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節育措施選擇權在您手中

哪種方法最適合您？最佳節育措施應當是您每次想避孕時都能正確使用的措施。為幫您做決定，請思考 以下問

題：

❏❏ 現在不能懷孕對您有多重要？避孕方法的效果如何？

❏❏ 您是否經常發生性行為？性行為是有計劃的還是沒有計劃的？

❏❏ 這種避孕方法您多久要用一次？您是否每次都會記住使用這種方法？

❏❏ 這種方法對您而言是否安全？有沒有副作用？

❏❏ 這種方法能否預防HIV和STD（性傳播疾病）？

❏❏ 這種方法是否需要您的伴侶配合才能發揮作用？

❏❏ 採取節育措施是否會導致任何人生氣或試圖傷害您？

❏❏ 這種方法是否符合您的宗教或道德信仰？

❏❏ 您是否需要處方或能不能從藥房購買？

❏❏ 這種避孕措施要多少錢？您的醫療保險是否承保？

❏❏ 效果如何？好不好用？

❏❏ 您能否自如地使用這種方法？

❏❏ 您會不會用這種方法？

您的伴侶或家長也許能幫您選擇適當的方法。您可能想嘗試其他方法，確定哪種對您和您的伴侶最有效。您還

可以請服務提供者幫忙和您的伴侶討論安全套或節育措施的使用問題。

您可以決定是否以及何時要小孩。如果時機不對，您和您的伴侶不想要小孩，你們可以採取一些方法避免懷

孕。避免懷孕最有效的方法是不發生性行為。但如果確實有性行為，您可以選擇下方所列的一種節育措施避 

免懷孕：

 • 男用或女用安全套

 • 殺精劑

 • 子宮帽

 • 避孕丸

 • Depo或避孕針

 • 避孕貼片

 • 陰道避孕環

 • 皮下埋植避孕藥

 • 宮內節育器

 • 自然避孕法

 • 避孕珠

 • 緊急避孕法

欲獲取詳情，瞭解避孕措施的有效性、避孕措施可能產生的副作用以及如何正確採取避孕措施，請詢問您的醫 
生、護士、助產士或家庭計劃顧問（醫療保健服務提供者）。您也可以撥打 617-624-6060 或瀏覽網站 
www.mass.gov/dph/familyplanning，查找您家附近的服務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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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被迫發生性行為，或擔心有人會因為您採用節育措施避孕而傷害您，可以告訴服務提
供者或致電強暴危機中心熱線(Rape Crisis Center Hotline)求助。1-800-841-8371（英語，有翻
譯服務）；西班牙語：1-800-223-5001；聽障人士專線(TTY)：617-492-6434。



屏障避孕法

男用安全套：安全套是一種薄薄的乳膠或塑膠套，在發生性行

為之前套在勃起的陰莖上，防止精子進入陰道。您可以在任何

藥店購買安全套。醫護中心可能有免費或低收費安全套。*

這類方法透過設立阻隔（屏障）防止男性精子與女性卵子結合達到避孕目的。

殺精劑（女用）：殺精劑透過殺死精子避免懷孕。殺精劑有多

種形式，例如泡沫劑、凝膠劑、霜劑、海綿劑和避孕藥膜。必

須在發生性行為之前將殺精劑放入陰道。您可以從任何藥店購

買殺精劑。殺精劑配合安全套或子宮帽使用效果最佳。

要預防HIV和其他性傳播疾

病，請使用安全套

乳膠或塑膠安全套是唯一能

同時有效預防HIV和其他性傳

播疾病(STDs)的節育措施。採

取其他節育措施時，如果您

還想預防HIV和其他性傳播疾

病，則除了正在使用的節育

方法，您還要用安全套。

分娩後的節育措施

即使您剛生了孩子或正在哺

乳，要避免懷孕，您可能還

是有必要採取節育措施。請徵

求醫生或護士意見，瞭解您可

以採取哪種節育措施避免再次

懷孕。

緊急避孕法

發生性行為之後可以用緊急避

孕法避免懷孕，但必須儘快，

即在事後一兩天之內使用。如

果您發生了無保護性行為（在

沒有採取節育措施的情況下發

生性行為）、被迫發生性行

為或認為您的節育措施不起

作用，您也許要用緊急避孕

法 。

女用安全套：女用安全套是一種塑膠袋，兩端各有一個軟環。

將閉合端置入陰道內。開口端則位於陰道外。女用安全套能防

止精子進入陰道。有些藥店有女用安全套出售。醫護中心可能

有免費或低收費安全套。*

*乳膠和塑膠安全套還能預防HIV和其他透過口交、陰道性交和肛交傳播的疾病。不建議用「天然
皮質安全套」預防疾病。

子宮帽（女用）：子宮帽是一種柔軟的圓形橡膠帽，覆蓋在女

性的子宮頸（子宮開口）上，防止精子進入子宮。發生性行為

之前，將殺精劑注入子宮帽，然後再將其放入陰道內。殺精劑

能殺死精子。事後必須讓子宮帽在體內停留至少6個小時。必

須請醫生或護士檢查，確保您的子宮帽尺寸正確。

注意：殺精劑可以防止懷孕但可能會增加您患HIV的風險。殺精劑包含一種化學物質(Nonoxynol-9)，
可能會導致陰道內或週圍的皮膚發炎。如果您想用殺精劑防止懷孕，請和醫生或護士討論您的
HIV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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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爾蒙避孕法

這類方法利用荷爾蒙阻止排卵或使精子難以抵達卵子。 要預防HIV和其他性傳播疾

病，請使用安全套

乳膠或塑膠安全套是唯一能

同時有效預防HIV和其他性傳

播疾病(STDs)的節育方法。採

取其他節育措施時，如果您

還想預防HIV和其他性傳播疾

病，則除了正在使用的節育

方法，您還要用安全套。

分娩後的節育措施

即使您剛生了孩子或正在哺

乳，要避免懷孕，您可能還

是有必要採取節育措施。請徵

求醫生或護士意見，瞭解您可

以採取哪種節育措施避免再次

懷孕。

緊急避孕法

發生性行為之後可以用緊急避

孕法避免懷孕，但必須儘快，

即在事後一兩天之內使用。如

果您發生了無保護性行為（在

沒有採取節育措施的情況下發

生性行為）、被迫發生性行為

或認為您的節育措施不起作

用，您也許要用緊急避孕法。

皮下埋植避孕藥（女用）：這類皮下埋植避孕藥是一種很

小、很薄的塑膠裝置，其中包含荷爾蒙，避孕效力高達3
年。由醫生或護士將其植入女性上臂皮膚下方。若您準備停

止使用皮下埋植避孕藥，必須請醫生或護士將其從您的上臂

取出。

避孕藥（女用）：避孕藥包含能防止懷孕的荷爾蒙。您必須每

天吃一片藥丸。一包藥吃完時，經期就開始了。很快，您又要

重新開始吃藥。必須有護士或醫生開的處方才能買到避孕藥。

避孕針或“Depo”（女用）：醫生或護士可以給您打針，即注

射荷爾蒙避孕，有效期為3個月。使用這種方法時，您每三個

月要打一針方可確保其有效。

陰道避孕環（女用）：這種透明的軟環含有能防止懷孕的荷

爾  蒙。將其放入陰道內3週。在第4週時將其取出，此時，

經期開   始。第4週結束時請放入新的避孕環，整個過程重

新開始。必須有護士或醫生開的處方才能買到陰道避孕環。

避孕貼片（女用）：避孕貼片包含能防止懷孕的荷爾蒙。您連

續3週每週在皮膚上貼一片避孕貼片。第4週您不用貼貼片，因

為經期開始了。第4週結束時，您要貼上一片新貼片，整個過

程重新開始。必須有護士或醫生開的處方才能買到避孕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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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避孕方法

行為避孕法：伴侶之間要相互討論和配合這類方法才能發揮最佳效果。

禁欲（男性和女性）：禁欲指在任何時候都不發生性行為。對有些人來說，不發
生性行為是防止懷孕的最佳方法。若措施得當，禁欲可以有效防止懷孕、感染HIV
和其他性傳播疾病。

自然避孕法（男性和女性）：醫生或護士可以教您如何跟蹤每月月經週期的變化情
況，方便您預測最有可能懷孕的日期。然後，您和您的伴侶可以用屏障法避孕，或
在最有可能懷孕的日期避免發生性行為。

要預防HIV和其他性傳播疾

病，請使用安全套

乳膠或塑膠安全套是唯一能

同時有效預防HIV和其他性傳

播疾病(STDs)的節育方法。採

取其他節育措施時，如果您

還想預防HIV和其他性傳播疾

病，則除了正在使用的節育

方法，您還要用安全套。

分娩後的節育措施

如果您剛生了孩子或正在哺

乳，要避免懷孕，您可能還

是有必要採取節育措施。請徵

求醫生或護士意見，瞭解您可

以採取哪種節育措施避免再次

懷孕。

緊急避孕法

發生性行為之後可以用緊急避

孕法避免懷孕，但必須儘快，

即在事後一兩天之內使用。如

果您發生了無保護性行為（在

沒有採取節育措施的情況下發

生性行為）、被迫發生性行為

或認為您的節育措施不起作

用，您也許要用緊急避孕法。

宮內節育器（女用）：宮內節育器的縮寫形式是IUD。IUD
是一種小型塑膠裝置，由醫生或護士放入女性子宮。IUD有
兩種。一種含銅，另一種含可以防止懷孕的荷爾蒙。IUD根
據類型的不同可以在子宮內放置3-10年。

避孕珠（女用）：避孕珠是一串彩色的珠子，如果您有性行
為，可以用避孕珠跟蹤您最有可能懷孕的日期。您每天轉動一
顆珠子，計算您的月經週期。在最有可能懷孕的日期，您和您
的伴侶不得發生性行為，或必須用屏障法避孕。

宮內避孕法：這類方法可放入女性子宮，防止卵子和精子結合。

其他避孕方法：請和您的服務提供者討論哺乳和停止哺乳時如何以及何時能降低您懷孕的可
能性。若使用得當，這些方法能幫您避孕，但配合其他方法使用效果更好。

永久避孕法：這類方法終身有效。這類方法適合確信自己將來絕不會想要小孩 
的人。

輸卵管結紮術和Essure®（女性）：輸卵管結紮術（「將輸卵管紮起來」）和Essure®

是兩種不同的醫療手術，都可以阻斷女性的輸卵管，防止卵子和精子結合。這兩種
手術都必須由醫生完成。

輸精管結紮術（男性）：輸精管結紮術是一種由醫生完成的手術。這種方法可以切
斷或阻斷男性的輸精管，防止男性在性活動過程中因射精而釋放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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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年齡層的男性和女性皆無需看醫生，即可迅速地從多數藥店的商品架或

櫃檯購得緊急避孕藥。

 •女性可以從醫生或家庭計劃診所獲取IUD或緊急避孕藥。如果您想多帶一盒

緊急避孕藥回家以備日後使用，請立即向您的服務提供者詢問。

 •未滿17歲的女性以及需要幫忙獲取費用低廉的處方方法者，可以洽詢經過

特別訓練的藥劑師www.mass.gov/emergencycontraception。

要預防HIV和其他性傳播疾

病，請使用安全套

乳膠或塑膠安全套是唯一能同

時有效預防HIV和其他性傳播疾

病 (STDs)的節育方法。採取其

他節育措施時，如果您還想預

防HIV和其他性傳播疾病，則除

了正在使用的節育方法，您還

要用安全套。

欲獲取詳情

瞭解避孕措施的有效性、避孕

措施可能產生的副作用以及如

何正確採取避孕措施，請詢問

您的醫生、護士、助產士或家

庭計劃顧問（醫療保健服務提

供者）。或聯絡：

要查找您附近的其他諮詢計劃
和服務，請撥打（英語，有翻
譯服務）：

HIV/AIDS/STD/肝炎求助電話：
(HIV/AIDS/STD/Hepatitis Helpline)
1-800-235-2331
聽障人士專線(TTY)： 
617-437-1672

家庭暴力熱線：
(Domestic Violence Hotline)
1-877-785-2020
聽障人士專線(TTY)： 
1-877-521-2601

強暴危機熱線：
(Rape Crisis Hotline)
1-800-841-8371（英語）
1-800-223-5001（西班牙語）
聽障人士專線(TTY)：
617-492-6434

緊急避孕法

緊急避孕法(EC)可以在發生性行為後用來防止懷孕，但必須儘早使用，即在事後一

兩天之內使用。若發生以下情況，您也許能用緊急避孕法：

 • 發生無保護性行為（在沒有採取節育措施的情況下發生性行為）

 • 被迫發生性行為，或被迫發生性行為，或

 • 認為您的節育措施不起作用（例如：安全套破裂、您忘了及時採取節育

措施等）

緊急放置宮內節育器（女性）：

無保護性行為發生之後5天之內，您可以採用放置宮內節育

器的方式防止懷孕。IUD是一種由軟塑膠和銅製成的小型裝

置，由醫生或護士放入女性子宮內。由於IUD避孕時間最長

可達10年（或直到被取出為止），這種安全且極為有效的避

孕方法也是長時間避孕的最經濟方式。

緊急避孕(EC)藥（女性）：

緊急避孕藥有時被稱為「事後避孕藥」或Plan B®，是一種

在發生性行為後用來防止懷孕的單劑避孕藥。緊急避孕藥

的有效期為無保護性行為之內5天（120小時），但是，在

無保護性行為發生後頭12個小時之內服用效果最佳。

立即向您的醫療保健服務提供者或藥劑師詢問有關緊急避孕藥

的資訊，以便在您需要時，以最實惠的價格快速、輕鬆地獲得

最有效的方法。切莫遲疑！在無保護性行為發生後，請儘快服

用緊急避孕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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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BOSTON
ABCD Family Planning  
( ABCD家庭計劃 )
大Boston、Chelsea、Quincy、 
Revere、和Waltham：617-348-6251 
聽障人士專線(TTY)：617-423-9215
www.bostonabcd.org

Cambridge Health Alliance  
Family Planning
( 劍橋健康聯盟家庭計劃 )
Cambridge、Everett、Malden、Revere、
和Somerville：617-591-6746
www.challiance.org

Joseph M. Smith Community  
Health Center  
( Joseph M. Smith社區健康中心 )
Allston和Waltham：617-783-0500
www.jmschc.org

Manet Community Health Center  
( Manet社區健康中心 )
Hull、Quincy 和 Taunton: 857-403-1556  
聽障人士專線(TTY)：857-403-1567
www.manetchc.org

Planned Parenthood League of MA  
( 麻省計劃生育聯盟 )
Boston：617-616-1600或 
1-800-258-4448  
聽障人士專線(TTY)：617-787-3276
www.pplm.org

MASSACHUSETTS中部
Harrington Memorial Hospital 
( 臨床轉介和教育 )
Southbridge: 508-765-9771 
http://www.harringtonswp.org

Montachusett Opportunity Council  
( Montachusett機會委員會 )
( 臨床轉介和教育 )
Fitchburg：978-343-6259  
聽障人士專線(TTY)：978-345-7205 
www.mocinc.org

Planned Parenthood League of MA  
( 麻省計劃生育聯盟 )
Fitchburg、Marlborough、Milford、和
Worcester：617-616-1660或 
1-800-258-4448 
聽障人士專線(TTY)：617-787-3276
www.pplm.org

MASSACHUSETTS東北部
Health Quarters 
( 衛生區 )
Beverly、Haverhill、Lawrence、Lowell、 
Lynn、和Salem：1-800-297-PREVENT 
(1-800-297-7738)
www.healthq.org

MASSACHUSETTS東南部
Citizens for Citizens, Inc.
Fall River和Taunton：508-673-2400
www.cfcinc.org/fp

Health Imperatives
Attleboro、Brockton、Falmouth、 
Hyannis、Nantucket、New Bedford、 
Plymouth、Vineyard Haven、Wareham、 
和Weymouth：508-583-3005
www.healthimperatives.org

MASSACHUSETTS西部
Caring Health Center, Inc.
( 關懷健康中心公司 )
Springfield：413-739-1100  
聽障人士專線(TTY)：413-739-1996
www.caringhealth.org

Planned Parenthood League of MA  
( 麻省計劃生育聯盟 )
Springfield：617-616-1600或 
1-800-258-4448
聽障人士專線(TTY)：617-787-3276
www.pplm.org

Tapestry Health 
( Tapestry健康系統 )
Amherst、Great Barrington、Greenfield、 
Holyoke、North Adams、Northampton、 
Pittsfield，和Springfield： 
413-586-2016或1-800-696-7752
www.tapestryhealth.org

麻省家庭計劃項目提供以下服務：
 • 節育資訊和用品

 • 乳房檢查、子宮頸抹片檢查和其他醫學檢查

 • 懷孕測試和諮詢

 • 性傳播疾病檢測和治療

 • HIV資訊、諮詢和測試

 • 緊急避孕法

我們能幫您找到能和您說同種語言的人。如果您不會英語，需要和會說中文的人說話，請說 “I need to speak 
to someone in Chinese”( 或任何其他語言）。

如果您被迫發生性行為或害怕有人會因為您採取節育措施傷害您，請告訴您的服務提供者或撥打以下電話。

要查找您附近的其他諮詢計劃和服務，
請撥打（英語，有翻譯服務）：

HIV/AIDS/STD/肝炎求助電話：
(HIV/AIDS/STD/Hepatitis Helpline)
1-800-235-2331
聽障人士專線(TTY)：617-437-1672

家庭暴力熱線：
(Domestic Violence Hotline)
1-877-785-2020
聽障人士專線(TTY)：1-877-521-2601

強暴危機熱線：
(Rape Crisis Hotline)
1-800-841-8371（英語）
1-800-223-5001（西班牙語）
聽障人士專線(TTY)：617-492-6434

麻省家庭計劃服務以低廉的費用或免費為所有客戶（包括青少年）提供 
保密的私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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