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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 (What is it?)
性健康筛检是检查一种或多种通过性传播的感染 (STI)。 
如果你的家庭医生认为你可能有性传播的感染，就可能会要求你去做筛检。
并非所有的性传播感染都有症状。所以，即使你感觉良好，如果你认为你可能跟有性传播感染的人有接触，那么就应
该进行筛检。

我的家庭医生接下来会做什么？ 
(What will my GP do now?)
家庭医生会告诉你什么时候需要回来做筛检。
家庭医生也会：
• 给你提供不同的性传播感染的资料
• 告诉你什么时候需要做筛检
• 给你解释筛检的过程如何
• 与你讨论你可能面临哪种性传播感染的风险 
• 在做任何检查之前取得你的同意
• 判断你是否更易患上某些性传播感染
• 为你提供关于性传播预防方面的信息
• 与你讨论避孕

我的家庭医生接下来会做什么？ 
(What will my GP do in the future?)
筛检结果出来之后，家庭医生会打电话与你讨论该结果。 
家庭医生可能会请你再来一次谈一下结果和可能需要的任何治疗。 
家庭医生也将：
• 为你提供关于你的性传播感染治疗方面的信息
• 与你谈一谈如何告诉你以前的伴侣。这称为联络追踪
• 与你谈一谈安全性行为和将来如何预防性传播感染

我能做什么? (What can I do?)
感到担心或害怕是正常的。请记住，您的家庭医生在整个过程都会为
你提供支持。最好尽早安排检查。发现的越早，就可以越早开始任何
必要的治疗 (并防止任何疾病蔓延)。
现在可以做的是：
• 与家庭医生预约去做筛检
• 与家庭医生谈一谈性传播感染的预防及避孕措施
• 保持冷静，尽量不要往最坏去想

 

 

不同类别的性传播感染 
(Different types of STIs)

衣原体感染是一种
细菌感染，往往没有任何症状。

甲型、乙型和丙型肝炎
是由不同类型的肝炎病毒所引起， 

属于严重的肝脏感染。

淋病是一种
细菌感染，如果不治疗， 

可导致不孕。

梅毒是一种
严重的细菌感染，起始于无痛疮。

生殖器疱疹是一种感染，可以
导致生殖器疼痛和长疮。

HIV 是一种病毒，会影响你的身
体抵

抗感染的能力，可以发展成艾滋
病。



我应该向医生提什么问题? 
(What questions should I ask my doctor?)

 我可能会患什么性传播感染？
 为什么我没有任何症状？
 如果我不去做检查会怎样？
 有人会发现我需要做检查吗？
 如果我检查结果是阳性会怎么样？
 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获知结果？
 如果我发现自己有性传播感染，可以治愈吗？

支持帮助项目有哪些? 
(What supports are available?)
利物浦性健康诊所 (Liverpool Sexual Health Clinic)

利物浦性健康诊所提供私密的性传播感染检查和诊断。如果你有可能或者已经受到 HIV 的病毒感染，诊所也
可以提供药物。这种药物名称为 PEP，如果在发生接触后72小时内服用，可能会预防HIV的感染。

除了帮助你进行联络追踪，工作人员还可以帮助你面对对已确诊的性传播感染，并对其进行管控。

你可以要求家庭医生介绍你过来，也可以直接与我们的诊所联系。 
地址: Ground Floor, 13 Elizabeth Street, Liverpool. 电话: (02) 9827 8022.

如何了解更多信息? (Want more information?)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性别筛查和性健康的信息，请参考以下资源列表。
关于性筛检的建议 (For advice about sexual screening):
新州性健康信息连线 (NSW Sexual Health Info Link)  
1800 451 624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点 – 下午5点) 或 shil.nsw.gov.au 
新州卫生局性健康综合服务 (NSW Health Sexual Health Plus) health.nsw.gov.au 

关于性健康的信息 (Information about sexual health):
澳大利亚健康直线 – 性健康话题 (Health Direct Australia – Sexual Health Topic) healthdirect.gov.au
新州卫生局安全玩耍 (NSW Health PlaySafe) playsafe.health.nsw.gov.au
伸出援手 – 关于性健康 (Reachout – About sexual health) au.reachout.com

关于如何告知你以前的伴侣你的疾病的信息 (Information about how to tell your previous partners about 
your disease):
让他们知道 – 异性恋 (Let Them Know - for heterosexuals) letthemknow.org.au 
最好知道 – 匿名通知你的伴侣 (Better To Know – notify your partners anonymously) bettertoknow.org.au 
南半球的戏剧性事件 – 与男人发生性关系的男人须知 (MSM) (Drama Down Under – for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 thedramadownunder.info   
爱康性健康及检查 – 预防HIV 感染 (ACON Sexual Health & Testing – HIV prevention) acon.org.au

医疗资源指南 (Health Resource Directory)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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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接到医生的诊断后应该阅读本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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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hil.nsw.gov.au/
https://www.health.nsw.gov.au/sexualhealth/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healthdirect.gov.au/sexual-health
https://playsafe.health.nsw.gov.au/
https://au.reachout.com/articles/how-to-get-a-sexual-health-check
https://letthemknow.org.au/
http://www.bettertoknow.org.au/notify.html
http://www.thedramadownunder.info/
https://www.acon.org.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