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來襲 各國民眾紛紛預立遺囑 安排家人未來生活
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簡稱新冠病毒）來勢洶洶，疫情急速橫掃全球，就連各國元首官員等亦難以倖免，
更遑論平民百姓，各國民眾因此紛紛搶著預立遺囑，預先安排家人未來生活。
在美國，面對新冠病毒，第一線的醫護人員最清楚，他們知道有人終會犧牲，於是紛紛交待了後事、立了遺囑。「我
死後，你可以再娶」、「如果我們都走了，孩子就託孤給他吧」…（參天下雜誌 2020 年 4 月 1 日報導「我們立了遺
囑」

與新冠病毒共處，醫護人員：我們都知道有人會犧牲）。

另外，隨著新冠病毒急劇蔓延，美國確診人數超越中國，成為全球最多的國家，美國人為了預防萬一，紛紛搶著立下
遺囑。據報導，過去幾個星期，網上提供立遺囑服務的用戶呈爆炸式增長。位於波士頓的 Gentreo 公司，一個星期內，
民眾填寫遺囑激增 143％，聖地牙哥的 Trust＆Will 用戶增加了 50％（參世界日報 2020 年 3 月 31 日報導「疫情籠
罩 網上立遺囑激增」）。不過，美國只有少數州承認電子或數位遺囑。
至於英國，新冠病毒疫情持續擴張，累計逾 6 萬人染疫，超過 7 千人死亡。不少英國人都擔心自己會受到感染，甚至
短時間內死亡，引發立遺囑潮，立遺囑人數及需求急增，但因英國實施封城令及社交距離，有民眾立遺囑遇上困難，
有律師和見證人索性隔著門窗做見證，故有律師提議立遺囑人可邀請鄰居幫忙見證，以合乎法律規定（參加拿大星島
日報 2020 年 4 月 9 日報導「英國疫情下立遺囑需求大增 律師為保持距離隔窗作見證」）。
另外，據英國衛報報導，因為按英國目前規定，有效遺囑必須由現場兩名見證人簽署，同時，證人必須為身分獨立且
與遺囑內容無關之人士。然而，在當前因應疫情而實施的社交距離規則下，尤其是那些在家或醫院隔離的民眾，幾乎
不可能按照規則立遺囑。英國法務部因此重新檢視英格蘭和威爾斯的立遺囑規則，檢討短暫放寬規定，減少證人數目，
或接受視訊見證的替代辦法（參聯合報 2020 年 4 月 1 日編譯「受疫情影響！英國考慮放寬立遺囑規定」）。
至於加拿大，迅速蔓延的新型冠狀病毒，同樣引發社會對遺囑的強烈需求。除了醫護人員家屬紛紛預立遺囑外，線上
預立遺囑服務更是忙不過來，而安大略省政府上周發布了一項緊急命令，允許通過視像會議簽署遺囑和授權委託書，
更消除了立遺囑的一大障礙（參加拿大星島日報 2020 年 4 月 13 日報導「懷雙胞胎 32 歲母親無奈立遺囑 疫境下新常
態？」）。

衷心建議：預立遺囑 及早做好 財富傳承管理規劃 預先安排 家族企業接班與傳承

新冠病毒確診病例持續攀升，已經造成全球逾一百八十萬人確診、十二萬人死亡。
面對著每天日益增加的確診與死亡病例，開始讓人感到生命的脆弱以及擔憂至親之人未來的生活。
似乎，唯有這個時候，人們才真正明白，縱有家財萬貫，人必有死，還可能是驟逝猝死，理應預先規劃、及早安排家
人未來的生活，才能及早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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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為了事先安頓好家人未來的生活，並避免子孫爭產，實在有必要預先規劃、及早安排！
尤其，在台灣，幾乎天天可見兄弟鬩牆、家族爭產的新聞，台灣首富王永慶台塑集團海外資產六千億爭奪戰（參鏡週
刊第 132 期 2019.4.10 報導「1 億官司擋 6 千億遺產分配 王文洋再槓李寶珠」）、海運大王張榮發長榮集團兄弟鬩牆
豪門爭產（參鏡週刊第 128 期 2019.3.13 報導「長榮集團內鬨掀訴訟大戰」），就不用提了。比八點檔連續劇劇情
還不可思議的情節，更是多到難以想像。
據報導，三重百億地王兩房爭產 死後停棺七年不下葬（參東森財經新聞 2019.10.23 報導「三重百億地王死後停棺七
年 爆發大房二房遺產喬不攏」）、美福集團家族爭產 弟槍殺兩兄長後自殺（參 TVBS 新聞 2015.11.5 報導「家族爭
產！兄弟鬩牆 美福集團弟槍殺兩兄長」）、三發地產董座被強關精神病院 10 天 淚控妻兒設局奪產（參鏡週刊第 177
期 2020.2.19 報導「被強關精神病院 10 天 三發董座淚控妻兒設局奪產」）... ... 凡此灑狗血的情節，真的直逼八點檔
連續劇！
王品集團創辦人戴勝益就是因為看到許多大企業家過世後子孫為了錢吵架，不願錢成為孩子的災難，因此從 10 年前
開始就立遺囑，還年年修改（參中時電子報 2016 年 11 月 25 日報導，
「不願錢成為孩子的災難」戴勝益年年改遺囑）。
戴勝益特別提醒：人生無常！提早準備遺囑，為最愛的人做好準備！在戴勝益眼裡，你永遠不知道人生的下一刻是什
麼，每個人都會變老，但面對每個當下，才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對的時間做對的事，接受生命的不可預測，他以王
品座右銘勉勵：「人生短暫，不能等待；實現理想，無可取代。」（參大人社團 2016 年 12 月 1 日報導，戴勝益：
人生無常！提早準備遺囑，為最愛的人做好準備）。
千金難買早知道，預先規劃、及早安排、及早安心！
跨境財富與家族企業接班或傳承五大誤會：誤會認為←實情則為：
1.沒有需要←法稅問題很複雜，當然有需要
2.時間尚早←猝死驟逝來不及，當然要及早
3.自己就懂←法稅議題很繁瑣，需要問專家
4.不用溝通←家族議題待溝通，需要人協助
5.不需規劃←諸事繁雜待規劃，需要靠專業
新冠肺炎疫情來勢汹 建議：及早做好財富傳承管理規劃 預先安排妥當
年齡較高 有慢性疾病者 為高危險群，無症狀就確診 沒藥醫就猝死；意外事故無徵兆 千金難買早知道
生有何歡 死又何懼，怕的只是 沒能預先規劃 及早安排，一家老小安頓 財富管理安排
跨境財富傳承 理應及早安排 預先規劃；安頓一家人，安排各子孫，圓滿守護家族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劇 建議：及早做好企業接班規劃 預先安排妥當
新冠肺炎致死率 WHO 上修至 3.4% 比流感嚴重...萬一不幸... 早知道如此... 就應該...意外事故無徵兆 千金難買早知道
人皆有死 家族企業必有交棒接班問題 需要面對，企業接班人的養成 至少需要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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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全慘遭頂新搶走 創辦人自承正是因交棒太遲！
乖乖易主外人入佔 歹戲重演 也正是因交棒太遲！
家族企業交棒接班 理應及早安排 預先規劃
及早安排接班 才能避免外攻內鬨 ，預先規劃交棒

才能順利典範轉移，早安排、早規劃、早安心

新冠肺炎突襲又突變 未來恐成季節性傳染病 建議：及早做好企業傳承規劃 預先安排妥當
突變機率高 傳播速度快 散播幅員廣，無徵兆就染病 無藥醫就猝死；意外事故無徵兆 千金難買早知道
世代終有交替 家族企業 必有傳承或終結問題 需要面對；企業永續傳承 牽連甚廣 並非指定接班即可處理
不僅涉及稅務與法律規劃，還更涉及企業策略管理，才有可能順利傳承
家族企業永續傳承 理應及早安排 預先規劃 及早安排終結
才能免生稅務問題；預先規劃傳承

才能順利永續傳承

早安排、早規劃、早安心

萬智環球家族傳承辦公室
客製化量身規劃

將會 根據 您的個別需求

為 您 量身訂做 幫 您量身打造

讓 您 安頓家人 安排接班 安心傳承

萬智環球家族辦公室
律師/會計師/企管 專業團隊 將提供 您繼承與遺囑、家族企業閉鎖公司規劃等法律諮詢、
稅務諮詢、遺囑代擬、遺囑見證、遺囑保管等配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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