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託登記實務問題及稅務規劃

111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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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法第 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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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句話說，信託乃是委託人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
以一定之財產為信託財產，並將此信託財產移轉給
受託人，由受託人來管理或處分，藉以達到一定經
濟上或社會上的目的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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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目的與信託本旨

係指委託人意欲實現
之信託目的及信託制
度本來之意旨(委託者
內心想要實現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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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
係指可依金錢計算價值之權利，如物、債
及漁業權等準物權，以及著作權、專利等慧
慧(無體)財產權等是。

受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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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受監護宣告之人、破產人自不得為受託人。

未成年人已結婚者，雖依法有行為能力，惟
基於受託人職責之特殊性，信法第21條仍規
定其不得為受託人。
(受託人為信託目的能否妥善實現之關鍵人
物，就其權利義務應有詳盡之規定，故信託
法對之設有專章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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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 效果 條文

受監護宣告 由於當事人的辨識能
力已經明顯不足，不
能為意思表示或不能
辨別意思表示

無行為能力，
不能自己為法律行為。

民法第15條

受輔助宣告 意思表示、
受意思表示
能力不足

限制行為能力，
為重大之財產處理事
項（例如購置或處分
不動產 、 出租或終
止租賃 不動產等事項）
之時，除受輔助人個
人為之，尚須輔佐人
同意始得為之 。

民法第15-1條
民法第15-2條



財產權
不動產所有權
不動產他項權利(例如地上權)
採礦權
專利權
著作權
製版權
漁業權
現金存款
股票
人壽儲蓄保險
禮券、有價證券…等等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
董事長(？)
壓歲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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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
係指依信託關係而有權享受信託利益之
人，因此以具有權利能力為已足，受益
人為委託人自己者，稱為自益信託,受
益人為第三人者，稱為他益信託。又受
益人不以信託行為成立時存在或特定為
必要,但須可得確定。

特定目的
係指委託人自己、受託人或第三人以外
而可得確定，且為可能、適法之目的，
如以醫學研究、傳染病之消滅、自然景
觀之存續或照顧動物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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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財產
係指委託人移轉或設定財產權與受託人，而與受
託人自有財產分離，由受託人依信本旨而為管理
或處分之財產(包含管理所生之財產)。

信託監察人
係為保護受益人之利益而設，自宜准其獨立於委
託人、受託人或受益人之外，得以自己名義，為
受益人為有關信託之訴訟上或訴訟外之行為；受
益人亦得請求信託監察人為之。

在受益人不特定(如公益信應設置信監察人)，尚
未存在(如胎兒)、為保護受益人之利益而有必要
時(如集團信託)或無受益人(如目的信託)時，宜
選任信託監察人，以代受益人或為達成信託目的
而行使其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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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目的之確定
信託設立時，其目的須確定。亦即委託
人於設立信託時，除設立信託之意思外，
其欲以信託達成具體實現之目的亦須確
定。
信託財産之確定
信託設立時，其信財產須確定。亦即委
託人於設立信託時，須將一定之財產移
轉於受託人，使其為管理或處分以達到
信託之目的。
受益人之確定
信託設立時，其受益人須確定或可得確
定。亦即委託人在設立信託時，受益人
須確定或是可得確定，作為信託利益歸
屬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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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行為,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其目的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者。
二、其目的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三、以進行訴願或訴訟為主要目的者。
四、以依法不得受讓特定財產權之人為該財產
權之受益人者。(信託法第5條)。

• 以進行訴願或訴訟為主要目的者(例如債權
人以律師為受託人，使出面興訟是)。

• 以依法不得受讓特定財產權之人為該財產權
之受益人者(例如不得取得地法第19條所定
土地之外國人為受益人是) 。

• 上揭行為或與信託制度之立意相違背，或為
遂脫法之目的，故均禁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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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託人因信行為取得之財產權為信財產。
受託人因信財產之管理、處分、滅失、毀
損或其他事由取得之財產權，仍信財產。
(信託法第9條 信託財產範圍)

• 受託人死亡時，信託財產不屬於其遺産。
(信託法第10條 信託財產的非繼承性)

• 受託人破產時，信財產不屬於其破產財團。
(信託法第11條 破產財團的排除)

• 屬於信託財產之債權與不屬於該信財產之
債務不得互相抵銷。(信託法第13條 抵銷
之限制)

• 信託財產為所有權以外之權利時，受託人
雖得該權利標的之財產權，其權利亦不因
混同消滅。(信託法第14條 混同之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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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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
反前項規定者，委託人、受益人或受託人得
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
人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
3項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信託法第
12條)

• 就信託財產因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
(例如抵押權)。

• 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例如修繕信
託財產之修繕費債權) 。

• 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得對信託財產強制執
行之權利(例如有關稅法中明定之稅捐債
權)。



信託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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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對抗第三人。
以股票或公司債券為信託者，非
經通知發行公司，不得對抗該公
司。
(信託法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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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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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因 申 請 人

權利人 義務人(要附印鑑證明的人)

1

信託
契約 受託人 委託人(土地、建物所有權人)

遺囑 受託人 委託人之繼承人、或遺囑執行人

2 買賣(信託處分) 買受人(信託關係
以外之第三人)

受託人(即出賣人)

3 買賣(信託取得) 受託人(即買受人) 出賣人

4 塗銷信託(自益) 委託人 受託人

5 信託歸屬(他益) 歸屬權利人 受託人（委託人、孳息受益人）

6

內容變更

受託人變更 新受託人 委託人（受託人、受益人、歸屬權利人）

7 受益人變更 受託人(新受益人
或新歸屬權利人)

委託人（原受益人、或原歸屬權利人）

8 其他內容變更 受託人 （受託人、歸屬權利人）

信託登記申請人(土地登記規則第125、126、128、129條規定)



民國112年1月1日起
滿18歲為成年人(民法第12條)

男女未滿18歲者，不得結婚。(民法第980條)

結婚違反第980條之規定者，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向
法院請求撤銷之。但當事人已達該條所定年齡或已懷胎
者，不得請求撤銷。(民法第989條)

試問：今(111)年19歲已結婚能否當受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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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法第 21 條(受託人之資格限制)
未成年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及破產人，不得為
受託人。

(受託人為信託目的能否妥善實現之關鍵人物，就其權
利義務應有詳盡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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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問：政機關受理信登記時,對於受託人為法人之資格
應如何審認？

一、按信託法第60條規定(監督機關)，信託除營業信託及公益
信託外，由法院監督。至於營業信託及公益信託，各有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自宜由該主管機關監督。

二、非以經營信託為業之法人，因信託行為成立而為受託人，
依其章程或登記之營業項目所為之信託，除信託法第21條
規定不得為受託人或公益信者外，由當事人附具切結書聲
明「非屬營業信託且無信業法第33條規定經營不特定多
數人之信託者」，地政機關得受理其信託登記之申請(內政
部90年3月5日台內中地字第9002764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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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營業信託及公益信託，各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宜由該主管機關監督，因此
信託因其種類不同，其監督機關亦有不同，茲分述如下：
一、私益信託
所謂「私益信託」 ，指委託人以自己或他人之利益為目的之信託。私益信託雖少關公益，惟受託人名義上為
信託財產之所有權人，故為督促受託人善盡其職責，信託法明定一般私益信託中之非營業信託，由法院為監
督機關。至於其監督之方法，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為信託事務之檢查，並選任檢查人命為
其他必要之處分(信託法第60條)。受託人如違背法院監督之命令或妨礙其檢查者，法院得幣1萬元以上10萬元
以下罰鍰(信法第61條)。

二、營業信託
「營業信託」，指營業為目的之信託，如由投資公司或銀行為受託人之營業信託。營業信託由信託業之主管
機關監督管理，其監督管理之方法，例如：主管機關為保障委託人及受益人之權益，得對信託業之財務及業
務為監督與檢查(信託業法第42條至第44條)；信託業之主管機關依信託業法第4條規定，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

三、公益信託
所謂「公益信託」，指為促進一般公眾之利益，增進社會福利為目的而成立之信，例如：為慈善、文化、學
術、技、宗教祭祀目的所立之信託(信法第69條)。公益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督，使其得依目的事業之性質
為有效之監督，如受託人為信託業者，並應依其他有關法令規定受其主管機關監督。此之所謂「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指依公益之性質而定之機關,例如：學術之研究為公益的，為教育部。有關「監督方法」，信託
法第72條明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隨時檢查信託事務及財產狀況，必要時並得命受託人提供相當之擔保或
為其他處置。又受託人應每年至少一次定期將信託事務處理情形及財務狀況，送公益信託委託人審核後，報
請主管機關核備並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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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法第 35 條(禁止信託財產轉為自有財產之限制及效果)
受託人除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外，不得將信託財產轉為自有財產，或於該信
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權利：
一、經受益人書面同意，並依市價取得者。
二、由集中市場競價取得者。
三、有不得已事由經法院許可者。

前項規定，於受託人因繼承、合併或其他事由，概括承受信託財產上之權利
時，不適用之。於此情形，並準用第十四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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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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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法第 14 條(混同之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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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託法第 23 條(管理不當或違反信託本旨時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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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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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甲將2000萬信託交付給某乙，約定某乙無

管理或處分的權利，只約定某乙用這2000萬

元幫忙繳納各項稅金，試問這樣的消極信託

是否合法？



委託人某甲將一塊A土地移轉信託登記給某乙，約定

某乙只能出租或出售，除此之外無任何裁量權，

試問：這樣的事務(指示)信託是否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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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甲、某乙、某丙 、某丁、某戊等5人分別共有A一塊

土地，並訂立合建契約，之後這5人將A土地信託登記

給受託人庚。於｢信託存續期間｣，甲、乙、丙3人同意

處分信託財產，但是丁、戊2人不同意。

試問：受託人能否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處分A土地？



A一塊土地由某甲…等10人分別共有， 某甲等9人(合計持

分9/10)擬依土地法第34條之1將A土地所有權全部與某乙建

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信託關係，使其受託興建及出售

地上房屋，受益人為某甲等10人？

試問：得否就共有土地全部申辦不動產信託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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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丙 、丁、戊等5人分別共有A一塊土
地，並訂立合建契約，之後這5人將A土地信
託登記給受託人庚。於｢信託存續期間｣，甲、
乙、丙3人同意處分信託財產，但是丁、戊2
人不同意。

試問：受託人庚能否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
處分A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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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

一、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以下簡稱本法條）規定，部分共有人
就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以下簡稱建物）為處分、變更及設定
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應就共有物之全部為之。

二、共有土地或建物之應有部分為公同共有者，該應有部分之處分、
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得依本法條規
定辦理。

三、本法條第一項所定處分，以有償讓與為限，不包括信託行為及共
有物分割；所定變更，以有償或不影響不同意共有人之利益為限；
所定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以有償為限。



某大樓成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避免公共基

金被不當使用，區分所有權人住戶大會決議，將

公共基金由管理委員會代表交付信託，合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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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財團法人福利基金會，以｢基

金會的資金」購買耕地(一般農

業區，農牧用地)，該基金會並

與董事長個人簽訂信託契約並向

地政機關登記，試問：該購買耕

地的信託契約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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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甲與某乙簽訂不動產信託契約後，甲隨即死亡。
某乙基於信託契約，要求老甲的繼承人小甲須依
照約定將不動產移轉登記於予某乙。
試問：該不動產信託契約是否成立？

老甲 某乙

小甲

老甲110.2.1死亡，
由小甲繼承

110.1.1簽訂不動產信託契約，
申報「贈與稅」完畢

某乙要求小甲移轉登記？

民法第 758 條
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
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
非經登記，不生效力。
前項行為，應以書面為之。



委託人某甲與受託人某乙簽約，約定受

託人某乙得以乙自己名義將信託財產為

捐贈，試問：此約定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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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某甲或受輔助宣告之人某乙，試問：某甲或某乙可否
當委託人設立信託？

(行為能力)
1.滿18歲之成年人。(民法第12條， 112年1月1日起)
2.7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且已得法定代理
人之允許。(民法第78條、79條)

3.無行為能力，由法定代理人代訂立信託契約。(民法第76條)
4.受輔助宣告之人，應經過輔助人的同意。(民法第15條)
5.遺囑信託，16歲以上立遺囑才有效。(民法第118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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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信託者，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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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法第1

條參照)。關於委託人之資格，信託法並未明文規定;惟委託人係信託關

係之創設人，且須為財產權之移轉或其他處分,故委託人自須具有行為
能力始得為之。準此，有行為能力之外國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得為

信託關係之委託人。

(法務部92年7月15日法律字第0920028467號)

民法第 15-2 條
受輔助宣告之人為下列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但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
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
一、為獨資、合夥營業或為法人之負責人。
二、為消費借貸、消費寄託、保證、贈與或信託。
三、為訴訟行為。
四、為和解、調解、調處或簽訂仲裁契約。
五、為不動產、船舶、航空器、汽車或其他重要財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買賣、租賃或借貸。
六、為遺產分割、遺贈、拋棄繼承權或其他相關權利。
七、法院依前條聲請權人或輔助人之聲請，所指定之其他行為。



信託與借名登記之區別？

試問：父母得否將其購買的房子，借用子女的名義為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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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名登記」與「信託登記」類似，即都有將財產移轉給他人。惟不同的是「借名
登記」受移轉之人， 對於該財產並無管理分之權限，其有可能被認定屬消極信託
而屬無效。但若其内容並不違反現行規定或公序良俗，借名登記屬一種無名契約，
於性質上可類推適用民法上有關委任契約之相關規定。故實務上認為父母得將其購
買之房屋，借用其兒女之名義為登記，只須該法律行為無規避法律規定或無脫法行
為即可。
因此，借名登記契約為有效，係因實務多認為因「借名登記契約」並無財產上之給
付，屬勞給付性質之無名契約，在當事人未特別約定時，多照民法第529條關於勞
務給付之契約。不屬於法律所定其他契約之種類者，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
故若出名者(被借名之人，俗稱人頭)死亡，按民法第550條規定，借名者(真正土地
所有群人)即得依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將該不動產移轉登記給自己，此項
義務並由出名者之繼承人繼承(民法第1148條、第1153條參照)。
綜言之，借名登記之效力尚須視其目的為何而決定。若為了規避舊土地法第30條
(即私有農地所有權之移轉,其承受託人能自耕者能力為限。現該條規定已刪除)強
行規定，無效。若係為了分散財產/隱匿財產/避免朋友借貸/恐遭流言議論/節
稅…，非屬脫法之行為，有效。
若係為了逃避債權人之強制執般所稱之「脫產」，仍有可能構成詐害債權行為與
違反強行規定或公序良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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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上有加以規定其名稱的契約稱為「有名契約」，亦稱為「典型契
約」，我民法債編第二章各種之債中，所列的有名契約，計有：買賣、
互易、交互計算、贈與、租賃、借賃、雇傭、承攬等等；另外，其他法
律所規定的契約亦為有名契約，例如海商法所規定各種運送契約，保險
法所規定的保險契約，均屬有名契約。
上述有名契約以外，而法律未加以規定者，則稱為「無名契約」，或稱
為「非典型契約」，蓋世事萬變，法律有窮，法律所未規定的契約，只
要不違背公序良俗和其他強制法規（民法第71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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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2條：「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
在契約自由之原則下，當事人間可自由創設、約定成立新的契約種類，
這類契約常混合數個有名契約，因此，這類契約也稱為「混合契約」。
常見的無名契約有：簽帳卡契約、合建契約、代理店契約、廣告契約及
醫療契約。
契約自由為個人自主發展與實現自我之重要機制，並為私法自治之基礎，
除依契約之具體內容受憲法各相關基本權利規定保障外，亦屬憲法第22
條所保障其他自由權利之一種。惟國家基於維護公益之必要，尚非不得
以法律對之為合理之限制。



某甲(真正所有權人)用某乙的名義借名登記買了一塊土
地，在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中，出名人某乙得否以登記之
土地之為｢信託財產」，規避強制執行。
試問：此主張是否有效？

40

某甲(真正土地所有權人)

某乙(出名人)
(主張信託財產？)

債權人某丙

強制執行
借名契約
(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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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認為借名登記側重於兩造間信任關係，其內容不違反強行規定或公序良俗者，

或是無脫法行為的存在，該「借名登記」之無名契約，在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

除約內容另有約定外，自可類推適用民法上有關委任契約之相關規定。惟物權法並

無所的「借名登記」，基於物權法定主義，故基於借名登記關係而移轉不動產時，

其移轉之原因通常為「買賣」。此種關係之成立有一風險，即若出名人之債權人並

不知財產為借名登記者所有，而對該財產求償時，借名登無法以借名登記之法律關

係為抗。此可參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2年度上宇第145號民事判決:「信託法第12

條限制第三人行使權利，自不宜擴張解釋，故借名登記契約不得依信託法第12條之

法理，而認對於借名登記不得強制行。」
【相關條文】
◎民法第242條：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人本
身者,不在此限。

信託法第12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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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人某甲與受託人某乙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簽

約，約定A土地為信託財產，並以某甲為受益人。

試問：此約定是否有效？地政機關應如何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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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建築經理公司受理12名委託人之信託，辦理不動產相關信託業務。
試問：該建築經理公司得否為受託人?其辦理信業務之件數是否受有

限制?
原則上,本案例中之建築經理公司得擔任信託業務之受託人。但由於本問題中之
建築經理公司受理12名委託人之委託，擔任土地建物之受託人,已違反信託業法
第33條「非信託業不得辦理不特定多數人委託經理第16條之信託業務」之禁止規
定，蓋建築經理公司並未符合信託業法第2條規定,依信託業法經主管機關許可,
經營信託為業之機構，故建築經理司僅得受理特定不超過多數(即3件)之委託，
否則有違反信託業法第33條之規定，而依同法第48條規定，而有刑罰(違反第33條
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 。

非以經營信託為業之法人，因信託行為成立而為受託人，依其章程或登記之營
業項目所為之信託，除信託法第21條規定不得為受託人或公益信者外，由當事人
附具切結書聲明「非屬營業信託且無信業法第33條規定經營不特定多數人之信託
者」，地政機關得受理其信託登記之申請(內政部90年3月5日台內中地字第
9002764號函)。



不動產信託移轉契約書(公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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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登記應記載下列主要條款事項(自益信託)＊

1.信託目的：管理、處分信託土地及建物所有權。

前述管理處分，係指信託財產之出售、簽訂契約、收取買賣價金、出租、 收取租金、

向金融機關辦理抵押權貸款及設定抵押權、使用、訂立分管契約、參與都市更新、參

與區分建物所有權人會議、參與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申請建築起造房屋、修繕房屋、鑑界、

共有土地或建物標示之分割、合併、界址調整及調整地形……(想得出來的儘量寫)。

2.受益人姓名：張○豐 住址：屏東縣屏東市〇〇里〇〇路〇〇號

3.信託監察人姓名（無者免填）： 住址：

4.信託期間：自民國111年3月16日起至民國121年3月16日止計10年

5.信託關係消滅事由：以信託物所有權處分完竣。

6.信託財產之管理或處分方法：受託人依約管理、處分信託物所有權。

7.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人：張○豐。

8.其他約定事項：(1)詳如委託人與受託人訂立之信託私契(例如：受託人之責任、報酬、支付方式、變更

及解除方式、其他法律或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2)本契約未經委託人及受託人雙方同意，不得單方片面終止信託契約。
46



111年度信託所的得申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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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71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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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第111條：「法律行為之一部分無效者，全部皆
為無效。但除去該部分亦可成立者，則其他部分，仍
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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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契約中之部分目的無效，是否影響信託之成立？

試問：
1.信託有兩個以上目的，其中部分目的無效，而其他
目的有效之情形，如果該有效目的部分與無效目的部
分可以分離，則該有效目的部分，信託仍為有效？

2.但雖得以分離，如僅執行有效部分顯然違反委託人
設立信託之意旨時，信託仍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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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人某甲與受託人某乙簽約，信託契約內容約

定受益人某乙為唯一的受益人。

試問：此約定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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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人某甲欲成立遺囑信託

試問：遺囑信託其成立方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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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遺囑信託」，指委託人以遺囑方式委託受託人，為受益人的

利益而管理、使用、處分信託財產的信託。由於遺囑行為係屬單獨

行為，故遺囑信託亦屬單獨行為，委託人可以隨時撤回遺囑，使遺

囑信託不生效力，其亦不以受託人承諾管理、處分信託財產為該信

託之成立要件。換言之，遺囑信託行為僅依成立遺囑人之意思表示

為已足，無須受託人之同意，即可成立。但為使遺囑之信託行為有

效成立，應使遺囑為有效,亦即應符合民法第1189條至第1198條所定

之方式為之，故遺囑信託屬要式行為。誠如前述,遺囑信託之成立,

不以受託人之同意為要件，其與契約信託不同，需有當事人之合意。

故當受託人不接受或不能接受時，信託並非無效，除遺囑信託行為

另有訂定者外，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聲請法院選任受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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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立遺囑之前，立遺囑人應先就民法所定之遺囑種類，共計有五種

(1.自書遺囑、2.代筆遺囑、3.公證遺囑、4.密封遺囑、5.口授遺囑)

從中選擇適合自己的遺囑種類及作成方式來進行；依遺囑種類，若有

見證人時，應注意見證人之資格限制。

其實法律並沒有強制規定一般人在生前一定要書寫遺囑，亦無規定遺

囑一定要以上述何種方式作成，但為了避免日後繼承人對遺產分配產

生爭議或對遺囑真實性產生質疑，透過生前先規劃好遺產分配事宜之

遺囑作成，將可避免此類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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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書遺囑（最常見）
（一）要件：

自書遺囑者，應自書遺囑全文，記明年、月、日，並親自簽名；如有
增減、塗改，應註明增減、塗改之處所及字數，另行簽名（民法1190
條）。

（二）自書遺囑諮詢地政士辦理注意事項：
1.到場人：立遺囑人本人
2.應備文件：
（1）到場人之身分證、印章
（2）繼承人之證明文件（例如：戶籍謄本）
（3）遺囑內將提及相關財產之證明文件及其價值證明文件（例如：權狀、

謄本、稅單）
（三）重要說明：

1.應簽名者不能以蓋章代替，應親自簽名，理由乃在於可由筆跡鑑定得知
該簽名是否由遺囑人親自為之，以防止遺囑之偽造及變造。

2.「自書」指立遺囑人親自、直接書寫，如果以電腦打字方式為之，不生
自書遺囑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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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筆遺囑（常見）
（一）要件：

代筆遺囑，由遺囑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由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中之一人筆記、宣讀、講解，
經遺囑人認可後，記明年、月、日，及代筆人之姓名，由見證人全體及遺囑人同行簽名，遺囑人不能簽名者，
應按指印代之（民法1194條）。

（二）代筆遺囑諮詢地政士辦理注意事項：
1.到場人：立遺囑人本人及兩位見證人（兩位見證人，於辦理當日需全程在場；若無法找到適當之人為見證人，
亦可由地政士事務所提供見證人）；若由地政士代筆，則無須另尋代筆人

2.代筆人及見證人資格限制：
依民法第1198條規定，下列之人不得為見證人：
（1）未成年人 （2）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 （3）繼承人及其配偶或其直系血親（4）受遺贈人及其配偶或其直
系血親（5）為公證人或代行公證職務人之同居人、助理人或受僱人

3.應備文件：
（1）到場人之身分證、印章
（2）繼承人之證明文件（例如：戶籍謄本）
（3）遺囑內將提及相關財產之證明文件及其價值證明文件（例如：權狀、謄本、稅單）

（三）重要說明：
「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代筆遺囑須由遺囑人在所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均始終親自在場聽聞其親自口述遺囑
意旨下為之，遺囑人並須以言語口述，不得以其他舉動表達，倘事先撰擬遺囑文字，由見證人唸讀，遺囑人僅以
點頭、搖頭或「嗯」聲等或其他動作示意表達，而未以言語口述遺囑意旨者，均不得解為遺囑人之口述，以確保
並得為互證遺囑內容係出於遺囑人之真意，以防止他人左右遺囑之意思或誤解遺囑人之舉動（最高法院105年度
台上字第2326號民事判決）。



58

三、公證遺囑
公證遺囑，應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在公證人前口述遺囑意旨，由公證人筆記、宣讀、講
解，經遺囑人認可後，記明年、月、日，由公證人、見證人及遺囑人同行簽名；遺囑人不能
簽名者，由公證人將其事由記明，使按指印代之（民法1191條）。

四、密封遺囑（少見）
密封遺囑，應於遺囑上簽名後，將其密封，於封縫處簽名，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向公證
人提出，陳述其為自己之遺囑，如非本人自寫，並陳述繕寫人之姓名、住所，由公證人於封
面記明該遺囑提出之年、月、日及遺囑人所為之陳述，與遺囑人及見證人同行簽名（民法
1192條）。

五、口授遺囑（少見）
遺囑人因生命危急或其他特殊情形，不能依其他方式為遺囑者，得依左列方式之一為口授遺
囑（民法1195條）：
（一）由遺囑人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並口授遺囑意旨，由見證人中之一人，將該遺囑意

旨，據實作成筆記，並記明年、月、日，與其他見證人同行簽名。
（二）由遺囑人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並口述遺囑意旨、遺囑人姓名及年、月、日，由見

證人全體口述遺囑之為真正及見證人姓名，全部予以錄音，將錄音帶當場密封，並記

明年、月、日，由見證人全體在封縫處同行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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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新聞報導內容,張榮發的遺囑雖然是由第三人代寫,最

後再由張榮發親自在遺囑最末、密封每頁封縫處親自簽名，

但作成遺囑時,除有公證人親自見聞一切過程,還有二名以

上的見證人也在場,確認張榮發過程中的意識清楚,因此符

合民法1192條密封遺囑的要件。



某甲預立遺囑，欲將其全部遺產信託登記給某A，由某A
管理處分其遺產來照顧繼承人，並告知家屬他的遺願，
家屬看過某甲的遺囑之後沒任何意見。

某甲死亡後，家屬卻拒絕將某甲的遺產交付給受託人某A。
試問： 1.信託遺囑成立了嗎?

2.受託人某A該怎麼辦?

60

一、以某甲為委託人之遺囑信託已生效。

二、受託人某A得執某甲之遺囑，向法院訴請某甲之繼承人將該財產交付予某A。



某甲預立遺囑信託，將全部遺產都給了長年照顧他的長

男某A。

次男某B、三男某C，認為遺囑已經侵害了他們的特留分。

試問：某甲的遺囑信託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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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甲(委託人)將土地自益信託登記給某乙(受託人)，約定
存續期間為10年，但到了第5年時，某甲想終止信託關係，
故某甲寄了一封存證信函給某乙，希望某乙能會同一起申
請塗銷信託登記，惟某乙(受託人)卻置之不理。

試問：1.某甲中途終止信託契約是否有效？

2.某甲持憑該存證信函向地政機關申請塗銷信託

登記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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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甲(委託人)
(受益人)

某乙(受託人)

寄存證信函

自益信託



某甲(委託人)將土地他益信託登記給某乙(受託人)，約定
存續期間為10年，某丙為受益人。但到了第5年時，某甲
想終止信託關係，故某甲寄了一封存證信函給某乙及某丙，
希望某乙及某丙能會同一起申請塗銷信託登記，惟某乙
(受託人)卻置之不理。

試問：1.某甲中途終止他益信託契約是否有效？

2.某甲持憑該存證信函向地政機關申請塗銷信託

登記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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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甲(委託人) 某乙(受託人)

某丙(受益人)

他益信託

存證信函

存證信函



某甲(委託人)將土地他益信託登記給某乙(受託人)，約定存
續期間為10年，受益人是某甲的兒子小甲，但到了第5年時，
某甲死亡，故小甲寄了一封存證信函給某乙，希望某乙能會
同一起申請塗銷信託登記。

試問：1.他益信託之委託人某甲死亡，受益人小甲得否中途

終止信託契約？

2.小甲持憑該存證信函向地政機關申請塗銷信託

登記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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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證信函

某甲(委託人)
死亡

某乙(受託人)

小甲(受益人)

寄存證信函



某甲年紀漸漸年長，為了退休養老又能照顧唯一

的獨子，所以將不動產信託登記給某乙(受託人)，

指定受益人是自己及其獨子。

試問：這種｢自益兼他益｣信託的契約有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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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甲年紀漸長，買了一份人壽保險，保險受益人為其

兒子某乙，約定人壽儲蓄險保險金信託。保險公司定

期給付壽險金額給其獨子當作生活費。

試問：這種將｢保險金信託」的契約有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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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甲年紀漸長，買了一份醫療保險單或投資型保單，

受託人為了保險受益人(某甲自益)做保險理賠金的

財產規劃。

試問：1.這種將保單理賠金｢信託」出去理財契約是

否有效？

2.這種保單理賠金｢信託」為何要排除人壽保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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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法 第5條

信託行為，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其目的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者。

二、其目的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三、以進行訴願或訴訟為主要目的者。(例如：律師承攬業務)

四、以依法不得受讓特定財產權之人為該財產權之受益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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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法第 6 條
信託行為有害於委託人之債權人權利者，債權人得聲請法
院撤銷之。
前項撤銷，不影響受益人已取得之利益。但受益人取得之
利益未屆清償期或取得利益時明知或可得而知有害及債權
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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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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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法第 7 條
前條撤銷權，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一年間
不行使而消滅。自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

試問：「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應如何認定？

96年9月26日信託登記 97年1月7日向地政機關調閱資料 97年10月3日提起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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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信託行為有害於委託人之債權人權利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前條撤銷權，

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 1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

信託法第6條第1項、第7條定有明文。而參諸民法第197條之立法技術，信託法第7條

所定「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之知悉，應指明知而言（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

第1428號判例參照）。上訴人徒以系爭信託登記業經完成，具有公示外觀，即被上

訴人知悉，尚難逕採。且本件被上訴人主張其於97年1月7日向地政機關調閱系爭土

地登記資料時，始發現系爭土地已於96年9月26日由乙〇信託予丙〇,並於同年月28

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等語，據其提出土地登記申請書乙份為證，依其上決行戳印日

期為97年1月7日，自堪信為真實，被上訴人於97年10月3日提起本件訴訟，行使信法

第6條第1項之未逾1年。而上訴人復未能提出其他事證足資證明被上訴人登記完當時

即明知本件信託，則上訴人以本件起訴登記時間逾1年，而稱被上訴人已逾信託法第

7條除斥期間云云，洵無可採(臺灣高等法院98年度上易字第518號民事判決)。
【相關條文】
民法第197條
因侵權行為所生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
時起,逾十年者亦同。
損害賠償之義務人，因侵權行為受利益，致被害人受損害者，於前項時效完成後，仍應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
返還其所受之利益於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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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法第 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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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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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託人 第1順位受託人： 某甲一
第2順位受託人： 某甲二
第3順位受託人： 某甲三



如果受託人死亡
如何辦理塗銷信託登記？

(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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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法第 9 條

受託人因信託行為取得之財產權為信託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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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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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問：受託人某甲得否將信託財產出售給信託
關係消滅時之歸屬權利人？

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
(歸屬權利人)

出售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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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問：委託人某甲，將農地 興建一棟農舍，
該農舍是否屬於信託財產？

委託人
(有無農民資格)

受託人
(有無農民資格)

信託土地

(興建農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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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受託人死亡時，信託財產是否得由其繼承人繼承?

一、按「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或為其他處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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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託人不得以任何名義,享有信託利益。」分別為信託法第1條、第34條前段
所明定，準此，信託關係之成立，除受託人須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
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積極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義務外，尚須有委託人將
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予以受託人,但因信託財產有其獨立性,故信託登
記後受託人僅為名義上之所有權人。

二、復依同法第10條規定，受託人死亡時，信財產不屬於其遺產。
三、綜上，信託財產既不屬其遺產，且信託登記後，受託人僅為名義上之所有

權人，是以，該信託財產即不應屬受託人所有。是以，前揭所述情形均不
納入個人所有土地及房屋價值計算範疇(內政部97年10月1日台內社字第
097016197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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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問:受託人某甲因欠繳信託土地之地價稅及信託房屋之房屋稅，
稅捐稽徵機關得否就該信託土地及房屋移送強制執行?

按信託法第12條第1項規定:「對信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但·⋯因處
理信事務所生之權利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所稱
「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包括因修繕信託財產之房屋所負
擔之修繕費或因信財產所生房屋稅或地價稅。故信託關存續中信
託財產所生之地價稅、房屋稅，受託人不繳納者，稅捐稽徵機關
自得對欠稅之信託財產強制執行。
又信託關存續中信財產所生之地稅或房屋稅，依土地稅法第3條之
1第1項及房屋稅條例第4第5項規定，以受託人為納稅義務人，而
該納稅義務人對於應納稅捐逾期末繳，稅捐機關亦得執行受託人
之自有財產取償(財政部91年3月27日台財稅字第0910451666號函
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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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某A，於90年3月16日辦理信託登記予受託人某甲，
因該土地所衍生之地價稅受託人未繳納，稅捐稽徵處遂移送執行
處執行，執行處於應執行之金額內，對受託人某甲於銀行之存款
為執行，甲對於該執行不服而聲明異議。
試問：對於信託財產所生之地價稅，稅捐機關得否就受託人某甲

之自有財產執行？

按信託關係存續中信託財產所生之地價稅依土地稅法第3條之1第1項規定，
係以受託人為稅義務人，受託人未繳納者，得就受託人之自有財產強制執
行(參照法務部91年4月3日法律字第0910012048號釋意旨)。又義務人之財
產為債權人債權之總擔保，債權人對於義務人財產有選擇執行之權，義務
人不得任意以特定財產強供執行(參照司法院院字第1581號解釋意旨)。系
爭地價稅固為前開受託土地所生，惟依據首揭法務部函釋及司法院解釋意
旨,執行機關執行系爭地價稅，得就受託人即異議人之自有財產執行，且異
議人之財產為移送機關債權之總擔保,異議人不得任意以某特定財產強供執
行。(法務部行政執行署91年12月17日91年度署聲議字第78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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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甲起訴請求某乙給付新台幣100萬元，於108年3月1日獲勝訴判決
確定。拒於同年5月1日將其所有之A屋信託移轉登記於某丙，但受
益人仍為某乙。甲於同年10月1日聲請對A屋強制執行，得否准許?

108.3.1勝訴

【說明
按對於金錢債權之執行標的，僅限於開始實施強制執行時屬於債務人所有之財
產。至於以前曾屬於債務人之財產,但強制執行時已屬於第三人者，不得對之
強制執行。查A屋於甲聲請強制執行時，業經乙依信託契約移轉登記為丙所有，
使之成為該屋之權利人，乙已非A屋之法律上所有權人，某甲自不得對A屋聲請
強制執行(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0年法律座談會民事執行類提案第6號)。

某甲 某丙

108.10.1
強制執行

108.5.1
信託 A屋

某乙
金錢100萬



申請塗銷信託，登記事由及登記原因為何？是否需查
欠稅？

登記事由：信託塗銷登記

登記原因：1.自益信託：塗銷信託

土地權利於委託人與受託人間，因信託關係之消滅或其他原因

而回復至原委託人所有時所為之登記。

2.他益信託：信託歸屬

土地權利因信託關係消滅而移轉予委託人以外之歸屬權利人時

所為之登記。

仍應辦理查欠作業：塗銷信託登記係指土地權利因信託關係消滅，信託財產回
復至委託人所有時向該管登記機關申請權利變更所為之登記，其既屬土地權利
變更範疇，依土地稅法第51條及房屋稅條例第22條規定，土地及建物塗銷信託
登記，仍應辦理查欠作業。（內政部92年3月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20002809號
函、財政部92年2月20日台財稅字第0920451443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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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違反民法第106條規定？

1.未成年子女將其所有之不動產信託移轉於其母親，因限於民法第106條禁止

自己代理之規定，其父親得依民法第1089條規定單獨行使法定代理權，會

同受託人辦理信託登記。（內政部99年6月1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90724588

號函）

2.受託人就受託之信託財產與自己財產與他共有人共同申辦共有物分割登記，

無違反民法106條雙方代理之規定。惟信託財產因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致信

託標的變更，自應於取得後之信託標的，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30條規定，於

所有權其他登記事項欄記明信託財產及委託人身分資料，信託內容詳信託

專簿。（內政部92年2月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2000086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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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範圍以贈與方式申請移轉登記，區分建
物則以信託方式同時移轉辦理移轉予同一人，是否符合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係為落實「建物基地權利一體
化」之政策。而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移轉或為其他處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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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揭所詢事項，雖因信託財產之受託人與因贈與取
得所有權兩者為同一人，惟其性質分別為「自有財產」與「信託財
產」，其性質有別，故區分所有建物以信託移轉而其基地以贈與移
轉登記予同一人時，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不符，登
記機關應不予受理登記。（內政部91年9月10日台內中地字第
091008508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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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信託，指遺囑人以遺囑，將其財產之全部或一部為受益
人利益或特定目的設立之信託稱遺囑信託，遺囑信託屬單獨
行為。

因此，遺囑人生前與他人訂立契約，以其死亡為條件或始期
而設立之信託，非屬遺囑信託；

而在遺囑人死亡之後，繼承人或遺囑執行人依遺囑，與受託
人簽訂契約設立之信託，亦非遺囑信託。（內政部89年5月3
日台內中地字8908199號函）

87



有關委託人申辦信託登記並附自書遺囑，倘信託契約條款內
容並無不明確或不符合信託要件，登記機關毋需審認遺囑內
容，自得准予受理登記。

日後因委託人死亡而辦理信託歸屬受益人變更登記時，再審
查該遺囑是否符合民法規定再據以辦理登記，

如不符合民法要件，依信託法第65條規定，以全體繼承人為
財產歸屬人。（內政部99年9月9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04841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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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名義人將其已辦竣預告登記之不動產申辦信託登記，仍應先
辦理塗銷預告登記，再辦理信託登記。（內政部107年9月11日台
內地字第1070064039號函）

非以經營信託為業之法人，因信託行為成立而為受託人，依其章
程或登記之營業項目所為之信託，除信託法第21條規定不得為受
託人或公益信託者外，由當事人附具切結書聲明非屬營業信託且
無信託業法第33條規定「經營不特定多數人之信託」者，地政機
關得受理其信託登記之申請。（內政部90年3月5日台內中地字第
9002764號函、內政部103年3月19日台內地字第103010052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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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保留地申辦信託登記，其受託人應具原住民身
分。（內政部90年9月28日台內中地字第9083448號函）

農舍與其坐落用地併同辦理移轉時，其承受託人資格
應符合無自用農舍條件，故信託財產之受託人應無自
用農舍，以符農業發展條例立法精神。（內政部98年
10月1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80050813號函）

委託人於辦竣信託移轉登記前死亡，該財產仍應列入
遺產課稅。(財政部92年10月27日台財稅字第
092006210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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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之委託人為不同之自然人，其所信託之財產雖為
同一地號土地，惟係各以其所有權之應有部分信託並
分別與受託人訂定信託契約，各自移轉其財產權，自
可依其所訂信託契約書分別申請信託移轉登記，故登
記機關應以分開登記次序並分別發給所有權狀方式辦
理。（內政部92年10月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20084443號函）

農業發展條例89年修法後取得之農地興建農舍申請信
託登記時，仍應受該條例第18條第2項規定滿5年始得
移轉之限制。（內政部103年8月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3603674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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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機關已辦理自益信託之土地，受託人不可將土地贈與
他人。（內政部92年9月9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20014033號
函、法務部92年8月20日法律字第0920031754號函）

受託人就受託之信託財產與其自有財產與他共有人共同申
辦共有物分割登記，無違民法第106條禁止雙方代理之規
定，惟信託財產因辦理共有物分割致信託標的變更，自應
於取得後之信託標的，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30條規定，於
所有權其他登記事項欄記明信託財產及委託人身分資料，
信託內容詳信託專簿。（內政部92年2月6日內授中辦地字
第092000086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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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財產因受託人變更，應由新受託人會同委託人申請受託人
變更登記。前項登記，委託人未能或無須會同申請時，得由新
受託人提出足資證明文件單獨申請之，未能提出權利書狀時，
準用土地登記規則第128條第2項規定。（土地登記規則第129
條）

受託人死亡時，信託財產既不屬其遺產，受託人之繼承人並未
因繼承而取得信託財產之所有權，債權人不得代位申辦已歿受
託人所管信託財產繼承登記。（內政部107年11月26日台內地
字第107045300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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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囑託查封信託財產，登記機關應依法院函囑辦理登記，
惟為求慎重起見，宜將不動產業已辦理信託登記情形通知
該執行法院。（內政部91年8月5日台內中地字第
0910011390號函）

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囑託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檢察官、
稅捐稽徵機關函囑禁止處分信託財產，登記機關應於登記
完畢後，將執行標的已辦理信託登記情形通知法院、行政
執行分署、檢察官或稅捐稽徵機關。（限制登記作業補充
規定第2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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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財產利益與受託人利益無衝突時，如受託人於登記
申請書內切結「所受託之信託財產利益與受託人利益確
無衝突」，則同一不動產標的之抵押權人得擔任信託行
為之受託人。（內政部94年10月2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40053723號函）

信託契約書所載，受託人享有信託財產之孳息以外信託
利益之權利(本金受益人)，即受託人享有之信託利益幾
乎等於信託財產，與信託法第34條及第1條規定之意旨不
符。(法務部94年9月29日法律字第094003438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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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囑託查封信託財產，登記機關應依法院函囑辦理登記，
惟為求慎重起見，宜將不動產業已辦理信託登記情形通知
該執行法院。（內政部91年8月5日台內中地字第
0910011390號函）

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囑託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檢察官、
稅捐稽徵機關函囑禁止處分信託財產，登記機關應於登記
完畢後，將執行標的已辦理信託登記情形通知法院、行政
執行分署、檢察官或稅捐稽徵機關。（限制登記作業補充
規定第2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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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益信託之委託人死亡，如信託關係未終止，應由其繼承人
依法繳納遺產稅後，由全體繼承人會同受託人依土地登記規
則第133條規定申辦信託內容變更登記，並由地政事務所於地
籍資料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原受託人因死亡而繼
承，依00年00月00日收件00字00號申請信託內容變更，詳信
託專簿。」。（內政部93年7月2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010200號函）

自益信託之委託人於信託關係存續中死亡，得由部分繼承人會
同受託人辦理受益人變更為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內政部
107年5月28日台內地字第1071303617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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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益信託之委託人(即受益人)於信託關係存續中死亡，除信

託行為另有訂定信託財產之歸屬人外，經委託人之繼承人與

受託人合意消滅信託關係者，應由其繼承人依法申報(繳納)

遺產稅後，由全體繼承人會同受託人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28

條、第133條規定申辦信託內容變更登記及塗銷信託登記(即

塗銷信託至委託人之繼承人所有)；又為達簡政便民，亦得

檢附信託內容變更相關文件簡併以1件塗銷信託登記辦理。

（內政部104年5月14日台內地字第104041657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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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益信託之委託人於信託關係存續中死亡，由全體繼承人依法分

割協議該受益權者，其信託關係之終止，得由分割協議取得全部

信託利益之繼承人會同受託人依土地登記規則第第128條、第133

條規定辦理信託內容變更登記及塗銷信託登記；又為達簡政便民，

亦得檢附信託內容變更相關文件簡併以1件塗銷信託登記辦理。

（內政部108年11月6日台內地字第1080144325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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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登記條款約定受益人為委託人(自益信託)，信託關係
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人不得為受託人之一。（內政部
94年10月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400528950號函、法務部94
年9月29日法律字第0940034383號函）

他益信託中委託人於存續期間死亡，受託人及受益人得依
信託登記案附信託契約書以外之私契約定事項，由受託人
及受益人共同終止信託關係。（內政部106年3月31日台內
地字第1060411165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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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已辦理信託登記之土地，委託人及受託人會同申請塗銷

信託，其檢附證明信託關係消滅之文件（塗銷信託同意書），

自應由委託人會同受託人立書後始得受理登記。（內政部91

年4月19日台內中地字第0910005403號函）

自益信託之委託人除信託契約另有約定外，得檢附其通知受

託人終止信託關係之存證信函單獨申請塗銷信託登記。（內

政部95年12月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054524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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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契約有特別約定，非經第三人及受託人同意，不得終

止契約者，自益信託之委託人即不得片面終止信託契約，

單獨申請塗銷信託。（內政部96年7月10日內授中辦地字

第0960047989號函）

例如:於信託契約書 第(15)欄 信託主要條款內

8.其他約定事項：(1)非經受託人同意不得變更受益人。

(2)非經雙方同意不得終止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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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登記應繳相關稅賦(及納稅義務人)

稅賦種
類

信託 受託人
變更

信託取得 塗銷信託 信託歸屬

契約 遺囑

自益信託 他益信託 他益

增值稅 不課徵 不課徵 不課徵 不課徵 出賣人 不課徵 受益人

契稅 不課徵 不課徵 不課徵 不課徵 受託人 不課徵 受益人

遺產稅 - - 受益人 - - - -

贈與稅 不課徵 委託人 不課徵 - - 不課徵 不課徵

印花稅 -   -  - -

登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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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問：稅捐稽徵機關是否為信託法第6條之債權人？

104

信託登記

信託之前所欠稅款 信託之後所欠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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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信託法第12條第1項規定:「對信財產不得強制執行。⋯」核其立法意旨，因託信
託財產名義上雖屬受託人所有，但受託人係為受益人之利益管理處分之，故受託
人之債權人對信託財產不得為強制執行。至於委託人之債權人信託財產亦不得對
信託財產為強制執行，因信託財產移轉為受託人所有後，該財產形式上已屬受託
人財產而非委託人財產，是委託人之債權人當然不得對已登記為受託人名義之財
產聲請強制執行(臺灣高等法院90年度抗字第2444號裁定參照)。惟為防止委託人
藉成立信託脫產，害及其債權人之權益，信託法參考民法第244第1項之規定，對
該法第6條第1項規定信託行為有害於委託人之債權人權利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
撤銷之，以保障委託人之債權人,並期導引信託制度於正軌。
本件納稅義務人欠繳稅捐,經稅捐稽徵機關通知繳納，繳款通知書業經合法送達，
逾期未繳，於繳款期限屆至後，將所有土地乙筆信予受託人，並已辦妥財產權移
轉登記，似已符合上開撤銷權之行使要件，稅捐稽徵機關自得聲請法院撤銷此一
信託行為。至稅捐稽徵機關行使其撤銷權時，亦請一併注意同法第7條關於撤銷權
行使除斥期間之規定。又上揭「對信財產不得強制執行」，解釋上包括假扣押、
假處分(「法務部信託法研究制定委員會第21次會議紀錄」第221頁參照收錄於
「法務部信法研究制定資料彙編(一)」)。從而，稅捐稽徵機關似不得依稅捐稽徵
法第24條規定，對信託財產為假扣押(法務部90年12月21日法律字第04048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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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因信託財產所欠繳之地價稅或房屋稅得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

納稅義務人欠繳因信託財產所生應納之房屋稅與地價稅，稅捐稽徵機

關得否就該信託財產移送強制執行乙節，經洽據法務部（信託法主管

機關）95年1月26日法律字第0950002187號函復略以：「…按信託法第

12條第1項規定：『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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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因處理信託

事務所生之權利』包括因修繕信託財產之房屋所負擔之修繕費或因信

託財產所生之房屋稅或地價稅。故信託關係存續中信託財產所生之地

價稅、房屋稅，受託人不繳納者稅捐稽徵機關自得對欠稅之信託財產

強制執行。」（財政部95/02/17台財稅字第0950450973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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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信託關係存續中信託財產應納之房屋稅受託人未繳得否
就其自有財產強制執行釋疑

法務部91年4月3日法律字第0910012048號書函
主旨：關於信託關係存續中信託財產所生之地價稅、房屋稅，受託人未繳納者，稅捐稽徵機關得否
就受託人（除信託財產外）之自有財產移送強制執行機關為強制執行疑義一案，復如說明二。說明：
二、案經轉據財政部91年3月27日台財稅字第0910451666號函略以：「信託關係存續中信託財產之
地價稅或房屋稅依土地稅法第3條之1第1項，及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5項規定，係以受託人為納稅義
務人，而該納稅義務人對於應納稅捐逾期未繳，依稅捐稽徵法第39條規定移送強制執行時，依行政
執行法第11條規定得就納稅義務人之財產強制執行，而該納稅義務人（即受託人）之財產自應包括
自有財產在內。又依信託法第39條規定：『受託人就信託財產或處理信託事務所支出之稅捐、費用
或負擔之債務，得以信託財產充之。前項費用，受託人有優先於無擔保債權人受償之權。……』，
同法第40條及第41條對受託人就信託財產所支出之稅捐等費用，亦訂有得向受益人求償及受償之權
利未獲滿足前，得拒絕將信託財產交付受益人等保障規定。綜上，受託人依上揭規定既為納稅義務
人，且其就信託財產所支出之稅捐得以信託財產充之，並有求償之保障規定，信託法如無不得就納
稅義務人（即受託人）之自有財產強制執行之例外規定時，似不宜將納稅義務人（即受託人）之自
有財產排除於得強制執行財產範圍外，以維稅捐之徵收。」本部贊同財政部之上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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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遺囑信託符合要件准依土地稅法第9條及房屋稅條例第5條
規定按自用用稅率課徵地價稅及房屋稅

以土地及其地上房屋為信託財產之遺囑信託，於生效時及信託關
係存續中，受益人為委託人之繼承人且為其配偶或子女，該房屋
供受益人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居住使用且不違背該信託目的，
信託關係消滅後，信託財產之歸權利人為受益人者，該受益人視
同房地所有權人，於信託關係存續中，如屬該土地其他要件符合
土地稅法第9條及第17條規定，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如該地上房屋其他要件符合房屋稅條例第5條第1項第1款及「住家
用房屋供自住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認定標準」第2條規定，准按
住家用房屋供自住使用稅率課徵房屋稅。(財政部110年1月4日台財
稅字第10900652180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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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教會將免稅房地信託移轉他人，拆除改建前如仍
供該教會公開傳教佈道使用准予繼續免徵地價稅

財團法人○教會原所有經依房屋稅條例第15條第1項第3
款及土地稅減免規則第8條第1項第9款規定核准免稅之房
地，為參與都市更新，以該房地為信託財產，與受託人
簽訂自益信託契約，將該房地信託移轉與受託人，於拆
除改建前，如經查明該房地仍供該教會公開傳教佈道使
用，且與信託目的無違者，參據本部93年1月27日台財稅
字第0920454818號令規定自益信託委託人視同土地所有
權人之意旨，准予繼續免徵房屋稅及地價稅。（財政部
103/07/03台財稅字第1030007308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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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房屋拆除改建將原自住用地信託移轉與受託人之自益信託

得申請適用自住用地稅率

原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之土地，委託人基於地上房屋

拆除改建之目的，而將其土地所有權信託移轉與受託人之自益信

託，准依本部93年1月27日台財稅字第0920454818號令按自用住

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之案件，仍應依土地稅法第41條規定提出

申請。（財政部97/04/16台財稅字第0970401333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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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經法院判決撤銷原信託行為並塗銷信託登記回復原所有權人名義登記
時免查欠

信託土地，經法院判決將該土地以信託為登記原因之移轉登記塗銷，於辦理
回復原所有權人名義登記時，應否依土地稅法第51條第1項規定辦理查欠一
案。說明：二、本部92年2月20日台財稅字第0920451443號令規定係指信託
所定事由及信託目的完成，受託人與委託人間因信託關係消滅，向地政機關
申請塗銷信託登記時，仍宜查欠始得辦理登記，與本案經法院判決撤銷原信
託行為，並將系爭土地以信託為登記原因之移轉登記塗銷，申請判決回復所
有權登記有別。三、信託土地因法院判決撤銷原信託行為，並將系爭土地以
信託為登記原因之移轉登記塗銷，經向地政機關申請依據上開確定判決辦理，
並回復為原所有權人○君名義，且該回復所有權係溯自○君原取得日者，應
將該土地之納稅義務人名義回復為○君，其信託期間之地價稅，並應向○君
補徵；該土地於辦理回復○君名義登記時，免依規定辦理查欠作業。（財政
部96/10/08台財稅字第0960032518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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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土地塗銷信託登記仍應辦理查欠作業

欠繳土地稅之土地，在欠稅未繳清前，不得辦理移轉登記或

設定典權，為土地稅法第51條第1項所明定。另依內政部92年

1月1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20000598號函說明二：「查塗銷信

託登記，係指土地權利因信託關係消滅，信託財產回復至委

託人所有時向該管登記機關申請權利變更所為之登記。」其

既屬土地權利變更範疇，依上開規定，土地塗銷信託登記，

仍應辦理查欠作業。（財政部92/02/20台財稅字第

0920451443號令）



113

要旨：自益信託土地委託人於信託關係存續中死亡受託人移轉該信託土地給委託
人繼承人時不課徵土增稅補充說明

自益信託土地，委託人於信託關係存續中死亡，其繼承人終止信託及申辦塗銷登
記，受託人移轉該信託土地與該繼承人時，應如何課徵土地增值稅一案。
說明：按法務部103年6月26日法律字第10303507640號函略以，自益信託之委託
人死亡時，倘其信託關係依信託目的，不因委託人死亡而消滅，於其繼承人未終
止信託關係前，其信託利益應由受益人之繼承人享有。又按信託法上所稱之委託
人係指創設信託之人，自益信託之委託人死亡後，其繼承人依信託法第63條規定
終止信託，致信託關係消滅時，其繼承人依同法第65條及民法第1148條第1項規
定，承受委託人之信託利益並取得信託財產，換言之，繼承人取得受益人之地位。
本案自益信託之委託人死亡，由全體繼承人協議該委託人之信託利益由部分繼承
人取得，並會同受託人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33條規定申辦信託內容變更登記，該
部分繼承人即取得受益人（同委託人）之地位，嗣其與受託人同意終止信託，受
託人移轉自益信託土地與該繼承人時，應按土地稅法第28條之3第3款規定不課徵
土地增值稅。（財政部賦稅署104/10/14臺稅財產字第1040403536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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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受託人有償移轉信託土地時應對其課徵土增稅

受託人就受託土地，於信託關係存續中，有償移轉所有權時，

依土地稅法第5條之2第1項規定，應以受託人為納稅義務人，

課徵土地增值稅。嗣後於核課期間內發現有應補徵之土地增

值稅，縱使信託關係業已消滅，仍應向納稅義務人（即受託

人）補徵之。（財政部94/12/23台財稅字第09404588390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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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土地重劃後成立信託受託人再移轉予他人時應有減徵之適用

經重劃之土地，於重劃後因成立信託而移轉與受託人，受託人於信

託關係存續中，移轉該受託土地課徵土地增值稅時，應有土地稅法

第39條第4項規定減徵土地增值稅40％之適用。（財政部93/09/09

台財稅字第093045362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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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土地因信託申辦移轉登記無需申報移轉現值惟應
查欠

土地所有權因信託行為成立，而依信託法第1條規定，

由委託人移轉與受託人，申辦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案件，

無需先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惟仍應依法

辦理查欠作業，檢附無欠稅（費）證明文件，憑向地政

機關辦理移轉登記。（財政部86/12/18台財稅第

86193163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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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重購自住用地後辦理自益信託如符要件仍可辦理退稅

土地所有權人重購自用住宅用地後辦理自益信託，如該地上房屋仍供

委託人本人、配偶、或其直系親屬做住宅使用，與該土地信託目的不

相違背且其他要件符合土地稅法第9條、第35條相關規定者，其申請依

土地稅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規定退還土地增值稅時，參照本部93年1月

27日台財稅字第0920454818號令規定，准予辦理退稅；重購土地已退

還土地增值稅者，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5年內辦理自益信託且符合

前述規定者，核與同法第37條所稱再行移轉或改作其他用途之情形有

別，免依該條規定追繳原退還稅款。（財政部93/07/28台財稅字第

0930451957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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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土地於塗銷信託登記後出售其１年內無供營
業或出租之認定標準

信託土地，於辦竣塗銷信託登記回復原土地所有權

人名義後未滿1年即再行出售，申請按自用住宅用

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有關其出售前1年內有無

供營業使用或出租之認定，應以出售日之前1日起

往前推算之1年期間為準。（財政部93/03/04台財

稅字第0930451238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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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信託土地無自用住宅用地稅率之適用

信託土地，於信託關係存續中，其土地所有權依信託法第1條規

定，應移轉與受託人，並由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

或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其與土地稅法第9條及第34條有關

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應以土地所有權人所有，

並確供該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自己居住使用之規定

及立法意旨，尚有不符。故信託土地，於信託關係存續中由受託

人持有及移轉時，應無上述土地稅法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

增值稅規定之適用。（財政部91/05/01台財稅字第0910452561號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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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移轉一站式服務跨機關介接(地方稅)執行事宜會議紀錄

陸、結論：
本案係民眾於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網站申報土地增值稅、契稅，後續申請土地
或建物移轉登記時，如地政(登記)機關透過該財稅收件編號所介接資料確認已
完稅者，得免檢附紙本稅單（繳款書、免稅或不課徵證明書）之簡化措施，規
劃如下：
(一)原則於111年5月正式推動，本部將另函請各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配

合辦理。
(二)相關地方稅之繳納狀態，地政(登記)機關得以上開系統介接資料方式替代

紙本收款章。又依跨機關介接試辦第四次聯合工作會議紀錄提案三所示，
為解決拋轉繳納註記予地政機關之時間差，請加強宣導民眾使用地方稅網
路申報作業網站連接Paytax之傳送方式，又倘繳納狀態資料如未能及時接
收，各地政(登記)機關仍得本職權依行政程序法第19條或依自行訂定之聯
繫規範向所轄稅務機關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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