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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祝贺新加坡防癌协会(SCS)成立五十周年！
你们与癌症患者及其家庭一路同行，在经济上、
情感上支持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你们
对病人及家属的关照，使他们感觉自己并不
孤单。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我们看到新加坡出现
了越来越多的癌症病例。然而，诊断出患
癌并不等于被判了死刑。很多种癌症都是
完全可以治疗的，特别是在癌症的早期阶
段。即使有的癌症无法治愈，适当的治疗通
常可以延长患者生命、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我强烈建议每个人都能加入到与癌症的斗争
中来。一定要定期进行健康筛查。如果您正在与
癌症斗争，那么请奋力前进吧！因为你不是在孤军
奋战。
50年来，新加坡防癌协会已发展为最大的志愿福利组织，它可以为来自各行各业的
癌症患者及其家属提供服务。在此对领导、志愿者、及捐赠者表示感谢。我期待新
加坡防癌协会将来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使新加坡的癌症影响最小化。
李显龙
总理
新加坡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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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癌症关爱手册为您提供简单易读的医疗、金融及社会心理信息，以帮助新诊断的
癌症病人及其家属在抗癌之旅中做出明智的决策。
诊断出癌症确实令人害怕、困惑不已。大多数人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情绪如：愤怒、
焦虑、怀疑等。每个患者的情绪都是不同的，并且对情绪的处理也是不同的。
此外，他们通常对未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产生恐惧心理。我们希望这个关爱手册可
以在应对担忧与焦虑的情绪方面对他们做出指导。
本关爱手册由新加坡防癌协会为您提供，并且得到新加坡国立癌症中心、新加坡国
立大学癌症研究所、及新加坡陈笃生医院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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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关于
新加坡防癌协会

癌症关爱手册工作组
主席
Yeo Wee Lee 医生

撰稿
Angela Pang 医生

肿瘤内科助理顾问,
新加坡国立大学癌症研究所

Tan Wu Meng 医生

Albert L H Ching 先生

本协会对邻里、学校及工作场所的新加坡人均会伸出援助之手，
不仅努力降低癌症的发病率，而且使癌症患者及其家庭成员重新拥有
一颗平常心，从而尽量减少癌症的影响。

理事, 新加坡防癌协会
医疗主任, 百汇癌症中心

委员, 新加坡防癌协会癌症治疗基金会
肿瘤内科顾问, 新加坡陈笃生医院

编辑
Eveline Gan Shuwen 女士

成员
Ang Peng Tiam 医生

我们认为生命值得我们去珍惜、
并为之奋斗。与癌症做斗争，您不是在
孤军奋战。新加坡防癌协会携手其合作伙伴、
志愿者、捐赠人、及社区，通过提供教育、筛查、患者
服务、经济援助、社会心理援助，帮助患者一起对抗癌症。

首席执行官,
新加坡防癌协会

秘书处
David Matthew Fong 先生
首席运营官

Gloria Tan Shu Ling 女士
经理, 社区协作部

肿瘤内科助理顾问,
新加坡国立癌症中心

Jayne Chiara Leong 女士

Eleanor Wong 女士

Andrew Joseph Ng 先生

肿瘤科护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癌症研究所

精神护理专家,
福利服务部

Terina Tan 女士

医疗服务临终关怀部负责人

经理, 福利服务部

Rina Nga 医生

社会医疗工作者,
国立大学医院

Susan Leen 女士
高级经理,
癌症康复中心

Yong Lee Ling 女士
社会医疗工作者,
国立大学医院

特别致谢黄青博士协助校稿。
在此特别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帮助我们一起制作此关爱手册。
在此关爱手册中的所有引用之处均得到事先的知情同意。所有的图片均来自图片库。为保护隐私，
图片中的人物均非本人，仅为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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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癌症
我了解多少？

序言
无论是朋友、邻居、同事，还是您深爱的人，每天都有33个新加坡人被诊断患癌，
您生活中的任何人均可能患上癌症。
每三个新加坡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上述统计数据似乎使人心灰意冷。但是对
癌症的诊断并不都是如此无望与悲观。
通过早期诊断与干预，有三分之一的癌症完全可以治疗。同时，医疗进步也提高
了癌症患者的生存率。
新加坡防癌协会在过去50年里引领新加坡的抗癌斗争，因为每一个生命都值得珍
惜与争取。
多年来，本协会已对社会各阶层的癌症患者伸出援助之手，以减少疾病的影响。
同时，我们的关爱范围也扩展至他们的家人及护理人员。我们通过举办活动、提供
免费癌症筛查服务，提高了人们在癌症预防与早期发现方面的意识。
此癌症关爱手册是我们为支持新加坡新近诊断出的癌症患者及其家人、亲戚朋友，
做出的最新承诺。
它包含简单易读的医疗信息如：癌症诊断、治疗、副作用，以及如何应对等。
你还会获取财务支持方面的服务信息，可以帮助您减轻癌症治疗的财务负担。
对于那些与癌症战斗取得胜利的患者，本手册也对其在癌症治愈后的生活提供资
讯和指导。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关爱手册还讲述癌症幸存者、病人及其护理人员鼓舞人心的
事迹，希望能鼓励那些生活因癌症而发生变动的人。
让这个关爱手册在抗癌路上成为您的向导与朋友。与癌症做斗争，您无需孤军奋战。
Choo Eng Chuan
主席
新加坡防癌协会

抗癌斗争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是：时间、爱 、
力量。每位癌症患者都需要时间 去接受、去调
整， 需要用爱 让自己变得坚强，并凭借力量
使自己真正明白。虽然患癌，但仍需珍爱生
命 — 因为是癌症给予您第二次机会，使您可
以重新欣赏生活及您周围的人们。

Angela Pang 医生

肿瘤内科助理顾问, 新加坡国立大学癌症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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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是什么？

癌症是什么引起的？

癌症这个词指的是一类疾病。尽管癌症有上百种，但所有癌症却
存在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异常细胞的增生。如果不加以治疗，
癌症可能会引发死亡。

您知道吗？
每三个新加坡人中，就有一人死于
癌症。选择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可
以降低您患癌的风险。

1. 癌症是如何出现的？
您的身体由数以亿计的活细胞构成。而每个细胞中都由基因来控制和指示该
细胞的机能。
正常细胞会持续生长和分裂，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死亡并被新细胞
取代。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细胞的自然交替以一种规范有序的方式进行。
但是，这种秩序有时也会被打乱。与正常的健康细胞不同，癌细胞不会死亡，		
反而会以不可控的方式持续生长和分裂。这些大量的不良细胞会形成一个
组织块，我们称其为肿瘤。
2. 理解肿瘤
肿瘤分良性与恶性。
停留在原发位置、不扩散到身体其它部位的肿瘤为良性肿瘤。虽然这些肿瘤
有时会引发一些问题，尤其是当它们增长得特别大时，但良性肿瘤不是癌性的，
也很少会危及生命。
相反地，恶性肿瘤可以摧毁、入侵其它的正常身体组织，使您变得很虚弱。

您可能会觉得导致癌症的罪魁祸首是基因、过量吸烟、或过度饮
酒等。事实上，对于癌症的出现，仍没有单一确切的原因。
像许多疾病一样，癌症的出现可能也是很多原因造成的。下面是
一些已知的癌症诱因。

1. 您的基因组成
如果您的家族中某种癌症发病频率高，那么您可能存在与生俱来的基因
突变，从而使您患上此类癌症的风险增加。
某些癌症如乳腺癌和结直肠癌可能有遗传倾向，但遗传的基因突变并不意味
着您一定会患上癌症。只有大约5到10%的癌症是由遗传基因突变直接
引发的。

然而，并非所有的癌症都可以形成肿瘤。例如：白血病中肿瘤就很罕见。此类
癌症通常始于骨髓，最后进入血液。
您可以做什么？
3. 癌症什么时候扩散？
癌细胞可通过血液和淋巴系统扩散转移到身体的其它部位，从而形成新的
肿瘤。这个过程称为转移。
即使癌症扩散，它通常会以最初发现的位置来命名。例如：始于乳房的癌症被
称为乳腺癌。如果它扩散到身体的其它部位，如肝脏或骨组织，那么它被称为
转移性乳腺癌。
因癌症种类不同，所以对您来说，了解您所患的癌症类型非常重要，这样您就
可以得到正确的治疗。

如果你的家族中很多人患癌，那么请与
您的医生讨论这个问题。基因检测可以
帮助您检查是否存在遗传基因突变（可
能增加你患癌症的风险）。然而，这些
测试并不适合所有人。您的医生将会为
您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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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吸烟

05
3. 阳光与紫外线辐照

您知道烟草的烟雾中至少含有69种致癌物质吗?吸烟会增加您患上某些特定
癌症的风险如：肺癌、口腔癌、以及胃癌、肾癌和膀胱癌。任何形式的吸烟
均会对您的健康产生危害。研究发现：即使一天只吸一支到四支烟都会导致
健康问题。
吸二手烟同样会对您的健康产生危害。当您吸烟时，大约90%的烟雾被释放
到空气中，从而成为二手烟。尽管您不吸烟，但是吸入别人吸烟时释放的烟
雾同样可以增加您患上肺癌的风险。

很多人把太阳晒过的肤色认为是身体健康的象征。然而，频繁的直接接触
紫外线(UV)射线 — 通过太阳或人工日光浴床，会损伤您的皮肤，增加您患
皮肤癌的风险。
晒伤是皮肤对过度的紫外线照射做出的反应。如果您皮肤白皙，那么这样做
的话，您会比深色皮肤的人患皮肤癌的几率更高。这是因为白皮肤黑色素
较少，而色素是用来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伤害的。
新加坡是全世界紫外线照射最强的国家之一。根据国家环境局的数据，
在新加坡，晴朗少云的一天里通常从上午11点到下午3点之间，紫外线辐射
达到非常高或极高水平。

您可以做什么？
掐灭您的香烟。如果您发现一下子戒烟的任务太艰
巨，那么可以考虑逐渐减少每天吸烟的数量。您可以
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戒烟，或者拉上您的家人和朋友
一起支持您戒烟。还可登录网站 — Quit4life，网址为:
www.hpb.gov.sg/smokefree，以获取更多的信息与
帮助。

如果有人在您的家中或工作场所吸烟，那您可以鼓励他或她戒烟。要求他或
她不要在您面前吸烟。

吸烟不仅会伤害到您，
也会增加您所爱的家人
患肺癌的风险。

您可以做什么？
防止灼伤，避免过多的阳光照射。如果可能的话，呆在阴凉处。在阳光
下出去走动时，需在身体裸露部位涂抹防晒系数(SPF)至少15的防晒霜。
戴上宽边帽与太阳镜防紫外线。如果工作时您暴露于人工紫外线中，
请始终遵循安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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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辐射照射

新加坡的常见
癌症类型

我们每天都受到来自地球和太阳这两种自然形式的辐射。辐射还来自用于
X射线和CT扫描的医学成像过程。过多的暴露在辐射中，可能会使体内细胞
发生改变并增加您患癌的可能性。
有时，医生需要通过X射线或CT扫描来诊断您的身体状况。身体中不同来源
的辐射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累，但一次性的检查不太可能增加你患癌的
风险。

在新加坡，每天大约有33个人被诊断为癌症。但让我们欣慰的是：
只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癌症还是可以预防的。
您可以做什么？
男性

在这些成像测试期间，您可以通过
戴铅围裙等安全措施来保护自己免
受不必要的辐射照射。同医生讨
论你的担忧。

女性

结直肠癌

17%

乳腺癌

29%

肺癌

15%

结直肠癌

13%

前列腺癌

12%

肺癌

8%

肝癌

7%

子宫癌

6%

淋巴
恶性肿瘤

7%

卵巢癌等

5%

包括癌症化疗、放疗癌
症治疗方面的进展帮助
很多癌症患者活得更久。
但它们也可能在未来增加		
您患另一种癌症的风险。

4%

包括黑色素瘤
的皮肤癌

6%

包括黑色素瘤
的皮肤癌

4%

胃癌

5%

淋巴
恶性肿瘤

鼻咽癌

4%

胃癌

4%

不过这是非常罕见的。记住：
重要的是要首先治疗您现有的
癌症。对于某些癌症来说，放疗和
化疗也许是最好的治疗方法。

肾癌及
其它泌尿系统癌*

4%

甲状腺癌

4%
3%

髓样肿瘤

宫颈癌

3%

5. 以前的癌症治疗

*其它泌尿系统癌指的是肾盂、输尿管、尿道等。

来源：新加坡癌症注册局，年度中期注册报告，新加坡2009 - 2013癌症发病率趋势

#

您可以做什么？
同医生讨论您的担忧。如果您已经完成了癌症治疗过程，那么接下来的随
访护理就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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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癌症术语
结直肠癌

始发于大肠的癌症（结肠或直肠）。

乳腺癌

始发于乳腺组织的癌症。在新加坡它是最常见的
女性癌症 。

肺癌

始发于肺组织，通常发生于气管内壁上的细胞。

肝癌

始发于肝组织中的癌症，被称为原发性肝癌。继发性肝
癌指从身体的其它部位扩散到肝脏的癌症。

前列腺癌

始发于前列腺组织（男性体内的一种腺体）。它位于
膀胱下、直肠前。

皮肤癌

始发于皮肤外层的癌症。它可以在皮肤上形成痣
（黑色素瘤）
。

胃癌

始发于胃粘膜的癌症。

鼻咽癌

始发于咽喉上部及鼻腔后部的癌症。

肾癌及其它
泌尿系统癌

始发于肾脏组织或其它泌尿系统结构如肾盂和尿道的
癌症。

子宫癌

始发于子宫内壁（子宫内膜）或子宫外部肌肉组织
（子宫肌层）的癌症 。

卵巢癌

始发于卵巢（位于女性体内的生殖腺）的癌症。

宫颈癌

始发于宫颈（位于子宫颈部）的癌症。

甲状腺癌

始发于甲状腺（位于脖子前部的蝴蝶型腺体）的癌症。

淋巴恶性肿瘤

始发于淋巴结的癌症。

髓样肿瘤

始发于血液细胞的癌症。

揭穿癌症谬论
关于癌症的谬论可以使您对自己的健康产生不必要的担心。错误的
信息甚至可能会影响您预防疾病的方式或决定治疗疾病的方式。
在此，我们列出了一些常见的对癌症的错误认识。

谬论1

患癌等于被判死刑

事实

只要及早发现并治疗，大约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治愈的。
这就是为什么定期健康检查和筛查是很重要的原因。
如今，在10位患某些癌症（例如：乳腺癌、前列腺癌和甲
状腺癌）的病人中，大约有9个人在癌症诊断后可以存活至
少5年。新的癌症治疗也意味着更多的晚期癌症患者可以活
得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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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论2

癌症具有传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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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论4

坏念头及消极的态度会使人患上癌症或死于癌症

患上癌症或
事实

您不会从癌症患者处感染癌症。即使所爱的人患癌，您与他/
她在一起，癌症也不会传染给您。在很少的情况下， 如果器
官捐赠者患有癌症，接受其器官或组织移植的人可能会患上
癌症。

事实

虽然癌症本身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某些病毒会增加你
患癌的风险。

没有科学证据可以证明消极的态度会增加您患癌的风险或使
您死于癌症。也没有科学证据能证明癌症的风险增加或死亡
是因消极的态度而引起的。如果被诊断患有癌症，那您可能
会出现很多情绪。您可能会感到悲伤、愤怒、害怕或气馁。
当事情变得棘手时，积极的态度可以帮您更好地应对癌症诊
断或治疗的副作用。

这些病毒包括:
人乳头瘤病毒（HPV）：它是通过性传播感染的，可以使您
患宫颈癌的风险增加。
乙肝病毒或丙肝病毒：它通过性交传播或感染的针头传播。
乙肝或丙肝感染会增加您得肝癌的风险。

谬论5

事实

谬论3

事实

吃糖会使癌症生长得更快

研究表明：癌细胞比正常细胞吸收更多的糖。但没有科学证
据表明吃糖或甜食会使癌症恶化。然而，高糖饮食可以让您
体重增加，从而增加您患糖尿病的风险。肥胖或有糖尿病的
人患某些癌症的风险更高。evelop or die from cancer.

手术或肿瘤活检将导致癌细胞扩散

也许有这种可能，但几率极低。当您的外科医生进行活检或
手术切除肿瘤时，他或她会遵循一套严格的程序，并采取措
施来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谬论6

若我的家人中有人患癌，那么我极有可能

谬论6

若我的家人中有人患癌，那么我极有可能也患癌

事实

了

虽然家族癌症病史会让您患癌风险更高，但您未必会 得癌
症。只有5%到10%的癌症是由继承于您父母的基因突变引
起的。即使这真的发生了，它并不意味着你一定会患癌。
在癌症的发展中，其他因素如老龄化、吸烟、辐射等也发挥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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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论7

因为我家人中没人患癌，所以我也不会患癌

事实

五个人中大约有两个人将在一生中被诊断出癌症。癌症是由
细胞内部的基因突变引起。你可能会遗传父母的基因突变。
然而，基因突变也会由其它因素引起，如：接触香烟的烟雾、
辐射、其它致癌物质、甚至病毒。其它危险因素如肥胖、
糖尿病也会增加您患癌的风险。

谬论8

事实

染发会让人患上癌症

目前，没有结论性的证据表明使用染发剂会增加患癌风险。
一些研究表明：那些经常接触染发剂的人，像理发师和造
型师，他们患癌的风险可能更高。然而，目前尚不清楚接触
多少剂量的染发剂才会增加这种风险。

谬论9

癌症治疗会让我倾家荡产

事实

除了应对癌症诊断的现实，您也会担心治疗费用。幸运的
是，财务援助和资源都可以帮您度过这个艰难的时期。
关于新加坡防癌协会财务援助方面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癌症与我个人的财务状况 。

癌症与我
刚刚得知自己患上前列腺癌，我很崩溃。然
而，加入新加坡防癌协会的前列腺癌支持
小组(胡桃战士)后，我很快从消极中走了出
来。幸存者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战斗精神，从
中我看到了希望。我不仅获得心理上和情感
上的支持，同时也通过支持小组举办的活动
学会了很多如何生活好、吃好的实用技巧。
现在我也尽我自己的一份力量，与新诊断的
癌症患者分享我的抗癌之旅。

Vincent Lien 先生

退休人员
Lien 先生在2012年被诊断出患有前列腺癌，
已经接受了辐射疗法与激素疗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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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确诊后
我应该做什么？

5. 寻找支持，应对挑战
记住：您并不孤单。不要孤立自己，而是要寻求家人、朋友、医疗保健专
业人员或社区的支持，帮助自己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 以下是一些应对策略:
 情感支持 

医生告诉你：你得了癌症。在你震惊、害怕、恐惧、否认的同时，
你会想知道：现在我应该怎么办？
请看下面的提示，它们可以帮您应对癌症的诊断。
1. 确定事实
在与医生见面前写下你的所有问题，理顺自己的各种想法。 如果您希望从互
联网上找到更多关于癌症的信息，那么务必与您的医生就网上信息进行核实，
因为并不是所有网上信息都是可靠的。
您可以做什么？
你 可能想问医生的一些问题:
• 我患的是什么类型的癌症，它位于身体的什么
部位? 我的癌症扩散了吗?
• 我还需要做什么检查?

• 谈论它 — 加入一个支持小组，
		 拉上家人和朋友来帮助您，与
		 您的癌症治疗小组进行探讨或
		 寻求专业辅导咨询。
• 想办法减轻压力与紧张 —
		 你可以记下您的治疗过程或
		 从事其它有趣的活动如：绘
		 画、听音乐、阅读、冥想。
 实际支持 

• 提前计划 — 询问医生在治疗的
		 过程中会发生什么:我还能继续以
		 往的生活方式和职责吗? 预计的病假天数
		 是多少? 这些信息将帮您提前制定计划。
• 学会接受帮助 — 这时，您应该接受来自朋友和家人的帮助。在您做治疗
		 时，可以接受他们的举手之劳如：接送小孩上下学或照顾孩子等。

• 我的治疗方案是什么？
• 我的预后如何(这里指从疾病中痊愈的几率)?

 财务支持 

2. 找一位医生

• 制定预算 — 向您的医生及癌症护理团队，询问癌症治疗的估算成本、
其它费用如交通费用、扫描费或医疗配件和设备费等。及早了解这些讯息
能帮您更有效地解决财务问题。

从您的初级保健医生或有经验的家庭成员、朋友或同事那里，找一位好医生。
您也希望向其他医生咨询，以获取更多的信息。
3. 找到适合您病情的有效治疗
您的医生可能会建议多种治疗方法相结合才能取得最好的结果。临床试验也可
以作为您的治疗方案之一 。
4. 进行整理
找一个有效的方法来跟踪信息，如：医疗预约、实验室检测结果、治疗副用、
保险资讯、财务信息等。使用文件夹和电子表格创建一个简单的文件系统来记
录重要信息。

• 寻求财务建议 — 卫生保健提供者、案例经理或社
会工作者均可就财务方案提供他们的建议。有疑
问时，请寻求帮助。关于癌症财务方面的更多
信息，您可以在 癌症与我的财务状况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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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参与
癌症的治疗？
诊断和治疗癌症通常由各种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组成的一个团队进
行，以确保您得到最好的护理。去了解可能出现在您的癌症治疗
小组的人员。

下面是一个粗略指南。根据您的癌症类型和治疗类型，癌症护理小组的医疗专
家团队也可能有所不同。
1. 医生
治疗癌症患者的医生被称为肿瘤科医生。癌症治疗
期间，您可能会见到下列类型的肿瘤专家:

• 肿瘤内科医生 — 专长是诊断癌症，并用化
疗和其它药物治疗癌症。

3. 社工
如果您需要帮忙寻找社区资源和支持服务，
那么社会工作者可以为您提供指导。他或她
还可以为您提供咨询和情感支持。
4. 营养师
这种保健辅助人员将帮您做出更好的饮食
选择，这样您在癌症治疗过程中感觉
更好。他们也会建议您如何增加食欲，并
与恶心和胃灼热等症状做斗争。
5. 康复专家
这些保健辅助人士，包括理疗师、职能治疗师、语言
或娱乐治疗师，可以帮您在癌症后恢复身体。
6. 姑息治疗专家
他们指的是医生、护士、疼痛科医生和其他卫生保健专业人员。这些人员可
帮您应对癌症的痛苦症状，如疼痛、恶心或疲劳，从而改善您的生活质量。
姑息治疗专家在癌症的任何阶段（从确诊到生命终止）都可以帮您。

• 外科医生 — 专长是通过手术来治疗癌症。
• 放射肿瘤科医生 — 专长是使用辐射来治
		 疗癌症。

2. 护理团队
这是您的医生在治疗期间很可能会
密切合作的人。您的护士扮演许多
角色 — 实施医生为您制定的治疗
和护理计划、给药、监测副作用、
协调您的护理过程。

7. 精神保健专业人员
在生病、失落、悲伤的时候，您需要的可能不仅仅是物理治疗。精神护理专
业人员可提供精神上的关心和支持，不论您的种族、文化、信仰、或性别，
作为愈合过程的一部分，他们都会帮您发现生命的意义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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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治疗方案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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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化疗
化疗是利用有效的药物摧毁癌细胞。如今可用的化疗药物多达100多种。
大多数都是通过静脉注射或肌肉注射给药。有时也采取口服药丸或口服液
的形式，或将其放入患者的脊椎、胸部、腹部或擦在皮肤上。一旦这些药
物进入血液，它们会破坏迅速分裂和生长的细胞。癌细胞比正常细胞更容
易受到化疗药物的攻击，因为它们的增长异常活跃。

在本节中，您将了解常见的癌症治疗和它们如何其作用。
请记住：对癌症来说，没有通用性治疗方案。您的治疗方案取决
于您所患癌症的类型以及其它因素，如：癌症是否已经扩散、您
的喜好、年龄、总体健康状况等。与您的医生进行讨论找出适合
的治疗方案。
1. 手术

您知道吗？
化疗药物可能会损害正常健康的
细胞，导致暂时性的副作用，
如：脱发、疲劳、恶心和呕吐
等。药物和其它处理方法可以
帮助缓解暂时的副作用。

大多数癌症患者将接受某种形式的手术。医生可能会建议用手术诊断癌
症，查癌症是否扩散或切除癌变组织。
癌症在早期不会扩散，手术通常是用于切除肿瘤。也可以用于已扩散并入
侵附近器官和组织的晚期癌症。在这些情况下，只有部分的肿瘤可以被切
除，以防止损害附近重要的器官或组织。剩余的癌症可通过其它治疗方法
如：放疗和化疗来治疗。
有时，手术是用来防止或降低未来癌症发生的风险。例如：一个携带遗传
性乳腺癌基因的人甚至可能会选择在发现癌症前就进行预防性手术 — 切
除她的乳房。
3. 放疗
您知道吗？
最近微创手术的发展意味着患者的恢复时间更短、对手术
的忍耐性更高。
您可以与您的医生进行商议。

放射治疗使用高能射线破坏癌细胞，使肿瘤生长慢下来或使肿瘤缩小。不
像化疗会影响患者的整个身体，放射治疗只是一种局部治疗，只会对身体
上接受治疗的部分产生影响。
在治疗过程中，高剂量的辐射可能会对肿瘤附近的一些正常细胞造成影响。
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副作用：皮肤变化如皮疹或发红、食欲不振、疲劳等。
通常不适只是暂时的，一旦治疗完成，它们也就逐渐消失了。

您知道吗？
辐射是有终身剂量限制的。治疗期间，医生将会评估您可以接受多少辐射而
不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向医生谈论你的担心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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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它癌症治疗方法

• 靶向治疗 — 与传统的化疗不同，这种新一代的抗癌药物针对的是特定
		 突变的癌细胞。一些药物是通过阻断肿瘤生长途径来起作用的。在摧毁癌
		 细胞的过程中，它们不大可能
		 影响正常细胞。
• 激光治疗 — 在激光治疗
		 中，高强度光束集中针对
		 特定领域。激光可以用
		 来烧掉肿瘤或增生，并
		 缓解出血症状。它一般
		 用于治疗身体表面的
		 癌症，如基底细胞皮肤
		 癌，或用于早期癌症的
		 治疗。
• 干细胞移植 — 干细胞
		 移植也被称为骨髓移植，医
		 生有时会推荐此疗法给患有某
		 些癌症的病人如：白血病、多发
		 性骨髓瘤、某些类型的淋巴瘤等。
		 治疗过程就是用健康的干细胞来替换损
		 坏的骨髓(大骨内的海绵组织)。

• 免疫疗法 — 也被称为生物疗法。免疫疗
		 法是利用身体的自然免疫系统来对抗
		 癌症。
• 光动力疗法 — 这种治疗方法需
		 要使用药物感光剂与光一起来杀死
		 癌细胞。感光剂只能被某些类型的
		 光线激活。感光剂通过静脉注入血
		 液或放置在皮肤上。一旦癌细胞吸
		 收此药，光照射在特定部位以摧毁
		 癌细胞。
• 血液产品捐赠及输血— 某些癌症患者可
		 能会出现内出血、低血细胞计数，因而需要
		 输血，这时血液产品就可以起作用了。因接受
		 癌症治疗而导致失血或低血细胞计数的患者也
		 需要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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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治疗
产生的副作用？

向医生
寻求建议

当感觉好些时，你可能会发现应付
癌症治疗更容易。咨询您的癌症治
疗小组，以获取控制副作用的一些
建议。同样重要的是：若您留意到
任何新的症状出现或症状的变化出
现，需告知您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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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疼痛
在大多数情况下，药物治疗可以成功地控制癌症疼痛。控制相关癌
症疼痛最好的方法是预防其发展或恶化。请遵医嘱吃下止痛药。
爆发性疼痛（指虽经治疗，疼痛还是突然加重）出现时，医生也
可能让你吃下额外剂量的止痛药。
如果发现疼痛加重或变得让人无法忍受，请及时就医。它表明情
况更严重了。医生可能会向您推荐一位疼痛治疗专家。
4. 生育能力及性生活问题
如果你的家庭计划尚未完成，那么在开始治疗前，您可以与医
生好好谈谈您的担心。一些癌症治疗会影响您的生育能力。
医生会为您提些建议，以保护您的生育能力。
咨询医生：与爱人继续同房是否对您是安全的；以及您应该采
取的安全措施是什么。您也应该与您的伴侣坦诚地谈论这个话
题。在大多数情况下，通常没有医学原因让人在癌症治疗期间
中断性行为。
5. 食欲丧失

癌症治疗期间，会出现不同的副作用。 您可通过下述建议对付它们。
1. 恶心呕吐
止吐和抗呕吐药物可能会有帮助。恶心呕吐很少危及生命。然而，
重复和长时间的的呕吐会导致脱水。此时如果您不采取任何措施，
那么脱水将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如果您无法咽下任何
流食，无法服用您需要的药物，那么请立即就医！
2. 疲乏
请改变您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例如：减少工作量、坚持营养
饮食、或保证足够的睡眠、休息和轻微锻炼(咨询您的医生是否锻
炼对你说是安全的），这样您可能会感觉更好些。分散注意力的
方法也是有帮助的，如：看书、听音乐或者冥想等。

应对症状如恶心、呕吐、疼痛、疲劳等会有助于改善您的食欲。
尝试少食多餐（使每餐的食物都营养丰富），愉快的用餐环境，
在进餐时间减少流食(这个可以使您有饱腹感)。
如果有必要，营养师也可以帮助计划您的餐饮、推荐营养补充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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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脱发
与可信的家庭成员、朋友或顾问分
享您的感受。考虑在治疗开始之
前就去理个稍短的发型，这样
过渡将不会太明显。您也可
以选择帽子、假发或围巾来
掩盖脱发。为了更多地了
解切实可行的方法来应对
身体的变化，您也可以加
入我们的靓丽面对癌症计
划。拨打电话 6499 9132，
您可以获取更多信息。
7. 口干
请向医生咨询是否有促进唾液分泌、
预防口腔感染的药物。保持良好的口腔卫
生也很重要。每隔几小时漱口一次，特别是饭后更要漱口，漱口
时加上盐和小苏打，以防感染。在一杯温水中加入一茶匙的盐和
一勺小苏打。经常小口喝水，避免喝一些会导致脱水的饮料如咖
啡和酒等。
8. 便秘
如果可能的话，多喝水，并做些轻
微的锻炼。不进行体力活动可以增
加便秘的风险。也可以在您的饮食
中添加更多的高纤维食物如：全谷
物、水果、蔬菜、葡萄干和梅子
等。然而，如果您接受过肠道手术
或肠道有肿瘤使肠道变窄，那么高纤
维的饮食可能并不适合您。您可
以咨询医生。
无论感受多么不舒服，在
没有得到医生的许可时，
决不能使用泻药或大便软
化剂。

如何面对自己的
心理世界？
无论年龄大小，患癌后您的生活就会改变。一开始可能很难有这
种认识，但您会再次从生活中找寻到喜乐与平静。下面的建议可
以帮您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1. 掌控
通过学习您所患的癌症类型、其治疗方法、在治疗期间和治疗后会发生什
么以及如何应对它，来掌控自己的疾病。如果知道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生什
么，那么您将不会感觉太害怕。
2. 记录自己的感受
您的医生可能会建议多种治疗方法相结合才能取得最好的结果。临床试验
也可以作为您的治疗方案之一 。
3. 谈论您的感受
要与家人和朋友分享你的感受，而不是压抑自己的感情。如果发现很难跟
亲近的人谈论感受，那么您可以寻找其它途径。可以和医生或者护士谈谈
您的感受。他们会建议您向其他人寻求帮助如：顾问、社会工作者、心理
学家或其他医疗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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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入一个支持小组

癌症与
我的家庭

在抗癌之旅中，与境况相似的其他
病人和护理人员会面可以使您感到自
己不再孤单。新加坡防癌协会为癌症
患者、幸存者、护理人员提供了支持小组
计划。
5. 寻找精神支持
在身患疾病和处境艰难时，触摸自己
的精神世界可以帮您找到力量与和平
的心态。人们已经注意到：精神世界
的修炼、宗教实践、反思、冥想对许
多癌症患者很有帮助。一些医疗设施
也可以为患者提供精神上的支持。与您
的医疗团队商议，看看他们是否可以为您
推荐一位精神保健专业人员。
6. 给自己留出私人时间及私人空间
在繁忙的治疗期间，每天都可以花时间做一些你喜欢的事情如：听音乐、
阅读你最喜欢的书、在公园里悠闲地散步，或进行一些轻松的运动。在开
始任何锻炼计划之前，一定要先咨询医生。

我在波士顿学习时被诊断出患有卵巢癌。我的家人专程
赶到我身边，确保我手术期间和癌症治疗期间，依然感
觉自己在家里一样。在那段艰难岁月中，我妈妈做饭，
我的姐妹们轮流请假来医院陪我，而我爸爸也是不惜花
费，以确保我们一家人在整个考验中都在一起。即使在
最困难的时期，我爸爸他都是我们强大的后盾，是他给
了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Daphne Khoo
歌手兼作曲家

是信仰使我们内心祥和、
赋予了我们克服困难的能
力。Daphne的病让这个家
庭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现在我们认为生活赋予我们
的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
每一天都是对我们的奖励，
因此我们打算好好地活着。

Denise Ang 女士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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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对我家庭的
影响是什么？

与家庭成员
沟通交流

癌症不仅会对患癌的人产生影响，而且会在对其家人产生多方面的
影响。这里列出了癌症可能影响您家人的方式，以及一些供您应对
挑战的方法。

不是每个人都会以相同的方式来对付癌症的。沟通很重要，它可
以帮您与您所爱的人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 这里的一些技巧可以
使您在艰难的岁月中，与各家庭成员更好地交流。

1. 沟通
有些家庭很容易地就分享了彼此的情感和担忧，而有些家庭可能觉得谈论癌症很难。
在抗癌之旅中，与您所爱的人保持开诚布公的沟通很重要。
• 主动让家人得知您的感受。如果您不准备谈论某些方面的疾病，
也让他们明白你的想法。
• 如果觉得与家人谈论癌症有困难，可以考虑请朋友、医生、护士、
顾问，甚至宗教领袖来帮忙，解决您与家人的沟通问题。
2. 角色与职责
您在家庭的角色和责任可能会改变。
• 学会接受帮助。除了接受亲近的人的帮助外，还可考虑出钱雇佣帮
手，以减轻您的负担。接受别人的帮助并非弱者的标志。它是我们
所爱的人在必要的时刻为我们付出的爱和关怀。
• 制定一个清晰的计划，让您的家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这有助于防
止误解和不必要的紧张。

1. 配偶/终身伴侣

• 最好的态度是诚实 — 保持双向沟通很重要。
		 表达需求显然可以帮您避免误解和冲突。
• 告诉配偶/伴侣您的感受 — 您可能不喜
		 欢讨论负面情绪，但是隐藏自己的感受
		 会使您的配偶在您的抗癌之旅中无法
		 为您提供额外的支持和安慰。
• 必要时可以获取专业帮助 — 因为癌症
		 会影响性亲密。您可能会感到焦虑或
		 羞于谈论它。向您的顾问、治疗师或医
		 生寻求帮助吧。
2. 孩子
当和孩子谈论癌症时，请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 癌症类型

3. 钱财问题

• 癌症在身体中的部位

癌症治疗可以使家庭经济遭受严重损失。根据健康保险范围，您可能需要自己支付
一些额外的费用。如果治疗没有按计划进行、治疗范围扩大或者癌症出现反弹，
那么治疗费用也会增加。

• 治疗会带来什么
• 癌症及其治疗将对生活做出哪些改变

• 坐下来与家人一起制定财务计划。
• 与您的保险公司核对，找出包含在健康保险计划中的花费有哪些。
• 要求医院财务顾问帮您进行治疗费用预估。如果有必要，他或她可
以帮您推荐经济援助项目。

关于您的疾病，应该对孩子保密吗?
如果不告诉孩子，他们也可以感知您的忧虑，这样他们会更担心。如果
他们从别人嘴里得知您患上癌症，那么你们之间的信任可能就不存在了。
最好是让他们了解您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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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岁以下的儿童 

3. 父母

 用适合该年龄段的词语 — 例如：说“药”而不是“化疗”。对于大一
		 点的孩子，您可以使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癌症即为“好细胞”和
“坏细胞”之间的一场战争，治疗可以帮助您打败使自己生病的坏细胞。
		 您也可以借助小孩图书向孩子解释什么是癌症。

 从其他家庭成员处得到帮助 — 如果您负责照顾父母的医疗预约或日常生
		 活，那么现在您可能需要他们的照顾。

 避免只告诉年长的孩子 — 这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情感负担。
 治疗前做好年龄稍小的孩子的思想工作 —
		 治疗期间您的外貌可能会吓到他们。
		 事先告诉他们是为了使焦虑最小化。
		
		
		

经常用您的爱去安慰孩子们 — 告
诉他们您的不适或悲伤是因为您
病了，并不是因为他们。

 鼓励孩子分享他们的感受 — 认
		 真聆听，并让您的配偶/伴侣和
		 其他成年家庭成员也认真聆听孩
		 子们的感受。
 13至19岁的青少年 
 诚实回答他们的问题 — 这个年龄段的青
		 少年可能会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癌症，并会提
		 出更多的问题。
 不要给孩子太多的责任 — 尽管孩子乐意帮忙，对他们期望过高会对其带
		 来过多的压力。

 定期检查您的孩子 — 观察其行为
变化，例如：学业成绩的变化、
不参加常规活动、不与朋友联系、
情绪变化、吸毒或酗酒。这些迹象
都表明您的孩子可能需要额外的
支持。

 在告诉您父母关于您的肿瘤诊断前，可以考虑以下几点
		

a. 他们的健康状况怎样？

		

b. 他们能接受这个消息吗?

		

c. 我可以让其他家庭成员或朋友帮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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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帮助，
远离抑郁
4. 护理人员
 建立稳固的支持团队 — 您的护
		 理人员也需要帮助和支持，以
		 避免护理人员筋疲力竭。可以
		 让几个护理人员陪着你，而不
		 必只让一个人陪。让护理人员多
		 休息。
 随时通知护理人员 — 为护理人员提
		 供最新的关于您的癌症治疗和护理、
		 紧急号码、药物和文书工作方面的信息。
		

切记要说“谢谢”— 一个简单的感激的表示可以大有帮助。

每4位癌症患者中，就会有1位患有抑郁症。如果患上抑郁症，
那么您会发现从事日常活动和遵循治疗计划变得更难。请寻求
医疗帮助，而不是默默地承受痛苦。
学习认识抑郁症的危险信号。如果以下5个或5个以上症状持续两周或更长
时间，或者是严重到影响日常活动，请致电医生。
• 几乎每天大部分时间里都感觉悲伤和空虚
• 对任何活动都不感兴趣
• 饮食问题(食欲不振或暴饮暴食)包括体重急剧增加或减少*
• 睡眠发生改变(失眠、早醒或睡过头)*
• 几乎每天都感觉疲劳或能量减少*
• 其他人注意到您总是焦躁不安或已经“行动迟缓”
• 罪恶感、无用感和无助感
• 很难集中注意力或做出决策
• 存在死亡或自杀的念头或企图自杀
• 情绪波动很大：有时沮丧、有时激动、有时精力充沛
* 注意：身体问题，如疲劳、食欲不振和睡眠变化可能是癌症治疗的副作用。向您的医生说明病情 。

您可以做什么？
保持情绪高昂。恰到好处的幽
默以及来自所爱的人的支持和
拥抱都将会在应对癌症挑战中
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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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新加坡
防癌协会的支持
新加坡防癌协会提供康复支持服务来帮助癌症幸存者迈出康复第一步。对癌症
患者、幸存者及护理人员的支持小组与支持计划如下：
支持小组
Bishana

结直肠支持组

新声音俱乐部
迈向康复
胡桃战士
靓丽面对癌症
计划

说明
为女性癌症幸存者以及已诊断出患有癌
症、目前正在接受治疗的女性提供服务。
为结直肠癌患者和幸存者提供服务。该计
划也旨在帮助最新接受手术的人工瘘者调
理身体及精神状态，使其适应新的生活方
式。人工瘘者指的是接受造瘘术的患者，
而造瘘术指的是在身体上重新开个口以供
体内废物的排出。
为接受喉头切除术的癌症患者和幸存者
提供服务。它为声带切除了的患者提供
支持。
帮助乳腺癌患者和幸存者应对乳腺癌及其
治疗所带来的挑战。
帮助前列腺癌患者和幸存者应对前列腺癌
治疗带来的挑战。
帮助接受化疗或放疗的女性癌症病人更好
地应对癌症治疗带来的生理变化。

频率
当月的第三个星期五
下午 6.30 至 8.30
当月的第四个星期六
下午 2.00 至 5.00

每个星期二
下午 12.00 至 2.00
当月的第四个星期六
上午 10.30 至下午 12.30
当月的第二个星期六
下午 2.00 至 5.00
亲自实践工作坊在新加坡大多数公
立医院中均有举办。
• 樟宜综合医院：
6850 3656

• 新加坡国立癌症中心：
6436 8643

• 鹰格医院：6738 9333
• 莱佛士医院：6311 2337
• 国立大学医院：
新加坡防癌协会
病人大使计划

6772 3027

该计划旨在通过癌症幸存者探望住院/住 通过医院推荐/护理人员推荐
家病人、打电话及面对面交流等方式对癌
症病人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予以支持。

新加坡防癌协会在每天固定的时间段都会为支持小组成员举办各种各样的免费增
益活动：包括健康与营养、健康与生活方式、音乐与舞蹈欣赏、艺术与工艺及语
言类。 通过这些社交娱乐活动，癌症患者和幸存者一起学习新技能，彼此联系更
紧密。欲知癌症支持小组的详情，请致电：6499 9132；欲询问增益活动详情，
请致电：6499 9147。
新加坡防癌协会拥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团队，包括社会工作者、顾问、和精神保健
专业人员。如有需要，这些人员均可提供咨询服务、感情及精神上的支持。 如果
您希望与社会心理服务团队沟通交流，请致电：6421 5877 或 6421 5878。

癌症与
我的财务
自从被诊断为第四阶段咽喉癌，我不得不停止工
作接受密集的放射治疗，我一直在经济问题上纠
结。幸运的是，我的治疗账单均在保健基金及保
健储蓄的保险范围内。当我还在接受治疗时，新
加坡防癌协会的福利援助基金、癌症治疗基金和
医院交通计划也为我提供了财务帮助。

亚里斯多夫先生（维克托·曼纽尔之子）

失业人员
克里斯多夫先生患有晚期咽喉癌，他很感谢收到的经济
援助，这涵盖了他所有医疗费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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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筹措癌症
治疗的费用？
治疗费用是癌症诊断后很多患者迫切担忧之事。除了担心健康问题，
您也可能担心您的财务状况。我有足够的医疗保险来支付我的治疗
费用吗?隐性花费是什么? 如果我不得不停止工作，那我的家人能够
应对财务问题吗?这些问题您可能都会想过。
开始治疗之前，考虑好治疗过程及恢复过程中各种可能会增加的
花费，对您来说很有帮助。它会帮您掌握自己的财务状况；如果必要
的话，还会给您留出时间来寻找财务支持和帮助。一些常见的癌症护
理费用包括门诊费用、药物费、交通费和家庭支出等。

以下会有更多的可用于癌症患者的现有的财政方案。
您可以做什么？
向医疗保健服务提供者、专案经理或
者社工进行咨询。他们将能够提供一
个更全面的治疗成本估算，并帮您组
织理清自己的财务状况。如果必要的话，
他们也将帮您确定您有资格获取的财
务援助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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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承保范围决定您还需要自掏腰包支
付多少额外的花费。 如果您已参加了一个
医疗保险计划，那开始治疗前一定要与保
险公司核对哪些医疗费用可以报销。
了解相关的保险政策及限制条件可能也
是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因此，坐下来与
您的保险代理人一起来确认到底您的计
划涵盖了哪些费用以及您需要做出的必要
索赔，这点很重要。
2. 政府计划与补贴
所有新加坡人都在大幅政府补贴范围内，其补贴数额高达公立医院急症病
房总账单数额的80%。其它级别的医疗保障是由以下政府计划提供的。
 保健储蓄 — 这种强制医疗储蓄计划帮助工作的新加坡人储存其月收入
		 的一部分以备未来的医疗费用。
		
		

您可以动用保健储蓄款来支付个人或直系亲属的住院治疗、日间手术、
及特定的门诊费用。您还可以用保健储蓄进行特定癌症的相关检查。

		
		

请访问网址 www.moh.gov.sg 以获取最新更新的保健储蓄提款额度
信息。


		
		
		

健保双全 — 是一个旨在满足不能充分被保健储蓄覆盖的大型住院费用
的医疗保险。它涵盖了住院费用和某些批准的门诊治疗如：癌症化疗、
放疗。它是由新加坡中央公积金(CPF)局运作的。请访问网址
www.cpf.gov.sg 以获取提款额度信息。


		
		
		
		

保健基金 — 这是一个政府设立的医疗保障网，用以帮助享受政府补贴
后，即使投保了保健储蓄和健保双全，依然支付不起医疗费用的新加坡
人。如果您或您家人支付医疗费用时有困难，您可以向保健基金批准的
机构的医疗社工人员寻求帮助。请访问网址 www.moh.gov.sg 以获取
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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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援助基金 — 在这个方案下，符合条件的新加坡患者可以接受补贴用以
支付昂贵的药物（经评估药物已为临床必需药品，但却不包括在标准药物
名录中）费用。注意：有些药物补贴只针对特定的医疗条件、并且在每个
公共医疗机构内，药物可用性也不同。
为查看您是否具备获取该项基金的资格，请向您的医疗保健团队进行
咨询。请访问网址 www.moh.gov.sg 以获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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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防癌协会如何
提供帮助？

新加坡防癌协会是一个自愿的福利机构。它的
项目和服务均由民间捐款设立。若需询问新加
坡防癌协会的财务和福利计划，请拨打电话：
6421 5877、 6421 5878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welfare@singaporecancersociety.org.sg。

1. 新加坡防癌协会癌症关怀基金
当面对癌症诊断时，您也会担心自己的财务状况。额外的交通费用和其它日
常开支可能影响您的财务状况，增添您的忧虑。
为了填补当前已有的财务和福利计划的空缺，新加坡防癌协会介绍了癌
症关怀基金。这是个新的一次性财务计划，它可以帮助新诊断的癌症患者
度过艰难的早期阶段，缓解他们的一些财务问题，这样他们就可以专注于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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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加坡防癌协会癌症治疗基金

癌症与我的
工作环境

新加坡防癌协会癌症治疗基金成立于2005年，它通过补贴部分化疗药物费
用和调强放射治疗(IMRT)费用为贫困癌症患者提供财务帮助 。
尽管该基金在解决财务困难方面无法满足每位癌症患者，但它帮很多病人
解决了支付不起医疗费用的担忧。到目前为止，总共1200多万美元已用以
支付帮助3000多名癌症患者。
目前，该基金已帮助了很多贫困的癌症患者，他们分别来自新加坡国立癌
症中心、新加坡中央医院、国立大学医院、竹脚妇幼医院和陈笃生医院。
3. 新加坡防癌协会福利援助资金
自1967年以来，新加坡防癌协会一直为贫困癌症患者提供财务援助和免费
交通服务。这个财务计划为来自低收入家庭的患者提供了暂时的财务援助
和/或医疗用品如:牛奶供给和结肠袋等。
向医院、临终关怀或社会服务办公室的医疗社会工作者咨询，看看您是否
具备获得财务援助的资格。福利援助的申请和审批过程需资格认定和，财
务评估，由福利援助委员会进行审核。
4. 新加坡防癌协会医院交通计划
新加坡防癌协会免费交通服务计划旨在帮助经济困难但又不得不从家赶往
医院做治疗的病人。目前，该服务通过志愿者司机驾驶我们的乘用车进行
提供。
本服务由各医院的医务社会工作者推荐，以可用性为准。如果您需要此服
务，请与您的医疗社会工作者或新加坡防癌协会联系。
5. 新加坡防癌协会援助儿童及青少年计划
新加坡防癌协会帮助儿童和青少年计划(HCYP)旨在对受癌症影响的儿童和
年轻人伸出援助之手，无论他们身患癌症或只是癌症患者的亲人。抗癌之
旅对儿童和年轻人来说，在财务、情感、心理、精神上都可能具有特别的
挑战性，因为那种情况下他们很难找到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我们通过举办
有意义的活动，指导他们如何面对生活、应对癌症影响。该计划包括以下5
个部分:
• 教育财政援助计划

• 青年参与及露营

• 学费计划

• 家庭参与
• 图书颁奖礼

从开始到结束，我都没有对我的老板和同事隐瞒病情。当我恢复精
力回到工作岗位后，同事帮我逐渐着手我的工作。我相信在抗癌之
旅中坦诚沟通对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请记住：在抗
癌之旅中您并不孤单。您可以向周围的人请求帮助。

Teoh Hooi Leng 女士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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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对我工作的
影响有哪些？

为工作
做出决定

有些人继续工作没有问题，而也有人则疲于应对工作。下面是癌症
可能会对您的工作造成的影响。

在治疗中您是否需要停止工作或继续工作，这取决于许多因素。
关于工作安排，您需要思考一些问题。

1. 体力会受到影响
战胜癌症是需要体力的。常见的治疗副作用如：疼痛、疲劳、呕吐、呼吸困难等
会影响您的工作效率、记忆力和注意力。如果您在服用某些化疗药物，那么也
可能更容易感染。
2. 情绪会受到影响
在对抗癌症期间，您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负面情绪，这都可能对您的工作造成严
重影响。大多数人在其抗癌之旅中都经历了某种程度的抑郁和焦虑。
3. 工作中会碰到实际问题
您可能不得不花时间做治疗或检查。如果老板不支
持或难以减免您的职责，那实际问题就可能
出现。

1. 我暂时需要减少多少工作量？
2. 癌症治疗会以何种形式影响我的工作，在此期间
我的休息时间应该是多少?
3. 谁会帮我？
4. 我现在的财务状况怎样，在此期间我需要额外的
财务援助吗?
5. 如果停止工作，我在哪儿能得到额外的财务援助?
6. 治疗期间如果继续工作，对我和其他人都安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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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您的老板
说明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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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老板对我不公平，我可以做些什么？
在新加坡，老板都应按照三方指南去做，指南包括就业歧视。

如果您认为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那么请与劳资政公平与良好雇佣
联盟(TAFEP)联系。以寻求帮助、获取建议。
1. 应该告诉老板自己患癌症吗？
虽然无需详细讲述您的病情，但您应该让老板知道您的病是否会对
自己或工作场所中的其他人构成安全隐患。
不要隐瞒您的疾病，这样您才可以讨论工作的调整、得到可能需要
的支持。
2. 我有权不让同事知晓自己患癌的
事情吗？
只有在您同意后，老板才
可以将您患病的信息与他人
共享。

您可以做什么？
• 癌症治疗的不确定性及其副作用使您很难事先为工作制定计划。关于治疗
将产生什么影响以及您是否可以继续工作的问题，一定要咨询医生。
• 向老板开诚布公地说明，以制定接下来的行动计划。例如：是否可以分
配较轻的工作任务或是否可在家工作之类。在工作时间内安排短暂的小
憩也是有益的。
• 进行整理，记下会议记录、工作职责、请过的假以及预约等。把重要文
件如：工作合同和病假证明归档到单独的文件夹中。

3. 如何向老板坦白患病事实？
不必与老板分享患病的
细节。相反，您可以集中说
明癌症会如何影响您的工作表
现或造成一定的安全风险。如果
您不想与其他同事分享患病
信息，那就向老板说明情况。
4. 老板可以在哪些方面给予我支持？
向老板或人力资源部咨询您应该享有多少带薪假期及无薪休假。
在新加坡的就业法案中，如果您已为老板工作了至少三个月，那您
就有权享有带薪的门诊治疗和住院治疗。您的病假应由私立医院或
公立医院的医生出示证明。当您需要休假时，一定要给老板提前
说明，这样他就可以做出其它工作安排。

您可以做什么？
向您的同事说明病情。您可能不
愿意告诉同事关于癌症诊断一事，
然而癌症患者的确可以从同事那里
找到安慰、鼓励和实际支持。可以
考虑告诉自认为可能会支持您的人。
如果您不希望直接告诉他们，那您可以
请您的主管或经理告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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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换工作

患癌后的生活

对一些人来说，癌症治疗后再去干同样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在更
换工作前，您需要思考一些问题。
1. 我的哪些技能可以用在新的工作岗位上？
2. 我需要额外培训吗?
3. 在新工作中，我需要做哪些调整?
4. 我该怎样进行调整?

虽然癌症治疗可能对您的健康产生不良影响，但它
一点也不会使您失去工作的能力。就您在新工作中的
职责问题，请向医生进行咨询，看是否存在任何可能的
限制因素。

向您的潜在老板
说明病情
1. 我该怎么告诉我的潜在雇主?
虽然您不必讲述您生病的具体细节，但正如新加坡人力部所指
出，您需要让自己未来的雇主知道你病了，其目的是为了办理
保险。
2. 如果面对歧视，我应该怎么做？
雇主不应该因为您之前的癌症诊断或治疗而拒绝招聘您。

您可以做什么？
如果您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对待，那您可以联系劳资政公平与良好雇佣
联盟，以寻求建议。

癌症病人的生活并不总是凄惨的。我儿
子的抗癌之旅就伴随着很多笑声。克里
斯得到一个家庭临终关怀小组的支持。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一直在控
制，保持自己的尊严及大家对他的尊
重。因为有了他们的支持，克里斯即
使身患癌症，但他生活充实，可以说
他不是死于癌症。

Mrs Pat Hawkes 女士

特殊教育教师
霍克斯夫人28岁的儿子克里斯多夫在与头颈部
肿瘤斗争了四年后于2014年8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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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治疗后
的康复
终于完成了癌症治疗，您准备重新生活。然而，癌症及其治疗
经常导致一些身体问题和实际问题如：疲劳、肌肉无力等。
这些身体症状对您想回归“常态”生活、重返社会带
来了挑战。
专业康复可以帮您在身体和情感上都得到恢
复。这对于癌症治疗后希望重返工作岗位
的幸存者可能特别有帮助。早期癌症的康
复对所有癌症病人来说都是有益的，因
为它不仅有助于增强力量和耐力，而且
还可以解决心理问题。咨询您的卫生保
健小组或新加坡防癌协会(SCS)来了解
更多关于可用的癌症康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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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态
新加坡防癌协会的第一个癌症康复中心将于2015年
第三季度开业，届时癌症患者和癌症幸存者可以
享受更多的康复支持。
本中心是新加坡防癌协会的最新承诺：缩小
本地社区癌症护理的差距。新加坡防癌协
会癌症康复中心提供的全面综合服务和
计划，关注的不仅是患者的身体健康状
况，也解决患者的情感、心理、社会、
财务和精神需求。请留意我们更多的更
新信息。

您可以做什么？
 如果您的情况属于下面任何一种，那么请考虑专业康复:
 目前的状态还不如您最初诊断时的状态好
 说话或吞咽方面有问题

您如何帮助他人？

 出现疼痛
 现在感觉比诊断前更加昏昏欲睡
 出现肌肉或骨科问题
 从事以前经常进行的活动时出现困难
 不确定自己需要锻炼的程度及类型
 注意力集中及记忆方面有困难
 面对来自情感、心理、职业、精神甚至社会的挑战

来自志愿者的支持是新加坡防癌协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正在努力使新加
坡癌症的影响最小化。
癌症幸存者通过作为癌症大使加入新加坡防癌协会，可以为其他受到癌症影响
的人们提供情感支持。加入我们唯一需要的就是您的热情和帮助他人的欲望。
如果您希望做一名志愿者，请拨打电话 6499 9132与新加坡防癌协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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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制定计划—
医疗计划与法律计划
无论您的年龄大小，也不管您目前的健康状况如何，制定具体的
医疗和法律计划可以为自己和所爱的人提供平和的心态。，以下
是更多有关预先医学和法律计划的资讯。
1. 预先护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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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先医疗指示
预先医疗指示(AMD)是一种您提前签字的法律文件，它可以在您身患绝症
或失去知觉时，通知医生，您不希望使用任何特别的维持生命的治疗来延
长生命。
若想了解更多关于预先医疗指示的信息，请访问网址www.moh.gov.sg
如果您想制定一个预先医疗指示，那么需满足以下条件：
 你一定是21岁以上的、心智健全的人。
 必须有三个医生(包括你医院的医生)同时证明您身患绝症，并且其中的
		 两个医生必须是专家。
如果医生之间发生分歧，那么由主治医师来审查。如果仍然没达成协议，
那卫生部将任命其他三位专家审查您的病例。如果这三位指定的专家仍然
不能证明您身患绝症，那么您的预先医疗指示就不能生效。

设想这种情况：您病情严重，甚至不能说话。那么谁能为您制定护理计划
并向您的保健医疗团队说出来呢?预先护理计划(ACP)是一系列的自愿讨
论，可以让您与医疗服务团队和家庭成员记录并分享您对未来的医疗保健
决策。通过预先护理计划制定您的计划，这样当您不能为自己做出医疗决定
时，您的亲人和护理人员将会按照你的愿望来实施。

 您需要当着两个人的面——你的医生和一位21岁以上的人，完成并签署
		 预先医疗指示。这两位见证人一定不能从中获取任何利益。

想了解更多关于预先护理计划的信息，请访问网页 www.livingmatters.sg
中的生活问题版块或登录 aic.sg 网站访问综合护理(AIC)版块。

您只要填完一个表格或给预先医疗指示的登记员写一封信，就随时都可以取
消您的预先医疗指示。当然，您也需要一个见证人。

按照以下简单步骤开始您的预先护理计划:
 预约一个训练有素的预先护理计划的引导员。您可以让保健服务提供者向
您推荐一位。
 与引导员及您的亲人一起讨论您对美好生活的想法是什么。
 选择一位代理决策者(或代理人)，以防您无法表达自己时，这位代理人可以
替您表述。请注意：您的代理决策者必须至少21岁。您可以选择一位亲戚、
好友或任何您认为在您无法做决策时可以很好地表述您想法的人。
 在引导员的帮助下，您的选择将会以文档形式保存起来。
 当您的身体状况或生活环境发生变化时，您可以全面审核自己在预先护理
计划中保存的文档。

您知道吗？
在制定预先护理计划时，您不需要请律师。一个训练有素的引导员就可以帮
您完成所有步骤。当然，您也可以在讨论后更改自己的想法。

您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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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持久授权书
您可以通过持久授权书指定一个信任的人，在您失去了心智能力后代表您
做决策。中风、精神疾病或事故都会导致心智能力的丧失 。
您可以有多个指定人。如果您指定他/她代替您处理财产和事务问题，那您
的指定人必须年满21岁，并且不能破产。 若需了解更多关于持久授权书的
信息，请访问网址 www.publicguardian.gov.sg
指定人可以在以下领域帮助您:
 个人福利
 财产和事务
 个人福利以及财产和事务
如果您想制定一份持久授权书，则需满足以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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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制定遗嘱
遗嘱可以确保您所爱的人在您去世后可以得以
供养。这份法律文件是用来描述您的财产
(包括所有现金、储蓄、资产)，以及您去世
后如何将它分配给所有受益人。
此外，您的遗嘱也可涉及对其它问题的
说明，如：未成年子女的照顾和需特殊
照顾的孩子，以及信托财产的构成等。
在新加坡有关遗嘱的法律是遗嘱法。尽管制
定遗嘱时您不需要律师，但还是有很多人寻求法
律咨询，以避免自制的遗嘱最后无效的情况发生。
您也可以考虑找一家免费的法律诊所咨询更多信息。若您想在新加坡找到
免费的法律诊所名录，可访问网址 legalclinics.sg
若您想了解更多关于订立遗嘱的信息，可访问网址 www.lawsociety.org.sg

 必须至少21岁。
 具备心智能力，可以自己制作持久授权书。
 指定财产和事务指定人时，您一定不能破产。
 必须在公共监护员办公室登记持久授权书，以确保其合法有效。

您知道吗？
如果您没有留下遗嘱就去世了，那您的遗产将会按照州际继承法案进行分配。
这样，您的财产就可能不会分发给那些您希望自己去世后可以留给的人。

临终关怀服务
在治疗的某段时间，医生可能会觉得您也许会从临终关怀服务中受益。临终关
怀服务也被称为姑息治疗，这一护理概念侧重于通过减轻疼痛和缓解其它痛苦
症状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它还为患者的家人和护理人员提供了实用支持及
社会心理支持。
您知道吗？
持久授权书只能在确认您已失去处理自己事务的能力后方可生效。如果您的
心智能力得以恢复，那指定人就应当让您去处理自己的事务。

姑息治疗误区揭穿:
接受临终关怀和姑息治疗并不一定意味着给您判了死刑。有的病人情况稳定后
继续过着充实的生活。如果您觉得姑息疗法可以帮您，请咨询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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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防癌协会(SCS)临终关怀服务

通讯录

新加坡防癌协会临终关怀团队提供以下服务:
 家访期间的临床评估和治疗
团队会指导病人及其护理者如何去应对疼痛和呼吸困难等症状。
 家庭康复
治疗师通过体育锻炼来保持病人的力气和功能，也会提供家庭改装建议、
对护理者进行培训。
 心理辅导服务
团队会对患者及其护理人员提供财务援助、心理、情感和精神支持。同时
也在患者死后几个月内为家庭成员和护理者提供哀恸支持。
 设备的租借
新加坡防癌协会向患者提供制氧机和注射驱动器、以及康复设备如轮椅、
洁具、助行器等的租借服务。
新加坡防癌协会接纳医院或诊所推荐的患者。如果您想获取更多信息，请拨打电
话 6421 5832 或发送邮件至 hospice@singaporecancersociety.org.sg

预先护理计划：

电话: 6603 6800

国家办公室 —

电子邮箱: livingmatters@aic.sg

整合医疗机构

网站: http://aic.sg

新加坡人力部

电话: 6438 5122

联络中心

网站: http://www.mom.gov.sg/

新加坡国立癌症中心
新加坡防癌服务热线

电话: 6225 5655
电子邮箱: cancerhelpline@nccs.com.sg
网站: http://www.nccs.com.sg

新加坡国立大学癌症
研究所

电话: 9722 0569

癌症热线

网站: http://www.ncis.com.sg

电子邮箱: cancerlinenurse@nuhs.edu.sg
电话: 6538 2231

临终关怀奉献的是“关怀和爱心”。
它强调生活质量的重要性。重点是
缓解疼痛和其它痛苦的症状，并确
保对患者及家人提供情感支持、
精神支持和实用性支持。

新加坡临终关怀委员会

电子邮箱: secretariat@singaporehospice.org.sg
网站: http://www.singaporehospice.org.sg
电话: 1800-221-4444

新加坡乐善助人队

电子邮箱: pat@samaritans.org.sg
网站: https://www.sos.org.sg

— 新加坡临终关怀委员会
新加坡银线
劳资政公平与良好雇佣
联盟

电话: 1800 650 6060
网站: https://www.silverpages.sg
电话: 6838 0969
网站: http://www.tafep.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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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术语表

美国癌症协会

http://www.cancer.org

加拿大癌症协会

http://www.cancer.ca

癌症关怀

良性肿瘤

一种生长在人体内的某一部位，不会扩散到身体其
它部位的肿瘤 。

http://www.cancercare.org

活检

从患者体内取一小块病变组织进行显微检查的医疗
过程 。

澳大利亚癌症理事会

http://www.cancer.org.au

血细胞计数

对血液样本中的细胞进行计数 。

南澳癌症理事会

http://www.cancersa.org.au

致癌物质

可能导致癌症发生的物质 。

癌症网

http://www.cancer.net

临床试验

通过人类志愿者来进行新药物或治疗方法的测试 。

中央公积金局

http://mycpf.cpf.gov.sg

健康促进局

http://www.hpb.gov.sg

特别维持生命治疗法

指人为地延长晚期病人的生命而不会治愈疾病的
医疗。

基因突变

基因的异常变化 。

基因检测

用于检查可能增加患癌症风险的基因突变的一种
测试 。

生活问题：
预先护理计划

https://www.primarycarepages.sg/livingmatters/

坚强活着基金会

http://www.livestrong.org

麦克米兰癌症援助

http://www.macmillan.org.uk

恶性肿瘤

人体内可侵入附近组织并扩散到身体其它部位的
癌肿。

新加坡人力部

http://www.mom.gov.sg

卫生部、新加坡健康记录、
主要死亡原因

心智能力

能自己做决定的能力 。

http://www.moh.gov.sg

肿瘤科医生

专门研究治疗癌症患者的医生 。

新加坡国立癌症研究所

http://www.cancer.gov

国家环境局

姑息治疗

http://app2.nea.gov.sg

也称为临终关怀。该护理概念侧重于提高病重患者
的生活质量，减轻他们的痛苦症状。它还为患者家
人与看护人员提供实用性支持及心理支持。

新加坡癌症注册局

中期报告，新加坡2009-2013癌症发病率趋势

预后

预测疾病的可能病程和结局 。

新加坡免费法律诊所

http://legalclinics.sg/

康复

新加坡临终关怀委员会

http://www.singaporehospice.org.sg/

病人患严重疾病或受伤后，帮助他们最大程度地恢
复的计划 。

新加坡法律协会

http://www.lawsociety.org.sg

肿瘤

指机体内某些组织的细胞发生异常增殖而形成的
肿块。肿瘤分良性与恶性。

劳资政公平与良好雇佣联盟

http://www.tafep.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