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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医疗协助（MAiD）Medical Assistance in Dying (MAiD) 
为要求 MAiD 的人士提供的支持指南 A Guide to Support People Requesting MAiD 

本指南解答了您和自己的亲人在考虑临终医疗协

助（MAiD）之后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同时也提

供一些信息，使你们了解在进行 MAiD 之前的
日子里要做或考虑什么。 

想到生命走到尽头以及和亲人永别，您可能会感
到悲痛或哀伤。对自己如何及何时离世有一定的
掌控，也可能会让您感到如释重负。您很可能对

使用 MAiD 作出了深入思考。 
到此时，您可能已经填妥了 MAiD 申请表。下

一步是要找两名医生或护理诊断师（ nurse 
practitioner）来分别评估您。我们称这些人士
为“评估员”。  

 

之后的过程 

很多时候，评估员一旦认定您符合所有标准，您
可以不必等候就进行这项程序。而在某些情况下，

您必须等候 90 天，然后才可以进行这项程序，
等候期从第一次医学评估的日期算起。 

在从申请 MAiD 到接受评估的整个过程中，我
们鼓励您专注于并思想自己最喜欢的人和活动。  
如有问题或忧虑，可找家人、朋友或医护人员
谈谈。  
 

以下是您要考虑的一些问题： 

• 我最想做什么事情（现实工作、郊游、专案计
划、遗愿清单）？  

• 我希望如何度过这段时间（独处还是与别人在一
起还是两者兼备）？ 

• 我想见什么人以及有哪些重要的事情要对这些人
说？ 

• 我想分享哪些回忆或故事（精彩场面、成就、遗
憾）？ 

• 我想如何分享我的回忆或故事（口述、书面还是
录音/像）？ 

• 我在哪方面需要帮助或希望有人帮助？谁能提供
帮助？ 

• 我有没有想谈及的担忧或焦虑？  

  
您也可以致电 MAiD 护理协调中心，寻求
支持。 

电话  604-587-7878 
电邮 
 

 mccc@fraserhealth.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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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进行 MAiD 的日期 
一旦获得批准接受 MAiD，您可以选择在何处及

何时进行。您可以选择延后设定进行 MAiD 程
序的日期，看看自己的病情发展如何。或者，您
可能已经考虑了很久，心中已经想好了一个日期。
如果您有可能会丧失做出最终同意的能力，而预

计您会在不久的将来自然离世，请与您的 MAiD
医生或护理诊断师谈谈有关签署“放弃最终同意

书”（ “Waiver of Final Consent”）的事宜。 

您可与评估员谈谈您的计划和愿望。最重要的
是，您可以随时中止或“搁置”这个流程。这
项计划由您主导。 

 

设定了 MAiD 日期后要考虑的一些问题： 
• 我想安排火葬还是土葬？ 

• 我想捐出器官或眼球吗？ 

• 我想安排时间将我的遗体移送到殡仪馆吗？ 

• 提供 MAiD 的人知道我的愿望吗？ 

为 MAiD 那天做准备 
相聚和充满爱意的时刻以及深深悲伤的时刻可
能参杂而至。如果需要，可以找些时间和地方
来休息。 
对自己和别人要有耐心和宽容。要灵活变通及愿
意接受改变。如果您的计划不再让您觉得是可行
的，不妨做出更改。  

 

 

关于 MAiD 当天，要考虑的一些问题： 
• 对预期的情况或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我有

什么疑问吗？ 
• 还有哪些其他医护人员会到场协助？ 
• 我希望 MAiD 在那天的什么时间进行？ 
• 我希望 MAiD 在哪里进行？ 
• 在进行 MAiD 的时候我希望谁在场？我和他们谈

过吗？ 
• 在当天，我希望做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或有

什么感觉？ 
• 我想穿什么？ 
• 我希望他人在我的什么位置（坐或躺在我身边、

牵着我的手、在我附近、在我视野范围之内或之
外）？ 

• 如果有孩子或宠物，我希望他/它们在哪里？ 
•  在服用 MAiD 药物之前，我想做些什么吗（亲

吻或拥抱、宗教仪式或祈祷、音乐或最喜欢的
朗诵）？  

施用 MAiD 药物的时候 

MAiD 医生或护理诊断师抵达后，会确认您是否

仍希望进行 MAiD。他们会与您和已经聚集的人
谈到这个流程，然后，要签署最终同意书（如果
您有能力这样做的话）。如果您安排了并且之前

已签署“放弃最终同意书”，MAiD 会按照您的
意愿进行。 
如有需要，一名护士会在场陪伴您左右，并且开

始进行静脉注射。MAiD 医生或护理诊断师会以
您要求的方式向您施用药物（口服或注射），以
产生镇静及死亡的效果。 

有些人担心会大小便失禁。这种情况很少见。您

的呼吸会出现变化，您可能会深呼吸及/或打鼻

鼾。最终，您的呼吸会停止。然后，MAiD 医生
或护理诊断师会确认您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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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医疗协助（MAiD） 
对家人和朋友的支持指南 

当与您关系密切的人要求了 MAiD，有各种感受和
反应是正常的。即使您支持这个选择，有相互冲突
的想法和情绪也在情理之中。这是悲痛和失落的一
个正常部分。 

不要忘记，您的看法来自您个人的信念和生活经

验，未必与选择 MAiD 的亲人的一致。 

如果您强烈反对这个选择，去找能够倾听您或给您
支持的其他人员或专业人士，可能会有帮助。您也

可 以 联 络 MAiD 护 理 协 调 中 心 （ MAiD Care 
Coordination Centre）。 

在您的亲人接受临终医疗协助之前，想想以下的问题可
能会有帮助： 

• 我希望如何与选择 MAiD 的朋友或家人共度时光？ 
•  有哪些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一起看或做（亲昵言

行、分享故事、出行）？ 
• 有哪些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向对方说（带有爱意、原

谅、感激、鼓励的说话）？ 
•  有哪些关于他们的事情我还不知道，而我想要

知道？  
• 我可以如何支持我的亲人（做些跑腿的事、填写表

格、安排照顾者或只是陪伴）？ 
• 在这段艰难时期谁能支持我（给予情感支持或计划

和沟通方面的帮助）？ 
•  我可以怎样做来保持心情平静和身体健康（做

运动、与朋友和宠物共度时光、有规律地进食

和睡眠）？  

您未必总是知道要说什么或做什么。如果您说或做

了一些之后感到后悔的事情，道歉、主动提出及/
或要求原谅就可以了。或许会有社工或辅导员可帮
助进行难以开口的对话。 

 

MAiD 那天会是怎样的 

见证亲人离世的人，事后可能会离开房间，或
者想在那里再逗留一段时间。见证亲人离世，
您可能会感到焦虑、沮丧、平静或如释重负。
这些感受都是正常的。尝试舒适地坐着，并专
注于呼吸。均匀地深呼吸。  

当家人和朋友准备好之后，护士会将医疗器材
和物品从遗体上拿走，其中包括针头、导管、
助听器以及不是用来陪葬的首饰。  

如果您的亲人已决定捐出眼球、器官或身体，
会事先定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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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要您致电殡仪馆。如果您还未安排具体时
间接收遗体，这通电话是要告诉对方有人已经离
世，遗体已准备好移送。在对方接到电话后，您
可能要等候一至三小时，之后您的亲人才会被移
送到殡仪馆。  
如果您的亲人是在医院或安老院离世的，护理
人员通常会将遗体包好。如果您愿意，您可以
帮忙，但这不是必须的。 
 

以下是有关 MAiD 当天您要考虑的一些问题： 

• 亲人离世后我想和谁在一起（如有的话）？ 
• 亲人一旦离世，有哪件重要的事是我要去做的

（如有的话）？ 
• 在遗体被移送到殡仪馆之前，我想待在遗体身边

多久？ 
• 我希望哪些衣服、个人财物或特殊物品与亲人一

起火化或下葬？ 
• 如果亲人不是在家中离世，有没有人可以接我并

开车送我回家？ 
• 在亲人离世后的最初几天我需要做什么或想要做

什么（如有的话）？ 

 

 

MAiD 后的悲伤 

当您在乎的人离世时，您只会感到悲痛。它包含
不同的感受，例如哀伤、愤怒、害怕、感激，以
及如释重负。您的感受可能会令您觉得诧异或沮
丧。身体就是通过这种途径来应对至亲至爱的人
离世的，必须让它流露出来。 

悲痛是自然的，每次体验都不一样。要设法尽可
能与朋友和家人继续您的例行常规和活动。这可
以帮助您适应没有那位亲人在身边的生活。 

随着时间过去，您的悲痛会改变。它可能会没有
那么强烈，或可能时有时无。对某些人来说，悲
痛是很难受的，他们可能会因此忽略自己的健康
或伤害自己。如果您有这些念头，就要找医生或
悲痛辅导员谈谈。 

尽管很多人都接受 MAiD，但您仍可能会发觉有
人并不认同。他们可能会说些伤感情的话，或不
再关心和在意。如有需要，您仍可通过您当地的
临终关怀协会联系其他人，寻求支持。 
 

要获得悲痛辅导及支持服务的名单： 

- 请登录 patienteduc.frasherhealth.ca， 
然后搜寻“grief counselling” 
（悲痛辅导），或 

- 扫描此二维码（QR code） 
请注意：二维码是一种条形码，

您可以使用智能设备的相机进行
扫描，一经扫描，即可带您到相

关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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