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前列腺癌
 你需要 知 道些 什么？



什么是
前列腺癌?

什么是前列腺? 
只有男性有前列腺。它是位于膀胱下面靠
近直肠的一个小腺体。它包围着尿道。尿
道是阴茎里尿液与精液流经的通道。
前列腺是男性生殖系统的一部分。它制造
了大部分构成营养精子的精液的体液。前
列腺需要男性荷尔蒙睾丸素来生长与发
育。
前列腺经常被形容为核桃般大小，且正常
来讲，它会随着男性年龄增长而增大。有
时这会导致一些问题，例如排尿困难。这
些问题在较年长男性身上很常见，但不一
定是前列腺癌的症状或征兆。

当异常细胞在前列腺里生成时，前列腺癌就会发生。这些
异常细胞可以持续以不受控制的方式倍增，有时候会扩散
到前列腺之外，进入到其附近或离它较远的身体部位。
通常，前列腺癌是一种缓慢生成的疾病。有低度恶性前列
腺癌的男性大多数能存活许多年而不会有症状也不会扩散
或变得威胁生命。但是高度恶性前列腺癌则扩散很快且可
能致命。恰当的管理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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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癌的症状有哪些? 
在癌症开始阶段，可能没有症状。
在后期阶段，前列腺癌的一些症状可能
包括:

— 感到想要频繁地排尿或忽然想排尿
— 觉得很难排尿（例如很难开始，或有

尿意却无法排出，或者尿流量很小）
— 排尿时感到不适
— 发现尿液或精液中带血
—  腰部、大腿上段或臀部疼痛。
这些症状可能并不意味着你有前列腺癌，
但是如果你有这些症状的任何一项，请去
看医生。

有哪些风险因素? 
很可能导致增加罹患前列腺癌可能性的因
素包括:
—  年龄: 前列腺癌是一种受年龄影响的

疾病。这就意味着年龄越大，患前列
腺癌的机会越高。到75岁，罹患前列腺
癌的风险为1/7，到85岁，风险则上升
至1/5。 

—  家族病史: 如果你有一级男性亲属患有
前列腺癌，那么相较于没有这种家族
病史的人，你会有更高的概率患前列腺
癌。 如果有超过一位男性亲属患前列
腺癌，则患此病的风险会进一步增加。
如果男性亲属在年轻时就确诊患前列
腺癌，则患此病的风险还会更高。

其他可能增加患前列腺癌风险的因素有:

—  基因: 体内的每个细胞都有基因。基因
控制体内细胞的生长与运作。
每个人都有经父母双方遗传而得的一
组数以千计的基因。基因的改变可能增
加前列腺癌从父母一方遗传到子女的
风险。虽然前列腺癌不能被遗传，但是
男性可能遗传到可以增加患此癌症风
险的基因。

— 饮食: 一些证据表明，食用大量含高脂
肪的加工肉类或加工食品可能增加患
前列腺癌的风险。

— 生活方式: 有证据显示，环境以及生活
方式可能影响患前列腺癌的风险。例
如，亚洲人患前列腺癌的比例最低。但
当来自亚洲的男性移民至西方国家，其
患前列腺癌的风险就会增加。这表示
像环境和生活方式这样的外在因素可
能改变男性患前列腺癌的风险程度。

前列腺癌不会传染也
不会感染，您无法 

“染”上前列腺癌。 
• • •



前列腺癌是如何被发现并诊断出来的? 
医生通常会进行血液测试以及/或身体检
查来检测前列腺的健康状况。
— 血液检查(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

测试): 该检查结果显示出这种特定的
蛋白质是否增加。取决于这一结果，
你可能需要专科医师进行进一步的检
查。PSA含量很高的检测结果并不一定
意味着罹患癌症。 除了前列腺癌，前
列腺疾病也可能导致PSA含量高过正
常含量。 

—  直肠指检(DRE): 由于前列腺所在的位
置，医生会用带有手套并上了润滑油的
手指伸进直肠，以检查前列腺的大小
并评估是否有任何异常。DRE检查结
果正常并不等于没有前列腺癌。

诊断结果 
如果检测结果显示你可能有患前列腺癌
的风险，那么下一步骤就是活组织切片检
查。活组织切片检查是准确诊断是否有前
列腺癌的唯一方法。泌尿科医生会使用由
超声波来引导的极细空心针，从你的前列
腺切除一小片组织样本。前列腺可经由直
肠或会阴处触及。会阴是在肛门与阴囊之
间的地方。
活组织切片通常作为一种门诊手术进行，
且医生可能会建议在术后进行一个抗生
素疗程，以降低感染的风险。切片组织会
被送至病理学医生那，来确定这些细胞是
恶性（癌性）还是良性（非癌性）。

营养的摄取 
每天从食物五大类中享受多种多样的食物。健康的饮食是
很简单的！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eatforhealth.gov.au

降低患前列腺癌的风险 
没有证据证实以下预防因素可以让你不
患前列腺癌，但是它们可以改善你的整
体健康，并可能降低患前列腺癌的风险:
—  饮食: 食用有营养的饮食。参考《

澳大利亚健康饮食指南》（the 
Australian Guide to Healthy 
Eating） 。对心脏有益的食物也对
前列腺有益。

—  体育活动/运动: 有一些证据显示，体
育活动和定期运动可能是保护身体
不患癌症的因素。请试着每天至少运
动30分钟。

进一步的信息
— 1800 220 099 或 www.pcfa.org.au

— 1800 624 973 或 www.canceraustralia.gov.au

— 131 120 或 www.cancer.org.au

— 1300 303 828 或 www.andrologyaustralia.org

— 1800 020 103 或 www.healthyactive.gov.au

帮助 
PCFA在每个州和领地都有隶属的、针
对受前列腺癌影响的男性和其家人的互
助团体。

想成为义工 
澳大利亚前列腺癌基金会（PCFA）有许
多的机会提供给大家，来帮助我们筹集
资金或开展社区教育活动。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写电子邮件给我们
至： enquiries@pcfa.org.au



关于前列腺癌的
三个事实：
  

 在澳大利亚，前列腺癌是男性中最常被诊断出的癌症。

 在澳大利亚，每年有超过3000名男性死于前列腺癌。

 死于前列腺癌的男性人数比死于乳腺癌的女性人数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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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岁以上的男性或40岁以上有前列腺癌家族病史的男性，应
该与医生讨论把使用PSA检测与DRE来进行前列腺癌检查，作
为他们每年健康检查的一部分。男性应该依据关于前列腺癌
检测与后续治疗的好处和潜在害处的最新可获得证据，来做出
个人是否要进行检测的明智决定。



如要了解进一步的信息或进行
捐款，请联系我们: 
1800 220 099  
(免费电话) 或访问: pcfa.org.au

所有两澳元及以上的捐款都是
可减税的，并使得PCFA能够向
患前列腺癌的男性与其家人提
供各种服务。 

请加我们关注:

facebook.com/pcfa1

twitter.com/pcfa

youtube.com/pcfaweb

澳大利亚前列腺癌基金会
（PCFA）是一个有着广泛基础
的社区组织，且是澳大利亚抗
前列腺癌的全国性倡导机构。

我们致力于减少前列腺癌对澳
大利亚男性、其伴侣、家人与更
广泛公众的影响。

澳大利亚前列腺癌基金会的五
大价值观为:
— 诚恳
— 乐观
— 同理心
— 尊重
— 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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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信息

悉尼的华人团体

—  澳华公会:  
(02) 9281 1377 或 www.acca.org.au

—  澳洲华人服务社:  
(02) 9789 4587 或 cass.chinatown.com.au

—  更生会:  
(02) 9212 7789 或 www.canrevive.com

墨尔本的华人团体

—  华人社区服务中心: 
(03) 9898 1965 或 www.ccssci.com.au

—  维省新生会:  
(03) 9898 9575 或 www.ccsv.org.au

布里斯班的华人团体

—  国泰会: 
(07) 3252 9066 研究

了解
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