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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信託制度源於英美法系，與我國採大陸法系者不同，更有甚者，我國對於

不動產權利信託登記係採「登記對抗要件主義」，亦即，委託人將不動產之信託財

產移轉與受託人，委託人與受託人須向該管不動產所在之登記機關申辦信託登記，

始得對抗第三人，此與現行土地登記所採「登記生效要件主義」者不同，對我國傳

統法制造成衝擊。是以，信託法下之登記制度應如何處理與接軌，實為重要之課

題，經由本文從理論與實務見解觀點予以分析後，得到下述結論，以供信託法研修

之參考： 

一、辦理信託登記，始能對抗善意第三人 

實務見解認為於信託法公布施行後，當事人間之信託行為，自應依法為信託之

登記。若未為信託之登記，自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申言之，自不得事後主張內部

為信託關係，而持以對抗善意第三人，對此，本文亦予以肯認。 

二、債務人將信託財產登記為受託人所有後，原則上，債權人不得強制執行 

法院實施查封信託財產前，若不動產既經債務人依信託契約，將其所有權移轉

登記為受託人所有，使受託人成為該不動產之權利人，則債務人已非其法律上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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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原則上，其債權人自不得對其為強制執行，以符信託之精神。 

三、未辦理信託登記之不動產，與「債權人」相較，原則上，應提高「交易第三

人」對信託財產之保護程度 

本文以信託財產之有無「登記」為經，運用「法律經濟分析」方法進行分析，

在一定（前提）要件下（亦即「交易第三人」之 MR 維持不變下，而其 MC 降為

MC’；詳圖 4），本文認為，相較於「債權人」對信託財產之保護程度，應提高

「交易第三人」對信託財產之保護程度，以符經濟法則。 

四、債務人故意避免債權人之強制執行，則債權人對信託財產得為強制執行 

倘若債權人認債務人係故意以消極信託之方式，將不動產移轉與受託人所有，

以避免債權人之強制執行，自應對該不動產為強制執行，以符正義原則。 

 

關鍵詞：信託、不動產權利信託登記、公示制度、強制執行、法律經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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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所謂信託，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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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法第 1 條參

照），目前，多數學者認為信託係肇始於英國之土地用益權制度，該土地用益權制

度係一種為他人利益管理財產之制度，亦即土地所有權人將土地之占有權以及所有

權讓與他人，而該土地所有權人僅留有用益權。至於美國法除了承襲英國法之信託

制度外，晚近更將信託延伸至商業之發展，我國信託法於 1995 年 12 月 29 日完成

立法程序，於 1996 年 1 月 26 日公布施行，惟我國法制係繼受自傳統之大陸法系，

而信託制度則源自於英美法系，是以信託法對我國傳統法制造成衝擊，如何妥適地

解釋信託法理，實為重要之課題。 

按民法上之法律行為，區分為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債

權行為僅於特定人間發生法律上之效力，至於物權行為則利用公示方法，使第三人

得知悉之，並對任何第三人發生法律上之效力（亦即「對世效力」）。其中，動產

以交付為公示方法，不動產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並以該公示方式作為權利取得喪

失、變更之要件，以保護善意第三人。在物權變動過程中，為維護交易安全，保障

善意第三人之公示制度即成為財產權保障之重要制度。信託登記係規定於第 4 條第

1 項，亦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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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該條之立法意旨觀之，我國對於不動產權利信託登記（以下簡稱「不動產信託登

記」）制度，係採「登記對抗要件主義」，亦即委託人將不動產之信託財產移轉與

受託人，委託人與受託人須向該管不動產所在之登記機關申辦信託登記，始得對抗

第三人，此不動產信託公示制度與民法第 758 條物權變動係採「登記生效要件主

義」者不同，申言之，信託財產係藉由信託登記之公示制度而取得對世效力。 

現行不動產信託登記制度，除為保護信託財產外，旨在使信託當事人間關於信

託約定內容公示周知，使交易相對人知悉交易標的物上有信託法律關係，以保護交

易第三人或利害關係人。按信託制度創設一個獨立於委託人、受託人和受益人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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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外之信託財產，是以委託人、受託人和受益人的債權人原則上都不得對信託財

產強制執行，而與信託財產交易之相對人，如受託人於契約明訂其免除個人責任

時，則交易相對人亦僅得就信託財產求償。因此，信託制度確實與現行法上之債權

確保有所衝突，其中，登記或可成為探求「債權確保」與「信託制度」兩者間平衡

之重要制度。在此前提下，為避免信託財產遭受債權人之追索，信託法第 12 條第 1

項前段明定：「（第三人或利害關係人）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除非符合

同條項但書規定，亦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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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稅捐優先權」；稅捐稽徵法第 6 條參照），不在

此限，此乃揭示了信託財產強制執行禁止原則。 

有關財產之強制執行，係為避免債務人在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出售該財產，

以確保債權人之債權，準此，被強制執行之不動產，執行法院應通知該管登記機關

辦理登記。惟如何保障信託關係發生前已生的權利，以及因信託財產所生或處理信

託事務發生的稅捐與債權等，於實務上屢生紛爭。尤有甚者，以信託之名規避當事

人名下不動產被債權人查封拍賣之情形，亦屢見不鮮，致使當事人濫用信託以達詐

害債權人之目的。故如何平衡信託制度（功能）與債權確保，避免脫產與詐害債權

等發生，實為重要問題。此外，傳統大陸法系採行所謂「物權法定主義」，而來自

英美法系之信託制度卻可依信託本旨自由創設不同型態之物權，此舉勢將衝擊我國

現行之物權法既有思維，該如何調整二種不同法體系間之「鴻溝」，亦為重要課

題。  

信託制度最大的特色在於創舉物之財產權與受益權的分離，促使信託此一財產

之運用符合信託人最大信託效益，受託人為能行使信託財產的管理與處分等信託目

的，而以信託財產之名義上所有人（legal owner）身份，合理運用信託財產，並將

信託利益指定分配給信託受益人。基於法律規定，信託財產具有獨特性質，概念上

既不屬於受託人的自有財產，也不屬於信託人的自有財產，因此信託財產可以擺脫

一般常見的債權糾紛及強制執行的箝制。由於信託制度迥異於現行大陸法制，早期

法院在實務上皆運作民法等相關觀念，以進行個案審理，試圖解決信託制度與我國

法制之衝突（扞格），以解決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然亦力有未逮。如上所述，信

託法業已於 1996 年施行，並將屆 10 年，本文乃希求從不動產信託公示制度以及保

障債權（第三人）之觀點，探索信託制度中相關當事人之權利義務關係，期對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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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之研修有所助益。 

綜上，本文冀望於信託法制建立後，探索公示制度以及信託制度中相關人之權

利義務平衡點，針對現行不動產信託登記與強制執行相關議題，輔以實務見解以及

相關學說之推演，以歸納兩者間之關聯性與相關議題。準此，本文主要立基於「登

記與公示制度」、「強制執行制度」、以及「不動產信託制度」三個面向上，以分

析現行論理及實務上不動產信託強制執行所面臨相關問題。 

二、研究目的 

基上所述，本文係從「登記與公示制度」、「不動產信託制度」、以及「強制

執行制度」三個面向，參酌相關法制規範，深入分析我國現行不動產信託強制執行

所面臨相關論理上及實務上問題，並將其問題類型化。綜之，本文之研究目的為： 

（一）藉由相關文獻探討以了解不動產信託強制執行之意義與現行發展狀況，並分

析不動產信託於債權人追索其信託財產下，應如何建構良善之登記制度，並

比較其與交易第三人之權益。 

（二）嘗試運用比較分析與歸納方法，探究下述相關議題： 

1.我國現行信託與公示法制。 

2.我國現行不動產信託登記以及強制執行相關實務見解。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回顧法：首先蒐集以往不動產信託以及信託強制相關文獻，以了解不動

產信託強制執行之意義及特性，並從「登記與公示制度」、「不動產信託制

度」、以及「強制執行制度」相關理論基礎，援引法制規範以分析現行法上

對於信託強制執行相關議題，並將其內容類型化，以掌握法制規範問題之癥

結所在。 

（二）綜合歸納分析法：為深入分析現行法上對於信託強制執行相關法制問題，本

文擬探析信託相關規定以及信託強制執行之實務見解，運用綜合歸納分析

法，以分析我國現行不動產信託之強制執行制度，並歸納出其實務與法制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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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一、不動產登記制度、公示制度與信託公示制度1 

（一）不動產登記制度 

按各國土地登記制度，依其社會經濟條件（socioeconomic condition）之不同，

各自發展出不同登記制度，惟於立法例上，主要概可分為契據登記制、權利登記

制、以及托崙斯登記制三種，茲簡述如下： 

1. 契據登記制（registration system of deeds）：契據登記制又稱法國制，以契據為登

記對象，其目的僅是證明所登記之契據（契約書）已正式生效，並非保障契據中

所記載之權產無瑕疵，又，其登記僅係對抗第三人之要件，並非權利變動之生效

要件。此外，登記與否，可由當事人自由決定，非具強制性。而登記機關對於申

請內容，僅為形式上審查，並不為實質審查，故不負擔任何保證權利無瑕疵之責

任。 

2. 權利登記制（registration system of title）：權利登記制又稱為德國制，主要目的

乃為確定產權以及表徵權利現狀，採強制性登記，且登記為物權發生變動之必要

條件。登記機關對於登記之聲請，不僅須審查登記手續及相關證明文件，是否齊

備，對於權利之取得變動、以及有無錯誤或詐欺等情事等，均予以實質審查。故

對所登記資料是否真偽，負有一定之擔保責任，社會大眾可信賴其已登記之權

利，此亦為「信賴保護」（Vertrauensschutz）之體現，亦即具有公信力，惟須指

出者，於實務上此公信力宜解為「相對公信主義」。 

3. 托崙斯登記制（registration system of Torrens）：托崙斯登記制又稱「澳洲登記

制」，係以前揭「權利登記制」為基礎，惟不同處在於：初次申請非屬強制性、

登記後交付產權證書、以及設置「賠償基金」，登記機關應負起賠償損失之責。 

                                                      
1 詳參方瑞榕（2005），「不動產信託登記之分析-以公示制度為例」，收於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主辦：2005 年不動產經營與管理實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88-211，亦可參溫豐文（2005），土
地法，148-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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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行土地登記制度主要導源於民法第 758 條及 759 條之規定，質言之，前

者採登記生效主義，後者為登記處分要件主義，通說認為我國登記制度應兼具權利

登記制及托崙斯登記制之特色，亦即：具登記生效、實質審查、公信力、交付產權

證明、以及賠償機制等特徵，蓋亦唯有如此，登記機關才能放心採取「無過失責任

主義」，質言之，依此公示制度（publicity system）所生成本（如「認識成本」與

「防險成本」等）皆由登記機關負擔，並藉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以及維護土地交易

安全2。 

（二）公示制度 

物權之對世效力須輔以適當公示制度，始能有功，亦即藉由提升其「透明度」

（transparency），讓一般人皆能取得正確之財產權資訊3，始得以作出正確判斷以及

確保交易安全，但公示並非不需成本，惟其額度與前揭登記類型存有密切關聯。綜

之，如圖 1 所示，縱軸代表公示之「透明度」（簡稱 T），橫軸代表公示之「成

本」（例如審查人力以及物力之支出等），不同「公示制度」（Publicity System；

簡稱 PS）之效益可以 PS 曲線為之4，此外，OV 直線代表於某一種公示制度下，其

「投入成本」與「透明度」均等，從而，由圖 1 可知：當投入成本大於 R 點者，該

種公示制度係符合「經濟法則」（蓋其「透明度」大於其「投入成本」，故其效率

為正值），若所投入成本超過 Q點或者小於 R點者，即代表該種公示制度所投入之

成本係屬「資源誤配」而歸於「負效益」，除非能擴大經濟規模（例如改採不同之

公示制度，此時，整條 PS 曲線將隨之變動），否則從經濟觀點言，即不值得投

入，另須指出者，圖 1 之 OR’為該種公示制度下之「固定成本」，其值常會隨著公

                                                      
2 事實上，有論者認為不動產物權之公示方法甚多，現行所採「權利登記制」僅為其中之一，
究竟土地登記制度應採何種制度較佳，並無定論，若從法律經濟分析觀點而言，本文以為應視登

記機關以及土地交易當事人對土地交易所生成本（如交易成本）之「承擔」（分配）程度以為

斷，詳參陳明燦（2005），「土地使用與土地登記若干問題之探究-最高行政法院 93 判字第 1043
號判決評釋」，財產法暨經濟法，第 2期，15-16，台灣財產法暨經濟法研究協會。 

3 須指出者，以土地「登記」為例（因現行土地公示以登記為方式），由於百分之百的透明度
於技術上幾無可能，亦即土地登記機關亦會產生「錯誤與遺漏」以及「損害賠償」（土地法第 68
條與第 69條參照）。 

4 PS 可解為各種不同公示制度（如前揭之「契據制」與「權利制」等）之產能水準，學者蘇永
欽對此有極為細膩分析，詳參氏著（1994），「物權法定主義的再思考-從民事財產法的發展與經
濟觀點分析」，收於氏著，經濟法的挑戰，頁 3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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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制度之不同而變動，一般而言，與「契據登記制」相較，「權利登記制」之「固

定成本」較其為高，然其「防險成本」卻較低5，蓋大部分均由登記主管機關吸納。 

透
明
度
(T)

正效益

負效益

成本(C)0 Q

PSY

RR’

T

T’

V

 

資料來源：修改自蘇永欽（見註 4），41 

圖 1公示（登記）制度下之透明度與投入成本 

（三）信託公示制度 

由於信託法律關係中，往往與第三人利益有所牽連，因而信託法選擇了以制定

強制規定做為保護第三人及調和當事人權利義務之手段，因此，信託制度亦存在著

高交易成本，必須思以「公示」或者其他制度以調降之（王文宇，2003：287）。

然而，對照於其他公示制度，信託公示除係表彰財產權變動之外，尚規範了一套表

明其信託「關係」內涵（特別公示），質言之，此信託財產之公示方法應具有二重

性（王志誠，2003：59），蓋誠如信託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以應登記或註冊之

                                                      
5 有關各種不同公示制度下相關成本之分派問題，得參蘇永欽，前揭書（見註 4），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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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為信託者，非經信託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6。但問題是，若與前揭其他

公示（登記）制度相較，於現有登記技術水準下，並無法滿足信託特性之需求，質

言之，因格於信託財產之特性（包括獨立性、同一性以及追及性；詳下述），現有

登記制度實無法滿足其需求，蓋若與其性質相近之「買賣」為例（信託法第 1 條參

照），依現行土地登記規則第 34 條第 1 項規定，雖兩者於所須繳之相關文件上，

並無不同，但若從登記「質」之觀點而言，由於信託契約書中有一欄係採「開放

式」，由當事人填寫之，內容可謂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此較買賣雙方當事人之資

料多出甚多，從而，增加登記人員之「審查成本」（尤其現行係採「實質審查主

義」），也因之增加登記成本以及降低登記產能（由 PS降為 PS’，其最大效益亦由

CG 降為 C’G’，兩者之「固定成本」均為 OF，詳圖 2），當登記制度由「PS’」

（現行信託登記制度）轉為「PS’’」時（改良式信託登記制度），沒有錯，其產能

（或效率）將大幅提昇（於 OC’’固定投入水準下，產能由 OT’增為 OT’’），但問

題是，設若於 PS’’登記下，其投入水準小於 I 時，則反而採 PS’登記制度較有效

率，其原因乃在於 PS’’登記制度下之「固定成本」（OI’）較 PS’登記制度下之固定

成本（OF）高出甚多所致，因此，不宜一味追求登記之「最大產值」而忽視其所生

之固定成本（可能亦較高），綜之，於比較 PS’與 PS’’兩種登記制度之優劣時時，

就後者而言，其投入水準至少應大 I，始具有效率，否則即無經濟效率，故如何創

設出一套適當之登記制度（例如由 PS’增為 PS’’），以降低登記成本，應考量諸多

因素。  

基上所述，對於有公示必要之信託財產，如未履行公示之方法，即不得以信託

對抗第三人，所謂對抗係指如信託財產的權利義務發生糾紛時，如信託具備公示要

件，則信託關係人對於第三人得主張信託關係存在。相反地，如信託不具備信託公

示要件，信託關係人即不得對於第三人主張信託關係存在（王志誠，2003：63）。

準此，我國於 1996 年 12 月 4 日以台（85）內地字第 8582495 號令訂定發布「土地

權利信託登記作業辦法」（該辦法因 2001 年 11 月 1 日修正施行「土地登記規則」

第九章「土地權利信託登記」後，已於 2002 年 7 月 1 日廢止），以利地政機關即

                                                      
6 事實上，除不動產信託登記採「登記對抗要件主義」之外，其他如船舶所有權之移轉（海商
法第 9 條參照）、動產擔保之交易（動產擔保交易法第 5 條參照）、以及航空器所有權之移轉
（民用航空法第 20條參照），均亦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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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信託當事人申辦權利變更登記。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24 條至第 133 條之規定，

土地權利依信託法辦理信託而為變更之登記，當事人須會同申請，若信託財產因受

託人變更或信託關係消滅時，亦應會同受託人申請受託人變更登記、塗銷信託或信

託歸屬登記。信託登記，除應於登記簿所有權部或他項權利部登載外，並於其他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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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登記完畢，

發給土地或建物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時，應於書狀記明信託財產，信託內容

詳信託專簿。由此可知，我國不動產信託登記制度，除為保護信託財產外，亦旨在

促使信託當事人間關於信託約定內容（亦即「信託關係」）經由公示方式予以周

知，以保護交易第三人或利害關係人。 

 
備註：OF與 OI’：不同公示制度之固有成本 

PS：（一般）公示效益曲線（制度） 

CG：最大效益 

PS’：信託公示效益曲線（制度） 

PS’ ’：改良式信託公示效益曲線（制度） 

資料來源：修改自蘇永欽（見註 4），1994，39 

圖 2 不同公示制度下之產能與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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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現行不動產信託制度 

（一）不動產信託內涵與範圍 

不動產信託係指委託人將信託財產（土地或其建築物等不動產）信託予受託人

（如受託銀行），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特定之目的，管理、處分

及開發信託財產。須說明者，依信託法就信託之利益是否歸屬於委託人本身，可分

為自益信託與他益信託（王志誠，2003：30）。亦即委託人係以自己之利益而為設

定信託，致使信託上之利益歸屬於委託人本身者，稱為自益信託，此情形之受益人

即為委託人本身；反之，委託人係為第三人的利益而設定信託，致使信託上之利益

歸屬於第三人者，稱為他益信託，此情形之受益人即係該第三人，惟不論係自益信

託抑或係他益信託，於不動產信託皆有其適用，於實務上，不動產信託財產運用之

範圍為： 

(1) 不動產管理（租賃）：係指委託人交付不動產予受託人，約定由受託人與第

三人簽訂租賃契約並定期收取租金，依信託契約約定為管理、運用及保存其

信託財產後返還受益人。例如不動產所有人若因年齡或時間因素，未能自行

管理不動產者，可藉由不動產信託，由受託人提供不動產出租、出售等專業

管理服務，信託收益並可規劃贈與予指定受益人，以增進資產使用效率。 

(2) 不動產出售（處分）：亦即委託人交付不動產予本行，約定由受託人與第三

人簽訂買賣契約並移轉所有權取得價金，依信託契約約定為管理、運用及保

存其信託財產後返還受益人。 

(3) 不動產開發：例如開發規劃、營建融資取得、發行受益權憑證等，可分為簡

易開發型與開發型，後者係指土地信託、起造人信託、建築融資之外，再加

上建築規劃與營建管理之謂。信託財產具備獨立性，非屬於信託資產之債權

人不得對信託資產強制執行，保障地主、建商等業主於開發期間之權益，避

免因個別業主債務問題延宕開發作業。受託人專案管理開發資金，避免資金

遭不當挪用，促使聯合開發工程順利進行，並維護消費者權益。 

(4) 其他（例如租售混合以及先租後售等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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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託財產之特性7：包括 

1. 獨立性：信託財產獨立性係指信託財產獨立於委託人、受託人和受益人的財產而

存在，為委託人、受託人和受益人的債權人追及範圍之外（方嘉麟，2003：

57）。惟最高法院之判例中，並無特別彰顯信託財產獨立性之概念，學者有謂此

為信託法之信託概念與最高法院在信託法通過前判例的信託概念的重大區別（謝

哲勝，2003：132）。現今多數見解均肯認信託財產獨立性之存在，如信託法第

11、12、13 與 14 條等是，具體而言，可細分為：(1)非屬受託人破產財團之範

圍：受託人破產時，信託財產不屬於其破產財團（信託法第 11 條）；(2)強制執

行之限制：委託人、受託人及受益人三方債權人，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信

託法第 12 條）；(3)抵銷之限制：屬於信託財產之債權與不屬於該信託財產之債

務不得相互抵銷（信託法第 13 條）；以及(4)混同之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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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權利亦不因混同而消滅（信託

法第 14條）。 

2. 同一性：信託財產之同一性係指信託財產管理、處分或其他原因，所得的財產，

均屬於信託財產（方嘉麟；2003：58），蓋信託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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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信託之房屋，發生保險事故後，若以該房屋投保取得之保險金購買土地，此

一土地仍屬信託財產，即是同一性之適例。 

3. 追及性：信託財產追及性係指受託人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時，受益人對信

託財產有追及性（方嘉麟，2003：57）。此即信託法第 18 條之規定：受託人違

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時，受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其處分，受益人有數人者，

得由其中一人為之。前項撤銷權之行使，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為限，始得為之：

(1)信託財產為已辦理信託登記之應登記或註冊之財產權者；(2)信託財產為已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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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為信託財產之有價

證券者；以及(3)信託財產為前二款以外之財產權而相對人及轉得人明知或因重大

過失不知受託人之處分違反信託本旨者。 

                                                      
7 學者溫豐文有甚為細膩之論述，詳參氏著（1998），「論不動產信託之成立要件」，人與地
雜誌，第 169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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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託法之結構： 

此可以從內部及外部關係予以說明，內部關係強調信託關係人間之權利義務，

亦即委託人、受託人及受益人三者，而外部關係即信託關係人之債權人（包括交易

第三人以及市場參與者；詳圖 3）。 

 

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 

信託財產 

信託目的 

交

易

第

三

人 

債

權

人 

市場參與者 

 

資料來源：方瑞榕（見註 1），192 

圖 3信託法之內、外部結構 

1. 信託內部關係：內部關係完全遵行契約自由，由委託人發起，落實所欲之目的，

其成立可以契約或遺囑方式為之（信託法第 2 條參照），透過契約或遺囑授予受

託人相當之權限，並保有信託財產。如圖 3 圓圈內部所示，除財產之移轉外，信

託關係人間必存在信賴關係，而受託人負有忠實義務，此為代理及委任關係所

無，再者，委託人於信託財產移轉，即如所有權人之移轉一般，脫離信託財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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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關係8，質言之，信託內部關係猶如契約行為之完全自由，受託人的權限可由當

事人任意創設，以滿足需求。而受益人則基於信託關係，對於受託人違反義務，

可請求賠償、回復原狀或請求將此所得沒入信託財產（信託法第 23 條參照）。

雖然，信託法就關係人權責有所規範，但仍無損其契約自由之色彩，其標準化條

文，應僅在協調當事人地位，以減少交易成本9，而大部分條文可允許當事人合意

排除適用，充分符合當事人主觀期待，以求落實信託之旨意。 

2. 外部關係：外部關係係指信託當事人與第三人間之關係，此特性源自於承認信託

財產獨立性所致10，蓋如圖 3 圓圈代表信託財產，以受託人之名義，將內部條款

予以外部化擴及他人，例如：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信託法第 12 條參照）、

追及效力（信託法第 18 條參照）等，均顯示債權人不可對信託財產加以追索，

而第三人則必須承受被受益人追及之風險，受益權居於優越地位，而享有（債

權）物權化之法律效果，市場參與者亦因與信託財產為交易，而必須過濾資訊以

求交易之正確，從而亦必須花額外成本（例如資訊蒐集成本）。又，本文所指

「債權人」之強制執行以及「交易第三人」之保障交易安全，均為信託關係之

「外部」相關權利人，合先敘明。 

三、強制執行與信託法之強制執行 

（一）強制執行法之規定 

1. 意義：強制執行係債權人依執行名義，向執行機關聲請，對債務人施以國家之強

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滿足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強制執行之開始，其開始原

因是由於債權人聲請、分期給付執行之續行以及自助行為之處理。要件有一般要

                                                      
8 信託關係中，若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管理信託財產，委託人不得任意干預，且在受益人與委託
人非同一人時，除信託行為另有保留外，於信託成立後不得變更受益人或終止信託，亦不得處分

受益人之權利（信託法第 3條參照）。 
9 學者王文宇認為：法律為何須事先擬訂一些條款，而不完全由當事人全權決定，主要在避免
不完全契約之產生，減少紛爭，而提供各種標準化的契約條款，則有助於節省交易成本，詳參氏

著（2003），「信託之公示機制與對世效力」，收氏著，民商法理論與經濟分析（二），292-
293。 

10 學者朱柏松認為：信託財產之獨立性係指當為信託標的物之財產權係獨立於信託關係人，特
別是應獨立於受託人之固有財產，有其獨立之地位，而應分别予以管理之特性，詳參氏著

（2002），「論受託人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之效力」，月旦法學雜誌，第 82期，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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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與特別要件，前者如管轄權、當事人、依法定程式聲請；後者為債權履行期限

屆至、條件成就、擔保之提供、對待給付之提出、執行名義之送達。因此，若無

強制執行法上之障礙事由者，皆可依執行程序確保債權。強制執行可分為金錢債

權之強制執行、物之交付請求權之執行、以及作為與不作為請求權之執行，至於

不動產之強制執行所涉及者，係金錢債權中不動產部分之強制執行以及在物之交

付請求權中請求交付不動產之強制實行，本文僅擬就不動產相關強制執行部分加

以介紹，並未擴及他項強制執行之標的，合先陳明。 

2. 對於金權債權中不動產之執行：依強制執行法第 75 條第 1 項規定，不動產之強

制執行，以查封、拍賣、強制管理之方法行之，故不動產之執行程序是事先聲請

強制執行時應具備執行名義，債權人具狀向執行法院聲請並繳交執行費，再囑託

查封登記，引導執行，最後即是查封行為。該土地經囑託測量、估價以及詢價

後，即進入拍賣程序，若投標出現拍賣或承受，強制執行得以貫徹。但是若無人

應買，再拍賣第二次即強制管理，六次拍賣後即依強制執行法第 95 條第 3 項特

別拍賣程序，先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行使權利，再函查土地增值稅、追繳書據，繳

交價款，塗銷查封、抵押權登記及發放權利移轉證明書，製作分配表，定期分

配，領取價款，最後即可結案。 

不動產經查封登記後，債務人將其所有權移轉於第三人者，其移轉行為對於債

權人不生效力（土地登記規則第 141 條第 1 項參照）11，然若於不動產查封後未辦

查封登記前，債務人將其所有權移轉與第三人者，於未塗銷移轉登記之前，第三人

依該登記所取得之所有權，尚不失其效力。此時，執行法院應於塗銷移轉登記之

後，並恢復為債務人所有權之後，才能拍賣之，因此，不得僅以其為債權人聲請強

制執行後之行為，即認為無效12。此外，債務人在查封後就查封物所為之處分，對

於債權人不生效力，所謂債權人非僅指聲請執行查封之債權人而言，縱參與分配之

債權人，亦包括在內13。至執行法院之拍賣，通說係解為買賣之一種，即債務人為

出賣人，拍定人為買受人，而以拍賣機關代替債務人立於出賣人之地位（最高法院

                                                      
11 為貫徹查封登記之效力，債權人即得以第三人之處分行為無效，訴請塗銷其所為之所有權移
轉登記，最高法院 50年上字第 2087號判決參照。 

12 詳參許士宦（2005），「查封之相對效及其主觀範圍」，收於氏著，執行力擴張與不動產執
行，195-196。 

13 高等法院 51年台上字第 156號判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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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年台上字第 152 號及 49年台抗字第 83 號判例參照），其性質雖為買賣之一種，

但其拍賣必須依據法定程序為之，又，拍定人及拍賣之標的，亦非執行法院所得任

准變更，亦一併陳明14。 

（二）信託法關於強制執行之規定 

信託法第 12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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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項之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

之。」，就該條文之文義以觀，信託財產非絕對不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最高法院

68 台上第 3190 號判例參照），申言之，信託財產得強制執行之情形有：1.基於信

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2.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亦即基於履行其自身債

務、負擔或責任之需者）15
；以及 3.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又，依同條第 2 項規

定，若該信託財產之強制執行係屬違法者16，自得依法提起異議之訴，至該提起異

議之訴之要件如下：1.須強制執行程序違反第 1 項規定者；2.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

前提起；3.由委託人、受益人或受託人提起；4.對債權人提起；以及 5.向執行法院

提起。至於該異議之訴，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

強制執行之裁定（強制執行法第 18 條第 2 項參照），而當事人對於該裁定，不得

抗告（強制執行法第 18條第 3項參照），茲不贅述。 

參、不動產信託強制執行之分析 

信託制度係創設一個獨立於委託人、受託人和受益人自有財產之信託財產，是

                                                      
14 高等法院 67年台抗字第 129號判例參照。 
15 此時，信託財產之委託人或受益人仍會依信託法第 12條第 2項提起異議之訴，然因不具有提
起之要件，故終將遭執行法院為敗訴判決之命運。 

16 須指出者為，是否該當信託法第 12條第 1項後段三個例外（但書）之要件，或者對此有所爭
議時，即認強制執行係屬違法，而由委託人等逕提異議之訴，應頗值探討，例如以其中第二個

（例外）要件為例，受託人究竟是否非依信託本旨處理信託事務，宜先究明，俾以作為衡酌旨揭

異議訴訟之提起是否具正當性理由，詳參朱柏松，前揭文，（見註 10），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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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託除了須處理委託人、受託人和受益人之內部關係之外，亦須處理各當事人

與外部關係人之關係（詳圖 3）。茲為保護交易之第三人，信託法課予受託人一定

之告知義務，使交易雙方資訊不對等之情形得以減緩，而且節省交易時之資訊蒐集

成本，並發揮保障交易第三人之效果，該告知義務即為信託法 4 條第 1 項信託財產

登記之體現。準此，信託登記應可認為係衡平債權確保與信託制度重要因子，蓋在

信託制度下，基於旨揭信託財產之獨立性，兼以委託人、受託人和受益人之債權人

不得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此對於各信託關係人之債權確保而言，似有衝突之處，

因此，本文以下擬就債權確保與信託制度之平衡、不動產信託登記、以及個別信託

當事人之權益予以分析，希冀能釐清不動產信託強制執行之關係。 

一、債權確保與信託制度之平衡17 

由於信託法賦予信託財產一定之主體性，真正將信託財產外離於委託人、受託

人、受益人等利害關係人之固有財產，故原則上委託人、受託人和受益人之債權人

不得對信託財產為強制執行，因此，信託制度確實與債權確保有所衝突，如何取得

平衡，實為重要問題。論者有從真正權利與交易安全保護之觀點予以以衡量，具有

參考價值（謝哲勝，2003：113）。本文以為，不論側重於「真正權利」或「交易

安全」之保護，皆屬權利保護（Rechtsschutz）之範疇，惟二者間之保護（程度）應

須取得平衡，質言之，應以二者相加之最大（私）利益以及合於社會最大利益為最

高指導原則。 

事實上，論者有謂：真正權利人可能係指信託財產（如不動產）現利用人（如

受託人），而交易安全所欲保護之第三人則可能為最適使用人，如上所述，為求二

者相加總利益之最大化，一般認為乃是設法降低對交易安全之負面影響程度，亦即

在交易安全的必要限度內，使真正權利（人）向後退縮，質言之，在保護交易安全

以內剝奪部分之真正權利。惟須指出者，此非指於保護交易安全的必要限度以外剝

奪真正的權利，是以，信託法為衡平債權確保與維持信託功能於不墜，乃於第 4 條

第 1 項揭示信託公示原則、第 6 條第 1 項規定委託人之債權人得行使撤銷權、第 9

                                                      
17 此處所稱「債權」確保，就其權利人而言，係指債權人，至就交易第三人而言，則指潛在之
信託財產買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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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至第 14 條規定信託財產之獨立性、以及第 18 條規定受益人得行使撤銷權，其均

旨在合理規範信託關係下委託人、受託人與受益人（內部關係；詳圖 3）以及債權

人與交易相對人（外部關係；詳圖 3）之權義關係，藉以解決（或減少）所衍生問

題（對此，本文將分述於後）。  

二、不動產信託公示制度以及強制執行18 

信託制度確實與債權確保有所衝突，已如上述，信託法為衡平債權確保與信託

制度，訂定許多平衡原則，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第 4 條第 1 項信託公示之規定與

第 12 條關於信託財產強制執行之規定，信託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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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可知，信託公

示之目的在於保護交易安全，惟依同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受益人對於信託財產

亦享有追及權，此對於與信託財產交易之第三人而言，其權益恐有受到不測損害之

虞，故信託財產有必要依一定之方式予以公示，以使與受託人交易之第三人知悉受

託人名下之財產是否屬信託財產，亦即：信託財產如經信託登記、註冊或經表彰為

信託財產者，即得據以對抗第三人，而取得對世效力，惟此時第三人因已知悉交易

標的具信託關係，必將採取因應措施，以避免權益受損。但問題是：信託財產之

「獨立性」（亦即不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是否與信託公示制度具有絕對之必要關

係？尤其信託法第 12 條第 1 項已規範信託財產之強制執行，然其行使要件是否以

信託財產已依信託法第 4 條規定辦妥「信託登記」為必要？或者毫無關聯？對此，

學者見解不一，茲簡述如下： 

（一）甲說（肯定說） 

該學說見解係認為，在信託法公布後，既已就信託財產之公示設有明文，亦即

信託法第 4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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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信託財產經信託公示（登記）者，任何人（當然包括本文所分析

對象之交易「第三人」與受託人之「債權人」）皆可得知該財產為信託財產，已無

                                                      
18 同樣地，此處所指「強制執行」，就其行使權利人而言，係指債權人（如信託財產之抵押權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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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賴該財產係受託人之自有財產可言，故依信託法第 12 條規定，即不得對信託財

產為強制執行19。 

（二）乙說（否定說） 

該見解認為，無論信託財產是否得為信託登記，受託人之債權人原則上均不得

追及信託財產，亦即享有信託利益之受益人，就信託財產而言，其地位優於受託人

之一般債權人20。 

（三）丙說（否定說） 

該見解係以法學方法論之觀點，認為信託法第 12 條第 1 項對信託財產強制執

行之限制，並不以信託財產已辦理同法第 4 條之信託登記為必要，質言之，僅係以

「應」經登記或註冊之財產權為規範對象，此類財產若未經登記或註冊者，即無對

世效力。反之，若以「非應」登記或註冊之財產權為信託者，未經登記，仍得對抗

第三人21，質言之，此時（例如）受託人之債權人對信託財產即不得行使強制執

行，以保護信託財產「受益人」之權利。 

以上三說，均非無見，蓋信託財產之獨立性（亦即不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

關涉信託財產「受益人」之權利，旨在用以保護「受益人」之權利，此固無疑義。

惟如上述，本文旨在分析信託關係存續中，信託財產「債權人」與「交易第三人」

（均屬「外部」關係人；詳圖 3）之權利孰重孰輕，並非就信託財產「受益人」之

權利保護問題予以分析，對此本文擬以信託財產之有無「登記」為經緯，並採「法

律經濟分析」觀點作為分析之輔助工具，茲分述如下：首先，如信託財產未經公示

者，似應就有關信託財產之「獨立性」（債權人得否強制執行）與「交易安全」

                                                      
19 學者詹森林即採此見解，詳參氏著（1996），「信託法之基本問題-最高法院判決與信託法規
定之分析比較」，律師通訊，第 204 期，66；同說詳參：葉張基（1998），「信託法與民法之調
和」，中興大學法律系碩士論文，23。或者詳參：台灣高雄地方法院 89 年訴字第 3581 號判決以
及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2年上字第 145號判決。 

20 採此見解者為學者方嘉麟（1994），信託法之理論與實務，230。 
21 採此見解之學者為王文宇（2000），「信託法原理與信託業法制」，月旦法學雜誌，第 65
期，29。或者「信託之公示機制與對世效力」，前揭書（見註 9），338，氏指出：信託法第 12
條第 1 項並未規定「經登記或其他公示方法」不得強制執行，顯見登記與否，與信託產之獨立性
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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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否對抗第三人），兩者權益孰重孰輕，應基於公平正義之立場，分別予以利益

衡量。本文認為，爲維護交易安全，縱算信託財產債權人得依信託法第 12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提起「強制執行」（屬「債權確保」或者維持「信託功能」者），此

時，亦仍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如信託財產買受人；屬「交易安全」確保）。茲以

圖 4 說明如次：首先該圖之縱軸係分別代表「債權人」與「交易第三人」因隨其信

託財產保障程度所生之「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簡稱 MC）與「邊際效益」

（Marginal Revenue；簡稱MR），就橫軸而言，亦即信託財產之保護程度而言，其

交易第三人之「交易安全保護」與債權人之「債權保護」，兩者之關聯應屬「互

斥」（亦即「消長」，蓋同屬信託「外部」關係人）22，茲以「交易第三人」（亦

即圖中之 A）為例予以說明，隨著信託財產保障程度之增加，「交易第三人」之

MR 呈遞減狀態（蓋因基於「邊際報酬遞減定率」之故），相反地，其 MR 係呈遞

增狀態。又，交易第三人之「MC」基於上述之「互斥」關係，可解為債權人之

「MR」，基於「邊際均等原則」（亦即 MR＝MC），兩（外部）權利關係人（詳

圖 3）之交點為 E 點，該點可視為基於公平正義考量下，兩權利關係人之最佳利益

衡量點。茲為分析起見，於「交易第三人」之 MR 維持不變下，倘若其 MC 降為

MC’時23，此時可解為：基於「交易安全保護」與「債權保護」對信託財產保護屬

「互斥」關聯下，「債權人」基於債權保護程度增加時，其所生之邊際效益整體水

準反而下降【亦即由 MR 整條曲線降為 MR’（圖 4 無法顯現，惟係指「交易第三

人」MC 之反面，蓋兩者呈互斥關係】，基於旨揭「MR＝MC」原則，新均衡點將

由 E點轉為 E’，此意味著：從經濟效益觀點而言，應提高「交易第三人」對信託財

產之保護程度，而削弱「債權人」對信託財產之保護程度，以符經濟法則，其中，

藉由「登記」以提高前者之信託財產保護程度，應是必要之舉。 

茲值一提者，首先，基於信託中「受益人」（內部權利關係人，詳圖 3，非本

文之比較分析對象）之利益先於「債權人」利益而受到保護，亦即：未經公示之非

                                                      
22 圖 4 橫軸左邊（亦即交易安全之保護；或者交易第三人），隨其信託財產保護程度由左而右
之遞增，基於「邊際收益遞減原則」，其邊際成本遞增，此時，該邊際成本曲線可視為橫軸右邊

（亦即債權保護；或者如信託人之債權人）之「邊際效益曲線」，從而，兩者（亦即「交易第三

人」與「債權人」）之權利保護強度呈現「互斥」關聯。 
23 此就信託態樣之多元化以及信託契約之自由化而言，於實務上，的確如此，亦即隨著「債權
保護」程度之增加，若採現行登記方式，將會產生 MC 降為 MC’之情形，詳參方瑞榕（2005），
信託登記之研究-以土地權利信託登記為例，134，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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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登記或註冊之信託財產，仍應優先考量其「獨立性」，質言之，於此情形下，應

優先保障「受益人」之權利。再者，上處所指「交易第三人」對信託財產之保護

言，基於公平正義考量「交易第三人」與「真正權利人」（亦即受益人）之需，本

文以為，未經登記之信託不動產應只是不能對抗非明知或可得而知之第三人，質言

之，僅係不得對抗善意之（交易）第三人24，此對信託關係中「受益人」之保護尚

且如此，基於前揭信託之特性，則對於（例如）受託人之「債權人」（亦即得否行

使強制執行之權利主體）而言，本文以為基於「舉重明輕」之法理，於檢視或權衡

信託關係中「債權人」與「交易第三人」之保護問題時，亦有其適用，簡言之，爲

維護交易安全，縱算於信託財產未經「登記」下，債權人依信託法第 12 條第 1 項

但書規定提起「強制執行」時，同樣地，仍不得對抗善意（交易）第三人。 

 

備註：A：交易第三人之安全保護 
   B：債權人之債權保護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圖 4不動產信託制度下「交易安全保護」與「債權保護」之關聯 

                                                      
24 詳參謝哲勝（2002），「大陸物權法制的立法建議」，收於氏著（2002），財產法專題研究
（三），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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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託當事人之個別分析 

（一）信託人財產之強制執行 

針對信託財產委託人之債權人，是否得就信託財產加以強制執行，依旨揭信託

法第 12條第 1項規定，係以該信託財產與債權成立之「時間」以為定，亦即： 

1. 信託前存在之債權，且設有抵押權者：因抵押權有追及效力，故不動產所有人設

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設定地上權和其他權利，或將不動產讓與他人，或

不動產經分割，抵押權均不因此而受影響（民法第 866、867 與 868 條參照）25。

同理，已設定抵押權之不動產交付信託，而將其所有權移轉登記與受託人時，如

原抵押權人之抵押債權未獲清償，自得追及對該抵押物（即信託財產）拍賣求

償，其方式為以抵押物之登記名義所有人（即受託人）為相對人，聲請法院為准

予拍賣抵押物之裁定後，持該裁定為執行名義，向執行法院聲請對抵押物為強制

執行26。 

2. 信託前存在之債權，但未設有抵押權者：此時，委託人之債權人對委託人僅有普

通債權，而無擔保物權，倘若委託人之信託行為有害於委託人之債權人權利者，

該債權人得聲請法院依信託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撤銷之。於實務上，常碰到之問

題是：委託人之債權人其債權發生在信託之前，甚至已經對委託人依法訴請給

付，但因未能及時向法院聲請假扣押或假處分之保全執行，致債務人有機會將其

財產處分移轉（如買賣、贈與信託等），事後債權人雖得到勝訴判決並向執行法

院聲請強制執行，惟於執行法院囑託地政機關為查封登記時，始發現債務人已於

查封登記前，依信託契約將其財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受託人所有，使債務人已非

該財產之法律上所有權人，債權人自不得再對該財產為強制執行。但如債權人認

債務人係故意以消極信託之方式，將該財產移轉為受託人所有，以避免債權人之

                                                      
25 茲值一言者，學者王進祥認為：已辦妥自益信託登記之信託財產，於信託關係存續期間內，
若因信託財產抵押權人申辦且辦竣查封登記者，如經委託人與受託人同意，此應屬土地登記規則

第 141 條第 1 項第 4 款「其他無礙禁止處分之登記」，而准予申辦塗銷信託登記為委託人所有，
蓋此舉應更有利於債權人之債權確保甚或免受異議之訴之苦（信託法第 12條第 2項參照），可資
贊同，詳參氏著（2005），「信託財產經查封後可否塗銷登記？」，現代地政雜誌，第 286 期，
29-31。 

26 其實務見解詳參：台灣士林地方法院 89年度執全字第 2179號裁定以及台灣高等法院 90年度
抗字第 2112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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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執行時，則得先依信託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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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必須另行起訴撤銷該財產信託行為，並請求受託人將信託財產

回復所有權登記為債務人名義後，始得對該財產為強制執行27。 

3.信託後始發生之債權者：此時，信託財產在法律上已非委託人所有，就信託

公示制度及財產外觀上而言，一般第三人均能認知該財產並非委託人名下之財產，

且委託人已不可能再將非自己名下之信託財產，設定任何負擔於其債權人，故委託

人之債權人就信託後所生對委託人之債權，即不得對該信託財產聲請強制執行。 

（二）受託人財產之強制執行 

針對信託財產受託人之債權人，是否得就信託財產加以強制執行，同樣地，亦

須區分該信託財產與債權成立之時間： 

1. 信託前存在之債權：該信託財產尚未移轉登記於受託人名下，故受託人之債權人

自無從對非其債務人之財產為強制執行。 

2. 信託後始發生之債權：此即信託法第 12 條所規定之情形，即受託人雖然係信託

財產之形式上所有人，但因信託財產之獨立性，為保障委託人與受益人之利益，

依上開條文規定，原則上，受託人之債權人不得對信託財產請求強制執行，僅得

例外情形下（亦即「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

利」、以及「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三種情形）為之28。  

（三）受益人財產之強制執行 

針對信託財產受益人之債權人，是否得就信託財產加以強制執行，亦須區分該

                                                      
27 其實務見解詳參：台灣板橋地方法院 89年度執全字第 3002號裁定、台灣高等法院 90年度抗
字第 953 號裁定、2002.03.15 財政部台財稅第 09-0451698 號函、以及 2003.02.19 財政部台財稅第
092000-886號函，茲不贅述。 

28 典型實務見解詳參：最高法院 89年度台抗字第 555號裁定。又，對該號裁判之評釋，學者朱
柏松有甚為細緻之論述，詳參朱柏松，前揭文，（見註 10），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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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財產與債權成立之時間，茲簡述如下： 

1. 信託前存在之債權：信託前該財產之所有權尚屬委託人所有，該信託財產尚未移

轉登記於受託人名下，當事人間亦未有信託關係，自無受託人之管理處分與收益

權計算與分配問題，故受益人之債權人自無從對非屬債務人之財產為強制執行。 

2. 信託後始發生之債權：在自益信託之情形下，受益人為委託人本人，而他益信託

之受益人係委託人以外之第三人，在他益信託之情形下，並不以受益人為受益之

表示為受益權發生之要件，只需信託行為生效而指定受益人時，受益權即因而發

生，因此，信託契約成立後，除非委託人變更受益人或終止信託關係，否則受益

人自受託人處所取得之現有利益或期待利益，均受法律之保護。受益人所得享有

之權利，一般即稱之為「受益權」。受益人之債權人雖不得對信託財產請求強制

執行，但對於受益人所得享之受益權，依照一般通說，似乎肯認得對之強制執

行，然因信託財產有其特殊性質，並為法律所保護，除具備法定要件外，不許任

何人對之聲請強制執行，如有違反該規定者，委託人、受益人或受託人得於強制

執行程序終結之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信託法第 12 條第 2 項

參照），而受益權因已脫離信託目的之拘束，自然得對之為強制執行，並不違反

信託法之立法意旨。 

綜上所述，為確保信託本旨的實現，不致於因為受託人處理信託以外事務所生

債權人之追索，信託財產自有其獨立性，惟受託人處理信託事務而與第三人發生債

權債務關係，如何保護債權人之權利，此不惟僅是關涉交易安全保護。因此，對信

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只是原則，於例外情形下，仍得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此應可

解為衡平前揭「信託功能」以及「債權確保」兩特性下所不得不然之「結果」。 

肆、實務見解分析（代結論） 

如上所述，由於現行法規範上，不動產信託登記以及信託財產強制，於實務上

存有盲點，茲謹依本文撰寫意旨，將前述不動產信託登記以及信託財產強制執行之

相關實務見解（2000-2004），縷列並綜整如下29，以供作未來信託法研修參考以及

                                                      
29 另，學者謝哲勝對於最高法院於 1995-1999 年期間有關信託相關判決，亦有探究，詳參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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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之結論： 

一、不動產信託登記方面 

（一）高雄地方法院 89 年度訴字第 3581 號判決要旨（信託登記係採「登記對抗要

件主義」） 

信託法於 1996 年 1 月 26 日即公布實施，若二人間確有信託系爭房地之行為，

自應依法為信託之登記。若未為信託之登記，依信託法第 4 條第 1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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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自不得事後主

張二人間之內部為信託關係，而持以對抗第三人。系爭房地系二造於婚姻關係存續

中所取得之財產依民法第 1017 條之規定，為夫或妻之原有財產，各保有其所有

權。系爭房地，於取得時既各以二分之一之形式登記，顯然雙方即有各保有其所有

權之意思，而無使被告陳○○為被告吳○○之利益或特定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

之意，依信託法第 2 條：「信託，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以契約或遺囑為之。」。

雙方既無為信託契約之意，自無成立信託關係之餘地。綜上所述，被告因共自始即

無為信託契約之意，復未為不動產之信託登記，依法即不得以其內部關係對抗第三

人。…。 

（二）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2 年度上字第 145 號判決要旨（借名登記契約非屬信託

契約） 

按不動產物權因法院之判決而取得者，不以須經登記為生效要件，固為民法第

759 條之所明定。惟此之所謂判決，係僅指依其宣告足生物權法上取得某不動產物

權效果之力，恒有拘束第三人之必要，而對於當事人以外之一切第三人亦有效力者 

（形成力亦稱創效力）而言，惟形成判決（例如分割共有物之判決）始足當之，不

包含其他判決在內，最高法院 43 年台上字第 1016 號判例足資參照。上訴人另主張

系爭房地為其所有，僅信託登記於黃○○名下，屬信託財產，依信託法第 12 條之

法理，被上訴人對系爭房地不得強制執行云云。惟上訴人與黃○○間係成立借名登

記契約，而非信託契約，業如前述，自無適用信託法第 12 條之餘地。且信託法第

                                                 
（2001），「信託法的信託概念之釐清」，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24 期，7-16；王進祥
（2003），土地權利信託，491-512。又，相關行政函釋，詳參黃怡婷（2005），「信託制度對土
地登記制度之影響（二）」，現代地政雜誌，第 286期，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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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條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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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認對於借名登記物不得強制執行。再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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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96 年 1 月公布施行之信託法第 4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準此，於信託法公布生效後，以應登記或註冊之財產權為信託

者，不論其信託關係成立於信託法生效前或生效後，均應依照信託法之規定辦理信

託登記，始能對抗第三人。而如前所述，系爭房地並未為信託登記，是即便上訴人

與黃○○間就系爭房地成立信託契約，將上訴人所有之系爭房地信託登記於黃○○

名下，亦因未於信託法公布後，變更登記為信託登記而不得對抗被上訴人，上訴人

自無從依信託法第 12條規定之法理，主張被上訴人對系爭房地不得強制執行。 

（三）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1800 號判決（信託登記係採「登記對抗要件主

義」） 

我國不動產物權變動採登記公示公信原則，民法第 758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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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均在維護善意第三人對於土地登

記之信賴，貫徹土地登記之效力。故土地登記簿上已記載為土地所有權人，除有特

殊法定情形，即應認定為與真實財產歸屬狀況相符。上訴人雖一再爭執系爭土地乃

蔡○○以其結婚前原有財產互易而來，暫時信託登記於妻子李○○名下，仍屬於夫

之財產云云。然信託關係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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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而

言，受託人即為財產所有人；對內而言，委託人仍得基於信託關係而請求、終止、

取回財產。此種對內對外法律關係不一致，正是牴觸不動產物權公示公信原則之特

殊情形。故信託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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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早已配合信託法之實施，於 1996 年 12 月 4

日公布「土地權利信託作業辦法」，依該辦法第 6 條，土地權利信託應於土地登記

簿內記載「信託財產，信託內容詳信託專簿」。換言之，如果受託人取得信託不動

產，未向地政機關申報有信託關係存在，第三人無從透過土地登記簿瞭解信託關係

存在，受託人自不得再對於第三人主張信託關係而辯稱該不動產非其所有。基於不

動產公示公信原則，系爭土地即應認為屬於李智惠之財產。李○○在未收取任何對

價之情形下，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給其夫蔡○○，即屬無償之減少財產行為。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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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 244 條第 4 項規定：債權人依第 1 項或第 2 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

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但轉得人於轉得時不知有撤銷原因者，不在此

限。…。 

二、不動產信託財產強制執行方面 

（一）台北士林地方法院 89 年執全字第 2179 號裁定要旨（信託財產於一定要件下

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 

按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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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法第 12 條第 1 項定有明

文。…，債權人既係基於信託前存在土地之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聲請併案執行假

扣押，合於首揭規定，本院查封程序為正當。此外，台灣高等法院 90 年抗字第

2112 號裁定之見解亦同。 

（二）板橋地方法院 89 年執全字第 3002 號裁定要旨（信託財產不得為強制執行之

標的） 

本院實施查封前，該不動產既經債務人依信託契約，將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為

受託人所有，使受託人成為該建物之權利人，即債務人已非上開建物法律上之所有

人，債權人自不得對該建物為強制執行。如債權人認債務人係故意以消極信託之方

式，將建物移轉與受託人所有，以避免債權人之強制執行，自應先另行請求該不動

產回復所有權登記為債務人名義後，使得對該建物為強制執行。信託法第 12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係指受託人之債權人，以受託人為

債務人，對受託人聲請強制執行之情形，因信託財產名義上雖為受託人所有，惟受

託人實係為受益人之利益管理處分之，為保障受益人之權益，例外規定就此部份屬

執行債務人所有之財產，仍不許其債權人為強制執行。 

（三）高等法院 90年抗字第 953 號裁定要旨（信託財產不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 

不動產於原法院實施查封前，既經相對人即債務人依信託契約，將上開建物所

有權移轉登記為受託人所有，使受託人成為該建物之權利人，即債務人已非上開建

物法律上之所有權人，債權人即抗告人自不得對該建物為強制執行。如債權人認債

務人係故意已消極信託之方式，將建物移轉為受託人所有，以避免債權人之強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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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自應另行代位終止信託關係並起訴請求將上開不動產回復所有權登記為債務人

名義後，始得對建物為強制執行。 

（四）最高法院 89 年台抗字第 555 號裁定要旨（受託人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

產之效力） 

按信託法第 12 條第 1 項雖規定，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惟同條項但書規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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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條第 2 項復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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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第

35 條第 1 項亦規定受託人於一定情形下，得於信託財產設定權利，可見信託法非絕

對不得受強制執行，而受託人已信託財產設定抵押權者，亦非當然無效。故受託人

如以信託財產設定抵押權，並經依法登記者，債權人於債權屆期而未受清償時，即

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至於該抵押權之設定有無瑕疵，債權人能否為強制執行，

應由委託人、受益人或受託人於強制執行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以資解決，法院不

得因該抵押物業經為信託登記，即依信託法第 12 條第 1 項裁定駁回債權人之聲

請。 

（五）最高法院 91 年度台抗字第 279 號裁定（委託人對信託財產得提起異議之

訴） 

信託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有違反同條第 1 項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規定

者，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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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立法

意旨，係以委託人將信託財產移轉與受託人後，該財產名義上即屬受託人所有，委

託人雖已非權利人，惟其係信託設定者，就信託財產具有利害關係，為賦予其保護

信託財產及受益人之權能，爰特別規定其得提起異議之訴，非謂其不得依強制執行

法第 12條第 1項之規定聲明異議。 

綜上，本文謹就「信託登記」與「強制執行」，茲簡述如下： 

（一）辦理信託登記，始能對抗善意第三人 

實務見解認為信託法於 1996 年 1 月 26 日即公布實施，若當事人間確有信託之

行為，自應依法為信託之登記。若未為信託之登記，依信託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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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不

得事後主張內部為信託關係，而持以對抗善意第三人。準此，倘若以應登記或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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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財產權為信託者，不論其信託關係成立於信託法生效前或生效後，均應依照信託

法之規定辦理信託登記，始能對抗善意第三人，對此，本文前述經由經濟分析（見

圖 4），亦獲致相同結論。 

（二）債務人將信託財產登記為受託人所有後，原則上，債權人不得強制執行 

法院實施查封信託財產前，若不動產既經債務人依信託契約，將其所有權移轉

登記為受託人所有，使受託人成為該不動產之權利人，則債務人已非其法律上之所

有人，原則上，其債權人自不得對其為強制執行。 

（三）未辦理信託登記之不動產，與「債權人」相較，原則上，應提高「交易第三

人」對信託財產之保護程度 

本文以信託財產之有無「登記」為經，運用「法律經濟分析」方法進行分析，

在一定（前提）要件下（亦即「交易第三人」之 MR 維持不變下，而其 MC 降為

MC’；詳圖 4），本文認為，相較於「債權人」對信託財產之保護程度，應提高

「交易第三人」對信託財產之保護程度，以符經濟法則。 

（四）債務人故意避免債權人之強制執行，則債權人對信託財產得為強制執行 

倘若債權人認債務人係故意以消極信託之方式，將不動產移轉與受託人所有，

以避免債權人之強制執行，自應先另行請求或另行代位終止信託關係並起訴請求該

信託財產回復所有權登記為債務人名義後，始得對該不動產為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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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the Trust Registration System of Real Property in 

Taiwan -- An Analysis of the Publicity System and the Compulsory Enforcement of 

Real Property 

Chen, Ming-Tsann; Ho, Ian-Zong 

Abstract 

Taiwan's trust system has its origin in American law and jurisprudence, but as for 

land registration, the law system of Taiwan is grea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U.S. In 

general, land registration in Taiwan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so-called “Registration 

System of Title,” whereas American land registration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so-

called “Registration System of Deeds.” It is worth investigating this particularly because 

the “Trust Act” has been enforced in Taiwan since 1996. After our analysis, the points that 

follow are concluded and discussed here. 

1. The land trust contract has the “effect of publicity” but only after being registered.  

As concerns jurisprudence, since the enforcement of the “Trust Act” in 1996, the trust 

contract must be registered with the respective authority. Otherwise, the trust contract, as 

mentioned above, will not have the “effect of publicity” vis-à-vis a third party. 

2. In principle, “compulsory enforcement” of real property cannot take place after 

land trust registration has been implemented. 

After enforcement of the trust, the ownership of a given property does not belong to 

the “trustee.” The “trustee” is just the so-called “legal owner” of the property. This is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a “ trust” (e.g. independence).  

3. However, it is permitted to have “compulsory enforcement” of real property when 

land trust registration is illegal. 

In principle, it is not allowed for real property to be enforced when a land trust is 

registered. However,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real property can be 

enforced when land trust registration is illegal. 

Key words: trust, trust registration system, real property, publicity system, compulsory 

enforcement, economic analysis to th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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