実．齊藤正治，犯罪被害給付制度，頁 102，有斐閣，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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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身體上障害程度所符合施行細則所定倍數，相乘所得之數額。例如，已經一眼

失明的人，因犯罪行為致兩眼失明的結果，此等情形，首先解為其係因犯罪行為

致符合施行令附表一第一級所定之重障害程度者，支給其障害給付金。其金額非

因而使用障害等級第一級一三四�倍之倍數，減除既存一眼失明障害程度所定之
倍數，依其與給付基礎額相乘計算之。 

 

2.受領障害給付金者因該犯罪行為而死亡 

依據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犯罪被害人等給

付金，應一次給付，其種類分為遺族給付金及障害給付金。遺族給付金係於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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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第一順

位之遺族）。換言之，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係係以一次給付之方式為之，依其死

亡或重障害之被害結果，支付遺屬遺屬給付金或被害人本人障害給付金，並且，

就同一犯罪被害事實僅能支付遺屬遺屬給付金或障害給付金，不得雙重給付。此

外，依據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九條規定，有關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數額之

計算係依前揭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施行令第四條規定計算給付基本額基準

再乘以同施行細則所定之倍數。依據此等計算方式之結果，障害給付金額度通常

係高於遺屬給付金額度。因而，對於障害給付金申請者，因該犯罪行為而死亡時，

其給付金額度而言，即應予以調整。因此，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施行細則第

十條乃規定：「對於得受領障害給付金者，因該犯罪行為而死亡，該障害給付金

尚未支給時，有關其遺屬給付金，只限於受領其遺屬給付金之金額（得受領遺屬

給付金之親屬有二人以上時，該金額為乘以其人數後所得之金額，次條亦同）。

但超過已支給之障害給付金之金額時，得支給其差額（得受領遺屬給付金之遺屬

有二人以上者，將之除以人數後所得之金額，次條亦同）。」。 

 

3.受領暫定給付金之前死亡者之遺屬給付金 

依據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公安委員會為支給暫時

給付金之決定時應支給暫時給付金。其中，對於得受領暫時給付金之人於支給前

死亡者，其遺屬給付金如何處理，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乃

規定：「依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若得受領暫時給付

金之人死亡時該暫時給付金尚未支給，其遺屬給付金僅限其遺屬給付金之金額超

過該暫定給付金之金額時支給其差額。」。亦即，對於申請障害給付暫時給付金

之人應為支給之裁定，而該申請人於受該裁定前死亡時，或對於申請遺屬給付暫

時給付金之人應為支給之裁定，而該申請人於受該裁定前死亡時，本來進行中之

程序因申請人死亡而終結，應由被害人遺屬或次順位遺屬另行申請遺屬給付金
74。惟基於前揭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之規定，得受領暫時

給付金之人於裁定前死亡，該暫時給付金尚未支給之情形，其遺屬給付金以遺屬

                                                 
74 同前註，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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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金之金額超過該暫定給付金之金額時為限，支給其差額。反之，申請人於裁

定後死亡時，該申請人因受裁定之結果，對國家取得支付該裁定額度給付金之具

體權利，有關其給付金之處理則由申請人遺屬依據民法上繼承之規定處理，自與

本條規定無涉75。 

 

 

第五節 減除條款 

一、依勞工災害補償保險法或其他法令應為給付 

按日本犯罪被害給付制度係以故意殺人及傷害等犯罪行為所致被害人死亡

或重障害之結果，國家並無設置救濟措施，基於社會全體對於被害人或其遺屬之

同情所建立由國家對被害人支給等給付金之制度。就此而言，以犯罪被害為原

因，被害人或其遺屬得依據其他法令獲得給付時，在此範圍內即無由國家支給犯

罪被害等給付金之必要。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七條乃規定：「以犯罪被害

為原因而對被害人或其遺族，依勞工災害補償保險法（昭和二十二年法律第五十

號）或其他法令並依政令之規定應為給付時，以依政令計算相當於其給付之金額

為限，不予支給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 

本條規定以犯罪被害為原因而對被害人或其遺屬依勞工災害補償保險法應

為給付故無疑義，即勞工災害補償保險法為例示規定，至於「其他法令」係指對

於意外死亡或重障害應為給付之法令。必須注意者，依據國民年金法、厚生年金

保險法及其他互助合作社法之年金保險制度等之年金給付乃基於被害人一定之

支出，未限制特定原因之給付事由，且其給付額僅以生活保障為目的，故年金保

險給付並非犯罪被害給付制度之調整對象。換言之，立法者於決定犯罪被害給付

金額度時，即以被害人受領年金給付為前提而計算給付金額度76。再者，依勞工

災害補償保險法或其他法令等給付包括各種津貼、扶助金、補償金、慰問金及一

時金等名稱之金錢給付或勞務提供。此外，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施行令第二

條規定：「法第七條規定之給付係依勞工災害補償保險法（一九四七年法律第五

十號）第十二條之八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或第六款列舉之保險給付）有關同

項第四款之列舉，依修訂一部份勞工災害補償保險法之法律（一九六五年法律第

一三�號）附加條款第四十三條第五項規定視同遺屬補償年金者亦包括在內）、勞
工災害補償保險法第二十一條第三款、第四款或第六款列舉之保險給付（有關同

條第四款列舉者，依修訂一部份勞工災害補償保險法之法律（一九七三年法律第

                                                 
75 同前註，頁 111。 
76 同前註，頁 142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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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五號）附加條款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視同遺屬年金者亦包括內）、依消防法（一

九四八年法律第一八六號）第三十六條之三規定之補償及其他類似之給付等，若

發生意外死亡或重障害時，依國家公安委員會規則規定之法令支給。」。又，日

本國家公安委員會依據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七條委任規定所定施行細則

第二條規定：「有關令第二條國家公安委員會規則中新規定之給付如左：一、依

船員保險法（一九三九年法第七十三號）第四十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規定，基於

職務上之事由而為障害年金者，依同法第四十二條之三第一項之規定給、依同法

第五十條第一項規定之遺屬年金（限定與同項第三款有關者）及同法第五十條之

八第二款之規定給付。二、依勞動基準法（一九四七年法第四十九號）第七十七

條規定之障害補償，及同法第七十九條之遺屬補償。三、依勞工災害補償保險法

（一九四七年法第五十號）第十二條之八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及第六款列舉之

保險給付（同項第四款列舉之內容，依修訂勞工災害補償保險法一部分之法律（一

九六五年法第一三�號）附加條款第四十二條第五項規定，包括視為遺屬年金之
金額）、勞工災害保險法第二十一條第三款、第四款或第六款列舉之保險給付（同

款第四款列舉之內容，依修訂勞工災害補償保險法一部分之法律（一九七三年法

律第八十五號）附加條款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包括視為遺屬津貼。」。至於，犯罪

被害人等給付金與依據其他法令應為給付間之調整，前揭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

法施行令第三條規定：「有關法第七條政令規定計算之金額，分別依下列各款之

情況作為補償金額之基準。一、前條規定之給付等，認為應以一時金（一次給付）

處理時，須依一時金之價額為基準，依國家公安委員會規則規定之方法計算其金

額。二、前款列舉以外之情況時，以該給付之價額、支付之時期及法定利率為基

準，依國家公安委員會規則規定之方法計算其金額。」及前揭犯罪被害人等付金

支給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規定：「令第三條規定之金額符合同條第一款時，就調

整基本額（亦即下一項及第三項規定之金額，以下亦同）乘以一計算之。符合同

條第二款時，依法定利率計算出應予支給日起至受領日止之金額的合計。此合計

金額即視為該調整基本額之計算。二、前項之調整基本額視為配合區分下列各款

列舉給付之規定金額。（一）有關前條第一款規定依障害年金及遺屬年金、船員

保險法施行令（一九五三年政令第二四○號）第五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計算後

所得之金額。（二） 前條各款規定之給付（以下簡稱「災害給付」），其不符合前

款者，視為該災害給付金額。三、除前項所規定者外，若以支給災害給付為理由，

依船員保險法，厚生年金保險法（一九五四年法第一一五號）或國民年金法（一

九五九年法第一四一號）規定停止支給類似年金之給付，或依據撫養兒童津貼法

（一九六一年法第二三八號）規定不予支給撫養兒童津貼者，該項支給應予以停

止，或不予支給類似年金之給付及撫養兒童津貼之金額扣除該災害給付之金額後

所得金額視為調整基本額。」。據此，災害給付若為一次給付者，其調整基礎金

額即為依據各該法令應為之給付。至若災害給付為年金給付時，則採取單利之法

定利率計算將來應受金額之現在價值為調整基礎金額。其計算方式如下77： 

                                                 
77 大谷実．齊藤正治，犯罪被害給付制度，頁 124，有斐閣，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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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災害給付基礎調整額 

t 災害給付 

災害給付相當之金額 = 
n 

=Ó  
t=1 

K � � � � 
1+0.05t 

 
惟實際應用時，有關前揭有關相當於災害給付金額之計算方式係藉由「下列年金

現價係數表」計算，較為便利。其計算方式及參考係數如下78： 

相當於災害給付之金額 = K � r 

K 災害給付調整基礎額 

r  「依法定利率之單利年金現價係數表」之對應年數之係數 

法定利率之單利年金現價係數表79 
年數 係數 年數 係數 年數 年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0.952 
1.861 
2.731 
3.564 
4.363 
5.134 
5.874 
6.589 
7.278 
7.945 
8.590 
9.215 
9.821 
10.409 
10.981 
11.536 
12.007 
12.603 
13.116 
13.616 
14.104 
14.580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15.045 
15.500 
15.944 
16.379 
16.804 
17.221 
17.629 
18.029 
18.421 
18.806 
19.183 
19.554 
19.917 
20.275 
20.625 
20.970 
21.309 
21.643 
21.970 
22.293 
22.611 
22.923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23.231 
23.534 
23.832 
24.126 
24.416 
24.702 
24.984 
25.261 
25.535 
25.806 
26.072 
26.335 
26.595 
26.855 
27.105 
27.355 
27.602 
27.846 
28.087 
28.325 
28.560 

 

二、民法損害賠償給付 

依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經裁定支給犯罪被害人等

給付金時，為申請之人取得受該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額支給之權利。又，基於前

揭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規定，公安委員會為支

給暫時給付金之決定後，即應支給該暫時給付金。若申請人以虛偽或其他不正之

方法受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包括假給付金）支給者，依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

                                                 
78 同前註，頁 124-125。 
79 同前註，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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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十五條規定，國家公安委員會得依國稅徵收之例，徵收其與所受支給之犯罪

被害人等給付金額相當之金額之全部或一部。前項規定徵收金之優先權順位，僅

次於國稅及地方稅。公安委員會為支付裁定時，首先必須考慮申請人是否已經或

獲得民事賠償，以確定是否或應該給予多少等付金。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

八條第一項規定：「以犯罪被害為原因而被害人或其遺族受損害賠償時，於其所

受賠償金額內，不予支給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第二項規定：「國家支給犯罪

被害人等給付金時，於其金額限度內取得該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受領人之損害賠

償請求權。」。此等規定係就同一犯罪原因，被害人或其遺屬受領損害賠償給付

及等給付金之關係而為規定。犯罪被害給付制度係因犯罪行為之被害人或其遺屬

就其犯罪被害結果，加害者通常係無資力，民法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制度無法予以

救濟，此等情形社會全體不能予以放任不管之認識而創立之制度。當犯罪被害人

得以受領損害賠償之情形，即無設置此等制度之必要，及非犯罪被害補償制度之

對象。因而，就被害人所應受領金額予以調整乃當然之結果。又，解釋上金額應

包括現物給付為賠償。但是，本條第二項規定，僅以國家支給犯罪被害人等給付

金時，於其金額限度內取得該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受領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但

是，加害人有資力的情形時，並無由社會全體負擔對被害人之給付金，乃為此等

規定。 

一般而言，損害賠償係指依法律規定對於他人所受損害予以填補至如同無損

害之狀態。通常以金錢給付之，加害人因犯罪被害所造成之損害之填補為目的之

給付，不問其名稱為賠償金、補償金及慰撫金等名稱，只要因犯罪被害所受損害

（即死亡或重障害之結果）即合乎本條第一項所稱之損害賠償。得成為本條第一

項所稱之損害賠償者，包括慰撫金及所失利益，不包括醫療費、交通費及物的損

害。但是，被害人自得應予排除無損害賠償責任之第三人受領慰撫金或奠儀等以

慰問為目的之給付。因侵害行為而發生損害，以此為給付原因加害人對被害人為

金錢給付時，就此而言，當事人間的想法固然一樣。但是，給付金額的多寡即受

領時的狀況（損害賠償或贈與）並未明確區分。就此而言，以侵害他人生命或身

體之故意犯罪行為為損害發生原因時，加害人即被害人間授受金額通常並未指明

細目乃至於給付目的，僅單純地認為一次全部損害賠償，依社會通念認定給付細

目及目的即可，認定是否為本條第一項所稱之損害賠償。「受損害賠償時」除了

限時給付之外，解釋上亦應包含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放棄。 

按犯罪被害人等付金支給法第八條第一項載明：「⋯⋯或其遺屬受損害賠償

時，於其所受賠償限額內，不予支予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且國家係依本法第

五條所定遺屬範圍而為給付，因此當遺屬給付金應由第一順位遺屬受領，而第一

順位遺屬以外之遺屬受領損害賠償時，於其所受賠償限額內，仍不支給第一順位

遺屬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因而，依據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之給法施行細則第十

八條：「有關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裁定之申請者，以該犯罪被害為原因受領

損害賠償時，應填妥下列之事項、儘速向受理該裁定申請之公安委員會提出規定



 82 

之文件。（一）受領損害賠償者之姓名、地址及與被害人之關係。（二）負責損害

賠償者之姓名、地址、職業及與加害人之關係。（三）開始受領損害賠償之年月

日。（四）已領取之損害賠償額及其詳細內容。」規定，被害人申請給付時必須

就其是否受領民事損害賠償之情形加以說明。 

第六節  求償制度 

依據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第八條第二項固然規定，國家支付犯罪被害

人等金時，於其金額限度內取得該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受領人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惟此等規定僅具有理論上之意義，日本實務上幾乎未見求償之案例80。其主

要理由係基於受刑人更生保護之刑事政策或加害人無資力償還，惟亦有認為給付

金乃慰問金之性質，並非必須求償不可81。理論上，國家行使對加害人之求償權

係依據「國家債權管理法」之規定辦理，應先確認在國家支給給付金額度之債權

額，對加害人送達載明繳納期限之繳納通知書82。當加害人係有資力而未全數繳

納者應督促其履行，或由法務大臣依訴訟程序請求。加害者無資力時，得視其情

形約定延後債務履行，停止徵收或免除，惟此等程序尚有待研討。加害者有資力

時，基於本應由加害者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之想法，當加害人一方面申請支給給付

金裁定，一方面觀望損害賠償交涉之結果時，該裁定應認為得予以事實上的保

留，不得以損害賠償交涉為理由而為拒絕之裁定，將被害人排除於給付金支給對

象之外。反之，當事人尚在損害賠償交涉中，主管機關為同意申請之裁定，並依

裁定結果而為給付，仍應認為適當。犯罪被害人於支給給付金裁定後，實際支給

前受領損害賠償給付者，國家於被害人受領損害賠償給付額度內的不予支付給付

金。依據本法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裁定之相對人取得受領給付金支付之權利，然

而，此等裁定係以犯罪被害未獲得損害賠償為前提。此等情形因支給法並未規定

就該等裁定之撤回或變更等處分之程序，故不以經過特別法律程序為必要。又，

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明文規定國家支給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時，於其金額

限度內，取得該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受領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當給付金支給第

一順位遺屬時，次順位遺屬之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亦因而受到限制，惟國家並未

取得次順位遺屬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且若支給給付金將產生仍受領損害賠償之一

方有利之不均衡情形，因而只有給付金受領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由國家取得83。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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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同前註，頁50以下。 
82 大谷実．齊藤正治，犯罪被害給付制度，頁 133以下，有斐閣，1982 
83 同前註，頁 110-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