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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產檢 孕育優質寶寶 
江婦產科診所 

(署新一家人社區醫療群) 

院長  江正傑  醫師 



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1984) 

中華民國醫師國考及格(1984) 

美國FMGEMS醫師考試及格(1984) 

公共衛生醫師高考及格(1985) 

台大醫院婦產科住院醫師、總醫師(1986-1990) 

新竹台大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1990-1994) 

新竹台大醫院試管嬰兒中心負責人(1990-1994) 

台大醫院及新竹台大醫院兼任主治醫師(1990-今) 

現任新竹江婦產科診所院長 
民族路125號 
03-5353-532 



自婚前預防保健1F、 
婚後協助受孕1F、 
高成功率試管嬰兒1F3F、 
到新趨勢產檢1F、 
無痛生產2F、 
母嬰親善3F4F、 
到精緻坐月子5F6F。 
我們提供您 
完整系列的 
專業母胎醫學服務 



內容大綱 

一、了解現行產檢的方式 

二、如何選擇適合的產檢 

三、如何判讀產檢結果 

四、產檢常見問題 

         



一、了解現行產檢的方式 

發手冊 



參考文獻:「台灣周產期醫學會」 

本著教育的責任與嬰兒與母親雜誌合作 

嬰兒與母親 6月號 NO.440 

採訪撰文／張玉櫻 

諮詢／台北長庚醫院婦產科系副主任 徐振傑 





二、如何選擇適合的產檢 

國健局提供的10次 41~50產檢時程 

                     我都要 

週產期醫學會建議的自費項目 

                  我精挑 

                 生產院所 我慎選         

(醫師,助產護士, 小兒科,  麻醉醫師) 

(設備,血庫, 離家近,後送,產後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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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做健保 



三、如何判讀產檢結果 

3 FXS 



3 FXS 



2 SMA gene 隱性遺傳 1/35帶因 

參考文獻: 

柯滄銘婦產科 

http://www.genephile.com.tw/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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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nti-TPO 抗體 & TSH 篩檢 

（1）甲狀腺腫&結節5% 

（2）甲狀腺機能亢進症0.2% 

（3）甲狀腺機能低下症2% 

（4）甲狀腺癌0.01% 

 
台北醫學院 許重輝醫師 編製 

http://libir.tmu.edu.tw/bitstream/987654321/31643/3/認識甲狀腺疾病手冊.pdf 

 

 

數值異常-->甲狀腺超音波 & Free T3, Free T4, TSH 

胎兒 & 新生兒篩檢異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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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41抽血 健保: 愛滋、梅毒、B肝(HBsAg/HBeAg)、 
 
     德國麻疹、血型/RH血型、貧血、地中海型貧血 

1 

 
自費：凝血功能、肝腎功能、血脂肪、血糖、尿酸..等 



 
 
 
第一孕期妊娠評估含 
 
 
 
透明帶母血唐氏症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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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癇前症與胎兒生長不良風險評估 

胎兒染色體異常篩檢＆胎兒結構異常篩檢 

早產風險評估 



懷孕早期篩檢新趨勢 
嬰兒與母親 6月號 NO.440 
採訪撰文／張玉櫻 
諮詢／台北長庚醫院婦產科系副主任 徐振傑 
 

在第一孕期就可以先篩檢出子癇前症的高危險群， 
方法是配合病史詢問、子宮動脈血流檢查， 
以及抽血檢查胎盤生長激素（Placenta Growth Factor；PlGF）、 
懷孕相關蛋白質A（PAPP-A）生化值檢查， 
即可篩檢出95％發生於34週之前的早期子癇前症！ 

子癇前症與胎兒生長不良風險評估 

2012年美國子癇前症專家Howard Cuckle認為， 
如果把治療提早至12〜16週， 
可以減少80％以上早發型子癇前症及子宮內胎兒生長遲滯的機率。 
  
  另外前述的英國Nicolaides 教授， 
也在2013 年White Journal（UOG，IF：3.007）中發表了最新的統合分析（Meta-Analysis）， 
整合了過去10年42篇報告共計27,222位孕婦， 
證實了將子癇前症的治療提早到16週之前， 

服用低劑量的阿斯匹林（Aspirin）， 
能夠減少82％以上早發型子癇前症的發生， 
以及減少約60％的胎兒死亡機會，兩者可以說是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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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流
感
疫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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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酸 --  預防寶寶神經管缺損  

7 
How is spina bifida diagnosed? 
the AFP or triple test.  
High levels of alpha fetoprotein is a sign of potential neural tube defects and warrants further testing.  
 Keep in mind that there are between 50 and 100 abnormally high AFP results in 1,000 pregnancies, 
 when in actuality there are only 1 to 2 babies affected with a neural tube defect. 

 

http://americanpregnancy.org/prenatal-testing/triple-screen-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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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層次超音波 

胎兒心臟超音波 

20~24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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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糖尿病可能會產生的合併症有羊水過多症、酮酸中毒、難產、
妊娠高血壓、水腫以及急性腎盂腎炎等，易引起早產的比例同樣
也提高許多。 

 

而胎兒則可能會造成：先天畸型、胎死腹中、新生兒死亡、巨嬰
症、 新生兒呼吸窘迫症候群、新生兒低血糖症、新生兒黃疸症或
低血鈣症等，這些問題處理起來都相當麻煩。 

 

若未能及早發現妊娠糖尿病並予以控制，將容易導致巨嬰症，生
產時發生肩難產或需要剖腹產的機會會大增。若生產前血糖控制
不良，將容易導致新生兒低血糖。 

Screening and Diagnosing Gestational 
Diabetes   

Pregnant women with 
risk factors 

Screen for 
undiagnosed type 2 
diabetes at first 
prenatal visit 

Pregnant women 
without known prior 
diabetes 

Screen at 24-28 wks 

Women with GDM Screen for 
persistent diabetes 
6-12 wks 
postpartum using 
OGTT and 
nonpregnancy 
diagnostic criteria 

Women with GDM 
history 

Screen for diabetes 
or prediabetes 
every ≥3 yrs 

Women with GDM 
history and prediabetes 

“One-Step” Strategy   

•75-g OGTT with PG measurement fasting and at 

1 h and 2 h, at 24-28 wks in women not previously diagnosed 

with overt diabetes  

•Perform OGTT in the morning after overnight fast (≥8 h) 

•GDM diagnosis made if PG values meet or exceed:  

• Fasting: 92 mg/dL (5.1 mmol/L) 

• 1 h: 180 mg/dL (10.0 mmol/L) 

• 2 h: 153 mg/dL (8.5 mmol/L) 

•  

  
“Two-Step” Strategy   

•50-g GLT (nonfasting) with PG measurement at 1 h (Step 1), at 24-28 wks in 

women not previously diagnosed with overt diabetes 

•If PG at 1 h after load is ≥140 mg/dL  

(7.8 mmol/L), proceed to 100-g OGTT  

(Step 2), performed while patient is fasting 

•GDM diagnosis made when two or more PG levels meet or exceed: 

• Fasting: 95 mg/dL or 105 mg/dL (5.3/5.8) 

• 1 hr: 180 mg/dL or 190 mg/dL (10.0/10.6) 

• 2 hr: 155 mg/dL or 165 mg/dL (8.6/9.2) 

• 3 hr: 140 mg/dL or 145 mg/dL (7.8/8.0) 

•  

Glycemic Targets in Pregnancy  

GDM targets for women without 
preexisting type 1 or 2 diabetes  

Targets for women with preexisting 
type 1 or 2 who become pregnant  

Preprandial: ≤95 mg/dL (5.3 
mmol/L) and either   

Premeal, bedtime, overnight 
glucose:  
60-99 mg/dL (3.3-5.4 mmol/L) 

1-hr postmeal: ≤140 mg/dL (7.8 
mmol/L) 

Peak postprandial glucose: 100-129 
mg/dL (5.4-7.1 mmol/L) 

2-hr postmeal: ≤120 mg/dL (6.7 
mmol/) 

A1C: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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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糖尿病篩檢 



C型肝炎主要還是來自母子的垂直感染 

  

 IC45抽血   自費：C肝    健保：梅毒、貧血.    

32週 

C型肝炎之所以可怕，在於其帶原率（10-20%）、慢性肝炎率（10-50%）、
肝硬化率（5-10%）以及肝癌率（5-10%）都來得比B型肝炎嚴重。 

C型肝炎媽媽懷孕產檢時如果施行羊膜穿刺檢查，可能會使病毒傳染給胎兒的危險性增加； 

 
至於生產時破水時間長短是否和垂直感染有關目前仍有爭論；而法國的一項研究指出，經產道生產時
使用產鉗會使垂直感染的機率提高三倍。一般的研究指出，大部分經產道生產的嬰兒垂直感染比剖腹
產來得多，但是是否意味著剖腹產對於C型肝炎的垂直傳染有預防的效果仍有待證實，所以目前婦產科
醫師對於沒有HIV共同感染的C型肝炎母親，並不會建議剖腹產，但對於有HIV共同感染的C型肝炎母

親則建議剖腹產以降低HIV和C型肝炎的垂直感染。 

 

如果C型肝炎母親為無症狀或無HIV共同感染，仍然可以餵哺母乳；但如果是剛感染C型肝炎或有

HIV共同感染，因為體內的病毒量較高連帶母乳中病毒量亦較高，則不建議餵哺母乳。 

14 兒童C型肝炎與母子垂直感染 
【方旭彬 醫師 / 臺安醫院 - 小兒科】 

http://pchome.uho.com.tw/sick.asp?aid=4108 

http://www.uho.com.tw/web.asp?id=18195&m=3&dr=3529
http://www.uho.com.tw/web.asp?id=18195&m=3&dr=3529
http://www.uho.com.tw/web.asp?id=18195&m=3&dr=3529
http://pchome.uho.com.tw/store.asp?id=18195
http://pchome.uho.com.tw/store.asp?id=18195
http://pchome.uho.com.tw/store.asp?id=18195
http://pchome.uho.com.tw/store.asp?id=18195
http://pchome.uho.com.tw/store.asp?id=18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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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檢項目保括兩大類，國民健康署指定項目11 項與選擇性自費項目。 
 
指定項目 

1.先天性甲狀腺低能症(CHT) 
2.半乳糖血症(GAL) 
3.葡萄糖6 磷酸鹽去氫酶缺乏症(G6PD) 
4.先天性腎上腺增生症(CAH) 
5.苯酮尿症(PKU) 
6.高胱胺酸尿症(HCU) 
7.楓糖尿症(MSUD) 
8.中鏈醯輔酶A 去氫酶缺乏症(MCAD) 
9.戊二酸血症第一型(GA-1) 
10.異戊酸血症(IVA) 
11.甲基丙二酸血症(MMA) 
其中第5 項~ 第11 項是以串聯質譜儀(TandemMass) 檢測之代謝異常疾病，
包括先天性胺基酸、有機酸、與脂肪酸之代謝異常疾病，皆可以一個血點，
經此高精密儀器檢驗出多達20 幾種代謝異常疾病。 
 
非指定項目 

1.指定項目以外，由串聯質譜儀檢測的胺基酸、脂肪酸與有機酸之代謝異常
疾病。 
2.溶小體儲積症之龐貝氏症與法布瑞氏症。 
3.嚴重複合型免疫缺乏症。 

 
 

新生兒先天性代謝異常篩檢 (基本11項+免費
2項+自費3項共1100元)  



新生兒聽損基因與呼吸中止基因檢測。(自
費4200元) 寄台大基因部 



四、產檢常見問題 

出血 
女性如果懷孕，有20%～25%機率會出血(先兆性流產)。 

曾有先兆性流產徵兆的胎兒早產機率提高、成為低體重兒的機率
也增加、周產期死亡率上升，媽咪則容易產前出血。 

年紀越大，流產的機率越高。一項統計數據指出： 

女性年齡介於20～29歲，自然流產率為11%； 

女性年齡介於30～34歲，自然流產率為15%； 

女性年齡介於35～39歲，自然流產率為25％； 

女性年齡介於40～44歲，流產率則高達5成。 

嬰兒與母親 8月號 NO.418 

採訪撰文／湯佳珮 

諮詢／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產部產科主任 區慶建 



孕婦及胎兒 
最大的敵人 

---早產 
早產是新生兒發病及死亡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