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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 2.0「全方位信託」推動計畫重要措施及成效 

資料截至 111年 7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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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計畫緣起 

自 89 年通過信託業法以來，在全體信託業者共同努力

下，除了信託財產的規模大幅成長外，並已逐漸發展出進一

步結合安養照護、醫療服務等功能的信託商品。然而目前信

託業均係由金融機構兼營，自 93 年起銀行成立財富管理專

責部門後，信託部成為交易下單之後臺處理單位，受限於機

構資源分配、或從業人員須適用機構內部輪調規範，而不易

發展多元信託業務，及厚植專業信託人才。 

鑑於信託功能十分廣泛，運作上亦深具彈性，為因應高

齡人口的變化帶來之挑戰和機遇，本會於 109年 9月 1日發

布信託 2.0計畫，期許信託業凝聚共識，透過組織調整、管

理階層形塑機構文化、獎酬機制、法規鬆綁及人才培育等措

施，改變信託業以往過於偏重理財信託的現況，配合民眾生

活各種面向需求，重塑全方位信託業務，讓信託業為高齡社

會提供全體國民所需服務的同時，也為自身開創永續發展的

利基，營造信託業與社會大眾互利雙贏的環境。 

二、計畫願景 

(一) 打造友善住宅，推動在地安老 

透過融資、地上權(租賃權)信託、不動產信託、不動產開發

信託、營建資金信託及受託代管不動產等，並結合都市更新、

利用公有閒置土地等，與安養設施開發業者合作興建安養宅

或日間照護中心，達成居家養老、社區養老、機構養老等在

地安老目的。 

(二) 協助資產管理，保障經濟安全 

透過預收款信託、結合以房養老及各項保險給付成立提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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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者生活照護費用支付功能之安養信託，並可配合動態調整

信託財產給付額之裁量信託，以達成協助高齡者資產管理及

確保經濟安全之功能。 

(三) 跨業合作結盟，滿足多元需求 

由信託業者先篩選其他業者或團體跨業合作，提供高齡者一

站式購足之高品質服務，包括人身照顧、健康醫療、社會福

利及生活育樂等。 

(四) 結合證券化工具，發展多元市場 

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 REIT)具有活化不動產、增加

籌資管道及有效開發利用不動產之功能，透過鼓勵金融機構

參與 REIT 市場，及加強對 REIT 之管理機制，俾結合證券

化工具促進市場多元化發展，及加強投資人權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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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內容 

(一) 對內整合金融機構內部資源貫穿各項金融商品 

讓金融機構高層重新認識信託價值，提升對於信託業務之重

視，進而凝聚董事會及高階管理人員對提升信託職能之共識，

以引導金融機構積極投入適當資源，及整合金融機構內部資

源貫穿各項金融商品(包括銀行授信、理財、保險、證券化…

等金融服務功能)，發展全方位信託業務。 

(二) 對外延伸觸角、因應社會變遷，配合各產業政策，藉由跨業

合作，設計量身訂做信託商品，提供全方位之金融服務 

藉由跨業合作，設計量身訂做信託商品，提供客戶全方位之

高品質服務，包括資產管理、人身照顧、健康醫療、社會福

利、生活育樂、都市更新開發、利用公有閒置土地及長照 2.0

政策等。 

貳、信託 2.0計畫重要措施辦理情形 

一、引導業者逐步提升信託部門職能及組織架構 

(一) 為引導業者相互學習，本會於 110年 1月 6日及 110年 9月

30 日召開兩次「信託 2.0 推動策略分享會議」，邀請信託業

高階負責人參與，由業者間相互分享推動規劃與作法。 

(二) 本會 110 年 9 月 14 日訂定發布之「信託業推動信託 2.0 計

畫評鑑及獎勵措施」，其中設置獎項包括「最佳信託獎」，已

將業者內部組織調整及整體資源整合情形納為評鑑標準(占

比 50%)。 

(三) 依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下稱信託公會)調查結果，

業者已陸續採行相關提升信託部門職能及組織架構之作法，

截至 111年 6月底有 18家業者建置信託業務發展策略單位，

以規劃信託業務之未來發展方向及全公司合理資源配置；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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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業者減少或免除信託業務部門與其他部門間輪調機制，並

給予信託部門人員適當合理之升遷管道；21家業者於分行設

置具業務洽談能力之信託業務專員；18家業者提升信託專責

部門位階，建立信託業跨業及內部資源整合單位，推展內部

資源整合、商品整合行銷及跨業同盟相關事務；23家業者調

整分支機構評核中信託業務所占比重。 

二、 修正信託業薪酬制度之訂定及考核原則 

(一) 本會已於 110年 9月 15日修正「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轉

讓限制風險揭露及行銷訂約管理辦法」，明定兼營信託業務

之銀行應將結合信託制度推動整合性業務之貢獻度，納入信

託業務人員之薪酬考量，且應於辦理內部相關單位評核時，

依前述貢獻度給予合理評核比重，以引導業者對信託業務訂

定合理之考核標準。 

(二) 信託公會已配合修正「信託業薪酬制度之訂定及考核原則」，

經本會 111年 3月 3日同意在案。 

三、放寬行銷推廣信託業務之限制 

(一) 本會已於 110年 2月 26日修正發布「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

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放寬兼營信託業務之銀行及證券商

辦理之保險金信託，得由同一金融控股公司之保險子公司進

行推介及代收件。 

(二) 本會已於 110年 11月 29日備查信託公會依前揭辦法第 6條

授權規定，擬具之「信託業及保險公司間辦理保險金信託業

務共同行銷應注意事項」，針對得納入共同行銷之保險金信

託給付類型、作業程序、業務人員應備資格條件等應遵循事

項，訂定相關自律規範。 

(三) 本會已於 111年 3月 21日修正「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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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限制風險揭露及行銷訂約管理辦法」問答集，放寬信託業

從事安養信託之宣導推廣活動，贈品金額上限由新臺幣(以

下同)二百元提高為五百元；安養信託以外之一般信託業務

之宣導推廣活動，得提供上限二百元之贈品。 

四、研議我國發展專營信託公司之可行性 

信託公會已委外研究並完成「我國專營信託公司發展可

能性建議」研究報告，本會將參考該報告內容，並視未來市

場發展狀況，適時推動。 

五、研議檢討法令加強對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之管理 

信託公會已委外研究並完成「加強對不動產投資信託基

金管理之相關法令研究」報告，本會將針對研究報告所提修

正建議，視實務需求及相關法律(如：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之修法進度適時研議。另信託公會刻正針對僅涉及自律規範

部分，評估其內容之妥適性後，續行依程序研議修正自律規

範。  

六、協調強化預售屋信託機制之落實 

(一) 本會於 110年 3月 30日邀集內政部、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

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下稱銀行公會)及信託公會等相關單位召

開研商預售屋之不動產開發信託及價金信託機制會議，並於

110 年 4 月 15 日依會議結論發函內政部，建議其修正「預

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及其補充說明。 

(二) 信託公會業依前揭會議結論研擬強化措施，納入「中華民國

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辦理預售屋『不動產開發信託』與

『價金信託』業務應行注意事項」，本會已於 111年 1月 11

日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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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信託公會已委外研究並完成「預售屋履約擔保機制之不動產

開發信託及價金信託實務運作問題之研討」研究報告，本會

已於 111年 6月 9日將該報告所提建議函請內政部參考。 

七、研議建構發展家族信託之法制及稅制環境 

信託公會已委外研究並完成「建構我國家族信託發展法

制及稅制環境之相關研究」報告，本會已於 111 年 3 月 31

日將該報告所提建議函請法務部及財政部參處。本會並將持

續瞭解法務部、財政部處理方向，及適時進一步溝通研議。 

八、鼓勵企業辦理員工福利信託 

(一) 企業辦理員工福利信託已納入「公司治理評鑑指標」之說明

項目，及「臺灣上市公司勞工權益指數」之評鑑指標與設定

成分股權重。 

(二) 截至 111年 6月底，全體信託業辦理員工福利信託受託資產

總額為 1,830億元，較 109年底成長 421億元。 

九、推動「高齡金融規劃顧問師」信託專業能力認證制度 

信託公會已於 110年 1月完成擬定「高齡金融規劃顧問

師」認證計畫，並於 110年 4月 20日開辦首期培訓課程，

截至 111年 7月已有 1,100人取得資格(第 1、2屆學員)。 

十、推動「家族信託規劃顧問師」認證計畫 

信託公會已於 111年 4月完成擬定「家族信託規劃顧問

師」認證計畫，並於 111年 7月 16日開辦首期培訓課程。 

十一、與社福團體、安養機構及醫療機構等業者跨業合作 

(一) 信託公會、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銀行公會及信託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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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立「跨產業創新服務推動平台」，自 109年 11月起定期

召開會議，並視會議討論事項邀請相關產業及單位代表參加。

信託公會並擬定「信託業跨產業結盟發展藍圖」，分階段推

動四大跨業合作，包括：安養信託、管理型不動產信託、安

養住宅不動產開發信託及家族信託，並建置「信託業跨產業

結盟合作業者資料庫」。 

(二) 本會已參考信託公會建議，於 110年 2月 26日函請衛生福

利部等部會鼓勵所轄各醫療院所與信託業洽商「建立受託人

匯付信託客戶醫療費用機制」，並於 110年 4月 22日函請內

政部及衛生福利部鼓勵所轄社福團體、照護(顧)機構、安養

與醫療機構等積極參與及舉辦信託相關宣導課程。 

(三) 信託公會於 110年 11月 9日擬具「辦理信託業與績優機構、

團體合作推廣安養信託獎勵方案」，定期由信託業及信託公

會推薦，由信託公會遴選 10 名推廣事蹟成績優良之機構或

團體(例如社福團體、照護(顧)機構、安養與醫療機構等)，並

公開表揚或頒發感謝狀。 

十二、 辦理評鑑獎勵績效優良之信託業與有功人員 

本會於 110年 9月 14日訂定發布「信託業推動信託 2.0

之評鑑及獎勵措施」，該評鑑及獎勵措施設有「最佳信託獎」、

「安養信託獎」、「員工福利信託獎」及「信託業務創新獎」

等 4項獎項。其中機構評鑑獎項「最佳信託獎」之評鑑項目，

包括內部組織調整與整體資源整合、人才培育、宣導及產學

合作、跨業結盟等重要指標；至各單項業務獎項「安養信託

獎」、「員工福利信託獎」及「信託業務創新獎」所定評鑑項

目，則包括各項質化及量化指標。111年已邀集具公信力之

團體或專家學者辦理首期評鑑事宜，本會訂於 111年 9月 12

日舉辦頒獎典禮表揚績效優良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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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信託的英文是「trust」，與金融業存在的價值同樣都是信任，

因此金融服務的發展始終來自於人心，如何以高品質服務建立客

戶之安心與信賴感，並提供真正符合客戶需求之金融服務，是金

融機構存在的最大價值。就金融的長期發展而言，信託本是極其

重要的財產管理制度，我國正面臨快速高齡化與少子女化的社會

發展，以及家庭結構的變遷，從而衍生醫療照護、家族資產傳承

等議題，信託在運作上深具彈性，可以依社會各個族群的實際需

求量身訂做，照顧不同階層民眾生活，達到普惠金融的目的。本

會也將持續鼓勵信託業者在既有的基礎上，向上推升信託服務功

能，以實現信託 2.0 計畫的願景，並讓信託制度在社會上逐步扎

根成長。 

為推廣信託 2.0計畫願景及宣導信託制度，本會於 110年度

委外製作《信託 2.0．人生 2.0》微電影(點我觀看)；並請信託公

會協助蒐集出版《安養信託 2.0—105~109 年安養信託創新與成

果》一書(點我下載)，希冀透過安養信託觀念介紹、信託業者辦理

安養信託的特色亮點與溫馨感人之實際案例分析，拉近民眾與信

託的距離，歡迎點閱及分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lvg4qJg9m4
https://www.trust.org.tw/ebook/trust2.0new/mobile/index.html#p=1
https://www.trust.org.tw/ebook/trust2.0new/mobile/index.html#p=1
https://www.trust.org.tw/upload/1110505001.z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