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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給媽媽和助產士的話
̃۞͡གྷ!
大部份女孩第一次月經是在 11-16 歲之間，這表示他們已經長大到可以
懷孕了。正常的月經是每隔 28 天左右來一次，每次來大都維持在 3-6 天左右。
但是不同的人有很大的差異。在青少年期，月經來潮不規則而且有時會痛，
這是常見的現象並非表示有毛病。
͡གྷূ൭!
!
2/ ̙֭ᅮࢋдԖ˯ !
ЃिĄְ၁˯Ăщᐖ
гдԖ˯҃ͅົ
ᆧΐূ൭Ą!

3/ ̙ӸՎĂઇֱᅅ ! 4/ ٕ۰ಅֱሤफ़Ăࠤ
ᗫ۞̍үٕྻજĄ
ҌԯҰ۞ཙڽдሤ
ͪ̚Ăᇹਕഴᅅূ
൭Ą!

!
!

服用阿斯匹靈（附錄一 379 頁）或 ibuprofen（380 頁）等止痛劑，或在小
腹上熱敷，能使你覺得舒服些。
所有的女性在月經時都應保持良好的衛生習慣，充分的睡眠及均衡的營
養，而且可以吃任何喜歡的食物和做一般的日常工作。
此時行房無妨，但若其中一人有 AIDS 病毒，感染機率會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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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經問題的徵候：
1. 月經週期不規則：對某些女性來說仍屬正常，但對有些人卻表示可
能有慢性疾病、貧血、營養不良、子宮發炎或長瘤。
2. 如果月經沒有來，可能是懷孕的徵候，月經剛來的少女或 40 歲以上
婦女，月經會較不規則。煩惱或情緒不佳亦可造成月經失調。
3. 月經來得太遲，量太多，且持續太久，有可能是流產（19 章 281 頁）。
4. 若月經持續 6 天以上、大量出血或一個月來一次以上，則必須找醫
生檢查。

ઃགྷ!
婦女在 40-50 歲之間開始沒有月經來潮，稱為停經
期。停經後婦女再也不能懷孕。在完全停經前，不規則
的月經可能會持續好幾個月。
在停經期間與停經後仍可持續性行為。但在未完全
停經的這段期間，仍可能懷孕。所以如果不想再生就應
在最後一次月經後仍持續避孕 12 個月。
剛進入停經期的婦女，可能會以為自己懷孕了。過
了三、四月，當再一次出血，則會以為是流產。四、五
十歲的婦女幾個月無月經後再一次來潮，要向她說明，
可能要停經了。
在停經期間，婦女可能會覺得有些不舒服，焦慮、
沮喪、苦惱，覺得全身發熱潮紅，甚至疼痛等等，這些都是正常現象，停經
期後就會覺得比較舒服。
在停經期若大量出血或是下腹疼痛，或是停經數月或數年後再有出血現
象，應立即就醫，並做一些必需的檢查以確定是否有癌症或其他嚴重的疾病
（19 章 280 頁）。
停經後，骨質會流失，變得脆，易骨折，可以多吃含鈣食物來預防（11
章 116 頁）。
在這個人生的階段，婦女會有較多的時間來陪伴孫兒，參與社區活動，
甚至成為助產士與健康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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ᘃθ!
懷孕的徵候：
1. 月經沒來（通常是第一個徵兆）。
2. 害喜（尤其是早晨時有噁心感），
在第二或第三個月時更為嚴重。
3. 頻尿。
4. 小腹漸大。
5. 乳房漸大有壓痛。
6. 孕斑（臉部、乳房和小腹有暗斑
塊）
7. 第五個月後開始有胎動現象。

ௐ˝࣎͡ॡϒ૱۞ࡩҜ!
更多相關的懷孕與生產資訊，請見「助產士手冊」。

懷孕期間如何保持健康：
1. 吃足夠的食物以維持體重的增加，特別原來就較瘦時，更要吃得好，
因身體需充分蛋白質、維生素和礦物質，特別是鐵質（參看第 11 章）
。
2. 使用含有碘的鹽，可增加小孩活產的機率和減少生長遲緩的機率。但
若有腳腫或其他的毛病時，必須避免吃太多的鹽。
3. 保持乾淨，要保持每天洗澡或擦澡的習慣，並且要天天刷牙。
4. 懷孕最後一個月，最好不要作陰道沖洗且要避免性行為，以防止早期
破水，而發生感染。
5. 儘可能避免服藥。藥物可能對胎兒造成傷害，所以非必要時不要服藥。
服藥時最好由醫生開處方，而且也要告訴醫生，你懷孕了。偶而使用
Acetaminophen 或制酸劑無妨，維生素與鐵劑只要劑量正確亦有益無
壞。治療（對抗）HIV 的用藥可以預防 HIV 危及發育中的嬰兒。
6. 不要抽菸或喝酒，對胎兒及母親都有害。
7. 遠離患麻疹的小孩，尤其是德國麻疹（21 章 312 頁）。
8. 可繼續工作，或運動，但不要過度勞累。
9. 避開有毒物質與化學物質，以免傷害胎兒。注意工作環境中的殺蟲劑，
除草劑、工廠的化學物質。不可用其容器儲存食物，也不可吸入這些
東西的煙霧與粉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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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孕期間的小毛病：
1. 噁心或嘔吐：通常在懷孕第二、三個月時，症狀較為嚴重，尤其在早晨
情況更是厲害。若在睡前及起床前吃些乾的食物，如餅乾或乾麵包，對
症狀的改善會有所幫助，但不要大量的進食，最好是少量多餐，而且儘
量避免油膩的食物。薄荷葉泡的茶也有幫助。很嚴重時，可在睡前和起
床時服用抗組織胺（附錄一 386 頁）。
2. 胃部或胸部燒灼感或疼痛（11 章 128 頁）
：每次進食不可過多，常喝水，
制酸劑亦有幫助（特別是含碳酸鈣者，附錄一 382 頁），含一些硬糖果，
亦可減輕症狀。睡覺時用枕頭或毯子把頭部或胸部稍為墊高。
3. 腳腫：白天休息時把腳提高（13 章 176 頁）
，避免食用大量的鹽或太鹹的
食物，可以喝玉蜀黍鬚泡的湯（1 章 12 頁）
。若腳腫得厲害，連手和臉也
腫，則必須找醫生。懷孕最後一個月的腳腫，是因子宮壓迫血管，若有
貧血、營養不良，症狀會更加惡化，所以要多吃一些營養的食物。
4. 下背疼痛：於懷孕婦女常見。做些運動，或坐、立時保持背部挺直（13
章 174 頁），可改善背部疼痛的症狀。
5. 貧血和營養不良：許多鄉村地區的婦女在懷孕前已有貧血，懷孕時貧血
會更嚴重。要生個健康的寶寶，必須吃的好。若看起來很蒼白虛弱或有
其他貧血和營養不良的徵候（11 章 107、124 頁），就必須吃些含更多蛋
白質與鐵質的食物，如豆類、花生、雞肉、牛乳起司、蛋、肉、魚和深
綠色的蔬菜等。如果得不到足夠營養時，也要同時服用鐵劑（附錄一 393
頁）
，如此若發生產後大失血，就比較不會那麼危險。如果可能，鐵劑可
加入一些葉酸和維生素Ｃ。（維生素Ｃ使身體更容易利用鐵劑）。
6. 靜脈曲張：常見於懷孕時，因胎兒壓到血管，血液
循環不順，導致腳部靜脈曲張。休息時儘可能把腳
抬高（13 章 175 頁）
。若靜脈腫得很大或非常不舒服，
可穿彈性襪或彈性繃帶，但晚上睡覺時應脫掉。
7. 痔瘡：肛門的靜脈曲張所形成，也
是因為子宮內的胎兒壓迫，引起血
流淤滯所產生。痔瘡會痛時，可以
跪著把屁股抬高或溫水坐浴，以改
善症狀（13 章 175 頁）。
8. 便秘：多喝水，多吃水果與高纖維
的食物（如木薯與麥麩）和多運動，有助於便秘的改善。不可因便秘而
服強烈的瀉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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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孕時的危險徵候：
1.

2.

3.

߹ҕĈ懷孕期間有出血現象，即使小量都是危險的徵兆，最可能是流產
（19 章 281 頁）或子宮外孕（13 章 175 頁）
。此時孕婦必須安靜地躺
著，並送醫處理。若在懷孕六個月後出血，可能是前置胎盤，若沒
有專業的協助，孕婦會因大出血而危及生命，甚至死亡。此時不可
作陰道檢查或塞東西止血，應馬上送醫院處理。
!ᚑࢦళҕ（11 章 124 頁）
：孕婦非常虛弱、疲倦、皮膚蒼白或呈透明狀
（見貧血徵候 11 章 124 頁）
，若不給予治療，可能因生產時大量出血
而死亡。若有嚴重貧血，無法用飲食來及時矯正時，可找醫護人員
給予鐵劑（附錄一 393 頁）。儘可能住院生產，如須要大量血液時，
可馬上輸血。
͘ཙᓚొͪཚĈ合併有頭痛、頭昏，有時會視力模糊，這是妊娠毒血症
徵候。體重突然增加，高血壓，大量尿蛋白也都是妊娠毒血症的徵
候。有這些現象，必須找助產士或醫護人員來確認。

!
ڼᒚԀऑ߲ҕাĈ!
2/ щᐖдԖ˯ЃिĄ!
3/ ЫಱӣకϨኳҭӣៃ
ณ͌۞ࢴۏĂࢋপҾڦ
ຍៃ̶۞ᛷפณĄ!
4/ ࡶা̙ېਕޝԣԼච
ٕߏෛᛇሀቘăᓚՀ
ཚĂࠤҌன٩☇ன
෪Ăᑕጐిਖ਼ᗁڼᒚĂ
Яθ̏ѣϠПᐍĄ!

ᘃθ࣎͡ˬޢĈ!
2/ ࡶѣᐝ൭ٕෛᛇሀ
ቘĂ҃ͷᓚొă͘ొ˵
ฟؕѣͪཚĂΞਕߏԀ
ऑ߲ҕাĂᑕᅁღಶᗁ
நĄ!
3/ ࡶΪѣཙొͪཚଐ
ڶĂΞਕ̙͉ᚑࢦĂҭ
ᑕڦຍߏӎѣԀऑ߲
ҕা۞ᇈ࣏ĄᑕЫ
Ҳៃ۞ࢴۏĄ!

֨Ԁऑ߲ҕাĈ!
ࢴϡӣకϨĞ22 ౢ
221 ࢱğҲៃ۞ᒉዳ۞
ࢴۏĄ!

ຑൄঽĞIJW0BJETğᄃϠய!
如果孕婦感染愛滋病毒，她可能在懷孕期間或生產時將病毒傳給小孩。
有些藥物可以預防胎兒感染愛滋病，請與照顧愛滋母親有經驗的保健員討
論，並參考附錄一 397 頁以了解更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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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ய݈ᑭߤ!
很多健康中心和助產士常鼓勵孕婦作定期產前檢查，並且討論她們的健
康情況以及需要，若你已懷孕且有機會作生產前檢查時，你將學到很多知識
來幫助你預防可能的問題，生個健康寶寶。
若你是個助產士，可以邀請準媽媽來作產前檢查或去訪視她們，並且提
供一些準媽媽及初生嬰兒的服務。дᘃθഇ۞݈̱࣎͡ĂՏ࣎͡ү˘Ѩய݈
ᑭߤć˛ăˣ࣎͡ĂՏ͡˟Ѩć࣎͡˘ޢĂՏߐഇઇ˘Ѩய݈ᑭߤĄ以下
是產前檢查應提供的重要事項：
2/!೩ֻᏙྙĈ!
詢問孕婦有關她的問題及需要，記錄過往的懷孕次數和最近懷孕的時
間，每次懷孕或生產時有什麼問題發生。告訴她如何保持她自己和嬰兒的健
康，包括：
吃得好：鼓勵她吃含有足夠熱量的食物，包括含蛋白質、維生素、鐵質
和鈣質的食物（參看第 11 章）。
y 良好的衛生習慣（12 章 242 頁）
。
y 儘可能少服藥物（6 章 54 頁）
。
y 不抽菸（12 章 149 頁）
、不喝任何含酒精的飲料（12 章 148 頁）
，不可用
毒品（附錄二 416、417 頁）。
y 足夠的運動和休息。
y 注射破傷風疫苗以預防新生兒受感染。若未曾注射過，則在第六、七、
八月時注射，若在懷孕前已經注射過，則在第七個月注射就行。
3/!ᒉዳĈ!
(1) 孕婦看來營養是否足夠？是否有貧血？若有貧血則討論如何才能吃得
更好，儘可能服用鐵劑（最好同時含有葉酸及維生素 C 的成份），並
提供處理害喜（19 章 248 頁）和心窩灼熱感的方法（11 章 128 頁）。
(2) 體重是否以正常速度增加？可能的話，每次產前檢查時都量體重。一
個正常的懷孕，在前 9 個月體重可增加 8～10 公斤。體重停止增加，
是不好的徵候。最後一個月體重突然增加很多，也是一種危險的徵候。
若沒有磅秤，可以孕婦的外表來估計她的體重，或做一個簡單的秤子，
如下圖：
y

!

᎑ᐝٕ̏ۢ!
ࢦณ۞ڌ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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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ঽĈ詢問孕婦有否懷孕常見的小毛病，向她解釋並不太嚴重，給
她一點妳所知道的建議（19 章 248 頁）。

5/ ПᐍপҾПᐍ۞ᇈ࣏Ĉ!
可參考前頁（19 章 249 頁）。每次產檢時需量脈搏，可提供你病人
平日的資料，以防日後突發情況時（如妊娠毒血症和大量出血）
，可作為
衡量的標準。若有血壓計，應在每次產檢時都量血壓（附錄四 410 頁）、
量體重，並注意下列的危險徵候：
－體重突然增加
－手、臉部水腫
－血壓明顯的增加
妊娠毒血症的徵候（19 章 249 頁）
－嚴重的貧血（11 章 124 頁）
－不正常的出血（19 章 249 頁）
－頭痛、視力模糊
有些助產士有尿液試紙可測尿蛋白和尿糖，若大量尿蛋白出現可能有
妊娠毒血症，若有大量尿糖出現，可能有糖尿病（11 章 127 頁）。
任何危險徵候一出現，儘早找醫生幫助。特別危險徵候見 19 章 256 頁。
若有，在醫院生產較安全。
6/ д̄झ̰۞Ϡ̈́ܜҜཉĈ!
每次母親來產檢時需檢查子宮的高度，或可以教導母親自己測測看。
!
!
!
!
!

: ࣎͡!
9 ࣎͡!
8 ࣎͡!
7 ࣎͡!
6 ࣎͡!
5 ࣎͡!
4 ࣎͡!

每個月量子宮大小，看它在肚臍上或下幾指
幅。ࡶ̄झ࠻ֽ͉ٕ͉̂ܜԣ，可能是雙胞胎，
或子宮內羊水過多。羊水過多比較不易觸摸到胎
兒。羊水過多可能和胎兒不正常有關，生產時發生
大量出血的機率也較高。
試著去感覺小孩在子宮內的胎位。若胎位是橫
位則孕婦必須在開始ੱ൭݈去找醫生，因可能要剖
腹生產。如何檢查胎位，請看 19 章 257 頁。!

ϒ૱ॡ̄झՏ͡ᆧ̂
ࡗ 3 ಼࣎Ą!
!
5 ˫ 203 ࣎͡ॡ̄झ˯ቡ
̂ࡗπևᖜ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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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ࡩ͕ࢰᄃࡩજĈ五個月後必須聽胎心音和胎動情
況。你可試著用耳朵貼在小腹上，但這樣不容易聽到，
用胎兒聽診器比較容易聽到（或是自製一個，燒過的
黏土，或硬木頭都是很好的材料）。
࣎͡˘ޢॡĂࡶࡩ͕ࢰдևᖜ˭
ځពܑϯࡩᐝߏШ˭۞Ăͷ̂ໄ
ߏᐝҜϠயĄ

ࡩ෧ጡ!

ࡶࡩ͕ࢰдևᖜͽ˯ځពĂܑϯΞ
ਕᐝ̪д˯ࢬĂ҃ͷޝΞਕᓗҜϠயĄ

胎兒心跳速率約為成人２倍，用有秒針的手錶可測其每分鐘胎心率，若
在 120-160 之間屬正常，若少於 120 次可能有異樣（可能是算錯，或是聽到
母親的心跳，應同時測量母親的脈博，胎心不易聽到，應多練習）
。
8/!౯Ϡய!
接近預產期時，產前檢查應更頻繁。若是經產婦應詢問有關以前生產時
陣痛持續多久和發生的問題，建議她每次吃飽躺下休息一小時，並告訴她如
何使生產較容易和較不痛（見下頁）
。你可教她在子宮收縮時，作深而慢的呼
吸，並向她解釋在子宮沒收縮時放輕鬆、休息的重要性，以節省體力、減輕
疼痛，以及加速產程。
ࡶѣᙱய۞ΞਕĂಶυืᖼ෧זઉ͕ٕ̚ᗁੰĄͷᑕቁؠயᐌॡΞ
ͽזᗁᒚ۞םӄĄ!
!
孕婦如何推算預產期：
最後一次月經的日期月數減 3、日期加 7。
例如最後一次月經是 5 月 10 日，則其預產期是 5 月減 3；10 日加 7，
則預產期可能是 2 月 17 日。
9/!үᐂĈ比較每個月產檢的記錄，看孕婦的進展是否順利，做成一個簡單
的記錄表（如下頁，亦可按需求自行設計，大張的表可能比較好）
，讓孕婦保
管，每次產檢時再帶回來作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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ய݈ᑭߤࡔᐂܑ!
姓名

年齡

最後一次月經
懷孕月次
1 個月
2 個月
3 個月
4 個月
5 個月
6 個月
7 個月
第一週
7 個月
第三週
8 個月
第一週
8 個月
第三週
9 個月
第一週
9 個月
第二週
9 個月
第三週
9 個月
第四週

產檢
日期

第幾胎
預產期

經常會發生的
情況

一般健康和
其他問題

前幾胎小孩分別的年齡

上一胎的日期

其他胎有關生產的問題
貧血
情況

危險
徵象

腫脹情形
脈
（部位、大小） 搏

體
溫

體重（估計或
實際測量）

血
壓

尿蛋白

疲累、噁心
妊娠娠嘔吐
← 子宮的高度
（以肚臍為中心）
← 胎兒的心跳、

尿
糖

胎兒在子
宮位置

子宮的大小「肚臍上（＋）
幾指或肚臍下幾指（－）
－
－
－
0
＋
＋

第一次胎動

＋
足部腫脹

＋

便秘

＋

心灼熱

＋

靜脈曲張

＋

呼吸短促

＋

頻尿

＋
＋

← 頭胎下降至下
腹部，足月準備生
產了！

＋
生產

※這些在擁有測量或檢查上述項目工具的助產士亦可使用。

破傷風
第一劑
第二劑或追加

第三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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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Ϡய݈ᑕ౯۞!ݡۏ
下列物件是孕婦在七個月時，所應準備的：
˘ֱஐҗڇοĄ!

౯າ۞݆˥ͯĞગᕝᖜॡĂ̖ฟ
ދĄğ!

˘γࡊϡ۲չĞٕ˘ਠ۲չğĄ!

ࡶ՟ѣາ۞݆˥ͯĂԯஐ՟ѣϠᛙ
۞ગ˥ঐ߲ޢĂГϡֽગᕝᖜĄ!

ஐ۞̄הĂϡֽ͘͘הϥĄ!

ෂ۞৲οĂϡֽᖬᄏևᖜĄ!

!
੧ჟĂϡֽᑡ̏߾࿅۞͘Ą!

!
୧ባٕஐ۞ο୧Ăϡֽཆᖜ
Ą

!
ஐĞঐ߲࿅ğ۞ജ܅Ą!

!
ο୧ባᜇрٸˢ৽̰Ăϡথቐ
থٕϡሥ͜ሥ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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ӄய̀ᑕ౯۞ጡ!
͘ඌĄ!
!

ࡩ෧ጡĂϡֽࡩ͕
ࢰĄ!
!

ӛĂϡֽӛࡩ̚˾ᆄ̚۞⇿
୵Ą!

นᐝગ˥ĂдᑈԆБϠ
ֽ݈ĂϡֽગᕝᖜĞޝღ
ާଐڶॡğĄ!
!

ঐ߲࿅۞۩੫੫ᐝĄ!
!

͚ͤҕ࿑Ăϡֽӵᖜٕயෘ๋ͤ
ҕϡ۞Ą!
!

fshpopwjof ٕ fshpnfusjof ੫
Ğ̄झќᒺĂܢᐂ˘ 4:2 ࢱğĄ

!

࠴ͪ̂࣎Ă˘࣎ϡֽ߾͘ĂΩ˘
࣎ϡֽତࡩሹᑭߤࡩሹĄ!

ෂ۞ᓀ੫བቢĂ
ϡֽᓀய˾۞ෘ
๋Ą!
!
2Ʀൻᅕᅙீᘽٕͪ
αᒖᑔ৵ăࡓᑔ৵ீ
ᘽჼĂϡֽᕇ̈ீޅ
༗Ă֨ຏߖĞ27
ౢ 332 ࢱğĄ!

Ξڳঐ߲۞ϩٕ
ቱ͘इĞ: ౢ 85 ࢱğ
Ăٺ
ᑭߤঽˠăତϠăᓀЪෘ
๋Ăᄃநࡩሹॡֹϡ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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౯Ϡய!
生產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如果一位孕婦身體健康，而且產前一切都很順
利的話，即使沒有他人的幫助也可順利產下嬰兒。在一個正常的生產裡，ӄ
ய̀ઇ͌ĂܑϯயດึӀĄ若是難產，母子可能會有生命危險。ࡶѣ
൴ϠᙱயٕϠПᐍ۞ΞਕĂಶᅮࢋѣགྷរ۞ӄயٕ̀ᗁϠдಞĄ!

注意：接生者如有發燒、咳嗽、喉嚨痛或皮膚感染時，不宜接生，應另由他
人接生。
˭Е۞পҾПᐍᇈܑ࣏ϯᅮࢋ˘Ҝѣགྷរ۞ӄயٕ̀ᗁϠдಞତϠĂ҃
ͷрдᗁੰϠயĈ!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預產期前三週以上就開始有規則的陣痛。
產前已有出血現象。
有妊娠毒血症（19 章 249 頁）。
有急性或慢性疾病。
有嚴重貧血或有血液不能正常凝固的現象。
孕婦年紀小於 15 歲或大於 40 歲，或其第一胎年紀在 35 歲以上者。
已經生產過 5-6 次。
身材短小或臀部很窄小者（19 章 267 頁）。
以前生產遇到嚴重問題或曾有大量出血。
有糖尿病或心臟病。
有疝氣。
看起來像懷雙胞胎（19 章 269 頁）。
胎位看起來不良（良好的胎位：頭朝下）。
破水數小時內尚未陣痛（同時併有發燒時更危險）
。
足月後二個星期尚未出生。

टٽ൴Ϡયᗟ۞Ϡய̂ౌ൴Ϡд
ௐ˘ࡩкய۞!ࡩ˘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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ᑭߤࡩҜ!
如下圖所示做檢查以確定是胎頭向下的正常胎位：
2/ ༊θײঈॡĂϡ˘͘۞̂
٭ăࢴ̈́̚Ăᑅд̈́ऺ
˯ĂΩ˘͘ຏᛇ̄झវ۞˯ბĄ!
!
!
!
!
ࡶ̄झវ˯
!
!
ၤֽຏ
!
ᛇͧྵർ
!
҃Ăࠎࡩ
!
ᐝొĂ
!
ࡩҜϒ
!
૱Ą
!
!
!
ࡶߏࡩᓗొᅅ
!
ᅅజଯШΩ˘
!
ऺ˯͞

ბၤֽͧ
ྵ̂҃ᆵĂ
ࠎࡩ۞ԋ
۵Ą!

ࡶࣣр࠹˯
ͅĂΞਕߏᓗ
ҜĄ!
ٸ͘дऺࡩᐝ
य़ĂࡶࡩᐝإϏ
ؠĂࡩᐝΞൾொ
જĂࡶ̏ࡩؠᐝ

ĂࡩБ֗ౌ

ڱொજĄ!

ົொજĄ!

!

!

ܐய఼૱дϠய

ࡶߏࡩᐝᅅᅅజ

݈˘࣎ߐഇĂࡩᐝಶ

ଯШΩ˘Ăࡩ

̏˭ࢫ˞ؠĂҭགྷ

ᐝᐚొົᝈѡĂҭ

யΞਕдϠயॡ

̙ొࡦજĄ

ࡩᐝ̖ົ˭ࢫؠĄ

若胎兒的頭位向下表示產程可能會很順利。
若胎頭在上面即臀位，表示產程可能會發生困難，
最好到醫院生產或在醫院附近生產以防不測。
若橫位生產時，母子都可能發生危險，最好在醫院生產（19 章 267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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ᓜ࠴۞ᇈ࣏Ĉ!
1. 在生產前幾天，఼૱ࡩົொ̄זझ˭ొ，而使孕婦比較容易呼吸，
ҭЯࡩᑅז჻ົᛇᐛԌĄܐயдய݈αߐഇΞਕ̏ѣ˯ᇈ
࣏。
2. 在生產前 2-3 天會有⇿୵ଵ，有時會ҕක，ࠎϒ૱ன෪。
3. 在生產前幾天，子宮可能會有不規則收縮，間隔由數分鐘到幾個小時
不等。當收縮變強而有規律且緊密就是產程的開始。
4. 有些孕婦在真正臨盆的前幾個星期先有子宮收縮的情形，這屬於正常
現象。在少數的情況下，會有假性陣痛的發生。假性陣痛為子宮收縮
強烈而且間隔時間很短，但一陣子又停止，數小時或數天後才真正分
娩。如是假性陣痛，有時候散步、溫水浴或休息就能使陣痛停下來；
但如果是真正陣痛，則會使其進入分娩。即使是假性陣痛，也有預備
子宮進入分娩的功用。

ੱ൭ߏЯ̄झќᒺ҃யϠĂдੱ൭۞ม̚Ă̄झӔ
ᗫђ۞ېၗĄ!

̄झќᒺॡĂ̄झᛇღͷ˯ـခֽĂтဦĈ!

̄झќᒺֹࡩ႙႙˭ـொજĂ̄झᐚၙၙгᕖૺĄ!
5. 通常陣痛開始後，包著小孩的羊水囊會破裂流出羊水。若破水發生在
陣痛發生以前，通常代表生產已經要開始了。破水後孕婦必須保持乾
淨，到處走動有助陣痛，加快分娩。為防止感染不可有性行為，不可
坐浴，亦不可作陰道沖洗或放任何東西到陰道內。若 12 小時內仍未開
始陣痛，就要找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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யĞ̶ओ۞Վូğ!
有三個產程：
ௐ˘யĈ從開始有規則（強烈地）陣痛到子宮頸開全，且胎兒開始移
入產道。
ௐ˟யĈ從胎兒進入產道到胎兒出生。
ௐˬயĈ從胎兒生出到胎盤排出。
ௐ˘யĈ!
初產婦通常維持 10-20 小時以上，經產婦大都維持 7-10 小時左右，但個
別差異很大。
在第一產程開始時，產婦不要急著要小孩出生。第一產程進展緩慢是正
常現象，不要因沒什麼進展而煩惱，應向她保證大部份的產婦都是如此。
在子宮頸尚未全開之前，產婦不能用力，一直到嬰兒進入產道，感覺須
用力時才用力。產婦應該保持腸道和膀胱排空狀況，腸子內充滿大便和膀光
漲尿，會阻礙小孩出生。

჻·႕Ԍ୵!

̂!ܮ

在陣痛時，產婦應時常小便。若產婦已好幾小時沒有排便，應給予灌腸
使產程進展容易。在產程中孕婦應常喝水或其他飲料，因身體缺乏水分，會
使產程緩慢甚至停止。若產程過長則應吃些食物。若有嘔吐現象，應在子宮
收縮間隔（沒有收縮時）啜吸一些飲料或果汁。
在產程進行中，產婦應多改變姿勢，甚至偶而起來走一走，不要一直躺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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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ௐ˘யॡĂӄய̀ᑕڦຍ˭ЕְีĈ!
1. 用肥皂和溫水清洗小腹、生殖器、臀部和大腿。床舖應放在清潔而
且採光好的地方。
2. 用乾淨的床單、毛巾與報紙舖床，且一弄髒便隨即更換。
3. 用新的剃刀片切斷臍帶，或把剪刀放入鍋中煮沸 15 分鐘以上，直到
用時才取出。此產程不要按摩或推產婦的小腹，也不要叫產婦用
力，若產婦感到很痛或害怕時，可讓她在子宮收縮時作慢而有規律
的深呼吸，陣痛之間則維持正常的呼吸，這樣可以幫助產婦控制陣
痛並維持心情平靜。向產婦保證強烈的疼痛是正常的，有助於嬰兒
出生。
!
ௐ˟யĈ!
小孩在此產程生出。有時水袋這時才破。比第一產程來得快，通常不
超過 2 小時，而且較輕鬆。當子宮收縮時產婦亦盡全力用力，停止收縮時
產婦可能顯得很疲倦且呈半睡眠狀態，都是正常現象。當產婦要用力時，
應先深吸一口氣，然後用腹部肌肉來用力，就如解大便一樣。若破水後而
小孩遲遲下不來，可採蹲姿、稍徵往後坐，跪下或躺平的姿勢，如下圖：
ᙔ˭

!!

ൾޢـӱ˭

!!!

ྱ˭!

!!!!!!!!!!!!π!

當產婦用力使產道擴張而胎頭也開始慢慢出來時，助產士應已準備好所
有器械來迎接小孩的誕生。此時產婦應試著不要用力，使胎頭能慢慢地出來，
可避免產道口裂傷（19 章 269 頁）。正常的生產過程中，助產士的手指絕不
需要伸進母親的身體內，否則常會造成產後的嚴重感染。胎頭生出後，助產
士可以扶著胎頭，但決不可以拉。若可能，在產程中須戴手套，以保護母親、
嬰兒與助產士自己。在傳染病猖獗的今日這顯得特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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ϒ૱ଐ˭ڶĂᐝొАϠ۞ଐڶĂтဦĈ!

ϡ˧!

ᐝϠֽޢĂᓚ఼૱ഈ˭ࢬĄт
ࡩڍᆜᆄ̚ѣ̂ܮĂϲӈந
Ğ2: ౢ 373 ࢱğĄ

̙υϡ˧үൺ҃ԣ۞ײӛĂѩΞ
֨ͤயෘ๋Ğ2: ౢ 37: ࢱğĄ

̈֗ޅវᖼШ˘Ă۷჻̖ਕึ
ӀϠֽĄ

тڍᐝొϠֽĂ۷჻Ιҝ˞ֽ̙Ăт˭ဦٙϯĈ

!
ϡ͘೪ҝࡩᐝĄ͕̈۞Ш˭
ޢԯᐝൾ೩˯ĂΩ˘۷ಶΞϠ
!
͔Ă݈ࢬ۞۷჻ಶΞֽĄ
Ą
!
所有的力量必須來自母親，助產士ՙ̙ΞٛࡩᐝăᝈѡٕԮᖼࡩ۞ᐚ
ొĂͽҺౄј๋च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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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ௐˬயĈ
通常約在小孩出生後 5 分鐘至一個鐘頭左右，胎盤可自行排出，同時用
這段時間，照顧初生的嬰兒。如果大出血（19 章 265 頁）或胎盤未在一小時
內排出，就要找醫生。

ᜪࣣϠ۞ᑈ!
ᑈϠޢᑕϲӈĈ!
1. 胎頭朝下，使嘴和喉嚨中的粘液流出，直
到小孩開始呼吸。
2. 把小孩放得比母親低，直到臍帶綁起來，
這樣小孩可能得到較多的血液，將來體質
也會比較壯。
3. 擦乾小孩，若小孩不能立刻呼吸，用毛巾
或衣物在小孩背部磨擦。
4. 若做完以上的處理，小孩還不能呼吸，用
乾淨的布纏在手指清出口鼻中的粘液。
5. 若出生後一分鐘，還是不能自行呼吸，馬
上作口對口人工呼吸（10 章 80 頁）。
6. 用清潔的衣物，把小孩包起來以免受涼，尤其是早產兒更須注意。
тң̷ᕝᖜĈ!
小孩出生後，若臍帶仍有跳動且看起來較粗且呈藍色，可等一下，不必
急於剪斷臍帶。

過一會兒若臍帶變細且白，跳動也停止時，可用兩條剛燙過或加熱過乾
淨的絲帶或乾布條，打二個結，從中間切斷、如下：

注意：用乾淨、沒有用過的剃刀片來斷臍帶。在打開包裝前，先要把手洗乾
淨，或戴乾淨的手套。若沒有新的剃刀片，可用剛煮沸過的剪刀。
通常臍帶切斷處要儘量接近嬰兒身體，只須留下二公分長，以防破
傷風感染（14 章 18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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ᜪગᕝ۞ᖜĈ!
避免臍帶感染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乾淨、乾燥。

如果臍帶斷面變髒或是有一
些乾掉的血漬在上面，可用醫用酒
精或高濃度飲用酒精或龍膽紫藥水
輕輕拭淨，不要擦其他東西，像是
泥土及糞，這兩種是特別危險的。
這些可能造成嬰兒破傷風感染而死
亡 （14 章 182-184 頁）。

如果嬰兒有包尿片，要折起尿
片，使它保持在臍斷面下，如圖所
示：

如果臍帶或周圍有泛紅、膿狀分泌物，或有臭味，見 19 章 272 頁。
嬰兒臍帶通常會在出生後 5-7 天掉落，此時可能會夾帶少許血絲或有點黏液，
這是正常現象，但如果有大量出血或有流膿，要儘快就醫。

ሒາϠĈ!
1. 用溫暖而柔軟潮濕的布塊，輕輕擦掉嬰兒身上的血或羊水。
2. 肚臍脫落前（大約須要 5-8 天）
，最好不要替小孩洗澡。脫落後，可用
溫水和中性肥皂天天幫嬰兒洗澡。

ϲגᔼາϠϓ֯Ĉ!
剪斷肚臍後，立刻把小孩放在母親的乳房旁，讓他吸奶，這樣可使胎盤
早點排出，而且可避免或控制大量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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ࡩሹ۞ଵ!
胎盤通常在小孩生出後 5 分至１小時內排出，但有時會拖上好幾個小
時。
ᑭߤࡩሹ!
胎盤排出後，拿起來檢查看是否完整。
若有缺損則須找醫生幫忙。若有任何胎盤組
織殘留在子宮內，會發生持續的出血或感染。
圖解：ϡ͘इٕቱఠநࡩሹĂԆ߾ࢋޢ
͘Ą!
༊ࡩሹؼᏵଵॡĈ!
若產婦不是失血很多，可以等待，千萬不要硬拉臍帶。因可能產生大出
血。有時產婦蹲下用一點力，胎盤就出來。若大出血，可從小腹觸摸子宮，
如果子宮是軟軟的，可做下列動作：
!
2/ᇝ̄झۡזតർࠎͤĄᇹΞ ! 3/ࡶࡩሹᔘߏ̙ਕଵĂ̪ᚶᜈ߹ҕĂ
ֹܳ̄झќᒺĂѣӄࡩٺሹଵĄ
ϡ˘͘ଂ̄झొ͕̈˭ـᑅĂΩ
˘͘Ԭ̄झొغтဦٙϯĈ!
!
!
!

若上述方法仍不能使胎盤順利排出，持續大出血中，先設法控制出血，
並應趕快找醫生來幫忙。
̂ҕĈ!
胎盤排出時，通常會有一股血液湧出，一般只持續幾分鐘，量不會超過
1/4 公升（約一杯左右）。產後幾天仍會有少量出血，但通常不算嚴重。

注意事項：有時子宮內可大量積血，卻沒有流出來。要隨時檢查子宮高度，
若感覺子宮越來越大，可能是子宮內積血。常常測量脈搏注意休
克徵候（10 章 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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餵小孩母乳有助止血。若小孩不吮吸母乳，由另一個人（也可請先生）
輕柔拉起乳頭並按摩。刺激乳頭會增加荷爾蒙分泌（pituitrin），促進子宮收
縮止血。
不管是大出血，或長期而緩慢的出血，當產婦血液大量流失時應作下列
處理：
1. 儘快就醫。若流血不能很快停止，應考慮輸血。
2. 使用 Ergonovine 或 Oxytocin，如胎盤仍在子宮內，使用 Oxytocin 而不
要用 Ergonovine。可以依照說明書使用。
3. 產婦可喝大量的液體（水、茶、果汁、湯汁或帶電解質飲料，13 章 152
頁）。若有休克徵候、頭暈、快而淺的脈搏，應採頭低腳高的姿勢。
4. 若失血很多，甚至可能導致母親死亡，可做如下處理：
ᇝཛొĂֹ̄झតർĄ!

!

̄झតർͷઃͤ߹
ҕޢĂՏ̶̣ᛗᑭߤ
˘ѨĂ̄झ˫តహॡ
ᚶᜈᇝĄ!

̄झតർͷઃͤ߹ҕĂઃͤᇝĂॡ૱тѩᑭߤĂтڍតహГᚶᜈᇝĄ!
5. 若按摩子宮仍不能使流血停止，可做下列處
置：
用一隻手貼在另一隻手上，放在產婦肚臍下
方，將全身重量集中在雙手往下壓，直到血
流停止一段時間後才放手。
6. 若流血仍不能控制，則需如下圖所示，雙手
由子宮的上方往後壓，把子宮“鏟＂起來，
讓子宮向前頂住恥骨，儘可能用力，如果力
道不夠，其至用全身的重量向下壓，持續數
分鐘，直到血流停止或醫生來到。
維他命 K 對於生產、自然產與人工流產的出血之止血沒有幫助，不要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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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झќᒺ۞ϒቁ͞ڱĈ!
子宮收縮劑包括：ergonovine, ergometrine，或 oxytocin 等藥物，這些藥可
促使子宮及其血管的收縮，所以很重要，但卻也是很危險的藥物，用法錯誤
時可能造成母親或胎兒死亡，使用得法時有時可以救命。下列所述乃正確的
用法：
2/!ଠטயޢҕĈ這是子宮收縮劑最重要的用途。若胎盤排出後有大
出血，每 4-6 小時可打一安瓿 0.2mg ergonovine（或口服 0.2mg
ergonvoine 二顆），或是 ergometrine maleate（Ergotrate，附錄一 391
頁）直到控制住流血。流血停止後，仍繼續每四小時打一安瓿或每
4 小時給 1 顆，連續 24 小時。若無 ergonovine 或胎盤出來前已大出
血時，要改打 oxytocin（附錄一 391 頁）。
注意：所有產婦或助產士都必須準備足量的 ergonovine 與 oxytocin，以備產
後大出血時用，這類藥物只用於病情嚴重時。
3/!֨ய̂ޢҕĈ若婦女曾有過產後大出血，如果有必要，可在胎
盤排出後，馬上注射一安瓿 ergonovine （或口服 0.2mg ergonovine 二
顆），然後每隔 4 小時打一針，連續 24 小時。!
4/!ଠ߹טயॡ۞ҕ（19 章 281 頁）Ĉ此時使用子宮收縮劑具危險性，
有經驗的醫護人員才可使用。但如果產婦快速的失血，又不易立即
得到醫生協助，可以如上述使用子宮收縮劑。用 oxytocin（pitocin）
效果可能較佳。
注意：用子宮收縮劑來催生，增加母親的“體力＂，對母親或小孩都很危險。
除非是很有經驗的助產士，否則不要使用子宮收縮劑來加速胎兒的出
生。不可在胎兒出生前用子宮收縮劑，只可用在產後的止血。

ֹϡ Pyzupdjo
ĞQjupdjoğ๊Ϡ

ົౄјϓᏐăᑈٕ
۰ТॡѪ˸

沒有一種藥物能安全的增加母體的“體力＂或加速分娩的過程。
若要使母親有足夠體力生產，可讓她在懷孕期間吃營養的食物（11 章 107
頁）把身體保養好，或者鼓勵她計劃生產的間隔。不要在身體尚未恢復前就
再懷孕（見家庭計劃篇，20 章 2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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ᙱய!
產程中如發生嚴重的問題，應儘快送醫以免造成嚴重的後遺症。下列是
一些較常見的問題：
2/ யซणઃٕͤቤၙ˭ֽĈ!
破水很久或強烈的陣痛已維持一段時間，但產程卻無進展。可
能的原因如下：
（1） யڷಉٕऻᛵॡĂ̄झќᒺΞਕົតၙٕઃͤĄ此時應幫
助產婦放鬆，給她信心，向她解釋產程進展的情況，雖然產
程緩慢，但並無大問題。鼓勵她常更換位置，並鼓勵她多喝、
多吃和多小便。刺激乳頭可以使產程加快。
（2） யቤၙĂΞਕߏࡩҜ̙ϒ۞
ᙯܼĄ在子宮沒有收縮時，檢
查胎兒是否為橫位。有時候助
產士可徒手慢慢由腹壁矯正
胎位，在陣痛的間隔，一點一
點的移動胎兒直到胎頭下來
為止。但不要用力過猛以免子
宮或胎盤破裂，或擠壓臍帶。
若胎位無法矯正，應送醫院處
理。
（3） ̈ޅᓚొഈ˯Ą此時腹部摸起來是
塊狀的手、腳，而不是平滑的背
部。這並沒有什麼大問題，只是產
程進展會較慢，並會引起較厲害背
痛，應鼓勵其常改變姿勢，能幫助
胎兒轉身。也可嘗試用手、膝俯臥
的姿勢。
（4） ࡩᐝͧ࠴ට̂Ă˵Ξౄјயቤ
ၙĄ通常發生在骨盤狹窄婦女或女
孩發育尚未完全（如果以前曾正常生產過，則此機會不大）
如果覺得小孩不下來，應送醫，可能需要剖腹生產。ሹ͉
৫ٕ͉ѐᅅ۞༣̈யĂቅௐ˘ࡩࢋдᗁੰٕᗁੰܕܢ
ϠயĄ
（5） யယФٕ˘߱ॡมϏಅͪĂΞਕጱ௲ͪĂֹ҃யቤၙ
ࠤҌઃͤ˭ֽĄ應鼓勵產婦在每次宮縮後多補充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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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ᓗҜϠயĞᓗొАϠֽğ
Ĉ助產士可由
檢查產婦的腹部（19 章 257 頁）和聽胎心
音（19 章 252 頁）的位置來確定。臀位生
產時以跪姿可能比較容易，如圖：
若小孩腿已先出來，而手臂還沒有出
來，助產士應立即刷手，用酒精擦拭後（或戴無菌手套）
Ğ2ğ͘ˢԯ̈ޅ۷჻ـ
ࡦ۞͞ШଯĄ
!

Ğ3ğٕ۰ϡ͘ԯ̈˯۞ޅ
ᓖഈ˭ᑅ˭ΝĄ

!
!
!
!
!
!
)4*༊ࡩᐝΙҝॡĂΨயࢬొഈ˯˭Ăԯ͘ҩˢ̈̚˾ޅϡ˧ٛ
Ш̈ޅొĂТॡΨˠдய̈ཛࡩᐝШ˭ଯĂ֭ͷΨயϡ
˧Ăҭ̙Ξԯ̈֗ޅវ˭ٛĄ!
3. ۷ҜϠயĈ小孩臂先出來，此時必須趕快送醫院用剖腹的方式來生
產。
4. ᖜᖒᐚĈ有時臍帶緊繞著頸
部，小孩完全下不來，試著將
臍帶圈從頸部解開。若還是不
行，只好先剪斷臍帶，注意要
用煮沸過鈍頭的剪刀去剪。
5. ̈˾ޅᆄ̚ѣࡩܮĈ破水時
若有胎便（深綠或全黑色）小
孩可能有危險。若小孩不慎把
胎便吸到肺部，可能會造成小
孩死亡，所以胎頭一出來，叫
母親先不要用力，作短、快的
呼吸，並趕快把小孩鼻、口中
的胎便用吸球吸出。即使小孩
一出生就馬上呼吸，也要持續清除胎便，直到乾淨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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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ᗕࡪࡩĈ不論對母親或胎兒，ᗕࡪࡩ۞̶ओ࿅
ౌߏྵӧᙱПᐍĄࠎщБ֍Ăᗕࡪࡩр
дᗁੰϠயĄ!
因為雙胞胎通常會早產。所以在ௐ˛࣎͡
ޢĂϓᏐᑕҝдᗁੰܕܢĂͽܮᐌॡޞயĄ!
!
Ξਕᘃᗕࡪࡩ۞ᇈ෪Ĉ!
1. 小腹大得較快且子宮較大，尤其最後一個月時
（19 章 251 頁）。
2. 若體重比一般增加得快，或是懷孕時常見的害喜、背痛、靜脈曲張、
痔瘡、水腫和呼吸困難，比一般孕婦厲害時，應檢查是否為雙胞胎。
3. 若你覺得子宮內有三個以上的大東西（包括：頭與臂部）
，則雙胞胎
的機會較大。
4. 有時可能聽到兩個不同胎心音（不同於孕婦的心跳），但比較難做
到。
在最後一個月時，雙胞胎的孕婦應多休息並且避免粗重的工作以防
早產。通常雙胞胎都較小而且需特別照顧，但並無信仰上所謂較有特異能
力。

ய۞ෘ๋!
胎兒生出時，會撐開產道口，有時會發生裂傷，尤其是第一胎。若能小
心照顧通常裂傷是可避免的。
2/ࡩᐝனޢĂኛய
̙ࢋϡ˧Ăрឰய
˾ѣ֖ૉ۞ॡมᇣ
ฟĄΞүൺԣײӛĂ
ͽᔖҺϡ˧Ą

3/༊ய˾ᇣฟॡĂӄ
ய̀Ξϡ˘᜕ֽܲ͘
ய˾Ă҃ϡΩ˘͘
ֽ֨ͤࡩᐝ͉ԣϠ
ֽĄ

4/༊ய˾ᇣฟॡĂϡ
ሤါᑅҝய˾˭
͞ĂΞਕѣٙᑒӄĄ
ϺΞϡڵᇝᇣฟ۞
ϩቲĄ

若有裂傷，在胎盤排出後，應由有經驗的人小心地縫合（10 章 86 頁、附錄
一 38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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ᜪາϠ!
!ᖜĈ為了避免臍帶發生感染，必須保持臍帶的清潔和乾燥。臍帶愈乾
燥就愈早脫落，且愈早癒合，因此儘量不要使用束腹，若一定要用應避免太
緊。
!ீ༗Ĉ為了防止新生兒結膜炎，小孩一生出，
馬上用１％、四環黴素、或 0.1～1％紅黴素藥膏來
塗眼睛，尤其是父母親曾患過淋病或披衣菌感染時。
ܲҭ̙ਕ͉Ĉ新生兒應保暖，但也要注
意不可太熱－適度為小孩保暖，讓小孩緊靠母親身
體保暖，對早產兒或體重過輕的嬰兒特別重要（見
對體重過輕、早產兒的特殊照顧）。

дҽ͇ঈ!!!!!!!!!!!!!!!дሤ͇Ğٕ̈ޅ൴፵ğ!

!
̈ޅΒр!!!!!!!!!!!!!!!!!ឰᄥᜨ!
!
!
ሒĈ依循 12 章清潔的原則，加上以下的照護：
1. 換尿布或床單被子：弄濕或弄髒時就必須更換，若嬰兒皮膚變紅，
要更加勤換，甚至不要穿尿布。
2. 臍帶脫落後，每天用中性肥皂和溫水清洗。
3. 若有蒼蠅或蚊子，應使用蚊帳或薄布來覆蓋新生兒的搖籃。
4. 患有開放性的瘡、感冒、喉痛、肺結核或其他傳染病的人，不要碰
觸或接近嬰兒，以及生產中的婦女。
5. 把小孩放在沒有煙和灰塵乾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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ᔼࢴĞϺ֍ 22 ౢ 231 ࢱğ
Ĉ!
母乳是嬰兒最好的食物，餵母乳的嬰兒比較健康強壯，也較不易夭折。
因為：
1. 母乳含嬰兒所需要的均衡營養，比任何新鮮、罐裝或粉狀的乳類都好。
2. 母乳是乾淨的。餵食其他食物，尤其是用奶瓶時，難保它們是乾淨，
而不會引起嬰兒拉肚子或感染其他疾病。
3. 母乳的溫度永遠是適中的。
4. 母乳內含有抗體可抵抗某些疾病，如腹瀉、麻疹及小兒麻痺。
小孩一出生就要馬上餵母乳。最初幾天，母乳常常不足，這是正常的。
但不要因母乳不足就餵牛奶，應繼續餵，至少二小時一次。讓小孩吮吸母乳，
可幫助產生更多的乳汁。小孩如果看來健康，體重持續增加，且固定尿濕尿
片，就表示母乳量是足夠的。頭 6 個月最好只餵母乳，過了這段母親仍可繼
續餵母乳，但必須添加其他營養的副食品（11 章 122 頁）。患有愛滋病的母
親在孩子 6 個月大時，就要停止餵母乳，並開始餵食其他食物。

ϓᏐтңਕயϠྵк۞֯ϗĈ!
1. 喝足夠的液體。
2. 吃得好，特別是食物要含有豐富的鈣質（例如奶製品）和建構身體
的食物（蛋白質）
（11 章 110 頁）。
3. 足夠的睡眠並避免過度勞累或煩惱。
4. 常餵小孩母乳至少二小時一次。

ಅͱηྵٽϠঽă͊Զ!!

ᔼϓη۞ྵ̄ޅ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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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ڦຍາϠڇᘽĈ很多藥物對新生兒都具有危險性，除非絕對必須，
否則不要隨便給新生兒吃藥，且只使用一般建議的用藥。給新生兒服藥
時，必須確定正確的劑量，不可過量。chloramphenicol 對新生兒特別危
險，尤其是對早產兒和體重不足的嬰兒（少於 2000 公克）。
有時候給新生兒用藥是很重要的，例如 cotrimoxazole 能維護母親是
HIV 愛滋病患者的嬰兒健康（附錄一 358 頁）。

າϠ়۞ঽ!
注意新生兒可能有的問題和疾病是非常重要的。有疾病應馬上就醫。
大人可能要幾週才會致死的疾病，
新生兒可能幾小時之內就會致死。

ᑈАّ͇۞યᗟĞ32 ౢ 427 ࢱğ
Ĉ!
這些毛病的產生可能源於胎兒在子宮內的發育異常，也可能是生產時受
傷害所致。所以小孩出生後應馬上檢查，若有下列的徵候，表示有嚴重的毛
病：
1. 出生時不能馬上呼吸。
2. 感覺不到或聽不到脈博跳動，或脈博少於 100 次／分。
3. 小孩開始呼吸後，臉部和身體還是呈現白色、藍色、黃色。
4. 小孩四肢軟趴趴，不能自己活動甚至捏他時也沒有反應。
5. 出生 15 分鐘後呼吸仍有困難，或有咕嚕聲。
這些毛病有時是生產時腦部受傷所引起，通常並非感染造成（除非
破水超過 24 小時以上）。一般藥物多半沒有用處，注意嬰兒保暖（19 章
270 頁）
，必須請教醫生。嬰兒吐或解血，或有淤青現象就要給維生素 K。
2 天內沒有排尿或排便時，也要請教醫生（附錄一 394 頁）。

ᑈϠ۞ޢયᗟĞдᐝೀ͇ٕೀߐഇ̰ğ!
1. ևᖜѣᓘٕ൴ਙĈ這是一種危險徵候。注意有否破傷風（14 章 182 頁）
或其他細菌感染的早期徵候（19 章 275 頁）
。用酒精清潔肚臍，並將之曝
露在空氣中。ࡶևᖜय़۞ϩቲ˵Ӕனࡓሤ，則給予安比西林（附錄一
353 頁）、或青黴素合併鏈黴素治療（附錄一 3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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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វ࿅ҲĞҲ ٺ46ƨğٕវ࿅Ğ ٺ4:ƨğ
：都是感染的徵候。體
溫高於 39 度對新生兒有害，應將衣物脫掉並且用冷水（非冰水）擦拭身
體（10 章 76 頁），並看看有否脫水（13 章 151 頁）跡象，有的話則給新
生兒母乳及含電解質的飲料（13 章 152 頁）。
3. ٩ඏ（13 章 178 頁）：若有發燒則給予上述治療，檢查是否有脫水現象。
若小孩一出生即發生抽筋，可能是生產時腦部受傷的緣故，若出生數天後
才發生，則要檢查是否為破傷風（14 章 182 頁）或腦膜炎（14 章 185 頁）。
4. ᑈវࢦ̙ᆧΐ：在最初幾天內，小孩體重減輕一點是正常現象，但一週
後應每週增加 200 公克，二週恢復到剛出生時的體重。若體重沒有增加反
而減輕，則表示可能有毛病。小孩出生時是否健康？餵食是否良好？也要
檢查看有否感染或其它毛病。若不能找出原因來及時矯正，應找醫生幫忙。

5. ယФ：小孩打嗝，有時將少許乳汁吐出來，這
是正常現象。每次餵食後應把小孩抱起來放在
肩膀，用手輕拍它的背部讓空氣排出如圖所
示。若小孩餵完奶躺下時吐奶，試著讓他吃完
奶後坐一會兒。吐得很厲害，量多且頻繁，以
致體重減輕或有脫水現象時，表示小孩生病
ᔼηޢĂࢋឰχ▞Ą
了。若同時有腹瀉，可能是腸胃道感染引起（13 章 157 頁）
。血液的細菌
感染、腦膜炎（14 章 185 頁）和其他感染也可能引起嘔吐。假如嘔吐物
是黃色或是綠色，可能是腸胃阻塞（10 章 94 頁），尤其小孩有嚴重的腹
漲或沒有解便時，應馬上送醫治療。
!
6. ᑈӛ֯ӛ̙р：若小孩超過四小時以上，不吃東西，這是危險的徵候。
尤其小孩看起來非常嗜睡或看來像生病的樣子，或活動力與哭聲異常，這
都是危險的徵候，很多疾病可引起這種現象，但在出生後二週內，最常見
且危險的莫過於血液的細菌感染、敗血症和破傷風（14 章 182 頁）。

新生兒在第二天到第五天若不吃乳，可能是敗血症，
若發生於第五天到第十五天，則可能是破傷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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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ޅЫ̙рٕ࠻ֽညϠঽ۞ᇹ̄!
ѩॡυื͕̈҃ͷၔغгᑭߤ˭ЕְีĈ!
1. ڦຍᑈߏӎײӛӧᙱĈ若有鼻塞，則如前所述將鼻涕吸出來（13
章 164 頁）
。若呼吸快大於 50 次／分，身體呈藍色，呼吸有呼嚕聲，
而且呼吸時有肋間凹陷的現象時，可能是肺炎的徵候。很小的孩子
有肺炎通常不會咳嗽，有時連一些常見的病徵也沒有，若懷疑有肺
炎時應當做菌血症治療。
2.

࠻̈ޅቲҒĈ若唇和臉部是藍色的，必須考慮是否肺炎、心臟病，
或其他先天性的毛病。若出生的第一天內或第五天後，小孩的臉部
和眼白部份開始變黃（黃膽）
，這是一種危險的徵候，必須找醫生幫
忙。若皮膚在第 2-5 天內變黃，通常不算嚴重，此時除了給充分的母
奶，並要將其衣物脫光，放在有陽光射入的窗口下旁。但要避免光
線直接照到小孩。

3.

ၤၤཝ۞᧮ܝĈ
（見第 9 頁）

᧮ܝΌౝΞਕߏ௲ͪĄ
!!᧮ܝཚΞਕߏཝቯۆĄ!
!
!
!
!
!
!
!
!
!
ڦຍĈ若小孩同時有脫水和腦膜炎，則囟門看起來像正常一樣。此時要ᑭߤ
௲ͪĞ24 ౢ 262 ࢱğཝቯۆĞ25 ౢ 292 ࢱğ۞ᇈ࣏Ą!
5/ ៍၅ᑈ۞જүܑ̈́ొࢬଐĈ!
若身體僵直或有奇怪的動作，可能是破傷
風、腦膜炎、腦部在出生時受傷或發燒引起的傷
害。若小孩被碰到或移動時，臉部與身體肌肉會
突然變緊，可能是破傷風，此時也應看其下巴能
否打開及膝部反射如何（14 章 1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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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嬰兒突然或劇烈動作時，眼睛會轉回或振動，這比較不像是破傷風
引起。這種抽搐可能是腦膜炎引起，但是脫水和發高燒是較常見的原因。此
時可試著把嬰兒的頭彎向他的兩膝間，若身體僵直彎不下去，或是因痛而大
哭，就有可能是腦膜炎引起的（14 章 185 頁）。
5. 檢查是否有敗血症的徵候。
ୀҕাĞҕ୵ෂຏߖğ
Ĉ!
新生兒對感染抵抗力較差，當細菌經皮膚或肚臍進入體內，會很快由
血液擴散到全身。約需 1-2 天的時間，故新生兒的敗血症常見於出生兩天
後。

徵候：
新生兒感染的徵候和較大的小孩發生感染的徵候不一樣。下列任何
一種徵候都可能是嚴重的敗血症引起的：
y
y
y
y
y

不吃奶
昏睡
很蒼白（貧血）
抽搐
發燒或體溫過低（低於 35℃）

y
y
y
y

腹漲
皮膚發黃（黃膽）
嘔吐或腹瀉
身體變藍（發紺）

以上每一個徵候也可能是其他疾病所致，但ࡶѣрೀ࣎ᇈ࣏Тॡன
ྵΞਕߏୀҕা。新生兒發生嚴重感染時，體溫不一定會升高，體溫可能上
升、下降或正常。

若懷疑敗血症，治療如下：
1. 注射安比西林 125mg，一天三次。或注射盤尼西林 150mg（250,000 units）
一天三次（附錄一 353 頁）。
2. 若可能合併用鏈黴素 20mg/kg 一天二次（附錄一 354 頁）。或 kanamycin
25mg 一天二次（附錄一 359 頁），應注意不要過量。
3. 確定小孩有否喝足夠液體，必要時用湯匙餵乳汁或含電解質的飲料（13
章 152 頁）。
4. 尋求醫療協助。
新生兒發生感染，有時很不容易認定，因通常沒有發燒。
可能的話看醫生最好，若找不到醫生，則用安比西林治
療。安比西林對新生兒是最安全最有用的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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யޢϓវ۞ઉ!
ࢴሒĈ!
如在第 11 章所陳述，分娩後ϓᏐಶΞᐌ͕ٙ୬۞Ыҋ̎ຐЫ۞ڌҘ，不
須忌諱任何食品，尤其是牛奶、乳酪、雞肉、蛋、肉、魚、青菜、水果、五
穀、豆類、落花生等。若只有玉蜀黍和豆類可吃，則必須每餐兩者都吃。良
好的飲食能幫母親製造足夠的乳汁。母親生產後幾天就應該要洗澡，第一週
內最好用濕毛巾擦拭全身，而不要泡澡。產後洗澡並沒有壞處，事實上若產
婦幾天不洗澡，反而可能得到傳染病，影響皮膚或造成小孩生病。
產後幾天或幾週內，母親應多吃有營養的食物並且常洗澡。
Ыᒉዳ۞ࢴ! ۏ

Տ͟߾፦!

!

யᏍሤĞϠய۞ޢຏߖğ!
有時產後會合併發燒與感染，通常都是助產士沒有把所用的器具保持乾
淨，或因她/他把手伸入產婦子宮內而引起感染。

徵候：
發冷或發熱、頭痛或下背部痛、有時腹痛，並且陰道有臭味或血樣的分
泌物。

治療：
使用三種藥：開始時先注射安比西林 2 公克，之後注射 1 公克，一天 4
次，並及注射 gentamicin 80 毫克一天 3 次，同時口服 metronidazole 500 毫克一
天 3 次，持續的使用這些藥直到退燒兩天後。
產褥熱是非常危險的疾病，產婦在隔日若沒有感覺到好點，應儘快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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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ᄃ֯ٗ۞᜕ந!
乳房的護理對母親和嬰兒的健康都很重要。通常一出生就馬上讓嬰兒吸
母乳，吸的量就算很少或甚至舔一下，都可刺激乳汁流出，且幫助子宮收縮
以排出胎盤。֯۞ܐϗĞ֯ܐğ࠻ֽӔเҒͷᕆძĂӣѣᑈٙᅮ۞˘
̷ᒉዳͷਕԩෂĂ֭ӣᖳಱకϨኳĄ֯ܐ၆ᑈߏࢦр۞，因此：

小孩出生的頭一天內就開始餵母乳
正常情況下，乳房能製造滿足嬰兒所需足夠的乳汁。若小孩把乳汁都吸
完，乳房就會製造更多的乳汁，若沒有吸完，製造是會很快的減少。所以當
小孩生病或不吸奶時，幾天後乳房就會停止製造乳汁，當小孩再一次開始吸
奶時，乳汁就不夠了，因此：
所以當小孩生病或不吸奶時，
母親必須用雙手擠出乳汁，使乳汁能繼續製造。

!
!
ҋ̎ᑟ֯ϗт˭Ĉ!

2/ᗕ͘೪֯ٗ۞͞ޢтဦ
3/ᗕ͘ϡ˧ᑟШ֯ᐝ
4/ᑟᑅ֯ᐝֹ֯͞ޢϗଵ

當小孩不吸奶時，擠出乳汁的另一個原因是避免漲奶。漲奶會使乳房覺
得痛，也較容易發生膿瘍，太漲的時候，小孩也不容易吸出來。
若小孩太虛弱以致不能吸奶，用手把乳汁擠出，再用湯匙或滴管來餵食。
乳房要按時清洗保持清潔，但不須每次餵奶後都清潔。可用乾淨的濕毛
巾清洗乳頭，但不要用肥皂清洗，這樣反而會造成乳頭皮膚龜裂、疼痛與感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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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ᐝᐸෘᄃূ൭!
小孩吸奶時，若是只咬住乳頭，
而非將整個乳頭連部分乳房含入口中
吸吮，就可能造成乳頭的龜裂與疼痛。

治療：
若乳頭己受傷，只要嬰兒想吸，還是讓他繼續吸奶，多餵幾次，讓嬰兒
儘量把乳房含住，更換不同的姿勢餵奶亦有幫助。先吸比較不酸痛的那個乳
頭。餵完奶，多擠出一些奶來抹在疼痛的乳頭上，直到全乾才穿上衣服，有
助於乳頭的復原。若有血液與膿液流出，就要用手擠出來，直到痊癒。
֯ٗূ൭Ĉ!
可能原因是過度漲奶，只要常餵母奶、休息、多喝水，一、二天內就可
改善，通常不需抗生素治療。
֯ཛྷۆᄃ֯ٗᓘႹĈ!
可能是因乳頭裂開，造成細菌感染引起的。

徵候：
乳房紅、腫、熱、痛、畏寒或發燒、且腋下淋巴結常
會腫痛，有時嚴重的膿腫會破裂而排出膿液來。

治療：
1. 防止乳頭乾裂，常餵食母乳，先餵發炎的那邊，或把乳汁擠掉，不要讓乳
房太漲，降低疼痛。
2. 休息、多喝水。
3. 每次餵乳前熱敷 15 分鐘。在兩次餵食間，用冰敷來減輕疼痛。
4. 餵奶時輕輕的按摩乳房。
5. 服用 Acetaminophen 止痛（附錄一 380 頁）。
6. 可服用抗生素，Dicloxacillin 是最好的用藥（附錄一 351 頁）
，500mg，一天
四次，用滿 7 天。盤尼西林（附錄一 351 頁）、安比西林（附錄一 353 頁）
或紅黴素（附錄一 355 頁）（乳腺炎或乳房膿腫）亦可。
預防：不要讓乳頭龜裂，也不要漲奶過久。

1.在餵奶的乳房，若有痛而熱的腫塊，可能是感染引起。
2.不痛的乳房腫塊可能是癌症或囊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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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ᒛĈ!
許多婦女的乳房多少都有一些小腫塊，在月經期間這些腫塊的大小、形
狀可能會改變，並且變得柔軟。有時候，乳房腫塊一直沒有消失時有可能就
是乳癌的徵候。成功的治癒在於早期發現和早期治療，通常須手術治療。

徵候：
1. 婦女在乳房自我檢查時可以發現到腫塊。
2. 通常乳房有不正常的凹陷，或皮膚粗糙有
小小凹陷像橘子皮一樣。
3. 腋下常發現大而不痛的淋巴結。
4. 腫塊生長緩慢。
5. 最初不痛也不熱，但後來可能會痛。
!
֯ٗҋԧᑭߤĈ!
每個婦女應學會乳房自我檢查，以期早
期診斷。一個月檢查一次，最好在月經開始
後的第 10 天，如圖示：
1. 利用鏡子仔細觀察兩側乳房的大小和形
狀，有何新的差異。注意上述的徵候。
2. 用枕頭或摺好的毛毯放在背部下方，用
手指腹面，從乳頭逐步向外一圈一圈的
按壓，直到腋下，是否有腫塊存在。
3. 擠乳頭看有否血絲或液體排出。
4. 若發現腫塊是平而有彈性，壓它時會
在皮膚下移動，則不需擔心。然而如
果是硬、形狀不規則而且不痛，或在
壓它時不動，應趕快請教醫生。雖然
大部份的腫塊並不是癌症，但早期發
現仍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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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ཛొཚ!
常見的腫塊是懷孕的子宮，但不正常的腫塊可能是
1. 卵巢囊腫或水瘤。
2. 在子宮外意外的受孕（子宮外孕）。
3. 癌症。
最初通常不痛，或是只有稍微的不舒服而已，
但到後來卻很痛。上述三種都需要治療，通常要手
術。若發現不正常、漸漸長大的腫塊，應趕快請教
醫生。

̄झᒛ!
子宮癌、子宮頸癌或卵巢癌是四十歲以上的婦女常見的疾病。最早的徵
候可能是貧血或不明原因出血，後來小腹可發現不舒服和疼痛的腫塊。子宮
頸抹片 pap smear （papanicolaou）可用於診斷早期子宮頸癌，所有有性經驗
的婦女都應作此檢查，20 歲以上一年一次。一旦懷疑有癌症，須馬上看醫生，
民俗療法是沒有用的。
一旦懷疑有癌症，須馬上看醫生

̄झγθ!
!
!
̄झ!
Ğϒ૱ᘃθдѩğ!
!
!
ᏮӉგ!
!
!
Ӊ૰ĞӉ̄ᄦౄğ!
ౚ!
ౚࣼ

ѣॡࡣࡩԛј̄ٺझγࢬĂ
тдᏮӉგĄ!
ᇈ࣏Ĉ!
2/Ξਕѣ̙ϒ૱۞ҕĂͷ
ѣᘃθ۞ᇈ࣏Ąѣॡ˭ཛ൭
ͷд̄झγѣ˘ർ൭۞ཚ
Ą!
!
3/఼૱̄झγθĂ̈ߏޅ
ڱх߿۞Ăᅮࢋ͘ఙڼᒚĂ
ࡶᘃႷ̄झγθᑕᅁԣਖ਼ᗁ
ՐڼĂЯᐌॡౌΞਕ൴ϠП
ᐍّ۞ҕ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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ҋ߹யĞTqpoubofpvt!Bcpsujpoğ!
指尚未出生的小孩流失，通常發生於懷孕前
三個月內，大都是因受精卵形成時有缺陷所致，
是大自然處理不完整胚胎的方式。大多婦女在一
生中有一次或一次以上的流產。多數人開始時以

ௐ 41 ͇
ࡣࡩ̙࿅ 23 ̶̳

為是月經未來或延後（其實是懷孕了）
，然後突然
大量出血夾帶血塊（流產）
。所以婦女應學會知道
何時發生了流產，因為可能有生命危險。
ௐ 71 ͇

!
̃д˘ѨٕкѨ͡གྷֽ̙ޢ൴Ϡ̂ҕĂ
Ξਕಶߏ߹யĄ流產如同生產一般，大量失血或
厲害絞痛，要到胚胎和胎盤完全排出後才會停止。
!!!!!

治療：
應休息、吃點止痛藥如 ibuprofen（附錄一 380 頁）或 codeine（附錄一 384
頁）。若有大出血，或流血持續幾天則：
1.

找醫生幫忙，可能需要用簡單的子宮擴張刮除術，把子宮清理乾淨。

2.

在床上休息直到大出血停止。

3.

若流血很嚴重，按照〝控制產後出血〞
（第 20 章 266 頁）的方法去做，
並找醫生幫忙。

4.

若有發燒或其他感染徵候，治療如產褥熱一樣（第 20 章 276 頁）。

5.

流產後，可能會連續數天少量出血，就像平常的月經一樣。

6.

流產後應停止性生活或陰道灌洗至少兩週，或直到停止流血為止。

7.

如果原來裝置避孕器，可能會發生嚴重感染，要去看醫生，把避孕
器拿掉，並使用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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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ᐍཏ۞̃ޅ̈Ĉ!
給助產士、保健員的話：
對那些單身未婚、無家可歸、營養不良、年紀很輕、心智遲緩，或已經
有過營養不良、或生病小孩的婦女，比較容易發生難產和產後問題，她們所
生的嬰兒也較容易體重過輕或生病。助產士及保健員若能特別關心她們，提
供食物、照顧以及所需的陪伴，對母親和嬰兒的健康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ࢋඈֱ֤ѣӧᙱ۞ˠֽԱҰĂᑕજΝᑒӄсࣇ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