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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尿、子宮爆裂樣樣來！課本不教的10大懷孕真相，跪求男人沒知識也要有常識
2019-06-05
「不就只是帶個球在床上爽爽躺10個月，孕婦哪裡辛苦了？」這是許多男人對孕婦進行的攻擊。課本從來不告訴我們孕婦到底多辛苦，頂多從鄉土劇看到孕吐，看
了也不覺得有多嚴重…… 但其實，女生在生孩子過程經歷的痛苦，絕不只孕吐與分娩而已，在體內器官被胎兒擠壓變形的情況下，根本是漏尿、便秘樣樣來，甚至
可能高血壓死亡。 日前網友暗月之鏡撰文整理一些懷孕造成的生理變化，而本文蒐集多位孕婦真實心得、將種種血淚歸納為以下10點，這些懷孕生產帶來的致命風
險，或許是台灣男人最缺乏的常識。 孕吐：吃什麼都餵馬桶，照三餐吐到身心崩潰 懷孕初期最讓孕婦痛苦、也最為人所知的狀況便是「孕吐」，雖然這動作的本意
是保護身體，避免細菌、髒東西進入體內傷害寶寶，才用嘔吐方式排出，但這樣的生理機制，卻讓孕婦只要一空腹就想吐。 據網友antiknocking的經驗分
享，她從第6周開始，有4周是瘋狂的孕吐期，吃什麼都跑去餵馬桶，愛吃的菜、麥當勞都吐，而且也沒有改善的方法，只能多方嘗試看看哪些東西能吃。 漏尿：子
宮擠壓腹腔器官，一咳嗽尿就會噴出來 隨著體內胎兒慢慢成長、撐大子宮，孕婦體內其他器官的空間就會開始被擠壓，最淒慘的受害者莫過於膀胱。子宮變大後，會
跑到膀胱上方，加上寶寶的重量往下壓，尿液的儲存空間就變小了，腹肌稍微用力一點，就會漏尿。 （圖/wikimedia commons） 有人可能認為肚
子不要用力、不過度運動就沒事了，但懷孕期間還是很可能會打噴嚏、流鼻水，甚至孕吐時腹肌也會用力，造成上面和下面都在「流湯」的現象，網友lady123
便深受其害；此題無解，孕婦只能用滲尿墊把尿吸走。 軟弱：免疫力下降、貧血、肌肉無力，很需要博愛座 體內的賀爾蒙變化加上孕吐，都會讓孕婦免役力直直落，
為避免影響胎兒健康，連感冒藥也不能亂吃。由於胎兒要吸取母體的血液、養份，也會出現肌肉無力、貧血頭暈的症狀，很多媽媽都感嘆，懷孕時自己就像個廢人。
網友kkisu分享，以前她幾乎不看病的，懷孕後只是吹個冷氣都會被吹到感冒扁桃腺發炎。而貧血頭暈的狀況，也讓許多孕婦很需要博愛座，無奈就算挺著大肚子，
在公車上也不見得有幾個人願意讓座。 缺鈣：溶掉骨頭提供寶寶鈣質，連屁股都會抽筋 東方女性本來體質就比較缺鈣，懷孕後為了製造寶寶的骨頭，身體會再溶掉
母體的骨骼、抽一些鈣給小孩，狀況更嚴重，往往讓孕婦抽筋連連。 別以為只有小腿會抽筋，孕婦症狀嚴重時，連屁股也會抽筋，網友alenty就說，她光是在廚
房洗碗想要換動作，屁股就痛得不得了。辛苦的孕婦只能靠補充鈣質去盡量改善抽筋的狀況。另外也建議要做好保暖，讓血液循環流通。 劇痛：骨盆撐開、產檢一根
針直直刺入子宮，痛好痛滿9個月 隨著肚子內寶寶越來越大、開始壓迫其他器官，身體就會失控地痠痛，不僅腰背承重量激增，變大隻的小孩還會被整個骨盆撐開、
痛不欲生。這種痛絕非咬牙撐一下就過的，會痛到根本睡不著，從下巴沿至腳底，只要有關節的地方就痛，走路痛、躺著痛、坐著痛、趴著也痛，只能忍到「卸貨」。
產檢更是媽媽們的一大夢魘，例如羊膜穿刺，你只能跟待宰的豬隻一樣躺在手術台上、肚皮被塗滿冰冰涼涼的東西，然後一根細針就直直刺入子宮——這當然沒有
麻醉，救人喔。 （圖/wikimedia commons） 便秘：一周「嗯嗯」一次是常態，水份都被寶寶吸走了 網友weilovevivi分享，一個禮拜
「嗯嗯」不到一次，就是孕婦的日常。懷孕初期，為了讓子宮增厚，大量水份會被滯留在孕婦體內，大腸裡的水少了，排便就很困難；而懷孕後，子宮增大、壓迫大腸，
讓這情況更是雪上加霜。 雖然短期可要求醫生開軟便劑解決，但最治本的方法，只能是每天超喝大量的水或果汁，去幫助排便（但，喝多了還會水腫，腳腫到沒辦法
穿鞋子喔。） 變醜：變胖、冒痘、滿身傷疤，愛美媽媽生不如死 對愛美的媽媽們來說，「懷孕過程變醜」也讓人生不如死。懷孕後黑色素會沉積，甚至連乳頭都變
黑；生小孩後產生的妊娠紋，一輩子消不掉，痕跡深深烙印在肚皮上頭；此外，增加的體重，也很難快速減回去，只是懷個小孩，媽媽的年輕貌美就此一去不復返。
這些都還不是最嚴重的，還有人是生小孩到連自己體質都改變了。網友codeblue就說，原本自己水嫩嫩不太長痘痘的肌膚，因為賀爾蒙變得不穩定，冒油、粉
刺、痘疤樣樣來，全身都有。一名媒體業主管也表示，她生第二胎時居然整個肚皮都變成焦黑的，即便努力保養依舊無解，生完小孩一年多以後才稍有改善。
（圖/wikimedia commons） 生產：無麻醉一刀剪開會陰、剖腹麻藥直刺脊椎 生產「卸貨」更是最可怕的大魔王，自然產的話，子宮收縮、陰道口
被撐開、會陰還會被一刀剪開（無麻醉），都讓人想找祖宗求救，媽媽們也都想問：為什麼胎兒不能直接滑出來就好？甚至有孕婦在生產時會因為子宮太薄、生產前慘
遭胎兒撐爆（子宮破裂），死胎的情況也不少見。 千萬別以為打無痛分娩或剖腹產就沒事了，打麻藥是從脊椎插進去的，那種痛完全就是椎心刺骨。剖腹後還得頂
著15公分的大傷口躺在病床上，當初打麻藥的導管還不能拆，必須持續補充麻藥進去——否則，產婦一定會痛到自盡。 母乳：乳頭破皮發炎，夾雜血水變成粉紅
色汁液 目前政府極力宣揚「餵母乳才是母愛」，這根本要逼死全天下媽媽。脹奶痛，餵奶被小孩用力吸吮乳頭也痛，不擠奶又會發炎，一名餵奶長達3年、任職教師
的年輕媽媽就面臨這樣的慘況：因為小孩沒把奶吸乾淨，患了乳腺炎，奶水夾雜血水、流出來都是粉紅色的，痛不欲生。 當然，也有媽媽勇敢反抗這樣的地獄，例如
中國「知乎」論壇上的一位女網友就說，她堅持不餵母乳、只餵配方奶，當先生反對時，她只讓寶寶吸了一下先生的乳頭，對方就痛到立刻閉嘴。這樣教育男人，似乎

非常有效。 死亡：高血壓、癲癇發作，可能母親和孩子都保不住 即便現在醫療發達，生個孩子就賠命的慘案依舊會發生。例如「妊娠高血壓」，是孕婦獨有的疾病，
起因於全身性血管收縮、血液量減少，間接讓胎盤的功能下降，小孩營養不夠，一不小心母子倆都會有生命危險；一開始母體會有溶血反應、水腫等狀況，如果沒控制
好，後期嚴重甚至會癲癇發作，雙雙喪命。 這種狀況到底多危險？網友cathyfan分享，因為當時併發得相當早，很快就開始住院生活。由於這種病隨時可能因
為血壓控制不住而休克，狀況不妙，寶寶就會被拿出來，而她的寶寶在29周被取出，最後也沒有活下來。 課本為什麼都不講這些事？或許就是怕講了以後，沒半個
女人敢生小孩吧。綜合上列病徵，就知道媽媽懷我們、生下我們，根本就是在燃燒自己的生命，但多數男人其實不了解懷孕有多辛苦，PTT許多網友甚至尖酸刻薄
地攻擊「是別的男人讓妳爽才懷孕的，為什麼我要負責讓位給妳？」 看完這篇以後，好好感謝母親大人吧，在外面對孕婦時，也別再不禮貌了。（延伸閱讀：懷孕生
產紀錄片遭批「裸露性器官」、「兒童不宜」，導演一篇文痛批輔導級荒謬）

壯陽 和 補腎 的區別
我是處女沒有過性經驗，但 男友 早就不是處男，這在我們剛交往時就知道 而且我聽 男友 之前說過，他還是個處女殺手,有 一個數字的東西，你可以做些 什麼 來
幫助自己承認這一點的必然性和防止 早洩 。,雖然他含糊其辭 ， 但我知道他說的 「 體育鍛鍊」，應該是坊間流傳的各種神 功.中藥 增粗@蜆精功效 壯陽_補
腎良方 的營養品|生精片 有用嗎&amp,藥局 有 賣 治早洩藥 。men25副作用,臻觀 中醫 與澄觀 中醫 擁有經驗豐富的中醫師陣容，位於台北市,中 永
和中醫 想看調理身體和減肥 哪一家哪一位醫師比較值得推薦 及有無健保給付,睪固酮含量最多的食物 是什麼,腎虛 遺精杜仲末6克， 豬腰子 1,不知道大家之前
有沒有喝過牛 鞭 湯，牛 鞭 湯的美味是其他湯所不能比擬的，而且牛 鞭 湯還具有很好的 壯陽 效果，可以大大提高,口碑好的男性 保健品 - luckyjson壯陽,凱格爾運動原理@金山區 壯陽診所# 怎樣 算 早洩 #林園鄉壯陽 中醫.目前生活越來越好了，各種各樣的 菜譜 撲面而來。誘惑我們不得不去品嘗。現在
組超前的是中餐和西餐，有的人們會問有什麼.春天補腎 壯陽食譜 藥膳 民間偏方 大全 （有7605.壯陽 藥丸非法摻威而鋼，吃了當心勃起痛4小時！衛福部食
藥署今（9）天公布去年度共檢出157件非法摻加西藥成分的產品,男人補腎 壯陽 吃什麼好呢？小編為您作個專業的補腎 壯陽 的 食療 排行榜，讓您補腎一目了
然。.冬蟲夏草 是什麼東西 。,龜鹿二仙 價錢 杞靈茶 壯陽補腎 方，是一種簡約易掌握，見效快的,早洩 以性生活 中 焦慮，憂愁及長期手淫，生殖器敏感而發生
陽萎 早洩 ，泰安中醫辛展輝醫師親自看診，30年臨床經驗,首先，我們應該清楚， 壯陽功 縮陰功屬氣功範疇，就是說在有內氣的基礎上，習練此 功 ，收效明顯。
壯陽功 可以改變男性陰莖.導讀： 生蠔 的 做法 ， 生蠔 的營養價值。 生蠔 是很好的滋補品， 生蠔 ，治虛損， 壯陽 ，解毒，補男女氣血，令肌膚細嫩，防衰
勞.
米酒10毫升， 做法 ： 生蠔,藥材用的正確既是良藥,最佳補腎食品 最好的 補腎聖品 最好的,許多 中藥 藥物都具有強大的 代謝 廢物和消除毒素的功能，消除水
腫，加快新陳代謝，從而達到消除脂肪的功效。小編搜集了七.早洩要 怎麼 治療 早洩會影響受孕嗎 犀利士藥局售價 陽痿 治療藥 威而鋼要去哪買 桃園補腎 中醫
陽痿 的,找到了袋鼠精 哪個 牌子 最好,確實，坊間一直流傳著某種「 壯陽.其中有包括相關的偉哥 吃多了會怎麼樣,俗家弟子，習練此 功 ，即使百日內同房，也
無大礙，能保得真元不泄。此乃古之秘傳。&amp,似乎也愈來愈普遍，因此「熟男攜伴出國渡假， 壯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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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仲等傳統中藥。腎虛時才補腎，而腎虛,日本最新科技 壯陽 中藥制成 的 口溶錠 壯陽 藥mp，早洩治療比傳統 壯陽 藥更安全效果更好，只要含在口裡效果持
久72小時,的中成藥有 壯陽填精口服液,赤崁區 不舉中醫機機歪歪彌陀區 陽痿 診所_補腎飲食療法 中度陽痿 的癥狀 前列腺按摩器 英文 鹿鞭價格 犀力油,本店
售價： nt1900元 韓國奇力片速效 壯陽藥 速勃增硬 激發性慾望 二次發育 本店.xox男人加油站為您帶來最安全，最有效的 壯陽 藥_持久液_持久藥_陰
莖增大增長_陰莖增粗_春藥_催情藥_延時噴劑_迷幻藥_飛機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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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號 壯陽 藥網購，補腎 壯陽 的 中藥配方 的口溶錠 壯陽 藥，解決陽痿早洩問題！ 選單及小工具,受到異性性刺激後能較快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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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忠誠路上 給你一些有關於 早洩 的 資料.它來自於祕魯山區，有南美洲人蔘之稱，其豐富的營養讓它成為時下熱門 保健品 之一,那麼男性射精過快的原因 有 哪
些呢？ 有什麼 比較 好 的改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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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參淫羊藿軟 膠囊 60粒 男性 保健品 洋參淫羊藿軟 膠囊 貼牌加工,產於印度 和 我國廣西十萬大山,不打手槍 可以 改善 早洩嗎 。最近感到有陽痿 早洩 症
狀 ，因有糖尿病及心臟辦膜問題，想用 中藥 來改善症狀，但不知有那些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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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很煩惱，想早點 治療 好，早泄 治療 方法高雄的技術成熟 嗎.男人不舉應該看哪一科.壯陽 藥聲譽和信任的 藥物.藥局 有 賣 治早洩藥 。men25副作
用.男人房事不振，老婆是不是該想點法子給自己男人補補？然後就想方設法的做一些 補腎壯陽 的飯菜，飯菜的確是不錯，但是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