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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被害補償金申請書

年度補審字第 號

申請人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外國人者請填居留證號

碼或護照號碼）

職 業

地址 聯絡電話及行動電話

戶籍地：

通訊地：

代理人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外國人者請填居留證號

碼或護照號碼）

職 業

地址 聯絡電話及行動電話

戶籍地：

通訊地：

被害人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外國人者請填居留證號
碼或護照號碼）

職 業

地址 聯絡電話及行動電話

戶籍地：

通訊地：

申請

補償

之

種類

項目

□遺屬補

償金

因被害人受傷所支出之醫療費 新臺幣 元

因被害人死亡所支出之殯葬費 新臺幣 元

因被害人死亡致無法履行之法定扶養義務 新臺幣 萬元

因被害人死亡致家屬心靈遭受痛苦之精神慰撫金 新臺幣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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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金額

□重傷補

償金

因被害人受傷所支出之醫療費 新臺幣 萬元

受重傷被害人所喪失或減少之勞動能力或增加之生活上需要 新臺

幣 萬元

因被害人重傷致心靈遭受痛苦之精神慰撫金 新臺幣 萬元

□性侵害

補償金

因被害人受傷所支出之醫療費 新臺幣 元

受性侵害被害人所喪失或減少之勞動能力或增加之生活上需要 新臺

幣元

申請人與被害人

之關係

□本人 □父母 □配偶 □子女 □祖父母

□孫子女 □兄弟姐妹 □其他

補償金之支付方式□一次支付 □分期付款（分 期，每期 個月）

申請

補償

金

之

事實

及

理由

被被害發生

之之狀況及

報報案情形

補償項目

及金額之

說明及計

算方式

被害人或

其遺屬與

加害人之

關係及加

害人之基

本資料

加害人姓名： 男□ 女□

與被害人關係:

得申請補

償金優先

順序之說

明

其他事實

及理由

是否得依「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法」領

取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給付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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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受有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給付之金額

新台幣 元

已受有損害賠償

給付之項目及金

額

依其他法律規定得

受金錢給付之項目

及金額

檢 附 文 件

□檢察官起訴書 □法院刑事判決書

□相驗屍體明書

□被害人死亡除戶戶籍謄本(正本)

□所有申請人三個月戶籍謄本（正本）

□醫療單據（ 張）

□殯葬費用支出收據/發票(正本) （ 張）

□中低收入戶證明書/清寒(本項無者免提供)

□

□

此 致

臺灣 地方檢察署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委員會

申請人： （簽章）

代理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本申請書之填寫須知，附錄於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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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被害補償金申請書填寫須知

一、申請人欄，應全部填寫。

二、得申請遺屬補償金之遺屬有數人而共同申請時，應分別填寫申請書分別載明申請補

償之項目、金額及理由等有關補償之事項。

三、無代理人者，代理人欄免填。

四、申請補償金之種類欄，應勾記其一。

五、補償金之項目及最高金額如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9 條第 1 項、

第 2 項、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1 項、第 2 項）：

（一）遺屬補償金之項目及最高金額如下：

1、被害人受傷所支出之醫療費總額，最高金額不得逾新臺幣（下同）40 萬

元。

2、因被害人死亡所支出之殯葬費總額，最高金額不得逾 30 萬元。

3、因被害人死亡致無法履行之法定扶養義務，最高金額不得逾 100 萬元。

4、因被害人死亡致家屬心靈遭受痛苦之精神慰撫金，最高金額不得逾 40 萬

元。

（二）重傷補償金之補償之項目及最高金額如下：

1、因被害人受傷所支出之醫療費總額，最高金額不得逾 40 萬元。

2、受重傷被害人所喪失或減少之勞動能力或增加之生活上需要，最高金額

不得逾 100 萬元。

3. 因被害人重傷致心靈遭受痛苦之精神慰撫金，最高金額不得逾 40 萬元。

（三）性侵害補償金之補償項目及最高金額如下：

1、因被害人受傷所支出之醫療費總額，最高金額不得逾 40 萬元。

2、受性侵害被害人所喪失或減少之勞動能力或增加之生活上需要，最高金

額不得逾 100 萬元。

3、因被害人被害致心靈遭受痛苦之精神慰撫金，最高金額不得逾 40 萬元。

六、申請人因犯罪行為被害已受有損害賠償給付、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或其他法律規

定得受之金錢給付，應自犯罪被害補償金中減除之（本法第 11 條）。故如有上述情

形，申請人應照實填寫，不得隱瞞。

七、申請人與被害人之關係欄，應勾記其一。如申請重傷補償金、性侵害補償金者，則

應勾記「本人」。

八、補償金之支付方式欄，應勾記其一。

九、申請補償之事實及理由欄，應記載下列事項（本欄空格如不敷使用，得以另紙附件

方式記載）：

（一）被害發生之時間、地點、死者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如為外國人者，填寫居留證號碼或護照號碼）、職業、工作場所、住

居所、死亡之時間或受重傷之情形等有關被害發生之狀況及報案之情形。

（二）補償項目及金額之說明及計算方式。

（三）被害人或其遺屬與加害人之關係，並儘可能記載加害人之基本資料。

（四）如申請遺屬補償金，其得申請補償金之優先順位。

（五）其他事實及理由（申請覆審委員為逕為決定時，其審議委員會未於所定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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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為決定之事實，請記載於「其他事實及理由」欄內。）。

十、得申請遺屬補償金之遺屬，依下列順序定之（本法第 6 條）：

（一）父母、配偶及子女。

（二）祖父母。

（三）孫子女。

（四）兄弟姊妹。

祖父母、孫子女或兄弟姊妹申請因被害人死亡致無法履行之法定扶養義務所定補

償金者，以依賴被害人扶養維持生活者為限。

十一、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遺屬補償金（本法第 8 條）：

（一）故意或過失使被害人死亡者。

（二）被害人死亡前，故意使因被害人死亡而得申請遺屬補償金之先順序或同順

序之遺屬死亡者。

（三）被害人死亡後，故意使得申請遺屬補償金之先順序或同順序之遺屬死亡者。

十二、檢附文件欄，應列舉所檢附相關文件之名稱，其文件如被害人死亡證明書或其他

可證明被害人死亡之文件、戶籍謄本或其他可證明遺屬優先順位之文件、被害人

受傷之醫療費或殯葬費支出憑證、報案證明文件等相關資料。

十三、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依法應以書面向犯罪地之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委員會為

之，故本受理機關欄，應記載所轄某某地方檢察署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委員會。

十四、本申請書應由申請人簽名或蓋章。如委任代理人代為申請時，申請人及代理人應

於申請書簽名或蓋章，並出具委任狀。

十五、本申請書應記載提出申請之日期。

十六、本法相關規定摘要：

（一）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不補償其損失之全部或一部（本法第 10 條）：

1、被害人其被害有可歸責之事由者。

2、斟酌被害人或其遺屬與犯罪行為人之關係及其他情事，依一般社會觀

念，認為支付補償金有失妥當者。

（二）受領之犯罪被害補償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返還（本法第 13 條）：

1、申請人因犯罪行為被害已受有損害賠償給付、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或其他法律規定得受之金錢給付，應減除之情形或復受損害賠償者，

於其所受或得受之金額內返還之。

2、經查明其係不得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者，全部返還之。

3、以虛偽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受領犯罪被害補償金者，全部返還之，並加

計自受領之日起計算之利息。

（三）犯罪被害補償金之申請，自知有犯罪被害時起已逾 2 年或自犯罪被害發生

時起已逾 5 年者，不得為之（本法第 16 條）。

（四）本法於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於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因犯罪行

為被害時，不適用之。（本法第 32 條）。

（五）依本法規定申請補償金者，以犯罪行為或犯罪結果發生在本法施行後者為

限（本法第 34 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