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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三寶

一寶— 平安紙 Will 

(送贈財產的禮物給予指定的人/機構)

二寶— 持久授權書 Enduring Power of Attorney (EPA) 

當自己失去精神行為能力時，保障可動用自己的資產

三寶—預設醫療指示 Advance Directive (AD)

當自己失去精神行為能力時，保障可按自己的意願拒絕

某些維持生命治療



真實故事

• 已屆九十高齡世伯，健康情況本已毛病多多，

一次因突發不適，住了私家醫院的深切治療部，
用了HK$2,000,000

• 不但沒有甦醒，家人更因為見他插滿喉管，
很辛苦，而感不安和歉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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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說：

「我唔怕死，最怕死得辛苦。」

不少長者因為沒有交待自己的意願，到突然昏迷不醒時，
家人六神無主，加上不捨，往往延長了不必要的痛苦

醫學發展雖一日千里，死亡，其實沒想像般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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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大事

誰人話事？



Video Sharing 

https://www.ioa.cuhk.edu.hk/en-gb/casebook/cases/case-2

7:09-8:48
10:54-12:12

https://www.ioa.cuhk.edu.hk/en-gb/casebook/cases/case-2


用盡所有方法
去維持生命 ? 

當沒有心跳、呼吸，醫護人員可能會
為病人施行

https://youtu.be/JV0VRJHrVeQ


自己話事，自己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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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醫療指示
Advance Directive (AD)

「預設醫療指示」訂立者須年滿18歲，

具精神自主能力為自己的醫療照顧作決定。

訂立者通常患有嚴重疾病，決定當病情

持續惡化且無法逆轉時，在特定情況下

拒絕接受哪些「維持生命治療」。

通常用書面方式記錄下來，具法律效力。

當訂立者喪失自決能力時，此指示才會生效。



https://www.ha.org.hk/h
aho/ho/psrm/ADformChi
1.pdf

https://www.ha.org.hk/haho/ho/psrm/ADformChi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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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到了末期，或

處於持續植物人狀況 或不可逆轉的昏迷，或

有其他特定的晚期不可逆轉的生存受限疾病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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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執行安樂死，亦
不會依循非法指示



根據香港註冊醫生專業守則，

安樂死 (Euthanasia) 是指

“直接並有意地使一個人死去，

作為提供的醫療護理的一部分”

香港醫學委員會



註：在此指示中——
“病情到了末期”指患有
嚴重、持續惡化及不可逆轉的疾病，而且對
針對病源的治療毫無反應，預期壽命短暫，
僅得數日、數星期或數月的生命；至於施行維持
生命治療的作用，只在於遲死亡一刻的來臨；及
維持生命治療

(A) 病情到了末期



維持生命治療

有可能延遲病人死亡一刻的來臨，包括：
•心肺復甦法

•人工輔助呼吸

•血液製品

•心臟起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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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生素

•以及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指透過導管餵飼食物和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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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復蘇法
維持生命治療



人工輔助呼吸

維持生命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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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復甦法

醫管局臨床倫理委員會（2019）。《「預設照顧計劃」?「預設醫療指示」? 不作「心肺復甦術」? 病人、家屬知多些!》。取自
https://www.ha.org.hk/haho/ho/psrm/Public_education1.pdf

自動心肺復甦機

維持生命治療

https://www.ha.org.hk/haho/ho/psrm/Public_education1.pdf


鼻胃管餵飼

胃喉就是一條從鼻孔經食道入胃的管子，

方便餵液體食物

醫管局臨床倫理委員會（2019）。《「預設照顧計劃」?「預設醫療指示」? 不作「心肺復甦術」? 
病人、家屬知多些!》。取自https://www.ha.org.hk/haho/ho/psrm/Public_education1.pdf

維持生命治療

https://www.ha.org.hk/haho/ho/psrm/Public_education1.pdf


必須由兩名見證人見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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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名見證人必須是醫生

第二名見證人

個人在作出預設醫療指示時，建議有家人陪同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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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撤銷本人以前曾就是自己的醫護及治療作出的
所有預設醫療指示 (如有的話)，並自願作出下述

預設醫療指示。



談生說死的溝通藝術 - 講甚麼 What

自己先思量：

•維持生命治療的意願

•事務上的安排

•生命最後日子在那裏度過

•殮葬的心思…

記錄下來，經初步整理，看看是否可行。

靜待時機與合適的人交待。

講呢啲
……



談生說死的溝通藝術 - 幾時講 When

掌握好的時機已成功了一半

Timing 

甚麼是好時機？



談生說死的溝通藝術 - 幾時講 When

• 「有乜留番拜山講」

• 出席葬禮時

• 親朋病重、社會名人離世、

新聞報導意外事件…



談生說死的溝通藝術 - 幾時講 When

表達自己在病情嚴重時，

• 怕？

• 擔心？

• 想？

• 意願…

總之抱試試無妨的心態



談生說死的溝通藝術 - 跟誰講 Who

親疏厚薄：

• 人倫

• 關係

• 情感的親疏遠近



談生說死的溝通藝術 - 跟誰講 Who

什麼人適合？



談生說死的溝通藝術 - 跟誰講 Who

成熟穩重、可信靠、誠實、可開心見誠交流和
願意幫忙。

理想做法：

•講的信息要一致

•盡量多些人知，透明度高，依照規矩，合情合理

這可以減少不必要的麻煩和閒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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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生說死的溝通藝術 - 如何講 How

有準備後，

可在嚴肅、煞有介事 / 輕鬆自在

的氛圍下，講出自己的意願



談生說死的溝通藝術 - 如何講 How

供參考：

•家人一起聚會

「我都一把年紀了，有乜事都講唔埋。為咗唔想大家難做，

做嘅又未必係我心意，趁呢個機會同大家講清楚。」

•叫齊家人到來，分配了首飾，千叮嚀萬囑咐。

•不經意的情境下交待。例如出行，在執拾行李時



談生說死的溝通藝術 - 如何講 How

若家人一聽，隨即表明不想聽。

也不打緊，自己的意願也傳達了一部分。

為自己打圓場說：

「唔怕一萬，只怕萬一。

怕你哋到時難做。我講咗好過無講。」

具備鍥而不捨的精神



談生說死的溝通藝術 - 如何講 How

若家人百無禁忌，可分享自己的意願，包括：

•醫療決定

•醫療費用和可承擔的能力

•自己或家人未了之事

•財產分配…



談生說死的溝通藝術 - 如何講 How

有些安排較為敏感，可個別叮囑。

可分兩至三次，甚至幾次反複說。

有不同意的，有需要澄清、

請教或了解資源是否可配合。

透過討論，可有更好的決定和做法。



談生說死的溝通藝術 - 如何講 How

有研究指華人社會與西方文化不一樣，

華人傾向以家庭為中心的考慮，

當事人重視家人的想法、意見，

甚至做法對他們的影響。

與家人有商有量，有充分的討論是非常重要的。



你表否同意：

• 「我哋信耶穌嘅，上帝會安排嘅。」

• 「聽天尤命。」

• 「死咪死囉，邊諗得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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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 of Ms. Hu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jeSEMF1L-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jeSEMF1L-c


「預設照顧計劃」
Advance Care Planning

指病患者在仍有決定

能力時，事先與家人

及醫護人員表明假若

日後病情惡化至無法

逆轉而自己又失去決

定能力後，所希望接

受的醫療照顧方式的

計劃過程。

自
己 家

人醫
護



仍有決定能時

及早表明意願

三方的溝通過程
自己、家人、
醫護人員



溝通過程：
自己、家人、
醫護人員

仍有決定能時

及早表明意願

書面記錄：
預設醫療指示



生死大事，聰明人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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