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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ipulations on the revoking of guardianship in China’s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Civil Law are
no longer 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current legal practices. Though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Law has made appreciable progress in this respect, such as making explicit stipulations about
the subject and conditions of revoking as well as the principles of “respecting the will of the person under guardianship” and “taking measures that best benefit the person under guardianship,”
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as to how to tackle various practical problems after the
revoking takes effe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tate responsibility should be introduced into solutions to such problems. It is suggested that at the legislative level a parallel model embracing the
paternity system, choice of paternity and guardianship should be established along with a system
to ensure a smooth transition from paternity to guardianship in order to combine home-fostering
and child-rescuing management to make the system more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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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监护权撤销制度，已无法满足实践发展的需要。《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
有较为明显的进步，明确了撤销主体与撤销条件，贯彻“尊重被监护人意愿”和“最有利于被监护人”
的原则等，但仍有不足之处。例如：如何衔接和落实监护资格撤销的后续问题是目前亟待立法填补的
空白。笔者认为，应当更多地引入国家责任。在具体制度上，增设亲权制度，选择亲权与监护并行的
立法模式，并构建亲权与监护相衔接的制度，将家庭寄养与未成年人救助结合起来，完善监护监督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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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福建省首例监护资格撤销案由福建仙游县法院按照特别程序审理，并作出终审判决。亲生母亲林某
甲对年仅 10 岁儿子林某乙的监护人资格被判撤销，法院指定由林某甲所在村的村民委员会担任林某乙的
监护人。该案是福建省首例因亲生母亲长期虐待未成年子女而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案件。1 该案判决后引
起社会广泛好评。有媒体称本案对于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使社会感受到了司法
的人性关怀和温暖，并使我国现行民法规定的监护权撤销制度历经 27 年尘封后得以重见天日。
然而，法院的判决实际上只解决了问题的前半部分，而后半部分最关键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法院判
决撤销监护资格后，考虑到法院指定的村民委员会作为监护人直接履行对林某乙的监护职责确实存在一
些具体困难，法院与福建莆田市团委、市妇联和当地民政部门积极研究和协调，最后由民政部门安排对
林某乙进行代养。承办法官结案后还积极与当地团委、妇联和民政部门协调，对林某乙的安置情况进行
持续跟踪、回访。承办法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不得不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处理办法，效果较好，做法值
得点赞，体现了司法为民的人性温暖。但是，该案也暴露出我国监护制度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即监护
资格撤销后国家责任的缺位问题。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监护制度仅有几个条款，内容比较简陋，修改已成必然。《民法总则》对
部分内容已经进行了修改，但即使依照《民法总则》的新规定，也仍然无法解决该案涉及的实际问题，
立法机构应对监护资格撤销后的后续问题给予充分关注并制定对策。其中，完善国家责任则是妥善解决
此类问题的重要途径。
1

参见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2014)仙民特字第 01 号民事判决书。本案申请人是仙游县榜头镇梧店村村民委员会，被申请人是林某
甲。林某乙系被申请人林某甲的非婚生儿子，因林某乙的生父身份至今不明，故林某乙自出生后一直随母亲林某甲共同生活。在
共同生活期间，母亲林某甲多次使用菜刀切割、火钳鞭打、手掌撕扯、剪刀剪切等方式伤害儿子 身体，并经常采用不给饭吃，不
让睡觉等方式对儿子进行精神摧残，经有关部门多次批评教育，仍不思悔改。为保护未成年的合法权益，仙游县榜头镇梧店村村
民委员会作为申请人向仙游县法院申请撤销林某甲的监护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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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现行监护权撤销制度的立法现状与典型缺陷
2.1. 我国现行监护权撤销制度的立法现状
《民法总则》规定了撤销主体与撤销条件、“尊重被监护人意愿”和“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
较《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而言有显著的进步。
在撤销主体方面，
《民法总则》规定了有关个人或者组织具有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的主体资格。
其中第 36 条第 3 款明确指出：本条规定的有关个人和组织包括：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
人组织、民政部门等。根据《民法总则》第 38 条的规定，有关个人指被监护人的父母或者子女。
在撤销条件方面，《民法总则》明确了导致撤销监护权的不当监护行为类型，既包括以积极作为方
式严重损害被监护人权益的行为类型，也包括以消极不作为方式严重损害被监护人权益的行为类型[1]。
撤销监护权制度的存在，是为了防止监护人严重损害被监护人的权益，为了避免对被监护人造成二
次伤害，《民法总则》严格限制在撤销监护适用后恢复监护权的情形，其中，前提条件是尊重被监护人
的意愿。《民法总则》确立了“尊重被监护人意愿”和“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

2.2. 我国现行监护权撤销制度存在的典型缺陷
在监护权撤销后，国家责任的缺位是我国现行监护权撤销制度存在的典型缺陷。在我国现行法律制
度框架内，撤销父母监护资格须经法院判决。法院判决撤销父母监护资格的同时，须同时为未成年人指
定新的监护人。法院指定监护人首先应在具备监护资格的自然人中进行选择，在没有亲属或朋友等自然
人可以选择担任监护人的情况下，再选择被监护人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有关
组织或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正如福建仙游县的这例撤销母亲监护资格的案件一样，法院最终选择并指
定了受害儿童母亲所在的村民委员会担任新的监护人。
然而，单位、居委会或村委会等基层组织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显然面临诸多具体困难。首先，对
未成年孩子进行生活照料、日常教育、心理疏导以及人格培养等，都必须在人与人之间感情交流的长期
过程中才能实现，只有自然人才适合，组织并不适合担任这些角色，即便指定由组织实施监护，组织也
只能将此职责再分配落实到单位内具体的自然人身上。更何况，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流动已成常
态化，并非每个人都有长期固定的单位或组织。上世纪八十年代制定《民法通则》时，我国尚处于计划
经济和单一公有制体制下，指定单位作为监护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为理据[2]。但是随着九十年代开始
的社会转型，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体制逐渐被打破，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单位、村委会
和居委会继续承担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已经越来越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目前，《民法总则》已经取消了
单位作为监护主体的资格，但是，村委会和居委会仍然可以担任监护人。正因为如此，仙游县法院在判
决后不得不采用“中国特色的处理方法”，积极与妇联、共青团、民政部门等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协调，
最终得以获得民政部门支持，由其安排代养。
撤销父母监护资格，只是将孩子从家暴阴影中解救出来，却并没有真正解决未成年子女的继续监护
和照管问题。因此，法院判决撤销父母监护权后，如何衔接和落实后续问题是目前亟待立法填补的空白。
在后续制度完善中，秉持“尊重被监护人意愿”和“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更多地引入国家责任。

3. 父母监护资格撤销后国家责任的比较法考察
在大陆法系国家，亲属法多采用亲权和监护并行的立法模式[3]。亲权是体现亲属法的自然本性和感
情色彩，基于人的本性创设的制度，历经千年演变，形成了一套系统严谨的规则体系。而监护是基于法
DOI: 10.12677/ass.2018.711261

1762

社会科学前沿

潘鑫

律的理性创设的制度，并不要求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理性多于情感，义务多于权利。
亲权被剥夺，即父母监护资格被撤销后，始有监护的必要。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都对于失去亲权保
护的未成年人设立了非父母监护制度，由国家公权力介入对失去亲权的未成年人给予人身和财产方面的
保护。
鉴于亲权的制度价值不应被忽视，我们认为，在未来民法典分则编制过程中，我国应当选择监护与
亲权并行的立法模式。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要区分亲权和监护权，并构建好两者之间的衔接制度。
首先，亲权制度应被我国立法采纳。正值民法典编撰之际，应将亲权引入亲属法体系。在未成年人
保护的问题上，鉴于父母与未成年子女间天然的血亲和情感关系，父母直接管养当然是最有利于子女健
康成长的方式。但是，当未成年人出生在非正常家庭，如上述福建仙游亲生母亲虐童案，以及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的南京饿死两女童案，受伤害的未成年子女均出生在非正常的家庭(南京饿死女童案两受害女童
的母亲是吸毒人员，父亲正在监狱服刑)，亲权人恶意伤害未成年人人身权益，已严重不利于孩子的健康
成长时，法律应当有所作为。对于这类遭遇虐待、遗弃等非正常家庭出生的孩子，应当在经法律程序剥
夺其不称职父母的亲权后，获得国家监护制度的保护。因此，亲权制度应当被我国立法采纳，与监护制
度一起共同构成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体系。对于丧失亲权的未成年人，监护就是国家给予的一种救济，
是一种国家责任。
其次，应构建亲权和监护权两者之间的衔接制度，主要包括亲权在发生中止、丧失、恢复等情形下，
与监护制度的衔接。亲权的中止可能有法律原因，也可能有事实原因。法律原因主要包括父或母被法律
宣告为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事实原因主要包括父或母身患重疾或下落不明等无法行使亲权
而使亲权处于中止状态。亲权的丧失主要是父母恶意侵害子女人身权益的原因，如亲权人对子女犯有强
奸、虐待、遗弃等严重犯罪行为，亲权人因长期赌博、吸毒、酗酒等怠于行使亲权且屡教不改等，已严
重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而应通过立法明确亲权丧失的法定事由，并规定剥夺亲权的条件和程序的一
系列制度。亲权的恢复是当亲权行使的障碍消除，基于法律规定的程序，恢复被剥夺的亲权的制度。发
生亲权中止、丧失和恢复等情形时，需要监护制度配套跟进，以及时保障未成年人的利益不受侵害。

4. 关于父母监护资格撤销后国家责任引入的建议
首先，解决父母监护资格被撤销的后续问题，应秉持“尊重被监护人意愿”和“最有利于被监护人”
的原则，在未成年人具有一定认知能力的情况下，应尊重其内心的意愿，使其能够更快融入寄养家庭，
成为寄养家庭的成员，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中身心都能够健康成长，减少不称职父母对其幼小心灵造成的
伤害。
其次，应考虑将家庭寄养与未成年人救助制度结合起来。鉴于良好的家庭环境更有利于未成年人身
心的健康成长，应鼓励家庭寄养[4]。政府对家庭寄养进行监督，设定家庭寄养的基本条件、审查标准和
退出机制。另外，目前的未成年人救助中心、孤儿院等机构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了
减轻国家和社会负担，这些机构在承担监护这一国家责任方面可以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
再次，国家应当提供必要保障，即国家要通过专门预算，对国家监护提供财政支持。对于家庭寄养，
应向寄养家庭定期支付合理的寄养费，包括受教育费、生活费等必要的成本以及寄养家庭的劳务费等。
寄养家庭抚养失去亲权保护的未成年人是在“为国分忧”，理应从富有爱心的特殊劳动中获得合理的报
酬。
最后，应建立完备的监护监督制度。在监护与亲权并行的模式下，法律应当对监护人监护职责的履
行进行必要的监督和限制。监护监督制度包括监护监督人的产生及其职责、监护法庭及监护行政机关的
设立、监护事务(人身监护和财产监护)、监护终止以及违反监护职责的法律责任等内容。各国的监护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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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关于监护监督的规定，有的设立监护监督人和监护法院(或家庭法院)履行监护职责，有的以亲属会议
作为监督监护机关。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将亲属会议作为监护监督机关，但是随着传统社会亲属间密切往
来共同居住情形的日趋减少，亲属会议的作用越来越有限，一些国家纷纷废弃了这一制度，代之以法院
进行监督的公法监督的立法模式。在保留亲属会议制度的国家，这一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如法国的监护
制度已经朝着公法化和社会化的趋势发展，许多监护事务改由法院行使[5]。我国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应
关注域外有关监护监督制度与时俱进的趋势，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而建立完备的监护监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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