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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早期

妊娠最開始的三個月稱為頭三個月。

在頭三個月裡，一系列微小的細胞

在受孕後不久即迅速發育成嬰兒，

到6周時就形成不斷生長的胚胎，

到第12週末最終發育成胎兒。

在這個過程中，母親體內會發生巨

大的變化，在這期間最有可能發生

流產。

在頭三個月期間，大約每五例確認

的妊娠就會有一例以流產告終。

如果只有輕微的癥狀，結果未必一

定會發生流產；許多為妊娠擔心的

女士，最終卻生出了健康的嬰兒。

同樣，大多數有過流產經歷的女

士，以後仍能夠順利地懷孕。

要記住，醫務人員無法阻止早期流

產，但可以提供您所需要的治療與

支持。

但願本手冊能夠幫助您和伴侶渡過

這段容易出現意外情況及情緒波動

的時期。

『大約每五例
妊娠就會有一
例以流產告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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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流產
發生在妊娠早
期階段。』

關於流產

所謂“流產”，是指妊娠頭20週內

失去嬰兒。

大多數流產發生在妊娠早期階段，

主要在頭三個月。

嬰兒在成孕20週之後（或者體重超

過400克）死亡，則被歸為死產。

流產有不同的類型。瞭解這些類

型，有助於您知道自己的身體發生

了什麼事情。詳情請見第9頁。



PaGe 6

『流產跟您所
做的任何事情
幾乎沒有關
係』

愧疚和自責是流產後最常見的反應。

許多女士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我

當初是否能夠防止流產呢？

答案是否定的。流產跟您所做的任

何事情幾乎沒有關係。

沒有證據表明，壓力、工作及正常

的日常活動跟流產有關係。

流產其實就是人體以自然的方式淘

汰不能繼續存在的妊娠。

醫務人員並不能阻止早期流產發

生，但是可以評估您是否有出現比

較嚴重的健康問題（比如異位妊娠

綜合癥）的危險。

助產士、產科醫生、內科醫生和其

他醫務人員還可以提供支持，	

幫您渡過這個情緒波動的時期，	

讓您不必為流產期間預期會出現的

事情擔心。

流產可以預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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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認為自己流產了，
應該怎麼辦？

值得注意的流產徵兆可能包
括以下一項或全部癥狀：

>	下腹劇痛

>	陣痛

>	陰道流血	

如果您認為自己流產了，應
該

>		撥打澳大利亞健康專線
（	healthdirect），號碼
是	1800	022	222。這是
24小時開通的政府健康
資訊和咨詢專線。

>	就近找醫生就診。

獲得治療 
新南威爾士州有很多醫療保健機構
可以為妊娠早期遇到困難的女士提
供支持。

如果您懷疑自己流產了，無論白天
黑夜，可以隨時撥打澳大利亞健
康專線（healthdirect），號碼是
1800	022	222。有關人員將會評估
您的癥狀，必要時會將您介紹到最
合適的醫療機構。

在尋求治療的時候，醫務人員會告
訴您可供選擇的治療方案，幫助您
做出最好的決定。

根據您的癥狀，或許可以採取以下
措施：
•  進行綜合評估和檢查；
•  必要時做超聲波或血液檢查；
•   轉診到合適的機構繼續進行治療
護理；

•  繼續提供情感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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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醫院以後 

醫院急診部是為需要緊急醫療處理

的患者服務的。

如果您在妊娠早期出現問題，要記

住這些癥狀偶爾會進一步導致併發

癥，從而影響您的健康。

急診部有處理緊急和重大併發癥	

（比如異位妊娠）的良好設備。

什麼是“分診”？ 

如果需要到醫院急診部就診，在那

兒可以見到分診護士。

分診是一種確定患者就診順序的系

統，對生命威脅最大的病例最先得

到治療。

大多數人來到急診部求醫的患者都

有嚴重的疼痛或不適。

如果護士懷疑可能已發生異位妊

娠，就可能比輕微的下腹陣痛和陰

道流血優先安排診治。

醫生和護士都知道，對妊娠有威脅

的任何病情都會令人極其難過；一

旦開始病情評估，他們就會為您提

供一系列的服務。

同時，您也應該將自己身體狀況的

任何變化及時告訴醫務人員。如果

需要上廁所，請立即通知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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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產的類型

先兆流產 當身體顯示出可能流產的徵兆時，就是先兆流產。

其癥狀可能是少量陰道流血或下腹疼痛，時間長短不

等，有時是幾天，或可長達或幾天或幾週	。

先兆流產期間，子宮頸通常仍是閉合的。

先兆流產可能會加重而最終導致流產，但也可能消退，

在妊娠期間繼續保持健康并生出健康的寶寶。

醫生、助產士和您自己都幾乎沒有什麼辦法能保護妊娠。

過去，建議在出現先兆流產時臥床休息，但是沒有科學

證據表明臥床休息在這個階段有什麼幫助。

難免流產 難免流產可能發生在先兆流產之後，也有可能毫無預兆。

陰道流血通常大量增加，有劇烈的下腹陣痛。

流產期間，子宮頸張開，發育中的胚胎會隨著血流排出。

完全流產 完全流產是指所有受孕的組織全部從子宮中排出。

在流產後，陰道流血會有好幾天繼續流血；由於子宮排

空，所以常常會出現類似分娩或嚴重痛經的陣痛。

如果流產發生在家裡或其它沒有醫務人員在場的地方，

那麼應該去找醫生做檢查，看看是否完全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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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流產 不完全流產是指有些受孕組織仍留在子宮裡。

由於子宮繼續試圖排空宮內組織，因而可能繼續出

現陰道流血和下腹陣痛。

您的醫生和助產士需要評估是否必須做一個小手術

來清除殘留的受孕組織。這個手術叫子宮頸擴張刮

宮術（D&C），是在手術室進行的一項重要手術。

稽留流產 稽留流產是指胎兒已經死亡，但滯留在子宮內尚未

排出。

稽留流產可能會出現褐色排出物，而噁心、疲勞之

類的早孕癥狀會消退。

稽留流產不會出現其它常見的流產癥狀（如陣痛和

陰道流血）。您可能根本沒有留意到嬰兒發生了

什麼事，在第二次或第一次做B超掃瞄時才大吃一

驚，因為胎兒沒有心跳了。您應該看醫生，討論治

療方案。

復發性流產 少數女士患有復發性流產（即連續三次以上發生流

產）。

這種問題很少見，在未來懷孕期間需要由專家進行

監測。

如果這是第三次或三次以上連續流產，最好咨詢醫

生以查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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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導致流產的妊娠類型有：

異位妊娠 異位妊娠就是胚胎在輸卵管內或子宮外的其它部

位著床。

異位妊娠的胎兒通常無法存活。

異位妊娠可能會出現的癥狀包括：下腹劇痛、陰

道流血、頭暈、嘔吐或一側肩部的頂端疼痛。

如果出現這些癥狀，必須去看急診。

枯萎卵妊娠 有胚囊發育，但囊中沒有胚胎，稱為枯萎卵妊娠。

這種情況一般是在掃瞄時發現的。大多數情況

下，胚胎已經受孕，但沒有發育，在極早期就被

子宮重新吸收了。

您應該去看醫生，討論治療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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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您的錯

如果妊娠意外地提早終止，會給您

帶來很多方面的情緒困擾。

失去寶寶之後最常見的反應，是感

到極端悲痛、孤獨、懷疑和憤怒。

許多女士及其伴侶還感到內疚，但

是必須記住，妊娠失敗跟您的行為

幾乎沒有關係。

沒有證據表明壓力、工作和日常活

動跟流產有聯繫。

與此類似的是，沒有充分的思想準

備要寶寶、對妊娠感到擔心或者做

太多家務，這些也都沒有證據表明

是流產的真正原因。

在大多數情況下，早期流產跟基因

異常或胎兒發育過程中的其他問題

有關。不過，在很多情況下，流產

的具體原因永遠無法得知。

無論如何，您需要得到必要的支持

和理解來幫您度過這段痛苦的時

期。醫生或醫院可以幫您介紹在幫

助失去寶寶的父母方面有經驗的咨

詢師或其它支持機構。

『據助產士反映，
流產後問得最多的
問題是：「為什麼
會這樣？」而最常
見的回答是：「這
不是您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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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說出來，
才會感到好受一
點。他卻需要避開
這個話題，才會感
到好受一點。」

相互支持

女士及其伴侶對流產的反應往往大

為不同。

有些女士與嬰兒有直接的情感聯

繫，因為在她們的身體適應早期妊

娠的過程中，有頻繁的身體反應提

醒她們注意到自己的寶寶。而對她

們的伴侶來說，這種直接的身體和

情感聯繫就比較少見。

孕婦的伴侶有許多人雖然對失去孩

子感到很難過，但是更擔憂的是伴

侶的痛苦和悲傷。

有些女士可能會陷入悲傷和哭泣，

需要傾訴自己的痛苦。她們的伴侶

也許發現難以理解自己的伴侶在流

產後發生的變化以及流產給自己的

伴侶帶來的情感影響。

在這段時間，男性伴侶一定要耐心，

要表示理解，盡量多給予支持。

男性伴侶可能還會覺得左右為難，

既要解決自己的感情問題，還要支

持自己的伴侶擺脫失去孩子之後的

茫然和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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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社會工作者和心理學家報告，即

使是對未出生的孩子沒有很深感

情、對失去孩子沒有顯得特別悲傷

的男性伴侶，在流產後也會經歷許

多強烈的感受。

對於失去孩子感到悲傷，這是正常

的。不過，如果您或您的伴侶受到

抑鬱癥的折磨，那就必須從咨詢師

那裡尋求額外的支持。

「我對甚麽都不感興趣
了，甚至不願意起床。
後來去找咨詢師談，
這對於我瞭解自己的
感情，度過這個階段
很有幫助。」

焦慮、極度憂傷和悲痛等感受如果

持續兩週以上，通常稱為抑鬱癥。

流產後患抑鬱癥的體驗是多種多樣

的，但通常包括以下好幾種表現：

•  不停地哭泣

•  難以入睡

•  感到沒有希望、沒有意義

•  不吃或吃得過多

•  不能完成正常的任務

•  不願意與人交往

•   對平常的活動沒有興趣，或覺得沒

有樂趣

•  想自殺或自殘

•  記憶力不好，或難以集中精力

如果您為自己或伴侶感到擔憂，請

找您負責照顧您的人員談談。他們

能夠幫您聯繫有經驗的社會工作者

或咨詢師，幫您度過這段傷心的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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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和伴侶在考慮今後懷孕時，感情

可能是複雜的。

您一定要將自己的感受告訴您的伴

侶。有些人需要時間來克服悲傷，

然後才能在感情上做好「再試一

次」的準備。而另外一些人的問題

可能是，我還可以再試一次嗎？

請記住，已經出現一次流產的女士，

有	95%	仍能在以後生下健康的寶

寶。經過三次或多次流產的女士，

仍有多達75%的人最終能夠正常懷

孕并生下寶寶。

雖然這些統計數據能讓人得到安

慰，但有些女士一想到再次懷孕依

然畏縮以至恐懼。

至於什麼時候適合考慮再次懷孕，

並沒有固定的規則。不過，所有的

女士在懷孕之前最好都去看看全科

醫生。全科醫生可以為您做全面檢

查，幫助您適當調整生活方式和飲

食，以便有利於今後懷孕。

『已經出現一次流產
的女士，有95%仍能
在以後生下健康的寶
寶。』

今後打算



我的聯繫人

產科醫生	

聯繫電話	

助產士

聯繫電話

咨詢師

聯繫電話

社會工作者

聯繫電話

全科醫生

聯繫電話

備註

有用的 
資源
澳大利亞健康專線

(healthdirect)  
1800 022 222  

24小時開通的政府健康資訊和咨
詢專線。

新南威爾士州嬰兒猝死

(SIDS)及兒童救助熱線：   

1800 651 186

該熱線為在妊娠期間、生產過程
或產後經歷嬰兒死亡的個人和家
庭提供支持。這些不幸事件包括
流產、死產、嬰兒猝死（SIDS）
和六歲以內幼兒死亡。
www.sidsandkids.org

母親安全熱線

(MotherSafe)

(02) 9382 6539 或 
1800 647 848

為擔心在懷孕或母乳餵養期間接
觸毒品、藥物治療、發生感染或
職業接觸等問題的女士提供免費
咨詢服務。

新南威爾士州衛生部：    

www.health.nsw.gov.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