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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权利声明” 
(Statement of Rights)?

权利声明包含了2016心理健康法案中
有关您的权利的重要信息。

权利声明适用于什么人?

权利声明适用于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的
患者，例如:
• 非自愿患者，譬如医生依据2016年心理健康法案对其

发送治疗令(treatment authority)的患者；

• 以及在心理健康服务机构接受治疗的自愿患者，包括在
接受医疗事前指示或经监护人或代理人同意治疗的人。

权利声明还适用于患者的家人、护理人和其他辅助人员。

权利声明

独立患者权利顾问 
能如何帮助我?

所有公立的心理健康服务机构都有 
指定的独立患者权利顾问。

这些顾问负责协助您和您的家人、护理人以及其他辅助
人员理解您的权利。他们还能帮助您的家人、护理人以
及其他辅助人员与医疗人员就您的治疗和护理事宜进行
交流。

2016年心理健康法案权利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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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身的医疗护理决策， 
我都有哪些权利?
您被认为有能力就有关自身医疗护理的事宜做出决策。这被
称作“有决策能力”。

如果您能在他人协助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那么就认为您有做
出这些决定的能力。这被称作“有辅助的决策能力”。

如果您能就自身医疗护理的事情做出决策，那么您就有权利

同意或不同意接受治疗和护理。

理解您的权利

如果我没有决策能力，那么我有
哪些权利?
无需得到您的同意，医生可能依据2016年心理健康法案发出 
治疗令，对您进行治疗和护理。治疗令的发放有严格的标准 
(治疗标准)。

以下皆为必要条件:

• 您有心理疾病；

• 您没有能力对该疾病做出有关自身治疗和护理的决定；

• 您随时可能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严重伤害，或者您有遭受严
重心理或生理退化的危险。

若您有能力决策自身医疗护理的事宜，则不能对您发出治疗令。

决策能力

2016年心理健康法案权利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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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令

在遵循治疗令接受治疗时， 
我需要住院吗?
如果您在遵循治疗令接受治疗，您将在社区里接受治疗， 
譬如住在家里，除非在此种情况下您的治疗和护理需求得 
不到满足。如果您的病情十分严重，那么您可能需要住院， 
直到恢复到可以出院的程度。

如果您住院治疗，医生需决定您是否可以在有限的情况下 
出院。这被称作“有限的社区治疗”。有限的社区治疗旨在 
通过让您回归社区生活，并在社区接受合适的治疗和护理，
来助您恢复。

我需要遵循治疗令治疗多久?
如果一位非精神科医生对您发出治疗令，该治疗令应在三
天内得到一名精神科医生的复查。精神科医生可能同意该
治疗令并稍作修改或不作修改，也可能撤销该治疗令。

您，或您的代表，可以随时要求心理健康复查庭核查该治
疗令。

医生将会对您进行至少三个月一次的评估，看治疗令是否 
应该继续。在任何时候，如果治疗标准可能不再适用或可能 
有限制较少的治疗方案适用您，也必须由医生进行评估。

在治疗标准不再适用或有限制较少的治疗方案适用您的情
况下，医生必须撤销您的治疗令。如果您已重获决策能力， 
但能力尚不稳定，即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或丧失决策能力， 
则此规定不适用于您。

在“心理健康复查庭”章节(第10页)讲述了复查庭在 
核查治疗令方面的角色。

您可以通过2016年心理健康法案网站上所提供的 
《心理健康医疗事先指示》(Advance health directive 

for mental health)来制定自己的医疗事先指示。参见 
“如何获取更多有关自身权利的信息?” (第11页)。

有关接受“限制较少”的 
治疗方案，我都有哪些权利?
如果您没有能力做出有关自身治疗和护理的决策，那么您有
权接受限制较少的治疗方案。限制较少的治疗方案意味着您
将在自身同意或他人同意的情况下接受治疗，而并非依据
2016年心理健康法案发出的治疗令而接受非自愿性治疗。

如果您已做了医疗事先指示(advance health directive)，但仍 
收到了治疗令，那么医生将会向您解释为什么没有依据医疗
事先指示进行治疗的原因，并将此记录在案。在您的医疗事先
指示没有同意进行您所需的再次改善自身病情的治疗和护理
的情况下，此类情况可能发生。

即使您收到了治疗令，医生仍会考虑您医疗事先指示中的您
的想法、意愿和偏好。医生会向您解释为什么没有遵循您的 
这些想法、意愿和偏好，并记录在案。

“限制较少”的治疗方案有:

• 在您所做的医疗事先指示下；
• 在依据监护人法指定给您的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
• 在您指定的就有关您治疗和护理的事宜做决策的代理人同

意的情况下；
• 在您法定的医疗代理人(譬如与您有长期亲密关系的伴侣)

同意的情况下；
• 如果您未满18岁，在您父母同意的情况下。

限制较少的治疗方案

2016年心理健康法案权利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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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和护理过程中 
的权利

患者的权利有哪些?
您有权让为您提供治疗和护理的医生和其他人员:

• 保障您的权利；

• 确保您的权利和自由受影响的程度，仅为保障 
自身安全和福利，或他人安全所需的程度；

• 促进您的康复，提高您在无需非自愿治疗和护理 
的情况下在社区中的生活能力。

医生和其他人员在为您提供治疗和护理时应将一些重要 
原则考虑在内，这是您的权利。这些原则包括:

• 承认所有人拥有同等的基本人权；

• 做决策时，在可行的最大范围内，将您的观点、意愿和 
偏好考虑在内；

• 做有关您的治疗和护理的决策时，在可行的最大范围内，
以及保护您的隐私权的情况下，让家人、护理人和其他 
辅助人员参与进来。

您有权让医生确保提供给您的治疗和护理符合您的需求， 
且符合法案的规定。

您有权让医生将提供给您的治疗和护理记录在您的健康 
档案上。

作为住院病人， 
我的权利有哪些?
您有权利让家人、护理人和其他辅助人员在任何合理时间对
您进行探望。然而，如果服务机构认为某人会对您的治疗和
护理产生消极作用时，将禁止该人员探望。您可向心理健康
复查庭提起上诉。

您有权利在与服务机构商议的任何合理时间内，让一位医疗
人员对您进行探望和检查。

您有权利在与服务机构商议的任何合理时间内，让法律顾问
或其他顾问对您进行探望。

您有权与他人通过信件、电话或电子通信设备进行沟通。 
然而，在另一方要求不进行沟通，或依据2016年心理健康
法案存在一个“非接触”指令的情况下，该权利不适用。在有
可能危害患者和他人健康和幸福的情况下，服务机构也可能
限制患者或某个特殊患者通过电话或电子设备与他人进行
沟通。

如果您认为自己不该住院，而是应该在家接受治疗，您可以要
求复查庭就此进行复查。您可以让一位辅助人员替您上庭。

所有原则都罗列在《患者权利指南》内，可在2016年
心理健康法案网站上获取。参见“如何获取更多有关自
身权利的信息?” (第11页)。

2016年心理健康法案权利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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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如何进行投诉或要求 
获取第三方意见?

所有心理健康服务机构都有接受和管理
患者或患者代表投诉的政策和程序。

我有哪些知情权?
您有权获得有关您的治疗和护理事宜及时、准确且合适的信息。

您有权参与到您的治疗和护理的决策中，且都已向您解释或
与您讨论过重要事项，其中包括关键临床决策。例如，医疗 
人员须与您讨论:

• 在治疗令下您所要接受的治疗和护理；

• 对您的治疗令的常规评估，包括评估的结果；

• 在您需遵循治疗令且可以出院到社区中接受治疗时， 
您所要接受的治疗和护理。

您有权让医生或其他人员进行合理的努力，确保您理解此信息。 
例如，将您的年龄、文化背景、心理疾病、沟通能力和任何残疾 
情况考虑在内。

您还有权依据法案接收书面通知和其它重要事项的文件， 
例如，心理健康复查庭的听证会。

您可以要求一位独立的患者权利顾问或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的
员工向您说明如何进行投诉。

若有关您治疗和护理的投诉不能得到解决，您有权请求该服
务机构就有关您的治疗和护理的情况向第三方医疗人员获取
意见。您的家人、护理人或其他辅助人员也可做出该请求。

服务机构须进行向第三方医疗人员获取建议的安排，第三方
人员不可出自您的治疗小组。

投诉和第三方意见

知情权

《您需要与患者讨论的事项》资料单上有“在何种情况 
 下须向您解释或与您讨论相关事宜”的详细列表。 
《给患者的书面通知和其它文件》资料单上有“须传递
给您的书面通知和其它文件”的列表。更多信息，请参见 

 “如何获取更多有关自身权利的信息?” (第11页)。

2016年心理健康法案权利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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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人、护理人和其他 
辅助人员有哪些权利?
指定的辅助人员

依据2016年心理健康法案，您有权指定一名或两名辅助 
人员在您生病和成为非自愿患者时为您提供协助。一名 
指定的辅助人员:

• 依据您适用的法案，须接到各类通知的副本；

• 可与您的治疗小组讨论有关您的治疗和护理的保密信息；

• 可在复查庭的听证会上协助您或代表您；

• 在您被起诉严重罪行时，可请求一位精神科医生为您做 
报告(参见 “在刑事司法体系内，我有什么权利?”，第11页)。

与家人、护理人和其他辅助者交流

在医生和其他人员须向您就某件事项进行解释或讨论时，该人 
还须与您指名的辅助人员解释或讨论该事项。若您没有指定的 
辅助人员，医生或其他人员须与您的一位或多位家人、护理人
或其他辅助人员解释或讨论该事项。

然而，该要求在下列情况下不适用:

• 您请求不进行交流 (在您有能力做出此决策时)；

• 该人员未准备好交流，或不愿交流 (例如，该人员不愿到医
院探访，或无法通过电话联系到)；

• 交流可能危害到您的健康和幸福 (例如，先前该人员曾打
断您的治疗和护理，导致您的病情恶化)。

经2011年医院和健康委员会法案 (Hospital and Health Boards 
Act 2011)允许的情况下，医疗人员也可能与您的家人、护理人
和其他辅助人员讨论相关问题。该法案允许在为了患者治疗和
护理的情况下，将信息透露给其他人，或对患者的健康和幸福
有足够兴趣的人。

家人、护理人和其它辅助人员

书面通知

在给您传达书面通知或是其它文件时，也须将副本传达给
您指名的辅助人员、依据监护法指定给您的监护人以及您
所指定的就您的治疗和护理事宜作决策的代理人。

2016年心理健康法案权利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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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复查庭能 
如何帮助我?

心理健康复查庭的作用在保护您权利的
方面很关键。复查庭是一个独立个体， 
不属于昆士兰卫生部，也不与任何心理 
健康服务机构有关系。

电休克疗法(ECT)

使用电休克疗法时，复查庭保护患者的权利。

如果您是一名不能对自身的治疗和护理做决策的成年人， 
那么只能在复查庭批准的情况下对您使用电休克疗法。如果
您未满18岁，那么只能在复查庭批准的情况下对您使用电休
克疗法。在性命攸关的紧急情况下，可以对某些非自愿患者
使用电休克疗法，但须经复查庭审核以继续使用。

复查庭听证会

您有权参加与您相关的复查庭听证会，且可以由您指定的 
辅助人员、律师或他人出席。

您有权由一名指定的辅助人员、护理人或其他辅助人员， 
或经复查庭批准的多名人员陪您出席听证会。

如果您未满18岁，您有权免费聘用一名法律代表出席您的 
有关“合格试用”、使用电休克疗法以及有首席检察官出席的
听证会。

上诉

您有权向心理健康法庭对复查庭的决议提起上诉。

心理健康复查庭

复查庭的首要作用是核查治疗令， 
或法案下的任何指令，应继续执行 
还是撤销。
 
治疗令

若您收到治疗令，您有权在治疗令发出的28天内要求复 
查庭对其进行核查。复查庭须决定是否继续执行或撤销 
该治疗令。

如果复查庭决定继续治疗令，那么复查庭须决定您是否需 
在社区中(例如在家中)接受强化治疗。

如果继续执行治疗令，那么复查庭须(为接下来的两次核查) 
进行每六个月一次的核查，之后每年核查一次。

您或您的代表也有权利随时要求复查庭对治疗令进行核查。

2016年心理健康法案权利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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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事司法体系内， 
我有什么权利?
较少的精神病患者、智力残障人士或有其它心理疾病患者会
接触到刑事司法体系。在此种情况下，您有以下权利:

• 您有权请求一名地方法官在被指控犯罪的案发当时，或在 
见当地法官前的听证会上，将您的心理健康状况考虑在内；

• 对于严重犯罪行为，您有权请求一名精神科医生为您免费
准备一份报告，阐明在被指控犯罪的案发当时，或在上法
庭前的听证会上，您的心理健康状况；

• 对于严重犯罪行为，您有权请求心理健康法庭在被指控犯
罪的案发当时，或在法庭听证会上，将您的心理健康状况
考虑在内。

在您成为一名住院患者时，一名独立的
患者权利顾问或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的员
工会向您解释权利声明。

更多信息和帮助
如何获取更多 
有关自身权利的信息?

获取此文件副本或更多信息，包含指南、表格和
资料单，请登入2016年心理健康法案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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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申请，您和您的家人、护理人或其他辅助人员会获得一份
权利声明的副本。

刑事司法体系

2016年心理健康法案权利声明

在被指控犯罪的案发当时，或在听证会上，您的心理健康状况 
已被考虑在内后，一名当地法官或心理健康法庭也许会撤销
您被指控的罪名。如果心理健康法庭做出如此决定，法庭可能
会对您发出法庭指令或治疗辅助指令。

您有权让复查庭每六个月审核一次该指令。您或您的代表也
有权随时向复查庭申请审核该指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