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To thank you for your pledgeraising efforts, you will receive gifts according to how much money you raise.
» If you raise... ...you will receive
» $100: LIVERight On the Go Lanyard
» $200: LIVERight On the Go Lanyard and Water Bottle
B型肝炎是華裔的重大健康威脅.你和你的
» $300: LIVERight On the Go Lanyard, Water Bottle, and Blanket
家人都要知道自己的B肝檢查結果.
»
» Keep in mind the top three pledgeraisers will receive special prizes!!!!!
»
»
接受B肝驗血檢查
» Donate!

你應該要做的事

齊心合力抗B肝.

B肝驗血並不包括在你的年度體檢當中,你
要主動要求醫生做一次下列血液檢查:
» B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
檢查你是否患有慢性B型肝炎(又被稱
為“B肝帶菌者”)
» B型肝炎表面抗體(anti-HBs):
檢查你是否對B肝病毒有抵抗力

翡翠絲帶摺成“人”字型, 代表全球人士
齊心合力對抗B型肝炎和肝癌.

B型肝炎
與你

B型肝炎表面抗原檢查是唯一確定是否患有
慢性B型肝炎的方法.

» 接受B肝疫苗注射
如果 B 型肝炎表面抗原和 B 型肝炎表面抗體
檢查結果都是陰性,表示你對 B 肝沒有抵抗
力,你應該接受B肝疫苗注射.你的寶寶也要
在出生時注射B肝疫苗.
在六個月內準時完成完整三針的B肝疫苗注
射就能保護你一輩子不受到 B 肝病毒的威
脅.
B型肝炎疫苗能有效地預防B肝感染和肝
癌.因此,世界衛生組織稱它為“世上第一
支防癌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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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人士對B型肝炎
和肝癌須知

»

»

»

染,途徑包括:
» 傷口與傷口接觸
» 共用染血的牙刷或刮鬍刀
» 共用或重複使用消毒不徹底的針具來紋
身,紋眉或注射毒品
» 重複使用醫療針頭,針筒

瞭解B肝

»

B型肝炎是一種嚴重的傳染疾病,它可以
損傷肝臟和導致早死於肝癌和肝衰竭.

»

十個華裔當中,就有一人患有慢性B型肝炎.

»

很多人並不知道自己已經受到感染.

»

如果沒有定期檢查或適當的治療,每
四個 B型肝炎帶菌者中,有一個會死於
B型 肝 炎 病 毒 感 染 所 導 致 的 肝 癌 或 肝
衰竭.

»

»

To thank you for your pledgeraising efforts, you will receive gifts according to how much money you raise.
» If you raise... ...you will receive
B型肝炎帶菌者須知
» B肝感染途徑和愛滋病相同
$100: LIVERight On the Go Lanyard
» $200: LIVERight On the Go Lanyard and Water Bottle
母嬰感染
» 1.
$300:
LIVERight On the Go Lanyard, Water Bottle, and Blanket
接受定期肝炎和肝癌檢查
帶菌者媽媽在生產過程中傳染給新生兒是
»
你現在或許沒有任何症狀也感覺健康,但必須要
華裔
» Keep
in最常見的傳播途徑.
mind the top three pledgeraisers will receive special prizes!!!!!
求醫生做下列的定期檢查:
»
頻率
檢查項目
檢查目的
» Donate!
2. 血液感染
每六個月 血液轉胺脢(ALT) 肝損傷狀況
B肝病毒能通過接觸帶有B肝病毒的血液來傳

即使你感覺健康,
你也可能感染上B肝

B型肝炎的危險在於其傳染和發展均毫無症
狀.許多B型肝炎帶菌者感到自己完全健康.
其肝功能驗血檢查結果也可能顯示正常.如
果到了症狀如腹痛和黃膽出現的時候,現有
的治療方式可能就不太有效了.

»

»

每年*

血液甲胎蛋白(AFP)

肝癌

超音波 (Ultrasound)

肝癌

*如果你有肝硬化或者有肝癌的家族病史,你應該縮短超音波
的例行檢查為每六個月一次.

越早發現肝癌並給予治療,治好的機會越大.

» 別急著吃藥,你不一定需要

3. 性交感染
B肝病毒能通過無防護性的性交來傳染.

B肝不會通過
食物或水傳染

很多人對B肝的感染方法存有誤解.
B肝不會透過以下方法來感染:
» 共飲共食
» 共用餐具
» 一般生活接觸
» 打噴嚏或咳嗽
» 擁抱和親吻
» 餵母奶
不要歧視B型肝炎帶菌者;帶菌者是能夠正常
上學,工作或從事日常活動.

但如果你的轉胺脢(ALT)指數持續上升,表示你
的肝臟正受到損害,你或者需要接受抗病毒藥物
的治療.雖然B肝是很難完全治癒,但適當的治療
可以減少發生肝癌或肝衰竭的危險.向你的醫生
諮詢有關美國國家藥檢局正式核准的抗B肝病毒
藥物.
接受任何一種癌症化療的B肝帶菌者,都應該同
時接受B肝抗病毒藥物治療來避免 B 肝病毒大爆
發所導致的肝衰竭.

» 接受A肝疫苗注射
» 別喝酒
» 保護你所愛的人
確定你的家人和你的生活伴侶接受B肝驗血.如
果他們沒有受過感染或沒有抗體就立即接受B肝
疫苗注射.
如果懷孕,確定你的寶寶在出生時接受第一針的
B 肝疫苗和免疫球高蛋白(HBIG)的注射,然後準
時完成其餘兩針B肝疫苗注射.95%的寶寶能因此
得到保護,而可能終生不怕感染B肝病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