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解风险

在经济上帮助 
您的家人

涉及老年人的法律问题

Helping family financially Simplified Chinese



当老人看到自己的成年子女陷入经济上
的困境，往往会感到担心。也许您家里
就有人处于这种状况，而您很想帮助他
们。在您决定提供帮助之前，应该先了
解其中涉及的风险——特别是当您的房
子就是您的全部财产时。

不要拿自己的房子冒险
老年人通常都拥有一定的资产，但收入却很微薄。
虽然他们可能拥有价值不菲的房子，但他们唯一
的收入来源可能只是养老金。如果您处于这种状
况，那么在您拿自己的房子做担保帮助您的子女
之前，需要认真考虑一下。

如果您采取以下做法，那么在尝试给予家人经
济帮助的同时，您可能要承担失去自己房子的危
险：

	■ 为您子女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

	■ 以您的名义申请贷款，但意图让您的子女偿还
贷款

	■ 将您的房产转到您子女的名下，以便他们可以
使用该房产作为担保申请贷款，或

	■ 使用您的房产反向抵押贷款

在前三种情况下，您要指望您的子女能够偿还他
们自己申请或您代表他们申请的贷款。如果他们
无法准时还款，贷款方拥有收走您的房子并将其
出售以偿还欠款的合法权利。如果您房子的价值
不足以偿还贷款，贷款方还可以收走您拥有的其
他房产。

如果您反向抵押贷款，您只需在去世或出售房产
时归还贷款。但您会发现，您的房产只剩下极低的
价值，完全不够支付养老院的住宿费用和医疗保
健费用，或是留给别人作为遗产。

告诫与建议 1： 
签名前慎重考虑
如果您的子女自己申请不到贷款，原因可能是银
行认为他们存在不良信用风险。也就是说，银行对
他们偿还贷款的能力没有信心，而且当他们无法
还清贷款时，他们的资产价值也不足以作为贷款
的担保。

您的子女可能对他们偿还贷款的财务能力过于乐
观。他们可能没有认真考虑过，在出现还款问题时
会对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您将是承受最大



损失的那个人，所以您必须从非常实际的角度来
考虑这些问题。

如果银行认为他们存在不良信用风险，那么您也
应该这样认为。

告诫与建议 2： 
获得独立的法律建议
贷款、抵押和担保等法律文件可能会非常复杂难
懂。如果您要签署任何文件，不要只依赖您的子
女或银行代表来为您解释这些文件的含义。

如果您的房子就是您唯一的资产，那么在决定给
予家人经济上的帮助之前，获得独立的法律建议
非常重要。这意味着您应约见一位不代表您的子
女或银行的律师，并与这位律师在没有其他人在
场的情况下单独交谈。

这可以帮助您明确地了解自己将会面临哪些情
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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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向抵押贷款通常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和方法。在
您做出反向抵押贷款的决定之前，您应获取财务
建议，确保您充分了解相关风险和其他选择。

告诫与建议 3： 
您可以拒绝
拒绝来自您所爱和想要帮助之人提出的经济帮助
请求可能会很难。也许您希望能帮上忙，但实际上
却不太可行。您应该确保自己尽可能了解您想要帮
助之人的财务状况，以及您即将签订的协议内容
和其中所涉及的风险。

如果您唯一的资产就是现在居住的房子，您应该
问自己：

	■ 失去我唯一房产的风险是不是太高了？

	■ 如果我被迫离开自己的房子，我该怎么应对？



	■ 我该住在哪里？

	■ 这将对我和我其他子女的关系有什么影响？
我该如何安排子女的遗产继承事宜？

不能帮忙并不表示您不爱自己的子女。您有权保
护自己的利益。

您的子女应该明白，在您晚年还要冒着失去房子
的风险，这对您而言将会困难重重，毕竟您不能
再像年轻人那样重新来过。

告诫与建议 4： 
借款还是赠与？
如果您借钱给家人，应该以书面形式清楚表明您
是将这笔钱作为礼物赠与，还是您希望他们在某
个时候归还这笔借款，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一书
面协议应由双方签署。如果没有落实到书面上，
就很难证明这笔钱是借款，而非赠与。如果日后
出现任何争议，那么关于这笔钱是否要归还、何
时归还以及是否要偿还利息的这份书面协议将
有助于澄清事实。

在签署此类协定之前，您应该获取法律建议。

您可以采取法律措施来拿回本属于您的钱。但是
按照法律规定，从借出钱的那天起，您只有 6 年
的时间来提起法律诉讼。有时很难确定您借出钱
的具体日期，所以您可能需要咨询法律意见。

告诫与建议 5： 
考虑您的养老金
在经济上帮助您的家人可能会影响到您领取养老
金的权利。Centrelink 规定了在养老金不受影响
的情况下，您能够赠与他人的个人资产限额。

如果您借钱给家庭成员，那么相关款项将被认定
为您资产的一部分，而这可能会影响到您领取养
老金的权利。这包括您用自己的房子抵押贷款，
然后把这笔钱借给您家人。

如需您的养老金将会受到怎样影响的更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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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真实的故事…
Ellen 已经 84 岁了。她的身体状况非常不
好，为了让她能够独立居住，她的房子已经
过重新改装。由于她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
她已经 4 年没有离开过她的房子，但在这
所房子里，她能很好地生活。Ellen 的女儿 
Gina 告诉 Ellen 她需要一笔钱还债。Ellen 
提出将她的房子转到 Gina 名下，这样 Gina 
就可以拿房子做担保申请贷款。

Gina 同意让 Ellen 余生都住在这栋房子
里。Gina 后来没能偿还贷款，也没有回应银
行发给她的文件。银行从法院获得许可，可随
时收走并销售 Ellen 的房子。Ellen 面临着
被驱逐出自己房子的危险。Ellen 必须要向
最高法院提起诉讼，才能尝试让她继续住在
自己的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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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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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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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131 021 
www.humanservices.gov.au

http://www.seniorsrightsservice.org.au
http://www.ageingdisabilitycommission.nsw.gov.au
http://www.ageingdisabilitycommission.nsw.gov.au
http://www.humanservices.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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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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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自己无法决定，谁可以替您做决
定？
提前考虑，做好计划

您是（外）祖父母吗？
您的法律问题答疑

您的住宅和养老金
您需要知道的信息

为什么要订立遗嘱？
遗嘱订立指南 

与家人同住
确保您能保护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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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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订阅本手册，请在线访问：www.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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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
http://www.relayservice.gov.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