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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提案第 22700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賴素美等 20 人，鑑於國家賠償法係依憲法第二十
四條所定，其立法目的在使政府遵守憲政法治，以保障人民
之權利；惟國家賠償法自 1981 年 7 月 1 日公布施行以來，逾
30 年未曾修正，其條文於實務上已有窒礙難行之處，為實現
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宗旨，爰擬具「國家賠償法修正草案」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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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賠償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國家賠償法主要為保障人民於自由或權利遭公權力侵害時，可透過國家賠償制度向國家或地
方自治團體尋求損害賠償。惟自國家賠償法施行以來，歷年確定賠償之案件數，相較於人民提出請
求之案件數，有極大落差，顯見國賠法之規範內容及程序應有檢討改進之必要。
為使國家賠償法能確實保障人民之權益，爰擬具國家賠償法修正草案（以下簡稱本法），重
點如下：
一、明定國家賠償相關法規之適用順序。（修正草案第二條）
二、明定公務員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時，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並將怠於執行職務之故意或過失作明確規定，如與行政程序有緊密關係，
則應視需求於行政法院審理該案件。（草案第三條）
三、受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或個人，於行使公權力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
民自由或權利時，國家或地方團體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草案第四條）
四、法官或檢察官因審判或追訴職務，不法侵害人民自由及權利時，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草
案第五條）
五、供公共及公務目的使用之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導致人民之生命、身體、人身自由
或財產受侵害者，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另由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委託民
間團體或個人設置或管理供公共及公務目的使用之公共設施，如在設置或管理上有欠缺，以
致侵害人民之生命、身體、人身自由或財產者，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惟
人民對民間團體或個人之賠償請求權，不因已請求國家賠償受影響，以確保人民能得到充分
保障。（草案第六條）
六、公務員於執行公務時，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致人民自由或權利受侵害，而對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
之賠償義務機關提出損害賠償，賠償義務機關應向亦頇負損害賠償責任之公務員提出求償，
如未積極求償將影響公共利益，故賠償機關如無積極行使求償權，則其上位機關應命其於一
定期限內為之，甚至代為行使求償權，以確保國家及地方團體之公共利益，但仍應審酌被求
償公務員之可歸責程度、負擔能力。（草案第七條）
七、受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委託而行使公權力之團體或個人，如有故意或過失而侵害人民自由或權
利者，賠償義務機關應對其行使求償權，然如受委託之團體或個人所得之報償與其賠償額度
顯不相當者，應審酌其行使公權力之範圍、程度，並以其所能負責之賠償內容為限。（草案
第八條）
八、國家賠償之請求時限，應自具請求權之人知有損害之事實、原因，及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應賠
償之事實、原因時起，超過五年不行使則自然消滅其損害賠償請求權；或自損害實際發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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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起，超過十年亦自然消滅其損害賠償請求權，爰將現行條文二年及五年之時限延長，以防
人民追求權利救濟時，因遭遇訴訟或協調之曠日費時而影響其權益。（草案第十條）
九、為保全請求國家賠償時效之完整性，及避免各救濟手段之審查結果相互混亂，應在請求權人向
賠償義務機關提出賠償請求，或對侵害其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行為提起行政
救濟而中斷；自賠償義務機關送達拒絕賠償理由書、協議不成立證明書，或行政救濟程序裁
判書送達請求權人後六個月內未起訴，則視為不中斷。（草案第十一條）
十、明定公務員、法官或檢察官因作為或不作為而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時，其所屬機關應為賠
償義務機關；依法規而受任、受託或受委辦之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受委託而行使公權力之
團體或個人，其行使公權力之行為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時，以委託其之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草案第十三條）
十一、明定供公共或公務目的使用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機關或民間團體狀況不明時，應為賠償義務機
關之判斷規定。（草案第十四條）
十二、明定賠償義務機關之認定爭議處理程序。（草案第十六條）
十三、明定被請求賠償之機關如認其無賠償義務之處理程序。（草案第十七條）
十四、如請求權人認為侵害其自由或權利之結果事涉數個機關，則可同時或先後向各該機關請求全
部或一部之賠償，並應向各該機關表示其求償狀況，以免重複或超額請求，造成國家資源之
浪費。（草案第十九條）
十五、明定國家賠償以行政程序處理時，被請求賠償之機關得停止協議，以防審查及協議結果產生
衝突之結果。（草案第二十條）
十六、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為，可能不只牽涉一機關，故被請求之賠償義
務機關知其他機關亦應負賠償責任時，應以書面通知各該機關，並以協議取得各賠償責任之
歸屬。（草案第二十一條）
十七、國家賠償訴訟因同時具行政訴訟之公法性質，亦有民事訴訟之損害賠償規定，需明定訴訟法
之適用程序，以國家賠償法及行政訴訟法為優先，民事訴訟法則作為補充。又考量前述理由
，故法院得斟酌當事人及機關所提出或未提出之事實，並依職權調查證據，以求審判之周全
。（草案第二十三條）
十八、為確保國家賠償之相關行政處分及救濟之結果與民事、行政法院之審理結果不相衝度而造成
混亂，故規範請求權人如已提起行政救濟程序，在程序確定前，應暫停民事法院、行政法院
之審判程序。（草案第二十四條）
十九、賠償義務機關向其求償之公務員、民間團體或個人之相關規定，如酌情給予分期給付、上級
機關代為求償。（草案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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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明定本法修正公布前，侵害及求償程序已完成之事件，仍適用未修正之國家賠償法；公布後
仍在進行中之賠償、求償案件，其尚未完成程序之部分則按照修正後之國家賠償法。（草案
第二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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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賠償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法依中華民國憲法
第二十四條制定之。

第一條 本法依中華民國憲法
第二十四條制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國家損害賠償，除其
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適
用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
用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法

第五條 國家損害賠償，除依
本法規定外，適用民法規定
。
第六條 國家損害賠償，本法

一、第一項由現行條文第五條
及第六條合併修正移列，因
上述條文均在確認國家損害
賠償制度之法源，且規定本

未規定者，準用民法之規定
，並應視案件與行政程序之
緊密程度，於行政法院審理
之。

及民法以外其他法律有特別
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

法與特別法、民法之適用關
係及順序。
二、本法屬國家賠償制度之普
通法，除本法外尚有其他相

前項特別規定之法律設
有賠償項目或賠償金額之限
制者，請求權人就其依該限
制未能請求賠償之部分，得
依本法請求之。但該特別規
定就同一賠償事件設有最高
賠償總額之限制者，不在此
限。

關法規，如其他特別法規未
對賠償時效、請求賠償及賠
償相關程序有所規定，則應
適用本法。
三、因國家賠償法具公法性質
，故在適用順序上，應先以
有同屬公法之行政程序法為
補充，如行政程序法未予以
充分規定時，再準用民法規
定。
四、為確實保障人民之權益能
被充分回復及補償，國家賠
償之特別法對賠償項目或賠
償金額有限制者，在特別法
未規定之賠償項目或超過該
限制之賠償金額之部分，於
符合本法之賠償要件時，依
本法所定之程序及時效，得
請求賠償義務機關之賠償，
爰明定於第二項。

第三條 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
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
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
，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因故
意或過失怠於執行職務，致

第二條 （第一項、第二項）
本法所稱公務員者，謂
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
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
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
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

一、第一項由現行條文第二條
第二項修正移列。又依司法
院釋字第四六九號解釋，因
怠於執行職務所生之國家賠
償責任，仍以公務員有故意
或過失為必要，為求明確，

人民自由或權利受損害者，
亦同。

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
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

爰於第一項後段予以明定。
二、第二項由現行條文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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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所稱公務員，指依
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
第一項所稱怠於執行職
務，指公務員就保護特定或
可得確定人民權利之法規所

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
。

第一項修正移列。
三、公務員行使公權力係指居
於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
機關之地位，行使對人民具
有強制力之行為，干預人民

定職務，依該法規已明確規
定應執行且無不作為之裁量
餘地而不執行。

自由及權利，及給付、服務
、照顧等作為，對公共及社
會有所影響，不問其為干預
行政或給付行政，其態樣為
事實行為或行政處分在所不
問。

第四條 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
團體或個人，於行使公權力
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
害人民自由或權利，或怠於
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
受損害者，國家或地方自治
團體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前條第三項，於前項情

第四條 （第一項）
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
體，其執行職務之人於行使
公權力時，視同委託機關之
公務員。受委託行使公權力
之個人，於執行職務行使公
權力時亦同。

形準用之。

第五條 檢察官因審判或追訴
職務之作為或不作為，有故
意或重大過失而侵害人民自
由或權利，國家應負損害賠
償責任。
法官因審判職務之作為
或不作為，有故意或重大過

一、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
或個人，其執行或怠於執行
職務，而造成不法侵害人民
自由或權利之結果，國家或
地方自治團體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以求人民權利之保全
。
二、個人或團體受國家或地方
自治團體委託行使公權時，
應就其受委託之職務範圍內
負責。

第十三條 有審判或追訴職務
之公務員，因執行職務侵害
人民自由或權利，就其參與
審判或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
罪，經判決有罪確定者，適
用本法規定。

失而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
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前二項所稱被侵害自由
或權利之人，不限於受追訴
及審判拘束力之當事人，應
及於參與審判之相關第三人
。
第一項、第二項所稱之
審判，指審理民事、刑事、
行政訴訟、公務員懲戒及其
他法律所定訴訟案件。
第一項、第二項所稱之
追訴職務，指實施偵查、提

一、第一項由現行條文第十三
條修正移列。
二、明定受追訴、審判案件影
響之人民，不限於受審判及
追訴拘束之人，而是含括參
與案件程序之人，如證人、
鑑定人等。
三、法官及檢察官因追訴、審
判案件之故意或重大過失，
可能嚴重侵害人民自由及權
利，故無法豁免於國家賠償
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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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公訴、上訴、非常上訴、
實行公訴、協助自訴及其他
依法令參與或準備審判程序
之行為。
第六條 由國家或地方自治團
體設置或管理，供公共或公
務目的使用之公共設施，因

第三條 （第一項）
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
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

一、第一項由現行條文第三條
第一項修正移列。
二、因現有之供公共及公務目

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
生命、身體、人身自由或財
產權受損害者，國家或地方
自治團體應就其設置或管理

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的使用之設施，國家或地方
自治團體均各有其設置及管
理之部分，故將地方自治團
體納入賠償義務機關之範圍

之部分負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設施委託民間團體
或個人設置或管理時，因設
置或管理欠缺致人民生命、
身體、人身自由或財產受損
害者，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人民
對受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之

。
三、觀現行條文未將公共設施
如設置或管理有疏失時，可
能造成人民之身體自由權利
受侵害之嚴重情況，故特將
此保護客體納入應保障及賠
償之範圍。
四、將已委託民間團體設置或

損害賠償請求權，不因此受
影響。

管理之部分，因由國家或地
方自治團體委託並授予公權
力，故仍頇負督導不周之損
害賠償責任，另國家或地方
自治團體負具公法性質之國
家賠償責任，與人民要求受
委託之民間團體或個人民事
損害賠償無涉，爰以第二項
後段明定之。

第七條

公務員對第三條第一

項或前條第一項所定損害之
發生，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
，賠償義務機關應對其行使
求償權。法官或檢察官對第
五條第一項所定之損害發生
，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亦
同。
賠償義務機關怠於行使
求償權時，其上級機關應命
其於一定期限內為之，逾期
仍不行使者，得代為行使求
償權。
賠償義務機關或其上級

第二條

（第三項）

一、第一項由現行條文第二條

前項情形，公務員有故
意或重大過失時，賠償義務
機關對之有求償權。
第三條 （第二項）
前項情形，就損害原因
有應負責任之人時，賠償義
務機關對之有求償權。

第三項及第三條第二項修正
移列。
二、公務員、法官或檢察官行
使其職務，侵害人民自由或
權利時，應在其有故意或重
大過失時，賠償義務機關始
對其有求償權，其原因為公
務員對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
以法令授權其行使公權力時
，在其主觀認知上應有別於
其為獨立個體時之判斷，故
將國家或地方團體對公務員
之求償權限縮於有明確可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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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行使求償權時，應審酌

性之範圍。

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
項，決定一部或全部求償：
一、就損害之發生，被求償
公務員、法官或檢察官可

三、於草案中增加賠償義務機
關有賠償義務之公務員、法
官或檢察官之求償規定，如
審酌案件之可歸責程度、業

歸責之程度。
二、被求償公務員、法官或
檢察官職務之性質。
三、有無影響被求償公務員

務性質及該公務員之負擔能
力，以確保公務員、法官或
檢察官之職權不受國家賠償
法之不必要窒礙。

、法官或檢察官法定扶養
義務之履行。
應負賠償責任之公務員
、法官或檢察官為多數人時
，應依前項分別定期求償之
金額。
第八條 損害之發生，係因受
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或個
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者，賠
償義務機關應對其行使求償
權。
前項被求償人未受報償
，或雖受有報償，而其報償
顯不相當者，以其未盡與處
理自身事務為同一注意為限
，賠償義務機關應對其行使
求償權。

第三條 （第二項）
前項情形，就損害原因
有應負責任之人時，賠償義
務機關對之有求償權。
第四條 （第二項）
前項執行職務之人有故
意或重大過失時，賠償義務
機關對受委託之團體或個人
有求償權。

一、第一項由現行條文第四條
第二項修正移列。
二、民間團體或個人受公務機
關委託而行使公權力造成人
民自由或權利受侵害時，應
以其被委託及得到報償之工
作內容為賠償範圍，否則將
過度侵害民間團體及個人之
財產權。

第九條 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
者，應以金錢為之。但以回
復原狀為適當者，得依請求
，回復損害發生前原狀。
前項賠償所需經費，應
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應之
。

第七條 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
者，應以金錢為之。但以回
復原狀為適當者，得依請求
，回復損害發生前原狀。
前項賠償所需經費，應
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應之
。

本條未修正，僅移列。

第十條 賠償請求權，自請求
權人知有損害時起，逾五年
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
時起逾十年者，亦同。
前項所稱知有損害，頇
知國家或地方團體侵害其權
利或自由之事實及原因。

第八條 （第一項）
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
人知有損害時起，因二年間
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
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一、第一項由現行條文第八條
第一項修正移列。
二、將賠償請求權年限延長，
以確保人民權益不受救濟程
序之曠日廢時影響。
三、賠償請求需基於人民對其
權利侵害事實及爰因有所認
識，始得對應負責任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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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賠償。
第十一條 請求權時效之中斷
時點為請求權人向賠償義務

一、本條新增。
二、於第一項增訂請求權時效

機關提出賠償請求，或對侵
害其權利之行政處分或其他
公權力行為提起行政爭訟。
時效依前項規定中斷者

中斷之規定，以避免請求權
人遭遇賠償義務機關遲滯處
理其請求，或等待行政救濟
程序結果確定後，已超過請

，自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
理由書、協議不成立證明書
送達，或行政爭訟之決定或
裁判確定後，一年內不起訴

求權時效之不利效果。
三、為確保請求權人於收到行
政救濟程序結果後，儘速行
使其權利，爰明定時效不中

者，視為不中斷。但行政訴
訟之裁判於裁判書送達前已
確定者，自裁判書送達後一
年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
前項視為不中斷之時點
有先後時，以後時點為準。

斷之相關規定。
四、請求權人如同時向賠償義
務機關請求賠償，並提起行
政訴訟，致生各協議、決定
或裁判時點不一致而致無所
適從，爰於第三項明定以後
時點為準。

第十二條 第七條及第八條之
求償權，自賠償義務機關支
付請求權人賠償金或回復原

第八條 （第二項）
第二條第三項、第三條
第二項及第四條第二項之求

狀後，逾二年不行使其求償
權而消滅。

償權，自支付賠償金或回復
原狀之日起，因二年間不行
使而消滅。

第十三條 依第三條第一項或
第五條第一項請求損害賠償
者，以該公務員、法官或檢
察官所屬機關為賠償義務機
關。
依法規有權限之委任、
委託或委辦情形時，以受任
、受託或受委辦之機關為賠
償義務機關。
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
體或個人，其執行職務之人
行使公權力或怠於執行職務
，致侵害人民之權利者，以
委託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第九條 （第一項）
依第二條第二項請求損
害賠償者，以該公務員所屬
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一、第一項由現行條文第九條
第一項修正移列。
二、於第二項明定如行政機關
間出現委任、委託或委辦之
關係，因已涉及公權力權限
之移轉，為使權責相符，應
以最終執行公權力之受任、
受託或受委辦之機關負賠償
義務。
三、由於受國家或地方自治團
體之民間團體或個人，其無
法作為國家賠償之主體，故
仍由委託其之國家或地方自
治團體為賠償義務機關。

第十四條 依第六條第一項請
求損害賠償者，以該公共設
施之設置或管理機關為賠償

第九條 （第二項）
依第三條第一項請求損
害賠償者，以該公共設施之

一、第一項由現行條文第九條
第二項修正移列。
二、因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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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機關。

設置或管理機關為賠償義務

置及管理之公共設施，有些

前項所稱之管理機關，
應依下列順序決定之：
一、法規所定之管理機關；
其依法辦理委任、委託或

機關。

因設置及指定管理機關之年
代已久遠，而頇有賠償義務
機關之適用順序，以確保難
以歸屬權責時，可能致人民

委辦事項時，為該受任、
受託或受委辦之機關。
二、無法規所定之管理機關
時，賠償義務機關應為事

之權益無法獲及時保障，故
頇有補充管轄之規定。

實上管理之機關。
三、事實上之管理機關不明
時，賠償義務機關為原授
權之管理機關；原授權之
管理機關不明時，賠償義
務機關為原設置機關。
四、原設置機關不明時，賠
償義務機關為土地登記所
登載之該公共設施坐落土
地之管理機關。不能依前
二項決定賠償義務機關時
，以該公共設施所在地之
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
府為賠償義務機關。
第十五條 賠償義務機關經裁
撤或調整者，以承受其業務
之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無
承受其業務之機關者，以其
上級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第九條 （第三項）
前二項賠償義務機關經
裁撤或改組者，以承受其業
務之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無承受其業務之機關者，以
其上級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

本條由現行條文第九條第三項
移列，並配合中央行政機關組
織基準法第十條之規定用語，
將「改組」修正為「調整」。

第十六條 請求權人於認定賠
償義務機關有疑義，應請求
各該賠償義務機關共同之上
級機關確定之，無共同上級
機關時，由各該上級機關協
議定之。
行政院及其所屬各級機
關與地方自治團體之機關，
或不同地方自治團體之機關
間對賠償義務機關之認定有
爭議時，由行政院或其指定
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

第九條 （第四項）
不能依前三項確定賠償
義務機關，或於賠償義務機
關有爭議時，得請求其上級
機關確定之。其上級機關自
被請求之日起逾二十日不為
確定者，得逕以該上級機關
為賠償義務機關。

一、第一項及第四項由現行條
文第九條第四項修正移列。
二、現代公共大型建設及事務
相當繁雜，如請求權人對其
權利侵害之應賠償機關有疑
義，應向其認定之各該賠償
義務機關之共同上級機關請
求確定；如無共同上級機關
，則由各該被請求機關之上
級機關協議定之。為免此疑
義造成公部門協議之混亂，
本條特別明定各層機關之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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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同一縣（市）內之鄉

定權歸屬，並定出一定之期

（鎮、市）公所間，對賠償
義務機關有爭議時，由縣（
市）政府確定之。
行政院及其所屬各級機

限，以免程序冗長影響人民
請求國家賠償之權益。

關以外之中央機關與地方自
治團體之機關，對賠償義務
機關之認定有爭議時，依其
機關隸屬關係，由總統府、
國家安全會議或主管院會同
行政院確定之。
依前三項規定應為協議
或確定之機關自被請求權確
定之日起，逾四十五日不為
確定者，得逕以該應為協議
或確定之機關為賠償義務機
關。
第十七條 被請求負賠償義務
之機關，認其不應負此義務

一、本條新增。
二、被請求負賠償義務之機關

者，得不經協議，自收到請
求權人請求之日起三十日內
，得不經協議，以書面敘明
理由拒絕之，並將此請求移
送其認應負賠償義務之機關
，並通知請求權人。
前項受移送之機關亦認
其非賠償義務機關者，應自
受移送之日起二個月內，依
前條規定辦理。
請求權人於法定期間內
向其認定之賠償義務機關請
求國家賠償，依本條第一項
移送賠償義務機關者，視同
已在法定期間內向應負賠償
義務之機關提出請求。

，如依其所知之事實而不認
其應為賠償義務機關時，應
儘速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
其認應負賠償義務之機關及
請求權人，確保國家賠償程
序之效率。
三、本條亦為確保請求權人之
權益，故在第三項明定如以
向其認定之賠償義務機關請
求賠償，則視為已在法定期
限內有效提出國家賠償請求
。

第十八條 依本法請求損害賠
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
務機關請求之。
賠償義務機關對於前項
之請求，應即與請求權人協
議。協議成立時，應作成協
議書，該項協議書得為執行

第十條 依本法請求損害賠償
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
機關請求之。
賠償義務機關對於前項
請求，應即與請求權人協議
。協議成立時，應作成協議
書，該項協議書得為執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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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義。

義。

第十九條 請求權人如對國家
或地方自治團體侵害其自由

一、本條新增。
二、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為同

或權利之同一事件之事實及
原因，認數機關均應對其負
損害賠償義務時，請求權人
得對賠償義務機關中之一機

一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之事
實，如請求權人就其所知之
國家賠償事件之事實原因，
認應有數機關對其負損害賠

關或數機關或其全體，同時
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賠
償。
前項情形，請求權人如

償義務時，得向各該機關不
分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賠
償，以確保其權利能被充分
保障。

同時或先後向數賠償義務機
關請求全部或一部之賠償時
，應附帶其已向其他賠償義
務機關請求賠償金額或回復
原狀之請求書。

三、但為同時保障國家或地方
自治團體之資源不受重複或
超額求償之不利效果，故要
求請求權人應向其認定之各
賠償義務機關告知其已求償
之其他對象及內容。

第二十條 國家賠償事件以行
政處分是否無效或違法，或
於法定期間內應為而不為行
政處分為據者，請求權人已

一、本條新增。
二、為避免請求權人於行政救
濟程序確定所得之結果，與
其提出頇各負賠償義務機關

提起行政爭訟程序，於其程
序確定前，賠償義務機關得
停止協議，並通知請求權人
。不服行政處分，而依法規
應依訴願及行政訴訟以外之
程序請求救濟者，於其程序
確定前，亦同。

之協議結果有所矛盾，爰明
定如請求權人就同一事實要
件尋求之行政救濟程序仍進
行中，則各該機關之賠償義
務協議頇先暫停，以保國家
賠償程序及結果之明確。

第二十一條 同一賠償事件，
被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認其
他機關亦應負損害賠償義務
時，應以書面通知該其他機
關參加協議；受通知之機關
應參加協議。
前項受通知之機關未參
加協議者，被請求之賠償義
務機關得就其賠償義務及範
圍，與請求權人及代理人達
成協議，並由被請求之賠償

一、本條新增。
二、被請求之機關，如認同一
事實有其他機關應負擔賠償
義務時，為釐清該義務之歸
屬，應以書面通知各該機關
參加協議，如未參加則視同
放棄協議之權益，由原被請
求賠償及發出協議通知之機
關將協議結果送達未參加協
議之機關，並共同遵守協議
結果。

義務機關將協議結果通知未
參加協議之機關，未參加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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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之機關亦頇遵守協議之結
果。
第二十二條 賠償義務機關拒
絕賠償，或自請求權人提出
請求之日起逾三十日不開始
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
逾六十日協議不成立時，請
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
。但請求權人已依行政訴訟
法規定，附帶請求損害賠償
者，就同一原因事實，不得
更行起訴。
請求權人依本法請求損
害賠償時，法院得依聲請為
假處分，命賠償義務機關暫
先支付醫療費或喪葬費，於
判決確定後，如賠償額度及
範圍後，如有重複醫療費或
喪葬費之部分，則可於支付
賠償金額時扣除之。

第十一條 賠償義務機關拒絕
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
逾三十日不開始協議，或自
開始協議之日起逾六十日協
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
起損害賠償之訴。但已依行
政訴訟法規定，附帶請求損
害賠償者，就同一原因事實
，不得更行起訴。
依本法請求損害賠償時
，法院得依聲請為假處分，
命賠償義務機關暫先支付醫
療費或喪葬費。

本條由現行條文第十一條移列
，並增列賠償額度確定後之扣
除規定。

第二十三條 國家賠償訴訟，
除本法或行政訴訟法另有規
定外，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
定。
前項訴訟程序，法院得
斟酌請求權人或其代理人未
提出之事實，並應依職權調
查證據。

第十二條 損害賠償之訴，除
依本法規定外，適用民事訴
訟法之規定。

一、第一項由現行條文第十二
條修正移列。
二、配合第二條之規定，由本
法及行政訴訟法為優先，民
事訴訟法則為補充。
三、法院審理國家賠償訴訟時
，因國賠具有公法性質及效
力，故頇依職權調查證據，
以求審理之周延。

第二十四條

國家賠償事件以

一、本條新增。

行政處分是否無效或違法，
或於法定期間內應為而不為
行政處分為據者，請求權人
已提起行政救濟程序，於其
程序確定前，民事及行政法
院應停止該請求權人之該事
件審判程序。對行政處分不
服，而依法規應依訴願及行
政訴訟以外之程序請求救濟
者，於其程序確定前，亦同
。
第二十五條

二、因考量如請求權人同時尋
求民事訴訟及行政爭訟之救
濟，易生裁判兩歧之爭議，
故頇明定如行政爭訟程序確
定前，民事法院應暫停其審
判程序。

賠償義務機關依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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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或第八條行使求償權

二、賠償義務機關向其欲求償

時，應先與被求償人協議，
並得酌情許其提供擔保分期
給付。協議不成立時，應依
訴訟程序行使求償權。

之人行使權利時，應先透過
協議考量被求償人造成損害
當下之權責、可責性及可負
擔之程度，酌予分期償還。

損害之發生係因賠償義
務機關以外其他機關之公務
員所致者，賠償義務機關於
給付請求權人後，即對該公

三、為免發生賠償義務機關向
非其管轄之公務員求償致生
爭議，爰於第二項明定應對
該公務員所屬機關行使求償

務員所屬機關有求償權，其
求償規定準用第七條、第十
二條及前條之規定。
前項求償權之行使，應

權。
四、為確保求償權之順利行使
，於第三項明定協議及訴訟
之規定。

先與該公務員所屬機關協議
；協議不成立時，應依訴訟
程序為之。但賠償義務機關
與該公務員所書機關隸屬於
同一公法人者，協議不成立
時，由共同上級機關決定之
。
賠償義務機關之上級機
關依第七條第二項代為行使
求償權時，適用本條第一項
至前項之規定。
第二十六條 被求償之機關依
前條第二項給付後，準用第
七條、第十二條及前條之規
定，對其所屬之公務員行使
求償權。

一、本條新增。
二、為確保賠償責任之確切歸
屬，侵害人民權利之公務員
如不屬代為負擔賠償義務之
機關，則此機關及其上級機
關應對該公務員所屬之機關
求償，再由被求償之機關向
其下之公務員求償，以免機
關間產生權責混亂。

第二十七條 本法於其他公法
人準用之。

第十四條 本法於其他公法人
準用之。

本條未修正，僅移列。

第二十八條 本法於外國人為
被害人時，以依條約或其本
國法令或慣例，中華民國人
得在該國與該國人享受同等

第十五條 本法於外國人為被
害人時，以依條約或其本國
法令或慣例，中華民國人得
在該國與該國人享受同等權

本條未修正，僅移列。

權利者為限，適用之。
第二十九條

利者為限，適用之。

公權力違法侵害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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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自由與權利之事實，及

二、基於法不溯及既往原則，

其求償程序和結果，如於本
法修正實施前已確定，則適
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本法修正施行前已進行

如請求權人於修正施行前已
就確定之損害事實及原因提
出賠償請求，並已有確定之
程序供遵循者，則適用修正

或尚未終結之國家賠償或求
償事件，其以後之程序依本
法修正施行後之規定。但修
正施行前已進行之程序，其

前之規定。
三、如修正施行前尚未有確定
之賠償程序，則基於程序從
新原則，於第二項明定本法

效力不受影響。

修正施行前之已進行而未終
結之國家賠償事件，其尚未
執行完之程序應依修正施行
後之規定進行。但基於法律
穩定原則，先前已確定、結
束之程序，其效力不受影響
。

第三十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
行政院定之。

第十六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
行政院定之。

本條未修正，僅移列。

第三十一條
行。

第十七條 本法自中華民國七
十年七月一日施行。

本條因修正時間未定，改為自
公布日實施。

本法自公布日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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