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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契約特色都是登記名義人並非實際享有所有權利益之人，此類契約動機為何？
效力為何？如何保障真正權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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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上的登記制度

▪ 民法上有關「登記」的條文

▪ 1.法人登記（民法第30條以下，包含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

▪ 2.不動產物權移轉登記（第426-2條、第758條取效登記、第759條宣示

登記、第759-1條：「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

利」）。

▪ 3.承攬報酬為抵押權登記（第513條）。

▪ 4.地上權地租之登記（第836條、第836-1條）。

▪ 5.地上權契約之約定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第838條）。

▪ 6.區分地上權約定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第841-2條）。

▪ 7.農育權約定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第850-3條）。

▪ 8.抵押權次序及次序拋棄依登記定之（第865條、第870-1條）。

▪ 9.最高限額抵押權轉為普通抵押權之登記（第881-13條）。

▪ 10.權利質權之登記（第906-1條）。

▪ 11.典權之絕賣條款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第913條）。

▪ 12.登記為結婚、離婚生效要件（第982條、第1050條）。

▪ 13.夫妻財產之登記（第1008條）。

▪ 14.收養登記（第1078條）。

（一）民法為何要設

立登記制度？

（二）登記的法律效

果？



透過公示登記制度保障動態的交易安全

一屋可不可以二賣？
債之相對性

▪ 案例：甲向A簽約以2500萬購
買A所有位於美術館第一排房
屋一棟，並已搬進入住，簽約
一週後因輕軌開通利多因素，
美術館房價大漲，於過戶系爭
土地之前，如乙持3500萬向A
購買系爭房屋，A、乙簽約並
將房屋移轉過戶。試問：甲能
否主張A、乙間契約、移轉登
記無效？

無權處分的效力？
物權的絕對性

▪ 案例：甲為逃避債權人之求償，
遂將所有位於文化中心豪宅以
通謀虛偽假買賣方式賣給好友
乙，惟乙在完成所有權登記後，
將土地出賣並移轉登記給不知
情之丙，試問丙得否取的所有
權？



一屋可不可以二賣？
債之相對性

甲（債權契約）

A 乙（債權+物權）

▪ 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138號判例

▪ 最高法院83年台上第3243號判例

買賣契約僅有債之效力，不得以之對抗契約以
外之第三人。因此在二重買賣之場合，出賣人
如已將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與後買受人，
前買受人縱已占有不動產，後買受人仍得基於
所有權請求前買受人返還所有物，前買受人即
不得以其與出賣人間之買賣關係，對抗後買受
人。

▪ 結論：債權契約的順序不重要，僅有相對性

▪ A的民、刑事責任

案例：甲向A簽約以2500萬
購買A所有位於美術館第一
排房屋一棟，雙方約定兩週
後辦理移轉所有權登記並已
讓甲搬進入住，簽約一週後
因輕軌開通利多因素，美術
館房價大漲，於過戶系爭土
地之前，如乙持3500萬向A
購買系爭房屋，A、乙簽約
並將房屋移轉過戶。試問：
甲能否主張A、乙間契約、
移轉登記無效？



無權處分的效力？
物權絕對性甲 債權行為 乙

物權行為

丙（善）

▪ 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民法第87條。

▪ 乙的處分是無權處分。

▪ 出現「名」≠「實」的情況

▪ 民法第759-1條。

▪ 土地法第43條-絕對效力

案例：甲為逃避債權人之
求償，遂將所有位於文化
中心豪宅以通謀虛偽假買
賣方式賣給好友乙，惟乙
在完成所有權登記後，將
土地出賣並移轉登記給不
知情之丙，試問丙得否取
的所有權？



取效登記與宣示登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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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法第759條：「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
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

→被繼承人死亡時

→領得權利移轉證書時（強97）

→補償金發放完竣時（土235）

→形成確定判決時

→其他：出資興建完成建築物

▪ 內部約定的公示→對抗第三人（債權物權化）



民法759條與土地法第43條間的衝突-公示原則的貫徹

▪ 案例：甲因判決而取得乙名下A地，然A地於判決後移
轉登記給甲前，經乙以登記名義人地位與丙締結A地買
賣契約並完成移轉登予善意之丙，請問丙是否取得所有
權？

▪ 以公示原則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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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無論是設權登記或是宣示登記，
在「名」≠「實」的情況下，法律選擇保
障公示外觀及公信原則，以維護動態的交
易安全



借名登記-打開潘朵拉的盒子

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
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
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在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
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固應賦予無名
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



借名登記實務見解的轉變

▪ （一）早期實務見解：

借名登記契約在當事人內部間是否有效，早期最高法院多認為
借名登記契約屬於消極信託的脫法行為，構成通謀虛偽意思表
示而無效。

▪ （二）現今穩定見解

現今最高法院多認為，只要借名登記契約之「目的或內容無強
制、禁止規定或悖於公序良俗，且原因正當」時，依契約自由
原則，應屬有效。

▪ （三）影響

從「無效」轉為「附條件有效」帶給登記制度之衝擊-登記所
有權人並非實際所有權人。



借名登記與信託登記之區辨

借名登記

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
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
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
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
契約。

信託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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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名登記的目的
實務見解認為借名登記為附條件有效的無名契約，所以當一般人違反經
濟理性將所有財產登記於他人名下時，會特別審酌契約目的與動機

動機正當：
為了辦理低利貸款（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105年度訴字第374號）、節省汽車保
費（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104年度上易字第791號）、登記廟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民事判決103年度訴字第2178號）、避免地價稅之累進課徵、或為了迴避限制每人持
有土地面積上限的規定、或基於父女情誼而借用名義登記不動產，尚屬正當原因。

動機不正當：
為了規避舊土地法第30條第1項私有農地所有權移轉之承受人以自耕者為限的規定，則
屬不正當原因（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879號判決）



借名登記契約以「脫產」為目的是否為不當動機？

▪案例：A銀行為甲之債權人，甲、乙為
夫妻，甲積欠A銀行卡費未還，於後甲
在銀行取得對其債權確定判決前，將名
下之不動產賣給同樣有積欠甲款項的丙，
其後丙因無力繳納房屋價金，便將房屋
返還登記給乙，試問A銀行應該如何處
理？

（101年花簡第51號、104年花簡第280號）



脫產是否算不當目的

花旗：將乙、丙列為被告主
張民法第244條詐害債權，
請求撤銷，B請求塗銷乙、
丙間所有權移轉登記。敗訴

台新：主張甲、乙之間為借
名登記契約，A代位甲項乙
主張返還所有物並移轉所有
權登記。

勝訴

A銀行

B銀行

甲 乙

丙



隱含的問題：脫產是否影響借名登記契約效力？

士林地院104年訴字第981號判決
何況借名登記契約本係法之所許，前開刑法第356條所禁止者，
僅出於損害債權動機與目的而為之所有權移轉行為，揆之上開說
明，應認該條係屬取締規定而非效力規定，故原告以此主張被告
2人間關於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違反禁止規定而無效，亦有未
洽。

刑法第356條：「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處
分或隱匿其財產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借名登記在訴訟上
應該如何證明

▪借名登記契約

舉證責任應由主張借名登記之人負
擔（可行的方式：切結書、公證；
避免被處分的方式：抵押登記、預
告登記）

▪出資金流

▪實際使用收益

▪保管財產證明文件

(98台上1048、101台上741、103台上2069)



借名登記契約的重要

▪ 甲父於民國52年間以工作所得及貸款金額購置房地產，辦
理房地過戶登記時，因念及自己百年後所購置房地亦要由
子女繼承，所以於代書分析稅捐利弊後，為避免將來子女
需繳納高額遺產稅，遂將房地登記於11歲乙及12歲丙之名
下（持份各1/2），多年來甲父持續繳納貸款及歷年來房地
稅捐，甲父與成家後的乙子也一直共同居住於係爭房地內，
直到民國82年，乙子因為嚴重婆媳問題而搬出系爭房地，
如今日甲父向乙子提起反還借名登記房地所有權應有部分
1/2之訴訟，試問兩造間借名契約是否存在？甲父主張有無
理由？



主張借名契約存在之人應負擔舉證責任

有登記外
觀，但可
能是利益
契約或贈

與契約

契約

定性

未成年子
女意思表
示合致之
可能

意思

表示

自己代理
的違失

有無

違法



借名登記契約的證明方式
切結書-未成年子女？

借名登記契約避免被出名人處分的方式
設定抵押權登記、預告登記-從屬債權？



借名登記的內部效力

無名契約類推適用委任契約

最高法院95年1037號判決：「按借名登記契約係著重當事人間之信任關係之無名契
約，登記名義人亦有為真正所有權人處理事務之本旨，應類推適用民法有關委任契約
之規定，茲上訴人以本件93年1月6日訴狀繕本之送達，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
表示，契約終止後，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1項之規定，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將
系爭三筆土地返還與被上訴人，此返還請求權之消滅時效計算，亦應於借名登記契約
終止之翌日起算。」。

為何不能直接適用委任契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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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名人並無服勞務。



出名人死亡後借名登記契約效力為何？

問題意識：
委任契約之終止與消滅，規定於民法第549條至第552條，
然而，此等規定是否全然類推適用於借名登記契約的法律
關係上，有探究之必要，尤其是借名登記契約當事人死亡
時，得否適用民法第550條：「委任關係，因當事人一方死
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但契約另有訂定，或因
委任事務之性質不能消滅者，不在此限」之規定，在實務
上迭生爭議，並進而影響請求時效之計算。



A.契約關係消滅說（適用民法第550條本文）
例如最高法院103年台上字第2405號判決：「因當事人一方死亡而消滅。原審認駱○欽生前與黃○求間就
系爭土地所成立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於駱○欽死亡後，應由駱○欽之繼承人承受該借名登記法律關係，
亦有未合。」。

B.應由繼承人承受借名登記契約權利義務
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1787號判決：「李○修所有系爭土地持分二分之一係以謝○欽名義登記，雙方並
約定分管之位置使用，而由李○修及被上訴人使用土地迄今，足認其等間成立借名登記契約。謝○欽與李
○修均已死亡，而由兩造各自繼承該借名登記契約之權利義務，被上訴人於起訴時並已終止系爭借名登記
契約；從而被上訴人本於借名登記關係消滅後之返還請求權，請求上訴人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二分之一予
伊之判決，自無不合。」。

C.應視情形而定
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1362號判決：「系爭不動產係黃○雄於生前購買，借名登記於黃○田名下，其與
黃○田間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為原審認定之事實。果爾，黃○雄與黃○田間之契約有否其他約定，或該
契約有無依其事務之性質不能因黃○雄之死亡而消滅情事，即攸關其返還請求權消滅時效之起算，自應究
明。乃原審就上開事項未查明審認，遽謂系爭借名登記契約因黃○雄於76年5月22日死亡而消滅，上訴人
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自斯時起算，至102年2月7日其提起本件訴訟止，已屆滿十五年，進而為上訴人不
利之判決，自有可議。」。



有權處分說將可確認其他案件的主張基礎

借名人終止契約後，依何請求權請求返還
土地？

▪ 依契約？依不當得利？依民法767？

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243號判決「惟按不動產
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者，非經登記，不生效
力。又所有人依法得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此
觀民法第758條及第767條第1項規定即明。故非
所有人，即無此項物上請求權。查莊訓基等二人
出資，係以莊金連等四人及莊順興名義買受系爭
17筆土地，並以莊金連等四人及莊順興為登記名
義人，為原審確定之事實。果爾，莊訓基及莊育
明等四人既未曾登記為系爭17筆土地之所有人，
則能否謂渠等得行使所有人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請求將系爭17筆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渠等，
非無研求之餘地。」。

借名人之債權人對出名人土地進行強制執

行時，出名人可否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

▪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第1056號案件

依土地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真實之公信力，於借
名登記之場合，在出名人將借名登記之不動產移
轉登記返還予借名人前，該登記並不失其效力，
借名人之債權人尚不得以該不動產有借名登記契
約為由，主張出名人尚未取得所有權，其無提起
第三人異議之訴之權利。



借名登記契約的外部效力

無權處分說
有權處分說，例外於第三人惡意時無權處分
有權處分說

最高法院106年第3次民事庭決議-公示原則的回歸



借名人
實質權利人

出名人
名義權利人

債權人債權人

第三人



最高法院97年台上637號判決
末按強制執行法第十五條規定之第三人異議之訴，所謂第三人（即該異
議之訴之原告）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係指對於
執行標的物有所有權、典權、留置權、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若為
執行標的之不動產係登記於執行債務人名下所有，縱令該第三人（原告）
與執行債務人間有借名登記或信託登記之情形，亦僅得依借名登記或信
託登記關係，享有請求執行債務人返還該不動產所有權之債權而已，系
爭為執行標的之不動產所有權人既為執行債務人，原告即無足以排除強
制執行之權利（參見本院六十八年台上字第三一九○號判例意旨）。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1056號
依土地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真實之公信力，於借名登記之場合，在出名
人將借名登記之不動產移轉登記返還予借名人前，該登記並不失其效力，
借名人之債權人尚不得以該不動產有借名登記契約為由，主張出名人尚
未取得所有權，其無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之權利。



刑事犯罪的部分
如果出名人拒不返還借名登記財產會構成何犯罪？

刑法第342條的背信罪：「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
害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7年度易字第2980號
雙方間就系爭房地並無贈與關係，而係有告訴人為本人，被告為借名人之借名登記法
律關係，命被告應移轉系爭房地予告訴人，並於97年6月4日確定等事實，亦經本院
調取該案卷宗核閱無訛。參以被告於告訴人請求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之登記名義及返
還存款後，除拒絕移轉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登記外，旋即自行動用存款，復於民事訴訟
程序中主張兩造就系爭房地有贈與契約關係，要有將系爭房屋據為己有之意，並足見
被告應係於94年9月初拒絕返還之時，即有為自己不法利益之意圖，而為違背任務之
行為，且致告訴人生有損害，至為灼然。



簡仲良任職於黃家進的安坑不動產公司，擔任黃的
特別助理。黃以安坑公司在網路揪團集資購屋，再
轉賣賺差價，指示簡負責回報屋況、尋找登記名義
人、處理集資及購屋事宜。

4名網友共出資190萬元，投資購買新北市某4樓房
屋，黃指示簡以劉姓人頭名義與屋主簽訂不動產買
賣契約書，2011年5月將房產借名登記在劉名下，
為免遭課徵奢侈稅，同年6月將房產改借名登記在
連進賢名下，並指示簡交付人頭登記費1萬5000元
予連，另1萬5000元餘款則約定於轉賣房屋後交付，
翌年4月再將該房產改借名登記在胡姓人頭名下。

不料簡、連2人勾結，連於2012年7月向台北地院
提起民事訴訟，對胡姓人頭請求給付房地買賣價金
500萬元，但遭駁回確定，2人並未得逞，黃向北
檢提告。台北地院依背信罪判簡、連2人徒刑6月、
3月，得易科罰金18萬、9萬。全案可上訴。



刑法第335條侵占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
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
元以下罰金。」

惟按，所謂他人之物，乃指有形之動產、不動產而言，並不包括無
形之權利在內，單純之權利不得為侵占之客體，最高法院著有28年
上字第2376號、第3350號、71年台上字第2304號判例。是告訴人
僅係匯款進入被告帳戶，自始未曾交付任何金錢予被告，客觀上被
告並未持有告訴人任何物品，縱被告擅自提領其帳戶內之存款，亦
與侵占罪之構成要件不符，自難論以侵占罪責。又按，不動產所有
權之取得或喪失，因我民法第758條採登記生效生義，因而不動產
之受託人，若依有關法律登記為所有權人，在法律上既為該不動產
之所有權人。則其將之出賣或為其他處分之行為，即與侵占罪之侵
占自己持有他人物之構成要件有間，自難成立侵占罪，最高法院74
年度台上字第3479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如果在請求返還借名登記不動產時，出名人必須要依
法繳納土地增值稅，而契稅部分依契稅條例第2條僅
限於買賣、承典、交換、贈與、分割及因占有取得，
所以基於租稅法定主義，可認為不用繳納契稅。

但如兩造未依法繳納稅捐，或是借人頭買賣不動產迴
避營業所得稅者，將有可能違反稅捐稽徵法而面臨五
年以下的刑事責任。



監督寺廟條例第6條：「寺廟財產為寺廟所有」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573號解釋
監督寺廟條例第八條就同條例第三條各款所列以外之寺廟處分或變更其
不動產及法物，規定須經所屬教會之決議，並呈請該管官署許可，未顧
及宗教組織之自主性、內部管理機制之差異性，以及為宗教傳布目的所
為財產經營之需要，對該等寺廟之宗教組織自主權及財產處分權加以限
制，妨礙宗教活動自由已逾越必要之程度；且其規定應呈請該管官署許
可部分，就申請之程序及許可之要件，均付諸闕如，已違反法律明確性
原則，遑論採取官署事前許可之管制手段是否確有其必要性，與上開憲
法規定及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意旨，均有所牴觸



股份借名登記

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繼續1年以上，持有已發行
股份總數3%以上之股東，得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檢
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對於少數股東聲請選
派檢查人之行使要件，除具備繼續1年以上，持有已
發行股份總數3%之股東之要件外，別無其他資格之限
制。



信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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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託的成立要件：一般契約+移轉財產+受託人管理

非要式契約，但為要物契約



信託契約的架構與衝擊
-登記所有權人並不是享有所有權利益之人

成立方式：契約、遺囑

監督受託人

委託人 受託人

信託監察人受益人

財產之移轉 管理權或處分權

給付信託利益

受益權





信託的功能
▪ 利用他人處理自己事務之功能

▪ 權利人屬性及性能轉換的功能

例如：傷殘者信託（日本對特別殘障信託扶養免稅）、敗家子防免信託、老人財產保全信託

▪ 權利主體轉換之功能

例如：非法人團體權利主體化信託（籌備中寺廟、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 權利內容轉換之功能

例如：保險金信託、年金信託

▪ 提供安全交易之功能

例如：不動產買賣安全信託



信託財產的獨立性

信託法第10條：「受託人死亡時，信託財產不屬於其遺
產。」。

信託法第11條：「受託人破產時，信託財產不屬於其破產
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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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將其所有的不動產交付信託給B銀行，請判斷下面的情形
可否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

一、A的債權人取得執行名義向法院請求執行B銀行受託財產。
二、A的債權人取得執行名義向法院聲請執行A自益信託財產

受益權。
三、如該不動產是設定抵押權後再由A交付給B銀行信託，抵

押權人得否執行信託財產。
四、對受託財產進行修繕的廠商，得否以給付修繕費的判決

確定勝訴判決執行信託財產。
五、B銀行的債權人取得對B的執行名義後，可否執行登記於

B名下的信託財產。



執行對象

執行主體

信託財產 受益權
可否強制執行 對執行的防禦 可否強制執行 對執行的防禦

委託人之
債權人

不可強制執行
法務部函文：「信託財
產移轉為受託人後」，
該財產即為受託人之財
產，委託人或受益人之
債權人當然不得對於已
為受託人名義之財產聲
請強制執行。」。

非執行名義相對
人，依強制執行
法第12條聲明異
議。

可強制執行

受託人之
債權人

原則上不可以強制執行，
於例外符合信託法第12

條但書：「因處理信託
事務所生之權利或其他
法律另有規定者」，可
執行。

信託法第12條第
2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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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強制執行 非執行名義相
對人，依強制
執行法第12條
聲明異議。



信託公示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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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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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登記或註冊財產權 條文

不動產物權 民法第758條

船舶 船舶登記規則第3、4條

航空器 航空器登記規則第3、4條

專利權 專利法第59、119條

漁業權 漁業法第21條

製版權 著作權法第21條

礦業權 礦業法第8條



公示原則較為特殊的部分
→依照法務部函示「有價證券」係指「記名式」有價證券
→土地登記規則第125條：「信託以契約為之者，信託登記
應由委託人與受託人會同申請之。」。

→土地登記規則第128條：「信託財產依第125條辦理信託
登記後，於信託關係消滅時，應由信託法第65條規定之權
利人會同受託人申請塗銷信託或信託歸屬登記。前項登記，
受託人未能會同申請時，得由權利人提出足資證明信託關
係消滅之文件單獨申請之。未能提出權利書狀時，得檢附
切結書或於土地登記申請書敘明未能提出之事由，原權利
書狀於登記完畢後公告註銷。」。

→共有土地是否可以依土地法第34-1條 ╳並無信賴關係

Q：如果是受託人終止信託契約，委託人拒不協同辦理登記，應該如何處理？
法第66條：「信託信託關係消滅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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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託公示原則-真正權利與交易安全之間的平衡
▪ 信託財產的獨立性

▪ 獨立性與公示性是否有必然關係

▪ 回歸交易安全之平衡

Q：甲將不動產信託給乙，未經公示登記，乙將系爭不動產賣

給善意的丙，丙能否取得所有權？

Q：甲將古董花瓶信託給乙，乙將花瓶處分給善意的丙，丙得

否取得花瓶所有權？ 肯：因為沒有公示外觀沒有獨立性

否：公示並非信託成立要件/反面

Q：甲將現金500萬元交付給乙信託，乙亡故後，善意的乙子

丙，丙得否繼承500萬？



信託的無效與撤銷

下列信託行為效力為何？

1.A將從事性交易所得新台幣600萬交付信託
給B銀行。（公序良俗）

2.A將犯罪所得之毒品交付信託給C。

3.A將新台幣6000萬交付信託與D，信託目的
為研究大麻的製成。

4.A將新台幣6000萬交付信託與E律師，信託
目的為進行訴訟。（憲法第16條）

5. 非農業發展相關團體之私法人，以具耕作
能力的自然人擔任受託人，並以自己為受
益人，而設立耕地信託。（農發條例第3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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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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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託的無效與撤銷

▪ 委託人之債權人得否聲請撤銷信託？

1. 委託人只有口頭約定將信託財產交付受託
人，然並未實際交付信託財產。

2. 委託人先成立信託後，才跟債權人借款。

3. 委託人於借款後將部分財產成立信託，剩
餘財產仍足清償借款。

4. 委託人於借款後將部分財產成立信託，剩
餘財產不足清償借款，但該信託為公益信
託。

5. 委託人於借款後將部分財產成立信託，剩
餘財產不足清償借款，但受託人對委託人
積欠債務之事實為善意且無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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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託法第6條第1項撤銷信託要件

一、客觀要件

（一）債務人為信託行為

（二）信託行為須於債權發生後有效成立且繼續存在

（三）信託行為有害於委託人之債權人的權利

二、主觀要件

並不考量委託人及受託人主觀認知



→臺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96年度上易字第199號判決：「『所謂有害於
委託人之債權人之權利者』，謂因信託行為，致權利不能獲得滿足。換
言之，因債務人之信託行為，而使債權陷於清償不能、或困難、或遲延
之狀態。再按設定有擔保物權之債權，如其擔保物權之價值超過債權額，
則債權已獲得保障，債權人即無庸行使撤銷權，以資保全；又有害於債
權之事實，須於行為時存在，且於債權人行使撤銷權時，債務人處於無
資力狀態，若債務人於行為時，尚有資力清償債務，縱其結果，致債務
人之財產日形減少，仍不得撤銷之。」。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98年度重訴字第68號 判決：「此外，信
託法第6條第1項規定以信託行為有害於委託人之債權人權利即足當之，
與信託行為當事人之主觀目的（是否要詐害債權）無涉，是被告所辯：
本件信託目的係為償還委託人之債務，非為損害債權人之債權等語，縱
然為真，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併此敘明。」，委託人及受託人
之主觀要件不再考慮之列。

債權人撤銷信託要件-信託前存在+債權不能滿足



信託的無效與撤銷

A向B銀行借款新台幣1000萬元後，因投資
不善而陷入破產危機，A決定將名下唯一剩
餘之不動產交付信託與C，B銀行應該如何
處理？

STEP 1.確認銀行借款時有無設定抵押權
最高法院89年度台抗字第555號裁定

STEP 2.他益信託法第6條+移轉登記+執行

or

自益信託依民法242代位行使

信託法第63條終止信託，並請返

還財產於委託人+執行

STEP 3.假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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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受益人已取得的利益如是信
託財產本身是否亦不必返還？

等同贈與的消極信託-無效



不動產信託

不動產信託，指由委託人（地主+建商）
與受託人簽訂信託契約，地主將土地或不
動產物權移轉與受託人，建商將興建資金
交付與受託人，由受託人開設信託專戶控
管，執行履約管理。



不動產信託之目的

▪ 1.強化建商與融資銀行的信賴關係，助於建商取得不動產開發所需資金。

EX.仁愛遠見（朋記+地主+中華開發）

▪ 2.使關係人單純，工作順利進行。

EX.如果地主為複數人時，簡化行政流程。

▪ 3.興建時期排除外在因素干擾，確保工程進行。

▪ 4.保障地主產權，降低建商所需提供合建保證金。

▪ 5.增加消費者購買意願。



經由開發工銀的評估，認為該辦公大
樓興建完工後，價值將遠高於其興建
成本，因此決定將其建築所需資金，
包裝為總額2.55億元的受益權轉讓，
2年期利率8％，到期1次付息還本，
建築業者須另付2年期每年200萬元的
管理費，以及2％的募集資金費用予
開發工銀，由開發工銀為其找尋投資
金主，並設立信託專戶。



房地產所有人

建商

融資銀行

受託銀行

營造廠及專技
服務機構

建經公司

購屋者

受益人



融資銀行與受託銀行同一時所衍生之問題

▪ Q：抵押權人與受託人是否可為同一人？

民法第762條規定：「同一物之所有權及其他物權，歸屬於
同一人者，其他物權因混同而消滅。但其他物權之存續，於
所有人或第三人有法律之利益者，不在此限。」。

▪ Q：受託人得否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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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94年10月2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40053723號函

一、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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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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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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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人不得以任何名義，享有信託利益。但與他人為共同受益人時，
不在此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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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信託法第1條、第9條、第14條、第34條、第
35條第1項所明定，另「按民法第762條規定：『同一物之所有權及其他物權，歸屬於同一人
者，其他物權因混同而消滅。但其他物權之存續，於所有人或第三人有法律之利益者，不在此
限。』又信託財產名義上雖屬受託人所有，實質上乃為與受託人之自有財產獨立之特殊財
產。……債權人兼抵押權人身分……法理上固無不可，惟在受託期間，是否會置信託財產利益
與受託人自身利益於可能衝突立場，以及是否會妨礙其他債權人權利之行使，宜請……本於權
責依法審酌。」前經法務部91年8月27日法律字第0910030114號函釋在案，合先說明。
二、本案土地所有權人藍○○因個人財產管理之需要，將已設定抵押予陳○○之不動產旋即以
信託方式委託陳○○管理處分（出售）信託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由陳○○以受託人身分管理
該項不動產，參依上開規定，其權利不生混同問題，至陳○○兼具抵押權人之身分是否會置信
託財產利益與受託人自身利益於衝突或妨害其他債權人權利之行使，尚非登記機關審認範圍，
是同意依所擬乙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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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准其辦理信託登記。」意見辦理。



Q：已辦妥信託登記之同一不動產標的受託人，
得否同時以擔保物提供人間抵押權人身份辦理
抵押權登記？

信託法第35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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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法律決字第 0970000402 號

96 年 10 月 4  日法律決字第 0960030552 號函表示略以：「本案受
託人於信託財產上取得抵押權，如無該項除外規定情形之一者，顯已
違反前述規定，委託人、受益人或其他受託人，除得準用信託法第 23 
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或回復原狀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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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法第 35 條第
3  項）。…至貴部是否以違反信託法第 35 條規定為由否准受理登記，
乃屬土地登記行政問題，仍請本於權責酌處。」詳言之，上開案例已
有利益衝突之情形而違反信託法第 35 條，惟因違反該條之法律效果並
非無效，僅負私法上損害賠償責任，至行政機關受理登記與否，應視
土地登記之相關法令而定。



1993年，當時年僅32歲的戴妃就已經立下了
自己的遺囑。在這份最後得到圓滿執行的遺
囑中，戴妃要求在她去世後，將遺產設立成
信託基金，並交由信託組織負責經營及管理，
她的兩個兒子作為受益人將可平均享有信託
收益。遺囑還規定，當威廉王子與哈利王子
年滿25歲時，他們可以開始自由支配遺產的
一半收益，30歲開始便可以自由支配一半的
本金。遺囑條款中也允許兩位王子在互相同
意的情況下，可調整兩人資產分配的比重。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JoNyDg.html

https://read01.com/JoNyDg.html


遺囑信託

所謂遺囑登記，立遺囑人以遺囑，將其財產權之全部
或一部為受益人利益或特定目的設立之信託。遺囑信
託屬於單獨行為，因此立遺囑人生前與人訂立契約，
以其死亡為條件或始期而設立之信託，非遺囑信託；
而在立遺囑人死亡後，繼承人或遺囑執行人依照遺囑，
與受託人簽訂契約設立之信託，亦非遺囑信託（法務
部1996年2月6日（85）法參決字第03206號）



下列遺囑信託是否有效？

1. 老張與B銀行訂立信託契約，以其死亡為條件或
始期而設立信託，受益人為小張。

2. 老張預立遺囑，遺囑內容為遺囑生效後，遺囑執
行人應依遺囑，與B銀行簽訂信託契約設立信託。



遺囑的種類
▪ 民法第1189條：「遺囑應依左列方式之一為之：一、自書遺囑。二、
公證遺囑。三、密封遺囑。四、代筆遺囑。五、口授遺囑。」

→均屬要式行為，如未符合法條之規範，遺囑即屬無效。

▪ 民法第1190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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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法第1191條第1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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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囑信託的目的
跳脫民法法定應繼份的規範
在委託人過世後照顧弱勢的受益人







Q:A夫B妻結髮四十餘年，A夫深感近日身體狀況大不如前，名下有一棟與B妻同住30年
的房子，另有現金200萬，該如何妥善處理，方能確保B妻晚年能在平順住在老家不至
於陷於爭產風波，且最照顧兩人的長子可以取得房屋？



遺囑信託的困境

1.與死因贈與相同，仍然會有第1223條特留分扣
減的問題。

2.依照遺產及贈與稅法第3-2條第1項及第8條第1
項之規範仍應課徵遺產稅。

3.繼承人如因不滿信託遺囑內容拒不移轉信託財
產，將造成契約無法成立之困境。（→指定遺
囑執行人）

4.遺囑無效（→無效法律行為的轉換）



侵害特留分

▪ 民法1223條：「繼承人之特留分，依
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直系血親卑親
屬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
二、父母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二分
之一。三、配偶之特留分，為其應繼
分二分之一。四、兄弟姊妹之特留分，
為其應繼分三分之一。五、祖父母之
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三分之一。」。

▪ 例如：甲有B妻及C、D兩子，以遺囑
信託將所有遺產信託為由C子為受益
人之遺囑他益信託。該遺囑信託侵害
了B、D應繼遺產各1/6的特留分（計
算式：1/3*1/2＝1/6）。

繼承人拒不移轉信託財產

▪ 財產的移轉為信託契約的生效要件。

▪ 民法第759條：「因繼承、強制執行、
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
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
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

▪ 民法第1151條：「繼承人有數人時，
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
部為公同共有。」。

▪ 指定遺囑執行人的重要。



 

稅目 課徵規定 課徵對象 課徵時點 

所得稅 營利事業 

成立他益信託 

受益人 成立、變更、追加年度 

信託財產之收入 受益人 所得發生年度 

贈與稅 契約他益信託 委託人 契約訂定日 

遺產稅 遺囑信託 

 

遺囑執行人 

受益人 

遺囑人死亡時 

受益人死亡時 

地價稅、 

田賦 

土地信託 受託人 每年 9/15為納稅義務基

準日。（土 40） 

田賦為開徵前 30日（土

細 20、40） 

土地增值稅 信託存續中，有償移轉

所有權、設定典權，或

轉為受託人自有。 

受託人 移轉契約日＜土 30＞ 

依信託本旨移轉土地予

委託人以外之歸屬權利

人 

歸屬權利人 移轉契約日＜土 30＞ 

房屋稅 房屋信託 受託人 每年開徵一次 



遺囑代用型的生前信託

以前述案例說明，A夫可於生前信託房屋及金錢，金錢信託管理所得收入
作為A夫過世後B妻的生活費用，且房屋由B妻繼續居住。並約定待B妻死
後結束信託，受託人將房屋所有權移轉與長子，現金部分由所有繼承人
均分。

優點：避免遺囑因不具備法定要式而無效，生前信託也沒有侵害特留分
的問題，再者，可避免繼承人拒絕配合移轉信託財產的問題，最
後遺囑為單獨行為不能附條件，所以無法透過遺囑讓B妻一直住在
係爭房屋內，如果欲透過遺囑來讓B妻一直住在系爭房屋內又要將
房屋移轉給長子，只能用附條件遺贈的方式，例如「B妻必須將房
屋於死後移轉給長子」，是否能履行是疑問，且還有特留分問題，
又會產生更多紛擾。



報告完畢

感謝大家的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