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A N H R  650 HARRISON STREET, 2ND FLOOR• SAN FRANCISCO, CA 94107 

Long Term Care Justice and Advocacy  (800) 474-1116 (CONSUMERS ONLY) • (415) 974-5171 • WWW.CANHR.ORG 

 

Residents Rights 

住戶權利 

 
安老院的住戶，根據聯邦和州訂法律有他們的權利。安老院需要告訴住戶這些權利，並保護和促

進他們的權利。如一名住戶無法執行他或她的權利，可由法律指定的人士，例如監護人或代理

人，或在大部份情形下，由近親、代表收款人可執行這些權利。 

 
有關住戶權利的詳情，請參看CANHR的事實說明《安老院住戶權利概要》（Outline of Nursing 

Home Residents' Rights）。 

 
投訴 

 

住戶有權： 

 

• 執行權利，提出投訴，和向設施的職員及／或住戶選擇之外面代表，建議政策和服務之改

變，例如免於限制、干預、強迫，歧視或報復（42 CFR §483.10(j)）。 

 

• 設施迅速的解決住戶可能有的投訴，包括那些涉及其他住戶的投訴。 

 

入院權利 

 
住客對入院協議合約之內容具有權利，那是住客在入院時所簽署者： 

 

• 安老院必須使用加州公共衛生部制定之標準入院協議（Cal. Health & Safety Code 

§1599.61） 

 

• 合約不可要求住戶用私款（即不是由聯邦醫療保險或加州醫療保險之付款）付款一個特定

的時間。（Cal. Health & Safety Code §1599.69(a)）。 

 

• 合約不可規定在入院時住戶須通知他或她有意轉為加州醫療保險的身份。（Health & 

Safety Code §1599.69(b)）。 

 

• 合約不可以規定第三方保證付款，作為入院或加速入院之條件。（42 CFR §483.15(a)(3); 

Cal. Welfare & Institutions Code §14110.8(b)）。 

 

此外，住戶有權要求退回他或她付的保證金： 

 

• 當住戶轉為加州醫療保險時（Cal. Health & Safety Code §1599.69(b)；Cal. Welfare & 

Institutions Code §14110.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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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情況和治療 

 
住戶有權： 

 

• 由醫生充份告訴其整體之健康情況，並給予機會參與立即和持續之整體護理計劃。（42 

CFR §483.10 (c)）。 

 

• 事前充份被告知有關護理和治療以及護理或治療對住戶可能有影響之任何改變。（42 CFR 

§483.10 (c)(2)(4)）。 

 

• 參與計劃護理和治療，或護理或治療之改變。（42 CFR §483.10 (d)(3) 42 CFR §483.10 

(c)）。 

 

• 如科際團隊認為適當的話，可自我執行服藥。（42 CFR §483.10 (a) 42 CFR §483.10 (c)）。 

 

• 選擇一名個人主診醫生。（42 CFR §483.10 (d)）。 

 

• 同意或拒絕任何治療或程序或參與實驗研究。（42 CFR §483.10 (c)(6)）。 

 

• 收到所有對其決定有關接受或拒絕任何建議治療或程序之重要資料。（42 CFR §483.10 

(c)(5)(6)）。 

 

保護住戶資金 

 

住戶有權： 

 

• 管理他或她的財務。設施不可以規定住客將他們的資金存於設施內，雖然住戶可以選擇這

樣做。（42 CFR §483.10 (f)(10)）。 

 

• 資金以與設施資金分開和其他住戶分開的方式交設施托管，並對這些資金須有準確之會

計。加州醫療保險住戶如有超過$50的資金，和有超過$100資金的其他住戶，必須以一個

有利息的戶口持有。（42 CFR §483.10 (f)(10)）。 

 

• 如由設施管理的住戶戶口的數額達到$200少於加州醫療保險之資源規定$2000時，告知住

戶，以及限制如有增加時，可導致住戶被加州醫療保險解除資格。（42 CFR §483.10 

(f)(10)(iv)）。 

 

轉移和出院 

 

只有在以下情況下住戶有權轉移或出院： 

 

• 他或她康復的程度已無須安老院的護理（42 CFR §483.15 (c)(1)(i)(B)）。 

 

• 為住戶的福利以及安老院無法滿足她／他之需要。（42 CFR §483.15 (c)(1)(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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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及其他人之健康或安全。（42 CFR §483.15 (c)(1)(i)(C)&(D)）。 

 

• 他或她沒有付護理的費用。（42 CFR §483.15 (c)(1)(i)(E)）。 

 

• 設施不再營運。（42 CFR §483.15 (c)(1)(i)(F)）。 

 

其他有關安老院轉移或出院之權利： 

 

• 安老院必須在儘快可行或合理的時間，事前給住戶和法律代表轉移或出院之事前通知，或

在一些情況下，至少給予30天的事前通知。（42 CFR §483.15 (c)(3)&(4), Title 22, Cal. Code 

of Regulations § 14124.7 (a)）。 

 

• 參與加州醫療保險計劃之安老院，不可以當住戶從私人付款或聯邦醫療保險改為加州醫療

保險，或在等候加州醫療保險申請決定時轉移或尋求遷出一名住戶。（42 CFR §483.15 

(c)(1)(i)(E), Title 22, Cal. Code of Regulations § 14124.7 (a)）。 

 

• 安老院必須提供一份出院摘要，包括出院後護理計劃，那是在住戶和他或她的家人參與下

制定的，用以幫助住戶調整他或她的新生活安排。（42 CFR §483.21 (c)(2)）。 

 

• 住戶有權在轉往一家緊急護理醫院時，保留病床7天和立即重新再入院，如他或她繼續付

安老院病床費用時。（42 CFR §483.15 (d)&(e), Cal. Health & Safety Code §1599.79; Title 22, 

Cal. Code of Regulations § 75250 (a)）。 

 

• 在留醫之後，住戶有權當出現第一張空床時，重新入安老院，如安老院沒有給予住客7天

保留床位之書面通知。（Cal. Health & Safety Code §1599.79; Title 22, Cal. Code of 

Regulations § 75250 (a)）。 

 

• 在留醫之後，一名加州醫療保險承保之住戶有權用第一張出現的空床，即使他或她沒有留

在安老院超過7天。（42 CFR §483.15 (e)(1)(i))。 

 

化學和身體限制及濫用 

 

住戶有權： 

 

• 免受口頭、性、身體或精神之虐待，體罰，不自願的被孤立，忽視，個人財物之處理不當

和剝削。（42 CFR §483.12）。 

 

• 免受任何身體或化學的限制──心理治療或抗精神病藥物──其目的在紀律或以職員無須

治理住戶的醫療徵狀之方便。（42 CFR §483.12(a)(2)）。 

 

• 給予必需的資料俾住戶能拒絕或接受心理治療之藥物、身體限制、或長期使用一種可導致

無法或重獲正常身體功能能力的儀器，讓住戶可對使用這些方法做知情的同意。（Title 

22, Cal. Code of Regulations §72528） 

 

• 根據全面評估住戶，設施必須確保： 



© CANHR 650 HARRISON STREET, 2ND FLOOR •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94107 • WWW.CANHR.ORG 

 

• 如住戶未曾用過治療精神病的藥物，不可給住戶此類藥物，除非這些藥物是治療一個特定

情況所必需者。（42 CFR §483.45(e)(1)）。 

 

• 需用治療精神病藥物的住戶，應逐漸的減少劑量和作出行為干預，俾停止續用這些藥物，

除非臨床治療相反。（42 CFR §483.25(1)(2)(ii) 42 CFR §483.25(d)）。 

 

• 設施必須確保每名住戶的藥物養生法，不用不必要的藥物。（42 CFR §483.25(d)）。 

 

住戶紀錄 

 

住戶有權： 

 

• 對他或她個人和臨床絕錄有隱私權和保密權。（42 CFR §483.10(e)(10)）。 

 

• 應口頭或書面之要求，在24小時內評審所有與住戶有關的紀錄，並在給予2天前的通知

下，購買這些紀錄的副本（包括電子版本副本，如紀錄以此格式保存）。（42 CFR 

§483.10(g)(2)）。 

 

• 准予或拒絕給組織以外之任何人或機構透露紀錄，除非是法律規定須轉移或規定者。

（42 CFR §483.10(h)(3)）。 

 

尊嚴和隱私 

 

• 住戶有權受到體諒、尊重和充份承認其尊嚴和個性的對待。（42 CFR §483.15(a) 42 CFR 

§483.10(a)(1)）。這包括以下的權利： 

 

• 在治療，個人護理，溝通，方便配合，客訪和住客及家庭團體會議時，尊重隱私。（42 

CFR §483.10(h)(1)）。 

 

• 私下接和打電話。（42 CFR §483.10(g)(6)）。 

 

• 寄和收沒有打開的信件。（42 CFR §483.10(g)(8)）。 

 

• 和住戶選擇的人私下在設施內或外聯繫。（42 CFR §483.10(g)(2) 22 CCR §72527(a)(4)）。 

 

自由選擇和參與 

 

住戶有權利： 

 

• 拒絕為設施執行服務。（42 CFR §483.10(f)(9)）。 

 

• 選擇與他或她興趣和護理計劃一致的活動和時間表，並接受合理方便配合個人需要和選擇

之服務。（42 CFR §483.10(e)(3) and (f)(1)）。 

 

• 選擇設施內對住戶是重要的生活。（42 CFR §483.10(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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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住戶團體和社交、宗教及社區團體的活動。（42 CFR §483.10(f)(3)&(5)）。 

 

• 和自己選擇在設施內或外的人溝通。（22 CCR §72527(a)(14)）。 

 

• 如空間可以以及不會侵其他住戶的權利或健康與安全的話，保留和使用個人的衣物和物

件。（42 CFR §483.10(e)(2)）。 

 

接進和探訪 

 

住戶有權接待她或他選擇的來訪者，而設施必須提供──但受住戶可在任何時候否定或撤回同意

之權利的限制──以下的項目給任何接進住戶者： 

 

• 住戶的直繫家人或其他親人。（42 CFR §483.10(f)(4)(ii)）。 

 

• 在住戶同意下來訪的其他人，但須受合理的臨床和安全限制。（42 CFR 

§483.10(f)(4)(iii)）。 

 

• 設施必須為任何提供健康、社會、法律或其他服務與住戶之實體或個人合理接進住戶。

（42 CFR §483.10(f)(4)(iv)）。 

 

• 如住戶已婚，必須保證他或她與其配偶之隱私和可以共用一房間，如二人均在設施並同意

這樣做。（22 CCR §72527(a)(17), 42 CFR §483.10(e)(4)）。 

 

住戶和家庭委員會 

 

住戶委員會 

 

• 一名住戶有權在設施組織和參與住戶團體。（CFR §483.10(f)(5)）。 

 

• 設施必須提供私人空間供住戶團體使用。（CFR §483.10(f)(5)(i)）。 

 

• 職員或來訪者在團體邀請下可參加會議。（CFR §483.10(f)(5)(ii)）。 

 

• 設施必須提供一名經團體許可之指定職員負責提供協助和回應住戶委員會之書CFR 

§483.10面要求。（CFR §483.10(f)(5)(iii)）。 

 

• 安老院必須傾聽住戶委員會對影響住戶在設施之護理和生活之意見，並迅速處理投訴和建

議。（CFR §483.10(f)(5)(iv)）。 

 

家庭委員會 

 

• 一個住戶委員會有權在設施內和其他住戶的家庭會見。安老院不可以禁止組織家庭委員

會。（CFR §483.10(f)(7), Cal. Health & Safety Code §1418.4）。 

 

• 家庭委員會可由住戶的家人，朋友或代表組成。（Cal. Health & Safety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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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8.4(c)）。 

 

• 必須准予家庭委員會在安老院設施的普通會議室舉行會議，每月至少一次，准予私下舉行

而無安老院的職員參加。（42 CFR §483.10(f)(5)(i), Cal. Health & Safety Code §1418.4(a), 

(c)）。 

 

• 職員或來訪者在團體邀請下可參加會議。（42 CFR §483.10(f)(5)(ii), Cal. Health & Safety 

Code  §483.14(e)）。 

 

• 安老院必須傾聽家庭委員會對影響住戶在設施之護理和生活之意見，並迅速處理投訴和建

議。（42 CFR §483.10(f)(5)(iv); Cal. Health & Safety Code §483.14(g) ）。 

 

• 安老院需要在家庭委員會提出書面要求或關注時，在10個工作天內予以回應。（Cal. 

Health & Safety Code §483.14(h)）。 

 

 

這些住戶權利見於聯邦和州訂法律。聯邦權利見於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CFR”), Title 42，

可上網瀏覽。加州權利見於Health & Safety and Welfare & Institutions Codes，可上網

http://leginfo.legislature.ca.gov/瀏覽，並見於California Code of Regulations, Title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