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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終老護身符 



生、老、病、死 
 

是人生必經階段 
 



長者對死亡的期望 

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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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醫學 
改變了死亡 

在現代醫藥不斷提供新科技與
治療方法的同時, 醫療以及護
理的決定, 已演變成為一件很
艱難與複雜的任務。 
 



香港人口急轉老化 



死亡前多要經歷 



長者臨終時承受著 





醫學的目標 
預防 
  治療 
   延長生命 
    增進生活品質 



治愈疾病只是有些時候可

以辦到，減輕痛苦是很多

時候都可以辦到，而盡力

安慰卻是常常可以辦到的 



晚晴關顧並非是「放棄」或
「停止所有照顧」，相反它
是以科學知識為基礎，務求
增進病人的舒適和提高病人
的生活素質。 

                                                  

晚程關顧 (Care at End-of- Life ) 



全面照顧 

• 靈性關懷 
坦然面對 

• 積極情緒 
正面人生 

• 社交支持 
全面照顧 

• 緩痛護理 
紓解不適 

身 社 

靈 心 



晚程關顧的理念 
如果疾病無法治療，已達末期階段，死亡不可
避免，則醫療目標從「治癒」轉為關顧。 
 
醫護人員，以病人的家庭為單位，共同商討撰
擇個別性的治療、照顧計畫 

 
目的不在延長病人的瀕死期，而在提升病人的
生活品質，使病患平安、尊嚴的活好人生最後
一程，以達善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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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末段有選擇 
〔預設照顧計劃〕 

 
 
 

長者終老護身符 



什麼是預設照顧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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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溝通的過程後 

患有嚴重疾病的病人、家人、醫護人員一
起透過溝通 

考慮病人的價值觀和意願，治療的利與弊 

來確立當日後病人病危不能自決時的治療
照顧計劃 

這包括對治療的取向，以及是否不接受
「心肺復甦術」或其他維持生命治療 



甚麽是「心肺復甦術」 

心肺復甦術是指對瀕死或無生命徵
象的病人，進行例如體外按壓心臟、
插入氣管導管、注射急救藥物、電
擊心臟、心臟人工調頻、人工呼吸
或其他緊急救治。 



維持生命治療 (簡稱維生治療) 

維生治療指任何有可能延遲病人死亡的治
療 

例如 
使用心肺復甦法、人工輔助呼吸、血液製
品、心臟起搏器及血管增壓素、 

為特定疾病而設的專門治療（例如化學治
療或透析治療） 

在感染可能致命的疾病時給予抗生素 
人工營養以及導管餵飼食物和水份 



為死亡作準備 

「預設照顧計劃」 
 

病人、醫療服務提供者、病人家屬及其他有
關人士的一個溝通過程，商討當病人不能作
出決定時，對病人提供適當治療照顧方式 

 
除了臨終治療照顧計劃外，可包括死後的安
排，如身後事、器官捐贈… 



為何要 

預設照顧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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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時「心肺復甦術」並不合適？ 

心肺復甦術是一種入侵性治療，其成效受
眾多因素影響。 

對於患有嚴重疾病的病人，如末期癌病、
晚期器官衰竭等，心肺復甦術的成功率很
低，有效康復的機會極微。 

在瀕死病人身上施予無效用的入侵性治療，
只會延長死亡的過程和帶來不必要的創傷
和痛苦。在這情况下，紓緩性的治療會更
適切。 



接纳死亡 

勉強延長死亡的過程只會令病者痛
苦 

選擇接受命運的安排，不等於放棄
自己，只代表你選擇接受死亡乃生
命的一部份 

免除某些無效但痛苦的治療，容許
死亡在自然的情況下發生 
 



人生末段有得選擇 

面對臨終期的抉擇，有人想用人工方法維持
身體機能的運作，就算要承受痛苦也想活下
去。 

有人卻表明不想承受無效用治療所帶來的痛
苦，而希望疾病的痛楚得以紓緩。 

如果當事人無預先表明意願，當他陷入神智
不清時，那就要家人與醫護人員為他作出困
難的抉擇，自己已無法選擇。 



預設照顧計劃、價值原則的考慮 

自主權： 任何人均有權操控自已的命運，為
自已的生命作安排。 

知情權： 醫護人員應該為精神上可作決定的
病人提供充足醫療資訊，病人可以按個人意
願接受或拒絕接受有關治療。 

病人最佳利益 
狹義：只從醫療角度考慮 
廣義：亦要考慮病人的信仰和價值觀、親
人和照願者的意見 



家庭價值：病人不是一個孤立的個體。死亡
過程是病人和關懷他的人一起共同渡過的過
程。 

生命價值：與生命質素有關嗎？是否需要與
死亡戰鬥至最後一刻？ 

預設照顧計劃、價值原則的考慮 



如何預設照顧計劃？ 



預設照顧計劃 

過程考慮因素** 
治療的成效、風險及負擔 

病人對治療的取向 
病人對生命的價值觀 
病人與家人取向及祈望 
病人與家人的關係及資源 

以往的醫療經歷 
** 可能隨著時間改變，當事人需定期檢視 



預定醫療照顧計劃: 

醫護人員扮演什麼角色? 

要確保病人可以適當地運用自主
權，醫護首先要為病人提供足夠、

合適、及基於實証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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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照顧計劃:醫護的角色 

治療的所得 
 

治療的負擔 
亦包括 
 疾病的負擔 
 徵狀的負擔 
 照顧者的負擔 

疾病及治療的預後 
 性命的長短 
 生命的質量 

有什麽適切的選擇？ 



「預設醫療指示」？ 
  

預設醫療指示這個概念，建基於人人在知情

的情況下，都有權自行作出醫療決定。澳洲、

加拿大、英國、台灣、新加坡及美國等，早

已引入這個概念。相對而言，本港目前並沒

有法例或案例訂明預設醫療指示的法律地位，

香港人對這個概念也比較陌生。 



甚麼是「預設醫療指示」？ 

 
 「預設醫療指示」是一份文件，病患者、家人和醫
護人員通過商討後選擇在病患者自然離世時不作某
些「維持生命治療」的醫療指示，讓病患者安詳離
世。 

 「預設醫療指示」表格必須由病人、註冊醫生及見
證人簽署，兩名見證人均不得在預設醫療指示作出
者的遺產中有任何權益。 

 「預設醫療指示」是在病人喪失自決能力時才能生
效， 醫生會根據及尊重有效的「預設醫療指示」來
提供治療。 
 



「預設醫療指示」功能？ 

 預設指示有多重功能 

第一，幫助病人自決醫療方式； 
 
第二，免除了病人的家人在病人生死徘徊之際，還
要作出決擇而受壓； 

 
第三，幫助醫護人員作出困難決定，例如當病人須
依靠機器維持生命之時，醫護人員應該無止境的繼
續提供那些機器，抑或在某階段撤除之。  

 



誰應訂定預設醫療指示？ 

年滿18 歲 
在精神上有能力為自己臨終治
療護理作決定 

患有嚴重病患或末期病人 



訂立預設醫療指示的困難 

醫生/病人很難啟齒討論生命末期的事情 

醫生/病人不知什麼時候適合討論預前指示 

醫生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病人討論 

病人缺乏醫療知識，或不能想像生命末期的
事情，不能作出預前指示 

病人誤解，認為作出預前指示後，便不會得
到適當的治療 



何時才啟動預設醫療指示 

 

醫生判斷病人
精神狀態冇能
力為自己作決
定 

病情到了末期 
不可逆轉的昏迷 
持續植物人狀況 

+ 



撤銷預設醫療指示 

書面方式 
口頭方式 
一名見證人，可以是醫生 



要明白 

預設醫療指示不可能涵蓋所有情況 
 

 “不同意接受任何維持生命治療” 的決
定不一定適合所有情況 
 

並非因年長便應該選擇 “不同意接受任
何維持生命治療” 







預設醫療指示及相關的表格 





 



 



 



 



 

註：預設醫療指示中 
“維持生命治療” 指任何有可能延遲病人死亡的治療，例子包括使用心肺
復甦法、人工輔助呼吸、血液製品、心臟起搏器及血管增壓素、為特定疾
病而設的專門治療（例如化學治療或透析治療）、在感染可能致命的疾病
時給予抗生素、以及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透過導管餵飼食物和水份) 。 



 
在適用的方格內加上剔號，在方
格旁邊簡簽，並在任何不希望適
用於自己的部分劃上橫線。 

 

 透過導管餵飼食物----------------------
---------------------------------------------- 

 



 



 



 



 



預設醫療指示表格強調 

不會執行安樂死 

不會依循非法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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