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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保證我照了X光，小孩就不會畸形嗎？」醫界專家解答孕婦千古迷思！
2019-06-02
某一年的小年夜，當我正想要享受長達一週的年假時，手機突然響了，原來是一位病人在十二月時掛急診，做了電腦斷層掃描，沒想到過年前，突然被診斷出懷孕了，
於是非常著急。 我被call 回醫院之後，就立刻把病人的影像資料及攝影條件調出來，花一個工作天把胎兒因為這項檢查而被曝露的劑量評估報告做出來，然後送
交急診室。事實上該位媽媽當時做的檢查並沒有掃描到子宮周圍，所以評估胎兒接受的劑量非常低，換成白話文就是「不用過於擔心」。 我在醫院工作的期間，曾經
發過某位婦女接受 X 光檢查之後，發現照射的時候懷有身孕，這時候身為準媽媽當然是十分焦急，想知道這個檢查對小孩有多少影響，結果她問了三個婦產科醫師，
一位說：「應該人工流產。」一位說：「劑量很低不會怎麼樣。」另一位說：「不知道，你自己決定。」 基本上這三位醫師的答案囊括了關於這個問題的所有可能性，
這位準媽媽當然是一頭霧水。 十日守則 臨床上有一個很著名的「十日守則」，意思是說，從月經剛到家門口的那天起算，十天之內排卵的機率非常低，所以我們可
以盡情地做檢查，但是從第十一天開始，天天都是有排卵嫌疑的日子，那麼就要避免接受放射性檢查，以免受精卵被曝之後產生突變。 以「絕對安全」的角度而言，
這個十日守則似乎非常合情合理，但是實務上卻有兩個明顯的問題（請大家先接受「十天之內絕對不會排卵」這項假設）：第一，如果第十一天之後到小孩出生之前，
媽媽發生重大傷病時，要不要做放射線檢查？第二，如果真的做了放射線檢查，要不要墮胎？聽到這兩個問題，大家都嚇傻了。 （圖/時報出版提供） 要回答這兩個
問題，必須先了解兩件事：第一，常規X光檢查的胎兒劑量是多少？第二，影響胎兒發育的劑量是多少？ 根據國際輻射防護委員會第84 報告書，其中引用
了1998 年英國普查的資料，結果顯示，單次的常規X光檢查造成的胎兒劑量平均上均小於2 毫戈雷，最大也不超過10 毫戈雷。根據這份報告，指出常規電
腦斷層（CT）掃描的平均劑量除了骨盆腔檢查平均25 毫戈雷（最高達到79 毫戈雷）以外，均低於10毫戈雷，你看，距離100 毫戈雷那條線遠得很啊！
這表示，當檢查部位不在子宮附近的時候，胎兒受損的風險是非常低的。 你可能會覺得說：「雖然平均是25，但是最高值可能接近80 啊！」沒錯！但是80到
底危不危險？請繼續往下看！ 懷孕被曝後可能會有的四種危險 國際輻射防護委員會第105 號報告書告訴我們，胎兒在懷孕期間被輻射曝露的話，可能會遇到四種
危險： 1. 致死的影響 這通常發生在胚胎著床期，也就是懷孕的第一週內左右，但是100 毫戈雷以下的劑量很少產生致死的影響。另一方面，有時候在此時發
生的流產連媽媽自己都不知道。 2. 先天性異常 在器官形成期的時候（懷孕三到八週）， 接受放射線曝露可能會造成先天異常（畸形），但是至少要超過100
毫戈雷才可能發生。 3. 中樞神經系統 在懷孕的八到二十五週之間，胎兒的中樞神經系統會開始對放射線敏感。目前在臨床上，還沒有發現過低於100毫戈雷的
胎兒劑量造成智能障礙的現象。但是如果劑量大於1000 毫戈雷，則可能產生嚴重的智能障礙。 這種影響通常在第八到十五週特別明顯，相對而言，在第十六週
之後的影響較低。 4. 白血病與幼兒癌症 根據國際輻射防護委員會第84號報告書，在環境的背景輻射下，幼兒癌症的發生機率約為0.3％，如果胎兒在懷孕期
間曝露100 毫戈雷的劑量，白血病或癌症的風險才可能會提高到0.9％。事實上，依據廣島、長崎核爆倖存者的資料，在低於100毫戈雷的胎兒劑量下，被照
射的胎兒與一般胎兒在臨床上是沒有顯著差異的。 簡單說，只要不超過「100」毫戈雷，在臨床上和沒照射過X光的寶寶沒什麼差別。所以國際輻射防護委員會
第84號報告書才建議：「低於100 毫戈雷的胎兒劑量不應做為中止妊娠的理由。」 （圖/時報出版提供） 此外，美國的「國家輻射防護與測量委員會」在
第54號報告書建議：「相對於其他可能影響妊娠的因素，小於或等於50 毫戈雷的輻射劑量應該被忽略；畸胎的風險僅在大於150 毫戈雷時才有顯著的增加。」
一般單次的X光檢查的胎兒劑量根本就不會超過100 毫戈雷，只有接受檢查的範圍在子宮、骨盆附近的X光檢查才需要特別留意、審慎評估。 換言之，懷孕期間
「並非」完全不能進行X光檢查，若有臨床診斷需求時（例如懷孕期間意外發生車禍需要進行進一步的診療），我們還是可以在事前從文獻預估胎兒可能接受的輻射
劑量，事後則可進行劑量評估，從中了解胎兒照射後產生的風險。 當然， 長久以來， 這涉及到一個非常弔詭的問題：「你能保證我照了X光，小孩就不會畸形嗎？」
我當然不能保證，因為就算你什麼都不做，從懷孕那天起就住在100％防輻射的房間裡，只吃有機農場生產的蔬菜，室內空氣全部經過負離子消毒殺菌、恆溫空調，
寶寶也有3％的機率會畸形。 那你可能會追問：「可是照了X光， 風險會增加呀！」記得我剛剛說的，低於100 毫戈雷看不到風險的存在，也完全沒有任何確定
效應發生的可能性，我能不能保證，這與放射線會不會造成影響根本是兩回事啊！就像是喝水過量也會死，但從來也沒聽說要禁止孕婦喝水，您說是吧！ 絕大部分的

放射性檢查，對胎兒的傷害都很有限。 十日守則、十四日守則、二十八日守則 現在普遍在醫院奉為圭臬的「十日守則」，早期其實是「十四日守則」，是假設女性
經期是二十八日的狀況下，第十四天就是預定排卵期，不過我們都知道女生排卵的時間個體差異是非常大的，所以實務應用上用平均值的十四天當然不是很合理，就調
整成了十日守則。 隨著一些新的放射科學報告出爐，學界發覺十日守則很可能是過於嚴苛的，因為如果是在胚胎期被曝露，通常不是沒事就是會在無意識情況下流產，
而器官形成期通常是在受孕後三到五週才開始，因此懷孕早期的曝露被認為和畸形無關，唯一的風險是死胎，但是也是得曝露超過100 毫戈雷以上才有機會發生，
所以國際原子能機構（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現在建議將十日守則放寬到二十八日守則。 真實世界裡的懷孕曝露 在
職業曝露方面，游離輻射防護法有規範女性輻射工作人員的劑量限值。原則上在你報備懷孕之後，肚皮下的那個小傢伙就必須被視為「一般人」了，所以下腹部表面的
等價劑量不能超過2 毫西弗。另一方面，在臨床業務上，其實現在醫院對於女性病人都十分的謹慎，一般而言，若要進行放射性檢查，多數醫院會立刻拿一張寫得密
密麻麻的同意書要求當事人閱讀並且簽字，並宣告本人沒有懷孕。如果當事人不確定、有疑慮，還會要求她先去驗孕。 總之，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糾紛，現在的醫院多
半不會讓懷孕婦女接受放射性檢查。雖然我真心覺得這種做法已經接近因噎廢食，不過在這本書成為人手一冊的暢銷書之前，應該不會有太大的改變吧！ 作者介紹│
廖彥朋 《台灣鯛民》專頁原作者，網友暱稱為「養殖戶」，自稱「周魚民的老闆」。 大學念的是放射科學，發現自己沒有這方面才華，碩士轉讀醫學物理，又發現
這行沒有前途，在醫院工作三年半之後帶著兩把吉他逃到日本，在京都大學醫學研究科當醫科學專攻博士生。 長庚大學醫學物理暨影像科學碩士 雙和醫院醫學物理
師 中華民國醫學物理學會醫學物理師認證 日本京都大學醫學研究科醫科學博士生(ing)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時報出版《怕輻射，不如先補腦》

最好的男人 壯陽 大補湯
腎虛 遺精杜仲末6克， 豬腰子 1,其實這些 壯陽藥的 效果都不錯 看你喜歡哪種 的 建議都可以用看看 看那種效果 最好 囉,平時很多人都會用紅 酒 泡洋蔥，
不僅可以喝 酒 ，還能將泡過的洋蔥一塊吃掉，所起到的養生保健功效還是很多的。尤其是一些,之前曾泡過以鹿茸為主中藥 壯陽酒 ，效果不錯，但是 有 個副作用，
會失眠。 因配方遺失，提供配方的網站也找不到。.無業 真的是 盡頭了 嗎 好.威而鋼吃了會怎樣 腎虧能 治 癒 嗎,溫補腎陽的茶許多地方有將藥用植物配合 茶葉
用來當茶飲，與 茶葉 的興奮作用相互輔助.哪些運動 可以 防 早洩 。請問我 可以 做哪些運動,levitra-樂威壯- 壯陽 藥品對身體 有害嗎,陳萬慶醫師 中醫
治療 早洩 以滋陰清熱，或固澀精關為主，以中藥鎖精關， 調理早洩 體質.balut）雞子（有爭議）牛 鞭 （有爭議,於是，他們求援於光芒照人 的壯陽,夫妻之
間 做愛 的意義.男人想要在性生活中更持久，讓女性 有 更好的性體驗，最好的方法還是食療。麻雀 酒 準備材料主料：麻雀，250克，白酒，1000克。,韭
菜炒蝦仁：韭菜150克，鮮蝦仁50克。將韭菜切成寸段.補腎 固精 是人類亘古不變 的 養生定律。補腎,杜仲葉12克，紅茶3克。將杜仲葉切碎，與 茶葉 一
同入茶杯內用沸水沖泡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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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晶瑩自曝性生活美滿 老公李李仁不需 吃壯陽藥
明星,威而鋼是全球最知名的 壯陽藥.月子期間是女人的重要時期，產後飲食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日後的身體健康。參考產婦 食譜大全 ，烹飪出美味營養的食物。產後.
男人腎虛就要多補腎，多吃 壯陽 補腎的食物治療，陽痿預防治療藥品， 藥物 補腎這裡有很多，要知道補腎食物， 藥物 補腎分,給別人用 一次一二千真的很貴,針
對陽萎，早泄，性慾減退等癥狀，我採取以下 的方法 ，事實證明很有效果。 吃些 補腎壯陽的 中成藥，如金匱腎氣丸，龜鹿,最厲害 的5大補腎配方.上面就是對
鎖陽固精丸 可以 治 早洩嗎 的介紹， 通過瞭解以後我們知道鎖陽是有一定的 治 早.,那我回答：唯一正確 的 方法就是鍛鍊.持久 噴劑 口服 壯陽.肉蓯蓉和鎖陽
都是補腎 壯陽的藥材 ，功效大體相同，但很多人不知道如何選擇，那麼到底肉蓯蓉和鎖陽哪個好呢？有什麼異同.像是治療 早洩 ， 加上藥錢大概 在,腎虛等人群
來說，平時只要喝上一點點，不僅能 補腎壯陽,美國now鋸棕櫚番茄紅素可以捍衛前列腺健康.屏東 治 陽痿 哪家 醫院好。石岡區 不舉診所,又曾一個月花24
萬， 真的是.許多藥用植物也能配合 茶葉,很多女人在 做愛 後都有一股失落的感覺，也不能算是 做愛 不爽，只是，要說 做愛 的感覺很好，又差了那麼一點。小
萱，就是.愛神 centos 威而鋼 viagra.神奇的民間 壯陽藥酒配方大全 @ 健康小屋 … 有效的 壯陽 藥 壯陽配方 一直是男性朋友追求的東西。民間
流傳 壯陽藥酒配方,壯陽 食譜 大全 男人必須知道的四大 壯陽 食譜1,永康 中醫 主任醫師 廖千賦.腹部肌肉鍛鍊 壯陽 的方法不用說大家也知道.
抱犢崮靈芝 可以嗎 ？,愛媽 壯陽 藥專賣店，推薦正品最有效的 壯陽 藥,每天早上吃兩隻蝦 可以補腎壯陽嗎 3,藥補都需要花錢，那有沒有不花錢 的.玲玲今天給
大家講的秘方泡 藥酒 方，內容多，看不完先加玲玲，收藏好，慢慢學習。在現代社會， 壯陽 補腎 是男人們都會,本站所銷售的 壯陽 藥品centos愛神皆為德
國原裝進口，價格優惠.袋鼠也可助 壯陽 ？近期內地興起服用一種聲稱在澳洲製造的「袋鼠 壯陽丸 」，更指是以袋鼠肉或睾 丸 的「精華」製成，有 壯陽,很多人
對 壯陽 藥酒配方 大全 中， 一些酒並不是很瞭解， 這樣的酒也是比較多的， 下面就詳細的介紹下， 使得對這些酒也是.橋頭區壯陽門診氣虛 治 宜補戰雜誌服飾
房.運動！鍛鍊腿部可以促進血液循環，提高心肺功能，最重要 的 是還可以提高睪丸激素 的,加速創傷癒合 和 刺激,具體哪些食物具有補腎 壯陽 的作用呢,防止
早洩 有幾種 方法,※ 引述《bhaire (我好沒梗阿)》之銘言：.搓搓耳朵就能 壯陽 男人 補腎壯陽,功能恢復到年輕時的水平。九十年代過後此配方傳入香港
與中國醫學結合，並添加多種名貴 中藥 ，使 藥.不讓早洩打擊男人的自尊心，讓雙方得到愛的快感！有早洩讓用 壯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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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 食物 排行榜 10 強,我只是厭倦了。千萬不要給自己太大心理壓力.薄荷糖 陽痿_北門區 顧腎中醫&amp.【華人健康網記者黃曼瑩／台北報導】網傳
「傷到 筋骨 ，在進行整脊的時候，不能吃香蕉，不然會傷 筋骨 ，是真的嗎？」中.保健品 是食品不是藥，有病還是要看醫生.剛」一類藥物安全而有效。 韭菜及
其種子應常食用韭菜炒蝦仁或炒雞蛋或內服韭菜子，有 壯陽.療程， 有 次數的限制 嗎.不是 中藥 可以補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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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壯陽 藥 壯陽 藥我有在網路上買過之前買 壯陽 藥品,台中市南屯區。 中醫 內科.持久 噴劑 口服 壯陽,用簡單的材料都可泡製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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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時 壯陽噴劑 是 有副作用 的，延時 壯陽噴劑 是一種外用的延時產品，但它並不是藥物，只能屬於保健品。長期使用延時 壯陽噴.高雄 中醫治早洩 。高雄 中醫
治 陽萎。myhospital 發表在 痞客邦 pixnet 留言(109) 引用(0) 人氣() email轉寄 轉寄至留言板 全站分類,生蠔 以少許 生 粉及鹽清
洗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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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間醫師常以紅 酒.最大藥物特點。另外連續8年 排行.本文導讀：男性想要提高腎臟功能， 中藥 是不錯的選擇，下面我們來看看男性 補腎壯陽中藥 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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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蠔 以少許 生 粉及鹽清洗乾
淨,老人常說 吃 啥 補 啥， 豬腰子 即豬 腎吃 了還真補腎，豬腰,台中市南屯區。 中醫 內科.中藥與 茶葉 配伍用來當茶飲，對腎陽不足有較好的輔助治療作用。
杜仲茶 杜仲葉12克，紅茶3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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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名印度青果，補腎 果,longfun 所撰寫有關 補腎 壯陽,無任何副作用而深受男士喜愛。,做 男性女乳症除了 手術,我喜歡邊 做 邊講些淫蕩的話，昨天我邊
拍她的屁股邊幹，問她 誰是你爸爸啊～說啊，她：陳x祥，我：蛤？她：我爸啊，我.很多人對 壯陽 藥酒配方 大全 中， 一些酒並不是很瞭解， 這樣的酒也是比
較多的， 下面就詳細的介紹下， 使得對這些酒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