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讀說明手冊 
預立醫療決定書 

病人自主權利法  

我的心願 

為自己的醫療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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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重病時 

要怎麼做決定? 

要怎麼完成 

預立醫療決定書 

讓家人知道生重病時 

我「想要」和「不想要」

的治療是什麼? 

這是一本介紹預立醫療決定書的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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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平常最開心的活動有哪些呢?  

看電視 逛街 吃東西、喝飲料 

聊天 出去玩 

唱歌/聽音樂 DIY-做手工 畫畫 

烤餅乾 

生重病好可怕   我要先想一想… 

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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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看到家人 

身體累累的 

不能做DIY/手工 

圈起來 

不能跟朋友玩 

生病住院 

害怕死亡 

吃藥 

不能吃好吃的食物 

我最害怕生病時會變成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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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耶  會阿,我想知道 隨便都可以啊 

生病得好嚴重的時候， 

我會不會想知道自己是生了什麼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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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 媽媽 

爺爺/阿公 奶奶/阿嬤 女兒 兒子 

叔叔/伯伯/舅舅 姑姑/伯母/嬸嬸/阿 同學 醫生 

朋友 或是其他人 

圈起來 

社工/教保老師 

哥哥/弟弟 姐姐/妹妹 

我生病時，都是誰照顧我？ 

會跟我討論我生病治療情況的是哪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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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員提醒 

圈起來 

我有沒有看過、遇過 

小動物、寵物、植物、人死掉呢? 

當有告別式、喪禮或親友過世的場合 
帶心智障礙者參加 有助於對生死經驗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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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天… 

我生重病、或被車撞到、發生意外 

醫生為了救我，會用各種管子儀器

插在我身上，讓我活下來 

我可能不能吃東西、 

躺在床上不能動、不認得身邊的人，

所有事情都要靠家人照顧 

身體插很多管子，也不知道過多久

會死掉上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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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插著這麼多管子， 

讓家人團圓在身邊陪我 

如果可以提早做決定， 

我會選擇哪個呢？ 

如果有一天… 

想要一直插著管子 

就這樣躺著 

自然死掉上天堂 不能出去玩、不能做手工、 

不能吃好吃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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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立 

提早、早一點 

醫療 

決定書 

把自己決定先寫下來

的一份文件 

「預立醫療決定書」是什麼？ 

對於生重病時， 

醫生治療您的方法 

「預立醫療決定書」能幫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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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辦法跟醫生說話時 

把生重病的決定寫在 

「預立醫療決定書」上 

醫生看了「預立醫療決定書」 

就會知道我的想法了 

「預立醫療決定書」是做什麼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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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種生病的情況 

4個決定選項 

2項維持生命的 

    醫療方式 

「預立醫療決定書」有3個重要內容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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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得太嚴重 

醫師用藥插管子治療 

也不會好 

很快幾個月 
就要死掉上天堂 

 「末期病人」是什麼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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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車撞到或 

生病腦袋壞掉 

生活都靠別人幫忙，

再也醒不過來 

醫師都說沒救了、沒辦法動、 

對大家都沒反應 

「不可逆轉昏迷」是什麼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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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袋受傷壞掉躺在那邊不能

動眼睛會打開 

一直都會是這樣子 
不會好起來 

不會看電視、不會動、 

插著管子灌食物進去、 

不會自己吃 

「永久植物人」是什麼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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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自己吃飯,都要靠別人 

忘記回家的路,沒辦法做事情 

會忘記很多東西 

忘記家人、朋友 

「極重度失智」是什麼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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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員提醒 

 

什麼治療都沒用 

每天都很痛苦很難忍受 

像漸凍人 

身體會慢慢不能動 

有些病沒辦法好 

想做的事都不能做 

「政府公告的特殊疾病」是什麼情況？ 

《病人自主權利法》規定的第五種臨床條件是需要由

衛生福利部公告的，目前公告的有包含 11 種類型的

疾病，例如漸凍人、泡泡龍、小腦萎縮症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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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器 

幫助我呼吸 

會有一個管子伸進嘴巴裡 

當我沒有呼吸時 

維持生命的醫療方式 

維持生命治療-可以活下來的醫療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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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臟不跳時 

幫忙我活下來 

醫生會從大腿插管子 
進去到心臟 

維持生命的醫療方式 

維持生命治療-可以活下來的醫療儀器 

葉克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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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燒時使用的一種藥 

我就會退燒，幫助我活下來 

醫生會給我打針 

維持生命的醫療方式 

維持生命治療-可以活下來的醫療方式 

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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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肚子開一個洞灌食物進去 

當我沒有辦法 

吃東西時 

醫生會在我的鼻子插管子

灌牛奶、食物進去 

維持生命的醫療方式 

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鼻胃管、胃造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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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不要 

2.先試試看一段時間 

4種決定選項 -我有4種選擇 

當醫生為了救我，我插滿管子躺在那邊不能吃也不能動， 

在前面說的五種生病情況時，我可以說： 

我試試看治療幾天,幾星期時

間到了沒救就什麼都不要,我

不要插滿機器.管子活著 

我不要插滿機器、管子來

活著，我想要自然一點死

掉上天堂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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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代理人幫我決定 

4.我要 

我生重病時，我想要使用機

器和管子讓我繼續活下去。

不過我只能躺在床上不能

動，不認得人，不能吃東

西，都要靠別人幫忙。 

請關心我、會保護我的人

幫我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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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           

媽媽            

我的小孩 

是誰 ________  

老師           

我的好朋友 

是誰________   

其他人 

是誰__________ 

1.連連看之後，覺得誰是你連最多的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那這個人是你/妳生病時，妳/你覺得會幫你/妳做出決定的人嗎？  

   如果不是，那是誰呢？ 

 關心我而且 
我也很相信的人 

 

很知道我會喜歡什麼的人 

 

有時間來陪我的人 

 

會聽我意見的人 

 

跟我家人感情都很好的人 

 

住很近 

我可以常找得到的人 

 

不容易生氣的人 

醫療代理人是什麼? 是生病時幫我做決定的人 

我可以選擇「醫療委任代理人」，他是可以保護我的人 

連連看 
請想看看，左邊框框的人，會不會有右邊框框的情況呢？ 

有的話，就把他們連在一起喔！每個人都可以重覆連右邊框框的情況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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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習一下： 

末期病人 不可逆轉昏迷 永久植物人 極重度失智 政府公告的 

特殊疾病 

維持生命治療 人工營養及流體養 

我不要 請代理人幫我決定 我要 

4種決定選項 

先試試看一段時間 

 

我現在知道了 (有記得請打勾 ) 

2項維持生命的醫療方式 

5種生病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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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員提醒 
請核對心智障礙者是否了解 24、25 頁提到的重點，並提

供討論與正向鼓勵，如：「太棒了! 或是這很複雜，還不

懂也是正常的! 我們多講幾次..」等肯定回饋。 

當你都知道時，對於「預立醫療決定書」裡面的： 

◆ 5種生病情況 

◆ 2項維持生命的醫療方式 

◆ 4個決定選項 

有什麼想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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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願 

為自己的醫療做決定!! 

我可以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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