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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麽是權利聲明? 

《權利聲明》包含《2016年精神健康法》
規定的有關您的權利的重要資訊。

《權利聲明》 
適用於甚麽人? 

《權利聲明》的對象是接受精神健康
服務的患者，即 :

• 非自願患者，例如要服從醫生根據《2016年精神健 
康法》的規定行使治療權的人，及

• 在精神健康服務機構接受治療的自願患者，包括根據
預前醫療指示 (advance health directive)，或者獲得監
護人或代理人同意而接受治療的人。

《權利聲明》也適用於患者的家人、護理員及其他支援人員。

權利聲明

獨立患者權利顧問 
如何能幫助我?

所有公立精神健康服務機構都設有 

指定的獨立患者權利顧問。 

這些顧問的職責就是協助您、您的家人、護理員和其他
支援人員瞭解您的權利。他們可以協助您、您的家人、
護理員和其他支援人員與醫護人員就您的治療和護理進
行溝通。

2016年精神健康法權利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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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我自己的醫療保健問題作出

決定方面，我享有哪些權利?
您自然而然地被認爲有能力就您自己的醫療保健問題作出 
決定。這叫做有能力作決定。

如果您能在其他人的協助下作決定，您就被看作有能力作出 
這些決定。這叫做輔助決策 (supported decision-making)。

如果您有能力就自己的醫療保健問題作決定，您就有權 
同意，或者不同意進行治療和護理。

瞭解您的權利 

如果我不能作決定，我享有 

哪些權利?
醫生可以根據《2016年精神健康法》的規定行使醫生治療權， 
在沒有得到您同意的情況下爲您提供治療和護理。行使治療
權有嚴格的條件 (治療準則)。

行使治療權必須符合以下所有準則 :

• 您患有精神病

• 您沒有能力就自己所患的這一疾病的治療和護理作出決定

• 有即將對您本人或其他人造成嚴重傷害的危險，或者您的
精神或身體狀況有嚴重惡化的風險。

如果您能就自己的醫療保健問題作出決定，就不能對您行使
治療權。

作決定的能力

2016年精神健康法權利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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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權

如果我根據治療權接受治療， 

是否需要住院?

如果您根據治療權接受治療，就會在所住社區(例如住在家中)
接受治療，除非這種方式不符合您的治療與護理要求。如果
您病情嚴重，也可能要住院治療，直至恢復到能回家爲止。

如果您住院治療，醫生需要決定您是否能在有限制的情況下
出院。這稱為有限制的社區治療。這種治療的目的，是讓您
通過回到社區居住並採用適當的治療與護理來幫助您康復。

我要在治療權下 

接受多長時間的治療?

如果對您行使治療權的醫生不是精神科醫生，就必須由
一位精神科醫生在3天之内覆核該治療權。精神科醫生 
無論是否對該治療權進行修改，都必須對其加以確認， 
或將其撤銷。

您本人或您的代表隨時可以向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申請
覆核所行使的治療權。

醫生至少每三個月要對您進行一次評估，決定對您行使的
治療權是否應該繼續有效。如果治療準則可能不再適用， 
或可採用限制較少的方式爲您進行治療，醫生也必須隨時 
對您進行評估。

如果治療準則不再適用，或可以採用限制較少的方式爲您
治療，醫生就必須撤銷對您行使的治療權。如果您重新
獲得了作決定的能力，但這種能力並不穩定，即您的這種
能力在短期内得而覆失，這個要求就不適用。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一節(第10頁)闡述了審裁處在 

覆核治療權方面的職責。

您可以用精神病患者專用的預前醫療指示表格 
作出該指示。該表格可在《2016年精神健康法》 
網站獲取。請參閲我如何能獲取更多有關我的權利
的資訊? (第11頁)

我在接受採用“限制較少的方式”
治療方面有甚麽權利? 

如果您沒有能力就您的治療和護理作出決定，您有權接受限
制較少的治療。接受限制較少的治療，是指您的治療經您本
人或其他人的同意，而不是在《2016年精神健康法》規定的
治療權下接受非自願治療。

如果您已經作出了預前醫療指示，但還是對您行使治療權，
醫生將向您解釋爲甚麽不採用預前醫療指示爲您治療，並將
其記錄在您的病歷中。

即使對您行使治療權，醫生仍將會考慮您在預前醫療指示中
表明的觀點、意願及取向。醫生將向您解釋爲甚麽不採用這
些觀點、意願及取向，並將其記錄在您的病歷中。

採用“限制較少的方式”治療是指 :

• 根據您作出的預前醫療指示進行的治療
• 經按照監護法規爲您指定的監護人同意進行的治療
• 經您指定就您的治療與護理作決定的代理人同意進行 

的治療
• 經法定保健代理人(如與您有密切及持續關係的配偶) 

同意進行的治療
• 如果您不滿18歲，由您的父母同意進行的治療。

限制較少的治療

2016年精神健康法權利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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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治療與 
護理期間的權利

作爲患者我享有哪些權利?

您有權要求爲您提供治療與護理的醫生和其他人 :

• 保護您的權益

• 確保只在需要保護您的安全和福利，或保護 
其他人的安全的情況下才干預您的權利和自由

• 促進您的康復，以及提升您無需非自願治療與 
護理，就能在社區居住的能力。

您有權要求醫生和其他人在他們爲您提供的治療與護理 
方式中，考慮各項重要原則。這些原則包括 :

• 承認所有人都有獲得同樣的基本人權的權利

• 作出決定時，在切實可行的最大限度内，考慮您的觀點、
意願及取向

• 就您的治療與護理作決策時，在切實可行而又服從您的 
私隱權的最大限度内，讓您的家人、護理員和其他支援 
人員參與決策。

您有要求醫生確保爲您提供的治療與護理符合您的治療與護
理需求，並且服從《精神健康法》規定的權利。

您有要求醫生在您的病歷中，記錄爲您提供的治療與護理的
權利。

作爲住院患者我享有哪些權利?

您有在任何合理的時間内接受家人、護理員和其他支援人員
探訪的權利。但如果服務機構確信某人前來探訪會對您的治
療與護理產生不利影響，則可以不讓其探訪。

您有在任何合理的時間内，根據服務機構的安排，接受醫護
人員的探訪和檢查的權利。

您有在任何合理的時間内，根據服務機構的安排，接受法律
或其他顧問探訪的權利。

您有通過信件、電話，或電子通訊裝置與他人溝通的權利。
不過如果對方要求停止該溝通，或根據《2016年精神健康
法》規定有“禁止接觸”(non-contact)指令時，則本條不適用。

如果您確信您不應該住院治療，而應該居家治療，可向審裁
處申請就此進行覆核。您的支援人員也可代表您向審裁處提
出申請。

在《患者權利指引》中列出的所有患者權利原則， 
都刊發在《2016年精神健康法》的網站上。請參閲 
我如何獲取更多有關我的權利的資訊? (第11頁)

2016年精神健康法權利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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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投訴或要求獲得其他 

診療意見?

所有精神健康服務機構都制定了政策和

程序，受理患者提出的，或某個患者的

代表提出的投訴。

我有哪些獲取資訊的權利?

您有及時獲得有關您的治療與護理的準確和適當資訊的權利。

您有參與您的治療與護理決策的權利，並有要求就重要問題 
(包括重大臨床決策)向您解釋或與您商量的權利。例如，醫護
人員必須與您討論 :

• 在行使治療權時，將要爲您提供的治療與護理

• 定期評估對您行使的治療權，包括評估結果

• 如果您要服從治療權而您即將出院在社區接受治療， 
將要爲您提供的治療與護理。

您有要求醫生或其他人採取合理步驟(例如考慮您的年齡、 
文化背景、精神疾病、溝通能力及任何殘障等)，確保您理解
此資訊的權利。

您還有接收書面通知和《精神健康法》規定的重要事項的其
他重要文件，例如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聽證通知的權利。

您可以要求獨立的患者權利顧問，或精神健康服務機構員工
為您講解如何提出投訴。

如果對您的治療與護理進行投訴未能解決問題，您有要求該 
服務機構就您的治療與護理，獲取來自其他醫護人員的意見 
的權利。家人、護理員或其他支援人員也可以提出這個要求。

該服務機構必須進行安排，從獨立於您的治療小組的醫護人
員那裡獲得其他診療意見。

投訴和其他診療意見

知情權

您可在您需要和患者討論甚麽問題這份資料單張中。 
查看必須向您解釋或與您討論的問題的完整清單。 
您可在為患者提供的書面通知和其他文件這份資料單
張中，查看必須向您提供的書面通知和其他文件的完整
清單。瞭解更多資訊，請參閲我如何獲取更多有關我的
權利的資訊? (第11頁)

2016年精神健康法權利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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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人、護理員和其他支援 

人員有哪些權利?

指定支援人員

根據《2016年精神健康法》的規定，您有任命一位或 
兩位指定支援人員，在您生病並成為非自願治療患者 
時協助您的權利。支援人員 :

• 必須收到所有《精神健康法》規定您有權收到的 
通知的副本

• 可與您的治療小組商討和您的治療與護理相關的 
保密資訊

• 可在審裁處的聽證會上支援或代表您
• 如果您被指控犯了嚴重罪行，可爲您要求獲得 

精神科醫生的報告。(查閲在刑事司法系統中 
我享有哪些權利? 第11頁)

與家人、護理員和其他支援人員溝通

如果醫生或其他人需要向您解釋或與您討論問題，也必須 
向您指定的支援人員解釋或討論該問題。如果您沒有指定 
的支援人員，醫生或其他人就必須向您的一位或多位家人、 
護理員或其他支援人員解釋或與他們討論該問題。

不過，如果出現以下情況，這個要求即不適用 :

• 如果您要求不進行溝通(在您有能力作出這一決定的時候)

• 對方當時不在，或不願意進行溝通(例如，對方不願意去
醫院，或者通過電話聯絡不到對方)

• 這一溝通很可能會損害您的身心健康(例如，此人曾擾亂
過您的治療與護理，導致您的病情惡化)。

如果《2011年醫院和健康委員會法》(Hospital and Health 
Boards Act 2011)的規定許可，醫護人員也可以與家人、護理
員和其他支援人員討論各種問題。如果是為了對某個人進行
治療與護理，該法允許向其他人，或與此人的健康與福利有
很大利害關係的人透露資訊。

家人、護理員和其他支援人員 

書面通知

如果給您一份書面通知或其他文件，也必須給您的指定支
援人員、根據監護法規爲您指定的個人監護人，和您指定
為您的治療與護理作決定的代理人一份副本。

2016年精神健康法權利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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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 

如何能幫助我?

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在保護您的權利上

起著重要作用。審裁處是一個獨立機構，

而不是昆士蘭衛生局的下屬機構，也不

與任何精神健康服務機構相關聯。

電驚厥療法(簡稱ECT)

審裁處保護患者在採用ECT治療方面的權利。

如果您是成年人，而沒有能力就您的治療與護理作決定， 
則只有得到審裁處的批准才能對您採用ECT治療。如果您 
年齡不滿18嵗，則只有得到審裁處的批准才能對您採用 
ECT治療。ECT可以在出現生命危險的緊急情況下用於特定 
的非自願患者，但繼續使用則必須經過審裁處的覆核。

審裁處聽證會

您有參加與您相關的審裁處聽證會的權利，並由一名指定 
支援人員、律師或其他人作爲您的代表。

您有由一名指定的支援人員、家人、護理員，或其他支援人員
陪伴您出席聽證會的權利。在審裁處的同意下，陪伴者可以
多於一人。

如果您年齡不滿18嵗，對於確認您“適合接受審訊”的聽證會、 
採用ECT治療的聽證會，以及司法局長出席的聽證會，您有
免費獲得法律代表的權利。

上訴

您有向精神健康法庭上訴審裁處裁決的權利。

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

審裁處的主要職責，是覆核治療權及其

他根據《精神健康法》作出的指令應該 

繼續執行或是撤銷。

 
治療權

如果決定對您行使治療權，您有在作出此決定後的28 
天内，要求審裁處進行覆核的權利。審裁處必須決定 
是繼續執行，還是撤銷治療權。

如果審裁處決定繼續執行治療權，則必須決定您是否 
應該在社區(例如住在家裡)進行加強治療。

如果決定繼續執行治療權，審裁處必須每6個月覆核 
一次(即隨後進行兩次覆核)，然後改爲每年覆核一次。

您或您的代表也有隨時向審裁處申請覆核治療權的 
權利。

2016年精神健康法權利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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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事司法系統中我享有 

哪些權利?
接觸到刑事司法系統的精神病患者、智障人士或其他 
精神疾病患者的人數相對較少。在這種情況下，您享有 
的權利包括 :

• 要求法官考慮您在指稱的犯罪或上庭聆訊當時的精神 
狀態的權利

• 對於嚴重罪行，要求免費製備一份精神科醫生的報告， 
提供您在指稱的犯罪或上庭聆訊當時精神狀態的意見 
的權利

• 對於嚴重罪行，要求精神健康法庭考慮您在指稱的罪行 
或上庭聆訊當時的精神狀態的權利。

如果您是住院患者，一位獨立患者權利

顧問或該精神健康服務機構的員工將為

您解釋《權利聲明》的內容。

更多資訊與援助

我如何能獲得更多有關我
的權利的資訊?

索取本文件的副本或瞭解更多資訊，包括指引、 

表格和資料單張，請瀏覽《2016年精神健康法》 
網站 :

www.health.qld.gov.au/mental-health-act

我們可以應您和您的家人、護理員或其他支援人員的要求，
爲您提供一份《權利聲明》的副本。

刑事司法系統

2016年精神健康法權利聲明

在考慮了指稱的罪行或上庭聆訊當時的精神狀態後，法官或
精神健康法庭或會撤銷對您的指控。若精神健康法庭作出這
一裁決，法庭可能會對您發出法醫指令(forensic order)或治療
援助指令(treatment support order)。

您有要求審裁處每六個月覆核法令的權利。您或您的代表還
有隨時向審裁處申請覆核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