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周全孕期照護，增進母嬰健康，建構安心懷孕

友善生養的環境，衛福部國民健康署（簡稱健康

署）推動提高產檢次數及增加產檢項目等重要政

策，自今（2021）年 7月 1日起施行，預估每年將

有超過 16萬孕婦受惠。

少子女化狀況 更需周全孕期照護
臺灣少子女化問題日益嚴重，根據中華民

國內政部（簡稱內政部）資料統計，2017年出

生嬰兒數首度跌破 20萬以下，去（2020）年更

只有 16.1萬名新生兒；在美國中情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簡 稱CIA）公 布 的 今

（2021）年全球生育率預測報告中，臺灣的總生

育率在 227個國家與地區中排名最後，成為世界

上預估總生育率最低的國家，平均每位 15∼ 49

歲的育齡女性將僅生育 1.07名子女。

健康署署長吳昭軍表示，影響生育率的因

素很多，結婚率下降、晚婚、或是婚後沒有生育

的意願等。根據內政部人口統計資料顯示，2010

年國內女性生育平均年齡為 30.62歲，生育第一

胎平均年齡為 29.61歲，於去（2020）年，生育平

均年齡為 32.2歲，而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齡也

延後至 31.09歲。當第一胎的生育年齡逐漸延後，

生育胎數也會減少，高齡狀態下生產的風險也較

高。吳昭軍表示，為讓婦女在孕期過程得到最好

的照護，提升產檢品質，降低孕產風險，健康署

參照醫學實證及國際作法，並依據今（2021）年

行政院第 3750次會議就「少子女化對策－建構

安心懷孕友善生養環境」報告案之院會決定，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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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孕婦及胎兒健康
預防妊娠合併症，降低早產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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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檢補助次數由 10次調整為 14次，並增加產檢

項目，且於今（2021）年 7月 1日上路。

增加產檢次數 預防妊娠風險
懷孕有一定風險，孕產過程中可能會有一

些不可預期的事故發生，臺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

長黃閔照醫師表示，35歲以上高齡生產的婦女

達三成之多，隨著女性生育年齡升高，準媽媽們

孕程及生產風險也隨之增加。根據過往經驗，黃

閔照發現產檢過程經常發生寅吃卯糧的現象，孕

期前期產檢次數超過政府補助時程建議，以至到

了孕期後期 36週過後，孕婦變成要自費產檢，

造成生育家庭額外之經濟負擔。因此，健康署參

照美國婦產科醫學會產前照護指引中「妊娠第

28 週以前，每 4 週產檢 1 次，妊娠第 28∼ 36 

週，每 2 週產檢 1 次，第 36 週以後每週 1次產

檢」的產檢建議，在擴大產檢服務中，共增加 4

次產檢服務，分別於妊娠第 8、24、30及 37週，

各增加 1次產檢。

黃閔照表示，懷孕初期有很多不適症狀，加

上少子女化的緣故，許多孕婦是第 1次懷孕，若

能在懷孕早期即拿到孕婦健康手冊，提供營養需

求、孕期衛教等注意事項，有助穩定新手父母面

對懷孕初期變化的不安。在妊娠第 8週時增加 1

次產檢，可確認胎兒心跳，加強流產徵兆、高危

險妊娠及孕期營養等衛教提早介入，降低孕婦早

期流產的發生機率。

在妊娠第 24週時增加 1次產檢，符合美國

婦產科醫學會第 28週前，每 4週產檢 1次的建

議，且能早期發現早產徵兆，降低早產人數。妊

娠第 30週左右會開始確認胎位及胎兒大小，若

有胎位不正現象，可及早矯正。加上胎兒在此期

成長速度快，為隨時了解胎兒變化，在第 30週

也新增 1次產檢。第 4次新增產檢安排在第 37

擴大產檢補助相關資訊

產檢時應攜帶文件

孕婦產檢加值手冊取得方式

110 年 7 月 1 日起，由各產檢院所發予懷孕婦女

補助對象 具有全民健保身分之孕婦、未納健保之新住民懷孕婦女 (其配偶戶籍地須為中華民國國籍 )

健保卡      
孕婦健康手冊      
孕婦產檢加值手冊

增加          次產檢服務4
2增加     次超音波檢查

於第 8-16 週及 32 週後各新增 1 次

增加妊娠糖尿病篩檢

於第 24-28 週

增加貧血檢驗

於第 24-28 週

產檢補助加值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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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係考量孕婦於 36週之後，一般會有較多關

於生產的疑慮，此時適當提供生產衛教，能減少

產婦及家屬不安，提高生育安全。基本上在懷孕

第 40週會進行最後一次產檢，但黃閔照補充說

明，若產婦到了 40週還沒生產，可在醫療院所

協助下，經醫療專業判斷有特殊產檢需求者之

專案申請 2次產檢補助。此外，高危險妊娠產婦

的產檢可使用健保補助，避免增加生育家庭經

濟負擔。

增加超音波檢查次數 
監測胎兒發育狀況

除了增加產檢次數，也增加了產檢項目，分

別在第 8∼ 16週及第 32週後，各提供 1次超音

波檢查。過往超音波檢查僅在第 20週提供 1次，

但只有 1次並無法滿足孕婦於孕期的照護，導致

很多孕婦需自費進行超音波檢查。黃閔照表示，

以監測胎兒發育狀況來說，3次超音波檢查的確

較為合理，在整個孕期可以提供較多胎兒及產婦

的資訊，讓孕期照護做得更好。

第 1次超音波檢查建議在第 8∼ 16週執行，

目的是要確認著床位置、胎兒數、胎兒心跳、大

小測量，以及預產期。第 2次超音波檢查建議在

第 20週前後執行，主要是檢查胎數、胎兒大小

測量、心跳、胎盤位置、羊水量。第 3次超音波

檢查則建議第 32週後執行，此時要評估胎兒生

長狀況、胎兒大小測量、胎位、胎盤位置等，以

決定生產方式及確認是否有其他疾病需要治療，

降低妊娠及生產風險。

增加妊娠糖尿病及貧血檢驗 
降低併發症風險

黃閔照表示，孕產婦在懷孕期間若血糖過

高，會通過胎盤影響胎兒，造成胎兒過大、新生

媽咪產檢時程寶典

註 : 每次產檢都有提供例行性檢查項目，内容包括問診 ( 孕期不適症狀 )
    身體檢查 ( 體重、血壓、胎心音等 ) 及尿液檢查 ( 尿蛋白、尿糖 )

實驗室檢查項目 產前遺傳診斷
( 羊膜穿刺 )

超音波
檢查

超音波檢查

產檢次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8 16 20 24 28 30 32 34 3635 37 38 39 40

12 13 14

懷孕週數

超音波檢查

妊娠糖尿病篩檢
貧血檢驗（全套血液檢查及血小板計數）

乙型鏈球菌篩檢
血液常規檢查
尿液常規檢查
德國麻疹

梅毒
B 型肝炎
愛滋病

橘底  為新增項目 紅字  為新增產檢次數

梅毒
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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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低血糖、黃疸、肩難產等風險，孕產婦也會增

加罹患子癲前症的機率，而這些婦女未來半數也

會演變成慢性糖尿病。今（2021）年 7月起，健康

署將 75公克，2小時口服葡萄糖耐受試驗納入

一般產檢補助項目，在妊娠第 24∼ 28週時安排

空腹 8小時及口服 75公克葡萄糖 1小時及 2小

時後血漿葡萄糖測定，藉由篩檢早期發現妊娠糖

尿病症狀，早期介入治療。

懷孕第 12週時會進行血液常規檢查，此時

雖然有貧血檢驗，但黃閔照表示，孕婦懷孕到妊

娠晚期溶血量會增加 40%，若無適當補充鐵劑、

葉酸等營養素，容易發生貧血症狀，造成胎兒過

小、早產、增加周產期死亡的風險，對孕產婦而

言，也會增加心肺負擔、難產、產後大出血等危

險。因此健康署在第 24∼ 28週新增貧血檢驗，

提早發現貧血等血液方面問題進行矯正，以降低

母嬰相關併發症風險。

共同努力 助安心懷孕平安生產
吳昭軍表示，為配合擴大產檢服務，提供準

媽媽更多產檢衛教資訊，健康署編製「孕婦產檢

加值手冊」，由產檢醫療院所將該手冊發給每位

孕婦，包括未納健保的新住民懷孕婦女，都能受

惠。若在孕產期間有相關的問題，健康署有設置

孕產婦關懷諮詢服務專線 0800-870-870（諧音：

抱緊您，抱緊您）提供諮詢，或在「孕產婦關懷

網站」（https://mammy.hpa.gov.tw/）、健康九九

網站─媽咪好孕館（https://health99.hpa.gov.tw/

theme/5）可查詢孕期相關照護資訊，運用各種管

道協助婦女安心渡過孕產期。

更多孕產婦相關資訊

孕產婦關懷諮詢服務專線 0800-870-870

孕產婦關懷網站

孕產婦關懷臉書粉絲團

健康九九網站媽咪好孕館

擴大補助產檢服務的目的，是為了提早發現

異常、及早給予適當治療，達到預防妊娠併發症

的風險，建構安心懷孕友善生養的環境。吳昭軍

也表示，為母嬰健康考量，婚後若有生育計畫但

超過一年仍沒有懷孕的夫婦，建議可請醫師評估

是否需要醫療協助，朝周全孕期照護方向共同努

力。臺灣少子女化問題，攸關國家發展的根基，

政府會以務實態度持續提出相關具體措施，希望

貼近年輕一代夫妻及父母的需求，從各環節將資

源妥善配置到位，協助所有養兒育女的家庭減輕

經濟負擔，並也能夠安心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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