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遺囑信託之基礎概念  
 

為便於後續之分析，有必要先針對遺囑信託及其上位概

念即信託之基本問題作一介紹。因此，本章除探討信託、遺

囑信託之意義、功能、及其於各國之法制發展外，並藉由與

其他相近法律關係之比較，深入瞭解遺囑信託之內涵。 

 

第一節  信託之意義及相關問題 

 

第一項  信託之意義與特性 

 

我國信託法第一條為信託 (trust)之定義：「稱信託者，謂
委託人將財產權為移轉或為其他處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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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定義係參考日本、韓國信託法及美國法律整編

信託法之立法例 19，然因日本信託法亦係繼受美國信託制度

而來 20，因此欲深入瞭解信託之定義，有必要分別就美國及

日本之信託法進行分析。  
 
美國法律整編信託法 21第二條對信託為如下之定義：「信

託，除回復信託及擬制信託外，係一種關於財產之信任關係

，起於創設此種關係之明示之意思表示，並使擁有該財產權

利之某人負有義務，為公益或一人或數人─至少其中一人非

單獨受託人─之利益，管理該財產。22」另信託法學者George 

                                                 
19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第一條說明第三點，同註 5，頁一五五。 
20 關於日本信託法制訂之背景及歷程，可參考下列著作： 
蔡辰男譯，《信託知識》，初版，國泰信託投資公司投資月刊社，一九七五年七月，頁一二以

下。 

徐國香，《信託法研究》，再版，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一九八八年五月，頁二○以下。 

鄭俊仁譯，前揭書，同註 8，頁一一以下。 
水島廣雄，《信託法史論(英法講義第一卷)》，改定版，學陽書房，一九九七年四月第十三刷，

頁二七六以下。 

新井誠，《信託法》，初版，有斐閣，二○○三年十月第二刷，頁一六以下。 
田中實、山田昭，前揭書，同註 9，頁二三以下。 

21 本論文以下所稱美國法律整編信託法，如無特別說明，均指美國法律學會二○○三年出版美

國法律整編第三版之信託法，參註 13。 
22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2, ALI, supra not 13, v. 1, p.17。須提請注意者，於後續之討論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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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Bogert在其著作中則定義信託為：「信託乃一種信任關係，
持有財產權者負有為他人利益管理處分該財產之衡平法上

之義務。 23」從上述美國法或學者對信託之定義可瞭解，其

強調信託乃一種「信任關係」 (fiduciary relationship)，而在
此種關係中有特定之財產及關係人，以及相互間之權利義務
24。因此衍生出信託的要件有三：受託人 (trustee)、一個或數
個受益人 (beneficiary； cestui que trust； cestui)、以及信託財
產 (trust property； trust estate； trust res)，另外也有將信託目
的 (trust purpose)列為要件之一者 25。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美國法上信託定義中之「信任關係

」係存在於受託人與受益人之間 26，所以，信託並非委託人

(settlor)與受託人之間所成立之契約 27。即非如同我國或其他

大陸法系國家如日本所理解，信託基本上係基於委託人對受

                                                                                                                                            
論文均將resulting trust及constructive trust分別翻譯為回復信託與擬制信託，係因本論文對法定信

託另有定義，為免混淆，故予區別。但下述司法院與國立政治大學法律系合譯美國法律整編第

二版中，係分別使用結果信託與法定信託，為尊重原翻譯人，於引用時均未予變更。 
美國法律整編第三版信託法對於信託之定義與其在第二版所列者有些許之不同。第二版中第

二條對信託之定義為：「信託，除慈善信託、結果信託及法定信託外，係指當事人間一種財產

信賴關係，一方有財產之所有權，並負衡平法上為另一方之利益管理及處理財產之義務，而

以明示之意思表示者。」(A trust, as the term is used in the Restatement of this Subject, when not 
qualified by the word “charitable,” “resulting” or “constructive,” is a fiduciary relationship with 
respect to property, subjecting the person by whom the title to the property is held to equitable 
duties to deal with the property for the benefit of another person, which arises as a result of a 
manifestation of an intention to create it.)參司法院、國立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合譯，《美國法律

整編：代理法、信託法》，再版，司法周刊雜誌社，一九九二年三月，頁四二一、四二二。 

上述兩定義之不同，除第三版將慈善信託(即公益信託)納入一般信託定義外，即在於第三版之

信託定義已不再強調受託人對受益人所負者為衡平法上之義務(equitable duties)。但這並不表

示受託人所取得信託財產上之權利(title)及其所負對受益人之義務為一般法律上之權利義務，

而係因信託中一般法律及衡平法權利義務之區分早已成為共識，且美國許多州已立法廢除一

般法院及衡平法院之區別，並將逐步將法律上訴訟及衡平法上訴訟之區別予以廢除。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2, Comment d, ALI, supra note 13, v. 1, pp. 20-21。 
23 其原文為：「A trust is a fiduciary relationship in which one person is the holder of the title to 
property subject to an equitable obligation to keep or use the property for the benefit of another.」
Bogert, George T., Trusts, Sixth Edition, West Publishing Co., 1987, p. 1. 中文翻譯參方嘉麟，前揭

書，同註 16，頁四一。該書尚列出其他文獻對信託之定義，可供參考。 
24 Bogert, supra note 23, p. 1. 
25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2, Comment f, ALI, supra note 13, v. 1, p. 21。 
26 Bogert, supra note 23, p. 2; 樋口範雄，《アメリカ信託法ノ－トI》，初版，弘文堂，二○○○年

七月，頁九。 
27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10, ALI, supra note 13, v. 1, p. 145。此係因於英美法中，信託法制與
契約法制乃二不同之體系，且信託法制之出現早於契約法，因此信託之運作及解釋並非依契約

法原理為之。參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六六。雖然如此，英美對於信託之性質，亦有採

契約說者，詳後述第二項信託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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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人之信賴而成立之契約 28。其次，由於信託係英美衡平法

(equity)下之產物，委託人雖將信託財產移轉給受託人，受託
人成為該財產之法律上所有權人，但卻負有衡平法上之義務

，須為受益人之利益管理或處分該財產，受益人則取得衡平

法上之權利，得為信託利益之歸屬人。此種同一財產上法律

上權利 (legal title)與衡平法上權利 (equitable title)之明顯區
分，即為信託之特色，亦為大陸法系國家引入信託法理後所

遭遇最棘手的問題之一 29。因此，日本信託法權威四宮和夫

教授曾說：「如所周知，信託係英美法所育成之制度，在屬

於大陸法系的我國私法中，係如同水上之浮油般異質的存在

。 30」將日本法視為水，而認信託如同水上之浮油，縱使同

處於一容器中，仍無融合之可能，一語道出信託與大陸法體

系之相互關係，可謂妙喻，並廣為日本信託法學者所引用。  
 
而同屬大陸法系國家之日本，其信託法第一條規定：「

本法所稱信託，謂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他人依一

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其財產。 31」依此定義之文義觀之，

日本法中之信託並未強調係一種信任關係，此為其與美國法

上定義間最大之不同。四宮和夫教授指出日本法上之信託有

下列特色，可認為對此定義之闡釋 32：  
一、以特定財產為中心之法律關係。 

二、受託者成為該財產之名義人。 

三、授與受託者對於該財產之管理、處分權限。 

四、受託者之管理、處分權限係排他的。 

五、受託者之權限並非為自己之利益而被授與，而係為他人

而遵循一定之目的來行使。 

                                                 
28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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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信託

法雖未明示信託應以契約為之，但在解釋上咸認信託係依契約或遺囑為之，鄭俊仁譯，前揭書，

同註 8，頁一、四；田中實、山田昭，前揭書，同註 9，頁四○。 
29 即以此兩種權利在大陸法系內應如何稱呼即有困難，我國學者方嘉麟參酌法務部信託法總說

明，而將法律上所有權及衡平法上所有權分別稱為「實質上之所有權」及「名義上之所有權」，

以方便理解及運用，國內學者多已採用此種說法，本論文從之。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
四三，註 9；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九五；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四五。 
30 四宮和夫，前揭書舊版序言，同註一，頁三。 
31 本條文翻譯，參註 10，頁一○○七，徐國香，前揭書，同註 20，頁二四一，及鄭俊仁譯，前
揭書，同註 8，頁一。 
32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七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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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係依法律行為而設定。 

 

比較過美國法及日本法上信託之定義後可知，雖然日本

信託法制係沿襲美國法而來，但因兩者分屬不同法系，因此

僅在定義上即有所不同
33
；同時，縱使導入信託法制，但基於

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對債權與物權之概念並不相同，在司法

上之解釋亦有分歧之可能，即究應依大陸法系中民法之觀點

，或英美信託制度之觀點來理解
34
。凡此均值我國研究及運用

信託法人士重視。 

 

至於我國法上之信託，雖係參考美國法及日本法之立法

例，但在文字上與該兩國之信託定義不同，此亦為理解信託

定義首應注意者。美國法上之定義係以受益人對受託人之信

任關係為中心，而日本法則將信託認係以特定財產為為中心

之法律關係，對照我國信託法第一條之立法理由：「信託乃

委託人、受託人與受益人間所存在之一種以財產權為中心之

法律關係。
35
」顯見我國對信託之定義較接近日本法上之定義

，而未採取美國法信託係一種信任關係之觀點。然我國法信

託定義中將信託之要件(委託人、受託人、受益人、信託目

的、信託財產)明列之作法，卻與日本法例不同，而顯係參

考韓國信託法之規定
36
。 

 

綜合前述美、日、韓及我國信託法對信託之定義，雖然

切入的觀點有異，但信託之核心意義則一，即信託財產之移

轉及信託財產之管理
37
。首先，信託法第一條開宗明義即規定

：「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

                                                 
33 我國學者方嘉麟教授認此係因兩法系所採定義模式不同，英美法系採目的導向之模式，而大

陸法系偏重構成要件之分析。參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四二。 
34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一九註 1；田中實、山田昭，前揭書，同註 9，頁二七。 
35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第一條說明第一點，參註 5，頁一三○。 
36 韓國信託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本法所稱『信託』，乃指因基於信託設定者(以下稱為委託者)
與接受信託者(以下稱為受託者)間之特別信託關係，委託者將特定之財產權移轉給受託者，或交
其做其他之處分，並使受託者為特定人(以下稱為受益人)之利益或為特定之目的來管理處分其財

產權之法律關係而言。」參法務部，前揭書，同註 10，頁一○○七至一○○八。 
37 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四一至四四；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一九；詹
森林，信託之基本問題─最高法院判決與信託法規定之比較，《民事法理與判決研究》，自刊，

一九九八年十一月，頁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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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第一條：「本法所稱信託，謂將財產權移轉或為

其他處分，‧‧‧」、及美國法所規定用以成立信託之方式

中，前二項即為以遺囑或生前移轉財產權
38
。因此，除財產所

有權人對外宣言由其自任受託人之宣言信託(declaration of 
trust，又稱信託宣言 )39，無需為財產之移轉外，欲成立信託

，委託人首須移轉或處分其財產權給受託人，基於此項意義

之重要性，亦有學者將其列為信託之客觀構成要件 40。而信

託財產之管理，指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

而且必須確實基於委託人之意思表示，有管理處分信託財產

之職權。因相對於受託人必須管理及處分信託財產之「積極

信託」(active trust)，尚有所謂「消極信託」(passive trust)41者

，係指受託人僅受信託財產之移轉，而不負管理或處分之義

務，該財產之管理、使用或處分悉由委託人或受益人為之 42。

在美國法下，由於部分州繼受英國之用益權法 43而加以成文

化、部分州制訂類似於用益權法之法律、以及某些法院承認

用益權法為普通法 (common law)之一部分，並將該法之原則

                                                 
38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10 (a) and (b), ALI, supra note 13, v. 1, p. 145. Uniform Trust Code, § 
401 (1), NCCUSL, supra note 12, p. 50. 
39 所謂「宣言信託」或「信託宣言」，係指委託人將自己的特定財產指定為信託財產，並對外宣
言自為委託人及受託人，為特定受益人或特定目的而管理信託財產之信託，謝哲勝，前揭書，

同註 2，頁五九、六○；楊崇森，前揭書，同註 7，第四章，頁七九以下。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第二條說明第二點將宣言信託定義為：「公益信託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

可，得由法人為委託人對公眾宣言自為受託人，並邀公眾加入為委託人之信託。」參註 5，頁
一三二。 
美國法承認經由信託宣言可成立信託，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10 (c), ALI, supra note 13, v. 1, 
p. 145。但日本信託法學者認宣言信託以自己之財產作為信託財產有詐害債權之可能、法律關

係不明確、及容易造成義務履行不完全等理由，不承認信託宣言得成立信託，日本信託法第

一條亦規定信託財產必須移轉，而由「他人」管理處分，排除不移轉財產而由「自己」管理

處分財產之信託方式，因此，日本法上不承認信託宣言，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八四；
鄭俊仁譯，前揭書，同註 8，頁三五。 
我國信託法於第七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法人為增進公共利益，得經決議對外宣言自為委託人

及受託人，並邀公眾加入為委託人。」係參考日本法例，原則上不承認信託宣言，但為增進

公共利益，並考量公益信託有週密之監督，以及事先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例外僅

於公益信託採法人得以信託宣言方式成立信託，因此我國法於宣言信託上顯係採折衷於美國

法與日本法之中間作法，參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一八三。 
但就本論文所討論之民事私益信託而言，我國法仍不承認得以信託宣言成立之，因此宣言信

託並不在本論文討論之範圍，有興趣之讀者可自行參考其他信託法著作。 
40 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二二二。 
41 美國法律整編信託法對積極信託之定義為：「依信託條款，受託人有確認之義務須完成者。」

而定義消極信託為：「受託人唯一的義務在於不去干涉受益人享有信託財產之利益。」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6 (1), ALI, supra note 13, v. 1, p. 74。 
42 楊崇森，前揭書，同註 7，頁一三。 
43 關於英國用益權法之介紹，詳見本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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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動產 44，一旦法院認用益權法或其相類似法律得適用

時，消極信託受託人對信託財產所擁有之權利將因而消滅，

該權利並將直接移轉至受益人名下 45。同時，統一信託法典

亦規定受託人必須有應履行之職責 (the trustee has duties to 
perform)46，因此，一般認為在美國，消極信託應歸於無效 47。

而在我國雖無用益權法之適用，但因信託法第一條規定「受

託人依信託本旨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所以，對信託財產

不負管理處分義務之消極信託，應非屬我國信託法上之信託
48，至其效果，應視其內容而認為無效 49或非信託而應適用其

他法律規定 50。  
 
基於以上的分析，可歸納出信託具有下述特性 51：  

一、信託財產須特定，且須有信託財產之移轉及管理：信託

既為一種關於財產之信任關係，信託財產即係信託成立

之要件，且於信託成立時必須存在而可特定
52
，若於信託

期間內，信託財產滅失或不存在，信託即因而終止
53
；而

信託財產之移轉及管理為信託之核心意義已如上述。 

二、實質上所有權與名義上所有權之分立：在信託關係中，

受託人為信託財產名義上所有權人，並負信託財產之管

理責任，其因管理、處分信託財產，所生與第三人間之

                                                 
44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6, Comment on Subsection (3), b, ALI, supra note 13, v. 1, p. 75; Bogert, 
supra note 9, § 46, p. 168. 
45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6 (3), ALI, supra note 13, v. 1, p. 74; Bogert, § 46, supra note 9, p. 168. 
46 Uniform Trust Code, § 402 (a) (1), NCCUSL, supra note 12, p. 52. 
47 楊崇森，前揭書，同註 7，頁一三。 
48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二二。就消極信託非屬我國法上之信託，最高法院迭有
判決，請參閱七十一年度臺上字第二○五二號、七十八年度臺上字第一一二二號、八十三年度

臺上字第三一七二號、八十七年度臺上字第二六九七號、八十八年度臺上字第三○四一號、九

十一年度臺上字第一八七一號、及九十二年度臺上字第一二六三號等判決。 
49 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六○、六一；詹森林，前揭書，同註 37，頁二三○。 
50 詹森林，前揭書，同註 37，頁二三一；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二二。 
51 楊崇森，前揭書，同註 7，頁三○至三五；潘秀菊，前揭書，同註 6，頁一九至二一；Hayton, 
David J., The Law of Trusts, Second Edition, Sweet & Maxwell, 1993, p. 6. 
52 信託財產之特定為英美信託法上三大確定性(three certainties)之一，須於信託設定時特定之， 

Sydenham, Angela, Trusts in a Nutshell, Sweet & Maxwell, 1991, p. 6.所謂三大確定依該書援引
Lord Langdale M.R.在 Knight v. Knight (1840)案中之說法為：certainty of words or intention(用語
或意圖，即成立信託之意思表示), certainty of subject-matter(即對象物，包含信託財產及受益權), 
and certainty of objects(信託標的，即受益人)，詳見第三章第一節之說明，海原文雄，《英米信

託法概論》，初版，有信堂高文社，一九九八年三月，頁六七。 
53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2, Comment i, ALI, supra note 13, v. 1, pp. 22-23; Bogert, § 25, supra 
note 9, pp. 70,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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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義務，均歸屬於受託人(嚴格言之，應為歸屬於信

託財產)；而實質上所有權，亦可稱為信託利益，係由

受益人所享有，受託人除約定之報酬外，並不能享有信

託財產上之利益。 

三、信託富於彈性：信託制度在運作上極富彈性，且深具社

會功能，故在英美早被廣泛利用。任何人均可藉信託契

約或遺囑以動產、不動產或其他權利，為自己或他人之

利益成立信託。於符合法定要件下，其目的、範圍或存

續期間等均可依個別需要而訂定。亦即信託之目的及內

容幾乎沒有限制
54
，因此亦有學者將此特性稱為「多樣性

」
55
。 

四、信託具有超越性
56
：又稱為信託財產之獨立性

57
，即指信

託一旦成立，信託財產本身即超越委託人、受託人及受

益人以及三者任何一方之債權人獨立存在，不受債權人

之追及。 

 

第二項  信託之性質與功能 

 

如同前述，大陸法系國家引入信託制度，除了面臨名義

上所有權與實質上所有權分立之困境，信託在大陸法系中之

性質亦持續困擾法學者及實務人士。由於在英國，信託制度

之出現早於契約法，且英美傳統上將信託視為財產法

(property law)的範疇，因此，基本上並不以契約法之原則解
釋或解決信託之問題。但在大陸法系國家如日本及我國，均

將雙方意思表示一致視為契約之行為，再視將該契約之內容

大別為債權或物權兩種性質 58，其實益在於兩種性質之契約

應適用不同之原則，債權契約原則上有私法自治之適用，而

物權契約則受物權法定原則、物權客體特定原則、物權效力

                                                 
54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Chap. 6, Introductory note, ALI, supra note 13, v. 2, p. 3; Bogert, § 47, 
supra note 9, p. 172. 
55 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九○。 
56 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九一。 
57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六八；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一三一。關於信託
財產之獨立性，詳見第四章第一節之說明。 
58 王澤鑑，《民法總則》，增訂版，自刊，二○○○年九月，頁二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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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原則及物權變動之公示、公信原則等拘束 59。即因此兩

種截然不同之分析模式，導致信託制度在大陸法體系中之種

種困難。雖然信託之性質並非本論文之重點，但為後續討論

之需要，僅在此簡單介紹英美、日本及我國學說上對信託性

質之說明，用供參考。  
 
基於英美財產法與契約法分立之背景以及近來之法制

發展，其對於信託之見解主要可分為財產說、契約說及法人

說三種 60。財產說又可稱為物權說，但因英美財產法之範圍

較大陸法系物權法為廣，因此仍稱為財產說。此說起因於英

美對信託之定義係認為一種財產上之信賴關係，該財產即為

信託財產，且信託財產又具有獨立性，委託人及受益人並無

對信託財產之管理處分權，信託財產亦不受債權人之追及，

信託重組委託人、受託人、受益人及其三人債權人間之關係

，此乃契約法所無法達成者。契約說則認信託係委託人與受

託人間之協議，而類似於第三人利益契約，且受託人必須於

接受後，方有管理信託財產之義務，而受託人取得信託財產

並無對待給付，分別具有雙務及單務契約之性質。至於法人

說，係因基於信託財產之獨立性，許多立法甚至是一九八四

年海牙信託法公約 (Hague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of 
Trusts 1984)，均明示或默示承認信託為法律實體或權利義務
主體，亦即可視為非自然人之法人。  

 
在日本及我國，關於信託之性質亦可大別為三說：債權

說、物權說及折衷說 61。債權說為日本信託法學界之通說，

此說認不論是信託財產之移轉，或信託關係人間之權利義務

，均應受委託人與受託人間信託契約之約束。物權說則採較

為傾向於英美法對信託制度解釋之角度，認信託本非大陸法

系之產物，且信託財產具有實質的法主體性、受益權之物權

性質及承認受託人具有管理者之性格，而非負有債務，因此

可能不符民法之原則或概念，此說以四宮和夫教授為代表，

                                                 
59 王澤鑑，《民法物權第一冊：通則、所有權》，修訂增補版，自刊，二○○三年十月，頁二一。 
60 此處之說明主要參考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四七至五四。 
61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二三至二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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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稱為實質的法主體性說 62。折衷說則認為信託應同時具有

債權及物權之性質，只是從不同的角度觀察，債權或物權所

佔比重略有高低而已 63。而我國學者多半引信託法之相關規

定，如信託法第十八條受益人擁有物權追及效力之撤銷權、

第十條至第十四條信託財產之獨立性、第二十四條第一項信

託財產之分別管理等，證明信託的確同時具有債權及物權之

性質，而採折衷說 64。  
 
另外，信託制度自中世紀起源於英國後，經美國繼受並

發揚光大，許多非屬英美法系之國家亦立法引進此一制度 65

，至今仍盛行不墜。因此，信託制度必然有其數百年來持續

存在的理由，或可視為信託之功能或優點。以下將簡單介紹

信託制度之功能，藉以明瞭其之所以廣受運用之原因。  
 
行政院於向立法院提出信託法草案時，於草案總說明指

出信託有三方面，即運用在家庭方面、商業方面及社會方面

之效用或功能 66。運用在家庭方面，有保儲財產、避免浪費

、執行遺囑、監護子女、照顧遺屬等效用。蓋保全信託財產

之價值或謀求相當之增值係信託之基本功能 67，但若為特定

人之生活保護或扶養，而防止財產之喪失或減少，則即應偏

重信託之保全功能，如浪費者信託 (spendthrift trusts，又稱禁
止揮霍信託 )68、扶養信託 (trusts for support，又稱教養信託 )69

、自由裁量信託 (discretionary trusts)及保護信託 (protective 

                                                 
62 新井誠，前揭書，同註 20，頁三四、三五。 
63 田中實、山田昭，前揭書，同註 9，頁三○至三二；新井誠，前揭書，同註 20，頁四二。 
64 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五三、五四；陳春山，前揭書，同註 8，頁七。另賴源河、王志
誠，前揭書，同註 8，頁二五、二六，基本上支持債權說，惟認為兼顧英美信託之特質，應分別

他益信託或自益信託論之，前者具物權性，後者則屬債權性質。 
65 謝哲勝，《財產法專題研究(三)》，初版，元照出版有限公司，二○○二年三月，頁二六三。  
66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總說明，參註 5，頁一二五。 
67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二六。 
68 浪費者信託係美國法上之概念，係限制受益人移轉其信託利益之信託規劃，藉此可避免受益

人因生性浪費而將信託利益甚或信託財產揮霍殆盡。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58, 59, ALI, supra 
note 13, v. 2, pp. 355, 395; Uniform Trust Code, § 502, NCCUSL, supra note 12, p. 80. 
69 扶養信託係由信託條款規定，受託人應基於受益人教育上或扶養上之必要，而支付信託利益，

受益人不得移轉該利益，其債權人亦不得取得該利益。Restatement Second, Trusts, § 154，司法院、
國立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合譯，前揭書，同註 22，頁四九八。 
扶養信託與浪費者信託之區別在於，前者並未規定信託利益不得轉讓，而不得轉讓之部分亦

僅限於扶養所必要之金額，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一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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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ts)70、以及日本法上之特定贈與信託 (又稱特別障害者扶
養信託 )71等均屬之。而在商業方面，有代辦證券業務、招股

募債、革新財務計畫、提供長期資金、改善公司經營等功能
72。另我國新近所制訂之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中之特殊目的

信託、不動產證券化條例中之不動產投資及不動產資產信託

等，均被利用為資產證券化的導管體，因此信託在商業上亦

具有導管功能 73。至於在社會方面，則可藉由公益信託之設

立，達成慈善、文化、學術、技藝、宗教、祭祀等目的，因

此具有公益或慈善之功能。  
 
此外，亦有學者著眼於信託得補大陸法系傳統法制之不

足，認信託法有提供契約法和代理法欠缺之功能，因信託能

妥善規範當事人和第三人之權利義務，提供具有典型契約條

款之效率；提供物權法欠缺之功能，因信託財產獨立性原則

，使信託當事人的財產和信託財產分離，提供信託財產不受

當事人之債權人追索的屏障；及提供公司法欠缺之功能，因

信託的多樣性和彈性，提供當事人對法律實體的多重選擇 74。 
 
以上關於信託之性質與功能之說明，與下述信託之分類

同，均在以不同之角度提供對信託之認識，並得作為本論文

主題研究之基礎。  
 

第三項  信託之分類 

 

在法學的研究上，為便於認識及適用，常依不同之標準

                                                 
70 自由裁量信託係賦與受託人自由裁量權以決定信託利益如何分配，此時受益權之受讓人及受

益人之債權人均不得強制受託人支付信託利益，Restatement Second, Trusts § 155，司法院、政大
法研所合譯，前揭書，同註 22，頁四九八；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一三二；Uniform Trust 
Code, § 504, NCCUSL, supra note 12, p. 84. 
而保護信託為英國法上之制度，經常與自由裁量信託合併使用，可達到浪費者信託之效果，

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一三三。 
71 特定贈與信託係基於日本繼承稅法(相續稅法)第二十一條之四，對於特別障害者(指重度身心

殘障者)在日幣六千萬元以內之贈與免課贈與稅之規定，而以特別障害者為受益人，以照顧其生

活為目的所成立之信託，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二七；新井誠，前揭書，同註
20，頁二九二。 
72 楊崇森，前揭書，同註 7，第四章，頁二四。 
73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二九 
74 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二○以下；同作者，前揭書，同註 65，頁二四一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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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研究對象之法律作不同之分類，於信託法之研究亦然。

而在進行分類時，必須同時注意區分標準、種類名稱及區別

實益三項要素，才能算得上是有意義之分類。以下將對信託

之分類一一說明。 

 

一、以其成立之原因為標準，信託可分為意定信託及非意定

信託 

 

首先，依據美國法律整編信託法第二條之規定，係將回

復信託(resulting trust，日本學者稱「復歸信託」75)與擬制信
託 (constructive trust，日本學者稱「構成信託」76)排除於一般
信託之定義外，顯然回復信託及擬制信託與一般信託不同，

細究其條文內容可知，依信託之成立是否基於當事人明示之

意思表示 (manifestation of intention)，可區分為意定信託 (又
稱明示信託， express trust)及非意定信託 (又稱默示信託，
implied trust)77，而後者即包括回復信託及擬制信託 78。前者

之成立係基於當事人明示之意思表示，大部分之信託屬之，

包括契約信託、遺囑信託、宣言信託、商業信託、公益信託

等；後者之成立即非基於當事人明示之意思表示，而往往係

法院為探求當事人真意，或基於衡平原則之考慮所創設者 79

。而意定信託與非意定信託之區別實益在於兩者之法律效果

不同，意定信託之受託人須依委託人之意思即信託條款管理

處分信託財產，但非意定信託之受託人，其職責僅係將信託

財產所有權儘速移轉於法院認定應取得該權利之人 80，而屬

廣義之消極信託 81。  
 
而回復信託，係指財產權之移轉，因財產所有權人之意

                                                 
75 例如海原文雄，前揭書，同註 52，頁三○。 
76 同上註。 
77 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二一一、二九六、二九七；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六○；

楊崇森，前揭書，同註 7，頁一五。 
78 Bogert, § 71, supra note 23, p. 261. 
79 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二一一。 
80 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三○○；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7, Comment e, ALI, supra note 
13, v. 1, p. 90. 
81 廣義之消極信託係相對於前述由委託人明示受託人無積極管理處分信託財產義務之狹義消極

信託而言，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二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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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不明，或因某種原因而無效時，此時法院推定受讓人視為

依據回復信託為讓與人取得該財產，亦即信託財產係為委託

人之利益存在，受託人須將信託財產返還於委託人 82。另擬

制信託其實並非信託，而屬衡平法院所為之一種救濟手段，

係法院為防止詐欺或不當得利，強制以不正手段自被害人處

取得所有權之人為被害人之受託人，並使其負擔如受託人之

義務，其成立全然與當事人之意思無關 83。  
 
但須注意的是，此項分類係以美國法對信託之定義而來

，但因非意定信託之成立須賴法院為之，而在我國法律無明

文規定，法院造法功能顯趨保守之狀況下，回復信託及擬制

信託得否運用於我國信託法實務上顯有疑問 84，但至少瞭解

意定與非意定信託之區別及意義，可提供對信託之認識應無

庸置疑。 

 

二、以其成立之依據係來自當事人之設定或法律規定，可將

信託區分為設定信託及法定信託 

 

相對於第一種分類係依美國法對信託之定義而來，本項

分類則完全依據我國信託法之規定，因此毫無疑問可適用於

我國信託法之實務當中。 

 

信託依其成立之依據係因當事人之設定或法律之規定

，可區別為設定信託(trust by act of a party，又稱任意信託)
及法定信託(trust by act of the law)85。前者係依當事人之信

託行為而設定
86
，如我國信託法第二條所規定之契約信託及遺

囑信託；後者則係依法律之規定而成立，如信託法第六十六

條規定：「信託關係消滅時，於受託人移轉信託財產於前條

                                                 
82 Bogert, § 71, supra note 23, p. 261; 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二九七；楊崇森，前揭書，同
註 7，頁一五。 
83 Bogert, § 71, supra note 23, p. 261; 楊崇森，前揭書，同註 7，頁一五。 
84 關於非意定信託引入我國之可能，參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三○六以下。 
85 此亦為日本信託法學界常用之區別方法，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三八；田中實、山田
昭，前揭書，同註 9，頁三二；海原文雄，前揭書，同註 52，頁三○；鄭俊仁譯，前揭書，同
註 8，頁一八。  
86 關於信託行為之定義與說明，參第三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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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權利人前，信託關係視為存續，以歸屬權利人視為受益

人。」及第七十九條規定：「公益信託關係消滅，而無信託

行為所訂財產歸屬權利人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為類似之

目的，使信託關係存續，或使信託財產移轉於有類似目的之

公益法人或公益信託。」以法律擬制之方式使已消滅之信託

關係視為存續之信託 87。另我國信託法第二條所規定：「信託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以契約或遺囑為之。」中所稱「法

律另有規定」之信託，雖依該條立法理由係指同法第七十一

條之宣言信託 88，但不因有「法律另有規定」之文字，而認

為宣言信託為法定信託，因宣言信託仍係委託人以意思表示

之方式成立，因此信託法第二條應屬針對設定信託方式而為

之規定，亦即在我國法上，設定信託得以契約、遺囑或宣言

之方式為之 89，而非區別設定信託與法定信託之規定。  
 
而區別設定信託與法定信託之實益在於，對於法定信託

之解釋，尤其是信託之目的及受託人之職責等，並非完全依

委託人設定信託之意思表示為之。以第六十六條之法定私益

信託而言，信託關係既已消滅，則信託成立時委託人欲賦與

受益人信託利益之目的已不存在，而第六十六條所稱之權利

歸屬人可能並非受益人，因此對於信託之目的或受託人之職

責，應為適時之調整，非全然依據原信託條款而解釋。至於

信託法第七十九條之法定公益信託，則係英美法上「最接近

原則」 (the Doctrine of Cy Pres or Cy Pres Doctrine90，又稱「

次接近原則」 91、「儘量接近原則」 92、「近似原則」 93、「彈性

原則」 94，日本之翻譯為「可及的近似之原則」 95)在我國法

                                                 
87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三七。 
但也有學者認信託法第六十六條所規定受託人之義務，係基於受託人義務之延伸，並非新的

法律關係，所以並無新的信託發生，而非法定信託，參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二四九。 
88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第二條說明，同註 5，頁一三二。 
89 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二一一。 
90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67, ALI, supra note 13, v. 2, p. 512; Bogert, § 147, supra note 23, p. 
519. 
91 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一六六。 
92 潘秀菊，前揭書，同註 6，頁二五○。 
93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一九三。 
94 司法院、國立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合譯，前揭書，同註 22，頁六四六。 
95 例如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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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運用 96。最接近原則之原意為，當公益信託之目的係或

將成為違法、不可能或無實益時，或其信託財產用於成立之

目的係屬或將成為浪費時，法院得調整信託之目的及信託財

產之運用，使其於最接近原設立目的下繼續存在 97。而第七

十九條規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為『類似之目的』，使信

託關係存續，或使信託財產移轉於有『類似目的』之公益法

人或公益信託」，顯然原公益信託之目的已為變更，或受託

人已變更，當然在信託之目的及受託人之職責之解釋上，已

無法依原有之信託條款為之。  
 
另須補充者，日本學者有將此兩種分類方式合併，而將

回復信託認係設定信託之一種，而擬制信託則屬法定信託 98

。然依前述，此兩種分類方式係基於不同之背景而為，雖然

日本法或我國信託法均繼受美國法而來，但既已經立法程序

完成立法，且為日後適用之考量，實不適合再將兩者合併論

述，不但在概念及範圍上可能造成混淆 99，且回復信託與擬

制信託於我國是否有存在之可能尚有疑問，因此，此兩種分

類方式應視討論之目的分別使用，方有其分類上之意義。 

 

三、依其設定方式不同，可將信託區分為契約信託、遺囑信

託及宣言信託 

 

自此以下之各種信託分類，均係針對前述之意定信託或

設定信託所為之分類，因不論美、日或我國信託法及信託實

務，均以意定或設定信託為原則，因此，方有更進一步以各

種分類認識之必要。 

 

前已論及，我國信託法第二條所規定：「信託，除法律

                                                 
96 信託法第七十九條草案說明係參考日本信託法第七十三條及美國信託法第三百九十九條及第

四百條之立法例，參註 5，頁一六五。而此等條文均係各該法律中關於最接近原則之規定，參四

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七○；Restatement Second, Trusts, §399, 司法院、國立政治大學法

律研究所合譯，前揭書，同註 22，頁六四六。 
97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67, ALI, supra note 13, v. 2, p. 512. 
98 海原文雄，前揭書，同註 52，頁三三。 
99 例如雖然日本學者海原文雄認法定信託僅包含擬制(構成)信託，但亦有學者認此處之法定信託
尚應包括回復(結果)信託，參許耀東，信託制度之研究─兼論我國信託事業之回顧與前瞻，中國

文化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一九八四年六月，頁二八至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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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規定外，應以契約或遺囑為之。」其中「法律另有規定

」係指該法第七十一條之宣言信託，且第二條應屬針對設定

信託方式而為之規定，因此，依信託設定之方式之不同，可

將信託區分為契約信託、遺囑信託及宣言信託 100。契約信託

係指委託人與受託人間因意思表示合致而設立者；遺囑信託

則係委託人以遺囑方式創設之信託；至於宣言信託，則係委

託人對公眾宣言自為受託人而成立之信託。就此項分類，亦

有學者參考美國法信託之分類，以自然人所設定之信託是否

於其生前發生效力，而將信託區別為生前信託與遺囑信託 101

，兩相比較後似可認為，前述契約信託及宣言信託均屬生前

信託，因自然人死後無法與其他人達成意思表示之合致，亦

即無法以契約成立信託，因此契約信託率皆為生前信託 102，

另因宣言信託中委託人必須自任受託人，而委託人死後勢必

無法擔任受託人之職務，因此宣言信託無法於委託人死後方

發生效力，而必為生前信託。惟依我國信託法第七十一條第

一項之規定，宣言信託之委託人僅法人有資格為之，則宣言

信託即無自然人生前或死後發生效力之問題，而不應落入生

前／遺囑信託分類之範疇，另生前／遺囑信託之分類除生效

時間不同外，並無其他區別之實益，因此本論文不採此種分

類。  
 
而在區別實益方面，可從數個角度切入。在意思表示方

面，契約信託必係基於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雙方意思表示合致

，而遺囑信託及宣言信託均為單方意思表示，因遺囑及宣言

                                                 
100 本項分類亦係依據我國信託法所為，因日本信託法未有宣言信託之規定，學界通說亦不承認

信託法中之信託包括宣言信託，參註 39，因此日本信託法上設定信託之方式僅有契約與遺囑；

而美國法設立信託之方式有五：以遺囑為財產之移轉、生前為財產之移轉、財產所有權人之宣

言、指定權之行使及承諾或受益權轉讓，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10, ALI, supra note 13, v. 1, p. 
145. 
101 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二一三；楊崇森，前揭書，同註 7，頁一五；謝哲勝，前揭書，
同註 2，頁五八。 
102 若委託人與受託人間以契約成立信託，但以委託人之死亡為停止條件，亦即契約信託於委託

人生前即已成立，但卻須俟委託人死亡後方生效力，則其究屬生前信託或遺囑信託？因此以此

種分類方式將無法解決此一信託之歸類，而為本論文所不採。雖然在日本因其民法承認死因贈

與，解釋上得類推適用死因贈與的規定，而認此種以委託人死亡為停止條件之信託有效，賴源

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三八、三九，但此種信託在我國是否承認？亦即效力如何，尚

值探討。 

 27



均係單獨行為 103。在法定要件上，契約信託係以契約為之，

而契約並非要式行為，因此契約信託為不要式行為 104。遺囑

信託係以遺囑為之，而遺囑則為要式行為 105，因此遺囑信託

為要式行為。至於宣言信託，有認為單純宣言並無要式性，

因此宣言信託係不要式行為者 106，但依信託法第七十一條第

一項之規定，宣言信託事前應經公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

可，並須經法人之決議為之，而機關之許可及法人之決議必

屬要式，因此，本論文認為至少我國信託法下之宣言信託應

為要式行為。最後，在信託財產之移轉上，契約信託及遺囑

信託均必須為信託財產之移轉，此亦為信託法第一條信託定

義中之要件，而且此兩種信託之委託人亦不可能自為受託人

；而宣言信託，實際上並不包括在信託法第一條之定義範圍

內，似乎不屬我國法上之信託，但因第二條及第七十一條之

規定，而將其納入信託法之信託範疇，其最大之特點就在於

委託人自任該信託之受託人，以及並無信託財產移轉之行為

。 

 

四、依信託之目的是否具有公益性，可將信託區別為私

益信託及公益信託  
 

依信託設立之目的係為私人之利益或為公益之目的，可

將信託區分為私益信託(private trust)及公益信託(charitable 
trust)。公益信託是以慈善、文化、學術、技藝、宗教、祭祀
或其他公共利益為目的而成立之信託 107，而私益信託則泛指

                                                 
103 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二一一。 
104 但有學者以信託必須有信託財產之移轉，若信託財產為不動產，因不動產物權變動須作成書

面，因此，以不動產為信託財產之契約信託應為要式行為，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九九。 
105 我國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九條至一千一百九十五條參照。 
106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四四。 
107 此為我國信託法上之定義，日本信託法第六十六條關於公益信託之定義與此類似，四宮和夫，

前揭書，同註 1，頁四○；田中實、山田昭，前揭書，同註 9，頁三四。美國法上認公益信託係
將信託財產用於法律視為有利於公眾之目的的信託，而公益目的包括：救濟貧窮、知識或教育

之提昇、宗教之發展、健康之促進、政府或社會之目的、其他對社會有益之目的，參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1, Comment c, and § 28, ALI, supra note 13, v. 1, p. 145; v. 2, p. 9.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信託法採取與美國法相同之規範方式，其於該法第六十條規定：「為了下列

公共利益目的之一而設立的信託，屬於公益信託：(1)救濟貧困；(2)救助災民；(3)扶助殘疾人；
(4)發展教育、科技、文化、藝術、體育事業；(5)發展醫療衛生事業；(6)發展環境保護事業，
維護生態環境；(7)發展其他社會公益事業。」參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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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信託以外之信託。私益信託與公益信託之區別實益，則

有下列數點 108： 

1.受益人屬性不同：公益信託受益人為不確定之大眾 109，係

因其具有公共性，與私益信託之受益人必須確定 110有相當

大的差別 111。  
2.設立需否經許可：公益信託之設立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之許可 (信託法第七十條 )，私益信託則否。  

3.監督機關不同：公益信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督 (信託法
第七十二條 )，一般私益信託 (非營業信託 )由法院監督 (第六
十條 )。  

4.委託人得否自為受託人：此即前述宣言信託之問題，公益
信託之法人委託人得經宣言自為受託人，私益信託因不採

宣言信託，因此不得由委託人自任受託人。  
5.情事變更時之解決方式：公益信託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變更，私益信託則須由法院為之。  

6.受託人辭任事由：公益信託之受託人必須有正當理由及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方得辭任 (信託法第七十四條 )，
私益信託之受託人可依信託行為之訂定、委託人及受益人

之同意或法院許可而辭任 (第三十六條 )。  
7.信託關係消滅的特殊情形：除依信託法第六十二條之一般
信託關係消滅事由外，公益信託尚得因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之撤銷設立許可而消滅 (信託法第七十八條 )，私益信託得
因信託行為所定事由發生、目的已完成或不能完成、或特

定情形由當事人或關係人終止 (第六十二條、第六十三、六
十四條 )。  

8.信託關係消滅後得否轉換：公益信託消滅後得因特定條件
而存續或轉移信託財產 (信託法第七十九條 )，而私益信託
則無此種機制。  
 

五、依其信託利益得否歸屬於委託人，亦即委託人與受益人

                                                 
108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三一。 
109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第七十條說明第一點，同註 5，頁一六一。 
110 受益人確定亦為英美信託法三大確定原則之內涵，參註 52，及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
一五八。 
111 潘秀菊，前揭書，同註 6，頁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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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為同一人，可將信託區分為自益信託與他益信託 

 

信託依其利益是否歸屬於委託人本身，可區分為自益信

託與他益信託。前者委託人係為自己之利益而設定信託，而

後者委託人係為第三人之利益而設定信託。前述第三項分類

中之契約信託得為自益或他益信託，遺囑信託因委託人於其

生效時已死亡，不可能享受信託利益，因此必定為他益信託

，至於宣言信託，於我國僅得適用於公益信託，而由於委託

人已自任受託人，以社會大眾不特定人為受益人，並係為公

共利益之目的而存在，因此宣言信託應為他益信託
112
。 

 

自益信託與他益信託之區別實益在於，信託法上某些規

定係分別自益或他益信託而為適用
113
，如關於信託之終止，

自益信託之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得隨時終止信託(信託法第六

十三條第一項)，而他益信託必須委託人與受益人共同為之(

同法第六十四條第一項)；在受益人之變更方面，自益信託

之委託人得自由為之，而他益信託則有相當大之限制(信託

法第三條)。 

 

六、依受託人有無管理處分信託財產之義務，可將信託區分

為積極信託與消極信託 

 

依信託行為之內容所設定受託人有無管理處分信託財

產之義務，可將信託區分為積極信託(active trust)與消極信
託 (passive trust)。前者信託中之受託人，不但受信託財產之
移轉而成為信託財產之 (名義上 )所有權人，且實際擔負管理
處分信託財產、交付信託利益予受益人之義務，係我國信託

法第一條所定義之信託類型。而後者信託之受託人，僅受信

                                                 
112 美國信託法上有所謂「混同」(merger)之法理，指若信託財產之名義上所有權及信託利益(即
實質上所有權)為同一人所取得者，該信託因而終止，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69, ALI, supra 
note 13, v. 2, p. 535.因此原則上宣言之公益信託其委託人與受託人為同一人，若又以委託人即受

託人為單一受益人，即有此法理之適用，信託應予終止。但實際上，公益信託之成立須以不特

定之多數人為受益人，且事先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此種情況不可能發生，至多委託

人有可能成為眾多受益人之一，如此則信託不會因混同之終止。然回歸公益信託成立之目的，

應非屬自益信託，而屬典型之他益信託。 
113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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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財產之移轉，但不負管理處分信託財產之義務，當然也無

交付信託利益之問題 114。而兩者之主要區別實益即在於，消

極信託不符我國信託法對信託之定義，因此非屬我國法上之

信託，而其效果則為無效或不成立信託而應適用其他法律之

規定 115。  
 

七、依委託人於信託生效後得否撤銷信託，可將信託區分為

可撤銷信託與不可撤銷信託 

 

此項分類亦係源自英美信託法理。依委託人得否於信託

生效後將信託終止或撤銷，可將信託區分為可撤銷信託

(revocable trust)及不可撤銷信託 (irrevocable trust)。前者係指
信託成立時，委託人已保留隨時終止或撤銷該信託，並得取

回信託財產及尚未分配之信託利益之信託
116
。而後者則指委

託人並未保留此種權限之信託
117
。兩者區別之實益在於可撤

銷信託，委託人常不只保留終止或撤銷信託之權利，也保留

隨時變更信託條款之權利，因此極富彈性，而不可撤銷信託

則無此種可終止信託或變更信託條款之權利
118
。我國信託法

第三條規定：「委託人與受益人非同一人者，委託人除信託

行為另有保留外，於信託成立後不得變更受益人或終止其信

託，亦不得處分受益人之權利。但經受益人同意者，不在此

限。」即為可撤銷信託之明文規定，但須注意該條僅適用於

他益信託，自益信託不在此限，且我國信託法以不可撤銷信

託為原則，除非另有保留，否則不得變更或終止信託，此與

美國信託法之原則一致
119
。  

 

八、依信託之受託人是否以承受信託為營業，可將信託區分

為營業信託與非營業信託 

 

依信託之受託人是否以承受信託為營業，可將信託區分

                                                 
114 關於消極信託於美國法上之定義及其他相關說明，請參本節第一項及註 42至註 50之說明。 
115 參註 50。 
116 Garner, Bryan A., Black’s Law Dictionary, Abridged Seventh Edition, West Group, 2000, p. 1228. 
117 Ibid, p. 1227. 
118 楊崇森，前揭書，同註 7，頁一六。 
119 Bogert, § 148, supra note 23, p.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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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營業信託(又稱商事信託)與非營業信託(又稱民事信託)
120

。兩者之區別實益在於，營業信託除應適用信託法之規定外

，尚應適用信託業法及其他相關特別法之規定，而非營業信

託原則上僅適用信託法與民法之規定
121
。另依我國信託法第

六十條第一項規定：「信託除營業信託及公益信託外，由法

院監督。」因營業信託有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因此營業信

託與公益信託同，其監督由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之
122
，而

非營業信託則由法院負監督之責。 

 

以上係針對信託之分類所為之比較說明，但各種關於信

託法之論著中所列之分類不只上述八種，例如依信託是否集

合社會大眾之財產，可分為個別信託與集團信託
123
；以信託

標的物或信託財產之不同，可分為金錢信託、動產信託、不

動產信託及金錢債權信託
124
；及依信託內部關係可分為擔保

信託、管理信託與處分信託
125
等分類，惟因此等分類與本論

文之主題較無相關性，且上述八種分類幾已將信託法學上重

要分類方式含括，基本上足敷運用，因此未能納入說明之分

類方式，請讀者自行參閱相關論著。 

 
 

第二節   遺囑信託之源起及發展  
 

由第一節之說明可知，遺囑信託是信託的一種類型，特

徵在於其成立須以遺囑為之，而既然以遺囑為之，則遺囑信

託必自委託人死亡時起發生效力。同時，亦基於遺囑之性質

，遺囑信託自必與繼承、遺產等密切相關，因此，遺囑信託

可說是信託與遺囑兩大法律概念之整合。本節將討論遺囑信

託之源起及發展，然一般討論信託之論著，雖或有關於信託

法制史之介紹，但卻甚少有針對遺囑信託之歷史單獨探討者

，因此在本節之分析當中，仍以信託法制之源起及發展作為

                                                 
120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四五。 
121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三二。 
122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第六十條說明第一點，同註 5，頁一五七。 
123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三二。 
124 楊崇森，前揭書，同註 7，頁一六；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五九。 
125 潘秀菊，前揭書，同註 6，頁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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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之主軸，但特別著重與遺產、繼承及遺囑等與遺囑信託

相關之部分，期能一窺遺囑信託於信託發展史上之角色。 

 

第一項   遺囑信託之源起  
 

英國著名法律史學家Maitland曾指出：「若問我英國人在
法學上最偉大及最特出的成就，我想不出任何比這個更好的

答案，那就是數世紀以來信託概念的發展。 126」因此學者即

認現代之信託及其法制係源起於英國 127，此種說法亦與信託

法學者普遍之認知相符 128。而目前通說均認為信託係起源於

英國中古世紀之用益權或用益 (Use)制度 129。但是就用益制度

本身之起源，各國學者亦有不同之看法，較有力之說法有三
130： (一 )羅馬法起源說； (二 )英國固有說；及 (三 )日耳曼法共
同起源說。以下分別簡單敘述其內容。  

 
首先，持羅馬法起源說者，認英國之用益制度係受羅馬

中信託遺贈 (fideicommissum or fidei-commissum)及用益權
(usus-fructus or usufruct)之影響 131。所謂信託遺贈，係指因在

羅馬法下，禁止人民將財產以遺贈之方式贈與某些人，例如

非羅馬之公民，因此，羅馬人民便將遺產遺贈給可受贈與之

人，或由繼承人繼承，再指示此一受贈人或繼承人將該財產

轉移給他真正想贈與，但卻無法直接受贈之人 132。但有學者

認此僅係一種立遺囑之制度，尚難謂羅馬法已確立信託制度
133。而用益權則謂可於一段時間內使用他人財產而不會損壞

                                                 
126 其原文為”If we were asked what is the greatest and most distinctive achievement performed by 
Englishmen in the field of jurisprudence I cannot think that we should have any better answer to give 
than this, namely the development from century to century of the trust idea.”轉引自Hayton, supra note 
51, p. 2. 
127 水島廣雄，前揭書，同註 20，頁一八。  
128 徐國香，前揭書，同註 20，頁二。 
129 Bogert, § 2, supra note 23, p. 5; 海原文雄，前揭書，同註 52，頁七；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
頁六三。 
130 水島廣雄，前揭書，同註 20，頁四六以下。 
131 持此說之學者有Spence, Story, Pomeroy, Gilbert, Blackstone, Sander, Terry及日本池田寅二郎、
游慶佐夫及細谷裕治等，海原文雄，前揭書，同註 52，頁 22，註 1；水島廣雄，前揭書，同註
20，頁四九註、頁五三註。 
132 Bogert, § 2, supra note 23, p. 7. 
133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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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減損該財產之權利 134，相當於我國物權法上之用益物權。

目前此說已無學者採用，或可以從本說支持者 J. N. Pomeroy
所為之評論中得知原因，他指出：「不過，除了基礎觀念或

暗示 (elementary notion or suggestion)以外，兩種形式之所有
權間幾乎看不到類似之點。此種表面之類似 (superficial 
similarity)雖同，但卻存在本質的差異 (essential differences)
這一點值得注意。所以，關於用益或信託之全體衡平法體系

(the entire equity jurisprudence)是由羅馬法所傳來的這種想
法，可說是極大的謬誤。 135」  

 
而採用益制度為英國固有者，則認信託制度係起源於英

國古代之習慣法 136，此說以Maitland教授主張最力 137。  
 
最後採日耳曼法共同起源說者認為，信託制度係由日耳

曼法中遺囑執行制度之遺囑執行人 (salman or salmann or 
treuhand)制度，與前說中英國之習慣法融合而來 138。一般認

為日耳曼此制度係於西元一○六六年法國諾曼第公爵征服

英國 (Norman Conquest)後傳入英國 139。此說以學者Holmes為
代表，其認為：「早期英國法中之受託人 (feoffee)與早期日耳
曼法中之遺囑執行人 (salman)之概念完全一致。遺囑執行人
，如同受託人，係接受土地移轉之人，以便依轉讓人之指示

再次進行移轉。」 140但學者認為此一制度其法律結構僅為一

附條件的所有權移轉，尚難認已形成信託法理，無寧認其乃

遺囑執行人制度之濫觴 141。  
 
就上述三種見解，通說採用益制度係屬英國固有之法制

142。雖然就現代信託法研究之觀點，用益制度於英國之運用

                                                 
134 Garner, supra note 116, p. 1252. 
135 轉引自水島廣雄，前揭書，同註 20，頁五二。 
136 新井誠，前揭書，同註 20，頁三。 
137 水島廣雄，前揭書，同註 20，頁五三。 
138 新井誠，前揭書，同註 20，頁三；水島廣雄，前揭書，同註 20，頁五六；海原文雄，前揭書，

同註 52，頁六。 
139 Bogert, § 2, supra note 23, p. 6. 
140 Bogert, § 2, supra note 23, p. 7.該書作者亦主張此說。 
141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一、二。 
142 採此見解者有：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二；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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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發展之重要性顯然超過用益制度之起源，但就本論文研究

遺囑信託之觀點言，介紹用益制度之起源卻可以瞭解，信託

之起源與遺囑或遺產有極密切的關係，例如前述羅馬法中之

信託遺贈制度，及日耳曼法中之遺囑執行人制度，都是以遺

囑為中心所設計之制度，而遺囑制度係發端於羅馬法，遲至

西元前二世紀，遺囑已甚為普遍 143，由此可知，遺囑顯然先

於信託而存在，因此日本學者有「若說遺囑係信託之原點應

非言過其實」的說法 144。  
 
關於信託制度於英國之運用及發展，可以某英國律師的

說法開始：「信託的雙親是詐欺及恐懼，而良心法庭 145是其保

母 (或乳母 )。」(the parents of the trust were fraud and fear and 
that the court of conscience was its nurse)146。表示中古世紀人

民因「恐懼」其財產遭國王、領主或債權人剝奪，而採行之

詐欺設計 147；至於信託之所以能「存活」或「成長」，則係因

良心法庭 (或衡平法院 )之細心呵護及褓育 148。此一說法實具

體而微地反映用益或信託在英國的起源及發展。而在西元一

五三五年用益權法 (the Statute of Uses)制訂之前，其實信託
可概分為積極信託及消極信託兩大類，而消極信託又稱為用

益 (Uses)，當時，用益才是一般人民所採用之作法，所以，
所謂信託，當時主要之意涵即為消極信託或用益 149。  

 
Maitland教授指出中古世紀用益發達之原因有五，以下

將簡單說明。其中第一項原因最為重要，其他四項之重要性

相對較低 150。首先是為了作為土地遺贈禁止政策的救濟手段

                                                                                                                                            
海原文雄，前揭書，同註 52，頁七。 
143 戴炎輝、戴東雄，《繼承法》，自刊，十七版，二○○三年二月，頁二四一；陳棋炎、黃宗樂、

郭振恭，《民法繼承新論》，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修訂二版一刷，二○○四年四月，頁二四

三。 
144 安田信託銀行遺言信託研究會，《わかりやすい遺言‧相続─いわゆる「遺言信託」を中心と

して》，稅務經理協會，二○○一年三月，頁七二。 
145 此種法院為英國對小額債權案件具管轄權之地方法院，之所以會被稱為良心法院，係因一般

認為此法院之判決能反映衡平與良心(equity and good conscience)，因此，此種良心法庭實係衡平

法院之一種，Garner, supra note 116, p. 295. 
146 Bogert, § 2, supra note 23, p. 7. 
147 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六六。 
148 楊崇森，前揭書，同註 7，頁一。 
149 Bogert, § 2, supra note 23, p. 6. 
150 此處之說明主要參考水島廣雄，前揭書，同註 20，頁九七以下，及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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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諾曼第公爵建立了英國的封建制度，土地是封建制度

之基礎，若允許自由處分則會產生許多問題 151，因此禁止以

遺囑為土地之遺贈。但是依當時社會及經濟之情形，禁止土

地之遺贈實為不合理 152，為了打破此種不合理之制度，因此

英國國民便運用用益，間接達成實質上為土地遺贈之目的，

亦即土地所有權人在生前將土地移轉給第三人，並收取利益

，其死後該第三人再依其指示將土地為讓渡之處分。  
 
第二項理由為迴避封建制度下沉重的負擔。此種負擔又

可分為兩部分，其一為繼承及結婚上之負擔。在封建時代，

成年之繼承人繼承土地時得向領主繳交獻納 (relief)；繼承人
若為未成年人，領主基於有監護權 (wardship)，得向其收取金
錢；在上述兩種情形，因佃戶 (tenant)死亡而必須向領主繳納
貢物或繼承稅 (heriot)；若無繼承人，佃戶死亡後基於「復歸
原則」(或沒收原則 )(escheat)，其土地將歸還領主；未成年繼
承人結婚時須繳納結婚稅；領主女兒結婚、兒子成為騎士

(knight)、及支付領主被逮捕後之贖金 (ransom)等情況下所須
繳納之援助金 (aids)153等，此等負擔不勝枚舉。而為迴避如此

沉重的負擔，土地所有人或佃戶便利用用益，將其土地移轉

為數人共有 (joint tenancy)，基於「殘存權利」 (right of 
survivorship)之原則，即可免除土地所有者死亡時所產生之
負擔。其二為因犯罪而生之土地沒收及歸還。土地所有人犯

特定犯罪如叛國罪等，或犯其他重罪，其法益均將被剝奪，

而其不動產或動產將被沒收；此外，若土地所有人之繼承人

犯上述之罪，其繼承權將被剝奪，則在土地所有人死亡時，

其土地將基於復歸原則而歸國王或領主所有。對此，土地所

有人仍可以數人共有之方式而迴避沒收或歸還。尤其英國於

十五世紀中發生薔薇戰爭 (Wars of the Roses，1455-1485)，戰

                                                                                                                                            
頁六四、六五。 
151 例如會威脅到封建制度之根本、在沒有繼承人之場合會侵害國王或領主的土地復歸權、在長

子繼承制下會侵害長子之繼承權、及當時土地移轉必須為現實的占有移轉，土地遺贈僅為此原

則之例外等，水島廣雄，前揭書，同註 20，頁九八。 
152 係基於下列兩點理由：其一、英人多有宗教信仰，因而為了靈魂的救贖，常將財產之一部捐

給宗教團體；其二、在人情方面，英人也考慮除了長子之外，有必要給予其他兒子、女兒甚或

私生子生活上之費用，水島廣雄，前揭書，同註 20，頁九九。 
153 Bogert, § 2, supra note 23, pp. 7, 8. 

 36



敗一方之武士均被以叛逆罪論處而喪失私權，其所有之土地

即有被沒收之危險，因此用益也被廣為運用。  
 
第 三 項 原 因 則 係 為 規 避 不 可 轉 讓 法 (Statute of 

Mortmain)154。由於英國國民自古熱心宗教，而有在死後將自

己土地捐贈給教會等宗教團體之習慣，但因國王或領主係因

支配土地而向佃戶收取地租，且若佃戶死亡時無繼承人，基

於復歸原則，國王或領主可收回土地，但若佃戶將土地捐給

教會，則不但無法收取地租，亦無法取回土地。為防止此種

捐贈行為，亨利三世及愛德華一世在位時，即規定除非國王

或領主許可，否則禁止取得土地，違反者其移轉無效，土地

直接由支配之領主取得之，此即大憲章 (Magna Carta)及不可
轉讓法。但禁令的頒布無法根絕人民對宗教團體捐獻的心，

因此土地所有人不將土地直接捐給教會，而是移轉予第三人

，由受讓人管理土地，將所產生之收益歸教會，而達成與直

接捐贈相同之目的，亦即再一次利用用益迴避法律之規定 155。 
 
第四項原因則作為迴避寡婦財產 (dower) 156及鰥夫財產

(curtesy)之手段。所謂寡婦財產或鰥夫財產係指夫或妻於婚
姻中所取得之土地等財產，於其死後其配偶得請求三分之一

作為生活保障之財產，此種權利稱為寡婦權或鰥夫權 (類似我
國親屬法上之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而一旦夫或妻於婚
姻存續中取得財產，則必須保留寡婦財產或鰥夫財產不得處

分，因此限制夫或妻處分其財產之自由。為迴避此種限制，

夫或妻於取得財產權之同時即將該財產權移轉予第三人，再

一次藉由用益達成規避之目的。  
 
最後一項原因即為作為詐害債權人之手段。亦即當土地

所有人之債權人基於判決取得執行令狀 (writ of elegit)，而欲
執行該土地所有人之土地時，債務人即以用益之方式將其土

                                                 
154 Mortmain為法文，其意為deadhand，Garner, supra note 116, p. 825，日本將其直譯為「死手」，
水島廣雄，前揭書，同註 20，頁一○七。我國學者有將Statute of Mortmain譯為「土地管理法」

者，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九。 
155 徐國香，前揭書，同註 20，頁六。 
156 寡婦財產為基於寡婦權而來之財產，鰥夫財產則係基於鰥夫權而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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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移轉為數人共有，而因該土地除債務人外尚有其他所有權

人，因此不能執行。債務人一方面仍得享受土地之利益，一

方面則免於債權人之追索。  
 
基於上述五種理由，英國人民廣為運用用益，但因其目

的都是為了規避法律之各種限制及負擔，很明顯的，此種設

計之有效性絕不可能為當時之法院所採納，因為有下列的理

由 157： (1)純法理的理由：因為普通法僅承認用益之受託人為
土地之絕對所有人、當時欠缺關於契約之法理、及欠缺得為

救濟之訴訟程序；(2)社會的理由：因社會大眾指摘用益係脫
法行為或是被利用作為詐害債權人之手段；(3)政治的理由：
因設定用益的結果，侵害國王的利益。而其結果，則是用益

僅為受託人之道德義務，在受託人違反其義務時，受益人是

得不到任何救濟的。  
 
而這種受益人之權利未能獲得保護之情形，一直到十五

世紀初衡平法院開始承認並執行用益方獲得改善 158，信託概

念自此時起方正式納入英國法律系統 159，亦進入信託發展史

的第二階段 160。其實英國之衡平法院 (Court of Chancery)並非
於此時方存在，而係早於西元十一世紀中期即已開始萌芽 161

，只不過到了十五世紀，用益的設定漸多，受託人違反義務

任意將信託財產移轉予他人之情況也屢見不鮮 162，而因普通

                                                 
157 水島廣雄，前揭書，同註 20，頁一一六至一三二。 
158 Bogert, § 3, supra note 23, p. 9; 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九。 
159 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六五。 
160 日本學者水島廣雄參考美國信託法學者Austin W. Scott之見解，將信託之發展區分下列四階

段，參：水島廣雄，前揭書，同註 20，頁四三至四五。 
第一期：自 use之產生至西元十五世紀初，此階段受益權僅單純為道德上之權利，不受法律

所保護。 
第二期：自西元十五世紀初制西元一五三五年用益權法(Statute of Uses)制定之前，此一階段
受益權被視為衡平法上之權利而受保護。 
第三期：自用益權法制定至十七世紀初期，在此階段，受益權已被視為普通法上之權利而受

保護。 
第四期：自十七世紀初期迄今，本階段為現代信託法理形成的時代。 

161 日本學者水島廣雄亦將衡平法之發展區分為四階段，分別為十一世紀中至十三世紀末，由普
通法法院行使衡平的階段；自十四世紀初至十五世紀末，由大法官(Chancellor)行使衡平之階段；
自十五世紀末至十七世紀末，衡平已由獨立之法院行使之；及自十七世紀末迄今之階段，參水

島廣雄，前揭書，同註 20，頁二九至四一。 
162 水島廣雄，前揭書，同註 20，頁一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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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訴訟程序繁複而嚴苛，尤其權利之救濟須以之前有與其

內容相吻合之令狀 (writ)存在為前提，但當時並無關於用益中
受益人之權利之令狀，因此受益權未能受到普通法院之保護
163。受益人便轉向當時之衡平法院尋求救濟，因衡平法院係

受理於普通法院未能獲得救濟的案件，其裁判之依據並非一

般所稱之法律，而為衡平與正義 164，另衡平法院受理案件，

亦無須令狀之存在。衡平法院終於在十五世紀初承認用益中

受益權之法律效力並予執行。但須注意者，衡平法院所承認

之受益權其保護對象僅及受益人，亦即僅受益人得向受託人

請求，而不包含委託人。其原因有二：一是用益並非委託人

與受託人間之契約，自不生契約當事人得否請求履行契約之

問題 165。二是承認受益人得執行用益之目的即在確保用益存

續期間用益條款永遠有人可予執行 166。因若承認委託人之請

求權，則於委託人死後即無人可執行用益條款。  
 
接著在西元一五三五年，亨利八世頒布用益權法 (Statute 

of Uses)，可謂信託法發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因其徹底
改變用益之內容，並因此逐步形成現代信託之架構。而用益

權法頒布的背景在於，表面上係如同該法前言中所述用益種

種被濫用之弊端 167，但實際上是想摧毀修道院、沒收其財產 168

；重新取回民間藉用益所規避的稅金 169；最終企圖在維持其

封建制度 170。用益權法頒布的最主要目的在廢止用益制度，

並藉著將受益人的衡平法上權利轉換為法律上權利達到此

目的，同時可防止領主在封建土地上權利之減損、降低對債

權人、財產移轉、寡婦財產及鰥夫財產之詐欺行為、並打擊

                                                 
163 Bogert, § 3, supra note 23, p. 9. 
164 此種由衡平法院所發展並運用之規則，即稱為衡平法，Edwards, Richard and Stockwell, Nigel, 
Trusts and Equity, Fifth Edition,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2, p. 2.而其內容或稱衡平法之格言
(the maxims of Equity)可參考該書p. 30以下，及由嶸主編，前揭書，同註 11，頁五一一以下。 
165 但就用益並非契約之原因，有不同之看法，有認因用益盛行之十三至十五世紀，契約法之一

般原理尚未在英國形成，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六六；亦有認契約違反應屬普通法院管

轄事項、設定時並未使用契約之字眼、及當時在第三人利益契約上，第三人並無法取得此種權

利，此為Maitland教授之見解，參水島廣雄，前揭書，同註 20，頁一八六。 
166 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六七。 
167 用益權法之前言全文，參Bogert, § 4, supra note 23, p. 11. 
168 Bogert, § 4, supra note 23, p. 11. 
169 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六七。 
170 水島廣雄，前揭書，同註 20，頁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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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用益受益人之教會 171。  
 
而在作法上，用益權法規定在用益設定之時，原本欲移

轉於受託人之法律上所有權，自動由受託人處移轉至受益人

，亦即視同法律上所有權自委託人移轉至受益人，因而無法

規避所有權變動須繳納之稅金或負擔，此即該法所稱「執行

用益」 (execute the use)172。但用益權法施行後，卻未能達成

上述的目的，因為依據該法條文之規定，及普通法院所為之

解釋，有三種衡平法上之權利並不因該法之制訂而須轉換成

法律上的權利 173，就是： (1)動產用益之權利，因該法明文規
定僅適用於不動產；(2)積極用益之權利，因積極用益除財產
之移轉外，尚賦與受託人積極管理處分財產之權，若逕自將

所有權移轉予受益人，即剝奪受託人之權限，而違反委託人

之真意； (3)二重用益 (A use upon a use)之權利，因法院認為
用益權法僅適用於第一層用益，而不及於第二層之用益。而

因此等不適用用益權法之例外，許多用益之設定便不受該法

之影想，而為衡平法院所承認與執行。同時，「信託」(trusts)
也開始運用在此等為衡平法院所承認之用益設計上，並逐漸

廣為運用至今 174。  
 
用益權法頒布施行的結果，雖有上述之例外，但無疑的

使得用益設計之功效遭到相當之限制。尤其用益權法頒布後

，英國更通過一連串法令取消以往諸多限制，而賦與財產權

人相當大的處分自由，其中最重要即為「遺囑法典」(Statute 
of Wills 1540)，在此法典中，英國首次以法律承認財產權人
得透過遺囑方式自由處分其遺產 175。因此，當初用益制度之

所以廣為採行之最重要理由，即作為土地遺贈禁止政策的救

濟手段，即無繼續存在之餘地，其他迴避法律規定之用益設

計亦同失其必要性。  
 

                                                 
171 Bogert, § 4, supra note 23, p. 10. 
172 Bogert, § 4, supra note 23, p. 11; 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六八。 
173 Bogert, §5, supra note 23, p. 12; 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六八。 
174 Bogert, §5, supra note 23, p. 13. 
175 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六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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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自用益制度之源起至用益權法之頒布，用益

之採行除為規避沉重的稅負外，極大一部分即在於財產所有

權人希望其財產權得於其死後移轉給其繼承人或贈與給其

他特定之人，其內涵與現代之遺囑信託，立遺囑人以遺囑之

方式將遺產交付信託，而其利益歸受益人所享有相類似，所

不同者在於現代遺囑法上已有法定繼承與遺贈等制度，而當

時卻要採行用益或信託制度進行繼承及遺贈，但擬以遺產之

利益歸特定人之目的卻相同。另外，當時雖有遺囑制度，但

卻遲至一五四○年方立法准許以遺囑自由處分財產，因此以

現代意義之遺囑信託要件觀之，遺囑法典頒布之前為移轉財

產給長子以外之繼承人或遺贈都稱不上遺囑信託，而僅為遺

囑信託之前身，此時用益制度於英國之發展過程實可視為遺

囑信託之源起。  
 
而英國十六世紀用益權法及遺囑法典之陸續頒布，承認

積極信託之存在，以及財產權人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再

配合原有之遺囑制度，可謂已構成現代遺囑信託之雛形，即

財產權人以遺囑將其遺產於其死亡後移轉於受託人，並由受

託人管理處分該遺產而將信託利益交付受益人之架構。就此

，若說用益權法係現代信託制度逐步形成之開端，則用益權

法及遺囑法典之頒布則為現代遺囑信託之濫觴。  
 

第二項   遺囑信託之發展  
 

用益權法頒布之後，英國之信託制度仍持續發展，而後

有其他成文法之制訂。接著，由於對美洲的殖民及法律之繼

受，分別於十八世紀傳入美國，及於十九、二十世紀再由日

本繼受。本項即擬以用益權法頒布後，信託制度於英、美、

日等國之發展為討論主軸，並由其中擷取關於遺囑信託發展

之軌跡，以明瞭信託制度與遺囑信託之沿革與特色。 

 

壹、英國  
 

十六世紀用益權法制訂後，普通法院原本不承認二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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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之合法性，但衡平法院再次認定二重用益之有效性，此後

，在法院之用語中，二重用益之第一重，即被「執行」(executed)
者仍稱為用益，但第二層，即未被「執行」之用益 (指用益權
法之例外 )則稱為信託 176，因此有認「二重信託為現代信託之

母」 177。其後則因有「近代衡平法之父」或「英國衡平法之

父」美稱之諾丁漢大法官 (Lord Chancellor Nottingham)178之指

揮及監督，英國之近代信託逐步形成，再加上其後成文法之

制訂與實體法程序法之相繼頒布，使得信託制度在英國達到

空前的盛況 179。  
 
同時，之前的用益有三大特徵，即 (1)用益之財產多限於

不動產；(2)受託人多半為個人；及 (3)受託人通常為無償 180。

但在用益權法制訂與衡平法院承認信託之後，因資本主義企

業之發達及社會生活的變化等經濟社會現象，具特定目的之

積極信託、以金錢、有價證券等動產為信託財產之信託，及

受託人收取報酬之信託等之導入，更進一步影響信託法之內

涵 181。其中較為重要者闕為投資信託 182。  
 
另外在立法方面，較重要者有：(1)一八九三年之統一受

託人法 (Trustee Act 1893)之公布：該法係將自一七九六年至
一八九二年近一百年間關於信託之法律，如一八五○、一八

五三、一八八八所制訂之受託人法、一八八九年之信託投資

法 (Trust Investment Act)、一八八一年之移轉法 (Conveyancing 
Act)予以統合，內容則係規定投資、受託人之權利義務、及
法院關於受託人選任及其事務處理之指揮之權限等事項 183，

                                                 
176 水島廣雄，前揭書，同註 20，頁二四八。 
177 同上註，頁二四九。 
178 諾丁漢於西元一六七五年至一六八二擔任大法官，其對於衡平法的系統化及管轄範圍的明確

化有卓著的貢獻，由嶸主編，前揭書，同註 11，頁五一○，並因整理許多關於信託關係之判例，

而確立信託關係之法理，田中實、山田昭，前揭書，同註 9，頁一七。 
179 同上註，頁二五一。 
180 新井誠，前揭書，同註 20，頁一三。 
181 新井誠，前揭書，同註 20，頁一三；田中實、山田昭，前揭書，同註 9，頁一七、一八；方
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六九至七一。 
182 關於投資信託之沿革及其介紹，可參：楊崇森，前揭書，同註 7，第九章，頁一一九以下；
徐國香，前揭書，同註 20，頁二；海原文雄，前揭書，同註 52，頁二○四以下；Hayton, supra note 
51, pp. 59-60. 
183 水島廣雄，前揭書，同註 20，頁二五二、二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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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因種種不便，遂被廢止，代之以一九二五年之受託人法
184； (2)一八九六年公設受託人法 (Judicial Trustee Act 1896)
：規定公設受託人之選定、辭任、報酬及損失補償等事項 185；

(3)一九○六年公營受託人法 (Public Trustee Act 1906)：設立
公營受託人制度，該受託人由大法官所選任之單獨法人

(corporation sole)任之，受理小額財產之信託，由政府支付信
託報酬 186； (4)一九二五年受託人法 (Trustee Act 1925)：該法
係修正一八九三年受託人法之缺點，其內容有投資、受託人

之權限與權利、受託人之選任、法院之權限、及其他通則規

定。本法與同年制訂之財產法 (Law of Property Act 1925)對英
國私法上財產關係係一大改革 187；(5)其他尚有一九二五年公
益信託法 (Charitable Trusts Act 1925)、一九五四年信託變更
法 (Variation of Trusts Act 1954)、一九五八年公益信託效力法
(Validation of Charitable Act 1958)、一九六○年慈善法
(Charities Act 1960) 、 一 九 六 一 年 信 託 投 資 法 (Trust 
Investment Act 1961)、一九六四年永續及累積法 (Perpetuities 
and Accumulations Act 1964)等法案之頒布 188。  

 
至於一五四○年頒布遺囑法典後，英國於一八三七年制

頒新的遺囑法 (Wills Act 1837)，並沿用至今 189。其第三條之

標題為「所有財產均得以遺囑處分」 (All property may be 
disposed of by will)，而依該條內容，處分則包含遺贈 (devise 
and bequeath)，因此該法仍承繼遺囑法典准許立遺囑人得自
由處分其遺產之規定。但遺囑法與遺囑信託最直接相關的部

分，乃是遺囑信託須以遺囑為之，且該遺囑必須完全符合遺

囑法第九條 (Section 9)之規定 190，該條規定經一九八二年司法

管理法第十七條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ct 1982 Section 
17)修正後之內容如下 191：  
                                                 
184 徐國香，前揭書，同註 20，頁一○。 
185 徐國香，前揭書，同註 20，頁一○；水島廣雄，前揭書，同註 20，頁二五三。 
186 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七二；徐國香，前揭書，同註 20，頁一○；水島廣雄，前揭書，
同註 20，頁二五三、二五四。 
187 徐國香，前揭書，同註 20，頁一一；水島廣雄，前揭書，同註 20，頁二五五。 
188 Bogert, §7, supra note 23, p. 15; 水島廣雄，前揭書，同註 20，頁二五五。 
189 本法之內容參http://www.vanuatu.usp.ac.fj/paclawmat/UK_legislation/UK_Wills.html. 
190 Edwards & Stockwell, supra note 164, p. 89; Sydenham, supra note 52, p. 12. 
191 其原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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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應為無效，除非：  
(1)以書面作成，並由立遺囑人簽字，或由他人在立遺囑
人面前經其指示為之；及  

(2)由遺囑看來，立遺囑人有藉其簽字使遺囑生效之意圖
；及  

(3)由立遺囑人同時在兩人或兩人以上之見證人面前簽
字並承認該字跡；及  

(4)各見證人須在立遺囑人面前 (但不一定要在其他見證
人面前 )：   
(i)確認遺囑之真正並簽名於遺囑上；或  
(ii)承認其所為簽字  

但不需要其他形式之見證書。  
 

在英國信託法之發展中，尚有一點值得注意，即是基本

上英國法的主體仍奠基於司法判決
192
，雖然前述與信託相關

的法律甚多，但卻沒有任何一項法律對信託作出定義，幾百

年來，都是靠著法院所發展出關於信託的規則在運作
193
，因

此幾乎每一本英國關於信託法的論著，都藉著描述信託之特

徵或對比其他法律關係代替直接對信託給予定義，期使讀者

瞭解信託之內涵
194
。但最近這種情況有了變化，因為英國在

一九八七年通過了信託承認法 (Recognition of Trusts Act 
1987)，此項法律的背景係聯合國於一九八四年通過「信託承
認的海牙公約 (Hague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of Trusts 

                                                                                                                                            
No will shall be valid unless: 
(a) it is in writing, and signed by the testator, or by some other person in his presence and by his 

direction; and 
(b) it appears that the testator intended by his signature to give effect to the will; and 
(c) the signature is made or acknowledged by the testator in the presence of two or more witnesses 

present at the same time; and 
(d) Each witness either 

(i) attests and signs the will; or 
(ii) acknowledges his signatur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testator (but not necessarily in the presence of any other witness), but no 
other form of attestation shall be necessary. 

192 Bogert, §7, supra note 23, p. 15. 
193 Hayton, supra note 51, p. 6. 
194 舉例而言，作者手中有兩本英國的信託法著作，Riddall, J. G., The Law of Trusts, Second Edition, 
Butterworth & Co (Publishers) Ltd., 1982及Gardner, Sim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of Trus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兩者都是以介紹信託之性質 (nature of trusts) 而非信託之定義為
始，可作為此種特色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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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而英國簽署及批准該公約後，為使其亦能在國內發
生效力，特別參考該公約之內容，制訂信託承認法。而信託

承認法第二條首次以較為接近定義之方式敘述信託：「依據

本公約之宗旨，信託關係是指由委託人所創立，為了受益人

之利益或其他特定目的，以生前移轉或遺囑指定之方式將財

產置於受託人控制下的一種法律關係。 195」此一定義與第一

節所討論各國信託法上對信託之定義相去不遠，而可作為瞭

解英國法上信託之起點。  
 
此處之所以在說明信託之發展及其立法之外，再去探尋

英國法上信託之定義，目的即在於在之前的討論中，不論美

國、日本或我國信託法，都會明示信託得以遺囑之方式成立

，亦即遺囑信託之法源，但本節雖然討論了英國相關信託法

及遺囑法，瞭解在英國可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亦可以為不

同目的創設信託，惟對於英國法上遺囑信託之法源何在，仍

然存有疑問。雖然英國關於信託之論著皆已指明有遺囑信託

之存在，以及遺囑信託之生效首須其遺囑符合遺囑法上之要

件，吾人亦可瞭解此均係歸納無數之判決先例而得，惟實定

法是否有遺囑信託之法源，而得使初學者有一明確的依循，

相信對於習慣大陸法系結構嚴謹之人而言，甚具重要性。而

經過上述對信託承認法中關於信託定義之說明可知，信託可

透過生前及死亡時之創設而成立，而死亡時方生效之信託即

為遺囑信託，因此即得確定遺囑信託於英國實定法上之法源

來自於信託承認法第二條。  
 

                                                 
195 信託承認法第二條之全文原文為：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Convention, the term ‘trust’ refers to the legal relationship created – inter 
vivos or on death – by a person, the settlor, when assets have been placed under the control of a 
trustee for the benefit of a beneficiary or for a specified purpose.  A trust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 
(1) the assets constitute a separate fund and are not part of the trustee’s own estate; 
(2) title to the trust assets stands in the name of the trustee or another person on the behalf of the 

trustee; 
(3) the trustee has the power and duty, in respect of which he is accountable, to manage, employ or 

dispose of the asse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e trust and the special duties imposed 
upon him by law. 

參 Edwards & Stockwell, supra note 164, p. 9; Hayton, supra note 51, p. 6.此處之中文翻譯引自王
文宇，信託法原理與商業信託法制，收錄於《新公司法與企業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二○

○三年一月，頁四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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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英國開始對信託相關法律進行大規模的修正

作業。受託人法於一九二五年制訂後，成為英國規範信託事

項之基本法，而於一九八二年，法律改革委員會 (Law Reform 
Committee)曾以「受託人之權限及義務」為題提出報告，指
出現行法的問題點。自一九八九年起，擔任法律修正重任之

「法律委員會」(Law Committee)開始著手進行信託法的修正
工作，並於一九九九年七月提出受託人法之修正草案，其要

點有： (1)廢止一九六一年受託人投資法，放寬投資之限制；
(2)大幅放寬受託人必須自己執行職務之限制；(3)得利用廣為
運用股票等證券交易之信託公司；(4)明示賦與受託人權限，
得為信託財產投保；及 (5)對於由專業人士所組成之信託業者
，以給與報酬為原則 196。而此項草案也於二○○○年完成立

法，稱為二○○○年受託人法 (Trustee Act 2000)197，其內容

概分為六大部分： (1)注意義務 (The Duty of Care)； (2)投資
(Investment)； (3)土地之取得 (Acquisition of Land)； (4)代理
人、指定人及保管人 (Agents, Nominees and Custodians)； (5)
報 酬 (Remuneration)； (6)雜 項 及 補 充 (Miscellaneous and 
Supplementary)198。  

 
貳、美國  

 

由於作為殖民地的北美十三州實質上採行母國即英國

整套普通法，同時也接受其衡平法的架構，因此在美國獨立

之前，英國的傳統信託制度已因繼受而進入美國
199
。而因衡

平法院在北美十三州的發展既緩慢又艱困，只能運用一些變

通的措施來給予救濟
200
，因此剛開始信託之運用並不普遍。

一直到十八世紀末，當時英國信託制度之發展已逐步成熟，

很自然即由美國殖民州及州大法官(state chancellor)引入，信
託在美國才逐漸普遍起來

201
。 

                                                 
196 本段之說明參樋口範雄，前揭書，同註 26，頁二九八至三○二。 
197 大塚正民、樋口範雄，《現代アメリカ信託法》，初版，有信堂高文社，二○○二年三月第一

刷，頁二。 
198 該法之全文可參http://www.legislation.hmso.gov.uk/acts/acts2000/20000029.htm. 
199 Bogert, §6, supra note 23, p. 14; 水島廣雄，前揭書，同註 20，頁二五八。 
200 Bogert, §6, supra note 23, p. 14; 水島廣雄，前揭書，同註 20，頁二五八至二六○。 
201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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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制度進入美國後，基於美國資源豐富，拓荒者的冒

險進取精神，造成工商業的快速發展，而使原來在英國多用

於個人間的信託，有了不同的面貌與內涵，因此即有學者指

出美國信託制度與英國信託制度最大的不同，即在於其濃厚

的商業色彩
202
。美國於一七七六年獨立後不久即有信託公司

之成立，但此等信託事業，大多係由保險公司所兼營，主要

的信託仍在民眾死後針對其意願處理其遺產，即遺囑信託業

務
203
。而因後來信託業務擴張到遺囑信託之外，且隨著經濟

發展，特別重視分工，信託業務乃獨立成為信託公司。其後

由於美國在商業信託方面不斷的推陳出新，至一九○八年修

正信託公司準備法後，信託公司由受託代管關係，轉變為具

有商業銀行之實質，自此，美國的信託業務不但與銀行、保

險鼎足而立，更有凌駕之勢。而快速發展的結果，美國也成

為世界上信託業最發達的國家
204
。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為聯邦國家，其法律制度區別為聯

邦及州兩層級，分別訂定屬於其層級之法律，而信託法為民

商事法規，一般由各州加以制訂
205
，因此信託法均應為州法

206

。而由於各州有各州的信託法，而且多數州之信託法係判例

法，其規定各不相同，在跨州適用之爭議上雖得依據法律衝

突法(Conflict Law)來解決，但基於商業交易之需要，以及避
免跨州適用之爭議

207
，因此有倡議統一各州信託法的呼聲。

於是在一九三○年代，美國法律學會開始委由Austin W. Scott
教授蒐整各州的信託法判例，擷取其中共同的要素，彙編成

                                                 
202 新井誠，前揭書，同註 20，頁一四。 
203 徐國香，前揭書，同註 20，頁八。 
204 潘秀菊，前揭書，同註 6，頁三○。 
205 陳春山，前揭書，同註 8，頁一六；新井誠，前揭書，同註 20，頁一五；大塚正民、樋口範
雄，前揭書，同註 197，頁三。 
206 因此，嚴謹的說，應無所謂「美國信託法」之存在，僅有各州信託法的問題，而本論文所討

論的美國信託法，係參考行政院當初所提出草案中，所依據美國法律學會出版之美國法律整編

信託法，而為了討論的目的簡稱為美國信託法，並非有一部美國國會所制訂的信託法，合先說

明。之後的討論也會提到，日本信託法雖亦稱係繼受美國信託法，但實際上是參考美國加州之

信託法而來，在其立法當時並無美國法律整編，亦無統一信託法典之存在，因此絕不可能繼受

一部可適用於全美的信託法。 
207 大塚正民、樋口範雄，前揭書，同註 197，頁四。在商業面，為促進交易、降低交易成本，

美國各州早已成功地統一其商法，而有模範商法典(Model Commerce Code)之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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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法律整編，而信託法的法律整編第一版及第二版分別於

一九三五年及一九五九年出版，第三版則由 Edward C. 
Halbach教授擔任主編，於二○○三年出版 208。另外，由統一

州法委員會全國會議所主導之統一信託法典 (Uniform Trust 
Code)的草擬工作，亦於二○○○年決議通過，目前正由各州
議會審議中 209。此外，已由統一州法委員會通過或正由其研

擬中關於信託的統一法典尚有：統一受託人法 (Uniform 
Fiduciaries Act，一九二二年通過 )、統一原本及收益法
(Uniform Principal and Income Act，一九六二年通過 )、統一
受託人會計法 (Uniform Trustee’s Accounting Act)、統一共同
信託基金法 (Uniform Common Trust Fund Act)等 210。上述所有

整編及統一法目前雖然並非各州都採為其州法，但因其內容

本即係原有判例法之精華，所以廣為法院所採納。  
 
關於遺囑信託，在州法部分，以加州為例，其於一八七

二年之民法典中，訂入有關信託之條文，並於一九八七年大

幅修正，而將信託部分條文列入遺囑法第九編，此乃因美國

信託制度之運用與遺囑息息相關，僅加州即有百分八十之信

託為遺囑信託 211。在法律整編部分，基於彙整各州判例法而

得之條文中，信託法第三版即於第十條將遺囑列為創設信託

方法之首 212，並於第十七條列出遺囑信託之要件 213。在統一

信託法典方面，第四○一條同樣列出得以遺囑為設定信託之

方法，而在其評註 (comment)中明示，本條係依據美國法律整
編信託法第三版第十條及第二版第十七條而來 214。可見遺囑

信託在美國行之有年並被廣為運用，而以各州信託法 (包含實
定法及判例法 )作為法源。  

 
參、日本  

 
                                                 
208 ALI, Foreword, supra note 13, v. 1, p. IX. 
209 新井誠，前揭書，同註 20，頁一五、一六；大塚正民、樋口範雄，前揭書，同註 197，頁三、
四。 
210 水島廣雄，前揭書，同註 20，頁二六六至二七○。 
211 陳春山，前揭書，同註 8，頁一六、一七。 
212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10, ALI, supra note 13, v. 1, p. 145. 
213 Ibid, § 17, p. 250. 
214 NCCUSL, § 401 Comment, supra note 12, 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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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古以來即有類似信託之思想，其內容類似今日之

金錢信託。但現代日本之信託制度，並非導源於此種信託思

想，而係由美國所引進。具體言之，係參考英美判例法上之

規範，以及一八八二年印度信託法及一八七二年美國加州民

法典中信託部分條文而來 215。日本之信託業發軔於一八九七

年，而於明治三十三年 (西元一九○○年 )制訂日本興業銀行
法，其中第九條首次使用信託之字眼 216。其後於明治三十五

年 (西元一九○二年 )日本興業銀行成立，同時開辦信託業務
，方為現代信託業務之開端 217。但日本真正導入信託制度，

應是源於明治三十八年 (西元一九○五年 )附擔保公司債信託
法之制訂 218。所以當時興業銀行所導入者並非一般個人信託

，而是附擔保公司債信託 219。其後因大正初期的經濟發展，

信託公司廣為設立，但許多公司係假信託之名，行高利貸之

實，以大正十年為例，實際申設的五百一十四家信託公司，

竟然有四百八十七件並非執行合法信託業務 220，因此為規制

及取締此種「信託 (概念 )濫用」的現象，日本政府於大正十
一年 (西元一九二二年 )制訂信託法及信託業法，並於翌年施
行 221。此兩項法律之制訂，使日本成為大陸法系國家中首先

接受信託制度而成為成文法者 222。其後基於種種需要，而於

昭 和 二 十 六 年 (西 元 一 九 五 一 年 )頒 布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法
(Securities Investment Trust Act)，明文採納美國式的投資信
託 223；昭和二十七年 (西元一九五二年 )頒布貸付 (即貸款 )信託
法 (Loan Trust Law)，以利用信託法理達成產業調度資金之目
的 224。  

 
關於遺囑信託的法源，日本信託法第二條規定：「信託

得以遺囑為之。」即承認信託除得以契約設定外，亦得以遺

                                                 
215 新井誠，前揭書，同註 20，頁一六；陳春山，前揭書，同註 8，頁一八。 
216 同上。 
217 徐國香，前揭書，同註 20，頁二一。 
218 新井誠，前揭書，同註 20，頁一七。 
219 潘秀菊，前揭書，同註 6，頁三一；蔡辰男譯，前揭書，同註 20，頁一三。 
220 新井誠，前揭書，同註 20，頁一七。 
221 水島廣雄，前揭書，同註 20，頁二七七。 
222 陳春山，前揭書，同註 8，頁一八。 
223 水島廣雄，前揭書，同註 20，頁二七八。 
22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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囑設定 225。而因遺囑信託之成立以有效之遺囑為前提，因此

遺囑必須符合日本民法第九百六十條以下關於遺囑方式之

規定 226。但信託法規範有遺囑信託之法源雖已超過八十年，

但運用遺囑信託以處理遺產之案例，比起一般商業信託及英

美等國之狀況而言，可謂少之又少 227，究其原因可能日本是

家族制度的國家，要在死後將財產交由陌生的他人，尤其是

信託公司，是很不習慣的 228。  
 

第三項   我國關於信託之立法與司法  
 

我國信託制度之發展與日本頗為類似，皆是為因應營業

信託而起，並非依循由個人信託至營業信託之發展軌跡。一

般認為我國之信託事業肇始於民國十年左右之「信交風潮」
229
，當時信託事業逐漸興起，但亦有認為此時所稱信託公司

之業務，類集中於交易所股票之買賣與抵押，尚非真正信託

業務，與英美信託實務的實質內容與方式，相去甚遠
230
。及

至民國五十九年，行政院核定「設立信託投資公司審核準則

」(後修正為「信託投資公司申請審核原則」)後，方開放信

託投資公司之設立
231
，其後於民國六十二年訂頒「信託投資

公司管理規則」、六十四年於銀行法中增列「信託投資公司

」章、七十二年訂頒「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等
232
，而此等法規之內容所規範者

均屬營業信託或商事信託之事項，可明顯看出我國營業信託

之發達的確遠早於信託基本法即信託法之制訂。此外，規範

信託之法律尚有公司法及動產擔保交易法等，因此在信託法

制訂之前，法律所容許之信託實務類型可概分為四種，即；

公司債信託(公司法第二百四十八條、第二百五十六條)、證

券投資信託(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證券投資信託基

                                                 
225 田中實、山田昭，前揭書，同註 9，頁三三。 
226 新井誠，前揭書，同註 20，頁一○九。 
227 鄭俊仁譯，前揭書，同註 8，頁一四。 
228 蔡辰男譯，前揭書，同註 20，頁一○八。 
229 徐國香，前揭書，同註 20，頁二七；楊崇森，前揭書，同註 7，第十四章，頁二○九以下。 
230 立法院司法、財政委員會審查信託法草案聯席會議紀錄，法務部報告，立法院公報，第八十

三卷八十三期，頁三一四；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七。 
231 徐國香，前揭書，同註 20，頁二九。 
232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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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理辦法)、銀行信託業務(銀行法)、及信託占有(動產擔

保交易法)
233
。而在信託司法實務上，基於民法第一條「民事

，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之法院

不得以法無明文拒絕審判之原則，以法官造法之方式，創設

「信託行為」、「信託關係」、「信託契約」等法律概念，為我

國的信託制度奠定基石
234
。綜觀上述可知，我國在尚未制訂

信託法之前，有關信託制度之基本內容，主要是由司法判例

、判決及零星的法令所構成
235
。 

 

而相較於日本信託法制訂之導火線係為規制「掛羊頭賣

狗肉」的信託公司之濫設，我國信託法之所以得於八十四年

間經立法院快速審議通過，則係受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之影

響
236
。其實早在民國六十四年於銀行法中增列信託投資公司

章之同時，財政部已著手研擬並完成信託法草案，其後亦於

七十四年由財政部成立信託法研究小組研擬完成第二次信

託法草案。七十五年以信託法屬民事特別法而移請法務部繼

續辦理，法務部於七十七年起成立信託法研究制定委員會，

歷經七十七次會議而於八十二年完成信託法草案報請行政

院核定
237
。其間歷經十八個年頭，均因各方對信託制度如何

由大陸法系繼受之問題存有疑慮而遲遲無法立法通過。然民

國八十二年七月二日公布施行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於第

七條第一項規定：「總統、副總統、行政、立法、司法、考

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政務官、立法委員、省（市）

議員、縣（市）長應將其個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一定金

額以上之不動產及上市（上櫃）股票，信託與政府承認之信

託業代為管理、處分。其他公職人員因其職務關係對特定財

產具有特殊之利害關係者，亦同。」同條第三項則規定：「

信託法及信託業法應於本法公布後一年內完成立法，如屆時

未完成立法時，得由律師、會計師擔任受託人。」亦即該法

                                                 
233 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七三、七四。 
234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八。另關於信託法立法前司法判決之分析，較新者可

參考詹森林，信託之基本問題─最高法院判決與信託法規定之比較分析─，同註 37，頁二○九
以下。 
235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七。 
236 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二○。 
237 信託法簡要立法過程，參註 5，頁一二六；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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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特定之公職人員須將特定財產交付信託，且信託法及信

託業法應於該法公布一年內，即八十三年七月一日前立法完

成。雖然之後信託法之立法並未遵照此一時程，但卻加速審

查腳步，而得於八十四年底三讀通過，八十五年一月二十六

日由總統公布施行。至於規範信託業之信託業法於八十九年

制定公布，與信託相關之稅法規定，則於九十年五月二十九

日三讀通過，至此，我國的信託基本法制大抵確立，近乎完

備 238。  
 
綜觀我國信託法之內容，主要是以日本與韓國之信託法

為本，並參酌英美的信託法原則 239。而我國信託法之重要立

法原則有 240：(1)所有權與利益分離原則；(2)信託財產獨立之
原則； (3)信託公示之原則； (4)尊重信託行為之原則； (5)信
託目的適法之原則；(6)加強保護受益人原則；(7)維護公益之
原則；及 (8)信託財產管理方法、受託人義務、報酬、信託關
係消滅事由、及信託財產之歸屬等重要規定。在信託法立法

後，前述關於信託法之法規或實務見解，若與信託法之規定

有所不符者，即應隨之修正或廢止，俾利遵循 241。  
 
至於與本論文相關之遺囑信託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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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參閱草案之說明亦僅記載：「本條明定信託之成立，原則上

應以契約或遺囑為之。蓋信託為法律行為之一種，通常以契

約為之；至遺囑信託，因在英美極為流行，且能發揮巨大社

會作用，日、韓等國亦採行之，爰併列為信託成立形態之一

。」 242另在立法院審議之過程中，對於遺囑成立信託之問題

，並無任何討論 243，因此僅能得知我國信託法引入遺囑信託

之原因有三：一為英美流行之作法，二能發揮巨大社會作用

，三則是日、韓信託法採行遺囑信託。信託法中其他與遺囑

信託有關之明文則僅有第四十六條關於遺囑指定之受託人

                                                 
238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一○及三版序言。 
239 同上註，頁一○。 
240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總說明，參註 5，頁一二七、一二八。 
241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一一以下。 
242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總說明，參註 5，頁一三二。 
243 參立法院公報，第八十四卷三十七期，頁四四六；第八十四卷六十五期，頁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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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或不能接受信託時之解決方法，顯見當初基於種種理由

將遺囑信託列為信託成立之形態，卻未在條文中將因契約或

遺囑成立之信託分別規定，可能是認為兩者均為法律行為，

而可適用同一套規範，遂無分別規定之必要。然基於後續之

討論可知，契約與遺囑在性質上之不同，嚴重影響基於其所

成立之信託關係，實有必要針對遺囑信託作深入之規定。但

就信託法承認遺囑得為信託成立之方式之一，吾人可單純視

為信託法提供遺囑信託之法源以及部分適用之規定，若要建

立遺囑信託之完整體系，仍有待法學界及實務界之持續共同

努力。 

 

第三節   遺囑信託之意義、性質與功能  
 

遺囑信託 (testamentary trust 或 trust under will)為本論
文之主題，因此在介紹信託制度及法制之沿革，以及關於遺

囑信託之立法例後，有必要就遺囑信託之概念先予釐清，作

為後續討論之基礎。因此，本節首先將探討遺囑信託之定義

，並隨之說明其性質與功能，希望給予遺囑信託一清晰之面

貌。 

 

第一項   遺囑信託之意義  
 

我國信託法之內容係參考美、日信託法之規定，而不論

美國之信託法整編或統一信託法典，或是日本信託法，均未

對遺囑信託給予明確之定義，因此我國信託法同樣未直接定

義何謂遺囑信託，僅於第二條規定信託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應以契約或遺囑為之，因此，若依我國信託法規定之方式，

遺囑信託可簡單定義為：「以遺囑方式設立之信託」，一般而

言，此一定義亦與美、日等國信託法論著所為遺囑信託之定

義大致相同
244
。 

 

                                                 
244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Chap. 4, Intro. Note, ALI, supra not 13, v. 1, p.250; 新井誠，前揭書，
同註 20，頁一○九。但Black’s Law Dictionary則定義遺囑信託為：「由委託人(立遺囑人)以遺囑
設立並於其死亡時生效之信託(A trust that is created by a will and takes effect when the 
settlor(testator) dies.)」，Garner, supra note 116, p.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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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前述第一節第三項說明信託之分類時曾以信託設立

方式之不同，可將信託區分為契約信託、遺囑信託及宣言信

託三種，但若從另一個角度觀察，以信託之生效時點為區分

標準，則遺囑信託係以委託人之死亡為生效時點之信託
245
，

相對於此，則為於委託人生前即生效力之信託，即生前信託

(living trust 或 inter vivos trust)。一般契約信託屬於生前信託
，因契約之成立必須兩造當事人之意思表示合致，而有一方

當事人若已死亡，則必無成立契約之可能。但亦有可能委託

人與受託人訂立契約，成立信託，但係以委託人死亡為其生

效要件 246，此時若依信託生效時點之區別標準，似應為遺囑

信託，但其形式上又非以遺囑作成，而係在委託人與受託人

間存有信託之契約，因此，此項區分標準有灰色地帶之存在
247，而不宜作為學術之用，但仍得作為參考以瞭解遺囑信託

之意義。  
 

依上述遺囑信託之定義，可知遺囑信託之兩大要素分別

為「以遺囑為之」及「信託」。信託之定義已如前述，而所

謂遺囑(testament; will)，則係指遺囑人為使其最後意見於其
死後發生法律上之效力，依法定方式所為無相對人之單獨行

為
248
，於我國法上係規定於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六條以下。

遺囑信託之成立生效必須分別滿足遺囑及信託之要件，而關

於遺囑信託要件之分析，將於第三章中詳細論述，於茲不贅

。 

 

第二項   遺囑信託之性質 249

 

                                                 
245 由於本論文對信託行為之內容採複合行為說，委託人死亡僅屬遺囑信託原因行為之生效，尚

須由其繼承人等為擬信託財產之移轉或設定，遺囑信託處分行為方才生效，整體之遺囑信託才

算生效。為避免誤解，本論文以下除有特別說明，一般所稱遺囑信託生效，均指遺囑信託之原

因行為與處分行為均已生效而言。 
246 參註 102。 
247 對此，有認為若以委託人死亡時點為區分，則相對於生前信託者應稱為死因信託，而非遺囑

信託，因遺囑信託僅為死因信託之一種，李昆霖，前揭著，同註 4，頁七六。 
248 戴炎輝、戴東雄，前揭書，同註 143，頁二四七；陳棋炎、黃宗樂、郭振恭，前揭書，同註

143，頁二四七。 
249 此處討論之遺囑信託之性質，與第三章第一節所討論遺囑信託行為之性質有所分別，此處著

重於遺囑信託在大陸法系中究屬債權、物權或兼具債、物權之性質，以與前述信託性質之討論

呼應；而遺囑信託行為之性質則探討信託財產之移轉及使受託人管理信託財產之行為之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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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前述討論信託之性質時，曾指出我國學者多半引信託

法之相關規定，證明信託的確同時具有債權及物權之性質，

而採折衷說。而遺囑信託雖係以遺囑為之，然遺囑信託既屬

信託類型之一，於其成立生效後之法律效果，亦同樣適用信

託法之相關規定，因此其同時具有債權及物權之性質，應無

疑問。  
 

第三項   遺囑信託之功能  
 

遺囑信託之標的為遺產，則依民法繼承編之規定，對於

法定繼承人已有應繼分與特留分之規定，對於法定繼承人以

外之人亦有遺贈之規定，有何必要另設遺囑信託？就此，即

應探求遺囑信託有何功能是現有法制所無法達成的，而有設

立遺囑信託處理遺產之必要。於前述論及信託之功能時曾提

及，信託有運用在家庭、商業及社會方面之功能，遺囑信託

雖同具此三種功能，但一般言之其於家庭方面之功能最能彰

顯。 

 

信託運用在家庭方面，有保儲財產、避免浪費、執行遺

囑、監護子女、照顧遺屬等效用，而設立遺囑信託同樣可達

成此等功能。如繼承人雖得依應繼分之規定繼承財產，但若

子女尚未成年、配偶不善理財、事業繁重而無暇管理、浪費

成性，則縱依民法第一千零八十八條規定，未成年子女因繼

承而得之特有財產，得由父母管理，亦無法確保子女能獲得

較好之照顧；或子女雖成年，但因身心殘障、尚在就學、浪

費成性或無理財能力，而無法自繼承之遺產獲得照顧或可能

將遺產揮霍殆盡；或委託人尚有年邁或生病之父母，其並非

繼承人無法獲得遺產，縱遺贈部分遺產，亦可能因父母無能

力管理而無法獲得照顧；在此等狀況下，委託人即得以設立

遺囑信託，尤其是浪費者信託、扶養信託、自由裁量信託或

保護信託等以保全遺產價值、照顧遺屬為目的之信託，使上

述之家屬能受到保護、照顧
250
。 

 

                                                 
250 楊崇森，前揭書，同註 7，頁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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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遺囑信託與其他法律關係之比較  
 

如同前述，英美許多信託法論著之作者，認為要給信託

一個精確的定義非常困難
251
，因此傾向以描述之方式代替定

義信託。而其最常使用之方式闕為比較信託與相類似之法律

概念，從中得出信託之界限，此一方法亦為日本及我國研究

信託法之學者所援用，而最常用作比較之法律概念有委任

(appointment)、代理 (agency)、寄託 (bailment)、第三人利益
契約 (contracts to convey or certain contracts for the benefit of 
third parties)、法人 (corporation)、破產管理 (receivership)、
遺囑執行 (executorships)及監護 (guardianship)等 252。就本論文

之主題遺囑信託，英、美、日及我國信託法學者並無專論，

當然亦無類似針對信託所為之比較，惟本論文認為，雖然已

就遺囑信託作出定義，但為深入瞭解遺囑信託之內涵，實有

必要藉由此種研究方法，從另一個角度進行觀察。 

 

第一項   遺囑信託與附負擔遺贈  
 

所謂遺贈，係指遺囑人以遺囑對他人(受遺贈人)無償讓

與財產上利益之謂
253
，其性質為死因行為、無償行為、單獨

行為、要式行為及財產行為 254。我國法上遺贈之相關規定係

列於民法繼承編第一千二百條至第一千二百零八條。而附負

擔之遺贈，亦稱負有義務之遺贈，係遺贈附有附款，使受遺

贈人負擔一定給付義務之謂
255
，我國民法第一千零二十五條

即為附負擔遺贈之規定。依據前述對遺囑信託之分析，兩者

                                                 
251 海原文雄，前揭書，同註 52，頁一。 
252 關於信託與類似法律概念之比較，可參：楊崇森，前揭書，同註 7，頁六以下；徐國香，前

揭書，同註 20，頁四○以下；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五四以下；潘秀菊，前揭書，同註 6，
頁七三以下；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四五以下；鄭俊仁譯，前揭書，同註 8，頁五以下；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5, ALI, supra note 13, v. 1, pp. 46-74; Bogert, §§ 12-18, supra note 23, pp. 
27-40. 
253 戴炎輝、戴東雄，前揭書，同註 143，頁三○四；陳棋炎、黃宗樂、郭振恭，前揭書，同註

一四三，頁三四七。 
254 李昆霖，前揭著，同註 4，頁三四、三五。 
255 戴炎輝、戴東雄，前揭書，同註 143，頁三一三；陳棋炎、黃宗樂、郭振恭，前揭書，同註

一四三，頁三六七；林秀雄，附負擔遺贈，台灣本土法學，第四十四期，二○○三年三月，頁

一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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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質上可謂一致
256
，都是遺囑人以遺囑所為、自其死亡時

產生效力、並須繼承人或遺囑執行人為遺產移轉之行為、受

託人或受遺贈人均成為移轉財產之名義上所有權人、兩者均

有負有義務須給付利益予第三人、及受託人與受遺贈人分別

可拒絕信託或拋棄遺贈，而不受財產之移轉。 

 

雖然兩者在性質上相同，但遺囑信託與附負擔遺贈仍有

相當大的差異。首先在信託之要件上，信託目的，或信託法

第一條所稱信託本旨，為信託成立所不可或缺者，蓋其為受

託人管理處分信託財產之依據
257
。遺囑信託設定時必然有使

受託人管理信託財產之信託目的，而遺贈僅為單純財產利益

之讓與，財產利益既已讓與，受遺贈人就該遺贈已成完全之

所有權人，遺囑人無必要也不可能再就遺贈財產給予受遺贈

人任何管理處分之指示，至於負擔，則非對於遺贈物管理處

分之指示。其次，遺囑信託之受託人有為受益人管理處分信

託財產之義務，如未盡職責，尚產生許多法律責任，嚴重者

法院可依聲請解任受託人，但信託不受影響；但受遺贈人如

前所述，已取得遺贈物之所有權，得自行決定遺贈物之使用

處分，並無為他人管理遺贈物之義務，在受遺贈人不履行負

擔時，遺贈並非當然失其效力，遺贈義務人亦不得拒絕遺贈

之交付
258
，此時僅得類推民法第四百十二條第一項，撤銷其

遺贈
259
。此為遺囑信託與附負擔遺贈最大之不同所在。 

 

第二項   遺囑信託與死因贈與  
 

死因贈與，乃指因贈與人之死亡而發生效力之贈與
260
。

其性質上為死因行為，即以贈與人死亡為停止條件之法律行

為。日本民法第五百五十四條明文規定死因贈與，並準用遺

                                                 
256 此處所指之性質係遺囑信託行為之性質，詳見第三章第一節之說明。 
257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五○。 
258 林秀雄，前揭文，同註 262，頁一三二。但國內亦有學者認受遺贈人如不履行其負擔時，遺

贈義務人得拒絕遺贈物之交付，戴炎輝、戴東雄，前揭書，同註 143，頁三一三。 
259 戴炎輝、戴東雄，前揭書，同註 143，頁三一三；陳棋炎、黃宗樂、郭振恭，前揭書，同註

一四三，頁三七三；林秀雄，前揭文，同註 262，頁一三四。 
260 陳棋炎、黃宗樂、郭振恭，前揭書，同註一四三，頁三四八；林秀雄，死因贈與之撤回，月

旦法學雜誌，第十六期，一九九六年九月，頁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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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之規定
261
。我國雖未明文規定，但基於契約自由原則，自

無不許訂立此種契約之限制
262
，其與上述遺贈相同之處，則

均屬無償行為及財產行為。然死因贈與並非以遺囑為之，而

係贈與契約，因此，不論就行為人之能力、方式、效力及執

行各層面觀之，死因贈與及遺贈兩者間均有所不同，因此是

否能如同日本民法，而類推適用遺贈之規定，尚有疑問
263
。

遺囑信託與死因贈與有許多相似之處，如皆係財產權人之死

亡為生效時點、受託人或受贈人均受財產之移轉而成為財產

名義上之所有權人等。 

 

然遺囑信託與死因贈與最大之區別在於前者為依遺囑

所為之單獨行為，而後者為契約
264
，因此設立遺囑信託須先

符合民法繼承編關於遺囑之要式及相關規定，死因贈與為贈

與契約，而贈與契約為有名契約，其解釋須依民法債編第四

百零六條以下之規定為之。兩者其餘不同之處尚有：死因贈

與贈與人並無如遺囑信託之信託目的存在、受贈人享有受贈

財產上完全之所有權，並無信託受託人係為受益人而管理處

分信託財產之情形，亦無義務與責任。 

 

第三項   遺囑信託與遺囑執行  
 

遺囑執行，規定於民法繼承編第一千二百零九條以下，

謂遺囑生效後實現其內容之各種事項所必要之行為及程序
265

，或謂實行依遺囑所加於遺產之積極的拘束之行為
266
。而為

遺囑之執行，首應依遺囑或由親屬會議或聲請法院指定或選

定遺囑執行人，民法並不以繼承人為法定執行人
267
，但繼承

人仍得為遺囑執行人
268
。遺囑執行人之職務內容有編製遺產

清冊、管理遺產並為執行上必要行為。遺囑執行與遺囑信託

                                                 
261 史尚寬，繼承法論，自刊，六十九年十月初版四刷，頁三六八。 
262 李昆霖，前揭著，同註 4，頁六二。 
263 林秀雄，前揭文，同註 267，頁六三。 
264 戴炎輝、戴東雄，前揭書，同註 143，頁三○四。 
265 陳棋炎、黃宗樂、郭振恭，前揭書，同註一四三，頁三一一。 
266 史尚寬，前揭書，同註 261，頁五一七。 
267 戴炎輝、戴東雄，前揭書，同註 143，頁二九一。 
268 陳棋炎、黃宗樂、郭振恭，前揭書，同註一四三，頁三二八；林秀雄，遺囑之執行，《民法親

屬繼承實例問題分析》，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二○○三年九月初版，頁三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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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場合均有遺囑之存在，且遺囑執行人與信託受託人亦均有

管理遺產或信託財產之義務與職務。此外，遺囑執行人及信

託受託人均有可能非由遺囑人所指定，而由法院選任，且遺

囑執行人及受託人執行職務之目的均係為他人之利益。 

 

但遺囑信託與遺囑執行仍有相當大的不同。首先，遺囑

信託之受託人係基於信託目的而為信託財產之管理處分，但

遺囑執行人之職責或有部分來自遺囑，但大部分屬法律所規

定；其次，受託人必須受信託財產之移轉，而成為信託財產

之名義上所有權人，因此受託人管理處分信託財產係出於自

己之名義，但遺囑執行人並不會成為遺產之所有權人，其因

職務所為之行為僅視為繼承人之代理(民法第一千二百十五

條第二項)，亦即僅在其執行職務行為之法效果上，擬制及

於繼承人
269
；最後，信託之核心意義在於信託財產之移轉及

管理，信託財產為信託之要件，因此，遺囑信託必有信託財

產之存在，否則遺囑信託無法成立，但遺囑人不一定留有遺

產，遺囑執行人之職務亦不限於遺產之管理，凡此均為遺囑

信託與遺囑執行之區別。 

 

第四項   遺囑信託與遺產管理  
 

所謂遺產管理，係指於繼承開始時，有無繼承人不明，

即有無各順位繼承人及配偶繼承人不明之狀況下，由親屬會

議選定，或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聲請法院選任之人，於繼承

人出現之前，負責遺產之管理之謂。遺產管理規定於我國民

法第一千一百七十七條以下。此處由親屬會議選定或法院選

任暫時管理遺產之人稱為遺產管理人，其職務一方面應從事

繼承人之搜索，一方面應對遺產加以管理及清算，期以保護

可能出現之繼承人、繼承債權人及繼承財產最後歸屬者(國

庫)
270
。遺產管理人之職務則規定於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條

以下。遺產管理人與遺囑信託受託人均有管理遺產或信託財

                                                 
269 林秀雄，同上註，頁三八八。該文對遺囑執行人之法律地位有詳盡之分析。 
270 戴炎輝、戴東雄，前揭書，同註 143，頁二二一；陳棋炎、黃宗樂、郭振恭，前揭書，同註

一四三，頁二三七至二四○；林秀雄，遺產管理人，《民法親屬繼承爭議問題研究》，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二○○○年九月初版，頁三○一至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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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之義務與職務，且亦係為第三人之利益而管理該財產。 

 

惟遺囑信託與遺產管理可為以下之區別。首先，遺囑信

託有明示之信託目的，但遺產管理係基於法律之規定；其次

，遺囑信託必須以遺囑為之，而遺產管理與遺囑之有無並無

關連；第三，遺囑信託之受託人為信託財產名義上之所有權

人，其管理處分信託財產係基於自己之名義，遺產管理人並

不受遺產之移轉，而非遺產之所有權人，依民法第一千一百

八十四條規定，其管理遺產頂多視為繼承人之代理；最後，

遺囑信託於無受益人之場合，應認信託目的無法達成，應依

信託法定信託財產之歸屬，但在遺產管理，若繼承人之搜索

並無結果，該遺產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條之規定，於清

償債權交付遺贈物後，如有剩餘歸屬國庫。 

 

第五項   遺囑信託與可撤銷生前信託  
 

可撤銷生前信託(revocable inter vivos trusts)，既為生前
信託同時又為可撤銷之信託，生前信託一般係相對於遺囑信

託或死因信託，而可撤銷信託係相對於不可撤銷信託

(irrevocable trusts)，其定義及內涵均如本章第一節第三項所
述，因此可撤銷生前信託可簡單定義為，由委託人於其生前

所設定，並保有撤銷信託權利之信託 271。  
 
在美國，可撤銷生前信託被廣為運用，一般其效力均持

續至委託人死亡後，且基於美國法上以遺囑處分遺產之種種

不便與缺點，因此人民多以可撤銷生前信託代替遺囑，如此

即可避免遺囑檢證 (probation)之缺點，亦可達成規劃遺產之
目的 272。  

 
雖然可撤銷生前信託其效力可持續至委託人死亡後，而

有規劃遺產，並由受託人繼續管理處分遺產即信託財產之功

能，與遺囑信託之功能同，但仍有下列之分別。首先，可撤

                                                 
271 陳彥宏，《論可撤銷生前信託代替遺囑》，國立中興大學碩士論文，一九九五年六月，頁三九。 
272 關於以可撤銷生前信託代替遺囑之相關問題及討論，詳見註 4陳彥宏之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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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生前信託之成立，得以宣言、移轉信託財產之所有權、由

有指定權人行使指定權、或契約之方式為之 273，但遺囑信託

則必須以遺囑為之，此為其成立方法上最大之不同，由前述

可撤銷生前信託多為規避遺囑檢證而成立，亦可瞭解兩者間

具有重大差異；其次，兩者一為生前信託，一為遺囑信託，

可知其生效之時點一為委託人尚存活時，一為委託人死亡時

，亦有所不同；最後，可撤銷生前信託於委託人死亡前，均

可依信託文件所定，由委託人撤銷該信託而取回信託財產，

但遺囑信託生效時委託人已死亡，不可能再為信託之撤銷或

變更，因此基本上遺囑信託其性質係不可撤銷者。  
 

第六項   遺囑信託與親權及監護  
 

所謂親權，係指父母與未成年子女之間，因需要保護教

養子女，所發生之特殊法律關係
274
，我國法上係規定於民法

親屬編第一千零八十四條以下。而所謂監護，則係指未成年

無父母，或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其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

務時，或在禁治產狀況下，依法設置監護人，以行照顧或護

養療治目的之制度。 

 

親權之內容可大別為二，一為子女身分上之權利義務(

身上照護)，一為子女財產上之權利義務(財產照護)，而無

論身分上或財產上之權利義務均為實現未成年子女保護與

教養之具體內容
275
。雖然遺囑信託之設立亦可實踐部分親權

之內容，但基本上遺囑信託與親權之行使負擔有者極大之不

同。首先，遺囑信託之信託目的係由委託人以遺囑為之，受

託人與受益人之關係來自於委託人之設定，而親權之內容則

係由法律規定，父母子女之關係則基於血緣，兩者雖皆可達

成相同之目的，但其依據不同，且受託人得拒絕接受信託，

但父母則無法拒絕親權之行使負擔；其次，父母行使負擔親

權並非基於他人之委託，無寧為其作為父母之權利義務，而

                                                 
273 同上註，頁四三、四四。 
274 戴炎輝、戴東雄，《親屬法》，自刊，二○○二年八月新修訂一刷，頁四六五。 
275 同上註，頁四七七；陳棋炎、黃宗樂、郭振恭，《民法親屬新論》，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增訂三版一刷，二○○二年十月，頁三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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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信託之受託人將信託財產管理處分所產生之利益交付

受益人，雖可照顧受益人，但仍基於委託人之委託；第三，

遺囑信託必有信託財產之指定及移轉，且信託利益必自信託

財產而來，但親權之內容或有涉及子女之特有財產，但父母

用以行使負擔親權之財源，並非他人所指定或移轉，亦未限

制出於何種財產；第四，遺囑信託之受益人係由委託人以遺

囑指定，可為委託人之子女，但亦可為其他非子女之人，然

親權之行使負擔僅限於父母子女之間，並無其他之可能；第

五，遺囑信託之受益人享受信託利益之時，委託人必已死亡

，但親權卻是在父母健在，或至少其中一人健在方可行使負

擔；最後，遺囑信託之設立，受託人對於受益人僅就信託利

益負有義務，受益人所得亦多為財產上之利益，但親權行使

負擔之內容遠超過信託利益，而為子女一切身分及財產上之

權利義務。 

 

監護與親權之行使負擔不同，在未成年監護，其內容雖

為親權之延長
276
，但並非由父母，而由第三人為之，在禁治

產監護，受禁治產人非如親權中其對象為未成年人，尚包括

成年人，因此，除上述與親權之間之差異外，遺囑信託與監

護尚有下列之分別。首先，在未成年監護之情形，後死之父

或母得以遺囑指定監護人(民法第一千零九十三條)，但亦可

能未以遺囑指定而須依法律定監護人或由法院選定監護人(

第一千零九十四條)，在遺囑信託，其目的並非皆為照顧子

女，因此雖均以遺囑定受託人，在遺囑未指定時尚得由法院

選定，但不一定由父母為子女之利益而設定遺囑信託，亦即

委託人之範圍較未成年監護人僅得由父或母指定為寬；而在

禁治產監護，其監護人亦得由後死之父或母以遺囑指定，但

僅屬法律規定之最後順序(民法第一千一百十一條)，不若遺

囑信託僅有以遺囑指定受託人一種可能；其次，遺囑信託必

有信託財產之移轉，受託人並應以信託財產或管理處分信託

財產之收益作為信託利益交付受益人，但監護則無此種機制

，且通常用於監護之財產均為受監護人之財產(民法第一千

一百條、第一千一百十二條)，因此，監護人並未受財產之

                                                 
276 戴炎輝、戴東雄，前揭書，同註，頁四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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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最後，遺囑信託之受託人得以任何理由拒絕接受信託

，於接受後可經受益人之同意辭任，或聲請法院許可其辭任

，若其違背職務或有重大事由，得由受益人聲請法院解任，

但監護人原則上不得拒絕，非有正當理由亦不得辭其職務(

民法第一千零九十五條、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且親屬會議

僅在特定情形下得撤退監護人(民法第一千一百零六條、第

一千一百十三條)，因此兩者在是否可拒絕接任、辭任、解

任或撤退之要件及發動機關均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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