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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在我國，有關公益活動之推展，傳統法制上，計有政府之社會福利支出

及民間之公益法人二種。但在民國八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信託法公佈施

行，而於同年一月二十八日生效適用後，則提供了欲從事公益活動者之

另一項選擇，即公益信託。而從民國八十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信託法生效

適用以來，已歷經三年多。惟公益信託之制度，至今仍未被從事公益活



動者所利用。推究其原因，係因民間之公益活動，於信託法頒佈前，多

係利用財團法人之制度進行；而且，一般民眾乃至主管機關，對於公益

信託之制度並不熟悉，再加上政府主管機關對於公益信託之相關處理法

規及獎勵措施（如稅捐之減免）亦未盡完善，而使此一立意良好之制度

未能受到運用。故本論文乃就公益信託之制度從法制面與實務面做一介

紹及檢討。 本論文名為「公益信託制度之研究」，計分五章，共有十六

節。其要旨如下： 第一章 緒論。分為兩節：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說

明本論文之研究緣起及目的。第二節研究方法與範圍，說明本論文各主

要章節之研究方法及範圍。 第二章 公益信託之基本概念。分為五節：第

一節信託之意義，說明信託法第一條規定之內容。第二節公益信託之意

義，說明公益信託之立法規制，並就公益信託公益性之認定標準及方

式，亦即非成文法典及成文法典兩種形式，分作說明。而我國就公益性

之認定係採成文法典之形式。故本節之重點主要係說明我國信託法第六

十九條之規定。第三節信託之架構，本節係參考日本之實際作業程序，

並以我國法為基礎，論述公益信託之架構。第四節公益信託與私益信託

之比較，本節從信託之目的、設立、受益對象、內部組織、監督機關、

受託人之辭任、變更信託條款、信託關係消滅後之處理等各方面，分別

說明公益信託與私益信託不同之處，以突顯公益信託之特性。第五節公

益信託之分類，我國信託法雖未就公益信託做分類之規定，但美國及日

本在有關公益信託之稅法，則規定各種分類。在日本稅法上，將公益信

託分成一般公益信託、特定公益信託及認定特定公益信託等三種；在美

國稅法上，將公益信託分成無保留權公益信託及分離利益公益信託等兩

大類。此外，學者 亦有從營運制度之觀點，將公益信託做各種分類。本

節亦一併加以說明。 第三章 由於我國之公益信託制度係以日本法為藍

本，並參酌英美之公益信託制度，因此，本文第三章，就英、美、日三

國公益信託制度作一介紹。以供我國公益信託在實務運作上及法制修改

方面之參考。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英國，首先就英國公益信託制度在

實務及法制上之沿革作一簡介；之後，就英國公益信託在設立及營運時

之法律關係作一說明，其內容包括：受託人之選定、受託人之權限、受

託人之義務、公益事業之登記、公益事業之資金募集、公益事業之財產

運用及其日常營運等；最後，就公益信託之監督機關，也就是公益信託

委員會，在組織、功能、權限及其附屬組織等方面，作一介紹。第二節

美國，首先就美國公益信託制度之沿革作一簡介；之後，就美國公益信

託在設立及營運時之法律關係作一說明，其內容包括：受託人之選定、

受託人之權限、受託人之義務與責任、受託人之報酬、公益信託財產之

運用、信託條款之逸離及公益信託之強制履行等。第三節日本，日本之

公益信託法制，從大正十一年（西元一九二二年）信託法制定時即有規

定。但是，其經過半世紀後仍未進入實用階段，直至昭和五十二（西元

一九七七年）年在政府與民間之大力推動下，才有第一件公益信託之受

託案件。因此本節首先就公益信託在日本之發展沿革及其初期未獲重視

之原因分別說明。之後，就日本公益信託之設立及主管機關之許可說明

之。之後，本節就公益信託之關係人及其法律關係作一介紹。最後，本

節就日本公益信託之管理、終止及其繼續，分別說明其法務與實務，以

供我國日後實行公益信託制度時之參考。 第四章 我國公益活動之現況與



檢討。本章就我國傳統上推展公益活動之政府社會福利支出及民間之財

團法人之現況作一介紹，以期發現為何須就公益信託制度加以落實及其

發展空間。本章共分為兩節，第一節政府之社會福利支出。本節分就社

會保險、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國民就業、醫療保健等五大項分作介

紹。第二節公益法人，我國民法上之公益法人，可分為公益社團法人及

財團法人。前者係屬人之集合體，在本質上與信託法上之公益信託並無

角色重疊之問題；後者與信託法上之公益信託，則均係以捐贈一定之財

產為必要，且以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之制度。是以，便有角色重疊

之問題，因而，本節僅就財團法人說明之。本節首先說明財團法人之意

義，之後，就公益信託與財團法人在組織型態、法律關係、設立方式、

事務管理、行政監督等方面作一比較，以求突顯出公益信託之特質，最

後，則認為，由於公益信託與財團法人在制度設計上之不同，因此，兩

者在公益活動上，可發揮互補之功能。 第五章 公益信託之實際運作。本

章以我國法制為中心，並借鏡英、美、日三國之制度，逐步說明公益信

託自設立、營運乃至消滅，在實務上應如何運作及其可能產生的問題。

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公益信託之設立。本節之重點有五大部份，第一

部份乃公益信託之設立要件，依我國信託法第六十九條及第七十條之規

定，須符合下述三項要件：第一、須設立信託；第二、須以公益為目

的，第三、其成立及受託人，須經主管機關之許可。因此，本節首就公

益信託之設立方式，包括依契約、遺囑及宣言而設立之公益信託，分別

闡明其所涉及之法律問題。之後，就公益信託之設立申請與主管機關之

許可分別說明，其內容包括；設立申請之時點及申請所需之文件、如何

決定公益信託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審查標準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不許可之效果。第二部份是信託行為之撤銷，由於公益

信託設立後，信託財產須自委託人移轉給受託人，對委託人的債權人而

言，委託人之責任財產顯有減少，其債權人即有受損害之可能，故信託

法第六條乃有債權人得撤銷信託行為之規定。因此本節亦就信託行為之

撤銷要件、行使之方式及行使之效果分別闡明。第三部份是公益信託之

關係人，所謂公益信託之關係人，係指與公益信託有直接利害關係或有

權利義務關係者而言。其包括委託人、受託人、受益人、信託監察人、

諮詢委員會。本部份分就各關係人之適格、權利、義務及所涉及之法律

問題分別闡明。第四部份是公益信託之信託財產，在此部份，分就信託

財產之適格、特性、公示方法及公示效力及其所涉及之法律問題分作闡

明。第五部份是公益信託設立時之稅制，公益信託之稅制優惠雖非委託

人設立公益信託之主要目的，但卻是委託人是否以公益信託行公益活動

之誘因，觀諸我國現行相關稅法，並無有關公益信託稅制之規定，但

是，信託相關稅法修正草案已就此加以修正，本部份是以信託相關稅法

修正草案之內容，說明公益信託設立時之稅制。第二節公益信託之營

運，由於我國至今仍未有有公益信託之實例，因此，本節參考日本之實

務並配合我國之法制，將有關公益信託營運之事務處理及其法律關係依

序說明。其內容包括信託財產之移轉、公益信託關係人會議之召開、日

常事務之執行及受託人之變更。最後，依信託相關稅法修正草案之內

容，說明公益信託營運時之稅制。其內容包括：持有信託財產之稅負、

處分信託財產之稅負、處分信託財產所得之稅負、依信託本旨交付信託



財產之稅負免徵及受託人變更時稅負亦免徵。第三節公益信託之監督，

公益信託之監督主要係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之，故本節首先就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之監督權限作一說明。此外，公益信託若受完整之監督，則

對公益信託之圓滿運作有相當大的幫助，但從現行法制觀之，公益信託

之監督辦法係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別訂定，此法制設計，可能造成

許多問題，例如，公益信託兼具多種目的時，至少有兩個以上之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則各主管機關應如何行使監督之權限？且若其監督辦法有

所衝突，應如何解決？因此，有人主張可參考英國之公益委員會制度，

設立一個統一且獨立運作之許可及監督機關，但是，此牽涉大幅翻修信

託法中有關公益信託之管理與監督之問題，若欲遷就現狀，本文建議應

將信託法第八十一條修改為：「公益信託之許可及監督辦法，由行政院

定之。」，並由行政院彙集各相關部會之意見後，訂立一統一之許可及

監督辦法。第四節公益信託之消滅與繼續，本節之重點有三部份，第一

部份是探討公益信託之消滅，首先探討其消滅事由，之後，並就其消滅

時之效果，包括剩餘財產之歸屬問題及受託人之申報義務等分作闡明。

第二部份是探討公益信託之繼續，依信託法第七十九條乃規定：「公益

信託關係消滅，而無信託行為所定信託財產歸屬權利人時，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得為類似之目的，使公益信託存續，或使信託財產移轉於有類似

目的之公益法人或公益信託」。此一原則，本文稱之為類似原則，並於

此部份就其適用方法加以說明。第三部份是闡明公益信託消滅與繼續時

之稅制。此部份之說明，是依信託相關稅法修正草案之內容。分別說明

信託財產歸屬於信託行為所定之人或適用類似原則時，應如何課稅。 第

六章 結論。  

摘要

(英)  

論文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2 第二

章 公益信託之基本概念 4 第一節 信託之意義 4 第一項 信託財產之移轉

或其他處分 5 第二項 信託財產之管理或處分 5 第二節 公益信託之意義 6 

第一項 公益信託之規制 6 第二項 公益信託為信託制度之一環 7 第三項 

公益信託之目的須具公益性 7 第一款 概說 7 第二款 非成文法典型式 8 第

三款 成文法典型式 9 第一目 慈善目的 9 第二目 文化目的 10 第三目 學術

目的 11 第四目 技藝目的 11 第五目 宗教目的 12 第六目 祭祀目的 12 第七

目 其他目的 13 第一、須有利益存在 13 第二、利益須合法 14 第三、利益

須具有公共性 15 第四、受益對象須為不特定人 15 第三節 公益信託之架

構 17 第四節 公益信託與私益信託之比較 19 第一項 信託目的 19 第二項 

受益對象 20 第三項 信託之設立 20 第四項 宣言信託之規定 21 第五項 內

部組織 21 第六項 監督機關 21 第七項 受託人之辭任 22 第八項 變更信託

條款 22 第九項 類似原則 23 第十項 信託關係消滅後之處理 23 第五節 公

益信託之分類 23 第一項 稅法上之分類 24 第一款 日本稅法分類 24 第一

目 一般公益信託 24 第二目 特定公益信託 25 第三目 認定特定公益信託 

25 第四目 小結 26 第二款 美國稅法分類 27 第一目 無保留權公益信託 27 

第二目 分離利益公益信託 27 第一、公益剩餘信託 27 第二、優先受益權

公益信託 30 第三目 小結 30 第二項 營運制度之分類 31 第一款 維持基本



財產型及動用基本財產型 31 第二款 特定人出資型及資金公募型 32 第三

款 多目的型及單一目的型 32 第四款 獎助金提供型及事業經營型 33 第五

款 法律上公益信託及實質上公益信託 34 第三章 外國公益信託制度之利

用 35 第一節 英國 35 第一項 沿革 35 第一款 公益信託之起源與發達 35 第

二款 公益用益條例之施行 36 第三款 公益信託法之制定 37 第四款 公益

法之制定 38 第一目 規定公益活動之主體 38 第二目 主管機關之改組與權

限之強化 38 第三目 登記制度之採行 39 第四目 類似原則之適用 39 第五

目 保護及獎助公益組織 39 第五款 公益法之修訂 40 第二項 設立與營運 

40 第一款 受託人之選定 40 第二款 受託人之權限 41 第三款 受託人之義

務 41 第一目 對於類似原則之適用，有協助、配合之義務 41 第二目 登記

義務 42 第三目 編制及提出會計報告義務 42 第四目 財產管理義務 42 第

五目 與其他公益事業及地方行政當局之協調合作 43 第四款 公益事業之

登記 43 第一目 登記之目的 43 第二目 免辦登記之公益信託 43 第三目 登

記之手續 44 第四目 登記之效果 45 第五目 登記之塗銷 46 第五款 公益事

業之資金募集 46 第一目 募捐 46 第一、挨家挨戶募捐 47 第二、街頭募捐 

47 第二目 發行彩券 47 第六款 公益事業財產之運用 47 第七款 公益事業

之日常營運 49 第三項 監督機關 50 第一款 序言 50 第二款 公益委員會之

組織及功能 51 第三款 公益委員會之權限 52 第一目 提供資訊及建議 52 

第二目 指定新受託人 52 第三目 信託條款之變更 53 第四目 調查權之行

使 53 第一、調查權之發動 53 第二、調查程序 54 第三、調查之效果 54 

第五目 授權受託人行使權限外之行為 55 第六目 「Ex gratia payments」的

授權 55 第四款 公益委員會之附屬組織 56 第一目 公營公益受託保管人 56 

第一、沿革 56 第二、公營公益受託保管人之組成 57 第三、公營公益受

託保管人與公益信託事業受託人之關係 58 第四、公營受託保管制度之優

點 59 第二目 公營公益投資基金 59 第三目 公益存款基金 60 第二節 美國 

60 第一項 沿革 61 第一款 殖民地時期 61 第二款 獨立戰爭後至十九世紀

中期 61 第三款 十九世紀中期以後 62 第二項 設立與營運 63 第一款 受託

人之選任 63 第二款 受託人之權限 64 第三款 受託人之義務 64 第一目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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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植根雜誌，第十一卷第 九期，民國八十四年九月。 35、鄭俊仁，

「信託法概念與稅務處理」，財稅研究，第二 十八卷第六期，民國八十

五年十一月。 36、鄭俊仁，「信託法概念與稅務處理（二）」，財稅研

究， 第二十九卷第二期，民國八十六年三月。 37、鄭俊仁，「信託法概

念與稅務處理（三）」，財稅研究， 第二十九卷第三期，民國八十六年

五月。 38、鄭俊仁，「信託成立時之稅制研議」，稅務，第一六四 三

期，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二十。 39、鄭俊仁，「信託存續期間之稅制研

議」，稅務，第一六 四九期，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二十。 40、鄭俊仁，

「信託法概念與稅務處理（四）」，財稅研究， 第二十九卷第六期，民

國八十六年十一月。 41、鄭俊仁，「談信託關係消滅時之稅務處理」，

稅務，第 一六六五期，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2、鄭俊仁，

「信託法概念與稅務處理（五）」，財稅研究， 第三十卷第一期，民國

八十七年一月。 43、鄭俊仁，「信託法概念與稅務處理（六）」，財稅

研究， 第三十卷第二期，民國八十七年三月。 （四）出國報告書 1、李

森介，「台北市信託投資商業同業公會信託業務小組 赴日考察報告」，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因公出國人員出國 報告書，民國八十四年七月。 2、

黃子能，「信託制度之研究」，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因公 出國人員出國報

告書，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 3、黃忠銘，「赴英國研習公益信託、共

同基金、受託保管 基金業務研習報告」，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因公出國人

員 出國報告書，民國八十一年八月。 4、張秀蓮，「歐洲信託業務考察

報告」，行政院所屬各機 關因公出國人員出國報告書，民國八十三年四

月。 5、盧金發，「赴日本研習公益信託、共同基金、受託保管 基金業

務」，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因公出國人員出國報告 書，民國八十一年十一



月。 6、謝融榮著，「英國信託法在商業及公益事業上之適用」， 行政

院所屬各機關因公出國人員出國報告書，民國八十 三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 7、蕭善言，「英國、德國信託業務之發展與管理」，行政 院所屬

各機關因公出國人員出國報告書，民國八十一年 三月。 二、日文文獻

（按作者姓氏首字筆畫順序） （一） 書籍： 1、小林桂吉，「信託銀行?

本」，財團法人金融財政事情 研究?，昭和六十年三月九日第二刷。 2、

大阪谷公雄，「信託法の研究（上）」，信山社出版株 式?社，一九九一

年十月三十日第一版第一刷。 3、三菱信託銀行信託研究?，「信託の法

務と?務」，財 團法人金融財政事情研究?，平成二年八月十五日第二 

刷。 4、太田達男，「信託業務?本」，近世セ－ルス社，平成 三年。 

5、日本信託銀行信託法研究會譯，「イギリス信託法」， 有信堂，一

九八八年初版第一刷。 6、田中 實，「公益法人と公益信託」，勁草書

房，一九 八０． 7、田中 實，「公益信託の現代的展開」，勁草書房，

一 九八五年． 8、田中 實，「公益信託の理論と?務」，有斐閣，一九 

九一年三月。 9、田中 實、山田 昭，「信託法」，學陽書房，一九八九 

年。 10、四宮和夫，「信託法（法律學全集 33）」，有斐閣， 昭和三十

三年初版第一刷。 11、四宮和夫，「信託法（新版）」，有斐閣，平成

元年九 月十日新版第一刷。 12、四宮和夫，「信託の研究」，有斐閣，

昭和五十七年一 月五日初版第四刷。 13、加藤一郎、水本 浩編，「民

法?信託法理論の展開」， 株式?社弘文堂，昭和六十三年六月十日二

刷。 14、松本崇，「信託法」，第一法規出版株式?社。 15、松本崇、

西內彬，「特別法コンメンタ－ル?信託法、 信託業法、兼?法」，第一

法規出版株式?社，昭和四 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二刷。 16、信託協會編

集發行，「信託稅制要覽」，平成二年四月 三訂版。 17、海原文雄，

「英米信託法の諸問題」，信山社，一九九 三年二月八日第一版第一

刷。。 18、張亨龍著，石井 崇、原靖譯，「韓國信託法概論」， 有信

堂高文社，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初版第一刷。 （二）期刊： 1、山

下祐樹，「信託管理人の現狀とその財產管理制度へ の應用」，信託法

研究，第十六號，一九九二年。 2、太田達男，「公益信託の實務と今

後の課題」，ジユリ スト，第七七一期，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五日。 3、

太田達男，「公益信託概論（３）」，公益法人，二卷 四號。 4、方國

輝譯，「公益信託座談會─公益信託之現狀及今後 之課題」，日本公益

信託文粹選集，台北市信託商業同 業公會印，民國七十八年五月二十

日。 5、玉井茂，「信託の特異性」，法學新報，第四八卷三號。 6、田

中 實，「信託行為の一考察」，法學研究，三十七 卷二號。 7、竹下史

郎著、林素鳳譯，「公益信託終止階段的各種實 務上及法律上問題」，

日本公益信託文粹選集，台北市 信託商業同業公會印，民國七十八年五

月二十日。 8、宇佐美雅彥，「信託の公示とその效力について」，信 

託法研究，第十九號，一九九五年。 9、杉本九男著、林素鳳譯，「公

益信託經營階段上的各種 實務上及法律上問題」，日本公益信託文粹選

集，台北 市信託商業同業公會印，民國七十八年五月二十日。 10、雨宮

孝子，「公益信託の引受許可?指導監督をめぐる 諸問題」，信託法研

究，第十七號，一九九三年。 11、雨宮孝子，「公益信託 20 周年─公益

信託をめぐる新 たな課題」」，信託，一九一號，一九九七年八月。 



12、雨宮孝子，「公益信託活用上の諸問題」，信託，一九 六號，一九

九八年十一月。 13、星田 寬，「明日の公益信託にむけて」，信託，一

九 一號，一九九七年八月。 14、星田 寬，「公益信託をめぐる稅制上

の諸課題」，信 託，一九三號，一九九八年二月。 15、星田 寬，「不

動產を公益信託の信託財產とする場合 の實務と課題」，信託，一九四

號，一九九八年五月。 16、信託協?公益信託專門部?，「公益信託法コ

ンメンタ －ル」，信託，一０一號。 17、植田 淳，「有價證券の信託

公示の省略と信託財產の 獨立性」，信託，一九三號，一九九八年二

月。 18、細谷祐治，「公益信託概論（三）」，明治大學商學論 叢，第

五卷一號。 19、新井 誠，「公益信託の法的構成」，NBL，第五一０ 

期。 20、藤野忠彥著、林素鳳譯，「英國公益信託之簡介─以受 託業者

為中心」，日本公益信託文粹選集，台北市信託 商業同業公會印，民國

七十八年五月二十日。 （三）網站資料 1、http://www.shintaku-

kyokai.or.jp/k/k.html 2、http://www.shintaku-kyokai.or.jp/k/j/j50.html 三、英文

文獻 （一）書籍： 1、A.J.Oakley, PARKER AND MELLOWS: the modern 

law of trusts, Sweet&Maxwell ,1994. 2、D G Cracknell, Cracknell on 

Charities,FT Law&Tax, 1996. 3、D.J.Hayton, The Law of Trust, 

Sweet&Maxwell, 1993. 4、Peter White, Pratical Trust: Law, Tax and Precedents, 

Longman Group Ltd, ,1994. （二）網站資料： 1、http://www.charity-

commission.gov.uk/cc2.htm 2、http://www.charity-

commission.gov.uk/cc38.htm#Meaning 3、http://www.charity-

commission.gov.uk/cc38.htm 4、http://www.charity-

commission.gov.uk/cc7.htm#Payment 5、http://www.charity-

commission.gov.uk/cc7.htm#Other 6、http://www.charity-

commission.gov.uk/ccabout.htm 7、http://www.charity-

commission.gov.uk/cc2.htm#do 8、http://www.charity-

commission.gov.uk/cc2.htm#public 9、http://www.charity-

commission.gov.uk/cc2.htm#registration 10、http://www.charity-

commission.gov.uk/cc2.htm#advice 11、http://www.charity-

commission.gov.uk/cc2.htm#authority 12、http://www.charity-

commission.gov.uk/cc2.htm#appointing 13、http://www.charity-

commission.gov.uk/cc2.htm#alteration 14、http://www.charity-

commission.gov.uk/cc2.htm#sales 15、http://www.charity-

commission.gov.uk/cc2.htm#endowment 16、http://www.charity-

commission.gov.uk/cc7.htm#Meaning 17、http://www.charity-

commission.gov.uk/cc2.htm#supervision 18、http://www.charity-

commission.gov.uk/cc2.htm#monitoring 19、http://www.charity-

commission.gov.uk/cc47.htm#complaints 20、http://www.charity-

commission.gov.uk/cc2.htm#custodian 21、http://www.charity-

commission.gov.uk/cc47.htm#action 22、http://www.charity-

commission.gov.uk/cc13.htm#Who 23、http://www.charity-

commission.gov.uk/cc13.htm#How 24、http://www.charity-

commission.gov.uk/cc13.htm#Custodian 25、http://www.charity-

commission.gov.uk/cc13.htm#The 26、http://www.ch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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