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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醫療技術固然一日千里，但衰

老仍是人體無可避免的生理狀況。當

心神意志不再如同少壯時的清晰，身

體耐力不若年輕時的充沛，尤其是失

智症或其他影響精神意識的疾病來襲

時，誰來協助管理財產？誰來照顧日

常生活？作為家族及企業的掌門人，

要自己在意識健全時，欽點管理者及

照顧者，還是等到精神障礙或心智缺

陷時，才由陌生的法官決定，答案不

言可喻。

立法院已三讀通過民法親屬編的成年

人意定監護相關規定（民法第1113條

之2至第1113條之10），首創在喪失

行為能力前，即可事先透過意定監護

契約的機制，自己挑選自己屬意的監

護人，做好人生最後階段的規劃及執

行，確保傳承得以實現。

本期將為您介紹意定監護機制的特色

及運用狀況，期能為實現家族傳承的

目的，再多一類可運用的法律機制。

穩妥走完人生及傳承的最後一
哩路--意定監護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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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監護制度

在談意定監護之前，有必要先理解法律原有的成年監護制度，才能比較意
定監護有哪些新特色以及如果不採用意定監護的情況下，將會遭遇什麼樣
的情況。既有的成年監護制度下，一旦本人有精神障礙或心智缺失，導致
無法表達及辨別事理時，可由配偶、四親等內親屬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向
法院聲請監護宣告並設置監護人，執行被監護人的生活養護及財產管理等
事務。根據法律規定，法院在決定成年人監護人的人選時，須從配偶、四
親等內之親屬或主管機關、社福機構的適當人士選定之。依照法院實務的
經驗，往往選擇家屬擔任監護人。

在原有的成年監護制度下，明顯可見有兩大侷限點，第一是儘管法良善，
也無解於對被宣告監護人的陌生。即便有心依照社福機構訪視報告及建議，
做出客觀上最符當事人利益的人選，但因為對當事人長年生活狀況、財產
及事業經營不夠熟悉，難以確保當事人的主觀意願是否被顧慮。第二是人
選範圍的問題，原本的法律規定框限法院所能選定的監護人人選，因此法
院往往採取最傳統、保守安全的角度，以最近親屬為監護人。但即便如此，
最近親屬彼此之間，亦不乏彼此相互爭取監護人失和，或在法院內彼此攻
訐的實例，這也導致法官在決定監護人選時的猶疑，增加審理的時間，導
致監護人宣告有曠日廢時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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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三讀通過的意定監護制

度，即是為了突破以上兩大困難點

而設置。對於家族企業的掌門人來

說，和自己決定的受任人可以在心

神意志健全之時，先透過「意定監

護契約」，約定未來如有監護宣告

聲請及必要時，將由受任人擔任監

護人的契約。法官在監護宣告時，

如果家族掌門人已有意定監護人，

法官也應以該受任人為監護人，尊

重當事人自己選擇。如此一來，法

官不用費時傷神決定人選，避免陷

入家族成員爭奪之間，程序可以迅

速確定；家族掌門人也不用擔心監

護人對自己的生活上及財產上有不

夠熟悉的狀況，有效改變原本監護

制度在實務上的窒礙之處。

無法自理時，
誰最能照顧本

人？

誰最能代理
本人執行決

策？

指定人選
做得到嗎?

簽定意定監護契約

1

2
作成公證文書提送
至法院

本人「受監護宣告」
時，意定監護契約
生效

由指定受任人執行
監護職務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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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確定意定監護制度得以落實，民法第14條同步修正賦予意定監護人向法

院聲請監護宣告的權利。換言之，當家族掌門人擇定並且委任及訂立意定監

護契約後，受任人具備意定監護人的法律地位。當家族掌門人有精神障礙或

心智缺陷，導致不能辨別事理或表示各項決定時，意定監護人即可主動向法

院聲請監護宣告，避免家族掌門人在家族內及企業內，因身體及精神狀況不

良，遭有心之第三人以「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態勢，架空決策權限，發生不

利家族發展之情形。

此外，法律允許意定監護契約之受任人可以不只一人而是數人，並且可以區

分各自負責不同的生活、醫療照護或者財產管理等監護事項。但是必須提醒，

依意定監護制度的法律規定，如果監護人有數人的情況，除非已有約定可各

人分別執行職務，否則必須共同行使。換句話說，當監護人有數人時，需有

全體監護人同意才能做成有效決定。此種多數監護人共識決模式，利弊互見，

因此仍建議在設計意定監護契約時，某些監護事項，宜善用法律允許的分別

執行職務，以求效率並且避免紛爭。

身體醫
療照顧

財產
管理

企業
經營

得分
別約
定監
護人

在常見的情況下，多有將身
體醫療照護、財產管理及企
業經營三分的傾向，再分別
決定不同的監護人及人數。
生活、身體醫療照護事項，
包含日常起居、生活用品採
購、醫院、醫師、相關醫療
方法的選擇、看護人員或進
駐照顧機構的決定。

至於財產管理行為，包含動
產、不動產及有價證券的處
分、管理以及企業經營的決
策對於家族企業掌門人來說，
這是必然考慮的事項。

意定監護契約的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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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應值得一提的是民法第1113

條之9規定與原本的成年監護制

度有重大的差異。在法院所擇定

監護人情況下，監護人除非有法

院許可，否則沒有代理受監護人

購買或出售不動產的權利，也不

得以受監護人的財產為投資行為。

但是在意定監護時，民法第

1113條之9規定，如果本人在

意定監護契約內已明文約定受任

人成為意定監護人後，得有購置、

處分不動產及投資財產行為的權

限時，基於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

優先考慮的情況，解除監護人的

限制。此等管理財產對於家族企

業掌門人有重大意義，也可發揮

財產管理的重大效益，值得慎重

思考及在意定監護契約內妥善設

計。

由於意定監護契約對受監護人之權益有

重大影響，且當受監護宣告時，已是精

神及心智狀況不健全之際，因此如何確

定意定監護契約的真實性及有效性，民

法第1113條之3的規定，採取「公證」

為契約訂立或變更的成立要件。亦即，

該契約必須經過我國之公證人以公證程

序做成公證書，才算成立，否則不生法

律上的效力。同時，法律也明文要求公

證人必須將該公證書通知法院，避免未

來法院審理監護宣告事件時，無法知悉

已有意定監護契約存在而誤行法定監護

程序，違背當事人自主意思。

此外，基於尊重當事人之自主意思，在

本人簽訂意定監護契約後，受監護宣告

前，得以隨時撤回。不過為求慎重，撤

回的程序同樣需經公證程序，才有撤回

的效力。其次，為保障受監護宣告人權

益，若已經約定意定監護契約，但法院

在監護宣告時，如果有事實足認意定監

護人不利本人或不適任的情況，例如詐

欺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或者意定監護

人自己的身體狀況或長期不在國內而無

法執行職務的情況，法院仍然得改為法

定監護制度，由法院自行依職權及法律

規定選定監護人，作為最後例外把關的

情形。

意定監護契約要注意的程序及防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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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掌門人的意志對家族成員及企業有偌大的影響，一旦陷入心神意

志狀態不明之時，即需要儘速且妥善的機制處理，避免權力真空的狀

況。

原有的法定成年監護制度，以較為保守的態度，讓法院必須在嚴謹的

程序及有限的親屬中擇定監護人並限制監護人管理財產的權限。但意

定監護制度改以本人自主意思優先為前提，提前透過公證機制確保，

讓本人和受任意定監護人得以契約約定監護事項的執行，妥善保障本

人的權力，也避免家族成員內部的意見紛歧及爭訟，當家族掌門人陷

入精神意志不清時，保障自己的權益及避免後代子孫失和的良善機制。

編號 事項 說明

1. 監護人自主擇定 • 本人在意思健全時與受任人簽訂意定監護

契約，約定本人受監護宣告時，由受任人

擔任意定監護人。

• 避免在發生意外而受監護宣告時，法院選

任程序曠日廢時，或被法院指派不合適之

人選。

2. 多人監護模式 • 可多人受任，並分別指定責任範圍。

• 身體醫療照護、財產管理與企業經營三個

面向，分別指定專業適任之監護人及人數。

• 於企業經營層面時，能避免因受監護宣告

而造成股權行使的權利真空。

3. 解除處分財產限制 • 意定監護契約內，可約定受任人及意定監

護人在執行監護職務時，不受禁止購置、

處分不動產及以受監護人財產為投資之行

為。

意定監護契約在家族傳承的可運用模式

安永家族辦公室結語



個人稅負管理

綜合所得稅
最低稅負制
土地增值稅
贈與稅等諮詢

股權管理規劃

投資架構諮詢
家族企業IPO

財富移轉諮詢

不動產移轉稅
負諮詢
股權出售諮詢

家族傳承規劃

家族辦公室
二代交班
信託諮詢

人生規劃

公益信託
慈善基金會
遺囑規劃
遺產稅諮詢

家族企業傳承規劃及稅務諮詢服務
安永家族辦公室

家族企業傳承規劃及稅務諮詢服

務-安永家族辦公室團隊，結合

專業的稅務及法律人士，整合安

永全球資源，為您及家族企業在

財產及事業的發展、增值、保護

暨傳承等議題，提供最佳的諮詢

、規劃及解決方案，成為您及家

族企業信賴的專業夥伴。

財富傳承/
保全計畫及

行動

財富傳承與保全

• 傳承方式評估及相關稅負分析

• 各項傳承工具介紹

• 資產傳承計畫擬定

• 遺囑預立

• 定期進行家族資產傳承方案檢
視並依家族成員意願進行方案
調整

• 綜合所得稅及最低稅負申報及
諮詢

• 贈與稅及遺產稅申報及諮詢

• 遺產繼承諮詢

• 境內外信託設立諮詢

家族與家族企業面臨稅務、法律、工商
環境的挑戰下，

安永家族辦公室作為專業諮詢顧問
的角色…

• 家族成員稅務管理及健檢

• 海內外各項資產稅務風險評量

• 家族企業投資架構檢視暨調整

• 因應法令變動定期檢視其對家
族及企業之潛在影響暨風險辨
識管理

稅務及法律諮詢

稅務風險
辨識及管理

• 工商登記服務

• 各項資產移轉稅務諮詢

• 國際租稅及跨國稅務諮詢

• 出具稅務意見書/稅務行政救
濟

• 上市/櫃(IPO)前家族持股架
構檢視

家族企業
相關諮詢

家族治理

• 家族憲章設計暨家族文化傳承

• 家族治理機構及溝通平臺籌備

• 家族辦公室設置及功能營運

溝通平臺
建置

• 家族股東所有權與經營權區分設計

•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設立及章程設計
(股權轉讓限制、特別股等)

• 非公開發行公司特別股設計

• 家族成員退場機制建立

家族股權
架構設計

• 家族企業接班計畫思考

• 家族企業上市/櫃(IPO)規劃

• 專業經理人獎酬工具設計

• 教育訓練及專題論壇

• 協助進行商業決策及其他財務
諮詢 (併購/收購等商業交易相
關諮詢)

• 公益信託設立諮詢

• 財團法人基金會設立諮詢

• 家族公益及社會參與

家族企業永續經營

企業接班與
經營計畫

慈善事業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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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

楊健民 副總經理
+886 2 2757 8888 分機 67156
Alex.CM.Yang@tw.ey.com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信行 資深經理
+886 2 2757 8888 分機 67166
Laster.Lin@tw.ey.com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謝欣芝 經理
+886 2 2757 8888 分機 67227
Hazel.Hsieh@tw.ey.com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張啟晉 經理
+886 2 2757 8888 分機 67233
Harvey.Chang@tw.ey.com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郭孟華 經理

+886 7 238 0011 分機 77377
Amo.Kuo@tw.ey.com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周志潔 資深律師
+886 2 2757 8888 分機 67381
Arthur.Chou@tw.ey.com

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

邱筠淇 經理
+886 4 2259 8999分機 75205
Yunci.Ciou@tw.ey.com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楷資深經理
+886 4 2259 8999分機 75530 
Kai.Lin@tw.ey.com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胡綾珊 經理
+886 2 2757 8888 分機 67242
Lydia.Hwu@tw.ey.com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志翔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886 2 2757 8888 分機 88876
Michael.Lin@tw.ey.com

楊建華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886 2 2757 8888 分機 88875
Chienhua.Yang@tw.ey.com

吳文賓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886 7 238 0011 分機 88990
Ben.Wu@tw.ey.com

+886 2 2757 8888 分機 88860
KW.Chueh@tw.ey.com

闕光威
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

合夥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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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方永 經理
+886 2 2757 8888 分機 67223
Ives.Wu@tw.ey.com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孫孝文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886 4 2259 8999分機 88681
Jimmy.HW.Sun@tw.ey.com



安永 | 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

安永的宗旨是致力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我們以創造客戶、利害關係人及社會各界
的永續性成長為目標，並協助全球各地資本市場和經濟體建立信任和信心。

以數據及科技為核心技術，安永全球的優質團隊涵蓋150多個國家的業務，透過審計
服務建立客戶的信任，支持企業成長、轉型並達到營運目標。

透過專業領域的服務－審計、諮詢、法律、稅務和策略與交易諮詢，安永的專業團隊
提出更具啟發性的問題，為當前最迫切的挑戰，提出質疑，並推出嶄新的解決方案。

安永是指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的全球組織，加盟該全球組織的各成員機構都是獨立的法律實體，各成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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