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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2008年4月起，依「高齡者醫療確保法」實施以
75歲以上之高齡者為被保險人的「後期高齡者醫療保
險制度」。本件原告為發放保險證、決定保費及支付

醫療相關費用等之主責機構「醫療廣域聯合」，其依

高齡者醫療確保法第58條之規定，代位遭受交通事故
而受傷之被保險人，向被告為損害賠償之請求。本件

爭點在於遲延損害起算日之認定，原告主張遲延損害

之起算日為事故發生日，二審法院則認定是起訴狀送

達日之隔日，惟最高法院最終認定應為醫療給付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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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險制度」 
遲延損害金之爭

The Dispute about Damage for Delay according 
to Japanese Medical Insurance for Senior E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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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和元年9月6日最高裁判所第二小法廷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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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隔日。

Since April 2008, the Medical Insurance for Seniors which 
are elder than 75-year-old has been held in Japan according 
to Act of Medical Security for Seniors. The plaintiff in 
this case was medical Koiki Rengo had authority for 
giving insurance identifications, deciding the insurance 
fee and the charge for medical treatments. It subrogated 
the insurant injured in a car accident to claimed on 
compensation for damage to the accused. The legal issue 
was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beginning of delayed damage. 
While the plaintiff argued that the delayed damage should 
begin on the day the accident happened, the court of second 
instance took the day after the service of complaint as the 
beginning of being delayed. However, the supreme court 
stood for the day after the giving medical benefit. 

壹、事實概要 

一、事件概要

日本從2008年4月起，乃依「高齡者醫療確保法」（高齢

者の医療の確保に関する法律）實施以75歲以上之高齡者為被

保險人的「後期高齡者醫療保險制度」1。本件遭遇交通事故

的高齡被害者B依該法第58條，向發放保險證、決定保費及支

付醫療相關費用等之主責機構「醫療廣域聯合」（医療広域連

合）申請「後期高齡者醫療給付」後，保險人「醫療廣域聯

1  關於日本就75歲以上之後期高齡者的醫療與保險制度之改革演
進，可參見鄭明政，日本老年醫療保險法制的變革與問題，全國
律師，23卷4期，2019年4月，74-75頁。日本後期高齡者醫療制
度另可參考：https://www.city.kodaira.tokyo.jp.t.fj.hp.transer.com/
kurashi/007/007128.html（瀏覽日期：2020年3月16日）。



www.angle.com.tw      131

合」依被保險人之代位求償權，要求加害者（即本件被告A）

支付損害賠償金，以及從事故日起算的遲延損害金。本件爭

點在於遲延損害金的起算日，原告主張起算日為「事故發生

日」，二審認定是「起訴狀送達日的隔日」。最高法院最後則

認定應為「後期高齡者醫療給付發放日的隔日」，並發回更

審。

二、原告主張

被害者B於2010年間步行通過十字路口時，遭駕駛車輛之

被告A衝撞而受傷。本件事故之過失比例，在被害者B之部分

為5%，被告A之部分為95%。本件扣掉被害者B之過失比例5%

後，由原告給付給B的金額為2,877,298日圓；該金額再加上律

師費575,459萬日圓，總金額共計為3,452,757日圓。又原告主

張被告除須支付上述金額外，還須支付從事故發生日（2010年

8月25日）起算的遲延損害金。

被告A在2010年間於駕
駛車輛時衝撞被害者
B，致B受傷。

原告依高齡者醫療確保法第58
條之規定，代位被害者B向被
告A提起損害賠償之請求，並
主張遲延損害金之起算日為事
故發生日

被告A
原告
醫療廣域
聯合

三、判決經過

二審法院於本件認定「後期高齡者醫療給付」金額確為

2,877,298日圓，律師費則相當於30萬日圓，總賠償金額應為

3,177,298日圓。至於遲延損害金的起算日，係原告明確對被告

A求償之際，亦即起訴狀送達日的隔日（2018年1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