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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继承的悖理与我国《继承法 》的修正
冯乐坤
( 甘肃政法学院民商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内容摘要】源于古罗马法的限定继承制度其实是受将遗产范围视为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遗产归属于继承人
所有等制度相互影响的结果。然而，近世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或地区在规定限定继承制度的同时，又以遗产为基础
构建了遗产管理制度。但就遗产管理人所履行的职责而言，遗产管理人不仅要清理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而且
也要将清偿被继承人债务后的剩余财产分配给继承人。如此，遗产范围对遗产管理人、继承人就有所不同，即遗产
管理人所面对的遗产范围应为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继承人所面对的遗产范围为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 同时，
遗产并不归属继承人所有或者遗产管理人所有，清偿完遗产债务后的剩余遗产才由继承人取得所有权。进而，遗产
管理制度所逻辑演绎的遗产范围和遗产归属已经与限定继承的形成基础相悖，立法再予以规定限定继承制度也就
欠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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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于古罗马法的限定继承制度是继承人以遗
产为限清偿被继承人债务的制度。 自古罗马法正式
规定了限定继承制度以后，继受古罗马法的近世大陆
法系的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继承立法均采纳了此种继
承理念，我国 1985 年制定的《继承法 》第 33 条也同

一、限定继承的生成逻辑分析
( 一) 古罗马法限定继承制度的缘起: 概括继承
的逻辑演绎

样予以采纳。 然而，我国现行《继承法 》所规定的限

基于维护古罗马时期的家长奴隶制经济 ，死亡后

定继承制度在对继承人利益进行保护的同时 ，却忽视

的家长人格往往由继承人继承，即除了与被继承人的

了对被继承人债权人的利益保护。 在借鉴近世大陆

人身相联系的债权、债务或其他权利义务外，继承人

法系的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继承立法所设计的财产分

要承受被继承人的所有法律关系 ，被继承人的财产权

离、遗产管理制度、官方清算以及制作遗产清册等不

利义务均由继承人概括继承，由此，古罗马早期的继

同制度的基础上，继承法学界又提出了若干完善建

承制度其实就是维护宗法社会的身份继承 。 随着古

［1］P305 － 314

，已经拟定的部分继承法建议稿也进行了

罗马后期的奴隶制大庄园经济逐步替代原有的家长

相应设计 ① 。其实，古罗马法的限定继承制度并不是

奴隶制经济，以往的宗法社会逐渐被商业社会所替

孤立存在，而是与古罗马继承立法的各种制度理念相

代，这就促使人们逐渐将继承客体从身份逐渐转向了

互影响的结果。但目前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或地区

财产，身份继承逐步演变为财产继承。但以身份继承

继承立法已经对古罗马继承立法的各类理念进行了

为基础的古罗马早期的被继承人人格均由继承人予

修正，径直规定限定继承制度往往与立法现实相悖 。

以概括继承的立法规定却损害了继承人利益 ，古罗马

因此，本文特以追溯限定继承制度的生成逻辑为前

时期的大法官法通过创设继承人以遗产为限清偿被

提，通过诠释限定继承制度的法理悖论，最终为限定

继承人债务的财产清册制度而予以应对 ，限定继承制

继承制度在我国未来的《继承法 》修改提供有益的立

度开始形成

议

［2］P435 － 4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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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古罗马法创设的限定继承制度的生成逻辑而

承人的人格。据此，尽管限定继承制度所依存的遗产

言，无非是受概括继承逻辑演绎结果的影响所致 。一

范围以及遗产归属的理念在古罗马法后期已经逐渐

方面，当时的罗马继承制度经历了从身份继承到财产

开始动摇，但因当时的继承立法中没有其他制度可以

继承的转变，继承对象发生了从被继承人人格到财产

替代限定继承制度，为了对继承人的利益予以保护，

的转变，将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一并转移予继承

限定继承制度也就继续存在。

人的概括继承却没有变化，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
［3］P248

显然，此种遗产范围以及遗产归属的理念无疑使

，遗产范围其实被限定为被继承

继承人承担了应由被继承人承担的财产义务 ，继承人

人的财产权利义务。另一方面，继承人成为了被继承

在取得遗产所有权的同时，也负有清偿遗产债务的义

人的遗产所有人，共同继承人就各自的应继份为被继

务，继承人对遗产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也就在所非问 ，

承人的遗产所有人，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就成为继承

这极易产生将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两个独立人格视为

人的债权债务，被继承人的他物权就由继承人享有，

同一人格的后果。实际上，既然被继承人的遗产归属

被继承人与继承人间存有的债权债务以及他物权也

于继承人所有，被继承人的债务也就理应由继承人承

就因混同而消灭。如此，古罗马法的遗产范围就限定

担，但被继承人的债务与继承人的主观状态以及客观

为被继承人的权利义务，遗产自继承开始也就归属予

行为均无任何关系，由继承人承担被继承人的债务势

继承人所有，被继承人的财产事务的处理就由继承人

必损害继承人的利益，故此，古罗马法创设了限定继

承担。若存有遗嘱，继承人充当遗嘱执行人，履行被

承制度予以应对。但是，此种立法现实却忽视对被继

之和应为遗产

［2］P526 － 532

，即使后来的身份

承人债权人的利益保护，为此，古罗马法遂又规定了

继承演变为财产继承，此种遗产范围以及遗产归属的

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可以申请将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

理念并没有发生变化。

财产予以分别的制度

继承人的遗嘱和遗产信托

［2］P527 － 529

为了避免概括继承对继承人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

。 只不过，受遗产范围

为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以及遗产归属于继承人

古罗马后期开始依据继承人的不同而决定是否赋予

所有的理念影响，被继承人债权人的利益仍然无法达

其接受或放弃继承的选择权。具体言之，自家继承人

到周全保护。

（ 家内继承人） 是在家长权下而自家长死亡后成为自

( 二) 近世大陆法系继承立法的继受与演变

权人的家属，此类继承人视为继受被继承人之人格，

受古罗马法的影响，近世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或

不得拒绝继承； 必要继承人是被奴隶主遗嘱解放而负

地区的继承立法纷纷继受了限定继承制度 ，限定继承

有清偿奴隶主债务的奴隶，作为继承人的奴隶被遗嘱

制度的前述生成逻辑必然会被继受 。具体言之，近世

解放附加了清偿奴隶主债务的条件 ，此类继承人也不

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继承立法在参照古罗

得拒绝继承； 而家外继承人则可以对是否接受继承进

马法的遗产范围以及遗产归属理念的前提下 ，不仅将

行选择。此外，古罗马后期大法官法也允许自家继承

遗产范围明定为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 《德国民

人可以享有放弃继承的权利，只要其在一定期限内发

法典》第 1922 条、《瑞士民法典 》第 560 条、《日本民

［4］P469

表弃权声明，就不再对被继承人债务 负 责

，由

法典》第 896 条之规定 ② ） ，且又明确规定遗产归属于

此，古罗马后期的继承立法就在一定限度范围之内赋

继承人所有（ 《法国民法典》第 274 条、《德国民法典 》

予了继承人享有接受或放弃继承的选择权 。 既然继

第 1942 条、《瑞士 民 法 典 》第 560 条、《意 大 利 民 法

承立法已经逐渐允许各类继承人可以拒绝继承 ，被继

典》第 459 条、《日本民法典 》第 896 条） 。据此，近世

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并没有由继承人予以继承 ，继承

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或地区规定的限定继承制度是

人人格与被继承人人格并没有混同为同一人格 ，继承

以继承人概括承受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为基础 ，

人人格与被继承人人格分别独立的立法已经彰显了

继承人在取得遗产所有权的同时 ，应负有清偿遗产债

继承人并不必然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 ，此种

务的义务。既然继承人成为了遗产的所有者 ，遗产所

立法其实已经将限定继承制度的适用范围加以了限

负担的义务理应由继承人承担，继承人对遗产债务承

制。但受古罗马法身份继承的影响，除继承人明确予

担无限清偿责任也就理所当然，只不过，基于继承人

以放弃继承以外，接受继承的继承人势必要承受被继

的利益保护，继承人以继受的遗产为限而予以清偿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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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债务。进而言之，近世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或地区

避免此种立法分散规定所容易出现的立法重复弊端 ，

的继承立法均继受了古罗马法中的以身份继承为核

瑞士、埃及、葡萄牙以及我国澳门民法法典开始采纳

心的概括继承，继受基于概括继承而形成的遗产范围

设立统一的遗产管理制度而将不同继承方式所涉及

以及遗产归属的理念实属必然，此种立法现实也就为

的遗产处理事务均予以纳入的立法模式 ，此种遗产管

设计限定继承制度提供了基础。

理制度适用范围就包括了遗嘱执行人 （ 遗嘱执行人

为了对继承人的利益进行有效的保护 ，近世大陆

其实就是遗产管理的特殊方式 ） 。 显然，为了达到对

法系的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继承立法又继受了古罗马

继承人以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保护 ，无论继承立法采

后期赋予的继承人享有接受或放弃继承的选择权理

纳何种遗产管理制度的立法模式 ，立法设计遗产管理

念，如此，以继承开始后的继承人是否继承被继承人

制度的现实就已经说明立法者已经意识到了限定继

的财产权利义务为标准而形成了当然继承与承认继

承存有制度缺陷； 而此种立法态度转变也已经说明限

承的两种立法例。 当然继承是指继承人对继承被继

定继承制度无法周全地对继承人以及遗产债权人的

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无须为接受继承的意思表示 ，放

利益进行保护，毕竟限定继承仅适用继承人接受继承

弃继承则需要明确的意思表示； 承认继承是指继承人

的情形。当然，大陆法系的继承立法纷纷予以设计遗

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须经继承人明确的接

产管理制度的现实其实已经说明了遗产管理制度可

受或者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 ③ 。 因两种立法例对继
承人利益保护力度不尽一致，继承立法遂赋予继承人
依据自己利益而选择对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是
否接受继承或者放弃继承； 且接受继承又分为无限继
承与限定继承，无限继承是指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债务
承担全部责任，限定继承是指继承人以被继承人遗产
为限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不过，为了更加周全地对
继承人的利益进行保护，继承立法中又出现了接受继
受的继承人应承担限定继承的趋势 。 比如《法国民
法典》第 782 条规定的“数个继承人对接受或者放弃
继承达不成一致意见 而 以 有 限 继 承 的 形 式 接 受 ”、
1994 年实施的《魁北克民法典 》第 625 条规定的“继
承人承担被继承人债务范围不得超过他们现实取得
的遗产价值”就是此种立法趋势的典型代表。

以替代限定继承制度，且两种制度必然具有一定的内
在联系性，对此有必要予以澄清。
二、遗产管理制度与限定继承制度的差异
依前述，近世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继承
立法在规定限定继承制度的同时 ，又规定了遗产管理
制度，究其原因，无非是限定继承制度与遗产管理制
度的不同立法目的所致。 大陆法系立法设计限定继
承制度初衷在于纠正概括继承对遗产债权人的过度
保护，但限定继承制度又造成了对继承人的过度保
护，如何对继承人、遗产债权人的同等保护也就成为
了立法设计首先必须要考量的问题。 尽管继承立法
又设计了将继承人与被继承人财产予以相分离的制
度以及继承人负有制作遗产清单义务的遗产清册制
度，但仍然无法实现对遗产债权人利益的有效保护 ，

与此同时，古罗马的继承立法创设的限定继承制

为此，部分国家或地区又采纳了放弃限定继承制度而

度虽然达到了避免将继承人与遗产管理人的身份混

径直设计了遗产管理制度的立法模式 （ 如魁北克、埃

同为同一人而出现的损害继承人 、遗产债权人利益的

及民法典） 。尽管此种制度设计其实与限定继承制

弊端，但继承开始后至遗产分割期间的遗产容易被私

度的法律后果具有相似性

分、转移或隐匿的事实却无法对继承人、遗产债权人

人、遗产债权人的双重保护目的，立法实有必要予以

利益真正地进行保护。对此，近世大陆法系的不同国

重视。不过，遗产管理制度与限定继承制度仍有差

家或地区又依据不同情形而设计了负责清理继承开

异，理解此点须从遗产管理的制度构造具有的以下两

始后的遗产相关诸事务的遗产管理制度 。当然，因遗

点进行诠释：

嘱最能充分体现被继承人真实意思 ，近世大陆法系的

［5］P271

，但却达到了对继承

其一，继承立法构建的遗产管理制度是以遗产为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继承立法不可避免地又明确规定

基础而设计。遗产管理组织并不对遗产享有所有权 ，

了被继承人通过遗嘱所设立的负责处理相关遗产事

仅依据继承立法的规定而享有处理遗产事务的管理

务的遗嘱执行人制度，最初的遗产管理制度适用范围

权，遗产管理组织也并非继承人、遗产债权人的代理

就仅限定在接受继承与无人继承的类型之中 。 基于

人。此立法基础就在于将遗产视为了独立的主体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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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团，遗产管理制度构造中的遗产管理人以及继承人

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也要整理被继承人的财产义

［6］

。就 遗 产 的 法 律 地 位 而

务，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均属于遗产管理人所要

言，为了避免遗产在继承人未表示接受前处于无主物

清理的对象； 并且只有在清偿完遗产债务后且有遗产

状态，古罗马法遂将待继承遗产视为了一个独立的团

剩余的情形下，继承人才能分割遗产，若遗产不足以

体，使其具有主体地位而承担权利义务 。尽管对当时

清偿债务，遗产就会处于破产境地，继承人也就不会

的古罗马法是否赋予待继承遗产具有法人资格存有

承担任何责任。如此，遗产管理人所面对的遗产范围

争议，但赋予待继承遗产具有独立地位却毋庸置疑 。

为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继承人所面对的遗产范

受古罗马法对接受继承前的遗产赋予了独立人格的

围为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不同的遗产范围其实就是

立法理念影响，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或地区均赋予

以不同继 承 法 律 关 系 主 体 的 角 度 而 进 行 观 察 的 结

“继承人不明的遗产 ”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即除接

果

受继承的继承人取得遗产所有权之外 ，接受继承之前

别地予以构建遗产管理制度只会对继承人 、遗产债权

以及拒绝继承乃至继承人不明的遗产均赋予了独立

人徒增负担，所以，继承立法也就允许继承人担任遗

也就对 遗 产 享 有 管 理 权

［6］

。因现实生活中遗产的多寡并不一致，不加区

的主体地位 。 此种以继承人是否接受继承为标准

产管理人 ⑤ 。但在继承人为遗产管理人的情形下，继

而对遗产赋予不同地位的立法现实无疑使遗产地位

承人是以遗产管理人身份出现，继承人与被继承人财

处于复杂化的状态，从古罗马法到目前大陆法系的继

产相互混淆的事实容易损害遗产债权人的利益 ，有必

承立法并没有对遗产的法律地位达到统一的认识 。

要将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财产分别予以独立 ⑥ 。 不

与此同时，限定继承制度是以继承人接受继承为前

过，古罗马继承立法并没有明确规定遗产管理制度 ，

提，作为限定继承制度立法基础之一的遗产归属予继

继承开始后的遗产归属予继承人所有且由继承人处

承人所有的法律后果必然与丧失继承权 、转继承、继

理所有遗产事务的立法理念其实就是将继承人视为

承权回复请求权等相关继承制度的法律后果相悖 ，毕

遗产管理人。而继承人担当遗产管理职责势必会损

竟诸种相关继承制度均以遗产不归属继承人所有为

害遗产债权人的利益，因此立法就创设了限定继承制

基本前提； 且既然自继承开始的遗产已经归属于继承

度予以应对，欠缺独立的遗产管理制度就是立法创设

人所有，遗产归属就已经确定，立法再论及继承遗产

限定继承制度的直接原因。所以，古罗马法将遗产范

也就无任何意义。需要注意的是，接受继承的继承人

围视为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实属正当 ，继承人承受被

是以遗产为基础而处理相关的遗产事务 ，理论与实务

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的概括继承也就具有了继续

中出现的“遗产债务”、“遗产债权 ”等概念其实就是

存在的正当理由。当然，遗产管理制度不仅将作为限

此种现实的真实反映，遗产其实是被视为了具有独立

定继承制度立法基础的遗产范围予以纳入 ，而且又将

地位的主体，此种现实必然使以遗产归属予继承人所

继承人在处理诸多遗产事务中所具有的遗产管理人

有为基础的限定继承处于尴尬境地 。由此，不论继承

的身份予以明确，清偿遗产债务是遗产的责任，而非

人是否接受继承，遗产均具有主体地位，此种现实与

遗产管理人以及继承人的责任，这成为遗产管理制度

遗产管理的制度设计基础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毕竟遗

被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继承立法所采纳的理由之一 。

④

产管理的制度设计是在对遗产地位达到统一认识后

总之，古罗马法欠缺独立的遗产管理制度致使出

所形成的结果。显然，遗产管理制度的立法基础已经

现了继承人在多数情形下处理遗产事务的事实 ，而这

包括限定继承制度的立法基础，既然遗产具有独立的

种事实必然使继承人与遗产管理人混同为一人 ，被继

主体地位，遗产也就不归属任何人所有，继承立法摒

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必然会同时处理 ，作为遗产管理

弃限定继承制度固守的遗产归属予继承人所有的理

人的继承人承受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也就理所

念也就理所当然，限定继承制度的立法基础必然会受

当然。尽管古罗马法创设的限定继承制度达到了继

到动摇，质疑限定继承制度也就成为必然 。

承人利益保护的目的，但却忽视了对遗产债权人的利

其二，担当遗产管理制度职责的遗产管理人要依

益保护，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或地区遂通过构建独立

次经过清理遗产、清偿遗产债务和遗产分割等程序。

的遗产管理制度予以修正，但并没有禁止继承人担任

就遗产管理人清理遗产的职能范围而言 ，不仅要整理

遗产管理人，继承人与遗产管理人的身份混同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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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使限定继承制度继续存在。须注意的是，遗产管

因体现家族主义的归属家长所有的家产制度一

理制度的制度构造其实已经将限定继承制度的立法

直被历代立法者所遵循，现实生活中的父债子还的继

基础予以纳入，且对继承人在处理遗产事务中所有的

承习惯也就被民众视为圭皋，加之，受继受古罗马法

不同身份也就进行了相应区别，继承人与遗产管理人

的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继承立法的影响 ，我国清末所制

其实负有不同的责任。 如未履行遗产管理职责的遗

定的《大清民律草案》乃至《民国民法典 》将被继承人

产管理人所承担的责任是以遗产管理人身份而承担

的财产权利义务视为遗产范围也就理所当然 ⑨ 。 同

的侵权责任，至于继承人隐匿遗产、虚假编造等危害

除《大清民律草案》第 1472 条以及《民国民法典 》
时，

其他遗产债权人行为所承担的责任是继承人作为侵

第 1151 条通过规定“数个继承人对分割前的遗产享

权者所承担的责任 ⑦ 。进而，遗产管理人是以所管理

有共有权”而确定遗产归属以外，其他均通过规定继

的遗产为限清偿遗产债务，在遗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

承人承受被继承人财产权利义务而予以确定遗产归

情形下，遗产管理人并不承担清偿债务的责任，所谓

属予继承人所有

对遗产债务承担限定责任或者无限责任也就无从论

益，我国《大清民律草案 》以及《民国民法典 》均设计

及，不论继承人或者非继承人担任遗产管理人均不影
响此种法律效力。 在继承立法已经规定遗产管理制
度的情形下，再规定限定继承制度也就欠缺合理，只
会徒增立法重复以及不必要的歧义 。
三、我国《继承法》对限定继承： 选择与修正
我国清末以前的继承立法历经了从身份继承 、祭
祀继承与财产继承三者合一的宗祧继承到单纯财产
继承的转变，不同朝代的统治者基于维护社会稳定，
立法均规定了同籍或者同居共财而禁止别籍异财 ，此
种情形无疑会形成由同一家庭成员共同所有的家产
或者同一家族成员共有的族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现实中出现的别籍异财的分家析产现象致使立法
不再禁止别籍异财，只不过，为了达到维护宗族秩序
的目 的，统 治 者 仍 然 褒 扬 世 代 同 居 的 大 家
［7］P240 － 251

庭

，现实中遂形成了因同一家庭成员共同生

活而形成的共同所有且由家长进行管理的家产的事
实，但家长死亡后的家产必然会面临如何在家庭成员

［5］P150

，只不过，为了保护继承人的利

了限定继承制度，《民国民法典 》又设计了继承人享
有对无限继承、限定继承或者放弃继承的选择权 ⑩ 。
因实务中出现的继承人不知被继承人死亡而无法办
理限定继承以及法定继承人的疏忽而没有替其未成
年子女办理限定继承或者放弃继承的事实已经屡见
不鲜，台湾地区遂于 2009 年 5 月对《民国民法典 》第
1148 条又增加了第 2 款“继承人以因继承所得之遗
产为限对于继承开始后的始发生代负履行责任之保
证契约债务负清偿责任 ”，即除继承人承认无限继承
和放弃继承外，不论继承人是否予以承认限定继承制
度均应对继承的遗产债务以遗产为限承担清偿责任 ，
其实。此立法例仍然将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视
为遗产范围，仅是在继承债务后限定其清偿责任而
已。当然，我国清末所制定的《大清民律草案 》以及
《民国民法典》也采纳了在接受继承、无人继承、遗嘱
瑡
瑏
，继承立法也
中分别规定遗产管理制度的立法模式 

就形成了限定继承制度与遗产管理制度并存的现实 。

之间进行分割。然而，作为家庭成员的继承人既要分

令人遗憾的是，《民国民法典 》并没有遗产地位的相

割家产，又要分割作为家长的被继承人遗产，此两种

关规定，仅有学者认为无人承认继承的遗产应为无权

财产往往混为一体，分割家产也就对被继承人的遗产

利能力的财团或为一种目的财产

进行了分割。因作为家产管理者的家长生前所欠的

予以借鉴遗产管理制度中所确定的遗产具有统一法

债务就是所有家庭成员所欠的债务 ，此债务在家长死

律地位的理念进行研究。显然，立法采纳的设计遗产

亡后理应由作为家庭成员的继承人承担 ，被继承人死

管理制度理念已经表明，试图通过限定继承制度其实

亡后的家产及债务也就继续存在 ，继承人继承家产的

无法达到继承人、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保护，但遗产管

同时也应负担其债务，实务中则形成了被继承人债务

理制度已经将限定继承制度的立法基础进行了修正 ，

［8］P370

，对此，有必要

由继承人予以清偿的事实 。 既然现实生活中存有

在立法规定遗产管理制度的前提下 ，有必要予以检讨

因同居共财而形成的由家长管理的家产制度 ，家长死

限定继承制度继续存在的合理性 。

⑧

亡后的家产则由则由继承人分割家产 ，父债子还的继
承习惯也就形成。

反观 1949 年以后的我国大陆地区，因传统的宗
法制度被摒弃，继承立法无从规定家长制度，家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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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无从谈及，但现实中存在的父债子还的继承习惯却

现状而言，历次的继承立法并没有明确规定遗产管理

损害了继承人的利益，在借鉴《苏俄民法典 》的继承

瑤
瑏
。 尽管遗产保
制度，仅设计了简单的遗产保管制度 

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大陆地区继承立法理念中出

护制度已经具有遗产管理的雏形 ，但遗产保管制度不

，且 1958 年 的《继 承 法 （ 草

等同于遗产管理制度，仅具有遗产管理制度的诸多功

稿） 》与 1980 年至 1982 年的历次民法草案均予以继

能之一的遗产保护功能，遗产保护人也就无法充分履

瑢
瑏
，
1985 年制定的《继承法 》第 33 条遂明确地予以
受

1985 年的《继承法 》不仅
行遗产管理人职责。 同时，

了规定。就作为限定继承制度立法基础的遗产范围

没有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后的遗产于无人保管情形下

和遗产归属而言，1979 年 2 月 2 日的最高人民法院

的遗产管理制度，又欠缺在法定继承及遗产无人继承

《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 》、1980 年 8 月

情形下而进行遗产管理制度的明确规定 ，且立法所规

到 1982 年 5 月数次所起草的《民法草案 （ 征求意见

定遗嘱执行人仅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遗产管理人职责 ，

稿） 》以及 1985 年的《继承法 》将被继承人的债务排

遗嘱执行人其实也无法涵盖遗产管理人的内涵 ，诸种

除在遗产范围以外，此种立法理念就是将遗产范围视

现状也使我国继承立法实有必要予以设计遗产管理

［9］P52

现了 限 定 继 承 制 度

为了财产权利而非财产义务，且仅以现实社会中的部
［9］P93 － 107

分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为限

。同时，现行《继

承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继承开始后的遗产归属，但从
1985 年 9 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
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49 条所规定的“继承人在遗
产分割前作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应当是继承权而
不是所有权”的精神推知： 继承人只有在遗产分割后
才能取得所有权。相反，因共同继承人在被继承人去
世后的首要任务是处理丧葬事宜 ，径直分割遗产与我
国风俗习惯不符，即父母亲一方去世后的遗产一般由
生存一方管理，子女待父母都去世后才能予以分割遗
产，最高人民法院依次在 1987 年 6 月的《关于父母的
房屋遗产由兄弟姐妹中一人领取了房屋产权证并视
为已有产生纠纷应如何处理的批复 》、1987 年 10 月
的《关于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
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 》、1988 年的《关
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 （ 试行 ） 》第
177 条均将“未分割遗产解释为共有”。 据此，现行司
瑣

，我国
法解释对遗产归属的定性其实处于矛盾状态 瑏

继承法学界对继承开始后的遗产归属定性形成继承
人取得的死亡说和继承人只有在遗产分割后才能取

瑥
瑏
。当然，既然前述的遗产管理制度构造已将设
制度 

计限定继承制度所要应对的问题均予以了纳入 ，我国
未来继承立法中的遗产管理制度设计就应当对遗产
范围以及遗产归属进行准确定位 。具体言之，遗产管
理制度是以遗产为基础而进行设计 ，遗产具有独立的
主体地位，分割前的遗产不归属于任何人所有，遗产
管理人仅对遗产享有管理权，继承人只有在对遗产进
行分割后才能取得遗产所有权，进而避免上述我国的
遗产归属的司法解释冲突。另外，无论继承人或者非
继承人担当遗产管理人，均以遗产管理人身份清理被
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遗产管理人所面对的遗产范
围也就包括被继承人的权利义务 ，继承人所面对的遗
产范围就是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 我国现行继承立
法所采纳的遗产范围就是以继承人为视角而分析的
结果，继承人继受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就是将继
承人视为遗产管理人而分析的结果 ，继承人只有在清
偿完遗产债务后且有剩余的前提下才可以取得遗产 。
此种理念必然导致我国继承立法中根本不存在限定
继承制度，论及限定继承制度理念纯属多余，我国继
承立法以及实务中所面临的诸多限定继承的困惑就
能够予以解决。

得遗产所有权的遗产分割说也就理所当然 。如此，我

四、结语

国现行继承立法虽然已经规定了限定继承制度 ，但继

任何法律制度的形成均受到当时特殊社会背景

承立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所采纳的遗产范围以及遗

影响。源于古罗马法的限定继承制度是与相关继承

产归属的立法理念并没有继受古罗马法创设限定继

制度理念互相影响的结果，即将遗产范围视为被继承

承制度所依赖的将被继承人生前的财产权利义务一

人的财产权利义务与遗产归属于继承人所有所逻辑

并继承的概括继承理念，限定继承制度在我国继承立

演绎的结果； 近世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继承

［10］

法中是否存也就尚有疑问

。

就我国现行继承立法关于遗产管理制度的立法

立法是在立法理念的影响之下而规定了限定继承制
度。基于达到对继承人、遗产债权人利益的同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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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近世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或地区又以遗产为基础

以遗产为基础而形成的遗产管理制度立法理念已经

而构建了遗产管理制度。 就遗产管理人处理遗产事

动摇了限定继承制度的立法基础 ，立法再予以规定限

务的先后顺序而言，首先要清理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

定继承制度也就欠缺合理，未来修改《继承法 》应当

义务，其次要收取被继承人债权、清偿被继承人债务，

予以修正。当然，现实中绝大多数的人们所拥有的财

最后才将剩余财产分配给继承人 。由此，从遗产管理

产数量有限，均依法成立遗产管理组织而处理遗产事

人角度观察，遗产范围应为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

务也不太现实，大量的遗产事务其实仍由继承人自己

务，从继承人角度观察，遗产范围则为被继承人的财

直接担当遗产管理人予以处理，而此种情形势必将继

产权利。同时，遗产并不归属继承人所有或者遗产管

承人的财产与遗产相混同而损害了遗产债权人的利

理人所有，清偿完遗产债务后的剩余遗产才可以由继

益，继承立法可通过规定将继承人与被继承人财产予

承人取得所有权； 遗产管理人并非继承人、遗产债权

以相分离的制度以及继承人负有制作遗产清单义务

人的代理人，而是以遗产为基础所形成的财团的管理

的遗产清册制度予以避免，未来《继承法 》的修改应

人，不论继承人或者非继承人担任遗产管理人均不影

瑦
瑏
。
当注意此点 

响遗产管理制度所具有的此种立法理念 。进而言之，
注释：
①

目前的继承法学界共有六部继承法专家建议稿，依次为徐国栋主持的《绿色民法典》中的第 4 分编继承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23 － 298 页） 、梁慧星主持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 侵权行为编·继承编》（ 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5 － 270 页） 、何丽新
主持的《民法典草案继承编修改建议稿》（ 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 第 7 辑）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51 － 301 页） 、王利明主持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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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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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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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参见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编： 《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 下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64 页，第 8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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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年的《民国民律草案》第 1346 条、
1930 年的《民国民法典》第 1148 条之规定。
参见 1911 年的《大清民律草案》第 147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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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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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 5 月的《征求意见四稿》第 409 条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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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应为“共有”； 1987 年 10 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中进一步
认为“共同共有”； 1988 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第 177 条又规定“未分割的遗产为共同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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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 8 月的《民法草案（ 征求意见稿） 》第 478 条、
1981 年 4 月的《征求意见二稿》第 403
参见 1958 年 3 月的《继承法（ 草稿） 》第 6 条、

1981 年 7 月的《征求意见三稿》第 432 条、
1982 年 5 月的《征求意见四稿》第 390 条、
1985 年制定的《继承法》第 24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
条、
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44 条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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瑦
瑏


因继承人担任遗产管理人会损害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为此，继承法建议稿设计了两种不同立法规则，前者规定继承人在负有制作遗产

清单义务的前提下而对遗产债务承担限定继承制度责任，否则，承担无限清偿责任； 后者则规定对隐藏遗产的继承人应当剥夺其应继份额。显
然，负有制作遗产清单义务的继承人对遗产债务承担限定继承制度责任的设计其实就是继受了限定继承制度的立法理念，这就将担当遗产管理
人的继承人具有的遗产管理人的人格与继承人的人格予以混淆。相反，隐藏遗产且负有制作遗产清单义务的继承人应当剥夺其应继份额的设
计则已经意识到了担任遗产管理人的继承人不应该承担清偿遗产债务的责任，此设计恰与担当遗产管理人的继承人对遗产债务无从承担限定
责任或者无限责任的结论相符，担当遗产管理人的继承人应当以遗产管理人身份对外承担责任。前者参见张玉敏主持的《中国继承法立法建议
稿》第 16 － 23 条、王利明主持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 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第 551 条之规定，后者参见何丽新主持
的《民法典草案继承编修改建议稿》第 110 条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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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rationality of the Limited Inheritance System and the Correction of
China＇s Succession Law
Feng Le-kun
（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School of Gansu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Originated from the Ｒoman Law，the limited inheritance system is mutually affected by such factors
as the heritage scope which has been taken as the propterty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deceased and the heritage
possessed by the heir． However，in modern civil laws，whe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ndled the prescribed
limits of inheritance system，they constructed heritage management system on the basis of heritage as well． Bearing
the estate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ies，the legacy caretaker shall，first of all，know the property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deceased，and then charge and pay off the debts of the deceased，and finally assign the left property of
the deceased to the heir． Therefore，the inheritance scope is the proptery rights and obligations for the deceased and
the property rights for the heir． Neither the heir nor the legacy caretaker owns the heritage which will be in the possessions of the former after all the debts of the deceased are paid off． Heritage which enjoys the independent position
should be qualified as a subjective consortium． Since the heritage management system has virtually shaken the legislative foundation of the inheritance system，it is irrational for the legislation to retrict the limited inheritance law．
【Key words】limited inheritance system； heritage scope； heritage attribution； heritage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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