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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在新加坡，影响男性的第二常见癌症是肺癌，对女性来说，则
排在第三位（资料来源：新加坡癌症注册局的“新加坡癌症发
病趋势中期报告”，2009-2013 年）。虽然与这项重大健康问
题相关的因素很多，不过据估计，在所有因肺癌而死亡的病例
中，有80%-90%是因吸烟而起。

一旦患上肺癌，病人及其家属经常会得到很多讯息和意见，它
们有的很有用，有的却相互矛盾或令人困惑。我们发现在这个
处于个人以及家庭危机的时期时，病人经常需要在很短的时间
内作出治疗决定。

这本册子旨在让您对肺癌、患癌风险、征兆与症状、各种治疗
方法及其副作用的处理方式有更多的了解，从而让您更好地与
医生合作，针对您的治疗作出明智、周到的决定。册子中提供
的资讯只能作参考用途，不能作为医疗意见。您还是需要与医
生讨论哪种治疗方法对您最合适。不过，我们希望这些资讯
能解答您的一些疑问，并帮助您考虑有哪些问题需要向医生咨
询。

如果您觉得这本册子对您有帮助，不妨与您的家人和朋友分
享。如果有任何您想知道，但册子里没有提到的资讯，欢迎您
拨癌症援助热线 6225 5655 向护士辅导员查询。您也可以发电
邮到 cancerhelpline@nccs.com.sg 与她们联系。

新加坡国立癌症中心的癌症教育与资讯服务部门也提供有关其
它癌症的资讯册子。如欲索取，请拨癌症援助热线与我们联
系。若想查阅这本册子的电子版，可浏览以下网址：http://
www.nccs.com.sg/publications。

欲下载本手册的电子版，请扫描此QR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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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肺脏  
肺位于胸腔内，由肋骨包围起来，它的位置就在颈项和肩膀之下。肺的底部是膈，这是位于腰
上方一层圆顶形的扁薄阔肌，膈以下就是腹部。肺共有一对，分别位于胸腔的两侧。它们是圆
锥形，由多个肺叶组成。左肺有两叶，右肺则有三叶。两肺之间有纵隔，其中包含许多称为淋
巴结的腺体，以及气管、食道(食物通过食道由口腔进入胃)、心脏和大血管等器官。

当我们吸气时，空气通过鼻子或口腔进入喉咙，然后经气管进入胸腔。气管最后分支成两大支
气管，各自进入左右两侧的肺。在肺内，主支气管进一步分支成数以千计的细支气管。每条细
支气管的尾端是个小如气泡的囊，称为肺泡。肺就是因为这些肺泡而呈海绵状。

血液流进肺部后，会在肺泡的薄壁之间川流。在这个过程中，氧气会被血液吸收，二氧化碳(身
体产生的废物之一)则会在我们呼气时，从血液被排出到空气中。肺的外层包围着两层薄膜，称
为胸膜。胸膜中含有少量的浆液。内层的胸膜紧贴着肺，外层的胸膜则贴着胸壁。两层胸膜之
间的区域称为胸膜腔。

主支气管

细支气管

肺泡

气管

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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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肺癌？  
肺癌是男性最常罹患的第二大癌症，以女性来说，则排第三位。根据新加坡癌症注册局发布的
的中期报告（2009-2013 年），本地大概有 6558 人被确诊患上肺癌。吸烟者患肺癌的风险，比
不吸烟的人高15到25倍。通常肺癌最早是在气道内层的细胞开始形成，从这些细胞产生的癌症
称为非小细胞肺癌。肺癌是按受影响的细胞种类划分，一般分为两大类：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
胞肺癌。

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因为细胞形状的关系也被称为燕麦细胞癌，它占所有
肺癌病例的大约15%。这类肺癌与吸烟有很大的关系。不幸的是它扩散得早，但又不会出现什么
初期症状。因此等诊断出来，癌症往往已经扩散（也即转移）。

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包括鳞状细胞癌、腺癌、大细胞癌，以及细支
气管肺泡癌。

这类癌症影响的是主支气管内层的细胞。此外随着肿瘤变大，它们还可扩散到胸壁和胸腔内的
淋巴结。和其他肺癌相比，鳞状细胞癌的转移（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机率较低，若能及早发
现，可以治疗。

严格来说，间皮瘤并不属于肺癌的一种。这种罕见的癌症出现在肺表层的胸膜上，与接触到石
棉有很大的关系。

肺癌的导因？ 
吸烟是导致肺癌的主要原因。因肺癌死亡的病例当中，有 80%-90% 是由吸烟造成。

抽烟斗和雪茄 − 这些人患肺癌的风险也较高，不过比抽香烟者低。

工业危害 − 在工作场所接触到的某些化学物和矿物质（例如石棉、煤气、铬酸盐、
镍、砒霜、氯乙烯、芥子气、铀的副产品氡、矿石加工等）会增加患上肺癌的风险。
吸烟的石棉工人患肺癌的风险比常人高 60 倍。

被动吸烟 − 本身不抽烟却因附近有人抽而吸入二手烟的人，患肺癌的风险为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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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预防肺癌？ 
鉴于吸烟是导致肺癌的主因，要将患上肺癌的风险降至最低，最佳方法就是远离吸
烟。

首要预防方法
最好不要吸烟，如果刚开始吸，最好立刻戒掉。

次要预防方法
已经吸烟很长一段时间的人，最好戒烟。不过即使戒掉，患肺癌的风险仍将持续多
年。

人们发现，抗氧化剂和天然维生素有助于逆转气管内或已发生的癌前病变。不过，目
前为止这方面的研究结果还未形成定论。

征兆与症状 
•	持续不退的咳嗽和气促
•	痰中带血
•	胸口疼痛（也许会伴随慢性咳嗽）
•	周期性的胸口感染、发烧和体重减轻

如何诊断肺癌？ 

询问病史和身体检查
医生会先询问您过去和现在的健康状况、是否吸烟及曾经从事的职业，再为您进行身
体检查，然后建议您接受一系列检测。

胸部X光（CXR）
通过胸部X光片，可发现直径小至一厘米的肿瘤。有时医生甚至会在病人因其它原因
而拍摄的胸部X光片中发现肺癌。

痰细胞检测
这是一种简单的检测，其方法是收集病人的痰样本，然后放在显微镜下检查, 看是否
有不正常的细胞。这种检测的局限性在于它不是很灵敏。如果检测结果是阴性，但医
生怀疑病人很可能患上肺癌，病人可能仍须接受进一步检查。

支气管镜检查
医生将一根前端带光源的光纤软管经由病人的鼻子或口腔，伸入气管检查病人的肺，
并在必要情况下提取组织样本。检查开始前，医生会向病人的喉咙底部喷射轻度镇静
剂和局部麻醉剂。这种检测方法会令人感到有些不适，但不会引起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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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针抽吸（FNA）
当病人肺部看似有可疑的肿块（肿瘤）却无法用支气管镜提取样本，但可用细针插入
肿瘤的方式，医生就会采取细针抽吸法。程序开始前，医生会施行局部麻醉，然后在
X光片的辅助下，将细针穿过胸壁插入肿瘤，以提取一些组织进行检查。

另外还有一种程序也会用到细针，叫胸腔穿刺术。它的目的不是插入肿瘤，而是从胸
膜腔收集液体样本，以检查是否有癌细胞。

纵隔镜检查
这种方法和支气管镜检查非常相似，差别只在于纵隔镜是经由颈项的一个切口插入。
医生可利用它，检查胸中间的淋巴结是否受癌细胞侵袭。虽然这种检查法属于小手
术，不过病人还需要接受全身麻醉。

视频辅助胸腔镜手术（VATS）
这种手术利用微型摄像机作为指引，让医生从胸腔提取组织样本。医生会将一种称为
胸腔镜的仪器经由两到三个小切口插入胸腔，其中一个插入摄像机，另外两个插入内
镜器械。病人需要接受全身麻醉，并住院两三天。

电脑体层扫描（CT Scan）
这种扫描法利用X光射线对病人身体进行环绕扫描，从不同角度拍摄一系列的X光
片，然后利用电脑拼出完整图像或身体某部位的横截面图像，并对收集到的资料加以
分析。

骨骼扫描
检查时，医生会给病人注射少量的放射性物质。在整个扫描过程中，打针是唯一会令
病人感到不舒服的程序。低度辐射不会引发任何副作用。这项检查的目的是察看癌症
是否从肺部扩散到骨骼。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 Scan）
医生会给病人注射具有放射性的葡萄糖溶液，让癌细胞以亮点显示出来。这种扫描法
可确定胸中间的淋巴结或其他器官是否受到癌细胞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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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手术、电疗和化疗是治疗癌症的三种主要方法。具体选择哪种取决于患癌的部位、肺
癌的种类、肿瘤的大小、受影响的范围，以及病人的总体状况。

手术
对第1期和第2期的非小细胞肺癌来说，手术是标准疗法，而治疗初期肺癌的最常用手
术是肺叶切除术，即切除肺脏当中受影响的部分。这种手术很安全，一般需要两三个
小时，术后病人需住院五到六天。

肺切除术
当肿瘤波及近侧的主支气管，单靠肺叶切除术无法完全清除肿瘤的时候，医生有时会
采用肺切除术。除此之外的其它手术类型包括肺段切除术（切除部分肺叶）和楔形切
除术（切除较小的患癌部位，保留肺叶中的支气管血管部分）。所有这些都不被视为
标准手术，通常只在某些情况下或对肺功能受损的病人采用。

化疗
化疗是指采用抗癌药物，达到杀死癌细胞，但尽量不损伤正
常细胞的目的。抗癌药物的作用原理是停止癌细胞的分裂和
繁殖。

小细胞肺癌患者可以只采用化疗，或如病人状况允许的话，
也可同时接受电疗，但只限于局限期。个别情况下，如果局
限期的病人在接受电疗后，小细胞肺癌达到完全缓解，医生
可能提议病人接受预防性脑照射。

至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化疗将会是治疗播散性癌的主要方
法，医生也可能以化疗加电疗的方式，治疗晚期原位癌。有
时，当病人对化疗及/或电疗反应良好时，医生可能会采用
手术作为第三种疗法。化疗也可用来舒缓因癌症扩散到其他
器官而引起的症状。这种疗法通常为期四到六个月。有些化
疗药物会引起副作用，例如恶心或呕吐、脱发、嗜睡及/或
疲累。这些副作用都是短暂性的，有办法预防或减轻。



9

电疗
电疗利用高能量的X射线来杀死癌细胞，但尽量不伤及周围的正常细胞。取决于癌症
所处的阶段，它可用来治愈（早期病人）或至少缩小肿瘤（晚期病人）。这种疗法也
可用于缓解或预防肺癌引起的疼痛、咯血（咳出血液）或呼吸困难。它可与化疗配合
进行。

开始电疗前，需要做一些准备及计划工作。病人须在治疗前几天，接受一项称为“模
拟照射”的程序，也即利用电脑体层扫描（CT Scan）或X光，确定肿瘤或电疗的部
位。放射治疗师会在这些部位的皮肤上画几个小点作为标记。这么做的重要性在于确
保接下来每天的治疗都针对准确的部位。模拟程序结束后，将确定电疗的区域，并在
下次就诊时（通常是第2次或第3次）开始治疗。

电疗的持续时间为一到七周，门诊病人通常每天电疗一次（周一至周五），每周五
次。具体的剂量或持续时间是由放射肿瘤科的医生根据每个病人的情况来决定，需要
考虑的因素包括病人的年龄、健康状况、肺癌所处阶段及治疗目的。

电疗的副作用因人而异。常见副作用包括咳嗽、皮肤泛红发痒以及吞咽困难等。这些
副作用都是短暂性的，一般都可用药物缓解。

姑息疗法
姑息疗法的主要目的是舒缓因疾病引发的疼痛及其他令人难受的症状。它对患上晚期
癌症的病人尤其重要。具体疗法包括使用止痛药（口服或注射）或其它药物，以及其
它方法例如化疗和电疗。

应付气促 
当肺部患癌，气促是最常见的问题。它也可能由电疗或化疗带来的副作用。贫血或胸
部感染与其他病症也会造成气促。

气促会令人感到害怕不安，并可能影响生活的各个方面。除了难以进行日常的体力活
动，它还可能影响病人对自己的感觉以及和他人的关系。呼吸困难还可能导致焦虑和
惊慌而且难以控制，进而使呼吸更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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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促的原因
造成气促的原因有很多，因此确定起因很重要，这样才能给予病人最适当的治疗。如
果气促是由肺癌引发，那么通过化疗和电疗等方法有助于缩小肿瘤，并减轻气促症
状。有时气促是胸腔积液造成的。当癌细胞扩散到肺周边的胸膜，就会对后者造成刺
激，从而导致液体积聚在肺外的胸膜之间，并对肺构成挤压。

治疗胸腔积液的方法通常是将一条细管导入胸膜之间，将积液排出。

如果贫血是导致气促的原因，通过输血可能会得到缓解。

应对方法
•	洗衣、穿衣或做饭时采用坐姿。

•	穿衣或脱衣时，不要屏住呼吸。

•	避免弯腰，学会借助器材和辅助物，例如扶手或助行器。

•	把家中自己常用的东西摆在容易拿到的地方。

•	穿腰部和胸口宽松的衣服。

•	开窗或使用风扇，以保持屋内空气流通。

•	避免用太热的水冲凉，避免将淋浴头往脸上冲。

•	将一天内要做的事情安排在不同时间处理，以保留精力。注意劳逸结合。

•	上楼梯或斜坡时，走一步吸口气，下一步呼气，稍微休息一下再重复。

•	用有助于放松身心的香精油（例如薰衣草油或薄荷油）按摩头部和肩膀。

•	说话的时候，每讲一句停顿一下。

•	性交时，选择不太会导致气促的方式或姿势。

•	要走远路时，考虑使用轮椅。

每天尽量放松身心，听些轻柔舒缓的音乐或学习放松的技巧。关于放松身心的资源，
可向保健促进局的保健资讯中心了解详情。电话：6435 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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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诊与后续观察 
医生会安排您定期复诊，您可利用这个机会了解自己的病情，因为这个时候大多数的
检测都已经有了结果。您可以和医生讨论自己的治疗，此外您也需要定期接受验血及
X光检查。大多数情况下，病人需要长期接受医疗观察。

作出决定 
一旦被确诊患上癌症，生活就会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会难以应付。人际关系可
能变得紧张，病人及其家人可能变得情绪低落。这些都是人们在面对生活中出现变化
时的情况下，所会产生的正常反应。这时最好给自己一些时间，考虑采用哪种治疗方
法。

制定最适合病人的治疗方案，将对病情有所帮助。在新加坡国立癌症中心，癌症的专
科医疗团队会针对较困难的病例展开病例讨论会。这就是为什么对于一些复杂病例，
医生所推荐的治疗方案与私人医生、外科医生或肿瘤内科医生提出的会有所不同。

如果您有任何顾虑或比较关心的问题，请与您的医生、护士、家人朋友及社工讨论，
或拨打癌症援助热线6225 5655，与护士辅导员交谈。与他人商量对策能帮助您确定
最适合自己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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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向医生提出的问题 
当您考虑有哪些问题要向医生咨询时，以下例表可供参考：

关于病情

1. 我患的是哪类癌症？
2. 它目前属于第几期？
3. 这种癌症是否会遗传？

关于检测

1. 这些检测的目的是什么？
2. 检查包括什么？
3. 接受检测有什么风险？
4. 检测的结果是否会影响治疗？
5. 检查的费用是多少？

关于治疗

1. 我所患的癌症有哪些治疗方法？
2. 您建议我采用哪种方法？为什么？
3. 这项治疗的目的是什么？
 - 为了治好我的病？
 - 为了暂时控制病情？
 - 为了舒缓症状？
4. 这项治疗的好处有哪些？
5. 这项治疗会有哪些副作用？
6. 这些副作用能预防或控制吗？
7. 这些副作用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
8. 治疗需要多长的时间？
9. 治疗如何发挥功效？具体过程是怎样的？
10. 我可以在治疗期间同时服用中草药或保健品吗？
11. 如果我选择不接受任何治疗，会发生什么情况？
12. 治疗期间我可以照常工作吗？
13. 我需要住院吗？还是只需门诊治疗？
14.  治疗会对我的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吗？一例如工作、社交活动、体育活动和性
   生活。

关于复诊

1. 我需要多久回来一次接受检查？
2. 如果我想更改预约时间，应该跟谁联络？

如果您有其他问题，可以加入以上例表。如果不明白医生的解释，尽管再次提问。您
也可以把谈话的要点记录下来，供需要时参考或作为备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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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性护理 
由于每个人的情况和接受的治疗有所不同，因此其康复时间和跟进检查的次数也不相
同。支援性护理可帮助病人和家属正确面对癌症及其治疗，尽可能继续过正常的生
活。支援性护理应该从怀疑患上癌症的时候就开始，并贯穿整个诊断和治疗过程，疗
程结束后只要病人仍有需要，就应该继续给予适当的支持。康复是需要时间的。在这
个过程中，病人可能会经历身体及情绪上的变化，他们可能体现在外表、语言及行为
能力等方面。

除了您之外，您的家人朋友或许也有情绪问题需要安抚，他们也需要支持和指导。您
对患病的反应没有对或错，您也无需单独与疾病抗争。有了针对性的信息和支持，病
人和家属在面对或克服疾病时就会更容易些。如果您需要这样的支持服务，可考虑联
系以下的互助服务。 

医疗社工服务
医院的医疗社工服务部门可为病人提供优质的照顾，以及给予病人心理辅导、经济援
助、登门护理、载送或康复服务。您需要通过医生转介，才能预约医疗社工。

抗癌互助小组
抗癌互助小组旨在为癌症病人及其家属提供一个能互相扶持，互通信息的平台。跟有
同样经历的人分享心路历程对癌症病人会有很大的帮助。互助小组也可为您提供很多
应对癌症的实用建议及方法。您可以考虑现在或日后参加这个小组。

您可以向医生、护士或社工询问，所在医院是否有抗癌互助小组。您也可以拨电
6225 5655 或发电邮至 cancerhelpline@nccs.com.sg ，向癌症援助热线了解相关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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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援助热线
在抗癌的过程中，每个人的需求都不相同。您可能想跟人倾诉自己所经历的煎熬。国
立癌症中心的癌症援助热线将能聆听您的诉说，帮助您度过这个抗癌时期。该热线是 
由受过训练的护士辅导员提供的服务，目的是为癌症患者提供相关资讯、心理疏导和
情绪安抚、咨询，以及协助与健康、福利及抗癌支持机构取得联系。

您每次跟护士辅导员联系时都会被保密，您无需透露姓名且您的隐私将得到尊重。护
士辅导员不提供医疗意见或治疗建议，但她们能帮助您解答疑问，并协助您理解从
医生那里获取的资讯。有些建议只有医生才能提供，因为他们才是最了解您的病情的
人，但护士辅导员可以与您讨论如何面对病情，帮助您以最好的方式处理日常活动。
如果您想跟护士辅导员交流，请拨 6225 5655。

亮丽外表，靓丽心情（Look Good Feel Better）
这项免费作坊专为那些受到癌症治疗并脱发的女性开设，目的是帮助她们恢复亮丽的
外表，重拾信心。在三个小时的作坊里，参与者可亲自动手，学习护肤、化妆和护发
美容技巧。作坊也会教导参与者如何使用假发、帽子、头巾和领巾。此外，参与者还
可免费获得一些化妆品。这个作坊由知名化妆品公司赞助，并由新加坡防癌协会协
办。它定期举办，但每期名额有限，须提前向轮流主办该作坊的医院或机构报名。有
兴趣的参与者可拨电联系以下医院或机构，了解课程安排：

樟宜综合医院：6850 3655 / 6850 3656

鹰阁医院及乌节路伊丽莎白医院（百汇癌症中心）：6738 9333

竹脚妇幼医院（乳房中心）：6394 8074

莱佛士医院（莱佛士癌症中心）：6311 2300

新加坡防癌协会（碧山）：6499 9133

新加坡国立癌症中心：6436 8643 / 6225 5655

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癌症中心）：9722 0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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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护理 
后续检查通常都会让病人感到焦虑，觉得很难摆脱癌症的阴影。治疗后定期接受体检
是非常重要的，它能让医生密切监察您的康复状况。后续检查期间，医生可能安排您
接受X光检查、血液检测和其他体检。如果您在预定好的检查期间，对自己的健康状
况有任何担忧或疑虑，可安排提前去看医生。 

什么时候应该打电话给医生？
接受治疗后，您可能会逐渐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感觉的变化有更多了解。如果您发现
以下问题，请立刻通知医生。

1. 持续疼痛，尤其老是在身体同一个部位感到疼痛
2. 肿块、硬块或肿胀
3. 恶心、呕吐、腹泻、食欲不振或吞咽困难
4. 无故消瘦
5. 持续发烧或咳嗽
6. 红疹、瘀伤或流血
7. 医生或护士曾提及的任何其它状况

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结束治疗后，治疗所引发的副作用仍可能持续几个月的时间。但当体内细胞都已完全
康复后，不适感就会减轻。

确保饮食均衡、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能让您的身体保持最佳状态。无论从事什么活动
或运动都应该量力而为，不要过度操劳。如果您或医生认为您的健康状况已恢复到可
重新工作的程度，您也可以回到工作岗位。事实上，有些人会选择在治疗期间继续工
作，也有些人选择暂时休息，直到全部疗程结束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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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癌症中心的治疗与辅助单位 

放射肿瘤科（底层二楼）

• 询问电话：6436 8058
• 预约电话：6436 8181

放射肿瘤科（新加坡中央医院第二座，底层一楼）

• 询问电话：6321 4210 / 6326 5147
• 预约电话：6321 4211

门诊治疗单位（三楼）

• 茉莉（Jasmine）诊所 ：6436 8134
• 牵牛花（Morning Glory）诊所 ：6436 8160
• 接待处 ：6436 8100

其他重要的电话号码

• 预约处 ：6436 8088
• 一般讯问：6436 8000
• 心理肿瘤科 ：6436 8126
• 门诊药房求助热线 ：6436 8091
• 癌症援助热线 ：6225 5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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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控制与慈怀护理 

雅西西慈怀病院（Assisi Hospice）
820 Thomson Road
Singapore 574623
电话: 6347 6446
电邮: assisi@assisihospice.org.sg
网址: www.assisihospice.org

爱加倍卫理慈怀服务（Agape Methodist 
Hospice）
70 Barker Road 
#05-03
Singapore 309936
电话: 6478 4766/6478 4725 
传真: 6478 4765
电邮: admin@amh.mws.org.sg
网址: www.mws.org.sg

观明综合医院 （Bright Vision Hospital）
5 Lorong Napiri
Singapore 547530
电话: 6248 5755
传真: 6881 3872
电邮: enquiries@bvh.org.sg
网址: www.bvh.org.sg

托福园慈怀病院（Dover Park Hospice）
10 Jalan Tan Tock Seng
Singapore 308436
电话: 6500 7272
传真: 6258 9007
电邮: info@doverpark.org.sg
网址: www.doverpark.org.sg

HCA慈怀护理
12 Jalan Tan Tock Seng
Singapore 308437
电话: 6251 2561
传真: 6352 2030 (居家护理)
电邮: info@hcahospicecare.org.sg (一般问讯)
     homecare@hcahospicecare.org.sg (居家护理)
     daycare@hcahospicecare.org.sg (日间托管中心)
     volunteer@hcahospicecare.org.sg (义工)
     socialworker@hcahospicecare.org.sg (社工)
网址: www.hca.org.sg

慈光安宁居家护理中心（Metta Hospice 
Care）
32 Simei Street 1
Metta Building (Level 5)
Singapore 529950
电话: 6580 4695
传真: 6787 7542
电邮: hhospice@metta.org.sg
网址: www.metta.org.sg

新加坡防癌协会（Singapore Cancer Society）
15 Enggor Street, #04-01 to 04, Realty Centre
Singapore 079716
电话: 6221 9578
6421 5832/5805/5806 (临终病患家居护理)
传真: 6221 9575
电邮: enquiry@singaporecancersociety.org.sg
网址: www.singaporecancersociety.org.sg

新加坡防癌协会综合服务中心（Singapore 
Cancer Society Multi-Service Centre）
9 Bishan Place
Junction 8 Office Tower #06-05
Singapore 579837
电话: 6499 9133
传真: 6499 9140
电邮: enquiry@singaporecancersociety.org.sg
网址: www.singaporecancersociety.org.sg

圣若瑟护理之家（St Joseph’s Home & Hospice）
921 Jurong Road
Singapore 649649
电话: 6268 0482
传真: 6268 4787
电邮: stjoseph@stjh.org.sg
网址: www.stjh.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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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立癌症中心（NCCS）
www.nccs.com.sg

美国癌症协会
www.cancer.org

美国肺协会
www.lung.org

癌症照护机构
www.cancercare.org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全面性的抗癌信息）
www.cancer.gov

癌症网
www.cancer.net

及早寻求帮助，今天就开始戒烟！

“无烟生活”- 保健促进局
www.hpb.gov.sg

戒烟网
www.smokefree.gov

网络资讯 



欲知更多有关癌症的资讯，请拨打

癌症援助热线 6225 5655 
或电邮至 cancerhelpline@nccs.com.sg 查询 

星期一至星期五 : 上午8点30分至下午5点 30分

星期六、星期天       : 休息（请留言）

及公共假期

..........................................................................................................................................................

本手册是由以下组织所发起的公众教育项目:

新加坡国立癌症中心
慈善与社区外展部
癌症教育与资讯服务
11 Hospital Drive
Singapore 169610
电话: 6225 5655 传真: 6324 5664
网址: www.nccs.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