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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体检须知

上网浏览 healthhub.sg/HPV-immunisation， 进一步了解更多有关疫苗注射的详情。

备注： 若您有患病风险， 您可提早接受筛检或选择更频密做检查。 请咨询医生的意见。
1 只限那些只提供给完成糖尿病风险评估 (DRA) 为“高风险群”的人士。
2 请继续保持健康生活方式。 建议您每两年接受一次糖尿病风险评估， 或是随着患病风险因素 
  （例如： 年龄、 体重或高血压指数）出现变化时， 及时进行糖尿病风险评估。
3 完成子宫切除手术的女性无需接受子宫颈癌检验。 请向医生了解更多详情。
4 曾有过性行为的女性。
5 请向医生了解更多详情。



我为什么需要接受体检？ 我该如何降低患上这些疾病的风险？

体检过后应注意哪些事项？

体检当天应注意哪些事项

尽早戒烟

许多慢性疾病和其他病况在初期阶段都毫无征兆， 患者通常感觉身
体无恙，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定期做体检有助您提早发现任何病况，
以免病情恶化出现并发症， 同时也能避免病情加重后医疗费增加的
问题。 若能提早接受治疗， 这有助更好地管理病情， 提高治疗疗效。 
要是能定期做体检， 检验结果正常， 也能让您感到安心。

要是您感到身体不适或正在服药， 请向医生查询您当天是否还能
接受检验。

要是您在体检之后， 突然出现患病症状， 请立即看医生， 切勿拖延
到下一轮体检才看诊。

体检报告出炉后， 您的 CHAS 社保援助计划全科家庭医生会联系
您， 通过电话或请您到诊所复诊， 向您解释体检报告结果。 若您在 
完成体检的两个星期后， 仍未接获全科家庭医生的通知， 建议您 
主动联系诊所。

保持健康和均衡饮食
多吃全谷物食品和蔬菜水果， 减少糖分和饱和 
脂肪的摄取量。

维持活跃生活方式

每周至少运动 150 分钟以保持身体强健。

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确认自己是否有患病风险， 定期做体检。

远离香烟。 无论您烟瘾极重或纯粹只为应酬而抽烟， 
请您为自己也为亲人的健康着想， 今天起开始戒烟。

要是因社交应酬而必须饮酒， 请为自己设下限制： 
男性尽量不要喝超过两杯， 女性则最好不要喝超过一杯。

管理好自己的健康
定期找家庭医生做检查， 以确保病况受到控制。

即使这次检验结果正常， 您还是应该按照专家建议的频率 
定期做体检。 定期做体检有助提早发现潜在病况。

体检结果属于“临界值”或“异常值”， 并不一定代表您已患病。 
若要明确了解体检报告详情， 请咨询医生， 让医生为您解说 
检查报告结果， 以及由医生建议是否需要接受进一步检查。 
医生不仅能为您提供治疗选择， 还能给您一些改变生活和 
饮食习惯的建议， 帮助您改善健康。 及早接受治疗并且控制好
病情， 有助于提高治疗成效， 以及防止或延缓并发症的出现。

体检结果：“正常值”

体检结果：“临界值”或“异常值”

避免过量饮酒



40岁或以上

18岁至39岁

建议您接受糖尿病风险评估 (DRA)， 若评估结果显示您患上 
糖尿病的风险较高， 您将受邀接受体检。

建议您接受 HbA1c检验*以查看您是否患有糖尿病。 参与 CHAS 
社保援助计划的医生将能为您做这项检验。 记得提早拨电到诊所
预约做检验的日期和时间。 做这项检验之前无需禁食。

若不控制好糖尿病会引发多种 
并发症， 如心血管疾病、 中风、  
失明、 肾衰竭， 甚至截肢。

糖尿病 糖尿病前期

什么是糖尿病? 

糖尿病类型： 糖尿病如何筛检？

2 型糖尿病 

1 型糖尿病 

妊娠期糖尿病 

我们的身体会把吃进体内的食物消化分解成葡萄糖， 释放到血液中。
我们的胰脏会产生一种叫做胰岛素的激素， 以帮助葡萄糖进入人体
细胞产生能量。 糖尿病是一种因人体产生太少胰岛素， 或无法对 
胰岛素作出正常反应的病况， 这会导致体内血糖水平过高。 

这是最常见而且是可以预防的糖尿病类型。 患者的身体无法有效地 
运用胰岛素或分泌足够的胰岛素， 以致体内血糖过高。 2 型糖尿病患者
大多是成年人。 

虽然患者大多是孩童和青少年， 不过这类糖尿病可在任何年龄病发， 
主要是胰脏无法分泌或分泌不足够胰岛素所导致。

部分女性在怀孕期间因荷尔蒙变化而导致高血糖症状。 

糖尿病前期指的是血糖水平高于正常值， 但还未达到2型糖尿病的 
诊断标准。 没有明显的征兆和症状， 成人和儿童都可能发病。

研究显示， 只要改变生活方式， 维持健康饮食习惯、 定期运动，  
以维持健康体重， 前期糖尿病患者有可能逆转病情， 也能降低患上 
2 型糖尿病的风险。

筛检 糖尿病前期血糖水平正常 2 型糖尿病

*请向您的医生了解更多详情。



DRA 评估结果显示您:

高风险群

您将受邀到您选定的 CHAS 家庭
诊所进行受补贴的检验。* 您的
家庭医生会建议您接受基本检
验项目， 以查看您是否已患有 
糖尿病。 我们建议您拨电到诊所
预约检查的时间。**

低风险群

请继续保持健康生活方式。 
建议您每两年接受一次糖尿病
风险评估， 或是随着患病风险
因素（例如： 年龄、 体重或 
高血压指数）出现变化时，  
及时进行糖尿病风险评估。

做 HbA1c检验之前要做何准备？

糖尿病风险评估

请跟医生了解要做何准备， 因为一些身体状况可能会影响检验结果。

糖尿病风险评估是一份简单的问卷， 可评估您是否有患上糖尿病的
风险。 要是能及早发现患病并采取适当的治疗， 您可预防或延缓糖
尿病病情以及相关的并发症。

现在就上网 www.letsbeatdiabetes.sg/DRA 接受糖尿病风险 
评估。

*这项津贴只限于新加坡公民。 国人要获得“定期体检， 益您一生”(Screen 
for Life) 体检配套所提供的津贴， 就必须利用电子政府密码 (SingPass) 登录 

“保健资讯网” (HealthHub) 应用程序内“我的健康” (MyHealth)页面索取津贴。 
条件是您必须符合保健促进局“定期体检， 益您一生”体检项目的资格。

**记得提早拨电给您的诊所预约做体检， 以及了解做检验前所需做的准备。

*糖尿病风险评估问卷结果仅可评估您目前患上糖尿病的风险， 无法预测您 
这辈子患上糖尿病的风险。



Screening for Screening for高血压 高胆固醇

什么是高血压？ 什么是高血脂？
高血压指的是血液在体内循环时对血管壁的侧压力过高， 导致心脏
负担增大的一种慢性疾病。 血压指数是由两组数字组成， 分别是 
收缩压 (systolic BP) 和舒张压 (diastolic BP)。 如果血压持续偏高， 
意即收缩压飙升到 140mmHg以上， 舒张压则达 90mmHg 或更高， 
那您可能患有高血压。

高胆固醇指的是血液中的类脂 (lipids) 含量超出正常水平， 其中 
就包括胆固醇及甘油三酯 (triglycerides) 等其他脂类物质。 胆固醇
又分两种：

如果收缩压持续超过 140mmHg (毫米汞柱， 意即一毫米
高的水银柱对液柱底面产生的压强)， 或是舒张压持续 
超过 90mmHg， 那您可能患上高血压。

高血压如何筛检？
建议每隔两年测量一次血压指数。 事实上病人每一次因任何病况 
看诊时， 医生一般都会测量病人的血压。

随着您的年纪越来越大，  
患上高血压的风险就会提高。筛检 筛检

18岁至39岁 40岁至49岁 50岁或以上 18岁至39岁 40岁至49岁 50岁或以上

胆固醇如何筛检？

做血脂检验之前， 我需做何准备？

建议您每三年进行一次静脉血脂检验来筛查高胆固醇。 您的 CHAS 
医生将能为您做这项检验。 记得提早拨电给您的诊所预约做体检， 
以及了解检验前所需做的准备。

请在做检验前向医生查询。

俗称“好胆固醇”。 它可除去血液中多余的胆固醇， 有助降
低您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俗称“坏胆固醇”， 容易渗入血管壁， 形成动脉粥状硬化。

高密度胆固醇 (HDL Cholesterol)

低密度胆固醇 (LDL Cholesterol)

血液中“坏胆固醇” 
含量高， 会造成血管 
阻塞或变窄， 阻碍血液
流通， 增加冠心病及 
中风的风险。



什么是粪便免疫化学检验？

什么是结直肠癌？

结直肠癌有哪些症状？

结直肠癌是消化系统末端的大肠（结肠加直肠）内长出的癌肿瘤， 
故也称为大肠癌。

在癌症形成以前， 往往先有结肠内壁组织增生， 形成细小的非癌性
息肉。 这些息肉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能产生病变成为恶性肿瘤。 如能
尽早发现， 便能有效制止息肉演变为癌症。

每年自行在家做粪便免疫化学检验 ( Faecal Immunochemical Test，
简称 FIT )。

或者您也可以选择每五到十年做一次结肠镜检查。 所有新加坡公民
到公共医院做这项检查可获津贴

结直肠癌是新加坡 
最常见的癌症。

• 腹部持续感觉不适， 如疼痛或肿胀；
• 粪便有血迹；
• 排便习惯改变， 出现如腹泻或便秘（无法排便）的问题。

要是您有上述任何症状， 请立即向家庭医生求助， 无需安排做检验。

筛检
结直肠癌

大肠

肛门

直肠

50岁或以上

如何及早发现是否患上结直肠癌？

我要如何检查是否患上结直肠癌?

我该如何降低患上结直肠癌的风险？

请到 CHAS 家庭诊所领取粪便免疫化学检验 (FIT) 配套， 里头有
明确指示引导您如何进行检验。 您也可以前往新加坡防癌协会
以及协会的伙伴机构领取检验配套。 想了解更多详情， 请浏览
singaporecancersociety.org.sg 网站或拨电 1800 727 3333 询问。

少喝酒、 及早戒烟、 维持活跃生活方式、 维持多吃水果和蔬菜的健康 
饮食习惯、 维持健康体重， 以及定期做粪便免疫化学检验 (FIT) 等都 
有助降低患上结直肠癌的风险。
 

备注： 要是您有患结直肠癌的风险， 例如家族成员曾经患有此癌症， 或是 
发现粪便有血， 您无需做粪便免疫化学检验 (FIT)， 请立即通知您的医生。

• 检验粪便内是否有肉眼看不到的血迹， 
 从中筛查是否患上结直肠癌。 
• 检验方式简易快捷， 可在家自行进行， 
 检验前也不必禁食或戒口。

这是一项很简单
的检验方式。

为了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建议您分两天收集粪便样本。



什么是子宫颈癌？

子宫颈癌有何征兆和症状？

要是您的年龄介于25岁至 29岁：

要是您的年龄是 30岁或以上：

宫颈癌检验有哪些步骤？

关于人乳头状瘤病毒 (HPV)

这是发生在子宫下部（也就是子宫颈部位）的一种癌症， 主要是因为 
长期受 HPV 病毒感染， 病毒可以通过性行为这类皮肤接触方式传染。

子宫颈癌初期没有任何明显征兆。

您可通过子宫颈检验 (Pap test) 检查您的子宫颈细胞是否异常。 
由于您还年轻， 身体可以更快速清除 HPV 病毒感染， 因此无需做
HPV 检验。

您将接受 HPV 检验， 以查看您体内是否有高风险类型 HPV 病毒。 
比起其他检验方式， HPV检验能更有效地评估您患上子宫颈癌 
的风险。

您可在四个星期后获取检验结果。 您的医生将决定是否有必要做 
进一步的检查。
 

人乳头状瘤病毒 (HPV) 是一种常见病毒， 任何人都可能受到感染。 
HPV 病毒虽然会导致子宫颈受感染， 但是我们的身体具有自行消灭
病毒的能力。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100多种HPV 病毒类型当中， 大约
有14 种会引发长期感染， 这类感染最终会形成子宫颈癌。 子宫颈癌
的癌前病变过程缓慢， 一般要持续长达15年才形成子宫颈癌， 不过
个别患者的病变过程是快或慢因人而异。 这也是为何女性有必要在
未开始有性行为之前接受 HPV 疫苗注射， 以预防患上子宫颈癌。

子宫颈癌是最容易预防的癌症之一， 要是 
及早发现并接受治疗， 治愈的机会高达 90%。筛检

子宫颈癌

子宫

输卵管卵巢

子宫颈

阴道上端

40岁至49岁 50岁或以上25岁至39岁
25岁或以上而且有性交 

经验的女性。

在进行子宫颈涂片检验的
过程中， 医生或护士会把 
仪器伸入阴道直达子宫颈。

接着会使用一把柔软的 
小刷子轻轻刮取子宫颈 
表面细胞， 之后将采集到的
细胞送至实验室进行化验。



您的子宫颈内有些细胞受感染和/或变得异常， 不过
异常结果不一定代表患有子宫颈癌。 您的医生会在评
估检验结果后， 建议您接受适当的治疗。

您的子宫颈细胞检查样本中没有发现不正常的细胞。
请您继续每三年进行一次子宫颈检验。

正常子宫颈检验结果

异常子宫颈检验结果

医生将安排您到医院让妇产科医生看诊。
这并不意味着您患上子宫颈癌， 不过您患癌的风险 
较高。 您的妇产科医生将根据您的情况建议您是否 
需要接受任何治疗。

医生会安排您一年后再接受另一轮的 HPV 检验，  
以查看您的身体是否有能力清除这些 HPV 病毒。

您患上子宫颈癌的风险很低。
您只需每五年进行一次子宫颈癌体检。

如何解读检验结果？

没有查出高风险类型 HPV 病毒

查出高风险类型 HPV 病毒

查出其他高风险类型 HPV 病毒

可到哪里接受子宫颈癌体检？

做子宫颈癌体检之前需做何准备？

我要如何预防患上子宫颈癌？

所有综合诊所， 指定的CHAS全科家庭诊所和新加坡防癌协会的 
碧山诊所都有提供子宫颈检验。

• 预约检验的时间， 应安排在月经开始两周之后。 
• 检验之前的 48 小时， 避免进行性交， 或使用杀精剂、 护阴霜、 
   润滑剂、 养阴药， 或卫生棉条。

• 如果您的年龄介于9岁至26岁， 尽快接受HPV疫苗注射。  
 HPV 疫苗注射有助预防感染 70% 到 90% 高风险类型的HPV病毒。 
 想了解更多详情， 请上网查看 healthhub.sg/HPV-immunisation 
• 即使已经接受HPV疫苗注射， 女性仍需定期做子宫颈癌检验，  
 这是因为疫苗注射只是有助预防感染 70% 到 90%高风险类型的 
 HPV病毒。 建议年龄介于 25 岁至 29年的女性每三年做一次子宫颈 
 检验； 30岁及以上的女性则可每五年做一次 HPV 检验。  

只要接受疫苗注射以及定期做子宫颈癌体检， 您就可预防患上 
子宫颈癌。 想了解更多有关子宫颈癌检验以及如何预防患上 
子宫颈癌的详情， 请上网浏览 healthhub.sg/cervical-screening

25岁至 29岁

30岁或以上



乳癌是新加坡女性最常见
的癌症。

定期做乳房X光检查是探测是否患上乳癌的最可靠方法。 即使乳房还未出现
硬块， 也能通过这个方式探测出是否患上乳癌。

乳癌是乳房某些细胞和组织异常生长而引发的癌症。 随着年纪的 
增长， 患上乳癌的机会就越高。 另外有乳癌家族史的女性患病的 
机率也较高。

• 来月经期间， 乳房会特别敏感而且乳房 
 会感觉胀痛。
• 为避免您在进行乳房X光检查时感觉 
 不适， 建议您在来月经第一天算起的 
 一个星期后， 才接受该项检验。

• 穿两件式衣服， 方便检验时除去上衣。
• 避免在乳房上或腋下喷洒香水或涂抹除 
 臭剂、 爽身粉或药膏， 以免影响 X 光检查 
 结果的清晰度。

检验之前

什么是乳癌？

进行乳房 X 光检查之前需做何准备？

什么是乳房 X 光检查 (mammogram)？

筛检
乳癌

50 岁或以上

要是您发现自己有上述任何征兆和症状， 请立即与您的医生预约 
就诊， 无需安排做体检。

乳癌有哪些常见症状？

乳房出现无痛硬块

检验当日

如何降低患上乳癌的风险？
少喝酒、 及早戒烟、 维持健康体重、 定期运动、 学习如何自行检查 
乳房， 以及定期接受乳房X光检查等方法都有助降低您患上乳癌的 
风险。

哪些妇女可在“定期体检， 益您一生”计划下接受乳房X光检查？

50岁或以上1妇女， 
而且符合下列条件：

1 要是您的年龄介于40岁至49岁， 您可接受乳癌检验。 不过在接受检验之前， 
请向您的医生了解检验的好处和局限， 以确保您作出知情的决定。 要是您的
医生建议您接受检验， 您应该每年检查一次。

2 要是您不确定您的乳房植入体是否会影响检验结果， 请向负责进行检验的 
中心查询。

乳头周边出现湿疹
样皮肤病变

乳头出血或排出其他
异常分泌物

乳房皮肤局部凹陷
或皱折 乳头凹陷

乳房皮肤局部红肿或呈橘皮状

• 您将接受乳房 X 光检查以查看乳房组织 
 是否出现异常状况。 
• 检测过程中， 女性放射师会利用两片 
 平板由两侧固定乳房， 压紧数秒钟以 
 进行乳房X光拍摄；
• 左右乳房分开检验； 
• 检验过程可能令您感觉不适。 若疼痛 
 难忍， 请通知放射师。 做检验时尽量 
 放轻松， 缓缓呼吸。

• 过去六个月未曾哺乳； 
• 乳房内未有任何硅酮凝胶植体或注射剂2；
• 没有任何上一页图表内所显示的乳癌症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