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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白是變胖 還是懷孕
肚子緩慢的隆起，法威爾並

沒有覺得不對勁，但是在家中數

次用懷孕試紙測試的結果，卻呈

陰性反應，於是，法威爾又認為

是自己長胖了。

後來，2年之中，法威爾的

肚子不斷變大，親友、鄰居見了

面，總不免關心何時生產？法威

爾不知該如何解釋。為了避免尷

尬，她只好將計就計，順著人們

的說法，假裝自己正在待產中。

然而，肚子仍然不斷的長大，

人們也總是反覆詢問她：「孩子

甚麼時候出生？」這種情形持續

了一段時間以後，沒想到，有一

天，法威爾在辦公室上班的時

候，突然暈倒了。

一直到此時，她才鼓起勇氣

去看了家庭醫生。驗孕的結果

還是陰性，但儘管如此，醫師仍

然認為法威爾一定是懷孕了。同

時，醫生也推薦法威爾去做超聲

波掃描，以便進一步做確認。

確診「卵巢囊腫」

2017年 1月，放射科醫生用

探頭對準法威爾的肚子，開始做

檢查，然而，檢查之下，醫生神

情卻充滿了驚恐。很快的，法威

爾就被送去做進一步的緊急 CT

掃描，結果真的不是懷孕，而是

懷了一個巨大的「卵巢囊腫」。

經過一系列的檢查，醫生決

定用外科手術來切除囊腫。等

待手術的期間，由於囊腫不斷的

膨脹，使得法威爾的生活諸般不

便，一些平時很簡單的事情，對

她來說都變得分外困難，例如：

開車、上樓等，甚至出現呼吸困

難，步履維艱的狀況。

3月，一個重達 26公斤，相

當於 7個新生嬰兒重量的囊腫，

終於被醫生成功切除了。慶幸的

是，手術雖然給法威爾留下了巨

大的傷疤和妊娠紋，但不會影響

到她將來的生育能力。

認識卵巢囊腫

卵巢是女性位於骨盆腔內子

宮後側的生殖器官，左右各有一

個，為一對扁橢圓形的性腺。卵

巢的作用為：產生雌性素、黃體

素等荷爾蒙；生產、儲存並排出

卵子，提供女性生殖功能；維持

子宮和陰道的發育。

卵巢囊腫在行經年齡的女性

中很普遍，好發於 20∼ 50歲的

女性。有排卵週期的女性，每個

月卵子成長過程中會有少量液體

聚集，形成「濾泡」，濾泡可達

到最大，直徑約 2∼ 3公分的狀

態，當以超音波發現卵巢內出現

太多（異常）液體時，就可稱為

卵巢囊腫（ovarian cyst）。

囊腫有不同的類型，排卵之

前由濾泡形成的，稱為「濾泡性

囊腫」；排卵以後由黃體形成的，

稱之為「黃體性囊腫」；其他常

見的還有巧克力囊腫、畸胎瘤、

西方講優生學，希望下一

代更好，中醫也有許多優生

思想。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黏液性囊腫、漿液性囊腫等。

大部分的卵巢囊腫都是良性

的，且絕大多數良性卵巢囊腫，

通常都會在 3個月內自行消失。

但極少數沒有在 3個月內消失，

且持續變大，或停經後婦女持續

存在的囊腫，就要懷疑有惡性的

可能。

卵巢囊腫的症狀和處理

罹患卵巢囊腫可能完全沒有

症狀，或是出現頻尿、便秘、不

正常出血、月經不規則、腹部疼

痛或有壓迫感、性交疼痛等；也

會感覺腹圍變粗，衣服穿不下或

自己觸摸到腹部有腫塊，出現以

上症狀都需要提高警覺，找專科

醫師求診，做進一步的檢查，以

便確認下一步的處理方式。

醫師評估以後，一般而言，

電針搭配行為療法  
可緩解過動症

中醫科醫師林舜穀表示，國

外已有研究證實，使用電針搭配

行為療法，可緩解注意力不足過

動症。

電針穴位包含：頭部的本神、

神庭、印堂、太陽、百會與四神

聰；身體的肝俞、脾俞、腎俞，

以及足部的太衝與太溪，可刺激

腦部血流量與細胞活性，進而提

高情緒的穩定性。同時再搭配行

為療法，引導患者認知自己的行

為可能造成他人不適，可如何轉

換注意力，或嘗試其他調整方

式等。

林舜穀指出，國外研究讓患

者接受 12週相關療程發現，改

善注意力不集中、活動量過多

的情況，追蹤半年復發率僅約 2

成，較對照組近 5成明顯降低。

中醫師公會全聯會媒宣主委

陳潮宗補充，臨床觀察發現，針

灸前述穴位一樣會有改善注意力

不足過動症的效果，只是電針成

效更強。此外，中醫古籍早有相

關病症論述，像是過去針對念經

老是坐不住的小和尚，會使用天

王補心丹，它能夠紓解情緒，也

可用於治療過動兒。

特定中藥材  
能改善肢體抽搐

在妥瑞氏症方面，林舜穀說

明，國外研究也證實，使用平肝

熄風的天麻、鉤藤；重鎮安神的

龍骨、牡蠣；調和氣血止痙攣的

芍藥、甘草，以及益氣生津的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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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麥冬、五味子組成的科學中

藥，可改善肢體抽搐與異常聲音

的症狀。

林舜穀強調，國內中醫也將

相關方法用於治療妥瑞氏症上，

確實發現有成效，成為另一種治

療選擇。

治療妥瑞兒、過動症 中醫有良方

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雖

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皆

欲陰陽完實，然後交而孕，孕而

育，育而為子堅壯強壽。今未笄

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陰

氣早洩，未完而傷，未實而動，

是以交而不孕，孕而不育，育而

子脆不壽。」健康的父母才能孕

育出健康的下一代，父母氣血有

損，或不容易受孕，胎兒體質也

不會好。

西漢儒家學者劉向編纂的《列

女傳》，對於孕婦的飲食行為有

一定的要求：「古者婦人妊子，寢

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

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

目不視於邪色，耳不聽於淫聲。

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

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

矣。故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

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人生而

肖萬物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

音肖之。文王母可謂知肖化矣。」

胎教是很重要的，母親所聽、所

視、所行，都會對子女有重大的

影響。

唐代大醫家孫思邈在其《千

金方》中有〈養胎論〉：「舊說凡

受胎三月，逐物變化，稟質未

定。故姙娠三月，欲得觀犀象猛

獸珠玉寶物，欲得見賢人君子盛

德大師，觀禮樂鐘鼓俎豆軍旅陳

設，焚燒名香，口誦詩書古今箴

誡，居處簡靜，割不正不食，席

不正不坐，彈琴瑟，調心神，和

情性，節嗜慾，庶事清淨，生子

皆良，長壽，忠孝仁義，聰慧無

疾，斯蓋文王胎教者也。」受孕三

月後，受精卵已逐漸發育成形，

胎兒對外界已有感知能力，孕婦

心正行正、心神調和，對胎兒非

常好。

明代萬全的《婦人秘科》亦提

到養胎之法：「受胎之後，喜怒

哀樂莫敢不慎。蓋過喜則傷心而

氣散，怒則傷肝而氣上，思則傷

脾而氣鬱，憂則傷肺而氣結，恐

則傷腎而氣下，母氣既傷，子氣

應之，未有不傷者也。其母傷則

胎易墮，其子傷則臟氣不和，病

斯多矣。盲聾、音啞、癡呆、癲

癇，皆稟受不正之故也。」母親

性情要平和，若為七情所傷，不

但容易流產，也易傷到胎兒，盲

聾、音啞、痴呆、癲癇，都與養

胎不慎有關。

那麼父母要怎樣保持身體健

康，以孕育出健康下一代呢？

《素問 ·陰陽應象大論》中提到：
「能知七損八益，則二者可調，

不知用此，則早衰之節也。」這

七損八益是指，女子以七七為天

癸之終，男子以八八為天癸之

極，要知自己身體的限度，不可

過度強求。

「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

起居衰矣；年五十，體重，耳目

不聰明矣；年六十，陰痿，氣大

衰，九竅不利，下虛上實，涕泣

俱出矣。故曰：知之則強，不知

則老⋯⋯」年紀太大生育，不但對

父母親壓力大，兒女出生後也會

不夠強壯，因此要審度一下自己

的情況，做出明智的決定，不要

過度強求。

中醫優生思想

（轉載自自由時報）

醫 師 講 堂 

中醫
療法

南齊褚澄所撰的《褚氏遺書》

中提到：「合男女必當其年，男雖

療養
保健「懷孕三年」竟然是
 罹患這種病 女性當心！

多管齊下補鈣

1.多吃含鈣高的食物，
例如：牛奶、燕麥、芸豆、

油菜、榛子、蝦皮、海帶、

芝麻醬、豆製品、雪裡紅、

小白菜等。 2.每天在陽光下
活動 20分鐘以上，促進維生

素 D的合成。 3.透過慢跑、
騎自行車等有氧運動，促進

骨骼對鈣的利用。

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
小妙招

日常生活中，常常會遇

到一些小問題、小狀況，

如果知道如何處理，您

就會覺得得心應手，輕

鬆許多。以下介紹一些

生活養生小妙招，提供

您參考。

文︱小萍

文︱林惠琴

治療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妥

瑞氏症，中醫也有方法！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聯會

曾召開記者會，說明中醫可利用

電針搭配行為療法、使用特定中

藥材的科學中藥等方式，治療注

意力不足過動症、妥瑞氏症。

臨床觀察發現，患者使用後，

病症獲得緩解，成為另一種治療

選擇。

文︱姜孟其

法威爾是一名的28歲的英
國女子。從2014年開始，
她的肚子開始逐漸變大，起

先，她覺得自己可能是「長

胖」了。後來，她懷疑自己

是否懷孕了？

如果沒有出現不適症狀，囊腫也

不超過 8公分，可能會再追蹤

觀察。但是，如果觀察後發現囊

腫持續長大，或合併有強烈的疼

痛，或判斷有惡性的可能，就要

進行開刀來找出病因，並徹底解

決。不過，卵巢囊腫並不算很大

的問題，即使單側卵巢手術或切

除，患者仍然可以保有生育能

力，因此，不用太過擔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