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前照護



孕 前 照 護
莊昭華

摘

陳保中*

要： 健康的母親與嬰兒 ，對任何文化的家庭而言 ，是極具意義的希望與夢想。生育階段的女性 ，傳統上是
從尋求產前照護開始 ，但是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在受孕前改善或促進婦女及夫婦健康 ，可以增進下一
代的健康 ，因此完整的婦女健康照護 ，應該從孕前照護開始 ，如此可進一步改善懷孕結果及預防生育
所伴隨的母體危害。時代變遷 ，孕前照護觀念亦隨之崛起 ，美國 CDC（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於 2004 年成立孕前照護工作小組並召開伙伴會議 ，後來陸續於 200、200 年召開孕前照
護全國高峰會 ，討論及發展孕前照護的相關議題 ，至此生育保健的推動有了新的見解及方向。初級預
防的孕前照護 ，是由許多的介入措施所組成 ，其目的在於鑑定及減輕會對婦女健康或懷孕結果造成影
響的生物醫學 、行為 、或社會危險因子。目前國內尚無全國性政策可提供完整的孕前照護 ，因此若能
整合各項介入措施 ，透過學校或職場的孕前照護 、孕前照護門診 、家庭或社區的孕前探視服務等 ，將
可促進婦女與兒童健康 ，提高國家的競爭力。

關鍵詞： 孕前照護、婦女健康、兒童健康。

前

言

傳統上生育階段的女性 ，一般是從尋求產前照
護開始 ，但是一個完整的婦女健康照護應該包含孕
前 、孕期甚至是產後。健康的母親與嬰兒 ，對任何
文化的家庭而言 ，是極具意義的希望與夢想。過去
公共衛生的進步 ，明顯改善了婦女懷孕的結果 ，但
是先天缺陷 、低出生體重兒 、早產及嬰兒死亡等周
產期問題仍然存在。許多的證據顯示在受孕前改善或
促進婦女及夫婦健康 ，可以增進下一代的健康 ，因
此若將婦幼衛生預防策略提前至受孕前 ，即「孕前照
護」，將可更進一步改善懷孕結果及預防生育所伴隨
的母體危害。孕前照護屬初級預防 ，基礎概念為婦女
應於懷孕前儘可能的將健康維持在最佳狀態 ，因為愈
健康的婦女 ，愈可積極的計劃及準備懷孕 ，如此生
出健康嬰兒的機會也會相對的提高 ，尤其有慢性疾病
的女性 ，更應該於孕前照護中加入該疾病的相關注意
事項。另外對非預期懷孕的婦女 ，孕前照護更是具有
重要的意義。傳統觀念大多從婦女知道懷孕後才開始
照護 ，但據筆者尚未發表的調查資料顯示國內預期懷
孕的孕婦約只有 4%，換言之超過一半的婦女是非預

期懷孕 ，而很多對胎兒發展的不利因素卻在這時期悄
悄入侵 ，因此若要有健康的下一代 ，及完整的婦女
健康照護 ，孕前照護是不可缺的元素。

何謂「孕前照護」？
孕前照護是由許多的介入措施所組成 ，其目的
在於鑑定及減輕會對婦女健康或懷孕結果造成影響的
生物醫學 、行為 、或社會危險因子。孕前照護包含
預防和管理 ，強調健康議題須於懷孕之前或懷孕早
期介入實行 ，以獲得最大的效益。主要的照護對象為
生育年齡層的婦女 ，雖然某些照護措施包含男性。綜
合言之 ，孕前照護提供危險因子篩檢 、健康促進與
教育 、和降低及鑑定出危害因子的介入措施（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200）。

「孕前照護」觀念的崛起
從古老年代起 ，婦女一直被建議若要懷孕 ，須
增進健康及避免危害物質的使用 ，但卻不一定有落

長榮大學護理系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教授 *
受文日期： 年  月  日
修改日期： 年 10 月  日
接受刊載： 年 10 月 20 日
通訊作者地址：陳保中
100 台北市徐州路 1 號
電
話：（02）33220

護理雜誌

 卷  期‧中華民國  年 12 月



Preconception Care

實。隨著時代的變遷 ，及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 ，女
性孕期前後的健康狀態會影響到下一代的健康 ，甚
至終生（Barker, 12）。後來因研究證據的刺激 ，在
10 年代左右 ，美國學者及官方開始覺得傳統的孕期
照護觀念可能不足 ，需被重新檢視及定義。他們認為
傳統的出生前後照護（孕期照護及新生兒照護）的開
始點 ，以初級預防的觀點來看 ，太慢開始 ，婦女應
更早接受孕前健康促進的概念及知識（Freda, Moss, &
Curtis, 200）。
經 過 一 段 時 間 的 發 展 ， 美 國 CDC 於 2004 年 成
立孕前照護工作小組並召開伙伴會議 ，並於 200 年
召 開 第 一 次 孕 前 照 護 全 國 高 峰 會（Posner, Johnson,
Parker, Atrash, & Biermann, 200）。發展重點含：未
來將與專業學會共同發展孕前照護建議 ，發展並評估
各項資訊及服務整合策略 ，訓練醫療人員執行孕前照
護 ，開始進行醫師 、其他醫療人員及民眾對孕前照
護重要性的研究 ，以及其成本效益的探討。200 年
CDC 再次召開第二次孕前照護全國高峰會 ，其要目
的為發展 CDC 所發表全國性建議工具之策略（March
of Dimes, California Chapter, 200）。至此 ，美國已對
推動生育保健提出了新的見解及方向。

為何「孕前照護」值得我們重視 ?
為何「孕前照護」值得各國重視？以國內為例 ，
全民健保雖有給付十次產前檢查 ，但是不良的出生
結果 ，和孕產合併症 ，仍是國家公共衛生上的一大
問題 ，如國內每年仍約有 % 的早產兒 ，% 低出生
體重兒 ，和 1% 的重大先天缺陷兒發生（Chuang et al.,
200）。另外國內資料亦顯示 ，對生育年齡的婦女
造成生殖危害的因子仍普遍存在 ，如女性吸菸 、飲
酒 、用藥等問題。
因文化的影響 ，國內的育齡女性於青春發育
期或懷孕前階段 ，普遍存有使用中藥調理身體的習
慣 ，但需注意的是此行為很多並未經過中醫師的處
方 ，因此育齡女性可能暴露於中草藥材受環境或
人 為 污 染 的 潛 在 危 害 下 ， 而 不 自 知。 延 續 文 化 習
慣 ，高達 24.1% 無任何疾病的孕婦 ，服用中草藥 ，
因此如何於懷孕前教導正確的用藥觀念 ，是當務之
急。國內婦女於懷孕後飲酒和吸菸的比例比西方孕
婦低很多 ，約為 1.4% 及 3%，但卻有高達 0% 的孕
婦暴露在二手菸的危害中 ，可見如何保護孕婦及胎
兒免受菸害 ，恐為當前重要議題。另外調查指出約
20% 的孕婦有慢性疾病 ，因此懷孕前提供藥物及遺

傳諮商是非常重要的事（Chuang, Lai, Wang, Chang,
& Chen, 200; Chuang et al., 200; Chuang et al.,
200）。
另外隨著國內逐漸的工業化 ，伴隨而來的環境
污染及職業危害也越來越嚴重。以民國六十八年台灣
中部地區爆發的多氯聯苯中毒事件為例 ，中毒者以
年輕女工及家庭主婦為大部份 ，中毒的女性若日後
懷孕 ，婦女可將多氯聯苯經胎盤傳給嬰兒 ，稱為胎
盤油症兒 ，可能會造成胎兒生長遲滯 ，皮膚會有黑
褐色色素沈澱 ，和智商偏低等症狀 ，甚至死產（Guo,
Lambert, Hsu, & Hsu, 2004）。 據 國 內 主 計 處 的 資 料
顯示 ，台灣地區十五歲以上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呈增
加的走勢 ，由民國五十三年的 2.%、八十三年的
4.4% 到九十三年的 4.4%，就年齡層而言 ，1 至 1
歲勞動參與率為 10.％，遞增至 2 至 2 歲為 .1％
後 ，再漸次減少 ，由此可知以高生育年齡群的婦女
占最多（行政院主計處 , 200）。此意味著工作職場
及環境中的危害毒性物質 ，如重金屬（Chen, Pan, &
Wang, 200）、有機溶劑（Chen, Hsieh, Wang, & Cheng,
2002）、農藥 、環境用藥 、消毒氣體 、或醫療上的化
療藥物等 ，都有可能經由各種管道進入人體 ，進而
對生殖系統造成影響 ，如延長夫妻嘗試懷孕的受孕時
間（time to pregnancy）、流產 、早產 ，甚至影響下一
代兒童的健康。
再者一般婦女的產前檢查大多開始於懷孕 、 週
後 ，加上一半以上的婦女是屬於非預期懷孕 ，因此常
錯失照護的黃金時期 ，因為懷孕的3 至 12 週為胚胎各
大重要器官的發展階段 ，若婦女於此黃金時期未意識
到自己懷孕就無法降低一些危險因子的暴露。由此可
見 ，婦女的健康照護 ，若能提早從孕前開始 ，使生育
年齡層的女性平日即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及了解懷孕
相關的資訊等 ，則可避免大部份的不幸事件發生。

「孕前照護」服務管道
理想的「孕前照護」應可透過下列的服務管道取
得。但為了使服務管道能真正的落實 ，應該有一完善
計畫先對各個不同領域的健康照護者如醫師 、護士和
第一線照護者 ，提供孕前健康照護課程 ，培育種子
教師 ，並建立工作指引手冊。
一 、學校
按照研究資料顯示 ，女性平均初經年齡約 11 至
13 歲（Cheng, Yang, & Liou, 200），因此開始進入生
護理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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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期的女性 ，大多還在就學階段 ，若能從此黃金時
期開始 ，將正確的生育知識及各項生殖危害的觀念融
入教學中 ，或由學校衛生護理人員推動相關衛教 ，
讓青少年自然而然培養良好的生活型態 ，則可降低未
來部份的生育危害。
二 、職場
女性進入職場後 ，除了家居生活外 ，大部份的
時間就身處工作場所中。職場女性大部份都處於高
生育階段或青春期 ，若她們於職場中暴露生殖危害
物質 ，通常危害會比環境中的暴露濃度來的高且危
害大 ，因此不管基於資方或勞方的立場 ，都應該共
同防範危害的發生。另外職場的健康防護及促進的
介入會比從社區容易且成本效益較佳 ，且可整合利
用職場的醫療服務或職業衛生護理人員的健康管理
與諮詢來提供 ，因此工作職場是孕前照護的另一個
重要管道。



四 、孕前探視
孕前探視已是產前照護的重要一環。除學校及醫
院外 ，家庭和社區是介入措施的另外管道。家庭是影
響人生的第一站 ，而家人更扮演重要的角色 ，因此
社區衛生護理人員若能從家庭（尤其是新婚家庭）的
孕前探視做起 ，提供不論是未生產 ，或已生產尚要
繼續生產的婦女及家人相關的訊息 ，建立「健康家庭
啟始（Healthy Family Start）」觀念 ，效果會更好。另
外社區亦是介入的另一管道 ，若能搭上目前國內正在
推行的健康社區營造 ，利用社區的力量集體營造氣氛
及互相督促 ，更可事半功倍。

「孕前照護」項目
孕前照護的項目可依不同的服務管道而調整其內
容 ，主要的照護服務內容摘要於表一。
一 、學校孕前照護

三 、孕前門診

學校除教授正確兩性關係及健康教育相關知識

醫院的孕前門診是提供專業服務的一個管道 ，可
提供母親健康評估 、孕前健檢 、遺傳諮詢 、特別狀
況如須長期用藥 、不孕婦女等的專業檢查及治療。

表一

外 ，更應擴展至家庭生活 、生育健康與人口教育的
相關課程（Aldinger, 2003），以儘早培養學生有正確的
知識 ，並落實於日常生活中。另外健康中心應評估 、

孕前照護項目

管道

地點

執行人員

學校

學校

教師 、校護

職場

工作場所

醫療人員
、廠護

孕前照護門診

醫院

醫護人員

孕前照護探視

家庭 、社區

公衛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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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前照護項目
1. 教授正確兩性關係 、健康教育相關知識。
2. 開設家庭生活 、生育健康與人口教育的相關課程。
3. 學校健康中心評估 、分析及建立學生生育健康的資料。
4. 學校健康中心辦理各項培養學生健康生育的活動。
. 學校健康中心提供各項相關服務。
. 管理 、衛教或轉介高危險群。

1. 工作史評估。
2. 工作現場危害評估。
3. 教導員工已知或懷疑的生殖與發育危害物質 ，使其有清楚的認知和標示。
4. 應給予潛在暴露員工有關的生殖與發育衛生教育。
. 提供孕前諮商。
. 對計劃懷孕 、受孕及哺乳的員工應有彈性可修正的工作計畫 ，以幫助員
工實施危險轉移。
. 協調相關單位將危害控制到同時可保護男性 、女性及懷孕婦女的標準。
1. 母親健康評估（如家族史 、生活行為 、生產史 、一般健康檢查等）。
2. 預防注射 ( 如德國麻疹 、水痘 、B 型肝炎等）。
3. 篩檢（如 HIV、性病 、遺傳疾病等）。
4. 諮詢（如葉酸使用 、戒菸 、戒酒 、體重控制等）。

1. 健康促進計畫（如良好生活型態 、減少環境危害物質暴露 、健康照護的使
用等）。
2. 危害評估（家庭 、生育 、醫療 、和社會史對生殖危害的因子）。
3. 介入計畫（提供衛教）或轉介到孕前照護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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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及建立學生生育健康的資料 ，辦理各項培養學生

「孕前照護」未來展望

健康生育的活動 ，提供各項相關服務 ，及管理 、衛
教或轉介高危險群。
二 、職場孕前照護
職場的醫護服務人員或廠護應與工安衛人員合
作 ，進行員工的工作史評估 、工作現場危害評估；
教導員工已知或懷疑的生殖與發育危害物質 ，使其有
清楚的認知和標示；給予潛在暴露員工有關的生殖與
發育衛生教育；提供孕前諮商；對計劃懷孕 、受孕及
哺乳的員工應有彈性可修正的工作計畫 ，以幫助員工
實施危險轉移；協調相關單位將危害控制到同時可保
護男性 、女性及懷孕婦女的標準。
三 、孕前照護門診
根據美國兒科醫學會及美國婦產科醫學會 ，所
發 展 的「孕 前 照 護 指 引 」建 議「所 有 會 照 顧 到 生 育
年齡婦女的人員 ，特別是孕前照護人員 ，皆應提供
合適醫療照護及行為的諮商 ，以達最佳的懷孕結果
（All health encounters during a woman’s reproductive
years, particularly those that are a part of preconcep-

tional care should include counseling on appropriate medical care and behavior to optimize pregnancy

outcomes.）」（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

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
2002）。這兩個學會將孕前照護組合成四項主要的

介入措施 ，包括母親健康評估（如家族史 、生活行
為 、生產史 、一般健康檢查等）、預防注射（如德國
麻疹 、水痘 、B 型肝炎等）、篩檢（如 HIV、性病 、
遺傳疾病等）、及諮詢（如葉酸使用 、戒菸 、戒酒 、
體重控制等）四大範疇。
四 、孕前照護探視
公衛護士可利用平時社區活動或家訪時 ，對育齡
女性不管是未生育或已生育過仍有意願生育的女性 ，
進行健康促進計畫 ，教導培養良好生活型態 、減少
環境危害物質暴露和健康照護醫療的可近性使用等；
經由個案的家庭史 、生育史 、醫療史 、和社會史的
收集以進行危害評估；對高危險群進行介入衛教計畫
或轉介到孕前照護門診。

國內孕前照護的未來展望包含下列幾點：
一 、國內非計劃生育的比例頗高 ，因此每個生
育年齡的女性 ，包含準備繼續受孕的婦女 ，都應該
接受孕前照護 ，對隨時可能的受孕做準備。
二 、家庭生活 、生育健康與人口問題等議題 ，
應該被融入學校的課程中 ，從小紮根 ，以達到促進
健康 、教育及國人發展的最終目標。
三 、屆臨生育年齡的高中 、職及大專學生 ，除
進行常規的新生健康檢查外 ，應該針對生殖危害高
危險群 ，如生活型態不良（吸菸 、飲酒 、藥物濫用
等）、有正職或兼職工作（建教合作 、打工等）且工作
環境存在生殖危害因子 、或女學生有經期方面的疾病
者 ，應提供更進一步的諮詢及身體檢查 ，以發揮早
期偵測及治療的功能。
四 、國內女性勞動參與率雖逐年增加 ，但是勞
動相關法規並未眷顧到此族群。以勞工安全衛生法為
例 ，和具生育能力之女工相關的條款只有第二十一
條和第二十二條 ，規定雇主不得使女工（第二十一
條），及妊娠中或產後未滿一年之女工（第二十二條）
從事規定的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而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只有第  條第  項規定醫療衛生單位辦理提供勞工
家庭計畫服務工作。台灣的工作職場環境 ，普遍並不
理想 ，而未婚 、未生育者或生育期的女性在職場的
比例又很高 ，因此暴露的危害風險也大 ，因此若是
相關單位能在法規上作通盤的檢討及進一步的修正相
關的孕前照護條款 ，將是職場女性的一大福音。
五、我國衛生單位應主導並召集團隊規劃工
作 ，探討推動「孕前照護」的可能性及困境 、孕前照
護內容 、優先執行項目和其它資源的整合等相關議
題。
期望國內未來政府 、學校 、職場及家庭等各方
的資源及力量能整合 ，並落實孕前照護計畫 ，以促
進婦女及兒童健康 ，提高國家的競爭力。

結

論

生育階段的女性，一般是從尋求懷孕照護開
始 ，但是一個完整的婦女健康照護應該包含孕前 、
孕期甚至是產後。屆臨生育期的婦女 ，應該被教育關
於平日如何維持良好的健康狀態 ，以減少非預期懷孕
或因母體健康狀況不適所造成的不良出生結果。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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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前照護

國內尚無全國性政策可提供完整的孕前照護 ，因此若
能整合各項介入措施與資源 ，透過學校 、職場 、門
診 、或社區孕前探視服務等 ，推行孕前照護計畫 ，
將可增進婦女周產期健康 、降低醫療成本 ，並孕育
健康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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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onception Care
Chao-Hua Chuang • Pau-Chung Chen*
Abstract: Healthy mothers and children are the hope and dream of every country. Evidence shows that promoting health in women and couples before pregnancy can promote the health of their offspring. Hence,
comprehensive healthcare for women should start before pregnancy (i.e., preconception care). Such
represents an effective strategy to lessen adverse maternal and infant health outcomes.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in the United States established in 2004 a working group to
convene conferences addressing preconception care issues, which has since held two summit conferences (in 2005 and 2007) to develop recommendations and guidelines for improving preconception
health and care. A new consensus on reproductive health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as emerged. Preconception care, the primary preventive approach for women of reproductive age, works to identify
and modify biomedical, behavioral, and social risks through preventive and management interventions. No national policy for preconception care currently exists in Taiwan. Hence, it is important to
coordinate different resources related to preconception care available through schools, workplaces,
outpatient service centers, families and the community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uniform national policy
and intervention programs that will further enhance the health of women and children in Taiwan.
Key Words: preconception care, women’s health, children’s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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