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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篇開篇

歡迎來到《好孕天天練》！你一定想迫不及待地讀完本書，

獲得好孕秘笈吧！別急哦，建議你先耐心看完這裏的使用指南，

然後才一起開啟備孕 30 天的旅程。

首先，為了能更好陪伴你度過這美妙的 30 天，讓我們一起來

了解下如何用好每天操練的這 10 分鐘呢？你只需要在月經開始的

第一天，翻開本書的 Day1 閱讀，然後每天按時完成當天的閱讀

小打卡即可。30 天後，讀完本書，你或許已經驚喜地發現，是寶

寶在陪伴你了哦！

又或者，你只是迫不及待地希望開始這有趣的 30 天體驗之

旅。那就從你上次月經來的第一天開始計算，數到今天是第幾

天，你就從第幾天開始吧。比如，最近這次月經是 1 月 1 日開始

出現紅色或褐色血跡的，而你在 1 月 7 日看到本書，那麼就請你

翻開本書的 Day 7，直接開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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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你還暫時不打算進入準爸媽的隊伍，相信本書以一個月

經周期為例，講述的有趣的生理知識和實用的生活小妙招，也會

給關注生活品質和身心健康的你提供貼心的幫助或參考。所以，

本書也特地將這 30 天的內容分成陽光 、土壤 和種子 三大

類，供你平時翻閱參考。只要假以時日堅持操練，相信不僅是好

孕，一個健康、自信、靚麗的你就會出現在我們面前。

為什麼分出這樣三類呢？因為陽光代表了精神和心理健康，

其實女性一個月經周期裏情緒的起伏有時是「心不由己」的呢，

但只要了解了自己身體裏住着的這頭情緒小怪獸，我們也可以把

它馴服成萌寵哦。土壤代表了你的身體條件，你也將通過這 30

天的練習，學會如何在一個月的變化中把握好調理身體的關鍵節

點，深耕細作，事半功倍。種子就代表了孕育的寶寶，寶寶的孕

育其實早在他們形成前就已經開始了喲。

好啦，讓我們從這奇妙的第一天 Day 1 開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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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月經是什麼？月經是什麼？

月經，當它每次都準時來，或許你會把它忘記，甚至需要在

APP 上記錄來提醒自己。但你知道這個準時造訪的好朋友，是身

體裏多少個部門通力配合的結果嗎？

月經的調控在身體裏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它就像是一台

定期上演的節目，導演組是 HPO 軸，由下丘腦 (hypothalamus)、

垂體 (hypophysis) 和卵巢 (ovary) 組成。下丘腦是總導演，它可

以分泌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 (GnRH) 給腦垂體前葉，傳達整個節

目的總方案。腦垂體就是執行導演，在接收到促性腺激素釋放激

素後，分泌卵泡刺激素 (FSH) 和黃體生成素 (LH)，指揮卵巢完成

具體的表演。卵泡刺激素一方面可以促進卵巢裏卵泡的發育，另

一方面可以促進雌激素的合成。黃體生成素則負責促進卵細胞成

熟、控制排卵，維持排卵後形成的黃體功能。在卵泡刺激素和黃

體生成素的指導下，卵巢裏的成員們各司其職，產生的雌激素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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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子宮內膜增生，待排卵後，又產生孕激素，使子宮內膜進一步

疏鬆。如果本個周期沒有出現關鍵角色「胚胎」，子宮內膜就會

萎縮脫落，形成「月經」。

子宮內膜是附着在子宮腔內壁的一層組織，又可細分二層：

基底層和功能層。它倆之間有豐富的血管網絡，輸送營養物質和

激素。基底層不會發生明顯變化，是功能層的根基；功能層則會

受卵巢分泌的激素影響，發生周期性的生長、萎縮和脫落。從這

次月經的第 1 天到下次月經的第 1 天，算作一個月經周期，通常

有 28-30 天。子宮內膜也會隨之出現由薄到厚的變化。月經期，

功能層脫落，基底層和功能層之間的血管破裂，形成月經，然後

逐漸修復、血止。所以，如果沒有等到胚胎到來，或者子宮內膜

條件太差，胚胎沒有成功着床，子宮內膜就會逐漸萎縮。

上面的文字，可能讀起來有點生僻，如果希望進一步探究，

可以掃一掃圖片旁邊的二維碼觀看視頻，這樣也許相對容易理解

一些。無論怎樣，現在其實你只需要明白，月經如期而至，說

明你身體的各個部位運行正常、協作良好，是你應該擁抱的小

確幸。如果月經不調，則可能是激素分泌環節中出現了某些問

題。所以，如果出現問題，需要找到是哪裏出現了問題，才能

更有效地解決問題，這時你需要及時獲取醫生的專業幫助，避

免盲目行事。

圖1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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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月經為什麼會痛？月經為什麼會痛？

月經期間，子宮內膜剝脫出血，身體為了能減少出血，加強

子宮收縮。在這個過程中，會產生一系列與炎症反應相關的化學

物質來進行調控，而這些化學物質集聚在盆腔，可能引起疼痛的

感覺，即「痛經」。其中前列腺素是這類化學物質中最主要的，

但引起疼痛的程度和部位因人而異。多數女性在月經期都會出現

這樣的不適，通常持續時間較短，一天以內自行緩解。嚴重的會

出現下腹部、腰背部絞痛，大腿部脹痛等。伴隨着疼痛，部分女

性還會出現噁心、腹瀉、極度疲勞、情緒低落等症狀。

一些疾病可能加重痛經，最常見的是「子宮內膜異位症」，

即原本應該僅生長於子宮腔的子宮內膜組織，長到了子宮腔以

外。但由於這些組織仍具有子宮內膜的特點，受激素變化的影響

會周期性地脫落出血，相應的炎症化學物質也會在局部釋放，就

加重了所在部位的周期性症狀。例如，引起痛經最明顯的就是子

好朋友如期而至，

雖然接下來兩天，會讓你有些面部浮腫、無精打采，

但這很好哦，

經過一個月的忙碌，

讓我們來插上幾支鮮花，欣賞花朵枝條淡雅的色彩，

或是撥弄迷迭香的莖葉，把那舒爽的氣息送達肺底，

聽自己喜歡的音樂，

換上柔軟的睡衣，

捧一杯熱飲，

面帶慵懶的微笑，

迎接好朋友的到來！

10 min 小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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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內膜異位到子宮肌層裏面，即「子宮腺肌病」，甚至腫大如一

個腫瘤狀，被稱為「子宮腺肌瘤」；而你可能聽說過的「巧克力囊

腫」，就是子宮內膜異位到卵巢引起的；做過剖宮產的媽媽們，

子宮內膜還可能在剖宮產切口的部位生長起來，伴隨每次月經來

潮，形成一個逐漸長大且疼痛的包塊；而子宮內膜異位到盆腔，

還可能引起膀胱、腸道的周期性不適，影響懷孕等；比較少見的，

還可能異位到鼻腔，把流鼻血也變成了每個月一次。異位的子宮

內膜可能損害你的生育能力，也會引起痛經、經量過多等情況，

是需要在醫生幫助下將其控制的。

一些不良的生活習慣也可能是加重經期不適的誘因，常見的

有：抽煙；飲酒；熬夜、睡眠不足；精神緊張、壓力過大；吃過

多生冷及刺激性食物；不正確的個人衞生習慣等。

1. 如果你已經開始感到疼痛，請試着一邊回想，一邊給痛經

打個分：

無=0 有時 =1 經常 =2

每次經期或前後會出現疼痛

需要服藥緩解疼痛

經量特別多

平臥在床上時似乎可以摸到腹

部有包塊

痛經似乎越來越明顯了

除了痛經，還發現了其它異常

情況

2. 如果上面的得分沒有超過 3分，你可以：

•	 對照自己平時是否有前面提到的加重經期不適的誘因，

如果有，試着逐漸改掉，或至少控制不要在月經期出現。

•	 避免經期劇烈運動。

•	 適當保暖，熱敷下腹部，即便是在夏天，也不宜貪涼。

•	 平時堅持鍛煉身體，經期在身體感覺舒適範圍內做一些

頸、肩、背、腰的拉伸運動。

10 min 小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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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為什麼檢查要在今天做？為什麼檢查要在今天做？

如果你有月經不調或備孕的問題諮詢醫生，很多時候醫生會

安排你在這兩天先去檢查女性激素。那麼，為什麼有些婦科檢查

要在來月經的時候做？有些又要求在月經結束才做呢？

我們身體裏影響月經的激素有很多，最主要的是雌激素、孕

激素、卵泡刺激素、黃體生成素這四個，被稱為「月經 F4」。

雌激素，通常從月經周期第 5 天逐漸升高，第 10 天開始加

速，第 13 天達到最高峰後稍微下降，到第 17 天又開始緩慢上升

少許，然後下降，到第 28 天降至最低。（見圖 1）

3. 如果得分為 3到 8分，建議你先諮詢醫生

獲得健康評估，排除疾病後，根據醫生建議必要時使用

藥物改善痛經情況，並且在醫生指導下了解藥物使用的利弊及

需要調整用藥的情況。常用的鎮痛藥物，如布洛芬、萘普生等

在多數國家和地區都是非處方藥，在獲得醫生建議後，可以自

行購買並適量服用。一般在月經一開始或疼痛症狀一出現就服

用，連服 1-3日，視平時不服藥情況下疼痛時間長短而定。需

要注意的是，盡量避免空腹服用這類止痛藥物，這樣可以減少

藥物引起的胃痛等不適。而部分口服避孕藥也能較好控制痛經

症狀，這一類多為短效口服避孕藥，在一個月的大多數時間都

需要每日連續口服。但是你若已經有備孕打算，這個月就不適

合用短效避孕藥的方法來治療痛經了，如果之前在服用的，從

這個月開始就得停藥了。

4. 如果得分大於 8分

建議一定先經醫生評估後，一起制定控制痛經方案，切記

自己盲目大量服藥。也大可不必因為疼痛難忍就想直接把子宮切

掉。現在治療痛經或子宮內膜異位症的方式有很多，但不同的方

法都存在各自的優勢和弊端，所以你需要在一次充分的健康評估

後，就你現在的情況，比如準備懷孕同時想控制痛經的需求，同

醫生一道進行商量，尋找最佳策略。因為對於疼痛程度嚴重的你

來說，很可能痛經這個小搗蛋會伴隨你幾十年，你只有在醫生的

幫助下將它嚴實地管理起來，才能更好地擁抱生活、負痛前行。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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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激素，通常在前 14 天都維持一個很低的水準，排卵後，迅

速升高，第 20 天左右達峰值，並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準，直到第

23 天左右開始下降，第 28 天降到最低。（見圖 2）

卵泡刺激素，絕大多數人前 3 天都維持在較低的基礎水準，

第 4 天略升高，不同的個體波動差異大，但是都在排卵前形成一

個峰值，排卵之後又迅速下降，在第 25 天左右達到最低，然後緩

慢回升至基礎水準。（見圖 3）

黃體生成素，在第 12 天開始有個陡然升高然後降低的峰出

現，耗時約 1 天左右，這個峰會比平時的水準高出十幾倍到幾十

倍不等。而其餘時間它都維持在一個穩定且相對較低的水準。（見

圖 4）

如果想了解更多女性激素的變化，歡迎觀看視頻。

多數婦科相關的檢查，通常會安排在月經結束之

後，比如檢查輸卵管是否通暢、超聲檢查等，特別是

可能會進入子宮腔內的檢查，如輸卵管造影、宮腔鏡檢查。

輸卵管是長約 8 到 14 釐米的中空肌性管道，像是子宮的雙

臂，走形自然、柔順，管腔通暢，是拾卵、運送卵子和精子的

通道。

輸卵管發生病變時，會變得僵硬、迂曲、膨大，此時管腔

內會發生不同程度的狹窄、堵塞、積水、過度擴張等問題。如

果因此引起受精卵的正常運送被影響，導致異位妊娠，那就是

「宮外孕」。

圖2

圖3

圖4

雌激素

孕激素

卵泡刺激素

黃體生成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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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是每個月月經產生的場所，也是孕育寶寶的地方。如果

子宮出現病變，比如粘連、息肉、肌瘤等，輕則異常出血，重則

引起不孕、流產。

所以，檢查輸卵管和子宮都很重要。

如果需要做輸卵管造影或宮腔鏡檢查，有以下注意事項：

1. 最好安排在月經結束後 3-7 天。

2. 應避免懷孕的可能：如保證在造影前 3 天內無性生活，或

者至少需嚴格避孕及注意衞生。

3. 應避免陰道有炎症：如檢查時不應有白帶異常、外陰瘙癢、

腹痛等不適；檢查前後避免盆浴或者泡溫泉。

4 . 檢查前幾小時內最好僅少量進食，並且穿裙子，便於檢

查；若需要使用麻醉，檢查前則不能進食水。

5 . 自備衞生巾，因為檢查後陰道可能有少量流

血、流液。

如果想了解更多輸卵管檢查，歡迎觀看視頻。

一起來看看哪些情況需要查激素吧！

通常醫生安排做女性激素檢查的時間點有兩個：

第一，月經開始後第 2-3天，無論月經乾淨與否，這時

候查的是這 4項激素的一個基礎水準，醫生能根據此結果回答

你想知道的問題，比如是否存在卵巢功能衰退，是否有多囊卵

巢綜合徵，是否快絕經了，等等。

第二，就是在月經第 20-24天，假如你的月經不是 28天

一個周期，那麼大約在下次月經來之前的 10天到 1周檢查。

通過這個時候的檢查，可以判斷出是否存在黃體功能不足，有

沒有排卵，月經不準點兒可能的原因等。

當然，如果情況比較複雜，具體應該在哪個時間查哪些

激素，還得你把問題都告訴醫生後，醫生才能幫助你安排出一

個合理的計劃。

子宮輸卵管造影和宮腔鏡檢查，通常在出現不孕或懷疑

由宮腔病變引起的異常陰道出血時才需要做，而且需要同醫生

商量確實有必要時才進行，不必作為定期的健康檢查項目。

10 min 小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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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4
這幾天吃些啥好呢？這幾天吃些啥好呢？

我們的飲食文化源遠流長，華人歷來都重視食補。看診後，

患者經常都會問，「醫生我平時補什麼好？」「醫生，我平時要忌

口些什麼？」……在傳統醫學積澱的基礎上，現代營養學和近年

興起的功能醫學，都越來越強調，人可以在不同階段和不同狀態

下，通過科學的生活模式調整和飲食結構改善來療癒「吃出來的

病」和「作出來的症」。追蹤越來越多的慢性病起源，我們就會

發現很大一部分病就是某些不良因素長期作用的結果。但是，「吃

些啥好？」這個話題，比較龐大和瑣碎，一時間無法詳盡。

倘若你已經在跟着一些短期健康促進項目，學習如何調整自

己的一日三餐、情緒管理和運動項目，那很好，繼續努力。在學

習的過程中，細心體會自己身體的微妙變化，並不斷加以調試，

把你的疑惑同健康管理師或醫生一起商討，找到適應你目前生活

狀態和工作模式的食譜及作息安排。

倘若你現在仍一頭霧水，希望求得一劑萬全的經期大補聖

品，那麼首先就是要打消這個不切實際甚至可能害了自己的念

頭。我們祖國傳統醫學的精髓就是辨證施治，現代醫學也越來越

強調精準診治，簡單地說就是「你是你吃出來的」，但又絕對不

是僅靠吃某一種食物就可以解決問題的，所以這幾個大的原則一

定要記住並在實踐中琢磨：

1. 均衡膳食；

2. 只吃七分飽；

3. 規律飲食，避免暴飲暴食或睡前大量進食；

4. 經期避免吃生冷或刺激性食物；

5. 生吃食物要洗淨，最好選擇健康的烹飪方式。

可能這些原則對你來說並不陌生，但實際操作起來卻有諸多

疑問，比如：怎樣的膳食安排才叫均衡？簡單的方法就是從顏色

和種類上均勻分配，即紅、黃、綠、白、紫（黑）五種顏色的食

物和雜糧、蔬果、肉蛋奶三大類的食物最好能在每天的飲食中覆

蓋，如果平時忙於工作，難以安排得如此周到，則至少可以在一

周的食物中盡量做到涵蓋這五種顏色和三大類。可能多數女性都

會留意到自己在經前或經期有口味改變的情況，有些會特別想吃

甜食，有些會特別餓，有些會不吃不喝，這些改變都和身體內激

素的驟然變化有關。所以，偶爾一兩天改變平時的飲食習慣關係

並不大。現有的研究顯示，經期適當降低脂肪、增加蛋白質、維

生素 B、E 的進食可以緩解不適。而這就要求我們在食物中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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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果仁、牛奶或雞蛋、全麥或雜糧的比例，甚至吃些動物肝臟。

吃七分飽的原則主要是建立在平時膳食和生活自律的基礎

上，而經期隨身體變化和口味改變，可能對於平時能很好自律的

你，反而還需要稍稍「放鬆要求」來調劑。所以，某些「辟穀」、

「輕斷食」的嚴格膳食計劃可能不適宜在經期進行。

飲食應盡量保證在適宜自己工作生活模式的情況下規律進

行，避免一餐不吃，一餐又猛吃。特別讓身體厭惡的就是十來個

小時顧不上吃喝，然後又胡吃海喝後呼呼大睡。若經常出現這樣

的飲食情況，消化系統和內分泌系統的毛病一定會找上門。其實

忙碌大於等於 996 的人們也可以制定出良好的膳食計劃，比如最

容易被那幾分鐘賴床而犧牲掉的營養早餐，可以在晚上睡前便準

備好，1-2 片全麥麵包，一顆煮雞蛋，一盒牛奶，而這些食物在早

上也花不了幾分鐘就可以下肚，來不及吃的水果、果仁，可帶上

作加餐用。周末可以計劃和採購好下一周的食物，比如全麥麵包

可以和煮紅薯、紫薯、山藥、玉米等相互替換等等。僅以此來舉

例，相信聰明的你，一定能想出更多的好方法，只要你願意。

健康的烹飪方式，是能同時兼顧殺菌及減少營養素被破壞的

烹飪方式，蒸煮為主，炒烤為輔，盡量少深度油炸。生冷或刺激性

食物，比如冷飲、酒、辣椒、芥末、濃茶、咖啡等，不是說經期完

全不能沾，只是多數女性可能都有這樣的體會，平時經期本來沒有

太明顯的不適，但不小心多吃這類食物後，就會出現下腹脹痛、

經量異常的情況。所以，本來就有痛經的你就更應該避免為佳。

一起來看看你的食譜是否健康！

0 1 2 3

平均每周吃水果的次數 ≤ 1 次 2-4 次 5-7 次 ＞ 8 次

平均每周吃綠葉蔬菜的次數 ≤ 1 次 2-4 次 5-7 次 ＞ 8 次

平均每周僅吃純麵食作為一

餐的次數，如饅頭、麵條、

麵包等

＞ 8 次 5-7 次 2-4 次 ≤ 1次

平均每周吃雜糧的次數，如

紅薯、山藥、土豆、大豆、

黑豆、蕎麥、燕麥、糙米、

紅米等

≤ 1 次 2-4 次 5-7 次 ＞ 8 次

平均每周吃各種油炸食品的

次數，如麻圓、薯條、油

條、酥肉、天婦羅等

＞ 8 次 5-7 次 2-4 次 ≤ 1 次

平均每周吃堅果的次數，如

核桃、花生、杏仁、瓜子等
≤ 1 次 2-4 次 5-7 次 ＞ 8 次

平均每周喝奶製品的次數

（包括牛奶、優酪乳、脫脂

奶、羊奶等）

≤ 1 次 2-4 次 5-7 次 ＞ 8 次

最常吃的奶製品 含奶飲料 奶粉 優酪乳 鮮奶

最常吃的肉類
蝦蟹貝等甲

殼類

豬牛羊

等畜類

雞鴨等

禽類
魚類

最常吃的肉製品 罐頭類 醃製類 冰鮮類 鮮宰類

最常吃的蔬菜的顏色 淺黃或白色 紅色 綠色 紫色

最常吃的水果的顏色 淺黃或白色 紅色 綠色 紫色

平均每周吃肉製品的次數 ≤ 1 次 ＞ 8 次 2-4 次 5-7 次

10 min 小打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