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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什麼對我是重要的
為重症患者準備的一本練習簿

姓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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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照顧者

如果你正在幫助他人完成此練習簿，請記住以下幾點：

•  解釋為什麼這會有所幫助。你可以說：「我想確保我們知道什麼
對你是最重要的，這樣我們就可以與你的醫療團隊進行更有用的
對話。」

•  把它分成小部分。跳過一個問題也無所謂。你甚至可以讓他來挑
選他們有興趣的問題。如果感到疲倦或無法面對，可以請他們休
息一下，稍後再回來做。

•  如果這個人容易困惑，請減少參與者。太多人在場會增加重病患

者的壓力。讓一兩個人協助完成練習簿，然後與他人分享。

設計這本練習簿是爲了幫助重病患者準備好與他們的醫療團隊
（醫生、護士、社工等）討論什麽事情對他們來說是最重要的。

有兩種方式分享

1) 如果你是在電腦
上做此練習簿，請
務必在輸入答案之
前將其保存在你的
電腦中。否則，你
填入的內容將不會
被保存。

2) 許多人覺得將他
們的答案寫在印出
來的文件中比較簡
單，然後將填寫好
的文件複印後與他
人分享。

這本練習簿不是為了要做出具體的醫療決
定，而是思考對你來說什麽是最重要的，
並與你的醫療團隊分享你的目標和偏好。
然後，你們可以一起選擇適合你的療護。

請這麼做

•  自己或與他人一起完成這本練習簿。選
擇最適合你的方式。

•  慢慢來。你無需一口氣完成這本練習簿。
可以跳過一些問題，或者稍後再回來。

•  與你的醫療團隊分享。在你下一次的約
診，將填寫好的練習簿帶著，以便與他
們討論你的答案和問題。

•  做好準備。即使你近期沒有約診，或者
不會很快見到家人，做這份練習簿會幫
助你釐清什麼對你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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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你希望你的醫療團隊提供多少有關你疾病預後的資訊？ 

我的健康
你對你目前的健康狀況有何理解？

關於我
美好的一天 • 對你來說會是什麼樣子？ 
在美好的一天，我想做下列的事情：

例如
起床穿衣 • 逗我的貓玩 • 打電話 • 看電視 • 和朋友喝咖啡

困難的一天 • 對你來說會是什麼樣子？ 
這些是我在困難的一天裡，要面對的最艱難的事情：

例如
無法下床 • 感到渾身不適 • 沒有食慾 • 不想與任何人交談

我的目標 • 如果你的健康狀況惡化，你最重要的目標會是什麼？
這些是我希望將來還能做的一些事情:

例如
參加我孩子的婚禮 • 感覺身體好的可以上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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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療護
每個人對於自己想要或是不想要的療護都各有偏好。使用下面的量表來
考慮這時候你想要的事情。
註：這些量表代表各種感覺；沒有所謂對或錯的答案。
•  根據你現在的情況回答。對於下面的每個量表，想想你現在想要什

麼。 將來再重新看你的答案，因為它們可能會隨著時間而改變。

•  用你的回答作為對話起點。你的回答可以作為讓你與他人討論你為什
麼會這麼回答的一個好起點。

›

›

›

›

›

›

所有的病情
和治療的詳情

在可能的情況下
有做決定的發言權

我擔心會得到
過度的醫療處置

作為一個病人，我想知道…

最基本的
病情和治療

當要做出醫療決定時，我希望…

我的醫療團隊做出所有決定

你在醫療方面的擔憂是什麼？ 

我擔心無法
獲得足夠的治療

你想要得到多少療護來延續生命？

我希望嘗試任何
可能有的治療方法 

如果可能，
我非常希望在自己
家裡渡過生命末期

什麼也不要：
我不想再接受任何治療

如果你的病情惡化你希望在哪裡度過生命末期？ 

我非常希望待在療護機構

與他人分享有關我的疾病資料…

我不想讓我親近的人
知道所有細節

我希望我親近的人
知道所有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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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恐懼和憂慮 • 對未來的病情發展什麼是你最大的恐懼憂慮？
下列是我最擔心的:

›

›

›

例如例如
我不想有疼痛 • 我擔心我將無法獲得我想要的療護 • 我不想被困在沒人
會來看我的地方 • 我擔心我的療護費用 • 如果我需要的療護超出了我的
照顧者所能提供的範圍，怎麼辦？

我的力量來源 • 想到未來疾病的發展，你會從那裡得到力量呢？ 
下列是在我困難的時候下列是在我困難的時候能給我力量的主要來源:

例如
我的朋友 • 我的家人 • 我的信仰 • 我的花園 • 我自己("做就

我的能力 • 哪些機能對你的生活非常重要，以至於你
活中失去這些機能？
我願意繼續活下去，只要我還能做下列的事…

例如
只要我至少可以在床上坐起來並偶爾與孫子們交談 • 只要可
並觀看電視上的足球比賽 • 只要我能認得親人 • 只要我有心
已意識不清  

如果你病情加重，對你來說更重要的是：延長壽命的可能性
品質更好的可能性？ 請解釋。
ationproject.org 5

是了")

無法想像生

以吃冰淇淋
跳，即使我

，還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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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問題  •  你想問你的醫療團隊什麼問題？›

› 我的意願和療護偏好 •  在療護方面，你的意願和偏好是什麼？

› 如果我的病情加重，我希望確保以下的狀況會發生

例如 
我想盡可能地能照顧自己 • 我想回到家中 • 我希望我的醫生竭盡所能讓我
延續生命 • 我希望當我說我想轉向舒適療護時每個人都尊重我的意願

我希望確保以下的狀況不會發生

例如
我不想成為我家庭的負擔 • 我不想獨處 • 我不想最後在加護病房被接上很
多機器 • 我不要疼痛

在你病情加重時，還有那些意願和偏好是你想確保你的家人、朋友和醫療
人員都知道的？

例如
接下來的幾個月中，你將如何與我合作？ • 目前，我可以選擇哪些治療
方案？它們的成功機率有多大？ • 如果我決定不接受更多的治癒性治
療，我能預期什麼？ • 如果我的病情加重，你可以如何幫助我保持舒
適？ • 什麼是最佳和最糟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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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Yes

NoYes

NoYes

›

›

›

›

›

›

我的團隊
是否有重要的人會參與你的療護（家人、朋友、宗教領導、其他
人）？ 對於你列出的每個人，請務必包括他們的電話號碼以及與
你的關係。

他們對你的意願和偏好了解多少？你希望他們在你醫療決策中扮演
什麼角色？你何時可以與他們談論你的意願？

如果你無法做決定時，你想要誰為你做出醫療決定？此人通常被稱
為你的醫療代理人、代理人或代言人。請參閱選擇醫療代理人指南
尋求協助。

姓名、聯絡資料、和我的關係

我已經與此人討論過什麼對我最重要。

我已經填寫了一份正式表格，任命此人為我的指定醫療
代理人。
我已確認我的醫療團隊有一份我的醫療照護事前指示表格
的副本。

我的醫療團隊
誰是你主要的醫護人員

我的

 姓名 電話

 姓名  電話

 姓名  電話

 姓名  電話

家庭醫生

我的
社工

我的主要
專科醫生

其他

https://theconversationproject.org/wp-content/uploads/2021/01/TCP-ChoosingAProxy-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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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其他人討論。如果你自己填寫了練習簿，請花些時間與家人、朋
友或其他人分享你的答案和問題。你可能想要給他們一份寫有你答
案的練習簿副本。請參閱你的對話入門指南以獲得協助。

•  與你的醫療團隊討論。（約診來討論此練習簿），分享你的答案並
提出任何問題。如果你的家庭醫生或主要的專科醫生有社工，那麼
這個人可能是一個很好的起點。你可以在預約前給你的醫療團隊一
份寫有你答案的練習簿副本。請參閱你與醫療團隊的對話指南尋求
協助。

•  選擇一位代理人。你選擇此人在你無法為自己做出醫療決定時, 為
你做出醫療決定。請參閱選擇醫療代理人指南尋求協助。

•  持續地對話。人們的偏好經常隨著健康的變化或時間的推移而改
變。隨著時間的推移重新做此練習簿，看看你的答案是否有改變。
並確保讓你的醫療團隊了解最新情況，以便他們知道什麼對你是最
重要的。

下一步
現在你已經完成了練習簿，下一步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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