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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賠償法簡介
及與案例研析 

   

   臺南市政府法制處 

   消費者保護官室 

   主任 楊璿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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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二、國家賠償訴訟答辯應行注意事項 
 
三、案例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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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國家賠償法法源及立法依據：憲法第 

  二十四條 

條文規定：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 

  自由或權利者，除依法律受懲戒外， 

  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被害人民就其 

  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 

  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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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Article 24  

  Any public functionary who, in violation 
of law, infringes upon the freedom or 
right of any person shall, in addition to 
being subject to disciplinary measures in 
accordance with law, be held responsible 
under criminal and civil laws. The 
injured person may, in accordance with 
law, claim compensation from the State 
for damage sus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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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予國家立法義務之憲法委託 

憲法第24條規定無法直接做為請求國 

  家賠償之法律基礎 

前段規定公務員法律責任，即行政責 

  任(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y
、刑事責任(criminal responsibility) 

  、民事責任(civil liabilities) 

後段規定國家賠償責任 

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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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民國35年制定中華民國憲法時，為順應世 

  界潮流，於憲法第24條承認國家賠償責任 

民國69年6月20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國家賠 

  償法，全文共計17條，同年7月2日公布， 

  並於國家賠償法第17條規定，定自70年7月 

  1日正式施行。 

國家賠償法施行迄今已三十餘年，從未修 

  正，諸多規定已逐漸不合時宜，法務部目 

  前已著手研擬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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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國家賠償責任理論之演進 
否定階段(國家無責任論) 

   國王不能為惡(The  King Can Do No 

   Wrong) 

相對肯定階段(國家國庫責任論) 

肯定階段 

國家自己責任論 

國家代位責任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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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以國家賠償責任義務人論 

公務員賠償責任 

國家賠償責任 

賠償責任折衷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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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依國家賠償法條文論 
人的責任：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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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公務員怠於 
    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國 
    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The State shall be  

      liable for any damage arising from the  
      intent or negligent act of any employee of  
      the Government acting within the scope of  
      his or her office or employment which  
      infringes upon the freedom or right of any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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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依國家賠償法條文論 
物的責任：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 
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 
  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The State shall be liable  

   for damage to any person's life, body,  
   or propety resulting from a defect in  
   the installation or management of  
   any government-owned public fac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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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之探討 

公務員(public official)： 
最廣義之公務員 

與刑法第10條第2項規定公務員之異同 

無效任命或任用行為經撤銷後，喪失公務
員身分，國家對喪失身分前之行為仍應負
責 

立法委員，議員之不法行為有國家賠償之 

 適用，不因民意代表免責權而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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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之探討 

公務員： 

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人 

•行政委託 

•行政助手 

有追訴或審判職務人員  

•法官、檢察官 

•不包含司法警察與司法警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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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之探討 
須為執行職務之行為 
  國家對公務員之行為，須負國家賠償 
  責任者，以該公務員之行為係因執行 
  職務所為。執行職務行為可分為積極 
  執行職務與怠於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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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之探討 
須為執行職務之行為 

公務員之行為係行使其職務上之權
力或履行其職務上之義務，而與其
所執掌之公務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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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之探討 

須為執行職務之行為    

是否須以上班時間內為之？ 

是否須在轄區內為之？ 

逾越權限之行為？ 

僭稱職務行為？ 

回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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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探討 
須為行使公權力之行為 

  公權力行使，係指公務員居於國家機關
之地位，行使統治權作用之行為而言。
並包括運用命令及強制等手段干預人民
自由及權利之行為，以及提供給付、服
務、救濟、照顧等方法，以增進公共及 

  社會成員利益，以達成國家任務之行為。 

  (最高法院85台上525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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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之探討 

須為行使公權力之行為 

不法VS違法？ 

同義說：認國家賠償法律性質為私法，故 

         兩者意義相同。 

異義說：認國家賠償法律性質為公法，而 

         不法為民法用語，兩者意義不同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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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之探討 
須為行使公權力之行為 

  違法判斷基準 

行為違法說：從公權力行為判斷，如警 

  察不得已射擊逃犯，傷及無辜路人，因 

  其行為係執行職務所必要，故未違法。 

結果違法說：從公權力行為所生結果是 

  否違法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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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之探討 

須具有故意(intention)或過失
(negligence)之行為 

故意：公務員對於構成違法加害行 

        為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 

        發生；或預見其發生，而其 

        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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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國家賠償法第2條構成要件之探討 
須具有故意或過失之行為 

過失：公務員對於違法加害行為之發          

            生，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          

            ；或對於構成違法加害行為之 

            事實，雖預見其發生乃確信其 

            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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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之探討 

須具有故意或過失之行為 

過失之認定方法： 

忽視法規之存在：法規已有明確規定，卻
未詳加了解及注意遵行。 

錯譯法規之意義：即學說與裁判實務上對
法規之闡釋，均甚為明確而無疑義者，但
公務員於執行職務時，卻採用與之相異見
解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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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之探討 
須具有故意或過失之行為 
過失之認定方法： 
忽視司法院解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與法 

 規具有相同之拘束力，如大法官對某法規 

 已作成解釋，而公務員於執行職務時卻採 

 相反之見解者，應認為有過失。 

牴觸判例：依實務見解咸認判例具有一般 

 法規範之效力，故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應 

 受其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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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之探討 

須具有故意或過失之行為 

過失之認定方法： 

服從長官或上級機關之違法指示 

 肯定說 

 否定說 

認定要件事實時未盡調查義務：如未審查
印鑑真偽即核發印鑑證明，或登記業務之
審查未詳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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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之探討 

須具有故意或過失之行為 

過失之認定方法： 

誤認事實：調查不充分而誤為逮捕之行為 

違反安全確保義務：如預防接種怠於採取
安全措施、公務員執行職務致身體發生災
害，如消防隊員因游泳集訓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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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之探討 

須使人民之自由或權利受到損害 
(infringes upon the freedom or right of   

    any person.) 

法益受侵害所生之不利益：不限自由或權利，
尚包括法律上值得保護之利益在內。實務上認
反射利益不屬之。 

財產上損害或非財產上損害，均屬之。 

損害額之核算，依民法規定(第192條至195條)。 

損害之認定，得適用民法第217條過失相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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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之探討 
須損害之發生與加害行為間具有因果關係 

因果關係乃指原因行為與結果之間須具有連
鎖關係存在。 

相當因果關係：無此項違法行為，則不生此 

  種損害，有此項違法行為，通常生此種損害 

該損害發生係因第三人加害、被害人個人事 

 由或其他原因等共同造成，亦不免除損害賠償 

 責任，但會發生共同加害行為與過失相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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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之探討 

怠於執行職務 
公務員在職務上如對第三人負有作為義
務，而竟不作為或遲緩行為者，即為怠
於執行職務 

作為義務之認定 

法規規定內容或依其解釋得導出作為義務
案例：林肯大郡倒塌、衛爾康餐廳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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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之探討 

怠於執行職務 
作為義務之認定 

依機關內部之行政規則透過一般法律原則
之運用得導出作為義務  

依公序良俗或法理得導出作為義務 

依憲法得導出作為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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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之探討 

公有公共設施之意義： 

    國家因公行政目的，提供予公眾或公務使   

    用，而其所有或管有之一切有體物或物之 

    設備。如道路、道路排水溝溝蓋、路燈、 

    橋樑河川堤防、公有行道樹、消防栓等。    

    警犬是否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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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之探討 

須設置或管理有欠缺： 

 設置有欠缺：係指土地上之建築 

  物或其他工作物，於建造之初即存 

  有瑕疵。 

管理有欠缺：建造後未善為保管， 

  致其物發生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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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之探討 
須設置或管理有欠缺： 
欠缺的判斷基準： 

   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之欠缺，係指 

   依據客觀基準，設施不具備客觀上安全 

  性，判斷時應就各公有公共設施之目的、 

  構造、用法、時間、地點、周圍環境及 

  其利用狀況等情，綜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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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之探討 
須設置或管理有欠缺： 
欠缺的判斷基準： 
關聯性：設施之通常用法與周邊環境之關聯 

時間性：發生事故當時狀況判斷 

整體性：就有影響關係之客觀情事，一併整 

             體斟酌判斷 

不受法規限制性：法規雖明定，僅係判斷設   

             施是否具有欠缺之大體上指針，非 

             絕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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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之  

  探討 

須損害人民之生命、身體、財產： 

生命權(life;biopower) 

身體權(body right) 

財產權(property right) 

損害(damage)：金錢賠償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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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之探討 

須損害與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間 

 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法務部85.8.27法85律決字第21948號函：公有公 

 共設施之安全性無虞，且損害之發生純粹係因不 

 可抗力所致，而與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並無相當 

 因果關係時，即與國家賠償要件不符。如強颱將 

 強健之行道樹吹倒壓損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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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之探討 
免責事由 

預算不足：實務上認如國家得以預算不 

            足為由，要求免責，則對人 

            民權益保障不周 

不可抗力：所謂不可抗力，係指人力無 

            從抵抗之自然力。可分為 

            「場所的不可抗力」及「時 

            間上的不可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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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賠償法簡介 
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之探討 
免責事由 

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 ) 
場所的不可抗力：如堤防設計已超過以前
風災之最高水位，因強颱仍引起的堤防崩
潰。 

時間上的不可抗力：指公有公共設施設置
或管理之欠缺，因第三人之行為所致，而
該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機關在極短暫之時間，
無法立即予以修護或採取相對應措施之意。
如油罐車於道路翻覆，致後方機車因油漬
打滑自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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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賠償訴訟答 
     辯應行注意事項 

公務員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不 

  法侵害類型 
首應審酌是否為行使公權力行為，如國 

 家立於私法主體之地位，參與之民間經濟
活動，如政府採購行為，則不屬之。 

政府參與經濟營業競爭行為，如政府所
屬公共汽車提供運送行為，發生車禍亦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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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賠償訴訟答 
     辯應行注意事項 

公務員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不 

  法侵害類型 
人民的自由或權利有無受到損害。 

是否具有違法性，違背法規命令或內部
訂定之作業規定、行政規則、或未遵守
裁量之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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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賠償訴訟答 
     辯應行注意事項 

公務員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不
法侵害類型 
有無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公務員不法之
行為，與損害發生，以具有相當因果關
係為要件，如損害之發生與不法之行為
未具備相當因果關係，則未符合國家賠
償之構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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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賠償訴訟答 
     辯應行注意事項 

公務員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不
法侵害類型 
公務員有無具有故意或過失 

  如果未具有故意或過失，亦與國家賠償 

  之構成要件未該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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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賠償訴訟答 
     辯應行注意事項 

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類型 
公務員對裁量權之行使，除法律對主管
機關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事項，定
有明確規定外，並應斟酌人民之自由權
利，因行政不作為所受侵害之危險程度，
因行政作為得防止侵害之可能性、公務
員對損害之發生是否可得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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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賠償訴訟答 
     辯應行注意事項 

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類型 
 侵害之發生是否須仰賴公權力之行使始可
達到目的等因素，於公務員就作為或不
作為已無裁量餘地時，因其故意或過失
而不作為，不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
致生損害，則國家即應負賠償責任。如
威爾康餐廳失火案即為怠於執行職務之
最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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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賠償訴訟答 
     辯應行注意事項 

公有公共設施設置管理欠缺類型 
先確認是否為設置或管理機關 

再確認是否公有公共設施，建造中尚未
供公眾使用之設施，目前實務認應適用
民法侵權行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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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賠償訴訟答 
     辯應行注意事項 

公有公共設施設置管理欠缺類型 
公營事業機構之公共設施，不屬於公有
公共設施，如自來水公司設施道路下方
之自來水管線。 

設置或管理有無欠缺，如遭遇天災、颱
風、不可抗力等事項所致，而無設置或
管理欠缺等情，則不負國家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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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賠償訴訟答 
     辯應行注意事項 

公有公共設施設置管理欠缺類型 
答辯狀或應訴應儘量舉證管理機關機關
無管理欠缺之情事，如路樹皆定期修剪，
且有修剪工作日誌可供佐證；或道路定
期巡檢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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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賠償訴訟答 
     辯應行注意事項 

公有公共設施設置管理欠缺類型 
公有公共設施設置管理因係採無過失責
任賠償主義，故答辯或應訴時應進一步
主張損害之發生與設置管理欠缺間並不
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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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賠償訴訟答 
     辯應行注意事項 

如何撰擬答辯狀 

案情摘要 

  大陸旅遊團至本市安平古堡旅遊， 

  步行於古堡內之階梯時，團員摔落 

  階梯受傷，主張古堡內階梯不平， 

  公有公共設施管理有欠缺，提起國 

  家賠償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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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賠償訴訟答 
     辯應行注意事項 

如何撰擬答辯狀 
答辯重點： 

一、文化資產保存法等相關法規對古蹟管理維 

    護相關規定為何？ 

二、闡明安平古堡之管理維護悉依法規規定辦 

    理，管理維護無欠缺，自無國家賠償適用 

    餘地。 

三、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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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賠償訴訟答 
     辯應行注意事項 

如何撰擬答辯狀 

答辯重點 

    三、如管理維護有欠缺情事，進一步論述 

        原告(請求權人)所受損害與管理維護 

        欠缺間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四、請求賠償金額是否合理？ 

    五、造成本案損害，請求權人是否與有過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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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研析 

案例一：臺南高分院96年上國更5字第2號判決 

        「82年間，台南縣玉井地政事務所誤 

        發土地地價證明（每平方公尺5,000 

        元誤為20,000元），致上訴人溢繳遺 

        產稅1,350萬4,804元，請求國家賠償 

        給付利息之損害」，最後判決按 

        1,350萬4,804元依週年利率5％計算 

        利息為給付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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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研析 

案例二：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78年上國字 

        第2號判決 

       「被徵收土地上一併徵收之建築改良物 

        議定有抵押權者，應依土地法施行法 

        第59條規定之法理，於發給補償金時， 

        代為清償。被告高雄市政府於辦理土 

        地徵收時，即應一併通知建物抵押人 

        領取補償金，竟怠於通知，致該款項 

        為訴外人領取，使原告受有損害，應 

        有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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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研析 

案例三：請求權人之子受僱於某工程行擔任 

        工程技術員，於93年間，受派至工 

        作地點路燈桿上維修里監視器線路， 

        遭該路燈連接之其他路燈線路漏電 

        引電而感電致死，依國家賠償法第2 

        條第2項後段及第3條第1項規定，以 

        公務員怠於檢視路燈電線絕緣包覆 

        破損及管有公共設施管理有欠缺為 

        由，請求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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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研析 

案例四：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375號判決 

        台東地檢署承辦違反電玩賭博案件， 

        扣押被告所有電動玩具50台，委託台 

        東縣警察局台東分局保管，台東警分 

        局僅放置於分局後方未妥適保管，致 

        部分電玩IC版失竊，嗣後被告判決無 

        罪確定，請求發還電動玩具機。另案 

        以電動玩具IC損失請求台東地檢署國 

        家賠償，判賠21萬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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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研析 
案例五：颱風天路樹倒塌損及車輛案 

       請求權人於莫拉克颱風天駕駛自
小客車，行經本市永福路與府前路交
岔口附近，因永福路人行道上一棵百
年老榕樹不堪當日風勢過猛突然倒塌，
壓損其所有停等紅燈之汽車，受有75
萬7,410元之損害。台南高分院判決認
系爭榕樹係永福路人行道上之行道樹
臺南市政府為系爭永福路上花草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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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研析 

案例五： 

  之管理機關，其所屬公務員於颱風來襲
前，怠於就系爭榕樹為適當處置，致系
爭榕樹突然倒塌，損害上訴人權利。且
系爭榕樹倒塌，顯不具備安全性，臺南
市政府就公有公共設施之管理亦有欠缺
依國家賠償法判賠30萬321元(含利息)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101
年度上國易字第9號)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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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研析 

案例六：橋面伸縮縫過大致騎士摔倒致死 

    高雄茂林區「得樂 

日嘎大橋」橋面伸縮縫 

過大卡住車輪，致自行 

車騎士摔倒傷重不治， 

法院判高市府工務局新 

建工程處應負國賠責任 

賠償3名家屬686萬餘元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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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研析 
案例七：酒駕機車騎士撞擊路中樹死亡國賠案 
    民國95年李OO酒後騎輕型機車，行經永康市
永大路轉埔聖街時，因夜間視線不佳，撞上路樹
基座再碰撞路樹，成植物人。 
    最高法院認為案發 
地點路樹旁無安全護欄 
及足夠照明設備，就算 
駕駛人精神正常，夜間 
亦易生車禍，騎士酒駕 
與有過失，應負二分之 
一責任。 
                                    事故現場路樹靠近路中央，僅有簡單的反光標反光                   
                                    標誌及三角錐提醒路人注意。(圖片擷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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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研析 
案例八：雄三飛彈誤射漁船國家賠償案     
    海軍誤射雄三飛 
彈釀1死3傷，死者家 
屬獲國家賠償共3484 
萬餘元，為今年至今 
中央機關辦理20件國 
賠請撥案，賠償金額 
額最高之案件。 
 
案例九：高等法院86 
年重上國字第6號判決 
國軍飛彈射擊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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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研析 

案例十 

    民國98年8月8日，莫拉克颱風侵襲台灣，
甲仙鄉（後改制為甲仙區）小林村遭土石流滅
頂，造成460餘人罹難，倖存災民後來請求國
賠新台幣24億元，高市府並開兩次國賠審議委
員會，採信檢方調查結果，認定滅村為天災，
與公務員行為無相當因果關係予以拒絕賠償。 

    災民100多人不服，向高雄地院提起國賠
訴訟，分別要求高雄市政府和甲仙區公所賠償
3億多元及2億多元總計近6億元，高雄地院認
為，市府等被告沒有過失，判決災民一審敗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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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研析 
    災民不服上訴，高雄高分院105年8月
10日宣判維持原審見解，判決災民敗訴，
據報載災民表示，一定會再上訴。 
 

圖為2009年因莫拉克颱風遭土石流淹沒的小林村。（中央社檔案照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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