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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信托有效性的司法对待

——司法态度的实证分析及其反思

摘 要

司法对信托有效性的认定，直接决定了人们运用信托机制的限度，

为信托法的实施设置了框架。通过考察司法对待信托有效性的态度，

对现实中认可的信托类型、信托目的的解释等问题能有更好的理解，

进而信托的本质也能更加明晰。

本文主要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信托法》的条文内容、实务

案件进行细致分析，在案例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总结司法规律。此外，

本文还对个别信托理论问题作了比较法上的考察。

论文内容如下：

引言：对本文的写作背景、意义、文章创新点做一简要介绍。

第一章：信托有效性的界定及考察其司法对待的必要性。笔者分

析了信托的实质，指出借助信托的定义了解信托的实质并不是一个良

好的选择，从信托有效性的概念出发方可认识信托的实质。笔者对信

托有效性概念作了界定，并对当前信托有效性的认识误区进行了总结。

在此基础上，笔者对考察信托有效性的司法对待的必要性做了论述。

第二章：基于案例总结的司法态度。笔者以已发生的司法判例为

基础，分析总结司法态度的规律。经总结，笔者认为司法实践在判断

信托有效性上至少存在三个倾向，分别是：1、严格解释信托目的；2、
政策性因素对司法态度影响明显；3、对信托有效性的认可总体上趋于
保守。

第三章：司法态度的反思。在上章总结的基础上，笔者从司法态

度的负面效应、可能成因及应考虑的权衡因素三方面进行反思。笔者

认为当下的司法态度将削弱信托法的确定性与一致性，增加当事人成

本，制约信托业发展。该司法态度虽有多种成因，但司法部门对信托

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裁判者对信托法理的生疏是重要原因。为有效

认定信托有效性，司法必须考虑两个因素：1、私法自治与国家管制的
辩证关系；2、信托法的任意法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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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对全文进行总结。

关键词： 信托本质 信托有效性 司法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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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udicial decision on validity of trusts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limit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trusts, and thus it draws a boundary for
legal practice. It is necessary, therefore, to distinguish cases of trusts to
find out judicial opinions on the issues that include: what kinds of trust
that are officially recognized in practic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urpose of
trust. By studying the above-mentioned issues, the nature of trust can be
further clarified.

By adopting the method of positive analysis and distinguishing cases,
this thesis elaborates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rusts upon which the
judicial rules are rendered. Besides, some theoretical questions of trusts
are also reviewed from the viewpoint of comparative law.

The main content of this thesis is as follows:
Introduction: A brief introduction about background, meaningfulness,

creativity.
Chapter I : On the definition of validity of trusts and necessity of

observing its judicial treatment. The thesis develops the nature of trusts,
and thereby the conclusion is made that it is a better choice to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rusts by studying the definition of validity
of trust instead of definition of trusts. The definition of validity of trust is
also defined in this thesis, after that currently common misinterpretations
of validity of trusts are summarized. The necessity of observing judicial
treatment on validity of trusts is thereby stated.

Chapter II: On judicial opinions based on case-analysis. Based on the
past cases or precedents, judicial tendencies are rendered, which include:
(1)stri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purpose of trusts (2)policy factors have an
influence on judicial opinions (3) validity of trust are recognized
conservatively in general.

Chapter III: On introspection of judicial opinions. This part of the
thesis reviews the following three factors: negative effects, possible causes



引 言

4

and other factors that need to be weighed. This thesis articulates the point
that the current judicial opinions will impair both certainty and
consistency of trust law, increase cost of subjects of trusts and hamper
development of trusts industry in the long run. Even though many reasons
contribute to this problem, the prominent ones are that on one hand,
authorities lack of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trusts; on the other hand,
judges have insufficient skills in jurisprudence of trusts. Two factors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validity of trust is considered: 1. balance
between self-government and state regulation 2. the random norm nature
of the law of trusts.

Conclusion: On summing up this thesis.

Key words: nature of trusts validity of trusts judicial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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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虽已在今年如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1，但在信托领域，法制

建设水平尚有不足，远远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不惟《信托法》对一些重要的信

托基础理论问题，如信托财产所有权是否转移、信托生效的要件、信托无效的处

理后果等问题语焉不详，没有明确表态，相关的信托配套制度如信托登记制度、

信托税制等也没有及时跟进。从理论研究来看，我国的信托法学研究虽取得了一

定成就2，但相较其他私法部门的理论研究成果，信托法学研究仍显薄弱，甚至在

一些基本理论和概念上尚未达成一致，理论研究较为混乱。正如有台湾学者所言，

源于普通法系的信托制度欲实现与民法体系的无缝衔接，则“仿佛水油混合，真

正交融前必经剧烈搅拌，此不但发生在信托法制因蜕变而‘本土化’将异于英美，

亦发生在基础概念受英美法制冲击后经调整而更易传统。”3因此，对信托法的一

些基本问题反复讨论并不显得多此一举，如此方能正本清源，在研究其他具体问

题时能纲举目张，事半而功倍。

无论从实务操作角度还是理论研究角度，信托有效性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理

论课题。这一课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问题：信托满足什么条件生效、信托缺少某

一要件是否必然无效、信托无效的处理方式、应不应当承认立法没有明文规定的

信托类型、何种信托目的得到法律认可等。信托有效性问题的实质是信托制度的

认可问题，它直接反映一国法制对信托制度的接受程度和容忍程度，也展现了信

托制度在实践中所能运用的限度。信托有效性与信托的本质紧密相连，从某种角

度上说，信托的本质问题就是信托有效性问题。我国作为信托制度的继受国，面

临着信托法与本国立法体制相融合的技术性难题，为有效利用信托制度，发挥信

托法的制度功能，必须认真考虑信托有效性问题。

现有体制在多大程度上承认信托制度，最终都反映在信托有效性的司法对待

上。本身信托法就起源于英国衡平法院法官创造性的判决，英美信托法的发展虽

然有立法层面的贡献，但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法院的判例规则积累4。在制度创

1 来自 2011年 3月 10日吴邦国委员长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报告内容，参见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3/10/c_121173349.htm，2011年 3月 24日访问。
2 信托法学的理论研究成果，参见席月民：《信托法学三十年的重要理论成果》，载《中国信托业发展报告

（2008）》，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 3月第 1版，页 173-193。
3 方嘉麟：《信托法之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 1月，页 7。
4 英美信托法的起源与发展，可参见 Richard Edwards & Nigel Stockwell: Trusts and Equity, 5th edition, 影印版，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3/10/c_1211733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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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和金融创新不断涌现的现代商业社会，信托制度的承认与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司

法层面的支持，司法如何对待信托有效性的重要性不降反升。对于当下的中国而

言，信托立法层面的制度性缺失使得研究信托有效性的司法对待具有现实意义。

可惜的是，对信托有效性的专门学理探讨本已不多，专就信托有效性的司法对待

进行实证分析总结的更是鲜见5。因此，笔者愿就该问题做一探讨，如能起到一丝

抛砖引玉的作用，则本文的目的就已达到。

本文以实证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包括对法律条文的实证分析和对现实案例

实证分析。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基于有限的案例分析总结出当下的司法态度，在

方法上可能面临以偏概全的责难。然而受限于本文的论题，由案例推导司法规律

的思维路径不可避免，而大规模、全面地考察司法案例又不现实，笔者因而陷于

研究方法上的两难。对此，本文的处理方法是，明确基于案例总结的司法规律是

司法的局部现象描述，但由于司法出于路径依赖，特别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判

决的示范性作用，这些局部现象非常有可能多次重现，成为司法的常态。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文章选题新颖，切合实际。从大陆法系的民法思

维出发，对信托有效性进行理解往往会存在偏差，通常仅局限在信托成立或生效

要件的层面，而对司法实践是否承认特殊信托类型、信托无效的处理方式、信托

目的如何解释等问题缺乏统一的思考。不澄清这些问题便难以对信托法进行真正

的探讨，从而不利于信托制度的发展。本文为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二、文章侧重实证分析，联系实践紧密。司法如何处理信托有效性问题是实务界

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但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尚未发现有专门对信托司法

实践中的规律进行总结的文章。本文第二章以案例为基础，对案例中表现的司法

态度进行总结，所得的结论即便是局部性的，甚至存有错误，至少也能为理论界

的进一步分析提供资料上的帮助。

法律出版社 2003年 9月，页 1-30。
5 笔者以“信托有效性”为关键词，在中国期刊网数据库中查找，只发现一篇文章《衡平法慈善信托有效性

的适用法分析》，但该文并没有论述信托有效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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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信托有效性的界定及

考察其司法对待的必要性

（一）信托的本质——信托定义的局限性

信托起源于中世纪英国的用益制度（USE）6，发展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这一古老的制度在在现代商业社会不仅没有被抛弃，反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获得

新生，为商业活动尤其是金融领域中的金融创新注入新的活力。信托制度的灵活

性为人们利用和管理财产提供了便利，拓展了人们在财产利用方式上的想象力，

因而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信托制度也从英美法系国家陆续移植入大陆法系国家。

颁布于 1921年的《日本信托法》是亚洲大陆法系国家第一部信托法，其后韩国于

1961年颁布了《韩国信托法》，我国台湾地区亦于 1996年颁布了“信托法”7。而

在信托领域一向保守的法国，也在 2007年通过了一项关于信托的专项法律，表明

法国也难以拒绝信托制度的独特魅力8。德国虽然没有英美法意义上的信托制度，

但德国人从自已的民法体系发展出了类似英美法上信托的制度安排，这些类信托

手段发挥着英美法上各种信托的制度功能9。

在信托法不断向大陆法系移植的同时，信托法在英美法系国家也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不断发展。商事信托的广泛发展，养老金信托计划、资产证券化业务等金

融创新手段使信托功能从传统的家庭财产传承逐渐向财富管理发展。伴随着信托

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广泛移植，一些问题接踵而来。例如，现代信托制度的修正与

创新是否割裂了与传统信托理论之间的纽带？传统的信托理论相比于经过修正的

现代信托制度，哪一种更符合信托的本质？各国风格迥异的信托制度，究竟哪一

种才是真正的信托？这些问题类似于著名的“特修斯之船”（the Ship of Theseus）

思想实验10，其问题核心从本体论的高度直指信托的本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

6 参见 Richard Edwards & Nigel Stockwell: Trusts and Equity, 5th edition, 影印版，法律出版社 2003年 9月，页
5。
7 日、韩、台湾继受信托制度的历史参见张淳：《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的创造性规定及其评析》，载《法

律科学》2002年第 2期（总第 117期），页 111；侯怀霞：《论信托法的历史演进及对我国继受信托法的反思》，
载《中国商法年刊》2008年，页 367。其中，张文对台湾地区“信托法”的颁布时间的描述为 1995年，经笔
者查证，台湾地区“信托法”于 1995年 12月 29日经“立法院”三读通过，于 1996年 1月 26日经总统令颁
布。因此，台湾地区“信托法”的颁布时间应为 1996年。
8 参见吕富强：《论法国式信托——一种对本土资源加以改造的途径》，载《比较法研究》2010年第 2期，页
67。
9 参见朱少平编：《中国信托法起草资料汇编》，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年，页 113-115。
10 一个古老的思想实验之一，它描述的是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几百年的船，经历了不间断的维修和替换部件，

只要一块木板腐烂了，它就会被替换掉，以此类推，直到所有的功能部件都不是最开始的那些了。问题是，

最终产生的这艘船是否还是原来的那艘特修斯之船，还是一艘完全不同的船？如果不是原来的船，那么在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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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信托制度，包括理解信托有效性概念的基础。

对信托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集中体现在对信托的定义上。一般认

为，我国《信托法》第二条对我国法上的信托做了界定11，然而该规定存在极大

的解释空间，例如“信任”是否赋予受托人信赖义务、“财产权”包含哪些对象、

“委托给”是否意味着信托财产权利的转让等问题都无法在简洁的法规中得到解

答12。因此，对信托的定义必须寻求学理解释。但恰恰在这一问题上充满着激烈

的学术竞争。对信托的定义我国学者已做过综述13，笔者在此不赘。信托本质的

理论分歧至少可区分为四个层次：首先，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信托有不同的理

解；其次，大陆法系内部，各国对信托也有不同理解；再次，各国规定的信托与

国际公约中规定的信托概念存在差异；最后，就一国而言，理论界上的信托与实

务中存在的信托存在差异。

笔者认为，欲在纷繁芜杂的理论观点中寻求信托的真谛，应当先抛开信托定

义，从为何要认识信托的本质这一问题出发，通过对目的论的回答迂回解释信托

的本质。特别对中国这样一个本身没有信托法制的本土资源，而现代法制体系基

本靠法律移植的国家来说，对“为什么要移植信托制度”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多大程度上接受信托制度”的答案，而后者正为“我国法上的信托应当是什

么”这一问题设定了前提。如不采取这一迂回战术而直奔信托本质的主题，则学

者由于立场、研究路径不同而得出的信托定义自然会各不相同，学者间将无法形

成真正的对话，甚至表面上的交锋会沦为一种“假辩论”，结果只能是浪费学术资

源。

《信托法》通过前，对于引进信托制度的目的描述很大程度上是跟规范中国

的信托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4，可喜的是《信托法》本身没有对信托立法的目的

进行如此狭隘的描述。该法第一条对信托目的的描述15可知，《信托法》立足于调

整信托基本关系，这使得《信托法》脱离了为解决特定问题而沦为填充式立法的

命运16。有学者认为，依据立法的描述，“信托法可在制度的层面上从实现财产有

么时候它不再是原来的船了？对问题进一步延伸，如果用特修斯之船上取下来的老部件来重新建造一艘新的

船，那么两艘船中哪艘才是真正的特修斯之船？对本文而言，可类推引申出传统的信托与现代的信托那种才

是真正的信托，经过移植的信托还是信托吗等问题，其核心是信托的本质问题。
11 “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

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12 对我国《信托法》信托定义的分析可参考张天民：《失去衡平法的信托——信托观念的扩张与中国《信托法》

的机遇和挑战》，中信出版社 2004年 3月，页 335-350。
13 对信托定义的综述，参见何宝玉：《信托法原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年 3月，页 1-12。
14 参见张肖：《信托立法过程的背景介绍》，收录于朱少平主编：《中国信托法起草资料汇编》，中国检察出版

社 2002年，页 11-13。
15 “为了调整信托关系，规范信托行为，保护信托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信托事业的健康发展，制定本法。”
16 朝令夕改、层出不穷的行政立法是此类填充式立法的极端例子，这类立法往往只是应时之作，经常不免于

被修改甚至废止的命运，非常缺乏法的确定性、稳定性和一致性。除行政立法外，在法律层面也有填充式立

法的现象，从某种角度来说，《宪法》不断为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而修宪，似乎在品格上与其他填充式立法并无

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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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管理和分配的角度进行解释，进而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发展我国的信托制度，

这使得信托制度在中国‘本土化’具备相当的可能性和现实性”17。由于立法采

取了宽松的描述，信托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为我国立法所认可取决于法律解释的口

径宽严和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从这一角度看。《信托法》具有极大的

解释张力，信托制度的认可与运用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沿着这一思路，为使《信托法》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经济情况，对信托

本质的理解就应当持一种开放与包容的态度。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信托类型十分

复杂，同时又不断发展变化，单一的信托定义难以包容现有的以及将来可能出现

的各种信托。如果对我国《信托法》第二条的信托定义进行严格字面解释，就非

常容易否认英美法中大量存在的宣言信托、拟制信托、结果信托等信托类型。因

此，对信托进行定义本身可能就是不合适的。即便非要为信托下一个定义，也应

当在抽象度相当高的水平上进行抽象概括，以免对概念的理论界定成为制约现实

生活发展的瓶颈。但这同时导致一个问题，即过度抽象的信托定义（例如将信托

界定为一种转移和管理财产的手段）难以区别信托与其他财产管理手段。可以说，

信托的定义本身就存在一种两难，通过对信托的定义认识信托的本质更是难上加

难。

（二）信托有效性概念的提出及其意义

直接从信托定义入手难以把握信托的本质，但基于对信托的本质理解不同而

产生的问题并不会消失。信托作为一种管理利用财产的手段，最为人们关注的通

常是下列问题：以口头形式签订的信托合同是否有效，是否成立信托？信托目的

应如何解释，什么样的信托目的属于违法？为使信托有效，信托财产是否需要转

移所有权？信托无效后，信托是否就不存在？法律是否认可如宣言信托、拟制信

托、结果信托、消极信托等信托类型？信托受益人是否可以转让受益权等诸如此

类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除了在信托的本质这一概念上存在交集外，还有一个共

同点，即所有问题都指向信托有效性问题。

《关于信托法律适用及其承认的海牙公约》第八条就出现了“信托有效性”

或称“信托的有效性”一词，该条旨在明确该公约确定的信托准据法适用的领域，

但公约没有对其进行进一步界定。在笔者的查询范围内，我国学者也没有专门就

此概念进行界定。或许可借用合同有效性的界定对此予以说明。一般认为，合同

行为区分为成立和生效两个阶段，成立仅意味着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

而生效意味着法律对其效力予以认可。因此，合同有效性问题是指合同能否为法

17 张天民：《失去衡平法的信托——信托观念的扩张与中国《信托法》的机遇和挑战》，中信出版社 2004年 3
月，页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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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认可并依照法律规定发生效力的问题。类似地，信托有效性问题是指信托能否

为法律认可并依照法律规定产生效力的问题，其本质是信托制度在一国法制框架

中的认可问题。具体而言，信托有效性至少关注以下内容：

（1）是否承认立法尚无明文规定的信托类型。信托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分

为多种类型，根据信托设立方式的不同，信托可分为明示信托（Express trusts）、

结果信托或称回复信托（Resulting trusts）、推定信托或称拟制信托（Constructive

trusts）以及法定信托（Statutory trusts），根据受益人不同又可分为私益信托（Private

trusts）与公益信托（Public trusts）18，这些分类方法还不能囊括所有的信托类型。

由于我国《信托法》只规定了明示信托，对英美法中大量存在的拟制信托、结果

信托、法定信托等类型，以及大量法无明文规定但实践中已存在的信托19是否予

以认可，是信托有效性问题的一大内容。

（2）对法有明文规定的信托类型，其生效要件是什么，这些要件应如何解释。

例如，我国《信托法》是否规定了信托财产的转移制度？信托合同属于诺成性合

同还是要物合同？信托受益人的确定性、信托财产的确定性、信托目的等要素应

如何解释？

（3）缺乏生效要件或某一要件存在瑕疵，该信托是否无效。例如，我国《信

托法》第八条规定设立信托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若当事人以口头形式订立信托合

同，信托是否生效？再如，当事人没有转移信托财产所有权，是否影响信托效力？

（4）无效信托的类型有哪些，这些类型应如何具体界定。例如，我国《信托

法》第十一条规定了专以诉讼或讨债为目的的信托无效，理论界普遍认为这是对

诉讼信托效力的否定。问题在于，什么样的信托行为构成诉讼信托？此外，该条

亦规定信托财产不能确定的，信托无效，则信托财产的确定性当如何界定？

（5）无效的信托该如何处理？英美法中，信托无效后或被撤销后，很多时候

的做法是成立为委托人的结果信托，由受托人将财产返还给委托人20。我国《信

托法》没有对无效信托的处理后果作出规定，信托无效后是否仍应按照信托法的

规则处理，还是依据合同法的规则处理，也表现了立法体系对信托制度的认可度，

因此也属于信托有效性问题之一。

以上所列问题仅仅是一个不完全列表，事实上，信托法的所有理论问题都能

在信托有效性的维度获得一致抽象。例如，信托法中关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

人权利义务的规定，表面上看似仅仅为信托当事人间利益平衡的规范，实则涉及

18 参见 Richard Edwards & Nigel Stockwell: Trusts and Equity, 5th edition, 影印版，法律出版社 2003年 9月，页
12-15。
19 这些类型包括但不限于：一、不确定受益人的“信托”；二、既非私益也非公益的“信托”；参见张天民：

《失去衡平法的信托——信托观念的扩张与中国《信托法》的机遇和挑战》，中信出版社 2004年 3月，页
388-390。
20 同上，页 359。



第一章 信托有效性的界定及考察其司法对待的必要性

7

当事人可否以意思自治变更法定内容，变更了多少法定内容将使得当事人的契约

安排丧失信托的基本特征而不成其为信托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信托有效性的问

题。信托有效性的本质就是法律对当事人经由意思自治而设立的信托能达到何种

程度的尊重，亦即当事人之间关于财产利用的合意多大程度上见容于立法背后的

公共政策。《信托法》所规定的信托设立、生效、信托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信

托的终止、救济等内容，无一不表明法律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承认与规制。研究

信托有效性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概念的高度抽象性涵摄了信托实务中出现的大量理

论与实务问题，指出了这些看似各不相干的丰富内容的共同点，从而为有效把握

信托的内容提供理论工具，更重要是，信托制度的功能实现首先就取决于信托在

法律上的有效承认，其作为一种财产利用管理手段所能实现的灵活度，也全赖法

律在信托有效性上予以明确。

信托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仅仅通过一个单一的制度设计，便能实现多样化的

目的”，21信托的本质问题就是这些多样化的目的能否得到法律上的承认，从这个

角度上说，信托的本质就是信托的有效性。面对纷繁芜杂的信托现象，由信托的

定义入手难以理解信托的本质，从信托有效性入手，对信托的本质当能有更好的

理解。

（三）信托有效性的认识误区——信托生效要件的局限性

大陆法系习惯于以“法律行为”作为分析法律关系的基础，并区分法律行为

的成立与生效，满足生效要件的法律行为便具备了有效性。就信托领域而言，大

陆法系的信托自然有相应的“信托法律行为”，或称“信托行为”。王泽鉴教授便

称信托行为是“信托人将财产所有权移转于受托人，使其成为权利人，以达到当

事人间一定法律目的的法律行为。”22 由于当事人可以以合同行为或遗嘱行为设

立信托，因此合同法与继承法领域的法律行为成立和生效要件（包括主体的民事

行为能力、意思表示、法律行为的形式等）都能影响信托行为的成立与生效。此

外，若《信托法》特别规定了信托契约或遗嘱信托的成立与生效要件，如《日本

信托法》第五关于遗嘱信托的信托承受之催告程序的规定，信托行为还需满足《信

托法》的特别规定。对于商事信托，由于涉及政府监管，一般单行法还规定有专

门的信托成立或生效条件，例如我国《信托法》中对商事信托的受托人主体资格

没有规定，但根据我国金融监管法令，只有经银监会批准成立的信托公司才能从

事营业信托活动。因此，民法关于法律行为成立和生效的要件、《信托法》中关于

21 同上，页 318。
22 王泽鉴：《民法实例研习丛书》，自刊，1980年版，页 311。转引自赵晓鹏：《信托行为生效要件研究》，中
国政法大学 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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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行为成立与生效的特殊要件，以及商事信托中信托业法的特别规定都构成大

陆法系信托行为的生效要件23。满足所有生效要件的信托行为便具有了有效性。

信托行为生效要件的思维分析虽有助于理解影响信托生效的可能要素，但这

个概念对认识信托有效性可能产生不利影响，即将信托有效性等同于信托生效要

件，仅仅从生效要件上考虑信托是否生效的问题。从生效要件的构成角度看待有

效性问题的思路在合同法领域或许是可行的，但在信托领域，信托生效要件仅仅

是涉及信托有效性问题的一小部分。信托即便满足所有全部生效要件而生效，也

可能在生效后被法院以各种理由认定为无效。这种情况中，法院可以何种理由否

认已生效的信托效力，信托无效后应以何种方式进行处理等，都是信托有效性的

内容，而生效要件理论对此无法做出任何解释。此外，由于生效要件理论必须考

虑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因素，因此其理论基础只能构建于明示信托之上，对英美法

系中大量存在的拟制信托、结果信托等信托类型的有效性问题根本无法做出回应。

可见信托生效要件根本无法涵盖信托有效性的全部内容。

反观英美法，虽然也谈信托生效要件，但其思维模式与大陆法系不同。在英

美法中，分析信托生效要件时，往往要先区分信托的种类，不同的信托设立方式

要求的生效要件各不相同。即便在明示信托领域，其生效要件也与大陆法系的分

析不同。英美法中，明示信托尚需区分信托的设立（creation of trusts）和信托的

构成（constitution of trusts）两个阶段，信托的设立有三方面生效要件：能力

（capacity）、形式（formality）和确定性（certainty），而信托的构成主要涉及在

需转移信托财产的信托类型中财产权利未转移时的信托效力问题24。信托设立和

信托构成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信托成立与信托生效间的关系，即信托的设立仅表明

信托在当事人之间成立，但该信托尚不能被强制执行。只有信托构成的各项条件

（一般仅涉及转移信托财产权，依财产类型不同有不同要求）满足后，信托才产

生可以强制执行的效力。

就信托的设立而言，信托设立的能力方面，总的原则是，任何有能力拥有特

定财产的人都能用该特定财产设定信托或成为该财产的受益人。对于未成年人、

精神病患者、外国籍人和法人有一些特殊规定。例如未成年人不能成为土地的法

定所有人，因此也不能设定土地信托，但他们可以成为土地信托的受益人。同样，

未成年人不得设立有效遗嘱，除非他们是正在军队服役的军人或者正在出海的海

员，因此他们不能成为遗嘱信托的委托人。私法人设定信托的能力受到该法人的

章程制约，而公法人设立信托的能力受到创设该法人的法律约束。外国籍人不能

成为以英国轮船或飞行器为信托财产的信托受益人25。 信托设立的形式问题涉及

23 赵晓鹏：《信托行为生效要件研究》，页 4。
24 Richard Edwards & Nigel Stockwell: Trusts and Equity, 5th edition, 影印版，法律出版社 2003年 9月，页 96-97。
25 同上，页 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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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允许以口头方式设立信托。对此，英美法区分生前信托（inter vivos trusts）

和遗嘱信托（testamentary trusts），同时对不同信托财产有不同的形式要求。例如，

法律对于生前信托中的纯动产信托（trusts of pure personalty）没有形式要求26，但

对于以土地为信托财产设立的土地信托（trusts of land），英国财产法要求信托设

立时须有委托人签名的书面文件作为证明，欠缺该证明文件将导致信托丧失法律

上的执行力27。 信托设立的确定性方面，由 Wright v. Atkyns(1823)与 Knight v.

Kinght(1840)等判例确立起三方面原则：委托人设立信托的意图确定（certainty of

intention）；信托财产确定（certainty of subject matter）；受益人确定（certainty of

objects）。28

就信托的构成而言，信托财产所有权是否转移对信托效力的影响是英美法关

心的问题。一般而言，如果该信托属于宣言信托，由于委托人同时也是受托人，

信托财产没有转移不影响该信托的效力。但在非宣言信托的情况下，向受托人转

移财产就是必要的，否则该信托将不产生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当然，英美法也

有例外的规则，例如 Re Rose (1952)案确立了一项规则，如果委托人已经尽其最

大努力向受托人转移信托财产，由于第三方配合方面的原因没有完成法律规定的

信托财产转移手续（如需进行登记的信托，尽管委托人提供了所有的相关文件，

但由于登记机关的原因没有完成登记），则该财产在衡平法上视为已经转移29。

除了对信托生效要件区分信托的设立和信托的构成两阶段外，英美法还对常

见的导致信托无效的原因进行总结，例如信托违反“反永久权规则”（rules against

perpetuities），信托违反“反收入过分累积规则”（the rule against accumulations），

信托违反公共政策等等。以信托违反公共政策为例，又可以衍生出许多更细致的

规则，如在 Thrupp v. Collett (1858)一案中，法官判决一项为盗猎者支付罚金的信

托无效30，从而确立了“旨在鼓励违法行为的信托无效”的规则。当然，在公共

政策领域，由于民众对公共政策合法合理性的看法会发生改变，法官也会相应地

改变过去的判决。例如，在 1970年 1月 1日以前，为未出生的私生子设立信托被

认为会鼓励非道德行为，因此该信托属于违反公共政策的信托。但随着人们的态

度逐渐转变，人们开始认为该规则变相地“惩罚”了无辜的孩子，最后英国 1969

年的“家庭法改革法案”（Family Law Reform Act 1969）废除了以往的规则，开

始承认此类信托的效力31。

可见，英美法虽然也考虑信托生效要件，但从思维起点上其与大陆法系的信

26 Andrew Iwobi:Essential Trusts, 3rd edition, 影印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年 6月，页 24。
27 Richard Edwards & Nigel Stockwell: Trusts and Equity, 5th edition, 影印版，法律出版社 2003年 9月，页 82-83。
28 Andrew Iwobi:Essential Trusts, 3rd Edition, 影印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年 6月，页 11。
29 同上，页 58。
30 Richard Edwards & Nigel Stockwell: Trusts and Equity, 5th edition, 影印版，法律出版社 2003年 9月，页 129。
31 同上，页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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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生效要件就有差别。同时，判例法倚赖个案寻找法律规则的特性使得英美法上

的生效要件理论不会忽视信托有效性其他问题。两大法系中信托生效要件具有不

同的含义，其体系性地位也各不相同，大陆法系国家试图以信托生效要件理解信

托有效性，只能是片面地理解信托制度，最终导致对信托理解上的狭隘。

（四）考察司法态度的必要性

对信托有效性的考察可分为两个层面：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从信托在英美

法上的发展来看，司法扮演了比立法更为重要的角色。不仅信托制度产生于衡平

法院的判例，信托制度的发展壮大也仰赖法院的判例积累。毫无疑问，司法判例

是英美法上信托制度的主要来源，司法对待信托有效性的态度是比立法态度更加

重要而现实的问题。在以制定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国家，立法文件对信托制度的

规定并没有削减司法态度的重要性。这不仅表现为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将对信托的

监督管理权限赋予法院32，法院在维持信托有效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更表现为

司法能通过解释法律，在立法文件的模糊地带当事人设定信托的自由提供空间。

可以说，司法的本质上就具有立法的属性，这一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概莫能外

34。因此，两大法系中，考察司法如何对待信托有效性都非常必要。

对于中国而言，《信托法》对信托有效性的暧昧态度使得信托有效性的司法对

待更具有现实意义。《信托法》对很多信托有效性问题都只有精炼的描述，法律规

定的具体含义只能通过司法裁判进一步明确。仅以信托设立过程中的问题为例，

《信托法》对信托设立的规定集中在该法第二章，具体而言，该法第六、七、八、

十、十一条明文提到了影响信托成立与生效的各种要件。这些法条关注的信托生

效条件集中在以下四个领域：信托目的；信托财产；信托设立形式；信托受益人。

法律的规定看似明确，实则有很大解释空间，以下分而述之：

1、信托目的

从《信托法》第六条的规定35来看，合法的信托目的是使信托成立并生效的

必备要素。同时《信托法》第十一条关于无效信托的规定中，第一项和第四项又

列举了两种会导致信托无效的信托目的36因此，我国《信托法》为信托目的确定

了一个积极条件、两个消极条件，即：信托目的必须合法；信托目的不得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信托目的不得是专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

从法律解释的角度来说，法律对信托目的的三个要求存在多种解释可能性。

32 张天民：《论信托财产上权利义务的冲突与衡平》，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九卷，法律出版社 1998
年 5月，页 664。
34 参见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 2009年 7月，页 5。
35 “设立信托，必须有合法的信托目的。”
36 《信托法》第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信托无效：（一）信托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四）专以诉讼或讨债为目的设立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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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考虑到中国立法体系的复杂性，信托目的“合法”中所谓的“法”究竟是

指哪一层级的立法有很大的解释空间。其次，信托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是否

必然导致信托无效仍然存在疑问。法律规定至少可以分为强制性规定和任意性规

定，而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奚晓明在 2007年 5月召开的“全国民商事审判

工作会议”上针对合同法领域的类似问题，提出观点认为强制性规定又可以分为

效力性规定和管理性规定37，合同条款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的效力性强制

规定，法院方能认定合同无效。这一观点后来也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

第十四条吸收。在信托领域，信托目的违反法律与行政法规的规定是否应当借鉴

《合同法》解释（二）的解释路径，尚有可探讨的余地。再次，信托目的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这一消极性条件更是难以解释。我国立法实践中，除 2011年 1月

21日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外，其他立法文件尚无对

“社会公共利益”进行界定的先例38，而该条例所称之“社会公共利益”与房屋

征收这一特殊行政行为密切相关，难以引入到《信托法》中进行类推适用，法律

解释的重任仍没有得到缓解。最后，对“专以诉讼或讨债为目的”的信托也存在

不同理解，需要进一步明确含义。以前一种信托目的为例，实践中学者一般称该

种信托为“诉讼信托”。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委托人将债权等实体权利及相应诉讼

权利转移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诉讼当事人的身份，为实现实体利益进行诉讼，

产生的诉讼利益归于受益人的一种诉讼制度和诉讼当事人形式。”39由此观之，诉

讼信托属于私益信托。但有学者却认为，在遇到执行难的情况下，诉讼信托制度

可以维护法院判决的权威性与可执行性，诉讼信托开始有了公益信托的色彩，甚

至可以说诉讼信托完全是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40。实践中，资产管理公司为了

融资需要，会选择以不良资产设立信托，由信托机构管理该资产，而信托机构实

现资产价值的唯一方式就是诉讼，此类信托是否构成诉讼信托也多有疑问。

2、信托财产

信托财产要件涉及什么财产能够有效设立信托的问题。《信托法》第七条、第

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以及第十四条对信托财产提出了一系列要求41。总结上述

37 根据该副院长的观点，管理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

这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如《商业银行法》第 39条。
效力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

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此类规范不仅旨在处罚违

反之行为，而且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参见奚晓明：《当前民商事审判工作应当注意的几个法律适用

问题》，载《法律适用》2007年第 7期，页 3。
38 参考新闻报道“我国在新拆迁条例中首次立法界定公共利益”，http://news.qq.com/a/20110122/001072.htm，
2011年 3月 1日访问。
39 徐卫：《论诉讼信托》，载《河北法学》第 24卷第 9期，页 107。
40 参考周崇华：《“诉讼信托”能否医治得好执行难》，载《法制日报》2006年 11月 9日第 008版。
41 第七条：“设立信托，必须有确定的信托财产，并且该信托财产必须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本法所称财

产包括合法的财产权利”；

http://news.qq.com/a/20110122/0010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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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定，《信托法》要求信托财产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信托财产必须合法；信托

财产必须确定。其中，合法性的要求排除了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流通的财产和未

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限制流通财产作为信托财产的可能性。

上述规范看似清晰，但面对丰富的信托实践该规定仍然显得捉襟见肘。英美

法上同样对信托的成立有信托财产确定性的要求。英国信托法上曾有这样一个案

例：在一项遗嘱信托中，委托人在遗嘱中写道：他的一切动产和不动产都为他的

遗孀设定信托，由其按自己的意愿使用和处置这些财产，当他的妻子去世之后，

剩余的信托财产将留给另外几个特定的人。法官判定以遗孀为受益人的信托成立

并生效，但该信托关于该遗孀死后财产赠予特定人的规定无效，理由是这种规定

违反了信托财产确定性的原则。42这个案例对“信托财产必须确定”这个标准至

少提出三个问题：一、在法官判案的时点，第二序位受益人的信托财产确实是不

特定的，但当第一序位受益人去世后，第二序位受益人的信托财产便可以确定。

信托财产的确定性究竟以哪个时点判断为准？二、如果说信托财产必须能够确定

的理论依据是为信托的执行提供可行性的话，在本案中承认第二序位受益人的信

托受益权并没有给信托的执行带来任何额外的困难。但法官仍然拒绝承认信托对

第二序位受益人的效力，则信托财产确定性规则背后的法理考量究竟是什么？三、

以与该案例类似的方式设立信托，法院应当认定信托全部无效还是仅仅否定后一

受益人的信托受益权而继续维持其余部分的效力？很显然，我国《信托法》简洁

的条文无法清楚地回答上述问题。同样，对于 “表决权信托”、“目的信托”等实

践中出现的问题，立法关于信托财产的规定并没有给“表决权信托的信托财产是

什么”、“表决权是否可以单独成为信托财产”、“目的信托是否违反信托财产的强

制性规定”等问题提供答案。

3、信托设立形式

信托设立形式至少涉及信托是否必须采取书面形式方可设立，是否许可宣言

信托，应当进行信托财产登记却没有登记的信托是否有效三个问题。我国《信托

法》第八条和第十条对这些问题作出了规定，但这些规定仍显粗糙。就口头信托

的效力和宣言信托的承认问题而言，有学者认为，虽然《信托法》第八条43的用

语是“应当”，但信托设立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并且法律许可的书面形式仅限信托

第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信托无效：（一）……（二）信托财产不能确定；（三）委托人以非法财产

或者本法规定不得设立信托的财产设立信托……”；

第十四条：“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流通的财产，不得作为信托财产。法律、行政法规限制流通的财产，依法

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以作为信托财产。”
42 Re Thomson’s Estate(1879)，参见 Gary Watt: Briefcase on Equity&Trusts, 2ndEdition, 影印版，武汉大学出版
社 2004年 6月，页 21。
43 “设立信托，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书面形式包括信托合同、遗嘱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书面文件

等。采取信托合同形式设立信托的，信托合同签订时，信托成立。采取其他书面形式设立信托的，受托人承

诺信托时，信托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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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和遗嘱两种，我国不承认宣言信托。44这既是学界主流的观点，也是立法者

所持的立场45。但同样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否定宣言信托的三个理由都值

得拷问46。如果不采取保守的解释路径，我国立法承认宣言信托并不是没有可能。

就信托登记问题而言，《信托法》第十条的规定似乎很明确47，应当登记的信

托财产若不依法办理信托登记，信托将不产生效力。但同样有学者对该规定进行

了细致分析，区分了不同的登记类别，指出该条所指的登记是“作为所有权转移

要件的的财产登记和注册”。换言之，如果登记并不是该财产所有权转移或变更的

要件，即便法律要求对此财产进行登记，也无需为该财产办理信托登记。48相应

地，没有办理此类信托登记不影响信托的效力。

4、信托受益人

信托当事人的资格是信托成立与生效的基础条件。《信托法》第十九条、第二

十四条和第四十三条对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做了相应

规定。而《信托法》第十一条在无效信托的理由中，专门就受益人的条件作了一

项规定49。该款表明，为使信托生效，不仅信托财产需要确定，信托受益人或受

益人范围也需要确定。

与信托财产确定性面临的解释难题一样，受益人必须确定的要求同样需要进

一步的解释。特别是在公益信托领域，由于公益信托本身就具备受益对象不确定

的特点50，严格按照字面解释必然导致公益信托制度与《信托法》第十一条不相

容的结果。此外，信托实践中，当信托被运用于金融创新时，为便利资金的流动，

最大限度发挥信托制度融资的功能，信托受益人确定性的要求已让位于信托受益

权转让便捷性的需求，受益人是否确定已不是实务关心的重点。例如在资产证券

化业务中，委托人以特定资产池设定信托时，信托受益人尚不存在，只有等到受

托人以该财产发行受益凭证，投资者购买该凭证时，受益人才能最终确定。可见，

受益人必须确定的规则即便没有被实务抛弃，也需要进行限缩解释，同时需在《信

托法》的现有立法体系内进行体系解释，以求与公益信托的相关规定相适应。

由以上对信托生效要件的法规实证分析可知，单就信托有效性中的信托生效

44 参见中野正俊 张军建合著：《信托法》，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4年 10月，页 38-39。
45 立法者对信托生效要件的解释参见卞耀武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释义》，法律出版社 2002年，页
56-74。该书对《信托法》第八条的释义表明立法者采取的是严格解释的立场，不承认宣言信托。虽然该法律
释义并不是立法机构发布的正式文件，因此不能称之为立法解释，但考虑到该书的主编和副主编都是全国人

大法工委的领导人员，该释义至少表明了立法者对《信托法》相关问题的态度。
46 三个障碍分别是：一、认为生前信托为合同，但宣言信托不是合同；二、认为成立信托需转移财产，但宣

言信托并不存在财产转移；三、宣言信托容易因避债等目的被滥用。参见齐树洁 徐卫：《我国宣言信托的立

法认可与制度构建》，载《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 8期，页 192。
47 “设立信托，对于信托财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依法办理信托登记。未

依照前款规定办理信托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手续；不补办的，该信托不产生效力。”
48 参见钟向春 周小明：《信托活动中的主要法律问题与对策》，载《中国金融》2001年第 11期，页 32。
49 第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信托无效：……（五）受益人或者受益人范围不能确定……”。
50 参见濑源河 王志诚合著：《现代信托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1月第 1版，页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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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内容而言，立法文本就存在多种解释可能，信托实务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显然

是精炼的立法语言无法完全涵盖的，实践中对信托应持何种程度的认可，必须由

司法予以进一步明确。反观英美法系，法典化的做法始终不是信托制度发展的主

流51，通过司法判例的积累发展信托规则更能适应信托灵活性的要求。这种现象

似乎表明，信托有效性的问题也只能在司法过程中得到解决。

本章小结

对信托制度的研究离不开对信托本质的探讨，而从信托的定义入手发掘信托

的本质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在纷繁芜杂的信托问题背后，始终隐藏着一个根本

的问题，即当事人设定信托的意思自治能否为现有法制体系所认可的问题，也就

是信托有效性问题。笔者认为信托有效性概念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极大的内涵丰富

性，从信托有效性入手能更好地理解信托的本质。

当前对信托有效性的认识误区在于，仅仅从信托生效要件角度考察信托有效

性，忽视了信托有效性背后的其他内容的同时，还割裂了信托生效要件与其他理

论问题的联系，无法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承认方面使信托理论得到一致抽象。考

察信托有效性必须对其司法态度进行实证分析，司法实践中认可的信托有效性给

立法中的模糊地带作了注解，揭示了我国法上予以认可的信托的真实面相。

51 参见张天民：《失去衡平法的信托——信托观念的扩张与中国《信托法》的机遇和挑战》，中信出版社 2004
年 3月，页 316，注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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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信托有效性的司法对待

——基于案例总结的司法态度

我国的信托立法除《信托法》外，信托实务中对信托公司而言最重要的法规

是《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信托计划管理办法》52，但这两个法

规仅仅适用于商事信托，无法涵盖民事信托与公益信托。信托有效性的解读仍依

赖于司法态度的明确。早在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表示《信托法》的很多条文

与司法审判紧密联系，直接相关，其具体用语的含义要通过司法实践进一步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将在调查研究、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及时出台《信托法》司法解释53。

但时至今日，《信托法》实施已有十周年，相关司法解释仍未到位，最高人民法院

也没有制订司法解释的迹象，实务界发出了《信托法》亟待出台司法解释的呼声54。

对本文的研究课题而言，在缺少相关司法解释的情况下，欲探求司法对信托有效

性的态度，只能从案例入手，对相关案例进行总结，试图从司法判决中发现某些

规律。

但由于我国没有成熟的案例公布制度55，学术界也没有专门的信托案例汇编

资料56，法院裁判文书的法律依据中，也鲜有以《信托法》为裁判依据的57，笔者

搜集到的涉及信托有效性的司法案例有限，因此不能说通过这些案例展现的司法

态度代表了实务操作中的主流。然而对这些案例进行归纳总结仍是有意义的，有

限的案例虽不能展现司法态度的全貌，也能反映其现实中的一面，至少也表明司

法活动中存在过这类现象。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在统一的信托法司法解释颁布前，

由于同一个法院会存在路径依赖，倾向于从以往的判决中寻找经验，特别是最高

52 这两个法规和《信托法》一起被业内人士简称为信托业的“新一法两规”，以区别于 2007年以前以《信托
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为内容的“旧一法两规”。
5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将及时出台《信托法》司法解释”，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11012/115653.html，
2011年 3月 5日访问。
54 参见薛亮：《对信托机构立法已迫在眉睫——访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所长周小明博士》，载《金

融时报》2011年 2月 14日第 008版；金立新：《信托制度需要在司法实践中发展和完善——访锦天城律师事
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宪明》，载《金融时报》2010年 6月 12日第 008版；“《信托法》十周年之际呼唤出台司法
解释”，载《信托周刊》第 55期卷首语，见 http://trust.jrj.com.cn/2011/02/1008029150555.shtml，2011年 3月 5
日访问。
55 实务中，最高人民法院会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及《人民法院案例选》中公布有示范意义的案例，许多

省份的高院甚至地方中院也会发布案例汇编（如北京市高院就编有《新类型案件审判实务》丛书，定期对北

京市法院系统审判的“新类型案件”进行终结），但公布的案例是经过挑选的，许多案件也没有援引判决书原

文，而是由编者重述案件事实与法官判决。总体而言，我国不存在成熟的案例公布制度这一命题应当是成立

的。
56 笔者尚无看到专门就信托案件进行汇编的书籍，即便有信托法的案例书，基本上也是为介绍国外信托法而

翻译的案例丛书，如[日]中野正俊著，张军建译：《信托法判例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6年版。
57 参见孟元：《物权法为信托财产权利定性带来新思路》，载《中国证券报》2007年 11月 12日第 A19版。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11012/115653.html
http://trust.jrj.com.cn/2011/02/100802915055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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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的判决非常有可能为下级法院的裁判起示范作用，类似的判决还会一再出现，

因此，对司法实践中已发生的案件进行总结，试图挖掘发现其中的司法规律，就

不能说是种徒劳无益的举动。

解决了本文案例研究的意义问题之后，笔者以《信托法》实施后产生的争议

为主选取案例，同时兼顾《信托法》实施前的判决，并尽量选取高级别的法院判

决，使本文所选案例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避免在归纳司法规律时陷入以偏概全

的误区。通过搜索法律数据库和网络资料，笔者共整理了十余个案例，这其中有

六个案例较鲜明地反映了信托司法的三方面倾向58：

（一）严格解释信托目的

信托目的是每一个信托必须具备的要素，它承载着信托当事人意图通过设立

信托达成自治的意志，是信托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集中体现。法律所允许的信

托目的范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实中所能创设的信托类型和信托内容。因此，司

法如何解释信托有效性，首当其冲的就是信托目的的司法认定。信托从其产生之

日起就带有规避法律的天性，但法治的理念又要求法律必须得到执行，任何脱法

行为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如何恰当地解释信托目的，在法治秩序和人的行为

自由之间取得衡平，成为司法处理信托目的时的难题。

本文第一章中已经介绍，我国《信托法》将信托目的作为信托生效的必备要

件之一，对其有目的合法、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得专以诉

讼或讨债为目的三方面的要求。信托目的本身存在极大解释空间，但笔者考察的

两个案例显示：实践中法院倾向于严格解释信托目的，对信托目的是否违法存有

争议时倾向于否认信托目的合法性。

【案例一】高春惠与叶正杰等信托合同纠纷上诉案

案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穗中法民四终字第 7号

相关案情
59
：高春惠为台湾人，意图投资于广州宏铭塑胶工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宏铭公司”），待该公司上市后获取股权溢价。由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均规定外商（包括台商）在境内设立独资或

合资企业必须经有关部门审批，而《商务部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定》

进一步明确申请设立投资性公司的外国投资者应为一家外国的公司、企业或经济

58 由于案例公布制度的限制，能在公开资料上搜集到的信托案例非常有限。以北大法宝数据库为例，信托案

由下的信托案例大多为《信托法》实施以前的案例，涉及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借贷纠纷，仅有少数案例是真正

的信托纠纷。笔者最终收集到的案例共 13个，但由于笔者研究能力不足，加之时间有限，仅能从中选取 6个
较明显反映了司法态度的案例进行分析。
59 由于笔者选取的案件大多案情复杂，争点众多，有些案情与争点与本文论题无关，为免无关信息的干扰，

笔者仅对与信托有效性相关的案情和法院判决部分进行归纳，不及其余。完整案情、诉讼争点及法院判决请

参考相关注释列明的资料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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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为规避外商投资法规的限制，2002 年高春惠与叶正杰签订信托合同，约定

高春惠以 1994400 元人民币作为信托财产，信托于叶正杰，由其作为受托人向广

州德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佑公司”）出资，再由德佑公司向宏铭公司出

资。信托合同中载明了当事人的此项信托目的。由于宏铭公司经历多年仍不能上

市，高春惠以信托合同具有非法目的（规避法律）为由，向法院起诉主张信托合

同无效。

一审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认为，相关法规皆未禁止台湾公民通过信托的形

式设立投资性公司，因此高春惠的信托行为不违反《信托法》第十一条关于信托

无效的规定。同时信托合同没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情形，因

此该信托合法有效。二审广州市中院认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定了设立中

外合资企业的审批制，而商务部的规定更是排除了外商以自然人身份设立中外合

资企业的可能性。当事人在信托契约中对信托目的的规定表明当事人系以信托的

形式规避《中外合资企业法》的强制性规定，符合《信托法》第十一条第一项的

情形，该信托行为无效。法院根据合同无效后返还财产的原则，判令叶正杰返回

高春惠 1994400 元
60
。

【案例二】以信托方式将不良资产打包转让，信托公司起诉债务人被法院驳

回

相关案情：建行某分行将一笔不良贷款资产转让给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信达

资产又将债权转让给东方资产管理公司。2006 年 6 月，东方资产与某信托公司签

订财产信托合同，约定东方资产以上述债权设立信托，由信托公司对其进行管理、

运用及处分。东方资产于 2006 年 6 月 2 日在《金融时报》上发布公告，就上述债

权设立信托事宜履行了通知义务并进行了催收。信托公司于 2008 年向天津市二中

院提起诉讼，要求债务人偿付债务。两造双方就东方资产与某信托公司之间成立

的信托是否属于诉讼信托发生了争议。

法院认为，信托关系本质上属于一种委托经营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信托法》第二条以及第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信托公司的经营范围应仅限于为受

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整顿信托投资

公司方案》第一条的规定，信托投资公司在监管机构心目中的定位是“受人之托，

代人理财”，信托公司应发展为以手续费、佣金为收入的中介服务组织，而不是去

办理银行存款、贷款业务。由此可见，信托公司的经营业务中不具备代人主张债

权，即使订立了具有该方面内容的信托合同，依据《信托法》第十一条第四项的

规定，也应属于无效情形。因此，法院认为该案中信托公司并不直接享有其所主

60 来源于北大法宝，http://vip.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asp?db=fnl&gid=117603430，2011年 3月 6
日访问。

http://vip.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asp?db=fnl&gid=11760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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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的债权，依法也不具有以自己的名义通过诉讼方式追讨上述债权的权能，不是

本案适格的原告，裁定驳回起诉
61
。

两个案例的焦点分别是如何解释“信托目的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专

以诉讼或讨债为目的的信托无效”两个规则。案例一中，一审法院对“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解释标准非常严格，认为只有法律或行政法规明令禁止设立信托的，

才导致所设立信托因触犯该条而无效，而该案中《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并无禁

止利用信托进行外商投资的规定，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信托仍然成立。二审法院认

为，应当探求相关法律法规的目的，若信托的设立规避了该法律法规的管制目的，

就应当被认定为无效。而在探求法律法规的目的时，二审法院利用商务部的部门

规章来解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客观上使得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也成为《信

托法》第十一条第一项的“法律、行政法规”的来源。此外法院也没采用效力性

规范与管理性规范的区分，而是直接认定违反法律规定的信托目的导致信托不成

立。可见，该案二审法院对“信托目的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是持非常严格

的解释态度的。

案例二涉及诉讼信托的认定。英美法上并不禁止诉讼信托，而现行《日本信

托法》第十条则禁止以诉讼为主要目的的信托，台湾信托法第五条第三项也有类

似规定，我国《信托法》继受了日本、台湾的制度，也否认了诉讼信托的效力。

该案原告曾主张该信托的目的不是诉讼或讨债，委托人设立财产信托的真正目的

在于提高不良资产处置效率，使委托人的债权提前变现。但法院并不认可这种解

释，而是直接认定该案触发《信托法》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法院下此判断似乎

论证不足，笔者难以解读其逻辑，但显然金融监管部门对信托公司业务的定位对

法院的裁定有很大影响。

总的来说，对于“信托目的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则，法院认识到法律

与行政法规不能包含行政法规以下立法文件，但法院通过援引下级立法解释法律

与行政法规，使信托目的受到更多的规范限制；对于法律与行政法规中的规范性

质，法院基本不区分强制性法规中的效力性规范与管理性规范，仍沿用“违反强

制性规范的行为无效”这一过时做法。即便是案例一中认定信托目的合法的一审

法院，其判决的论证思路也不区分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因此其裁判论证思

路也是不利于信托目的的宽和化解释的。对于信托目的是否是以诉讼为目的，法

院也多参考金融监管机构的规章，从有关部门对信托机构的定位出发否定其代人

主张债权的资格，无视该案中当事人从设立信托到起诉已近两年这一事实。这两

个案例表明，法院倾向于严格解释信托目的，对有争议的信托目的倾向于否认其

效力。

61 来自找法网，http://china.findlaw.cn/info/minshang/zwzq/jrzw/zqxt/110744.html，2011年 3月 6日访问。

http://china.findlaw.cn/info/minshang/zwzq/jrzw/zqxt/110744.html


第二章 信托有效性的司法对待——基于案例总结的司法态度

19

（二）政策性因素影响信托有效性的司法对待

我国法制的一个真实面相是，法院尚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司法相对

于行政部门、执政党的依附性仍然存在。因此，在正式的法律渊源之外，主流的

社会政策往往能影响司法裁判。例如，当社会主流政策强调“构建和谐社会”时，

司法政策便力推调解结案，即便当事人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已相当明晰。当“防止

国有资产流失”成为法院的政治任务时，司法天平往往向具有国资背景的企业倾

斜。信托领域的司法活动自然也不例外。

【案例三】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诉中国天平经济文化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

纷案

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9)二中民初字第 14741 号

相关案情：2007 年 8 月，中国中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集团”）与中

信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信托”）签订《资金信托合同》，约定由中信集

团作为委托人，将四千余万元资金信托于受托人中信信托，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

的意愿，将信托资金以自己的名义借贷给中国天平经济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平经济”）。同时，中信信托与天平经济签订了《贷款信托合同》，约定了贷款

的相关条款，特别约定由中信集团将贷款资金直接支付至天平经济指定账户。后

天平经济未及时归还贷款，中信信托提起诉讼。诉讼中天平经济对《资金信托合

同》与《贷款信托合同》的效力提出异议，认为贷款发放程序违反《金融信托公

司委托贷款业务规定》第八条“委托资金要先存后贷，先拨后用”之规定，两份

合同应归于无效。同时，天平经济认为中信信托向天平经济发放贷款的实质是以

委托贷款名义掩盖的企业间借贷，应认定为无效。

北京市二中院首先确认该案属于委托贷款，并非企业间借款。对于贷款发放

程序是否影响信托合同效力，法院认为，第一，该贷款发放程序出自双方当事人

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二，《金融信托公司委托贷款业务规定》不属于法律法规。因

此，贷款发放程序约定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约定并不导致《资金

信托合同》和《贷款信托合同》无效
62
。

【案例四】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诉陈碰兴汽车贷款合同纠纷案

案号：（2009）浦民二（商）初字第 1700 号

相关案情：2007 年 5 月，上海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汽车

金融公司”）与陈碰兴签订了《汽车贷款合同》与《汽车抵押合同》，由汽车金融

公司向陈碰兴发放汽车贷款 60000 元，陈碰兴办理了车辆抵押登记作为贷款合同

的担保。2007 年 12 月，汽车金融公司与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

62 来源于北大法宝，http://vip.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asp?db=fnl&gid=117662794，2011年 3月 6
日访问。

http://vip.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asp?db=fnl&gid=117662794


第二章 信托有效性的司法对待——基于案例总结的司法态度

20

宝信托”）签订了《通元 2008 年第一期个人汽车抵押贷款证券化信托合同》，约定

汽车金融公司将其在《汽车贷款合同》中现有和可能产生的权利皆信托于华宝信

托。汽车金融公司与华宝信托为该项资产证券化安排进行了公告。2007 年 11 月

起，陈碰兴开始未如约还款，华宝信托经多次催告后诉至法庭。该案被告未到庭

应诉。

浦东新区法院认为，本案焦点在于信托机构能否以自己的名义对信托财产的

债务人进行诉讼。法院首先认定三方当事人相互之间签订的贷款合同和信托合同

有效，同时信托关系中华宝信托和汽车金融公司已尽了法定的公告义务，因此信

托有效成立。受托人基于信托关系可以以自己名义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处分，该

处分自然包括诉讼，受托人当然可以直接以自己名义对信托财产的债务人提起诉

讼
63
。

案例三涉及一个重要问题：信托财产转移是否为信托成立或生效的要件？在

英美法中，信托财产转移是信托发生强制执行力的前提，但我国《信托法》第二

条仅仅使用了“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的描述，对财产转移要件是否影响信

托生效的问题却没有表态。理论界对此有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信托合同为诺

成性合同而非要物合同，无需转移信托财产所有权即可使信托生效64；另一种观

点认为，考察《信托法》的整体内容，转移信托财产所有权实为信托生效的必备

要件65。本案中，委托人并没有向受托人转移信托财产，而是直接向信托关系之

外的第三方转移财产。法院的判决结果似乎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即信托财产转移

并不是信托生效的必备要件。

然而，在判决书中，法院其实并没有就信托财产转移对信托效力的影响做任

何论述，而只是认定信托财产没有转移不导致信托合同无效。显然，信托合同有

效与信托是否生效仍属于两个层次的问题，在逻辑上信托合同成立并生效是信托

有效的前提，但信托合同生效并不意味信托一定生效。在英美法上，信托财产转

移正是使信托产生法律上强制执行力的要件。本案法院显然没有就此进行论述。

事实上，该案的当事人的背景和本案的判决时间比法院的论证更能解释该案的裁

判结果。该案受理时间为 2009年 7月 21日，判决时间为 2009年 12月 17日，而

在 2009年 8月 17日，北京市高院发布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商事审判应

对金融危机的若干意见》，该意见关于商事案件指导原则的第一条就指出，要“从

支持北京市金融业经营与发展大局出发，依法最大限度地保护国有金融债权的安

全”。本案中，原告及第三人都是大型国企，而被告则属于没有国资背景的民营企

63 参见顾权：《信托型资产证券化案件的司法审查标准》，载《人民司法》，2009 年 12 月，页 32。
64 参见张淳：《中国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的创造性规定及其评析》，载《法律科学》2002年第 2期，页 111-112。
65 参见盛学军：《中国信托立法缺陷及其对信托功能的消解》，载《中国商法年刊》第三卷（2003），页 470；
钟向春 周小明著：《信托活动中的主要法律问题与对策》，载《中国金融》2001年第 11期，页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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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若承认被告天平经济的主张而否认信托的效力，则原告的债权必然会受到损

失。这种背景下，法院的判决结果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案例四是我国审理的首批汽车贷款信托资产证券化纠纷案件。该案牵涉的理

论问题是，资产证券化业务中，信托机构与资产证券化的发起人之间究竟是形成

了信托关系还是单纯的债权出售？如果存在信托关系，则信托机构能否以自己的

名义对信托财产的债务人进行诉讼？法院在判决中没有清晰有力地论证其理由，

值得庆幸的是，该案主审法官为此案撰写了一篇分析文章，使研究者能理清其分

析思路。该法官认为，资产证券化是一种重大的金融创新方式，司法对其进行裁

判时，要“一方面必须严格地遵守现行法律和国家宏观金融政策，另一方面还必

须考虑司法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以及行业自律机构在规范金融创新上的功能分

配”。66可见，宏观金融政策的导向是该案法官判断信托是否成立的重要参考。而

从宏观政策上看，2003年 2月，人民银行就在《2002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

出，要“积极推进住房贷款证券化”，而 2004年 1月 31日的《国务院关于推进资

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则更是提出“积极探索并开发资产证券

化品种”67。可见，宏观金融政策对资产证券化业务是大力支持的。本案中，法

院若不承认发起人与信托机构的信托关系，则发起人转让的金融债权将不再成为

信托财产，也将不享有信托独立性所带来的破产隔离效果。如此一来以该债权为

支持发行的证券必然吸引力大减，资产证券化的实践必然受阻。这种便利宏观金

融政策的司法解释态度贯穿了法官对本案其他问题的解释。例如，该案中，由于

抵押权未随资产证券化业务中金融债权的转让而进行相应变更，信托机构是否仍

享有抵押权成为案件焦点。该案法官认为，若要求重新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方可转

移抵押权，则实践操作中有可能出现抵押人不合作的情况，这样必然导致抵押权

难以有效转让68。因此，法院认为，资产证券化业务中，信托机构无需对抵押权

办理变更登记亦可享有抵押权。

将案例三和案例一、案例四和案例二分别两厢对照，还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

象，即法院对相似的法理问题作出了不同的解释。案例一和案例三都牵涉信托行

为违反规章的后果问题。案例一中的二审法院的处理方法是：用规章的内容解释

规章的上位法，利用上位法的原则性规定判决信托目的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

而案例三中的法院显得很开明，该案信托当事人虽然也违反规章，但法院并没有

在上位法中寻找规章的依据并以此否定信托效力。司法态度的差异只能从政策性

因素上进行解释。而案例四和案例二也一样，从金融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资产证

66 顾权：《形式主义抑或实质主义：论信托型资产证券化案件的司法审查标准》，收录于李少平主编：《新类型

案件诉讼与构建和谐社会》，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9年 4月，页 194。
67 洪艳蓉：《国内资产证券化实践评述与未来发展》，载《证券市场导报》，2004年第 9期，页 4。
68 参见顾权：《形式主义抑或实质主义：论信托型资产证券化案件的司法审查标准》，收录于李少平主编：《新

类型案件诉讼与构建和谐社会》，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9年 4月，页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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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化还是单纯以金融债权设立信托，对委托人而言都是资产处置的一种手段。所

不同的是，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受托人以该金融债权为基础发行了资产支持证券，

而投资者购买该证券的投入成为发起人转让债权的对价，发起人因而使其债权获

得了提前变现。而单纯以金融债权设立信托时，受托人没有发行资产支持证券。

然而，由于委托人可以通过为第三方设立他益信托，同时从第三方处获得对价等

方式设立以金融债权为信托资产的信托，使得该金融债权提前变现。可见，两种

操作手段在实现资产流通变现的本质上是一致的。然而对这两种本质上一致的操

作，司法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两种司法态度上的显著差异，恐怕只能从宏观

政策的层面进行解释。资产证券化是国家明文支持的金融创新活动，而单纯以金

融债权设立信托则可能引发滥诉而为司法政策所不许，这或许是二者命运迥然相

异的根本原因。

（三）对信托有效性的认可趋于保守

《信托法》的颁布给信托活动提供合法性基础和制度保障的同时，也给司法

承认信托有效性设置了界限，这种法典化的模式对信托是福是祸难以评说。但从

司法判例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至少在特定领域，如拟制信托、回复信托等《信

托法》未明确规定的信托类型的承认上，司法态度正趋于保守。

【案例五】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与 TMT 贸易有限公司商标侵

权纠纷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1998）知终字第 8号

相关案情：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广轻公司”）与

香港 TMT 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MT 公司”）于 80 年代达成《包销协议》，约

定由 TMT 公司提供商标，广轻公司组织生产，定牌加工。由于受广轻公司的误导，

TMT 公司误以为当时政策不允许香港公司直接在内地注册商标，遂与广轻公司商

定，由广轻公司在国内办理 TMT 公司的商标注册。广轻公司便以自己名义在内地

注册了争议商标。后广轻公司与 TMT 公司发生纠纷，在诉讼中双方就广轻公司注

册 TMT 公司商标行为的性质展开了争议。

广东省高院在一审中认为，广轻公司与 TMT 公司之间就注册商标一事形成的

是委托关系。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应以被代理人名义

开展活动，而本案中广轻公司却是以自己名义注册商标的。广轻公司是争议商标

的名义上的权利人，而 TMT 公司是争议商标实质上的权利人，因此二者之间形成

的是以商标权为信托财产的信托关系
69
。

69 来源于北大法宝，http://vip.chinalawinfo.com/case/displaycontent.asp?Gid=117463298&Keyword=TMT， 2011
年 3月 6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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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六】健桥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

纷上诉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二终字第 29 号

相关案情：2003 年 8 月，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钛公司”）

与健桥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桥证券”）签订《受托国债投资管理合同》，

由宝钛公司向健桥证券提供 6000 万资金，健桥证券代为理财，用于购买国债。但

是在该合同的补充协议中，双方又约定，在健桥证券不对宝钛公司账户内国债进

行擅自买卖交易的前提下，宝钛公司同意健桥证券可对该部分国债进行回购交易，

回购所得资金由健桥证券自主使用。健桥证券承诺在合同期满时返回宝钛公司本

金及固定收益。后宝钛公司与健桥证券发生纠纷，在诉讼中对合同是否有效提出

了相左的意见。

陕西省高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在审判中都没有对委托理财行为的信托本质作出

认定，法院的裁判依据中也没有《信托法》。一审法院认定当事人间的合同形式上

为委托理财，实质上为借贷。由于该行为违反了企业间不得互相借贷的禁止性规

定，并且当事人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当事人间的委托理财协议无效。

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审判决
70
。

案例五是《信托法》实施前的一个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被认为是全国首例商

标权信托案。判决后，有些学者认为法院的判决正确，但大多数学者对法院认定

存在信托关系表示怀疑。71就连一向大力倡导在中国推行信托制度的江平教授72也

认为，以司法来确认信托关系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应相当慎重73。最高人民法院

实际上是按照普通法中拟制信托的理论来处理该案74。该案表明，《信托法》通过

前，司法部门对信托有效性的态度曾相当开放，甚至直接在司法判决中径行确认

一种立法上尚无明文规定的法律关系。

然而《信托法》制定后，由于该法第八条规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设立信托，

对拟制信托毫无提及，理论界一般都认为我国不承认拟制信托的有效性。在笔者

的参考范围内，再也没有法院通过拟制信托理论确认信托关系的案例。最高法院

的判决既是第一例，也很可能是最后一例认可拟制信托的案例。这不禁让人反思，

《信托法》的制定为信托行为提供合法性基础之同时，也可能压缩了司法解释的

70 来源于北大法宝，http://vip.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asp?db=fnl&gid=117622975，2011年 3月 6
日访问。
71 参见陶国峰 臧云鹏：《专家评说中国首例商标信托案》，载《中华商标》2000年第 12期，页 14-15。
72 江平教授关于中国应完善信托法制、促进信托业发展的观点可参见其两篇文章：《信托挺起现代金融的一大

支柱》，载《中国证券报》2004年 9月 8日第 001版；《信托制度在中国的应用前景》，载《法学》2005年第
1期，页 3-5。
73 参见陶国峰 臧云鹏：《专家评说中国首例商标信托案》，载《中华商标》2000年第 12期，页 15。
74 有学者对该案是否构成拟制信托提出异议，认为该案所提到的“事实上的商标权财产信托关系”很难在传

统的英美信托法原理下获得一个逻辑上合理的支持。参见张天民：《失去衡平法的信托——信托观念的扩张与

中国《信托法》的机遇和挑战》，中信出版社 2004年 3月，页 315，注释 2。

http://vip.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asp?db=fnl&gid=117622975


第二章 信托有效性的司法对待——基于案例总结的司法态度

24

空间，限缩了信托的适用范围，至少对拟制信托的有效性而言，司法态度已经趋

于保守。

这种司法的保守倾向从案例六中也可见一斑。案例六涉及委托理财的法律性

质是否属于信托这一问题，而该问题在理论上尚未达成共识。有观点认为委托理

财构成信托75，有的则认为是委托代理关系76，还有人认为需区分实践中的委托理

财类别，以受托人的身份及委托理财的内容不同来确定相应法律关系77。本案中，

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对该案涉及的委托理财法律关系定性，而是绕过委托理财是

否属于信托的问题，直接以《合同法》第 52条否定委托理财协议的效力。这种对

法律关系不表态本身表明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种态度：相比于 2000年在案例五中的

争议性判决，2005年的最高院在承认信托有效性方面已趋于保守。

除了上述两个案例中体现的司法态度变迁外，案例一中法院对信托无效后的

处理也表明，司法尚不认可回复信托的有效性。在英美法中，信托无效后的处理

虽然有许多具体的规则，但一个普遍的原则是无效信托转化成为委托人或其继承

人的结果信托78。我国《信托法》对信托无效后的处理方式没有明确规定。案例

一中，二审法院认定信托无效后，受托人需依照合同法中合同无效返还财产的原

则向委托人返回财产。这种处理手法与回复信托存在很大差别。这是因为回复信

托仍然是信托，它仍具有信托应有的特性，如信托财产独立性，受托人基于信托

的忠实谨慎义务等等，而合同法上无效合同的处理仅仅是返还财产与过错承担而

已。综上，可见司法对信托有效性的认定已趋于保守。

本章小结

由于缺乏统计，从上述几个有限的案例中无法获知法院的判决是属于个案还

是代表了司法实践的整体态度。但正如笔者在之前所说，这些结论即便不能反映

司法的全貌，也可展现司法活动的部分，至少也表明司法活动中存在过这类现象。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在统一的信托法司法解释颁布前，类似的判决还会一再出现，

至少同一个法院会存在路径依赖，倾向于从以往的判决中寻找经验，特别是最高

法院的判决，非常有可能为下级法院的裁判起示范作用。因此，对司法实践中已

发生的案件进行总结，试图挖掘发现其中的司法规律，就不能说是种徒劳无益的

举动。笔者通过对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总结，认为我国司法在对待信托有效性的态

度上存在三方面倾向：严格解释信托目的要件，在信托目的是否违法具有争议时

75 参见陈林：《委托理财法律性质辨析》，载《人民司法》2009年第 19期，页 75-77。
76 参见高民尚：《审理证券、期货、国债市场中委托理财案件的若干法律问题》，载《人民司法》2006年 06
期，页 27-37。
77 参见廖凡：《别问我是谁——委托理财的法律辨析》，载《金融法苑》2003年 04期，页 20-25。
78 当然委托人可以在信托文书中规定信托无效时受益人利益的归属而避免发生回复信托。参考张天民：《失去

衡平法的信托——信托观念的扩张与中国《信托法》的机遇和挑战》，中信出版社 2004年 3月，页 46-47、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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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于否认信托目的的合法性；在信托有效性的认定上受政策性因素影响深刻，

倾向于与主流政策保持一致；对信托有效性的认定总体上趋向保守。

除上述规律之外，笔者所考察的案例中，司法裁判大多表现出裁判结果缺乏

论证或论证不足的特点。无论是积极认定信托有效性还是消极地否认信托有效性，

这一特点都存在。特别是案例二中法院对诉讼信托的认定和案例一中一审法院对

信托目的合法的认定，完全没有论证，属于一站直达式的思维，裁判风格过于武

断。再如，对于以信托合同方式设立信托的，法院也习惯纠缠于合同是否成立或

生效的问题，而对信托本身是否成立或生效避而不谈，忽视信托法理的阐明。最

高法院在案例六中的裁判便是如此。法院完全不谈委托理财的性质，直接以合同

法的理论否认该委托理财行为的合法性。再如案例三中，信托财产的转移方式本

是信托生效要件理论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但本案法院的裁判文书仅仅讨论了信托

财产转移方式对信托合同效力的影响，即不转移信托财产是否构成信托合同失效、

当事人是否违反信托合同义务的问题，而对信托财产转移是否是信托生效要件这

一问题没有论述。尽管如此，由于裁判文书缺乏论证或论证不足并不是信托领域

司法裁判独有的现象，司法判决欠缺说理性是司法在各个裁判领域都具有的特点

79，因此笔者并不将其作为信托有效性的司法认定规律。

尽管司法在信托有效性的认定上总体趋紧，并严格解释信托目的，造成实践

中大量信托无法得到承认，但司法态度的第二种倾向可能在这种总体偏向于保守

的释法思路下为开放性地认可信托留一道门缝。例如，案例三和案例四的情况就

表明，尽管法院偏向于保守认定信托有效性，但是，如果判定信托有效符合主流

政策导向，法院对待信托有效性的态度就会变得积极开放。此外，案例五也表明，

司法并不总是倾向于保守认定信托有效性，最高法院甚至可以以司法判决的形式

确认一种在立法中没有的制度。当然，这对信托制度的扩大使用固然是好事，但

对法治价值的影响仍需进一步评估。

79 有实务工作者总结这种现象有四种表现：一是说理不准，欠缺针对性；二是说理不全，欠缺公开性；三是

说理不透，欠缺法理性；四是说理不讲理，存在武断性。参考潘胜忠：《试论裁判文书的说理》，收录于《审

判理论与司法发展：南京法院改革开放三十年审判理论研究成果集》，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8年，页 94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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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司法态度的反思

司法对待信托有效性的态度为当事人利用信托工具实现意思自治的限度划定

了界限，其对私法自治、公民财产权的利用自由等法治价值等都有重大影响，有

必要对这些司法态度进行深刻反思。笔者从当下司法态度的负面效应、可能成因

以及应当纳入司法视野的权衡因素三方面进行反思：

（一）司法态度的负面效应

当下司法对待信托有效性的三种倾向会带来至少三方面的负面效应：

1、削弱法的一致性和确定性

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法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和确定性。法的一致性

要求互相不兼容的规则不能同时得到适用，法的确定性则要求法律规范必须明确，

避免模糊。在以概念理性见长的大陆法系，法典化为法的一致性和确定性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80。然而，受制于立法技术的限制和语言本身的固有缺陷，法律条文

中的规定总是存在一定的模糊地带，在那些领域规则的含义需要被明确，冲突的

规则需要确定适用顺序。立法者固然可以通过立法解释进一步阐明法条含义，但

立法解释与其解释的对象存在同样的问题，该解释同样存在被解释的需要。此时

司法通过个案裁判明确规则的具体含义与适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法的一致

性和确定性。

然而，实践中司法对信托有效性的态度使法院本应通过个案解释明晰信托规

则的功能被削弱，信托法的确定性因而降低。这表现为：首先，司法态度的保守

倾向使法院对案件中的信托问题视而不见，不予解释，例如案例六中最高人民法

院对委托理财的本质是否为信托这一争议问题不予处理。其次，即便司法对信托

法理进行阐释，由于裁判者说理不足，信托法的具体规则仍不明确。最后，政策

性因素对法院对待信托有效性的态度起重要作用，但政策性因素的特点就是时效

性强，不确定性大，往往为应付一时问题而做，司法随政策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

释法尺度，使得法律的确定性大减。例如案例三中，金融危机时严保国有金融债

权不流失的司法政策对法院的判决起了重要作用，俟危机一过，原被告易位，司

法能否坚守原先的立场实在值得怀疑。

80 这是由于法典化要求至少在法典内部概念与逻辑要形成一致，层层演绎，不能前后矛盾，这有助于增强法

的一致性。同时构建于概念和定义基础之上的法律规则对概念的精准性要求极高，这能夯实法的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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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司法态度受政策性因素影响的倾向使法的一致性受到严重削弱。同等

情况同等对待是法的一致性最基本的要求，但上一章对案例一和案例三以及案例

二和案例四的对照分析表明，如果存在政策性因素的作用，法院会置法的一致性

要求于不顾，对本应相同对待的案件作出不同的判决。

2、增加当事人成本

出于以下两个原因，当下的司法态度增加了信托当事人的成本：

首先，理性的当事人为使信托有效成立并发挥预期的效力，必定会对信托规

则做一调查，以确认其信托目的、信托成立方式、信托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内

容等是否违反法律规定，是否有可能法院判定为无效。这种做法在有偿的营业信

托领域更为常见。由于当下的司法态度使信托法的确定性大为削弱，当事人为确

认其设定的信托有效性能否得到司法承认，必须付出更多的查询成本。例如，在

案例一中，法院以部门规章的具体规定解释法律和行政法规，实质上增加了法律

和行政法规的规范，扩大了“信托目的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则的限制范

围。如果法院的这一做法成为司法常态，则为了满足信托目的合法性要求，当事

人必须将法规检索的范围从法律、行政法规扩大到包括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

规范性文件。而中国当下的现状是，行政法规级别以下的立法文件数量远多于法

律、行政法规的数量81，同时这些立法文件有多种发布渠道，这无疑将大大增加

当事人的检索成本。

其次，法院从严解释信托目的，对信托有效性采取保守立场，容易导致对已

有效成立的信托予以否认。在否认信托效力的同时法院以合同无效返还财产的原

则处理无效信托，导致当事人为之付出的时间成本与履行成本成为没有价值的投

入。以案例二为例，当事人以便于资金流通的目的设立信托，从该信托设立至当

事人提起诉讼，中间已有两年时间，应该说已不符合诉讼信托易引发滥诉的特征，

法院不应当认定该信托构成诉讼信托。但是法院基于保守性的考虑，仍然裁定驳

回原告起诉。该裁定虽然未明确宣告信托无效，但不允许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债

务人提起诉讼，实质上明确了司法对该信托不予救济的立场。所谓“无救济即无

权利”，法院的裁定效果与宣告信托无效相差无几。该案中信托公司除了要缴纳一

笔不菲的诉讼费外，其当时设定信托的工作也变得毫无价值，甚至还要为与原委

托人重新谈判，商量善后事宜而付出额外的成本。

81 1979-2005年中国的立法文件中，共有 805件法律、4156件行政法规、58797件部门规章、115369件地方
法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数量总和不到部门规章的十分之一，与地方性法规更是差两个数量级。参见朱景文

主编：《中国法律发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6月，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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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约信托业发展

信托业的发展离不开信托法治的完善，而司法如何对待信托，如何进一步解

释《信托法》的具体规则，正是信托法治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当下的司法态度已

经制约了信托业的发展，这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首先，信托为现代商业社会广泛采用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信托同时具备财产

管理利用上的巨大灵活性和信托财产享受破产隔离带来的安全性。信托的这一特

性在以创新为生命的现代金融领域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得到了巨大的应用，信

托业也因此与银行、证券和保险业一起构成“现代金融业的四大支柱”82。然而

这一切都以信托有效性得到承认为前提，如果信托有效性屡屡被否认，信托业进

行产品创新的动力和热情将会消退，信托公司自然而然地会选择一些风险较小、

模式较为固定的业务。《信托法》通过前信托业的状况从反面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83。司法倾向于严格解释信托目的，保守认定信托的有效性，并以政策为导向决

定司法裁判的口径，这些司法态度都大大限制了实践中可能成立的有效信托类型，

导致信托机构开展信托创新性试验的司法风险增高，从而对信托业的产品创新和

信托机构的业务创新产生阻滞作用。

其次，由于当前的司法态度增加了信托当事人的成本，信托相较其他制度为

当事人带来的额外收益被增加的成本抵消。而在当下的金融业，分业监管的格局

下隐藏混业经营的现实，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与信托业存在竞争关系，基于成本

考量的客户选择信托公司的可能性将会降低。这势必造成市场萎缩，信托公司利

润下降，信托业的整体竞争力下降。

（二）司法态度的成因分析

当下司法态度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然而有些因素涉及主题宏大，例如政

策性因素对司法态度产生深远影响实质上是司法欠缺独立性的表现，对其进行分

析并提出制度建构的可行性不大，故笔者对这类因素不予讨论。然而有两个因素

对上述司法态度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并且该因素具备改进的现实可能性，因此笔

者对这两个因素进行分析，即：司法对信托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司法裁判者对

信托法理生疏。

司法对信托法的重要性认识程度可以从最高人民法院对信托案件的归类中见

其一斑。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信托纠

纷被归为合同纠纷的一种。尽管 2001年《信托法》便开始实施，立法层面承认了

82 江平：《信托挺起现代金融的一大支柱》，载《中国证券报》2004年 9月 8日第 001版。
83 《信托法》通过前，信托业从事的金融活动与银行没有太大差别，真正的信托业务数量非常少，信托业可

以说是银行业的补充，参见江平 周小明：《论中国的信托立法》，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 6期，页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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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信托、营业信托和公益信托，并认可除合同外，还可依据遗嘱等其他形式设

立信托，表明信托纠纷远非合同纠纷所能涵盖，但法院对信托纠纷的归类依然如

故。直到 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才将信托纠纷归到“与公司、证券、票据等有关

的民事纠纷”一类，同时将信托纠纷细分为民事信托、营业信托和公益信托84。

可见，信托问题在司法工作者眼中远不如合同、公司、证券等问题重要，信托被

认为仅仅是合同、公司等传统民事纠纷下的一小分支。这种对信托法地位的错误

认知容易造成裁判者对信托案件中的理论争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法准确发

现问题，产生以合同理论取代信托理论作为分析案件的依据等现象。

不仅司法对信托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将信托纠纷提高到应有的高度对

待，司法工作者对信托理论也十分生疏。法官个人对法学理论的掌握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其接受的法学教育。而我国法官的职业准入门槛较低，直到《法官法》于

1995年颁布并于 2001年修改后才有较大幅度的改变85。即便如此，法官的整体学

历水平仍不高。根据《人民日报》报道，1995年至 2005年的十年时间里，全国

法官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数从 1万余人增至 9万余人，比例从 6.9%提高到

51.6%，86这意味着到 2005年底还有近半数法官没有取得本科学历。即便一名法

官具有本科学历，也不意味着该法官接受过正规的法学本科教育，因为我国的《法

官法》并不要求担任法官者必须取得法学本科学位，实践中没有法学学位仍担任

法官者大有人在87。对于受过法学本科教育的法官来说，他们是否熟悉信托法的

理论也存在很大疑问。信托法在我国的立法体系中属于民法的特别法88，而一般

法学院在本科阶段仅对各部门法的通论课程有必修的要求，即便有开设信托法课

程，也是作为选修课设立，课程的受众面并不大。此外，我国《法官法》虽然要

求法官在任职前必须通过司法考试，但由于司法考试涵盖的法律部门众多，信托

法的比重在司法考试中微乎其微89。可以想见，我国法官在任职前接受过系统信

托法理论教育的比例即便有，也是非常低的。

当任职前的准入机制无法保障法官在信托领域具备足够知识储备时，任职后

的法官职业培训便担当起了为法官充电的角色。笔者缺乏法官职业培训的统计资

料，对法院系统是否进行过信托法知识培训、培训的数量和质量等事实不得而知，

84 笔者认为，无论是将信托纠纷归类于“合同纠纷”还是“与公司、证券、票据有关的民事纠纷”都无法涵

盖信托丰富的实践内容，信托纠纷应当有其独立的地位。
85 法官职业准入门槛的变化，参见朱景文主编：《中国法律发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07年 6月，页 191-193
86 参见吴兢：《法官法检察官法实施十年 我国法官检察官整体素质不断提高》，载《人民日报》2005年 7月
17日第 001版。
87 例如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王胜俊，便是合肥师范学院历史系出身。参见新华网上王院长的简

历：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8-03/16/content_7799636.htm，2011年 3月 17日访问。
88 参见中野正俊 张军建著：《信托法》，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4年 10月，页 4
89 虽然没有进行统计，但毫无疑问信托法的内容在司法考试中绝不可与合同、物权等传统民法理论相比。由

于司法考试只需要达到及格的水平即可通过，应试者对信托法等特别法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是很正常的行为。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8-03/16/content_77996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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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能妄言法官职业培训无法起到帮助法官提高信托案件审理水平的作用。但

是法官职业培训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和学历教育唱主角、师资

质量良莠不齐、培训内容和种类专业化程度不高等90，若断言法官经过短期的职

业培训便能弥补信托法专业知识不足的缺陷、胜任信托审判，可谓过于乐观了。

由上述分析可知，从整体来看，我国法官的信托法理论基础较为薄弱，理论

知识比较欠缺。而由于《信托法》对信托理论没有做出很好的解释，信托有效性

的对待很大程度上依赖法官对法律进行解释。法官的释法思维有两种典型模式，

第一种模式中，法官会沿着司法解释——内部规定——法律原则——审判委员会

意见——上级法院批复的思维路线探求法律本意。法官依靠上级和集体智慧发现

法律，在释法时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的空间很小。在第二种模式中，法官需要结

合判决先例、实务界观点、公共政策、伦理道德、理论界观点等因素，分析权衡

后做出法律解释。这种思维模式对法官的个人素质和专业能力要求较高，同时法

官个人需要承担的风险也较大91。在信托法领域，司法解释迟迟未出，相应的内

部规定和上级法院批复也不齐备92，法官采取第一种释法思维模式的可行性相当

小。即便法官仍有可能寻求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和上级法院批复，后者在释法时仍

然要结合第二种思维模式中的各种因素综合考量。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信

托有效性的司法认定绝大程度上依赖法官个人的专业能力，而恰恰在这个领域，

法官是缺乏对信托法理的掌握的。

信托案件对裁判者高水平的理论要求与裁判者实际能力之间的矛盾，导致司

法裁判者对需要平衡拿捏的信托问题往往作出保守的判断，因为这种做法对法官

而言风险较小。例如，对信托目的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进行判断时，虽然法

律法规的性质和管制目的都有较大解释空间，但法院进行扩大解释时，如没有足

够的信托法理支持，将极有可能被上级法院认定为适用法律错误。案例一中的一

审法院便是如此，由于释法能力不足，被二审法院直接改判。由于法院系统存在

的法官错案追究制，法官开放性地承认信托有效性将带来法官的个人风险。厌恶

风险的偏好促使法官倾向于保守认定信托的有效性。

（三）应纳入司法视野的权衡因素

归根到底，信托有效性的本质是当事人借助信托工具所欲实现的自治目的能

90 法官职业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参见刘中华 刘恒振：《司法能力建设新局下法官培训问题研究》，载《山东审

判》第 22卷总第 170期，2006年第 3期，页 104-108。
91 法官的两种释法思维模式参见吴春峰：《论法官的释法思维》，收录于《审判理论与司法发展：南京法院改

革开放三十年审判理论研究成果集》，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8年，页 952-954。
92 以最高法院为例，除了没有制订专门的《信托法》司法解释外，最高法院也没有对该法的具体解释发布过

批复。仅有 2001年第 12号通知对《信托法》的适用与国务院清理整顿信托公司专项行动的衔接问题作了规
范，但该通知事实上并没有解释《信托法》的相关法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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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见容于法制体系，能否发生预定效力的问题。法院在决定司法态度的宽严尺度

时，需考虑多种因素，例如私法自治与政府管制之间的关系、法院的功能定位、

现代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的关系、当代信托法的国际发展趋势等等。由于笔者学

力不足，研究时间有限，对这些因素难以展开全面讨论，在此仅对其中两个实践

中存在较多误解的因素进行澄清：

1、私法自治与政府管制

大陆法系国家一直对信托存在一种误解，即认为信托法是财产法的内容，而

英美法由于存在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区分，信托财产所有权区分为受托人享有的普

通法上的所有权与受益人享有的衡平法上的所有权。由于物权法定主义的存在，

英美法上所有权分离的概念与大陆法系国家一元所有权的概念格格不入，信托中

受益人的权利无法得到与所有权一样的保护，信托法与传统大陆法系财产法在理

论出发点上就不可调和，信托与大陆法系民法理论的龃龉由此而生93。信托法与

民法理论的冲突为大陆法系国家中司法认定信托有效性制造了大量难题。

这种看法忽视了信托法的合同法基础。诚然，信托源于财产，但信托中存在

大量的合同要素，例如信托目的便具有类似合同目的的性质，反映了委托人设立

信托时所欲实现的意志，法院在对信托进行解释时也必须考虑委托人在信托目的

中表现的意思真意。英美法系国家已经开始检讨单纯建构于财产法上的信托法理

论基础94，更有学者提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信托交易的功能与现代的第三方

受益合同没有区别，信托就是合同”95的观点。对于我国来说，由于《信托法》

没有规定宣言信托、拟制信托、回复信托等特殊信托类型，其第八条对信托设立

方式更作出了有限的规定，我国信托法的合同法基础更为突出。信托安排的背后，

是当事人借助信托工具所欲实现的私法自治目的，司法对信托有效性的认定不可

避免地要考量私法自治与国家管制的关系问题。信托司法的功能正是在私法自治

与国家管制的理念之间进行权衡，避免既因过分管制而斫伤当事人权利处分的自

由，又因放任自治而突破公共政策与社会秩序的底线。

私法自治与国家管制的辩证关系贯穿于民事活动始终，“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只

是在国家设定的高低不同的栅栏中流动，私法自治的领域，事实上自始充满了各

种国家强制。”
96
法院基于不同立场，对二者的平衡拿捏尺度自会不同。对于中国

来说比较现实的问题是，私权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遭受漠视甚至一度被予以废

93 参见张天民：《论信托财产上权利义务的冲突与衡平》，收录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九卷，法律出

版社 1998年 5月，页 656。
94 参见张天民：《失去衡平法的信托——信托观念的扩张与中国《信托法》的机遇和挑战》，中信出版社 2004
年 3月，页 412。
95 [美]约翰.H.兰贝恩 著，何美欢 译：《信托法的合同基础》，载《清华法学》第四辑，页 202。
96 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强制》，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年 7月，页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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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改革开放后，虽然政府管制逐步撤离公民的私人领域，法治理念开始勃兴，

但直至今日私法领域的法制建设尚未完成，法治甚至开始倒退，更遑论公权对私

权予以足够的尊重了。可以说，中国当下的法制现状是，私法自治与国家管制的

比例失衡，国家管制对私法自治的领域干涉太多。法院理应对此作出有效回应，

对法律中私法自治与政府管制规定模糊的地带作出有利于自治的解释。这种解释

路径的宪法理论基础在于，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先于政府产生，政府的权力来自于

人民权利的集体让与，正是基于此，政府才有权力限制人民的私权。但政府的权

力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法无明文规定即无权力。因此，在管制的模糊地带，只

能解释为政府不具备相应的管制权力，从而避免政府权力过分干涉公民私权。

2、信托法的任意法本质

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二分法早已有之，一般认为，强制性规范体现了

国家意志，违反的后果是导致行为无效，而任意性规范则允许当事人以意定取代

法定，属于可选条款，违反任意性规范不影响行为的效力。最高法院在《合同法

司法解释二》中对强制性规范进一步做了细分，将其区分为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

规范，只有违反效力性规范才导致合同无效。问题在于，立法文件中从不表明某

一条文属于强制性规范抑或任意性规范，更不指明其究竟属于效力性强制规范还

是管理性强制规范。例如，《信托法》第八条所规定的信托设立方式，是否属于强

制性性规范或效力性强制规定？是否应当认可以口头形式设立的信托？是否应当

认可宣言信托、拟制信托、回复信托等其他信托设立方式？对《信托法》规范性

质的理解直接影响法院对信托有效性的判定。

有学者对《信托法》的规范性质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信托基本法、信托强制

法和信托任意法三层次的划分：信托基本法包括信托设立和终止的规范，信托强

制法指不得由委托人在信托协议中予以削减的关于受托人核心义务的相关法律规

定，而信托任意法集中在受托人权利的规定上97。信托基本法和信托强制法的规

范都属于强制性规范，而信托任意法的规范则属于任意性规范。但该学者同时认

为，从本质上说信托法上的规范都属于任意性规范，信托法对信托当事人施加的

诸多限制实质上是立法对信托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进行充分评估的后果，其目

的旨在减少交易费用，归根结底仍是从另一侧面支持信托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

因此，这些限制本身不能否认信托法为任意法的根本性质98。

这种对信托法的规范性质理解与民法学者对民事规范的解释规则是一致的。

民法学者认为，在民法中绝大部分所谓的强制性规范，并不强制人民的私法行为，

97 参见张天民：《失去衡平法的信托——信托观念的扩张与中国《信托法》的机遇和挑战》，中信出版社 2004
年 3月，页 316-328。
98 同上，页 345-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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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就像提供一套自治的游戏规则一样，功能上仍是支持私法自治99。民法中的强

制性规范与行政法、刑法上的强制性规范不同，本身并无“禁止”或“命令”的

性质，而不过是对民事行为的“权限”进行限定而已，对此一“权限”的限制常

常有迂回交易的可能100。能使民事行为产生无效后果的强制性规范中总是含有特

殊的公共政策目的，这些规范在民法中属于少数101。当规范是否具有公共政策目

的并不明确时，司法解释应当遵循“有疑议，从自治”的解释规则，避免因扩大

解释而过分伤害自治机制的运行102。

沿着这一分析路径，则信托法中大部分规范性质都不具有强制性，信托法本

质上可称为任意法。因此，对《信托法》第八条之类条文的解释，就不可从法条

的“应当”两字出发将其解释为强制性条款，从而否认口头信托的有效性。以书

面形式设立信托的作用是为发生纠纷时起到证据上的作用，同时提醒当事人审慎

磋商，但作为一个理性人，其以口头方式设立信托时自然已考虑到将来可能发生

的纠纷，当事人甘愿承担发生纠纷时证明不便的风险却仍坚持以口头方式设立信

托，自然有其经济上的考虑，法律强行否认口头信托的效力实质是以立法者的判

断取代当事人的判断，其合理性值得疑问。从英美法上看，英美信托法对以动产

设立的信托无书面形式的要求，只有在价值比较大的不动产领域才规定生前信托

应附书面证明文件，同时缺乏证明文件并不导致信托不成立，而只是不赋予信托

强制执行的效力（参考第一章第三节的内容）。我国《信托法》虽规定了书面形式

的要求，但考虑到信托法的任意法本质，法院应当从该规定的目的出发，对此一

当事人能自我判断、自担风险的信托设立因素持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态度。

本章小结

信托有效性的司法对待直接决定了信托制度在我国法制体系下所能被运用的

极限，对该司法态度有必要深刻反思。经过分析，现有的司法态度至少会带来削

弱信托法的确定性和一致性、增加当事人成本、制约信托业发展三方面的负面影

响。究其原因，虽然存在法治不健全、司法不独立等宏大因素的影响，但司法实

践对信托法重视不够、裁判者对信托法理论的掌握不纯熟等细节问题亦对司法态

度的形成有重要作用。这些细节原因具有改变的可能性，司法者应当对此深刻反

省。在信托有效性的司法认定中，决定司法态度的不应当是变化莫测的政策性因

素，司法也不能仅仅狭隘地解释法律，私法自治与国家管制的辩证关系以及信托

法的任意法本质应当是司法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传统观点在这两方面都存在误

99 参见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强制》，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年 7月，页 28。
100 同上，页 30。
101 同上，页 72。
102 同上，页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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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这两个考量因素都要求司法持一种包容与开放的态度对待信托有效性。

结 论

信托的定义具有天然的局限，难以对信托的本质进行完全描述，而信托有效

性的概念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信托有效性反映了信托为一国法制体系所能接

受和容忍的限度，为信托当事人利用信托达成私法自治的行动自由划定了界限。

由于立法的固有缺陷，信托有效性的考察必须考虑其司法维度。对我国《信托法》

而言，立法文本的暧昧态度使得考察信托有效性的司法态度具有现实的意义。由

于《信托法》司法解释迟迟未出，通过个案考察总结司法规律不可避免。经由案

例分析总结，本文认为，司法实务中对信托有效性的认定存在三种倾向：1、严格

解释信托目的；2、政策性因素对司法态度影响明显；3、对信托有效性的认可总

体上趋于保守。

当下司法的态度对法治价值、信托当事人以及信托业的发展都可能带来负面

效应，具体而言，它能削弱信托法的一致性和确定性、增加信托当事人的成本、

制约信托业的发展。司法态度的形成受诸多因素影响，其中，司法对信托法的重

要性认识不足以及司法裁判者对信托法理掌握不足是重要原因，这两个原因相比

于司法独立等宏大背景下的原因，更具有改进的可能性。信托有效性的司法对待

应当将私法自治与国家管制的辩证关系和信托法的任意法本质纳入司法考量的视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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