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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监护类型解析 

王竹青 

摘 要： 成年人监护的对象主要是老年人和精神障碍者，这两个群体虽有交叉，但有 

明显 区别，所以成年人监护制度对这两个群体的保护措施有所不同，指导思想也不尽相 

同。对于有完全行 为能力的老年人而言，主要 以意定监护制度进行保护 ，以 自主决策作 

为指导思想。对于有部分行为能力的精神 障碍者则以辅助制度进行保护 ，以支持决策 

作为指导思想。对于没有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及精神障碍者则以监护制度进行保护，以 

替代决策作为指导思想。中国正处于《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成年人监护制度作为民法 ≯ 

的重要制度，在 完善制度设计时应体现上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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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监护是对意思能力欠缺的成年人给予保护 的法律制度。从监护的发生原因来看 ，主要包括 

智力障碍和精神障碍。智力障碍既有先天性的智力不足，如唐氏综合症，也有后天因创伤或老化引起的 

智力衰退。精神障碍一般发生在后天的比较多，先天性精神病非常少。从监护对象来看，主要包括残疾 

人(主要指智力障碍者和精神障碍者)和智力衰退的老年人，这两个群体有交叉的部分，比如有些残疾 

人是老年人 ，有些老年人是残疾人 。之所 以强调监护对象 的区别 ，在于现代监护制度对残疾人和老年人 

的保护措施有所不同。针对这两个群体 的不同特征 ，各国监护制度以不同类型 、不同理念和不 同原则做 

出了不同的规定 。总体来看 ，无论是精神障碍还是智力障碍 ，影响的都是人的意思能力 ，即人 的判断和 

决定能力，因此现代世界各国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改革均围绕尊重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自主决定权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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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发展轨迹及新型监护模式的出现 

监护制度 自罗马法时期 即以某种形式存在。13世纪之前的英国，监护是 国王的责任。 监护的内 

容只是财产，不包括人身。监护对象仅 限于痴呆者(idiots or fools)和精神错乱者(1unatics)。对于精神 

错乱者，法律认为其有恢复意思能力的希望，②因此同王以代理人的身份管理其财产，不得获取其收益。 

如果精神错乱者恢复了意思能力(无论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其财产及其收益需返还给本人。对于痴 

呆者，法律认为其从未有过意思能力 ，也没有获得意思能力的可能，因此其财产 由国王 以自己的名义管 

理 ，基于其财产的收益归国王所有，国王只负责对其提供必须 的生活条件，不得浪费或损害其财产。在 

其去世后 ，国王负责将财产交给其继承人。国王对痴呆者或精神错乱者的监护责任南 议院的大法官 

代为履行 (后来 由衡平法院的法官代为履行 )。⑧ 随着社会 的发展 ，法律对痴呆者和精神错乱者的差别 

待遇逐渐消失 ，对痴呆者的管理标准逐渐 与精神错乱者趋于一致 。监护 内容也从单纯 的财产管理扩展 

到人身照顾。从 14世纪开始 ，国家亲权的理念开始进入监护制 度，对弱者的保护成为罔家的权力和责 

任 。“同家亲权”理念随后传人欧洲其他国家和美洲大陆 ，成为盛极一时的监护理论。罔家对心智障碍 

者进行保护的基本原理是对心智障碍者的保护并不是有利可图的事情 ，而是为1r心智 障碍者本人的福 

祉，他们必须 由国家亲权给予保护 。“国家亲权”最初适用于儿童 ，后来扩 展适用于精神病人。在必要 

和适当的程序保护下 ，法庭可以决定对精神病患者进行抗精神病药物治疗 ，即使在病人拒绝接受这种治 

疗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法庭同样可以剥夺老年人对 自己的财产和人身事务的决定权。④ 此外 ，法庭还 

享有对精神障碍者 的医疗决定权 ，包括做出结束生命 的决定。⑧ 可见，“国家亲权”的管辖范围非常大， 

包括人身 、财产和医疗健康 ，基本涵盖了人权的所有领域 。 

由法庭任命监护人替代心智障碍者做出决定是从“国家亲权”衍生 来的法律实践。在 20世纪中 

期成年人监护制度改革之前 ，“替代决策”一直是成年人临护的指导思想。大陆法系罔家的成年人临护 

制度首先对心智障碍者进行禁治产或准禁治产宣告(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宣告)，然后为其指定 

监护人。被宣告为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人 ，在宣告范同内丧失一切权利 ，相关事务巾监护人代 

为做m决定。即使被监护人保留一定的意思能力，在宣告范同内其做 出的决定也不具有法律效力。被 

监护人享有的权利仅类似于 5岁儿童所拥有的权利。 

随着人权观念的提升以及人们对 自由的追求与尊重 ，自20世纪 中期开始 ，对成年人监护制度进行 

改革成为席卷世界的一股潮流。改革针对老年人和残疾人的不同特点 ，创造了不同的法律制度 ，形成 j 

“以人为中心”、“尊重 自我决定权”、“活用残存 能力”、“维持生活正常化”等一系列先进 的理念和价值 

观 ，使老年人 、残疾人的权利保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① D Surtees．How Goes the Battle?An Exploration of Guardianship Reform．Alta L aw Review，Vo1．50，Issue l(August 

2012)：117． 

② Louise Harmon．Falling Off the Vine：Legal Fictions and the Doctrine ot Substituted Judgment． 

100，Issue 1(October 1990)：16． 

③ Joseph Story．Commentaries on Eqtdty Jt~risprudence：as Administered in England and America 

l877： 608． 

④ Peter M ．Horstman． Protective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Issue 2(Spring 1975)：231—232． 

⑤ See Superintendent of Belehertown State Sch．V．Saikewiez，370 N．E．2d．Mass．(1977)：4l7．(法庭 考虑是 否耍 

埘一名 精神 障碍 者做 m撤掉维持生命 的治疗设备时谈到 ：对 于这个 闲难 的 、令人敬 畏的问题 ，我们不仪 仅从 叫法的角 度 

进行考虑 ，因为它构成医学专业领 域的“无端侵犯”。生命和1死亡这些问题需要 我仃J进行独立 、审慎 的蒯 和 『火定 ，以达 

到司法应该 实现 的 目标 。实现这个 目标是我们高级法院以及下级法 院的责任 ，我们不能轻信 其他声称 代表社会 道德 和 

良知的组织 ，不论其动机多么高尚或者给大众留下的印象多么深刻。) 

⑥ Fred Bayles＆ Scott Mc Cartney．Guardians of the Elderly：An Ailing System Part，：Declared“Legal Dead” ，n 

Troubled System，Associated Press，(Sep．19，1 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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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老年人的监护制度改革发源于美 国弗吉尼亚州 。1954年 ，弗吉尼亚州对传统代理制度进行了 

改革，创设了充分体现“自主决策”的持续性代理权制度。根据普通法，代理关系和代理人的权利在委 

托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时终止。委托人的无行为能力状态 自动产生终止代理关系的效果 ，因为代理 

制度存在 的假设前提是委托人有能力指导代理人 的行为，而且委托人有权随时终止代理关 系。委托人 

的无行为能力状态致使这两个关键要素均失去意义。针对传统代理制度的局限性，美国弗吉尼亚州法 

规定 ，如果代理协议写明代理人的权利在委托人丧失行为能力后持续有效 ，那么代理人的权利不因委托 

人丧失行为能力而终止 ，①由此创设了影 响世界各 国的持续性代理权制度。其他英美法系 国家也 陆续 

建立了该制度 ，大陆法系国家在此基础上进行 了形式转变 ，日本和韩国的任意监护制度 、德 国的预先授 

权制度均来源于此 ，中国称其为意定监护制度 。该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本人在有意思能力时为 自己选任 

监护人 ，并将 自己的人身照顾和财产管理等事宜委托给监 护人 ，待 自己丧失意思能力后 ，由监护人按照 

本人的意愿处理相关事宜。② 该制度主要适用于老年人，由完全有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在精神健康时为 

自己选择代理人，并对自己未来可能面临的智力衰退、老年痴呆等问题提前做出安排。这一制度充分体 

现 了对老年人 自主决定权 的尊重 ，因此从其出现开始即迅速被世界很多国家所采纳。 

针对残疾人 的监护制度改革 以支持决策 (Supported Decision—Making or Assisted Decision—Making)为 

主要表现形式。大约在 20世纪 70年代 ，支持决策开始在加拿大的实践 中出现 ，⑧这被认为是监护领域 

针对残疾人权利保护进行改革的最早法律实践。支持决策是为响应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第 l2条 

的要求在监护领域出现的新理念和新措施 ，其核心内容是强调残疾人与正常人一样享有对 自己事务做 

出决定的权利，亲属、朋友、社会组织等应当为残疾人提供必要的支持，以使残疾人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 

的愿望和偏好 ，并使其愿望和偏好得以实现 。支持决策受到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的大力倡导与推 

行 ，并成为衡量缔约国残疾人权利保护水准 的重要指标 。很多国家基于支持决策 的法律精神创建了各 

自的法律制度 ，如瑞典的“神人”(God Man)制度 ，加拿大的代表协议(Representation Agreement)制度 ，美 

国的支持和服务(Supports and Services)协议制度，德国照管制度中的“必要性原则”、日本的保佐制度 

等，均以支持和帮助残疾人自主做出决定为主要内容。中国目前尚没有与支持决策对应的法律制度，在 

未来《民法典》的成年人监护制度设计中，应考虑将支持决策进行本土化改造，纳入中国的监护法律 

体系。 

随着支持决策的出现和发展 ，传统监护制度的指导原则替代决策受到排斥和否定 ，替代决策是否还 

有存在的必要成为 目前 国际社会监护领域的热点问题 ，下文的分析中会对此进行深入讨论 。 

二 、意定监护与 自主决策 

(一)意定监护初期的立法特点及缺陷 

意定监护是为应对老龄社会而产生的新 的监护类 型。发达 国家的立法模式虽各有不 同，但核心 内 

容基本相同，即以委托代理协议为载体 ，以本人对 自己丧失行为能力后的生活照顾及财产管理安排为主 

要 内容 ，由本人选择代理人 (意定监护人 )执行协议 内容，协议通常以本人丧失行为能力为生效要件。 

意定监护发源于美国的持续性代理权制度。持续性代理权针对传统监护制度 的主要缺点而产生。 

传统监护的公示制度导致被监护人及其亲属极易遭受歧视和侮辱；经过法定程序由法庭任命监护人，导 

致时间长、成本高等问题。对此，《持续性代理权法》规定，持续性代理协议由当事人双方签署，无需登 

记与公示，协议签署后即可生效或由当事人协商确定生效时间。由此，保护隐私、简易、低成本成为持续 

① 1954 Va．Acts ch．486，codified at Va．Code Ann． §11—9．1(2001)． 

② 王竹青 ：《意定监护的内涵与价值》，《光明13报}2o16年 11月20日第 6版。 
③ A．Frank Johns．Person—Centered Guardianship and Supported Decision Making：An Assessment of Progress Made in 

Three Countries．Journal ofInternational Aging Law＆ Policy，Vo1．9(2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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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建立 良好的合作关系 ，进而帮助代理人在委托人丧失行为能力后更好地为其做 出决策。 

根据《意思能力法》，创设一个有效的永久性代理权，委托人必须填写由公共监护办公室提供的特 

别表格 。在登记之前 ，委托人必须签订一份说明以证实 自己明白代理权的内容，并在 自己失去行为能力 

时启动代理权。代理人也要签订一份说 明以证实其阅读 了文件并 明白自己的职责。委托人和代理人的 

签名必须有证人在场。委托人一旦申请登记永久性代理权则必须在文件中指定应该接到通知的人。此 

外 ，独立 的第三方应该填写一份说明书，证明在他们看来 ，委托人明 白永久性代理权的 目的，没有人用欺 

诈或胁迫的手段哄骗或迫使委托人创设永久性代理权 ，也没有任何情况可 以阻碍委托人创设永久性代 

理权 。① 

公共监督 、登记 、证人 、通知这些措施对于预防老年人虐待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与美国最初创设 的持 

续性代理权相比，英国《意思能力法》加强了公共权力(公共监护办公室、监护法院)及私人力量(证人、 

被通知的人 )对当事人意思 自治的保护 ，这些主体的介入对 于丧失行为能力、处于弱势状态的老年人来 

说 ，无疑是必要的。 

2．法 国的意定监护 

法国的意定监护制度于 2007年 3月 5日颁布，2009年 1月 1日生效。该法涵盖人身保护和财产保 

护两个方面 ，其中人身保护包括特殊 医疗指示。意定监护以监护委托书为表现形式 ，委托书可 以是私署 

文书或公证文书 ，但经过公证的委托书可以赋予受托人更多权利 。② 监护委托开始时 ，受托人必须制作 

财产清册 ，并且在委托执行过程中要不断更新这份文件。受托人每年需制作年度管理账 目，在委托任务 

完成时需制作最终管理账 目，并提交给公证人 (如果监护委托是私署文 书，账 目需 提交给监护法官)。 

公证人对管理账 目和受托人完成的任务进行查验 ，如发现有任何无法解释 、不符合委托书条款 、违背受 

托人利益的行为或资金流动 ，则需要 申请监护法官介入。 

法国的意定监护突出了法院的监督作用 。监护法官在下列情形将介入意定监护关系 ：(1)任何一 

位利益相关者提出请求；(2)受托人出售、签署或终止与委托人主要住宅及其动产相关的租赁合同；(3) 

受托人实施无偿处分行为；(4)赠与；(5)放弃受惠继承；(6)和人寿保险相关的交易；(7)更改银行账户 

的户名。任何相关人员可对意定监护委托的执行提出异议 ，法官在接到异议申请后 ，如果发现委托人的 

财产利益没有得到充分保护 ，则可以排除委托，转而采取法定监护措施 ，此时意定监护 自动终止。如果 

法官认为意定监护仍可持续 ，但需要就缺陷部分予以弥补 ，则可以附加保护措施 ，此时意定监护和法定 

监护 同时存在 。法官也可以指定一名受托人 ，对意定监护未覆盖的部分进行保护。 

法国的意定监护在监督方面与法定监护的监督手段相似 ，因此对限制受托人滥用权利 、保护委托人 

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了针对老年人的虐待和剥削行为。 

三、辅助与支持决策 

辅助主要是针对限制行为能力人(精神障碍者、智力障碍者 ，统称为心智 障碍者)的保护措施，不同 

国家和地区对该制度的名称各有不同，大陆法系的 日本称为保佐 ，韩国称为限定监护 ，中国台湾地区称 

为辅助。英美法系国家的相应法律形式本文第一部分有所提及 ，在此不赘。正如前文所述 ，支持决策是 

针对残疾人权利保护而出现的新的监护理念，通过对心智障碍者提供支持和帮助，使其对生活照顾、财 

产管理以及医疗健康等事务表达明确的意愿和偏好 ，并在他人 的帮助下实现这些意愿和偏好。支持决 

策针对替代决策而产生，强调支持者对心智障碍者提供支持和帮助，以使心智障碍者自己做出决策而不 

① Dep’t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Mental Capacity Act 2005 Code of Practice，2007： 1 1 6． 

②③⑧ [法]蒂芙尼 ·阿提亚：《意定监护制度》，上海中法公证法律交流培训中心《通讯》，2017年第 61期。http：／／ 
WWW．cnfr—notaire．org／admin／Uplmages2／20l7O917 1007263238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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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支持者完全替代其做出决策，以此来保护 t2,智障碍者的人格尊严和自由。因此，支持决策是辅助制 

度的指导思想。 

(一)支持决策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目前国际社会对心智障碍者的保护主要以联合国《残疾人权N／z,'-约》(以下简称《公约》)第 12条为 

指导思想。《公约》的核心是尊重人的自主决策权，承认 自主决策是实现人的自由的基本保证。《公约》 

载明，对于残疾人而言 ，独立和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包括 自主做 决策 的自 ——残疾 人应该有参与做 

出决策的机会 。 

《公约》第 1号一般性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残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在生活的各方 

面享有法律能力。法律能力是拥有权利和义务以及行使 这些权利和义务的能力 ，①即中闰法上 的权利 

能力和行为能力。《意见》同时指出，心智能力是指一个人的决策技能，“心智不全”和其他歧视性标签 

不是剥夺法律能力的合法理 由。缔约国有义务对残疾人在行使法律能力时所需要的协助提供支持 ，在 

为残疾人提供协助时，必须尊重残疾人的权利、意愿和选择，不得以协助取代决策。② 《意见》认为，每个 

成年人均享有行为能力，在其因残疾而不能自主做出决策时，国家应提供必要的支持，以帮助其做出决 

策。该观点被凝练为“支持决策”，成为发达国家成年人监护领域的最新指导思想。 

虽然《公约》强调每个成年人均享有行为能力，但事实上植物人、严重精神病人的行为能力几乎是 

不存在的，对于没有行为能力的自然人适用支持决策显然是困难 的。从尊重和贯彻执行《公约》的精神 

出发 ，除完全没有行为能力 的人以外 ，其他智力障碍者应均可适用支持决策 ，无论其残存的行为能力有 

多少 ，都应尽可能为其提供支持和帮助，以使其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自主决定生活。 

(二)辅助制度对支持决策的体现 

辅助制度的重点在于如何体现支持决策。英美法系国家大多以协议的方式在心智障碍者与支持者 

之问建立辅助关系 ，如加拿大 、澳大利亚 、美国等。辅助协议与委托代理协议相似 ，由心智障碍者作为委 

托人将特定事项委托给支持者，支持者通过与心智障碍者的沟通与交流，了解心智障碍者的真实意愿， 

并代表(而非代替)心智障碍者就委托事项做出决定。与委托代理的不同之处在于，辅助制度承认心智 

障碍者的主体地位 ，即便其行为能力有缺陷 ，其委托也是有效的。从这个层 面来看，辅 助具有意定监护 

的特点，只是意定监护的主体是完全行为能力人，而辅助的主体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允许限制行为能力 

人主动进入辅助关系而非被动进入监护关系 ，是法律对心智障碍者人格的一种肯定 ，具有极为重要的象 

征意义。 

在心智障碍者非主动进入辅助关系的情况下 ，法庭在基于 申请对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保护进行 审判 

时 ，应考虑为心智障碍者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帮助 ，鼓励心智障碍者参与决策过程 ，尽可能使其表达 自己 

的意愿与偏好 ，充分尊重当事人做 出的意思表示 ，并在判决书中载 明心智障碍者需要辅助 的事项 ，以及 

辅助人应尽可能与心智障碍者沟通、帮助心智障碍者做出决定等 内容 。在美 国的 M．R．案中，法庭认 

为，一个人在总体上没有能力并不意味着其在所有事情上均没有判断能力——一个总体上没有能力的 

人仍然可以在具体事情上做 出选择。根据本案的事实 ，一个没有能力管理 自己事务的人 ，仍有决定 自己 

的住所以及与谁住在一起的能力——对住所 的选择 ，如果是错误的 ，很容易被纠正 ，因此对住所选择权 

的尊重是更为重要的价值取向。我们 的目标是允许发育障碍 的人尽可能多地为 自己做决定 ，同时保护 

他们免受因不理解而做出的错误决定的伤害。⑧ 

辅助制度强调“尊重” t2,智障碍者的意思而非 “考虑” t2,智障碍者的意思。韩 国新成年人监护制度 

① 参见《残疾人权利公约》第 l号一般性意见第二部分：第十二条的规范内容，第十二条第二款。 

② 参见《残疾人权利公约》第 1号一般性意见第二部分：第十二条的规范内容，第十二条第 款。 

③ M．R．是一名唐氏症患者，且伴有中度智力障碍。她的母亲是她的监护人。当她表示希望和父亲一起居住生活 

时，她的母亲予以拒绝，并认为她缺乏做出决定的能力。她的父亲向法院提起诉讼。638 A．2d．N．J．1994：1274一 

l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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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规定家事法院在审判时应“考虑”本人的意思而受到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的批评 ，委员会认为“考虑”仍 

然是替代决策的技术手段 ，未能体现支持决策 的法律精神 。① 委员会对这一关键词语的强调 ，为辅助制 

度的立法提供了标准。 

(三)辅助制度的保障措施 

辅助制度的对象是心智障碍者，尽管其保有部分行为能力，但毕竟与完全行为能力人不同，因此对 

辅助人 的辅助行为需要外界力量的监督。在本人以协议的方式设立辅助的情况下 ，可参照适用意定监 

护的监督措施。在法院指定辅助人的情况下 ，可参照适用法定监护 的监督措施 。尽管在设立辅助关系 

时立法态度是宽松的，以尽可能多地给予心智障碍者 自主决策的空间 ，但是在对辅助的监督上 ，立法态 

度必须是严谨、苛刻的，如此才能保障心智障碍者的权利不受侵害。 

四、监护与替代决策 

(一 )监护 的适用范围 

从发达国家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改革成果来看 ，各 国普遍认为监护是保护心智障碍者的最后手段 ，即 

当事人在有完全行为能力时未设立意定监护，在有部分行为能力时未建立辅助关系，在其完全丧失行为 

能力时 ，方可适用监护 ；对于从未有过行为能力的人 ，可适用监护。 

尽管《公约》强调每个人均有法律能力，包括行为能力，但事实上无行为能力人是客观存在的。各 

国立法为适应《公约》的要求 ，在用词上尽量回避无行为能力的表述 ，如德 国《民法典》第 l896条表述为 

“成年人因精神疾病或者身体、精神或者心理障碍而不能处理其全部事务的”。日本《民法典》第 7条规 

定监护的适用对象为“因精神上 的缺陷而缺乏对事务的判断能力且处于常态的人”。韩 国的表述与 日 

本类似。各国法律对“无行为能力”词语的回避，一方面体现了对《公约》的尊重，另一方面更体现了对 

心智障碍者的尊重 。但是 ，尽管各 国在法律条文中成功地 回避了这一词语 ，但在学术文献 中“无行为能 

力 ”依然是频繁出现的词语 ，无论是大陆法 系国家还是英美 法系国家，这个词语是讨论监护制度的基 

础 。笔者认为 ，对“无行为能力”词语的回避不意味着对“无行为能力制度 ”的回避 ，监护制度对行为能 

力补足的功能依然未改。因此 ，至少从 目前来看 ，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理论研究 ，“无行为能力 ”与监护 

的关系都难以割裂。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未来，期待未来人类的智慧在此领域有更大的发展。 

(二)对替代决策的争议及其标准的转变 

可以说，监护是保留传统监护特征的唯一领域。在传统监护中，替代决策是重要的指导思想，即由 

监护人根据被监护人能力受损之前的语言 、行为等可作为判断依据的事实 ，揣摩 当事人的真实意愿 ，并 

代替当事人做出决定。这种决策机制在《意见》中受到全面否定，残疾人权利委员会认为监护人在揣摩 

被监护人意愿的过程 中不可避免地会加入其主观感觉和判断 ，因此替代决策侧重 于监护人的感受而非 

被监护人的意愿，有可能损害被监护人的利益。委员会要求各缔约国采取行动制定法律和政策，更换替 

代决策机制，采取支持决策机制，以尊重被监护人的自决、意愿和愿望。《意见》同时指出，在发展支持 

决策机制的同时，维持一个平行的替代决策机制是不足以遵守《公约》第 12条的。② 

除对替代决策的否定外，《意见》同时否定了与替代决策密切相关的“最大利益”原则。在《意见》 

出台之前，最大利益原则一直是成年人监护的重要原则。但《意见》第 12条第四款彻底否定了最大利 

益原则的适用。《意见》要求 ，在做出重大努力后 ，仍无法确定个人意愿和选择 时，必须 以“对意愿和选 

择的最佳解释”来取代“最大利益”。《意见》认为，“最大利益”原则并不符合第 12条的保障措施，“意 

①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Comm．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n the initial repor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2 1—22 at 4，U．N．Doc．CRPD／C／KOR／CO／1，Oct．29， 

2014． 

② 参见《残疾人权利公约》第 1号一般性意见第三部分：缔约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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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和选择”范式必须取代“最大利益”范式，以确保残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法律能力。“意 

愿与选择”范式与“最大利益”范式 的区别在于 ：“意愿与选择”范式强调了以“被监护人的主观意愿为 

中心”的现代监护理念 ，而“最大利益”范 式是 以“客观结果”为 中心。这种侧重点 的转移体现 了法律 

“以人为中心”的理念以及对残疾人权利保护认知的进步。 

尽管《意见》对替代决策机制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但缔约国并未完全采纳该观点。理论上，支 

持决策是对于有部分行为能力人适用的一种保护措施 ，对于完全没有行为能力的人难以适用。因此，尽 

管《意见》以高度赞成的态度推广支持决策机制，但缔约国仍保持审慎的态度。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 

两澳大利亚州均在《意见》出台后保留了替代决策机制，只是在适用上以“对意愿和选择的最佳解释”标 

准取代了“最大利益”标准。澳大利亚的学者认为，在很多情况下需要监护人或保护人替代完全没有意 

思能力的老年人做出决定，例如处于植物人状态的老年人 ，在没有做 出预先指示的情况下 ，则需要监护 

人对重要的治疗行为做出决定。① 在这种情况下 ，试 图区分支持决策和替代决策是困难 的，二者的界限 

是模糊的。事实上 ，在很多情况下当事人的意愿和其最大利益是一致的。昆士兰州的监护人有权替代 

被监护人做出决策，但监护人行使权利必须符合被监护人的意愿。② 可以说，澳大利亚的立法态度更为 

客观、更加符合社会实际需要。尽管《公约》强调每个人均有法律能力，但现实生活中无行为能力人确 

实存存 ，法律在对待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态度上应有所区别 ，只有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 

不同措施 ，更好地保护每一个人。尊重客观事实应该是立法的基本态度。 

五、中国未来成年人监护类型设计的立法重点 

中罔正处于《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成年人监护制度作为对社会弱者的保护措施，无疑是《民法典》 

的立法重点之一。新近实施的《民法总则》对监护制度作了概括式规定，其中第 28条和第33条分别规 

定了成年人法定监护和意定监护 ，但这只是提示性条款，具体化 、体系化的立法设计将 由婚姻家庭编完 

成。对成年人监护作类型化处理是婚姻家庭法学者 的共识 ，重点在于监 护类型的没计 以及指导思想 的 

体现。存立法过程中，只有充分借鉴发达 国家的立法经验 ，吸取立法教训 ，体现联合 国《残疾人权利公 

约》的 法精神 ，才能制定出先进 、科学 、人文的法律制度 ，才能真正实现对弱者的法律保护。 

(一)意定监护的立法重点 

就意定监护而言，应体现 自主决策的指导思想。意定监护是对传统代理制度的变革 ，其重点在于将 

代理极的效力延伸到本人丧失行为能力之后 ，但代理制度 由委托代理协议和单方授权行为构成 的特 

术变 ，而且这一特征在意定监护 中尤为重要 。意定监护关系的建立需要 由本人和其选定的监护人进 

协商，以确保选定的监护人愿意承担监护职责 ，但本人授予监护人哪些权利 ，应由本人单方做出决定 ，只 

有这样才能体现 自主决策 的指导思想 。在设计意定监护制度时 ，应充分注意到其适用对象主要是老年 

人 ，老年人在年老体弱时，很难不受制 于人 。意定监护 只能是单方授权行 为，才能实现本人 的意思 

治。⑨ 此 ，除意定监护关系的建立需要 由本人和其选定的监护人协商外 ，监护内容的确定 、监护方式 

的实施等，均应 由本人确定。 

为确保本人的意思 自治得以实现，监护监督不可或缺。因意定监护通常在本人丧失行为能力后开 

始生效 ，[大I此对本人的保护主要依赖第j方的监督和救助。为便于第三方发挥作用 ，意定监护没立时的 

公证、登 记、通知等程序就显得尤为重要。此外 ，监护人对被监护人住所 的改变 、重要财产的处分 、重大 

医疗救治行为的决定 ，应征得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的同意。如此，通过行政权和司法权 的介入，可 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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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enerally Queensland Government，Alternative Arrangements to Tribunal Appointments，28 August 20 1 4 

② Guardianship and Administration Act 2000，Qld．，sch1． 

③ 王竹青：《意定监护的内涵与价值》，《光明日报)20t6年 1 1月20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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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保障本人的自主决策得以实现 。 

(二 )辅助 的立法重点 

辅助制度 的设计应体现支持决策的指导思想 。辅助制度的适用对象是 限制行为能力人 ，辅助的 目 

的是通过支持和帮助 ，使本人的残存能力得以充分发挥 ，从而为 自己的生活安排 、财产管理等事项做 出 

决策。因此从本质上看 ，支持决策只是手段 ，实现本人 的自主决策才是 目的。 

从 目前世界发达国家的立法来看 ，英美法系国家主要以协议的方式体现意定辅助的特点 ，而大陆法 

系国家则主要以法律规定的方式体现法定辅助的特点。中国应吸取两大法系的法律精华，辅助制度的 

设计可兼具意定和法定 的特征 ，以体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监护类型。 

意定辅助的设计应当允许本人 自己选任辅助人 。限制行为能力人通常 可以表达 自己的喜好 ，特别 

是对 自己信赖的人更容易表达情感和需求 。因而 由本人选任 的人担任辅助人 ，更容易对本人提供支持 

和帮助 ，从而使本人在更大程度上做 出决策。至于辅助的内容 ，可以采纳英美法系国家的协议形式 ，由 

本人和辅助人协商确定。需要注意的是 ，意定辅助与意定监护不 同，意定监护 中的本人是完全行为能力 

人 ，因此制度设计以单方授权 的代理制度保护本人的 自主决策权 。而辅助中的本人是限制行为能力人 ， 

不具有单独做出决策的能力 ，需要在辅助人的支持和帮助下完成决策行为 ，所 以意定辅助无论是辅助关 

系的建立还是辅助内容 ，均可由当事人协商确定。 

法定辅助适用于本人未主动选择辅助人的情况 。在相关人员向法 院申请指定辅助人时，法 院应首 

先让本人做出选择 ，在本人无法或不能做出选择时，法院应根据相关证据材料 ，选择最能理解本人 、最容 

易与本人沟通的人作为辅助人。关于辅助的内容与方式 ，应尽可能尊重本人的意愿。 

鉴于辅助制度的适用对象是限制行为能力人 ，其对 自身事务的保护能力存在缺陷 ，因此对辅助行为 

进行监督是必要的。在监督措施上 ，适用于意定监护的登记 、公证 、通知等程序 同样可适用于意定辅助。 

对法定辅助的监督可适用监护监督的相关规定 ，司法权和行政权 的介入也是必要的。 

(三)监护的立法重点 

监护的适用对象是无行为能力人 ，其指导思想虽是替代决策 ，但替代决策的标准不是被监护人的 

“最大利益”，而是对被监护人“意愿和选择的最佳解释”。 

监护作为最后的救济措施 ，其适用条件极为严格 ，仅适用于未建立意定监护关系和辅助关系的无行 

为能力人。对于尚有部分行为能力 的人不能适用监护制度 ，即在以辅助制度能够实现对本人保护的情 

况下，不能适用监护制度 。 

从类型化角度考虑 ，笔者建议 以“法定监护”作为对无行为能力人 的保护措施 ，从而在 “监护 ”之下 

形成意定监护、辅助 、法定监护等子类型，便于立法设计和学术讨论 。事实上，现代监护制度倡导尽少适 

用司法程序 ，即心智障碍者在亲属 、朋友 的帮助下能够维持 正常生活 的，则无需进入监护或辅助程序。 

因此 ，只有监护候选人有争议时才需要 由法院指定监护人 。“法定监护”可特指由法院指定监护人的情 

形，以与“意定监护”相区分。基于同样的逻辑，辅助制度的法定和意定之分可找到理论依据。 

除上述三种类型外，大陆法系的法国、日本 、韩国等国家还有第 四种类 型，即适用 于暂时性 (如由于 

住院治疗)或特殊性(如不动产买卖 )保护的措施 ，法律允许被保护人因为重大损失而要求解除合 同，或 

者因为法律行为的过度性而获得减价权 ，①但该制度提供给当事人 的保护非常有限，中国监护立法是否 

要吸收该种类型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六 、余论 

现代监护制度建立在 自由、人格 、决定权三个要素以及他们之间关 系的基础之上 ，其核心是保护个 

① [法]米歇尔 ·格里马蒂：《法国法上对特殊困难群体的保护：基本原则以及人身保护》，上海中法公证法律交流 

培训中心《通讯》，2017年第 61期，第 3页。http：／／www．cnfr—notaire．org／admin／upImages2／201709171007263238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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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 自主决定权。决定权的行使是 “做 出决定”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个人 自由的实现过程 ，也是个人独 

立人格的一种体现，因此，决定权是j=个要素中的核心要素。法律要保护的客体是决定权的行使 ，而不 

是决定的内容，因此一项决定是否是“理智 的”、“符合普遍标准的”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做出决定的过程 

是否是个人 自主意愿的表达 ，是否是个人在慎重考虑之后得 出的结论。法律关注 的是个 人是否有 自主 

决策的能力，对于因健康、年龄等原因导致的无法自主做出决策的自然人，法律该提供何种帮助，以实现 

其 自主决策权。现代监护制度通过替代的或支持的决策过程 ，帮助心智障碍者做出决定 ，以实现其个人 

意愿。尽管这是一种社会建构，但它反映了法律尊重 、保护心智障碍者的愿望和行动。 

An Analysis of Adult Guardianship Types 

WANG Zhu—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Technology Beijing，1 00083) 

Abstract：The object of adult guardianship is mainly the elderly and people with mental disabilities． 

Although these two groups have crossed，but have obvious difference．So the adult guardianship systems use 

different protection measures and guiding ideologies to protect these two groups．The elderly suffering from 

complete behavioral disabilities are protected by the arbitrary custody system and the guiding ideology is self— 

decision—making．People with mental disabilities who have some behavioral skills are protected by a system of 

assistance．enjoying supported decision—making as a guiding ideology．For the elderly and those with mental 

disabilities who do not have the ability to act，the guardianship system should protect them，with substituted 

decision making as a guiding ideology．China is in the process of codification of civil codes，with the adu lt 

guardianship system forming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ivil law，which should embody the above characteristics 

in perfecting the syste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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