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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裔美國人健康促進協會簡介

亞裔美國人健康促進協會

亞裔美國人健康促進協會(AAHI)成立於2005財務年度，旨在消除存在於亞裔

美國人和非亞裔族群間的健康差距。協會屬於蒙哥馬利郡健康與人類服務

部。AAHI的目的為發展適合的健康計畫，以滿足生活於城郡中不同族群之亞

裔美國人的需求。

使命

AAHI的使命是要明白亞裔美國人社群對健康照護之需求，從而發展文化上適

當的健康照護服務，並為所有蒙哥馬利郡亞裔美國人提供健康教育。



亞裔美國人健康促進協會及亞裔美國人社群共同合作，促進所有蒙哥馬利郡亞

裔美國人的良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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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症是甚麼？
癌症是一種疾病，表示異常細胞分裂失控並可能侵

襲其他組織。健康正常的細胞會經歷生長、分裂和

死亡。相反,異常細胞則繼續存活及持續分裂，並形

成稱為腫瘤的團塊─腫瘤可分為良性和惡性兩種。

目前,癌症腫瘤有一百種以上，每一種都有不同的預

防、篩檢和治療的方法。



				亞裔美國人族群的困難
癌症是亞裔美國人的最高死亡原因—癌症可說是亞

裔美國人所面臨的獨特問題。由於癌症篩檢的比率

極低，經常導致延遲癌症的發現，危險性也因此提

高。

亞裔美國人的特殊困難有：

•自1980年以來，亞裔美國女性的首要死亡原因是

癌症。

•乳癌是亞裔美國女性中最常見的癌症。

•東南亞女性的子宮頸癌比率較高，但子宮頸抹片

檢查的接受率卻較美國其他族群低。

•在越南裔婦女中子宮頸癌最為盛行，而其他種族

及族群中則以乳癌的發生率為最高。越南裔美國

婦女的子宮頸癌發生率比高加索婦女高出5倍。

•華裔、菲律賓裔、日裔、韓裔及越南裔族群的肝

癌發生率，較高加索白人高出1.7至11.3倍。

•在所有種族及族群中，韓裔男性有最高的胃癌發

生率，而且是高加索男性的五倍之多。

•在所有亞裔族群中，菲律賓裔罹患前列腺癌的比

率最高，且在所有美裔族群中，其結腸直腸癌的

五年存活率是最低的第二名。

癌症的背景

「自1980年以來，癌症

已成為亞裔美國女性的

首要死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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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險因素及預防
雖然癌症沒法百分之百預防，但是您可以採取某些能降低罹病風險

的方法。美國癌症協會估計，若採取癌症預防措施，則超過一半以

上因癌症造成的死亡都可以被預防。

•吸煙而引至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因此戒煙會大幅減低罹癌風

險。

•在陽光下曝曬是造成皮膚癌的主要原因。故當您外出時，請用防

曬產品和穿上適當的衣物來保護皮膚。

•高脂肪的飲食能增加您的罹癌風險，請多吃多樣化的健康食品（

例如：水果、蔬菜及全穀類製品），來取代您日常飲食中的高脂

肪食品。

•肥胖是乳癌、結腸癌及前列腺癌的危險因素。以充滿活力的生

活，伴隨著規律的運動，可幫助您降低罹癌風險。

•如果沒有注射適當的預防疫苗,某些病毒感染可引至癌症。正如B

型肝炎能增加您罹患肝癌的機率及HPV（人類乳突瘤病毒）則可

引至子宮頸癌。請諮詢您的醫師來選擇適當的疫苗。

•如果缺乏適當的癌症檢驗及篩檢工作，發展成為晚期癌症的機率

便會增加。定期篩檢及自我檢查雖則無法百分百預防癌症，但可

以增加您及早發現癌症的機率，和有較高的治癒率。	

具有罹患癌症的風險，僅僅代表您發展成癌症的機率較高。但並不

表示您會因此而罹患癌症。

如有任何疑慮，請與您的醫師或健康照護人員討論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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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癌是甚麼？
乳癌是一種癌細胞在乳房組織中所形成的疾病。

大約70%的乳癌發生於乳管（將乳汁輸送至乳頭的

部位），另外有10%發生於乳房小葉（製造乳汁的

部位）。

				危險因素
雖然造成乳癌的確切原因不明，但我們相信亞洲文

化中的錯誤觀念，例如：碰撞、打傷、觸碰胸部、

空氣汙染、悖德行為及氣溫的變化並不會造成乳

癌。

下述為一些最顯著導致乳癌發生的危險因素：

–	家族病史

–	未生育

–	初經過早

–	年齡

–	飲食及生活形態的選擇

				症狀
乳癌常見的症狀有：

–	乳房及乳頭的觸感和外觀的改變。

–	乳頭有分泌物（液體）

				預防／早期發現
乳癌早期篩檢的目的是在症狀產生前發現癌細胞。

篩檢試驗包含：

–自我檢查乳房：每月例行自我檢查乳房，以確認

腫塊或乳房的變化。

–乳房臨床檢查：由醫師檢查乳房腫塊或異常情

況。這些檢查通常包含於常規體檢之中。

–乳房造影：不能被手觸知的腫塊,	 通常能以乳房X

光檢查來發現。

癌
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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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造成乳癌的確切原

因不明，但我們能確定下

述許多亞洲文化中的錯誤

觀念並不會造成乳癌，例

如：碰撞、打傷、觸碰胸

部、空氣汙染、悖德行為

及氣溫的變化。」



由於沒有任何一種檢查是百分之百可靠

的，因此我們建議您合併採用這些檢查

及篩檢項目。它們可能包含每月在淋浴

時所進行的例行性檢查，以及每年由醫

師所進行的年度檢查。

　乳癌篩檢指南
如果您的年齡在二十歲到四十歲間：

–每三年進行一次乳房臨床檢查

–每月自我檢查乳房

若您的年齡為四十歲或以上：

–每年進行一次乳房臨床檢查

–每月自我檢查乳房

–每年進行乳房X光檢查

　診斷及治療
若症狀或檢查結果顯示有癌症發生的可

能性，醫師通常會進行切片檢查，以

確認癌細胞是否存在。切片檢查是以切

除身體組織或液體的方式進行研究診

斷。

對於罹患乳癌的女性有很多治療方法可

供選擇：

–	外科手術則為癌症治療上最常見的方

法。

	 乳房腫瘤切除術：僅移除乳房腫瘤及

部分周邊組織。

	 乳房切除術：移除整個乳房。

–	放射線療法是使用高能X光以殺死癌細

胞。

–	化療是以靜脈注射藥物或服用藥丸的

方式殺死癌細胞。

–	賀爾蒙療法是一種可阻止癌細胞生長

的癌症治療方式。

				結論
乳癌是亞裔美國女性的首要死因，且每

位女性都有可能罹患乳癌。然而，在早

期發現的情況下，乳癌是可治癒的。留

意篩檢指示及諮詢您的健康照護人員，

都能為您提供最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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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宮頸癌是甚麼？
子宮頸癌是一種由組成子宮頸的細胞異常增生分裂

而造成的疾病。子宮頸是位於子宮下方狹窄的一

端。這種癌症通常生長緩慢且毫無症狀，但可由定

期檢查發現。

					危險因素
–	人類乳突瘤病毒（HPV）感染

–多重性伴侶

–早期性經驗

–吸菸

–生育過多

–使用口服避孕藥（藥丸）

–家族病史

–飲食習慣

					症狀
早期子宮頸癌通常不具徵象或症狀。隨著癌症病程

的進行，會出現下列徵象或症狀

–	陰道出血

–	不正常陰道變形

–	子宮頸疼痛

–	性行為時疼痛

					預防／早期發現
亞裔美國人的子宮頸癌篩檢率及預防性檢驗率較

低，因此導致晚期癌症的發生率較高。若早期發現

異常細胞，便可在其擴散之前加以治療。檢查這些

異常細胞最有效率的方法，便是定期尋求專業醫師

進行子宮頸檢查，包括子宮頸巴氏試驗（也稱為子

宮頸巴氏抹片檢查）。在進行子宮頸抹片檢查時，

醫師會以內視鏡從子宮頸中採出一些細胞樣本，並

檢查是否有癌細胞的存在。

「亞裔美國女性罹患子宮頸癌

的機率頗高。原因可能與文化

背景有關：亞裔美國女性相信

談論疾病是不吉利的。並且，

羞怯心態以及認為只有已婚女

性需要進行子宮頸檢查的想

法，都降低了早期發現率及篩

檢率。定期進行子宮頸抹片檢

查及篩檢工作，可以在早期（

較容易被治癒的階段）發現癌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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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乳突瘤病毒會隨著各種性接觸而傳

播。人類乳突瘤病毒（HPV）的感染通常

不具症狀，故診斷不易。這些病毒感染

大部分可不藥而癒，但某些特定病毒株

會導致女性子宮頸癌。最近已發展出能

保護9至26歲女性免於感染這些高危險病

毒株的疫苗。請向您的健康照護人員諮

詢，以獲得更多相關資訊。

				子宮頸癌篩檢指南
從年滿21歲開始，您應該進行：

–不論是否有性行為，每三年進行一次子

宮頸抹片試驗。

21歲前性行為活躍者：

–性行為活躍後後每三年應做一次子宮頸

巴氏檢查。

若您的年齡為四十歲或以上：

–每年進行一次子宮頸抹片檢查

					診斷及治療
治療子宮頸癌是取決於癌症的發展階

段。

–	某些癌症可以靠手術切除。

–	放射線治療是一種以X光殺死癌細胞的	

癌症治療法。

–	化療則以藥物中止癌細胞的生長。

					結論
亞裔美國女性罹患子宮頸癌的機率較高，

主要原因即在於低篩檢率。這可能由於亞

裔美國女性的羞怯態度、迷信心理及文化

規範與束縛。如果沒有定期篩檢，女性發

生晚期癌症的機率將大為增加。早期發現

對於這些比率的增加極為重要。常規性子

宮頸抹片檢查十分簡單，且能使治癒率提

升達90%。

子宮頸癌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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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腸直腸癌是甚麼？
結腸直腸癌由結腸或直腸內的微小增生或息肉開

始。息肉是生長於體內的多餘組織。大部分的息肉

都是良性的，但某些種類的息肉隨著時間的發展可

能會開始癌化。

				危險因素
–	年齡在五十歲以上

–	家族病史

–	結腸或直腸曾有息肉生長

–	高脂肪飲食

–	缺乏運動

所有人都有可能罹患結腸直腸癌。雖然有20%至25%

的結腸直腸癌發生於具有家族病史的族群，但仍有

約75%的案例發生於不具危險因素的人身上。

				症狀
結腸直腸癌通常不會引發症狀，但可能有：

–	腹瀉或便秘

–	糞便帶血或表面有血（不論色澤為亮紅或暗黑）

–	窄便

–	一般胃部不適（脹氣、胃脹及／或痙孿）

–	經常性脹氣疼痛

–	覺得解便不完全

–	不明原因的體重減輕

				預防／早期發現
亞裔美國人結腸直腸癌的篩檢及檢驗率極低。五十

歲以上的人必須進行篩檢工作。亞裔美國人男性的

篩檢率低於其他族群，故晚期癌症的發生率頗高。

可供選擇的篩檢方法有：

「任何人均有可能罹患

結腸直腸癌。雖然有20%

至25%的結腸直腸癌發

生於具有家族病史的族

群，但仍有約75%案例發

生在不具危險因素的人

身上。」

癌
結腸直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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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腸息肉圖

–	結腸鏡：使用附光源及小型攝影機的

彈性軟管（稱為結腸鏡），來觀察整

個結腸內部。不僅可採集組織檢體（

切片），在此步驟中也可移除異常增

生的組織或息肉。

–	糞便潛血檢查（FOBT）：檢查糞便中

是否帶血。

–	乙狀結腸鏡：使用稱為乙狀結腸鏡的

附光源彈性軟管，檢查直腸及結腸的

下部。

				篩檢指南
在過了五十歲之後，您應該：	

–	每年進行糞便潛血檢查

–	每五年進行乙狀結腸鏡檢查

–	每十年進行一次結腸鏡檢查

				診斷及治療
治療結腸直腸癌是取決於癌症的發展階

段，通常包括：

–	以化療藥物殺死癌細胞

–	以手術切除息肉或癌細胞

	 結腸鏡息肉切除術：在息肉轉變為癌

症之前進行切除

	 結腸切除術：切除所有或部分的結腸

結腸造口術：可在結腸切除術後進

行，另外造一開口，使廢物能排出體

外。

–	以放射線治療破壞癌症組織

				結論
由於亞裔美國人的篩檢率極低，因此成

為晚期結腸直腸癌的高危險群。早期

發現結腸直腸癌，對於治療及存活率是

非常重要的。從五十歲開始（若您為高

危險群則必須提早）每年進行定期篩

檢，並與您的醫師討論和選擇治療的方

法。

結腸直腸癌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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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癌是甚麼？
前列腺是男性身上的一種腺體，能製造精液，大小

如同胡桃或乒乓球一般。位於膀胱正下方及直腸前

方，當前列腺的細胞異常改變及過快增生複製時，

便會產生癌症。

				危險因素
前列腺癌的成因不明，但研究者已發現幾項增加罹

癌機率的因素：

–	年紀在五十歲或以上

–種族

–家族病史

–高脂肪飲食

–吸菸

				症狀
早期前列腺癌通常不具症狀，多數男性在定期體檢

前並不知道自己已患有前列腺癌。若有症狀，將包

含下列幾項：

–	小便困難

–	頻尿

–	小便時感覺疼痛或灼熱。

–	血尿

				預防／早期診斷
由於前列腺癌通常不具症狀，因此從五十歲開始（

若您為高危險群則須提早開始），須每年進行篩

檢工作以早期發現癌細胞。目前有兩種前列腺癌檢

查：

–直腸指檢（DRE）：醫師由直腸探測前列腺是否

有硬塊或瘤狀區塊。

–前列腺特異性抗原（PSA）檢驗：是一種可發現癌

症存在的血液檢查。

「前列腺癌是四十歲以

上男性中最常見的死

因。」

癌
前列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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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癌篩檢指南
五十歲以上的男性均應進行：

–每年進行直腸指檢

–每年進行前列腺特異性抗原（PSA）檢

驗

若檢驗結果顯示有前列腺癌的可能，醫

師可能建議您接受前列腺切片檢查，以

顯微鏡檢視由前列腺取得的組織。



				診斷／治療
前列腺癌的治療取決於許多因素，其中

包含病者的年齡及癌症擴散範圍的大

小。治療可能包含下列項目(可能採用多

項)：	

–	密切追蹤（不包含治療），並且細心

觀察及進行醫療性的監控。

–	以X光放射線殺死癌細胞。

–	化療是以藥物阻斷癌細胞在體內其他

部位的生長。

–	賀爾蒙療法則服用藥物以減少賀爾蒙

分泌。

–	手術切除前列腺。

				結論
前列腺癌是四十歲以上男性中最常見的死

因。隨著亞裔美國人移民美國，罹患前列

腺癌的機率也相對增高，這可能是由於生

活環境的改變（如高脂肪飲食、吸菸等）

。如果能提早發現前列腺癌，只造成最小

影響或短期副作用的成功治療將大幅增

加。早期發現只能依靠每年的篩檢工作，

與您的醫師或健康照護人員諮詢何時開始

進行篩檢是非常重要的。

前列腺癌圖



亞裔美國人健康促進協會（AAHI）癌症計畫，成立於2002年

一月，旨在以適應各種文化背景的教育方法及篩檢服務，提

高居住於蒙哥馬利郡的亞裔美國人對特定癌症的關注。

亞裔美國人健康促進協會癌症計畫，是第一個在蒙哥馬利郡

為針對亞裔美國人的健康而成立的計畫。旨在使群眾瞭解，

適時的篩檢及早期發現有助於癌症的預防與治療。

AAHI癌症計畫與蒙郡癌症十字軍（Montgomery　County	

Cancer　Crusade）合作，為符合資格的蒙哥馬利郡亞裔美

國居民提供：乳癌、子宮頸癌及結腸直腸癌的免費篩檢服

務。

亞裔美國人健康促進協會癌症計畫的目標如下：

•減少篩檢和早期診斷的限制，增進群眾的癌症知識及篩檢

率。

•增加亞裔美國人在國內獲取健康照護設施及癌症資源的管

道。

•針對不同的文化習慣及語言，提供相關的教育、推廣活動

及篩檢服務。

				推廣及教育
AAHI癌症計畫透過社群合作、族群媒體及推廣宣導的方

式，為亞裔美國人提供有關癌症教育及預防的全面資訊。此

資訊透過雙語亞裔健康宣導人員，以多種亞洲語言的教育資

料廣為傳遞。

我們總是思考及尊重亞裔美國人個別文化的相關議題，以完

成每一項教育及推廣工作。AAHI癌症計畫採用針對亞裔美

國人各族群的特定策略及方法，以確立亞裔美國人的不同需

求。推廣宣導的方法如下：健康義賣會、健康教育研討會，

及透過相關族群媒體的教育（例如：印刷刊物、電視及廣

播）。

亞裔美國人健康促進協會癌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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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方式
如果您想獲得更多有關推廣宣導、防癌教育及篩檢服務的資

訊，請洽詢亞裔美國人健康促進協會癌症計畫：240-777-1409

，或造訪我們的網站：www.AAHIinfo.org.

				癌症相關資源
如果您想獲得更多癌症相關資訊，請聯絡以下團體：

美國癌症協會
http://www.cancer.org/docroot/home/index.asp

亞裔美國人對癌症認識、研究及教育聯網（AANCART）
http://www.aancart.org/index.htm

癌症防制：以實證工具為基礎的計畫連結行動網絡
「PLANET」
http://cancercontrolplanet.cancer.gov/

由國家癌症研究機構（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獲取癌症
相關資訊
http://www.cancer.gov/cancer_information/

癌症健康差距縮減中心（Center	to	Reduce	Cancer	Health	
Disparities）
http://crchd.cancer.gov/

CDC：少數族裔癌症知識
http://www.cdc.gov/

CDC：概要說明
http://www.cdc.gov/cancer/dcpc/library/online/

各文化癌症理事會（ICC）
http://iccnetwork.org/cancerfacts/ICC-CFS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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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裔美國人健康促進協會
蒙哥馬利郡健康與人類服務部

1335	Piccard	Drive,	Rockville,	MD	20850
電話：	(240)777-1409				傳真：	(240)777-4564

www.AAHIinfo.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