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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政司代表就「持久授權書」接受商業電台訪問的謄本 

(以下謄本經商業電台同意，在律政司網頁內刋出。律政司對此表示感謝。) 

 

節目名稱：甲子大觀園 (雷霆 881 商業一台) 

播出日期:  二零一二年七月八日 

Q1:  雷霆 881 商業一台節目主持人邱勁勳先生 

Q2:  雷霆 881 商業一台節目主持人熊書頤小姐 

A1:  律政司副法律政策專員黃慶康先生 

A2:  律政司署理助理法律政策專員李天恩先生 

 

[註: 除非另有註明，文中所指的「代理人」，即香港法例第 501 章《持久授權書條例》裡的「受權人」

(Attorney) 。] 

 

「持久授權書」的作用 

 

Q1:  對於一些老年痴呆症的老友記，他們慢慢失去生活自理能力，甚至判斷事物的能力，持久授

權書可如何幫助他們？ 

A1: 一般授權書的特點是它能讓授權人授權另一位（我們稱之為代理人）。這代理人可以幫助他處

理一些財產上的問題。在一般法律原則下，如果當授權人失去了精神行為能力時，代理人的

授權便會自動撤銷。但是，透過香港法例第 501 章《持久授權書條例》，我們可以讓那授權人

簽立一份稱為「持久授權書」的文件，這份文件可以令到即使授權人喪失精神行為能力之後，

譬如有失智，老年痴呆的情況等，「授權」都可以繼續有效。這對於授權人來說是方便他處理

一些財產，縱使他仍然在生，但永遠失去能力去處理一些戶口、物業等等。這是持久授權書

的特點。 

 

Q1:  譬如每月他收到長期服務金，有金錢轉賬給他，那些金錢如何處理呢? 又譬如家裏支出，如果

須用到戶口轉賬等等。這些方面，可以授權給代理人執行。 

A1:  對。 

 

訂立「持久授權書」的程序 

 

Q1:  當[授權人]訂立持久授權書時，他的精神行為能力要經過醫生證明是沒有問題的。 

A1: 沒錯。 

Q1:  不是到了老年痴呆晚期。 

A1: 同意。他一定要在正常的精神狀況下簽訂，所以醫生的見證是十分重要。在二十八天之內，

就需要到律師面前做一個見證。這日期令授權人更有靈活性訂立持久授權書，而且從我們以

往的經驗來看，安排醫生和律師同場見證須額外的工序和[更為]困難。我們希望這因應法改會

的建議而作出的修訂可以幫助市民覺得這份文書[方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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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這次修訂亦將表格改革，使用家更加容易明白和使用。 

 

Q1:  如果老友記有興趣訂立一份持久授權書，就要找一位醫生和一位律師，但是其實申請的手續

是怎樣呢？向普通醫生查詢會否知道？還是要通過律師樓幫助他們去訂立持久授權書才可以

開始整個申請程序呢？ 

A1: 因為這是一份自願整理的文書，所以可能當社工或醫護界的專業人士見到當事人有此需要時，

便可以推介給他。這視乎當事人是否想律師幫忙。以往來說，在法庭司法常務官的登記上可

見有一些文書是經律師樓整理。如果律師利用表格整理文書，之後安排醫生為授權人見證其

精神狀況是沒有問題，然後律師再作見證，整個過程便已完成。 

A2: 而且在簽立前，因為有表格和相關的解釋，所以授權人和代理人可以先行討論相關的權力和

責任（究竟要處理甚麼物業呢？要處理甚麼事項呢？）。讓大家有一個清楚的共識，然後帶備

文件交給律師作簽立和見證。如果有需要，再諮詢法律的意見。這樣便能節省時間和律師的

費用。 

 

Q2:  訂立持久授權書後，是否從簽訂那天開始生效？如何決定甚麼時候會用到呢？ 

A1:  《持久授權書條例》於去年[二零一一年]年底[被]修訂，今年[二零一二年]七月三日生效。按現

在最新的法例，基本上有三個情況可以令持久授權書生效。第一個是他註明某個日期，舉例

來說，可能他選擇了二零一四年六月一日為生效日期。第二個可能性是有一個事件發生了，

譬如他註明了「當我失去了精神行為能力的時候」，或者甚至他加上某些條件，譬如在「當我

失去了精神行為能力的時候」特別註明「經醫生證明之後」。這便是屬於事件性的。第三個可

能性是如果他沒有標明，這樣便應該是在他簽立時開始。理論上，生效時間就是上述所提及

的的三個可能性。但實際上，可想像到的情況是預計當他的精神狀況開始出現問題時，代理

人需要前往法庭進行登記。登記後，才可以全面使用這份文件。 

 

這次修訂的特點就是，在簽立[文件的要求上]，我們作了一些轉變。原有的條例（九七年時通

過的條例）是規定律師和醫生須同場見證授權人簽立文件。但經修訂後，程序簡化了，亦方

便了授權人，因為他們 [律師和醫生] 不需要同時出現。一般可以想像到的情況是先經過醫生

檢查，因為最關鍵是要證明他的精神行為能力是沒有問題的。 

 

「持久授權書」的訂明格式及可處理事項 

 

Q2:  現時是否已有一個特定的文件供持久授權書的授權人使用？ 

A1: 有一個法律技術的[問題]，譬如要填寫時有一個很容易出現的問題就是在持久授權書的條例中，

有兩份表格可以處理兩類的情況。第一個情況就是授權人只授權一位代理人，另一個情況就

是他授權多於一位代理人。如果他選擇兩個人或以上，他一定要註明究竟是共同行事，或是

共同和[各別]行事亦可。這是一個比較技術性的概念。共同行事即是兩個代理人一定要一致地

決定如何行事。共同和[各別]行事是指代理人可以個別行事或一齊行事也可以。如果他沒有表

明，卻授權了兩個代理人，文件可能變成無效，所以在這地方要比較特別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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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除此以外，在填寫文件時，有那些事項需要事前告訴授權人，讓他先作決定，從而令填寫過

程更迅速及順暢？ 

A1: 除了是委託一位或多於一位代理人是一個重要的決定外，另外也要處理關於他希望代理人如

何幫助他處理財產等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可能他有一些戶口或物業想標明出來，甚至他清晰

地表達這授權本身是做些甚麼（例：只是處理入息上的問題/ 是否可以出售當事人的動產或不

動產？），這些均為授權人需要作的決定。如果他希望授權代理人做所有這方面的決定，在這

方面他須清晰地表達。 

 

Q1:  譬如現時 [授權人] 居住的單位，他希望一直在那裡居住，無論如何代理人也不可出售，所以

就不授權給他。但其他銀行的錢或其他的物業等等，代理人就可以處理。這些分配也可以仔

細在持久授權書上列明。 

A1:   [授權人] 可以附加一些條件，例如他有一名配偶，當事人一方面授權代理人處理物業，但當

要出售物業時，便要先經過太太或配偶的同意才可。或要「先諮詢物業達某價值時／先取得

法律意見」才可實行。可以透過些條件去保障當事人的財產及照顧家人。因此，授權人在這

些比較細微的地方要小心補充。 

 

Q2:  即是說，授權人要首先清楚收集及了解自己的財產，然後決定如何分配或者代理人可以做那

些方面的決定。 

A1:  有甚麼條件可以加上去。 

Q2:  股票或房屋、地產等項目。 

A1:  還有一個比較有趣的地方是關於通知方面的，這對於授權人是一個保障。授權人在簽立授權

書時，可寫明如果向法庭作出登記前，代理人應該先通知某些人，包括他指名的。。。 

Q1:  親朋戚友、最親的親戚。 

A1:  沒錯。寫下那幾個名字是一個保障，因為很多時候預計當[代理人]真正[行使]這份文件[所賦與

的權力]時，正正是 [授權人]失智或失去精神行為能力的時候，如果可通知某些人，這亦對授

權人多一些保障。這也是一個其中需要注意的地方。 

 

授權人是否可以更改已訂立的「持久授權書」的內容？ 

 

Q1:  如果當一位老友記訂立了一份持久授權書，但他的病情還未還嚴重到令持久授權書生效，但

在這時候他想更換代理人，或想更改一些條款， 例如他剛好中了六合彩，對獎金他可能想另

作安排。在這情況下，他是否要重新訂立一份持久授權書，還是可以更改原本的那份，例如

增加一些條款，程序上應如何處理？ 

A1:  根據現時的法律框架，如果他的精神狀況是沒有問題，一個可能性是取消原本那份。即使他

的精神狀況是沒有問題，但該持久授權書已在法庭上登記，就要經法庭確認才可以徹銷有關

文件，然後再簽立另一份新的持久授權書。 

Q1:  即是要重新訂立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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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如果授權人有更多附加事項要處理的話，這會是最正常的做法。 

 

如何監督代理人(授權人)行使「持久授權書」賦予的權力 

 

Q1:  在這裡我有一個疑問，就是誰負責監察？因為[即使]持久授權書裡提及代理人要通知某些親友，

如果 [代理人]沒有通知[他們]，可能也沒有人知道，法庭亦不會知道，又或者代理人當使用授

權人的金錢時會不會有中飽私囊或在其他人眼中覺得使用得不恰當？這方面有誰可以監督代

理人呢？ 

A1:  實際上，我們的條例有一個機制，給予法庭一個監督的職責。通過法庭的程序，可以撤銷文

件，或者甚至免任代理人。 

A2:  有甚麼人可以啟動申請的程序呢？根據《持久授權書條例》，字眼為「任何有利[害]關係」的

人都可以作出申請。 

Q1:  「利[害]關係」是否一定要和金錢相關？ 

A2:  不一定。其解釋是比較闊的。因為涉及到保障授權人的利益。 

Q2:  即是譬如我作為授權人的朋友或親戚，當見到代理人做得不夠好時，便可以向法庭投訴，懷

疑代理人沒有好好行使他的權力。 

A2:  在監察時，法庭亦會見到在條例下代理人的責任，其實有十分明確的規定，這包括不可將授

權人的財產和其他人的財產（包括代理人自己的財產）混合在一起。 

Q2:  如果這代理人被法庭判處失職，要免去他的職務，那可以找誰來代替他繼續執行職務呢？因

為可能他 [授權人] 當時已經處於精神狀況不是十分正常的時候。 

A2:  因為本身持久授權書是給予機會由私人自己雙方去訂立文書去處理有關事項的文件。如果他

信任的人本身都濫用這權力，而當時授權人已經喪失了精神行為能力，另外有其他法例可以

提供相應的保障。 

A1:  沒錯。 

A2:  根據《精神健康條例》，法庭可以委任一些另外的代理人(稱為「監護人」)去代他行事。 

Q1:  即是一些監護令？ 

A2:  對。或者是監護委員會亦可以作出相應的命令。 

Q1:  即是已經超出了持久授權書的範圍？ 

A2:  對。 

Q2:  譬如當授權人填寫這授權書時，可否列明一個後備的人選（當授權人的代理人第一人選被罷

免職務時）來幫助他去處理事務？ 

Q1:  還是你們會建議授權人一開始多填寫幾個人選？讓他們可以互相監督或監察？ 

A1:  從選擇來說，如果一開始他是選擇了多於一個代理人，這是有一個優點。一方面，他們可以

同時互相監察，另一方面就是如果其中一位被免除，還有其他人可以幫忙／補上。這也是一

個值得參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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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授權書」的法律改革 

 

Q2:  一九九七年開始已經制定了《持久授權書條例》。由一九九七年開始到現在，是否已經有人註

冊了持久授權書，可否分享一些例子或個案？ 

A1:  其實過往的使用量是偏低的，因為直至目前（至近這一、兩個月[二零一二年中]）為止，數字

大約是五十餘份。 

Q1:  每年幾份？ 

A1:  相對外國來說是比較低。縱然在這個低的數字下，我們近期修訂了法例，希望令當事人更加

容易使用此文書。 

 

Q2:  剛才所談的都是財產上或財政上的處理方法，持久授權書所包含的是否就只可以處理財產方

面的事項？其他譬如個人照顧事項或醫療上的決定等，持久授權書能否做到？外國的授權書

可以包含個人照顧，甚至飲食方面，香港的法律會否保障這些事項呢？ 

A1:  其實目前這條例本身只可以處理財產方面，但在二零一一年，法改會發表了一個新的報告書，

那報告書就是針對持久授權書的個人照顧事宜。報告書的特點就是將授權書的範圍再擴闊，

包括如何照顧當事人、幫他作一些決定等，舉例來說，接不接受某些治療、個人起居的安排、

和誰住在一起、居住的地方等等都可以包括在內。現階段我們已成立了一個跨部門小組去研

究這報告書，以決定是否採納所有的意見，或是有一些須作更改及修訂。當研究完成後，希

望會再有一個進一步的諮詢，因為會有一些比較爭論性的部份。舉例來說，關於授權的範圍

去處理譬如治療方面，治療範圍的界定，一些關鍵性的治療是否應該納入屬於授權書之內呢

等等？這些都會在下一個階段處理。現階段條例主要處理財產的問題。 

 

關於「持久授權書」的資訊 

 

Q2:  最後想問如果大家老友記聽畢有關持久授權書的資訊，而有意思想訂立這份文件，除了尋找

律師的協助外，有沒有其他機構或福利團體可以幫助他們？ 

A1:  一方面，資料在網上透過香港大學的社區法律網站有一個詳細的介紹。我們亦正在[準備]印製

一些小冊子，希望讓市民，對象尤其是律師、社會工作者及醫護界的朋友能夠容易地推介。

當然，一般市民亦可以參考這些資訊。 

A2:  我們很鼓勵大家先行閱畢這份文件和相應的解釋後，才與心目中的代理人商討究竟這是否適

用。然後當有需要簽立這份文件時，再找律師和醫生作核實及見證。這一步需要尋找個別的

律師或醫生才能提供此服務。 

Q1:    有 興 趣 的 老 友 記 可 以 向 醫 務 社 工 或 者 相 熟 的 律 師 查 詢 ， 或 可 瀏 覽 [社 區 ] 法 網 的 網 站

(http://www.clic.org.hk)，搜尋有關持久授權書的資訊。 

A1:  香港法例第 501 章及相關的表格亦可在律政司的網頁 (http://www.doj.gov.hk)上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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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了解更多關於持久授權書的資訊，老友記可以考慮以下幾個方法：第一，政府有一項

由義務律師提供的幫助市民處理有關法律方面的難題。如果想使用此免費法律諮詢服

務，可事先前往任何一間轉介機構預約時間。香港現時有二十八個轉介機構，當中包括

所有民政事務署及明愛中心。除此以外，香港亦有福利機構有提供長者法律諮詢服務。

例如，聖雅各福群會就會定期安排律師為老友記解答法律疑難。如果各位想知道更多有

關持久授權書的資料，不妨尋求他們的協助。最後，如果老友記想自己了解更多有關持

久授權書的資料，可以瀏覽社區法網的網站 (http://www.clic.org.hk)，內有詳細解釋什麼

是持久授權書、它的用處和註冊方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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