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遺囑信託之監督、變更及消滅 

 

繼第三章遺囑信託之成立及第四章遺囑信託之法律效

力之討論後，本章將針對隨遺囑信託生效所產生之監督、信

託之變更、以及遺囑信託之消滅等課題進行說明。基本上私

益遺囑信託有可能為營業信託或民事信託，其監督則有可能

由不同機關為之，然因本論文限縮討論範圍在民事私益信託

，而民事私益信託之監督由信託法規範，因此本章擬概要說

明信託法關於遺囑監督之規定及監督機關之職權。其次在遺

囑信託之變更方面，由於信託生效後，基本上信託之要件均

有可能發生變更，因此本章第二節擬對信託各要件之變更及

其效果進行討論，並置重點於遺囑信託之變更。最後，遺囑

信託之消滅亦為本章之重點，蓋遺囑信託即使委託人當初並

未訂定信託存續期間，而有使信託永續之意思，但亦可能因

其他原因而消滅，本章第三節即就遺囑信託關係消滅之原因

及其效果進行分析說明，期於本章之討論結束後，能對遺囑

信託自成立以至消滅之種種問題均得有深入之瞭解。 

 

第一節  遺囑信託之監督 
 

在我國引入英美信託法理，制訂信託法前，國內實務上

已有許多以信託為名或引用信託法理之法律關係存在，最高

法院就此亦作出許多判例及判決，但因無實定法之規範，就

連最高法院之判決內容亦不盡與信託法理相符
585
。而在信託

法公布施行後，信託行為及各關係人間之權利義務雖有規範

，但對於熟知我國法體系之司法人員或人民而言，信託法理

因非屬我國固有法制，在運用上或有誤解，致有因信託之成

立或與信託財產交易而受損害之可能。為免此種損害之發生

與擴大，信託法特別在信託關係內之監督之外，設置信託關

係外之監督機制，期藉由雙重之監督，免除信託使用人或交

易人之疑慮，並保障各關係人之權利。本節即區分為二項，

                                                 
585 關於最高法院判決與信託法規定之分析比較，參詹森林，前揭書，同註 37，頁二○九至二五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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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針對遺囑信託之監督機關及其職權進行說明。 

 

第一項   遺囑信託之監督機關  
 

我國信託法第六十條第一項規定：「信託除營業信託及

公益信託外，由法院監督。」(日本信託法第四十一條第一

項參照)本條項之立法理由稱：「受託人對信託財產擁有強大

之權限，如一旦濫用，不僅受益人蒙受不利，即與信託財產

為交易之第三人亦有影響。本法對於委託人、受益人及其他

信託關係人除設有各種保護規定外，尚宜由國家機關予以監

督，以資周全。本條第一項係就一般私益信託中之非營業信

託，規定由法院監督。至於營業信託及公益信託，各有其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自宜由各該主管機關監督。
586
」 

 

本條項之立法理由說明定信託監督機關之目的，在保護

信託關係人，此與本節首揭之說明相同。另則指出我國法上

之信託監督機關分為三種：即私益非營業信託之監督機關、

私益營業信託之監督機關、及公益信託之監督機關。關於公

益信託，信託法第七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公益信託由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監督。」即係與第六十條第一項之相應規定，

但對何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則未明白規定，係因公益信託之

目的各異，實難以規定之故。而營業信託，目前已有信託業

法予以規範，該法第四條規定：「本法稱主管機關為財政部

。
587
」雖然並無如同信託法第七十二條第一項之明文，但依

信託業法第四十四條主管機關所擁有之處分權，以及前述信

託法第六十條之立法理由，可知營業信託即由主管機關財政

部所監督。至於非營業之私益信託，則依前述第六十條第一

項明定由法院監督。 

 

惟依第二章第一節信託分類之說明，依信託之受託人是

                                                 

587 行政院已於九十三年七月一日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條例」成立「金融監督管

理委員會」，該委員會下設銀行局，原由財政部業管之銀行業務已移由該局辦理，日後營業信託

之監督，勢必由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負責。惟於信託業法修正前，本論文仍依法律規定列財政

部為營業信託之監督機關。 

586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第六十條說明，同註 5，頁一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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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以承受信託為營業，可將信託區分為營業信託與非營業信

託，因此所謂「營業信託」係指受託人為信託業之信託。就

本論文主題之私益遺囑信託言，其受託人可能為信託業，亦

可能為非信託業，如屬前者，即為營業信託，如屬後者，則

為民事信託。依此，遺囑信託監督機關之決定，即必須視委

託人所指定或法院所選定之受託人是否為信託業者，如為信

託業，因屬營業信託，應由財政部監督；如為非信託業，則

為民事信託，而應由法院監督。故遺囑信託之監督機關有可

能為財政部，即營業信託之主管機關，亦有可能為法院。然

因本論文子題已限縮討論範圍為民事私益信託，因此，就遺

囑信託受託人可能為信託業之部分暫予擱置，僅探討以非信

託業為受託人之情形。是故，在本論文之討論範圍內，遺囑

信託之監督機關仍為法院。 

 

第二項   遺囑信託監督機關之職權  
 

在遺囑信託為民事私益信託之情形，其監督機關為法院

，已如前述。然法院應如何為信託之監督，信託法第六十條

第二項規定：「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為信託

事務之檢查，並選任檢查人及命為其他必要之處分。」(日

本信託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參照)即明定法院監督權之發動

及得為之監督行為。依本條項規定，法院須居於被動之地位

，不得依職權發動監督權
588
，須依信託之利害關係人或檢察

官之聲請，方得啟動監督機制。其次，信託法明文法院得為

之監督行為，包含信託事務之檢查、選任檢查人、及命為必

要之處分。另外，為使法院之監督得以收效，信託法第六十

一條規定：「受託人不遵守法院之命令或妨礙其檢查者，處

新台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之罰鍰。」解釋上，如受託人

有本條之情形，可構成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解任受託人之事由
589
，或可認為委託人或受益人擬依該條項解任受託人前，可

先依第六十條第二項聲請法院檢查信託事務，避免直接訴請

解任所可能發生過於主觀以及法院無客觀判斷依據之問題。 

                                                 
588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一四六。 
589 同上註，頁一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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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法院得為之監督權限不僅於此，在信託法中許多

條文均明定法院得因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對關於信託事

務之管理或受託人相關事宜作出裁判，亦屬間接行使法院對

信託之監督權
590
，關於信託法所規定法院得為之權限，可參

第四章第三節受益人之受益權與第四節委託人於信託關係

中之權利等之說明。 

 

第二節  遺囑信託之變更 
 

信託關係成立生效後，或有未能如成立時之主客觀變化

，使信託發生變更。基本上，信託之任何要件，如信託目的

含信託條款)、信託財產、委託人、受託人、受益人等，均

可能發生變更，且發生變更之原因有主觀的變更即基於關係

人之意思表示所為之變更，如委託人、受益人、或法院所為

之變更，及客觀的變更，如委託人、受託人、受益人之死亡

、信託財產之滅失等。信託之要件一旦發生變更，一定程度

的將影響信託關係。本節即針對遺囑信託生效後，信託關係

所可能發生之變更及其效果加以說明。 

 

第一項   委託人之變更  
 

信託關係成立生效後，依信託法第八條第一項，委託人

死亡或喪失行為能力，信託關係不因而消滅，信託財產亦獨

立於委託人而存在。因此，基本上委託人係創設信託之人，

其地位於信託生效時已確定，縱使委託人死亡亦不生委託人

變更之問題
591
。但雖如此，若參考美國法及我國信託法之規

定，可瞭解信託可能有委託人增加之問題。 

 

在第三章第二節討論委託人時，曾論及美國法上有所謂

注入遺囑及接受信託之概念
592
。若原已存在之信託關係，接

受第三人以遺囑注入其遺產，而成為接受信託，此時因該遺

                                                 
590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三五七。 
591 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二三九。 
592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19, ALI, supra note 13, v.1, p.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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囑具有信託之明示，其遺囑人自相當於委託人，所不同者在

於該委託人並非自行以遺囑創設遺囑信託，故就注入信託而

言，可認為在原有委託人之外，又增加注入遺囑之遺囑人為

委託人，而為委託人之增加。另我國信託法第七十一條第一

項規定，法人可為宣言成立公益信託，並邀公眾加入為委託

人，則在該法人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成立公益信託後，

再以財產加入該公益信託財產者，即為後來增加之委託人，

因此亦為委託人之增加。委託人增加造成多數委託人之狀況

，直接對信託關係所發生之效果為多數委託人行動準則如何

決定之問題，例如信託法上規定委託人之權利應如何行使？

應全體同意為之或採多數決？因此此種信託之變更，所產生

之問題有賴學者或司法實務之解決。 

 

惟就本論文主題之遺囑信託而言，排除他人可能再注入

遺產之狀況，則委託人不致產生變更，因此也無委託人發生

變更後之效果問題。 

 

第二項   信託目的與條款之變更  
 

信託之目的指信託行為意欲實現之具體內容，一般信託

之目的均在使受益人享受信託利益
593
，而信託目的之功能則

在決定信託是否有效、決定信託之類型與內容、指導受託人

管理信託財產之方向、影響受益人之範圍、提供關係人或監

督機關判斷信託關係內容之依據、及決定信託關係之消滅等

。至於信託條款(terms of the trust)，則係委託人關於信託之
所有指示 594，一般均須表現於信託行為或信託文件中，如係

遺囑信託，則必須以遺囑為之 595。信託目的與條款兩者相輔

相成，信託條款為信託目的之具體化，而信託目的為信託條

款之指導原則，於條款內容有所缺漏或不清楚時，須以信託

目的為解釋或審查之依據。 

 

                                                 
593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27, Comment b, ALI, supra note 13, v.2, p. 5;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
書，同註 8，頁五○。 
594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4, ALI, supra note 13, v.1, p. 39. 
595 Ibid, Comment c, 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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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目的與條款原則上均得為變更。至於何人得為變更

，可參考美國法之規定。在美國法上，信託內容之變更 (modify 
or modification)應依循下列幾項原則：(1)委託人若已在信託
條款中明示其有變更之權限者 (to the extent the terms of the 
trust so provide)，可依該條款為之；若未明示，自益信託之
委託人可變更，他益信託之委託人則不可變更 596； (2)若受託
人、受益人或第三人經信託條款授權 (as is granted by the 
terms of the trust)，亦可變更信託內容 597； (3)基本上，經受
益人全體同意亦可變更，惟若該變更與信託重要目的不符者

，則須得委託人同意，若委託人已死亡者，須得法院之准許
598； (4)若因情事變更未能如委託人所預期，而變更將導致超
越信託目的之範圍時，法院得為變更或指示、允許受託人為

變更 599。須強調者乃是，此處信託變更之原則，同樣適用於

委託人廢止 (revoke or revocation)或其他人終止 (terminate or 
termination)信託之場合，於下節信託終止之討論中，將再次
運用此原則為討論之依據。日本法上則無與本條相應之條文
600。  

 

文義上，前述美國法之條文僅針對「信託」之變更與終

止而為規定，因此解釋上，在變更方面似僅指信託條款之變

更，惟前述原則卻又提供信託變更超越信託目的之程序，而

超越信託目的為信託內容或條款之變更，實際上即為信託目

的之變更。故上述原則應可同時適用於信託目的與條款之變

更。 

 

分析上述美國法之規定，得否變更信託基本上須依信託

條款之規定，若信託條款未規範，則可經由受益人全體同意

變更，若該變更超越信託目的，即得經委託人之同意，在委

託人死後，須經法院同意。此一原則在我國得否適用呢？信

託法第三條規定：「委託人與受益人非同一人者，委託人除

                                                 

600 日本信託法僅於第二十三條規定信託財產管理方法之變更，但其內容與我國法第十六條相

類，詳後述。 

596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63 and Comment c, ALI, supra note 13, v.2, pp. 442-444. 
597 Ibid, § 64, p. 467. 
598 Ibid, § 65, p. 473. 
599 Ibid, § 66, p.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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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行為另有保留外，於信託成立後不得變更受益人或終止

其信託，亦不得處分受益人之權利。但經受益人同意者，不

在此限。」本條之立法理由係「為貫徹信託目的及保障受益

人之權益
601
」因此有認為本條為我國信託法上變更信託目的

之規定
602
。依前述信託目的在使受益人享受信託利益之角度

，變更受益人或受益權即屬變更信託目的。 

 

本條規定在他益信託，委託人除信託行為另有保留，或

經受益人之同意外，於信託成立(生效)後，不得變更受益人

、終止信託、或處分受益人之利益。由於終止信託後，受益

人之信託利益即受影響，自亦不得由委託人任意為之。另由

於變更受益人與處分受益權與受益人之利益息息相關，如受

益人同意時，即不必限制委託人所為之變更，在解釋上，如

有多數受益人，應得全體受益人之同益方得為變更。而在遺

囑信託，委託人無法於信託生效後，始得受益人之同意而為

信託之變更，因此委託人若欲變更受益人、終止信託或處分

受益人之權利，唯有於生前以遺囑為變更權利之保留。信託

法第三條之規定基本上與美國信託法整編第六十三條之規

定相符，但增加可得受益人同意而為變更之但書。 

 
此外，信託法第十五條規定：「信託財產之管理方法，

得經委託人、受託人及受益人之同意變更。」信託財產之管

理方法為信託設定時委託人對受託人之指示，係屬信託條款

之一，依前述，原則上得為變更。但本條並無「除信託行為

另有規定外」之文字，是否法律強制排除委託人得於信託生

效前保留變更之權利，僅得於信託生效後由信託關係人三方

之同意為之，法無明文，立法理由亦未說明，同時美國及日

本信託法均無類同本條之規定，因此其理由不得而知。依理

，信託財產管理方法之變更，應視是否影響受益人之利益，

而決定其變更權限。如未影響受益人之利益，則信託事務之

處理受託人本有其裁量權，在其裁量之範圍內，得由其自由

變更；而委託人亦得單獨為變更。如信託財產管理方法變更

                                                 
601 行政院，信託法草案第三條說明，同註 5，頁一三二。 
602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五○。 

 162



後，影響受益人之權利，則其變更無論如何均須得受益人之

同意，除非信託行為已為保留。依此，本條規定除未明文信

託行為得為保留外，又規定凡變更即須得委託人、受託人、

受益人三方之同意，而未區分該變更對受益權有無影響，徒

留許多適用上之疑問。如委託人於信託生效後死亡或於遺囑

信託之情形，受託人有變更信託財產管理方法之必要時，是

否得僅由受託人與受益人同意即可？ 

 
本論文以為，在文義解釋上，依本條規定無委託人得以

信託行為保留變更之權利者，如認管理方法有變更之必要時

，然對受益人之權益無影響者，受託人或委託人可自行變更

，但若對受益人之利益有影響者，即應得受益人之同意。若

委託人於信託生效後死亡或遺囑信託之情形，且委託人在本

條之權利，依第四章第四節之討論，非屬繼承之標的，故不

得由委託人之繼承人為之，則可援引前述美國信託法之規定

作為法理，可由受託人與受益人全體之同意為之，但如其變

更超越信託目的時，必須由受託人與受益人全體同意，聲請

法院變更 603。當然，為尊重委託人之意見，本論文認為如信

託行為保留有變更信託財產管理方法之規定時，基於信託法

第三條規定信託目的之變更，均得由信託行為保留，舉重以

明輕，以信託行為保留變更信託目的下位概念之信託條款時

，自無禁止之必要，而應從其所定 604。  
 
但須注意，信託法第十六條規定：「信託財產之管理方

法因情事變更致不符受益人之利益時，委託人、受益人或受

託人得聲請法院變更之。前項規定，於法院所定之管理方法

準用之。 605」 (日本信託法第二十三條參照 )因此，雖然本論
文認前述欠缺委託人之場合，得由受託人與受益人同意變更

之，但依信託法本條規定，則各信託關係人於情事變更之情

況下，均得單獨聲請法院審查得否變更，尤其依委託人死亡

，不得由受託人受益人同意變更之見解，而無法變更管理方

                                                 
603 惟有反對見解，認欠缺委託人之場合，不容僅由受託人及受益人之同意變更，同上註，頁七

六。 
604 相同結論，同上註。 
605 本條規定與前述美國信託法整編第六十六條規定之原則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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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受益人即得以委託人死亡此種情事變更，因無委託人

無法變更管理方法，致不符其利益之理由，聲請法院變更之

。  
 
由於我國信託法僅於第三條、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規

定信託目的與信託財產管理方法之變更，如遇其他信託條款

有變更之必要時，應視情況類推第十五條、第十六條之規定

，或援引美國信託法之規定作為法理解決之。  
 
關於信託目的與條款變更之效果，如為信託目的之變更

，首須視其是否因該變更，使信託目的不可能或違反第三章

第四節所述之限制，如不可能，則該信託目的不發生效力，

如違反，則視其違反者為信託法第五條或第六條之事由以決

定其結果為無效或得撤銷 606；其次須瞭解是否因信託目的變

更，而使信託之類型發生變化，例如因變更受益人，而使本

為私益信託者成為公益信託，則即須依信託法第六十九條以

下，申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並受其監督，於經許可

起適用關於公益信託之規範；又須視信託目的變更後，有無

因所定事由發生，或目的完成或不能完成而使信託關係消滅

之情況，若有，則應適用下節信託關係消滅之程序進行。亦

即信託目的之變更，應依變更後之法律規定而為適用。如為

信託條款之變更，基本上受託人即應受變更後信託條款之拘

束，如有違反，即有責任之發生；受益人得向受託人所為之

請求，亦須視變更後條款而有所不同。  
 
在遺囑信託，信託目的之變更可因委託人於遺囑為保留

之明示而發生，信託財產管理方法則得因受託人、受益人之

同意，或法院依聲請作出裁定而發生變更，其餘信託條款亦

得因委託人保留、受益人同意、或法院依聲請作出裁定而變

更，因此遺囑信託之目的及條款均可能發生變更，其變更之

結果則依前述之說明。  
 

                                                 
606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66, Comment c, ALI, supra note 13, v.2, p.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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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信託財產之變更  
 

在信託存續期間，信託財產最可能產生變更，亦即信託

財產會因受託人之管理、處分而發生價值增加、減少或財產

型態變換之情形，更有可能因客觀之因素造成信託財產之添

附
607
、毀損或滅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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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四章第一節之說明，此為信託財產

特性中之同一性，基本上所因而取得之財產權，仍屬信託財

產，惟如所取得之代位物，係信託法第四條所列之財產權者

，須經信託登記，方生對抗第三人之效力
608
。 

 

然如信託財產因完全給付受益人而不再存在、因天災滅

失而無代位物情形下，則屬因信託目的已完成或不能完成，

而為信託關係消滅之原因，詳見下節之說明。 

 
第四項   受託人之變更  

 

關於受託人之變更及其效果，本論文已於第四章第二節

第四項中詳加說明，於茲不贅。 

 

第五項   受益人之變更  
 

基本上受益人之變更可分為依信託目的變更而為之變

更及非依信託目的變更而為之變更。依本節第二項所述，受

益人及受益權之變更有因信託目的變更而為變更者，其變更

之程序須依我國信託法第三條之規定為之，至於變更之效果

亦已於第二項中說明。另受益人非因信託目的變更而為之變

更，如受益人死亡、受益權之讓與、及受益權之拋棄等，其

各項原因及效果亦均於第四章第三節第三項中說明，請自行

參閱。 

 

                                                 
607 信託財產有添附之情形時，其財產權之歸屬參日本信託法第三十條，四宮和夫，前揭書，同

註 1，頁一九三、一九四。 
608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六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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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遺囑信託之消滅 
 

在委託人主觀上，或有可能不為信託設定存續期間，而

欲使信託永久存續之想法，姑且不論我國法上有無禁止永續

原則之適用，但信託亦可能因種種客觀上的原因而消滅；至

於若對信託訂有存續期間或解除條件者，則存續期間屆滿或

解除條件成就時，信託即為消滅。基於信託關係有消滅之可

能，我國信託法於第六十二條至第六十八條即明確規範信託

關係消滅之原因及其效果，使信託關係之關係人於信託關係

消滅時有所依循。  
 

在日本法上，信託關係之消滅稱為終了
609
，而信託關係

之終止則稱為解除
610
，而同時，受託人於死亡、受破產或禁

治產宣告時，其任務亦終了
611
，因此，日本學者在討論信託

之終了時，將之區分為「相對之終了」及「絕對之終了」，

前者指受託人任務之終了，後者則指信託關係之終了(信託

自體之消滅)
612
。但在我國法上，信託關係之消滅與受託人任

務終了係兩個不同之概念，彼此間無因果或對立之關係，且

用語亦相分別，因此，無將此二者相提並論之必要，此處之

說明係提供有心研究日本信託法者參考。 

 

在討論本節信託關係之消滅前，有必要探討何種狀況非

屬信託關係之消滅，而排除於本節討論之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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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表明除非信託行為

另有訂定，作為委託人或受託人之自然人或法人，縱於信託

生效後喪失權利能力或行為能力，並不影響信託關係之存續

。其原因在於，信託生效、信託財產於移轉於受託人之後，

因具有獨立性，獨立於委託人或受託人而存在，則委託人是

                                                 
609 日本信託法第五十六條參照。我國法上亦有「終了」之用語，見第四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 
610 日本信託法第五十七條、第五十八條參照。 
611 日本信託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參照。 
612 如新井誠，前揭書，同註 20，頁二三二；田中實、山田昭，前揭書，同註 9，頁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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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仍存在或具有行為能力，與信託之存續無關；另受託人縱

喪失權利能力或行為能力，依信託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僅

該受託人之任務終了，在無其他共同受託人之情形，可準用

第三十六條第三項指定或選任新受託人，與信託關係之存續

亦無影響。是故，信託關係生效後，委託人或受託人喪失行

為能力或權利能力，信託關係不因之消滅，亦即非本節所討

論之範圍。 

 

第一項   遺囑信託消滅之原因  
 

遺囑信託之消滅，必其已成立生效，而後因種種原因，

方有可能使其向未來發生消滅之效力，因此，若某些原因會

造成遺囑信託不生效力或溯及的消滅，例如委託人無遺囑能

力，則其無法有效作成遺囑，自無法為遺囑信託之信託行為

，即使以遺囑創設遺囑信託，亦因之而無效；又如遺囑經撤

回，則信託行為根本未成立，遺囑信託即不存在；又如委託

人所移轉之遺產係為詐害債權人之目的，則債權人得依信託

法第六條第一項聲請法院撤銷委託人之信託行為，則遺囑信

託溯及地失其效力；凡此，均非使信託於成立生效後，又向

將來發生消滅效力之事由，因此，此等原因即非遺囑信託消

滅之原因。 

 

依信託法第三條、第六十二條、第六十三條、及第六十

四條之規定，信託消滅之原因有信託行為所定事由之發生、

信託目的已完成或不能完成、以及委託人或受益人所為之終

止三種原因。以下即一一說明之。 

 

壹、信託行為所定事由發生  
 

信託法第六十二條前段規定：「信託關係，因信託行為

所定事由發生，‧‧‧而消滅。」(日本信託法第五十六條

前段參照)而所謂信託行為所定事由發生，一般認為係指信

託行為定有存續期間或解除條件，而期間屆滿或條件成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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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
613
。按信託之設定，性質上為私法行為，基於私法自治之

原則，關於信託關係之消滅，如信託行為之當事人訂有消滅

之事由，自應尊重當事人之意思
614
，因此如遺囑信託委託人

於遺囑訂有前述存續期間或解除條件之外之信託關係消滅

之事由時，於該事由發生時，遺囑信託自應依委託人之意思

而消滅。美國信託法亦規定：「信託在期間屆滿或信託條款

所定事件發生時，即全部或部分終止。
615
」因此，本項原因

在美、日與我國信託法上之規定均屬一致。 

 

貳、信託目的已完成或不能完成  
 

信託法第六十二條後段規定：「信託關係，‧‧‧，或

因信託目的已完成或不能完成而消滅。」(日本信託法第五

十六條後段參照)前已述及，信託目的為信託行為意欲實現

之具體內容，如該目的經認定已經完成或客觀上永遠無法完

成時，依該信託目的所成立之信託自無存在之必要，信託關

係因而消滅
616
。關於何謂信託目的已完成及信託目的不能完

成，以下分點說明之。 

 

一、信託目的已完成 

指信託行為所設定之信託目的已全部完成之謂。例如遺

囑信託之目的在供應委託人之繼承人直至完成大學教育所

需之費用，則信託目的於該繼承人於完成大學學業取得學位

後即已完成，信託關係於此時消滅。 

 

二、信託目的不能完成 

指信託目的客觀上已無法完成之謂
617
。信託目的在客觀

上無法完成之情形有：(1)信託財產不再存在：如信託財產已

                                                 

615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61, ALI, supra note 13, v.2, p. 433; 統一信託法典亦將信託條款所定
期間屆滿列為信託終止之原因，Uniform Trust Code, §410 (a), NCCUSL, supra note 12, p. 61; 樋口
範雄，前揭書，同註 474，頁二九二。 
616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61, ALI, supra note 13, v.2, p. 433; Uniform Trust Code, §410 (a), 
NCCUSL, supra note 12, p. 61. 

613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三四七；新井誠，前揭書，同註 20，頁二三八。 
614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一五一。 

617 鄭俊仁譯，前揭書，同註 8，頁一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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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分配給受益人，已無其他信託財產可再分配；或信託財

產在客觀上滅失而無代位物，如汽車因地震造成之樓房倒塌

遭壓毀，而無保險金或損害賠償得請求者；(2)受益權為一身
專屬之單獨受益人死亡，受益權無法繼承之情況 618； (3)全體
受益人拋棄受益權，致受益權喪失之情形 619； (4)單獨受託人
之地位與單獨受益人之地位歸於一人時，因混同 (merger)而
使信託關係消滅 620；然有認為此時應限於無法選任新受託人

時，始以違反我國信託法第三十四條之規定為由，認信託目

的不能完成 621。 

 

參、信託之終止  
 

信託之終止指信託關係因信託關係人之意思表示而向

將來失去效力
622
。基本上，信託得因委託人之信託行為所保

留或賦與之終止權之行使而終止，此外，信託法亦規定有信

託終止之程序，可適用於信託行為未為保留或賦與終止權之

情況。 

 

一、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享有者 

信託法第六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

人享有者，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得隨時終止信託。」(日本信

託法第五十七條參照)明示自益信託之信託行為雖未為特別

規定，但委託人或其繼承人擁有隨時終止信託之權利。此規

定亦與前述美國信託法整編第六十三條所定，委託人在未為

其他明示之狀況下，可自由終止自益信託之規定相符
623
。由

於遺囑信託恆為他益信託，因此本條之規定於遺囑信託並不

適用。 

 

二、信託利益非由委託人全部享有者 

信託法第六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信託利益非由委託人

                                                 
618 同上註。 
619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三三五。 
620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69, ALI, supra note 13, v.2, p. 535. 
621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三四七；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一五四。 
622 日本信託法第六十條參照。 
623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63 and Comment c, ALI, supra note 13, v.2, pp. 44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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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享有者，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委託人及受益人得隨

時共同終止信託。」(日本信託法第五十八條參照)本條所稱

「信託利益非由委託人全部享有者」之情形有二：即信託利

益完全由委託人以外第三人所享有者，即單純之他益信託；

以及委託人亦為受益人之一之他益自益混合之信託
624
。惟在

單純之他益信託之狀況，須注意信託法第三條規定：「委託

人與受益人非同一人者，除信託行為另有保留外，於信託成

立後不得‧‧‧終止其信託。‧‧‧但經受益人同意者，不

在此限。」然因其規定內容與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相同，因此

不擬另行討論。 

 

在此情況下，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委託人與受益人

得隨時共同終止信託。但法條雖如此規定，是否表示在他益

信託或他益自益混合信託之情形，不得由委託人或受益人單

獨終止信託？就此可分兩方面分析。如委託人擬終止然受益

人或共同受益人之其他人不同意之情形，由於信託之終止於

受益人之利益有影響，因此可認為不容委託人以一人之意思

終止信託，亦不得訴請法院命受益人或其他受益人共同為之
625
。但如受益人擬終止但委託人不同意時，單純他益信託可

透過全體受益人拋棄受益權之方法，使信託目的不能完成而

消滅信託關係，惟若在他益自益混合信託之情形，因委託人

為受益人之一，則無法以此方法使信託關係消滅。 

 

另一可能發生之問題為，若委託人於信託生效後死亡或

遺囑信託之情形，在有終止信託之需要時，受益人勢必無法

與委託人共同終止信託，此時得否僅由受益人全體同意終止

信託？此時，若該信託為他益自益混合信託，委託人死亡後

其以受益人身分所享有之信託利益，由繼承人繼承之，將使

問題更形複雜。有學者認由於委託人設立信託有其信託目的

，在信託目的尚未達成之前，不宜由受益人單獨行使終止權

，而使信託關係消滅
626
。然本論文認為似可從比較法之角度

思考之。 

                                                 
624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一五六。 
625 同上註。 
626 同上註，頁一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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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前述關於信託變更之討論中，美國信託法整編第六

十五條之規定，基本上，信託可經受益人全體同意而為終止

，惟若該終止與信託重要目的不符者，則須得委託人同意，

若委託人已死亡者，須得法院之准許 627，完全可適用於此處

單純他益信託或他益自益混合信託委託人已死亡，而受益人

擬終止信託之情形，亦即可由受益人聲請法院准許為信託之

終止。另日本信託法第五十八條規定：「除前條之情形外 (指
日本信託法第五十七條，我國信託法第六十三條參照 )，信託
之利益全部歸由受益人享有者，如有非以信託財產不能清償

其債務或有其他不得已之事由時，受益人或利害關係人得聲

請法院命令終止信託。」雖本條僅適用於單純他益信託之狀

況，但與美國法同，並未規定須由委託人與受益人共同方得

終止信託，且採與美國法相同之方式，即准受益人聲請法院

審查得否為信託之終止。我國信託法第六十四條之立法理由

並未明示為何採此規定之原因，以及為何不採美國法或日本

法規範方式之原因，致造成規範上之疏漏，實值檢討。本論

文以為，在本條之情形，如委託人已死亡或遺囑信託，則受

益人與受益權關係最為密切，是否擬持續享受信託利益僅有

受益人最能瞭解自己之需求，自可由受益人決定是否終止信

託，因信託法第十七條第二項尚准受益人拋棄其受益權，若

解釋上本條不准受益人得終止信託，則受益人全體仍得拋棄

信託利益，使信託目的不能完成而消滅信託關係，則禁止終

止之目的仍無法達成，自不若准其行使終止權，在規範上亦

較一致。尤其參考美國及日本信託法皆准許受益人終止或聲

請法院准許終止信託，因此在適用上如遇類似之問題，應可

援引美日信託法規定為法理，准許受益人得單獨聲請法院裁

定是否准予終止信託。 

 

肆、其他事由  
 

我國信託法雖在第七章信託關係之消滅中，為上述信託

關係消滅原因之規定，但在信託法其他部分，或依民法之原

                                                 
627 Restatement Third, Trusts, § 65, ALI, supra note 13, v.2, p.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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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仍有可使信託關係消滅之原因，如依前述，在信託目的

變更時，變更後之目的為不可能、違反強制禁止規定、違反

公序良俗、或以依法不得受讓特定財產權之人為該財產權之

受益人者，雖依信託法第五條其信託行為無效，惟此時係信

託已生效而變更信託目的造成無效之情況，應認信託關係失

去效力應向將來發生效力，亦即如信託目的之變更致違反信

託法第五條之情形，信託關係因而消滅 (a trust terminate to 
the extent．．． the purpose of the trust have become unlawful, 
contrary to public policy, or impossible to achieve)628。 
 

第二項   遺囑信託消滅之效果  
 

前已論及，遺囑信託消滅係向將來發生效力，與生效前

之撤回或無效，或生效後之被撤銷效果均不相同。由於信託

關係之特色，其關係消滅之法律效果與其他法律關係不盡相

同，因此信託法乃特為規定，以供遵循。惟因本項所討論者

，於遺囑信託或其他信託並無太大差別，本論文擬僅概要說

明，必要時於註解中提供學者之見解以供參考。 

 

壹、信託財產之歸屬  
 

信託法第六十五條規定：「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

之歸屬，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享

有全部信託利益之受益人。二、委託人或其繼承人。」(日

本信託法第六十一條、第六十二條參照)信託關係消滅，則

委託人、受託人、受益人三者間之關係不再存在，信託財產

之名義上所有權與實質上所有權分立之情形亦告終止，另受

託人依信託本旨管理信託財產之義務亦因而消滅，此時首須

處理者即為信託財產之歸屬問題。 

 

依本條規定，信託財產之歸屬應先視信託行為有無訂定

，若未為規定，則應依信託法規定處理。其歸屬之第一順位

為享有全部信託利益之受益人，而在無此受益人存在之情況

                                                 
628 Uniform Trust Code, §410 (a), NCCUSL, supra note 12, p.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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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則歸屬於委託人，如其死亡者，歸屬於其繼承人。在遺

囑信託之情況，如無第一順位之歸屬權利人，該信託財產自

應歸屬委託人之繼承人。而在特定之單獨受益人死亡，致信

託關係消滅之情形，由於該受益權本即因信託行為之訂定，

而為一身專屬，不得由其繼承人繼承，因此，即使第六十五

條於第一順位未將受益人之繼承人列入，亦無侵害受益人繼

承人權利之可能。最後，若信託關係係因信託財產基於不可

抗力而滅失，自然無信託財產得為歸屬之標的，受託人即無

須為信託財產之歸屬，僅須依後述信託法第六十八條之規定

作成結算書及報告書經受益人、信託監察人或得為歸屬權利

人之人之承認即可。 

 

貳、信託財產之法定信託  
 

信託法第六十六條規定：「信託關係消滅時，於受託人

移轉信託財產於前條歸屬權利人前，信託關係視為存續，以

歸屬權利人視為受益人。」(日本信託法第六十三條參照)此

即本論文於第二章第一節論及信託之分類時，所提及之以法

律規定為成立之依據之法定信託 629。通說認為此處之法定信

託乃原信託關係之延長，理論上與原信託無異，從而受託人

之權限與職務，亦應等同於原信託所規定之範圍 630。 

 

參、信託財產歸屬後之效果  
 

信託法第六十七條規定：「第四十九條及第五十一條之

規定，於信託財產因信託關係消滅而移轉於受益人或其他歸

屬權利人時，準用之。」(日本信託法第六十四條參照)本條

規定之用意，主要係為保護信託財產債權人及受託人之權益

，而使債權人得準用第四十九條之規定，依原執行名義，以

受益人或其他歸屬權利人為債務人，對信託財產開始或續行

強制執行；同時受託人亦得準用第五十一條之規定，於有報

                                                 
629 亦有認為此時之信託因為原信託之延長，並非新的法律關係，亦即無新的信託發生，並非法

定信託，謝哲勝，前揭書，同註 2，頁二三九。 
630 四宮和夫，前揭書，同註 1，頁三五三；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一六○；謝哲

勝，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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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請求權、費用支出補償請求權、及損害賠償請求權時，得

行使留置權，並得對受益人或其他歸屬權利人就信託財產為

請求。 

 

肆、結算與承認  
 

信託法第六十八條規定：「信託關係消滅時，受託人應

就信託事務之處理作成結算書及報告書，並取得受益人、信

託監察人或其他歸屬權利人之承認。第五十條第二項之規定

，於前項情形準用之。」(日本信託法第六十五條參照)明示

信託關係消滅時，受託人除前條法定信託受託人之職務外，

尚應作成結算書及報告書，取得受益人、信託監察人或其他

歸屬權利人
631
之承認，同時準用第五十條第二項，即結算書

及報告書經承認後，受託人就其記載事項，對受益人或歸屬

權利人之責任視為解除，但有不正當行為者，不在此限。 

 

 

 

 

 

 

 

 

 

 

 

 

 

 

 

                                                 
631 就此處規定之人，有認為會發生究竟應得全體或任何一人承認，方生解除責任效力之疑問，

因而就各種情形作出分析，賴源河、王志誠，前揭書，同註 8，頁一五六。與日本信託法第六十

五條受託人應請求承認之對象僅有受益人之規定相較，日本法規定之情況似較單純，然仍有可

能發生特定之單獨受益人死亡時，信託關係因信託目的不能完成而消滅，受託人是否得向其繼

承人請求承認結算書與報告書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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