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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勞工遭受職業災害時，除請求雇主負職災補償責任並申請職

災勞保給付外，於符合民法上的要件時，尚可請求雇主負民

事損害賠償責任。換言之，就職業災害的發生，受災勞工有

三種救濟之途徑，(1)勞基法上之雇主職災補償責任，(2)勞

保條例所定之職災勞保給付，(3)民法所定之損害賠償責任。

就前兩者間的抵充關係，於勞基法第 59 條明定，雇主就職災

勞保給付得予以抵充勞基法上的補償責任。而同法第 60 條規

定，雇主依勞基法所為之補償，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

之賠償金額。惟我國勞基法或勞保條例，就職災勞保給付與

雇主民法上的賠償責任間的抵充規定，並未加以規範。則此

時，雇主是否可依損益相抵原則，主張應從受災勞工請求之

損害賠償額中，扣除其所受領之職災勞保給付的部份，實不

無疑義。再者，隨著勞保給付年金化的實施，因年金總額無

法事先確定，則雇主欲主張損益相抵時，應如何計算扣除之

金額亦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而關於職災補償與損害賠償間的抵充關係，職災救濟制度及

勞動型態與我國十分相近的日本，於學說及實務上已累積了

許多相關的議論及法院見解。其中關於職災勞保給付與民事

損害賠償間的抵充關係，以及勞保給付年金化後，於計算抵

充的金額時，是否應及於將來預定給付之年金？或是僅就實

際上已經給付之年金總額加以抵充等問題，相關學說論述及

判例法理之發展已相當成熟。事實上，日本於勞保給付年金

化甫施行之際，伴隨著勞保給付年金化所產生之民事賠償責

任應如何抵充的問題並無對應的相關規定，因此對於年金應

否抵充民事賠償金額，一開始判決見解並未統一，而區分為

未來尚未給付之年金亦應予以扣除之「控除說」(扣除說)，

與未來尚未給付之年金不應予以扣除，而僅能就受災勞工實

際上已受領之年金加以扣除之「非控除說」(非扣除說)。直

至 1977年日本最高法院對此問題作出明確採取非控除說的判

決後，實務上見解分歧的混亂局面方告一段落。然而，隨著

學說對非控除說的批判及議論日漸白熱化，日本遂於 1980年

制定勞災法附則第 64 條，以「暫定的調整措置」來解決此一

問題，此即為目前之現行法。惟學界認為現行法中仍存有許

多爭議及未盡之處，並無法解決受災勞工獲得雙重補償且雇

主之雙重負擔仍十分沉重的問題。因而 1985年日本勞基署所

屬的勞動基準法研究會提出了一份中間報告，即「勞動基準

研究會（災害補償關係）之中間研究內容」，針對暫定的調

整措置及現行抵充制度的問題點加以指摘，除提出檢討方向

外，並擬定數個具體的解決方案。然時至今日，該中間報告

所提案之內容尚未落實，且學界對其提案仍存有重要爭議，

而若再次修法宜審慎為之，故而目前日本亦尚無進一步修法



的動向。 

本研究探究日本相關規定制定的歷程，及其間實務見解及學

說議論的狀況，試圖分析雇主的民事損害賠償責任與勞保職

災年金給付間抵充的方法，針對是就尚未受領的年金是否應

予抵充與抵充之數額應如何計算之法律問題，進行詳實而完

整的研究，並檢討我國現行法制不足之處，冀能為我國未來

解決此問題，提供具體的參考。 

中文關鍵詞： 損益相抵，勞基法第 59 條，勞基法第 60 條，民法第 216 條

之 1，職災勞保給付，損害賠償，勞保給付年金化，失能年

金，遺屬年金，職災補償，職業災害 

英 文 摘 要 ：  

英文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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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結果與討論 

    勞工遭受職業災害時，除請求雇主負職災補償責任並申請職災勞保給付外，

於符合民法上的要件時，尚可請求雇主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換言之，就職業災

害的發生，受災勞工有三種救濟之途徑，(1)勞基法上之雇主職災補償責任，(2)

勞保條例所定之職災勞保給付，(3)民法所定之損害賠償責任。就前兩者間的抵

充關係，於勞基法第 59條明定，雇主就職災勞保給付得予以抵充勞基法上的補

償責任。而同法第 60條規定，雇主依勞基法所為之補償，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

生損害之賠償金額。惟我國勞基法或勞保條例，就職災勞保給付與雇主民法上的

賠償責任間的抵充規定，並未加以規範。則此時，雇主是否可依損益相抵原則，

主張應從受災勞工請求之損害賠償額中，扣除其所受領之職災勞保給付的部份，

實不無疑義。 

貳、研究目的 

於法無明文之情形下，雖然學說和實務都認為雇主可以主張從受災勞工請求

之損害賠償額中，扣除其已受領之職災勞保給付的部份，然卻並未清楚地說明其

立論根據。再者，隨著勞保給付年金化的實施，因年金總額無法事先確定，則雇

主欲主張損益相抵時，如何計算可扣除之金額即為一個困難的問題。本研究即試

圖尋找雇主主張扣抵時的法律根據，檢視是否可回歸民法損益相抵的法理來處理

此一問題。 

參、文獻探討及研究方法 

    由於目前學說對此似無相關之議論，而實務上亦尚未形成統一見解，則他山

之石可以攻錯，可以參照其他國家之立法例，試圖就此問題，尋找一些可行的解

決方案。其中關於職災補償與損害賠償間的抵充關係，職災救濟制度及勞動型態

與我國十分相近的日本，於學說及實務上已累積了許多相關的議論及法院見解。

其中關於職災勞保給付與民事損害賠償間的抵充關係，以及勞保給付年金化後，

於計算抵充的金額時，是否應及於將來預定給付之年金？或是僅就實際上已經給

付之年金總額加以抵充等問題，相關學說論述及判例法理之發展已相當成熟。事

實上，日本於勞保給付年金化甫施行之際，伴隨著勞保給付年金化所產生之民事

賠償責任應如何抵充的問題並無對應的相關規定，因此對於年金應否抵充民事賠

償金額，一開始判決見解並未統一，而區分為未來尚未給付之年金亦應予以扣除

之「控除說」(扣除說)，與未來尚未給付之年金不應予以扣除，而僅能就受災勞

工實際上已受領之年金加以扣除之「非控除說」(非扣除說)。直至 1977年日本

最高法院對此問題作出明確採取非控除說的判決後，實務上見解分歧的混亂局面

方告一段落。然而，隨著學說對非控除說的批判及議論日漸白熱化，日本遂於

1980年制定勞災法附則第 64條，以「暫定的調整措置」來解決此一問題，此即

為目前之現行法。惟學界認為現行法中仍存有許多爭議及未盡之處，並無法解決

受災勞工獲得雙重補償且雇主之雙重負擔仍十分沉重的問題。因而 1985年日本

勞基署所屬的勞動基準法研究會提出了一份中間報告，即「勞動基準研究會（災

害補償關係）之中間研究內容」，針對暫定的調整措置及現行抵充制度的問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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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指摘，除提出檢討方向外，並擬定數個具體的解決方案。然時至今日，該中

間報告所提案之內容尚未落實，且學界對其提案仍存有重要爭議，而若再次修法

宜審慎為之，故而目前日本亦尚無進一步修法的動向。 

肆、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探究日本相關規定制定的歷程，及其間實務見解及學說議論的狀況，

試圖分析雇主的民事損害賠償責任與勞保職災年金給付間抵充的方法，針對是就

尚未受領的年金是否應予抵充與抵充之數額應如何計算之法律問題，進行詳實而

完整的研究，並檢討我國現行法制不足之處，冀能為我國未來解決此問題，提供

具體的參考。茲附上本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刊登於國立台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43卷第 1期之論文，以資參照。 

 



損益相抵與職業災害勞工保險給付： 

以勞保給付年金化後之爭議問題為中心* 

徐婉寧**
 

〈摘要〉 

我國勞工遭受職業災害時，除可申請職災補償外，於符合民法上的要件

時，尚可請求雇主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惟我國勞基法或勞保條例，就職災

勞保給付與雇主民法上的賠償責任間的抵充規定，並未加以規範。則此時，

雇主可否依民法第 216 條之 1，主張損益相抵，要求應自受災勞工請求之賠

償金額，扣除其所受領之職災勞保給付，實不無疑義。再者，隨著勞保給付

年金化的實施，因年金總額無法事先確定，則雇主欲主張損益相抵時，應如

何計算扣除之金額亦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職災救濟制度與我國十分相近的日本，於勞保給付年金化甫施行之際，

對於年金應否抵充民事賠償金額，學說及實務上有未來尚未給付之年金亦應

予以扣除之「控除說」，與僅能就受災勞工實際上已受領之年金加以扣除之

「非控除說」之爭。其後最高法院採取非控除說，日本並因此而立法，然學

界對現行法仍多所批判。 

本文擬檢討日本相關規定制定的歷程，及其間實務見解及學說議論的狀

況，設法統整出雇主的民事損害賠償責任與勞保職災年金給付間應如何抵

                                                      
* 本文係國科會研究計畫「雇主民事損害賠償額與職業災害勞保給付抵充之研究」

（計畫編號101-2410-H-004-049-MY2）之研究成果之一。作者衷心感謝匿名審稿

人之寶貴意見，使本文更為完整，惟文責仍由作者自負。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助理教授。E-mail: nadia@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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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就尚未受領的年金是否應予抵充及其抵充數額如何計算之法律問題進行

詳實而完整的分析，冀能為我國未來解決此一問題，提供參考的方向。 

關鍵詞：損益相抵、民法第 216條之 1、勞保條例、勞保年金、職業災害、

控除說、非控除說、勞基法第 59條、勞基法第 6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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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一、本論文之問題核心 

所謂損益相抵，係指損害賠償的債權人於因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而遭

受損害的同時受有利益時，應從損害賠償額中扣除其所受的利益。我國於

1999 年債編修正時，方新修訂民法第 216 條之 1：「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

損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將損益相抵

原則予以明文化，然而，於債編修正之前，實務及學說均已承認該原則之適

用
1
。損益相抵之理論依據，可略分為以下兩說：（1）若損害賠償的債權人

因損害之事實而受有利益時，若不予扣除將受有不當之利益之「不當得利禁

止說」；（2）損害賠償之原則係以賠償所受損害為目的，必須所受損害與

所受利益相抵後，與受損害前之財產相比仍有差額，始屬受有損害，亦即該

不足額方為實際所受損害之「利益差額說
 
」

2
。兩說之立論雖有所不同，然

其共通點乃係為了避免損害賠償的債權人受到雙重的填補。 

而關於損益相抵原則中，賠償義務人所得主張扣除之「利益」究竟何指，

學說上有損害與利益必須源於同一事故之「損益同源說」、縱使損害與利益

並非源於同一事故，只要與損害之發生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之所有利益，均可

主張扣除之「相當因果關係說」，以及認為應依法規目的或第三人給付之目

的來判斷債權人所得利益是否可以扣除，而不限於損益必須同源也不應以損

益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即為已足之「法規目的說」之爭，而實務則向來採取

損益同源說
3
。雖學說及實務對於「利益」應如何認定，存有上述爭議，惟

                                                      
1
 鄭玉波（1979），〈論過失相抵與損益相抵之法理〉，《軍法專刊》，25卷8期，

頁5；陳聰富（2008），《侵權歸責原則與損害賠償》，頁375，台北：元照；曾

世雄（2005），《損害賠償法原理》，2版，頁282，台北：新學林。 
2
 孫森焱（2012），《民法債編總論上冊》，頁448，台北：三民；李惠宗（1983），

〈損益相抵中可扣抵之利益〉，《軍法專刊》，29卷9期，頁23；曾世雄，前揭註

1，頁282-283。 
3
 請詳參陳聰富，前揭註1，頁375-376；李惠宗，前揭註2，頁24；曾世雄，前揭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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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發生人身損害之案例中，當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可得受領人身損害保險給付

時，若賠償義務人（債務人）並未負擔保險費，則無論採取「損益同源說」、

「相當因果關係說」或是「法規目的說」，學說及判決皆不認為該保險金為

債務人可得主張扣除之「利益」
4
。換言之，被保險人於獲得保險給付之際，

仍得對債務人主張全額的損害賠償，而獲得雙重的填補。然而，於受有職業

災害之勞工於受領職災勞保給付時，若損害賠償義務人為雇主，則由於勞保

為強制性的社會保險，災害補償的保險費係由雇主全額負擔，其性質與商業

保險不同
5
，則雇主是否可依損益相抵原則，主張應從損害賠償額中扣除職

災勞保給付的部份，即應加以探討。 

然於探討損害賠償與職災補償間之關係時，由於並非所有的立法例皆會

發生是否應損益相抵之問題，自宜先說明職業災害救濟制度之立法例。衡諸

各國的立法例，原則上大抵可分為（1）兩者擇一主義，例如英國自 1897

年勞工災害補償法制定以來，至 1948 年為止，即採取命勞工須就無過失責

任主義之職業災害補償制度與雇主的民事賠償責任兩者間擇一行使之立法

例
6
、（2）單一救濟主義，亦即對於職業災害之發生，因設有職業災害補償

制度，原則上不容許受災勞工另行對雇主請求民事損害賠償，例如德、法及

美國大多數的州法
7
便否定勞工的訴權，以及（3）併存主義，即職業災害補

                                                                                                                       
1，頁287-291。 

4
 關於保險金請求權，學說或認其與損害賠償請求權內容不一、或認其並非完全基

於身體傷害之事實而係基於保險契約、或認保險金之取得並非基於事故發生之利

益而係不確定期限之債權，或認保險金係依支付一定的保險費而取得；然雖然立

論、理由容或有異，但無論採損益同源說、相當因果關係說，或法規目的說，學

說和實務向來皆認為賠償義務人不得主張損益相抵，請詳參陳聰富，前揭註1，頁

376-377；李惠宗，前揭註2，頁26。 
5 王澤鑑（2004），〈勞災補償與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氏著，《民法學說與判例

研究（3）》，頁279，台北：自刊；楊淑文（1983），《損害賠償法上之求償關係》，

頁214-215，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6 英國之兩者擇一主義隨著1984年改採併存主義而廢止。關於英國職業災害救濟制

度發展之歷史經緯及兩者擇一主義與併存主義之優劣分析，請詳參岩村正彥

（1984），《労災補償と損害賠償》，頁21、頁48-61、頁75-93、頁124-170，東

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7 美國現行的職業災害救濟制度係以州法為中心，職業災害救濟制度係委由各州州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bs4czo/record?r1=2&h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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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與民事損害賠償併行的制度；換言之，受災勞工縱受有職業災害補償，於

職災補償無法填補的部分，亦不排除勞工依民法追究雇主民事損害賠償責任

之權利，例如日本便是典型的併存主義。 

採取兩者擇一主義或單一救濟主義的國家，制度相對單純，並無職業災

害補償與民事損害賠償併存的現象；然而，採取併存主義的國家，便會發生

職業災害補償與民事損害賠償之間，是否應該相互扣抵的問題。 

我國關於職災救濟制度，係採取職災補償與民事賠償同時並行的併

存主義； 

另一方面，由於我國的職災補償制度係由勞基法上之職災補償與勞工保

險條例之職業災害保險給付（以下稱「職災勞保給付」）所構成，換言之，

當職業災害發生時，受災勞工可能同時具有三個救濟管道
8
：（A）勞基法上

的雇主職災補償責任，（B）職災勞保給付，以及（C）符合民法上的要件

時，雇主的民事損害賠償責任。目前我國將前述（A）勞基法上雇主的職災

補償責任與（C）損害賠償間相互的抵充關係，規定於勞基法第 60 條。該

條明定，雇主依同法第 59 條規定給付之職業災害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

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因此，雇主依勞基法所為之職災補償金額，得以

抵充民事賠償金額，依法並無疑義。惟因職災補償之各項補償為定型化之補

償額且僅限於對財產上損害之補償，而不及於非財產上損害之補償
9
，因此

僅能抵充民事損害賠償中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至於慰撫金則不在抵充之列。

另一方面，現行法就（A）雇主勞基法上職災補償責任與（B）職災勞保給

                                                                                                                       
法各自規定，除聯邦政府職員所適用之法律外，目前聯邦法僅港灣勞工災害補償

法（Longshore and Harbor Workers’ Compensation Act）及煤礦勞動安全衛生法（Coal 

Mine Health and Safety Act）第4編與職業災害相關。詳參中窪裕也（2010），《ア

メリカ労働法》，2版，頁290，東京：弘文堂。 
8 為加強對受災勞工的保護，政府於2001年制定、2002年施行之職業災害勞工保護

法中規定了受災勞工申請補助與津貼等救濟管道，且對於未加入勞保者亦給予相

當之補助。但該法所規定之補助與津貼與本文所欲探討的議題相關性較為薄弱，

本文限於篇幅予以省略。 
9
 魏朝光（1994），〈我國職業災害補償法制及其適用〉，《東海大學法學研究》，8

期，頁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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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間的抵充關係，於勞基法第 59 條設有「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

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的規定，因

此雇主為勞基法上的職災補償時，自得主張扣除勞工已受領之職災勞保給付
10
。 

然而，我國現行法就（B）職災勞保給付與（C）雇主民法上的民事賠

償責任間的抵充關係，並未加以規範。因此，勞工受有職業災害保險給付時，

若勞工請求民事損害賠償，則此時雇主得否主張損益相抵，以職災勞保給付

抵充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實非無疑義。再者，我國勞工保險條例

於 2008 年修正時，導入勞保給付年金化之制度，該制度並已於 2009 年 1

月 1 日實施。隨著勞保給付年金化的實施，則職災勞保給付必然會發生受災

勞工實際所受領的職災勞保給付金額無法事先確定的問題。則於雇主應負民

事損害賠償責任時，如其主張勞工所受領之職災勞保給付應抵充民事損害賠

償額時，如何去計算抵充的金額便有加以探討的必要。 

二、我國之問題狀況 

我國的職災救濟制度，如前所述，採取職災補償與損害賠償的併存主

義；而關於職災補償的部分，又採取勞基法上雇主的補償責任與勞保條例之

職災勞保給付之雙軌制。因此，當職業災害發生時，勞工可能將可同時請求

（A）勞基法上的雇主職災補償責任，（B）職災勞保給付，以及依侵權行

為或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請求（C）雇主的民事損害賠償責任
11
。然由於我國

勞基法上的給付水準較勞保高
12
，且補償金額係依未設上限的平均工資為計

                                                      
10

 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4條規定：「本法第五十九條所定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

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但支付之費用

如由勞工與雇主共同負擔者，其補償之抵充按雇主負擔之比例計算。」依勞保條

例第15條之規定，目前職災保險費係由雇主負擔，勞工並未支付保險費，因此職

災勞保給付得以全額抵充勞基法上的雇主之補償金額。 
11 以下為了便於說明，擬將雇主依勞基法所應為之職災補償金額、勞工依勞保條例

所得受領之職災勞保給付的保險金額，以及雇主的民事損害賠償金額簡略以

（A）、（B）以及（C）來表示。 
12 例如依勞工保險條例第36條，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或職業病不能工作，

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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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基準
13
，勞基法上的補償金額往往高於職災勞保給付。例如勞工甲遭受職

災死亡時，如其平均工資為新台幣（以下同）5 萬元，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為

勞保投保薪資上限之 43,900 元；則其雇主乙依勞基法第 59 條所應為之職災

死亡補償（A）為 2,000,000 元（5 萬元×40 個月），若甲的遺屬選擇領取

職災死亡補償一次金，而受有職災勞保給付（B）1,756,000 元（43,900 元×

40 個月）時，當法院判定，就扶養費之喪失，乙應賠償甲之遺屬（C）共

3,500,000 元時：則依現行法兩階段之抵充方式，乙之（A）與（B）抵充後，

（A）－（B）即 2,000,000－1,756,000＝244,000 元，乙尚應補償 244,000 元，

而（C）與（A）抵充後，（C）－（A）即 3,500,000－2,000,000＝1,500,000，

乙尚應賠償 1,500,000 元
14
。則本例中，乙所負之補償及賠償責任合計為

1,744,000 元（244,000＋1,500,000）。 

故依現行法勞基法第 59 條、第 60 條之兩階段的抵充規定，亦即勞基法

上的補償責任與職災勞保條例先為抵充後，民事損害賠償額再與勞基法上的

補償責任為抵充之方式，於實行上，並不容易發生因勞基法上的補償責任小

於職災勞保給付，以致於依勞基法第 59 條為抵充後，剩餘的職災勞保給付

金額能否抵充雇主的民事損害賠償額的問題。更何況，若從結果來看，則實

際上兩階段的抵充所計算出來的金額，等同於損害賠償額直接扣掉職災勞保

給付額 3,500,000－1,756,000＝1,744,000 元（（C）－（B））。或許正因如

此，職災勞保給付是否得以抵充雇主之民事賠償金額之議題，於我國學界向

來並未引起太多深刻的討論。 

另方面，實務上常見於受災勞工請求雇主就職業災害負民事損害賠償的

訴訟（以下稱「職災民訴」）的判決中，法院援引勞基法第 59 條、第 60

                                                                                                                       
發給職業傷害補償費或職業病補償費；而依勞基法59條規定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

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顯較職災勞保給付為高。 
13

 職災勞保給付係依勞工的月投保薪資來計算給付額，而月投保薪資係採等級制且

設有上限；依中華民國100年12月9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保2字第1000140431號

公告修正發布，自101年1月1日施行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現行的月投保

薪資上限為新台幣43900元。 
14 為求設例之簡明，此處略去勞基法上5個月平均工資之喪葬費補償及勞保條例中

喪葬津貼的相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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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後，於計算雇主的損害賠償額時直接扣除勞工已受領之職災勞保給付金額

的作法
15
。特別是有的職災民訴中，勞工並未主張雇主勞基法上補償責任時，

於計算賠償額之際，雇主往往會主張扣抵勞工已領的職災勞保給付保險金，

而法院亦會准其為抵充
16
。因此，目前雖法無明文，但肯認雇主可以主張抵

充職災勞保給付，似已為實務共通之作法。 

再者，關於職災勞保給付年金化後如何為抵充之問題，目前勞基法施行

細則第 34 條之 1，就其與勞基法上的補償為抵充時，規定如下：「勞工因

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或殘廢時，雇主已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為其投保，並

經保險人核定為職業災害保險事故者，雇主依本法第五十九條規定給予之補

償，以勞工之平均工資與平均投保薪資之差額，依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三款及

第四款規定標準計算之。」換言之，現行法不去計算請領職災勞保年金給付

的受災勞工實際上已經受領了多少保險金，也不問將來可能受領的金額究竟

為何，僅要求雇主就勞工之平均工資與平均投保薪資之差額為一定額的給

付。如同前例中，勞工甲遭受職災死亡時，其平均工資為新台幣（以下同）

5 萬元，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為 43,900 元，法院判定乙應賠償甲之遺屬扶養費

的喪失共 3,500,000 元時，若甲之遺屬選擇請領遺屬年金給付時，則依勞基

法施行細則第 34 條之 1，乙應為之勞基法上的死亡補償即為 244,000 元

（50000－43900＝6100。6100×40 個月＝244,000）。然而，於乙就損害賠

償的部分主張依勞基法第 60 條「雇主依前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

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為抵充時，而此時「依前條規定給付之補

償金額」於本例題中，雇主實際上僅為 244,000 元之補償，則乙是否即僅得

抵充 244,000 元而應負擔 3,256,000 元之賠償責任（3,500,000－244,000＝

3,256,000）？ 

                                                      
15 例如高雄地院101年度勞訴字第12號判決、板橋地院98年度勞訴字第106號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98年度勞上字第25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97年度勞上字第10號判決

等。 
16 例如高雄地院101年度勞訴字第12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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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來，相較於甲之遺屬請領職災死亡補償一次金時，乙所負之補償

及賠償責任合計僅為 1,744,000 元，差距甚大。更甚者，依勞基法施行細則

第 34 條之 1，若勞工之平均工資與平均投保薪資間並無差額時，則雇主無

須另為勞基法上的補償；此時，職災民訴中，雇主如主張依勞基法第 60 條

為抵充時，因雇主實際上並未另行為補償，則應如何計算其可抵充之數額？

是否即認為雇主可抵充之金額為零，而命其負擔全部的損害賠償金額？雇主

可否主張類推適用勞基法第 59 條而扣除職災勞保給付；抑或是於目前法無

明文的狀況下依民法第216條之1損益相抵原則來計算雇主所應負擔的損害

賠償額？若肯定之，究應計算受災勞工得受領的年金總額以為抵充，或是僅

及於實際上所受領之數額？此等問題皆有深入探討的必要。另一方面，不適

用勞基法之勞工保險之被保險人，例如受僱醫師、受僱律師等，本無勞基法

施行細則第 34 條之 1 之適用，則其雇主如何主張損害賠償額與職災勞保給

付間的抵充關係，亦值得一併加以檢討。  

然或由於勞保給付年金化實施之時日未久，且受災勞工於勞保給付年金

化之勞工保險條例修正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受災勞工其遺屬亦得選擇一次

請領給付而非年金，目前學說上對於勞保給付年金化後與雇主民事損害賠償

責任的抵充關係之相關討論並不熱絡，實務上相關案例亦十分有限。然隨著

勞工權利意識的高漲及勞動型態的改變，高薪勞工疑似過勞死的新聞時有可

聞，其若提起職災民訴， 

則可求償的金額將十分可觀，故可想見將來隨著職災民訴的增加，職災

勞保給付與民事損害賠償間的抵充問題將會日趨重要。 

實際上，關於職災補償與損害賠償間的抵充關係，職災救濟制度及勞動

型態與我國十分相近的日本，於學說及實務上已累積了許多相關的議論及法

院見解。其中關於勞保給付年金化後，當受災勞工向雇主請求民事損害賠償

時，雇主主張就勞保給付之補償金額抵充民事損害賠償金之際，於計算抵充

的金額時，是否應及於將來預定給付之年金？或是僅就實際上已經給付之年

金總額加以抵充等問題，相關學說論述及判例法理之發展已相當成熟。事實

上，日本於勞保給付年金化甫施行之際，伴隨著勞保給付年金化所產生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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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賠償責任如何「調整」
17
的問題並無對應的相關規定，因此對於年金應否

抵充民事賠償金額，一開始判決見解並未統一，而區分為未來尚未給付之年

金亦應予以扣除之「控除說」，與未來尚未給付之年金不應予以扣除，而僅

能就受災勞工實際上已受領之年金加以扣除之「非控除說」
18
。直至 1977

年最高法院對此問題作出判決，明確採取非控除說後，實務上見解分岐的混

亂局面方告一段落。然而，隨著學說對非控除說的批判及議論日漸白熱化，

日本現行法係透過 1980 年制定勞災法附則第 64 條之「暫定的調整措置」來

解決此一問題，惟仍存有許多爭議及未盡之處。故 1985 年日本勞基署所屬

的勞動基準法研究會提出了一份中間報告，即「勞動基準研究會（災害補償

關係）之中間研究內容」（労働基準研究会（災害補償関係）の中間的な研

究内容について，以下稱「中間報告」
19
），針對暫定的調整措置及現行抵

充制度的問題點加以指摘，並提出具體的檢討方向
20
。學說對於中間報告的

提案雖多所議論，然時至今日，該中間報告所提案的內容尚無一落實，目前

日本似亦無進一步修法的動向。 

本文擬先究明我國目前於法無明文之下所面臨之問題，再介紹日本相關

規定制定的歷程，及其間實務見解及學說議論的狀況，並加以評析，冀能為

我國未來試圖解決此一問題時，提供參考的方向。 

                                                      
17 日本就民法之損害賠償與職災勞保給付間的抵充關係稱為「調整」，為其固有用

語，為便於讀者查閱相關日文資料，因此本文論及日本法相關議論時，即以「調

整問題」、「調整規定」名之。 
18 「控除說」與「非控除說」為日本法上之用語，其為扣除之意，中文雖無「控除」

之用法，惟為便於讀者查閱相關日文資料，因此本文從之。 
19 労働省労働基準局（編）（1988），《労災保険センター》，頁89，東京：労働

者労働基準局。 
20 良永彌太郎（2000），〈労災補償と損害賠償の新たな関係〉，日本労働法学会

（編），《講座21世紀の労働法第7巻健康・安全と家庭生活》，頁44，東京：

有斐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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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日本法上雇主民事賠償責任與勞保給付間調整

規定制定的經緯及相關議論 

一、日本法上之損益相抵法理 

所謂的損益相抵，係指賠償權利人於受有損害之同時，因同一原因受有

利益之情形下，從損害中扣除利益之餘額即為應賠償的損害額
21
。亦即，因

債務不履行致債權人受有損害的同時，也得到利益的情形下，應從賠償額中

扣除其所得之利益之原則
22
；或是侵權行為的被害者因遭受損害的同一原因

而受有利益時，從公平的觀點，應從賠償額中扣除其所得利益之法理
23
。 

損益相抵法理於日本法上並無明文加以規定，然因係當然的道理，而解

釋上向來予以肯定
24
。例如於侵權行為的情形下，若肯認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之理念係回復原狀，亦即回復到如果沒有該侵權行為時應有之狀態，則自無

承認因侵權行為而受有利益之必要，故將該利益加以扣除
25
。換言之，日本

民法第 709 條規定中所稱「因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之權利或法律上保護之利

益者，就此所生之損害，負賠償之責任」中，關於侵權行為所致之「損害」，

指的是損益相抵後之損害
26
。而扣除的範圍，依通說，應以與賠償原因中具

有相當因果關係之範圍內發生之利益為限
27
。然由於此處相當因果關係之基

準並不明確，也未提供具體的基準，因此必須個別判斷之
28
。另有學者指出，

                                                      
21 奧田昌道（1992），《債権総論》，増補版，頁211，東京：悠々社。 
22 內田貴（2005），《民法Ⅲ》，3版，頁169，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23 內田貴（2011），《民法Ⅱ》，3版，頁447，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同旨、吉

村良一（2010），《不法行為法》，4版，頁171，東京：有斐閣。 
24 奧田昌道，前揭註21，頁211；內田貴，前揭註22，頁169；吉村良一，前揭註23，

頁171；円谷峻（2010），《不法行為法》，2版，頁172，東京：成文堂。 
25 內田貴，前揭註23，頁448。 
26 平野裕之（2009），《不法行為法》，2版，頁390，東京：信山社。 
27 奧田昌道，前揭註21，頁211；吉村良一，前揭註23，頁171。 
28 奧田昌道，前揭註21，頁211；吉村良一，前揭註23，頁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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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用損益相抵法理，應視「損失與得利的同質性」之有無來判斷，然而

同樣的，「損失與得利的同質性」之判斷未必是容易的，必須因應成為問題

之「利益」的性質，而加以考慮、判斷
29
。換言之，並非去判斷加害行為與

利益的關係，而是去判斷損害與利益之關係，從兩者的關係來看，若予以損

益相抵係屬公平，則一旦損害與利益間具有「法的同質性」，具有同質性之

利益方可成為損益相抵的對象
30
。至於勞工遭受職業災害時，所受領之職災

補償，是否為損益相抵的範圍，本文以為，宜先探究日本職災之救濟制度，

再為討論。 

二、日本職災救濟制度之概論 

日本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係採取勞動基準法（労働基準法，以下稱「勞基

法」）上的雇主補償責任與勞動者災害補償保險法（労働者災害補償保険法，

以下稱「勞災保險法」）
31
的雙軌制；另一方面，當雇主對職業災害的發生

具有故意過失的情形，受災勞工可循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之民法上的相關

規定向雇主請求民事損害賠償。亦即如前所述，日本對於職業災害的救濟係

採取職災補償制度與民事損害賠償並行的併存主義；而勞災補償與損害賠償

間，是否有損益相抵的適用，亦即勞災補償是否為損益相抵法理中所承認之

利益，主要係從損害與利益間的關係來判斷，承認其可以損益相抵是否公平
32
，

畢竟保險金與賠償金之雙重取得未必皆被視為是不當地取得利益
33
，例如基

於生存保險或傷害保險契約所取得的保險金並不被認為係以填補被害人所

                                                      
29 內田貴，前揭註23，頁448。 
30 吉村良一，前揭註23，頁171-172；円谷峻，前揭註24，頁172。 
31

 未如台灣於勞保條例中將保險種類區分為普通事故保險與職業災害保險，日本之

勞災保險法中，並不包含普通事故保險。惟除業務災害外，另於勞災保險法中，

設有通勤災害保護制度，並將保險給付之種類分為業務災害保險給付與通勤災害

保險給付，以示通勤災害並非職業災害。 
32 高田淳（2009），〈損益相殺のありかた〉，《法学セミナー》，650号，頁124。 
33 山下友信（1993），〈日本私法学会商法部会シンポジウム資料：保険契約法と

民法理論の交錯〉，《商事法務》，1330号，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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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損害為目的，而無須從損害賠償額中扣除
34
。如何去劃分是否為損益相

抵法理中應扣除的利益，向來是日本法上議論的核心，而於被害人從第三者

所受領的利益具有填補被害者損害的性質時，從禁止雙重得利（重複填補的

禁止）的觀點而言，以禁止得利的理念為損益相抵之基礎是妥當的；且此時

因損害的重複填補導致的雙重得利之禁止，就權利、利益的價值之回復原狀

而言，與損害賠償回復原狀之理念具有共通的基礎
35
。而勞災補償與損害賠

償則因制度目的本身重複的地方，或因給付與賠償間有機能重複的部分，例

如職災補償制度中所得保障的部分與民事損害賠償中對財產上的損害所給

予的補償，為避免受災勞工就同一損害受有雙重的填補，故有調整的必要
36
。

因此調整的對象限於重複之部分，此時須判斷損害與利益是否具有同質性，

僅肯定其具有同質性的部分，方為損益相抵之對象
37
，例如不包含在勞災補

償範圍內之精神慰撫金，即無須加以調整。 

此外，勞災補償及勞災保險給付與民事損害賠償間存在調整的必要，主

要可區分為兩種情形，其一為，當加害者為與勞災保險無關之第三者
38
的情

形，亦即日本法上所稱之「第三者行為災害」，其二為，雇主為有責者的情

形，亦即日本法上所稱之「使用者行為災害」。兩者共通點為，皆應避免受

災勞工的損害受到雙重的填補；所不同的是，關於加入勞災保險的保險

利益
39
，由於第三者為保險關係之局外人，無須令其享有保險利益，而「使

                                                      
34 山田誠一（1992），〈重複填補に関する一考察〉，星野英一、森島昭夫（編），

《現代社会と民法学の動向（下）》，頁320-321，東京：有斐閣。 
35 潮見佳男（2009），〈差額說と損益相殺〉，《法学論叢》，164卷1-6号，頁128。 
36 岩村正彥（1985），〈社会保障法と民法の交錯〉，《ジュリスト》，828号，頁

192；松本克美（1991），〈労災保険と損害賠償の完全併存の実現〉，《季労》，

158号，頁50；根本到（2010），〈第12章安全衛生・労災補償〉，吉田美喜夫、

名古道功、根本到（編），《労働法Ⅱ》，頁280-281，京都：法律文化社。 
37 潮見佳男，前揭註35，頁129。 
38 第三者係指保險者，即政府、保險加入者，即雇主，以及該當受給權者，即受災

勞工或其遺屬以外的人。厚生労働省労働基準局労災補償部労災管理課（編）

（2008），《労働者災害補償保険法》，新訂7版，頁301，東京：労務行政研究

所。 
39 雇主負擔勞災保險保險費的意義主要在於：（1）免除關於職業災害雇主勞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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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行為災害」的情形，身為保險加入者且負擔勞災保險費之雇主，其保險

利益則有尊重的必要
40
。 

關於第三者行為災害與勞災保險間的調整關係，勞災保險法第 12 條之

4
41
設有明文規定，亦即政府已經為勞保給付時，於給付之價額的限度內，取

得受有保險給付者對第三者的損害賠償請求權；若應取得保險給付者從該第

三者就同一事由已經取得損害賠償時，政府於該價額的限度內得不為保險給

付
42
。關於使用者行為災害的調整問題，日本法上於後述的暫定措置制定前，

並無明文加以規範，而委由學說及判決去處理
43
。 

日本的勞災保險制度，係由政府所掌管，雇主有義務加入保險並全額負

擔保險費，而勞工遭受職業災害時，受災勞工或其遺屬即可依勞災保險法受

有災害補償，亦即勞災保險給付。由於勞災保險制度本來即具有勞基法上災

害補償的責任保險之性格，因此勞災保險法應為給付時，即可免除雇主勞基

法上的補償責任
44
。而關於勞基法上的雇主補償責任與勞災保險法中保險給

                                                                                                                       
上的直接補償責任、（2）職業災害係因雇主的故意或重大過失所引起時，政府

雖會向雇主徵收保險給付所需的費用，但不同於第三者所引起的災害，政府並不

會向雇主行使求償權；以上兩點即為雇主的保險利益。良永彌太郎（2009），〈労

災給付と損害賠償の調整〉，村中孝史、荒木尚志（編），《労働判例百選第8

版》，別冊ジュリスト197号，頁117，東京：有斐閣。 
40 労働省労働基準局（編），前揭註19，頁89。 
41 勞災保險法第12條之4原文為：「政府は、保険給付の原因である事故が第三者

の行為によつて生じた場合において、保険給付をしたときは、その給付の価額

の限度で、保険給付を受けた者が第三者に対して有する損害賠償の請求権を取

得する。前項の場合において、保険給付を受けるべき者が当該第三者から同一

の事由について損害賠償を受けたときは、政府は、その価額の限度で保険給付

をしないことができる。」 
42 為了使勞災保險法第12條之4所定之求償事務及保險給付停止的事務得以適當圓

滑地進行，當保險給付之原因事故係起因於第三者的行為時，受給權者應依勞災

保險法細則第22條，向轄區的勞動基準監督署長提出第三者行為災害之相關申

請。労働省労働基準局（編），前揭註19，頁300-301。 
43 松本克美，前揭註36，頁50。 
44 桑村裕美子（2008），〈労災年金給付と使用者による損害賠償の調整〉，佐藤

進、西原道雄、西村健一郎、岩村正彦（編），《社会保障法判例百選第3版》，

別冊ジュリスト191号，頁138，東京：有斐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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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之調整，規定於日本勞基法第 84 條第 1 項，「關於本法所規定之災害補

償事由，於基於勞動者災害補償保險法或厚生勞動省令所指定之法律，應予

與本法之災害補償相當之給付時，雇主免其補償之責」
45
；而同條第 2 項則

規定，「雇主，於已為本法所定之補償時，關於同一之事由，於其價額之限

度內，免其基於民法之損害賠償責任」
46
，換言之，當雇主依勞基法就職業

災害已為補償時，於其補償的價額限度內，就「同一的事由」所發生的損害，

免其民事損害賠償的責任。關於勞基法第 84 條第 2 項規定之立法意旨，由

於學說就災害補償的本質有所爭議，因此產生了見解之對立。亦即，有的學

說認為災害補償的本質係對於勞工生存權及勞動權的保障，與為使個別的加

害者與被害者間公平地負擔損害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制度間，制度的目的、

要件以及效果皆不相同，勞基法第 84 條第 2 項不過是為了針對災害補償義

務者同時是侵權行為的加害者時，課予其雙重責任（勞基法上之補償責任與

民法上之損害賠償責任）之苛酷，加以救濟（允為扣抵）之特別規定；然而，

有的學說則重視勞災補償填補勞工所受損害之實質，認為勞基法第 84 條第

2 項係宣明此當然之事理。惟兩種見解皆未否定勞災補償之損害填補性，實

務見解也認為可將災害補償當作損害的填補
47
，因此無論採取何種見解，皆

認為損害賠償額與勞災補償應予調整，亦即認為其實有損益相抵原則之

適用。 

日本一開始由於勞災保險法的適用對象有限，因此關於不適用勞災保險

法者，即有直接適用勞基法第 84 條第 2 項來調整雇主民事損害賠償責任與

                                                      
45 日本勞基法第84條第1項原文為：「この法律に規定する災害補償の事由につい

て、労働者災害補償保険法（昭和二十二年法律第五十号）又は厚生労働省令で

指定する法令に基づいてこの法律の災害補償に相当する給付が行なわれるべ

きものである場合においては、使用者は、補償の責を免れる。」 
46 日本勞基法第84條第2項原文為：「使用者は、この法律による補償を行つた場

合においては、同一の事由については、その価額の限度において民法による損

害賠償の責を免れる。」 
47 時岡泰（1978），〈労働者災害補償保険法又は厚生年金保険法に基づく保険給

付の確定と受給権者の使用者に対する損害賠償債権額から将来の給付額を控

除することの要否〉，《法曹時報》，30巻8号，頁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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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責任的情形；惟由於當時主張雇主侵權行為責任之勞災民訴的案例並不

多，因此需要透過勞基法第 84 條第 2 項來抵充的情況事實上並不頻繁。爾

後，隨著勞災保險法的全面適用，再加上勞保給付的水準高於勞基法上的補

償水準，勞基法的職業災害補償機能幾已被勞災保險法取代，而受災勞工亦

直接申請勞保給付而不再向雇主請求勞基法上的補償；另方面隨著安全配慮

義務判決法理的確立，以債務不履行為請求權基礎向雇主主張民事損害賠償

的案例呈現飛躍式的成長，然而日本法對於勞保給付與民事賠償間應如何調

整的問題並未設有明文規定，因此雇主對於勞保給付是否可以主張抵充便產

生爭議
48
。 

關於此爭議，日本雖然法無明文，然有學者主張無論是從防止雙重取得

（二重取り）與避免不當得利的一般原則，或從實質上勞災保險給付為勞基

法上職災補償的代替物的觀點而言，自民法之損害賠償額中扣除勞災保險給

付乃當然之理
49
。而實務上，很早便有判決

50
以勞基法第 84 條第 2 項係著眼

於職災補償的損害填補的性質，為避免受災勞工雙重得利而為的規定，而此

法理於勞災保險法上的一次金給付當然亦應有其適用為由，透過勞基法第

84 條第 2 項之類推適用，肯定雇主對於勞保給付的價額可以主張與民事損

害賠償額加以調整，而此見解也受到最高法院及學說通說的支持
51
。 

上述的調整方式，於勞災保險給付與勞基法上災害補償的給付水準相當

時，並未產生太大的問題；其主要理由乃係因為勞災保險法修正引進勞保給

付年金化之前，勞保給付一次金的補償內容和勞基法上的災害補償內容是相

同的，因此類推適用勞基法第 84 條第 2 項的規定，直接扣除與勞基法上勞

災補償相同的勞災保險給付額，來計算雇主的民事損害賠償額即可，而無另

                                                      
48 東京大学労働法研究会（編）（2003），《注釈労働基準法下巻》，頁932，東

京：有斐閣（岩村正彦執筆）。 
49 加藤一郎（1979），〈労働災害と民事賠償責任〉，《季労》，113号，頁9。 
50 大阪小型自動車事件・大阪高判昭和29年9月29日高民集7卷10号780頁。 
51 西村健一郎（1978），〈損害賠償と労災保険給付の控除〉，《民商法》，78巻

4号，頁435；保原喜志夫（1979），〈労災補償制度と不法行為責任〉，《ジュ

リスト》，691号，頁165；岩村正彦，前揭註48，頁932；桑村裕美子，前揭註

44，頁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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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勞保給付與民事賠償間調整規定之必要
52
。然而，當日本於 1960 年導入勞

保給付年金化的制度，充實了勞保給付的內容後，勞災保險給付與損害賠償

間的關係便產生了新的問題；也就是由於勞災保險轉而帶有強烈的受災者等

的生活保障的性格，因此產生了年金給付請求權與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可以

重疊取得的問題
53
。 

關於此問題，從勞災保險制度的沿革與實際上的損害填補機能而言，學

界幾乎皆採取否定的立場
54
，而否認受災勞工可以獲得雙重的填補。然而，

其主要的爭點為兩個請求權間的調整方法，縱使認為已經給付的年金額可以

從損害賠償額中扣除，將來預定給付的年金應該如何處理，仍引起了廣泛的

議論
55
。也就是說，當處理民事損害賠償額與勞保給付的調整問題時，應如

何計算抵充的範圍爭議。由於日本勞基法第 84 條第 2 項的用語為雇主「於

已為本法所定之補償」得為扣除，因此實際上尚未為現實的給付之將來年金

的部分，是否該當於「已為補償」之要件而得以換算成現在一次金給付的價

額予以抵充，實不無疑義。以下就當時實務及學說爭議的情況加以介紹，並

釐清現行法「暫定的措置」制定之背景。 

三、1977年最高法院判決前控除說與非控除說之對立 

如前所述，由於日本法上對於雇主的民事損害賠償與勞災保險給付間的

抵充規定並無明文，於勞保給付年金化後，當勞基署長對受災勞工或其遺屬

作出勞保年金（障害補償年金、遺族補償年金
56
）的給付決定（行政處分）

                                                      
52 労働省労働基準局（編），前揭註40，頁99。 
53 桑村裕美子，前揭註44，頁138。 
54 桑村裕美子，前揭註44，頁138。 
55 桑村裕美子，前揭註44，頁138。 
56 障害補償年金係勞工因執行業務受傷或罹患疾病，經治癒後，其身體存有障礙

者，依其障礙之程度，以給付基礎日額乘以勞災保險法施行細則附表1所載日數

所得出之金額予以補償，其性質相當於台灣的失能年金。該附表1將障礙等級分

為1到7級，依等級不同各自予以313日到131日份不等之年金（勞災保險法15條）。

而遺族補償年金性質上相當於台灣職災勞保死亡給付中的遺屬年金，於受災勞工

遭遇職業災害死亡時，若其配偶、子女、父母、孫、祖父母以及兄弟姊妹當時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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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時，對於實際上已經給付的年金可以加以抵充並無爭議，但對於將來應

給付之年金的相當額是否須從雇主應支付的民事損害賠償額中予以扣除，判

決的立場並不一致；可分為主張應計算年金現價後從損害賠償額中加以扣除

的「控除說」，與受災勞工現實上尚未受領年金給付時，將來的給付額不應

予以扣除的「非控除說」
57
。 

（一）控除說 

採取控除說的判決相當多，而其中大多數的判決係認為勞災保險與損害

賠償的制度目的皆為損失（或損害）之填補，兩者制度目的有所重複。而當

勞災保險給付或損害賠償皆為了填補損失而為，若受災勞工併存地獲得勞災

保險給付與損害賠償，則為「雙重取得」（二重取り），然而必須該「雙重

取得」係「不當」的雙重取得才有調整的必要。由於雇主為了填補損失而支

付了勞災保險的保險費，然而支付保險費之餘，仍須支付損害賠償，而造成

雇主的雙重負擔，因而喪失了雇主負擔保險費以減輕其責任之加入勞災保險

之利益。換言之，衡諸勞災補償與損害賠償兩制度的目的，從公平的觀點比

較衡量雇主的不利益與受災勞工或其遺屬的利益的結果，得出受災勞工或其

遺屬「雙重取得之不當性」的結論，認為有調整的必要，而採取控除說
58
；

然而其論述的根據卻未必一致。以下就判決與學說中分歧的見解為簡單

的介紹。 

1. 以勞基法第 84條第 2項的類推適用為根據之判決 

如前所述，勞保給付以一次金的形式為給付時，目前通說及實務皆認為

應類推適用勞基法第 84 條第 2 項的規定予以抵充，然而當勞保給付係以年

                                                                                                                       
仰賴其收入維持生計者，於符合一定要件下，其遺屬可得受領之年金（同法16條之2）。 

57 肯定將來應給付之年金的相當額應從雇主應支付的民事損害賠償額中予以扣除

之「控除說」又稱「控除肯定說」，而主張尚未受領的年金不應成為調整對象之

「非控除說」又稱「控除否定說」。關於控除說與非控除說之介紹請詳參，西村

健一郎（1988），《労災補償と損害賠償》，頁220-222、頁229-236，東京：一

粒社。 
58 松本克美，前揭註36，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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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形式給付時，是否仍得以類推適用勞基法第 84 條第 2 項的規定予以抵

充，則不無疑問。高松地裁丸亀支部判決
59
便指出，「由於勞基法第 84 條第

2 項係規定『於已為補償的情形』，……因此關於勞災保險法上的保險給付

縱使類推適用此規定，對於將來方才受領的年金，會產生似難謂其『已為補

償』的疑慮。然而，勞災保險給付的主體係國家……因具體的年金給付額及

給付期間基於法律既已確定，原告 X 對於國家應視為已經取得後記價額（預

定將支付的年金總額）的具體債權，甚且，本件的情形，成為扣除對象的損

害金，係原告 X 繼承基於父親 A 死亡而生的逸失利益而來，肯認把前述將

來的損失（A 若仍生存將來工作可得之收入等逸失利益）認為係現在的損

失，在權衡上也應認為此時（將尚未給付的年金）解釋為該當於『已為補償

的情形』是相當的」（括弧內為筆者所為的說明），故縱使年金尚未現實地

為給付，也應該將其換算為現在的價額而類推適用勞基法第 84 條第 2 項的

規定，於計算雇主的損害賠償額時予以扣除。 

2. 基於勞災保險之責任保險性格肯認應予扣除之判決 

其次，亦有以勞災保險的責任保險性格為論述根據的判決。例如搬運工

於工作中遭貨車撞死的大石事件
60
中，法院表示「雖然勞災保險之給付，縱

使於關於職災事故的發生雇主並無民法上損害賠償責任時，勞災保險亦為給

付；但就雇主而言，於負有民法上的損害賠償義務時，減輕或免除此義務，

係其加入勞災保險的目的」，且雇主「負擔勞動基準法上的災害補償責任以

及民法上的損害賠償責任，儘管為了能確實的實施補償而加入勞災保險，卻

變成被迫進一步地負擔了保險給付額，不僅是喪失了保險利益，亦令其負擔

雙重的補償責任，是不合理的」。學說亦認為，若將來的年金給付不予扣除，

將大幅抹煞雇主加入勞災保險的利益
61
。 

                                                      
59 昭和45年2月27日交民集3卷1号333頁。 
60 名古屋高判昭和52年1月31日判時858号75頁。 
61 中嶋士元也（1998），〈将来の労災保険給付と損害賠償との調整はどのように

なされるか〉，保原喜志夫、山口浩一郎、西村健一郎（編），《労災保険・安

全衛生のすべて》，頁331，東京：有斐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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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衡平原則為根據之判決 

例如白根工業事件一審法院
62
即認為「如同本件之侵權行為而死亡者，

其遺屬基於勞災法而受領遺族補償年金的情形下，衡諸衡平原則，從該遺屬

所繼承的死者之逸失利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的金額中，扣除該遺族補償年金

的現價額，是相當的」。 

4. 以遺族補償與受災勞工的逸失收入實質上的同質性為根據之

判決 

前述之白根工業事件二審法院63則以遺族補償與從受災勞工的逸失收

入中的可得利益，兩者具有實質上同質性為論述的根據，而採取扣除說。於

該判決中，法院認為「遺族年金的目的與機能，係對於因被保險人死亡，而

喪失了因受有其收入而可得之利益者，提供損失填補與生活保障。對遺屬來

說，因遺族年金所得之利益與從被保險人的逸失收入中可得之利益，實質上

可說是同一且同質；因此繼承了被保險人逸失利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的遺

屬，於取得了受領前述年金給付的權利時，於計算其損害賠償請求權的金額

時，應從繼承而來的前述逸失利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中扣除相當於遺族年金

的金額。」由於遺族年金不僅是對於依賴被保險人的收入為生之遺屬，提供

生活的保障，其實際上亦具有損失填補的功能。因此在計算被保險人的所失

利益時，關於死者的平均餘命年數的部分，民事賠償與年金有重複的部分，

為避免雙重計算其損失，自應予以扣除。 

5. 學說的主張 

關於勞保年金給付抵充的問題，採控除說者，其理由和判決見解多有重

複之處。為了防止雙重取得且為了公平地調整雇主與受災勞工間的利害關

係，即應採取控除說，雖然法條用語採用過去式之「已為勞災保險給付」，

然而考慮到法條係維持導入年金制之前之規定完全未作修改，則年金保險給

                                                      
62 東京地判昭和48年9月14日判時725号65頁。 
63

 東京高判昭和 52 年 5 月 31 日判時 862号 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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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之受領權一旦確定，即可解釋為該當該法條
64
。此外，採取控除說的學說

還認為，若不扣除將來的給付額，係課以雇主保險費及賠償額的雙重負擔，

且僅扣除既已受領給付額的作法，會造成雇主如果及早履行損害賠償責任的

話，將無從享受保險利益，而越慢履行賠償責任則因可以扣除的部分越多將

越划算的亂象
65
。況且即使予以抵充，並無課以受災勞工實質上不利益的情

事，應類推適用勞基法第 84 條第 2 項，扣除將來的年金給付之現價
66
。而其

中有泉亨教授主張，限於遺族補償年金可不予抵充的見解則值得吾人注目。

有泉亨教授認為，勞災保險的受給權者與損害賠償請求權的主體相同之療

養、休業、障害的三種補償可當然為抵充；然而，侵害生命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與遺族年金補償受給權者間有很大的不同，且將來支給的年金應如何評價

也是個問題，因此遺族補償與遺族的損害賠償請求權是不同的東西，應解為

相互間無調整關係
67
。 

（二）非控除說 

採取非控除說立場的判決及學說，其根據亦各不相同，茲介紹如下: 

1. 基於勞災保險法第 12條之 4規定的意旨及被害者保護的精神

之判決 

採取此見解的判決，例如勇運送事件
68
即認為，從勞災保險法第 12 條之

4
69
限於已為保險給付的部分，政府方能代位請求之規定的意旨，以及被害者

                                                      
64 加藤一郎，前揭註49，頁11。 
65 加藤雅信（1991），《現代不法行為法学の展開》，頁148，東京：有斐閣。 
66 片岡曻（1985），〈他の制度との調整〉，本多淳亮、片岡曻（編），《窪田隼

人教授還暦記念論文集労働災害補償法論》，頁288，京都：法律文化社。 
67 有泉亨（1970），〈労災補償と労災保険〉，《学会誌》，36号，頁27-29。 
68 名古屋地判昭和45年3月30日交民集3卷2号504頁。 
69 勞災保險法第12條之4主要是在規範，當職業災害係由第三者所引起時，若政府

已為保險給付，於該給付價額的限度內，取得保險給付受領者對第三人的損害賠

償請求權；而若第三者已先為損害賠償，則政府於該價額的限度內得不為保險給

付。 



22  臺大法學論叢第 43 卷第 1 期 

 

  

保護的觀點而言，自加害者應負擔的損害賠償中扣除現實上尚未受領的勞災

保險金，是不應被允許的
70
。 

2. 著眼於勞災補償與損害賠償之法律性質之差異之判決 

以勞災補償與損害賠償法律性質之差異，特別是權利發生的原因及權利

主體的差異為理由，認為不應扣除尚未為給付之未來年金。大致上可進一步

分為以下幾種見解:（1）認為遺族補償年金係受給權者（受益人）以死者的

遺屬之資格，基於法律規定所得受領的利益，非為依損益相抵法理應扣除

的利益
71
、或（2）遺族年金並非直接填補本人（受災勞工）所生之損害，

而係作為遺屬固有的補償所支付的金錢
72
，（3）以勞災保險的年金給付所具

有的生活保障性格為論述根據並加以強調
73
。 

3. 認為將來的年金給付不確定且不安定，若予以扣除等於強迫

受災者接受分期清償之判決 

有判決以為，若僅因遺屬取得遺族年金給付請求權便當然縮減逸失利益

的損害賠償請求權額，預先扣除將來應受領的遺族年金，將對其造成以下的

不利益:（1）與既已確定之遺族補償年金額已現實上受領者不同，取得遺族

年金給付請求權之遺屬若於受領期間中死亡，則其年金受給權便已消滅。因

此有可能因其壽命長短，導致當初預定將受領的年金額，有一部分變得無法

受領、（2）單方地強迫受災勞工的逸失利益損害債權額於將來是否確能受

領尚有疑義的年金額的範圍內，接受分期清償
74
。換言之，受災勞工本可一

次請求逸失利益的損害賠償，若允為扣抵將來的年金給付，姑且不論每期年

                                                      
70 然而學者以為，採取此種見解的判例並未意識到使用者行為災害與第三者行為災

害間的差異，請詳參西村健一郎，前揭註57，頁230。 
71 例如穴沢建設事件・福島地会津若松支判昭和48年9月1日交民集6巻5号1511

頁，然該判例亦指出遺族補償給付請求權與逸失利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乃具有

填補同一且同質的損害之目的與機能，因此基於衡平的理念，就已受領的年金部

分，應予抵充。 
72 例如松島金属事件・名古屋地判昭和45年11月25日判時625号72頁 
73 例如四十八商会・三十二商会事件・神戸地判昭和50年5月20日判時799号74頁。 
74 福島地会津若松支判昭和48年9月13日交民集6巻5号15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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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是否實際確能受領，該民事損害賠償額等於分期於年金受領時始獲清償。

因此將來的年金給付額實不應扣抵。 

4. 學說的主張 

採非控除說的學說論點大致和判決相同，簡而言之，其認為抵充乃強要

受災勞工受有分期清償的不利益、勞災保險的給付已轉變為擁有生活保障的

性格，從文理解釋難以將「給付已確定」解釋為包含在勞基法 84 條第 2 項

所稱之「已為給付」的範圍內，況且將來的年金給付本身不過是期待權，具

有不安定的性格
75
。  

四、職災年金給付與雇主損害賠償抵充關係之最高法院判決：

三共自動車事件76
 

將來的年金給付應否扣抵，判決見解中，控除說與非控除說雖激烈對

立，但日本最高法院於三共自動車事件中，即參照於第三者行為災害中明示

將來的年金給付不應從逸失利益中扣除之最高法院判決
77
見解，最終採取了

非控除說的立場，茲說明如下: 

（一）事實 

受災勞工為怪手等特殊車輛的維修員，於維修怪手時，使用固定於天花

板的吊車將該怪手重達 1500 公斤的挖斗吊起來之際，由於吊車的鋼索斷

裂，以致該挖斗砸在該勞工頭上，造成其腦挫傷、頸椎骨折等重傷而喪失全

部勞動能力。 

一審法院認為，「民法第 717 條所定之土地之工作物係指連接土地、加

以人工的作業而成之物，同時附加於此並專為發揮其效用而使用的附屬品也

成為其一體而被解釋為土地工作物是相當的。依此觀點，本件吊車被解釋為

                                                      
75 關於非控除說學說見解之整理，請詳參西村健一郎，前揭註57，頁235。 
76 最三小判昭和52年10月25日民集31卷6号836頁。 
77 最判昭和52年5月27日民集31卷3号4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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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工作物於此無須多言，而本件鋼索專為發揮本件吊車之效用所使用已如

前所認定，因此，其也被認為該當於土地工作物。然而，本件鋼索雖如被告

所主張可以自由地取下，然而取下後也未為其他用途所使用。考慮到其僅專

供前記用途所使用，因可自由取下而影響到上述解釋是不相當的。……本件

事故應謂係同條之土地工作物的設置或保存之瑕疵所致，被告作為土地工作

物之所有者，具有賠償因此所致損害之責任。」而損害賠償額之計算，法院

認定，「原告於本件事故當時從被告領取平均工資為日額 950 日圓的薪水於

當事人間並無爭執，依此認定原告一年間的收入金額為相當於 950 日圓的

365 倍之 34 萬 6750 日圓是相當的。原告於本件事故當時為年滿 20 歲的男

子於當事人間並無爭執，因此若無本件事故，至少今後可以工作 43 年，推

測期間可得前記收入。」原告當時主張，除其依勞災保險法既已受領之休業

補償給付及長期傷病補償給付年金予以扣除之外；對於將來的年金給付額，

應計算至 63 歲為止，並依扣除中間利息的霍夫曼式，計算出將來可受領之

年金總額的現價，而加以扣除。於是法院於計算損害賠償額時，即表明「原

告主張扣除依勞動者災害補償保險法既已受領之休業補償給付與長期傷病

補償給付，及將來 63 歲為止應受之基於同法之同給付及障害補償給付之逸

失利益。關於既已給付的部分即作為損害的填補，關於還未給付的部分即依

其主張，如前所述所算定的逸失利益中扣除……現在既已受領的金額為休業

補償給付 75 萬 8670 日圓，以及長期傷病補償給付 41 萬 6100 日圓，認定其

合計額為 117 萬 4770 日圓是相當的。因此，依原告的主張扣除將來的給付

來算出原告之逸失利益，依單式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年 5 分之中間利息算出

其現價、扣除既已得到的給付額加以計算的話，原告之逸失利益可認定為

302 萬 9000 日圓。」 

其後，一審原告即受災勞工對於損害賠償額的計算有所不服，就勞災保

險中長期傷病補償年金預計於將來給付的部分，主張不應從逸失利益中扣

除，撤回一審中應依霍夫曼式計算出現價加以扣除之主張。另對於一審法院

所認定之逸失利益的金額，其主張事故當時一審原告的收入為日額 950 日

圓，月額 2 萬 8500 日圓，與當時同年齡男子的平均收入月額 4 萬 2500 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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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實則甚少，且考慮到其將來的收入也當然會上升，因此以日額 950

日圓來計算 45 年間的逸失利益對一審原告來說失之過苛，應以月額 4 萬

2500 日圓來計算，而提起上訴。一審被告也主張自己無須負損害賠償責任

等而提起上訴。 

二審法院
78
認為，「本件鋼索平時主要是土地工作物之本件吊車將有重

量的物品吊起來時所使用的，且本件事故當時也現實地作為吊起本件怪手的

挖斗時之必需品，以供掛在附屬於本件吊車之吊車纜線之前端的吊鉤上將挖

斗吊起之用，因此，應謂其發揮了作為本件吊車的附屬物而成為其一體利用

的工作物的機能，故而於本件事故當時，本件鋼索係成為構成土地工作物之

本件吊車的一部而認為其該當於土地工作物係相當的」，認定雇主應負土地

工作物瑕疵之侵權行為責任。而於計算逸失利益之際，二審法院以勞基法第

84 條根據，扣除了基於勞災保險法將於將來所給付之長期傷病補償給付金

之總額換算成現價之金額。一審原告不服，認為二審法院對於勞基法第 84

條之解釋與適用有所違誤以致影響判決，而上訴第三審。 

（二）判決要旨 

三共自動車事件最高法院判決認為「勞動者災害補償保險法上的保險給

付，其實質係政府以保險給付的形式為雇主勞動基準法上的災害補償義務，

與厚生年金保險法上的保險給付相同，具有對於受給權者損害填補的性質，

因此當事故係起因於雇主行為時，對於受給權者，政府基於勞動者災害補償

保險法已為保險給付時，類推適用勞基法第 84 條第 2 項，且參照政府基於

厚生年金保險法已為保險給付時的衡平理念，關於同一事由，雇主於該價額

的限度內，免其民法上的損害賠償之責」，而「受給權者因政府已為保險給

付而失去對於雇主的損害賠償請求權者，因保險給付具有損害填補的性質，

以政府已經現實地給付了保險金填補了損害者為限，若還沒有現實地為給

付，縱使確定將來會繼續地為給付，於受給權者對雇主請求損害賠償之際，

無須從損害賠償債權額中扣除這般的將來的給付額」。 

                                                      
78 高松高判昭和50年3月27日判時789号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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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判決對於勞災保險法中並無調整規定的使用者行為災害，明白地採取

了非控除說的立場，認為類推適用勞基法第 84 條第 2 項的結果，調整對象

應限於保險給付與損害賠償現實地重複的部分
79
。換言之，就勞災保險與損

害賠償的調整關係，其明示：（1）於計算損害賠償額時，現實地已經給付

之勞災保險的保險金，應從損害賠償額中扣除；（2）預定於將來給付而尚

未給付之年金的部分，不應扣除。 

此後，下級審法院即遵循此最高法院之見解，一律採取非控除說
80
。 

五、暫定的調整措置制定之經緯及其後的動向 

（一）學說對於採非控除說之三共自動車最高法院判決之

評價 

如前所述，無論是第三者行為災害或是使用者行為災害，日本最高法院

皆採取了非控除說的立場。然而，若探究其採取非控除說之理論構成，可以

發現，於第三者行為災害採取非控除說之最高法院判決
81
認為，受災勞工之

損害賠償請求權之縮減乃係因為基於現行勞災保險法第 12 條之 4 代位規定

政府代位取得受災勞工等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結果，而此代位乃因「已為保

險給付」方可代位請求，若政府尚未為保險給付，當然不能代位勞工向加害

的第三人請求，因此將來的年金被解釋為不包含在「已為保險給付」之範圍

內，故而採取非控除說。 

相對於此，三共自動車最高法院判決
82
中，由於關於使用者行為災害的

類型，當時並無明文的調整規定，且前述第三者行為災害時所適用之代位規

定（勞災保險法第 12 條之 4）於使用者行為災害之類型中亦無適用，故其

遂類推勞基法第 84 條第 2 項，採用勞災年金給付與逸失利益間之損益相抵

                                                      
79 良永彌太郎，前揭註20，頁46。 
80 西村健一郎（1997），〈労災保険と損害賠償の調整〉，《週刊社会保障》，1940

号，頁26。 
81 前揭註77。 
82 前揭註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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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理來處理；再者，法院指出勞災保險給付之損害填補的性質，關於將來

預定給付之年金，縱使已確定會繼續給付，只要現實地還未支付，即尚未填

補損害，因此無須從損害賠償額中扣除
83
。 

由於勞基法第 84 條第 2 項中，法條明文採用了過去式之「已為補償」

的用語，且當初制定之際，日本勞保給付尚未年金化，皆為一次金的給付，

因此對於年金將來的給付部分是否應予抵充，立法當初並無考慮的必要
84
。

而上述兩個最高法院的判決重視法解釋中文理解釋的結果，對於尚未給付的

年金，認為並不該當於「已為補償」或「已為保險給付」而否定其可為抵充

的對象，實非無理由
85
。亦有見解認為，「勞災保險係透過保險制度來代替

勞基法上之勞災補償責任，針對與雇主有無故意過失無涉之勞務災害為保險

給付，並非以代替民法上之損害賠償為直接的目的。縱使雇主係以減輕或免

除民事損害賠償責任為目的來加入勞災保險，就結果而言即使有減輕或免除

民事損害賠償責任的情形，也應視為不過是事實上的期待而已。勞災補償具

有受災勞工及其遺屬的生活保障之強烈色彩，而損害賠償責任係以填補因事

故所致之被害者所生損害為直接目的，且責任的內容或補償、賠償的履行

期、受給權與損害賠償債權者等有所差異，因此，勞災保險所不能取代的部

分，於負擔保險費之外，仍負有侵權行為法上之損害賠償義務也是不得不然

的結果。若過於強調雇主的保險利益而制約了勞工或其遺屬的損害賠償請求

權的行使，是不當的。」而支持最高法院的見解
86
。 

此外，亦有學者認為勞災保險的性質為損害填補同時生活補償，因而難

謂雇主負擔保險費即可直接成為雇主的免責事由，故無法贊成控除說將年金

現價由損害額扣除的見解；且控除說實超越了從衡平的觀點來調整重複填補

的框架，甚而產生只要是勞災保險給付的範圍即否定了民法上的損害賠償請

                                                      
83 桑村裕美子，前揭註44，頁138。 
84 保原喜志夫（2000），〈使用者の損害賠償額から労災保険将来給付分の控除〉，

佐藤進、西原道雄、西村健一郎、岩村正彦（編），《社会保障法判例百選第3

版》，別冊ジュリスト153号，頁139，東京：有斐閣。 
85 保原喜志夫，前揭註84，頁139。 
86 時岡泰，前揭註47，頁1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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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權之疑義，而認為基於禁止重複填補之衡平的觀點而僅扣除已經受領的年

金之三共自動車最高法院見解是妥當的
87
。 

相對於此，有的學者則直言最高法院的結論未必妥當
88
，特別是若雇主

認為無法期待保險發揮本來的機能，亦即於職業災害發生時取代其填補損

害，而進一步主張無須勞災保險或勞災保險民營化，則如此的制度運用將等

於勞災保險的自殺行為，強烈主張應該加以改變
89
。且由於勞災保險係由政

府所掌管，其將確實地被支付，一旦受災勞工等獲得了雇主全額的損害賠

償，不容否認結果對於同一損失，會有受到雙重填補的問題
90
。再者，關於

職災補償年金將來的給付額未被抵充之部分，不僅會發生對於同一損失，受

災勞工將來有受有保險給付與損害賠償，即所謂雙重得利的情形，且此雙重

得利係基於負擔保險費的雇主之雙重負擔而來的不合理結果。對於被強制加

入勞災保險且被強制徵收勞災保險費的雇主而言，保險利益被大幅的削減，

會影響雇主充實勞災保險的意欲
91
。況且，若為了避免雙重得利，採取非控

除說時，則須由保險給付方面進行調整，亦即勞災保險於與雇主所支付之損

害賠償額的限度內此時應不予給付，然而從勞保給付的目的係為了透過損失

填補以確保受災勞工的生活的觀點而言，由勞保給付進行調整並不適宜，而

應於損害賠償時即應迴避雙重得利的可能
92
，亦即在計算損害賠償額時即應

扣除掉將來預定給付之年金額。 

                                                      
87 古賀哲夫（1979），〈使用者に対する損害賠償債権額から将来の労災保険金等

を控除することの要否〉，《法時》，51巻4号，頁131。 
88 西村健一郎，前揭註57，頁242；岩村正彥，前揭註36，頁195；加藤雅信，前揭

註65，頁150。 
89 保原喜志夫（2007），〈労災保険法の問題点〉，《ジュリスト》，1257号，頁

99。 
90 保原喜志夫，前揭註84，頁139。 
91 良永彌太郎，前揭註20，頁48；良永彌太郎，前揭註39，頁117。 
92 良永彌太郎，前揭註20，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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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80 年暫定的調整措置（勞災法附則第 64 條）的

制定 

1. 立法背景 

有鑑於學說對上述採取非控除說立場的三共自動車最高法院判決多所

批評，日本於 1980 年勞災保險法改正之際，配合勞災保險法中「失權差額

一次金」（失權差額一時金）及「預付一次金」（前払一時金）制度之增設，

在有關因雇主的行為引起職業災害的情形，制定了暫定的調整制度，即現行

勞災法附則第 64 條
93
。 

勞災法附則第 64 條係勞工或其遺屬有保險給付之受領權，且關於同一

之事由，可從雇主取得民事損害賠償時，關於該損害賠償與保險給付間的調

整規定
94
。雖然勞災保險給付請求權與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間，請求權的發

生要件、可以請求的損害種類或請求方法等有所差異，但兩者皆意在填補因

職業災害所引起之勞工的損害，實具有共通性。因此若受災勞工或其遺屬從

勞災保險給付與雇主所為之損害賠償雙方受有損害之填補，其間若不為合理

之調整，則將受有超過其本來的損害額的填補；且關於職災保險，由於其保

險費係由雇主全額負擔，故民事損害賠償與勞災保險給付間重複的部分，將

導致雇主重複負擔，難謂合理
95
。由於若依前述三共自動車事件最高法院判

決96之見解，則關於將來勞災保險預定給付的年金將不會從損害賠償額中加

以扣除；而雇主若履行損害賠償後，又無停止保險給付之法律上的明文根

據。因此，將導致雙重填補與雙重負擔的情形，且雇主也將失去保險利益。

特別是若此種雙重負擔的狀態繼續下去的話，最終將引發雇主全額負擔勞災

                                                      
93 桑原昌宏（1981），〈労災保険と民事損害賠償の調整〉，《季労》，119号，

頁152。 
94 厚生労働省労働基準局労災補償部労災管理課（編），前揭註38，頁726。 
95 厚生労働省労働基準局労災補償部労災管理課（編），前揭註38，頁727。 
96 前揭註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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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費的意義究竟何在之根本問題的議論
97
。為了改善此種不合理的情形，

日本政府於 1980 年修正勞災保險法時，便增設了勞災法附則第 64 條
98
。 

2. 暫定的調整措置的內容 

(1)民事損害賠償方面的調整措施:勞災法附則第 64條第 1項 

關於雇主民事損害賠償責任的調整，規定在勞災法附則第 64 條第 1 項。

依該項之規定，障害補償年金、遺族補償年金、障害年金或遺族年金
99
的受

給權者，關於同一的事由，可以從雇主得到相當於上開年金給付之民事損害

賠償時，該雇主於該等受領權者的年金受領權消滅之前，於相當於「預付一

次金」
100
之最高額依法定利率計算之現價的限度內，得以暫不履行民事損害

賠償。由於勞災保險法於 1980 年修正時，將向來限於遺族補償年金或遺族

年金之「預付一次金」及「失權差額一次金」擴充至障害補償年金及障害年

金，據此擴大了法律保障會確實地為給付的部分（以下稱「保障給付分」
101
）。

因此，民事損害賠償得以調整的部分，除了勞災保險給付中已經現實地給付

的部分（以下稱「既支給分」）當然可以扣除外
102
，由於將「保障給付分」

                                                      
97 藤村誠（1981），〈保険給付と民事賠償の調整基準〉，《労働法学研究会報》，

1392号，頁3。 
98 厚生労働省労働基準局労災補償部労災管理課（編），前揭註38，頁728-729。 
99 如前揭註31所述，日本勞災保險法刻意區分職業災害與通勤災害，於通勤災害之

保險給付中，特意不使用「補償」之用語，以示通勤災害與勞基法上之職業災害

補償責任無涉。故相對於職業災害之保險給付為遺族補償年金、障害補償年金，

遭受通勤災害的情形即為遺族年金、障害年金。 
100 預付一次金即相當於勞基法上一次金的補償水準。 
101 「保障給付分」係指受到法律保障會給付的部分，具體而言，其數額實則為一次

金的最高額度。而「既支給分」係指勞災保險給付中已經現實地給付的部分，除

了一次金以外，也可能包含逐年給付的年金中，已經給付的部分。「保障給付分」

與「既支給分」為日本法上說明此議題之專門用語，故本文從之。 
102 如果勞災民訴拖了很久才辯論終結，致使實際上政府已給付的年金已經超過了預

付一次金的最高限額，則所有已經受領的年金皆可以從民事損害賠償額中扣除。

例如一般而言，障害補償年金的預付一次金約相當於障害補償年金的4.5年分，

若訴訟6年才終結，則已付的年金已累積6年分了，此時既支給分已超過保障給付

分，而6年分的年金全部可以扣除。藤村誠，前揭註97，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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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既支給分」同一視之，因此關於「保障給付分」的額度，也可與民事損

害賠償額加以調整
103
。惟須注意的是，依勞災法附則第 64 條的規定，雇主

於調整範圍內雖得以不履行民事損害賠償，然並非預先將「保障給付分」的

數額予以免責，而係僅先暫緩雇主履行損害賠償之責任，而非直接免責。依

勞災法附則第 64 條第 1 項第 2 款的規定，於暫緩履行的期間內，若預付一

次金或年金現實地被支付，雇主方就該實際給付額的限度內得以免責
104
。 

然此規定並非強行規定，因此適用此規定者，以雇主於裁判上主張行使

此權利者為限；若當事人雙方同意，當然亦可為與此規定相異之處理
105
。 

(2)勞災保險給付方面的調整措施:勞災法附則第 64條第 2項 

勞災法附則第 64 條第 2 項則規定，當雇主已經先行賠償包含相當於勞

災保險給付部分之民事損害賠償時，於到達年金給付「預付一次金」的最高

限度相當額之前，政府得依勞動大臣所定之基準停止年金之支付
106
。 

(3)學說對勞災法附則第 64條之評價 

如前所述，勞災法附則第 64 條將損害賠償額調整的對象限定於障害補

償年金及遺族補償年金，至於非勞基法補償類型之傷病補償年金則非調整對

象；且調整的限度額亦以相當於勞基法上的一次金補償水準之預付一次金為

最高限度
107
。此調整方式雖然複雜，但有學者認為，此實為不牴觸現在的法

體系及前述最高法院見解下所不得不為的設計
108
，且以勞基法與勞災保險法

                                                      
103 厚生労働省労働基準局労災補償部労災管理課（編），前揭註38，頁729。 
104 厚生労働省労働基準局労災補償部労災管理課（編），前揭註38，頁729。 
105 厚生労働省労働基準局労災補償部労災管理課（編），前揭註38，頁729-730。 
106 目前的調整基準，亦即停止支付年金的期間為（1）相當於預付一次金之最高限

度的期間終了之月起算9年為止與（2）超過就勞可能年齡時，至其超過之時點為

止的期間，兩者中以期間較短者為停止期間。 
107 良永彌太郎，前揭註20，頁49。 
108 井上浩（2008），《労災補償法詳解》，改訂9版，頁307，東京：産労総合研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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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為前提，以預付一次金的最高限度准許雇主得暫緩履行或免責的暫定

措施，就目前而言大抵上具有妥當性
109
。 

然而，其他學者以為，勞災保險的勞災補償與勞基法上雇主的災害補償

責任，兩者之法律本質本是同一，然而勞災保險的保險給付卻不限於勞基法

上的災害補償的範圍，而是以保險加入者（雇主）的保險費負擔所容許的範

圍內，對受災勞工或其遺屬提供補償。僅以勞基法上雇主個別的災害補償責

任為限度來進行損害賠償與將來給付的年金間之抵充，並無合理的根據，故

僅限於等同於勞基法上災害補償額之預付一次金的最高限度額方能予以抵

充之暫定措置，極不妥當
110
。 

勞災法附則第 64 條雖解決了民事損害賠償與勞災保險給付之抵充關係

法無明文規定的困境，然而對於超過年金給付預付一次金最高限度額的部

分，雙重得利與雙重負擔損及雇主保險利益的問題仍然存在
111
。再者，由於

勞災法附則第 64 條並無處理雇主、受災勞工或其遺屬，以及政府間三面關

係的配套措施，因此其發揮的機能十分有限
112
，特別是實際上雇主已為損害

賠償的情形，政府機關有必要正確地掌握該等情事，卻因為並未採取具實效

性的措施，故政府雖應負調整之責，然實務上幾乎不為抵充，使得年金的支

給調整淪為有名無實的規定
113
。亦有學者批判，損害賠償與勞災保險給付間

之抵充乃非常重要的規定，僅僅以一「暫定」的附則來規範，且經過數十年，

仍維持暫定措置，且未將傷病補償年金與同樣可能會長期給付的休業補償給

付列為抵充的對象，皆為勞災法附則第 64 條之不足之處
114
。 

                                                      
109 良永彌太郎，前揭註20，頁57。 
110 西村健一郎，前揭註57，頁268。 
111 良永彌太郎，前揭註20，頁49-50。 
112 岩村正彥，前揭註48，頁932。 
113 岩村正彥，前揭註36，頁195-196；西村健一郎，前揭註57，頁260。 
114 森戸英幸（2001），〈労災保険と損害賠償〉，林豊、山川隆一（編），《労働

関係訴訟法Ⅱ》，頁412-413，東京：青林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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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間報告的相關議論與其後判決的動向 

由於勞災法附則第 64 條仍有未盡之處，1985 年勞基署所屬的勞動基準

法研究會提出了一份「勞動基準研究會（災害補償關係）之中間研究內容」

（労働基準研究会（災害補償関係）の中間的な研究内容について，以下稱

「中間報告」
115
），對於勞災保險的改革提出了具體的檢討方向。 

1. 勞災法附則第 64條的問題點 

勞災法附則第 64 條係以前述三共自動車事件最高法院判決
116
為契機所

制定，中間報告指明該最高法院的判決存有以下的問題：（1）未意識到第

三者行為災害與使用者行為災害中調整之意義的不同點、（2）關於扣除勞

災保險將來年金給付的部分，僅從會變成強制受災勞工接受分期清償的消極

觀點來加以評價，而忽略就作為損害填補的方式，積極地就有補償必要的期

間以及為必要之補償之年金方式加以評價的必要。特別是應該就日本具有高

水準的損失填補機能之勞災年金的卓越性予以評價，（3）未明確地意識到

社會保險年金制度與民事損害賠償之調整方式，與制度的趣旨、目的以及費

用的負擔方式大不相同的勞災保險制度與民事損害賠償之調整方式的

區別
117
。並進一步就以該判決之見解為基礎制定之現行的調整方法，亦即暫

定措置的問題點，指摘如下
118

: 

(1)雇主的雙重負擔仍十分沉重 

依據勞災年金的將來給付部分不應從民事損害賠償額中扣除之三共自

動車事件最高法院判決見解，雇主加入勞災保險的利益將被顯著地抹殺。依

現行的調整規定，以預付一次金的最高限度額度，亦即勞基法上的補償水準

為限，雇主可以暫緩損害賠償之履行。然而，預付一次金的最高限度不過僅

                                                      
115 前揭註19參照。 
116 前揭註76。 
117 労働省労働基準局（編），前揭註19，頁103。 
118 労働省労働基準局（編），前揭註19，頁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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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年金的一小部分
119
，對雇主而言，雙重負擔仍十分沉重。況且勞災保險

給付，隨著數次的改善，關於受災勞工逸失利益的補償，已經達到相當高的

水準，再加上並無過失相抵之適用，與雇主所為之民事損害賠償的重複程度

日漸升高。 

(2)履行猶豫期間過長 

關於民事損害賠償，雖採取一定期間中可以暫緩履行的方式，然而猶豫

期間中，債務者亦可能發生不測，存有將來是否能確實履行的不安。因此，

履行猶豫期間過長也是問題之一。 

(3)並無支給調整之實績 

民事損害賠償先為履行的情形下，藉由保險給付之支給調整（支給停

止），於一定範圍內可以避免受災勞工之雙重利得與雙重填補；然而，並無

實效性。因為若年金受給權者不向政府報告已受領雇主民事損害賠償之事

實，政府實無從掌握。而對年金受給權者或雇主而言，向政府報告為該等報

告並無好處，因而不可期待。於是，幾乎沒有依調整規定而停止保險給付的

例子。 

(4)雇主主張代位請求或不當得利的可能性 

由於將來給付的年金並非調整對象，則雇主於履行損害賠償後，可能代

位受有全部損害賠償的受災勞工，向政府請求年金之給付
120
。況且，今後已

                                                      
119 以遺族補償年金為例，預付一次金為給付基礎日額之1000日分。而障害補償年金

則依其障害的等級不同，預付一次金為給付基礎日額之560日分至1340日分不等。 
120 事實上，在中間報告提出後不久，最高法院即作出判決，否認雇主可針對未給付

的年金向國家代位請求。其主要理由為，賠償者所取得者為侵權行為所侵害之權

利或取代該權利之權利，而基於勞災保險法之保險給付與以填補勞工所失之工資

請求權等損害為目的之損害賠償，其制度的旨趣及目的並不相同，因此基於勞災

保險法之給付並非取代已被賠償之損害之權利。請詳參三共自動車事件最一小判

平成1年4月27日民集43巻4号2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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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事損害賠償的雇主，亦有可能向受有雙重填補的勞工提起請求返還不當

得利之訴
121
。 

有鑑於上述現行調整規定的缺失，中間報告進一步地提出解決方案。而

於檢討勞災保險給付與民事損害賠償間的抵充關係時，其採取的基本立場

為，勞災保險給付與民事損害賠償皆為具有填補或回復受災勞工所受損害之

共通目的的制度，因此應避免勞災保險給付與損害賠償雙重填補的情形，特

別是因雇主的行為引起職業災害時，應從民事損害賠償中扣除保險給付額，

以維護負擔勞災保險費之雇主的保險利益；以此立場為前提來檢討現行制度

的問題點及提示制度改革的方向。以下就「中間報告」所提案的使用者行為

災害中勞災保險給付與民事損害賠償的抵充規定的具體方案為簡單的介

紹，並檢討其相關議論
122
。 

2. 具體提案及相關議論 

(1)A案：限制民事損害賠償請求 

當勞災保險予以給付之情形下，在一定的範圍內限制民事損害賠償請

求，有以下兩種類型: 

i. 限於雇主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對於勞災保險給付未填補的損害可以

請求民事損害賠償 

勞災保險或民事損害賠償擇一請求 

                                                      
121 其後雖有雇主以勞災民訴言詞辯論終結後，受災勞工透過強制執行而取得全部損

害賠償金後，仍領有勞保年金為由，主張不當得利的返還，然法院認為於強制執

行後縱使仍取得年金，雇主亦無請求返還雙重得利部分之法律根據。東京地判平

成7年6月7日判時1548号92頁。學說鮮少針對雇主是否可以主張不當得利正面加

以議論，然而有學者直言如於雇主損害賠償額判決確定後，可因勞工其後受領年

金即准許雇主主張不當得利的返還，則實質上等同於准許雇主代位請求勞災保險

金；如此一來，將失去勞災保險年金為達成給予受災勞工迅速公正的保護並增進

其福祉之目的而直接支付給受災勞工或其遺屬之意義。請詳參松本克美（1995），

〈使用者の損害賠償義務と労災保険：損益相殺・賠償者の代位・不当利得制度

による使用者減責論の批判〉，《神奈川法学》，30巻3号，頁116。 
122 以下關於中間報告的具體案的整理與檢討，主要參閱良永彌太郎，前揭註20，頁

53-55；労働省労働基準局（編），前揭註19，頁10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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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由於日本採取併存主義，故有制度間複雜的調整關係。若如德法或

美國各州改採單一救濟主義，則可免去複雜的抵充問題，並強化雇主對勞災

保險制度的支持，具有防止勞資紛爭的效果。然而單一救濟主義與日本廣泛

承認訴權的司法制度不合，尤其是勞災保險或民事損害賠償擇一請求時，由

於伴隨著選擇的風險，恐有問題。 

(2)B案：完全調整 

勞災保險給付及民事損害賠償皆為填補因業務災害所致之損害，因此透

過完全調整勞災保險給付與民事損害賠償的方式，能避免雙重填補受災的勞

工損失及課以雇主雙重負擔的情形。問題是，年金與一次金應如何調整，以

及如何能確實地具有實效。關於調整的方式有以下兩種提案: 

i. 控除方式 

控除方式乃明文規定，將來給付額亦為抵充對象。若受災勞工請求民事

賠償時尚未受有勞保給付者，雇主得請求勞工申請勞保，於政府對於勞保申

請尚未作成決定前，勞災民訴訴訟停止。若政府為勞保不給付決定，民事法

院卻認定雇主負有民事責任時，則以無勞保給付為前提來計算雇主的賠償

額。若之後不給付決定因訴願或訴訟被撤銷時，雇主可請求不當得利的返

還。同時，若職災起因於雇主的故意過失，政府可以換算含將來給付額之勞

保給付的費用，向雇主一次徵收費用。 

ii. 選擇方式 

當受災勞工得以請求雇主的民事損害賠償時，明文規定其必須就以下兩

種方式選擇其一:其可選擇接受扣除既已給付年金額及將來給付的年金額換

算為現價後，所餘之雇主損害賠償額；或是接受未扣除勞保給付之民事損害

賠償的全額，然於勞災保險年金的給付額累積達到民事損賠額之前，同意勞

災保險給付改為向雇主支付。 

而若受災勞工請求民事賠償時尚未受有勞保給付者，處理方式和控除方

式相同，即勞災民訴先行停止訴訟，待勞保給付與否之行政處分作成後，方

為損害賠償額之計算。若職災起因於雇主的故意過失時，政府仍可以換算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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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給付額之勞保給付的費用，向雇主一次徵收費用，惟此時若受災勞工選

擇取得損害賠償的全額時，政府不再向雇主為勞保年金之給付。 

然而完全調整方式面臨的困難為，勞災民訴中若只請求慰撫金或是包含

慰撫金之請求時，此時對於「同一事由」應為如何的解釋、勞災年金將來的

給付額應如何計算、發生死亡災害時，遺族年金的受給權者與民事損害賠償

請求權人如何對應的問題。 

(3)C案：一部調整 

一部調整乃主張，限於勞災保險給付的一定範圍內與民事損害賠償為抵

充，其方式有以下兩種: 

i. 勞保年金給付中得請求一次金的範圍內之抵充 

為了盡可能延伸調整的範圍以擴大雇主的保險利益，可以透過提高年金

給付中預付一次金的方式為之。然而此種作法，與勞保給付年金化的方向背

道而馳。 

ii. 勞保年金給付中勞基法上補償責任範圍之抵充 

勞保給付中超過勞基法上補償責任的部分不承認雇主有損失填補的保

險利益。如此一來，不承認雇主有保險利益之部分，為何要由雇主來負擔費

用，而其性質又為何？係保障受災勞工生活的社會保障或是為了受災勞工之

福祉措施？無論如何，超越個別雇主責任的部分或雇主的保險利益不被承認

的部分之費用，將朝向由勞資共同負擔之方向進行。 

3. 檢討與評價 

由於參考德法制度的 A 案與日本對於廣泛承認人民具有訴權之司法制

度並不合致，而參考現行的抵充規定並加以修正又與日本勞保給付年金化的

方向不符或無法顧及雇主的保險利益；因此中間報告肯認併存主義而為完全

調整的 B 案較為可行。其主要的理由為，同一的損害給予雙重的填補是不

合理的，且現行法得抵充的範圍限於預付一次金的金額，與 20 至 30 年分之

年金總額相較，僅數年分之該一次金的金額可說非常少，保險利益被大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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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低。且勞保縱使改為年金給付，其給付的性格並未改變，年金應與一次金

同樣地為完全的抵充
123
。 

然學者從勞資的利害均衡或勞災補償與損害賠償法律性質上的差異的

觀點來看是否妥當則不無疑義。換言之，若明文規定包含將來給付預定額，

雇主關於「同一事由」的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得以免責，以現行法為前提的解

釋論而言，則此「同一事由」之限制同時也表示承認勞災保險實質上具有雇

主損害賠償責任保險的地位及功能；然而於立法政策上實不能無視應以該債

權已現實地被履行或可視為已被履行時為限，方能為抵充之損益相抵的重要

法理
124
。此外，B 案之控除方式對於雇主得請求不當得利的返還時，此時是

否可為勞災保險給付將來預定給付額之（現價）全額的請求，以及可否因基

本權（抽象的權利）的發生而認為請求權成立等亦有疑義，再者，B 案之選

擇方式，依受災勞工的選擇可使政府向雇主為勞保給付，此實不符勞災保險

給付社會的性格
125
。況且，若職災係因雇主的過失（而非重大過失）所引起

時，雇主亦將失去其保險利益，實失之過苛
126
。此外，如依 B 案採取完全調

整說，其缺點除了精神上的損害評價過低、損害的全額可能皆被認為是保險

利益，而減損了雇主預防職災的意欲
127
。 

中間報告明白地指摘了暫定措置的問題點，並就立法的方式為相當的檢

討而提出了具體的提案。然而，勞災保險具備社會保障的性格，同時也具有

責任保險的機能，因此，若承認可以扣除將有損社會保障之機能，若不予扣

除又失去了責任保險的機能；日本政府目前僅將其作為繼續檢討的課題，而

未有進一步立法的動向
128
。 

                                                      
123 藤原精吾（1988），〈労働基準法研究会（労災補償関係）報告書の批判的検討〉，

《季労》，149号，頁104。 
124 良永彌太郎，前揭註20，頁55。 
125 良永彌太郎，前揭註20，頁55。 
126 三柴丈典（2004），〈労災保険給付と損害賠償の調整〉，角田邦重、毛塚勝利、

浅倉むつ子（編），《労働法の争点》，3版，頁246，東京：有斐閣。 
127 良永彌太郎，前揭註20，頁58。 
128 加藤雅信，前揭註65，頁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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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判決的動向 

(1)最高法院大法廷平成 5年 3月 24日判決129
 

中間報告提出後，由於該報告致力於提供現實的解決方案，在學界引起

了相當多的討論
130
。而實務界關於保險給付與民事損害賠償抵充的問題，最

高法院大法廷平成 5 年（1993 年）3 月 24 日判決就同一的原因所生之利益

的損益相抵的扣除，原則上加以肯認，該事件之事實及判決要旨如下： 

i. 事實 

深夜，喝醉的被害人穿越馬路時，遭到酒駕的被告撞死（以下稱「本件

事故」），原告（被害人的遺屬）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由於被害人係地方

公務員，事故當時 62歲的被害人依地方公務員共濟法（地方公務員共済法
131
）

領有退職共濟年金。原告起訴請求逸失利益及慰撫金等損害賠償，被告則主

張應扣除原告所受領之遺族年金。 

一審法院
132
認為，若未遭遇本件事故，則依昭和 61 年（1986 年）的簡

易生命表，被害人還有 18 年的平均餘命，可推認其於該 18 年間，可受領退

職共濟年金。被害人因死亡而喪失的退職共濟年金扣除 40%的生活費，依

霍夫曼計算式扣除年利率 5%的中間利息後所得數額即為其逸失利益，被告

                                                      
129 民集47巻4号3039頁。 
130 詳細的文獻介紹請參閱三柴丈典，前揭註126，頁246。 
131 日本的年金制度中，國民年金法（国民年金法）、厚生年金保險法（厚生年金保

険法）、國家公務員共濟組合法（国家公務員共済組合法）、地方公務員等共濟

組合法（地方公務員等共済組合法），以及私立學校教職員共濟法（私立学校教

職員共済法）皆屬於公的年金保險法。年金保險法為社會保險法的一種，日本除

了年金保險法外，其他的社會保險尚有醫療保險法（医療保険法）、介護保險法

（介護保険法）、失業保險法（失業保険法）以及勞災保險法。年金保險法相較

於其他社會保險法的特徵為，定期且長期地支付稱為年金的金錢給付。勞災保險

法雖也同樣是年金給付，然年金保險法有勞災保險法所無之老年給付，此點與台

灣不同。再者本來年金保險法應只對業務外的傷病予以年金給付，但日本的國民

年金法以及厚生年金保險法，對於職業傷病亦給付年金，因此與勞災保險法上的

年金間，設有併給調整規定。請詳參堀勝洋（2011），《年金保険法：基本理論

と解釈・判例》，頁3-4，京都：法律文化社。 
132 大阪地判昭和63年3月22日民集47巻4号3063頁。 



40  臺大法學論叢第 43 卷第 1 期 

 

  

對此負損害賠償責任，且被害人之繼承人可繼承死亡之被害人對被告的損害

賠償請求債權
133
。關於被告損益相抵之主張，法院引用前述第三者行為災害

不應扣除將來預定給付分之最高法院判決
134
，可扣除者限於年金現實地給付

的部分，只要尚未為現實的給付，縱使將來確定會繼續給付，也不得加以扣

除。被告不服，上訴二審。 

二審法院
135
維持一審非控除說的立場，將一審所認定之損害賠償金的金

額扣除掉原判決後一審原告所受領之遺族共濟年金之金額後，其餘駁回。上

訴人上訴三審。 

ii. 判決要旨 

「基於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制度，係透過對於被害人所生之現實地損害

予以金錢的評價，命加害人對此加以賠償，填補被害人所受之不利益，以回

復到沒有侵權行為前的狀態為目的。」，「被害人因侵權行為受有損害的同

時，因同一原因受有利益時，只要損害與利益間具有同質性，從公平的觀點

而言，有藉著從被害人向加害人請求賠償的賠償額中，扣除所受利益的額度

                                                      
133 關於因死亡而生的損害賠償，於被害人即時死亡時，被害人如尚生存所應得之利

益，如收入或本事件中的退職共濟年金，是否得以繼承非無爭議。關於此點，日

本判例採繼承肯定說，亦即被害人喪失其若生存則其至就勞可能年齡為止，生涯

工作可得之收益，受有逸失利益之損害，就該損害，承認被害人之損害賠償債權，

且該債權被害人之繼承人可以繼承取得。學說對繼承肯定說雖多所批判，但判例

法理仍堅守繼承肯定說，並有少數學說加以支持。採繼承肯定說的主要理由為:

（1）考慮到即時死亡與受傷後死亡（因負傷而發生之逸失利益的損害賠償債權，

縱使被害人日後因其他原因死亡也不會受到影響）的均衡，（2）使賠償額高額

化，若採取繼承否定說，則繼承人可受領之財產上的損害賠償額將為之減少，（3）

從正義的觀念而言，應考慮到日本人的法感情。日本採取繼承肯定說，從比較法

的觀點而言可謂特例，與台灣、德國等各國不同。我國認為被害人之生命因受侵

害而消滅時，已喪失其權利能力，無由就逸失利益成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不發

生繼承的問題。請詳參王澤鑑（2006），〈財產上損害賠償（1）：人身損害〉，

《月旦法學雜誌》，129期，頁161-165；王澤鑑（2002），〈侵害生命權之損害

賠償：最高法院民國18年至70年判例判決之整理、分析及檢討〉，氏著，《民法

學說與判例研究（4）》，頁281-282，台北：自刊；平野裕之，前揭註26，頁424-432；

吉村良一，前揭註23，頁130-138。 
134 前揭註77。 
135

 大阪高判昭和63年9月28日民集47巻4号30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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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圖為損益相抵的調整之必要。再者，被害人因侵權行為而死亡，取得其損

害賠償請求權的繼承人因為與侵權行為同一之原因受有利益的時候，也有可

能有為上述損益相抵的調整之必要。像這樣的調整，考慮到前記侵權行為之

損害賠償制度的目的，應以，被害人或其繼承人所受之利益已經現實地填補

了被害人所受之損害的範圍為限。」，「此外，於被害人或其繼承人基於與

侵權行為同一之原因對第三人取得了債權的情形，僅因取得該債權就進行前

述之損益相抵的調整，原則上是不被允許的。因為債權，雖程度不同，然不

可避免的常伴隨著履行的不確定性，不能說總是確實地會現實地被履行；特

別是該債權係以將來繼續地被履行為內容者，關於其存續本身亦伴隨著不確

定性之下，不得僅以已經取得了該債權，便稱被害人所受損害依此現實地被

填補了。」，「因此，關於被害人或其繼承人已經取得的債權，應限於該債

權已經現實地被履行了，或是其存續及履行的確定性達到可與之同等視之的

程度的情形，方允許為損益相抵的調整。」。 

「領有退職年金者因侵權行為死亡時，繼承人可以若退職年金之受領人

尚生存時，於其平均壽命期間可以受領之退職年金的現在的金額當作損害，

對加害人請求賠償。於此情形下，該繼承人中，有人因退職年金之受領人死

亡而取得遺族年金之受領權時，應受領遺族年金之給付者，於已經確定受領

給付之遺族年金的額度的限度內，其應從可向加害人請求賠償的賠償額中加

以扣除，然尚未確定受有給付之遺族年金的額度，則無須從損害額中扣除。」 

此判決明白表明調整的範圍不僅僅止於年金已現實地為給付的部分，將

來的年金只要其存續及履行的確定性，達到可與「已經現實地被履行了」同

等視之的程度時，也成為調整的對象。而所謂可與「已經現實地被履行了」

同等視之者，指的就是年金權中的「支分權」
136
的概念，將調整的範圍從已

                                                      
136 受領年金的權利即「年金受領權」，可分為受領年金給付（保險給付）的基本債

權，與受領年金給付（保險給付）之交付的支分權（支分債權）。支分權係相對

於基本債權的概念。例如每月可受領遺族補償年金的權利，即為一個包括的、抽

象的債權，其為基本債權；而每月逢所定的支給日（清償期）所生的個別具體的

債權，即為支分權，係從基本債權衍生而來的權利，然支分權一旦具體發生，即

獨立於基本債權而存在。堀勝洋，前揭註131，頁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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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年金，擴大到尚未支付的支分權的部分
137
，亦即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

結時，已經確定會支付的當期年金，縱使還未現實地支付，仍然成為調整的

對象
138
。換言之，關於可從逸失利益中扣除之年金給付範圍，已經從「既支

給分」若干地擴大到雖尚未現實地支付但「已確定會受支付」的年金，變更

了前述三共自動車最高法院判決
139
的見解

140141
。 

此外，相較於三共自動車最高法院判決中，對於政府基於勞動者災害補

償保險法已為保險給付時，「類推適用勞基法第 84 條第 2 項」而成為扣除

之對象，本件判決則明白表示，損害賠償額與年金保險給付應進行「損益相

抵的調整」，清楚地表明年金保險給付中已經給付或可視為已被履行之部分

應該當於損益相抵調整的對象。 

(2)オタフクソース事件142
 

i. 事實 

於製造調味料工廠工作的受災勞工 A，因每天早上 5、6 點就要開始工

作，且須於高溫的環境下工作，A 及其他同事皆曾因中暑而就醫。而因中元

節的關係，特製調味料的訂單大增，然此時卻因其同事連續出錯導致作業遲

                                                      
137 良永彌太郎，前揭註20，頁48。 
138 岩村正彦，前揭註48，頁936。 
139 前揭註76。 
140 岩村正彥（1993），〈退職年金相当額の損害賠償からの遺族年金の控除〉，《ジ

ュリスト》，1027号，頁73-74；桑村裕美子，前揭註44，頁139。 
141 該判決雖將可扣除之範圍從現實上已經給付的「既支給分」擴大到雖尚未給付但

「已確定會受支付」的部分，然而由於當時年金係一年支付四次，每次支付3個

月份，因此其實依該判決所擴大的金額最多僅增加三個月分的年金因此，有學者

認為無須極端地強調其變更以往最高法院見解的意義。請詳參高橋真（1996），

〈損害賠償請求訴訟の勝訴判決に基づく強制執行による取得金のうち、右訴訟

の最終口頭弁論期日以降に受けた労働者災害補償保険法等による保険給付額

に相当する部分が、不当利得にあたるとされた事例〉，《裁判時報》，1570

号，《判評》，451号，頁45。此外，依日本現行勞災保險法第9條第3項，勞災

保險年金於每年的2月、4月、6月、8月、10月以及12月分6期給付，因此目前依

該最高法院判決擴大的範圍僅僅2個月份的年金。 
142 広島地判平成12年5月18日労判783号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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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且許多工作必須重做或加以調整。雖然不是 A 的責任，但 A 卻也不得不

加以對應處理。且當時 A 為該部門最資深的員工，事實上必須指導其他的

員工進行特製調味料的製作，而其他員工的工作情形卻不如預期，A 對此感

到相當大的壓力。而由於從平成 7 年 8 月至 9 月間都繼續在惡劣的環境中工

作，同年 9 月中旬開始便處於慢性疲勞的狀態，而原先的主管又調至其他部

門等產生人際關係的變化以及 A 因此感到必須負起指導其他新進同事之責

任，然而其他同事的工作表現又無法滿足 A 的期待，A 苦思解決之道，結

果罹患了憂鬱症。9 月下旬，同事又不斷地在工作上犯錯，導致 A 越來越沒

自信，憂鬱症日漸惡化嚴重，遂於同月 30 日於工廠內上吊自殺，送醫不治。 

ii. 判決要旨 

法院認為 A 之自殺乃由於執行業務所致之憂鬱症惡化的結果，而雇主

因違反了安全配慮義務
143
，應負債務不履行的損害賠償責任。至於損益相抵

的判斷，法院認定「關於本件，平成 9 年 12 月 22 日基於勞動者災害補償法

（以下稱「法」）決定支付遺族補償給付、平成 9 年 12 月 25 日，對於原告

已經支付了遺族特別支付一次金 300 萬日圓以及喪葬費 50 萬 20 日圓，今後

預計支付的遺族補償年金的年額為 112 萬 2100 日圓（日額 7334 日圓）。」

後，指出「被害人因侵權行為而受有損害的同時，若因同一個原因而受有利

益時，只要損害與利益間具有同質性，從公平的觀點而言，具有從損害額中

扣除該利益的金額以圖為損益相抵的調整之必要，而且被害人因侵權行為而

死亡，取得該損害賠償請求權的繼承人因同一個原因而受有利益的情形也有

可能有上述圖為損益相抵之調整之必要。然而，關於被害人或其繼承人所取

得的債權，若從基於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制度的目的觀之，得圖為上述損益

相抵的調整者，限於該債權已經現實地被履行或是可與其同等視之之程度且

                                                      
143 日本法上的安全配慮義務類似於我國民法第483條之1僱用人對受僱人所應負之

保護照顧義務。有關日本法上安全配慮義務之中文文獻，請詳參張國璽（2005），

《日本安全配慮義務法理之形成與發展：兼論我國民法第四八三條之一之規

定》，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6-160；徐婉寧（2011），〈論

日本法上雇主之安全配慮義務〉，政治大學法學院民法中心（編），《民事法與

消費者保護》，頁55-69，台北：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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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謂其存續及履行係確實的情形（最高裁平成五年三月二四日大法廷判決・

民集四七巻四号三〇三九頁）。」。於本件具體的判斷時，「在本件的情形，

基於法之遺族補償年金（同法第 16 條之 2 以下）以及喪葬費（同法第 17

條），由於具有填補因業務災害所致勞工及其遺屬的損害之性質，可謂損害

與利益間具有利益的同質性（關於前者，同法第 64 條設有雇主之損害賠償

義務之履行與年金給付間調整之規定）。另一方面，遺族特別支付金係基於

法第 23 條 1 項 2 款、勞動者災害補償保險特別支付金支付規則（昭和 49

年勞動省令第 30 號）第 1 條、第 2 條 3 款，支付給受災勞工之遺屬的，從

其支付的旨趣目的而言，無法將其從損害額中扣除（最高裁平成八年二月二

三日第二小法廷判決・民集五〇巻二号二四九頁）」。原告「於言詞辯論終

結的時點，雖有現實地受領遺族補償年金或基於法第 60 條請求遺族補償年

金預付一次金的可能性，但並無證據可為如此之認定。因此，不得將遺族補

償年金等作為損益相抵的對象。總之，基於法所為之給付中，成為損益相抵

的對象者，僅有喪葬費 50 萬 20 日圓」。 

前述最高法院平成 5 年 3 月 24 日的判決並非勞保年金，而是關於地方

公務員共濟年金
144
的事件，然因其論理可適用於所有的年金類型，因此被認

為其射程應可及於所有的其他的年金給付事件，而非僅侷限於地方公務員的

類型
145
。本件係勞工遭遇職業災害的事件，亦引用該最高法院之判決，可見

其射程確實已擴大至勞災保險事件中
146
。 

於オタフクソース事件中，廣島地方法院引用了前述平成 5 年 3 月 24

日最高法院之見解，將扣抵的範圍及於已現實地被履行了或是其存續或履行

的確實性具有可視為已被履行的程度之債權，而其履行之確實性尚未確定之

部分仍排除在損益相抵的對象之外。因此縱使該事件中政府已經決定為勞災

保險給付，且對原告已為遺族特別支給一次金及喪葬費的給付，並已確定今

                                                      
144 類似於我國的公務人員保險制度。 
145 潮見佳男（1994），〈人身損害賠償請求権の相続的構成と損益相殺・併行給付

問題〉，《阪大法学》，172、173号，頁447。 
146 三柴丈典，前揭註126，頁246。 



損益相抵與職業災害勞工保險給付：以勞保給付年金化後之爭議問題為中心  45 

 
 
 
 

後預定支付的遺族補償年金的年額為 112 萬 2100 日圓（日額 7334 日圓）；

然而，雖然雇主主張應扣除預付一次金之最高限額，亦即相當於該日額的

1000 日分之 7334,000 日圓時，法院雖認為遺族補償年金具有填補業務災害

所致損害之性質，與損害具有利益之同質性，但原告縱使有現實地受領遺族

補償年金或請求遺族補償年金預付一次金的可能性，但事實上其尚未現實地

受領年金或請求預付一次金。因此，該事件中，對於尚未現實地為給付的部

分，縱使暫定措置規定於遺族補償年金預付一次金的最高限度內，雇主可以

緩履行損害賠償責任，然由於該暫定措施也僅止於可以緩履行，必須等到年

金現實地為給付時，方可以真正的免責，所以雇主雖主張預付一次金之最高

限額的部分應成為損益相抵之對象，要求直接扣掉該金額，但法院仍不允許

其扣抵，而最終損益相抵的對象僅限於勞保給付中已現實地支付之喪葬費的

部份。因此，法院雖引用前述平成 5 年 3 月 24 日最高法院之見解，認為支

分權也是損益相抵的對象，但本件案例事實由於年金尚未現實地被給付，支

分權亦尚未成立，所以就遺族年金的部分完全不允許雇主主張為損益相抵的

調整。 

六、小結 

於勞保給付年金化後，日本法上對於將來應給付之年金的相當額是否須

從雇主應支付的民事損害賠償額中予以扣除，學說和實務判決長期存有「控

除說」與「非控除說」之爭議，於三共自動車最高法院判決
147
明確對於此爭

議採取「非控除說」之立場後，下級審法院一律採取非控除說，實務上此爭

議已告終焉，然而採取控除說立場的學者，對此仍多所批判。 

其後，關於雇主民事賠償責任與勞災保險給付間的調整問題，日本制定

了勞災法附則第 64 條，即為現行之暫定的調整制度，以解決原先法無明文

之困境。其基本精神雖仍承襲前述三共自動車最高法院判決採取非控除說之

精神，但其允許雇主於預付一次金的最高限度內，暫緩履行損害賠償之責

任；且當保障給付分的額度現實地被支付時，雇主即得以免責。對雇主而言，

                                                      
147 前揭註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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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原先僅限於已現實地給付的年金方可扣除之前述最高法院判決的立

場，現行的暫定措施其實較為有利。然而，相較於將來預定給付的年金總額，

預付一次金的最高限度額實如杯水車薪，並無法徹底解決受災勞工受到雙重

填補而雇主卻須雙重負擔的問題。有鑑於此，勞動基準法研究會於「中間報

告」具體地提出數種方案，希望能改善暫定的調整制度所存在的問題。 

雖然中間報告研究的結果，認為應採取完全調整的方式，然而由於勞災保險

雖具有雇主責任保險的機能卻也同時具備社會保障的性質，因此將來預計給

付年金的全額加以扣除，仍有不符社會保障精神的疑義。況且實際上的操作

應如何執行，亦存有許多細節上的爭議。最終，中間報告的提案仍無疾而終，

日本目前並未有進一步修法的動向。 

然而，其後的實務見解雖未跳脫前述三共自動車最高法院非控除說的立

場，但當債權的存續及履行的確定性已達到等同於「已經現實地被履行了」

的程度時，便允許其為損益相抵的調整，來擴大雇主可得扣除的範圍。具體

而言，將調整的範圍從實際上已支付的年金，擴大到尚未支付但確定會支付

的支分權的部分
148
。畢竟於現行法之框架下，關於未實際支付的年金，最多

僅得於預付一次金的最高限度內暫緩履行賠償責任；若該最高限度之年金金

額已現實地被支付了，則仍回歸到非控除說之立場，僅限於已現實地支付的

年金方可予以扣除。故雖然依目前的實務見解，雇主可得扣除的金額相較於

三共自動車最高法院判決之見解，實際上僅增加數個月份的年金額，然實不

難窺知法院試圖擴大可扣除之對象的苦心。 

參、我國於現行法的框架下可能的對應 

如前所述，我國目前對於雇主之民事賠償金額是否得以抵充職災勞保給

付，並未有明文規定；然學說及實務見解向來不排除抵充的可能性，惟多未

                                                      
148 前揭註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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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述其論述根據。而隨著勞保給付年金化的導入，職災民訴中雇主若主張抵

充職災勞保給付時，抵充的金額應如何計算，則是未解的難題。 

一、依現行兩階段的抵充方式處理 

若嚴格解釋台灣現行法所採取之兩階段的抵充方式，則民事損害賠償僅

可抵充勞基法補償之金額，而職災勞保給付僅與勞基法上的補償為抵充的

話，由於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34 條之 1 規定了勞保給付年金化後勞保與勞基

法上補償的方式，則勞保給付年金化於勞基法上補償責任之抵充將不造成困

擾。亦即，無論實際上職災勞保給付的金額為何，勞基法上雇主可扣抵之補

償額並不因而隨之變動。此時的問題是，依勞基法第 60 條就民事損害賠償

額與勞基法上的補償額抵充時，「雇主依前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應如何

計算。若無視於雇主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34 條之 1 抵充後，實際上所補償

之金額為何，而依勞基法第 59 條之規定去計算定額之補償而予以扣除，例

如死亡補償仍依平均工資去計算 40 個月，則若依本文前言中所舉之例子，

則平均工資 50,000 元而投保薪資 43,900 元時，雇主依勞基法第 60 條仍得抵

充 2,000,000 元（50,000 元×40 個月）。 

此時不因勞保給付年金化而影響雇主可得抵充之金額，似亦為一可行之

解決之道；惟可否不論雇主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34 條之 1 實際上所補償之

金額為何，而逕依勞基法第 59 條規定標準計算雇主「給付之補償金額」，

實非無疑義。若暫且不論此作法之當否，乍看之下，台灣現行制度下兩階段

的抵充關係似較日本單純，然而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34 條之 1 的抵充規定由

於一樣會跟日本發生同樣的雙重得利與犧牲雇主保險利益的問題，因此本身

非無可議之處，且於勞工僅提起職災民訴而不去主張雇主勞基法上的補償責

任，或是例如醫師等不適用勞基法卻仍參加勞保的情形，於損害額之計算便

無法直接適用兩階段的抵充方式。 

衡諸勞基法第 60 條允許雇主勞基法上的補償金額可以抵充民事賠償責

任乃為了防止勞工獲得超過其損害之利益而違反了損害填補原則
149
，則於雇

                                                      
149

 林誠二（2007），〈類推適用勞動基準法第五九條之法理基礎：兼評最高法院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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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負擔職災勞保保險費之情形下，職災勞保給付某部分替代了雇主的勞基法

補償金額，且若不予以抵充亦有勞工受到超過其損害之填補的情形，因此實

應類推適用勞基法第 60 條，准許雇主就民事損害賠償額主張直接抵充職災

勞保給付。然而，此時將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將來預定給付之年金中尚未實際

給付之部分得否抵充、若可以抵充應如何計算其價額的問題。 

二、依民法第 216 條之 1 損益相抵之規定處理 

如回歸民法的規定，我國民法第 216 條之 1 明定「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

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且損益

相抵原則既然係確定損害賠償範圍之準則
150
，則於勞工遭受職業災害而雇主

應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時，由於台灣目前於情形並無其他應優先適用之特別

法，雇主自可依損益相抵的規定主張抵充以計算賠償額，而無排除民法第

216 條之 1 適用之必要。惟職災勞保給付之保險金，是否為依損益相抵法理

可扣抵之「利益」，則需進一步探討。 

學說認為，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排除損害以回復損害發生前之同一狀

態，並非使被害人因此受有不當之利益
151
。損益相抵所稱之利益包括積極利

益與消極利益，保險給付屬於積極利益，若依差額說，則保險給付乃因同一

之侵害事由所增加的財產，與損害事由具有因果關係應予以相抵，然目前的

通說則認為損害與利益應否相抵乃評價問題
152
，亦即著眼於損害及利益之關

係，以判斷適用損益相抵是否公平
153
。就被害人自費參加人身保險所得之保

險給付實務見解向不予扣除
154
，而學說如前所述亦贊同之

155
。至於職業災害

                                                                                                                       
十五年度臺上字第八五四號民事判決〉，《月旦法學雜誌》，144期，頁248。 

150 孫森焱（1980），〈論損益相抵與讓與請求權〉，《法令月刊》，31卷5期，頁

9。 
151 王澤鑑（2005），〈損害賠償法之目的：損害填補、損害預防、懲罰制裁〉，《月

旦法學雜誌》，123期，頁209。 
152 王澤鑑（2005），〈損害概念及損害分類〉，《月旦法學雜誌》，124期，頁209。 
153 劉春堂（2007），〈侵害生命權之財產上損害賠償責任〉，《輔仁法學》，34

期，頁60。 
154 例如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588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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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之情形，論者有謂「若第三人所為給付之目的係在免除加害人（或

債務人）之責任，則仍有成立損益相抵之可能性」
156
，由於勞工保險職業災

害之保險費係全由雇主負擔，且勞工保險除人身保險之性質外亦具有責任保

險之性質
157
，因此職災勞保給付雖出於第三人（勞工保險局）之給付，基於

職災勞保責任保險的色彩，此時第三人給付之目的即難謂無免除雇主責任之

目的，因此自有成立損益相抵之可能。另方面，由於勞工對雇主損害賠償請

求權以保險給付範圍外之損害為限，不得重複請求損害賠償而透過勞基法第

59 條、第 60 條，雇主得於保險給付或補償金額範圍內抵充同一事故所生損

害之賠償金額，以致受災勞工無獲取雙重利益之情形
158
。故為落實避免勞工

發生獲取雙重利益之情形，應肯認可透過損益相抵原則准許雇主主張扣除職

災勞保給付額，且於受災勞工或其遺屬選擇領取年金給付時，就將來預定給

付之年金部分亦應予以抵充。 

則於我國現行法之框架下，雖有解釋雇主之民事賠償金額得以抵充職災

勞保給付之可能性，惟導入勞保給付年金化後，預定於將來給付之年金是否

亦為損益相抵之對象，目前學界似尚未直接就此問題為探討。然論者以為，

損益相抵得相抵之利益，「不問其為現在存在或將來有之、為損害之直接或

間接結果、消極或積極之結果」，只須此利益最後歸屬於被害人即有損益相

抵原則之適用
159
。則依此見解，預定於將來給付之職災勞保年金，縱尚未現

實地為給付，亦為損益相抵之範圍，然於計算抵充的金額時仍有困難，蓋難

以得知實際上受領的年金總額究竟為何。惟於職災民訴計算損害賠償額時，

於受災勞工喪失勞動能力之所失利益之計算，多以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法定

利率計算之中間利息以平均餘命來計算其損害額
160
，故本文以為，於計算包

                                                                                                                       
155 前揭註4參照。 
156 王千維（1998），〈民事損害賠償責任法上因果關係之結構分析以及損害賠償之

基本原則〉，《政大法學評論》，60期，頁229。 
157 陳聰富，前揭註1，頁393。 
158 陳聰富，前揭註1，頁393。 
159 陳碧玉（1980），〈民事損害賠償法中損益相抵之問題〉，《政大法學評論》，

21期，頁135。 
160 王澤鑑，前揭註133，頁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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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將來預定給付年金之職災勞保給付年金總額時，自應可以霍夫曼計算法以

每年年金的年額依平均餘命來換算職災勞保給付之現價予以抵充為是。 

實際上搜尋我國相關判決之結果，或因勞保年金化施行未久，選擇一次

領取勞保給付者仍多，就勞保給付年金化後所生損害賠償額抵充之爭議，實

務見解仍待累積。惟日前某搬運工人於雇主所有卡車上搬運貨物時，因該卡

車上重物落下，而遭擊中頭部造成頭部外傷、高處墜落、顱內出血而於 2

日後死亡的案例
161
中，由於本件勞災民訴中，法院認為雇主就職業災害之發

生並無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或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

害於他人之事實，因此雇主無須負民事損害責任，而無法窺知法院對於民事

損害賠償與職災勞保年金間抵充關係之看法。然而，就勞保年金尚未實際受

領之部分與勞基法上補償責任間如何抵充的問題，於肯認雇主勞基法上之補

償責任後，法院先就勞基法上之補償責任與民事賠償之抵充關係作出如下之

判斷： 

「雇主應依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之規定予以補償，該雇主所負之職業

災害補償責任，並不以雇主有故意或過失或其他可歸責事由存在為必

要，即非在對於違反義務、具有故意過失之雇主加以制裁或課以責任，

而係在維護勞工及其家屬之生存權，係以生活保障為目的之照顧責任，

並非損害賠償責任之性質（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2779 號判決要旨

參照）。另按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乃係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立之勞工保險

局為保險人，令雇主負擔保險費，而於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使勞工獲

得保險給付，以確實保障勞工之職業災害補償，並減輕雇主經濟負擔之

制度。準此，依勞工保險條例所為之職業災害保險給付，與勞動基準法

之勞工職業災害補償之給付目的類同。故勞工因遭遇同一職業災害依勞

工保險條例所領取之保險給付，勞動基準法第 59 條但書明定，雇主得予

以抵充之（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178 號判決要旨參照）。」 

其後進一步就抵充額之計算，則表明： 

                                                      
161 嘉義地方法院100年度勞訴字第15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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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告 X 已領取之前開勞工保險喪葬津貼 174,000 元、職災死亡補償

1 次金 116,000 元、遺屬年金給付已領取 110,687 元、職業補償金 33,333

元、撫卹金 5 萬元、奠儀 2,000 元合計 486,020 元。則與原告 X 本得請

求被告給付之 638,000 元抵充後，原告 X 僅得請求被告給付 151,980 元。

但： 

（1）被保險人之配偶扶養未成年之子女，得請領遺屬年金給付；領取

年金給付不符合給付條件或死亡時，自事實發生之次月起停止發給年金

給付，勞工保險條例第 63 條第 1 項、第 65 條之 2 第 2 項著有規定。 

（2）原告 X（66 年 1 月 21 日生）為蔡進榮之配偶，原告 X1（90 年 12

月 26 日生）、X2（96 年 6 月 9 日生）則為蔡進榮之子女，為兩造所不

爭（見本院 100 年 10 月 18 日言詞辯論筆錄），並有戶籍謄本在卷可證，

自堪信為真實。則於 X2（96 年 6 月 9 日生）成年之前，被保險人蔡進

榮之配偶即原告 X 須扶養子女，自得依前開規定請領遺屬年金給付；且

原告 X 向勞工保險局申請遺屬年金給付，經該局核定自 99 年 5 月起按

月發給遺屬年金 6,511 元，亦為原告所不爭，並有前開勞工保險局 99

年 6 月 24 日保給命字第 09960400260 號函可憑，若自 100 年 10 月起算

至 X2 成年日止，且無不符合給付條件或死亡之事實發生，原告 X 得向

勞工保險局申請遺屬年金給付共約 1,269,64 5 元（6,511 元×195 月）。

而前開給付雖係按月給付，然係按月給付至原告 X 不符合給付條件或

死亡時，故於前開不給付條件成就前，原告 X 亦屬已取得系爭給付，

僅係按月領取而已，應亦屬前開勞動基準法第 59 條但書規定得抵充之

範圍，則抵充後，被告已不須給付原告 X 職業災害補償。原告 X 前開

請求，自屬無據。 

2、原告 X1 已領取之前開職災死亡補償 1 次金 116,000 元、遺屬年金給

付 27,676 元（自 99 年 5 月起至 100 年 9 月止）、職業補償金 33,333 元，

合計 177,009 元。則與原告 X1 本得請求被告給付之 464,000 元抵充後，

原告 X1 僅得請求被告給付 286,991 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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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保險人之子女，未成年或無謀生能力或 25 歲以下在學，得請領

遺屬年金給付；領取年金給付不符合給付條件或死亡時，自事實發生之

次月起停止發給年金給付，勞工保險條例第 63 條第 1 項、第 65 條之 2

第 2 項著有規定。 

（2）原告 X1（90 年 12 月 26 日生）為被保險人蔡進榮之子女，業如前

述；於其成年前自得依前開規定請領遺屬年金給付；且原告 X1 向勞工

保險局申請遺屬年金給付，經該局核定自 99 年 5 月起按月發給遺屬年

金 1,628 元，為兩造所不爭，並有前開勞工保險局 99 年 6 月 24 日保給

命字第 09960400260 號函可憑。若自 100 年 10 月起算至原告 X1 成年日

止，且無不符合給付條件或死亡之事實發生，原告 X1 得向勞工保險局

申請遺屬年金給付共約 200,244 元（1,628 元×123 月＝200,244 元）。

而前開給付雖係按月給付，然依前開說明，於前開不給付條件成就前，

應亦屬前開勞動基準法第 59 條但書規定得抵充之範圍，則抵充後，被

告尚須給付原告 X1 職業災害死亡補償 86,747 元（計算方式：286,991

元－200,244 元＝86,747 元）；至原告 X1 其餘請求則屬無據。 

3、原告 X2 已領取之前開職災死亡補償 1 次金 116,000 元、遺屬年金給

付 27,676 元、職業補償金 33,333 元，合計 177,009 元。則與原告 X2 本

得請求被告給付之 464,000元抵充後，原告X2僅得請求被告給付 286,991

元。但： 

（1）原告 X2（96 年 6 月 9 日生）為被保險人蔡進榮之子女，業如前述；

於其成年前自得依前開規定請領遺屬年金給付；且原告 X2 向勞工保險

局申請遺屬年金給付，經該局核定自 99 年 5 月起按月發給遺屬年金

1,628 元，為兩造所不爭，並有前開勞工保險局 99 年 6 月 24 日保給命

字第 09960400260 號函可憑。若自 100 年 10 月起算至原告 X2 成年之日

止，且無不符合給付條件或死亡之事實發生，原告 X2 得向勞工保險局

申請遺屬年金給付共約 317,460 元（1,628 元×195 月＝317,460 元）。 

（2）而前開給付雖係按月給付，然依前開說明，於前開不給付條件成

就前，應亦屬前開勞動基準法第 59 條但書規定得抵充之範圍，則抵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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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被告被告已不須給付原告 X2 職業災害死亡補償，原告 X2 前開請

求自屬無據。」（黑體字為筆者所為之註記） 

有疑問者為，該判決作成之時，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34 條之 1 已然施行
162
，

理應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34 條之 1，以勞工之平均工資與平均投保薪資之

差額來計算雇主勞基法上的補償責任。換言之，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34 條

之 1，若勞工之平均工資與平均投保薪資間並無差額則可無須為勞基法上之

補償。 

而本件判決無視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34 條之 1 之規定，並未計算受災勞

工的平均投保薪資與平均工資間有無差額，而就尚未受領之年金的部分，認

為亦屬已取得系爭給付，僅係按月領取而已，而將其預期可領得數額全數與

勞動基準法第 59 條之補償責任予以抵充。此判決見解之當否另當別論，惟

其就尚未實際受領之年金的將來給付額全數予以抵充的作法，實值吾人

注意。 

肆、代結語 

關於職業災害雇主民事損害賠償額與勞保給付抵充之相關問題，目前日

本雖有暫定的調整措施加以規範，實務見解亦已確立採取非控除說的立場，

然而學說於此仍有爭議，尤其是採控除說者強調讓受災勞工或遺屬取得損害

的雙重填補並不適當，雙重得利為勞災民訴絡繹不絕的原因之一等主張皆為

有力的批判。 

台灣目前相關的討論雖仍十分貧乏，然日本相關的論點及中間報告的具

體提案實有值得吾人為借鏡之處。雖然日本目前透過立法的方式，制定勞災

法附則第 64 條來處理此問題，然不可否認地，其立論根據乃係基於損益相

抵法理而來。若從損益相抵法理之觀點加以思考，依非控除說之見解，是否

                                                      
162 判決日期為2011年10月27日，而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4條之1已於1998年12月31日

經勞動3字第0970131015號令公布施行。 



54  臺大法學論叢第 43 卷第 1 期 

 

  

可為損益相抵之「利益」係以「是否現實地已為給付」作為判斷基準，而此

種判斷基準是否妥當，實不無可議之處。而若採取控除說，則無須區分年金

給付是否已經給付，而直接認定年金即為可適用損益相抵法理加以扣除之利

益。特別是如前述平成 5 年 3 月 24 日
163
最高法院判決中，法院一方面肯認

因死亡而無法領取之退職年金為逸失利益，而透過霍夫曼計算式將預計至平

均餘命可受領的退職年金總額換算為現價去計算損害賠償額，另方面於損益

相抵時卻不去計算將來可受領之遺族年金總額為扣抵，僅准許就已經現實為

給付之部分以及支分權已成立之數額方可為損益相抵調整的對象，如此作

法，實難謂均衡。故筆者以為，就扣除之年金總額之計算，除可依霍夫曼計

算式將預計於將來受領的年金總額換算為現價為抵充外，中間報告中完全調

整之選擇方式，若勞工接受未扣除勞保給付之民事損害賠償的全額，則可消

除控除說強迫受災勞工接受分期清償之缺點；而勞災保險給付改為向雇主支

付不符社會保險性格之部分，或可改為就其應為之年金給付額的限度內抵免

雇主所應負擔之職災保險費以為因應。再者，日本最高法院對於第三者行為

災害採取非控除說的理由係基於現行勞災保險法第 12 條之 4 代位規定，亦

即必須政府「已為保險給付」方可代位受災勞工向引起職業災害之第三人請

求損害賠償，而三共自動車事件雖為使用者行為災害，最高法院仍引用上開

最高法院判決而採取非控除說。然而，台灣於現行勞工保險條例並未設有代

位求償的規定
164
，因此於解釋上，並無如日本受到法條文義解釋之限制而採

取非控除說之必要。另一方面，我國民法第 218 條之 1 第 1 項雖明定「關於

物或權利之喪失或損害，負賠償責任之人，得向損害賠償請求權人，請求讓

與基於其物之所有權或基於其權利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然勞保條例

29 條第 1 項規定：「被保險人、受益人或支出殯葬費之人領取各種保險給

                                                      
163 前揭註129。 
164 勞保條例於民國47年制定時，曾於該條例第34條設有因第三人之行為發生保險事

故者，保險人為保險給付後，在給付價款之範圍內，取得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

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規定，然於民國57年修正勞保條例時，為使被害人獲得勞災補

償與侵權行為賠償之雙份給付而刪除上開代位求償的規定。請詳參，楊淑文，前

揭註5，頁21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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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之權利，不得讓與、抵銷、扣押或供擔保。」。因此雇主縱為民事損害額

全額之賠償，亦不得請求受災勞工讓與其請領職災勞保給付年金之權利，此

點於考慮是否可以扣除將來給付份的年金時亦應加以考量。然人身侵害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若非以損害填補為唯一之功能而轉為權利保護甚至不法行為

制裁之功能時
165
，此時於損害事件發生後被害人同時受有利益時，是否應該

從損害賠償數額中扣除，換言之，此時損害與利益之同質性應如何去判斷，

似應有新的思維。 

然無論如何，雇主民事損害賠償額與職災勞保給付之抵充，實乃相當複

雜的問題，此觀之日本暫定措施數十年來仍未重新立法自明。台灣就此問題

之解決方案，本文雖認為應適用損益相抵原則並以控除說為當，方能避免勞

工獲得超出其損害之填補而違反損害賠償中回復原狀之原則，然因涉及職業

災害保險社會保險的性質及年金給付之紛擾，仍需學界更多的討論與實務界

判決的累積，以為更進一步地探討，找出最適合的解決之道。 

                                                      
165 陳聰富（2008），《侵權違法性與損害賠償》，頁232-233，台北：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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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rker accident victims may litigate the liability for damages of certain 

employers who have civi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amount of workers’ accident 

insurance benefits will be deducted from the amount of damages awardable 

against the employers. However, the introduction of pensions into workers’ 

accident insurance, under which a yearly pension is received by the accident 

victim, raised the question of how future pension benefits are to be treated in the 

adjustment of workers’ accident insurance benefits with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this issue, legal commentators and the courts were divided 

between those advocating a “non-deduction theory” (i.e. the view that future 

pension benefits should not be subtracted from damages) and a “deduction 

theory” in Japan. However, the Supreme Court adopted the non-deduction theory, 

and then in the revision of the Workers’ Accident Insurance Law, a provision 

was adopted to adjust damages with insurance benefits. 

From the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Japan experiences and the reflection on jurisdiction in Taiwan, this research will 

try to find some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s to solve the related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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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利：□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字為限） 

 

本計畫研究主題為雇主賠償責任額與職業災害勞保給付之抵充研究，屬於民

法及勞動法上之重要問題。於目前我國就雇主賠償責任額與職業災害勞保給

付間之抵充關係，並無明文規定之情形下，實務及學說雖皆認同兩者可互為

抵充，然卻未對其理論根據加以詳述。尤其是勞保給付年金化導入之後，關

於此課題不僅未見立法動向加以解決，學說之相關議論亦付之闕如，實務見

解更呈現莫衷一是的混亂局面。本研究借鏡日本的經驗，詳述日本於當初法

無明文之情形下，學說及實務對於尚未受領而未來可得受領之年金可否抵充

之爭議，並詳加檢討分析，對日後台灣若欲立法解決此問題，實具相當之參

考價值，而於立法之前，對於實務之操作亦有所助益，並希望能拋磚引玉，

引發學界更多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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