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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法总则 》对未成年人
国家监护制度规定的不足及立法完善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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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在未成年人处于无监护保护状态时，法律规定由国家机关亲自担任监护人承担
兜底监护责任体现了国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 国家机关担任监护人不同于自然
监护人，其无法亲自执行监护任务，于是构建具体的监护执行制度就成了国家监
护制度有效运作的关键。2017 年《民法总则 》关于国家监护制度的规定更加强
调民政部门在监护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对国家监护制度的具体实现方式缺乏
必要的规范。在将来民法分则“婚姻家庭法编 ”和《儿童福利法 》的制定时，应当
在被监护人最大利益原则下构建我国的国家监护制度 ，引入监护执行人和照料
人协助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细化监护人和照料人之间的职责分工 ，强化法院对
国家监护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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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the minors are left without guardians，the law stipulates that it is the state＇s
duty to protect the minors to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guardianship by the state
organs as the guardians in person． The state organs acting as guardians are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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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natural guardians，and they cannot perform the guardianship tasks in
person． Therefore，the construction of a specific guardianship enforcement system
will be critical for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the National guardianship system． The
provisions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Law of 2017 on the state
guardianship system place more emphasis on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the civil affairs
departments in guardianship，but there is a lack of necessary norms for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ate guardianship system． In the future，when the Civil Code
of Marriage and Family Law and the Child Welfare Law are enacted，the system of
state guardianship in China shall be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ward； introduction of the guardianship enforcers and the
caregivers to assist the state guardians in the performance of guardianship duties，the
refinement of the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the guardians and the
caregivers，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court intervention in state guardianship．
Key words： the minors； the state guardians； the natural guardians；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Code； legislative improvements

一、《民法总则》关于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的规定及不足
2017 年通过的《民法总则 》第 32 条规定： “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
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担任。”这是《民法总则》关于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的规定。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是指在
未成年人处于无监护保护状态时，国家机关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亲自担任监护人直接履
行监护职责的制度。虽然早在 1982 年《民法通则》第 16 条第 4 款就规定“没有第一款、第二
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所在单位、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
会和民政部门均可以担任监护人 ”，但修改后的《民法总则 》明显增加了民政部门的监护责
任。从《民法总则》第 32 条的规定来看，该条虽然保留了两委会担任监护人的资格，但“也可
以”的用语明显表明了其法律倾向，即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具有优先性，两委会仅在民政部
门不能或者不便担任监护人时起补充。
在未成年人处于无监护保护状态时，《民法总则 》要求民政部门直接以监护人的身份承
担兜底监护责任是适应新环境需要的一种立法选择。近些年来，由于社会风险增加，需要提
供监护保护的未成年人范围①逐渐扩大。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结构变迁导致亲属关系松弛，
加上监护工作繁琐责任重大，当前为未成年人寻找合适的自然监护人已经成为我国乃至世
界上很多国家共同面临的难题，可以说完全依赖家庭自治的监护模式已经无法完成保护未
成年人的任务。在这一背景下，《民法总则 》进一步加强民政部门的监护责任是希望用公权
力手段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进行有效的干预和保障，以实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但是对于民政部门作为监护人应当如何履行监护职责 ，不论《民法总则 》还是其他法律
目前需要国家提供监护帮助的未
① 注： 根据 2016 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 》，
成年人至少包括： （ 1） 失去父母或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 ； （ 2） 父母没有监护能力且无其他监护人
的未成年人； （ 3） 父母因不履行或者不当监护职责被剥夺监护权的未成年人； （ 4） 服刑人员、强制隔离
戒毒人员的缺少监护人的未成年人子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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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应当认识到，国家监护制度具有特殊性，不同于传统以亲属为主的
自然人监护。作为监护人的国家机关是一个抽象的组织，不可能像自然人一样亲自照顾教
育被监护人，需要借助专业的监护执行人和照料人来协助执行监护任务。 从我国民政部门
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来看，并没有专门针对监护制度设立的雇员职位和资金保障，于是
1991 年《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29 条规定： “暂时无法查明其父母或者监护人的，由民政部门
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收容抚养。”2006 年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 》时将儿童福利机构抚养的
未成年人的范围扩大为“孤儿、无法查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以及其他生活无着的未成
年人”，另外，将“收容抚养”改为“收留抚养 ”。 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 43 条第 2 款沿袭
了这一规定： “对孤儿、无法查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以及其他生活无着的未成年人 ，由
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2014 年出台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
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36 条也规定当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资格被判决撤销之后，如
果没有合适人员和其他单位担任监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由其所
属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
由于民政部门并不具备亲自履行监护职责的能力，《未成年人保护法 》等法律规定将民
政部门监护的未成年人交由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 ”，解决了处于民政部门监护保护之下
的未成年人的抚养和照顾问题。 但“收留抚养 ”的规定显然过于粗糙，随着国家监护实践的
增加以及对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关注，相关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首先，除“收留抚养”外，现行法律对民政部门应当如何履行监护职责尚无其他规定 ，实
践中民政部门一旦将被监护人交由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 ”就不再过问，具体的照料工作
都是由儿童福利机构完成的，民政部门作为监护人并没有很好的履行监护职责甚至经常是
缺位的。典型案件如 2005 年“南通市智障少女子宫切除案 ”，在整个案件中，两名智障子女
的子宫被次全切除，身体健康权受到严重侵害，但直到案件被媒体披露后，南通市儿童福利
院才将实施手术的情况向南通市民政局做了汇报。 在法院判决书中，也仅以故意伤害罪追
究了福利院的领导和实施手术的两名医生的刑事责任，并没有对作为监护人的南通市民政
［1］
局追究任何法律责任 。
其次，儿童福利机构的法律地位并不明确。 由于法律并没有对“收留抚养 ”做进一步解
释，儿童福利机构基于“收留抚养”对院内儿童拥有多大的决定权也不明确。 在实践中，儿童
福利机构不仅负责照料养育儿童，而且对儿童的事务拥有很大决定权。 在上述“南通市智障
少女子宫切除案”中，为两名儿童实施手术的手术同意书是由儿童福利院副院长签署的，手
术同意书上还特地添加了“相关法律责任由福利院负责 ”等内容。 也正因为如此，实践中儿
童福利机构经常被当做监护人。例如在 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侵害未成年人权
益被撤销监护人资格典型案例》之“徐某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中，法院就判决常州市儿童福
［2］
利院为徐某某的监护人 。但是从法律规定来看，在 2017 年《民法总则》出台之前，《民法通
则》并没有赋予儿童福利机构担任监护人的资格。根据《民法通则 》第 16 条第 4 款的规定 ，
有资格担任监护人的组织仅包括三类 ： 未成年人父母所在的单位 ； 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
（ 村 ） 民委员会 ； 未成年人住所地的民政部门 。 儿童福利机构显然不属于以上三类组织 ，并
没有被赋予担任监护人的资格 。 既然如此 ，儿童福利机构在收留抚养儿童的过程中 ，处于
何种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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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目前法律对民政部门和儿童福利机构的关系也缺乏明确的规定 ，导致民政部门和
儿童福利机构的权限不清，儿童福利机构经常被民政部门作为下属执行机构，缺乏必要的独
立性。
由此可见，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国家监护制度，但并没有在规范层面建构具体的监护执
行制度。未成年人必须受到照顾和保护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没有在规范层面就民政部门如
何履行监护职责做出具体规定，否则即使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也不能说就保证了对未成
年人的抚养和教育从而实现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二、国家监护制度的产生及对传统自然人监护制度的挑战
近现代西方国家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发展表现为国家权力机关在监护各个环节的介入
［3］
以及对监护的监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国家监护体系 。 但国家监护制度不是从来就有的，
其产生是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结构变迁以及儿童权利演进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
世界范围来看，德国 1922 年 7 月 9 日制定的《青少年福利法》第一次从法律上确认了国家监
护制度，“对于没有适合于担任监护人的人，由青少年福利局担任监护人。”国家监护制度是
一种与自然人监护完全不同的监护模式，其国家性、专业性和非人性化的特点使其与传统自
然人监护存在结构性的差别，不能适用同一的法律规范。必须明确这一点，并在这一前提下
去建构国家监护人制度，才能确保被监护人最大利益的实现。也正因为如此，德国有学者明
［4］
确指出，“自然监护人和国家监护人之间的区分应当作为所有监护制度改革的中心问题。”
首先，国家监护人在所有监护人类型中基于何种地位？ 这一问题关涉国家监护制度的
适用条件，进而涉及国家和家庭在未成年人监护中的地位及分工。在国家监护人产生以后，
必然是以自然监护人为代表的家庭监护和以国家监护人为代表的国家监护并存的局面 。 家
庭监护反映了监护的情感伦理性，国家监护体现的则是国家实现实质平等和保障人权的制
度价值。“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家庭具有先天优势，国家公权力则有法律、财政等各项保
［5］
障，为维护未成年人利益二者缺一不可，但是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到底在哪？” 对此，我国学
术界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基于国家干预的渐强趋势，提出监护的国家主义，认为国家是监
［6］
护的真正承担者，而父母只不过是国家责任的替代者 。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家监护责任
的产生是基于实质平等和人权保障的要求，但是仍然需要尊重自然法意义的伦理性监护 ，主
［7］
张在伦理性监护缺位或失当时才诱发国家监护 。 从各国关于监护制度的法律规定来看，
一般认为自然监护人处于第一顺位，国家监护人处于补充地位。 这是因为监护关系从本质
上来讲是一种典型的亲属法关系，具有鲜明的伦理性，国家监护制度的适用必须以尊重监护
关系的伦理性为前提，优先以家庭监护进行调整，不足部分再以国家监护的方式予以保障。
其次，在传统自然监护人模式下，监护人亲自抚养和教育被监护人，监护法律关系主体
仅包括监护人和被监护人。但在国家监护人模式下，监护人不再亲自教育和照顾被监护人，
融于未成年人监护中的照料、教育、抚养等常规核心功能由监护人转由第三方照料人，监护
法律关系的主体扩大为包括监护人、被监护人和照料人。从各国监护法律的规定来看，大多
数国家都在法律中明确了监护人的法律地位，但对于照料人的法律地位则很少涉及。 在国
家监护制度中，与被监护人每天生活在一起的是照料人，而不是监护人，监护人只在必要时
确认照顾和教育是否合理，从这一点来讲，照料人对于被监护人而言更为重要。 因此在国家
监护制度下，应当在法律上赋予照料人必要的独立地位，明确照料人和监护人在监护事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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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责分工。
再次，虽然在国家监护中，照料人负责被监护人的抚养和教育 ，但这并不意味作为监护
人的国家机关无需履行监护职责，其对被监护人仍负有“战略性监护责任 ”，包括定期探望被
监护人； 就涉及被监护人的重要事项做出决定； 代理被监护人从事民事活动等责任。 为了保
证监护人能够履行这些监护职责，需要引入监护执行人制度，构建具体的监护执行制度。
“国家监护机构必须要有充足的雇员及资金保障，一个机构所监护的人数不得超过 500 人，
［8］
机构内部的专业雇员每人负责人数不得超过 30 人，否则将形同虚设。”
最后，在国家监护制度下，为了保证被监护人的最大利益，同样需要对监护人和照料人
履行监护职责的行为进行监督。 鉴于国家监护人是国家公权力机关，为了保证监督的实效
性，需要确保监督主体具有相对于监护人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一般应当是司法机关。
三、德国国家监护制度的经验及借鉴
在德国，虽然国家监护制度在 1922 年《青少年福利法 》中已经确立，但直到 1969 年《德
国非婚生子女法律地位法 》制定之后，国家监护制度才正式写入《德国民法典 》，作为第
1791b 条和第 1791c 条。1990 年《社会法典》第 8 编《儿童和青少年法 》（ SGB8） 第 55 条第一
1998 年、
2005 年和
次对国家监护执行制度做了具体构建。德国监护制度先后经过 1997 年、
2011 年等多次修改。2016 年，德国司法部和消费者保护部 （ BMJV） 又提出了旨在推进监护
制度现代化的全面改革方案———《〈监护法〉修改建议稿 》，其中包括很多针对国家监护制度
的改革方案，但由于德国 2017 年大选组阁刚完成，该草案尚未交付表决。 从德国关于国家
监护制度的规定及改革的方向来看，国家监护制度的适用条件、监护执行人的任命、监护人
和照料人的职责分工以及强调法院对国家监护制度的干预构成了德国国家监护制度必不可
少的内容。
（ 一） 明确国家监护制度的适用条件
《德国民法典》第 1791b 条第 1 款规定，“没有适合于担任独任监护人的人的 ，少年局也
可以被选 任 为 监 护 人。 被 监 护 人 的 父 母 既 不 得 指 定 要 少 年 局 担 任 监 护 人，也 不 得 排 除
［9］
之。” 据此，自然人监护是第一顺位监护人，青少年福利局作为第二顺位监护人。 德国在
1947 年取消了亲属的法定监护制度，将自然监护人根据是否获取报酬分为无偿的义务监护
人和有偿的职业监护人。职业监护人是指因具备某方面的技能而被法院或者行政机关批准
作为监护人以提供有偿监护服务的自然人，可能是律师、社会工作者或者医护人员等。 在
2005 年《照顾法》修改之前，所有的自然监护人相对国家监护人都具有优先性 ，但在 2005 年
之后，仅无偿的义务监护人具有优先性。
（ 二） 引入监护执行人制度协助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在德国，虽然国家监护制度早在 1969 年就写进了《德国民法典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对于青少年福利局作为监护人应当如何履行监护职责，德国法律并没有做出明确。 直到
1990 年《社会法典》第 8 编《儿童和青少年法 》的颁布，德国法律才开始正视这一问题，该法
第 55 条规定： “青少年福利局通过其公务员或者雇员履行监护人职责。 被监护人的日常照
料工作转移给第三方照料者，但是监护执行人和照料者必须定期保持联系。”至此，德国法律
正式确立了监护执行人制度。
《儿童和青少年法》引入监护执行人制度是为了帮助作为监护人的青少年福利局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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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德国民法典》第 1793（ 1a） 条所规定的探望义务以及确保第 1800 条第 2 款所规定的照
顾和教育义务得以实现。在早期，监护执行人一般是青少年福利局的公务员担任。 随着监
护工作的专业化，职业监护人出现后，青少年福利局也开始聘请职业监护人担任监护执行
人。不论是公务员还是职业监护人，其担任监护执行人做出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都由青少
年福利局承担。早期监护执行人的工作主要是负责代理被监护人从事法律活动，管理被监
护人的财产。随着监护制度的重心由财产管理转移到人身保护，立法也更加强调监护执行
人亲自促进和保证对被监护人的照料和教育义务。例如为了保证监护执行人能够充分了解
被监护人的情况，《德国民法典 》和《儿童和青少年法 》在 2011 年均做了修改，修改后的《德
国民法典》在第 1793（ 1a） 条增加规定： “监护人应当定期到被监护人经常居住地探望被监护
人。通常情况下应当一月至少探望一次。 如果出现特殊情况，应当增加探望的次数。”第
1800 条增加规定： “监护人应当亲自促进和保证被监护人的照料和教育。”修改后的《儿童和
青少年法》对监护执行人负责的被监护人的数量做了限制，“一个全职的公务员或者雇员最
多可以承担不超过 50 个被监护人的监护工作，如果同时承担其他工作应当相应减少其负责
的儿童的数量。”
（ 三） 赋予照料人独立的法律地位，明确监护人和照料人关于监护职责的分工
德国监护法对监护人的法律地位做了比较全面的规定，但对照料人的法律地位规定不
多。《德国民法典》第 1793 条第 1 款规定的“被监护人被长期接纳入监护人家庭照顾的 ，准
用父母照顾条款”并不适用照料人，照料人一般根据与监护人签订的协议履行照料义务，并
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在被监护人事项的决定权上，照料人也仅针对被监护人日常生活事务
享有有限的决定权。随着被监护人人身保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德国理论界实务界都开始
呼吁修改法律以赋予照料人独立的法律地位，德国很多学者都认为“赋予照料人独立的法律
［10］
地位无疑有利于对被监护人的照料 ” 。 于是德国司法部和消费者保护部 （ BMJV） 在 2016
年提出了旨在推进监护制度现代化的改革方案，并提出了《〈监护法 〉修改建议稿 》。 修改意
见稿第 1796 条—1798 条重新规定了照料人的法律地位及其与监护人的关系，具体包括： （ 1）
照料人直接由监护法院任命，从而照料人和监护人都由监护法院任命，两者在法律上具有平
等的地位； （ 2） 如果照料者和被监护人共同生活达到足够长时间 ，则照料者不仅有权就被监
护人的日常生活事务行使决定权，监护法院也可以将部分监护事务的决定权委托给照料人 ，
甚至特殊情况下照料人也可以被委任为监护人； （ 3） 强调两者有相互合作和信息共享的义
务，
要求监护人就监护事务做出决定时，应当征求照料人的意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
修改建议稿强调赋予照料人一定的独立地位及决定权，但仍规定监护人在整个监护工作中
负有“战略性监护责任”①。此次修改意见稿如果通过必将在法律上赋予照料人一定的独立
地位。
（ 四） 设立监护法院对国家监护进行干预和监督
德国通过废除亲属会议的指定监护制度、设立监护法院的形式，将所有监护行为都纳入
监护法院的约束和监督之中。在国家监护中，监护法院对未成年人监护的干预主要体现在 ：
① Diskussionsteilentwurf zur Ｒeform des Vormundschaftsrechts-Stand 18． August 2016． http： / / www． bmjv． de /

DE / Themen / FamilieUndPartnerschaft / Vormundschaft / Vormundschaft_node． html，
2018 年 4 月 8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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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当没有适格的自然监护人时，监护法院将选任合适的青少年福利局担任监护人，并颁
发选任证书。选任证书一般包含以下内容： 被监护人的姓名和出生时间、监护人名称、监护
监督人和共同监护人的姓名以及在分担监护的情况下分担的方法（ 《德国民法典 》第 1791
条，第 1791b 条） ； 第二，监护法院负责保护未成年人的财产利益。 为此目的，监护法院有权
要求监护人定期提交被监护人的财产目录； 监护人在处理被监护人财产之前，也必须征得法
2011 年《德国民法典 》修改 ，在第 1840 （ 1 ） 条
院的同意（ 《德国民法典》第 1802 条） 。第三 ，
增加规定“监护人必须至少每年向监护法院报告一次被监护人的个人状况 ，报告应当记载
监护人探望被监护人的情况 。”如果监护人满足不了定期探望的法律要求 ，法院有权采取
合适的方式予以干预 ，可能会对青少年福利局或者其负责人予以惩罚 ，必要时可以免除其
监护人资格 。
四、完善我国国家监护制度的立法建议
2017 年通过的《民法总则 》开启了我国国家监护制度的新篇章，但囿于其原则性规定，
并没有充分展现国家监护制度的特点，对总则中的不完善之处，可以留待未来民法分则“婚
姻家庭编”及《儿童福利法》等部门法来完善。为此，特提出如下立法建议：
（ 一） 以被监护人最大利益原则为指导构建我国的国家监护制度
1989 年联合国
被监护人最大利益原则是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在监护关系中的体现 ，
《儿童权利公约》将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作为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核心指导原则，要求“有关
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
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从历史渊源考察，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源于国家监护理念，
是从英国国家监护判例中发展出来的。18 世纪英国法庭在涉及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的判例
中，明智的法官为了阻止未成年子女的监护因为腐朽的“家父制”传统而被判给堕落的父亲，
［11］
于是从“国家监护”的衡平法理论中推导出了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 。目前，未成年人最
大利益原则在许多国家的立法和实践中得到承认和支持。 该原则体现在监护中，要求必须
将被监护人的最大利益作为首要的考虑因素，尽可能地采取措施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尤其
是国家干预应以被监护人的最大利益作为底线原则。
2017 年《民法总则》第 35 条第 1 款规定： “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
行职责。”这是我国在立法层面首次确立被监护人最大利益原则，应当以这一原则为指导构
建我国的国家监护制度： 首先，在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履行国家监护职责过程中应当始终将
未成年人视为独立的权利主体，给予充分的福利保护； 其次，国家监护应当以家庭监护缺失
或严重失当为前提，只有在没有适格的人担任监护人时，才任命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最后，
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意见，保证被监护人的参与权。无论监护执行人或照料人的选任，还是
监护职责的履行，只要涉及与被监护人利益有关的决定，都应当根据被监护人的年龄和智力
状况，征求被监护人的意见和要求。
（ 二） 引入监护执行人制度，确保民政部门切实履行监护职责
如前所述，我国法律虽然赋予民政部门监护人资格，但对于民政部门履行监护职责的具
体方式缺乏进一步明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43 条第 2 款和《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
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 36 条虽然规定“将民政部门监护的儿童交由儿童福利
机构收留抚养”，但这仅表示民政部门为被监护人选择儿童福利机构作为其照料人。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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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儿童福利机构是为儿童提供养护、康复、托管等服务的独立
法人，儿童福利机构执行监护任务的行为并不等于民政部门的行为。 民政部门将被监护人
交由“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并不意味其完成了作为监护人的职责 ，相反这只是其履行监
护职责的开始，在儿童福利机构作为照料人抚养照料被监护人的过程中，民政部门始终是监
护人，仍要时刻履行监护人的职责，而这一任务需要任命专门的监护执行人来完成。
在我国，民政部门是主管国家社会行政事务的职能部门，在民政部门所承担的诸多职能
中，
未成年人保护只是其中一项。 虽然从民政部门的机构设置来看，在中央层面，民政部的
社会事务司设有儿童福利和收养处、未成年人 （ 留守儿童 ） 保护处两个部门来负责未成年人
保护事宜，但是在地方，从民政厅到民政局并没有相应设置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管理机构。
由于缺乏专门负责儿童监护保护的机构和人员，民政部门很难真正实际履行对未成年人的
监护职责。随着未成年人监护领域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在我国建立统一而职能强大的未
成年人保护管理机构显得更加迫切。 建议在中央政府层面，建立专门的副部级的未成年人
保护管理机构，对全国的未成年人保护事务进行宏观管理； 在地方层面，省、市、县三个行政
区域级别分别设立未成年人福利管理中心，负责本地区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将来设立的
未成年人保护管理机构至少应当承担以下职责： 为未成年人的家庭监护提供帮助与支持，处
理未成年人监护中出现的问题并对未成年人提供妥善安置措施； 对不能获得有效监护的未
成年人提供国家监护。在未成年人保护管理机构成立后，可以在市级和县级的未成年人福
利管理中心引入监护执行人制度协助民政部门履行监护职责，以改变目前民政部门无能履
行监护职责的情况。监护执行人可以是未成年人福利管理中心的公务员，也可以购买职业
监护人的服务。具体来讲 ，监护执行人的工作包括监督指导儿童福利机构或者其他寄养家
庭的抚养照料工作 ； 定期探望被监护人以便充分了解被监护人的生活状况 ； 作为被监护人
的法律代理人代理其从事法律活动 ； 负责被监护人重要事务的决定 。 为了保证监护的效
果 ，可以通过法律限定每一监护执行人负责的被监护人的数量不超过 30 人 ，并要求监护
执行人每月至少探望一次被监护人 ，并就探望情况每半年向民政部门负责人或者法院提
交探望报告等 。
（ 三） 丰富照料模式，明确监护人和照料人的职责分工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由儿童福利机构对民政部门监护的儿童进行抚养照料是目前
主要的照料模式。随着国家对儿童福利的重视和资金投入的增加，儿童福利机构近些年来
在设施建设和专业水平等方面均得到迅速发展，但是儿童福利机构的照料从本质上来讲仍
属于机构照料模式。这种机构集中照料模式的弊端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就受到关注，不论理
论界还是实务界都认为，机构照料模式忽视儿童的情感需求不利于其身心发育 ，也无法很好
［12］
培养儿童适应社会的能力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一些国家在淘汰大规模机构照料后，开
始尝试专业化家庭寄养模式，于是以满足儿童的心理和情感需要而设立的家庭寄养模式在
世界各国得到了普遍推广。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也认为寄养是比机构照料更符合儿童福
利的一种养育模式，其第 40 条规定： “应采用多种处理办法，诸如照管、指导和监督令、辅导、
察看、寄养、教育和职业培训方案及不交由机构照管的其他办法，以确保处理儿童的方式符
合其福祉并与其情况和违法行为相称。”2000 年我国民政部明确提出开始探索家庭寄养等其
他照料模式，从家庭寄养在我国的实践历程来看，其对缓解政府儿童福利资源不足以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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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残儿童生活质量等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在实践过程中，其弊端也逐步显现： 家庭寄养
［13］
与儿童福利及其他政策缺乏衔接机制，民间力量在家庭寄养中介入空间有限等 。 当前为
了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应当进一步探索和丰富照料模式。2014 年《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
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6 条规定了“自愿助养，委托政府指定的寄宿学
校安置”等新的照料模式，实践中可以逐步探索。
在丰富照料模式的基础上，应当通过法律进一步明确监护人和照料人在履行监护事务
上的职责分工，赋予照料人一定的独立地位。在目前主要的两种照料模式中，照料人分别是
儿童福利机构和寄养家庭。 就儿童福利机构而言，由于民政部门内部缺乏专门履行监护职
责的组织和人员，导致现实生活中民政部门很少真正介入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工作 ，于是作为
照料人的儿童福利机构几乎行使了所有的监护人权利。 但在家庭寄养中，同为照料人的寄
养家庭的权利却很少得到关注。《家庭寄养管理办法 》规定了寄养家庭应当承担的义务、寄
养协议的履行及对寄养家庭的监督管理，但对寄养家庭所应享有的权利及权利如何维护却
几乎没有涉及。建议通过法律赋予照料人一定的独立地位，进一步明确照料人和监护人在
监护事务上的职责分工。具体包括： 照料人负责被监护人的日常照顾、保护和教育，有权就
被监护人日常生活事务行使决定权，包括日常医疗事务（ 例如身体检查、接种疫苗等 ） 和日常
学习事务（ 例如交纳学费，检查作业等） 。但是一些重大事务的决定权必须交由监护人行使，
例如涉及身份行为的同意权，重大医疗手术的同意权，财产行为的代理或者同意权，以及成
立收养或者终止收养关系时的同意声明权等。
（ 四） 加强法院对未成年人国家监护的干预
我国目前未成年人监护中，司法介入明显不足。 对此有学者早已指出，“我国目前实际
上没有专门负责未成年人监护问题的管理、监督、执行的政府及司法机构，缺乏统一的从上
到下的有效社会控管力量和政府公力服务体系，本应纳入政府及司法机关管理的事务实际
［14］
上是一项空白。” 而从上文对德国国家监护制度的考察来看，德国非常注重法院对未成年
人监护的干预。法院对监护人的选任、变更、中止、撤销等事项进行判决、宣告、确认，同时承
担监护争议的审理工作，运用其司法功能和程序机制，给未成年人监护提供全面的司法保
障。不过与传统诉讼中法院的功能和定位不同，在涉及亲子关系的案件中，法院裁判的重点
不在根据既往事实决定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而在于评估什么才是对未成年子女是最
［15］
有利的安排，并以实现子女最佳利益，家庭的维持为此类争端解决最终的目标 。因此在构
建我国国家监护制度中，应当更加强调法院的干预和监督。让法院更及时的介入亲子关系，
更积极的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更全面的考虑各种利益之间的平衡： 首先，应当重视监护人的
选任，统一将法院作为监护选任机关，进一步明确选任程序和选任标准。《民法总则 》虽然规
定监护选任机关包括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和法院，但是由于缺乏详细的选任
［16］
程序和选任条件，实践中对监护人的选任并不重视 。从监护程序来看，监护选任是监护关
系的第一步，一旦法院指定监护人并颁发“监护权证明书”就意味监护开始，监护人应当开始
履行监护职责，同时该证书也是监护人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的证明文件 。 其次，明确
法院对被监护人财产的保护。通过法律明确监护人有义务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应法院要求定
期向法院提交财产目录及财产变动清单； 未经法院允许，监护人不得擅自处置被监护人的财
产。最后，明确法院对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进行监督，监护人有义务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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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要求定期向法院汇报其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况。《民法总则 》第 36 条、第 37 条和第 38 条规
定了监护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监护职责可以采取撤销监护权措施的适用条件和程序，
虽然这些规定主要是针对自然人监护而设计，但也可参照适用于国家监护。 国家监护人如
果怠于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监护职责给被监护人带来损害的，法院当然应当介入，并有权依
照法律对监护人进行处罚，必要时应当重新指定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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