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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研究生：詹喬偉 系所名稱：法律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林秀

雄教授 論文題目：民法扶養與犯罪被害人保護之交錯 關鍵字：扶養、

狀態權、公益、法定扶養義務、必要性、可能性、抽象的扶養請求權、

具體的扶養請求權、不能維持生活、公的扶助、私的扶養、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扶養費、被害人、加害人、犯罪被害人保護法、補償金、求

償權 論文總頁數：144 頁 摘要正文： 第一章 研究動機、目的、方法與

範圍 法務部於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舉辦「研商『犯罪被害人之父母、

配偶申請遺屬補償金應否受不能維持生活限制等疑義』會議」，該會議

所討論的問題。 第二章 ?法定扶養義務請求權（以下簡稱扶養請求權）



之立法目的、成立要件、制度功能；?生活保持之扶養義務及生活扶助

之扶養義務之區別；?公的扶助與私的扶養之共同的公益性之功能；?扶

養請求權之狀態權之特殊性質，過去扶養費之請求權和扶養請求權之性

質差別；?其中參考日本之學說論著，說明扶養請求權與一般民事契約

之請求權之差別，強調其特殊性、個別性，且扶養權利人之地位，於不

同的情況下，應區分為抽象的扶養求權、具體的扶養請求權；?具體的

扶養請求權還要區分為權利內容確定前、權利內容確定後的權利人地位

之不同；?扶養請求權之處分權之特別性，債務不履行時，程序之重要

性；?而權利內容確定之過程，於扶養之目的之實現又具有很大之意

義。 第三章 ?侵權行為之立法目的、制度功能；?做為被侵害之標的之

「權利」之要件，而扶養請求權是否為侵權行為之標的之一種；?參考

日本之學說論著，本文認為，以具體的扶養請求權，不管是權利內容確

定前、或權利內容確定後，才可以做為被侵害之標的，而抽象的扶養請

求權因為不具有權利之要件，故不得做為侵害之標的；?抽象的扶養請

求權既然不能做為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之標的，則又為何有民法

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扶養權利人沒有具備扶養之必要性，或

扶養義務人不具備扶養之可能性時，當扶養義務人因侵權行為致死亡

者，扶養權利人是否能行使民法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二項之權利？實務一

直認為該規定係法定之債之移轉（債務承擔），加害人係繼受原本由死

亡之被害人所負擔之義務，故也要以扶養請求權之成立要件限制侵權行

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本文對於此理論採相反之見解；?民法之扶養請

求權具有公益性，且具有狀態權之特殊性質，又權利實現之實體要件和

程序過程係同等重要，可是，實務卻強迫的將扶養請求權之實體之成立

要件加諸在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成立上，而忽略其公益性、狀

態權之性質、當事人之間程序上之權利，實在很不妥當；?本文之觀

點，認為不能以扶養請求權之成立要件限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

成立。 第四章 ?本文所要說明之關鍵問題，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國家求

償權與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扶養請求權間之關係；?從社會安全

之角度說明侵權行為之制度功能，犯罪被害人之遺屬補償金之立法目

的；?國家之求償權係固有權？或代位權？如果是代位權，則係民法第

二百四十二條之代位權？或保險法第五十三條之保險代位？本文認為犯

罪被害人之遺屬補償金係侵權行為損害請求權之先償，則國家之求償權

係法定之債之移轉；?實務上，地方法院檢察署之檢察官認為國家於審

酌犯罪被害人遺屬補償金之扶養費部分時，不應該考量被害人遺屬之經

濟能力，也就不應該查明其是否不能維持生活做為考量，可是當檢察官

行使國家之求償權，向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加害人給付被害人遺

屬之扶養費時，地方法院之民事庭，卻又堅持扶養請求權人若不具備

「不能維持生活」之要件，則不能請求加害人給付，或應該酌減給付額

度；?本文認為法院之民事庭於審理民法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二項之權利

時，原本就不應該考量扶養請求權之成立要件，故於審理國家之求償權

時，也不應該考量被害人遺屬是否不能維持生活之要件。 第五章 對於

實務之判決見解提出相反之見解以做為檢討，法院之見解認為民法第一

百九十二條第二項之權利需受扶養之成立要件之限制，這個觀點對於債

權人和債務人都是不公平的，以侵權行為之學理考量之，不應該以扶養



請求權之成立要件限制之。  

摘要

(英)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aintenance of Civil Code And Crime Victims 

Protection Chan Chiao-Wei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Abstract When a 

person deceases as a result of another’s wrongful injury, people who have been 

entitled to maintenance from the deceased may claim reasonable compensation. 

However, persons entitled to maintenance shall be limited to those who cannot 

support the living and are unable to earn a living. In practice, the court trends to 

think that the rights of deceased victims family members’ to claim 

compensation shall be limited by their major assets or high laboring capacities. 

Secondly, family members of deceased victims of criminal acts shall be entitled to 

apply for payments of the compensation to crime victims. Furthermore, upon 

payment by the government of compensation to crime victims, the government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make a claim for reimbursement against a convicted 

defendant or others liable for indemnification of the victim. In actuality, judges 

believe that the government’s right shall be limited by the amount of major 

assists or high laboring capacities possessed by the deceased victims' family 

members. When District Public Prosecutor Offices exercise their rights to make 

claims for reimbursements after paying the compensations to deceased victims’ 

family members, judges sometimes unexpectedly issue judgments dismissing 

whole or part of action with prejudice. This is an injustice. Accordingly,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evaluates whether the judgments are logical in this situation. 

Key Words: maintenance, tort, compensation, reimburs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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