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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被监护人意愿

从现实情况来看， 完全属于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老人还是少数，

大部分还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 他们并非完全丧失了思考和判

断能力。 即使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有时也会对某个特定亲属更加亲

近， 因此， 尊重被监护人意愿也可

以说是意思自治在监护制度中一定

程度的体现。

典型案例： (2020) 沪 0109 民

特 276 号

简要案情： 何玉莲系年迈丧偶

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其女蔡芳

芳申请法院指定自己为监护人。 蔡

芳芳的两个哥哥蔡碧清、 蔡碧峰反

对。

何玉莲本人表示： 自己意识清

楚， 只是走路不太方便， 现和蔡芳

芳共同生活一处， 希望由蔡芳芳担

任自己的监护人。

法院认为 ： 何玉莲系高龄老

人， 与申请人共同生活， 对自己今

后的生活安排有明确的意志要求，

蔡芳芳对何玉莲也尽到了监护责

任 ， 现对何玉莲有监护能力及意

愿。 故申请人蔡芳芳申请担任何玉

莲的监护人本院予以准许。

依照监护资格顺位

由有监护能力的近亲属按照法

定顺序担任监护人， 只有不存在前

一顺位中规定的监护人， 或者所规

定的监护人没有监护能力的情况

下， 下一顺位中的人才有资格成为

实际的法定监护人。 个别情况下，

也可能出现两个顺位的近亲属共同

监护。

典型案例： (2019) 沪 0101 民

特 524 号

简要案情： 徐明华系丧偶无亲

生子女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其

妹徐明珍申请法院指定自己为监护

人。 徐明华有一继女汤雯系徐明华

之夫汤德成与前妻所生， 自徐汤两

人婚后与徐明华共同生活， 也申请

指定自己为监护人。

法院认为： 徐明珍与徐明华系

姐妹关系， 汤雯系与徐明华构成抚

养关系的女儿 ， 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 由汤雯作为徐明华的监护人更

为适当。

法律依据： 《民法典》 第二十

八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由下列有监

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

（一） 配偶；

（二） 父母、 子女；

（三） 其他近亲属；

（四） 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

个人或者组织， 但是须经被监护人

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重视赡养义务的履行

在同一顺位有监护资格的人选

中， 法官会认为与被监护人共同生

活， 履行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人更能

尽好监护的职责， 从权利义务对等

的角度来说 ， 在多人表现出 “抢

夺” 监护权的情况下， 尽了更多义

务也就更应享有监护的权利。

典型案例： (2020) 沪 0109 民

特 411 号

简要案情： 韦振生系无配偶子

女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主要照

顾其生活的妹妹韦振妹向法院申请

指定自己为监护人。 姐姐韦振英以

韦振妹花钱方式不健康， 可能侵犯

韦振生的动迁款为由反对， 她认为

自己更能妥善管理财务， 申请指定

自己为监护人， 家中另两名弟妹也

支持韦振英而反对韦振妹做监护

人。

法院认为： 在韦振妹代为管理

韦振生的养老金的两年多时间里，

主要由韦振妹照顾韦振生的日常生

活， 并无任何证据表明韦振妹对韦

振生有照顾不妥、 侵犯财产之处。

本院综合考量各方与被监护人

生活上的联系及被监护人长期的生

活状态， 认为韦振生与韦振妹在生

活上的联系状况较为密切， 韦振妹

也确实尽到了监护人之责， 未有侵

犯韦振生权益的行为， 故认为由韦

振妹担任监护人更为合适。

相互制约共同监护

在多人申请表示愿意承担监护

职责的情况下， 法院会综合监护能

力、 监护意愿、 经济条件以及与被

监护人在生活上的联系状况等因素

作出指定。

同时 ， 发生争议的案件通常

“候选人” 之间存在家庭矛盾， 这

种矛盾本身就有可能损害被监护人

的利益， 因此， 法院会指定由几人

共同监护， 互相监督。

典型案例： (2020) 沪 0115 民

特 138 号

简要案情： 夏建英系离异的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 育有一子夏冬、

一女夏梅。 夏冬申请成为母亲的监

护人， 夏梅反对称夏冬在父母离婚

后原先随父生活 ， 后来才投靠母

亲， 且他曾吸毒有犯罪前科， 无稳

定收入来源， 故不适合做监护人，

认为自己更适合当监护人。 夏冬则

称自己已戒毒， 有固定收入， 指责

夏梅造成母亲将名下动迁房一房两

卖， 导致夏建英被人诉至法院面临

诉讼风险。

法院认为： 夏冬与夏梅系同胞

兄妹 ， 与被监护人都有较深的感

情， 也都有强烈的意愿成为被申请

人的监护人， 且身体健康状况和经

济条件良好， 均具备监护能力， 故

从被监护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

虑， 确定可由夏冬与夏梅作为被申

请人的共同监护人 ， 以便互相督

促、 互相监督， 更好地行使监护职

责。

夏冬及夏梅虽均陈述对方不适

宜担任监护人， 但提供的证据均尚

不足以证实其主张， 故本院对二人

的主张均不予采纳。

避免利益冲突

监护人是被监护人的法定代理

人， 也应遵循代理制度中禁止自己

代理或双方代理的规定， 同时由于

此类案件中的被监护人缺乏作出冲

突豁免的同意或追认的能力， 因此

存在利益冲突将直接导致该人不适

宜担任监护人。

笔者曾经代理一位限制行为能

力当事人的离婚案件， 在该离婚案

件中， 法官直接指定她的父亲为其

监护人， 因为如果指定其配偶为监

护人， 显然会导致离婚案件无法进

行。

典型案例： (2020) 沪 0101 民

特 176 号

简要案情： 汪宁一系丧偶的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冯元海、 冯晓

川、 冯连山均系其子。

现冯元海申请法院指定自己为

监护人 ， 冯连山支持 ， 冯晓川反

对， 申请指定自己为监护人。 冯晓

川与汪宁一在法院另有诉讼， 双方

系诉讼相对方。

法院认为： 冯晓川与汪宁一系

本院另案诉讼的相对方， 存在权益

冲突， 不适宜担任被申请人的监护

人。 法院指定冯元海为监护人。

法律依据： 《民法典》 第一百

六十八条： 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

的名义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但是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除

外。

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

与自己同时代理的其他人实施民事

法律行为， 但是被代理的双方同意

或者追认的除外。

申请撤销监护权

除了指定监护人案件之外还有

一类撤销监护权的案件， 申请人可

能是原先未被指定为监护人者， 也

可能是共同监护过程中监护人之间

关于被监护人财产、 某些事项的处

理上存在分歧而提出撤销或变更申

请， 但必须注意 《民法典》 第 36

条规定的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情形，

应达到 “严重损害” 的程度。

典型案例： (2019) 沪 0110 民

特 2587 号

简要案情： 陈兆田系年老丧偶

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法院指定

其子女陈庆佩、 陈庆宏为监护人。

现陈庆佩以陈庆宏霸占父亲钱款、

拒绝支付父亲生活费为由要求撤销

陈庆宏的监护人资格。

法院认为： 陈庆佩称被申请人

陈庆宏作为监护人不照顾被监护人

陈兆田， 但又对陈庆宏提出的由陈

庆宏入住陈兆田处照顾陈兆田的方

案予以拒绝；

陈庆佩认为陈庆宏阻碍陈兆田

通过诉讼向其他子女索要赡养费，

但陈兆田目前除每月退休工资外，

尚有存款， 双方之间实际系因如何

使用陈兆田名下财产未能达成一致

意见而致纠纷。

因被申请人陈庆宏未有侵害被

监护人陈兆田权益的情形， 故对陈庆

佩要求撤销陈庆宏监护人资格的请

求， 本院不予支持。

法律依据： 《民法典》 第三十六

条： 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民

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

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安排必要的临时

监护措施， 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

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

（一） 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

心健康的行为；

（二） 怠于履行监护职责， 或者

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

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 导致被监

护人处于危困状态；

（三） 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

法权益的其他行为。

通过案例检索我们发现， 对于一

些各方矛盾比较大的案件， 法官常常

会在判决书的结尾对各方加以引导。

一方面， 提醒监护人监护权既是

一项权利， 更是一项义务， 要求监护

人恪尽监护职责， 合理管理被监护人

的财产， 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

则维护其利益， 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

益外 ， 不得擅自处分被监护人的财

产；

另一方面， 也要求其他纠纷参与

人共同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 毕竟从

现实情况来看， 大多数发生争议的指

定监护人案件中， 被监护人名下通常

有一定数量的财产如房屋、 退休金、

动迁款等， 而争议各方相互指责最常

见的理由就是 “看中了被监护人的财

产”。

最后从程序上说， 宣告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指定、 撤销、 变更监护人适用的是特

别程序， 一审终审， 不能上诉， 但可

以依照审判监督程序申请再审。 不过

由于启动再审难度较高 ， 因此实践

中， 一些家庭矛盾比较深， 不愿接受

法院判决结果的当事人， 可能会在判

决过后一段时间， 以新的事由提出变

更或撤销监护人的申请， 甚至反复申

请， 法院也不能以一事不再理为由拒

绝受理和裁判。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越来越多的老人由于各种原

因而“失智”，成了法律上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依法需要由监护人代为处理许多事务，由此引发的监

护权争议日益增多。 对于此类纠纷，法院会如何处理呢？

根据法律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老

人，其监护人通常由被监护人的近亲属协商一致确定：

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指定监护人，有关当事人对指定不服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 有关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

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或者人

民法院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 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

原则在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指定监护人。

可见，指定监护人的根本原则是“最有利于被监护人”，这在司

法实践中如何来判断呢？ 本文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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