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替代医疗同意很重要？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即 BC 省）每个成人都有权接受或拒
绝医疗以及参与作出有关自己的医疗决定。无行为能力
的成人也有此权利，但行使和保障此权利变成了临时代
决定人的责任。
在BC省，医疗决定方面的代决定人有三种，他们是：
•   根据《病人财产法》（Patients Property Act）由法
院委任为人身受托监管人的成人；

•   根据《代表协议法》（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Act）任命的代表；及

•   根据《医疗（同意）及护理设施（入院）法》（Health 
Care (Consent) and Care Facility (Admission) Act）
（以下简称该法例）由医护人员拣选出来或由公共监
护及受托人（ PGT ）授权的临时代决定人（ TSDM ）。

在 BC 省，如果成人拟定了在法律上有效力
的预立医疗指示，该指示呈明在其日后无能
力同意或拒绝接受治疗和医护服务时同意
或拒绝同意拟进行的治疗和医护服务，同
时并无人身受托监管人或有权作此决定的
代表，那么就不要求有 TSDM ，医护人员必
须遵照预立医疗指示中确定的该名成人的
指示。有关预立医疗指示的详细信息，请浏
览卫生厅关于预早护理规划方面的信息： 
http://www.gov.bc.ca/advancecare. 

成人监护

公共监护及受托人授权的  

临时代决定人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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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临时代决定人为什么会涉及到公共
监护及受托人？
《医疗（同意）及护理设施（入院）法》规定，如果成人没
有合法委任的代决定人（人身受托监管人或代表），而又
没有确切的预立医疗指示，医护人员必须从法例规定的
名单中拣选 TSDM 。如果合法委任的代决定人没有时间，
也可能需要 TSDM 。如果医护人员认为并无合资格的人
士可担任该名成人的 TSDM ，或者在谁应获得拣选方面
有争执，那么PGT就必须授权某个人为 TSDM ，或自己担
任 TSDM 。
PGT将会授权某个人为 TSDM ，如果这项程序不会导致
在向该名成人提供医疗方面出现不应有的延误，以及
PGT 在以下方面对此人满意：
•  能够并愿意成为知情和尽责的决定人；及

•  与该名成人的关系使此人成为合适的选择。

TSDM 有什么职责？
作为 TSDM ，您有法律责任体现该名成人在有行为能力
时所表达的指示或意愿。如不知道这些指示或意愿，对
于这位您要替其给予或拒绝知情同意的成人，您的责任
是要为其最佳利益行事。
您的主要职责已详细列明于《医疗（同意）及护理设施 
（入院）法》 19 条。由于您自己有责任知道和履行这些
职责，这一条全文转载如下： 
19 (1)   获拣选[作为 TSDM ]替某个成人给予或拒绝替代同

意医疗的人士必须

(a) 在给予或拒绝替代同意之前，尽可能征询以下
人士的意见：

(i) 该名成人，及

(ii)  提出协助要求的该名成人的任何近亲或
密友（如果该名获拣选[作为 TSDM ]的人
士是得到公共监护及受托人授权的人），
以及

(b) 遵照该名成人在仍有行为能力时所表达的
任何指示或意愿。

(2)  如果不知道该名成人的指示或意愿，该名获拣选
[作为 TSDM ]的人士必须出于该名成人的最佳利
益而决定给予或拒绝同意。

(3)  当确定给予、拒绝或撤销替代同意是否符合该
名成人的最佳利益时，该名获拣选[作为 TSDM ]
的人士必须考虑

(a) 该名成人当前的意愿，以及已知的信仰和价
值观，

(b) 该名成人的状况或安康是否有可能会因拟
进行的医疗而得到改善，

(c) 若没有计划中的医疗，该名成人的状况或安
康是否有可能会改善，

(d) 该名成人预计会从计划进行的医疗中得到
的好处是否大于有伤害的风险，及

(e) 限制性较低或侵扰性较低的医疗与计划进
行的医疗是否同样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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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DM 须保存什么记录？
作为授权您担任 TSDM 的条件，PGT 规定您要保存
您的医疗决定的记录，以及当该名成人、PGT 或随后
的 TSDM 要求时，出示这份记录。您要保存的记录包括：

•  您与医护人员商谈拟进行的治疗的日期；

•  治疗的性质；

•  您已作出的决定；

•  相关的主要医护人员以及您作决定之前请教过的其
他人的姓名；及

•  您作此决定的理由，例如您对风险与好处的了解，或
您对该名成人以前的指示或意愿（若知道的话）的了
解。

作为由 PGT 授权的 TSDM ，该法例规定您尽可能征询该
名成人及要求协助的该名成人的任何近亲或密友的意
见。您也必须遵照该名成人在仍有行为能力时所表达的
任何指示或意愿行事。您的记录应包括您进行讨论的日
期和收到的信息。

让您可担任 TSDM 的 PGT 授权通知书是重要的记录，因
为该名成人的医护人员可能有变动。当您被要求履行作
为TSDM的职务时，您应准备好向医护人员出示这份通知
书，以证实您的授权。 

在 TSDM 可作的决定方面有没有限制？
由于您肩负作决定的职责，因此很可能会找您商量与该
名成人有关的各样事项。

虽然您对该名成人的意愿、信仰和价值观的认识
对于在其支持网络之间作出良好的决定可能有帮
助，但您作为 TSDM 的职责，却只限于作出授权通
知书以及《医疗（同意）及护理设施（入院）法》和 
《医疗同意条例》（Health  Care  Consent  Regulation） 
（以下简称该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医疗决定。

有限制的医疗决定
该法例及条例明确禁止 TSDM 同意以下医疗决定：
•  堕胎，除非有以下人士的书面建议：主诊医生，以及
至少一位曾为该名拟堕胎的成人进行过检查的其他
医生；

•  电休克治疗，除非有以下人士的书面建议：主诊医生，
以及至少一位曾为该名拟接受这种治疗的成人进行
过检查的其他医生；

•  精神外科； 

•  从活人身体切除组织，移植入另一个人体或作医学
教育或研究之用；

•  实验性医疗，其中涉及到对该名拟接受这种医疗的
成人会有的可预见的风险，而预计会得到的治疗益
处并不大于风险；

•  参与未获指定医学研究委员会批准的医疗或医学研
究计划；或

•   任何涉及使用厌恶性刺激来引起行为改变的治疗、
疗程或疗法。

指向《医疗（同意）及护理设施（入院）法》和《医疗同
意条例》的链接可见于 BC Laws（ BC 省法律）的网站： 
www.bclaws.ca 。

拒绝接受保存生命的医疗服务

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您才可拒绝同意保存生命所必需的医
疗服务：照顾该名成人的医护人员实质上一致认为，这项
拒绝替代同意的决定在医学上是恰当的，以及您是根据
该法例订明的职责来作出这项决定的。如果作此决定令
您感到不安，您可通知 PGT 。

非治疗原因的绝育

注意：对于非治疗原因的绝育，您无权给予同意。《医疗 
（同意）及护理设施（入院）法》第 2 条（d）项规定，“此
法例不适用于为了进行非治疗原因的绝育而向某人提供
的专业服务、护理或治疗。



4

重要和次要医疗决定
您的授权通知书将会具体说明您获授权作出的是重要和
次要医疗决定，还是只限次要医疗决定。如果您只可作
出次要医疗决定，则必须让相关的医护人员知道，如需要
重要医疗方面的同意，他们应联系 PGT 。

《医疗（同意）及护理设施（入院）法》及该条例说明重
要和次要医疗之间的分别，如以下图表所示：

重要医疗是指：

(a) 重大手术

(b) 任何涉及全身麻醉的治疗

(c) 重要诊断或查究程序，或

(d) 条例指定为重要医疗的任何医疗

该条例指定以下各项为重要医疗：

(a) 放射治疗

(b) b)  静脉化疗

(c) c)  肾透析

(d) d)  电休克治疗

(e) e)  激光手术

次要医疗是并非重要医疗的医疗，包括：

(a) 确定是否要进行医疗的例行检测

(b) 预防或医治由诸如以下疾病或外伤导致的状况或损
伤的常规牙齿治疗：

(i) 在有或没有局部麻醉的情况下进行的补牙和脱
牙；及 

(ii) 口腔卫生检查

非医疗决定
找 TSDM 商量各种非医疗事宜，是很平常的事。以下是根
据《医疗（同意）及护理设施（入院）法》您作为 TSDM 无
权作出的决定的情形示例：

•  该名成人居于何处；

•   是否让该名成人入院或出院；

•   谁可以探望该名成人；

•   须代表该名成人作出什么财务决定；

•   可以向第三者披露关于该名成人的什么个人信息，除
非必须披露才能够征询其他人对拟作的医疗决定的
意见；

•  是否基于与特定治疗无关的理由管押该名成人；

•  是否签署指示拒绝将来进行心肺复苏术（CPR）或同
意不施行心肺复苏术（DNR）令（只有该名成人才可
给予有关将来医疗的指示，以及只有医生才可作出
DNR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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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有些情况下，PGT 可以授权某个
成人作为临时代决定人（ TSDM ）或代决
定人（ SDM ）做出有关护理机构的决定；
这需要另外授权。请参阅我们的小册子 
《入住护理机构以及公共监护及受托人
的职责》，了解有关该程序的详细信息。

TSDM 的责任持续多久？ 
您的授权维持多长时间，将会在 PGT  发出的授权
通知书中明确说明。TSDM 授权可以是对单一治疗 
（例如手术）、一连串治疗、或长达一年。

如果您所代表的那名人士变得有能力作出自己的治疗决
定，您的责任就到此为止。如果您相信您所代表的那名
人士是有能力给予或拒绝同意，您应通知相关的医护人
员并告知 PGT 。

此外，如有合资格的近亲或密友可提供帮助，或者委任了
合法代决定人，获 PGT 授权的 TSDM 将不再被拣选出来
作决定。合法代决定人、近亲或密友不必获得 PGT 授权
也可开始代无行为能力的成人作替代医疗决定。

如果我无法继续担任 TSDM ，我该怎么办？

如基于任何理由您无法继续担任 TSDM ，应告知相关的
医护人员及 PGT 。TSDM 授权是不可转给别人的。PGT 必
须接到通知，以决定能否授权新的 TSDM ，或者 PGT 是
否将会担任 TSDM 。

再授权 TSDM 的程序是怎样的？

再授权 TSDM 的程序与首次授权的程序相似。PGT 可能
会要求看看您已保存的决定记录。PGT 将会考虑该名成
人所表达的意愿，以及相关的医护人员或其他了解该名
成人的处境的人士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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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Decision Services
700–808 West Hastings Street 
Vancouver, BC V6C 3L3

本地电话  604 660 4507
免费长途电话  1 877 511 4111
本地传真   604 660 9479
免费长途传真   1 855 660 9479
电邮   AIS-PDS@trustee.bc.ca

联系公共监护及受托人

可通过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服务处（Service BC）拨打
免费长途电话。拨打恰当的所在地区号码（见下文)之后，
要求转接到 PGT 。

温哥华    604 660 2421 
维多利亚    250 387 6121 
BC 省其他地区  1 800 663 7867 
电邮    mail@trustee.bc.ca 
网址    www.trustee.bc.ca

PGT 正常办公时间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30 至下午
4:30 。

联系公共监护 
及受托人

请注意：

这份“公共监护及受托人授权的临时代决定人须知”是由 BC 省公共监护及受托人提供的。这些只属一般信息，既不
是法律意见，也不能取代法律意见。如果您需要有关这些法规的法律意见，请联系律师或公证人或您当地的社区律师
事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