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络信息

新加坡国立大学癌症中心

Kent Ridge Wing, 3楼和4楼
（RTC）

Kent Ridge Wing, 经Linkway至4 楼

大肠癌诊所 

, 9楼
 
开放时间：上午8:30至下午5:30

（周一至周五：公共假期除外）

如需预约，请联络
电话：（65）6773 7888

电邮：CancerApptLine@nuhs.edu.sg 

一般咨询，请联络新加坡国立大学癌症中心
National University Cancer Institute  
Singapore （NCIS）
1E Kent Ridge Road,

NUHS Tower Block, Level 7, 

Singapore 119228

电邮: ncis@nuhs.edu.sg   
网址：www.ncis.com.sg

 关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癌症中心

新加坡国立大学癌症中心(NCIS)是新加坡唯一一家治疗儿童和成人癌症
的综合公共癌症中心。NCIS位于国立大学医院（NUH），在癌症的预
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和临终关怀方面利用其专业技能提供广泛
的癌症护理服务。 

,  （Kent Ridge Station , Circle Line）
您可在位于国立大学医院门口的肯特岗站下车。
请从A出口出站。

如欲查询国立大学医院的更多路线详情，请登录 www.nuh.com.sg

有关前往NCIS诊所的具体路线详情，请登录 www.ncis.com.sg

National University Hospital
5 Lower Kent Ridge Road, 
Singapore 119074
电话: (65) 6779 5555  
传真: (65) 6779 5678
网址: www.nuh.com.sg

本手册所载信息仅作指导之用，并不能替代医生的医疗建议。如果您对手术、您的

健康或医疗状况存在任何疑问，请咨询您的医生。

正确信息依印刷日期为准（2020年1月），如需做任何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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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患者和来访人员
NCIS Concierge 是一个一站式服务中心 ，
为我们的国外患者的所有医疗需求提供支持

电话：( 65) 6773 7888
传真：( 65) 6777 4413
网址： ncisip@nuhs.edu.sg

。

（周一至周五：公共假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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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癌症中心

 

,  （Kent Ridge Station , Circle Line）
您可在位于国立大学医院门口的肯特岗站下车。
请从A出口出站。

如欲查询国立大学医院的更多路线详情，请登录 www.nuh.com.sg

有关前往NCIS诊所的具体路线详情，请登录 www.ncis.com.sg

National University Hospital
5 Lower Kent Ridge Road, 
Singapore 119074
电话: (65) 6779 5555  
传真: (65) 6779 5678
网址: www.nuh.com.sg

本手册所载信息仅作指导之用，并不能替代医生的医疗建议。如果您对手术、您的

健康或医疗状况存在任何疑问，请咨询您的医生。

正确信息依印刷日期为准（2012年5月），如需做任何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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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立大学癌症中心(NCIS)是国立大学组织下的全国癌症专科中
心。它是新加坡唯一一家为成人与儿科肿瘤病患提供一站式全面护理
的综合公共癌症中心；在癌症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复原和临终
关怀护理方面提供专业知识，从而使患者能够接受广泛的癌症治疗与
护理。

虽然我们主要的癌症医疗护理服务坐落在国立大学医院，但公众也可
以在我们的合作医疗机构 — 亚历山大医院，裕廊医疗中心，黄廷方综
合医院和陈笃生医院，咨询类似的癌症医疗护理服务。此外，我们还
有一些可以为在家中和社区的患者提供癌症护理服务的方案。

开放时间：上午8:30至下午5:30

（周一至周五：公共假期除外）

如需预约，请联络
电话：(65) 6773 7888

电邮：CancerApptLine@nuhs.edu.sg 

e 

一般咨询，请联络新加坡国立大学癌症中心
National University Cancer Institute，
Singapor（NCIS）
1E Kent Ridge Road,

NUHS Tower Block, Level 7, 

Singapore 119228

电邮: ncis@nuhs.edu.sg

网址：www.ncis.com.sg



 什么是结肠直肠癌？

结肠直肠癌是结肠（大肠主要组成部分）和
直肠（连接结肠和肛门的肠道）部位的癌
症，是新加坡癌症的头号杀手。新加坡每年
结肠直肠癌症病例超过1200例。大部分人在
几年时间内缓慢发展成结肠直肠癌。在疾病
演变成癌症前，往往先有结肠或直肠内膜组
织增生或肿瘤生长形成非癌症性息肉。息肉
是一种良性的或非癌症性增生，但会随时间
的推移而恶变成癌症。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息肉都会变成癌，这很大部
分取决于息肉的类型。

 如何诊断结肠直肠癌？

定期筛查常常可早期发现结肠直肠癌，而早期的结肠直肠癌很有可能被
治愈。在很多病例中，筛查可预防结肠直肠癌，因为某些息肉或赘生物
在其恶变前即可被切除。目前有多种方式是可以用于检查结肠和直肠以
发现和诊断结肠直肠癌。

• 粪便潜血检验（FOBT）：用于检测大便中是否
含有血液的一项检验，仅能在显微镜下观察。
将少量粪便标本置于特殊卡片上，送至医生处
或实验室进行检验。粪便潜血检验（FOBT）是
筛查早期结直肠癌较为快捷方便的一种方法。

• 体格检查（Physical exam）：医生会检查一般
健康状况，包括检查疾病信号，如肿块或其他异常。

• 直肠指检（Digital rectal exam）：医生将带有手套且涂有润滑油的
一个手指插入直肠中来感受直肠内的肿块或异常病变。然而该项操
作仅能探查直肠末端5 – 8公分处的肿瘤。

• 钡剂灌肠检验（Barium enema）：是一种通过硫酸钡（白垩状液
体）显现结肠和直肠内膜的X线检查，用于寻找X线上表现异常的部
位。如X线上发现有可疑部位，则需乙状结肠镜或结肠镜进一步检
查。

• 乙状结肠镜检验（Flexible Sigmoidoscopy）：该项操作用于检查直
肠和乙状结肠以探测息肉、异常病变或癌灶。在直肠内插入一根可
屈性纤细的管样装置，并通过直肠直达乙状结肠。

• 结肠镜检验（Colonoscopy）：以一条细长可弯曲的内窥镜从受检者
的肛门伸进大肠内，并注入空气，让肠稍微扩张，以便肠镜深入检
查直肠、结肠和盲肠，如果发现息肉，肠镜可即时切除。检查需时
约半小时，受检者会接受麻醉或轻度麻醉。

 如何治疗结肠直肠癌？

结肠直肠癌根据肿瘤不同分期而具有多种治疗方法。结肠直肠癌治疗中
主要的措施包括：

外科手
外科手术是各分期结肠直肠癌的最常用治疗方法。外科手术切除肿瘤有
多种方法，包括：

• 局部切除（Local Excision ）：如在癌症早期，医生可将肿瘤局部切
除，而不必开腹。该操作可通过在直肠内放置一导管，经直肠将肿
瘤切除。这就是局部切除。

• 结肠切除术和结肠造瘘术（Resection and Colostomy）：如肿瘤较
大，医生将实行结肠切除术以切除肿瘤及癌周小部分健康组织。结
肠末端将被缝合在一起。如医生不能将两个末端缝合在一起，则其
会在患者体外造口以利于排泄物排出体外。这个操作称为结肠造瘘
术。造口周围会放置以造口袋以收集排泄物。

化疗
化疗的原理是采用药物抑制癌症生长。给药方式可以是静脉注射。根据
癌症分期，化疗可用于术后以预防癌症复发及提高患者生存率。化疗也
可以用于治疗不能手术的高度进展型结直肠癌或癌症已扩散至身体其他
部位的患者。

放射线疗法（Radiation Therapy）

放射线疗法是一种通过高能量X线或其他放射形式杀死癌细胞或抑制其生
长从而达到治疗癌症目的的治疗方法。放射治疗常用于癌症术后，用以
杀死肿瘤原发病灶附近的残留癌细胞。放射线疗法也可以与化疗配合使
用，用于术前缩小大肿瘤。

 您有发病因素吗？

• 年龄大于50岁者
• 有结肠癌或直肠癌家族史
• 有息肉病史
• 有溃疡性结肠炎病史（溃疡位于大肠内膜）或克罗恩病史 (Crohn 

disease)

凡认为自己可能属于高危人群的人士均应向医生咨询。

 结肠直肠癌有哪些征兆与症状？

• 直肠出血或便血（鲜红色或暗红色）
• 排便习惯改变
• 持续性腹部不适，如痉挛或腹痛
• 排便不尽感
• 不寻常的体重下降

如出现上述症状应及时就医。

 如何预防结肠直肠癌？

• 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健康的体重（避免饮酒）
• 建议5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年进行一次粪便潜血检验（FOBT）

尽管目前有众多筛查方法，但粪便潜血检验（FOBT）是唯一一项在三个
大型随机试验中均显示能将结肠直肠癌死亡率降低33%的检验。

摄像头 结肠镜检查 
（Colonoscopy）

结肠直肠癌是结肠（大肠主要
组成部分）和直肠（连接结肠
和肛门的肠道）部位的癌症，
是新加坡癌症的头号杀手。新
加坡每年结肠直肠癌症病例超
过1200例。

 什么是结肠直肠癌？

结肠直肠癌是结肠（大肠主要组成部分）和
直肠（连接结肠和肛门的肠道）部位的癌
症，是新加坡癌症的头号杀手。新加坡每年
结肠直肠癌症病例超过1200例。大部分人在
几年时间内缓慢发展成结肠直肠癌。在疾病
演变成癌症前，往往先有结肠或直肠内膜组
织增生或肿瘤生长形成非癌症性息肉。息肉
是一种良性的或非癌症性增生，但会随时间
的推移而恶变成癌症。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息肉都会变成癌，这很大部
分取决于息肉的类型。

 如何诊断结肠直肠癌？

定期筛查常常可早期发现结肠直肠癌，而早期的结肠直肠癌很有可能被
治愈。在很多病例中，筛查可预防结肠直肠癌，因为某些息肉或赘生物
在其恶变前即可被切除。目前有多种方式是可以用于检查结肠和直肠以
发现和诊断结肠直肠癌。

• 粪便潜血检验（FOBT）：用于检测大便中是否
含有血液的一项检验，仅能在显微镜下观察。
将少量粪便标本置于特殊卡片上，送至医生处
或实验室进行检验。粪便潜血检验（FOBT）是
筛查早期结直肠癌较为快捷方便的一种方法。

• 体格检查（Physical Exam）：医生会检查一般
健康状况，包括检查疾病信号，如肿块或其他异常。

• 直肠指检（Digital Rectal Exam）：医生将带有手套且涂有润滑油的
一个手指插入直肠中来感受直肠内的肿块或异常病变。然而该项操
作仅能探查直肠末端5 – 8公分处的肿瘤。

• 钡剂灌肠检验（Barium Enema）：是一种通过硫酸钡（白垩状液
体）显现结肠和直肠内膜的X线检查，用于寻找X线上表现异常的部
位。如X线上发现有可疑部位，则需乙状结肠镜或结肠镜进一步检
查。

• 乙状结肠镜检验 （ Flexible Sigmoidoscopy）：该项操作用于检查直
肠和乙状结肠以探测息肉、异常病变或癌灶。在直肠内插入一根可
屈性纤细的管样装置，并通过直肠直达乙状结肠。

• 结肠镜检验 （Colonoscopy）：以一条细长可弯曲的内窥镜从受检者
的肛门伸进大肠内，并注入空气，让肠稍微扩张，以便肠镜深入检
查直肠、结肠和盲肠，如果发现息肉，肠镜可即时切除。检查需时
约半小时，受检者会接受麻醉或轻度麻醉。

 如何治疗结肠直肠癌？

结肠直肠癌根据肿瘤不同分期而具有多种治疗方法。结肠直肠癌治疗中
主要的措施包括：

外科手术（Surgery）
外科手术是各分期结肠直肠癌的最常用治疗方法。外科手术切除肿瘤有
多种方法，包括：

• 局部切除 （ Local Excision）：如在癌症早期，医生可将肿瘤局部切
除，而不必开腹。该操作可通过在直肠内放置一导管，经直肠将肿
瘤切除。这就是局部切除。

• 结肠切除术和结肠造瘘术 （ Resection and Colostomy）：如肿瘤较
大，医生将实行结肠切除术以切除肿瘤及癌周小部分健康组织。结
肠末端将被缝合在一起。如医生不能将两个末端缝合在一起，则其
会在患者体外造口以利于排泄物排出体外。这个操作称为结肠造瘘
术。造口周围会放置以造口袋以收集排泄物。

化疗（Chemotherapy）
化疗的原理是采用药物抑制癌症生长。给药方式可以是静脉注射。根据
癌症分期，化疗可用于术后以预防癌症复发及提高患者生存率。化疗也
可以用于治疗不能手术的高度进展型结直肠癌或癌症已扩散至身体其他
部位的患者。

放射线疗法 （ Radiation Therapy）
放射线疗法是一种通过高能量X线或其他放射形式杀死癌细胞或抑制其生
长从而达到治疗癌症目的的治疗方法。放射治疗常用于癌症术后，用以
杀死肿瘤原发病灶附近的残留癌细胞。放射线疗法也可以与化疗配合使
用，用于术前缩小大肿瘤。

 您有发病因素吗？

• 年龄大于50岁者
• 有结肠癌或直肠癌家族史
• 有息肉病史
• 有溃疡性结肠炎病史（溃疡位于大肠内膜）或克罗恩病史( Crohn 

disease)

凡认为自己可能属于高危人群的人士均应向医生咨询。

 结肠直肠癌有哪些征兆与症状？

• 直肠出血或便血（鲜红色或暗红色）
• 排便习惯改变
• 持续性腹部不适，如痉挛或腹痛
• 排便不尽感
• 不寻常的体重下降

如出现上述症状应及时就医。

 如何预防结肠直肠癌？

• 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健康的体重（避免饮酒）
• 建议5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年进行一次粪便潜血检验（FOBT）

尽管目前有众多筛查方法，但粪便潜血检验（FOBT）是唯一一项在三个
大型随机试验中均显示能将结肠直肠癌死亡率降低33%的检验。

摄像头 结肠镜检查 
（Colonoscopy）

结肠直肠癌是结肠（大肠主要
组成部分）和直肠（连接结肠
和肛门的肠道）部位的癌症，
是新加坡癌症的头号杀手。新
加坡每年结肠直肠癌症病例超
过1200例。

 什么是结肠直肠癌？

结肠直肠癌是结肠（大肠主要组成部分）和
直肠（连接结肠和肛门的肠道）部位的癌
症，是新加坡癌症的头号杀手。新加坡每年
结肠直肠癌症病例超过1200例。大部分人在
几年时间内缓慢发展成结肠直肠癌。在疾病
演变成癌症前，往往先有结肠或直肠内膜组
织增生或肿瘤生长形成非癌症性息肉。息肉
是一种良性的或非癌症性增生，但会随时间
的推移而恶变成癌症。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息肉都会变成癌，这很大部
分取决于息肉的类型。

 如何诊断结肠直肠癌？

定期筛查常常可早期发现结肠直肠癌，而早期的结肠直肠癌很有可能被
治愈。在很多病例中，筛查可预防结肠直肠癌，因为某些息肉或赘生物
在其恶变前即可被切除。目前有多种方式是可以用于检查结肠和直肠以
发现和诊断结肠直肠癌。

• 粪便潜血检验（FOBT）：用于检测大便中是否
含有血液的一项检验，仅能在显微镜下观察。
将少量粪便标本置于特殊卡片上，送至医生处
或实验室进行检验。粪便潜血检验（FOBT）是
筛查早期结直肠癌较为快捷方便的一种方法。

• 体格检查（Physical Exam）：医生会检查一般
健康状况，包括检查疾病信号，如肿块或其他异常。

• 直肠指检（Digital Rectal Exam）：医生将带有手套且涂有润滑油的
一个手指插入直肠中来感受直肠内的肿块或异常病变。然而该项操
作仅能探查直肠末端5 – 8公分处的肿瘤。

• 钡剂灌肠检验（Barium Enema）：是一种通过硫酸钡（白垩状液
体）显现结肠和直肠内膜的X线检查，用于寻找X线上表现异常的部
位。如X线上发现有可疑部位，则需乙状结肠镜或结肠镜进一步检
查。

• 乙状结肠镜检验 （ Flexible Sigmoidoscopy）：该项操作用于检查直
肠和乙状结肠以探测息肉、异常病变或癌灶。在直肠内插入一根可
屈性纤细的管样装置，并通过直肠直达乙状结肠。

• 结肠镜检验 （Colonoscopy）：以一条细长可弯曲的内窥镜从受检者
的肛门伸进大肠内，并注入空气，让肠稍微扩张，以便肠镜深入检
查直肠、结肠和盲肠，如果发现息肉，肠镜可即时切除。检查需时
约半小时，受检者会接受麻醉或轻度麻醉。

 如何治疗结肠直肠癌？

结肠直肠癌根据肿瘤不同分期而具有多种治疗方法。结肠直肠癌治疗中
主要的措施包括：

外科手术（Surgery）
外科手术是各分期结肠直肠癌的最常用治疗方法。外科手术切除肿瘤有
多种方法，包括：

• 局部切除 （ Local Excision）：如在癌症早期，医生可将肿瘤局部切
除，而不必开腹。该操作可通过在直肠内放置一导管，经直肠将肿
瘤切除。这就是局部切除。

• 结肠切除术和结肠造瘘术 （ Resection and Colostomy）：如肿瘤较
大，医生将实行结肠切除术以切除肿瘤及癌周小部分健康组织。结
肠末端将被缝合在一起。如医生不能将两个末端缝合在一起，则其
会在患者体外造口以利于排泄物排出体外。这个操作称为结肠造瘘
术。造口周围会放置以造口袋以收集排泄物。

化疗（Chemotherapy）
化疗的原理是采用药物抑制癌症生长。给药方式可以是静脉注射。根据
癌症分期，化疗可用于术后以预防癌症复发及提高患者生存率。化疗也
可以用于治疗不能手术的高度进展型结直肠癌或癌症已扩散至身体其他
部位的患者。

放射线疗法 （ Radiation Therapy）
放射线疗法是一种通过高能量X线或其他放射形式杀死癌细胞或抑制其生
长从而达到治疗癌症目的的治疗方法。放射治疗常用于癌症术后，用以
杀死肿瘤原发病灶附近的残留癌细胞。放射线疗法也可以与化疗配合使
用，用于术前缩小大肿瘤。

 您有发病因素吗？

• 年龄大于50岁者
• 有结肠癌或直肠癌家族史
• 有息肉病史
• 有溃疡性结肠炎病史（溃疡位于大肠内膜）或克罗恩病史( Crohn 

disease)

凡认为自己可能属于高危人群的人士均应向医生咨询。

 结肠直肠癌有哪些征兆与症状？

• 直肠出血或便血（鲜红色或暗红色）
• 排便习惯改变
• 持续性腹部不适，如痉挛或腹痛
• 排便不尽感
• 不寻常的体重下降

如出现上述症状应及时就医。

 如何预防结肠直肠癌？

• 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健康的体重（避免饮酒）
• 建议5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年进行一次粪便潜血检验（FOBT）

尽管目前有众多筛查方法，但粪便潜血检验（FOBT）是唯一一项在三个
大型随机试验中均显示能将结肠直肠癌死亡率降低33%的检验。

摄像头 结肠镜检查 
（Colonoscopy）

结肠直肠癌是结肠（大肠主要
组成部分）和直肠（连接结肠
和肛门的肠道）部位的癌症，
是新加坡癌症的头号杀手。新
加坡每年结肠直肠癌症病例超
过1200例。

（Chemotherapy）

（Surge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