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Consumer Action Guide      

即使你在目前沒有什麼特別的健康問題，但
是為自己將來的臨終遺願提前做計劃還是很
重要的，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已促使人們
警覺，並意識到應該在健康時，就預先為來
日生命終結時的相關事項做出重要決定。

這本指南詳述每個人在做遺產規劃時首先要
面對的幾個主要決定，解釋哪些文件和工具
可確保你的遺願在日後得以實現，並提供許
多相關資源以供你進一步學習瞭解求助，以
及採取下一步措施。 

你的健康保險以及遺體處理
所有成年人都應向自己的親人和醫療保健提
供者交待他們將來對疾病治療和遺體安排的
願望。能夠預先用書面形式表達個人意願和
指示可以幫家人避免日後可能面對的混亂、
衝突，以及在艱難時刻必需做決定的負擔。

應對COVID-19（新冠肺炎）  
遺產規劃：在不穩定時期的關鍵決策 

一份生前遺囑(living will)在日後可為你向他
人表明，如果你身受重傷、昏迷、失智或即
將死亡時，你自己不能做出或表達的那些想
要或不要接受的種種醫療決定。這份文件應
包括你對臨終特定維生系統的選擇意願，例
如是否使用胃管進食或呼吸輔助器等。

一份醫療授權書 (Power of attorney (POA) for 
health care, 又稱為health care proxy) 會在你
失能而無法為自己做出醫療決定時，指派你
預先選擇的“授權代理人”（以及一位候補
者），代表你做出醫護決定。

目前有許多州已將生前遺囑和醫療授權書合
併為一種形式，稱為advance directive（預先
制定醫護指示，也稱為預立醫囑）。

對於過世者遺體的處置方式稱為遺體處置
(disposition of remains)。通常，按照死者的
生前指示（例如是否捐贈器官，身後是否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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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或火化，以及骨灰究竟是要埋葬、存放或
撒在何處等等）都可以包含在個人的生前遺
囑或預先制定醫療指示中；否則，你仍然可
以分開寫下來。每個州對是否必須遵循個人
的書面意願有不同規定。在那些有保護個人
選擇權法律的州，是否執行書面意願仍將取
決於各種具體要求，例如該書面意願是否有
證人簽名，或是否被公證等。 

不論有無聘請律師，你都可以制定種種規劃
文件，但是它們必須符合你所在州的規定要
求，而且通常必須要有人見證或做公證（在
某些特定情況下，網上公證也會被認可）。
關鍵是你應確保向遺囑執行人提供這些或任
何其他遺產規劃文件，至少他們應知道文件
的存放處。

其他相關資訊:
The Mayo Clinic (生前遺囑/預立醫療指示概
述)：https://www.mayoclinic.org/healthy-lifestyle/consumer-health/
in-depth/living-wills/art-20046303

Nolo (與COVID-19新冠肺炎相關的遺產規劃
建議)：https://www.nolo.com/legal-encyclopedia/coronavirus-
preparation-now-is-the-time-to-make-a-living-will.html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各州特定的預立醫
療指示表格)：https://www.americanbar.org/content/dam/aba/
administrative/law_aging/2018-lnks-to-st-spcifc-advnc-drctv-frms.pdf

Funeral Consumers Alliance (各州的個人選擇
權法律概述)：https://funerals.org/?consumers=legal-right-
make-decisions-funeral

PREPARE (COVID-19新冠肺炎相關的多語遺
產規劃指南)：https://prepareforyourcare.org/covid-19

財產和所有物 
你生前最後的遺囑可以讓你控制當自己離世
後如何分配你的財產和所有物（那些不能因
死亡而直接轉移的資產；請見下文），同時
也可為孩子和寵物指定監護人。你在遺囑中
指定的遺囑執行人負責確保你的生前意願可
以實現，並且所留資產將按照遺囑的指示進
行分配。如果你在沒有遺囑的情況下死亡(無
遺囑)，則由法院(根據州法律)為你做決定。
通過遺囑分配資產稱為遺囑認證(probate)；
這個過程可能要長達好幾個月(甚至數年)。

如果你在帳戶或保險單上指定一個或幾個受
益人，有些資產（例如銀行帳戶、退休金、
經紀帳戶和其他投資戶口，以及人壽保險收
益等）可以在你去世後直接轉移給受益人，
而無需經過法院的遺囑認證。這點很重要，
尤其是當遺囑在被法院認證期間，過世者之
繼承人可能急需使用遺產里的錢支付賬單和
喪葬費。對於這類指定受益人的資產(多數又
被稱為過世後兌現, payable-on-death或trans-
fer-on-death)，通常會取代(優先於)遺囑，因
此定期重新查核你所挑選的受益人非常重
要，尤其是在生活有重大變化時，例如再
婚、離婚，或有一位受益人過世等等。

在個人一生中與他人所共同擁有的財產(例如
你的房屋、出租物業、銀行帳戶和投資等)可
以用所有權(titles)名義在個人去世後就直接
轉移給共同所有者，即該資產或財產是屬於
合法擁有的。你應該使用的這些所有權抬頭
(community property with right of survivor-
ship, joint tenancy with right of survivorship, 
或是 tenancy by the entirety），具體選用哪
個抬頭，則取決於你的遺產和稅務計劃目
標、財產或資產的類型，以及你居住州的州
法。所以在重要的生活變化期間，的確有必
要重新查核個人財產所有權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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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一個可以撤銷的生前信托(living trust)，
不論是你在世或去世後，這也是能做財產分
配的另一種方式。它通常可以避免法院遺囑
認證和節省稅款，同時也具有一些其他優點
（例如，當你無能為力時，可授權一位托管
人為你的利益管理資產）。由於設立一個信
托的成本可能很高，因此值得去搜尋有無其
他也能夠達成某些相同目標的方式，例如預
先指定受益人和授予所有權等。

一份強化法律授權書 (durable power of attorney)，
將授權某人代表你做財務和法律決定，你應
該確保自己所委託處理重要財務和法律事務
的人是你所選擇的，而非由法院任命的人 (法
定監護)。在你仍然健康的情況下設立此種授
權書是很重要的，因為只有當你還具備能力
（思想健全）的情況下設立這種授權書才有
效。

其他相關資訊：
Nolo (如何預立遺囑)：https://www.nolo.com/legal-
encyclopedia/how-write-will.html

ElderLawAnswers (有關Payable on Death 和
Transfer on Death 過世後直接轉移的帳戶)
https://www.elderlawanswers.com/passing-on-assets-outside-of-
probate-pods-and-tods-15137 

Nolo (共同擁有權)：https://www.nolo.com/legal-
encyclopedia/avoid-probate-with-joint-ownership-30125.html 

Investopedia (設立信託概觀及其優缺點)： 
https://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pf/06/revocablelivingtrust.asp 

Investopedia (有關法律授權書細節詳情)： 
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p/powerofattorney.asp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遺產規劃資訊鏈接
以及常見問題答案)：https://www.americanbar.org/groups/
real_property_trust_estate/resources/estate_planning/ 

有關聘請律師的相關資源，請參閱下文 “法律
協助”章節。

個人的數據資產
當今幾乎全國各州都已經開始實施一項專門
監管數據網上資產運作的法令（例如你在網
上的各類戶口和行動應用程式，包括銀行帳

戶、電郵、社交網站戶口、分享的視頻和照
片、音樂、遊戲、個人網站、博客帳戶以及
加密貨幣金融等等）。但是，這些法令準則
可能未必符合你自己的意願，即使法律允
許，如果沒有每個帳戶之登錄信息，想進入
這些帳戶可能會非常耗時費神，這對你的繼
承人將是一個負擔。 

制定一個數據遺產計劃可讓你決定將來誰 
（如果有的話）會被授權進入每個帳戶，並
確保所有需要在你去世後進入你的帳戶（例
如支付帳單）的授權者已獲得你帳戶的登錄
信息。許多公司和組織均提供如何管理數據
資產的指南、表格和網上工具（包括指定一
位“數據資產遺囑執行者”，提供帳戶明細，
準備網上登錄信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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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消費者行動
www.consumer-action.org 

消費者行動通過多語消費教育資料、社區
外展服務和焦點問題代言，維護全國弱勢
社群消費者在市場經濟中的權益，並協助
他們提升經濟能力。

消費者建議和轉介熱線： 消費者可至我們
的網站提繳投訴 https://complaints.consumer-action.org/
forms/english-form 或致電415-777-9635（我們用
中文、英文和西班牙文免費提供諮詢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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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資訊：
Financial Times (數據遺產規劃解說)：https://
www.ft.com/content/8ed79406-06f3-11ea-9afa-d9e2401fa7ca

Everplans (各個州的數據遺產規劃法律)： 
https://www.everplans.com/articles/state-by-state-digital-estate-plan-
ning-laws

Digital Legacy Association (數據遺產規劃指
引)：https://digitallegacyassociation.org/

Consumer Action (消費者行動新聞報提供了
數據遺產規劃詳述)：https://www.consumer-action.org/
news/articles/digital_estate_planning_spring_2015

法律協助
雖然有些遺產規劃事務可以在不請律師的情
況下相對容易就可以完成，但有些其他的事
務則比較複雜(例如設立信托)，因為萬一處理
不當，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後果。而遺產專業
律師還可以提供有價值的指導和建議（例
如，繼承人如何可以減少或避免遺產稅）。
遺產規劃的費用可多可少，差別在於你是否
聘用律師、你所居住的州以及你的遺產是否
複雜。如果你需要聘用律師，務請確認該律
師對你所在州的遺產法和信托法有豐富經
驗。

如果你的收入一般，請至美國律師協會的廉
價法律服務網頁 (https://www.americanbar.org/groups/
delivery_legal_services/resources/programs_to_help_those_with_
moderate_income/) 查尋你本州的法律援助資源。
從法律援助LawHelp網站 (https://www.lawhelp.org/) 你
也可以尋求免費(無償)援助，或按收入比例調
整收費的法律協助。

軍人服務站Military OneSource，由國防部贊
助，專門為軍人、眷屬、家庭及遺屬提供各
類協助資源，也包括法律服務。請至其網站
的遺產規劃網頁(https://www.militaryonesource.mil/financial-
legal/legal/estate-planning/estate-planning) 瞭解更多詳情。 

其他相關資訊：
Forbes (尋找遺產規劃服務)：https://www.forbes.com/
sites/nextavenue/2019/09/11/how-to-find-a-good-estate-
planner/#71053f9e2541

Nolo (有關遺產規劃服務費用)：https://www.nolo.
com/legal-encyclopedia/the-cost-of-estate-planning-how-much-will-
you-pay.html 

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ABA) 
(可用其網上工具查尋各州的律師協會以及律
師服務)：https://www.americanbar.org/groups/legal_services/
flh-home/flh-bar-directories-and-lawyer-finders/

這本指南是由Consumer Action消費者行動之
COVID-19新冠肺炎社區教育方案編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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