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計劃
和代表協議書
Personal Planning &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s
個人計劃是適合所有人士（十九歲或以上）。當你
需要幫助處理你的事情時，你可以選擇你信任及法律
認可的代表人。個人計劃包括了日常生活四個方面：
醫療保健 (Health Care)、個人護理 (Personal Care)、法
律事務 (Legal Affairs) 和財政事務 (Financial Affairs)。
在卑詩省，代表協議書是一份有法律效用的文件。你
可以委託一位或多位人士作為你的合法代表人（如配
偶、家庭成員或朋友）。當你因殘疾、患病或受傷需
要幫助，你的授權代表人可按照你的意願去行事。在
卑詩省，代表協議書是唯一一份法律文件可讓你授權
某人協助或代表你，去處理醫療保健和個人護理事
務。訂立代表協議書不用找法律專業人士，只須要兩
個獨立見證人。
這資訊是根據卑詩省法例

代表協議書第9章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Section 9 (RA9)
代表協議書有兩類別。假設陳先生正在計劃未來，
代表協議書第9章就適用。RA9 能讓你的代表人最全
權處理你的醫療保健和個人護理事務。
醫療保健事務包括了主要和次要的決策，其中關鍵
性一項包括拒絕生命支持系統維持生命（即使醫生
或其他家庭成員有異議）。如要訂立份這文件，你
必須通過認知測試，其中包括理解文件中內容和給
予代表人權力的效用。
個人護理是十分重要的。包括住宿、飲食、參與活
動、心靈上和任何提高生活素質的安排。

This information is based on BC legislation

案例 Example
七十歲的陳太太是一為腦退化症患者，由陳先生照
顧，但由於病情逐漸惡化，她可能需要搬往護理安
老院。兒子建議父母搬到他家裡住。但由於兒子和
媳婦需要全職工作，陳先生不想麻煩他們，所以拒
絕了兒子的好意。當陳太太的腦退化症還在早期階
段，她曾經說過，如果病情惡化而陳先生無法照顧
她，她情願入住一間專供華僑長者的護理安老院。
現在陳先生也想為自己的未來計劃。雖然陳先生能
在一般生活事情上幫助陳太太，但有些情況他並無
法律權力去代表陳太太。任何人都不能自動成為另
一位成年人的合法代表人，配偶也不例外。

這資訊不是從英文小册子翻譯，而是由Nidus 職員、
華人耆英和社會領袖的討論而成。感謝南溫哥華鄰
舍中心中文耆英小組的意見和評論。
This fact sheet was produced through discussions with Chinesespeaking seniors and leaders in the community. Special thanks to the
Chinese Seniors Group at South Vancouver Neighbourhood House.

代表協議書第7章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Section 7 (RA7)
代表協議書第7章是適合失去管理自己事務的能力或
不能訂立其他法律文件的人，因此他們不需要通過
認知測試。RA7 適用於主要和次要的醫療保健決定
（如：藥物、醫療檢查、免疫接種、手術治療、洗
腎、善終護理），RA7 和 RA9 的分別在於： RA7 是
不包括拒絕生命支持系統維持生命，這項決定是會
由家人和醫療人員作出共識。RA7 中的個人護理，
包括住宿、飲食、參與活動、心靈上和任何提高生
活素質的安排。
RA7 也包括法律事務和日常財政事務。根據法律權
限，代表人可以替你處理保險索償或在法庭上代表
你。日常財務包括個人理財、各項福利、車輛轉
讓、投資、郵件轉發和稅務處理。假如陳太太在一
場車禍中受傷，陳先生便可以替陳太太索取保險賠
償；或如果他們搬家，陳先生可以幫助陳太太向加
拿大稅務局申請更改地址。

持久授權書

Enduring Power of Attorney (EPA)

RA7不包括房地產買賣。只有持久授權書可同時處理
房地產買賣及全部法律、財政事務，但必須有律師
或公證人的簽署。法律專業人士必須確保你符合認
知要求。如果陳先生沒有自己的房地產，他可以考
慮用RA7來管理他的法律及財政事務。

個人計劃文件中的角色 Roles in Legal Documents

代表協議書表格

RA Forms

Nidus的網站會提供 RA9 和 RA7 的表格。你可以
免費下載表格，或以七十五元正（已包括註冊
費）訂購附加表格（如：授權多個代表人或候
補代表人、在文件中加上特別法律字眼）。

關於 Nidus 個人計劃
資源中心及登記處

代表協議書的三種角色：

About Nidus Personal Planning Resource Centre

代表人 - 有法律權力協助或代表你辦事。

Nidus 成立於1995 年，是一個非牟利及慈善的個人計
劃資源中心。Nidus 的登記庫會儲存你的文件副本，
並允許認可授權人查看你的文件。登記費用是一次
性二十五元正。

候補代表人 - 以備不時之需，萬一代表人不能履行責
任。
監察人 - 以確保代表人有履行責任。如有單一代表
人，在財政方面，法律要求訂立監察人作額外的保
障。如果代表人的是你的配偶，你不需要監察人；
但假如代表人被候補代表人補上，你便須要一個監
察人。

Nidus 的資源和代表協議書表格都是用英語書寫的。
如果需要幫助，請你找一位懂英語的家庭成員、朋
友或翻譯人員。我們的資源和表格全部也能在網上
找到。

持久授權書的兩種角色：

網站：www.nidus.ca

受託人 - 有法律權力協助或代表你辦事。

聯繫我們： info@nidus.ca（請用英語）

候補受託人 - 以備不時之需，萬一代表人不能履行責
任。

陳先生也決定訂立 RA9 來處理醫療保健及個人護
理，他指派他的兒子作為代表人，他的兒媳作為候
補代表人。他擁有房地產，所以須要找律師或公證
人為他訂立 EPA。陳太太不符合 RA9 或 EPA 的認知要
求，所以在陳先生的協助下，她會訂立 RA7，並指
派陳先生作為代表人，她的兒子為候補代表人，兒
媳作為監察人。

註冊您的文件

Registering your Documents

當陳先生陳太太完成訂立文件，他們會向Nidus登記
處註冊他們的代表協議書，然後Nidus會提供一張註
冊卡。方便將來在緊急情況下，已認可授權人（如
醫療機構或財政機構）也可以查看你的註冊文件。
假設陳先生在和陳太太一起購物時陳先生突發中
風，陳太太不能夠與救護或醫院工作人員溝通。但
如果陳先生和陳太太也有註冊卡，醫療工作人員便
可以與Nidus聯繫，然後接觸他們的代表人。

其他資源

Other Resources

大多數人會找公證人或律師去簽發他們的EPA；如果
你要跟土地產權辦公室 (Land Title Office) 登記EPA，
這是必須的。若要尋找一個律師，請致電律師轉介服
務604.687.3221或1.800.663.1919。若要尋找公證人，
請聯絡公證人協會 (Society of Notaries Public of BC)
604.681.4516或1.800.663.0343或 www.notaries.bc.ca。
加拿大律師協會製作的持久授權書和代表協議書簡
介單張 www.cba.org/BC/dal/pdf/518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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