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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信託法自1996年公布施行至今已逾20年，期間經政府

之宣導與政策之推行，信託制度之運用愈來愈廣泛，此可

從私益信託與公益信託之件數成長予以印證。除此之外，

信託商品亦趨向多元化，除傳統的金錢信託外，亦有不動

產信託與有價證券信託等。另市場上亦常運用信託制度以

保護消費者之權益，例如：禮券信託、生前契約信託及預

售屋之履約保證信託。 

信託依其種類與業務內容不同而異其主管機關，信託

法之主管機關為法務部，私益信託之成立係依契約或遺

囑，而公益信託之設立則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

信託業者之主管機關為金融管理監督委員會；至於有關信

託財產為不動產時，負責登記之主管機關則為內政部。此

外，不同信託涉及課徵稅賦的主管機關則為財政部。由於

信託制度是從英美引進，我國雖有信託法之制定，但實務

上在運作時所面臨的不同類型爭議，有時須賴前開各主管

機關針對信託法條文或信託相關法規之解釋方能予以解決

與確立，故各主管機關之函釋對於信託疑義之釐清至為重

要。 

本書乃針對各主管機關所為之函釋，作成問題與案

例，並針對函釋內容予以評析，另輔以法院之判決，讓學

習者與實務運作者能瞭解信託實務所生之爭議內容，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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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與法院對該爭議之見解，能有利於未來信託制度之

運作與信託商品之開發。惟由於作者學植有限，疏漏之

處，在所難免，尚祁賢達不吝賜教。 

潘秀菊 

      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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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第1～8條） 

信託法第一章總則之規定，涵蓋信託之定義（第1條）、

信託之方式（第2條）、委託人不得變更受益人或終止信託

（第3條）、信託登記之效力（第4條）、信託行為無效之情形

（第5條）、撤銷詐害債權之信託行為（第6條）、撤銷權之除

斥期間（第7條）及信託關係之效力（第8條）等內容。 

所謂「總則」，是指法律或條例最前面的概括性條文，也

是一般性原則，故信託法第一章總則之規定，原則適用於其後

各章之規定。以下乃依信託法各章之編排，依條文之順序，分

別就各條文於實務上所生之爭議與法律問題為說明。 

 

第一條  信託之定義 

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

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

財產之關係。 

法條釋義 

由該條文規定之內容可知，信託之構成要素有三，即：

一、信託須委託人對於受託人為財產權之移轉或為其他處分；

二、信託須受託人為他人之利益或特定之目的而為財產權之管

理或處分；三、信託必須是受託人依信託本旨及信託目的而管

理或處分信託財產。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931



2 信託法實務問題與案例 

 

實務上，最高法院對於信託之成立要件，有以下之論述：

「由信託法第1條文義觀之，委託人未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

處分前，受託人無法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目

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故財產權之移轉為信託之特別成立

要件。又信託法第二章對信託財產設有專章規定，亦突顯信託

財產之獨立性，期使受託人受有超過信託目的之權利移轉或處

分後，在信託目的之範圍內行使受移轉之權利或處分。如謂委

託人未為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前，受託人得據以請求為財

產權之移轉或為其他處分，即與信託之意旨相違。我國信託制

度係以『信託財產』為中心之法律關係，即委託人未將『信託

財產』移轉財產權或為其他處分予受託人前，委託人、受託

人、受益人三方面之關係無由形成，各當事人間不具任何權

利、義務關係，信託目的無法達成，自難將信託關係有關當事

人合意之債權行為與信託財產移轉之物權行為予以割裂，而以

信託當事人合意之債權行為作為信託財產移轉之依據。信託關

係之成立，除當事人間須有信託之合意外，尚須委託人將財產

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予受託人後，當事人間之信託契約始成

立。至於遺囑信託為單方行為，與契約信託為雙方行為成立方

式不同。另信託法第4條以應登記或註冊之財產權為信託者，

非經信託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之規定，乃信託成立後，信託

財產具有獨立性，為保護交易安全之公示制度，非得據此即認

信託關係之成立不以登記為特別要件。而以應登記或註冊之財

產權為信託者，應如何登記，並未限制，只須移轉登記即可。

信託法第4條所稱登記係指『信託登記』而言，如不登記為

『信託』，而係信託以外之財產移轉登記，例如：買賣或贈

與，則內部關係縱為信託，亦不得主張信託關係對抗第三人，

故信託法第4條與信託成立要件無關」〈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

字第500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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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對於信託法第1條所生之爭議多與信託之成立要件

有關。除此之外，某些法律行為雖與信託類似，但並非為信託

法所定之信託，因而衍生出特定型態之法律關係，例如：借名

登記與信託之讓與擔保。 

問題一： 

公職人員依財產申報法規定而信託之財產，是否與信

託法所規範的民事信託相同？ 

 

 
甲為公務員，其財產依法交付信託與因投資交付信託所受

之規範是否相同？  
 

【說  明】 

按信託法第1條規定：「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

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

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至於公職人員財

產申報法第7條所定之強制信託制度，係為杜絕公職人員利用

職權遂行利益輸送或牟取私利而設，該制度僅就較有可能構成

利害衝突之財產權類別設限，且信託後委託人仍保留信託財產

之運用決定權，故可對信託財產之管理處分為指示1，係屬特

別規定，與信託法所稱之民事信託不同〈法務部100年10月25

日法律決字第1000024326號〉。 

【評  析】 

依信託法所成立之信託，委託人對於信託財產並無管理處

分權，僅有受託人才有此權限，而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所成

                                                        
1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9條第3項及其立法說明參照。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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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之信託，其目的乃在了解該公職人員於擔任公職之期間，其

財產變動之情形，以避免其有貪污不法之行為。惟該種信託，

委託人對於信託之財產仍保有指示為如何管理處分之權限，故

實務上可看到公職人員在為財產信託後，仍得指示受託人將該

信託財產投資於某特定股票或為其他投資。 

另在前揭法務部之函釋中，所稱委託人可對信託財產之管

理處分為指示，此處之「指示」與信託業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1

款第1目所規定有關委託人對於信託財產有運用決定權之信託

有所不同。依該規定，所謂「委託人指定營運範圍或方法」之

信託，係指委託人對信託財產為概括指定營運範圍或方法，並

由受託人於該概括指定之營運範圍或方法內，對信託財產具有

運用決定權。例如委託人對於金錢信託之財產，得指定投資股

票；惟購買那些股票，則由受託人為決定。而前揭函釋中所稱

委託人之指示權，則是剝奪了受託人之管理運用決定權，故其

與信託法所定之信託有所不同。 

【相關條文】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7條 

Ⅰ總統、副總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

院長、政務人員、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直

轄市長、縣（市）長於就（到）職申報財產時，其本人、配偶

及未成年子女之下列財產，應自就（到）職之日起三個月內信

託予信託業： 

一、不動產。但自擇房屋（含基地）一戶供自用者，及其他信

託業依法不得承受或承受有困難者，不包括在內。 

二、國內之上市及上櫃股票。 

三、其他經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監察院核定應交付信託之財

產。 

Ⅱ前項以外應依本法申報財產之公職人員因職務關係對前項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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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具有特殊利害關係，經主管府、院核定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信託者，亦同。 

Ⅲ前二項人員於完成信託後，有另取得或其財產成為應信託財產

之情形者，應於三個月內辦理信託並申報；依第一項第一款但

書規定不須交付信託之不動產，仍應於每年定期申報時，申報

其變動情形。 

Ⅳ第一項之未成年子女除已結婚者外，以其法定代理人為第一項

信託之義務人。 

Ⅴ第一項人員完成信託之財產，於每年定期申報及卸職時仍應申

報。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9條 

Ⅰ第七條之信託，應以財產所有人為委託人，訂定書面信託契

約，並為財產權之信託移轉。 

Ⅱ公職人員應於第七條第一項所定信託期限內，檢附本人、配偶

及未成年子女之信託契約及財產信託移轉相關文件，併同公職

人員財產申報表（含信託財產申報表），向該管受理申報機關

提出。 

Ⅲ信託契約期間，委託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對信託財產之管理或處

分欲為指示者，應事前或同時通知該管受理申報機關，始得為

之。 

Ⅳ第一項信託契約，應一併記載下列事項： 

一、前項規定及受託人對於未經通知受理申報機關之指示，應

予拒絕之意旨。 

二、受託人除委託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依前項規定為指示或為繳

納稅捐、規費、清償信託財產債務認有必要者外，不得處

分信託財產。 

Ⅴ受理申報機關收受第三項信託財產管理處分之指示相關文件

後，認符合本法規定者，應彙整列冊，刊登政府公報，並供人

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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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受理申報機關得隨時查核受託人處分信託財產有無違反第四項

第二款之規定。 

問題二：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得否將公共基金交付信託？ 

 

 
甲公寓大廈經成立管理委員會，並於區分所有權人大會中

就其公寓大廈之公共基金，為避免被不當使用並為有效管理起

見，決議應由管理委員會代表交付信託，其效力如何？ 
 

【說  明】 

按信託法第1條規定：「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

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

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係指財產所有人

（委託人）為自己或自己指定之人（受益人）之利益或特定目

的，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管理

或處分之。是以信託必有財產權之移轉，使受託人以財產權利

人之名義管理信託財產，並於信託關係存續中，就該信託財產

對外為唯一有權管理及處分權人；而受託人管理或處分信託財

產之效果，於信託關係終止前，仍歸屬於受託人，為法務部所

明釋〈法務部100年9月5日法律決字第1000014343號〉。 

又公寓大廈之公共基金，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以下簡稱

條例）第18條第3項規定：「公共基金應設專戶儲存，並由管

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其運用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之決議為之。」如以公共基金交付信託，揆諸前開信託法第

1條規定，需將該公共基金移轉至受託人名下，以受託人為名

義上之所有權人，與前開條例「公共基金應設專戶儲存，並由

案例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931



第一章 總  則（第1～8條） 7 

 

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之規定不符。 

另按「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

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

「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應依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前項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

分別為同條例第10條第2項及第11條所明定，又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之決議不得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本部94年5月

12日內授營建管字第0940083300號函已有明釋。故公共基金之

用途及運用方式，應以前揭規定為原則，不得作為信託用途

〈內政部100年10月3日台內營字第1000808387號〉。 

惟目前公寓大廈所成立之公共基金，雖均設專戶儲存，並

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但其孳息似顯微薄，且

本金如數額龐大，恐生保管安全問題，如許經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決議交付信託者，得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交付信託，

將可使公共基金之運作更為周全。故於民國105年11月16日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修正時，增列第18條第3項公共基金允為信託

之規定。 

【相關條文】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 

Ⅰ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各該區分所

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負擔其費用。 

Ⅱ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

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

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

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

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Ⅲ前項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若涉及公共環境清潔衛生之維

持、公共消防滅火器材之維護、公共通道溝渠及相關設施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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繕，其費用政府得視情況予以補助，補助辦法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定之。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1條 

Ⅰ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應依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 

Ⅱ前項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

部分比例分擔。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8條第3項 

 公共基金應設專戶儲存，並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負責管

理；如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交付信託者，由管理負責人或

管理委員會交付信託。其運用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

之。 

問題三： 

消極信託是否為信託法所稱之信託？其效力為何？ 

 

 
甲將1,000萬元移轉予受託人乙，並約定受託人乙對該財產

並無管理或處分之權限，乙僅有代甲繳交稅金之權限，試問此

種關係是否為信託法所稱之信託？ 
 

【說  明】 

按信託法（以下簡稱本法）第1條規定：「稱信託者，謂委

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

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

信託關係之成立，除有信託財產之移轉或其他處分外，尚須受

託人因此取得信託財產之管理或處分權限。倘受託人對於信託

財產無管理或處分之權限，如委託人僅為使他人代為處理事務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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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代為繳交稅金或代為處理共有物之分割事宜等），而將

其財產權移轉於受任人，自己仍保有實際支配及收益之權利

者，其移轉縱以「信託」為名，因受託人並無管理或處分權限

而僅為信託財產之形式上所有權人，屬於消極信託，尚非信託

法上所稱之信託〈法務部101年5月17日法律字第10100042190

號、法務部99年2月9日法律字第0980054764號函參照〉。 

【評  析】 

有關消極信託之效力，從上開法務部之函釋中可知係屬無

效，而我國法院實務在過去多數亦認為消極信託為無效，但現

在多數法院則認為原則無效，例外有效，即一旦能證明該消極

信託具有正當確實之原因時，即屬有效〈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

字第1764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752號民事裁

定參照〉。例如：信託業所辦理的預售屋價金信託業務，即買

方將預售屋價金交付之信託，由金融機構負責承作，設立專款

專用帳戶，並由受託機構於信託存續期間，按信託契約約定辦

理工程款交付、繳納各項稅費等資金控管事宜。預售屋價金信

託之受益人為賣方（即建方或合建雙方）而非買方，受託人係

受託為賣方而非為買方管理信託財產，但賣方未依約定完工或

交屋者，受益權歸屬於買方。由上開預售屋價金信託之運作模

式，可知受託人對於交付信託之預售屋價金，僅有依契約約定

辦理工程款交付及繳納各項稅費，並未有積極管理運用，故在

性質上應屬消極信託。惟該種信託之目的是為保護預售屋之買

受人，因此該目的可謂是具有正當而確實之原因，雖為消極信

託，仍屬有效。此種法理之運用，於前開問題二有關公寓大廈

之公共基金，雖主管機關內政部認為不得交付信託；惟實務上

常發生管理委員會濫用或虧空公共基金，而有損住戶之權益，

故在法理上建議應朝向得將該公共基金交付信託之方向為研

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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