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遺囑信託之法律效力 

 

第三章遺囑信託之設立，著重於遺囑信託成立要件之討

論，尤其是信託三大確定性之內容，以及擬成立遺囑信託之

其他相關問題。在各項要件完備、遺囑亦依法定方式作成之

後，遺囑信託將因遺囑人之死亡而生效。本章即擬討論遺囑

信託生效後，對信託財產、受託人、受益人、及委託人(或

其繼承人)會發生之效力，最後並將討論信託法上關於信託

監察人之規定，期對遺囑信託之效力建立全般概念，可提供

學術研究及司法實務之參考。 

 

第一節  信託財產 
 

信託財產，為受託人因信託行為取得之財產權，已如前

述。信託財產亦為信託之核心，因信託係建立於信託財產上

之信賴關係，亦是信託利益發生之基礎，而有其無可替代之

重要性。本節將闡明遺囑信託成立生效後，在信託財產上所

發生之效力，主要以我國信託法之規定為依據，兼及美國與

日本信託法之規定，以求對信託財產之法制有全面之瞭解。 

 

第一項   信託財產之特性  
 

信託財產之特性，來自於其「不完全之法律主體性
430
」，

亦即在形式上，與現行法規定權利之主體僅及於自然人、法

人及其他依法得成為主體者不符，但就法律效果觀之，其具

有實體法律之主體性
431
。而本項所述信託財產之同一性、獨

立性與追及性，均係此種不完全法律主體性之表現。 

 

壹、信託財產之同一性(物上代位性) 

 

                                                 
430 此一名詞為日本學者四宮和夫教授所使用，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七四。 
431 陳春山，前揭書，同註 8，頁六五；近來在英美普通法或制定法中，逐漸將包括信託財產及

受託人受益人之間信賴關係之信託，視為一法律實體(a legal entity)，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2, 
Comment a, ALI, supra note 13, v.1, p. 17, 因此美、日兩國對於信託趨勢之看法相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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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信託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受託人因信託財產之

管理、處分、滅失、毀損或其他事由取得之財產權，仍屬信

託財產。」本條項之規定內容與日本信託法第十四條之內容

幾乎完全相同
432
。基於信託財產之法主體性，無論信託財產

係因受託人的法律行為、事實行為或其他法律事實，致其形

態發生變化，其因此種變動所取得的代位物仍應屬信託財產

，始符信託本旨
433
。因此，本條項即為信託財產同一性(物上

代位性)之規定，亦屬信託成立後決定信託財產範圍之規定
434

。 

 

而本條項規定信託財產之代位物，當然包括因出售信託

財產所得之價金或其請求權、因信託財產滅失而產生之保險

金或其請求權、信託財產發生損害而獲得之損害賠償或其請

求權、因信託行為被撤銷而回復之財產權等，另一般認為代

位物之範圍除積極財產外，亦應包括消極財產
435
。此外，在

為信託行為時對於信託財產之各種要求及限制，亦應適用於

其代位物，例如前述遺囑信託中信託財產之指定不得侵害繼

承人特留分之規定，對於信託財產之代位物亦有其適用，亦

即雖然指定信託財產侵害特留分之部分無效，但繼承人若因

某些原因，已移轉信託財產於受託人，仍得向受託人主張扣

減權，對信託財產之代位物亦然
436
。 

 

又既然信託財產之代位物亦屬信託財產，則第四條信託

財產公示之規定同樣應適用於代位物，以隨時更新信託財產

之範圍，並確保交易安全
437
。 

 

貳、信託財產之獨立性  
 

信託財產之獨立性，係指信託財產已脫離委託人之所有

、又非受託人之財產，應與受託人固有財產分離，而係依信

                                                 
432 法務部，前揭書，同註 10，頁一○二六。 
433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六七。 
434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一七四。 
435 同上註，頁一七五。 
436 同上註，頁一七六。 
437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第九條說明，同註 5，頁一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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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目的及受益人之利益而獨立存在，可謂信託財產最重要之

特性。我國信託法第二章關於信託財產之規定，幾乎均屬獨

立性之規定，以下簡要說明之。 

 

一、信託財產之非繼承性 

信託法第十條規定：「受託人死亡時，信託財產不屬於

其遺產。」(日本信託法第十五條參照)明示信託財產雖名義

上由受託人所有，但基於信託法理及信託財產之法主體性，

既非受託人之固有財產，於受託人死亡時，即非其遺產，而

無從使其繼承人繼承之。 

 

此時，信託財產既不能被受託人之繼承人繼承，則應如

何歸屬？若受託人有數人時，由於依信託法第二十八條第一

項，信託財產為受託人所公同共有，如其中一人死亡，依信

託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受託人任務終了，再依同法第四十

七條第二項，信託財產應歸屬於其他受託人；惟若受託人之

人數已由委託人以信託行為訂定，則可依第四十五條第二項

準用第三十六條第三項指定新受託人或聲請法院選任，此時

信託財產應依同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移轉於新受託人

，而在新受託人接任前，原受託人之繼承人、遺囑執行人或

遺產管理人，應依第四十五條第三項保管信託財產，並於新

受託人接任時為移交，當然此時仍有一般物權公示方法及信

託公示規定之適用。如受託人僅有一人，則依第四十五條第

二、三項之規定辦理即可。受託人為法人時亦同。 

 

二、破產財團之排除 

信託法第十一條規定：「受託人破產時，信託財產不屬

於其破產財團。」(日本信託法並未明文規定，但學說認許

之)由於依破產法第八十二條第二項，專屬於破產人本身之

權利及禁止扣押之財產不屬於破產財團，而依信託法第十二

條第一項本文，對信託財產本不得強制執行，即禁止扣押，

因此，即使受託人受破產宣告，依法信託財產本不屬於受託

人之破產財團
438
。但更重要的原因仍是信託財產之獨立性，

                                                 
438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六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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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信託財產本不屬受託人之固有財產，自不能在其破產時

，僅因登記於受託人名下，而被歸為破產財團。 

 

受託人受破產宣告，依信託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為受託

人任務終了之原因，因此信託財產之歸屬應依上述第一點中

之方式辦理。 

 

三、強制執行之禁止 

信託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

行。但基於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因處理信託事務所

生之權利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日本信託

法第十六條參照)表明原則上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但

在某些例外情形，則不在此限。但本條項內容欠缺主體之規

定，致可能被誤認為只要是信託財產即不得強制執行
439
，其

實就發動強制執行之債權人為標準，可將對信託財產之強制

執行區分為三種：委託人之債權人所發動者、受託人之債權

人所發動者(可再區分為針對受託人固有財產產生之債權及

針對受託人管理信託財產產生之債權兩種)、及受益人之債

權人所發動者。 

 

由委託人之債權人所發動之強制執行，其債權必成立於

信託生效前，在遺囑信託之情況下，委託人於信託生效時已

死亡，其債權人本應就遺產而為請求，但若該債權人對某特

定信託財產有抵押權等物權，依民法第八百六十七條抵押權

有追及效力，不論該屬於信託財產之財產權如何移轉，委託

人之債權人自得追及之，此時該抵押權即屬第十二條第一項

但書「基於信託前
440
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例外得對該屬於

信託財產之財產強制執行。 

 

由受託人之債權人所發動之強執，可再分成兩種情形。

如基於對受託人固有財產產生之債權，由於信託財產之獨立

性，以及由信託法第十條、第十一條等規定可知，信託財產

                                                 
439 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一三五。 
440 有學者認此句「信託前」應指信託關係發生之前，而非為信託行為以前，賴源河、王志誠，

前揭書，同註 8，頁七○，因此，以遺囑信託言，即應為信託生效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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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受託人之固有財產，因此依第十二條第一項本文，該債

權人自不得對其聲請強制執行。如基於對受託人管理、處分

信託財產所生之債權，解釋上包括受益人給付信託利益之請

求權
441
，以及依法律對信託財產產生之權利，包括信託財產

本身產生之稅捐，依第十二條第一項但書，得對信託財產聲

請強制執行。但須注意者，此時雖信託財產與受託人之固有

財產，在形式上均屬受託人所有，但基於信託財產之獨立性

，即不得對受託人之固有財產聲請強制執行，若已聲請，受

託人即得主張其固有財產非執行名義效力所及，對債權人提

起第三人異議之訴或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 

 

至於受益人之債權人所發動者，由於受益人方屬債務人

，但信託財產名義上為受託人所有，因此第十二條雖無規定

，受益人之債權人自不能對屬受託人所有之信託財產聲請強

制執行。縱認因受益人對信託財產有請求權，亦僅有受益權

而已，因此其債權人僅得以受益權為標的聲請強制執行
442
。 

 

至如有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而聲請對信託財產強

制執行者，在遺囑信託，受託人或受益人得依同條第二、三

項提起異議之訴並聲請停止強制執行，俾保全信託財產，免

受難以回復之損害。而在得對信託財產為強制執行之情況下

，若受託人變更時，依信託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債權人仍

得依原執行名義，以新受託人為債務人，開始或續行強制執

程序。 

 

四、抵銷之禁止 

信託法第十三條規定：「屬於信託財產之債權與不屬於

該信託財產之債務，不得互相抵銷。」(日本信託法第十七

條參照)按信託財產名義上雖屬受託人所有，實質上乃為與

受託人之固有財產及不同信託之其他信託財產獨立之特殊

財產，二者如可抵銷，則發生與以信託財產清償受託人本身

債務之相同結果。又受託人管理處分不屬同一信託之信託財

                                                 
441 同上註，頁七○。 
442 同上註，頁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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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所生之債權債務亦不得互相抵銷，故均予禁止，以免減損

該信託財產而害及受益人之權益
443
。另依本條反面解釋，屬

於同一信託財產之債權債務，自得互相抵銷。至於在效果上

，如違反本條之規定所為之抵銷，應認違反強制禁止之規定

，當然無效
444
。 

 

五、混同之限制 

信託法第十四條規定：「信託財產為所有權以外之權利

時，受託人雖取得該權利標的之財產權，其權利亦不因混同

而消滅。」(日本信託法第十八條參照)按民法第七百六十二

條本文規定：「同一物之所有權及其他物權，歸屬於一人者

，其他物權因混同而消滅。」又第七百六十三條規定：「所

有權以外之物權及以該物權為標的物之權利，歸屬於一人者

，其權利因混同而消滅。」為民法上混同之法理。但在信託

關係中，信託財產與受託人之固有財產及其他信託財產，在

實質的歸屬主體並不相同，信託財產係與受託人之固有財產

獨立，而為受益權之標的，因此，民法混同之法理，於信託

即無適用。 

 

另信託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除非在特別之情況下

，受託人不得於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權利。因此，若受託

人即使得在該條項之特別情況下，取得以信託財產為標的之

權利，該權利亦不因混同而消滅
445
。至於受託人如因繼承、

合併或其他事由，概括承受信託財產上之權利時，依同條第

二項，不適用第一項之規定，亦即可於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

得權利，但此時依同條項但書之規定，準用第十四條之結果

，仍不得適用混同法理而使權利歸於消滅。 

 

但須注意的是，本論文於第二章第二節討論受益人時曾

提及美國信託法上亦有所謂混同(merger)之法理，惟該混同
係指受託人之法律上權利與受益人之衡平法上權利 (或稱實
質上所有權 )之混同，因信託之特色即在於此兩種所有權分立
                                                 
443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第十三條說明，同註 5，頁一三六。 
444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一九一；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七四。 
445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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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兩權利集中於一人，即非屬信託，信託自無法繼續存在

。此與此處之我國物權法上混同，名同實異，因此在遇到混

同之問題時，應辨明係指何種混同，而適用其依據及效果。  
 

參、信託財產之追及性  
 

信託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受託人違反信託本旨處

分信託財產時，受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其處分。受益人有數

人者，得由其中一人為之。」(日本信託法第三十一條、第

三十二條參照)所謂「追及」係譯自英美法之 tracing，用語係
參考物權追及之效力 446。而信託財產之追及性，即指受益人

在受託人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時，得追及受處分之信

託財產之效力。但一般並未將之列為信託財產之特性，而基

於第十八條係置於信託法第三章受益人之部分，因此均列為

受益權之內容加以討論，本論文亦將於本章第三節論及受益

人時再為說明。  
 

第二項   信託財產管理方法之變更  
 

由於信託生效後信託財產管理方法之變更，與信託法第

三條信託之變更與終止有關，本論文將於第五章第二節討論

遺囑信託之變更時一併說明。  
 

第三項   信託財產占有瑕疵之繼承  
 

關於信託生效後信託財產之效力，最後須討論者為受託

人占有瑕疵之繼承，信託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受託

人關於信託財產之占有，承繼委託人占有之瑕庛。」(日本

信託法第十三條參照)因受託人基於信託行為雖完全取得信

託財產，但其既非因該財產享有利益，故無使之較委託人享

有更佳保護之理，因此，委託人占有為惡意或有其他瑕疵時

，其瑕疵亦應為受託人所承繼
447
。以防止惡意之委託人將其

                                                 
446 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五八。 
447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第三十三條說明，同註 5，頁一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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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信託於善意之受託人，侵害真正的權利人，而從中使自

己或他人獲取不當之利益
448
。 

 

日本信託法學界對於受託人承繼信託財產上之瑕疵，是

否同時適用於自益信託與他益信託，有不同之見解
449
。通說

認為真正權利人較應受保護，而主張本條規定應同時適用於

自益信託與他益信託，少數說則以此項不利益不應由善意之

他益信託受益人承擔，主張本條規定僅得適用於自益信託。

但因信託法係民法之特別法，且草案說明明示本條適用於自

益信託與他益信託，因此，在文義並無排除之規定下，自以

同時適用為當
450
。遺囑信託恆屬他益信託，自有本條規定之

適用。 

 

至於信託財產如為以金錢、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為給

付標的之有價證券，其占有瑕疵之繼承，依信託法第三十三

條第二項之規定，準用第一項之規定。  
 

第二節  受託人 
 

在英美信託法上，信託生效後受託人之權限、義務及權

利等，恆為信託法之重心，此由信託之起源地英國，其制定

法中並無以信託法為名者，反而皆以受託人法為法律之名稱
451
，以及美國法律學會在研擬第三版信託法整編時，首先即

將第二版中受託人之部分提出討論(包括審慎投資人規則

(prudent investor rule)及相關信託管理條文 )並先行通過 452，

即可得知一二。信託關係生效後，信託財產移轉為受託人所

有，之後受託人與受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成為信託主要之

內容
453
，委託人之地位即不若受託人及受益人來得重要，甚

至信託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信託關係不因委託人之死亡、

                                                 
448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七七。 
449 同上註，頁七八註 11。 
450 同上註，頁七八。 
451 新井誠，前揭書，同註 20，頁一三七。 
452 ALI, 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rusts-Prudent Investor Rul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1992.審
慎投資人規則之條文內容收錄於本論文附錄五，讀者可自行參閱。 
453 田中實、山田昭，前揭書，同註 9，頁七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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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因此，本章第二、三節將先分

別討論受託人及受益人之內容，而將委託人之部分留待第四

節說明。 

 

惟在此有必要介紹美國關於受託人之法制，以便於瞭解

後續討論之內容。由於受託人之主要職務除保管信託財產本

金(principal)外，還要能適度投資以獲取收益(income)454，以

維信託財產之永續。在美國獨立建國至十九世紀間，法院係

行使衡平法上之權限，來判斷受託人之投資項目是否適當，

此種由法院決定投資項目範圍之法則，即稱為「裁判投資項

目規則」(court list rule)。進入二十世紀，許多州即由議會在
制定法中列舉得投資之項目，作為受託人投資之參考，因此

，法院判斷之依據已不再是裁判投資項目法則，而為「法定

投資項目規則」(legal list rule)。但自一九三○年代經濟大恐
慌以後，一般認為由法律強制規定投資項目欠缺彈性，不符

實需，因此在一九四○年代開始，各州開始制訂「審慎人規

則」 (或稱合理人規則 455，prudent man rule)以取代法定投資
項目規則，而此規則，係以合理的投資人之裁量，作為投資

判斷之原則。  
 
一九五九年，當美國法律學會刊行第二版之信託法整編

時，即將審慎人規則明文化。其後進行第三版編輯工作時，

將第二版中第二百二十七條至第二百二十九條之審慎人規

則，及其他與受託人管理信託財產相關之條文先予修訂 456，

並修正名稱為「審慎投資人規則」(prudent investor rule)，於
一九九○年通過，一九九二年出版。同時，美國州法委員會

全國會議亦研擬之「統一審慎投資人法」 (Uniform Prudent 
                                                 
454 Restatement Second, Trusts, § 181，司法院、國立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合譯，前揭書，同註 22，
頁五一四。 
455 Prudent man 又可稱為 reasonable man或reasonable person，故亦可翻譯為合理人。在美國法

上，reasonable person係法律所假設之人，用以作為法院判斷某人是否行為有過失之標準(a 
hypothetical person used as a legal standard, esp. to determine whether someone acted with negligence) 
Garner, supra note 116, p. 1018; 王澤鑑，侵權行為法第一冊，基本理論、一般侵權行為，自刊，

一九九八年九月版，頁一五。因此所謂審慎人或合理人規則，其實是一種標準或法則，指導受

託人之投資，如受託人之行為超過此一標準，致信託財產或受益人受損害，即屬有過失，而對

信託財產或受益人產生責任。 
456 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rusts (Prudent Investor Rule), Foreword, ALI, supra note 450, p.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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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or Act)，亦於一九九四年通過。但在後續研擬統一信託
法典 (Uniform Trust Code)時，於第八章規範受託人之義務與
職權 (duties and powers of trustee)外，更將統一審慎投資人法
納入成為該法典第九章，於二○○○年通過並沿用迄今 457。

但因第九章統一審慎投資人法之內容與統一信託法典第八

章之部分內容重疊，因此第九章即未列入重疊之部分，造成

第九章僅有第一條至第四條、第八條、及第十條之情形 458。  
 

第一項   受託人之權限  
 

民法第七百六十五條規定：「所有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

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

。」受託人既於信託生效後，成為信託財產之名義上所有權

人，依法其自應擁有對於信託財產之使用、收益、處分權限

。惟受託人對於信託財產之權限，與一般所有權人不同，係

因受託人受信託財產之移轉、設定，乃基於委託人之信託行

為，因此，受託人管理、處分信託財產之權限，應受信託行

為，或信託目的之拘束
459
，詳言之，在契約信託，受託人因

與委託人間之信託契約，而負有為受益人利益管理處分信託

財產之義務，並受信託目的之拘束，在遺囑信託，受託人因

被委託人指定接受信託，或因被法院選任而接受信託，因而

產生上述之義務，並受信託目的之拘束。 

 

亦即，受託人之權限可分為明示的權限與默示的權限，

明示的權限指由信託文件、法院的命令和法令所清楚明確賦

與的權限。默示的權限指信託條款未明文規定，然係完成信

託目的所必要或方便的行為，而在法律上被視為委託人所意

欲的行為
460
。美國法上所規定之受託人職權範圍即包括信託

                                                 
457 此處審慎投資人規則沿革之介紹，係參大塚正民、樋口範雄，前揭書，同註 197，頁一四一、
一四二。 
458 Article 9, Uniform Prudent Investor Act, NCCUSL, supra note 12, p. 159; 大塚正民、樋口範雄，
前揭書，同註 197，頁二四八、二四九；完整之統一審慎投資人法條文，參Bogert, George Gleason, 
Oaks, Dallin H., Hansen, H. Reese, and Hill, Claralyn Martin, Cases and Text on the Law of Trusts, 
Seventh Edition, Foundation Press, 2001, Appendix 7, pp. 763-766. 
459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二○七。 
460 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一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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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所明示賦與者，以及為完成信託目的所必要，且非信託

條款所禁止者
461
。而在日本法上，受託人之職務權限，則依

下列各項決定之
462
： (1)依信託行為之規定； (2)信託法認為能

達成信託目的，或依受託人之地位，通常所命令或承認之行

為；(3)為使受託人適切妥當達成信託目的，依具體情況由法
院或監督機關所發命令規定之行為；(4)法院或監督機關命令
所禁止之行為；(5)依信託行為有變更權人之變更行為；及 (6)
依信託行為有指導權人之指導行為。  

 
因此，有認為受託人之職務權限，係以信託財產為基礎

之廣義管理權 463。所謂廣義之管理權，係處理財產事務之權

利，包含關於包括的財產及構成財產之各個財產權、物的事

實行為、法律行為、訴訟行為，特別是新權利之取得、義務

之設定，或既存權利之行使、處分，及義務之履行等廣泛的

概念 464。  
 
綜上所述，依據我國信託法第一條受託人管理處分信託

財產之依據、第五條信託目的之限制、第十五條、第十六條

信託財產管理方法之變更等規定，受託人之權限受法令及信

託行為、信託目的之限制，信託生效後亦可能發生變更，因

此其範圍應視情況而定。惟如信託行為未具體指定者，應從

廣義解釋，即在不違反公序良俗或強制禁止規定之範圍內，

一切符合信託本旨的法律行為與事實行為，均包括在內 465466。 
 

第二項   受託人之義務、責任與權利  
 

                                                 
461 其原文為”Except as stated in §§ 165-168, the trustee can properly exercise such powers and only 
such powers as: (1) are conferred upon him in specific words by the terms of the trust, or (2) are 
necessary or appropriate to carry out the purposes of the trust and are not forbidden by the terms of the 
trust.” Restatement Second, Trusts, § 186，司法院、國立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合譯，前揭書，同註

22，頁五一六。 

466 國內亦有學者依美國法及其實務，列舉十項受託人之具體權限，有支出費用、出租、出售、

設定擔保物權、負擔債務、投資、互易、和解或交付仲裁、訴之捨棄、及行使有價證券持有人

之權利，參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一七六至一八○。 

462 鄭俊仁譯，前揭書，同註 8，頁六九。 
463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二○七。 
464 同上註，頁二○七註一。 
465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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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項，日本學者有基於受託人之地位不同，而討論

受託人權利義務之效果者，簡言之，在信託關係中，受託人

有基於信託財產機關之地位，及立於其個人之地位兩種情形

。受託人以前者資格所為之法律行為對信託財產發生拘束力

，以後者資格所為之法律行為僅對其個人產生拘束；受託人

之職務權限因受託人任務終了而消滅，但受託人個人所享有

之權利義務仍為存續；受託人基於職務權限之地位不得由其

繼承人繼承，但其個人之權利義務則為繼承之標的
467
。以下

將分述受託人具體之義務、責任與權利，以明其作為信託財

產機關及個人地位之權利義務內容。 

 

壹、受託人之義務  
 

受託人之義務有由信託行為所規定，亦有由信託法或相

關法規所規定，而因受託人接受信託所產生 468。討論受託人

義務之目的，在明瞭受託人於信託關係中應作為或不應作為

之內容，並作為其責任發生之依據。  
 

依我國信託法之規定，受託人之義務(duties)可概分為五
469：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分別管理義務、自己管理義務 (
直接管理義務 )、書類設置義務、及忠實義務等。以下主要依
據我國信託法，並配合美國及日本之信託法分別說明之。  

 
一、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信託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受託人應依信託本旨，以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信託事務。」(日本信託法第二十條

參照)其立法理由謂，受託人既基於信賴關係管理他人之財

產，自須依信託行為所定意旨，積極實現信託之目的。從而

其注意義務不能以與處理自己事務同一注意為已足，應課以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信託事務之義務
470
。相較於民法課行

                                                 

468 Restatement Second, Trusts, § 169, 司法院、國立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合譯，前揭書，同註 22，
頁五○九。 

467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二七七。 

469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一○三。 
470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第二十二條說明，同註 5，頁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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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多在行為人領受有報酬之情況(如

民法第五百三十五條受任人之注意義務)，而信託法第三十

八條之規定，受託人原則上不得請求報酬，卻課以較高之注

意義務，似有權義不平衡之狀況。因此即有學者建議，本條

之規定雖值肯定，但不應視為強行規定，而得由信託當事人

以信託行為加重或減輕其責任
471
，由於受託人可能為受託業

，亦可能為受委託人信賴之個人，解釋上因不同種類之信託

，應有不同的善良管理人注意標準
472
，本論文從之。 

 

美國法上受託人之注意義務可以信託法整編第二版第

一百七十四條及統一信託法典第八○四條為依據。信託法整

編第二版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受託人對於信託之管理，

應盡與一般人處理自己事務之同一注意義務與能力，但受託

人因具有較高之注意能力而被委任為受託人時，則應盡其較

高之注意義務及能力。
473
」其意義明顯與上段學者之建議同

，而未硬性規定受託人注意義務之程度。統一信託法典第八

○四條規定：「受託人應如同審慎人一般，藉考量信託之目

的、條款、分配需求、及其他因素管理信託。為滿足此標準

，受託人應運用合理之注意、技能及關注。
474
」在此，注意

義務之程度以「審慎人(prudent person)」為標準，而其內容
則為「合理之注意、技能及關注 (reasonable care, skill and 
caution)」475日本有學者認因條文並未區分受託人是否受有報

酬，因此解釋上似應一體適用，但其亦質疑，美國法上代理

人與受寄人之注意義務視有無報酬而有所不同，為何同基於

信任關係之受託人之注意義務，不論有償無償卻均須負較高

之注意義務 476。  
 

                                                 

473 其原文為”The trustee is under a duty to the beneficiary in administering the trust to exercise such 
care and skill as a man of ordinary prudence would exercise in dealing with his own property; and if 
the trustee has or procures his appointment as trustee by representing that he has greater skill than of a 
man of ordinary prudence, he is under a duty to exercise such skill.” Restatement Second, Trusts, § 174, 
司法院、國立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合譯，前揭書，同註 22，頁五一一。 
474 Uniform Trust Code, § 804, NCCUSL, supra note 12, p. 132. 
475 此一標準同樣被適用於審慎投資人身上，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rusts (Prudent Investor 
Rule), § 227, ALI, supra note 450, p. 8. 

471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二四七；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一○四。 
472 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一九七。 

476 樋口範雄，《アメリカ信託法ノ－トII》，初版，弘文堂，二○○三年十月，頁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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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雖有質疑，惟依法律文義，不論何種種類之信託，受

託人一旦接受信託，其處理一切信託事務，即應本其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為之。而下列義務，均屬善良管理人義務之

範疇 477：受益人有數人之場合，受託人必須公平地處理信託

事務 478(亦稱公平義務 479)；受託人有數人之場合，應相互監督
，並有阻止他受託人信託違反行為之義務 480；及保存信託財

產之義務 481。  
 

二、分別管理義務 

信託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受託人應將信託財產

與其自有財產及其他信託財產分別管理。信託財產為金錢者

，得以分別記帳方式為之。」(日本信託法第二十八條參照)

立法理由謂受託人個人之財產與信託財產之管理，如混合而

未分開，將有損信託財產之特定性及獨立性，且為防止受託

人濫權或在不同信託財產間有不公平管理之情事，爰為此規

定，俾免損害受益人或第三人之權利
482
。蓋基於信託財產之

獨立性，信託財產不只應公示，使第三人及關係人皆明瞭其

為信託財產，亦必須現實上與受託人之固有財產及其他信託

財產分離，而不是僅為觀念上之區別
483
。另信託財產標的物

如為金錢者，如欲分別管理，有其事實上之困難，故本條後

段規定得以分別記帳方式為之。 

 

美國信託法整編第二版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受託人

在合理之範圍內，應使信託財產與自己之財產保持分離，並

使信託財產與非屬於信託之財產保持分離，同時應認明被指

定為信託財產之財產。
484
」與我國信託法之規定相同。 

                                                 

478 Restatement Second, Trusts, § 183, 司法院、國立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合譯，前揭書，同註 22，
頁五一四。 

480 Restatement Second, Trusts, § 184, 司法院、國立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合譯，前揭書，同註 22，
頁五一五。 

484 其原文為”The trustee is under a duty to the beneficiary to keep the trust property separate from his 
individual property, and, so far as it is reasonable that he should do so, to keep it separate from other 
property not subject to the trust, and to see that the property is designated as property of the trust.” 

477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二四八。 

479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二四九、二五○。 

481 同上註，§ 176，頁五一二。 
482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第二十四條說明，同註 5，頁一四一。 
483 田中實、山田昭，前揭書，同註 9，頁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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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日本學者認為，基於避免受託人違反其忠實義務之觀

點，分別管理義務之規定，在信託財產與受託人固有財產間

應認為強行規定，但在與其他信託財產間，則應解為任意規

定，但因日本信託法對後者並無規定，學者因此認可類推適

用該國民法第一百零八條
485
(即我國民法第一○六條自己代

理及雙方代理之禁止及例外)。但我國信託法第二十四條第

二項規定：「前項不同信託之信託財產間，信託行為訂定得

不必分別管理者，從其所定。」顯見我國信託法立法時，已

採納上述學說之見解，而為我國特有之立法。但相較於美國

信託法整編中受託人部分於一九九二年修正時，就上述第二

版第一百七十九條之內容並未更動，因此第二十四條第二項

之立法是否為信託法之趨勢，尚待觀察。 

 

三、自己管理義務(直接管理義務) 

我國信託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受託人應自己處理信託

事務。但信託行為另有訂定或有不得已之事由者，得使第三

人代為處理。」(日本信託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參照)即信託

法上所謂「自己管理義務」。其原因在於委託人將信託財產

移轉給受託人，並指示受託人為受益人之利益管理處分財產

，均基於委託人對受託人之信任關係
486
，因此基本上受託人

不得再將信託財產管理之職務交由與委託人無信任關係之

第三人為之。但在兩種狀況下，即信託行為另有訂定，或不

得已之事由存在時，受託人仍得使第三人代為處理。 

 

此項義務在美國法上係規定於信託法整編第二版第一

百七十一條：「依通常合理之要求，受託人應親自履行之行

為，受託人對受益人負有義務，不得委任他人為之。
487
」但

雖然條文中似乎禁止授權他人處理信託事務，惟當某些事務

要求受託人親自處理並不合理時，仍得授權他人處理，其衡

                                                                                                                                            
Restatement Second, Trusts, § 179, 司法院、國立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合譯，前揭書，同註 22，頁
五一三。 

486 此為我國之見解，在美國法上此種信任關係係存在於受益人與受託人之間，Restatement 
Second, Trusts, § 171, 司法院、國立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合譯，前揭書，同註 22，頁五一○。 

485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二二一。 

48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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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之因素有
488
：所牽涉裁量之範圍、所牽涉財產之價值和性

質、財產是本金或孳息、與信託標的關係之遠近、行為之性

質、所須的專業設備及技能，受託人是否具備等。然第三版

信託法整編對本條條文進行修正，大幅緩和授權禁止之規定
489
。修正後之第一百七十一條規定：「受託人有義務親自履行

其職務，除非依審慎人之觀點，可將此職務授權他人處理。

在決定是否、對誰、及以何種方式授與信託管理之職權，及

在監督此代理人時，受託人對受益人負有義務，須運用因信

任所授與之裁量，及一審慎人在相類狀況下所可能之作為為

之。
490
」顯係體認在目前社會專業分工之情況下，凡事皆須

由受託人親為實屬不能。 

 

相較之下，我國信託法第二十五條參考日本信託法第二

十六條第一項所定之內容，僅允許在信託行為另有訂定，或

不得已之事由下，方能使第三人代為處理信託事務，其允許

之範圍有較多之限制，因此，在類似遺囑信託之場合，若委

託人死亡、亦未於遺囑訂定得由第三人代為處理之明示，則

僅餘不得已之事由可為運用，因此，在解釋上，此等不得已

之事由應擴張解釋，可賦與受託人裁量之空間，以免受託人

受限於自己之能力，而無法為受益人謀求最佳之利益。另是

否得委任第三人代為處理信託事務，亦得解釋為係屬信託財

產之管理方法，則依信託法第十五條、第十六條之規定，有

必要時可予以變更。 

 

四、書類設置義務 

依我國信託法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二條之規定(日本信

託法第三十九條、第四十條參照)，受託人有就各信託分別

造具帳冊，載明處理狀況之義務；作成信託目錄及編製收支

計算表之義務；應委託人、受益人請求提供前述文書，並應

請求說明處理情形之義務；及應利害關係人請求公開前述文

                                                 

490 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rusts (Prudent Investor Rule), § 171, Comment a, ALI, supra note 
450, p. 140. 另統一信託法典第八○七條亦規定有受託人得授權他人處理信託事務之要件，

Uniform Trust Code, §807, NCCUSL, supra note 12, p. 133. 

488 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二○○。 
489 大塚正民、樋口範雄，前揭書，同註 197，頁一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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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之義務。凡此統稱為受託人之書類設置義務。其目的在確

保受託人確依信託目的管理信託財產及分配受益人之利益。 

 

美國信託法整編第二版第一百七十二條及第一百七十

三條亦明定受託人保存及提供帳目之義務(duty to keep and 
render accounts) ， 及 提 供 資 訊 之 義 務 (duty to furnish 
information)491，其規定內容與我國法上述條文之內容大致相

同。  
 

五、忠實義務 

忠實義務之內涵，可以美國法之規定及日本學說作為參

考。美國法上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之內容為： (1)受託人
負有僅為受益人之利益管理信託之義務；(2)受託人為自己之
計算而與受益人為交易時，負有公平交易與告知受益人其所

知或應知與該交易相關之一切重要事實之義務 492。而日本學

者則指出忠實義務應包含下述三個子原則：(1)受託人不得置
於使信託財產之利益與其個人利益衝突之地位；(2)受託人處
理信託事務時，不得使自己得利；(3)受託人處理信託事務時
，不得使第三人獲得不當利益 493。  

 
我國信託法並未如信託業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494，正面

規定受託人之忠實義務，但並非表示信託法不認為受託人應

負忠實義務，因可從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之內容導出受

託人負有忠實義務之結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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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信託制度名

義上所有權與實質上所有權分立之基本要求，當然為受託人

忠實義務之內容。受託人僅有信託財產之管理處分權，自不

能以任何方式享受信託利益，此亦符合上述美國法第一點及

日本學者見解第一原則之要求。至於該條但書受託人為共同

受益人之一，則其既為受益人，自得享有信託利益，與忠實

                                                 
491 Restatement Second, Trusts, § 172, 173, 司法院、國立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合譯，前揭書，同註

22，頁五一○、五一一。 
492 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rusts (Prudent Investor Rule), § 170, ALI, supra note 450, p. 139. 
493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二三一；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一一○。 
494 信託業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信託業處理信託事務，應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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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無違。另信託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除非在特別之

情況下，受託人不得於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權利。其立法

理由第一點即明示「本條係規定受託人之忠實義務，以避免

發生信託財產之利益與受託人個人之利益衝突之情事」
495
。

因此，我國信託法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即為受託人負有

忠實義務之規定。  
 

貳、受託人之責任  
 

於遺囑信託中，受託人接受信託或為法院所選任後，即

負有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利益管理處分信託財產之義務，

如未盡其義務，則屬信託之違反，此即美國法所規定：「所

謂違反信託者，係指受託人違反任何其對受益人應盡之義務

之情形。
496
」在此情形下，即產生責任 (liability)497。而違反

信託所產生之責任有民法上之責任與信託法上之責任，完全

視其義務之來源而定，本論文於前段介紹者為信託法上之義

務，因此關於責任之討論亦擬限縮於信託法上之責任
498
。 

 

然須先行說明者為信託法第三十條之規定。信託法第三

十條規定：「受託人因信託行為對受益人所負之債務，僅於

信託財產限度內負履行責任。」(日本信託法第十九條參照)

並非規定受託人因違反信託之義務而產生之責任，而係指受

託人因委託人之信託行為對受益人有給付信託利益之債務

時，其未違反信託本旨而為信託財產之管理，對於信託財產

之增減既不承受其利益，亦不負擔損失。故若因此造成信託

財產之減少，其對受益人所負債務，亦僅於信託財產之限度

內，負履行責任
499
。亦即表示如受託人確依信託本旨處理信

託事務，則僅對受益人負有限之責任。本論文認為本條規定

之內容應係參考美國信託法整編第二版第二○四條而來，其

                                                 

496 Restatement Second, Trusts, § 201, 司法院、國立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合譯，前揭書，同註 22，
頁五二三。 

498 關於美國法上受託人因違反信託所產生之責任，參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二○八至二
一八。 

495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第三十五條說明，同註 5，頁一四六。 

497 同上註，§ 205，頁五二五。 

499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第三十條說明，同註 5，頁一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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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信託財產價值之減少，或利益之未能取得，非由於

違反信託而致者，受託人對受益人不負責任。
500
」但純就文

字之理解卻無法如美國法之內容般一望即知，似有修正之必

要。 

 

我國信託法就違反前述受託人之義務所產生之責任，定

有明文。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受託人違反義務之一般責任 

信託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受託人因管理不當致信託財

產發生損害或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時，委託人、受益

人或其他受託人得請求以金錢賠償信託財產所受損害或回

復原狀，並得請求減免報酬。」(日本信託法第二十七條參

照)由於我國信託法條文之編排上，關於受託人責任之規定

，均緊接於其相應之義務，因此，本條接續第二十二條之受

託人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後，或可認係受託人違反善良

管理人注意義務所產生之責任。但仔細比較其他義務違反後

所產生之責任，若非規定於同條中，即明示該責任所違反義

務之條次，再參酌其內容係指「受託人因管理不當」而產生

之責任，因此，本論文認為第二十三條應為受託人違反義務

所生責任之一般性規定
501
，除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

，亦適用於其他義務違反之情形，以保護受益人之利益。 

 

二、違反分別管理義務之責任 

信託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第四項規定：「受託人違反

第一項規定獲得利益者，委託人或受益人得請求將其利益歸

於信託財產。如因而致信託財產受損害者，受託人雖無過失

，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受託人證明縱為分別管理，而仍

不免發生損害者，不在此限。前項請求權，自委託人或受益

人知悉之日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事實發生時起，逾

                                                 
500 Restatement Second, Trusts, § 204, 司法院、國立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合譯，前揭書，同註 22，
頁五二四。 
501 此亦可由日本信託法第二十九條之規定得知，該條第一項規定：「受託人違反前條之規定為信
託財產之管理時(即指違反分別管理義務)，準用第二十七條之規定。」法務部，前揭書，同註
10，頁一○三六。 

 124



五年者，亦同。」依立法理由，本條第三項係參考日本信託

法第二十九條而來，然本條第三項本文之部分卻為日本法所

無。日本信託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受託人違反前條

之規定(即第二十八條分別管理義務)為信託財產之管理時

，準用第二十七條之規定。」因此，違反分別管理義務係準

用第二十七條受託人管理不當之規定。我國信託法第二十四

條第三項本文所規定受託人責任與日本法不同之原因，係立

法者認宜參考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項及公司法

第二百零九條第四項(現行法第五項)，將利益歸入信託財產
502
。但在解釋上，可援引日本法之規定作為法理，及參酌前

段對信託法第二十三條之討論，當受託人違反分別管理義務

時，應許委託人或受益人同時依第二十三條向違反義務之受

託人請求，期使受益人能獲得週全之保障。 

 

三、違反自己管理義務之責任 

信託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受託人違反第二十五

條規定，使第三人代為處理信託事務者，就該第三人之行為

與就自己之行為負同一責任。」本條項之規定亦為日本信託

法所無。立法理由指出在本條項之情形，第三人如有過失，

受託人亦應負責，然若第三人並無過失，似乎受託人即無須

負責，則第二十五條即形同具文，因受託人違反自己管理義

務而第三人亦無過失時，受託人並無任何責任。因此，解決

之道仍在於緩和受託人自己管理信託財產義務，方可避免有

義務而無責任之情況發生。當然，若受託人違反自己管理義

務使第三人處理信託事務，而第三人又因過失造成信託財產

之損害時，委託人、受益人自得依第二十三條向受託人請求

同時該第三人處理信託事務之地位與受託人同，委託人或受

益人亦得類推第二十三條向該第三人請求，並得依第二十七

條第二項之規定，請求行為之第三人與受託人負連帶責任。 

 

四、違反忠實義務之責任 

信託法第三十五條第三項、第四項規定：「受託人違反

第一項之規定，使用或處分信託財產者，委託人、受益人或

                                                 
502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第二十四條說明，同註 5，頁一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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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受託人，除準用第二十三條規定外，並得請求將其所得

之利益歸於信託財產；於受託人有惡意者，應附加利息一併

歸入。前項請求權，自委託人或受益人知悉之日起，二年間

不行使而消滅。自事實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日本信

託法於其第二十二條 (相當於我國信託法第三十五條第一、二
項 )並無與本條項相應之規定，但學者認違反該條之忠實義務
者，其行為無效 503。我國法雖規定違反第三十五條第一項之

情形得準用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外，並得歸入不法利益，似默

認受託人違反之行為有效。就此，有必要加以釐清。  
 

參、受託人之權利  
 

由以上對受託人之義務與責任之介紹，可瞭解信託事務

繁多且責任重大，為使有能力之人願意擔任受託人，並以積

極態度處理信託事務，信託法乃設有若干規定，保障受託人

本於其個人地位所得行使之權利，以求其權利與義務間之平

衡。在美國法上，受託人之權利概分為受託人之報酬及受託

人支出費用之償還
504
。我國信託法於第三十八條至第四十四

條規定受託人之權利及其行使之限制，分述如下。 

 

一、報酬請求權 

信託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受託人係信託業或信

託行為訂有給付報酬者，得請求報酬。」(日本信託法第三

十五條參照)依立法理由，信託原則上為無償，故受託人不

得請求報酬。但對於為何受託人不得請求報酬之原因，卻未

多加說明。參考日本信託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受託人，除

作為營業承受信託者外，非有特約，不得接受報酬。」與我

國之規定相同，但日本學者表示，受託人原則上不得接受報

酬之原因在於，信託與委任同樣基於信賴關係，日本民法第

六百四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受任人非有特約不得向委任人請

                                                 
503 日本學界通說認違反第二十二條之行為無效，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二三三；田中
實、山田昭，前揭書，同註 9，頁七九；亦有認除違反之行為無效外，如符合第二十七條(相當
於我國法第二十三條)、第三十一條(相當於我國法第十八條)之要件時，並得適用該兩條，新井

誠，前揭書，同註 20，頁一五六。 
504 Restatement Second, Trusts, §§ 242-249, 司法院、國立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合譯，前揭書，同

註 22，頁五五八至五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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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報酬之規定，在受託人之場合同樣適用
505
；但若受託人之

任務終止，而由法院另行選任新受託人之場合，日本信託法

第四十九條第四項準用同法第八條第三項信託管理人(即我

國之信託監察人)之規定，得由法院視情況，從信託財產中

給予受託人相當之報酬
506
。而美國信託法整編第三十八條第

(1)款規定：「受託人得由信託財產支取合理之報酬，但信託
條款別有規定或受託人同意放棄報酬者，不在此限。

507
」統

一信託法典第七○八條第 (a)款亦規定：「若信託條款未約定
受託人之報酬者，受託人即得請求在該情況下合理的報酬。
508
」都是以受託人得請求報酬為原則

509
。我國民法第五百四十

七條委任人之報酬並未如日本民法以不得取得報酬為原則

，且美國信託法亦以得請求報酬為原則，又依前述，受託人

任務繁重、責任重大，則我國信託法為何仍以不得請求報酬

為原則，實難理解。 

 

依本條項之規定，如受託人為信託業或信託行為定有報

酬者，得請求報酬。至於若因當時之情形或因情事變更，使

約定之報酬額顯失公平者，法院得依第三十八條第二項，由

關係人聲請增減報酬之數額。另信託法第四十三條規定：「

第三十九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十條及第四十一條之規定

，於受託人得自信託財產收取報酬時，準用之。第四十一條

規定，於受託人得向受益人請求報酬時，準用之。」(日本

信託法第三十七條參照)表示受託人得自信託財產收取報酬

或得向受益人請求報酬時
510
，得準用第三十九條至第四十一

條之規定向信託財產或受益人請求，並得行使抗辯權(詳後

述)，以確保受託人請求報酬之權利。 

 

二、費用償還請求權 

信託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受託人就信託財產或

                                                 

507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38 (1), ALI, supra note 13, v.2, p. 148. 
508 Uniform Trust Code, §708, NCCUSL, supra note 12, p. 117. 

510 受託人得收取報酬之特約，有時是來自與受益人之約定，在此情況，即有同時履行之問題，

此亦第四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之原因，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二九七。 

505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二九六。 
506 同上註，頁二九八；徐國香，前揭書，同註 20，頁一○○。 

509 Bogert, §144, supra note 23, p. 505; 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一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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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信託事務支出之稅捐、費用或負擔之債務，得以信託財

產充之。」(日本信託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參照)參考美國信

託法整編第二版第二四四條之規定：「受託人因信託之管理

所為之必要支出由信託財產中償還。
511
」可知，受託人管理

信託財產並未享有利益，自不應將管理所產生之費用由其負

擔，方屬公平合理，因此，美、日及我國信託法就此等費用

得向信託財產請求之規定一致，並無疑問。但此等費用之支

出必須合乎信託目的，如受託人恣意為費用之支出，卻仍使

信託財產負擔其支出，顯與保障受益人利益之目的有違，因

此同條第三項規定：「第一項權利之行使不符信託目的時，

不得為之。」以強調受託人管理信託事務雖支出費用或負擔

債務，但如果以信託財產償還此等費用、債務不符信託目的

者，即不得請求償還。此與美國法之規定，原則上受託人管

理信託所為之非正當支出(expenses not properly incurred)不
得由信託財產中受償，除非對信託財產產生利益，或受益人

得拒絕該交易而未拒絕者相同 512。另本條第二項則賦與受託

人對前項之費用或債務有優先於普通債權人受償之權利，以

使受託人願勉力為之。  
 

三、費用補償請求權 

在第三十九條第一項之情形，如信託財產不足清償，及

同條第三項因不符信託目的而不得向信託財產請求償還之

情形，如使受託人必須自行承擔此費用、稅捐或債務，則將

使受託人卻步，不願盡力處理信託事務，因此，信託法第四

十條第一項本文規定：「信託財產不足清償前條第一項之費

用或債務，和受託人有前條第三項之情形時，受託人得向受

益人請求補償或清償債務或提供相當之擔保。」(日本信託

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參照)即基於受益人所享有者為受託人

管理信託財產所生之利益，而必須平衡受益人與受託人之間

權義之觀點，允許受託人於無法向信託財產請求償還時，得

轉向受益人請求補償。但就此原則，依同項但書及同條第二

項之規定，若信託行為已有訂定者，即從其之規定。另外，

                                                 
511 Restatement Second, Trusts, § 244, 司法院、國立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合譯，前揭書，同註 22，
頁五五九。 
512 同上註，§ 245，頁五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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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受益人已依第十七條第二項拋棄受益權者，既已未從信託

財產受益，自無再使其負擔因管理信託財產所生費用債務之

理由，依第四十條第三項，即無前二項之適用。而受託人對

受益人之補償請求權必須依同條第四項之規定，於二年間行

使，否則請求權即消滅。 

 

四、信託財產拒絕交付權 

信託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受託人有第三十九條第一項

或前條之權利者，於其權利未獲滿足前，得拒絕將信託財產

交付受益人。」此係為平衡受益人與受託人權利，而賦與受

託人抗辯權之規定。惟須注意者，因信託法第九條第二項之

規定，信託財產為其本金(含代位物)與收益之總稱，但在受

託人將全部信託財產交付受益人之場合僅有第六十五條信

託關係消滅時，若在此時受託人方得行使其抗辯權，對受託

人顯失公平，因此，在解釋上，本條之信託財產應解為任何

應交付受益人之信託財產，包括定期或不定期之信託利益，

而使受託人均得行使抗辯，本條之規定方能發生作用。 

 

五、損害補償請求權 

受託人若因管理信託財產而受損害，自亦不得無補償之

道，信託法第四十二條規定：「受託人就信託財產或處理信

託事務所受損害之補償，準用前三條之規定。前項情形，受

託人有過失時，準用民法第二百十七條之規定。」即規定受

託人所受之損害得向信託財產或受益人請求補償，但有過失

時，應準用民法與有過失之規定，減少或免除得請求之金額

。 

 

第三項   共同受託人  
 

依第三章第二節所述，不論何種類型之信託，均得指定

複數之受託人，此為私法自治之範疇，法律並無禁止之規定

。而委託人之所以會指定二人以上之受託人，通常係基於受

託人間可相互監督
513
、提高管理效能、及避免受託人因死亡

                                                 
513 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一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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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喪失行為能力而中斷信託事務之遂行
514
。而信託存有多數

受託人時，其相互間之關係，及其與信託財產及其他關係人

間之關係又如何，信託法特別訂有規定，以明其權利義務。 

 

壹、共同受託人與信託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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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信託法第二十四

條第一項參照)按民法上之共有區分為共有(分別共有)與公

同共有(民法第八百十七條及第八百二十七條以下參照)，信

託法將共同受託人與信託財產關係定義為公同共有，賦與共

同受託人就信託財產成立公同共有關係之依據(民法第八百

二十七條第一項)，以決定其相互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亦即

各受託人之權利及於公同共有物之全部，且除法律或契約另

有規定外，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權利之行使應得公同

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民法第八百二十七條第二項、第八百二

十八條)。但共同受託人即使與信託財產之關係為公同共有

，但因受託人僅有信託財產名義上所有權，其不能享受實質

上所有權，其權利亦不能繼承，此與民法公同共有有相當大

之差異，應予注意
515
。 

 

貳、共同受託人之行動原則  
 

信託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前項情形，信託事務

之處理除經常事務、保存行為或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由全

體受託人共同為之。受託人意思不一致時，應得受益人全體

之同意。受益人意思不一致時，得聲請法院裁定之。」(日

本信託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本文參照)即反映上述共同受託

人間對信託財產為公同共有關係之規定，原則上處理信託事

務應全體共同為之，而在經常事務、保存行為及信託行為另

有訂定時，則不必全體共同為之，以保持處理上之彈性與時

效之掌握。後段則規定共同受託人意思不一致時之處理方式

                                                 
514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九八。 
515 同上註，頁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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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應得全體受益人之同意為之，但受益人無一致之意

見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受益人無行為能力或為限制行為能

力人，由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代為或得其同意為之，受益人

不特定或尚未存在者，由信託監察人依信託法第五十五條之

規定，以多數決為之
516
。 

 

而在美國法上，共同受託人處理事務之原則如下：除非

信託條款另有規定，若信託有二位受託人，而非緊急情況或

有適當之授權，其職權應以受託人全體同意為之；若受託人

人數為三人以上，則應由多數決決定職權之行使
517
。可供參

考。 

 

同條第三項另規定：「受託人有數人者，對其中一人所

為之意思表示，對全體發生效力。」(日本信託法第二十四

條第二項但書參照)係因共同受託人一致行動規定，對第三

人並無拘束力
518
，為便利委託人、受益人或第三人表示意思

之方便而設，基本上僅共同受託人中一人受意思表示，即可

對全體共同受託人發生效力。 

 

參、共同受託人之連帶責任  
 

信託法第二十九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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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因處理信託事務

負擔債務者，亦同。」(日本信託法第二十五條參照)共同受

託人因信託行為對受益人負擔之債務，如信託利益之交付，

應負連帶清償責任，亦即有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及第二百七

十三條第一項之適用，但其負擔之範圍仍有信託法第三十條

之適用。至於因處理信託事務負擔之債務，應認與第十二條

第一項「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為相對之概念，而指

受託人因處理信託事務對第三人所負擔之債務
519
。此時，依

                                                 

517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39, ALI, supra note 13, v.2, p. 164. 然統一信託法典第七○三條(a)款
則規定共同受託人以多數決決定職權之行使，Uniform Trust Code, §703, NCCUSL, supra note 12, 
p. 106. 

516 同上註，頁一○一。 

518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二四四。 
519 同上註，頁二○四；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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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條後段之規定，同樣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第四項   受託人之變更  
 

在遺囑信託生效之後，受託人可能因種種理由，而無法

續任受託人之職務，然因信託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信託關

係不因受託人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舉重以明

輕，自然亦不因受託人辭任等因素而消滅，因此信託關係仍

為存續，但若無受託人，則信託關係名存而實亡，故有變更

受託人之必要。又遺囑信託委託人作成遺囑成立信託時，受

指定之受託人可能對於其被指定為受託人一事毫無所悉，而

在委託人死後方得知其事，可能因某種因素拒絕接任；或自

遺囑作成至遺囑信託生效之期間內，受託人因死亡、喪失行

為能力、移民等因素不能接任，亦有變更原指定受託人之需

要。凡此均屬欠缺受託人之場合，為使信託關係能有效維持

、受益人之利益能獲得確保，信託法於是對信託中受託人任

務終了之原因、選任或指定新受託人之程序、及受託人變更

後之效果作出規定，以供遵循。以下即分別說明之。 

 

壹、受託人任務終了之原因  
 

信託法所規定之受託人任務終了之原因有三，即：受託

人之辭任、解任及喪失行為能力。 

 

一、受託人之辭任 

在受託人辭任方面，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受託人

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非經委託人及受益人之同意，不得

辭任。但有不得已之事由時，得聲請法院許可其辭任。」(

日本信託法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六條參照)由於受託人係由

委託人所指定，與委託人關係密切，且其管理信託財產與受

益人之利益密切相關，若得任意辭任，則將有害於信託之安

定、有背於委託人之信任、且有損受益人之利益，因此須同

時取得委託人與受益人之同意，方得辭任
520
。但若有不得已

                                                 
520 鄭俊仁譯，前揭書，同註 8，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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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由，卻因委託人或受益人不同意辭任而須勉為其難繼續

擔任受託人，則對受託人不盡公平，對受益人之利益亦恐有

害，因此但書規定受託人得聲請法院許可其辭任。 

 

惟本條在適用上可能產生二個疑問。首先，在本文由委

託人及受益人同意受託人辭任部分，如在遺囑信託之情況，

信託生效時委託人已死亡者，此項委託人之同意欠缺時，是

否可僅由全體受益人同意受託人辭任，或須由委託人之繼承

人表示，方得同意受託人辭任？法無明文，依據前述，本項

受託人辭任須由委託人同意之原因，在於該信託關係之成立

係基於委託人與受託人間之信任關係，委託人既已死亡，此

種基於信任關係而得同意辭任之權利，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四

十八條，專屬於遺囑人(委託人)本身，而非繼承之標的，因

此不得亦無須由委託人之繼承人代為同意
521
；但當初辭任須

由受益人同意之理由，即關係受益人之利益，仍然存在，因

此仍得由受益人同意而辭任。綜上，在遺囑信託之情況，受

託人得經受益人全體之同意而辭任
522
，如無法取得受益人全

體之同意，或對是否得僅由受益人全體之同意即可辭任產生

問題時，均得依同條項但書，聲請法院裁定。 

 

第二個問題是，如受託人係由法院依信託法第三十六條

或第四十六條選任者，於有特定事由時是否得辭任？若可辭

任，其辭任是否仍依本條項之規定為之？亦即是否可經委託

人及受益人之同意，或在遺囑信託之情況，由受益人全體同

意而辭任？或必須聲請選任之法院許可其辭任？本論文認

為，由法院所選任之受託人，在選任當時或許具備管理該信

託之條件，但隨著時間經過，可能產生不擬續任之原因，如

不准其辭任，實非事所至平，因此，由法院選任之新受託人

應可辭任。至於在方法上，由於由法院選任之新受託人，其

接受信託並非由於與委託人間之信賴關係，因此其辭任實無

須得委託人之同意，但因其身負管理信託財產之重任，仍攸

關受益人之利益，因此須得受益人之同意，故其辭任可由全

                                                 
521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二六三。 
522 參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36 (2), 詳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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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受益人同意為之。但最佳的方法仍是由受託人聲請當時選

任其為受託人之法院許可其辭任，由法院判斷是否須許可其

辭任，而非僅限於有受益人不同意或有不得已之原因方得聲

請法院許可。 

 

在美國法上，凡接受信託之受託人，均可依下列方法辭

任： (a)依據信託條款； (b)經全體受益人同意；或 (c)有管轄
權法院准許之條件 523。由此亦可印證前述當委託人已死亡或

遺囑信託之情形，受託人得經受益人全體之同意而辭任。而

關於經法院選任之新受託人辭任時，因條文並未禁止，因此

解釋上應認其得依本條之規定辭任。  
 

二、受託人之解任  
信託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受託人違背其職務或

有其他重大事由時，法院得因委託人或受益人之聲請，將其

解任。」(日本信託法第四十七條參照)在受託人違背其職務

或其他重大事由時，如使其仍繼續擔任受託人，則必不能善

盡受託人之義務，而有損及受益人利益之可能，若皆須俟其

違反義務產生責任時，方向其請求賠償，恐為時已晚，因此

信託法特設規定，得及時由委託人或受益人向法院聲請解任

受託人，以避免損害之造成或擴大。而由於解任係由委託人

或受益人所發動，惟恐其濫用權利，恣意解任受託人，因此

本條項規定委託人或受益人須聲請法院解任之，至於是否有

違背職務或其他重大事由，亦由法院一併審查。此外，依信

託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在信託有信託監察人之情形，信託

監察人亦得以自己名義，聲請法院解任受託人
524
。 

 

美國法上亦規定有解任受託人之方式。依其規定，受託

人得因信託條款之規定或有管轄權法院所設之原因，此等原

因例如欠缺管理信託之能力、不適任等
525
。美國統一信託法

典第七○六條(a)款則規定委託人、各共同受託人或各受益人

                                                 
523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36, ALI, supra note 13, v.2, p. 129; 另統一信託法典第七○五條亦規
範有受託人之辭任要件，Uniform Trust Code, §705, NCCUSL, supra note 12, p. 112. 
524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第三十六條說明，同註 5，頁一四七。 
525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37, ALI, supra note 13, v.2, pp. 13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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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得聲請法院解任受託人，法院亦得主動發動 526。  
 

三、受託人之死亡或喪失行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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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著眼於受託人必須擔負管理處分信託財產

之工作，且須與他人為交易，非具行為能力無法完成。因此

，若於信託存續期間，受託人因某些理由喪失行為能力，自

不宜再使其繼續擔任受託人，故信託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規

定：「受託人之任務，因受託人死亡、受破產或禁治產宣告

而終了。其為法人者，經解散、破產宣告或撤銷設立登記時

，亦同。」(日本信託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參照) 

 

貳、選任或指定新受託人之程序 

 

在上述三種情況下，即受託人之辭任獲得同意或法院許

可、受託人經法院解任、及受託人喪失行為能力之狀況，信

託即將欠缺受託人，為使信託關係能持續，及受益人利益能

獲得確保，信託法規定有繼任受託人產生之方式，期能儘速

產生繼任之受託人，繼續處理信託事宜。 

 

信託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規定：「前二項情形，除信託

行為另有訂定外，委託人得指定新受託人，如不能或不為指

定者，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選任新受託人，

並為必要之處分。」另第四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第三十六

條第三項之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日本信託法第四

十九條第一項、第三項參照)依此規定，上述三種受託人任

務終了之情況，可以下述之順序產生繼任受託人：(1)依信託
行為所定；(2)由委託人指定；(3)委託人不能或不為指定者，
由法院依聲請選任之，並為必要之處分。在遺囑信託之情況

，如信託行為即委託人之遺囑未訂明繼任受託人之指定方法

，又因委託人已死亡不能指定，則僅有聲請法院選任受託人

一途。  
 

                                                 
526 Uniform Trust Code, §706, NCCUSL, supra note 12, 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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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須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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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信託法
第四十九條第二項參照 )由於遺囑信託之特性，受託人可能於
委託人死後方臨時被告知經委託人指定為受託人，與契約信

託之受託人與委託人有依信託目的管理信託事務之合意者

不同，自許其有不接受信託成為受託人之自由 527；且委託人

作成遺囑指定受託人至其死亡時，期間受託人或有喪失行為

能力等狀況而客觀上不能接受，在此等狀況下，並非受託人

於接受信託後而任務終止之情況，因此信託法另以明文規定

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聲請法院選任之，當然，若委託人已

以遺囑訂定在此情況下新受託人之指定方式者，從其所訂。

另本條所稱「利害關係人」係指廣義之利害關係人，包含第

三章第二節所定義之信託關係人 (為委託人、受託人、受益人
、信託監察人 )及委託人、受益人之債權人等，與信託存有利
害關係之人 528。  

 
其實比較第三十六條第三項及第四十六條指定或選任

新受託人之方法，就遺囑信託而言並無不同，因在第三十六

條第三項中，當委託人死亡而未以遺囑訂明新受託人之指定

方法時，均僅得聲請法院選任新受託人。因此，不論遺囑信

託中受託人任務終了或未接任受託人之職務，在遺囑未指定

之情況下，一律由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聲請法院選任之。 

 

參、受託人變更後之效果  
 

信託受託人變更後(不包含第四十六條受託人未接任而

選任新受託人之情形)，將發生信託之承繼及事務之移交兩

項法律效果
529
。在信託之承繼方面，有 (1)受託人變更時信託

財產之移轉之時點 (第四十七條第一項 )； (2) 共同受託人中
一人變更時，信託財產之歸屬；(3)原受託人及共同受託人中

                                                 
527 美國法上同樣有受託人得拒絕信託之明文，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35 (2), ALI, supra note 
13, v.2, p. 126; Uniform Trust Code, §701 (b), NCCUSL, supra note 12, p. 103. 
528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第三十二條說明，同註 5，頁一四五。 
529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二六八至二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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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對受益人所負債務之承受 (第四十八條第一、四項 )； (4)
原受託人對第三人所負債務之處理 (第四十八條第二項 )； (5)
新受託人對原受託人得行使之權利 (第四十八條第三項 )； (6)
受託人變更時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之續行 (第四十九條 )； (7)
已辭任受託人繼續處理信託事務之義務 (第三十六條第四項 )
；及 (8)原受託人之留置權 (第五十一條第一項 )。  

 
其次在事務之移交方面，則有 (1)辭任受託人保管信託財

產及自行辦理移交之義務 (第三十六條第四項 )； (2)受託人因
死亡或喪失行為能力任務終了時，信託財產之保管及移交 (
第四十五條第三項 )；及 (3)結算書及報告書之作成及移交 (第
五十條 )。上述信託人變更之效果，信託法規定甚詳，國內信
託法教科書亦有說明 530，在此不擬贅述。本論文僅擬就兩項

比較法上之觀察，提供簡要之說明。  
 
首先，日本信託法第八條第三項規定：「法院得視情況

，自信託財產中給與信託管理人相當之報酬。」此處之信託

管理人即為我國法上之信託監察人。而同法第四十九條第四

項規定：「第八條第三項之規定，對於受託人準用之。」日

本信託法第八條係規定信託管理人 (信託監察人 )之選任、職
權及報酬 (我國法第五十二條、五十六條參照 )，而第四十九
條則係規定受託人任務終了，或遺囑信託受託人拒絕或不能

承受信託時新受託人之選任 (我國法第四十五條第二、三項及
第四十六條參照 )。但第四十九條第四項準用第八條第三項，
法院得酌與受託人報酬之規定，則為我國法所無。依前述可

知，日本及我國信託法對於受託人基本上認不得請求報酬，

除非另有訂定，但對於法院選任之受託人，卻未明文規定得

受有報酬，對於被選任為受託人之人─通常皆為有能力、以

信託為業之人─似無使其積極接任之誘因，因此是否有將被

選任受託人之報酬明文之必要，應值重視。或謂第三十六條

第三項末句「並為必要之處分」已授權法院視情況為必要之

處分，但此種與選任受託人權義相關之部分，似以明文規定

為宜。  

                                                 
530 如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一二八至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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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日本信託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受託人依第四十

六條或前條規定，辭其任務或被解任時，法院得選任信託財

產之管理人，並得命為其他必要之處分。」此即日本法上「

信託財產管理人」制度之設，係在受託人由法院許可其辭任

或被法院依聲請解任時，於原受任人辭任或被解任至新受託

人就任之前，由法院選任繼續處理信託事務之人 531。我國法

未有此種制度，僅於第三十六條第四項規定：「已辭任之受

託人於新受託人能接受信託事務前，仍有受託人之權利及義

務。」依本條文義，其所謂「已辭任之受託人」應包括經委

託人及受託人同意辭任，及經法院許可辭任兩種情形，均有

在新受託人接受信託事務前，繼續管理信託事務之義務。然

對於受託人經法院依聲請解任後，應如何繼續信託事務未置

一詞。有謂應解為由其本身保管信託財產及採取有關移交的

必要措施 532，惟該受託人之所以被委託人或受益人向法院聲

請解任，且法院亦准其聲請而將該受託人解任，該受託人必

有不能勝任或持續擔任受託人之重大原因，在新受託人選任

並接任信託事務前，若仍以原受託人繼續為信託事務之處理

，對信託關係及受益人之利益言，勢必有所損害，且因法無

明文，該被解任之受託人是否願意繼續管理信託事務，亦未

可知，因此以該受託人為信託事務之繼續處理，實屬不宜。

或謂第三十六條第四項授權法院為必要之處分，法院即得視

情況選任臨時管理人，處理信託事務，但總不若明文規定此

臨時管理人及其職權來得明確。  
 
綜上所述，我國信託法第三十六條第四項末句之「並為

必要之處分」，該處分得為選任受託人報酬之裁定，或為原

受託人被解任後臨時受託人及其職權之指定，由於此皆牽涉

該信託之續行及受益人之利益，本論文建議以明文為宜，否

則法院若不為前述之裁定或指定，則將降低選任受託人擔任

此職務之意願，或造成信託管理上之空窗期，實有不妥。  
 

                                                 
531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二七三。 
532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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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受益人 
 

信託成立生效後，受益人為信託關係人，為享受信託利

益之人，或信託財產實質上所有權人，而在信託關係消滅時

，亦為第一順位之信託財產歸屬人，已如前述。此外，對於

受託人執行其職務，受益人亦與委託人及其他共同受託人有

監督是否依信託目的、為受益人之利益而管理、處分信託財

產之權，尤其在遺囑信託之情形，受益人之角色及地位更形

重要。本節將詳細討論遺囑信託生效後，對受益人所產生之

法律效力，並置重點於受益人之受益權及其移轉與消滅，期

能對遺囑信託中受益人之地位有充分之瞭解。 

 
第一項   受益權  
 

受益權，有廣狹二義，一般所稱之受益權為狹義之受益

權，即得享受信託利益之權利，包含收益 (income)受益權及
本金 (principal)受益權 533；廣義之受益權則除狹義之受益權外

，尚包括請求受託人管理信託財產及依信託行為所定履行給

付義務之權利、各種對受託人之監督權利、以及終止信託之

權利 534。本項所討論者為廣義之受益權。  
 

壹、受益權之發生與取得  
 
在私益信託，委託人設定信託之目的，一般皆在使受益

人享有信託利益，因此，委託人指示受託人依信託目的管理

處分信託財產，並將擬信託財產移轉或設定予受託人時，即

信託發生效力時，使受益人享有信託利益之目的產生拘束性

，受益權因而發生 535。由於受益人並非民法上第三人利益契

約之受益人，因此毋庸為享受利益之意思表示，亦即信託之

成立生效，並不以受益人之同意為其成立或生效要件 536。我

                                                 

536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第十七條說明，同註 5，頁一三八；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二六

九、二七七。 

533 田中實、山田昭，前揭書，同註 9，頁九四。 
534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三一六。 
535 同上註，頁三一七。 

 139



國信託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受益人因信託之成立而享

有信託利益。」 (日本信託法第七條參照 )明示受益人享有信
託利益係在信託成立之後，且於信託成立時，當然享有信託

利益 537，又同條第二項規定：「受益人得拋棄其享有信託利益

之權利。 538」表示法律雖規定信託利益之享有無須受益人之

同意，但受益人不欲享受該利益時，亦得拋棄之。由本條之

規定方式可知，受益權之發生係來自於信託之生效，而非受

益人之同意。  
 
美國信託法整編第十四條規定：「信託之成立無須通知

任何受益人或受託人，或得其同意。 539」亦表明信託之成立

不以通知受益人，或得其同意為要件。但與我國法所不同者

，信託之成立雖不必受益人之同意，然是否享受受益權，卻

必須由受益人明示，而不能強迫其接受信託利益。因此，被

委託人指定為受益人之人，得於接受通知其成為受益人之後

之合理期間內，以意思表示其是否接受或拒絕信託利益 540。

此一規定值得注意。  
 
至於受益權之取得時點，應認於信託行為發生效力時，

若信託行為生效時，受益人尚未存在或未特定，則俟其存在

或特定時取得受益權。在契約信託，因其成立即生效，受益

權之發生與取得並無太大之區別實益，但在遺囑信託，由於

信託之成立與生效通常相隔一段期間，僅是遺囑信託成立，

受益人尚未取得受益權，必須俟遺囑信託生效後，方取得受

益權 541。  
 
貳、受益權之內容  
 

由前述對於受益權之定義可知，除得享有受託人管理處

                                                 

538 日本信託法並無與本項相當之規定，但通說認為受益人有拒絕接受信託利益之自由，同上註，

頁三一九。在日本信託法學說上尚有所謂受益權之放棄，意謂原已因信託成立而取得受益權，

事後再予拋棄，解釋上，與受益之拒絕有別，同上註，頁三一三。 

537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三一八。 

539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14, ALI, supra note 13, v.1, p. 216. 
540 Bogert, §36, supra note 23, p. 129. 
541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三一七。 

 140



分信託財產產生之信託利益，即所謂狹義之受益權，如信託

法第十七條第一項所稱之「信託利益」，與第二十九條、第

三十條所稱之「受託人對受益人因信託行為負擔之債務」外

，尚有許多請求、監督、終止之權利。此處將以我國信託法

之規定為基礎，說明受益權之內容 542。  
 

一、對受託人之債權人提起強制執行異議之訴，及聲請停止

執行之權利 (信託法第十二條第二、三項 ) 
受託人之債權人違反第十條第一項之規定，對信託財產

聲請強制執行者，受益人得對其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其已

開始執行程序者，並得依強制執行法第十八條第二項聲請停

止執行。  
 

二、變更信託財產管理方法之同意權，及信託財產管理方法

變更聲請權 (信託法第十五、十六條 ) 
信託財產管理方法之變更，除委託人及受託人之同意外

，尚須徵得受益人之同意。若信託財產之管理方法因情事變

更致不符受益人之利益時，受益人亦得單獨聲請法院變更之

。  
 

三、撤銷權 (信託法第十八條第一項 ) 
受託人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時，受益人得單獨聲

請法院撤銷其處分。  
 

四、損害賠償請求權 (信託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二項
本文後段 ) 
 

五、歸入權 (信託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本文前段、第三十五條
第三項 ) 
 

六、共同受託人處理事務同意權 (信託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 ) 
 

                                                 
542 徐國香，前揭書，同註 20，頁一一八至一一九；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八六、

八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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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信託管理文件查核權 (信託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 ) 
受益人得請求閱覽、抄錄、或影印第三十一條所規定之

帳簿、信託財產目錄、收支計算表、及其他管理文件，並得

請求受託人說明信託事務處理之情形。  
 

八、受託人辭任同意權，及受託人解任聲請權 (信託法第三十
六條第一、二項 ) 
 

九、受託人報酬增減聲請權 (信託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 ) 
 

十、受託人移交時之權利 (信託法第五十條 ) 
受託人變更時，原受託人應會同受益人，將結算書、報

告書、信託財產移交於新受託人，受益人亦得承認其記載事

項，而免除原受託人之責任。  
 

十一、信託終止權 (信託法第六十四條第一項 ) 
信託利益非由委託人全部享有者，受益人得與委託人共

同終止信託。惟遺囑信託得否由受益人單獨終止，詳見第五

章之說明。  
 
參、多數受益人(共同受益人) 

 
由第三章第二節關於受益人部分之說明，可知遺囑信託

得指定二以上之受益人。惟在複數受益人之場合，其相互間

之關係如何，信託法雖有部分規定，但仍嫌不足，在此即擬

探討多數受益人之相關問題，以明瞭其相互間之關係。  
 
按私益信託之受益人，有同時多數受益人及連續多數受

益人之別 543，前者係基於單一信託行為，如委託人以其配偶

與子女為受益人而成立之遺囑信託，後者則基於共同信託目

的之複數信託行為，如集團信託是 544。本論文所討論者為同

時多數受益人之情況。  
                                                 

544 集團信託係指受託人受多數委託人之信託，而集合社會大眾的資金，依特定的目的，而概括

地加以運用的信託，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三二。 

543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三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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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受益人對於信託財產或受益權 (狹義 )，如信託行為

未特別規定時，原則上係立於分別共有 (tenants in common)
之地位 545。亦即，基本上若信託目的無特別之拘束，則各受

益人得單獨處分其受益權、各受益人得於受託人違反義務時

，單獨請求依其義務履行及追究其責任、一受益人死亡時，

其受益權係由繼承人繼承，而無「生存者原則 (survivorship)546

」之適用、一受益人拋棄其受益權時，該受益權回歸委託人

等 547。  
 
此外，對於狹義受益權以外之其他受益權之行使，如受

託人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時，受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

其處分 (第十八條第一項 )，如受益人有數人時，不必受益人
全體一致同意或採多數決方式，得由其中一人行使撤銷權 548

。其他受益權，如法律未特別規定或信託行為未特別約定時

，均得由受益人單獨為之。惟就信託條款之變更、信託管理

方法之變更、及信託終止等事項，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

因與全體受益人之利益息息相關，則必須由受益人全體同意
549。  
 

第二項   受益人之義務  
 

受益人基本上僅單純享受信託利益，但依信託法規定，

仍有部分可能須負擔之義務
550
。首先，依第四十三條第二項

，受託人之報酬可能來自於與受益人之約定，則受益人即有

支付受託人報酬之義務。另依第四十條第一項之規定，當信

                                                 
545 Bogert, §38, supra note 23, p. 137; 樋口範雄，前揭書，同註 26，頁一二四；四宮和夫，前揭書，
同註 1，頁三一二。 
546 生存者原則，日本譯為殘存者原則，意指數人共享一權利，而於其中一人死亡後，由其餘生

存者取得該死亡人之權利之原則，Garner, supra note 116, p. 1174;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
頁二四二。 

548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九三。但依日本信託法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之規
定，日本學者認為原則上應由受益人全體同意為之，但若意見不一致時，其中一人所為之撤銷，

對其他受益人亦生效力，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三一三。 
549 Restatement Second, Trusts, §§ 337-338, 司法院、國立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合譯，前揭書，同

註 22，頁六一四、六一五；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三一三。 

547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三一二、三一三。 

550 徐國香，前揭書，同註 20，頁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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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財產不足清償受託人為管理信託事務所支出之費用或負

擔之債務時，受託人有向受益人請求補償、清償或提供擔保

之權利，此時受益人即有相對之義務，同條第二項更規定，

若信託行為另有訂定時，受益人即須優先於信託財產而擔負

此義務。當然，若受益人拋棄其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時，依

同條第三項，自無使其負擔義務之可能。 

 

第三項   受益權之移轉、喪失  
 

受益權既為一權利，自然會有權利得、喪、變更之問題

，受益權之發生與取得已如前述，而受益權之變更將配合信

託之變更於第五章中說明，本項主要則擬探討受益權移轉、

喪失之原因及其效果，一般而言，受益權移轉之原因有受益

權之讓與及繼承，而個別受益權喪失之原因，則為受益權之

拋棄，至於受益權之消滅，即視為信託之消滅，將於第五章

中說明。  
 

壹、受益權之讓與  
 

在受益權之讓與方面，信託法第二十條規定：「民法第

二百九十四條至第二百九十九條之規定，於受益權之讓與準

用之。」明文承認受益權得為讓與，美國法亦同
551
，日本信

託法雖無明文，但學者通說肯認之
552
。亦即受益權讓與之場

合，須準用民法關於債權讓與之規定。惟民法第二百九十四

條第一項但書列有三種情形，即：依債權之性質不得讓與者

、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讓與者、及債權禁止扣押者，則該債

權不得讓與。就信託法之範疇言，原則上信託法對受益權並

無不得為讓與及禁止扣押之規定，因此受益權得為讓與；但

若以一定身分之人方得享受信託利益者，則非該特定身分者

，自無法享有該受益權，因此該受益權即因其性質而不得讓

與
553
；或如受益權係為維持受益人及其家屬之生活時，依強

制執行法第一百二十二條之規定，係屬不得執行之債權，則

                                                 
551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51, ALI, supra note 13, v.2, p. 319. 
552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三二二。 
553 同上註，頁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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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得讓與
554
。至於受益權是否得依當事人之特約而不得讓

與，端視信託當事人是否有此特約，及此特約是否有效而定

。 

 

遺囑信託之當事人僅有委託人一人，已如前述。如遺囑

信託之委託人於信託行為即遺囑中，訂定受益人之受益權不

得讓與，或明示非受益人本人即不得享有信託利益時，則該

受益權即不得為讓與之標的。或是委託人訂定當受益人企圖

讓與受益權時，該受益權即為終止或得由受託人裁量停止給

付受益人信託利益時，亦即委託人對受益人享有受益權附有

解除條件時，則於解除條件成就時，受益人喪失受益權，則

該受益權自無法為轉讓
555
。此外，如委託人設定浪費者信託

(spendthrift trusts)限制受益權之轉讓者，亦屬有效 556。但美

國法准許浪費者信託設定時，得規定受益人之債權人不得向

受益權請求 557，在我國法上，因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二項

規定，依當事人特約不得讓與之債權，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

三人，此種特約將不發生效力 558。  
 

貳、受益權之繼承  
 
受益權既為權利，則亦得為贈與、遺贈或繼承之標的 559，

即使委託人有受益權不得讓與之特約亦然 560。惟如委託人以

信託行為訂定以受益人之生存為給付條件，則受益人死亡時

，受益權即終止，自無法為繼承之標的；且受益權必須符合

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但書之規定，即必須非專屬於受益

人本身者，方得被繼承。  
 

參、受益權之拋棄  
 

                                                 

559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55, ALI, supra note 13, v.2, p. 334;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三
二二。 

554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八八。 
555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57, ALI, supra note 13, v.2, p. 349. 
556 Ibid, § 58 (1), p. 355. 
557 Ibid. 
558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八九。 

560 四宮和夫，同上註，頁三二九。 

 145



信託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受益人得拋棄其享有信

託利益之權利。」依前所述，在日本法無相應之規定，但通

說認為受益人於信託成立時當然取得受益權，自亦得允許其

拒絕之，且如未表示拒絕之意，於日後亦得為受益權之放棄
561。美國法規定受益權之接受或拒絕均必須明白以意思表示

為之，則亦承認受益權得予拋棄。  
 
關於受益權拋棄之時機，相較於日本法上有受益之拒絕

與受益權放棄兩種概念，其行使之時機分別在信託成立時及

取得受益權後，我國信託法並無此種區分，因此，只要在信

託成立生效，受益人當然取得受益權後，任何時間均得拋棄

之 562。  
 
而受益權拋棄之效果如何？應區分單一受益人及共同

受益人之場合分別說明。在遺囑信託僅有一位受益人之情形

，如受益人拋棄受益權，由於遺囑信託之目的在使受益人獲

得信託利益，受益人如不願享受信託利益而拋棄者，應認信

託目的不能完成 563，依信託法第六十二條信託關係消滅，再

依第六十五條決定信託財產之歸屬。  
 
如遺囑信託有多數受益人，其中一人或數人但非全體拋

棄受益權時，因尚有其他受益人存在，信託關係並未消滅，

僅被拋棄之信託利益及其原本，成為類似英美法上回復信託

(resulting trust)之關係 564，以委託人為受益人，由受託人將其

返還委託人，而在遺囑信託中，委託人已死亡者，則成為委

託人之遺產，返還於其繼承人 565。如全體受益人均拋棄受益

權者，情形即如同前述單一受益人拋棄受益權，信託關係因

信託目的不能完成而消滅，依第六十五條定信託財產之歸屬
566。  

 
                                                 
561 參本節第一項受益權取得之說明。 
562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八五。 
563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三一九；方嘉麟，前揭書，同註 16，頁二七○。 
564 方嘉麟，同上註。 
565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三一三、三一四。 
566 同上註，頁三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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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須強調者，日本信託法就信託關係之結束區分為信託

之終了 (相當於我國法第六十二條 )與信託之終止 (相當於我
國法第六十三條、六十四條 )，信託財產之歸屬亦因終了或終
止而不同 (日本信託法第六十一條、第六十二條 )，我國信託
法上係不論信託目的達成或不能達成、或關係人所為之終止

，均是信託關係消滅之原因，消滅後信託財產之歸屬亦僅規

範於第六十五條，與日本法有相當之差異，將於第五章討論

信託關係之消滅時再予說明。  
 

第四節  委託人 
 

依前述之討論可知，在英美信託法上，委託人僅在成立

信託時扮演重要之角色，因擬信託之財產由其提供、信託目

的或信託條款由其明示、受託人或受益人由其指定；一旦信

託成立生效後，除非委託人在信託文件或信託條款中有為特

別之保留，否則信託財產已獨立於委託人之外，其管理處分

由受託人為之，其利益或實質上所有權由受益人享有，委託

人再也無法參與信託事務，此由英美法認信託係存在於受託

人與受益人間之信任關係亦可窺知一二。因此我國信託法於

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信託關係不因委託人死亡、破產或喪失

行為能力而消滅，正反映委託人角色於信託生效前後之轉變

。  
 
本論文之主題在討論遺囑信託，遺囑信託與契約信託最

大之不同，亦即其特色闕為遺囑信託係由委託人依其單獨行

為，即遺囑行為所設立，且遺囑信託生效時委託人必已死亡

。基於我國信託法第二條及第八條之規定，遺囑信託關係不

因委託人之死亡而消滅，但一般信託生效後委託人所有之權

利義務，在遺囑信託中應如何處理，亦為遺囑信託之法律效

力所須探討之課題，尤其信託關係中之委託人之權利義務得

否由其繼承人繼承，實為問題之核心。因此，本節將先介紹

在我國法下，一般信託之委託人於信託關係中之權利義務，

再討論此權利義務在遺囑信託之情況下，應如何處理或得否

由其繼承人繼承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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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委託人於信託關係中之權利義務  

 
壹、信託行為之無效及撤銷權  

 
信託既係依信託行為而設立，信託行為亦為法律行為之

一種，則法律行為所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問題，同樣會發生在

信託行為上。就遺囑信託之信託行為，即遺囑行為言，其不

生效力之情況可分為遺囑之無效與遺囑之失效，前者如遺囑

人無遺囑能力或遺囑違反法定方式，後者如受益人於遺囑人

死亡前已死亡、擬信託財產侵害繼承人特留分之部分；遺囑

得撤銷之情況如遺囑之作成係受詐欺或脅迫。一般信託行為

如有無效或得撤銷之情況，委託人即有主張無效或撤銷其信

託行為之權利 567。  
 

貳、信託財產之受返還權  
 
不論是信託行為無效或被撤銷，信託關係因而不成立或

向將來消滅；受益人拋棄其受益權；信託關係因信託目的已

達成或不能達成，或被終止而消滅時，信託財產都有可能回

復為委託人所有 (但應注意信託法第六十五條信託財產歸屬
之順序，委託人居於第二順位 )。因此，信託財產於信託成立
時雖移轉於受託人，但委託人仍有可能受信託財產之返還或

歸屬。  
 

參、依信託行為保留之權利  
 
本項權利並未在信託法中具體規定，但信託法許多條文

中均有類似「信託行為另有訂定」之文字，如第三條信託之

終止、受益人之變更、受益人權利之處分，須信託行為有保

留者，方得為之；第三十六條第三項受託人之辭任或解任，

原則上信託行為如訂有指定新受託人之方法者，從其所定；

第四十六條遺囑指定之受託人拒絕或不能接受信託時，如遺

                                                 
567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62, ALI, supra note 13, v.2, p. 436;徐國香，前揭書，同註 20，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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囑訂有指定新受託人之方式者，從其所訂；第六十四條第一

項，信託利益非全部由委託人享有者，其終止如信託行為另

有訂定者，亦從其所定之方法為之等，均屬信託法保留給委

託人得以信託行為訂定其方式之權利，亦即如委託人於信託

行為明示上述情況應徵詢其意見後決定者，在信託關係存續

中如發生上述之情況，則委託人即得行使法律所保留予其之

權利 568。  
 

肆、信託法規定之權利  
 
除上述三種權利外，由信託法所規定私益信託中，應由

或得由委託人行使之權利甚多，如 (1)第十二條第二、三項之
提起異議之訴及聲請停止執行之權；(2)第十五條信託管理財
產方法變更同意權；(3)第十六條第一項信託財產管理方法聲
請變更權；(4)第二十三條損害賠償請求權；(5)第二十四條第
二項之歸入權；(6)第三十一條第二項接受受託人造具之信託
財產目錄及收支計算表之權；(7)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監督權；
(8)第三十五條第三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及歸入權；(9)第三十
六條受託人辭任同意權、解任聲請權、新受託人指定權；(10)
第三十八條第二項增減受託人報酬聲請權； (11)第六十二條
、第六十三條之信託終止權等。  

 
伍、信託關係中委託人之義務  
 

基本上，信託成立生效後，即信託關係存續期間，委託

人並無其他應盡之義務，惟如委託人與受託人約定，受託人

之報酬由委託人支付者，則委託人即有依約定支付受託人報

酬之義務 569；或如於不利於受託人之時期終止信託，依信託

法第六十三條第二項、第六十四條第二項對受託人有賠償其

損害之義務 570。  
 

                                                 
568 同上註。 
569 同上註，頁九五。 
570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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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委託人權利義務之繼承  
 
於一般信託關係中，委託人之權利義務已如上述，然因

遺囑信託之特性，委託人已不可能親自行使上述之權利義務

，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之規定，繼承人得否繼承委託

人在遺囑信託關係中之權利義務，即須視該項權利義務是否

專屬委託人本身者而定。  
 
就前述第一種信託行為之無效及撤銷權而言，因其非屬

委託人一身專屬，得由其繼承人繼承之 571。至於因第二種信

託財產之受返還權而返還或歸屬委託人之信託財產，因委託

人已死亡，該信託財產即成為委託人之遺產，而由其繼承人

繼承之，並無疑問 572。關於前述第三種及第四種權利，由於

信託係由委託人所設立、其設立係基於與受託人之信任關係

、受託人與受益人均由其指定，因此得認為此等權利之行使

與委託人關係密切，應由委託人自行判斷，而為其一身專屬

，故不得由其繼承人繼承 573。  
 
但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信託法學者將委託人在信託關係

中之地位概分為法律行為當事人及信託財產提供人之地位

，與信託目的設定人之地位。前者擁有上述第一、二種權利

，而後者擁有前述第四種權利，此外委託人亦有保留信託行

為之權能，同前述第三種權利。在是否得由繼承人繼承此等

權利方面，其認為除了如日本信託法第四十三條受託人辭任

之同意權及在信託行為上特別保留給自己行使之權利外，其

餘均得由繼承人繼承 574。此與前述本論文對同一問題之看法

不同，然細察日本信託法之規定，或可發現端倪。在四宮和

夫教授所列舉委託人作為信託目的設定者地位，所得享有之

權利規定中，如日本信託法第十六條二項、第二十七條、第

四十條二項、第二十三條、第四十七條、第八條、第四十一

條二項、及第四十九條一項等，其得為各該法條所列行為之

                                                 
571 徐國香，前揭書，同註 20，頁九○；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三四一。 
572 徐國香，同上註。 
573 同上註，頁九五。 
574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三四四；鄭俊仁譯，前揭書，同註 8，頁六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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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除委託人外，尚包括其繼承人，或規定由利害關係人為

之，而在解釋上認委託人之繼承人為利害關係人之一 575；而

其認為不得繼承之權利，如第四十三條，條文中則無「其繼

承人」之文字，因此可推論其之所以為此結論，應是日本信

託法規定委託人之繼承人亦得行使此等權利之故。反觀我國

信託法在相應之條文中，皆無委託人之繼承人得行使該等權

利之明文，因此在我國法上此等權利是否得由委託人之繼承

人繼承，即無法以日本學者之見解解釋之。  
 
最後，如委託人有支付受託人報酬之特約時，因該義務

並非委託人一身專屬，自得由其繼承人繼承之，而對受託人

支付管理信託事務之報酬。  
 

第五節  信託監察人 

 

英美信託法上並無類似我國信託監察人之制度，考其來

源，應係繼受自日本信託法中「信託管理人」制度 (日本信託
法第八條參照 )，而參考我國民法及公司法中監察人之名稱而
來 576。對於是否應設置此一制度 577，以及是否應使用信託監

察人之名稱 578，國內學者均有爭議。且信託法施行以來，關

於信託監察人制度是否廣為運用、成效如何，亦均缺乏實證

研究，無法證明此一制度之優劣。然本論文無意討論此一制

度及其名稱之爭議，僅就遺囑信託之觀點，認信託監察人在

遺囑信託之功能，與在其他信託中之功能，並無太大之區別

，因此擬僅簡單介紹信託法上之規定，作為研究遺囑信託時

之參考。  
 

第一項   信託監察人之設置  
 
信託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本文規定：「受益人不特定、

                                                 
575 四宮和夫，同上註，頁三四二。 
576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第五十二條說明，同註 5，頁一五五；潘秀菊，前揭書，同註 6，頁一七
六；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二二三。 
577 謝哲勝，同上註。 
578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一三一、一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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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存在或其他為保護受益人之利益認為必要時，法院得因

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選任一人或數人為信託監察人

。」表明信託監察人設置之目的、選任前提、及選任之方式

。按依第三章所討論之信託三大確定性原則，受益人之確定

為信託成立之要件，惟委託人可能指定有受益人，但在信託

生效時受益人僅有範圍確定，何者為受益人尚未特定，或受

益人雖指定，但於信託生效時尚未存在 579。此時，受益權已

發生，只是受益人未特定或未存在而無法取得受益權，享受

受託人管理信託財產所生之信託利益，因此有必要設置信託

監察人以保護準受益人之利益 580。  
 

第二項   信託監察人之選任、辭任與解任  
 
壹、信託監察人之選任  

 
上述信託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但信託行為

定有信託監察人或其選任方法者，從其所定。」綜合觀察第

五十二條第一項選任信託監察人之方式，應先視信託行為有

無指定或指定之方法，若無，方得聲請法院選任之。  
 
而關於得為信託監察人之資格，信託法第五十三條規定

：「未成年人、禁治產人及破產人，不得為信託監察人。」

與第二十一條受託人之資格同，應是基於信託監察人有為受

益人管理其受益權之必要，必須具有完全行為能力，因此，

在解釋上，雖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但仍不得被指

定或選任為信託監察人 581。  
 
至於信託監察人依下述方式辭任或解任時，或拒絕或不

能接任時，信託法第五十九條規定：「信託監察人辭任或解

任時，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指定或選任之人得選任新信

託監察人；不能或不為選任者，法院亦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

察官之聲請選任之。信託監察人拒絕或不能接任時，準用前

                                                 
579 鄭俊仁譯，前揭書，同註 8，頁一○五、一○六。 
580 四宮和夫，同上註，頁三三七。 
581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第五十三條說明，同註 5，頁一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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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在遺囑信託之狀況下，若原信託監察人係由委託

人所指定者，則僅能聲請法院再選任。  
 

貳、信託監察人之辭任  
 
信託法第五十七條規定：「信託監察人有正當事由時，

得經指定或選任之人同意或法院之許可辭任。」是為信託監

察人經指定或選任後，有正當事由時必須辭其職務所設之程

序規定。在遺囑信託，信託監察人縱經委託人指定，惟信託

生效時委託人已死亡，因此信託監察人欲辭任時，即得聲請

法院之許可。  
 

參、信託監察人之解任  
 
信託法第五十八條規定：「信託監察人怠於執行其職務

或有其他重大事由時，指定或選任之人得解任之；法院亦得

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將其解任。」為解任信託監察

人之規定。  
 
除信託監察人之解任規定外，應認若信託監察人選任或

指定後，受益人已特定、已存在、或已無保護之必要時，信

託監察人即無存在之必要，其任務即應終了 582。如信託監察

人不願停止其職務，解釋上受益人或利害關係人、檢察官應

得類推適用第五十八條，聲請法院解任之。  
 
第三項   信託監察人之權利義務  

 
信託監察人依法指定或選任後，關於其職務之內容，信

託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信託監察人得以自己名義，

為受益人為有關信託之訴訟或訴訟外之行為。」之所以以自

己名義而非以受益人之名義，係因信託監察人存在之理由多

半是受益人尚未特定或未存在之情況，自無法以此種受益人

                                                 
582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一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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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義為訴訟或訴訟外行為 583。所謂訴訟行為，如第十八條

第一項聲請撤銷受託人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之行為

，訴訟外行為，如前述各項受益人得監督受託人之權利。惟

在解釋上，雖信託監察人得為受益人為一切之行為，但若該

權利僅適合受益人本人行使者，如第十七條第一項享有信託

利益之權利、第六十四條第一項共同終止信託同意權等，則

信託監察人自不得為之 584。此外，信託監察人設置目的之一

，既在保護受益人之利益，如受益人已存在之場合，受益人

自得請求信託監察人為對其有利之行為，因此，信託法第五

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受益人得請求信託監察人為前項行為

。」即屬強調之規定。  
 
與受託人同，既是為受益人之利益而存在，則信託監察

人必有其義務，故信託法第五十四條規定：「信託監察人執

行職務，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由於信託法規定信

託監察人得向法院請求給與報酬，因此，此規定較受託人之

善良管理人規定來得合理。而如所指定或選任之信託監察人

有數人者，信託法第五十五條規定：「信託監察人有數人時

，其職務之執行除法院另有指定或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以

過半數決之。但就信託財產之保存行為得單獨為之。」與第

二十八條第二項共同受託人須全體為之之規定不同。  
 
最後，信託法第五十六條規定：「法院因信託監察人之

請求，得斟酌其職務之繁簡及信託財產之狀況，就信託財產

酌給相當報酬。但信託行為另有訂定者，從其所定。」本論

文認為不論從誘因或補償之角度，對於信託監察人都有給予

報酬之必要，因此肯定本條之規定。如受託人之部分，亦得

由受託人向法院請求酌給報酬，則受託人應更願盡心於信託

事務之管理，利害關係人亦更有要求受託人盡其義務之根據

。  
 

 

                                                 
583 同上註。 
584 同上註，頁一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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