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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饮食， 由您开始！
女性在生活中常常扮演许多角色，做为一名女儿、姐姐、妹妹、妻子、
母亲或者奶奶，您可以通过提供健康的饮食，来确保您的家人保持	
健康，每天从小事做起，简单易行。

遵从一些简单的健康饮食原则，您和您的家人将会生活得更健康！

如何才能做到健康饮食呢？您所需要做的仅仅是采用下列简单的方法：

健康饮食

适量-

•	 水果和蔬菜占盘子的一半
•	 肉类和其它替代品占盘子的四分
	 之一
•	 全谷类食物占盘子的四分之一
•	 尽量选择糙米和全麦面包

•	 使用比较健康的食用油
•	 尽量选择喝白开水或矿泉水，
	 而不是碳酸饮料
•	 坚持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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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您选择的食物是很健康的，也不可以过多摄入，而是要适量摄入！
如果您摄入高热量食物过多，就会导致体重增加。比如，一名女性如
果早餐吃四片全麦面包，而不是两片，这样她摄入的卡路里就超过了	
身体所需，从而增加患上慢性疾病的风险，例如糖尿病，高胆固醇和	
高血压等。

均衡– 

人们往往认为“坏”的食物就是高脂肪、高糖和高盐食物，其实食物并
没有绝对的“好”和“坏”，重要的是在于食用的次数和份量，如果只
是偶尔少量食用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您不是经常食用。

多样化– 

不同的食物含有的营养也不同，例如橙子富含维生素C，而香蕉富含维生
素B。我们要吃不同的水果和蔬菜，才能摄取更全面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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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食物要明智 
为什么要明智地选择食物呢？那就是说如果食物是高脂肪，高糖或者高
盐，您要清楚地了解您的选择以及食物的份量。下面提供一些比较实用
的生活小帖士供您采用：

在家用餐

1. 食物的原材料

食用油：选择带有“较健康选择”标志的食用油，例如100%纯花生油，
葵花子油等等。

健康饮食

留意“较健康选择”的标签，选择低脂低盐类食物。 

全谷类食物：尽量选择糙米，糙米粉或者全麦面包
天然的香草和香料：

使用天然的香草和香料来增加食物的味道，代替那些传统的酱料和	
食盐。

Lo
wer i

n Saturated Fat
Lower in So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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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烹饪方法

使用健康的烹饪方法，例如用清蒸，水煮汤类来代替油炸以及烘烤的	
食物。

3. 份量

注意食物的份量，在家使用比较小的盘子和碗。

水煮/汤类

炒/炖

清蒸	

微波	

烘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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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用餐

同样的道理，要明智地选择您摄取的食物，选择低脂肪、低糖和低盐的食物。

米饭加汤汁

椰浆饭

带皮的鸡肉

炒面

白饭

白饭

去皮的鸡肉

4		茶匙脂肪

3		茶匙脂肪

3	茶匙脂肪

7.5 	茶匙脂肪

0 	茶匙脂肪

0 	茶匙脂肪

2		茶匙脂肪

尽量要求不加或少	
加汤汁

选择白饭/糙米饭代替
椰浆饭/淋汁的米饭

去除看得见的脂肪	
和皮，例如鸡皮

健康饮食

面汤 0.5		茶匙脂肪

选择汤类的食物代替炒
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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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期间

在节日期间您不需要完全放弃您喜爱的食物，只需要记得一些简单的小
贴士，您就可以用健康的方式来享受您的节日食物！

华人新年:	在华人新年期间	您可以选择比较健康的火锅

多添加蔬菜

加入更多瘦肉，鸡肉和豆腐

减少摄取加工的食品，比如鸡肉香肠、	
肥肉和油炸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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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饮食
节日点心

选择小份量的节日点心

华人新年

避免选择：

尽量用下列食物替代

中秋节

3个黄梨挞

1个	黄梨挞	+	1粒	桔子			

½个月饼

¼	月饼	+ 1 片柚子

3	茶匙脂肪

1	茶匙脂肪

6	茶匙糖	

4	茶匙糖	

=

=

+

+

+ +

3.5	茶匙脂肪

2	茶匙脂肪

10	茶匙糖	

7	茶匙糖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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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贴士:
控制您的节日食物/点心的份量，尽量用
水果来补充。

欲获取更多有关健康饮食的信息，请致电健康热线1800 
223 1313 ，我们的护士教育员将为你提供更多的详情。

您也可以登录新加坡保健促进局的网站：

• 了解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日常饮食习惯：    
 www.hpb.gov.sg/foodforhealth 

• 浏览有关营养和健康课题的资料：  
 www.hpb.gov.sg/hic

• 通过新加坡保健促进局健康展览中心(Healthzone)的 
 互动，学习健康饮食 ：www.hpb.gov.sg/health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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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壮骨骼，预防跌倒

骨骼强壮，身体健康！
作为女性，我们的骨质在30岁的时候会达到巅峰期(称为骨峰期)，当女
性50岁、男性65岁以后，骨质量就会开始大量减少。这个时候，您患
上骨质疏松症的风险就会增加，骨折的机率也较高。预防胜于治疗，因
此，尽早开始保护您的骨骼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们需要强壮的骨骼
来预防骨质疏松症和骨折。要建立强健的骨骼，您应该摄取足够的钙质
和维生素D，以及经常规律运动。

您有患上骨质疏松症的风险吗? 

如果您担心自己有患上骨质疏松症的风险，请使用骨质疏松症自我评估
工具(OSTA)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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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能够降低患上骨质疏松症的风险? 

•	 摄取均衡的饮食，以及足够份量的钙质。
•	 利用阳光帮助制造维生素D	有助于钙质的吸收。

我需要多少钙质和维生素D? 

钙（每天/毫克） 维生素 D 
（国际单位）

男孩和女孩	10 - 18 岁 1000 100 

成人19 – 50	岁 800 100 

成人 51	岁及以上 1000 100 

孕妇或哺乳期妇女 10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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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食物的钙质含量 

强壮骨骼，预防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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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一天的饮食来摄取1000毫克的
钙质呢？

贴士:

食物的种类 钙质含量（毫克）

早餐 一杯低脂高钙的牛奶
+

1-2片全麦面包

450

茶歇 一杯低脂高钙的牛奶
  或者

一杯低糖高钙的豆奶

450

晚餐 一块豆腐或豆干
+

米饭/蔬菜/肉类 
一豆干

150

共计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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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吗？除了摄取高钙饮食，力量运动也可以帮助您促进 
骨骼健康： 

强壮骨骼，预防跌倒

让您的肌肉，骨骼和关节更强壮更健康

降低骨质疏松的风险

降低跌倒的机率

能够维持独立的生活

维持生活品质

您是不是认为我们必须去健身房举重来进行力量运动吗？实际上，大部
分时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进行力量运动。您应该让这些运动成为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负重式运动

•	 手拿重物

•	 身体负重运动
•	 举重
•	 在家中您可以使用罐头瓶或者矿

泉水瓶来进行运动

•	 在住家附近的健身角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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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预防

您知道吗？每3名新加坡女性当中，就有1名年逾50岁的女性发生过髋部
骨折。我们除了需要保持骨骼强壮之外，另外一个避免骨折的方法就是
预防跌倒。 

1.定期检查眼睛 ：

如果您的视力模
糊，您应该让眼
科医生每年至少
检查眼睛一次，
如有问题及时治
疗，就可以帮助您
减少跌倒的机率。

4.确保家中安全:

•	 确保家中的灯光明亮	。

•	 清理杂物，避免地上放置杂乱的
物品。

•	 日常使用的物
品放在伸手可
及的地方，不
要站在凳子
上从位置较高
的储物柜拿东
西，以免跌倒。

•	 了解药物的作用：有些药物有导
致疲倦嗜睡的副作用，请与医生
或药剂师讨论您所服用的药物，
确保了解正确的服药方法和时
间，避免服药过量。

2. 规律的运动 (请参考第三章:  
保持运动，控制体重) ：

当您年龄增长时，
规律运动是预防
跌倒的最佳途径
之一。太极和气
功之类的运动，
可以帮助您增进
平衡力，耐力和协调
力。健康强壮的体魄是预防跌倒的
最佳方法。	

3.选择穿防滑的鞋子:

能够为您提供更好
的防滑作用，尽
量不要在家中只
穿袜子行走。	

强壮骨骼，预防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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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室 :

•	 在浴室铺防滑地板，并使用防滑垫子，可以避免在光滑的地面跌倒.	

•	 避免使用蹲式马桶，并小心浴室的台阶。

•	 必要时在浴室墙壁上安装安全扶手，帮助您的身体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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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室:

•	 您的睡床的高度要合适，建议要保持在	18英寸/45厘米	+/-		2英寸/5
厘米

强壮骨骼，预防跌倒

•	 请使用床头灯，以便您晚上方便使用。

•	 站起来前请坐在床边大概1-2分钟，以确保您感觉良好没有眩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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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厅:

•	 不要在地板上放置杂乱的物品

•	 使用牢固的家具

•	 确保足够的行走空间

•	 确保地板上的地毯稳妥

欲知更多有关骨质疏松症和预防跌倒 
的详情

•	 请咨询您的家庭医生

•	 请致电保健热线1800 223 1313 (在办公时间内获取个人 
 咨询)

 或浏览以下网站：

•	 新加坡保健促进局： 
 www.hpb.gov.sg/healthyliving  
 www.hpb.gov.sg/fall-prevention

•	 新加坡骨质疏松症协会： 
 www.osteoporosissoc.org.sg

•	 国际骨质疏松症基金会： 
 www.iofbonehealth.org

•	 新加坡护联中心跌倒预防： 
 www.aic.sg/silverpages/chronicdiseases/Prevention- 
 of-Falls

•	 新加坡保健集团跌倒预防 
 www.singhealth.com.sg/PatientCareConditionsAnd 
 Treatments/Pages/Preventing-Fall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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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运动，控制体重

活跃生活，健康人生
如果您想要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第一步您需要做的就是“立即	
行动”！

体力活动的益处：

在您开始运动之前，和您的医生讨论有关事宜 

在您开始任何的体力活动项目之前，请回答体力活动适应力问卷调查表	
(PAR-Q)。	 如果您所有问题都回答“否”，便可合理地确定您参与任何
运动计划或活动不会出现太大的风险。如果您在以下问题中有任何一题
回答“是”，您必须接受医生的评估以确定您能否参与任何运动计划或
活动。

请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进行适合您身体状况的体力活动。如果您患有某
种病症或慢性疾病的话，就更需要注意这一点。

有 助 于 维
持 及 控 制
体重

维持强健的骨
骼、肌肉和关节

延长寿命，
提高生活质量

降低压力
和焦虑

改善平衡力
和协调度

防止跌倒

降低患上高血压、心
脏病、糖尿病、中风
和某些癌症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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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仔细阅读每一个问题，并在表格上依您所知圈选出适合的答案：

1. 您的直系亲属（父母、姐妹或兄弟）中是否有人在	
55	岁（男性）或	65	岁（女性）之前心脏病发作或
由于与心脏相关的疾病而突然猝死？

是 否

2. 您的医生是否已告知您患有以下任何一种疾病？	
(请勾选所有适合的答案)

•		心脏病或疾病（也包括任何类型的心脏手术）

•		中风
是
是

否
否

3. 您的医生是否已告知您患有以下任何一种疾病？	
(请勾选所有适合的答案)

•		肺病（例如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或哮喘病）

•		糖尿病
是
是

否
否

4. 在过去1年里，您是否曾在进行体力活动时或没有进
行任何活动时感到胸口疼痛？

是 否

5. 您是否曾感到晕眩或甚至失去知觉？ 是 否

6. 您的骨骼、关节或肌肉（例如脊椎、膝盖、髋、肩膀
或脚踝）是否有可能因参与运动而恶化？

是 否

7. 您是否正在服用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同时高血压情况
控制不佳，或没有定期和医生跟进？

是 否

8. 您目前是否怀孕？（女性参加者请注意:	如果您目前
已怀孕，请与您的医生商讨一个适合您的运动计划，
此运动计划的设计不适合怀孕者。）

是 否

9. 是否有任何原因会令参与此保健促进局运动计划或任
何其它体力活动可能对您的健康造成危害？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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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运动，控制体重
我的理想体重应该是多少？ 

在您决定要减重或者增重之前，您需要知道自己的理想体重是多少。简
单的来说，就是知道您的体重指数(BMI).

体重指数(BMI)测量体重和身高之间的关系，以评估您患上糖尿病、心脏
病等慢性疾病和某些癌症的风险。

健康减重：每星期减轻不超过0.5-1公斤。

健康减重的方法只需要您改变一些日常的生活习惯和行为：

•	 降低摄取热量
•	 减少摄取脂肪
•	 增加体力运动
•	 改变饮食习惯

BMI = 体重 (kg)

身高 (m) x 身高 (m)

18.5 to 22.9 低风险 23 to 27.4 中等风险     27.5 以上高风险

低风险 中等风险 高风险
心脏疾病 心脏疾病 心脏疾病
中风 中风 中风
糖尿病 糖尿病 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压 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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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适合您自己的体力活动

日常生活 中等强度
有氧活动

激烈强度
有氧活动

建议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每星期150分钟 每星期2天

频率 每天 在一个星期内分	
次完成

每星期2天或以上

强度 低强度到中等强度 中等强度到激烈
强度

中等强度到激烈
强度

时间 间断性 每星期中等强度至
少150分钟	或激烈
强度75分钟，每次

至少10分钟

每次重复1	-	3	次
20-60	分钟的运动

类型 例如:	爬楼梯，步
行代替坐巴士或

驾车

例如:	快步走，跳
舞，游泳，阻力带
运动，球类运动

例如:	举重，爬楼
梯，手提杂物，瑜

珈，	
气功，普拉提

什么是中等强度活动? 什么是激烈强度活动?

您仍然可以说话，但不能唱歌。 您仍然可以说几句话，但不会喘	
不过气来。

例如：快步走，跳舞，阻力带	
运动，做家务。

例如：慢跑，骑脚踏车，快步走	
坡道，打羽毛球或篮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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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运动，控制体重
我如何才能做到保持运动呢? 

体力活动，随时、随地！

走楼梯而	
不使用电梯

在目的地之前	
一个或两个巴士站

下车步行

看电视的同时
做家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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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选择: 

晚餐后散步

做家务 洗车

与家人一起在公园
骑脚踏车

参与民众俱乐部,
联络所举办	
的运动计划

购物后步行回家

每星期保持150分钟的运动

欲获取更多有关体力活动的详情

•	 获取免费的“活跃生活，健康人生”小册子： 
 www.hpb.gov.sg/hic   

•	 下载手机饮食活动互动日记 (iDAT) 应用程序：帮助您记 
 录食物摄取量、体力活动并计算您摄取的卡路里：   
 www.hpb.gov.sg/iDAT

•	 体力活动：www.hpb.gov.sg/physicalactivity

•	 体重管理：www.hpb.gov.sg/weightmanagement

25激励女性, 改善生命  迈向我的健康之旅



心理健康

健康心理，优雅乐龄 

建立健康的心理 

“我相信自己的能力！”		

当您意识到自己的潜能的时候，您将会
拥有最完美的人生，生活将更有意义。

良好的自我感觉，活跃的人际关系和能
够应付各种挑战的坚韧力，将有助于提
升您的心理健康，让您时刻保持乐观。

给自己保留一些时间：首先学会照顾和
关爱自己，才可以照顾好您的家人。

认识压力

作为一名女性，我们在生活中要承担很多的角色。当面对诸多加在我们
身上的需求的时候，压力水平就会上升。

不要让压力把您压垮！

学会管理压力，让它变成您的动力！

管理压力的小贴士

•	 保持乐观，告诉自己一定有办法可以克服困难。

•	 留出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唱歌，跳舞，打太极，旅行等。

•	 将大型且复杂的工作分割成较简单的工作，每次解决一个问题。

•	 量力而为，学会说“不”。

•	 感到压力时，跟您的家人和朋友分享您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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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 
如果忧郁和焦虑的感觉已经持续了2个星期或者更
久，而且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这时或许您已经
患上抑郁症了。

抑郁症的症状

长期感觉难
过或者空虚

对所有事
情和活动
失去兴趣

食欲大增
或者下降

不明原因的
体重减少或
者增加

失眠或
嗜睡

感觉烦
躁焦虑 感觉疲倦,

缺乏精力

难以集中精
神，或者难
以思考并作
出决定

经常有死
亡和自杀
的念头

感觉内
疚，没有
价值感

抑郁症的自我管理

如果您感觉长期被抑郁症困扰，你首先要明白并告诉自己：患上抑郁症
不是弱者的表现。

即使最严重的抑郁症也可以通过治疗来达到理想的效果。重要的是要早
期发现症状并寻求帮助。如果您感觉自己或者家人可能患有抑郁症，请
及早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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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
了解失智症

失智症是一种脑部疾病，长期患病将导致记忆力和
智力功能逐渐衰退，以及性格的改变，且退化的速
度远高于正常老化的进展。患者可能会出现渐进式
的身体功能紊乱而丧失独立生活的能力。

健忘，以
至于影响
到日常生
活能力

做家务
事变得
困难

经常丢
东西

无法感
知时间
和地点

沟通困难
增加

思维混乱

判断力
下降

情绪或行
为改变

无法正
常工作
或活动

患上失智症初期时，可能有以下症状: 	

虽然失智症主要影响老年人，但它不是年老的正常情况。它不只是表现
为健忘症，还会影响到记忆、思考、计算、学习、语言和判断能力，但
不会影响意识。

虽然目前还没有能够治愈失智症的方法，不过如果您发现到相关的症
状，最好及早就医，因为早期的治疗能够维持患者高质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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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料失智症患者或家人

失智症患者给家庭及其看护者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包
括身体、精神和经济压力，长久下来使看护者心力交瘁，
也可能影响家庭和睦，所以建立正确的照料与应对方法非
常重要。

如果家人患上失智症，您首先要作好心理准备，保证自己
身心健康的同时，为家人提供最好的照料和护理。

你要确保除了来自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以外，还可以 寻求
一些社会团体的帮助。

下列的辅导团体和看护者服务中心将给看护者提供一个安
全的地方，可以分享他们的压力和困难，并获得情感和心
理的支持和帮助。

1. 新加坡援人协会(24小时): 1800 221 4444

2. 新加坡护联中心: 6603 6800

3. 关怀辅导中心(华语): 1800 353 5800

4. 飞跃家庭服务中心: 6563 1106

5. 新加坡乐龄活动联会(针对年长者): 1800 555 5555

6. 家长辅导热线: 6289 8811 青年辅导热线: 6336 3434

7. 新加坡阿尔茨海默症协会失智症求助热线: 6377 0700

8. 失智症协会: 6353 8734

9. 亚洲妇女福利协会(AWWA)康护者中心(针对看护者):  
 1800-299-2992

欲获得更多信息，请登录新加坡保健促进局心理健康网页 
www.hpb.gov.sg/mental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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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检查，健康生活!
为什么我需要接受检查？

许多疾病在初期都是“无声”的，没有任何的症状和征兆。定期身体检
查可以帮助您发现疾病。及早发现、治疗和妥善控制疾病，将可达到更
佳的效果并降低并发症的风险。

身体检查和健康预防

请切记：及早检查能够挽救生命。

定期检查能够改善生命的质量。

2008年，凤鸣46岁，在做乳房自我检查时触
摸到一个肿块，后来被确诊为乳癌第一期。
她的妈妈已经69岁了，受到女儿的影响，
也去做了第一次乳房X光检查，结果也被
查出乳癌第一期。现在母女两个都已经
完成了手术和化疗，康复出院。

凤鸣说：“多亏我们在早期就查出了乳
癌，医生说如果在更早的阶段发现的话，就

可以避免化疗。”

凤鸣的母亲（宝珠，现在71岁）说：“以前我和女儿都很健康，也没有
任何家族病史，可是没想到却都患上了乳癌，所以建议大家都要做乳癌检
查。”

现在，这对母女不但自己定期做检查，还组织朋友们一起去做,用自己的
经验和知识向大家传达“早期发现，挽救生命”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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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进行哪一类的检查？
是否接受检查应以“个人”为考量基础，根据您的个人致病因素来决
定，例如自己或家族的病史或慢性病史、接触疾病潜在因素（例如抽
烟）的机率。最好先与医生商量，以了解哪些检查适合您。

如果您的检查结果正常，请按照医生的建议定期接受检查。

如果您的检查结果异常，请与医生跟进您的状况，因为及早治疗能够达
到更佳的治疗效果。

根据下列清单，检查您是否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需要做的身体检查，
并且根据您的年龄，勾选出您所需要做的检查项目。

健康检查推荐项目

18岁及以上，我要做到:

每年检查体重指数（BMI）和腰围测量

每两年检查血压一次或根据医生建议

25岁及以上，我要做到：

每三年进行一次子宫颈涂片检查（曾经有过性生活者）

40岁及以上，我要做到：

每三年检查空腹静脉血糖和血脂一次或根据医生建议

50岁及以上，我要做到:

每两年进行一次乳房X光检查

每年进行一次粪便免疫化学试验，或每十年进行一次结肠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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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女性身体健康检查的实用信息:
乳房自行检查：

我应该多久做一次乳房自行检查?

身体检查和健康预防

年龄 乳房自行检查 乳房X光检查

30-39岁
每月一次 

- 

40-49岁 请与医生讨论接受乳房X光
检查的益处和限制。如果
需要接受乳房X光检查，您
应该每年接受检验一次。

50	岁或以上 每两年一次

自行检查乳房的方法：

慢慢转动身体，
检查	 以下部位
是否出现变化：	
•	双侧乳房的大	
	 小或形状	 	
•	双侧乳头	 	
•	皮肤的外观

抬高双臂。 放下双臂并紧贴
臀部。

以画小圆圈
的方式触	摸
腋窝，感觉
腋下是	否有
肿块。从外
侧开	始，以
画圈的方式
触	压乳房。
触压乳头	后
方。

最后轻捏乳头，
看是	否有出血或

分泌物。

平躺并重复步骤	
4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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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乳房X光检验？

乳房X光检验用于检测乳房组织中是否有异常
变化，是目前检验乳癌的最佳方法。

乳癌检验的事前准备

•	 预约乳房X光检验时，时间应该选在月经结束至少一周以后。

•	 检验当天穿上下分开的两件衣服，以方便需要时脱掉上身衣服。

•	 不要在腋下或乳房上喷洒或涂抹香水、除臭剂、爽身粉或药膏。

乳房X光检验的费用

前往全国乳癌检验计划-新加坡乳房检验计划(BreastScreen	Singapore)
属下的X光中心，可享受津贴。乳房X光检验全额费用是$100，新加
坡公民只需支付$50，永久居民只需支付$75，并且均可使用保健储蓄
(Medisave)。如果您前往保健储蓄认可的医院或私立X光中心，同样可
以用保健储蓄来支付乳房X光检验的费用。

做完乳房X光检验后，接下来该怎么做？

如果结果正常，您应当继续每月自行检查乳房，并且定期每两年做一次
乳房X光检验。

如果结果异常，而被通知需要做进一步检验，请不必惊慌。在需要做进一
步检验的女性中，九成的结果都是正常的。被通知需要做进一步检验并不
表示就患有癌症。

33激励女性, 改善生命  迈向我的健康之旅



如果被通知需要做进一步检验，您该怎么做？

您应该在接到检验结果通知信的两周内进行预约。您可以前往下列任何
地点进行预约：

•	 国立癌症中心				 电话	6436	8415

•	 国立大学医院					 电话	6772	5201

•	 陈笃生医生	 	 电话	6357	8177

需要做哪些进一步检验？

需要做的检验项目取决于乳房X光检验的结果。医生会根据您的具体情
况，推荐适当的检验项目：

•	 从不同的角度再做一次乳房X光检验

•	 乳房超声波检验，即利用超声波来观察乳房组织

请马上预约乳房X光检验。生活中许多事情都可以等待，唯有健康不能。
请记住，及早发现能够挽救生命。

如何预约乳房X光检查？

乳房X光预约电话：

国立健保集团(NHGP ) 62756443

新加坡保健集团(Singhealth) 65366000

放射学诊断中心(保健促进局4楼，X光中心) 6533 2721 

身体检查和健康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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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子宫颈癌？

•	 子宫颈癌就是子宫底部（子宫颈）的癌症。

我是否面对患上子宫颈癌的危险？

所有女性都有可能患上子宫颈癌，不过，在下列情况下，您的危险会增
加：

•	 曾经性交
•	 吸烟
•	 有多个性伴侣
•	 曾经患上性病，比如：生殖器疣或生殖器疱疹

什么是子宫颈涂片？

•	 子宫颈涂片检验是检查子宫颈内是否有异常细胞变化的简单程序

子宫颈涂片检验前准备

•	 预约接受检验的日期应在月经开始的两星期之后

•	 检验前48小时避免性交及使用杀精剂、阴道软膏、润滑剂、阴道药物
或卫生棉条

•	 检验当天要穿两件式的服装，因为您需要脱掉下半身的衣服

接到检验结果后该如何处理？

•	 多数的检验结果是正常的。在这种情况下，检验中心会要求您三年后
再接受检验。

•	 每十名女性中，大约有一人的检验结果会显示子宫颈出现变化。如果
检验结果异常，医生会向您说明情况，并告诉您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医生可能会介绍您到医院接受进一步检验。切记要遵循医生的建议，
接受进一步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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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颈涂片检验的费用

•	 新加坡公民：$15元

•	 永久居民：$22.50元

请致电附近的综合诊疗所或者私人诊所，预约检验日期。

如何预约子宫颈涂片检验？

新加坡保健集团（Singhealth）
勿洛综合诊所 6243	6740	 红山综合诊所 6377	5232	

芽笼综合诊所 6547	6974	 马林百列综合诊所 6342	5013	

欧南园综合诊所 6435	3983	 巴西立综合诊所 6585	5420	

女皇镇综合诊所 6471	9535	 盛港综合诊所 6315	3500	

淡宾尼综合诊所 6786	8516	

国立健保集团(NHG Polyclinics)   6355 3000 
宏茂桥综合诊所 武吉巴督综合诊所 蔡厝港综合诊所

金文泰综合诊所 后港综合诊所 裕廊综合诊所

大巴窑综合诊所 兀兰综合诊所 义顺综合诊所

应该多久接受一次检验？

最好是每三年接受一次检验。但是如果出现以
下症状，请立刻找医生诊治：

•	 性交后阴道出血

•	 经期之间或更年期后，有异常的出血情况

•	 阴道有异味分泌物

为什么需要每三年接受一次子宫颈涂片检验？

子宫颈涂片检验能发现子宫颈细胞的异常变
化。如果不及早发现和治疗，这些变化可能引
发子宫颈癌。

身体检查和健康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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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疾病
早期检查，健康生活!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常见的急性呼吸道传
染病，临床以高热、乏力、头痛、全身酸痛、食欲不振、咳嗽、鼻塞	 等
症状为主，严重时会引起肺炎及其它并发症。

流行性感冒的高发季节：四月至七月；十一月至一月

五种对抗流感的方法：

勤洗手 	
我们的双手经常接触污染的表
面,并且经常与细菌接触。因此
我们应该常用肥皂和清水或洗
手液洗手。

注射流感疫苗 	
高风险群面临较高的流感并发
症风险,因此,注射流感疫苗对他
们最有帮助。这包括了从	6个
月至5岁的年幼孩童、孕妇、慢
性疾病患者以及年长者。此外,
接受流感疫苗注射对	看护者、
医疗人员以及出国旅游者都有
利。	请向医生咨询详情。

及早就诊 	
如果你有类似流感的症状,请及
早就诊。医生将能给予适当的
治疗与建议,以助缓解症状。例
如,饮用大量液体以防止脱水现
象、充足的睡眠可帮助身体免
疫系统抵抗病毒的感染。

留在家中 	
如果你的身体不适,请留在家
中休息。别上班、上学、避免
到医院探病及前往拥挤的场
所。	如果你必须外出的话,请戴
上口罩以减少病毒的传播。

使用纸巾或口罩 	
病菌可经由咳嗽或喷嚏传播,使他人受到感染。
咳嗽或打喷嚏时请用纸巾遮掩口鼻,并将使用过
的纸巾丢进垃圾桶里。如果你有类似流感的症
状,请戴上口罩。

其他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包括不在公共场所	吐
痰,和他人共享食物时应使用公匙舀取食物。

37激励女性, 改善生命  迈向我的健康之旅



身体检查和健康预防
注射流感疫苗：

为什么要注射流感疫苗?   

流感疫苗能够保护您免受H1N1流感病毒的感染。

流感疫苗接种的目标人群是那些高风险患甲型流感（Influenza	 A）以及	
H1N1	(2009)并发症的人群。包括：

•	 孕妇;

•	 慢性病患者(肺病，心脏病，糖尿病，肾脏衰竭，神经肌肉损伤等)；

•	 由于长期患病造成免疫力低下者;

•	 6个月至5岁的年幼儿童	。

注射流感疫苗的场所

提供流感疫苗注射的场所包括
医院、综合诊疗所、私人诊所
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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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时需要注意的几个重点部分：

我需要去哪里做健康检查呢？

很多私人诊疗所、医院和综合诊疗所都提供身体健康检查配套。您最好
在看医生前先预约时间，因为如果需要做血液检查的话，您可能需要禁
食8-10小时（除了白开水之外，不能进食或喝饮料）。

我可以从哪里获取更多关于健康检查 
的信息？
欲知更多关于健康检查的信息，你可以浏览网页	
www.hpb.gov.sg/healthscreening	或者致电		
1800 223 1313	，向护士教育员咨询有关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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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乐龄
老龄化是生命的正常现象。年龄的增长可以影响我们的生理和精神状
态。当身体机能衰退时，我们可能觉得沮丧和烦躁。当伴侣和孩子不在
身边时，我们也会觉得孤单。退休人士也可能有骤然失去生活方向的苦
恼。

在调整自己适应这些变化时，良好的心理健康是一大关键。我们必须对
自己有信心，并学习如何适应生活中的新挑战。每个人生阶段都有不同
的挑战。如果我们能对未来的改变做出相应的调整，就能够过上更幸福
快乐的生活。

如果心态正确，步入乐龄之年也可以让人感觉 
美妙，愉悦满足。

了解更年期

更年期是女性生命中一个自然的现象。女性到了
四十五至五十五岁之间，卵巢开始缺乏足够的
卵泡来接受脑下垂体分泌的激素的刺激，以
致周期性的雌激素和孕激素越来越少，影响
子宫内膜周期性的增厚、剥落及出血，导致
月经周期变得不规则，时早时迟，经量时多
时少。一般而言这些情况会持续一段时期，
直至月经。这段时期称为更年期前期，更年
期是女性生命中一个正常的过程。大多数女

性在四十五至五十五岁之间，由于激素分泌减
少，造成月经周期紊乱，直至绝经。能会经历身	

	 体的一系列变化，而造成很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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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激素替代疗法

雌激素替代疗法会缓解由体内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下降而引起的更年期

不适症状

雌激素替代疗法在治疗过程中会使用一些药
物，比如雌激素、孕激素或者雄激素。与您
的医生商量，她/他会根据您的个人状况来
决定哪种类型的药物适合您。

空巢综合症

空巢综合症不是人体器质性疾病，而是老年人群的一种心理危机现象，
指无子女或子女成人后离开家庭，老年人独守空巢，由于人际关系疏远
而产生被分离、舍弃的感觉，常出现孤独、空虚、寂寞、情绪低落等一
系列心理失调症状。

大多数女性可能会经历身体上的一系列变化，而造成很大的
压力。如果您有下列不适的症状，请及时咨询医生：

•	 月经周期缩短，最终停止
•	 心悸
•	 潮热
•	 盗汗
•	 皮肤潮红
•	 睡眠问题（失眠）
•	 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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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乐龄
如何应对空巢综合症？

•	 在子女独立之前注意调整日常生活的习惯和规律，以便适应即将来临
的“空巢”家庭生活。

•	 给自己一些时间去面对新的变化。

•	 培养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参加社区中心和联络所的课程，使自己的生
活丰富多彩。

•	 自我心理调整。空巢老人要保持乐观的心态，积极面对危机。

•	 继续和子女保持联络，努力维持有效的沟通和接触。

•	 如果您很难应对空巢情况，可以跟子女或者朋友分享您的感受，也可
以寻求医生或者心理工作者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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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帮助：

如果您有任何有关于更年期、雌激素替代疗法以及空巢综合症的问题，
请及时向您的医生或者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咨询，以寻求专业的帮助和	
支持。	

43激励女性, 改善生命  迈向我的健康之旅



慢性疾病的管理

有效的控制慢性疾病
慢性疾病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疾病，表现为逐渐的或进行性的器官功能降
低，主要以起病慢、病程长、经常反复发作、治疗效果不显著为特点，
有些慢性疾病几乎不能治愈。一般常见的慢性疾病包括：高血压、高血
脂症、糖尿病、中风等等。

要实现慢性疾病的良好管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您患有一种或者
多种慢性疾病，您可以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来有效地管理病情，从而继
续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现在就开始行动! 

1.	选择健康的饮食，确保饮食均衡，选择更多全谷类和高纤维素的食物，减少
油、糖和盐的摄入量。

2.	进行体力活动，维持健康体重：每个星期进行150分钟的体力活动，每次至
少10分钟，能够使身体消耗血糖和体脂，实现良好的血压调节，并有助于控
制体重。

慢 性 疾 病 的 风 险 因 素 ： 抽 烟 、 体 重 
超重、缺少运动、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等等。

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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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或控制高血压:

高血压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改变生活习惯及按照处方服药，将有助于
您避免患上高血压的各种并发症。您只需要选择先做出两、三个生活习
惯方面的改变，然后再慢慢改变其它习惯。

•	 减低饮食中的盐分和脂肪的含量。限量食用牛油、加工和油炸的食品
及其它高脂肪食物。烹饪时采用多元不饱和脂肪，例如黄豆油、菜籽
油或玉米油。采用酸柑、姜、大葱、蒜头、胡椒、香草和香料等调味
料来取代盐。

•	 多吃水果和蔬菜，少吃含盐分的小吃和点心。

•	 戒烟。香烟里的化学物质将直接提高您患上高血压的风险，并将导致
动脉变硬。

•	 饮酒时适可而止。女性每天不应喝超过两杯标准单位的酒精饮料，男
性每天不应喝超过三杯。一杯标准单位饮料含有10克的酒精，即相等
于一罐普通啤酒的三分之二（220毫升），或者一杯葡萄酒（100毫
升）或一小口烈酒（30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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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疾病的管理
预防和控制高胆固醇 :

体内含有过多的胆固醇将提高您心脏病发作及中风的危险。但是，您的
胆固醇水平是可以通过运动、健康饮食、减轻体重和服药（若有需要）
来控制的。

•	 避免进食反式脂肪含量偏高的食物，如油炸食物、饼干和蛋糕。

•	 采用单元不饱和脂肪，例如在烹饪时以橄榄油来取代饱和脂肪(牛油、
酥油和棕榈油)	。

•	 限制进食高胆固醇食物，如动物的内脏、贝壳类海鲜和鸡蛋。

•	 多吃高纤维食物，如全谷物、蔬菜、水果。

•	 每星期至少两至三次食用Omega-3脂肪酸含量丰富的鱼类，如沙丁
鱼、马鲛鱼、鲥鱼等。

•	 选择瘦肉和豆制品，如豆腐、豆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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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或控制糖尿病：

新加坡的糖尿病患者人数呈上升趋势，现在约有	11%	的新加坡人患有糖
尿病。

糖尿病控制不好可能导致心脏病、中风、视网膜受损、神经受损或肾脏
衰竭。

如果您患有糖尿病，或者血糖水平偏高，您可以每天采取一些小步骤，
以有效控制糖尿病的病情。

	 1)	选择含丰富纤维的碳水化合物作为饮食的部分，这包括全谷物、	
	 蔬菜、水果和豆类等。它们有助于控制血糖。

	 2)	限制含糖量高的食物和饮料。

	 3)	少食多餐。把一天需要摄入的碳水化合物分成若干小分量，分若干	
	 时间段进食，两餐之间可以用水果和奶制品作为小点心。

	 4)	依照指示服药。除了饮食计划和经常运动，药物也可以帮助您降低	
	 血糖水平。此外，定时服药也有助于减低并发症发作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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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疾病的管理
减轻您的医药负担:

慢性疾病管理计划(CDMP):个人可以在指定的慢性疾病诊疗所使用公积
金保健储蓄(Medisave)来负担慢性疾病门诊医药费。

在慢性疾病管理计划(CDMP)下，以下的医疗状况开支可使用保健储蓄支
付	:

• 哮喘

• 躁郁症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 失智症

• 严重抑郁症

• 糖尿病

• 高血压

• 高血脂症

• 精神分裂症

• 中风

社保援助计划(Community	Health	Assist	 Scheme,简称CHAS)	 :为新
加坡公民提供更方便及可负担的基本医疗资助计划。这项计划能帮助中
等及低收入的家庭，在邻里参与此计划的私人诊所或牙科诊所就诊时，
享有津贴。

社保援助计划(CHAS)也配合慢性疾病管理计划(CDMP)的指导原则，让
病患使用保健储蓄支付涵盖在此计划下的慢性疾病门诊费。

您可到任何一家政府医院、综合诊疗所、联络所、民众俱乐部或社区发
展理事会办公室索取社保援助计划申请表格,也可以上网www.chas.sg下
载表格.

浏览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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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更多帮助：
欲获取更多有关健康生活和慢性疾
病管理的个人建议，请致电保健热线
1800 223 1313 向护士教育员查询。
此服务以本地4种官方语言提供。

请在办公时间内，拨打6435 3221联系护士
教育员，或电邮至hpb_nurse_educator@hpb.gov.sg   
以获取慢性疾病管理工作坊的信息。

您也可以从下列网站获取更多信息：

•	 慢性疾病管理: www.hpb.gov.sg/chronicdiseases

•	 新加坡糖尿病协会: www.diabetes.org.sg

•	 新加坡国家中风协会: www.snsa.org.sg

•	 保健储蓄使用详情：www.moh.gov.sg/content/moh_ 
 web/home/policies-andissues/elderly_healthca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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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您的医生 

您首先需要了解自己的病情，才可以更好的根据
情况来照顾自己。如果有什么问题，请向医生
咨询，不要害怕或害羞。请记住:	您有权利知道
自己的病情。

如果您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医生讨论，最好提
前写下来，避免面对医生的时候因为紧张而忘
记。

您需要告诉医生有关于您病情的所有信息，不要遗
漏一些您个人认为不重要的信息。

在离开诊疗所之前，请确保您了解您的病情，以及接下来需要做什么，
如果您不理解医生的指示，请再次和医生确认。

确保您了解所服用的药物性质，以及正确的服药方法。如果您不清楚服
用的药物，请不要犹豫，向您的医生、护士或者药剂师咨询。

每次看完医生后，您需要牢记很多项医生的指示。如果您担心会很快忘
记的话，请把医生的指示写在您的医疗记录本上或醒目的地方。

慢性疾病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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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记录单 

日期 时间 医生 诊疗所地址 备注
（需要携带的
东西/需要咨询
医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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