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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儿子上大学 父亲是否应付抚养费？
法院判决：儿子不属于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驳回其诉求

去年7月，18岁的
李兵高中毕业考入台
湾地区一所大学。根
据台湾地区的规定，大
陆学生不能从事专职
或兼职工作，李兵将离
婚的父亲诉至法院，要
求父亲支付自己4年大
学期间的教育、生活等
费用，每月2100元，还
要补上自己在中学期
间的课外培训等费用
5.7万多元。

一审法院认定李兵
尚不具备独立生活的
能力，法院判决其父亲
李佳林每月支付抚养
费 2000 元，父子二人
均不服上诉。记者11
日上午获悉，二审法院
认定李兵不属于不能
独立生活的子女，故判
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
其要求父亲给付抚养
费的主张。

李兵 1999 年出生，父母
因感情不和在 2004 年经法
院调解离婚，二人在调解协
议中约定，李兵由母亲抚养，
父亲李佳林每月给付李兵抚
养费400元至其能独立生活
时止。

离婚后，李佳林支付儿
子李兵的抚养费截至2017年
7月，也就是李兵年满十八周
岁的时候，此后李佳林就没
有再给儿子抚养费。

2017 年 7 月，李兵高中
毕业并被台湾地区的一所大
学录取，每年的学杂费、住宿
费将近 3 万元。李兵称，根

据台湾地区的规定，大陆地
区学生在台就学期间，不得
从事专职或兼职工作。因
此，自己 4 年的衣食住行均
需要父母提供资助。于是，
李兵将父亲诉至法院，请求
父亲继续支付抚养费并增加
至每月2100元，以及支付其
在大学期间所需住宿、交通
以及电脑、手机、眼镜等费用
支出。

另外，李兵称，在高中期
间，自己还报名参加了课外
培训班、购买了高考服务等，
所以父亲还应承担其中50%
份额，即5.7万多元。

李佳林答辩称，在 2013
年7月至2017年7月期间，自
己曾增加抚养费至每月1000
元，现在李兵已经年满18周
岁，不存在婚姻法规定的不
能独立生活的情形。李佳林
还提到，离婚后，前妻对自己
探视儿子并没履行积极配合
的义务，据此，李佳林不同意
再支付抚养费。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李
佳林现在每个月收入约7000
元。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案
件审理时李兵已年满十八周
岁，但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
体意见》第十二条之情形，属
于尚未独立生活的成年子
女，其父亲又有给付能力，因
而仍应负担必要的抚养费。

同时，鉴于台湾地区的
有关规定，可以认定李兵尚
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

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李
佳林支付儿子抚养费每月
2000元，直至李兵独立生活
时为止，法院驳回了李兵其
他诉讼请求。父子二人均不
服一审判决并上诉。

原被告均上诉
二审法院改判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首先需
明确的是李兵是否属于不能独立
生活的子女。法院援引2001年
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
二十条规定，婚姻法第二十一条
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
是指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
历教育，或者丧失或未完全丧失
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
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

法院认为，从该条的规定看，
对于尚在校就读子女的学历限定
在了高中及以下，而本案中李兵
已经高中毕业，正处于就读大学
阶段，因此不符合本条中规定的
学历情形。

而一审法院判决依据是1993
年的司法解释，在2001年的这一
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此前最高
人民法院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如
与本解释相抵触，以本解释为
准。”

故二审法院驳回了李兵主张
诉讼费的请求，另外，法院也驳回
了李兵其他费用的诉求。

在二审判决中，法官特别说
明，虽然现实生活中，绝大部分在
大学学习期间已成年的子女仍由
父母供养，但此为父母道德上的
自愿行为，而非现行法律规定下
父母的法定义务。 （北京晚报）

孩子进入大学
家长每月给多少生活费合适

所在城市

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还有厦
门、杭州、大连这种消费水平比较高的
二线沿海城市，生活费肯定要多一
点。但城市消费水平不能盲目猜测，
各位家长可以提前了解下孩子大学所
在城市的生活水平及消费情况。

所学专业

很多家长以为跟学习相关的只
有学费，这就错了。日常学习，花费
还真不少。比如学摄像、学绘画的，
那少不了烧相机、买材料。不只是
艺术类专业，其他专业也需要买参
考资料。比如学英语学法律学会
计，要买一大堆考试教材。有些专
业考试的教材是很贵的，生活费要
将这部分考虑进去。

社团活动

生活不要一成不变，生活费也不
要一成不变。如果参加社团活动比较
多，聚会开销大，生活费可以多一点。

性格兴趣

除了学习，大学生应该有广泛的
兴趣。读书要买书吧，看电影要买票
吧，运动要买装备吧，旅行要花的就更
多了。

儿子考上大学 向父亲要抚养费

一审判决 每月支付儿子抚养费 2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