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遺囑信託之設立 

 

繼第二章介紹信託及遺囑信託的基本概念後，本章將開

始討論遺囑信託設立之相關問題。於第二章討論信託之分類

時曾提及，在我國信託法之範疇內，可將信託區分為設定信

託及法定信託，前者係由當事人以信託行為設定之信託，依

信託法第二條，遺囑信託屬之。然就何謂信託行為，我國信

託法並未給予定義 277，但因信託行為之界定不僅影響信託之

成立及生效，對於委託人、受託人及受益人三者間之關係亦

相當重要 278，有必要予以釐清。由於信託法第一條將信託定

義為一種法律關係，而此種法律關係得因信託行為而創設，

因此，信託行為簡言之即為產生信託關係之法律行為 279。又

信託之核心意義有二，即：委託人須將其財產權移轉或設定

於受託人及須使受託人為他人之利益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
280

，依大陸法系之架構，前者即為物權行為(處分行為)而後者

為債權行為(原因行為)，兩者因此構成信託行為之內涵。  
 
按所謂法律行為，指以意思表示為要素，因意思表示而

發生一定私法效果之法律事實 281。又法律行為欲按其意思表

示發生效果，必須成立及生效，因此必須具備一定之要件 282。

                                                 
277 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二二三。方嘉麟教授認為信託法第一條僅在描述信託各方之關

係，而第二條亦僅揭示信託得以契約或遺囑為之，亦未澄清信託行為究何所指，因此巧妙地迴

避了信託行為界定之問題。就此，或可參考中國大陸信託法之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信託法第

二條規定：「本法所稱信託，是指委託人基於對受託人的信任，將其財產權委託給受託人，由受

託人按委託人的意願以自己的名義，為受益人的利益或者特定目的，進行管理或者處分的行為。」

參註 15，本條乍看與我國信託法第一條對信託之定義相同，但請注意其於該條最後係使用「行

為」二字，亦即該法強調信託係一種行為，亦可解釋該條即為對信託行為之定義，與美、日、

韓及我國信託法強調信託係一種關係有著相當大的不同。 
278 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二二三。 
279 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四三。 
日本信託法學者將信託行為定義為：「當事人設定信託之行為」，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
頁八三；或「當事人間成立信託法律關係之行為」，新井誠，前揭書，同註 20，頁一○八，
均與此處之定義相同。 

280 法務部於立法院審議信託法草案時所提出之報告，稱「準此，在本草案完成立法程序之後，

信託之成立即須具備二要件，其一為『委託人須將其財產權移轉或設定於受託人』(物權行為)，
其二為『須使受託人為他人之利益管理或處分信託財產』(債權行為)」，法務部，信託法草案報
告，立法院公報，第八十三卷八十三期，頁三一五。 
281 王澤鑑，前揭書，同註 58，頁二七○。 
282 法律行為之要件可區分為成立及生效要件，前者再分為一般成立要件，即當事人、標的、意

思表示，及特別成立要件，係個別法律行為特有的要件，如要式行為須踐履一定之方式；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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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信託行為既為法律行為，若欲使信託行為發生創設

信託關係之效果，信託行為自應成立及生效，亦即必須滿足

其成立及生效要件。一般言之，信託行為之成立要件則為當

事人、信託目的、意思表示、以及信託之特別成立要件，即

信託財產 283(包含信託財產之確定與移轉或設定 )及契約、遺
囑、宣言等行為。而信託行為之生效要件，除上述一般法律

行為之生效要件外，尚包含信託目的之限制及其他特別生效

要件，如遺囑信託中委託人之死亡等。  
 

本章旨在討論遺囑信託設立之問題，依據上述之分析，

將分別從兩個角度切入：一是闡釋信託行為之內涵，即前述

信託之核心意義─信託財產之移轉(設定)及管理，但特別著

重於遺囑信託之特點；一是分析遺囑信託行為之要件，包含

其內容及限制，以及欠缺時之效果。而本章之目的在澄清遺

囑信託行為之內容，以及如何方能有效設立一遺囑信託。 

 

第一節  遺囑信託行為 

 

信託行為之內涵及要件既如上述，本節將探討遺囑信託

之原因行為及處分行為，建立對遺囑信託內涵之概念，但由

於信託行為之性質與信託之要件及法律效力有關，第一項將

先介紹遺囑信託行為之性質。惟首須強調者，通說就信託行

為之內涵採複合行為說 284，即包含擬信託財產移轉之物權行

為及使受託人為信託財產管理之債權行為，此於遺囑信託並

無不同。遺囑信託中使受託人管理信託財產之行為係由委託

人以遺囑為之。但遺囑信託中擬信託財產之移轉，即依物權

法所為物權之變動，因遺囑生效時委託人已死亡，無法自為

                                                                                                                                            
指存在於法律行為本身以外的其他效力要件，亦可再分為一般生效要件，有當事人須有行為能

力、標的須可能、確定、適法、妥當、意思表示須健全，及特別生效要件，如遺囑行為須俟遺

囑人死亡始生效力，同上註，頁二七一。 
283 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一○二；潘秀菊，前揭書，同註 6，頁一七。 
284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四一；潘秀菊，同上註，頁一○二。所謂複合行為說

，係相對於併立行為說及單一行為說之見解，併立行為說認信託行為包含原因行為及處分行為

，且此兩種行為必須同時存在，信託行為始能生效；單一行為說則認信託行為係單一法律行為

，惟同時發生雙重之效力；至於複合行為說則主張，信託行為包含處分行為與原因行為，但此

二行為並非必須同時成立，信託行為才能有效成立，但必須俟兩者均已成立與生效，信託行為

方能成立並產生效力，潘秀菊，前揭書，同註 6，頁一○○至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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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之登記或動產之交付，因此此一物權行為須由其繼承

人或遺囑執行人為之，此與契約信託有著極大之不同 285。亦

即遺囑信託行為雖包含債權及物權行為，然委託人所得為者

僅為其原因或債權行為，即遺囑行為，而無法自為物權行為

。  
 
就此，或有認為依日本學者之見解，以遺囑設立信託之

行為可類推適用關於遺贈之規定，而遺贈，通說認為其僅具

債權效力 286，因此遺囑信託行為應僅為債權行為，亦即，擬

信託財產並非於遺囑生效時當然移轉於受託人，故遺囑信託

僅具債權效力。然比較遺囑信託與遺贈之概念可知，雖然同

樣係以遺囑為之、於遺囑人死亡時發生效力、擬信託財產或

遺贈物須由繼承人、遺囑執行人或遺產管理人交付或移轉，

但信託之定義本即包含信託財產之移轉，而遺贈之定義中並

無遺贈物之交付此一要件，因此，遺囑信託與遺贈並不能相

提並論。尤其，日本學者認遺囑信託得類推遺贈規定之出發

點在於侵害特留分時扣減問題之解決 287，並非認為兩者在性

質上相同。又以契約信託為例，委託人以契約設立信託，依

物權之變動採形式主義之結果，委託人仍必須另為擬信託財

產之移轉或設定行為，因此契約信託雖係契約為之，但仍包

含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兩者；而遺囑信託與契約信託之不同

僅在於成立之方式不同，但均須為擬信託財產之移轉或設定

則一。因此，遺囑信託行為並非僅有債權行為，亦非僅具債

權效力，此亦可認為將信託此一英美法上之概念引入時所可

能遭遇之困難之一。  
 

第一項   遺囑信託行為之性質  
 

                                                 
285 參九十年九月十四日修正、九十年十一月一日施行之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二十六條規定：「信

託以遺囑為之者，信託登記應由繼承人辦理繼承登記後，會同受託人申請之；如遺囑另指定遺

囑執行人時，應於辦畢遺囑執行人及繼承登記後，由遺囑執行人會同受託人申請之。前項情形，

於無繼承人或繼承人有無不明時，仍應於辦畢遺產管理人登記後，由遺產管理人會同受託人申

請之。」 
286 史尚寬，前揭書，同註 261，頁四七二；戴炎輝、戴東雄，前揭書，同註 143，頁三○八；陳
棋炎、黃宗樂、郭振恭，前揭書，同註 143，頁三五五。 
287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一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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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信託法第一條對信託關係之定義，及其核心意義在於

同時具有信託財產之移轉(設定)與信託財產之管理兩點，可

知信託兼具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因此在分析信託行為之性

質時，亦須顧及其不同於其他法律關係之特性。而遺囑信託

行為包含委託人之遺囑行為，與繼承人等所為之擬信託財產

移轉或設定行為，因此，遺囑信託行為具有下列之性質
288
： 

 

一、單獨行為 

所謂單獨行為，係指由當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而成立，

而得發生債權法、物權法、親屬法或繼承法上之效果；而單

獨行為又可分為有相對人之單獨行為與無相對人之單獨行

為，如遺囑即為可發生繼承法上效果之無相對人之單獨行為
289。按遺囑信託由委託人以遺囑為之，無須對特定人為之，

亦不以受託人之承諾為要件 290，更重要者，縱使遺囑中未曾

指定受託人，遺囑信託並不因之無效 291。信託法第四十六條

規定：「遺囑指定之受託人拒絕或不能接受信託時，利害關

係人或檢察官得聲請法院選任受託人。但遺囑另有訂定者，

不在此限。」即表明遺囑信託不以受託人之承諾為要件，雖

未指明若遺囑信託未指定受託人之情形應如何處理，但可類

推適用第四十六條之規定，遺囑信託並不因之無效，而得由

法院選任受託人 292。綜上，遺囑信託完全符合單獨行為之要

件，而得發生信託法上之效果。因此在債權行為方面為單獨

行為；而在信託財產移轉設定之物權行為上，以遺囑指示將

信託財產交付信託，其性質如同以遺囑捐助設立財團法人(

民法第六十條)，通說亦認係屬單獨行為
293
，縱然信託財產之

                                                 
288 徐國香，前揭書，同註 20，頁六一至六四；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一○○、一○一；
陳春山，前揭書，同註 8，頁四一、四二。 
289 同上註，頁二八○。 
290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三九。 
291 徐國香，前揭書，同註 20，頁六二；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一七四；美國信託法整編
第三十一條明文規定：「信託不因未指定受託人或‧‧‧而失效。法院應指定必要及適切之受託

人。」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31,ALI, supra note 13, v. 2, p. 101. 
292 上述美國信託法整編第三十一條之規定，並未指明係應用於何種方式成立之信託，因此應對

所有信託一體適用。而我國信託法第四十六條之立法理由雖稱本條係參考美國信託法(第二版)
第一百零八條之規定，但卻未將該條中原有「無受託人(there is no trustee)」之文字訂入，顯係有
意忽略而造成。參註 5，頁一五二；司法院、國立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合譯，前揭書，同註 22，
頁四七四。 
293 單獨行為又可分為有相對人及無相對人之單獨行為，其區別實益在於有相對人之單獨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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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或交付須由遺囑執行人或繼承人為之，但不影響其單獨

行為之性質。 

 

二、死因行為 

死因行為，乃行為人死亡後始發生效力之行為。遺囑信

託以遺囑為之，而遺囑係以遺囑人死亡時發生效力，因此遺

囑信託之債權行為效力，以委託人死亡為生效時點，而為死

因行為。 

 

三、要式行為 

要式行為，乃須依一定方式始能成立之法律行為。遺囑

信託在債權行為方面，由委託人以遺囑為之，而遺囑須依民

法第一千一百八十九條至一千一百九十八條所規定之方式

為之，因此，遺囑信託之債權行為為要式行為。另雖然物權

之變動，通說認為在不動產為要式行為，在動產則為不要式

行為
294
，惟遺囑信託之物權行為均須以遺囑表示移轉或交付

信託財產之意思，因此仍為要式行為。 

 

四、要物行為 

由於遺囑信託之成立除須使受託人為信託財產之管理

外，尚須為信託財產之移轉或設定，因此為要物行為
295
。 

 

                                                                                                                                            
於意思表示到達相對人時發生效力，因此有相對人之單獨行為，表意人可於意思達到相對人前

撤回意思表示，參王澤鑑，前揭書，同註 58，頁二八○；施啟揚，民法總則，自刊，八十四年

九月增訂七版，頁二○○。 
在遺囑信託之委託人未指定受託人之情況下，或可認為係屬無相對人之單獨行為，但若遺囑

中已指定受託人，則是否為有相對人之單獨行為？惟因遺囑或遺囑信託，均以委託人死亡為

生效時點，遺囑信託既已生效，如受託人尚未能知悉委託人指定其擔任受託人之意旨，並不

影響信託之效力，縱使其不願接受信託，亦僅生由法院另行選任或依遺囑另行指定之問題，

因此此處之問題並不具實益。 
294 民法第七百六十條規定：「不動產物權之移轉或設定，應以書面為之。」通說及實務認本條應

以書面為之者，應為物權行為。另為澄清疑慮，民法物權編修正草案增列第七百五十八條第二

項：「前項登記，應以當事人之書面為之。」確定不動產物權之得喪變更均須以書面為之，而為

要式行為。相對的，動產的物權變動，依民法第七百六十一條第一項本文規定，通說認為僅須

具備讓與之意思表示及動產之交付，因此為非要式行為。參謝在全，《民法物權論》上冊，修訂

二版，自刊，二○○三年七月，頁一一一、一四九。 
295 但有學者認為，遺囑信託不須同時移轉指定之金錢或財產，因此並非要物行為，參謝哲勝，

前揭書，同註 2，頁一○一。 
惟不論美國、日本或我國法，信託之成立均須為財產之移轉或設定，與是否於遺囑生效同時

為財產移轉應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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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無償行為 

無償行為，指當事人一方為財產上之給付而未取得他方

對待給付之法律行為
296
。遺囑信託委託人將擬信託財產移轉

或設定於受託人，其目的雖在使受託人為受益人之利益而管

理處分信託財產，但委託人本身並未因此種移轉或設定而取

得對待給付，因此遺囑信託應為無償行為。 

 

六、財產行為 

以發生財產法上之效果為目的之行為，稱為財產行為，

係相對於以發生身分法上效果為目的之身分行為
297
。信託係

關於財產之法律，英美更將其列為財產法(property law)的範
疇，因此遺囑信託委託人之信託行為係為發生信託法上，即

財產法上之效果，遺囑信託行為因此為財產行為。  
 

第二項   原因行為  
 
依前所述，信託之核心意義，或稱信託之成立要件，包

含擬信託財產之移轉或設定，及使受託人為信託財產之管理

，亦即信託行為包括物權(處分)行為及債權(原因)行為，此

項意義或要件亦適用於遺囑信託。雖然在核心意義或基本要

件上相同，但遺囑信託與契約信託(或宣言信託)有著相當大

的差異，對於一般信託行為之說明與討論，不一定適用於遺

囑信託行為。因此，本項及次項擬分就原因行為及處分行為

，深入討論遺囑信託行為之要件。 

 

所謂信託之原因行為
298
，係指委託人所為，以使受託人

依信託本旨而為受益人之利益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意思

表示為內容之法律行為。信託法第二條所規定成立信託之不

同方式，即係指此處原因行為之方式。相對於以契約方式所

為之契約信託，遺囑信託之債權或原因行為須以遺囑為之，

亦即前述委託人設立信託並擬使受託人管理處分信託財產

                                                 
296 施啟揚，前揭書，同註 293，頁二○五。 
297 同上註，頁二○二。 
298 日本學者有稱原因行為為「基本的信託行為」，而處分行為則稱「信託的處分行為」，四宮和

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一○六、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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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思表示，必須由遺囑中得知。另原因及處分行為既為信

託之基本要件，則信託欲成立生效，勢必原因及處分行為均

成立生效，此亦為複合行為說之內容。因此，作為遺囑信託

原因行為之遺囑行為，應如何方得有效成立，以及其應具有

如何之內容，即為本項討論之重點。 

 

如前所述，所謂遺囑，則係指遺囑人為使於其死後發生

法律上之效力，依法定方式所為無相對人之單獨行為，因此

遺囑為要式行為，即遺囑之成立，必須符合法定方式之要件

，倘不遵守法定方式，則在法律上不發生效力(民法第七十

三條)，其理由在於遺囑生效時，遺囑人已死亡，為確保遺

囑人之真意，防止利害關係人爭執，並期遺囑人慎重其事，

法律特別規定遺囑為要式行為
299
。此種遺囑須以法定方式為

之之規定，不僅我國獨有，而係舉世皆然。在信託法之起源

地英國及其主要繼受國美國，其制定法均已載明得以遺囑設

立信託，以及該設立信託之遺囑須符合特定要件。如前述英

國一九八七年信託承認法第二條及一八三七年遺囑法之規

定，遺囑基本上須為書面、遺囑人簽字及見證人見證等基本

要件
300
。另美國信託法整編第十、十七條，及統一信託法典

第四○一條均規定信託得以遺囑為之及遺囑信託之要件
301
，

至於遺囑之要件，由於遺囑法為州法，各州得自行訂定遺囑

之要式，但基本上不外三項要件，即：書面、遺囑人簽名、

及特定人數見證人之見證
302
。而統一遺囑認證法(Uniform 

Probate Code)303第 2-502 條亦規定，遺囑之形式要件有六 304： 
1.書面。  
2.立遺囑人之簽名；或依其指示，於立遺囑人之前，由他人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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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二五六。 
300 參註 191。 
301 參註 212至 214。 
302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17, ALI, supra note 13, v. 1, p. 253. 
303 在美國，遺囑之訂定與執行須滿足繁複之要式需求(formality requirements)及認證手續(probate 
proceeding)，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二一三；所謂「認證」，係指於管轄法院前證明所提
出之文件為死者所遺留之最後有效遺囑，間接上具有證明該遺囑係合法有效之功能，參陳彥宏，

前揭著，同註 273，頁一六；而統一遺囑認證法(日本學者譯為統一遺產管理法典，如大塚正民、

樋口範雄，前揭書，同註 197，頁三五)即為規定遺囑認證相關程序之法律。 
304 陳彥宏，前揭著，同註 271，頁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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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行之簽名。  
3.二名見證人。  
4.見證人於見證時應具備見證能力。  
5.見證人之簽名。  
6.見證人必須見證立遺囑人簽名之過程，或者經立遺囑人於
事後承認其簽名或遺囑 305。  
基本上亦包含書面、遺囑人簽名、及見證人見證三部分之要

件。至於日本，除其信託法第二條規定信託得以遺囑為之外

，遺囑亦必須依照法定之方式 306，而其作成遺囑之方式則規

定於民法第九六七條以下，可大別為普通方式及特別方式，

前者包含自筆證書遺囑、公正證書遺囑、秘密證書遺囑，後

者則有危急時遺囑及隔絕地遺囑 307。  
 

我國法上遺囑之要式規定於民法繼承編第一千一百八

十九條以下，遺囑之方式區分為自書遺囑、公證遺囑、密封

遺囑、代筆遺囑、及口授遺囑，凡欲為遺囑者僅得依此五種

方式之一為之 (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九條 )。另在遺囑人死亡
，即遺囑生效之前，遺囑人得隨時依遺囑方式，撤回遺囑之

全部或一部 (民法第一千二百十九條 )。因此，在我國只要委
託人設立遺囑信託，其首須符合此處所述繼承法上遺囑要式

之規定，若遺囑不符法定要式，則遺囑信託自無法成立 308。  
 

                                                 
305 統一遺囑認證法第 2-502條之原文如下： 

(a) Except as provided in subsection (b) and in Sections 2-503, 2-506, and 2-513, a will must be: 
(1) in writing;  
(2) signed by the testator or in the testator’s name by some other individual in the testator’s 

conscious presence and by the testator’s direction; and  
(3) signed by at least two individuals, each of whom signed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after he [or 

she] witnessed either the signing of the will as described in paragraph or the testator’s 
acknowledgment of that signature or acknowledgment of the will. 

(b) A will that does not comply with subsection (a) is valid as a holographic will, whether or not 
witnessed, if the signature and material portions of the document are in the testator’s 
handwriting. 

(c) Intent that the document constitutes the testator’s will can be established by extrinsic evidence, 
including, for holographic wills, portions of the document that are not in the testator’s 
handwriting. 

Mennell, Robert L., Wills and Trusts in a Nutshell, Second Edition, West Publishing Co., 1994, pp. 
41, 42. 

306 日本民法第九六○條，新井誠，前揭書，同註 20，頁一○九。 
307 史尚寬，前揭書，同註 261，頁三八○。 
308 亦有認為遺囑信託因不具法定方式，依民法第七十三條之規定，信託行為無效，賴源河、王

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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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遺囑信託原因行為另一重點，即遺囑應有如何之內

容方得認為委託人有以遺囑成立信託之意思表示，我國信託

法並未規範，國內實務及學界亦鮮論及，因此有必要參考國

外學說說明之。在英國，信託法教科書在論及信託設定之際

，均指出有三項要件必須具備，即用語或意圖之確定

(Certainty of words or intention)、對象物或信託財產之確定
(Certainty of subject-matter)及標的或受益人之確定 (Certainty 
of objects)，合稱「三大確定性 (three certainties)」 309。日本

信託法學者於繼承英美之信託法制後，將該三大確定性引申

為信託原因行為 (基本之信託行為 )中，意思表示之內涵 310。  
 
三大確定性係源自英國一八四○年Knight v. Knight一案

中，Langdale法官所為判決之內容 311。其中第一項確定為用

語或意圖之確定，此項意圖 (intention)有認為即係信託目的 312

，但若仔細分析，其中仍有些許差異。信託的意圖應指創設

信託之意思表示 (an intention to create a trust)313，而信託目的

則為信託成立後所擬達到之目的，惟若不精確區分，兩者所

指可謂一體之兩面，而同於大陸法系中，法律行為成立要件

之一之標的。信託成立時，委託人在信託文件必須得確定有

創設信託之用語或意圖創設信託之表示 314，但並非一定在文

件上須出現「信託」或「信託關係」之用語，而應置重點在

實質上是否有足夠之明示意圖 315。其實，此項用語或意圖之

確定並非英美法系所獨有，大陸法系中，要求法律行為之標

的必須確定、可能、適法及妥當，亦屬相同之概念 316。  
 
第二項確定為信託財產之確定，係指委託人所欲交付信

託之財產範圍以及受益人所得享有之受益權範圍均須確定 317

                                                 
309 如Sydenham, supra note 52, p. 6; Edwards & Stockwell, supra note 164, pp. 91-96. 
310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一○六、一○七；海原文雄，前揭書，同註 52，頁六七；樋

口範雄，前揭書，同註 26，頁二四。 
311 Sydenham, supra note 52, p. 6. 
312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五○；潘秀菊，前揭書，同註 6，頁一○七。 
313 Sydenham, supra note 52, p. 6. 
314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13, 17, ALI, supra note 13, v. 1, pp. 206, 250. 
315 Edwards & Stockwell, supra note 164, p. 91. 
316 王澤鑑，前揭書，同註 58，頁二九五。 
317 Sydenham, supra note 52, pp.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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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述信託之核心意義即在信託財產之移轉及管理，若委

託人根本未特定信託財產，或信託財產之範圍無法確定，則

信託財產如何移轉或在如何之範圍內移轉均成問題，遑論受

託人應針對何等範圍內之信託財產進行管理處分，因此信託

財產應於設定信託時即予確定，否則信託應不成立。  
 
第三項受益人之確定，指信託成立後，得享有受益權之

人必須於信託成立時可確定或可得確定 318。惟如為公益信託

，因其係以不特定多數人的利益為目的，嚴格來說，係以一

般社會大眾為受益人，其受益人於信託設立時，並非須已確

定或可得確定 319。  
 
此處所述之三大確定性原則，適用於所有類型信託之成

立，遺囑信託自不例外，但遺囑信託行為之三大確定：信託

目的、信託財產、受益人，其內容自有與一般信託不同之處

，將在本章後續各節中分別討論。綜上所述可知，信託原因

行為中，三大確定性為其意思表示之內涵，而遺囑信託以遺

囑為唯一之信託文件 320，則委託人之遺囑內容自有三大確定

性原則之適用。亦即遺囑信託之原因行為，除作為信託文件

之遺囑須依法定方式為之，尚須其內容中確定有成立信託之

意圖、交付信託財產及受益人受益之範圍、及特定之受益人

，方得視為有效之原因行為，而成立遺囑信託。  
 

第三項   處分行為  
 

遺囑信託之處分行為，指的是委託人之繼承人、遺囑執

行人或遺產管理人將擬信託財產登記或交付受託人之行為

，而為遺囑信託之基本成立要件之一。一般而言，於委託人

死亡時，其原有財產即成為遺產，其擬信託之財產亦應屬於

                                                 
318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2, ALI, supra note 13, v. 1, p. 21. 
319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八一。 
320  但請注意在美國法上承認遺囑列為參考之現存文件 (an existing instrument properly 
incorporated by reference into the will)及所提及之部分事實(facts referred to in the will that have 
significance apart from their effect upon the disposition of the property bequeathed or devised by the 
will)若載有信託之意圖及其他要件，而得確認者，仍可成立信託，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17, 
ALI, supra note 13, v. 1, p. 250. 

 73



遺產之一部分，由於遺囑僅為債權行為，無物權效力，委託

人生前之財產勢必成為遺產，由其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遺

囑執行人，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三條之二第一項繳納遺產稅

後，將擬信託財產依其財產權種類登記或交付受託人(包含

未指定受託人及受託人拒卻而由法院選任之受託人)，方符

合遺囑信託之要件。 

 

第二節   遺囑信託當事人及關係人  
 

自本節起，將以我國信託法之規定為基礎，分析遺囑信

託行為之要件，包含成立及生效要件，以及欠缺該要件時之

法律效力。一般而言，遺囑信託行為之要件有：當事人及關

係人、信託財產、信託目的、信託期間、及信託之公示，雖

然在項目上與契約信託並無差別，但基於遺囑信託之特性，

各要件在內容上與契約信託均有或多或少之區分，以下將一

一討論之。  
 
按法律行為之成立要件有當事人、標的及意思表示，而

當事人立於成立要件之首，蓋法律行為本係法律主體為發生

法律效果所為之行為，有行為人方有行為，因此在討論法律

行為時，自須針對當事人此一要件先予檢討。  
 
一般所稱當事人 (party or parties)，泛指參與法律行為之

人 321，而在信託法之範疇內，不論美國、日本或我國之論著

中，均以委託人、受託人及受益人為信託關係之當事人 322，

然以前述當事人之定義及日本學者對信託行為之定義 323檢證

此處當事人之範圍可知，信託當事人應指直接參與設定信託

關係即信託行為之人。就我國信託法而言，信託行為之方式

包含契約、遺囑、及宣言三種，其中契約信託之當事人應只

有委託人及受託人二者，遺囑信託及宣言信託之當事人更僅

                                                 
321 Garner, supra note 116, p. 917. 
322 Bogert, § 1, supra note 23, p. 3, 該書中稱此三者為”the trust parties”; 新井誠，前揭書，同註 20，
頁一二六；陳春山，前揭書，同註 8，頁四六。 
323 參註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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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委託人一人 324，因此，受益人應非屬信託之當事人，而受

託人是否為當事人尚須視信託之類型而定。由於本論文係以

遺囑信託為主題，因此後續討論遺囑信託當事人之場合，均

僅指委託人而言。而信託法論著之所以同時使用信託關係人

及信託當事人，指涉不同之範圍，係有其區別上之實益，簡

言之，信託關係人乃信託成立之要件，信託得否依法成立及

生效，須分別討論信託關係人是否符合要件，而信託關係人

相互間之權利義務，亦構成信託之重要內涵；而信託當事人

乃為信託行為、設立信託關係之人，信託一旦成立生效，後

續此項信託關係之變更、移轉、終止或消滅均與當事人密切

相關。  
 

而所謂信託關係人，係指就信託直接有利害關係或權利

義務關係者而言，在我國信託法下，包括有委託人、受託人

、受益人及信託監察人 325。惟本節係針對遺囑信託行為之要

件，因此將僅就委託人、受託人、受益人等與遺囑信託成立

生效有關之人進行討論。 

 

第一項   遺囑信託當事人─委託人  
 

所謂委託人 (Settlor or Trustor)，參考信託法第一條對信
託之定義，可認為設定信託，而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

益人之利益或特定目的管理或處分財產，為財產權移轉或為

其他處分之人
326
，或可簡單定義為提供財產設立信託之人

327
。

依前述，由於遺囑信託行為為單獨行為，僅由委託人一人之

意思表示即可成立，故可認遺囑信託之當事人僅有委託人一

                                                 
324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四五。 
325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四五；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一七一。 
日本信託法學界對信託關係人之界定與我國大致相同(須注意者，在日本法上相當於我國信託
監察人之職務，其稱為信託管理人，參日本信託法第八條)，但依日本信託法，其信託關係人
尚應包括信託財產管理人，係指因受託人辭任(該法第四十六條)、解任(第四十七條)等欠缺受
託人之場合，代行受託人職務之機關，係一種臨時、緊急之處置(第四十八條)，新井誠，前
揭書，同註 20，頁一二六、一三六；田中實、山田昭，前揭書，同註 9，頁四五、五二。 

326 鄭俊仁譯，前揭書，同註 8，頁六一。。信託法草案說明中將委託人定義為：「係指將其財產

委由受託人為之管理、處分之有處分財產權能力之自然人或法人」，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第一條

說明第二點，參註 5，頁一三○。 
327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四五；美國法上甚至僅將委託人定義為「創設信託之
人(the person who creates a trust)」，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3, ALI, supra note 13, v. 1, 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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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委託人雖為創設遺囑信託之人，但是否任何人均得創設

遺囑信託？就創設遺囑信託，委託人是否受到任何資格上之

限制？本章既然在討論遺囑信託之設立，則委託人作為創設

遺囑信託之人，即為遺囑信託之要件之一，則如何方為適格

之委託人，實有必要詳細討論。就遺囑信託而言，其委託人

： 

一、應為自然人：  

法律上得為權利主體者，即法律上之「人」，包含自然

人與法人
328
。信託法並未規定委託人之資格，則自然人及法

人均得為委託人
329
。然因遺囑信託係以遺囑方式成立之信託

，而遺囑係人以其死後發生效力為目的之法律行為，法人無

自然人有「死亡」之概念，亦無以遺囑處理其繼承、遺產等

事宜之可能，因此僅有自然人有作成遺囑之能力，而得成為

遺囑信託之委託人。 

 

二、應有遺囑能力： 

遺囑能力，謂得為遺囑之能力，依我國民法之規定，滿

十六歲而未受禁治產宣告之人，有遺囑能力，未滿十六歲或

受禁治產宣告之人，雖有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之補充，亦無

遺囑能力。在遺囑信託，其信託行為須以遺囑為之，則委託

人即須受遺囑能力之限制，否則所為之遺囑無效，自亦無成

立遺囑信託之可能。  
 

三、應為有權處分擬信託財產之人； 

信託財產為信託之核心，為能有效移轉或設定信託財產

於受託人，委託人對擬信託財產自應為所有權人或具處分權

能
330
。另如委託人不能清償債務，而有和解或破產之原因時

，依破產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債務人於和解程序中雖仍保有

                                                 
328 此由民法總則第二章將自然人及法人均包含在人之範圍可知。 
329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3, Comment e, ALI, supra note 13, v. 1, p. 37；四宮和夫，前揭書，同
註 1，頁一一七；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四六。此亦可由我國信託法第七十一條

之宣言信託可由法人為之之規定得知。 
330 Bogert, §9, supra note 23, p. 20. 

 76



其財產之管理處分權，但其所為之無償行為不生效力，另依

同法第七十五條，破產人因破產宣告，對於應屬破產財團之

財產，喪失管理處分權，因此，債務人於和解程序中所為遺

囑信託，因為單獨行為應不生效力；破產人以破產財團為信

託財產所設立之遺囑信託，因破產人並無處分權，亦同屬無

效
331
。 

 

遺囑信託之委託人除受上述資格之限制外，尚有其他問

題。如委託人得否由二人以上共同擔任？在一般信託，美國

法認委託人有可能超過一人
332
，我國信託法第七十一條法人

宣言自為委託人後，並得邀公眾加入為委託人，委託人即有

可能為二人以上，因此理論上即有可能。另英美法上有所謂

「共同遺囑」(joint will)之概念，謂兩人以上之遺囑人，在
同一份文件上所為之遺囑 (a will executed by two or more 
people)333，但僅有形式之同一，其內容各別；以及所謂「相

互遺囑」(mutual will)，指除了共同遺囑形式上同一之特性外
，遺囑人尚相互為遺贈或相互指定他方為自己之繼承人 334。

若兩人以上，將其共有之財產，共同遺贈於他人，或對於同

一之第三人，個別遺贈其財產，皆可使用共同遺囑以達成遺

贈之目的。但雖然英美承認共同遺囑，我國之近鄰日本則於

其民法第九百七十五條禁止共同遺囑 335。至於我國民法對於

共同遺囑，並無相關規定，然就是否承認，有認若遺囑之成

立及消滅無害於其獨立性，即內容完全獨立之共同遺囑，應

不在禁止之列 336；亦有認因共同遺囑一遺囑人之意思決定，

為他遺囑人所左右，或一遺囑之成立，繫於他遺囑之成立，

則易發生弊端，而不應承認之 337。細究此肯定說與否定說之

內容，其實並無不同，即作成於同一文件之兩以上遺囑，若

其內容完全獨立，則似無禁止之必要。  

                                                 
331 徐國香，前揭書，同註 20，頁六九至七一；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四六。 
332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3, Comment a, ALI, supra note 13, v. 1, p. 36. 
333 Garner, supra note 116, p. 1291; 史尚寬，前揭書，同註 261，頁三八一；戴炎輝、戴東雄，前
揭書，同註 143，頁二五五。 
334 Garner, ibid; 史尚寬，同上註，頁三八二；戴炎輝、戴東雄，同上註。 
335 日本民法第九百七十五條規定：「遺囑，不得由兩人以上以同一份證書作成。」 
336 史尚寬，前揭書，同註 261，頁三八四。 
337 戴炎輝、戴東雄，前揭書，同註 143，頁二五五。 

 77



 
在此亦有討論英美法上另一概念，即「注入遺囑」(pour 

over or pour-over will)之必要。注入遺囑意指遺囑人明示，
於其死後將其部分遺產「注入」某現存之信託當中，而其管

理、處分、信託利益之分配等，俱依該現存信託之條款之遺

囑 338。而規範此項概念之統一信託之遺產附加法 (the Uniform 
Testamentary Additions to Trusts Act, UTATA)，已於一九六○
年經美國統一州法委員會全國會議通過，並於一九九一年修

正，目前許多州均已採為其州法 339。被注入遺產之信託稱為

「接受信託」 (receptacle)，此一信託得為注入遺囑之遺囑人
所創立，亦得為其他人或由遺囑人及其他人共同設立。而由

於接受信託經注入遺囑所指定之遺產注入後，該遺產即成為

信託財產，而注入遺囑之遺囑人即同時成為接受信託之委託

人。此時，該接受信託即至少有兩以上之委託人。惟注入遺

囑之概念為美國所有，日本及我國信託法並未有相關規定，

信託法學界亦從未論及，若依信託法第一條對信託關係之定

義，可將接受信託中之受託人及受益人，視為注入遺囑所擬

成立之信託之受託人及受益人，而使注入遺囑成立信託。但

因注入遺產之信託問題點不少，且此於國內尚屬全新之概念

，其得否承認尚賴立法及實務之發展，非本論文討論之重點

。  
 
綜上所述，不論以共同遺囑或注入遺囑之方式，均有可

能使遺囑信託之委託人人數在二人以上，但委託人超過一人

時，其設立遺囑信託之意思表示將有兩個以上，則關於遺囑

信託之要件，如信託財產、受託人、受益人、存續期間，以

及其他如生效時點等問題，均有產生衝突之可能，如何解決

，亦成問題。因此，遺囑信託之委託人是否可能為二人以上

，須視法律及實務是否承認如共同遺囑及注入遺囑等制度，

及配套之衝突解決方案是否完備，以目前運用遺囑信託之場

合遠低於商業信託之情況下，二以上委託人之問題在遺囑信

託中似無發生之可能。  

                                                 
338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19, ALI, supra note 13, v. 1, p. 291; Bogert, §22, supra note 23, p. 56. 
339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19, Comment a (4), ALI, supra note 13, v. 1, p.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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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遺囑信託關係人之一─受託人  
 

遺囑信託中，受託人並非當事人，但因遺囑信託中必須

有指定或選任之適格受託人，信託財產之移轉及管理方屬可

能，因此，於本章討論遺囑信託之設立時，亦須論及受託人

之資格。 

 

受託人 (Trustee)，係指依信託行為就信託財產為管理、
處分之具有權利能力及行為能力之自然人或法人

340
。由於自

然人及法人均得為受託人，以下將先分別就自然人及法人作

為遺囑信託受託人之適格進行說明。 

 

在自然人方面，因遺囑信託成立後，受託人須接受信託

財產之移轉或其他處分，法律上成為該財產權之名義上所有

權人，因此必須具有權利能力
341
。一般人均應有權利能力，

但若因法律規定在受財產權移轉或其他處分有所限制時，則

例外就該財產權無權利能力
342
。又受託人接受信託後，須依

信託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而管理及處分信託財產通常

須為法律行為，因此受託人亦須具備行為能力
343
。此即前述

受託人之定義中，特別指出受託人必須為具有權利能力及行

為能力之人之原因。信託法第二十一條規定：「未成年人、

禁治產人及破產人不得為受託人。」依其草案說明：「信託

係以當事人間之信賴關係為基礎，禁治產人及破產人均欠缺

行為能力，自不宜擔任受託人。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

能力，係為生活需要而設之規定，而信託之受託人既基於信

賴關係管理他人之財產，並以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親

自處理信託事務為原則，其要求應較民法規定為嚴，參以日

本、韓國信託法亦規定未成年人不得為受託人，爰為本條之

規定，以彰顯信託之特質。
344
」本條即係針對受託人所應具

                                                 
340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第一條說明，參註 5，頁一三○。 
341 徐國香，前揭書，同註 20，頁七一；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四七。 
342 如土地法第十七條所規定，外國人不得受移轉或設定負擔之土地。 
343 徐國香，前揭書，同註 20，頁七二；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四七。 
344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第一條說明，參註 5，頁一三九、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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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之行為能力而為之規定。 

 

而在法人方面，民法第二十六條規定：「法人於法令限

制內，有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能力。」而所謂享受權利、

負擔義務之能力，即為權利能力，因此法人有無權利能力，

須依其所據以成立之法律而定，一般凡經許可設立並向主管

機關辦妥登記之法人均有權利能力。至於非法人團體

(unincorporated association)雖在程序法上承認有當事人能力
(民事訴訟法第四十條第三項)，但尚不能因之即謂其實體法

上有權利能力
345
，因此是否能受財產權之移轉登記，而得為

遺囑信託之受託人，尚有疑問
346
。關於法人之行為能力，則

同樣應受規範該法人之法令之限制，如特別法就受託人的資

格另有規定者，即應依該特別法之規定
347
。 

 

另由於遺囑信託之委託人在設立信託時，並不一定即通

知其指定之受託人關於信託事宜，亦即遺囑信託行為為單獨

行為，不一定需要受託人之同意方能成立，因此，受託人可

能至委託人死亡，於遺囑之提示或開視後，方得知其受遺囑

人指定為信託之受託人，若強令其接受該信託而無任何轉寰

，則顯屬強人所難；又若遺囑人死亡後，經指定之受託人因

種種理由，如欠缺前述之權利能力或行為能力，或因死亡、

重病、出國等無法接受信託時，是否遺囑信託即無法成立？ 

 

我國信託法第八條規定：「信託關係不因委託人或受託

人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但信託行為另有訂定

者，不在此限。(第一項)委託人或受託人為法人時，因解散

或撤銷設立登記而消滅者，適用前項之規定。(第二項)」在

闡明信託有效成立後，即以信託財產為中心，而有其獨立性

                                                 
345 王甲乙、楊健華、鄭健才，民事訴訟法新論，自刊，二○○三年八月版，頁五二。 
346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四九；在美國法上，之前認非法人團體無權利能力，

無法成為信託財產之名義上所有權人，因此不得為受託人，Bogert, § 30, supra note 23, p. 91; 近
來則有採折衷之態度者，即認若該非法人團體有取得及持有信託財產之能力者，即得為受託人，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33, ALI, supra note 13, v. 2, p. 110, 此項論點與本論文所採者同。 
347 如信託業法第三十三條規定：「非信託業不得辦理不特定多數人委託經理第十六條之信託業

務。」即限定僅有信託業者方得為此等信託之受託人，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四
八。 

 80



，自不能因委託人或受託人有死亡、解散、破產、喪失行為

能力等事由而消滅
348
。本條規定係依據美國法上「信託不因

欠缺受託人而無效(trust does not fail for lack of trustee)」之
原則而來

349
，規範此原則之美國信託法整編第三十一條內容

為：「信託不因未指定受託人或所指定之受託人拒絕、不能

接任或停止續任而失效，除非信託之創設或續行須由特定人

擔任受託人。有管轄權之法院應指定必要及適切之受託人。
350
」委託人死亡而信託不消滅之例子，本論文主題之遺囑信

託即為典型，至於受託人因死亡、解散而不復存在，或因喪

失行為能力而不能接受或續任受託人時，應如何處理？信託

法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提供處理之辦法。就遺囑信託之

情形，信託法第四十六條規定：「遺囑指定之受託人拒絕或

不能接受信託時，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聲請法院選任受託

人。但遺囑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因此，上述所舉之情

形，法院即得依聲請另行選任受託人，而不影響信託關係之

存續。惟若法院另行選任之受託人，日後又因故不能續任受

託人時，則應依信託法第三十六條或第四十五條第二項準用

第三十六條第三項之規定，由法院再依聲請選任新受託人，

而非類推適用第四十六條之規定
351
。 

 

然若委託人於遺囑中僅載明成立信託之意思，但未指定

受託人時，遺囑信託行為是否有效，即遺囑信託是否成立？

若遺囑信託仍然成立，受託人應由何人擔任？凡此，信託法

第八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均未言明，致產生適用之

問題。日本信託法第四十九條第一、二項分別規定：「受託

人之任務終止時，利害關係人得請求法院選任新受託人。前

項規定，準用於遺囑指定之受託人不承受或不能承受信託情

形。」由於亦未提及遺囑信託委託人未指定受託人之情形，

八十年來屢成為爭議焦點。目前日本信託法學界已達成共識

，即認為信託行為仍為有效，而得類推第四十九條第二項由

法院選任受託人，此說可以四宮和夫教授為代表，其表示：

                                                 
348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第八條說明，參註 5，頁一三四。 
349 新井誠，前揭書，同註 20，頁一三一。 
350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31, ALI, supra note 13, v. 2, p. 101. 
351 此一部分詳見第四章關於受託人部分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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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中未指定受託人之場合，依第四十九條第二項反面解釋

，似可認為信託行為無效，但卻有疑問，因第一、遺囑人已

以遺囑明示給予受益人財產上利益，若信託行為無效，遺產

將由繼承人繼承，對於受益人並不公平；第二、信託雖以對

受託人之信賴為基礎，但與信託目的相比，僅屬次要因素；

第三、在有指定受託人之場合，其接受信託之效力係溯及的

發生(即溯及遺囑人死亡時發生效力)，在其接受前尚無管理

義務，與此相較，在自始即未指定受託人之情況，即不得因

無管理人之原因而認信託行為無效，基於上述理由，應認可

依第四十九條第二項選任受託人
352
。我國亦有學者贊同此說

353

。 

 

其實，我國信託法既稱參考美、日信託法，卻仍有此處

所指之立法疏漏，立法者難辭其咎。蓋尚且不論日本信託法

上存在此一問題長達七十年(以我國信託法立法時計算)，學

者亦已提供解決方案，美國法律整編信託法在其一九五七年

第二版中第一○八條已載明：「信託關係已成立而無受託人

，或受託人，或受託人之一，因任何理由不再擔任受託人，

得依下列方法指定新受託人：(a) 由有管轄權之法院為之；
或 (b) 依信託條款授權指定受託人之人為之。 354」第三版第

三十一條亦有相同之規定已如前述，則立法當時即應將此問

題定入法律，可免日後爭議。為今之計，日後適用信託法時

若遇到此一問題，可以美國信託法之規定為依據，而類推適

用信託法第四十六條，聲請法院選任受託人，遺囑人之遺囑

信託行為並不因之無效。  
 

至於遺囑信託之受託人人數得否為兩人以上？此項問

題較前述複數委託人之情況為單純，因信託法條文已提供答

案。信託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同一信託之受託人有

數人時，信託財產為其公同共有。」第二十九條前段規定：

                                                 
352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一二○。 
353 徐國香，前揭書，同註 20，頁七三。 
354 其原文為”If a trust is created and there is no trustee or if the trustee, or one of several trustees, 
ceases for any reason to be trustee, a new trustee can be appointed (a) by a proper court; or (b) by the 
person, if any, who by the terms of the trust is authorized to appoint a trustee.” Restatement Second, 
Trusts § 108，司法院、國立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合譯，前揭書，同註 22，頁四七三、四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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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人有數人者，對受益人因信託行為負擔之債務負連帶

清償責任。」皆已明示信託之受託人可為複數，且因法條並

未明指僅能適用於特定信託，因此遺囑信託之場合即有適用

。但問題是，若遺囑信託指定複數受託人，有受託人拒絕接

受或因資格欠缺無法接受時，遺囑信託是否僅對其餘受託人

生效？或有其他處理方式？此時應認仍得依信託法第四十

六條之規定辦理，蓋遺囑人以遺囑表明信託之意思，則於其

死後應尊重其意思，若其指定複數之受託人，其中縱有拒絕

或不能接受信託者，亦應依第四十六條聲請法院另行選任，

以補足指定之受託人人數，而非直接對其餘之受託人發生效

力
355
。 

 

最後，遺囑信託之委託人得否自任受託人？依第二章之

討論，理論上言，自益信託之委託人可同時為受益人，而宣

言信託之委託人透過宣言成立信託時，得自任受託人。但依

我國信託法第七十一條之規定，我國僅於公益信託之情況可

採宣言之方式成立之，但得為委託人者僅有法人，依反面解

釋，自然人是無法以宣言成立公益信託，或成立其他信託，

因此，以遺囑方式雖可成立公益信託，但在我國法上無法以

宣言之方式為之，則委託人自無可能兼任遺囑信託之受託人

。另一重要之點在於，遺囑信託生效之時，委託人勢必已死

亡，而受託人係因接受信託而負管理處分信託財產之責，因

此委託人與受託人無法於同一時空中存在，委託人自然不可

能同時為受託人。此即遺囑信託與宣言信託不能兩立之理由

。 

 

第三項   遺囑信託關係人之二─受益人  
 

受益人 (Beneficiary)，係指依信託關係而有權享受利益
之人

356
。基於前述信託法理上三大確定性原則之受益人確定

                                                 
355 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二六七。 
356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第一條說明，同註 5，頁一三一。美、日亦自不同角度給與受益人之定

義。在美國法上，將受益人定義為：「為其利益而由受託人依信託關係擁有信託財產之人」，或

「委託人明示給與信託利益之人」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31, 48, ALI, supra note 13, v. 1, p. 35, 
v.2, p. 235;日本信託法對受益人並未定義，依學者之見解，受益人為「委託人欲使其享有信託利

益之人，或其權利之繼受人」，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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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信託成立後，得享有受益權之人必須於信託成立時可

確定或可得確定 357，因此，受益人雖非遺囑信託當事人，亦

為遺囑信託設立時所應具備之要件之一。本項之說明即針對

遺囑信託之設立時，關於受益人之要件內容，主要包含受益

人之資格及受益人之確定兩項。  
 

由於受益人在遺囑信託成立後，得享有信託利益，包含

信託財產之原本及其收益，且依信託法第六十五條第一款之

規定，當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除信託行為另

有訂定外，其歸屬之第一順序即為享有全部信託利益之受益

人，因此，受益人為能受信託利益或信託財產之移轉，必須

具有權利能力
358
。依前所述，一般自然人均應有權利能力，

凡經許可設立並向主管機關辦妥登記之法人亦均有權利能

力，至於非法人團體，由於與其作為受託人之情況相同，並

非在實體法上有權利能力，是否能完全受財產權之移轉尚有

疑問，但美、日、及我國學說皆認非法人團體可作為受益人
359
，然本論文仍主張其是否得為受益人應視情況而定

360
。 

 

而由於受益人必須具備權利能力，因此遺囑信託之受益

人雖在信託成立時仍存活，但若先於委託人而死亡，因已不

具權利能力，自不得作為受益人
361
。至於其效果，日本學者

認可類推民法遺贈之規定，該遺囑信託無效
362
。但因遺贈與

遺囑信託在性質上仍有差異，是否得為類推亦存有疑問，本

論文認可援引前述三大確定性原則，以欠缺受益人，而認遺

囑信託未成立
363
，此時因委託人尚未死亡，其得撤回遺囑而

另行指定受益人成立另一個遺囑信託，若有複數受益人者，

亦可比照辦理，撤回遺囑而代之以新遺囑，指定替代該死亡

之人為受益人或以尚存活之受益人為該信託之受益人。若委

                                                 
357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44, ALI, supra note 13, v. 2, p. 195. 
358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43, ALI, supra note 13, v. 2, p. 190. 
359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43, Comment d, ALI, supra note 13, v. 2, pp. 191-192; 四宮和夫，前
揭書，同註 1，頁一二二；徐國香，前揭書，同註 20，頁七四、七五；賴源河、王志誠，前揭
書，同註 8，頁八一。 
360 潘秀菊，前揭書，同註 6，頁一四九。 
361 徐國香，前揭書，同註 20，頁七五。 
362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一二二。 
363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44, Comment d, ALI, supra note 13, v. 2, pp. 19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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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人已無行為能力無法撤回及另為遺囑，如成為植物人、癱

瘓等，則遺囑信託既然不成立，其原擬交付信託之財產仍依

民法規定由繼承人繼承之。至於如欲使其飼養之貓、狗等寵

物享有信託利益時，因我國法上之權利主體僅有自然人及法

人，一般動物非自然人或法人，無權利能力而非權利主體，

自不得作為遺囑信託之受益人，若以動物或其他非權利主體

為受益對象者，委託人生前可由委託人撤回遺囑另行指定受

益人，委託人死亡後，遺囑信託因無受益人而不成立，擬信

託財產依法繼承之。但須注意者，由於我國信託法第一條承

認得為「特定目的」成立信託
364
，因此雖不能以貓、狗等寵

物為遺囑信託之受益對象，但不妨以寵物之照顧為特定目的

成立信託，惟因特定目的信託非本論文討論範圍，故不擬詳

加陳述
365
。 

 

我國信託法第五條第四款規定，以依法不得受讓特定財

產權之人為該財產權之受益人者，信託行為無效。立法理由

以不得取得土地法第十九條所定土地之外國人為例，認此等

行為或與信託制度之義意相違背，或為遂脫法之目的，故均

禁止之
366
。此為信託法加諸於受益人權利能力上之限制，遺

囑信託之委託人自應遵守。 

 

此外，因遺囑信託必為他益信託
367
，委託人不可能又同

時為受益人已如上述，但遺囑信託之受託人得否為該信託之

受益人？理論上只要符合上述受託人及受益人之資格，亦無

其他之限制者，遺囑信託之委託人得指定該信託之受託人為

該信託之受益人，但須注意，美國信託法上有所謂「混同

(merger)」之法理，謂「信託財產上之法律名義與全部之信

                                                 
364 關於特定目的信託，參第一章第二節之說明。 
365 美國統一信託法典第四○八條第一項規定有專為照顧動物而成立之信託，但信託期間僅限於

委託人之生存期間，Uniform Trust Code, § 408 (a), NCCUSL, supra note 12, p. 59. 
366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第五條說明，同註 5，頁一三三。 
367 雖然不排除遺囑信託之目的有可能為整修或打掃委託人之墓園，或逢年過節為其誦經等似以

委託人為受益人之情形，惟委託人既已死亡，則已非權利主體，自無法享受權利，於權利受侵

害時亦無法主張，因此上述情形仍無法認係以其為受益人。在類此情形，仍須以其繼承人或指

定之人為受益人，或可於遺囑中就受益人享有信託利益附加負擔，或指示由受託人代為處理此

等事務，而向信託財產請求清償或負擔所支出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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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利益由一人所享有時，信託即告終止。 368」其原因在於在

信託中，受託人與受益人係基於權利義務之相對地位，若權

利義務集中於一人，則該權利義務即發生混同 369；又信託最

大的特色即為法律上所有權及實質上所有權之分立，既然分

立，則此兩種所有權必由兩以上之人分別持有，若法律上所

有權與實質上所有權均由一人取得，則即回復一般法律上之

所有權，不復有信託之特質，信託即不再存在 370。因此我國

信託法第三十四條本文規定：「受託人不得以任何名義，享

有信託利益。」即基於此項法理而來。但該條文並未規定違

反時之效果，是究如美國法之規定使信託終止，或有其他可

能，均待確認。  
 
本論文以為，若遺囑信託指定單獨之受託人且同時為單

獨之受益人，而委託人已死亡時，可由三方面分析其可能之

效果，其一、該受指定之人立刻依信託法第四十六條拒絕擔

任受託人，而僅保留受益人之身分，此時即可聲請法院選任

第三人為受託人，而使信託存續 371；其二、可類推適用信託

法第四十六條，視受託人拒絕或不能接受信託，將被指定之

人視為受益人，此時遺囑信託仍然存續，並得聲請法院選任

受託人，只有在法院無法選任新受託人時，方得依信託法第

六十二條之規定，認信託目的不能完成，而消滅信託關係 372；

其三、視被指定之人為受託人，而遺囑信託因未指定受益人

而視為不成立，擬信託之財產依法繼承之。比較此三種可能

，第三種可能中委託人已指定受益人，顯示其有利益該受益

人之意思，若不顧委託人之意思，逕以信託未成立對待，對

受益人不盡公平；第一種可能為一適切之作法，但須被指定

之人自為之，若其遲遲不為拒絕之意思表示，信託之效力將

無法確定；因此，本論文認應以前述第二種可能為可行之方

案，因同時兼顧委託人之意思、受益人之利益、及法律之規

定。  

                                                 
368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69, ALI, supra note 13, v. 2, p. 535. 
369 徐國香，前揭書，同註 20，頁七六。 
370 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二一九。 
371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69, Comment d, ALI, supra note 13, v. 2, p. 536. 
372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三三五；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一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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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法第三十四條但書則規定：「但與他人為共同受益

人時，不在此限。」立法理由指出如受託人僅為受益人中之

一人時，則仍可經由其他受益人督促之，應可防弊，爰為除

外規定。且前述混同法理亦僅適用於單獨受託人與單獨受益

人之場合，因此，受益人或受託人為複數、或受益人受託人

均為複數之場合，無該項法理之適用，受託人可同時為受益

人。  
 

關於受益人之部分，第二項討論之重點為三大確定性原

則之受益人確定原則，而在內容上可進一步區別為受益人之

指定，與受益人之特定及現存
373
。 

 

首先，遺囑信託之委託人應在遺囑信託行為即遺囑中，

指定享受信託利益之受益人，惟若委託人死亡後，於提示或

開視其遺囑時，雖得知其有設立遺囑信託之意思，但卻未指

定受益人，則該信託之效力如何？基本上，三大確定性為信

託成立之要件，欠缺受益人之要件，遺囑信託不成立，但在

確認委託人未指定受益人之前，應探求遺囑中委託人之真意

。有學者認為此時應解為以全體繼承人為受益人
374
，亦有認

為此時若委託人又明示其遺產不為繼承人之利益設定者，其

信託行為無效
375
。惟前說以全體繼承人為受益人，而使信託

存續，並無法理依據，後說認信託無效，但卻未說明效果，

其實此時或可參考第二章所舉美國法上回復信託之法理解

決之。 

 

回復信託，係指財產權之移轉，因財產所有權人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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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繼承人

。在遺囑信託之委託人未指定受益人，且亦無法自遺囑本身

探求委託人之真意時，若信託財產已移轉，則可援用回復信

                                                 
373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一二七。 
374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四○。 
375 徐國香，前揭書，同註 20，頁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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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之法理，由受託人將信託財產移轉給委託人之繼承人，再

依民法規定繼承之；若信託財產尚未移轉，則因信託不成立

，信託財產直接併入遺產依法繼承。因此，不論擬信託之財

產是否移轉，其效果均相同。  
 
其次，受益人並非遺囑信託之當事人，雖屬遺囑信託之

成立要件，但並非必須在為遺囑信託行為時即已特定或存在

，只須在信託利益存在時，受益人已被指定或可得確認即可
376。  

 
最後，須提出者即依據上述信託法第三十四條但書及其

他條文，如第十八條第一項之文字可知，我國信託法承認受

益人之人數可為複數，亦即遺囑信託得指定二以上之受益人

，關於信託成立生效後，複數受益人之相關問題將於第四章

中討論，此處僅擬說明與遺囑信託設立相關事項。一遺囑信

託之委託人是否指定複數受益人，因信託生效時委託人已死

亡，故必須由信託行為即遺囑文字中探究，因亦有可能雖指

定多數受益人，但委託人之真意係就各受益人成立個別信託

。例如委託人甲，有妻乙及二女丙、丁，丙、丁各為二十六

歲及十四歲，甲於其遺囑中明示成立遺囑信託，並說明其遺

產之二分之一遺贈其妻，而以丙、丁之特留分範圍為信託財

產，以妻為受託人，期間至丙、丁滿四十歲為止。關於是否

得以繼承人之特留分作為信託財產，以該繼承人為受益人成

立遺囑信託，將於下節第二項說明。但就此遺囑之內容，尤

其信託期間至丙、丁年滿四十歲為止，似無法得知甲係成立

一個遺囑信託，而以丙、丁為受益人，或分別以丙、丁為受

益人成立二個信託，因丙、丁年齡不同，而信託期間分別於

各受益人四十歲時終止，一信託是否得設有不同之期間，尚

有疑問。成立一個或二個信託，其區別實益在於信託若有複

數受益人，在許多方面情況會較單一受益人來得複雜，且信

託法對於複數受益人彼此間之關係並無規定，將使問題更形

困難。因此，以本論文之看法，若僅以委託人於遺囑所表示

之文字內容無法判明其真意，擬信託財產無不能分割之規定

                                                 
376 潘秀菊，前揭書，同註 6，頁一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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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指示，且受益人之間特性差異甚大，則以對個別受益人分

別成立信託較佳，可免日後可能發生之爭議，若有爭執則可

聲請法院裁定。 

 

第三節   信託財產  
 

依前述，信託財產亦為信託三大確定性之一，美國法上

對信託之定義即表明係一種關於財產之信任關係
377
，亦認為

除非在信託創設時有已存在及可確定之信託財產，否則信託

無法成立
378
。同時依我國信託法第一條對信託關係之定義，

亦可瞭解信託之核心意義在於信託財產之移轉及管理，因此

，信託財產之重要性不言可喻。本節將先就遺囑信託設立時

，關於信託財產之要件及其內容先行說明，至於遺囑信託生

效後，對信託財產所發生之效力，則留待第四章中再予討論

。 

 

所謂信託財產，依我國信託法第九條第一項之規定，可

定義為：受託人因信託行為取得之財產權。依此定義可再細

分出信託財產之要件有：委託人以信託行為指定、財產權、

及受託人已取得等三項，以下將分別說明。 

 

第一項   遺囑信託財產之要件  
 

壹、委託人以信託行為指定  
 

不論信託以何種方式成立，亦不管擬信託財產以何種方

式移轉給受託人，信託財產之第一要件即該擬信託之財產權

必須經由信託行為予以指定。就遺囑信託而言，委託人之信

託行為係透過遺囑為之，因此，信託財產之確定在遺囑信託

之意義，即指委託人應在設定遺囑信託之遺囑上，載明擬交

付信託財產權之確定內容，由於遺囑信託之生效係在委託人

死亡之後，若因擬信託財產權之內容不明，而產生任何疑義

                                                 
377 參註 22。 
378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2, Comment i, ALI, supra note 13, v. 1,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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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探究遺囑之文字外，已無可能詢問委託人之真意，因此

信託財產確定原則，對於以遺囑設立之遺囑信託有其重要意

義。 

 

貳、得為遺囑信託之財產權  
 

依前述信託法第九條第一項之定義，信託財產必須為財

產權，基本上任何型式之財產權，皆可作為欲信託之財產
379
，

但此財產權仍須為得以金錢計算價值之權利，以及積極之財

產
380
。一般而言，權利以其標的物為標準，可分為財產權與

非財產權，前者指具有經濟利益、且可以金錢計算價值之權

利，可分為債權、物權、準物權及無體財產權；而後者指與

權利主體之人格、身分有不可分離關係之權利，包括人格權

與身分權
381
。而得為信託財產之權利，以前述之財產權為限

，日常生活所見之動產、不動產、有價證券、礦業權、漁業

權、專利、商標、著作權等皆屬之。但就財產權亦有積極與

消極之分，消極財產即為債務，若以此為信託財產，受益人

將無法享受信託之利益，與信託之本旨不符，因此不得為信

託財產。惟如係其財產權上所設定之擔保物權或法定負擔，

則不在此限。以上對於財產權之詮釋，適用於各種信託，遺

囑信託之信託財產自然不能例外。 

 

此外，信託財產原則上須於信託行為時即應確定存在且

屬委託人所有之財產權，方符合信託財產確定之原則。例如

以商譽、事業經營控制權等為信託財產，因非確定之財產權

，故無法作為信託財產
382
。又財產權必須信託行為當時已存

在，若以期待權或希望獲得之財產權為標的，因信託行為當

時尚未存在，違反信託財產確定性原則，信託無法成立
383
。

而信託財產得為登記或交付之前提為委託人所有且得處分

之財產權，尤其遺囑信託之信託財產必為遺產之一部分，不

                                                 
379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40, ALI, supra note 13, v. 2, p. 171. 
380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一三二、一三三；徐國香，前揭書，同註 20，頁七八；賴源
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六五。 
381 王澤鑑，前揭書，同註 58，頁二七○。 
382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六六。 
383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41, ALI, supra note 13, v. 2, p.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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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委託人之財產依法不得為遺產，自無法成為信託財產。 

 

參、委託人得轉讓、且受託人已取得之財產權  
 

信託財產之所有權因必須移轉或設定給受託人，因此一

般信託財產必須具有轉讓性，如退休金、撫卹金、保險給付

等依法不得轉讓之財產權，即不得用以設立信託，但在遺囑

信託，上述之限制並不存在，因不論何種來源之財產權，在

委託人死後均成為其遺產，只要是委託人得以遺囑處分之財

產權均得信託財產
384
。欲將擬信託財產自遺產中分離，而移

轉或設定於受託人，唯一的條件即是為此項移轉或設定之人

必須有權為之(如繼承人、遺產管理人、遺囑執行人)，且因

係以法律行為所為，須依民法第七百五十八條及第七百六十

一條，分別針對不動產及動產為登記及交付給受託人。 

 

依信託法第九條第一項之規定可知，得稱為信託財產者

，必為受託人已因信託行為取得之財產權，這也就是本論文

之前稱委託人已指定但尚未移轉或設定於受託人之財產權

為「擬信託財產」之原因，目的在區別移轉或設定前後之財

產權。依此，信託財產最大之特色即為其名義上所有權已為

受託人所有。然在遺囑信託之情況下，遺囑信託於委託人死

亡後生效，但擬信託財產必須經受託人接受信託或法院選任

，受託人就任後，方移轉或設定於受託人。因此有認為在遺

囑信託，其成立生效不須以擬信託財產已移轉為要件
385
。然

本論文認為，信託之核心意義包含信託財產之移轉及管理，

而管理以移轉為前提，此不論於何種信託均相同。若謂遺囑

信託不以信託財產之移轉為成立要件，則明顯與遺囑信託兼

具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之性質不符，因此，本論文仍主張，

遺囑信託之處分行為，即受託人受信託財產之移轉或設定之

行為，應為遺囑信託之要件。 

 

                                                 

385 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一○二 
384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40, Comment c, ALI, supra note 13, v. 2, p.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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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遺囑信託財產之限制─特留分之問題  
 

原則上，一般信託關於信託財產之要件如上所述，但在

遺囑信託，由於擬信託財產係自遺產而來，而遺產之處分在

法律上有所限制，因此關於繼承法上遺產處分之限制亦成為

遺囑信託關於信託財產之限制。 

 

我國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七條規定：「遺囑人於不違反

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即明

示遺囑人有立遺囑之自由，亦有遺囑處分其遺產之自由
386
，

但必須受特留分規定之限制。所謂特留分，指繼承開始時，

應保留於繼承人之遺產之一部分而言
387
。而其目的在限制遺

囑處分自由及保障家屬之生活
388
。我國民法於第一千二百二

十三條規定有特留分權之人及其特留分之比例，第一千二百

二十四條則規定特留分之算定，基本上是以應繼財產(遺產)

扣除債務額後之數額計算之。第一千二百二十五條則規定特

留分之扣減。特留分之扣減，謂繼承人之特留分被侵害時，

法律規定其得加以保全之權利
389
。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五條

雖僅規定遺贈一種扣減之標的，但通說及實務咸認指定應繼

分、遺產分割之指定、死因贈與等，亦可成為扣減之標的
390
。

因此，侵害特留分之行為，自特留分為最低限度之法定應繼

分及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七條具有強行法規之性質以觀，超

過特留分之部分為無效
391
。 

 

基於上述，若委託人以遺囑成立遺囑信託，其所指定之

擬信託財產範圍侵害其繼承人之特留分，繼承人得否認侵害

之部分信託因違反第一千一百八十七條無效，而援引民法第

                                                 
386 戴炎輝、戴東雄，前揭書，同註 143，頁三。 
387 戴炎輝、戴東雄，前揭書，同註 143，頁三二三；陳棋炎、黃宗樂、郭振恭，前揭書，同註

143，頁三八三。 
388 戴炎輝、戴東雄，前揭書，同註 143，頁三二二、三二三；陳棋炎、黃宗樂、郭振恭，前揭

書，同註 143，頁三八七。 
389 戴炎輝、戴東雄，前揭書，同註 143，頁三三二；陳棋炎、黃宗樂、郭振恭，前揭書，同註

143，頁四○三。 
390 林秀雄，論特留分扣減權之性質，《家族法論集(三)》，初版，漢興書局，一九九四年十月，

頁二八七。 
391 同上註，頁二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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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二百二十五條，行使扣減權？由於前述通說及實務所認

許之扣減標的，除遺贈外，僅有指定應繼分、遺產分割之指

定、死因贈與等，擬信託財產之指定不在其列，則得否對其

行使扣減權，因現行法律及實務均無明文與先例，致生疑問

。就此，我國學者多引日本學說，認遺囑信託之性質與遺贈

之性質類似，因此可類推第一千二百二十五條之規定，對擬

信託財產行使扣減。亦即委託人對於擬信託財產之指定，不

得侵害繼承人之特留分
392
。美國法上亦有判決指出，生存配

偶之特留分(forced share)權，不僅得對經認證之遺產 (probate 
estate)，甚至連以生前可撤銷信託所處分之信託財產亦可主
張 393。即在結論上，法律所規定之特留分，其效力應優先於

委託人以遺囑對遺產所為之處分 394。  
 

但姑且不論遺囑信託與遺贈之性質是否相似，上述之原

則若用於該遺囑信託之受益人為繼承人以外之第三人時，尚

屬可行，但若委託人指定之擬信託財產，所侵害者為繼承人

之特留分，且該侵害部分之信託利益受益人即為該繼承人時

，即產生問題。亦即委託人直接將繼承人之特留分交付信託

，而以該繼承人為受益人時，擬信託財產明顯侵害繼承人之

特留分，但該信託利益卻非由第三人享有，而係由該特留分

被侵害之繼承人享有，此時，究應認為信託財產侵害特留分

，應為無效，或因繼承人仍享有其特留分之利益，而認信託

有效？ 

 

此種特留分與受益權衝突之情況，極可能在遺囑信託時

發生。在第二章討論遺囑信託之功能時曾提及，遺囑信託有

某些功能是現有法制所無法達成的，尤其是在家庭方面的功

能，如子女尚未成年、即使成年但身心殘障、尚在就學、無

理財能力；配偶不善理財、或工作繁忙無暇理財、浪費成性

等，均得以遺囑設立信託，以達保護、照顧之功能，在此前

                                                 
392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一四○、一四一；徐國香，前揭書，同註 20，頁八一；賴源
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四○。 
393 Newman v. Dore (1937), Mennell, supra note 299, p. 20; 本案例內容之翻譯，詳見陳彥宏，前揭

著，同註 271，頁一二○。 
394 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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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自比繼承人依民法應繼分或特留分之規定，直接取得

遺產之部分，最終因不善管理而浪費殆盡，更能達成照顧遺

屬之目的。  
 
話雖如此，惟特留分不得侵害為法律之強制規定，且特

留分權亦為繼承人之權利，委託人或遺囑人在特留分範圍內

，對遺產之處分受有限制，因此面對此一方面是基於法律規

範以保護繼承人、同時另一方面是基於委託人之意思以保護

繼承人之問題，法律雖有其強制性，無人能予以忽略，但作

為被繼承人之委託人，卻最能瞭解其繼承人之需求以及照顧

之方式，且遺囑信託亦屬法律所承認之制度，如何取捨，實

屬困難，然既屬實務上可能發生之衝突，為解決問題，亦有

深入研究之必要。  
 
按信託之特性為名義上之所有權與實質上所有權分立

，雖名義上所有權為受託人所有，但實質上所有權，即信託

利益，卻為受益人所享有，且受益人在信託制度下所享有之

權利及免除之義務與責任，較之直接擁有全部之所有權來得

有過之而無不及。但亦有其缺點，即受益人不能直接管理、

處分信託財產，因此一權限亦屬所有權之重要內容。而特留

分制度之目的，基本上在於保障繼承人之生活，是否得直接

管理、處分該特留分範圍內之遺產，應非重點。只是，法律

賦與繼承人特留分權，除保護該權利之範圍不受侵害，在該

範圍內之遺產因其為所有權人，因此也間接保障其自由管理

、處分、收益該財產之權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民法第七

百六十五條)。若謂因信託可達到較佳之功能，而在效力上

優於特留分，則形同剝奪所有權人對於其財產之權利，在現

代法律體系特別尊重所有權之架構下(尤其我國憲法第十五

條對財產權之保障、第二十三條對各項權利非有必要不得以

法律限制)，應非所許。 

 

學者方嘉麟教授即援引美國法之規定，提供解決上述問

題之思考方向
395
。美國信託法就遺囑信託是否牴觸家屬繼承

                                                 
395 同上註，頁二四九至二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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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係以「實質上所有權」為認定標準。在受益人即為家屬

時，有兩種處理方式解決信託利益與法律所保障繼承權之衝

突。一種為讓家屬自行選擇，是接受信託安排，或放棄信託

利益而主張其法律所保障之繼承權；另一種則是將信託利益

自其法定繼承權中扣除，即同時主張信託利益及法定繼承權

，但重疊之部分則計入信託利益而非法定繼承權，若法定繼

承權佔遺產之比例等同於信託財產價值佔遺產之比例，則繼

承人即須接受信託安排，無法再主張法定繼承權。若以我國

法之架構分析此兩種解決方法，前者如繼承人願接受信託安

排，則可選擇不行使對於擬信託財產之扣減權，如擬主張特

留分，則可依信託法第十七條第二項：「受益人得拋棄其享

有信託利益之權利。」拋棄其受益權，再行使扣減權即可；

後者則單純以不行使扣減權之方式達成，蓋不行使扣減權，

則遺囑信託即得依委託人之意思成立，若擬信託財產價值完

全等同於繼承人之特留分，即相當於接受信託，而無特留分

可主張，若擬信託財產價值小於特留分佔遺產之比例，則於

享受信託利益之外，亦可保留部分特留分。換句話說，前述

美國法上之方式，在我國均可透過現行法制達成，此亦為解

決前述問題之方式。  
 
但此處所推論我國法上可行之解決方式，尚有部分待解

決之問題。即若繼承人有兩人以上，而遺囑信託之委託人就

各繼承人分別成立信託或許可行，但若僅成立一個以全體繼

承人為受益人之遺囑信託，而各受益人間對於應採何種方式

無法取得共識時，該信託效力如何？例如繼承人有人願接受

信託，但其餘選擇主張特留分，則信託是否僅對願接受之繼

承人生效？其信託財產是否僅保留該繼承人所佔之比例，其

餘則因他繼承人行使扣減權而應回歸特留分？此亦牽涉在

多數受益人之信託中，其中一受益人拋棄受益權之效果問題

，將另於第四章中分析。又如果繼承人中有未成年人或禁治

產人，則前述之選擇或主張須由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而通

常未成年繼承人之法定代理人，即其父親或母親亦同為繼承

人，則是否會有利益衝突之問題？凡此，均係隨上述解決方

式而來之問題，亦待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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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本項所討論之特留分與受益權衝突之問題，

亦再次凸顯信託法制與我國現有法制不相符合之處，在未能

尋得最佳解決方案並形諸法律明文，或司法實務提供判斷之

前，亦僅能依前述之方式由繼承人選擇其是否接受信託之安

排。  
 

第四節   信託目的  
 

信託目的，信託法第一條係使用「信託本旨」之文字，

然不論信託目的、信託本旨，僅係文字不同，均係指「信託

行為意欲實現之具體內容」
396
。前述信託三大確定性原則之

首即為意圖或目的之確定，其重要性可見一斑。本節將分兩

項分別說明在遺囑信託中信託目的之必要及可能內容，以及

法律對信託目的之限制與違反時之效果。 

 

第一項   遺囑信託目的之必要及其內容  
 

信託目的為信託三大確定性之首，有其不可或缺之必要

性，其原因不僅在於信託目的影響是否設立信託，亦可能影

響信託之類型與內容，甚至信託關係之消滅與否(我國信託

法第六十二條參照)。在英美法上，三大確定性原則第一項

係為用語及意圖之確定，即委託人必須說明是否成立信託、

其目的是成立公益或私益信託
397
、若為公益信託，則究竟是

為救濟貧困、增進教育、提昇健康、或其他有益公眾之目的
398
；若為私益信託，是自益信託或他益信託、是擬成立浪費

者信託、扶養信託、保護信託、或以其他照顧家人為目的之

信託等可見信託目的之確定對信託之成立及內容攸關重大

。而信託目的在遺囑信託更有其重要性，因一般之契約信託

，受託人係於生前以契約為之，於訂定信託契約時，由於受

託人通常為專業人士，如律師、會計師等，或信託業者，因

此在訂定契約之過程中，必定會在契約之文字中強調信託目

                                                 
396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五○。 
397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27, ALI, supra note 13, v. 2, p. 4. 
398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28, ALI, supra note 13, v. 2, pp.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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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即使有所疏漏，日後亦可徵詢委託人之真意而填補信託

目的不明確之處；但在遺囑信託，委託人雖以遺囑載明信託

目的，但撰寫遺囑時並不一定有專業人士之協助，而俟委託

人死亡提示或開視遺囑時方發覺遺囑信託之信託目的不明

確，此時已無委託人可探詢真意，僅能就遺囑文字解釋之，

因此，可能會對信託之目的、類型、內容產生爭議，甚至是

否成立遺囑信託皆無法確定，而產生遺囑信託不成立之結果

。基於此種考量，遺囑信託之信託目的不但必須，且其內容

亦須符合下述之原則。 

 

信託中之信託目的可視為法律行為之標的，而一般對於

法律行為之標的，即法律行為之內容欲發生效力，必須其內

容可能、確定、適法、妥當，信託目的亦不例外。所謂可能

，指信託目的有實現之可能，而信託目的之確定，如上段中

所列舉之各種目的，由於各種信託類型適用之法規不同，因

此在成立之要式上、信託之監督上、及其他各方面都不盡相

同，信託目的必須確定，其後之信託內容方能確定。美國法

上 亦 特 別 規 定 ， 私 益 信 託 或 信 託 條 款 ， 若 因 不 可 能

(impossibility)或不確定 (indefiniteness)，則將無法付諸執行399

，可說明違反信託目的之可能與確定之一般效果，而在我國

法上，既然可能及確定是法律行為生效要件，則違反者該法

律行為，即此處所討論之信託目的，應不生效力。至於信託

目的須適法，則留待下項續行說明。 

 

第二項   遺囑信託目的之限制及違反時之效果  
 

關於信託目的應適法之問題，一般均採負面表列之方式

，即列舉何種行為為不合法，除該等行為外即屬適法。美國

信託法整編明文規定，若擬成立之信託或信託條款： (a) 目
的非法或其履行須以犯罪行為或侵權行為為之； (b) 違反關
於禁止永續原則 400；或 (c) 違反公共政策者，無效 401。日本信

                                                 
399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30, ALI, supra note 13, v. 2, p. 98. 
400 關於禁止永續原則，將於下節中說明。 
401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29, ALI, supra note 13, v. 2, pp.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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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法則於第十條至第十二條明列信託目的之限制 402，第十條

規定：「依法令不得享有某財產權者，不得作為受益人享受

等於有該財產時之利益。」第十一條：「信託之實行，不得

以行使訴訟行為為主要目的。」第十二條第一項：「債務人

知有害於債權人而實行信託，委託人即使為善意，債權人亦

可行使民法第四百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撤銷權。」  
 
我國信託法對於信託目的之限制，規定於第五條及第六

條，其立法說明分別為：「鑑於信託制度乃英美法之特有產

物，與我國民事法制頗有出入，為期規定內容完整，並避免

引進之後，被用於違法或不正當之目的，爰為本條之規定。

」及「為防止委託人藉成立信託脫產，害及債權人之權益，

爰參考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於本條第一項規

定信託行為有害於委託人之債權人之權利者，債權人得聲請

法院撤銷之，而不以委託人於行為時明知並受益人於受益時

亦知其情事者為限，以保障委託人之債權人，並期導信託制

度於正軌。 403」以下即針對第五條及第六條之內容加以說明

：  
一、目的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 (第五條第一款 ) 

我民法第七十一條規定：「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

之規定者，無效。但其規定並不以之為無效者，不在此限。

」信託法第五條第一款係重申民法第七十一條之規定，而基

本上其所規定違反之效果均相同，即該行為無效。惟民法第

七十一條尚有但書，有認為本款既係重申民法第七十一條之

規定，則雖然本款並無相同之文字，但在信託行為違反強制

禁止規定時，仍應依法益權衡之法理以決定是否當然無效 404

，本論文從之。蓋從遺囑信託之角度觀察，遺囑人即該信託

之委託人之遺願應受尊重，若在解釋上只要違反強制禁止規

定，即認定遺囑信託無效，而無視其他相關規定有無生效之

可能，則因委託人無法辯解，將致其遺願無法達成，其擬於

身後照顧、保護受益人之目的無法完成，亦非事所至平。  

                                                 
402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一四二至一五○；新井誠，前揭書，同註 20，頁一八○至一
九一；田中實、山田昭，前揭書，同註 9，頁五二至五七。 
403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第五、六條說明，同註 5，頁一三三。 
404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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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的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第五條第二款 ) 

民法第七十二條規定：「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

良風俗者，無效。」本款亦係重申其旨，其法律效果亦相同

，因此在認定信託目的是否背於公序良俗時，亦可借助民法

第七十二條之標準。  
 

三、以進行訴願或訴訟為主要目的 (第五條第三款 ) 
本款為本條中極具爭議之條文，有必要多加說明。由前

引美國信託法及日本信託法之規定可知，美國法上並無本款

所規定之限制，即使依本條草案說明係參考信託法整編第二

版第五十九條、第六十條、第六十二條、第六十五條及第六

十六條，亦無此種規定 405，而日本信託法第十一條則有與本

款類似之文字，因此可推論本款規定係繼受日本信託法規定

而來 406。而日本學者亦表示日本信託法第十一條之規定，在

其母法 (指美國加州之信託法 )中並未規定，應係基於大正初
期之特殊背景而為之政策規定，目前有無維持之必要，確有

疑問 407。日本信託法第十一條之立法理由有四，即：防止迴

避律師代理原則、防止包攬訴訟、防止濫訴、及為防止介入

他人間法律糾紛，而利用司法機關獲取不當利益 408。  
 
基於上述，可知本款母法之制定有其特殊背景，及至現

代是否需要維持連該國學者均存有疑問，而我國信託法卻照

章接受，實有檢討之必要。因此我國學者論及本款之適用時

，均表示訴訟權為憲法第十六條所保障之人民基本權利，更

何況「以進行訴願或訴訟為主要目的」之判斷標準為何，有

無因本款之制定，而侵害人民之訴訟權，所以，適用本款時

必須嚴格限縮其適用範圍 409，應限於利用訴訟信託獲取不當

利益之情形 410。  
 

                                                 
405 司法院、國立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合譯，前揭書，同註 22，頁四五二至四五四。 
406 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一○六。 
407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一四二。 
408 同上註。 
409 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一○六。 
410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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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依法不得受讓特定財產權之人為該財產權之受益人 (
第五條第四款 ) 
本款之內容已於第二節第三項中討論，於茲不贅。  
 

五、詐害債權之行為 (第六條 ) 
本條係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第一項之特別規定，在順序

上應先於該條之規定而為適用。由於信託財產獨立性之原則

(如信託法第十條第一項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之規定，詳
見第四章 )，信託極有可能成為債務人脫產之管道，因此有防
止之必要，並賦與債權人聲請法院撤銷信託行為之權利。另

為避免舉證上之困難，第六條第三項同時規定：「信託成立

後六個月內，委託人或其遺產受破產之宣告者，推定其行為

有害及債權。」第七條並規定第六條撤銷權行使之除斥期間

為，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一年內，或自行為時起十年

內。  
 
綜觀上述之規定，違反之效果在第五條為信託行為無效

，在第六條則為法律行為得撤銷，而就整體遺囑信託之效果

言，因遺囑信託之信託行為係藉遺囑為之，遺囑僅為遺囑信

託之成立要件，因此若遺囑信託行為違反上述規定而歸於無

效或被撤銷，遺囑信託即溯及地不成立，自亦無法因遺囑人

之死亡而生效力。  
 

第五節   遺囑信託之存續期間  
 

於前節討論信託目的時曾提及，美國法上規定違反關於

禁止永續原則之信託無效。所謂禁止永續原則(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日本學者翻譯為「永久拘束禁止則」 411)，原係
美國財產法上之有名原則，其本意在規範財產權 (property 
interest)之既得 (vest)412應於一定期間內確定，否則即應無效

之原則 413。其後即被信託法引用，藉以規範受益權之期間，

                                                 
411 新井誠，前揭書，同註 20，頁七九；樋口範雄，前揭書，同註 26，頁一○四。 
412 所謂既得，指賦與某人完全的財產權之意(to confer ownership of property upon a person or to 
invest a person with the full title to property)，Garner, supra note 116, p. 1263. 
413 關於禁止永續原則在英美普遍被採納之原因，參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一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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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成為信託存續期間之規範法則。  
 
一九八七年，美國統一州法委員會全國會議通過「統一

永續禁止原則法 (Uniform Statutory 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
」，並於一九九○年進行修正，將禁止永續原則訂入，並且

修正原先之「普通永續禁止原則法 (Common-law 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上禁止永續原則之內容 414。原先普通永續禁止

原則法上禁止永續原則之內容為：「非既得之財產權無法生

效，除非其於該權利創設時已生存之某人終生或其身後二十

一年內成為既得權。 415」經統一永續禁止原則法修正後之內

容為：「非既得之財產權不生效力，除非： (1)在此權利創設
時即已確定，在該權利創設時生存之某人其死後二十一年內

該權利成為既得權或終止；或 (2)該權利自創設時起九十年內
成為既得權或終止。 416」兩相比較，修正後之原則內容已較

有彈性，不必在財產權創設之初即須決定該權利是否無效 417。 
 
目前美國信託法係以上述禁止永續原則作為信託存續

期間之法則，僅以受益權取代其所謂財產權，而所謂「既得

」即指信託財產之名義上所有權與實質上所有權必須歸於同

一人，違反該原則之信託無效。然須注意，在公益信託此一

原則並不適用 418，而在私益信託，不論生前或遺囑信託均須

適用。  
 
但反觀日本信託法及我國信託法，對於信託設定時是否

應有存續期間之限制並無明文，僅列有信託關係消滅事由 (
日本信託法第五十六條，我國信託法第六十二條 )及終止信託
之事由及發動機制 (日本信託法第五十七條至第五十九條，我
國信託法第六十三條、第六十四條 )，因此產生未能將此原則
                                                 
414 參http://www.law.upenn.edu/bll/ulc/fnact99/1990s/usrap90.htm. 
415 其原文為”No [nonvested property] interest is good unless it must vest, if at all, no later than 21 
years after some life in being at the creation of the interest.” Uniform Statutory 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 NCCUSL, supra note 410, p. 5. 
416 其原文為”A nonvested property interest is invalid unless: (1) when the interest is created, it is 
certain to vest or terminate no later than 21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an individual then alive; or (2) the 
interest either vests or terminates within 90 years after its creation.” Uniform Statutory 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 § 1 (a), NCCUSL, supra note 410, p. 14. 
417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29, Comment g, ALI, supra note 13, v. 2, p. 58. 
418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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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入信託法原因之推測，以及是否應於信託法採用此原則之

爭議 419。就結論而言，有認為此原則在英美之發展與租稅政

策密不可分，而因我國稅制完整，即使不採此原則，亦不致

發生利用長期性信託方式，以規避相關稅負之弊端，因此是

否有引進禁止永續原則之必要，誠有再議之餘地 420；亦有認

為我國信託法係繼受自英美信託法，應以英美信託法法理解

釋我國信託法之相關規定，亦即永久信託應加以限制。在我

國信託法無相同規定下，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所謂「信託行為

另有訂定外」，應嚴格解釋為違反信託目的，儘量不限制委

託人和受益人共同終止信託，如委託人死亡後，亦得經受益

人全體同意隨時終止信託 421。  
 
上述對於禁止永續原則之敘述，對遺囑信託同樣適用，

但因我國信託法並無相關規定限制永久信託，是否應將該原

則訂入信託法乃立法層面之考量，就法律適用層面，若對遺

囑信託之存續期間有所爭議，例如委託人在設立遺囑信託之

遺囑中明示該信託永久有效，而限制受益人依第六十四條終

止信託之權利時，可提交法院判斷該遺囑中之指示是否有效

。但在技術層次仍有解決之道，即若受益人因遺囑指示無法

終止信託，或因第六十四條規定必須委託人與受益人共同終

止信託而無法終止 422，則全體受益人可依信託法第十七條第

二項拋棄其受益權，則遺囑信託將因受益權消滅，信託目的

不能完成而消滅 423，再依第六十五條第一款取回信託財產，

同樣可達到與終止信託相同之目的。  
 

第六節   遺囑信託之公示  
 

我國信託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受託人因信託行為取

得之財產權為信託財產。」凡經委託人指定，且已依法定方

式移轉或設定於受託人之財產權即成為信託財產，已如本章

                                                 
419 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一六三以下。 
420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一五三、一五四。 
421 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一六五、一六六。 
422 關於第六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於遺囑信託之情況，即委託人於信託生效時已死亡，根本無法

與受益人共同終止信託之問題，將於第四章中討論。 
423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一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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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所述。然此種移轉或設定方式，在信託關係人以外之

人看來，與一般物權移轉之方式相同，若受託人違反信託本

旨處分信託財產，善意第三人信賴物權之公示，即登記或占

有，而與受託人為交易，即可能因信託財產之追及效力而受

損害；另受益人受益權之基礎在於信託財產，若受託人違反

職務侵害受益權，受益人欲主張受益權時，亦須證明確有信

託財產之存在，或受託人之債權人擬對信託財產主張，亦有

必要對其明示，該財產權為信託財產而非受託人之財產；因

此，為保護交易安全，以免第三人受損害，及保護受益人，

能對受託人或信託財產主張受益權，並避免他人對信託財產

主張，信託法即有必要設計一套有別於一般物權移轉方式之

制度，以滿足上述需求，此即信託法上公示制度產生之原因

。換言之，信託公示制度之目的即在對外聲明，該項經公示

之財產權屬於信託財產。 

 

理論上，信託之公示應包括信託關係或信託行為之公示

，以及信託財產之公示兩種
424
。信託關係或信託行為需要公

示之原因在於，即使受託人於接受信託財產時曾為信託財產

之登記，但因管理處分之必要，信託財產之變動勢必頻繁，

基於信託財產物上代位性或所謂同一性(詳見第四章)，凡日

後成為信託財產之財產權均須登記，受託人於信託登記業務

上之繁重可想而知；另信託法所規定之信託登記，係依財產

權之不同而異其方式，並由不同機關為之，一般人無法由個

別信託登記窺其全貌，因此有建議信託關係或信託行為應予

以公示者，並以信託監督機關，如非營業私益信託為法院，

統籌辦理信託關係或信託行為之登記
425
。 

 

但目前我國信託法所採納者僅有信託財產之登記。信託

法第四條規定：「以應登記或註冊之財產權為信託者，非經

信託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以有價證券為信託者，非依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於證券上或其他表彰權利之文件上載

明為信託財產者，不得對抗第三人。以股票或公司債券為信

                                                 
424 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一○九、一一○；陳春山，前揭書，同註 8，頁五五。 
425 謝哲勝，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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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者，非經通知發行公司，不得對抗該公司。」本條所揭示

者即為我國信託法上之「信託公示制度」，原為英美信託法

所無，而係參考日本信託法第三條之規定而來
426
。本條規定

應為信託登記之財產有三類：應登記或註冊之財產權、有價

證券、及股票或公司債券，並異其登記方式，此外，信託法

第十八條第二項第三款提及「信託財產為前二款以外之財產

權」，指上述三類財產權以外之信託財產，表示信託法基於

公示之觀點，將信託財產分為四類，前三類須為登記，第四

類則無須為登記或公示
427
。 

 

嚴格說來，信託財產之公示並非信託設定之要件，而僅

是信託成立後，受益人得執以對抗第三人之對抗要件，此由

信託法第四條之文字可知。而所謂對抗，即公示之效力，即

指如就信託財產之權利關係產生糾紛，若具備公示要件，則

信託關係人對於第三人即得主張信託關係存在；若不具備公

示要件，信託關係人即不得主張
428
。公示之另一效力，表現

在信託財產之獨立性(詳見第四章)上，雖然擬作為信託財產

之財產權，於移轉或設定於受託人時即成為信託財產，但為

使信託財產獨立性之目的得以達成，亦有認為應依公示規定

就信託財產完成登記者
429
。 

 

對遺囑信託而言，信託法第四條之規定亦應一體適用，

並無疑問。只是在前述學者建議可針對信託關係或信託行為

予以登記方面，基於遺囑信託之要式性，若的確有此需求，

或可強制凡擬成立遺囑信託之遺囑，均須依民法第一千一百

九十一條之規定，作成公證遺囑，並由法院公證人或民間公

證人，於依公證法第九十八條第二項將公證遺囑繕本送交全

國公證人公會聯合會保存時，副知監督遺囑信託之法院。此

項作法有下列數項優點：(1)便於法院對遺囑信託進行監督；

                                                 
426 日本信託法第三條之內容為：「就應登記或註冊之財產權為信託時，非經登記或註冊，不得以

之對抗第三人。有價證券之信託，非依法令有關規定，於證券上表示其為信託財產，如係股票

或公司債券，更非於股票名簿或公司債存根上載明其為信託財產者，均不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法務部，前揭書，同註 10，頁一○一一。 
427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六二。 
428 同上註，頁六三。 
429 鄭俊仁譯，前揭書，同註 8，頁五○；陳春山，前揭書，同註 8，頁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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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遺囑信託之登記無須由當事人親為；(3)因遺囑須公證，必
須慎重其事，關於設立遺囑信託之要件，如信託目的、受託

人、受益人、信託財產等，均可由公證人予以檢視、曉諭 (公
證法第七十一條 )，可避免前述所有因遺囑信託生效後，遺囑
內容不明確之缺點；(4)因公證人依公證法施行細則第七十一
條，有向遺囑人說明民法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義務，並得為繼

承人得行使扣減權之記載，可降低前述特留分與受益權發生

衝突之機會；(5)日後發生關於遺囑信託之爭議時，得作為證
據；及 (6)便於法務部進行關於遺囑信託之統計，可彙整作為
修正信託法中遺囑信託相關條文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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