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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什麼是遺囑？ 

遺囑方式有哪些？ 
二 

三 

授課目錄 

一 

(一)自書遺囑 

(二)公證遺囑 

(三)密封遺囑 

生前贈與、 
遺贈及死因贈與有何差別？ 

四 信託制度 

(四)代筆遺囑 

(五)口授遺囑 

贈與 

五 結語 



前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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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一位執業律師 

讓法律保護您！ 

我的期待是… 

也讓法律有溫度！ 

專業、負責、 

用心照顧客戶 

前言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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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相關權益〉 
ex：出生一張紙→出生證明書（享有權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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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指出，台灣人平均壽命雖然

逐年提高，但一生從生病到死亡，平均臥病達七

年之久。相較下，丹麥、芬蘭等北歐國家，卻以

『死前兩週才臥床』為目標。 

減少老後臥病時間才是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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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財產－尊重自己的意見來管理！ 
有哪些方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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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瞭解法律，再做規劃； 

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以您本人為核心的規劃， 

才是有意義的!!!!! 

(尊重自我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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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遺囑簡介 
什麼是遺囑? 

(一)遺囑定義 

(二)遺囑必備條件與特性 

(三)遺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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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遺囑定義 

自然人生存時，為處置生後遺產或事務，使其最後意

思，於其死後發生法律上效力，依一定的法定方式所

作成，且無相對人之單獨行為。 



遺囑須依法定五種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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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為確保當事人之真意，防止利害關係人爭執，

並期遺囑人慎重其事起見。  

• 依民法第1189條以下規定須為要式行為，非依

法定方法為之者，法律上不生遺囑之效力(民法

第73條)。 

(二)遺囑必備條件與特性 



遺囑之成立與生效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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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遺囑人為意思表示之時。 

遺囑人死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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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主性： 

遺囑人只需有遺囑能力， 

即得為獨立遺囑 (民法第

1186條)，遺囑自須出自本

人之自由意思，而由本人獨

立自主為之，亦不許他人代

理，為一身專屬權。 

2.要式性： 

為確保遺囑人之真意並防止 

日後爭執，遺囑須依法定方 

式為之。若不具備法定方式 

者，雖召集親友為口頭遺囑， 

仍不生遺囑之效力。 
 

3.可撤回性： 

遺囑因遺囑人死亡而生 

效力，在遺囑人未死亡 

前，不生任何權利義務， 

遺囑人得依自己之意思 

隨時撤回或變更遺囑。 

遺囑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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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遺囑能力 

何謂遺囑能力？ 

能獨立有效立遺囑之能力。 

 凡滿16歲以上之自然人，而未經監護宣告者為「有遺囑能力人」 

 遺囑自須由遺囑人本人自行，不許他人代理，又不許以他人之

意思補充遺囑人之意思。 
 

以遺囑作成時
為認定 



誰不能立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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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行為能力人不得為遺囑」(民法第1186條第1項) 

 「未滿16歲之人，亦不得為遺囑」(民法第1186條第2項但書)」 

 「倘已滿16歲，又為監護宣告者，即有完全行為能力，縱未滿

20歲之未成年人，亦得單獨為遺囑，無須法代允許」(民法第

1186第2項本文)。 



遺囑方式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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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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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自書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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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自書遺囑全文 須記明年月日 須親自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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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書遺囑要件 

 最常見遺囑方式 



自書遺囑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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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書： 

遺囑人自己直接書寫，全文自
書 

第三人不得代筆 

縱得遺囑人之承認，亦不能發
生自書遺囑之效力 

不得使用電腦打字 

記名年月日： 

 遺囑做成時點 

 遺囑能力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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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親自簽名： 

通常簽於遺囑文字末尾，但於開首記明「立遺囑人某

某」字樣者，亦可解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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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條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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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證遺囑 



公證遺囑之要件 

須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 

須由遺囑人在公證人前口述遺囑意旨 

須由公證人筆記、宣讀、講解 

須遺囑人認可後，記明年月日，由公證人、見證人及遺囑人同  

行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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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見證人？ 

見證人係證明 

遺囑確為遺囑人所為並出於遺囑人之真意。 

遺囑除自書遺囑外，均以有
見證人在場為必要。 



26 

不得為遺囑見證人：(參民法第1089條) 

包含 
3.繼承人及其配偶或其直系血親 

 1.未成年人 

2.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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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或受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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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密封遺囑 



密封遺囑的要件 

   1.須遺囑人於遺囑上簽名 

   2.須將遺囑書密封，於封縫處簽名 

   3.須遺囑人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向公證人提出，陳述自己之遺囑；   

     如非本人所寫，應陳述繕寫人之姓名住所 

   4.須由公證人在遺囑封面記明該遺囑提出之年月日及遺囑人所為之陳述 

   5.須由公證人、遺囑人及見證人於封面同行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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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遺囑特性 

 1.須遺囑人於遺囑上簽名 

(1)密封遺囑不必自書： 

 由他人代筆或使用打字機、點字機、印刷機，均無不可，但必須由遺囑 

 人自己於遺囑上簽名，不得以指印代之。 

(2)以遺囑人簽名為已足：無須記明年月日。             

(3)遺囑內容如有增減塗改： 

應註明增減塗改之處所及字數，另行簽名。(類推適用民法第1190條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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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係為保持秘密，以防止他人啟視，以免有偽造或變造之虞。 

2.須將遺囑書密封，於封縫處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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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筆遺囑 



須由遺囑人指定
三人以上之見證
人 

須由遺囑人口
述遺囑意旨 

須由見證人中
一人筆記、宣
讀、講解 

代筆遺囑之要件 

須經遺囑人認可
後，記明年月日
及代筆人之姓名 

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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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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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須由遺囑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 

   在公證遺囑、密封遺囑，見證人只須二人，但在代筆遺囑，因無公

證人參與，故須有三人以上，以昭慎重，防作偽。 

2.須由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 

    啞者及其它言語障礙之人，不能依代筆為遺囑，此點與公證遺囑同。

遺囑人不通中華民國語言而以外國語言口述遺囑意旨時，應指定通曉外

國語言之見證人三人，其遺囑不妨以外國文字作成之。 

代筆遺囑特性 



代筆遺囑－優點 

 (1)簡單、節省：代筆遺囑之方式雖與公證遺囑之方式大同小異，但 

         相對較簡單易行，且能節省費用。 

(2)需求：我國公證制度尚未普遍實施，不識字者尚多，故有必要特設 

     此方式以應需要。 

 (3)便利：遺囑人如不識文字，或不願自書遺囑而又不假借公證人之 

     手或不願經公證人之手致生費用者，自以採用代筆遺囑較 

     為便利。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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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筆遺囑－缺點 

遺囑既非遺囑人所自書，其成立又未經由公
證人證明，易發生流弊，故必須特別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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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口授遺囑 



口授遺囑之要件 

1.生命危急 

2.其他特殊情形 

3.不能依其他方式為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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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人因生命危急或其他特殊情形，不能依其他方式為 

遺囑時，所為之略式遺囑。前述普通方式之遺囑，稱為「特別方式之遺囑或緊

急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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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口授遺囑 
民法第1195條第1款 

錄音口授遺囑 
民法第1195條第２款 

 

口授遺囑 

在我國，口授遺囑在舊法上僅有以「筆記」
作為口授遺囑之方式，74年民法繼承編修
正時，為因應實際需要，增設「錄音」口
授遺囑之方式。 

立法理由謂：「錄音」已為現代生活中常
用之記錄方法，口授遺囑使用錄音予以紀
錄，最為便捷，於遺囑人臨危之際有此必
要，特設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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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口授遺囑 
民法第1195條第1款 

1.須由遺囑人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 

2.遺囑人須向見證人口授遺囑意旨 

3.須由見證人中一人將該遺囑意旨據實作成筆記 

4.由筆記人記明年月日，與其他見證人同行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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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口授遺囑 
民法第1195條第２款 

 

1.須由遺囑人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 

2.遺囑人須向全體見證人口述遺囑意旨、遺囑人姓名及年月日，全部 

  予以錄音 

3.須由見證人全體口述遺囑為真及見證人姓名，全部予以錄音               

4.須將錄音帶當場密封，並記明年月日，由見證人全體在封縫處同行   

   簽名 



口授遺囑－有效期間 

民法第1196條規定：「口授遺囑，自遺囑人能依其他方式

為遺囑之時起，經過三個月而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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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出於不得已之情事，遺囑人不能依其他方式為遺囑時所

認許之略式遺囑，然因情況急迫或特殊，方式簡便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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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授遺囑－認定 

民法第1197條規定： 

「口授遺囑，應由見證人中之一人或利害關係人，於為遺囑人死

亡後三個月內，提經親屬會議認定真偽，對於親屬會議之認定有

異議者，得聲請法院判定之。」 

立法理由 

口授遺囑，因成立過於倉促，而其方式簡略，一方面難保遺

囑人之真意；另一方面恐事後勾串作弊，故為確保遺囑之真

實，賦予親屬會議認定之。 

初步確定遺囑是否出於

遺囑人之真意，而非終

局的確定遺囑之效力。 



Ｑ：親屬會議不能召開或召開有困難或經召開而不能決 
  議者，應如何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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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1132條規定： 

依法應經親屬會議處理之事項，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有召

集權人或利害關係人聲請法院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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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贈與、 
遺贈與死因贈與有何差別？ 

三 贈與 



一、生前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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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死亡前得自由贈與其個人財產 
屬一般之贈與契約。 

民法§ ４０６ 

稱贈與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方，
他方允受之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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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特種
贈與 

民法§1173 

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已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

之贈與者，應將該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為應繼

遺產。但被繼承人於贈與時有反對之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前項贈與價額，應於遺產分割時，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中扣除。 

贈與價額，依贈與時之價值計算。 

歸扣 



47 

民法第416條第1項: 

「受贈人對於贈與人，有左列情事之一者，贈與人得撤銷其贈與： 
一、對於贈與人、其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二親等內姻 

    親，有故意侵害之行為，依刑法有處罰之明文者。 
二、對於贈與人有扶養義務而不履行者。」 

民法第416條第2項: 

「前項撤銷權，自贈與人知有撤銷原因之時起，一年內不行使而消滅。
贈與人對於受贈人已為宥恕之表示者，亦同。」 

- 防不孝條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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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適用民法第416條規定時，有兩點要注意 

1.有「1年」行使期限限制： 

在知道子女不履行扶養義務時，1年內要提起取回財產的訴訟。 

2.贈與人必須「不能維持生活」： 

父母無法用自己的財產，來維持生活。 



二、遺贈 

遺贈： 

遺贈是指遺囑人以遺囑，將其財產無償給與他人的法律行為。
性質為單獨行為。遺贈必依遺囑為之，本質上為遺囑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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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死因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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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贈與： 

而死因贈與係指，贈與人與受贈人雙方約定，贈與人死

亡時受贈人仍生存為停止條件之契約，性質上屬於贈與

契約。既為契約，需有雙方當事人意思合致。 



 遺贈是一種單獨行為；死因贈與是一種契約。但遺贈之受贈人 

   有決定承認或拋棄該贈與的權利(§ 1206、§ 1207)。 

 滿十六歲就可以訂立遺囑 (民法第1186條);死因贈與係契約須有

完全行為能力。 

 遺贈必須以遺囑之要式行為，但死因贈與性質上係贈與契約，
為不要式行為。 

 

遺贈VS死因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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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贈仍有特留分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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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規定 

(一)民法第1187條： 

  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 

(二)民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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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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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贈 死因贈與 

法律行為類型 單獨行為 契約 

年齡 滿16歲即得立遺囑 需成年 
或依民法第77條及第
79條規定，必須得到
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或
承認，該契約始生效
力。 
 

要式行為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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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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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信託? 信託法第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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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人 
 

(受益人) 

簽訂信託契約、
移轉信託財產 

依據信託契約交付信
託財產或信託利益 

受託人 

※參酌信託法第三條，委託人
與受益人可為不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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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信託? 

委託人將財產移轉給受託人（可以是信託公司，或值得信

賴的自然人），成立信託。受託人依據信託契約所載明之

信託目的來管理和運用財產。 

例如：約定將財產均轉由信託公司投資管理，每月定期給付2萬元給委託人

(即受益人)，如委託人死亡後，仍有財產未分配，約定繼續定期給付予配偶

或子女，直至財產分配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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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何要信託，信託之優點與缺點 

優
點 

由本人依照個人之考量自己做決定，約定如何處分財產，
保障本人之自主權。 

 
財產交由受託人專職管理，本人年邁判斷力下降時， 

不易遭詐騙。 
 
 

   受託人為金融機構時，因有信託法、信託業法等監督 
規範，濫權的可能性降低不少。 

 
※例如：信託法第18條，撤銷受託人之處分；信託法第23條，向受託人請求損害賠償； 

                信託法第52條，設立信託監察人幫忙監督管理；信託業法第33條以下各種監 

                督與賠償準備金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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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何要信託，信託之優點與缺點 

優
點 

相較於選任監護人，以上優點更顯而易見 

(財產自主決定權、遭他人濫權之風險)。 

 
另外，選任監護人亦有「監護人身體狀況、壽命長短之風險」，此問
題如果信託是找金融機構擔任受託人，就不會因此風險而導致信託契
約終止。此外，金融機構多半具有信託案件經驗及專業規劃能力。 

如果信託財產有不動產，地政登記也會註記移轉原因為「信
託」，利害關係人也可申請查閱相關文件，保障交易安全。 

最後，立法者也鼓勵長者將財產信託，如老人福利法第14條：為保護老
人之財產安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鼓勵其將財產交付信託。
金融主管機關應鼓勵信託業者及金融業者辦理財產信託、提供商業型不
動產逆向抵押貸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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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何要信託，信託之優點與缺點 

缺
點 

信託受託人如為金融機構、信託公司， 每年將收
取一定比例之報酬，支出之費用較高。 

※一般收費方式為：簽約時會有一筆簽約金，約數千元，之後每年按信
託財產之千分之三至千分之五計算報酬，各家銀行之收費標準不一定。 

同樣的，雖然成立信託契約時本人身心狀況良好，但日後如需變更
契約內容，或是想終止契約，均有可能面臨身體狀況不好而無法為

契約行為之可能。 

信託為契約，成立生效需符合契約成立之要件，尤其是當事人需
有行為能力。如果本人已經無法為意思表示，到那時才想到要將
財產信託，就為時已晚，無法完成信託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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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點 

信託契約須將財產移轉給受託人，由受託人管理，
受託人並依照信託契約內容及目的處理財產。如本
人突然有大筆金錢之需求，恐緩不濟急，此情狀如
本人有上述喪失行為能力之情況，更雪上加霜。 

 

二、為何要信託，信託之優點與缺點 



結語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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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由誰照顧您 ! 

自己決定做好最有利的選擇！ 

有尊嚴的活著！ 

健康 財富 尊嚴 

 結語 
當你老了！病了！及早面對因應  

62 



63 

 

在疼愛照顧別人與尊重自我決定之間 

透過法律專業幫您找到平衡點! 

 

《專業、慎重、嚴謹、保密》 



法律是照顧懂得法律的人!! 
 

謝謝聆聽!!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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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說法律沒有溫度』 

-李兆環律師讓輸贏之間
更圓滿 

Coming soon ... 



THANK 
YOU 

contact us: 

Phone: (02)2313-1183 

Email: evanleeoffice@gmail.com 

mailto:evanleeoffice@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