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遺囑信託 (testamentary trust 或 trust under will，日本稱
「遺言信託」 1)，係指以遺囑方式所創設之信託 2，由於其係

於遺囑人即委託人死亡後發生效力，在生效時點上相對於生

前信託 (living trust 或 inter vivos trust，日本亦稱「生前信託
」 )3。我國信託法第二條規定：「信託，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應以契約或遺囑為之。」明示除其他依法律規定而成立之信

託外，信託得以遺囑之方式為之，是本條賦與遺囑信託之法

源。雖然信託之基本法制如信託法及信託業法，已分別於民

國八十五年及八十九年公布施行，與信託相關之稅制亦於九

十年間完成增修訂，我國信託法制堪稱確立。然相較於英、

美數百年來以信託作為管理財產之手段，以及近鄰日本其信

託法施行已逾八十年，信託業蓬勃發展之情況，信託於我國

仍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而遺囑信託，已普遍為英、美人士

採為規劃遺產之方式之一，但目前國人卻甚少使用，亦罕有

學界及實務界人士論及，此由迄今之學位論文、期刊論文、

各級法院之民事判決中均無專論遺囑信託者可見一斑。然法

源既定，實務隨之，為探討遺囑信託之源起及理論，及提供

實務運作時之依據，實有必要就遺囑信託進行全面性之瞭解

，因而有寫作本論文之構想。  
 
第一項   研究動機  
 

作者於從事律師工作期間，間有承接遺囑信託之案件。

於辦理過程中，就相關問題，縱遍尋國內文獻與司法判決，

甚至詢問信託法主管機關法務部之承辦人員，亦無法獲得滿

意之答案，面對當事人之請求，只能就法院可能採取之見解

提供法律意見。雖然法律實務上，類此之問題屢見不鮮，但

                                                 
1 四宮和夫，《信託法(新版)》，有斐閣，二○○二年五月第七刷，頁三八。 
2 謝哲勝，《信託法總論》，初版，元照出版有限公司，二○○三年六月，頁五八。 
3 關於信託之分類，參第二章第一節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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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託法施行已逾八年，卻無一篇論文或判決可資查考之情

況，相信並不多見，若稱遺囑信託之實務及研究於我國尚屬

一片空白，應不為過。 

 

由於遺囑信託係以遺囑方式所創設之信託，主要包含遺

囑及信託兩種法律行為。其之所以未獲實務及學界之重視，

應係國內一般民眾未普遍採用之故，可能之原因有二：一為

民眾對於信託相關之概念及規定，尤其在實務上之操作不甚

熟悉或運用上有所阻礙，另一則為國人並無普遍書立遺囑以

處理遺產之習慣
4
，自然無採行遺囑信託之想法。然信託含遺

囑信託此一法律制度於英美已有數百年之歷史，世界各先進

國家，甚至採行大陸法系之日本等國均引進此一制度，若謂

其無任何優點，似無可能，但採用遺囑信託究竟有何優點，

能於英美等國歷經數百年而不墜，亦使大陸法系國家明知該

制度與現有法體系有所扞挌而仍引入，的確值得探討。尤其

我國亦立法承認此一制度，是基於其優點，或僅是追隨其他

國家之立法趨勢？若其具有甚多優點，在我國之國情下，是

否值得推廣？此等基本之問題，亦值法學界及實務界關心。 

 

另信託法雖設遺囑信託，惟僅於第二條及第四十六條提

及遺囑信託，理論上，若無其他特別說明，信託法內所有規

定，均可適用於遺囑信託，但於深入探討時將發現，其實信

託法之規定適用於遺囑信託時，均有大小不等之問題，顯係

立法時所未見。這些問題應如何處理，立法理由或學說甚少

論及，明顯造成民眾運用遺囑信託時之障礙，應即基於學理

迅速討論，供實務或修法時之參考，亦使使用者有所依循。 

 

基於上述，作者乃以實務上所遭遇之困難及我國信託法

之內容出發，擬全面探討遺囑信託之源起、發展、於外國之

運用及成效、引介進入我國法制之理由，理論基礎、實務運

作時可能發生的問題及其解決之道等。 

 

                                                 
4 李昆霖，《論遺贈─以附負擔遺贈為中心》，輔仁大學碩士論文，二○○三年六月，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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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研究目的  
 

論文之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實為一體之二面，研究動機

背後仍隱藏著之所以探討此一課題之目的。作者於實務工作

時接觸遺囑信託，發現此一制度之立法及運作上尚有許多不

足之處，因此以遺囑信託之相關問題為對象撰寫本論文，最

直接之目的即為日後處理類似案件時，能有所依循，解決當

事人之困難，甚至於代理當事人以訴訟爭取其權益時，能提

出更充分及更容易使法院採納之理由。 

 

其次，在法律學門之研究上，理論與實務乃相輔相成，

理論研究之成果提供立法機關制訂、修正法律與司法機關適

用法律之依據，而實務運用所發現之問題亦可作為理論研究

之素材，缺一不可。作者寫作本論文之目的，即在將實務上

處理遺囑信託所面臨的困難，作理論上之研究，提出思考方

向及解決方案，同時就教於法律學界及實務界之先進，透過

集思廣益，建構遺囑信託之理論體系，期能解決實務上可能

遭遇的問題。 

 

最後，作者亦希望透過此一過程，深入探討遺囑信託為

各國採行理由及優點，能喚起社會對此種制度之重視，使民

眾瞭解遺囑信託可作為規畫遺產、照顧遺屬、進行公益之方

式，解決家庭、社會的問題，使信託業者熟悉遺囑信託作為

信託商品的優點，而願意研究發展，提供委託人信託之管道

，並促進經濟之繁榮發展。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第一項   研究範圍  
 

雖如前述，作者擬全面探討遺囑信託之相關問題，然遺

囑信託所涉及之層面甚廣，以本論文之篇幅實無可能全面涵

括，因此有必要在研究之範圍上予以限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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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信託法第一條規定：「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

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

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就本

條信託定義中，委託人成立信託之目的的不同，可將信託區

分為為他人利益之信託及為完成特定目的之信託
5
，兩者除字

面上信託利益之歸屬不同外，後者並不一定要有受益人之存

在
6
。然不論信託或遺囑信託之研究，其當事人、關係人或其

相互間之權利義務均屬討論之重點，為使遺囑信託之基本問

題均能納入討論之範圍，且受益人於遺囑信託中之角色不容

忽略，實無可能置受益人於不顧，因此本論文將置重點於有

受益人之遺囑信託。 

 

其次，如就信託目的是否具有公益性，前述為他人利益

之信託，若依受益人之不同，可再區分為公益信託(charitable 
trust 或 public trust，亦稱為慈善信託 )及私益信託 (private 
trust)，前者即為信託法第六十九條所稱之信託，私益信託則
係指公益信託以外之信託，係為委託人自己或其他特定之人

之利益而設立者
7
。雖然遺囑亦得為設立公益信託之方式，但

由於公益信託與私益信託在設立目的、設立程序、監督機制

等均不相同，為限縮討論範圍，本論文僅擬就私益信託之部

分進行研究。 

 

最後，信託依受託人是否以承受信託為營業，可分為營

業信託與非營業信託
8
。營業信託又稱商事信託，除應適用信

託法的規定外，尚應適用信託業法及其他相關特別法的規定

；而非營業信託又稱民事信託，原則上僅適用信託法與民法

之規定，此外，兩者在受託人是否受有報酬及監督機關上亦

有所不同。同樣，為集中焦點討論信託法之基本問題，本論

                                                 
5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第一條說明。該條說明第二點第六款載明：「所稱『特定目的』，係指委託

人自己或第三人以外可得確定，且為可能、適法之目的，如以醫學研究、傳染病之消滅、自然

景觀之存續或養護為目的是。」載立法院公報，第八十四卷第六十三期，頁一三○。 
6 潘秀菊，《信託法之實用權益》，三版，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二○○三年四月，頁九三。 
7 楊崇森，《信託與投資》，初版，正中書局，二○○一年十月第十次印行，頁一四。 
8 賴源河、王志誠，《現代信託法論》，增訂三版，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二○○二年八月

二刷，頁三二；陳春山，《信託與信託業法專論：理論與實務》，增修訂三版，台灣金融研訓院，

二○○○年八月，頁一三；鄭俊仁譯，《信託之法務與實務》，財政部金融局，一九九三年六月，

頁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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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暫時擱置由遺囑設立之營業信託的相關問題，而僅探討由

遺囑設立之民事信託之問題。 

 

綜上，本論文主題雖訂為「論遺囑信託」，但受限於篇

幅，並期能深入探討與遺囑信託相關之問題，有必要限縮討

論之範圍，因此，乃以「以有受益人之民事私益信託為中心

」作為本論文之子題，以明本論文所討論對象之範圍。 

 
第二項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論文首先採用歷史研究法。由於通說

咸認信託係起源於英國中古世紀之用益權(Use)制度 9，並受

衡平法院之承認，於西元一五三五年英王亨利八世制訂「用

益權法」 (the Statute of Uses)後逐漸形成信託制度，其後並
於同一法系之美國發揚光大，因此在論及屬於信託下位概念

之遺囑信託時，自應追本溯源，瞭解用益權制度興起時之背

景、功能、普通法院及衡平法院之態度、及其日後之發展等

；又我國信託法之立法理由中明載參酌美國法律整編之信託

法部分及日、韓等國之信託法 10，而因韓國信託法亦係參酌

日本於一九二二年繼受英美信託制度而訂定之信託法，因此

，亦有必要瞭解信託於美、日之發展，期使未來能妥適解釋

及適用遺囑信託之規定。  
 

其次，基於我國信託法主要係繼受美、日等國信託法制

，因此在討論我國信託法下之遺囑信託時，自有深入認識各

該國家信託法內容之必要，以比較法研究之觀點探討其信託

法條文之立法理由，文字內容、及實踐成果等，同時研究我

國法與該等法制之異同以及立法理由，期能瞭解我國信託法

                                                 
9 Bogert, George T., Trusts, Sixth Edition, West Publishing Co., 1987, p. 5. 
ディウィッド‧ヘイトン(David J. Hayton)著，三菱信託銀行信託研究會譯，《信託法の基本原

理》，第一版，勁草書房，一九九六年八月第一刷，頁一三。 

田中實、山田昭著，雨宮孝子補訂，《改訂信託法》，學陽書房，二○○三年五月改訂版五刷，

頁一三。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三。 
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三以下。 

10 參法務部於七十七年四月所提之信託法草案初稿之條文說明，載法務部，《法務部信託法研究

制定資料彙編(三)》，法務部，一九九四年四月，頁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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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然。由於英美法歷來均以判決先例為實務之依據，但

就美國而言，對信託法已有逐漸以法律整編或統一法典之內

容為裁判依據之趨勢 11。為期本論文之討論有具體對象，在

美國法之比較上，即以美國統一州法委員會全國會議於二○

○○年通過，並於二○○三年最後一次修正之統一信託法典
12，及美國法律學會於二○○三年法律整編第三版─信託法 13

為對象，而以後者為主。日本方面，則以大正十一年 (西元一
九二二年 )制頒、平成十三年 (西元二○○一年 )最後修正之信
託法 14為比較對象。此外，由於中國大陸亦於二○○一年四

月頒布信託法 15，並於同年十月一日起施行，其與我國法之

內容亦稍有差異，於本論文適當之處亦用作比較之對象。當

然，在美國法上，尚有許多用以規劃遺產之方法及討論，如

可撤銷生前信託，但為限縮討論範圍，僅於相關章節中略為

說明，不擬全面探討。  
 

最後，論文之寫作並非憑空想像即得以完成，必須參酌

相關之文獻，就討論主題之沿革、立法與司法之實踐、運作

後之檢討與建議等一一比較分析，瞭解其論述架構，摘其重

點與結論，作為思維之基礎。因此，本論文擬採文獻比較法

，首先蒐集美英、日本、及我國之相關法令、書籍、期刊、

論文等，篩選與本論文主題相關者分別精讀或瀏覽。其次按

論文大綱之次序將其內容分門別類，最後於實際進行寫作時

交互參照比較。  
 
綜上，本論文將以歷史研究法、法制比較法及文獻比較

法為研究方法，期能兼顧不同時間與空間中遺囑信託之研究

與討論，亦可於本論文完成後，供後續研究者作為基礎，而

能充分瞭解關於遺囑信託之種種問題。  
 

                                                 
11 由嶸主編，林聰賢校訂，《外國法制史》，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一九九三年十月，頁五○

九。 
12 參http://www.law.upenn.edu/bll/ulc/uta/2001final.htm，本論文並將其條文部分輯錄於附錄六。 
13 American Law Institute, 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rusts, Volume 1and 2, American Law 
Institute, 2003.美國信託法整編全部條文詳見附錄四。 
14 參http://www.houko.com/00/FS_ON.HTM，日本信託法條文中譯文見附錄三。 
15 參http://www.fl365.com/，中華人民共和國信託法繁體字版見附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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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參考文獻及限制  
 

依前所述，遺囑信託為信託類型之一，而信託又起源於

英國之用益權制度，其後信託制度由美國繼受，實踐於衡平

法院之判決，並經相關單位具體化而成統一信託法典及信託

法整編，由英、美法學者或研究機構就其原有制度所為之研

究成果應較其他文獻更具參考價值。因此，研究信託或遺囑

信託自應以英、美文獻為第一手資料。  
 
其次，日本於一九二二年繼受英美信託制度而訂立信託

法，施行迄今已逾八十年，而因日本與我國均屬大陸法系國

家，我國現代立法參酌日本法律之處甚多，原屬英美體系下

之信託制度於大陸法系之日本實行期間，是否順利運作？有

無窒礙難行之處？若有，應如何解決？甚或信託制度應否存

在於大陸法系國家等，該國法學界已累積數量頗豐之研究文

獻。我國於八十五年方制訂信託法，於立法之初即以日本信

託法為參考對象，實際施行雖僅八年，但相關問題已逐漸浮

現，此等問題是否於日本曾經發生，日本法學界或實務界如

何解決或詮釋，於我國實際著手處理前，有必要參考其文獻

，就相關問題之分析及解決之道進行研究，再參酌我國國情

，提出適用於我國之最佳辦法。因此，基於現行法及其困難

所為之研究，自有必要由審視日本文獻著手。  
 
當然，信託法施行八年來，國內學者及實務界亦不乏對

相關問題提出研究結果者，而此等研究勢必最貼近國情及民

情，在相關概念之澄清及問題之探討，亦均以我國法為基礎

，對於研究我國信託法下之遺囑信託制度自屬重要之參考資

料。  
 
綜上所述，本論文主要參考文獻係以英語、日語、及中

文所為之法律及著作，雖然信託法立法時曾參考韓國信託法

，但因作者不識韓文，且韓國信託法亦多師法日本之信託法

，因此本論文暫不引用韓文文獻。另或有德文、法文之文獻

可稽，然因德、法畢竟非信託之起源地，且作者亦無閱讀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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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文之能力，因此對於德、法文之相關文獻只得割捨。  
 
由於著眼於遺囑信託之相關問題，而因國內先前並無討

論類此內容之著作，又限於篇幅，以及英、日語文獻中專以

遺囑信託為題之期刊論文寥寥可數，因此，本論文所參考之

文獻將以中、英、日文之專書為主，輔以相關之期刊論文資

料。雖專論在資料更新速度上或不及期刊論文，然此亦屬定

研究題目之初始料所未及，應視為本論文於參考文獻及寫作

內容上最大之限制，仍待未來研究者克服之。  
 

第四節   論文架構  
 

本論文在內容上概分為六章，章名分別為緒論、遺囑信

託之基礎概念、遺囑信託之設立、遺囑信託之法律效力、遺

囑信託之監督、變更及消滅、與結論。章名之訂定及順序係

綜合與遺囑信託之相關課題，並依邏輯上理解某項法律主題

之順序排列之。期使論文完成後，任一對遺囑信託並無基礎

知識，但有興趣或因實際需要而參考本論著之人，依循前述

章名、順序閱讀後，即能迅速獲得對於遺囑信託之全面或特

定之理解，便於解決問題或進行後續之研究。  
 
第一章緒論主要係於實際進行相關問題之探討前，提供

作者對於本論文主題之概括認識及如何進行之說明。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分析遺囑信託為何成為本論文之主題，以

及完成本論文後作者所能提供的貢獻。第二節研究範圍與方

法中，基於任何論文皆無可能對研究主題為地毯式之研究，

有必要適當限縮研究之範圍，因此在論文主題之外，列出子

題以限縮論文研究範圍，以及子題產生之理由，同時討論作

者擬用以進行研究之方法，即切入問題之面向 (approach)，以
堅實結論之正當性。第三節參考文獻及限制，說明本論文討

論之依據，以及為何採取此等依據之理由，俾利閱讀者日後

之檢視、比對、及明瞭本論文之限制。第四節論文架構，則

簡單介紹本論文各章之內容，亦可視為日後研究者為瞭解某

項問題而閱讀本論文時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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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介紹遺囑信託之基礎概念。由於遺囑信託為信託

之下位概念，亦為信託之一種類型，因此在實際進行遺囑信

託相關問題之探討之前，實有必要對信託有一初步之瞭解。

前述英文、日文、及中文著作中，以信託為題者不計其數，

本論文並非專論信託之著作，無法針對信託為一全面性之介

紹，讀者可參酌本論文註解或文末參考文獻所列著作自行參

考，本論文僅擬於第一節中摘要介紹信託之意義、功能及其

分類，作為後續分析之基礎。第二節遺囑信託之源起及發展

，擬介紹遺囑信託制度於英國之源起，及至美國與日本之發

展，以及其於我國之沿革。然遺囑信託之源起與發展與信託

本身之歷史脈絡可謂一致，介紹遺囑信託之來龍去脈亦等同

說明信託之歷史，因此本節即係以歷史角度切入，探討遺囑

信託於時間縱軸與地理橫軸上之交錯發展。第三節遺囑信託

之意義、性質與功能，以概念之方式，正式進入本論文主題

之討論，希能開宗明義掌握對遺囑信託之認識。本章最後一

節遺囑信託與其他法律關係之比較中，擬以什麼不是遺囑信

託，反面闡述非遺囑信託之概念，以建構遺囑信託概念之界

限，此亦為各國信託論著中一致採為討論信託概念之方式。  
 
於明瞭遺囑信託之概念後，擬進一步闡釋其得有效運作

之前提，此即第三章以遺囑信託之設立為名之用意，藉由分

析其成立及生效要件，不僅可更深入瞭解遺囑信託，亦得作

為後續討論之基礎。信託行為為產生信託關係之法律行為，

遺囑信託行為自為遺囑信託設立之關鍵因素，本章第一節首

先介紹遺囑信託行為，並以其性質與兩大要件─原因行為與

處分行為為重心。而由於法律行為須由法律主體為之，因此

第二節首先即以遺囑信託行為之主體，即當事人資格之檢討

為主題，且遺囑信託與其他生前信託最重要之不同在於因係

以遺囑為之，因此其當事人僅有委託人一人，此亦為遺囑信

託之特色所在；此外，信託關係係涵蓋委託人、受託人、受

益人三方之法律關係，受託人居於信託財產名義上所有權人  
之地位，有義務依信託目的管理信託財產，而受益人為信託

財產實質上所有權人，享有信託利益，均為信託關係重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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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且基於信託三大確定性原則，為信託成立時所須遵

循者，因此本章第二節亦將分別就受託人、受益人之相關問

題進行說明。信託三大確定性原則除受託人及受益人之確定

外，尚有信託財產之確定，因此安排於第三節分析信託財產

此一要件。尤其遺囑信託之財產即為委託人之遺產，在此信

託與遺產產生密切關係，原本適用於遺產之討論，如遺贈與

特留分等問題，亦均可適用於信託，但因信託特有之性質，

同樣之討論可能產生不同之結果，因此對於信託財產之討論

於解決實務上之問題，有相當大的影響。另信託目的不僅係

委託人設立遺囑信託之依據，亦為日後檢視信託內容及信託

關係是否消滅之指標，而為遺囑信託不可或缺之要件，因此

第四節信託目的，乃就遺囑信託目的之必要性、內容及其限

制作出說明。此外，就存續期間之問題，我國法並未明文規

定，乃因英、美法就信託之存續期間有所謂「禁止永續原則

(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16，其意義為何，於我國法有無適

用之必要等，由於關係信託是否違反某些期間限制之原則而

無效之問題，應加以分析說明，因此於第五節設遺囑信託存

續期間。本章最後一節討論交易安全之保護，即信託公示之

問題，然遺囑信託之公示與一般信託之公示相去不遠，擬僅

就特殊部分加以說明。  
 
在本章中，作者提出曾辦理之遺囑信託案件作為實例。

該案例之當事人為李老先生，其子因癌症過世，留有妻及養

女二人。李老先生之子生前曾自書遺囑一份，指明其所有遺

產之一半贈與其妻，而兩養女之特留分則交付信託，並以其

妻為受託人，期間至養女滿四十歲止，同時指示其妻以該信

託利益作為養女撫養及教育之用。惟李老先生表示，孫女中

之長女其實為其女，即委託人李先生其姊之女兒，而次女則

為其媳婦兄長之女，且其媳婦較偏愛次女，致長女之生活、

教育等費用實際上係由其生母支出。因此，李老先生擔心若

依其子之遺囑成立信託，則恐影響其長孫女之權益，而委託

作者之事務所為其思考解決之方案。由於本案例牽涉收養、

                                                 
16 方嘉麟，《信託法之理論與實務》，元照初版，元照出版有限公司，二○○三年三月，頁一五

五。 

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一五五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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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財產之管理、遺囑之效力、親屬會議、信託財產與特留

分之衝突、遺囑信託、信託期間、受益權之拋棄、信託之終

止等諸多問題，儼然為一綜合親屬法、繼承法、及遺囑信託

之實例研習，深具研究之價值。  
 
第四章遺囑信託之法律效力，擬討論遺囑信託成立生效

後，對於信託財產、受託人、受益人、委託人所發生之效力

與信託關係人間之權利義務。第一節主要針對信託財產移轉

為受託人所有後之特性而發，其同一性、獨立性、追及性闕

為信託財產之核心議題。第二節討論受託人之效力，因其實

際負責信託財產之管理及信託利益之分配交付，是信託得否

依其目的持續存在之關鍵，因此不論我國法或其他立法例，

率皆強調受益人行為之規範。在本節中，將論及遺囑信託受

託人之權限、其義務、責任與權利、共同受託人及其變更等

問題。第三節著重於受益人在遺囑信託中之權利義務，在本

節中，受益權之部分為其重點，其內容、移轉、及喪失等問

題，均屬信託之核心問題，有必要加以研究分析。另委託人

在信託生效後，其於信託中之重要性已為受託人及受益人所

取代，尤以遺囑信託之委託人於信託生效時已死亡為然，但

我國法亦不乏信託生效後委託人權利之規定，為明瞭此等權

利之內容，以及在遺囑信託中該等權利得否由委託人之繼承

人行使等問題，實有必要進行探討，因此在本章第四節說明

委託人之相關問題。第五節將針對信託監察人之資格、選任

、職責等進行討論。信託監察人係我國法仿日本信託法中信

託管理人制度所設計者 17，兩者在設立之目的、選任、職責

等方面是否有所出入，亦值探討。  
 
第五章中擬研究遺囑信託本身之相關問題，如其生效後

之監督、變更、及消滅等問題。關於信託之監督、變更及消

滅，信託法雖有明文 18，但是否能一體適用於遺囑信託？有

此考量之原因，係因遺囑信託生效時委託人已死亡，在信託

                                                 
17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第五十二條說明。該條說明第三點載明：「參考日本信託法第八條、韓國

信託法第十八條等立法例。至稱『信託監察人』之用語，係仿民法所定社團與財團監察人暨公

司法所定公司監察人。」同註 5，頁一五五。 
18 參信託法第三條及第六章、第七章之規定。 

 11



法上所規定應由委託人行使之部分應如何處理產生相當大

的問題。因此，擬就遺囑信託之特殊狀況進行比較分析。在

內容之安排上，第一節遺囑信託之監督，分析遺囑信託屬何

種機關監督，以及該監督機關得為之職權；第二節遺囑信託

之變更，分別就委託人、信託目的及條款、信託財產、受託

人、及受益人等要件在何種情況下得為變更，以及變更後之

效果進行說明；第三節遺囑信託之消滅，則著重於我國信託

法上信託消滅之原因及其效果之說明。  
 
在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別從源起及發展、定義、與相類概

念之比較、設立要件、法律效果、監督、變更與消滅等角度

剖析遺囑信託後，第六章將綜合前揭討論之結果，先列舉研

究遺囑信託應有之認識，再歸納本論文思考研究所得，作為

本論文之結論，期供未來司法實務或修法過程之參考，而使

遺囑信託制度於我國之運作能臻於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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