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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您能保护自己的利益

涉及老年人的法律问题

与家人同住?
Moving in with the family? Simplified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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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您可能会发现
不再适合独自一人居住在自己的房
子里。您可能希望住得离您的成年
子女更近一些，以便获得他们的陪
伴和照顾。 

有许多原因会促使老年人决定与他
们的子女同住。

老奶奶套间
您也许会决定采取所谓的“老奶奶套间”解决
办法。这通常是您和您的成年子女之间达成
的一种安排，即您对某一房产提供部分经济资
助，从而换取在该房产中居住的权利。这种安
排可能是在您子女房产上修建的一个单独住
所，或是对您子女的现有房产进行改建。也可
能是您将自己的房子出售，以便为您和您的子
女购买一处新房子共同居住。还可能包括一份
由他们为您提供身体照顾和供养的协定。 

这些安排通常都能得到顺利执行。但如果实际
状况发生变化，或您和您的家人对达成的协议
存在争议而您并未事先考虑周全，那就有可能
会出问题。

如果您不保护自己的利益，就可能出现以下问
题： 

	■ 您可能损失自己投入到该房产的所有钱，而
且为了将其收回，您可能必须对您的家人提
起诉讼。

	■ 法律可能会认为您的本意是无偿将这笔钱
给予您的子女。

	■ 您最终可能无家可归，而且养老金也可能被
削减。

您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以便确保在与家人 
同住的安排无法如设想的那样顺利进行时， 
您分享该房产的权利（您对该房产的“法定 
权益”）能够得到保障。以下这些告诫与
建议还能帮助您在未来避免压力巨大和
花费昂贵的法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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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诫与建议 1： 
一切落实到书面上
大多数人在与家人达成协议时，不会想到要
落实到书面上或寻求律师的建议。然而无
论何时，对于涉及大量金钱和资产的安排，
签订一份正式协议永远都是正确的选择，
无论协议对方是谁。 

想要签订正式的协议并不意味着您不信任自己
的家人。即使您相信您与家人之间的关系不会
变坏，但是还是有很多需要签订正式协议的充
分理由：
	■ 正式协议可帮助您和您的家人确定彼此的

意图和期待。例如，您资助的金钱意在作为
赠与还是借款。此外，您期待家人提供的
供养或照顾可能与他们的设想存在很大差
异。

	■ 如果没有书面记录，Centrelink 可能会认为
您对房产的贡献意在作为赠与，并且您的养
老金可能会因此而被削减。

	■ 正式协议可以帮助您和您的家人事先讨论
并达成共识，如果事情不能像彼此设想的那
样进行时，您想要如何进行安排。

	■ 如果达成的协议内容存在任何不确定性，书
面协议将有助于解决任何分歧。

告诫与建议 2： 
获取法律建议
在您对于搬去和家人同住做任何决定之前，您
应该先获取独立的法律建议。这意味着您应约
见一位不代表您其他家人的律师，并与这位律
师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单独交谈。 

律师可以协助您准备书面协议，并就您还可
以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自身利益提出一些建
议。获得此类建议虽然需要付费，但却可以应
对万一：如果将来出现问题，您可免于遭受更
大的金钱损失。

告诫与建议 3： 
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
在起草家庭协议时，您和您的家人都需要理解
所达成的协议条款，以避免任何误解。提前设
想一下，如果所做安排不再可行，或是在未来
发生了一些您无法控制的事情，该如何处理，
这一点也很重要。
例如，您应该考虑到如果发生下列情况，该如
何处理： 
	■ 您的子女与其配偶或伴侣的关系破裂，并且

他们必须出售房子
	■ 您开始了一段新的感情，想要搬出去
	■ 您的健康状况恶化，需要搬到养老院
	■ 您的健康状况恶化，您想要留在目前的住所
	■ 您和您的子女无法很好地相处

其他需要考虑的事项： 
	■ 您打算将这笔钱作为赠与还是借款？ 
	■ 您的名字是否应与子女的名字一起出现在房

产所有权证书上？ 
	■ 如果所做安排无法得到顺利执行，房产需要

出售或您需要搬离，对于您为子女房产提供
的资助，您是否会获得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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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如何计算您提供的资助？ 
	■ 这一安排对您留给其他子女的遗产有何影

响？ 
	■ 您的家人将会为您提供什么样的个人照顾

和供养（如果有的话）？ 
	■ 是不是每个人的遗嘱都已经更新，考虑到了

如果有家人突然死亡该怎样处理房产？ 

如果您已经和您的家人讨论过这些问题以及
其他可能的情况，而且您同意具体的安排，这
会让您安心，并可避免今后出现纠纷和可能需
要采取的法律措施。

告诫与建议 4： 
考虑您的养老金
您的老奶奶套间安排可能会影响到您领取养
老金的权利。Centrelink 对老奶奶套间安排有
专门的规定。

如需了解有关这一安排是否会导致您失去或
减少养老金的详细信息，请参考新南威尔士
州法律援助 (Legal Aid NSW) 的资料手册 

“您的住宅和养老金”。

告诫与建议 5： 
如果事情不顺利，尽快寻求法律
建议
一旦出现任何分歧，务必要尽快寻求法律建
议。如果您没能及时获取建议，可能会失去采
取措施的机会，进而无法保护您对该房产的法
定利益。而且，法律对某些特定类型的法律诉
讼有时间上的限制。

 

一个真实的故事…
Joyce 已经 70 岁了。她的女儿 Deb 建
议 Joyce 把自己的房子卖掉，搬去和她以
及外孙女一起住。Deb 说她会用 Joyce 
卖房子的钱，在自家房子后面给 Joyce 另
建一个独立的老奶奶套间。她告诉 Joyce 
她会照顾她的余生。这个安排没有落实到
书面上。他们也没有讨论如果以后情况发
生变化该怎么办。
事情本来进展得很顺利，直到 Deb 又开
始与前男友约会，而 Joyce 之前就不赞
同她这样做。这个男人是个赌徒而且对 
Deb 不是很好。随着时间的推移，Joyce 
和 Deb 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差。Deb 告诉
她的妈妈，她要把这处房子卖了，因此要 
Joyce 搬出去。Deb 否认 Joyce 曾出钱
扩建房子。
Deb 说这笔钱是 Joyce 赠与给她
的。Joyce 的所有财产都投到了这栋
被卖掉的房子上，她不得不去找出租
房。Joyce 只能向最高法院起诉，尝试拿
回她投到 Deb 房子上的那笔钱。 



5

我从哪里可以获得法律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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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信息服务 (FIS)
FIS 是 Centrelink 提供的免费服务。 
FIS 可以帮助您了解在经济上帮助您的家人 
可能会让您领取养老金受到怎样的影响。 
这不是法律建议。 
电话: 131 021 
www.humanservices.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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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eniorsrightsservice.org.au
http://www.lawaccess.nsw.gov.au
http://www.humanservices.gov.au
http://www.ageingdisabilitycommission.nsw.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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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家里的成年子女
如果想让他们离开，该怎么做？

他们想让我离开
在您的伴侣去世后，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您是否正在遭受暴力或虐待？
您可以让它停止

您的住宅和养老金
您需要知道的信息

您是（外）祖父母吗？
您的法律问题答疑

为什么要订立遗嘱？
遗嘱订立指南

在经济上帮助您的家人？
了解风险 您的法律问题答疑

如果自己无法决定，谁可以替您做决
定？
提前考虑，做好计划

本手册仅为一般性法律指南。您不应依赖本手册并将其作为法律建议， 
我们建议您就相关情况咨询律师的意见。

本手册所含信息在刊印时是准确无误，但可能会发生变更。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请联系 LawAccess NSW，电话号码为： 1300 888 529。
This publication is available in Arabic, English, Sim Chinese and Vietnam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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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媒体上找到我们：

在联系我们时，您是否需要语言方面的帮助？
如果您需要口译员，请拨打全国翻译和口译服务处 (TIS National) 的电话 131 450 

（上午 9 点至下午 5 点），并要求联系 LawAccess NSW。
您的听力/语言能力受损？

如果您存在听力障碍或言语障碍，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拨打国家电话中转服务处 (NRS) 
的电话 133 677，并要求联系 LawAccess NSW 或访问网站：www.relayservice.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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