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您想让他们搬走，该怎么做？

住在家里的�
成年子女

涉及老年人的法律问题

Adult children living at home Simplified Chinese



老年人常常会发现，很多子女在成年
后仍然与父母同住。成年子女可能因
为失业、婚姻破裂或其他原因，想要
搬去与父母同住。

您可能想着在子女能够重新自立之
前，允许他们将您的家当作临时 

“避难所”。

这可能就是您目前所处的境况。 
或者，也许您的子女从小到大都没有
搬出去住过。

然而，因为成年子女虐待或不尊重自
己、从不承担家庭开支或不做家务，
或者只是因为大家不再适合住在一
起，老年人通常会希望子女们搬出自
己家。

防患于未然
虽然您的抚养义务在孩子成年后即告结束，
但您仍然关心子女的长期幸福，这是可以理解
的。但是，您的幸福同样重要。是否要让您的
成年子女住在您家里，选择权在您，您可以对
此说不。

如果您决定让子女与您同住，你们双方应明确
同住规则，以避免日后出现任何误解。

在同意子女与您同住之前，请考虑制定一些基
本规则。双方最好能够签署一份书面协议并注
明日期。  

该协议可以涵盖以下内容：
	■ 您希望他们住多长时间？
	■ 他们是否需要向您支付费用？
	■ 他们是否需要承担家庭开支？
	■ 他们的朋友是否可以来您家做客或过夜？
	■ 您是否会为他们做任何家务，或者他们是否应

自己负责洗衣和做饭？
	■ 他们是否需要分担房屋的清洁和一般维护工

作？
	■ 他们是否可以在家里吸烟或喝酒？
	■  如果他们违反这些规则，您会提前多久通知他

们搬走？
你们双方都应该保留一份协议副本。
如果您希望子女支付租金，并成为家里的一
个租客，则可以使用专门的《住宅租赁协议》
(Residential Tenancy Agreement)。

大多数报刊店和文具店都有《住宅租赁协议》
表格出售。您也可以通过新南威尔士州公平交易
部 (NSW Fair Trading) 网站 (www.fairtrading.
nsw.gov.au) 或新南威尔士州房地产协会 (Real 
Estate Institute) 网站 (www.reinsw.com.au) 获
取该表格。

我的子女已经与我同住。我可以让
他们搬走吗？
作为房屋的所有者或承租人，您有权决定谁住在
您的家里。即使您邀请某人住进家里，您也有权改
变主意。

但是，如果他们拒绝搬走，尤其是您的子女，这必
然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您可能希望他们搬出去，
但仍然关心他们是否幸福以及您与他们的关系。

如果您想让子女搬走，以下几种方法可供选择。

http://www.fairtrading.nsw.gov.au
http://www.fairtrading.nsw.gov.au
http://www.reinsw.com.au


要求他们搬走
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与您的子女交谈——尽可能
在你们关系不紧张或不生气并且不忙的时候。直截
了当地说明您为什么希望他们搬走。为此制定一
个不可协商的时间表。记住——这是您的家。

尝试调解
如果谈话不起作用，可以向社区司法中心 (CJC) 
寻求帮助。CJC 是一项免费的政府服务，可让争议
双方在安全和非正式的环境中交流，帮助人们（包
括家庭）解决争端。这是自愿的，不能强迫任何人
参加。有关 CJC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我从何处可
以获得更多帮助？”部分。

使用法律
如果调解也失败了，那么您可能需要对您的子女采
取法律行动。您可以采取的法律行动类型将视具
体情况而定。您可以咨询律师，了解诉诸法律是否
有用。 

法律如何提供帮助？
如果您的子女是您家里的租客，他们威胁或殴打
您，或者他们非法侵入您的房产，诉诸法律可能有
用。

您的子女是您家里的租客
如果您同意子女住在您的房产中，作为交换，他们
向您支付租金或照顾您，或对房子进行修缮，那么
法律可能会将您的子女视为您家里的租客。 

对于这种情况，您可以要求新南威尔士州民事和
行政法庭 (NCAT) 帮您驱逐他们。
您可以咨询律师，了解您的子女是否为租客。他们
可能不是租客，而是寄宿者或房客，在这种情况
下，您就需要采取其他措施。

您的子女威胁或殴打您
您应坚决对子女或其他任何人的暴力行为说不。
如果他们对您实施威胁或暴力，您可以报警，他们
可能因此而被指控刑事犯罪。 

您也可以向地方法院申请暴力禁制令 (AVO)，这
是一项禁止或限制您子女行为的法院命令。警方
可以帮助您申请该禁制令，您也可以自己向法院申
请。

法院可以发布“驱逐令”。这意味着您的子女必须
要搬出您家，并且还可以禁止他们接近您的房产。
如果他们违反这项命令，可能会被警方起诉。即使
您的子女与您共同拥有或共同租用该房产，也可以
发布驱逐令。 

有关如何获取家庭暴力方面帮助的详细信息，请
参阅“我从何处可以获得更多帮助？”部分。



 小贴士
如果您的安全受到威胁：
	■ 如果遭受暴力，请联系警方。
	■ 在威胁或虐待没有结束前，与亲戚或好友住

在一起，或预订酒店。
	■ 当虐待您的子女离开家后，立即更换您的电

话号码。
	■ 更换房屋门锁。

您的子女非法侵入您的房产
他人未经您的同意进入您的房产，或者在您要求他
们离开后仍拒绝离开的情况，就属于刑事犯罪，即
非法侵入——除非他们拥有合法的房屋居住权利。

（如果他们是租户或房产的共同所有者，即拥有合
法的房屋居住权利。）

如果您的子女非法侵入，您可以采取多种应对措
施。

报警
通过书面形式要求子女在某个日期之前搬离。您可
以使用本页面上的附函和搬离通知示例。
如果他们拒绝搬离，您可以尝试让警察帮助您驱
逐他们。但是，警察是否会提供帮助，以及他们能
够提供的帮助类型，可能需要视情况而定。有些警
察不愿意卷入他们认为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私人纠
纷。警方可能需要证明您拥有或租用房产的证据。
您还可能需要向他们出示您要求子女搬离的信函
副本。如果警察同意试图说服他们搬离，这是让您
的子女从家里搬出去的最简单的方法。

�发送律师函
您可以要求律师给您的子女发函，指出他们正在非
法侵入，要求他们离开，并威胁说如果他们拒绝，
将对其采取法律行动。

附函
[您向子女提供、邮寄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信函
的日期]

亲爱的[子女的姓名]

[我/我们]希望你搬离[房产地址]

[我/我们]已要求你搬离我们的房产，但已被你
拒绝。

[我/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只能使用法律手段让
你离开。

请阅读随附的搬离通知。

[父母的签名] 

搬离通知
接收人：[子女的姓名]
主题：[房产地址]
[我/我们]撤销让你继续在[我/我们的]房产居住
的许可。

你必须在[日期]之前搬离该住所。 

如果你在此日期之前不搬离，你将违反 
《1901 年封闭土地保护法》(Inclosed Lands 
Protection Act 1901) 第 4 条规定，并将被视
为非法侵入该房产。  

[我/我们]将向警方报告你的非法侵入行为，并
要求警方将你从该住所驱逐。 

同时，[我/我们]可能将你的个人物品清理出该
房产并更换门锁，恕不另行通知。

……………………………….... ……../…..…/……..
[父母的签名] [送达/邮寄/  
 通过电子邮件发 
 送的日期]

附函和搬离通知示例



老年人与残疾人虐待求助热线  
(Ageing and Disability Abuse Helpline)
为经历、目睹或怀疑生活在社区中的老年人遭受虐
待的人士提供保密信息、支持和转介。 
电话: 1800 628 221 
www.ageingdisabilitycommission.nsw.gov.au

Carers NSW
对于患有残疾、精神疾病、药物和酒精依赖症、其
他疾病或弱势群体的护理，其亲友可以向该协会
求助。为护理人员提供信息、转介、支持和咨询服
务。 
电话: 1800 242 636 
www.carersnsw.org.au

新南威尔士州民事和行政法庭 (NCAT)
电话: 1300 006 228 
www.ncat.nsw.gov.au

反家庭暴力热线 (Domestic Violence Hotline)
提供免费和保密的咨询、建议和援助服务。 
电话: 1800 656 463 电话: 1800 671 442

Wayahead 心理健康支持热线  
(Wayahead Mental Health Support Line)
提供信息、支持和转介服务，帮助您和您的家人解
决心理健康问题，包括社区心理健康、危机干预和
治疗服务以及住宿。 
电话: 1300 794 991 
www.wayahead.org.au

社区司法中心 Community Justice Centres
免费的政府服务，帮助人们通过调解来解决纠纷。 
电话: 1800 990 777  
www.cjc.justice.nsw.gov.au 

女性家庭暴力法院辩护服务 (WDVCAS)
当地的 WDVCAS 可以帮助您申请暴力禁制令，保
护您不再遭受暴力或虐待，还可帮助您了解您可以
采用的解决方案。该服务还可以帮助您解决住房、
经济援助、咨询和相关法律问题。 
电话: 1800 WDVCAS (1800 938 227) 

更换门锁
作为房产所有者，您可以更换门锁并拒绝您的子女
重新进入该房产。

申请最高法院禁令
如果所有这些办法都失败了，您可以要求最高法院
发布禁令，这是一项要求您的子女停止侵入您的房
产并搬离房产的法院命令。如果发布命令后他们
仍然拒绝搬离，将被视为藐视法庭，可能会被逮捕
并监禁一段时间。如果您决定这样做，可能需要请
一位律师。法庭诉讼费用高昂，流程繁琐，因此应
作为最后使用的手段。

 小贴士
您的子女可能患有精神疾病，很难适应社区或
独立生活。您可能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您
希望为他们提供护理、支持和住宿，另一方面，
您需要保护自己和住在家里的其他人免受虐待
行为。 

“我从何处可以获得更多帮助？”部分详细列出
子女患有精神疾病时的应对措施。 

我从何处可以获得更多帮助？
老年人权益服务 (Senior Rights Service)
在一系列法律领域内，为老年人提供免费法律建
议和协助。 
电话: 1800 424 079 
www.seniorsrightsservice.org.au

LawAccess NSW
提供免费电话法律信息和建议，在某些情况下提
供转介服务，包括为您推荐距离最近的新南威尔
士州法律援助 (Legal Aid NSW) 办事处、社区法
律中心、私人律师和可提供帮助的其他机构。 
电话: 1300 888 529 
www.lawaccess.nsw.gov.au

http://www.ageingdisabilitycommission.nsw.gov.au
http://www.carersnsw.org.au
http://www.ncat.nsw.gov.au
http://www.wayahead.org.au
http://www.cjc.justice.nsw.gov.au
http://www.seniorsrightsservice.org.au
http://www.lawaccess.nsw.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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