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국문초록

우리나라의 공적인 학대 피해아동 보호체계가 마련된 지 십여 년이 지났음

에도 그간의 법 �제도적 보완 노력은 매우 미흡하였으며，법 �제도의 미비는

많은 아동들을 학대 속에 방치하는 결과를 초래하였다는 점에서 적극적인 개

선 노력이 요망되어 왔다.현행 한국의 아동학대와 관련한 법 �제도의 가장

큰 문제점으로는 피해아동 보호조치가 긴급하게 행해지고 있지 못하고，보호

조치가 학대행위자의 친권과 충돌하는 문제가 법률적으로 해결되지 못하고

있다는 점을 들 수 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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이러한 문제를 해결하기 위하여 2014년 1월 28일 아동학대범죄의 처벌 등에

관한 특례법이 제정되었다 특례법은 아통학대범죄의 처벌 및 그 절차에 관한

특례와 피해아동에 대한 보호절차 및 아동학대행위자에 대한 보호처분을 규

정함으로써 아동이 건강한 사회 구성원으로 성장하도록 함을 목적으로 한다

특례법의 가장 큰 특정은 기존의 행정처분이 아닌 사법체계(법원) 내에서 신

속한 판결을 통해 피해아동 보호에 만전을 기하고 있다는 점이다

한편，이와 별개로 부모의 부당한 친권행사로부터 아동을 보호하기 위하여，

2년 이내 기간 동안 친권을 ‘정지’하거나구체적 사안에 대하여 친권을 일부

‘제한’하는것을 주된 내용으로 하는 「민법」일부개정법률안이 법무부 주도로

마련되어 조만간 국회에 제출될 예정이다

위와 같은 볍제도적 개선이 실효를 거두기 위해서는 근본적으로 우리 사회

에 여전히 잔존하는 가부장적 의식(“내子女는 내 마음대로 할 수 있다")과

고정관념(“법은 가정 내에 들어가지 않는다")이반드시 타파되어야 한다.친

권은 자녀의 복리를 위하여 부모에게 인정되는 의무권에 다름 아니며，가정은

법이 개입할 수 없는 성역이 결코 아니라는 인식이 사회 저변에 강고하게 뿌

리내리기를 바라는 바이다.

주제어 아동학대，친권，미성년후견， 아동학대범죄의 처벌 등에 관한 특례법，

자녀의 최대한의 복리

I .序 言

1. ”걷童홈待m廳

兒童볕待 I:li 、保護者창含 ù成人 1: J: ~兒童 σ)健康 Ì;L < li福피rI:창害 L、옳

t: li正常강發達창 'il害T{ ，身#的 精神的 性的강暴力行뚫후 t: li'ij 簡行寫 B

J:U 兒童 σ)保護者 1: J:{，遺棄 k放任行薦장指 T( 兒童福社法第 3條第 7물)。
兒童훨待 η類型따次 σ)I:B~τ';Ii，{，。第一 1:、身休的홈待 k따、保護者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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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옐빼용 1:처n~"，농어찌 JG

含 ù'成 ÁiJ' 兒꿇 1:故意 1:負없 ε 負 b 광좋 t: 1;1:負傷창負 "3:'I:~認 /l)7;"t:tε(/)
行용 τ ，.1J7;"。第二 1:、情總的훌待 ε 따、 保킹흉'1H 含 ù'成 ÁiJ' 兒꿇 1:行 i言葉
1: j: 7;" 悔률、 ↑좁짧的t:t威團、 藍禁좋 t:‘*柳制、ξσ) I1따 1JQ)훨的 t:t行뚫 ε指;-。
第프 1:、性的훨待 1: 1;1:、保靈걷Sε含ù'成人 iJ'自E 끼性的강欲求 ε 充足 ;-7;" 目
的 c'18 歲未滿 σ)兒꿇‘:行"3-切(/)性的行옳ε 指;-。第四 1:、放任 t 따、保짧
킹~iJ'兒盧‘:對L 反復 1'1U혔的강養育 ε 保짧창願 b“:;-7;，，:'1: ‘:j:ry 、兒童 σ)正

常강發達 ξE且뽑 ;-7;，，-切σ)行鳥 1:L.τ 、物理的강放任、 數育的강放任、 ~li훗
的강放任等 iJ' .1J 7;"。最後 1: 、週棄 ε d 、保짧者 iJ'兒盧*保靈 -{ti‘、짧 τ &行
f흥c'.1J 7;"。

2，!검重홈待m훌生뼈況

兒童保행專門機關 σ)相談通報 ε通 Cτ 分析용 ht:兒題뿔待 σ)發生狀況창;，.
7;，， 1:、훨待 i:J'疑 hh7;" 짧 ØìJiJ'2005年 σ)5761 件 j‘ι2011 年 1: 1;1:8325件 1: 1.4倍增
1JQ;- 7;" t:t ε 、年 id용 1JQσ)n췄向‘:.1J ry、兒童保靈황門機關(/)짧地調훌 σ) 結果、
훌際 1: 兒좁댈待짧{정j ξ 認 /1) ι ht:事例 1;1:2011年 (/)8325f 牛σHi?η6085 件

(72.8%) c'.1J ry、價在的 t:t危險 iJ' .1J7;"1:認/1) 1，h t:짧댄11;l:745f牛 (8.9%) c'
.1J.，t:。

I年度lm譯I휠待予防 tν:l1-j훌報{짧l
‘05 '06 '07 ‘08 ‘09 ‘10 ‘11

연待 n'疑 hil7;" 5，761 6，452 7，083 7，219 7，354 7，406 8，325
꾀H예 (0/0) (72.0) (72.5) (74.7) (75.4) (79.0) (80.5) (82.1)

ffil!.U.õíí5 77 101 89 84
(1.1) (1.0) (0，4)

-ßlH 엄談{牛쨌 2.239 2.451 2，395 2，351 1.854 1.7여 1.737
(28，이 (27，5) (25.3) (24.6) (19.9) (18.5) (17.1)

合 응| 8.000 8.903 9.478 9.570 9，309 9.199 10.146

버典 「全國兒1효훨待現況報告웹 (2005-al11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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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t;lt~ 훌{91J떼定】

'X'.1il'Ji!待)j(例 1얀김，rt'1fê:1찢빙伊j -般며Ø1J o ;rt

6.058(72.8) 745(8.9) 1.522(18.3) 8.325(100)

出典 r2011年全國兒童훨待現況報告뺨」

兒童휠待 σ) 狀況 ξ 類型別 I:h.:. 1::、E닫 f.ii:1i!훌待￡放任 ;I;'iI'J;: {，多〈、次 1: 多 b、σ)
;1;'情縮的 >j:훨待 & 身休的 >j:~툴待<::1，'? t~.2011年度 1;1、m:w:멍훌待;1;'2621件 (43.

3%) ，次 ;I;'11J:任 1783件 (29.4%) 、情網的강 E툴待h、옛19件 (15.0%) 、身#的강

뿔待 ;1;'466件 (7.7%) σ)Jf頂 c"1，'? t~。

I멍훌I흥待類型別쩔生뼈 i5tl

/. →1 ~~rl 에 f파짧 (t''1 I'JH에1강待 放 ff: i!'lM ffil).U쉰待
(0/0) 5앙待 I갇?待

‘05 4.633 423 512 206 1.635 147 1.710
(9.1) (11.1 ) (4.4) (35.3) (3.2) (36.9)

‘06 5.202 439 604 249 2.035 76 1.799
(8.4) 01.6) (4.8) (39.1) (1.5) (34.6)

‘07 5.581
473 589 266 2，107 59 2.087
(8.5) (10.6) (4.8) (37.7) (1.0) (37.4)

’08 5.578 422 683 284 2.237 57 1.895
(7.6) 02.2) (5，1) (40.1) (1.0) (34이

’09 5.685
338 778 274 2.025 32 2.238
(5.9) 03.7) (4.8) (35.6) (0.6) (39.4)

‘10 5.657 348 773 258 1.870 14 2.394
(6.1) 03.7) (4.6) (33.1 ) (0.2) (42.3)

‘11 6.058 466 909 226 1.783 53 2.621
(7.7) (15.0) (3.7) (29.4) (0.9) (43.3)

出典 「숲固!Æ효볕待l)!l!l.報농협 (:ros-2011 ) J

兒童 R툴待σ)行뚫者 ε 被’害兒童t σ)關係 î:h.:. ε ，2011 年度 1:흉父母、 養父母

J?J:U' 維父 f당ε含 tr 父 æl:J: .:.兒1월훨待짧件 1;15039件 c"83.1%ξ 닌5φ 、父 itH: J:

&뽑待 ;I;'fl ει ετ'1，':'::'1::;1;' 'j;l;‘;1;'i...:•.::.h 1;1、兒童 g틀待짧件 10件M~~8
件以上 σ) 1JQ害=Ifí;1;'、옳 용 1:子창保靈 L 養育 T~ 홍寶任 ξ有T.:. 父母 c"1，.:.ε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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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i뼈f흉1:처 n~lll ，풍때처E

-j~îioI'ξ 物語 ..，-(1，、Òo .:σ) J: -j >j:現狀 li 、子‘:對TJ. ，父flt(7)훨待 iJ'典型的 >j:

親權짧用횡由 -('1.> J.，1:b iJ>;I;‘bt，i'、我 ;1;'國σ)法制度全般‘::ìH、t 、家族 t:對
TJ. ，法的介入 ξ 짧짧 L、家族內 σ〕弱者-(，1.>J.，兒童 ξ 無關心 σ) 中 1:放置Lτ 혼 t

結果 -('1.>J.，ε u、.z.J.，。

11흩f흉行챔홉 t 被홉멍童 t(7)閔係l

父æ môt 뼈Iít 第:쥐 -t-σJ(I也 /끼굉￥ 合힘 (0/0)

‘10 4，709 337 534 77
5.657(83.2) (6.0) (9.4) (1.4)

‘11 5.039 349 574 96 6.058(83.1 ) (5.8) (9.5) (1.6)

出典 . r全國兒꿇훌待現 i兄報告짧 (2010-2011 ) J

11. 現行法m問題면sJ:r!解決案

1. 親훌휩l限좋統m非遭時性 ;15.1:σ￥뭘뚫喪失iLlJB훌m非훗뼈性

兒童볕待 σ) f:l !::ιε;1;' 父 flt‘:J: J.，뿔待"'('1.>~、兒효&父母 h‘A隔離 Lτ保護
T J.，t:~I: ii 親橋‘:對TJ. ，찮的캉힘ijpH1J'必要-(，1.>J.，ε ，:7 ，、兒盧福社法第 18條 II

j) 兒행i많야法第 18條 (親階햇失효폼짱끼앓求)CD市 lt'iη 知III‘市J>i 영G主 ~I 흉흉3W:檢ml; 、兒îi!η짧없者 ~'-tη 觀뺑 ε§ 웅用 L‘용 Lι 、
非行 ε 行ι 、、 兒:lIT양̂待 -tηI 따觀mε 行~'tò':' ε (7)<" 흥 >:t，‘1Ii大>:tlji由~''''ò.:.t ε 랬見 L
r~~合、兒îi!ηi 임W:(7)r~>'>1:必훌 t re>，>r~t 흩 1;1:、itll'C‘;親뺑jT~η 험IJii]!又 I;I:~짧喪失σ1효
告 ε 짧求 L강It IHf>:t "강L、@

@兒휠íi몹社 :(lï:門機rIiI(7)홉‘兒îi!i홉 iJl:1'm앓ηf 훌"&11 r初 中~l*j 얄法JI:.l:ò 탤校η 융(以下、
「밍t!Iη 용」 ει 、i. )1;1:、前項ηm 由1:該강 'tò 뽑合‘市 lt'i(7)知 lji‘市長 용E主 ~짧훌

3W~ljil: 훨 L、it 院 I:~m行便η 制限:XIH켜뼈喪失 η 효告 ε 'tò.l:i 要랩 'tò':' t~'<.'혼
ò.

@市 협σ)~lll 、iñJ>i 용E主 ~I 흉흉又 1;I:~!lll;l:、前二項σ)規定 1: .1:ry 親빼 jT~ηtlJ 限:XI;l:~
1m뺑失η 효告η 짧，1H''tò 쩔合、 f!;該兒îi!ηi: 見 εti:1Ii L. >:tItltl;l'>:t ι>:t ，‘�

@市 lt'i'。知따‘市長 정P主 區I흉흉 :XI;l:~짜 1;1:‘第2쩍ηil!5î01:.I: ry짧WHT~η 힘j限:XI;l:~m
~失효告r.J:>Jt(7)要없 ε 受 Itr~ t 흥 1;1:‘要§앙ε 풋 Itr~ 日~'，，30 B以內 1:、햄求(7)可否 εi'R: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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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 -:>τ1;1:、最長 5日2)-e.:b ~ è 중 hτμ& 파急擔置隔離期間內 t:適切강惜置창
è ~ :: è iJ'困難℃’.:b~。同法第 27條第 3項 1: J: ~隔離期間따最長 τ5 日칸.:b~反
面1 同法 18條 σ)規定 1: J: -:> τ兒童保護專門機關 f 行政機關 농 t: 1;1:檢事 iJ' θ R틀待

行뚫者 -e.:b ~ 父f융η親權行使 η制限 후 t: 1후喪失σ〕宣告σ)申立 τ η有無 σ)通知 창

受 IH 期間따 30日-e.:b 0 、通知後兒童保護專門機關 σ)長等 iJ'法院 1:親權行使 σ)

制限옳 t: 1;1:喪失 σ〕효告ε 申L立 τ 、法院 iJ'깐η필否창땅 j斷T~ 옮 t’1;1:증 ι1: 時

間창要 T~。
L t: iJ'。τ 、兒童福社法第 271菜 σ)規定 T~ 隔離期間內 1:法院 f 필速 1:훨待行

薦者 -r-.:b~父母σ)親權行使장停止용켄&臨時揚置 (事前處分) 창T~ 二 è iJ'τ ”
흥 ~ J: -j 1: T ~ <16'、要b‘.:b~ 。具#的1: 1;1:、兒童保護專門機關 σ)長 b‘申L立τ s
ht: 事件 ξ調좁 L t:結果、 父母 σ)親權行使강停止증날&必要 iJ'.:b ~ ε 判斷 L t:
ε 흔 1;1:、家흩法院 1:直接親權行使 σ)停止강求 /t)~:: εiJ' -r-혼 ~tσ) εT~èè

tl: ，家홈法院 1;1:、隔離期間內 1:親權行使창停止증캄&臨時惜置 ξ è ~ :: è iJ'

τo 혼 ~tσ) è L、 ;σ)J:-j 캉臨時提置 1:執行力장付딩 T~ 根據規定 ε 置〈 必要

h‘.:b~3)。家底法院 1: J: ~ ill速강處理창保障 T ~ t: /t) 1: 1;1:、兒童保護專門機關 σ)

￡家5중法院 t σ)間칸緊密 >d:協力 {;j;:ituiJ'構第증 h~必要 t.:b δ 딩 4)。

ε :: 7，-r-、兒童福社法第 18條第 5項 1;1:、 「親權喪失σ)制限후 t: 1;1:親權喪失 σ)宣

告창請求 T ~ :: è iJ'<:' 혼 ~J ε 定 /t)τ ，.~ iJ'、 ::hl;1:，r親權行使 σ)制限옳 t:

1;1:親權喪失 σ)宣告 ε 請求 T~:: εiJ' -r-혼 ~J εf 시흥 ε ::7，σ)誤 o -r-.:b~ ε 뽕、

L、엽該要請機 1ìIl1:對 L、품求 xl;t 不請求 σ)듭及 σ-t-σ〕理由장콤面 -C-iO1，-\t>d:IHU:f강 G강
ι1。

g前 lJ'lσ)規定 I:.n 處理結果 σ)通知 ε 受 Itt: 兒童福社專門機關 σ)長、兒童福社施앓 σ)長及 V學
校σ)長 l;t，'éσ)處理염果 1:對 l-C異흉 I;';b Òε 흥 l;t、通知 ξ受 Itt: 日b‘1，30日以內 1:、直接
1:法院 1:對 L、親權行使 σ)制限xl;t 親權喪失 η 宣告 ξ請求 Tò: ε fFt:: 흥 &。

2) 추ù충得강L、事由σ);bò場合 1:l;t、72時間σ〕隔離保홉혐置期間l:i을JJn lτ 、地方自治댐 it:η톨η
if<認 εf 용τ48時間창限度‘:延률Tò: ε1;'τ 송 òl;‘ι、最長58 以內 ε\t ..• -j .:.ε 1:강&。

3) 金相짧，“兒훌훨待防止k被좀兒童保護 ηt: '"σ)新 l "法體系σ〕構찢 σ)t: '"ηliIl究" r法學論文
集」 第36輯 3물，며央大學校 法쩔맑究 I'Ji. 2012，π ，113頁，金相영 •金南澈，“兒童휠待防止體
系σ)問題圖 -現場調흉 1:發生 τ& 問題 εfσ) 解決方쫓 η 模索 ξ中心1:.-"，法學論文集」 第36
輯 l號)中央大學校 i!學liIl究所，2012，78頁。

4) 金相앓，"2011年η 家族法θ)改正動向 親權 ，後見장中心 l:-"， r法훌」 第앉3號 法혈itl會.2011，
3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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멍훌흩융 l:처.，~民홍;ñl때처IliS

hh 、 ;σ)j:H: 誤 ~iJ'修正증 h 캉 iJ' 'J t~ ::.. ε 따、 ;σ) 條項 b‘實務上用L、ιηL
강 L、死文化Lt~ 條項 l' <b~ ::.. 1::σ)佛託칸 <b~εu 、.z.~5)o ~GI~ 、親權喪失制度

1;1、親權者 σ)親權 ε 풍Ijj좋-n짧횡1σ)1-;.강 1，1'積極的‘:子σ)利益장保護 T ~ t~.η

η 兒童福채Ji:的援助 k 提置 ξ è~::"è εξη 었果 ε 內容 è Lτ ，，~，、t~•아:、實

質的 I~子 σ)保護 è 1;11:1.ε遠"힘j度& 캉 'Jlμ~61 。강 I~ j: ~ t 、親權喪失制度 1;1

無期限 1:::親權 σ)全部 창喪失증 캉 ~5옳力강했果 iJ'親子關係↓:及I:fT影響、 親權 σ)

i藍用 옳 t~1;1著 L ι、非行等親權者 1:::對 T~ 非難 ε含"'~E뷰 11.τα) 要件、 親*훌喪失

효告後 (J)未成年後見人選任 α〕困難等 σ)限界 iJ' <b ~ 、깐 η請求~宣告 iJ'容易 -CI;J:.

~，<è iJ'G、實際 1:::活用T~σ) 1:::困難 iJ'i'半 -)7)。

L t~iJ''Jτ 、親權喪失制度 1;1、 fσ) 었果 σ)重大性 1:::照 GL 、法院 f 考慮T~

最後 σ)手段 ε Lτ 殘 L 、깐 η 前段階 è Lτ 、具 1*的~狀況 1:::合b달 t~親權制限
惜置장通 cτ 兒童 σ)家底 /\η 復歸 k 家族 σ)統合 ε 댐&이흥 l'<b~ 。具#的 1:::

따、親權喪失 η前段階 èLτ 活用칸흥 &柔軟강親權制限惜置 σ)多樣캉類型 (親

權喪失、 -時的강親權制限、 管理權喪失等) 창民法 1:::規定 L 兒童졸待事例 1:::
對wT ~ t~••，1:::法院 iJ'è~-)~ 保護擔置 è ::..hl::: 對T~ 司法判斷 1:::關T~ 具#

的강規定창兒童福社法 1:::김〈시혼 τ'<b ~ 8)。法院 1;1、親權 1I>!J限惜置장決定 TI::: 際

L 、親權者 1:::制限용 h~ 權利 jjj:(f ’親權者1:::代 h'Jτ 親權강行便 T~tησ) 權

限창明 GiJ'l::: L~lthlf 강 μ ;캉，，9)。
法院 1:::親權喪失창請求 T~ 際 1:::1;1、同時 1:::<b~，、IH-η 後 1:::親權喪失 iJ'認容

웅 ht~場合 I~備 .z.τ兒童 σ〕今後 σ)養育 1:::關T~ 計훌합창<bθ iJ' t ••，提出증내t~ ::..

5) 實際 1:兒童保짧專門機關 1;'훌待行옳者 -c';Jjl.>父1\/1=對 l-C 親權行使 σ〕制限옳 1: 1:1喪失σ)풍求 ξJtI!
方 g 治 1*σ〕長1:홈請 l1: 場合、 필該要請 1;'풋 It入 1，1，1"L1:ι) 1:12001年 iJ' 1，2010年8月윷 Tσ) 間 1:
1: '? 1:ιJ1 件 -c';Jj~、 :::Ic~ 含 IfJ-c同쳐져間 1:親權 σ)制，，)<좋1: 1:1親權喪失 σ)효告 1;'강용 1c1:σ)1:19
件 1=過웅강 j‘"?t::.。

6) 朴i:fç映，“米탱ι)親權喪失制度 1=關-n 檢討 -兒童철待事例 1:對 -tl.>對rc;.，中心 1:_"， r比較私
法」 第16卷 l號，韓國比較私 g學會，2CX앤，2頁。

7) 朴i:fç映，“最近σ)日本1=상너&親權制，)<‘:關-tl.>改正論옳 σ)紹介 BJ:σεσ) 示뺏호" r家族 ìtlill
究」 第24卷 3號，행國家族法學會， 2010，잃4頁。

8) 朴妹映，“f'-{‘νε77νxσ 〕親權制限옮j度 1:關-tl.>考察" r安岩法學」 第33號，安岩法쩔會，
2010，172頁。

9) 朴妹映，前獨 ”最近η日本I:Bltl.> 親j앓制限‘:關-tl.>改正論議η紹介 BJ:U'-tσ) 示찢，연"，3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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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창義務 11::.-t~ 홍 τà';1.> 。ε ~ ;b(t 、市 道知事等옳 t~li 兒童保護專門機關 σ)

請求(:J: 1.>親權喪失 σ)場合 1: li 、請求 ￡同時(:親權喪失宣告後 1:兒童*養育 -t
&方法、 t~1: .z.li 入養、 家훌委託、 未成年後見人選任 σ) J: -5강兒童(:對-t1.>後

續提置 1:關 -t1.>計畵 Ç')提出장義務化 -t~ 혼 c"à'; 1.>0 f Lτ 、法院 li 親權喪失後

(:김ι、τ ￡兒童 1:對 -t1.>永續的강養育計畵 f 實行증 hτL 、1.>ipl:~v'τ 、積極

的1:管理 藍督 L ft Ithliftι 강 L、10)。

2. 홈待行챔홉‘:챔束力 h‘及l!t":l 、保護擔置

被害兒童창家훌委託옳 t~li 兒童福社施設(:入所용 -ttτ 훨待行옳者 7P ι 隔離 -t1.>

保護提置 li 、法院 σ)判決 c"li ft < 地方범治 EïJ1*σ)長f 承認 Lt~ 行政處分 1: J: ~ ft

증h 1.>.: I:-IPι 、被害兒童 σ)保護 1:困難 b‘伴i。被害兒童창保護 -t 1.>t~nη保護

提置창地方自治댐 #σ)長fε ι 강μ場合、 兒童保護專門機關 li被害兒童창親權者

τ’à';1.>兒童디툴待行薦者(:동증웅1.>~得 l'、被害兒童 σ)保護 1:限界η、à';1.>。옮 t~、

法院η맞 j決 c"ft ι、行政處分1: J: 1.>保護提置 σ)펌v'手따、 保護擔置 창題行 -t1.>兒童

保護專門機關 τ‘à';--oc 、被害兒童양디튿待行寫者℃깃n、t~~η、親權者 t~1.>虎待行薦

者f 兒童η隔離保護 1:協力캉 f 、子σ)引援 L 강求nτ 흥 t~場合 1:li 、兒童창保護

Lτv' 1.>施設한委託父 f급 li 、 .:h장fEÎJ'法8성ft 根據장持 t~ft v'。

;σ) J: -51:、兒童保護惜置 1:法院 σ)介入창通 tt~ 親權制 pEbH'半 ;bftμ; ε 7P

G、親權者 c"à';1.>~틀待行寫者 σ)意思 1:反 -t1.>隔離保護 iJ'" ft 용ht~後、 껴흔待行馬

者칸 à';1.>父母η子 σ)引獲 Lσ) 要求 1::對 $ê' ‘홍강 v. è v. "3 問題보 iJ';b 1.>1110 ~;l'

0 、市 道知事等 1::J: 1.>保護提置 ;b 1.>v' li 兒童保護專門機關等 σ)隔離提置 iJi'ε

Ghτμ& 狀況 1:쉰L、τ 、피툴待父母iJ'親權창植 1:子 σ)引週 L 장求 n1.>場合、 ;

σ)J:-5ft 請求따子 σ)安숲 εfU 益 ε 大혼 〈害 -t1.>不품강 ￡σ)ê";b 1.>1: t iJ'꺼';b 1，
l'、윌該機關따、 被害兒童 ξ親權者 t~1.>~틀待行寫者1:民웅 i"1.> ~得l'、 .:hli

子 1:對 -t1.>再훌待 I:~ 강 h、1.>.: 1: iJ‘;b1.>σ)τ ’;b 1.>12)。

10) 朴妹映)前揚 “米國σ)親權喪失험j度1=關-tJ.，檢討-兒童훨待事{쩌1=對 -tJ.，對파ξ中心{:-"，32頁。
11) 朴!*映，前揚 “1'1'11:77 νxσ) 親權옮 J限制度1=關-tJ.，考察"144頁，金相 l'l;，前揚 “兒훌훌
待防止 ε 被害兒훌保護 σ)t= '"ν) 新 Le，法體系σ〕構짧 σ)t=ησ)lff 究"，75-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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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 5툴待I:::.J:~兒童창保護者 ip야륨離 -tJ.>ηli 、親權 σ)- 時的制限 (子σ)居所
指定等) 1:::關連 -tJ.> 옮U載 τ'ð，J.，ipι 、保護惜置處分창現行法 σ).J: 7 1:::行政處分 k
Lτ 行 i σ)칸따 7j< 、司法#系 η 中1:::Hlt J.>兒童 1:::對-tJ.>保護惜置 ε Lτ 했力창

認/t)J.>必要 iJ' ð，J.>。司法#系 (家底法院)장通 Uτ 兒童保護提置장行 7 .: è 1:::

.J: ..，τ 、훨待行薦者 1:::法院 η 判斷 σ)狗束力 창及"fT必要 iJ'ð，~、옳t~、깐 η 際 1:::

li 司法 σ)똥u斷iJ'jß 速1:::강증 iH.J: 71:::制度的裝置창設 IH 必要 iJ' ð，J.>。

111.멍童홈 i협E罪m옐뭘等，=圍99 特例法m制定

2014 年1月28 日、 「兒童홈待犯罪 σ)處뽑等 1:::關끼，J.>特例法 J (以下、 「特例

法 J è略 -t J.>0 ) iJ'成立 Lt~ 。特例法 1i2014 年9月29 日1:::施行증 hJ.> 予定 -eð ，
&。特例法 li 、近年 1:::ì-3 It J.> 兒童휠待 η根維창求 /t)J.>國民 σ)要求창反映 L 、

2012年 1:::發議중 ht~議員立法 σ)察 1:::、法務部 保健福@止部等σ)關連部處 iJ'協力
Lτ 調律 Lt~ {，σ) è Lτ 、從來 「家處內σ)訓育 J è 증hτL 、t~兒童 5툴待창 「重

大강犯罪 J è Lτ 認識 L 、 「國家f 積極的 1:::介入 -tJ.>J 途장切 O開~"\t::，뭘、T 高
〈評個융 hJ.> 。강‘:::.J: ~ {，特iJtl法 li 、後述 η.J: 7 1:::、 nτ ’述"t~ 現行法 σ)問題
먼창相필解決 Lτu 、&ι면칸大혼캉意義 iJ' ð，J.>。以下、 親權 1:::關連 Lτ 特例法 η
王要강內容 ε 漸觀 -tJ.>。

1.멍童볕챔크챔홈 ι쳐99臨時指置

兒童휠待犯罪장通報장受 Itτ 現場 1:::臨 l;i-、옳fζ li 兒童디툴待犯罪σ)現場창發見
L t~司法警察管理옳 t~ li 兒童保護專門機關 η 長 li 、被害兒童 σ) t~ /t)1:::直 t，1:::、

@兒童훨待犯罪行옳 σ)制止、 멍兒童휠待行寫者 η 被害兒童 iJ>1，σ)隔離、‘9被害
兒童 σ)兒童다툴待關連施設 /\η 引樓 L13)、 .ffi 急手필 b‘必要강被좀兒童 σ)l?iî續機

12) 再띨待事例 t 1;1、兒童保護專門機關 σ)介入 iJ'終了 lt: 後 1:再通報 I:;';t，.，r:홍例η-jt ，、兒훌휠
待 t #1J定웅 iH: 事{列εL너。2011年1:再휠待事例￡認定 i! tlr: (T) 1;1닮3{i牛 -e;t，')、全休σ)9.3%
ξ 닌，iJ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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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끼引樓L等σ)따急惜置창 ε ι 강 Ithli 캉 A강L、(特{列法第 121앓)。司法警察
官 1;1:、 ;σ) J: -)강rti急擔置창 Lτ ￡兒童홈待犯罪 iJ'再發 TJ.>ìõ-thiJ';f ，~、緊
急장要 T J.>t~l/)l:法院 σ)臨時惜置決定창受 It J.>:: 1: iJ'"(" 혼 강 v' ε 혼 1;1:、職權 f

농t~1후被害兒童 1 깐끼法定代理 Á(兒童디를待行篇者창除 <0) 、井護士 fJL(
따兒童保護專門機關 σ)長σ)$ 請 1: J: ~ 、@被害兒童옳 t~1;1:家族構成員 σ)住居 iJ'

ι σ)退去等 σ〕隔離、(D被害兒童 농t~1;1:家族構成員 ι)住居、 學校후 t~1후保護施設
等 b‘ι100;1- l' 1ν以內 σ)接近禁止、 @被害兒童빛 t~1;1:家族構成員 1:對TJ.> '電

氣通信基*法」 第2條第 1뭉 1: J: J.> 電氣通信창利用 Lt~接近 σ)禁止等 σ)緊急臨時

提置장 T J.>:: 1: iJ'"(" 혼 J.>(特例法 第 13條)。
檢事 1;1:、兒童 I툴待σ)再發 σ)恐 hiJ';f，J.>1:認 I/)l，hJ.> 場合 1;1:、職權 f 、 옳 t~

1;1:、司法警察官、 保護觀察官 σ)申請 1: J: ~、法院 1:對 Lτ ，-tη 臨時惜置창請

求 T J.>:: 1:iJ'τ ’흥&。被害兒童 -tη 法定代理人 휴護土、 옳t~1;1:、兒童保護
專門機關 σ)長 1;1:、檢事、 옳t~냐、司法警察官 1:、臨時擔置 η 請求옳 t~l;1:깐σ)申
請장要請 Lt~ ~ ::hl: 關 Lτ 意見장陳述 TJ.>::l:iJ 、τ ”혼J.>(特例法 第 14條)。臨
時擔置 σ)請求 η 申請창受 Itt~ 檢事 iJ' -tα) 臨時惜置 ε 請求 TJ.>時따、 HS急惜置 h‘
;f，-"，t~時 iJ'ι 72 時間以內 1:、緊急臨時提置 iJ';f， -? t~時 iJ'ι 4 8 時間以內 1:L
강 Ithli 캉 ι iJ:H 特例法 第 15條)。
判事 14)따、兒童훨待犯罪 σ)門볍강調흉 審理옳 t~1;1:被害兒童 σ)保護 σ) t~1/) 1:

必要￡認 I/)J.>I: 흥 1;1:、決定 1: J: ~、兒童휠待行寫者 1:對 L，a:被害兒童농 t~1;1:
家族構成員 σ)住居 iJ'l，η退去等 σ〕隔離、@被害兒童뚱 t~1;1:家旅構成員 ι) 住居、

學校옳 t~따保護施設等 iJ'ι100;1-1'1ν 以內 σ)接近禁止、 cr被害兒童농 t~l:t家族

構成員 1:對TJ.> '電氣通信基本法」 第2條第 l뭉 1: J: J.>電氣通信창利用 L t~接近

σ)禁止、 @觀權 후t~1;1:後見人 (J)權限行使 η휩J限 좋 t~따停止、 (5)兒童保護專門機

關等 Z\σ) 相談 ìõJ:tr 敎育 σ)委託、 @~흐용흉機關-'\"-tσ){I也樓養施設 /\σ) 委託、 @警
察暑 σ)留置場후 t~1;1:狗置所 /\σ) 留置等 σ)臨時惜置창 T J.>:: 1: iJ'"(" 흥、농t 、;

13) ::σ〕惜置 ετ<>è 흥 1;(、1JZ害兒童 σ)흉見 ξ尊重 L강 Ithl;l:"강 ιtcν 、。
14) 兒훌保護事件 σ〕管쯤II、兒童j툴待行옳者η行훌t엔、居住地옳 tolI 現在地장管 i홍 -1"<>家훌法院 k

T<>h'、家훌 it院h'設置용 nτp 강 L、JiE域 I:H' 、τII 、'!i該地域σ)地方法院 (支院*含Ù，)
èT<> 。兒훌保護事{牛σ)審理￡決 :;EII、單獨法廷T行~(特{제法第1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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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ισ) 處分장供科 T .Q:: è.tJ'τν 흥 .Q(特例法 第 19條)。
兒童휩待行篇者 ξ被害兒童 7J' G隔離 L 、 ;b .Q "I;t 被害兒童강兒童훨待關連施

設 1:::引 혼홉 Lt:::場合、 후 t:::1;tj;ß;急手 ~iJ'必要캉兒童 창동續機關 1:::51혼흉 T>:t ε
σ)j;ß;急惜置 iJ'강용 ht:::場合、 힘j事 l;t、臨時惜置 f 請求용 ht::: è:혼iJ>θ24 時間以
內 1:::臨時提置 η 可否장判斷 L 강 Ith 냥강 ι 강 v':\ 0 .:.ηε 혼、臨時惜置 σ)期間따 2

力i月창超 .z..Q :: è.tJ‘τ‘흥강μ 。 t:::t::' L、被害兒童 σ)保護 ηt:::@')I::: -fσ) 期間 ε 延
長 T.Q 必要 iJ';b.Q è:認@，)Gh.Q 場合 1:::l;t，決定 1:::J: 0 、t記CDiJ>G æ:J옳 τ?η 臨
時惜置 1;t2回、@iJ>ι@ 농Tη 臨時뿜置 IH 回 1:::限 O、各期間 η 範댐內 1:::1" 、τ
延長 T.Q:: ε bι칸혼 .Q15)。
判事 f 臨時擔置장決定 L t:::場合‘:::I;t、檢흉흥sJ:V: ’被害兒童、 깐 σ)法定代理

人、 휴護土농 t::: l;t被害兒童장保護 vcι、&機關 η 長 1:::通知 L 강 Ithl! 깃r ι 강
L、。上記@σ) 臨時惜置 1:::J: .Q相談 sJ:V: ’敎育송實施 Lt:::兒童保護專門機關 σ)長
等 l;t、 ξσ) 結果報告書창檢事풍 t::: l;t法院 1:::提出 L>:t‘th 따강 ι 캉，，(特t꺼j法 第 19
條 )0 ~Ij事 iJ'臨時揚置 σ)決定창 Lt:::場合 1:::l;t、家底保護事 f牛η 調효官、 法院公務

員、 司法警察官옳 t::: l;t 狗置所所屬 σ)橋正職公務員 1:::執行웅켄 .Q :: è: iJ' l"혼1 被

害兒童옳 t::: l;t家族構成員 l;t、上記 CDsJ:V:<2lσ) 臨時提置後、 住居、 學校옳 t::: l;t
保護施設等창移') t::: è: 혼따、管廳法院 1:::臨時提置決定 σ)쫓更 ε求@').Q :: è: iJ' l'

흥.Q(特例法 第21條)。
땅1事 l;t、正열강理由 iJ' ;b .Q è:認찌 .Qè: 혼따、職權 τ 옮 t::: l;t兒童 I툴待行薦者、

깐η法定代理人、 補助人 σ)申請 1::: J: 0 、決定 1::: J: 0 、윌該臨時惜置창取 O 消
L 、 ;b .Q"I;t 깐 σ)種類창쫓更才 .Q :: è: iJ'τ ‘흥&。判事 l;t、臨時惜置 ε受 Itt::: 兒
童훌待行옳者 h‘上記(5)sJ:V: ’@σ) 臨時惜置決定 장庸行 L 강 L、￡혼옳 t::: l;t-f σ)執
行 1:::從b캉 ι、￡혼 l;t、職權 τ’옳t::: l;t檢事、 被害兒童、 -fσ) 法定代理 A、補助
A、上記臨時惜置 1:::J: 0 委託先 è:>:t.Q 機關 σ)長 σ)請求 1:::J: 0 、決定 τ ‘、깐 σ)臨
時提置장쫓更 T .Q:: è: iJ'τ· 흥 .Q(特例法 第22條)。
判事 l;t、上記@η 臨時惜置 1:::J: 0 被害兒童 1:::親權창行使 T.Q 者옮 t::: l;t後見人

σ)任務창途行 T.Q 者 l.r{ 1，-")，강"è:혼따、 -fσ) 臨時擔置 iJ'했力창有 T.Q 間、特別市

15) l r: I;'"?τ 、親樓行使σ)制pJ1<li最長41;‘月농 -c-可能 -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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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廣域市長 道知事、 特別범治道知事 市長 特別自 治市長 컵6首 區廳長

JòJ:(f 兒童福퍼rI:專門機關 η 長 1:臨時 1:後見人 σ)任務창途行증낸초농 t~I;J:-tσ)任務

ε 送行 "9'<'者장選任 L 강 IttLli 깃tι 깃tμ 。 ~σ)場合、 判事 I;J:、필該被害兒童 σ)

意見강尊重 L 깃tlttL 냉강 t，1'、被害兒童、 井護土 JòJ:(f 兒童福피rI:뼈뀔機關 σ)長

等被害兒童 장保護 L τ μ &者 I;J:ξσ)選任 1:關 "9'<' 意見 송述<<:.<，;:ε iJ' -C‘흥 &。

#'U事 iJ~"~σ)J:"3'd:t륨置창 è. "? t~場合 1: I;J:、 -tη 事實창被害兒童 1 휴護士농 t~i;J:

兒童福끼止專門機關 σ)長等被害兒童장保護 LτL 、&者 1:告쩌oL 'd:IttLlf'd: t，캉
L、。~ηLI: J: ~臨時1:後見人 σ)任務창途行캉&者 I;J:、被害兒童所有 σ)財훌 σ)保

存 JòJ:v 被害兒童 σ)保護 σ) t~ /t)η 範뼈內 I:Jòι 、τσ)7J. 、後見人 ε Lτη 任務장

途行 "9'<' (特例法第23條)。

2. 被홈멜훌‘:쳐"9죠옮쫓命令

判事 16) I;J:、被害兒童 σ)保護 ηt~ /t)、職權 τ”옳t~I;J:被害兒童 1 꺼rσ) 法定代理

人、 井護土、 兒童保護專門機關 η長η請求 1: J: ~ 、決定칸、 flJ兒童다튿待行寫者
강被害兒童 σ)居住地후 t~I;J:리5有 "9'<'房室 iJ'θ σ)退去等 σ)隔離、 @兒童휠待行寫

者 f 被害兒童 옳t~I;J:家族構成員 1:接近 "9'<' 行篇 σ)制限、 @兒童 I툴待行篇者 iJ'被

害兒童옮 t~낭家族構成員 1: r電氣通信基本法」 第2條第 l융1: J: .<，電氣通信장用
μτ接近 "9'<' 行篇 σ)制限、 @被害兒童 η兒童福피rI:施設 농 t~I;J:障害者福社施設/\

η保護委託、 ræ被害兒童 ηg흐標機關 /\α) 治續委託、 @被害兒童 σ)緣故者等 /\σ)
家底委託、 @親權者 c-<b.<，兒童디를待行薦者σ)被害兒童 /\η 親權行使 σ)옮U限옳 t~

따停止、 @後見 Á c- <b.<，兒童볕待行馬者 η 被害兒童《 σ〕後見人η 權限 η 制限 ￡
t~I;J:停止 17)、@親權者 후 t~I;J:後見人 σ)意思表示 I:jt:b.< ，決定等 η 被좀兒童保護

命令창 "9.<，;:è.iJ‘τ”혼、 ;:tLt，σ)命令 I;J:혐科 "9'<';: ε b‘τ’혼&。힘j事 f 被害兒

16) 被롱兒童保護命令홍件 σ〕管藉 li 、兒童디를待行홈者 σ)行홈地、 居住地옳 tcli 現在 ltE!;f;J:(f被좀兒
童 σ〕居住地 옳 tc li現tE地 ε 쯤藉 -t<>家훌 ít院 ε τ<> tJ' 家底法院 h、設置용nτμ 강 L、t며域1:;f;
"τli 、경該地域 σ〕地方法院 ε-t<>。被홍兒童保護命令횡件 ν)審理 εì!i:定냐、 單獨 ít廷t’行f
(特例ít第46條)。

17) 判事 tJ'、上記@;f;J:σ@σ)被홈兒童 lJi'허용命令ξ-t<>場合、 被좀兒童保짧짧令 σ)期間中 1:臨8흉1:
後見人 ι)任務 ε透行 -t<>者σ)選任手續 li. m.1 C'述"， t:..σ)t 同樣 τ'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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꿇保짧命令 ε 發令Toè 혼 녀、 被홉兒童、 깐η法定代理 A、휴짧土 좋 t~1;1:兒童

保靈專門機關 σ)長 1;1:、管暫σ)法院 1:對L、必要강意見장述/、:0 ::. è iJ'c' 혼 o(特
例法 第47條)。
è ~ b 너、上記 (2;)1:關連 Lτ 、親椰 1ÑiJ'宗歡上 σ)j쩔由等 1: J: ~兒꿇‘:對To

手術‘:同意L강μ::'è ‘:J: ~兒훌iJ'必要캉똥續 ε受 It0 ::.εiJ'c' 흥 ~< 강&場
合、 從來 1;1:、 民法上觀橋喪失 1)外 1::解決策 iJ'存在 l ~iJ>. ，t~.::.η‘역、'/'11ν
東部地方法院 2010 年 10月21 日決定따、 顆權喪失‘ ::J: ι# ‘、t反σ)地位 ξ定 ~01&

處分힘j度장活用 lc 、~師σ)링續!Ø홈禁止 1&處分 ε認容 T 0 ::.è 1:: J: ~、;σ)
問題σ)解決 'Ë' lilh t~18). è 1;1: ~、;(.， ::.(7)J: -) ~解決띠、 ξ(7) 結果σ)앓쏠性‘::{，

iJ>iJ‘bl ，i'、 請求橋者 iJ'~Nιnτu 、0 ，억、휩l行力 iJ'jjjfJ限<:'110 ‘월、~PÐ총 (7)救濟

창험 ;{.0 ::. è iJ' c' 혼 강 L、‘현c' 、 限界 iJ' j，.，t~I9l. l iJ‘L、特(JU法 I:J:~ 、 今後

18) ::η 決定σ)옆읍 IJ:次ηεj;~ ，';f，，，.r (1) 新生兒 IJ:、g己決定얘 ε 有T ，，(，(1)η‘問題 ε
>:.-，，~짧行ßε 受 It " ，;、否b‘ε~JIJí l 、 '!"η 意恩 ε 表示 T" 能力 ε 有 l>:'-ι‘.-σ) ，):"3>:'-행
合、혔짧 'iTi，;'子I:f\:h。τ~ 짧行뚫 1:￥H" 同 I:"'T ，，::I: 1:>:'-" 1:::δ 、 ::(1)짧없함 σ)同흉‘
IJ:、 Ê1c決:iÈilM'-~~1i! 的 >:.-tí格ε 有T ，，::I: ‘;영웅;"，，1:‘子ηÊ1c 決:iÈl1Kε代理 li'ßt'T"
‘η，'IJ:>:.-< 、 Ê1cσ)짧없 b‘(，if<生T ，，(，σ)1: ，、i.".~lt第912條 IJ:、 rfJ!1챔σ)行 ßt'1:강 t:; ..，
"(/J:、子ηi 밍利장짧先的 1:考 I((\l >:'-Itltlí>:'-(，>:.-ν、。J ε:iÈ'" ‘ 「子(1)1핍利J ，;'짧뼈行ßt'(1)월
행ε>:'-，，::1:'" 明示 l'(j;~. ~法第 913條 IJ:‘ 「짧없옆IJ:子"，f*lflì 없짧T" 橋利짧 %ε 有
T'!>. J ε 定"'，，::εh ‘ι、웠짧 IJ:子ε 훌 'fJl ‘保짧 l 1; J: (f~lfT " :: 1:1: J:.，τ 子ηi 검利
'" jÏ(!J!T '!>t:'"끼뼈利，';1，'!>1:同時 1:훌 f!l，';I，'!>ε μ "3títrrε 有T'!>. lt: ，;'•." ‘親없훌 σ)
親播行 f연，;'子(1)生命 J:l'f*σ)維持、 發連 1:付合T '!>(，(1)，'>:'-ν、앓合IJ:、 ξσ).): H< 內장η 짧뼈
行使 IJ:~J!;;< 11'.>'"흥(，(1)，'1J:>:.-< ‘::(1):: 1:IJ:‘~lt ，;'fJ!mηJI! 失 ε~nτ ‘、'!>::ξ ';'(，ι
明白，';f，'!>。흥t ‘흉면\fjg力 ε 有 l>:n 、子1:휩T'!>!t 짧行 f옹，;'緊急h‘?必須￡혼11.'!>狀ì)I.1:1;
u、t 、*껑m，IMι 、>:.-ι、쩔合웅t: IJ:짧橋흙 -/)f:親 IU 옮用 Lτ-t-<í?J: 1td~ 짧 li'ßεffi 否T'!>앓合
I:IJ:、例外的 1:、 I2ifi용fijlJ:客il!B'J 合理的>:.-i!/i$I:t.>-:J'흥1 意思能力 ε 有 L강 ι、子η~!lHT1용
1:휩T'!>意思강推슐 L、힘j限的';'-?必須σ)~정Il!l內1:1; ，、t 、必쫓 ~~l1HTt 용ξ 行 "3::I: ，;'，'ê
ò è v ..•1"" 흥，';f，，，.(2) 父없，;'Ê1cm 등敬的댐念1:옳7ι 、T新生兒， ';f，'!>子η 手術 1:1'￥i
없血 ξ 펌否 L τ μ '!>$쫓1:1;' 、T 、上~~.\용，者η 生옮강 I:II~T '!>t:"'I:!J! 在行 ι、찜"ß용(，~쩔切T
<0‘須f/)治쨌方 lt ，;，흉mξI'F "3手術， ';f，'!>1:(，';'';'h(，i‘、fJ!m~양 ';'13己ηf 용l:'!>중~η~ 理‘;
反T" ε u、i 쩔由，"웅血"'ffi否T '!>1i'1옹IJ:、父Jl1ξ子 f/)했뼈考 1::iÈ'" t:趣릅 1; .):(f~켜隔行使f/)

훌$1: 照(，TI: ‘lE감강짧 1뼈行ßt'η 뼈 Il!l강超 i." (，f/) ，';1，'!>，;‘G‘ eη 輪血펌否 η1: 思 1:했力
장l.l:'."''' :: 1:IJ:，'흥j‘、輪血 εi 추 5주 li'i，;'ÔÍ!i흔 It'!>'" 혼必要 tí，;'差lìÊl."" ，!>σ)，'‘病院때
IJ:，\!;，영1:협l ，~강Ifnε行 "3:: 1:，;'，'흥‘fJ!t엄者，;'::11.1:同 I:l>:'-ι ‘k 흥IJ:、:.<í?J: 1 ':t~l1HT
ßI: 휩T'!>防훌 (1)排除 ε*"''!>::ε ，;'，'흥'!>.J

19) 本決定 1:뼈T" 함擇 I:lτ 、캉5때敏，“子1:훨T'!>똥짧行홉 I:OOT'!>짧橋옮用 (1)統\liIJ"， r法따」
없g였號，ltWIa 會，2012，경3-200頁용!照。本決 :iÈε 맺機 I:l ，、立홉앓 ε Lτ 、治짧 I:OOT
&父 Jl1η同훈‘1:代h'!>lt院σ)許可制 1ll'1;J:σg었l1Kη-~흥制限숭 t: 1J:fJ!階η-ffll 制服 σ)않入 ξ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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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法院 h ‘親權者σ)意思表示 1: 代 h~決定 1: J:~手術同意*τ~-:εiJ'τ· 흥 ~J:
-j 1:깃t -')t~。

管廳法院 σ)영j事 1::1、上記 ft.JiJ>ι @후 Tσ) 被害兒童保護命令 장T~ 場合 1:1::1、
家底保護事件調훌官、 法院公務員、 司法警察官 옳t 따抱置所所屬 σ)橋正職公務

員 1:執行용끌~ -:è iJ'c" 혼、特別市長 廣域市長 道知事、 特別自治道知事

市長 特別自治市長 郵首 區廳長 1:깐 σ〕執行ε委任T~-:εψf 흥&。判事

1::1、正윌강理由 iJ' j，~ε 認 /J)~ε 홍 1::1、職權 τ‘농t~1::1被害兒童、 깐σ)法定代理
A、井護士옳 t~1::1兒童保護專門機關 σ)長 σ)E섭請 1: J: ~、決定 1: J: ~、윌該臨時
提置창取 O消 L、j，~μIHη 種類창쫓更 T ~ -: è iJ'-C 흥 ~(特f列法 第50條)。
上記@껴 i ι@옳 τoη被害兒童保護命令 η 期間 1::11年 장超 :z.~ -: è iJ'c'’흥 캉 L、

iJ'、管藉法院 σ)!/'IJ事 1::1、被害兒童 η保護 σ)t~φ1: -'éσ〕期間σ)延長 iJ'必要 c"j，~è
認/J)Gh~ε 혼1::1、職權칸후 t~l::I被害兒童、 -'éσ〕法定代理A、井護土 η請求‘:J:
0、決定 f 、3iJ>月單位 τ”깐σ)期間장延長 T~ 二 è iJ'-c'혼~0 -: tu: J: ~期間창
延長 T~ 場合 1: b、被害兒童保護命令 σ)期間 닝全部 -c4年창超 :Z.~-: ε iJ'c'’혼강

μ(特{꺼j法 第 511~) 。管廳法院 σ)判事 1::1、被害兒童保護命令 σ)請求 iJ' j，-')t~場合、

被害兒童 η保護 σ)t~19이:必要iJ'j，~è認&ηGh~ε 혼 1::1、決定 T 、臨時 1: ft.JiJ>ι
@σ)v 、fhiJ>σ) 惜置 (以下、 「臨時保護命令 J è v냥。) 창T ~ -: è iJ'c" 흥&。

臨時保護命令 σ)期間 1::1被害兒童保護命令 σ)決定時농 τ‘èT~껴"判事뎌、 必要&

認/J)ιh~ ε 혼 1::1，-'éσ) 期間창制限 T~-:èiJ‘c"홍 ~(特ØiJ法 第52條 )20)。

IV. 結 語

韓國 1: 쉰 v'τ 1::1、公的 ij~틀待被害兒童 σ)保護#系 iJ'設 ItGhτiJ> ι 十金年 iJ'

經過 Lt~ 1: b iJ>iJ>h G f、-'éσ) 間σ)補完 σ) t~/J)σ〕努力 1::1非함 l:zL < 、 ;σ)J:

a동-tHFf究 tlτ 、尹흉秀 .:t~g惠， “父母1:J: '6子σ)治혔펌否問題 σ〕解決σJ1:!Ì)σJlL法論"
「法홈」第680號，法홈協會， 2013，40← 98頁~'ib'6"

20) 判事 f 、上記 @hJ:V'Çi)σ〕臨時保護命令 ξ-t'6 場合、 臨8흉保護命令σ〕期間며1:臨時 1:後見Àσ)
{f務 ξ 途行 -t'6'Î'iη 選ff手樓 1;1:、 lll ，"述'"t::.σJt 同樣，"ib '6。중 t 、臨時保護命令 σ〕執行‘
取消 L 、쫓更手續 1;1:、被졸兒훌保護命令 α〕場合￡同樣τi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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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강法 1M度 σ)不備 li 多〈 σ)兒童창훨待 1:放置 T1.>結果장招來 l t~è: v、f 反省 iJ'

ι積極的 1J:改흉 iJ'"求 Ii)Ghτ 흥 t~。兒童디를待1:關T1.>韓國 σ)現行法制度 σ)最￡
大혼 캉問題 ι런 li 、被害兒童 σ)保護뿔置 iJ'緊急 1:行 hh-O 、1J:v、è: .: .i) I:;t 0、

保護惜置 iJ'볕待行薦者 σ)親權 ￡衝突 T1.>問題 ε法的 1:解決 t ’흥 τ v' 강 v' ..멸、장題

If 1.> .: U)‘C"흥 &。

;ηJ:-3 강問題창解決 T 1.>t~Ii) 1:、2014年1月28日兒童훌待犯罪 σ)處뽑等 1:關
T1.>特 f꺼」法ψ 成立 lt~( 特例法 1:J:2014年9月29日1:施行증 h1.>予定 τ‘;t 1.>)。特例
法 li 、兒童훨待犯罪 σ)處원 JôJ:U'-'i:σ) 手續 1:關T1.>特f꺼uè:被害兒童 1:對T1.>保
護手續 JôJ:(F 兒童디를待者1:對T1.>保護處分 장規定 T 1.>.: è: 1: J: 0、兒童 f 健康

1J:社會構成員 è:lτ 成長 T1.>':è: 강 g的 è:T1.>tσ)ê ..;t 1.>。特{列法σ)最 t~1.>特

徵 li 、 1ft:存σ)行政處分 C"따 1J: v'、司法#系 (法院)σ)中Tη 필速강手續창通 L

T被害兒童保護 1:方全 ε期T 1.>..현1: ;t 1.>。
一方、 .:hè: li 別1:父母 σ)不열강親權 σ〕行使iJ'G兒童 ξ保護 T1.>t~Ii) 1:、2年

以內σ)範 IIDτ·親權장 「停止J l ，옮 t~따具#的강事案 I:r.t tτ 親權 η- 部창

「힘j限J T1.>':è: 창主 t~1.>內容 è:T1.> r民法」 改正案 f 法務部 σ)主導 T用意증
h.ξ -3lfλ 國會 1:提出용 h1.>予定 C.;t 1.>。

;ηJ:-31J: 法制度的改善 f 實했性 σ);t1.>tηε 강 1.> t~Ii) 1: li 、韓國社會 1:依

然 è:lτ 存在才&家父長的意識 (我f 子창 ε-3 T 1.>iJ' li私η 勝手칸 ;t1.>0 ) è:
固定觀念 (法li 家展 1:入 G1' 0 ) ε必l' 打 t;，破 A강 Ithlf1J: G캉 v'。親權 li 子
σ)福利 σ) t~Ii) 1:父母 1:認&ιht~義務 C..;t 0、家@줄 li 決 Lτ 法σ)介入 f 혼 양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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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untermeasures about Child Abuse in Private Law

-Focusing on Special Act on the Punishment on Child Abuse Crimes-

Chung，Ku-tae

Assistant Professor. College of Law. Chosun Universitχ Ph.D.

The biggest problem with the current law related to child abuse in Korea
is that the proteetive measure of vietim children is not enforced urgently
and the conflietion between the proteetive measure and the parental
authority is not solved legally. To solve the problem. the Special Aet on the

Punishment on Child Abuse Crimes was legislated on January 2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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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pecial Aet will be enforced on September 29，2014. The purpose of
this special aet is to stipulate the special provisions for the punishment and
procedures for child abuse crimes，the protection procedures for vietim
children，and the protection provision for child abusers so that children can

grow as members of a wholesome society
The special aet is fully enforced to proteet vietim children through the

rapid judical decision in the judicial system，On the other hand，to proteet
children from the impr때er exercise of parental authority，a revision of the
related civil law to limit part of parental authority about certain matters or
to suspend the parental authority for up to two years is soon to be
submiUed to the national assembly
To make the revision of the legal system effeetive，the family head’s

consclOusness，“1 can do on my own for my children" and the ∞nventional
concept，“the law does not work in the family"，that are still remaining，
should be broken. The recognition that the parental authority is the duty
given to the parents for the sake of children’s welfare and that the family
is not a sanetuary that cannot be penetrated by law should be deeply

rooted in people’s minds and the society.

Key words Child Abuse，Parental Authority，Minor Guardianship. the

Special Aet on the Punishment on Child Abuse Crimes，the
Best Welfare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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