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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預防癌症基金會

預防癌症基金會的使命是通過預防癌症和早期檢測來挽救所有人的生命。

基金會的願景是											!

預防癌症基金會成立於1985年，是全美領先的志願者衛生機構之一，也是

唯一專注於預防癌症和早期檢測的美國非營利組織。通過研究、教育、合

作及宣傳倡導，完成癌症預防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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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的工作重點有以下四個方面：

研究 基金會為一些有希望的青年科學家提供研究基金，

幫助他們在癌症預防和早期發現方面進行創新研

究。

基金會致力於為所有人提供所需信息，通過選擇健

康生活方式和醫療篩檢來幫助自己和家人免受癌症

的傷害。

為了幫助更多人，基金會利用其特有的資源、活動

和夥伴關係來拓展癌症預防和早期檢測計畫。

基金會提倡以癌症預防和早期發現為優先考量的法

律和基金，以便滿足癌症患者及其家屬的需求。

教育

合作

宣傳倡導

為什麼您應關注癌症的早期預防？

據估計，今年美國將有近169萬人被診斷患有癌症，超過60萬人將死於癌

症。然而研究表明，高達50％的癌症病例和約50％的癌症死亡是可以根據

我們已有的知識來預防的。

將我們現有的預防癌症的知識付於行動，還有助於降低癌症護理成本，預

計到2020年為止每年癌症護理成本將達到1,570億美元。

預防癌症基金會居於癌症預防和早期

檢測前沿，被稱為「點燃篝火的蠟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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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相關資訊
本指南是您學習如何降低罹患癌症風險的良好開端。了解更多信息，請訪

問 www.PreventCancer.org.

了解您的家族病史
大多數癌症患者沒有家族癌症病史，這就是為什麼癌症篩檢如此重要——

但如果您有癌症或某些其它疾病的個人或家族病史，可能會增加罹患癌症

的風險。

填寫家族病史圖表，並拿給您的家人和醫生看，幫助判斷您的健康風險。

	 •	對於每一個有血緣關係的親屬，在該圈中註明這位親屬患有的癌

	 	症或其它慢性病，以及被診斷出疾病的年齡。

	 •	在圈中註明家人可能接受過的與癌症相關的手術和手術日期。

	 •	如果可以的話，請註明任何死亡家屬的出生日期和過世的日期及

	 	原因。

預防癌症的方法

不要吸菸
吸菸與許多類型的癌症有關，包括肺癌、大腸癌、乳癌、咽喉癌、子宮頸癌、膀胱癌、口腔
癌和食道癌。最好不要吸菸，但如果您已經吸菸，什麼時候戒菸都不算晚。

大約90％的肺癌與吸菸有關。暴露於二手菸的非吸菸者也具有患肺癌和其它疾病的風險。關
於電子香菸還有待更多研究，但預防癌症基金會堅決勸阻人們使用任何菸草製品，包括電子
香菸。

避免皮膚受日曬
皮膚癌是美國最常見且最可預防的癌症。大部分皮膚癌是皮膚暴露於太陽紫外線輻射所導
致。請務必全年使用防曬霜。切勿使用室內日光浴床。

健康飲食
多吃水果、蔬菜、豆子和全穀物，儘量少吃紅肉和加工肉類。

維持健康體重 並經常活動

許多癌症與肥胖有關，包括子宮內膜癌、肝癌、腎癌、胰腺癌、大腸癌和絕經後乳癌等。

每週保持至少五天的30分鐘身體運動，會對您的健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身體不活動與大腸癌、乳癌和子宮內膜癌的發病有關，和其它癌症也有一些關聯。日常生活
中加強鍛煉可以幫助緩解壓力、提高活力、增強免疫系統、控制體重，降低罹患癌症的風
險。

保持安全性行為  避免風險行為

許多類型的人類乳頭瘤病毒（即HPV）是通過陰道、肛門或口交傳播的。每次性行為時正確
使用避孕套可以避免病毒感染，但不是100％的保護。某些類型的HPV可引起子宮頸癌和至
少五種其它類型的癌症。

乙型肝炎病毒和丙型肝炎病毒也可以通過性行為傳播，或通過與受感染的人共用針頭進行血
液傳播。乙型或丙型肝炎可引起長期肝臟感染，可增加患者罹患肝癌的風險。

注射疫苗 (HPV和乙型肝炎疫苗)
與癌症相關的某些病毒可以通過免疫接種進行防禦，其中一個是HPV。向您的醫生了解接種
HPV疫苗的適當年齡。

另一種已有預防疫苗的病毒是乙型肝炎病毒。在美國，大多數肝癌與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有
關。雖然目前沒有針對丙型肝炎的疫苗，但是已經有乙型肝炎疫苗，建議嬰兒、還未接種疫
苗的大齡兒童和具有感染乙型肝炎風險的成年人注射乙型肝炎疫苗。
                          

了解您的家族病史  並進行常規癌症篩檢

將您的家族病史告訴醫生，並與醫生討論您應做哪些癌症篩檢。一些篩檢可以幫助提早檢測
到癌症，在癌症尚可能成功治療時及時發現；有些篩檢可以在癌變前檢測到癌前病變。雖然
篩檢已被證明可以挽救生命，但篩檢指南並不總是「萬能」的。

爺爺 外婆

嬸嬸/
叔叔

阿姨/
舅舅

嬸嬸/
叔叔

阿姨/
舅舅

奶奶 外公

嬸嬸/
叔叔

阿姨/
舅舅爸爸

兄弟
姐妹

兄弟
姐妹

兄弟
姐妹 您

兄弟
姐妹

兄弟
姐妹

兄弟
姐妹

媽媽



乳癌
每年超過252,700婦女和2,400
多名男性被診斷患有浸潤性乳

癌（癌症從乳腺開始擴散到周

圍的健康組織），大約41,000
人死於該疾病。

早期診斷，並在癌症擴散前進

行治療。

如果發現的早，乳癌的5年生

存率高達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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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
如果您發現以下任何症狀，請採取行

動並諮詢您的醫生：

胸部有腫塊，硬結或增厚

胳膊下有腫塊

乳房的形狀或大小有變化

乳頭疼痛、觸痛或滲液，

包括出血

乳頭髮癢、出現鱗屑、

酸痛或皮疹

乳頭內陷

膚色和紋理發生變化

如出現皺紋、皺褶或發紅

乳房發熱或腫脹

治療方案
治療方案取決於乳癌的類型

和階段：

•	最常見的治療方法

		結合放射療法，用手術去除

		癌症（乳房腫瘤切除術）。

		在某些情況下，有必要切除

		乳房（乳房切除術）。

•	在術前或術後，化療、放療、

		激素治療或靶向治療可單獨

		使用，或結合使用。

哪些人患乳癌的風險最高

有以下情況的女性：

• 12歲以前來月經或55歲以後

   開始更年期

• 目前正在使用或最近使用過

   避孕藥

• 沒有生過孩子或30歲以後有第

   一個孩子

• 使用雌激素和孕酮的激素替代

   療法（HRT）超過10年以上

• 具有BRCA1、BRCA2或

   PALB2基因突變

• 有乳癌、大腸癌或卵巢癌的家

   族病史

如何降低乳癌風險

有以下情況的男性和女性：

• 超重或肥胖

• 不進行身體鍛鍊

• 超過40歲

   大多數乳癌患者是40歲以上的婦女。

   男性患乳癌的平均年齡是68歲。

• 在胸部進行過高劑量的放射治療

• 有乳癌或卵巢癌的家族病史

   如果此人的幾名近親被診斷患有乳

   癌，或者此人的母親在50歲以前被診

   斷出乳癌，則此人罹患乳癌的風險會

   增加。

• 一側乳房已患有癌症

母乳餵養可能會降低

女性罹患乳癌的風險

限製酒精
女性每天喝酒不要超過一
杯，男性每天喝酒不要超
過兩杯。

不要吸菸
如果您吸菸，請戒菸。

鍛鍊
每週至少5天，每天

至少30分鐘。

保持健康的體重



乳癌
基因測試是為想要更多了

解罹癌風險的人提供的選

擇。BRCA1、BRCA2和
PALB2基因突變檢測陽性的

女性患乳癌或卵巢癌的風險

增加。

只有5～10％的癌症病例是由

遺傳性基因突變引起的。

BRCA1或BRCA2基因突變的

男性也有更高的罹患乳癌的

風險。

如果您正在考慮基因測試，您

需要找遺傳顧問做諮詢。（首

先與您的保險公司確認您的保

險是否包括基因檢測。）

注意：本頁信息僅涉及預測性

基因檢測，這與腫瘤分析（也

稱為基因組學或分子分析）不

同。腫瘤分析是在癌症診斷後

進行，以確定可能影響患者對

某些治療方式的反應的基因

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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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篩檢

女性乳癌
篩檢指南
請向您的醫生諮詢乳癌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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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家族
病史

每三年CBE檢查

激素替代治療

年度乳房X光檢查
或

3D乳房X光檢查
(斷層合成)

年度CBE檢查

在20～39歲間，每三年至少接

受一次醫療專業人員進行的臨

床乳房檢查（CBE）

從40歲開始，如果您屬於普通風險係數，則每年進行篩檢	

向您的醫生諮詢您做篩檢的好處和風險

幾個健康組織建議在40歲開始進行年度乳房X光檢查

向您的醫生諮詢哪種篩檢方法適合您

在更年期，與您的醫生諮詢您是
否應該考慮使用激素替代療法

年齡



症狀
子宮頸的癌前病變通常沒有症狀，

只能通過盆腔檢查和子宮頸抹片檢

查發現。如果您遇到以下任何症

狀，請馬上與您的醫生聯繫：

陰道排泄物增加或有不

尋常的排泄物

在非月經期發現的血斑

或輕度出血

月經出血持續時間長且

比平時多

性交期間或之後出血或

疼痛

絕經後出血

子宮頸癌通常在晚期才會出現症

狀。盆腔檢查、子宮頸抹片檢查和

HPV檢測是早期發現癌症的關鍵。

治療方案
子宮頸癌可通過手術、放射和化學

療法治療。這些療法可以單獨進行

或者彼此組合進行。治療方案取決

於癌症的階段、腫瘤細胞的類型和

您的醫療狀況。

子宮
頸癌
每年有超過12,800名婦女被診

斷患有侵襲性子宮頸癌（癌症

從子宮頸表面擴散到子宮頸或

身體其它部位），超過4,200
名婦女死於該病。迄今，通過

子宮頸抹片檢查（也稱巴氏檢

查）或子宮頸抹片檢查與HPV
檢測結合進行定期篩檢，可以

挽救患者生命。

HPV 疫苗
HPV疫苗可以防禦最易引發癌

症的幾類HPV病毒。在一個人

開始性行為之前接種HPV疫苗

最有效。

所有年齡在11或12歲以下的青

少年，應分2次（6個月、12個
月）接種HPV疫苗。如果在晚

些時候進行疫苗接種，可能需

要進行第3次接種。請向您的醫

生諮詢需要3次疫苗接種的其它

情況。（了解HPV引起的其它

類型癌症，請參見第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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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患子宮頸癌的風險最高

有以下情況的女性：

• 超過30歲，感染過人類乳頭瘤

   病毒（HPV）尚未痊癒。HPV

   是一種常見的性傳播病毒，可

   引起至少6種類型的癌症，包括

   子宮頸癌

• 在很年輕時開始有性行為

• 有多個性伴侶

• 沒有定期進行子宮頸癌篩檢

• 吸菸

如何降低子宮頸癌風險

向您的醫生諮詢注

射HPV疫苗的訊息

不要吸菸
如果您吸菸，請戒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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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時間使用避孕藥

• 免疫系統減弱，如患有艾滋病毒（HIV）

   的婦女

• 超重或肥胖

• 有一個近親（如姐姐或母親）得過子宮

   頸癌

• 出生前曾暴露於己烯雌酚（DES）

保證性行為安全
如果您有性行為，請每次

正確使用新的避孕套。

21歲開始定期做子宮

頸癌篩檢
20多歲的女性應每3年進行一

次子宮頸抹片檢查

如果因為免疫系統受抑制（例如

艾滋病毒感染、器官移植或長期

使用類固醇藥物），或因為在子

宮內使用己烯雌酚（DES）而導

致子宮頸癌的風險較高，則可能

需要更頻繁的篩檢。按照醫生給

您的建議去做。

30～65歲期間，篩檢的首選方法是

每5年進行一次子宮頸抹片和HPV
聯合檢查，或每3年進行一次子宮

頸抹片檢查。

65歲後，向您的醫生諮詢您是否

仍然需要做篩檢。



症狀
糞便帶血

排便習慣改變

糞便比平常細

腹部不舒服

腹脹或腹痛

腹瀉、出血、便祕或直腸

感覺排便排不乾淨

無明顯原因的體重減輕

感覺疲勞

嘔吐

治療方案
手術是最常見的治療方法。當癌症

擴散時，可以在手術之前或之後使

用化學療法或放射療法治療。

大腸癌
大腸癌是發生在結腸或直腸的

癌症，是美國男性和女性第三

大常見的癌症，也是癌症死亡

的第二大原因。

每年有超過135,400人被診斷

患有大腸癌，超過5萬人死於大

腸癌。進行某些類型的篩檢，

可以通過在癌變之前去除息肉

（腸壁上的葡萄樣生長物）來

預防大腸癌，或通過早期發現

而進行成功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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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患大腸癌的風險最高

有以下情況的男性和女性：

• 年齡在50歲以上

• 吸菸

• 超重或肥胖，尤其是腰圍肥胖者

• 不進行運動

• 喝酒過多，特別是男性

• 吃過多紅肉（如牛肉、豬肉、

   羊肉）或加工肉（如培根、

   香腸、熱狗、冷盤）

如何降低大腸癌風險

鍛鍊
每週至少5天，每天至

少30分鐘。

不要吸菸
如果您吸菸，請戒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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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大腸癌或大腸息肉的個人或家族

   病史

• 有炎症性腸病（如潰瘍性結腸炎或

   克羅恩氏病）的個人病史

保持健康的體重

和腰圍

多吃水果、蔬菜、

豆子和全穀物

限製酒精
女性每天喝酒不要超過一

杯，男性每天喝酒不要超

過兩杯。

少吃紅肉和加工肉

做篩檢



大腸癌
13

篩檢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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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散到身體的其它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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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腸癌
檢查表
和您的醫生諮詢您需要做哪些篩檢

大腸鏡檢查呈陽性

糞便DNA檢測 (sDNA)

糞便免疫化學檢測 (FIT)

高敏感性糞便潛血反應檢查

大腸鏡檢查

雙重對比大腸攝影檢查

靈活乙狀結腸鏡檢查

虛擬大腸鏡檢查

每3年

每年

每年

每10年

每5年

每5年

每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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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
意外體重下降

食慾不振

噁心或嘔吐

肝臟變大，在肋骨右側能

感覺到

脾臟變大，在肋骨左側能

感覺到

腹部或右肩胛骨附近疼痛

腹部腫脹或積液

瘙癢

皮膚和眼睛變黃

發燒

瘀傷或異常出血

腹部靜脈擴張，透過皮膚

可見

一些肝臟腫瘤會產生激素，

並影響肝臟以外器官

這些激素可能導致：

•	由高血鈣引起的噁心、混亂、

		便祕、虛弱或肌肉問題

•	由低血糖引起的疲勞或昏厥

•	男性乳房增大和/或睪丸縮小

•	由高紅細胞數量導致的外貌變紅

•	高膽固醇

肝癌
每年超過40,700人被診斷患

有肝癌，超過28,900人死於

肝癌。乙型肝炎或丙型肝炎

的慢性感染是導致肝癌的主

要原因。

通過避免乙肝、丙肝病毒感

染或通過早期診斷和治療這

些病毒感染，您可以大大降

低罹患肝癌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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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患肝癌的風險最高

有以下情況的男性和女性：

• 飲酒過量

   飲酒可導致肝硬化或使肝臟形成

   瘢痕，從而導致肝癌。

• 吸菸

• 肥胖

   肥胖的人更容易患脂肪肝和2型

   糖尿病，這兩種病都與肝癌有關。

• 接觸致癌的化學物質

• 患有乙型肝炎或丙型肝炎

如何降低肝癌風險

接種乙型肝炎疫苗

不要吸菸
如果您吸菸，請戒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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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乙型肝炎患者進行過性行為

• 有多個性伴侶

• 患有性傳播疾病

• 您是男性，並與其他男人發生過性關係

• 與人共用針頭注射藥物

• 與有慢性乙型肝炎的人同住

• 旅行過（或來自）乙型肝炎高發的國家

• 在工作時接觸血液

• 進行長期血液透析

• 出生時母親患有乙型肝炎

治療方案
肝癌可以通過手術、腫瘤消

融、腫瘤栓塞、放射治療、

靶向治療和化療進行治療。

治療方案取決於肝癌的階段

和類型。

哪些人患
乙肝、丙肝的風險最高

如果您有如下情況，您有患乙
型肝炎的風險：

• 在1945～1965年之間出生

• 與人共用針頭注射藥物

• 與丙型肝炎患者發生性行為（但風險低於

   乙型肝炎）

• 出生時母親患有丙型肝炎（但風險低於

   乙型肝炎）

• 在1992年7月之前接受過輸血或器官移植

   血液和器官是從這時開始做丙型肝炎篩檢的

• 在1987年以前接受過凝血疾病的治療

• 進行長期血液透析

• 感染了艾滋病毒（HIV）

如果您有如下情況，您有患
丙型肝炎的風險：積極治療

如果您被診斷患有乙型肝

炎或丙型肝炎。

定期篩檢
如果您有感染乙型肝炎或

丙型肝炎的風險。

不要共用針頭
注射藥物

保證性行為安全
請每次正確的使用新的避

孕套。



症狀
肺癌在早期階段，可能沒有症狀。

隨著肺癌的發展，可能發生以下

症狀：

不停地咳嗽

咳嗽帶血

時常胸痛

肺炎或支氣管炎復發

體重下降和食慾不振

長時間持續聲音嘶啞

氣喘或氣短

一直感覺疲勞

如果您有上述任何症狀，即使您不

存在上面所列的任何風險因素，也

請與您的醫生聯繫。

治療方案
肺癌的治療方案取決於癌症的類型

（小細胞或非小細胞）、腫瘤的大

小以及是否已經擴散。

•	在肺癌的早期階段，當癌症沒有

		擴散到肺以外時，手術是常見的

		治療方式。有時化療與手術治療

		結合使用。

•	對於晚期肺癌，放療和化療有時

		與手術治療結合使用。

•	與過去的侵襲性手術相比，新

		的微創手術可以幫助患者恢復得

		更快。

肺癌
肺癌是男性和女性癌症死亡的

最主要原因。每年有222,000
多人被診斷患有肺癌，近

156,000人死於肺癌。吸菸是

導致肺癌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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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患肺癌的風險最高

有以下情況的男性和女性：

• 吸菸或有吸菸史——即使幾年前

   已經戒菸

• 暴露於嚴重的二手菸環境

• 室內或室外空氣污染

如何降低肺癌風險

不要吸菸
如果您吸菸，請戒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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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輻射的環境中工作

• 接觸某些有毒物質，如砷、氡或石棉

• 有個人或家族肺癌病史

遠離二手菸

多吃水果和蔬菜

如果您是重度吸菸者或曾

經吸菸，請向您的醫生諮

詢做肺癌篩檢的利弊。

建議吸菸超過30包年（即

每天吸一包菸，吸菸30
年；或每天兩包菸，吸菸

15年）的吸煙者或曾吸煙

者進行肺癌篩檢。有證據

表明，對長期吸菸者進行

低劑量CT篩檢，肺癌死亡

率顯著降低。

讓您的家庭和社區
遠離香菸



症狀
嘴唇、牙周、舌頭或口腔

內有白色或紅色斑塊

在口腔內或頸部感覺到有

腫塊

咀嚼、吞嚥或說話疼痛或

困難

長久的聲音嘶啞

口中有麻木或疼痛處，且

不會消失

頜骨腫脹

牙齒鬆動

假牙在口腔中的舒適度有

變化

口腔內部流血

嘴唇或口腔疼痛，且不會

消失

耳朵疼痛，且不會消失

如果您有上述任何症狀，請馬上去

諮詢您的牙醫或其他醫生。

治療方案
手術、放療、化療和較新的靶

向治療，可以單獨使用或結合

使用。

口腔癌
口腔癌是發生在口腔或喉嚨的

癌症。每年有近5萬人被診斷

患有口腔癌，9,700人死於口

腔癌。

男性口腔癌發病率是女性的兩

倍。抽菸和喝酒是口腔癌最大

的危險因素。

口咽癌是指咽喉後部的癌症，

包括舌頭和扁桃體的根部。有

關人類乳頭瘤病毒（HPV）和

口咽癌的更多信息，請參見第

29頁。

因為一些口腔癌和癌症可以被

及早發現，所以定期請牙醫做

口腔癌篩檢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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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患口腔癌的風險最高

• 咀嚼菸草或吸菸

• 過量飲酒

• 長時間暴露在陽光下

• 不做運動

如何降低口腔癌風險

不要吸菸或咀嚼菸草
如果您吸菸，請戒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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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某種類型的人類乳頭瘤病毒（HPV）

• 由於吃某些藥物導致免疫系統功能下降

避免陽光照射
特別是在上午10點到下

午4點之間陽光最強時。

持續使用SPF值為

30或30以上的防曬

唇膏

須同時具有UVA和UVB的
防護功效。

有以下情況的男性和女性：

限製酒精
女性每天喝酒不要超過一

杯，男性每天喝酒不要超過

兩杯。

多吃水果和蔬菜
做篩檢
向您的牙醫諮詢做口腔

檢查。



症狀
通常在早期階段沒有症狀

一些男性可能出現以下症狀：

泌尿問題

無法排尿、排尿不暢、尿流不暢

或中斷、排尿時感覺疼痛或有灼

熱感。

尿血

勃起痛苦或困難

下背部、骨盆或大腿上方

疼痛

這些症狀也可能是由其它健康問題引

起的，如前列腺肥大或良性前列腺增

生（BPH）。

治療方案
目前的治療方案會根據病人的癌症

階段以及其它身體狀況而調整。

•	治療方法包括手術、放療或激素

		治療，有時幾種療法結合使用。

•	一些前列腺癌生長非常緩慢，

		不需要立即治療。在這樣的情況

		下，您和您的醫生可能會選擇

	「主動監測」並定期跟進，通常

		每三至六個月跟進一次。這樣便

		於醫生隨著您的病情或您所擔憂

		問題的變化而重新評估治療方案。

前列
腺癌
每年有超過161,000名男性

被診斷患有前列腺癌，超過

26,000人死於前列腺癌。

大多數被診斷出患有前列腺癌

的男性在6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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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患前列腺癌的風險最高

有以下情況的男性：

• 年齡在50歲以上

• 非裔美國人

   非裔美國男性比白人男性或西班

   牙裔男性更易罹患前列腺癌。

如何降低前列腺癌風險

在50歲時，開始和您的

醫生諮詢做前列腺癌篩

檢的利弊

早期檢測並及時治療可以挽救

生命。但一些前列腺癌可能永

遠不會對人體造成傷害，若針

對此類前列腺癌進行積極治

療，反而可能要面對治療引起

的副作用或併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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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前列腺癌的家族病史

了解您的家族病史
如果您是非裔美國人，或如果

您有一個在65歲以前患有前

列腺癌的進親（父親、兒子或

兄弟），那麼當您45歲時，

您需要向醫生諮詢前列腺癌的

篩檢問題。如果您家族中不止

一個近親男性在65歲前患有

前列腺癌，那麼您在40歲時

就需要向醫生諮詢。

保持健康的體重

不要吸菸
如果您吸菸，請戒菸。

一些男性在確診前列腺癌前就已戒

菸。近期對這些男性進行的一項研

究表明，戒菸可能減緩前列腺癌發

展，或減輕其嚴重程度。



症狀

不痊癒的疼痛

皮膚出現以前沒有註意到

的痣或其它皮膚生長物

皮膚斑點的邊緣出現變化，

顏色擴散、周圍發紅或腫脹

皮膚出現小的、光滑的、

有光澤的、蒼白的或呈蠟狀

的腫塊，可能流血

皮膚大面積滲液或結皮

皮膚出現鱗片狀或硬皮的

扁平紅斑或腫塊

痣或皮膚其它部位出現

瘙癢、觸痛或疼痛

皮膚出現邊緣不均勻的棕色

或黑色斑點

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患非黑色素瘤

皮膚癌。

皮膚癌
皮膚癌是一種最常見的癌症，

也是最可以預防的癌症。大

多數皮膚癌是由太陽紫外線

（UV）輻射造成的。

每年有超過87,000人被診斷

為黑色素瘤——最危險的皮膚

癌，超過9,700例死於該病。

據估計，每年有超過3百萬人

被診斷患有非黑色素瘤皮膚

癌——基底細胞或鱗狀細胞

癌。

對於維生素D（在陽光下皮膚

所產生的物質）益處的研究表

明，讓您的身體臉部、手臂和

手部短暫暴露在陽光下——每

天約15分鐘，每週三天，就足

夠了。

一些專家認為最好從食物或補

品中獲取維生素D。請向醫生

了解維生素D與您的健康相關

的問題。

任何人無論膚色如何，都可能

會得皮膚癌。隨著年齡的增

長，皮膚癌的風險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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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患皮膚癌的風險最高
有以下情況的男性和女性：

• 在陽光下照曬，或使用日光燈和

   曬黑床

• 吸菸

• 擁有金發、紅色或淺棕色頭髮和

   藍色、灰色或綠色眼睛的人

• 皮膚細嫩、沒有雀斑或皮膚容易

   被灼傷的人

• 有皮膚癌的個人或家族病史

• 有影響皮膚的遺傳問題

• 接受過放療

• 免疫系統功能降低的人

如何降低皮膚癌風險

避免陽光照射
特別是上午10點到下午4點
之間陽光最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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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上有痣，特別是出生時就有

• 皮膚上有奇怪的痣或有一個或多個大的

   有色斑點

• 與某些化學物質接觸，如飲用水中的砷

• 皮膚受損或長期發炎

• 感染人類乳頭瘤病毒（HPV）

• 兒時曾被太陽曬傷

切勿使用曬黑床或

日光燈

始終使用帶有UVA和
UVB保護的SPF30的
唇膏

始終使用防曬指數SPF
30或更高的、有UVA和
UVB保護的防曬霜

若您在陽光下（即便是多雲天

氣），須每隔兩小時補塗防曬

霜。

保護兒童免受太陽的

傷害

儘可能穿防曬服，戴

帽子和太陽鏡

每月檢查一次皮膚

告訴醫生您皮膚的變化。

讓醫生每年為您做一

次皮膚檢查



皮膚癌
治療方案
早期發現的大多數皮膚癌可以

成功治療。治療方案取決於皮

膚癌的類型和階段。

常見治療

目前的治療方式包括：

•	手術

•	生物藥物治療

•	各種化療

•	放療

•	免疫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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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E規則

使用
本規則
觀察
皮膚上
的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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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不對稱

正常 異常

B邊緣不規則

C 顏色不均勻

正常 異常

正常 異常 異常

D直徑大於6毫米

正常 異常

E 尺寸、形狀或顏色的演變

（大約如鉛筆

	橡皮擦般大小）



症狀
如果您有以下任何症狀，請立

即諮詢醫生：

睪丸出現無痛腫塊、腫大

或腫脹

睪丸感覺有變化

在下腹部、背部或腹股溝

處出現鈍痛

睪丸或陰囊疼痛或不適

陰囊內的液體突然增多

陰囊感覺沉重

治療方案
治療方案取決於癌症的階段和類型

以及腫瘤的大小，同時也取決於癌

症是否擴散到睪丸外部。睪丸癌的

治療通常很成功。治療方法包括手

術、放療和化療，三種治療方法單

獨或合併使用。

睪丸癌
每年有8,800多人被診斷患有

睪丸癌，超過400例死於睪丸

癌。睪丸癌是15～34歲男性最

常見的癌症。如果發現及時並

治療得當，睪丸癌是可以治癒

的，即使是晚期睪丸癌，治療

往往也會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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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患睪丸癌的風險最高

有以下情況的男性：

• 出生時有隱睪症或有其它睪丸

   異常發育現象

• 感染了艾滋病毒（HIV）

如何降低睪丸癌風險

請讓您的醫生檢查

您的睪丸
作為您常規身體檢查的一

部分。

家庭健康
如果您有一個出生便患有隱

睪症的兒子，請和醫生討論

在孩子青春期前進行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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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由額外的X染色體引發的遺傳問題

• 有睪丸癌的個人或家族病史

• 高加索人

自我檢查
向您的醫生諮詢如何做睪丸

自我檢查，這可以幫助您了

解睪丸的正常狀態。如果您

發現睪丸有什麼異常變化，

請立即諮詢醫生。



人類乳頭瘤
病毒 (HPV)
HPV有多種病毒類型，大多通過陰

道、肛門或口交傳播。某些類型的

HPV可引起以下癌症：

•	子宮頸癌

•	外陰癌

•	陰道癌

•	陰莖癌

•	肛門癌

•	口咽癌（咽喉後部的癌症，包括舌頭

		和扁桃體的基部）

每年有30,000多例與HPV相關的癌症

被診斷出來。子宮頸癌是婦女中最常

見的與HPV相關的癌症，口咽癌是男

性中最常見的。研究表明，HPV可能

是引起90％以上肛門癌和子宮頸癌以

及60％以上陰道癌、外陰癌、陰莖癌

和口咽癌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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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和癌症
哪些人感染HPV的
風險最高
女性有多個性伴侶、或與未割包皮的男

性在無任何保護措施下發生性關係，會

導致HPV感染風險增加。

未割包皮或有多個性伴侶的男性，HPV
感染風險增加。

接種HPV和乙型

肝炎疫苗

進行HPV和丙型

肝炎篩檢
丙型肝炎有治療方案

30

不要與人共用

針頭注射藥物
保證性行為安全
每次正確使用新的避

孕套。

如何降低感染HPV、乙肝、丙肝病毒風險

採取措施
建議11或12歲的所有兒童注射HPV疫
苗，青少年或青壯年可以「補種」疫

苗。目前沒有針對HPV感染的治療，這

使疫苗接種更為重要。

然而，一些篩檢測試可以檢測到由HPV
引起的細胞變化，並且這些變化可以在

癌變之前進行治療。請諮詢您的醫護人

員如何進行篩檢。

了解子宮頸癌的危險因素和降低風險的

更多信息，請參見第9頁。

乙型肝炎和
丙型肝炎
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一直與肝癌關聯

在一起。您可通過接種乙型肝炎疫苗

來預防乙型肝炎。雖然目前沒有丙型

肝炎疫苗，但您可以進行丙型肝炎檢

查，如果病毒檢測呈陽性，可以接受

治療。

所有肝癌病例中，約65％的病例與乙

型肝炎或丙型肝炎病毒的慢性感染有

關。許多人並不知道他們感染了這些

病毒，因此沒有接受可以幫助他們避

免肝癌的、針對這些病毒的治療。在

未來十年中，美國約有15萬人將死於

肝癌、或與慢性乙型肝炎或丙型肝炎

感染相關的晚期肝病。

哪些人感染乙肝、
丙肝病毒的風險
最高
性接觸、血液接觸（如共用針頭或注

射器）或在出生時母嬰傳染（多見於

乙肝病毒傳染）都可能導致乙肝病毒

或丙肝病毒感染。1945～1965年間出

生的人群感染丙型肝炎的風險較高。

採取行動
所有兒童以及高風險的成年人均應接種

乙型肝炎疫苗。雖然目前沒有丙型肝炎

疫苗，您可以通過篩檢發現可能的病毒

感染並接受治療。丙型肝炎是可以治癒

的，乙型肝炎也有一些方法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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