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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规划，未雨绸缪

如果您不能自己做决
定，那么该由谁来为

您做决定？

老年人法律问题

Simplified ChineseWho will decide for you if you can’t decide for you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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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自己的决定
我们想当然的认为，对于各类会对自身生
活造成影响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可以由自
己来决定。对于更为复杂的决定，我们也许
会征求别人的意见，但是否采纳也由我们
自己来决定。 

法律假定成年人有“能力”独立做出决定，
一直到丧失该能力。此“能力”是指您在做
决定时，您能够： 
	■ 了解涉及的相关事实
	■ 理解拥有哪些主要选择
	■ 权衡这些选择的结果
	■ 理解这些结果对您的影响，以及
	■ 表达您的决定

您必须有能力做出下列决定：
	■ 订立遗嘱

	■ 购买或出售房产
	■ 办理贷款
	■ 金钱投资
	■ 制作委托书或指定一名持久监护人，或
	■ 签订合同

如果您没有能力做出此类的决定，那么就
失去了法律约束力。

您可能失去自行做出决定的能
力
您做决定的能力会受疾病、伤痛或年龄的
影响。您可能会丧失全面或部分做决定的
能力，亦即您可能会丧失做任何决策的能
力，或可能只是不能做出较为复杂的决定。
这种能力丧失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永
久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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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丧失能力，谁将替我做
决定？
这取决于您是否已经提前作好规划。您可
以提前决定，在自己无法再自行做出决定
时，将由谁来替您做决定。

如果您没有提前计划而又丧失了能力，到时
候再来选择决策人就为时太晚了。您将不
能控制由谁来为您做决定。

我该如何提前计划，好让别人
来替我做决定？
法律把决定分为两类：财务决定和生活方
式决定。 

财务决定包括处理银行帐户、转移款项、 
支付帐单、买卖股票或房产。

生活方式决定是关于您应该在哪里居住，
应该得到什么服务或您可能需要什么样的
医疗和牙科治疗。

在新南威尔士州有两个专门的文件，您可以
用来指定其他人以后为您做出此类决定。

我该如何指定一个财务决策人？
要指定财务决策人，您可以填写一份名为 

“委托书”的法律表格。您可以决定赋予您
的指定人士（您的法定代理人）哪些管理
您的资产和财政事务的权利。
有两种类型的委托书：
	■ 一般性委托书通常适用于一段特定时间 
（例如，如果您想出国旅行或要住院，需

要其他人为您短期打理事务）或某一特
定目的（例如帮您销售房产）。一旦您丧
失能力，这种类型的委托书也即失效。

	■ 永久性委托书，如果您要授权别人在您
丧失做决定的能力之后替您做决定，您
应该使用这种委托书。这种委托书中包
括一个条款，说明在您丧失能力之后该
委托书依然有效。您可以决定是否让委
托书立即生效，还是在您丧失能力之后
再生效。

我该如何指定一个生活方式决
策人？
您可以指定一个永久性监护人，来替您做
出生活方式决定。您需要填写一份“永久性
监护人委托”表格来进行指定。您可以决定
赋予您的永久性监护人什么样的权利或职
能。

关于指定决策人，我还需要了
解什么？
您应该在律师的帮助下来完成永久性委托
书和永久性监护人委托表格，律师还可以
为您提供详细建议，让您了解您有哪些选
择，该赋予代理人和监护人什么权利，以及
做出这些委托的法律后果。

在指定代理人或永久性监护人之前，您应
该先与想要指定的人士沟通交流，以确保
他们愿意并有能力担当这一责任。

两份文件都必须由一名初级律师、大律
师、本地法庭登记官、新南威尔士州受
托人与监护人机构 (NSW Trustee and 
Guardian) 雇员或具备资格的海外律师见
证。见证人还必须签署一份证书，声明他们
已经向您解释了该文件的法律效力且您已
理解此等文件的效力。（持证房产过户律师
和受托公司雇员也可以见证一份永久性委
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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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代理人或监护人必须签署委托表格才
能接受委托。如果您是指定一位永久性监
护人，您的监护人的签名必须由上述人士之
一见证。您的代理人或监护人可以与您一起
签署委托表格，也可以在另一时间及地点
签署表格。

法定代理人代表您行事的权力将从其签署
委托表格起开始生效。然而，如果您只希望
您的代理人在您丧失自行做出决定的能力
之后才能开始履行为您做决定的权力，您
应与您的律师商谈。这两种文件在您过世
后即会失效，而任何您订立的遗嘱则将从
此时开始生效。

谁可以做出有关我治疗的决定？
按照法律规定，任何医生建议的治疗都必
须先获得病人的同意。如果医生无法取得
您的同意，那么医生需要得到其他“负责
人”的同意。

按照优先顺序，“负责人”是：
	■ 您的永久性监护人，如果您已经指定
	■  您最近或同居的配偶，包括同性伴侣
	■ 目前无偿照顾您的人，或是
	■ 和您个人关系紧密的亲戚或朋友。

如果您指定了永久性监护人，那么如果您不
能自行表示同意，他们将决定您接受什么
医疗或牙科治疗。

您可以准备一份“医疗照护事前指示”， 
有时也叫做生命意愿书，来记录您在今后
想要或不想要接受的治疗要求（交给您的
永久性监护人，如果没有指定的话则交给可
能的“负责人”）。只有在您无法自行表示
是否同意接受治疗时才会使用该指示。

例如，您可以声明，如果您所患疾病没有治
愈的可能，您不同意使用维持生命的措施，
比如心肺复苏、辅助通气或人工喂食或进

水。 制定医疗照护事前指示没有专门的表
格。您应该和您的医生讨论您的医疗照护
事前指示。这份指示还应该时常更新，因为
如果在需要的时候，这份指示拟定的时间
已经过久，那么可能就要怀疑是否还能代
表您的愿望。而且，治疗方式也可能改变。
这份指示应该签名并有人见证其签署。

这份医疗照护事前指示应该交给最可能被
要求替您表示同意的人。此人应该了解您
的意愿，同时也拥有这份医疗照护事前指
示的副本。

我该选择谁来做我的决策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您决定：
	■ 您是否要指定一个决策人
	■ 您要指定谁
	■ 您赋予该人哪些权力或职能，以及
	■ 应采取哪些限制措施。

对于任何对您施加压力、想要成为您的代
理人的人，您不能受其影响。您应该在指
定决策人之前先获得独立的法律建议。 
如果某个家庭成员或其他人把您带到他们
自己的律师那里来准备委托书，您应该坚
持与律师单独私下交谈。律师应该直接与 
您接触，而不是通过其他人。

对于您和您指定的代理人或永久性监护
人，你们之间的关系基础是信任。您赋予了
他们很多权利来控制您的生活和您的经济
事务。您指定的人不能仅仅是您相信会为
您做出正确选择的人，还应该是有意愿和
能力来接手这一重要工作的人。

您可以指定不止一人作为您的决策人。如果
您这样做，您可以指定他们必须一起做决定

（共同）或单独做决定（分别）。如果您指
定不止一人，您应该确定他们能顺利合作，
并能就最符合您利益的决策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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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认识的人都不适合被指定为您的
财务决策人，您可以指定新南威尔士州受
托人与监护人机构 (NSW Trustee and 
Guardian) 作为您的代理人。他们将收取
固定费用来帮您制定委托书，除非您领取 
Centrelink 的全额养老补助。如果他们必
须担当您的代理人，他们将对所提供的服
务收费。

您还可以指定新南威尔士州受托人与监护
人机构 (NSW Trustee and Guardian) 作
为您的替补代理人。这意味着如果您指定
的代理人不愿意或不能起作用，新南威尔
士州受托人与监护人机构 (NSW Trustee 
and Guardian) 将接手为您做决定。

我该如何确保我的决策人会为
我做出正确的决定？
代理人和永久性监护人必须做出最符合您
的利益的决定。然而，他们的日常行动无人
监督，因而不能确保他们是否为您做出最
佳决定。在您依然具备做决定的能力时， 
如果对您的代理人能否为您做出正确决定
失去信心，您可以撤销（取消）委托书。 
然而，如果您丧失能力而代理人又滥用其
权利（例如，如果他们利用代理人的权利谋
取您的钱财或资产），其他关心您利益的人
就需要采取行动。如果他们相信或察觉到，
您的代理人没有为您争取最好的利益，他
们可以向新南威尔士州民事与行政裁判庭 
(NSW Civil and Administrative Tribunal, 
NCAT) 申请监督该代理人的行为，或者撤
销其代理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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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谁来决定我是否丧失做决定
的能力？
您指定的决策人可以决定您是否丧失能
力，也可以由与您接触的律师、医生或社工
来确定您是否有能力做出特定决定。

如果您或其他人不同意对您能力的评定，
那么将可能必须由新南威尔士州民事与
行政裁判庭 (NCAT) 的监护权法庭来裁
定。NCAT 将需要一份符合资格的医生的
报告，来协助做出决定。

如果我没有提前计划而又丧失
了能力，会发生什么？
家庭成员可以为您做一些非正式性的决
定，尤其是生活作息上的决定。但如果您丧
失了管理自身财务的能力，那么大部分财务
决定将需要委托书。

没有委托书，您的家人可能无法查看您的
银行帐户来支付帐单。如果您的房子需要
出售，来供您搬入养老院或其它更合适的
地方安养，只有持有您委托书的人士才有

法律权力来出售您的房子。如果家庭成员
对替您做出什么决定以及由谁来做出决定
存在争议，这也会是个问题。

如果您没有提前指定决策人，将无人有权
为您做出决定或解决家庭成员间的纷争。

如果您没有指定代理人或监护人但又需要
一名，只有新南威尔士州民事与行政裁判
庭 (NCAT) 的监护权法庭或最高法院能
指定某人来为您做决定。这样做会比较耗
时，压力巨大。关心您福祉的一位家庭成员
或其他人士必须请求 NCAT 指定某人作为
您的财务管理人和/或监护人。NCAT 将要
求您参与此案的听证审理。NCAT 必须倾
听您的愿望，但如果法庭认为您的愿望不
符合您的最佳利益，也可以选择忽略。

NCAT 可以决定指定谁作为您的决策人。
如果家庭成员间有争议，NCAT 可以指定
一位政府工作人员作为您的财务管理人 

（新南威尔士州受托人与监护人机
构，NSW Trustee and Guardian）或监
护人（新南威尔士州公共监护人，NSW 
Public Guar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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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实的故事
Rose 被诊断患有早期老年痴呆症。她想要
确保在病情恶化、不能再为自己做决定时，
能有她可以信任的人来为她做决定。

她深爱她的两个孩子，但想让她的儿子为她
做决定。她知道她的大女儿认为她应该把
房子卖了，搬到养老院去。Rose 不想这么
做。她听到过儿子和女儿为此事争吵。

Rose 还借给她女儿很大一笔钱，她的女儿
至今还没有归还。她觉得，在她不能自行管
理财务时让儿子接管会更有安全感。

Rose 找了一位律师，这位律师确定了尽管
她有早期老年痴呆症，但依然有能力理解
需要准备的文件。他帮助她准备了一份永久
性委托书，并指定了永久性监护人，授权她
儿子在她失去能力时成为她的决策人。这
位律师同时还更新了 Rose 的遗嘱。 

我可以从哪里获得法律帮助？
老年人权益服务 
(Seniors Rights Service)
为老年人提供一系列法律领域的免费法律建
议和协助。
电话：1800 424 079 
www.seniorsrightsservice.org.au

LawAccess NSW
通过电话免费提供法律信息、建议和其他服务
的转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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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律师和其他可提供帮助的机构。 
电话：1300 888 529 
www.lawaccess.nsw.gov.au

新南威尔士州民事与行政裁判庭  
(NSW Civil and Administrative Tribunal, 
NCAT)
如需更多有关永久性委托书和永久性监护人的
信息，请致电新南威尔士州民事与行政裁判庭 
(NCAT) 的监护权法庭。 
电话：1300 006 228 
www.ncat.nsw.gov.au

新南威尔士州受托人与监护人机构  
(NSW Trustee and Guardian)
可以作为独立和中立的遗嘱执行人、管理者、
代理人和受托人。 
电话：1300 364 103 
www.tag.nsw.gov.au

老年人和残障人士受虐待求助热线  
(Ageing and Disability Abuse Helpline)
向经历、目睹或怀疑社区中有老年人受到虐待
的人士提供严格保密的信息、支持和转介服务。 
电话：1800 628 221 
www.ageingdisabilitycommission.nsw.gov.au

http://www.seniorsrightsservice.org.au
http://www.lawaccess.nsw.gov.au
http://www.ncat.nsw.gov.au
http://www.tag.nsw.gov.au
http://www.ageingdisabilitycommission.nsw.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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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获取的其它资料手册：

成年子女仍住在家中
如果您想让他们搬走，该怎么做？

他们想让我搬走
在您伴侣过世后继续留在您的住宅中

您是否正遭受暴力或被虐待？
您可以停止这一切

您的家和养老金
您需要知道的信息

您是否已经成为祖父母？
回答您的法律问题

为何需要订立遗嘱？
遗嘱订立指南

在经济上帮助您的家人？
了解存在的风险

搬去和家人同住？
确保您的利益受到保护

本资料手册仅作为法律的通用指南。它不应被视作法律建议，我们建议您就您的具体情况咨询律师。
所载信息在印刷当时正确无误，但可能会有所变化。如需更多帮助，请联系 LawAccess NSW， 
电话号码：1300 888 529。
This publication is available in Arabic, English, Sim Chinese and Vietnam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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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订购资料手册，请至网址：www.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
在社交媒体上找到我们： 

您在联系我们时需要沟通帮助？
如果您需要口译员，请拨打 131 450（早 9 点至晚 5 点）致电翻译和口译服务（全国 TIS 服
务），并要求联系 LawAccess NSW。

您的听力或语言能力受损？
如果您有听力或言语障碍，可拨打 133 677 致电全国中继服务 (National Relay Service, 
NRS) 并要求联系 LawAccess NSW，或访问  www.relayservice.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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