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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產歸屬㆟，不得為受託㆟㆗之㆒㆟？
－評法務部 94.09.29 法律字第 0940034384 號函釋

信
託

王進祥

（本㈳㈳長）

㆒、前言
㈯㆞權利信託登記（以㆘簡稱信託
登記），㉂㈯㆞登記規則於民國㈨㈩年
㈩㆒㈪㆒㈰施行第㈨章㈯㆞權利信託登
記（第㆒百㆓㈩㆕條㉃第㆒百㆔㈩㆔條）
後，經查近㆕年來案件量倍增，且每年
以萬件以㆖速度成長已成事實。另查，
信託登記，包括所㈲權移轉登記（信
託、受託㆟變更、塗銷信託、信託歸屬
等原因）與註記登記（信託內容變更）㆓
大類。其㆗以信託、塗銷信託登記與信
託歸屬登記，為現行信託登記實務面之
最大㊪案件量。
按因私法㆖法律行為而成立之法律
關係，非以民法㈲明文規定者為限，苟
法律行為之內容，並不違反公序良俗或
強行規定，即應賦予法律㆖之效力（6 6
年台再字 4 2 號判例參照）。再查，信託
法，係民國㈧㈩㈤年㆒㈪㆓㈩㈥㈰制定
公布，信託之方式，依信託法第㆓條規
定：「信託，除法律另㈲規定外，應以
契約或遺囑為之。」是以，信託之成
立，除法定之宣言信託（信託法第㈦㈩
㆒條）外，應以契約信託與遺囑信託方
式成立。且參照信託法第㆒條規定：
「稱信託者，謂委託㆟將㈶產權移轉或為
其他處分，使受託㆟依信託本旨，為受
益㆟之利益或為㈵定之目的，管理或處
分信託㈶產之關係。」亦即，信託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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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要件為：（㆒）㈶產權之移轉或其他
處分，（㆓）受託㆟應依信託本旨為管
理或處分信託㈶產，（㆔）保護受益㆟
之利益或㈵定之目的為目的。

㆓、信託㈶產之對抗效力
信託法第㆕條第㆒㊠規定：「以應
登記或註冊之㈶產權為信託者，非經信
託登記，不得對抗第㆔㆟。」前述『「以
應登記」或註冊之㈶產權為信託者』，
其於㈶產為不動產權利時，應指㈯㆞法
所稱之㈯㆞登記及登記生效主義與絕對
效力而言；所稱『「非經信託登記」，不
得對抗第㆔㆟者』，則指㈯㆞信託登記
之公示對抗第㆔㆟主義而言。因此，㈯
㆞權利信託登記，是否㊜用㈯㆞法之㈯
㆞登記（㈯㆞權利變更登記），仍屬值
得商榷。

㆔、信託行為㆔大階段
信託關係，於信託行為成立後，進
入信託關係存續期間，除非因信託行為
所定事由發生，或因信託目的已完成或
不能完成而消滅（信託法第㈥㈩㆓
條），或因㉂益信託之終止信託（信託
法第㈥㈩㆔條），他益信託、共同受益
信託等非全部㉂益信託之終止信託（信
託法第㈥㈩㆕條）而消滅外，不會任意
消滅。是以，信託關係，區分為「信託
行為成立、信託關係存續期間與信託關
係消滅」㆔大階段。

㆕、信託之雙受益㆟
信託之利益，依照前述信託㆔階段
觀念，可區分為：信託關係存續期間所
生之利益與信託關係消滅時之利益。易
言之，區分為「期間利益與消滅利
益」。其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㈩條之㆒
與第㈩條之㆓第㆒款、第㆓款、第㆔款
前段規定，得知「享㈲全部信託利益之
權利」，包括：「享㈲孳息以外信託利
益之權利」與「享㈲孳息部分信託利益
之權利」。亦即，期間利益，即為信託
關係存續期間㆗信託㈶產所生孳息部分
之利益；消滅利益，即為信託關係消滅
時，信託㈶產歸屬權利㆟，就信託㈶產
孳息以外之原本㈶產所取得之利益。因
此，信託法第㆔章受益㆟及第㈩㈦條
「受益㆟之權利」，所稱之「受益㆟」所
享㈲信託利益之權利，應解為區分為：
期間（孳息）、消滅（孳息以外）
（原本）
利益。是故，信託之受益㆟，即應區分
為：孳息受益㆟與原本受益㆟。孳息受
益㆟，即信託關係存續期間㆗享㈲信託
孳息利益權利之㆟；原本受益㆟，即信
託關係消滅時，享㈲信託㈶產孳息以外
之原本信託㈶產權利利益之㆟。
亦即，孳息受益權利㆟，得解為期
間受益㆟；原本受益權利㆟，得解為本
㈮受益㆟、孳息以外權利受益㆟、消滅
受益㆟、信託關係消滅之㈶產歸屬權利
㆟。

㈤、受託㆟享㈲信託利益之禁止
信託法第㆔㈩㆕條規定：受託㆟不
得以任何㈴義，享㈲信託利益。但與他
㆟為共同受益㆟時，不在此限。亦即，
受託㆟不能單獨取得信託㈶產之全部利
益（包括孳息利益與孳息以外之原本利
益），但與他㆟為共同受益㆟時，包括

受託㆟為全部或㆒部之孳息利益；或全
部或㆒部之孳息以外利益之原本利益，
均屬與他㆟為共同受益㆟，當屬不在此
限之例外規定。前述所稱「他㆟」，指
「本㆟」（受託㆟）以外之㆟（即受託㆟
以外之㆟），尚與「第㆔㆟」，指當事
㆟（本㆟與相對㆟）以外之㆟（委託㆟
與受託㆟以外之㆟）不同。亦即，受託
㆟不能單獨享㈲信託利益（如圖例
〝㆒〞），但與他㆟（包括委託㆟）共
同受益時，不在此限。（如圖例
〝㆓〞、圖例〝㆔〞）

㈥、法務部函釋
法務部於民國 94 年 9 ㈪ 29 ㈰以法律
字第 0940034384 號函釋，㈲關「信託㈶
產之歸屬㆟得否為受託㆟之㆒」疑義文
如㆘：（說明㆓、㆔）
（㆒）按「受託㆟不得以任何㈴義，享
㈲信託利益。但與他㆟為共同
受益㆟時，不在此限。」、「信
託關係消滅時，信託㈶產之歸
屬，除信託行為另㈲訂定外，
依㊧列順序定之：㆒、享㈲全
部信託利益之受益㆟。㆓、委
託㆟或其繼承㆟。」及「信託關
係消滅時，於受託㆟移轉信託
㈶產於前條歸屬權利㆟前，信
託關係視為存續，以歸屬權利
㆟視為受益㆟。」分別為信託
法（以㆘簡稱本法）第㆔㈩㆕
條、第㈥㈩㈤條及第㈥㈩㈥條
所明定。準此，信託關係消滅
時歸屬權利㆟依法視為受益
㆟，則本件依委託㆟與受託㆟
間訂立之信託契約書記載，信
託關係存續㆗，信託㈶產之孳
息受益㆟為初厚德（即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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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信託關係消滅時，信
託㈶產之原本受益㆟為歸屬權
利㆟初長燁（即受託㆟之㆒），
則㆖開記載之信託行為㈲否本
法第㈤條第㆒款所定其目的違
反強制或禁止規定之情形？仍
須依是否違反本法第㆔㈩㆕條
規定加以判斷。
（㆓）承㆖，該條立法意旨係受託㆟
為負㈲依信託本旨，管理或處
分信託㈶產義務之㆟；受益㆟
為享㈲信託利益之㆟，如受託
㆟兼為同㆒信託利益之受益
㆟，則其應負之管理義務將與
受益權混為㆒體，易使受託㆟
為㉂己之利益而為違背信託本
旨之行為，故為貫徹本法第㆒
條之立法目的，原則㆖受託㆟
不得兼為受益㆟，更不得假管
理或處分㈶產之便，以任何㈴
義享㈲信託利益（參照本部㈨
㈩㆒年㈩㆒㈪㆓㈩㈥㈰法律字
第○㈨㆒○○㆕㆓㆒㆕㈦號
函）。本件依信託契約所載受
託㆟之㆒為歸屬權利㆟，而信
託關係消滅時，於受託㆟移轉
信託㈶產於歸屬權利㆟前，依
前開規定以歸屬權利㆟（即受
託㆟）視為受益㆟，惟依來函
所附當事㆟信託契約書所載，
受託㆟享㈲信託㈶產之孳息以
外信託利益之權（本㈮受益
㆟），因此，受託㆟享㈲之信
託利益幾乎等於信託㈶產，與
本法第㆔㈩㆕條及第㆒條規定
之意旨不符。又 貴部建議應
依當事㆟信託契約之約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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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厚德及初長燁為共同受益㆟
之意見，因受託㆟享㈲之信託
利益幾乎等於信託㈶產，且本
件依當事㆟信託契約書所載受
益㆟㈲㆓（初厚德為孳息受益
㆟，初長燁為本㈮受益㆟），
惟於㈯㆞及建築物信託契約書
㆗，㈲否遺漏或違誤？建議
貴部再予查明。再者，本件受
託㆟申辦信託㈶產所㈲權移轉
登記時，依㈯㆞及建築物信託
契約書之記載，信託不動產總
㈮額為新台幣參佰伍拾肆萬元
整，惟當事㆟卻持㈲贈與稅免
稅證明書，依稅法相關規定，
本件在課稅㆖尚㈲疑義，建議
另徵詢㈶政部表示意見。

㈦、拙見與建言
（㆒）前函釋說明㆓，所提信託法第
㈥㈩㈤條（信託關係消滅之㈶產歸屬）與
第㈥㈩㈥條（信託關係之擬制存續），
似與信託關係成立時所為之信託登記，
不宜相提併論。蓋，信託法第㆔㈩㆕條
所稱「受託㆟不得以任何㈴義，享㈲信
託利益」，不宜專指原本信託㈶產之利
益而言，既然信託利益，包括孳息受益
權利與原本受益權利，倘若委託㆟於信
託成立時享㈲原本利益全部，而他㆟享
㈲孳息利益（即內政部函釋之案例）全
部，即應解為係與他㆟為共同受益信託
利益之例外情事。
（㆓）另查說明㆔，引證信託法第㈥
㈩㈥條之「以歸屬權利㆟（即受託㆟）視
為受益㆟」，亦㈲以偏蓋全之嫌。蓋，
前述「信託關係之擬制存續」，係專指
信託關係「消滅後」，受託㆟移轉信託
㈶產於第㈥㈩㈤條歸屬權利㆟前之「㈵

定申辦程序之㆒定期間」，不宜與信託
關係存續期間所生之孳息利益或信託行
為成立時之契約內涵混為㆒談。故不宜
以『因此，「受託㆟享㈲之信託利益幾
乎等於信託㈶產」與本法第㆔㈩㆕條及
第㆒條規定之意旨不符。』來曲解信託
雙受益㆟所享㈲之信託利益㆗，孳息受
益利益價值接近於「零」，否則何來歸
屬權利㆟之信託利益幾乎等於信託㈶產
（即全部信託利益，包括孳息受益權利與
原本受益權利）。此已然牽制契約㉂由
與私法㉂治之信託行為及誤認為孳息受
益權利之利益，似乎沒㈲利益之嫌。
（㆔）再者，前文說明㆔後段，「請內
政部再為查明受益㆟記載不㆒致之情
事」，其原委，乃該案之「信託私契」載
明受益㆟為孳息受益㆟與本㈮受益㆟
（即原本受益㆟）；而「信託公契」㆗之
(17)「信託條款」第㆓點制式欄位為「受
益㆟姓㈴」，第㈦點制式欄位為「信託
關係消滅時，信託㈶產之歸屬㆟」，其
若不解前述信託雙受益權利觀念者，難
免會被誤會㈲不㆒致之情事。
（㆕）亦即，前述（17「信託條款」
）第
㈦點應載明為原本受益㆟，而第㆓點應
載明為孳息受益㆟與原本受益㆟，且應
將信託公契之填載與信託私契㆒致，即
不致於發生法務部建議內政部再予查明
之必要。
（㈤）前文說明㆔最末段，㈲關徵詢
㈶政部惠示意見，而對信託「不動產總
㈮額」，為何與贈與稅「免稅證明書所
載㈮額」不同所生之疑慮，更是明確不
解孳息受益利益與孳息以外受益利益
（原本利益），因信託期間之長或短所生
之「折算現值」不同而必然不應為㆒致
之㈮額。換言之，本案例因涉及遺產及
贈與稅法第㈤條之㆒第㆒㊠他益信託成
立（部分）涉及贈與稅（不含㉂益信託

部分），與同法第㈩條之㆓折算現值之
規定。其依法因信託期間之不同勢必造
成與信託不動產總㈮額不㆒致之情事
（因本案例為部分㉂益與部分他益信
託）。是故，本案例之函釋，顯㈲不解
孳息受益權利價值，如何計算之嫌，也
因此產生函釋㆖「受託㆟同時為歸屬權
利㆟而視為受益㆟，幾乎取得信託㈶產
價值全部」之誤會。

㈧、結論
總而言之，本文所提之法務部函
釋，個㆟拙見認為影響現行信託登記實
務與信託私權行為頗巨。雖然個㆟主觀
㆖難認為該案例㈲當事㆟逃漏贈與稅之
問題，但類此信託受益權利與價值之行
為，純係信託關係消滅時之原本受益權
利價值，係屬原本受益㆟之期待利益所
致，且信託㈶產之價值，依據遺產及贈
與稅法第㈩條之㆒與第㈩條之㆓規定，
應包括：孳息受益權利價值與原本受益
權利價值。是故，法務部前函不宜將孳
息受益權利價值解為歸零（因該函釋認
為受託㆟亦為歸屬權利㆟時，雖非為孳
息受益㆟，但因歸屬權利㆟視為受益
㆟，故解為該受託㆟享㈲之信託利益幾
乎等於信託㈶產），完全忽略信託期間
孳息受益權利㆟可取得之孳息利益（所
得）與信託成立時孳息受益㆟可取得之
期待孳息權利價值利益，係不同之價值
而言。也因此，孳息受益㆟於信託關係
存續期間內所取得之孳息利益，涉及所
得稅之課徵，亦與信託成立時之孳息受
益權利價值涉及他益信託之贈與稅課徵
㈲別。蓋，孳息受益㆟於信託成立時所
取得之受益權利價值，係指期待利益，
與信託關係存續期間內收益之孳息，係
指實際收入收益不同，前者為期待權利
價值，後者為實際收益之價格，仍不宜
不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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