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找到更多资讯资料？

如何捐献？
Régi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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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魁北克省，有三种注册捐献器官
的方法：
• 在同意捐献的贴纸上签名并贴于
健康卡（太阳卡）后方
• 与魁北克省医疗保险（RAMQ）
注册并声明愿意捐献器官
• 通过个人公证人的方式表示捐献
意愿
请务必放心，无论您如何抉择，您
都将在任何时候得到应有的治疗。
请告知家人及亲人您的意愿，无论
如何，您的决定都将无条件的被尊
重。
切记：只有在医生在正式宣布死亡
后，您的器官或身体组织才能够捐
献。

?

• 器官捐献
www.signezdon.gouv.qc.ca
只要您未患有癌症，您可以在任何
年龄捐献。
• 各类身体组织捐献
www.signezdon.gouv.qc.ca

八十五岁以下的人群可以捐献。如果您患
有癌症，则只能捐献眼角膜。

• 科学研究遗体捐献
www.deces.info.gouv.qc.ca/en/
您可以向您的医生咨询，并了解您
是否符合捐献要求。如不适合，您
依然可以选择捐献眼角膜。
• 其他捐献
您可以向您的医生咨询了解相关的
科学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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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献器官与身体组织是您的个人抉择。
请告知家人您的意愿。

咨询服务：

请联系MUHC的护士，并转接
Organ & Tissue Donation
( 器官及身体组织服务）
电话：514-934-1934 内线 36590

器官与身体组
织捐献

This material is also available through the
MUHC Patient Education Office website
www.muhcpatienteducation.ca

此手册制作人是MUHC护士:
Wendy Sherry & Bernard Tremblay

什么是器官与身体组织
捐献？

器官与身体组织捐献是一个可以帮
助他人重获健康的选择。因为可以
用健康的器官来取代病变的器官，
从而救助生命。同样的，捐献身体
组织可以让人提高生命质量，或重
见光明，或帮助严重烧伤者预防感
染。
捐献的器官和身体组织将被给予最
需要它们的患者，不受任何种族，
性别，工资收入或知名度的影响 。
在捐献过程中，护理与尊重捐献者
的遗体会受到重视。器官摘取将在
医院手术室进行，而后带给所需之
人。在摘取身体组织及眼睛之后，
捐献者的身体外观将保持不变，随
后，捐献者仍可选择开棺式葬礼。

哪些是可能捐献的种类？
可以捐献的器官与身体组织有以
下几种：
• 器官：
心脏，肺，胰腺，肝脏，肾脏，肠
• 身体组织：
眼角膜（眼睛的一部分 )，皮肤，
心脏瓣膜，骨头，筋

谁可以捐献？
任何人都可以捐献，无论年龄大
小。每一个案例都将由TransplantQuebec（魁省移植机构）以及
Hema-Quebec（魁省献血机构）
评估来确定哪些器官和身体组织适
合捐献 。

如果我生病了还
能捐献吗？

目前存在各种不同的捐献方式。即
使您患上了严重或慢性疾病也依然
有捐献器官的可能。

应该何时开始考虑捐献？
无论对于自己还是家人，死亡都不
是一个容易谈论的话题。尽管如
此，探讨死亡非常重要，并且应该
对此进行必要的讨论。它将帮助您
更慎重的考虑您对于器官捐献的态
度，也能有助于在您不能正常表达
自己意愿的情况下为您选择适当的
治疗方案 。

如果您正在考虑捐献器官，您
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寻求帮助 。

与家人商谈捐献器官及身体组织
事宜是一个有意义的行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