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產兒居家照顧手冊



恭喜您的寶寶終於「過關斬將」出院回家囉！

很多爸爸媽媽或家人心中常會有的疑問：「回家後

，該如何照顧早產寶寶呢？」其實，大多數的早產

兒出院回家時，與足月寶寶的照顧相似，只要熟悉

及認識如何照顧早產寶寶，即可以勝任愉快照顧的

角色與責任。因此，我們特別編製「早產兒居家照

顧手冊」電子書，希望讓您們能得心應手、更有自

信地照顧寶貝，相信寶寶在您們「愛」的保護下，

必能健康快樂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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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年齡算法

巴掌仙子來報到～
認識早產兒

1

! !

單元

什麼是早產兒

懷孕不足37週就出生的寶寶即是早產兒。 

早產兒在剛出生時因為各個器官功能還不夠成熟， 

 可能會出現一些問題，像是呼吸窘迫症、開放性動 

 脈導管、腦室內出血、腦室周圍白質軟化症等。

成長過程有些早產寶寶可能會有合併症，像是慢性 

 肺疾 病、視網膜病變、發展遲緩、聽力受損等。

 週數越小發生機率越大，特別是1500公克以下的  

  早產兒。

 出院後須定期追蹤，早期發現問題，即時處理很  

  重要！

什麼是矯正年齡

由預產期開始算的年齡

 實際年齡：出生至今

 矯正年齡：預產期至今

 在3歲前評估早產寶寶的生長發育、

  動作行為發展、副食品的添加，

  需使用矯正年齡來對照。

 預防注射則依出生實際年齡安排

    (時程請參照兒童健康手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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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庭怎麼調適以便迎接
早產寶寶回家並共同照顧

醫護人員會教導您出院的準備、學習居家照顧事  

  項， 同時瞭 解寶寶目前的醫療狀況、餵食與睡眠  

  的習性等。

透過照顧、撫觸、按摩及肢體運動等增加互動的  

  機會 ，促進親子關係。

給爸爸媽媽和寶寶準備的時間與心情，彼此適應。

單元

齊心守護不孤單～
早產兒家庭調適
與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

支持系統的重要

  有家人、臨床專業人員、其他早產兒父母親及宗教信 

  仰等支持 ，可以減輕您的壓力與對家庭的負向影響。

醫療團隊會協助您的家庭調適：

  政府與民間都有提供相關的資源與照顧支持，會協助 

  您們解決困難、參與照護並做您們的諮詢對象。

→早產兒基金會醫療費用補助

→醫療費用問答集

→地方政府社會局連結網址及電話  / 國健署兒童衛教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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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飽吃好吃健康～
營養與哺育 單元 3
母乳哺餵

母乳是早產寶寶最好的營養來源

 早產兒媽媽的乳汁含有較高的營養成分。

 早產兒媽媽的乳汁更易消化吸收。

 能提高免疫力。

 能增進親子關係。

親餵的方法

 早產兒親餵時要特別注意穩定頭頸部及身體的支撐。

 

 1.需要您的手掌托住寶寶的頭頸部。

 

 2.調整寶寶的姿勢，把寶寶放在您膝   

     蓋的枕頭上，形成半垂直的姿勢。

 

 3.讓寶寶的嘴與您的乳頭同高，身體  

  向您的身體，肚子對著您的肚子。

4.假如以左邊乳房餵寶寶，就要將您的 右  

 手放在後腦勺來引導和支持他，這時左  

 手就可以托住乳房，而當以右邊的乳房  

 哺餵時則相反。

5.以手托住乳房的方式是C形握法，拇指  

 在上其餘四指在下，放在乳暈後約二公  

 分處。

餵食模式：

 觀察寶寶的反應，依寶寶的需求哺餵。

母奶庫母奶的申請

 若無法提供寶寶充裕奶水的母親，可向母奶庫申請 

 母奶。

→母乳諮詢專線與台灣母乳庫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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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您：

也可以採用其他的哺乳姿勢，須注意觀察寶寶

要張大嘴、含住部分乳暈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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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飽吃好吃健康～
營養與哺育

3-1單元

70c

70c

營養品添加
增加均衡營養非常重要，早產兒需較高的鐵劑與維生素D。

鐵劑：一歲前需注意補充，添加鐵劑需注意：

 使用富鐵好滴劑，可以隨餐服用，不會影響其療效。

 服用鐵劑的寶寶大便有時會呈現墨綠色或

  黑色，這是正常的現象；若寶寶出現便秘

  副作用，返診時可再跟醫師諮詢。

維生素D 

 純母乳哺育或部分母乳哺育的寶寶，從新生兒開始  

  每天給予400國際單位口服維生素D。

 使用配方奶的寶寶，如果每日進食少於1,000毫升  

  含加強維生素D的配方奶或奶粉，需要每天給予   

  400國際單位口服維生素D。

配方奶的哺餵

奶粉的沖泡 

 聽從醫師建議使用。

 沖泡配方奶的水必須煮沸過，並使

  用至少70℃的水溫調配，加入正確

  的奶粉量，左右輕輕搖勻，勿上下

  搖晃，以免造成氣泡。

 哺餵時需降至適宜溫度以避免燙傷。

 奶瓶清洗後需煮沸或以消毒鍋消毒。

奶嘴的選擇

 早產兒因為吸吮能力較弱，奶嘴以質軟、中號、圓  

  洞為佳。

 合適的奶洞大小：奶瓶倒立時，奶水可一秒一滴流  

  下來。

10 11



3-2

吃飽吃好吃健康～
營養與哺育

單元
副食品添加 

副食品添加時機 

 副食品的添加是以矯正年齡來計算，約在四～六 

 個月時開始添加。

副食品添加原則：與足月兒相同

 由少量到多量，由流質到固體。

 種類應循序漸進，

 

順序為

五穀類→蔬菜泥→水果泥→肉泥、蛋黃泥→魚

 

 以天然食物為主，注意新鮮及安全。                                                                                    

 避免容易引起過敏的食物。  

觀察不良反應：如氣喘、皮膚紅疹、腹瀉等。             

 應使用湯匙餵食以訓練嬰兒咀嚼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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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暖夏涼好舒適～
體溫調節

4
c

單元
維持適當的體溫對寶寶很重要，室溫維持在攝氏

25-28度是最適合的。

體溫異常時怎麼辦
嬰幼兒使用耳溫槍測量誤差較大，若懷疑寶寶發燒

，應測量肛溫或腋溫較為準確。

體溫過高時

寶寶摸起來膚溫較高、食慾不振、哭鬧不安、倦 

  怠或嗜睡。

體溫超過腋溫37.5℃或肛溫38℃時，請減少寶寶 

  的衣物、蓋被，或以溫水拭浴，並於30分鐘至

  1小時後再測量一次。

若體溫仍未降低，則應送醫治療，不可以自行服 

  用退燒藥使寶寶退燒。

體溫過低時

腋溫36.5℃以下時，給寶寶增加蓋被、衣物，或 

  提高室內溫度。30分鐘至1小時後，再測量寶寶 

  體溫，若仍未上升，應送醫就診。

如何決定寶寶要穿多少
以下的指標可用來決定該給寶寶穿多少衣服

溫度27度以上：

需一件上衣加上尿褲即可。

溫度24～27度：

需一件上衣加上一件薄外套。

溫度22～24度：

需一件紗布衣、一件棉衣，再加上一件

長的外袍。

溫度22以下：

上述三件、再加上一件毛毯及帽子。

14  15



乾淨整潔增清爽～
身體清潔

5單元
寶貝洗香香小秘笈
洗澡是觀察寶寶全身最重要的時機，也是親子互動

的良好時刻。

時間選擇

每天選擇氣溫較高的時間為寶寶洗澡，一天一次 

  ，並應選在餵奶前，以防溢奶、吐奶問題。

環境準備

 選擇安全及室溫在25～28℃

  左右之環境。

洗香香前注意事項

 指甲應剪短，沐浴前應先洗手，

  將沐浴完要穿之衣物一一套好。

 水溫：約37～40℃左右即可。

用品準備

 浴盆、大浴巾、小毛巾、清潔沐浴乳、嬰兒衣物 

  及尿布。

洗香香123
脫下嬰兒衣褲後，以大毛巾包裹身體，

依以下步驟清洗：臉、頭及身體。

洗臉

洗頭

清潔身體

 洗前胸腹

洗背部

清潔生殖器及肛門區

腋下、頸部、腹股溝等皺摺處應撐開清洗乾淨

一邊洗澡，一邊注意寶寶有無不舒服的行為，  

 隨時安撫並握著寶寶。

擦乾身體

 洗淨後將寶寶用大浴巾擦乾身體，尤其耳後、脖 

 子及皮膚皺摺處。

→清潔身體示範影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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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暖心陪伴睡好眠～
睡眠問題

單元

ZZ
Z

足夠的睡眠能促進神經系統和腦部發育，讓早產寶

寶追趕上正常嬰兒的成長。

認識早產寶寶的睡眠 

早產寶寶總睡眠時間很長，幼兒時仍需睡到12小  

 時左右。

睡眠時間一般分成幾個週期，每個週期約60～90  

 分鐘。

睡眠週期與活動狀況一般分為深睡期、淺睡期、  

 轉換期、清醒期，照顧時可以留意： 

淺睡時寶寶臉部偶有表情、手腳會移動、可能  

  有眼球運動，這階段較易被驚醒。

清醒期的

安靜警覺期：已醒來，少有活動，是親子互動 

    最佳時機。

活動警覺期：肢體活動多、睜眼、易哭，需開 

    始餵食，需求滿足後才適合親子活動。

睡眠型態：吃飽睡，睡飽吃，沒有晝夜分別。常日 

 夜顛倒、晚上易哭。

早產寶寶不好睡：因缺乏睡眠週期間的銜接能力 ， 

 往往變成夜啼郎。也容易因腸蠕動差造成脹氣、腹 

 絞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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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暖心陪伴睡好眠～
睡眠問題

單元
營造早產寶寶舒適的睡眠

白天時可安排適當的日間活動，別讓他們整 天都  

 在睡覺，依照睡眠周期每3-4小時應清醒吃奶及活 

 動；中餐過後可以給寶寶約2小時的午睡。

睡眠的環境 : 

提供適合睡眠燈光美氣氛佳的安靜環境。

建議最佳溫度在26°～28°C之間，相對濕度則在

  50～60%。

另需注意睡眠環境的安全。

寶寶想睡的線索：

會有些疲憊跡象，像是打哈欠、揉眼睛、啜泣， 

  或變得異常依附著爸媽。

依寶寶喜愛建立睡眠前儀式: 

 建立一致性的睡前活動，能幫助寶寶規律的作息。

 入睡儀式的養成，能幫助寶寶入睡改善、減少半夜醒  

  來時間、提高睡眠連續性。

 以文字或圖畫標上活動的順序，安排10-20分鐘的睡前 

  活動，像是睡前先幫寶寶洗個溫水澡、按摩、共讀等  

  活動皆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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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愛按摩增感情～
嬰兒按摩

下肢按摩

臉部的按摩  眉頭按摩 

胸部按摩  開卷有心

 腹部按摩 搖槳法 

上肢和下肢

 按摩捏擠扭轉 

背部的按摩  上上下下  分分合合

→嬰兒按摩示範影片連結

7單元
嬰兒按摩

對寶寶的好處

 增進對父母的信任感及親子的連結、增加身體知覺、 

 幫助消化吸收、安定神經、增進肌肉彈性與協調。

對爸爸媽媽的好處

 能增進解讀寶寶訊息的能力、更理解寶寶的需要、 

 可增加爸爸媽媽的自信。

注意事項

選擇適合的時間、環境。

按摩者須注意指甲修剪，避免刮傷嬰兒皮膚。

按摩的時間

新生兒清醒的時間，最好在飯後2小時、沐浴前後 

  或入睡前。

避免在寶寶肚子餓、身體不舒服、哭鬧或精神不  

  佳的時候作。

按摩前的準備

選一個室溫約28℃的房間和舒適的平面來按摩。

 可放溫和的音樂幫助寶寶和您都放鬆。

如何按摩
從臉部依序至胸部、腹部、上肢和下肢與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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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休息一下 繼續閱讀

8~14單元 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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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愛朗讀伴成長～
親子共讀 

8單元

0歲開始共讀

親子共讀對早產寶寶的重要性:

 「從孩子出生後，即可開始唸故事書給寶寶聽」。

 不僅可以促進親子互動，更可刺激寶寶腦部及語言  

 的發展，藉此培養孩子的閱讀、理解能力。

早產寶寶的親子共讀計畫:

 何時可以開始：從0歲就可以開始。

 如何開始：從「對話式共讀」開始，爸爸媽媽以  

   看圖說故事和自問自答方式，邊講邊觀察寶寶反  

   應，寶寶笑、拍書、咬撕書都是開心的表現。

如何營造親子共讀的環境: 

 找個舒服的地方：父母懷裡是聽故事最舒服的位  

  置，睡前床邊故事，則是安撫孩子入眠的好方法。

 不要硬規定時間：由少而多自然養成閱讀習慣。

 父母要以身作則：成長中有樣學樣，孩子自然而  

  然就會喜愛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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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接種保平安～
預防接種

單元
按時完成疫苗接種

請以「出生年齡」依序施打疫苗。注意，不是依

 「 矯正年齡」施打。

早產兒施打疫苗的安全性及副作用與足月兒是相似  

 的，除了發高燒及急性疾病以外，輕微的疾病在  

 醫師評估後仍可接種疫苗，應避免延遲接種。

施打疫苗的禁忌症與注意事項請參閱兒童健康手冊。

早產兒特別說明
B型肝炎疫苗

  若母親是B型肝炎帶原，且B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HBsAg)與B型肝炎ｅ抗原(HBeAg)均為陽性時，寶  

 寶無論出生週數體重多少，都會在出生後立即施  

 打B型肝炎免疫球蛋白及B型肝炎疫苗各一劑，這一 

 劑次不列入正規時程計算；

 寶寶在出生滿2000克或出生滿1個月後仍須接種常  

 規第一劑B型肝炎疫苗，並在間隔一個月及五個月  

 後，依序接種第二劑及第三劑。

9

→疫苗施打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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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接種保平安～
預防接種

單元
卡介苗

  出生5-8個月施打。

肺炎鏈球菌疫苗

  目前政府採取三劑注射時程：

  2個月、4個月、12-15個月時各施打 

  一劑，但針對高危險群兒童，包含  

 有慢性呼吸性疾病之早產寶寶，則採 

 取四劑時程，寶寶可以在6個月大時  

 公費多打一劑肺炎鏈球菌疫苗。

輪狀病毒疫苗

  目前市面上有2劑型和3劑型2種輪  

 狀病毒口服疫苗，皆可使用於早產  

兒。但是2劑型最遲於出生後24 週，

 3劑型於出生後32週內要服用完成，  

若寶寶在加護病房住比較久，出院  

之後要留意此時程規範。

呼吸道融合病毒單株抗體

呼吸道融合病毒是引發早產兒感染支氣管炎及肺  

   炎，甚至必須再入院的主要原因之一。

 呼吸道融合病毒單株抗體可以抑制病毒的活性、  

   預防感染，這是政府送給早產兒的多一道防護。

  有下列兩種條件之一，就可以免費施打6劑，

   每劑間隔一個月：

    1.早產寶寶出生週數小於等於30週

    2.小於等於35週且合併慢性肺病

9-1

劑型
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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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病菌保健康～
預防感染

單元
最高規格對待您的早產寶寶

 早產兒的免疫系統尚未健全，來自媽媽的抗體也  

  比較少，因此較足月兒更容易被感染。

哺餵母乳，增強寶寶的抵抗力。

 不建議出入公共場所。

限制訪客，更不可讓訪客隨意接觸甚至親吻寶寶。

手部衛生的重要性

 在照顧寶寶前後，都應該要洗手。

酒精無法預防所有感染，洗手仍應以流水濕洗手

  為主。

呼吸道感染的預防

 家中應保持良好通風，家人皆應禁止吸菸。

 若媽媽有感冒症狀，仍可親餵母奶，但一定要戴  

  好口罩並確實洗手。

腸胃道感染的預防

 配方奶應以煮沸過的水降溫到至少70℃度沖泡，  

  母奶應注意保存期限，正確回溫。當餐沒喝完乳  

  品應直接丟棄。

 奶瓶及餐具都要煮沸或用消毒鍋消毒。

 準備副食品時應注意手部衛生。

10

32 33



頭好壯壯長大大～
生長與發育

11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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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位

早產寶寶比足月寶寶容易出現生長遲滯或發展遲緩的

情形，因而更需要我們格外細心的呵護。

矯正年齡的概念

 評估早產寶寶的生長與發展時，需使用矯正年齡  

  作為判斷的依據。

 矯正年齡是以母親的預產期起算的年齡。

兒童生長曲線圖

 早產寶寶生長指標包含身高、體重與頭圍的監測。

 依據早產寶寶的矯正年齡對照兒童手冊上的

  「兒童生長曲線百

   分位圖」就可以

  畫出寶寶個人的

  生長曲線，做為

  連續性生長評估

  的依據。

→兒童生長曲線百分位圖

早產兒的神經發展

 可以從認知、語言、動作與心智發展等面向來評 

  估寶寶的發展。

 可參考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所設計的兒童發展 

  連續圖，對應早產寶寶的矯正年齡來加以評量。

 若寶寶有發展遲緩，希望能透過早期發現與早期 

  療育的介入，來改善他們的神經發展。

→兒童發展連續圖

俯臥時骨盆平貼於床面
頭、臉部可抬離床面

拉扶坐起，只有
輕微的頭部落後

俯臥時，能
抬頭至45度

坐姿扶持，頭部
幾乎一直抬起

抱直時，脖子豎直
頸保持在中央

俯臥時，會用兩隻前
臂將頭抬高至90度

會自己翻身
（由俯臥成仰臥）

可以自己坐在有
靠背的椅子上

不需扶持
可以坐穩

雙手扶著傢俱
會走幾步

雙手拉著
會移幾步

拉著物體
自己站起來

可以走的很快走的很穩
牽著他或扶著欄杆

可以走上樓梯
獨立自己爬

（腹部貼地、匍匐前進）
坐時，會移動身體
挪向所要的物體

手會自動張開
常舉手作

〝凝視手部〞
當搖鈴放到手中
會握住約1分鐘

雙手互握在一起 手能伸向物體
自己會拉開

在他臉上的手帕
將東西由一手
換到另一手

用兩手拿小杯子
自己會抓住東西

往嘴裡送
拍手

會把一些小東西
放入杯子

會用拇指和食
指捏起小東西

會撕紙 會用筆亂塗

轉頭偏向音源
有人向他說話，

會咿呀作聲  
哭鬧時，會自己因
媽媽的撫聲而停哭

看他時，會
回看你的眼睛

轉向聲源
以揮手表示
〝再見〞 會模仿簡單的聲音 有意義的叫爸爸、媽媽

會跟著或主動
說出一個單字

會發出單音（如
〝ㄇㄚˋ〞〝ㄅㄚˋ〞）

雙眼可凝視人物
並追尋移動之物

會對媽媽親切露出微笑逗他會微笑 自己能拿餅乾吃 會怕陌生人 叫他，他會來 會脫帽子 會雙手端著杯子喝水
幫他穿衣服會自動
的伸出胳臂或腿

餵他吃時，會張口
或用其他的動作表示要吃

會把瓶子
的蓋子打開

順序為

五穀類→蔬菜泥→水果泥→肉泥、蛋黃泥→魚

 

 以天然食物為主，注意新鮮及安全。                                                                                    

 避免容易引起過敏的食物。  

觀察不良反應：如氣喘、皮膚紅疹、腹瀉等。             

 應使用湯匙餵食以訓練嬰兒咀嚼的功能。

34 35

http://www.pbf.org.tw/Preterm_Child_Care_Handbook/doc-11-1.html
http://www.pbf.org.tw/Preterm_Child_Care_Handbook/doc-11-2.html


頭好壯壯長大大～
生長與發育

11-1單元

早產兒基金會推動針對出生體重小於1500公克 的 

 早產寶寶，於矯正年齡6、12、24個月及滿5歲時 

 安排定期返診追蹤檢查。檢查的重點除了各器官早 

 產合併症的後續處理之外，

 包含：

 生長與營養狀態    

 神經發育與粗細動作檢查

 心智發展評估       

聽力評估

  視覺發展評估

→早產兒追蹤檢查服務同意書

                                                                                                                                                                                                           

早產兒追蹤檢查的時程與內容

 早產寶寶也請依照國民健康署提供之「兒童預

  防保健服務」時程，按時完成健康評估。

 健保署健保給付出生體重1500公克以下早產兒 

  兩歲內四次嬰幼兒發展評估，可請照顧早產兒的 

  兒科醫師協助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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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餵藥無負擔～
餵藥的方法 吸吐之間停看聽～

呼吸問題的觀察及處理單元
單元

餵藥注意事項

爸爸媽媽應依照醫囑按時給藥，非經醫師指示不可 

 以自行調整藥物劑量。

大多數藥物應在餵食前或後給予，避免加在奶中一 

 起餵食，以免影響藥物劑量與吸收效果。

給藥時可以善用奶嘴、滴管、小湯匙或空針筒來幫 

 助餵藥。

 例如維生素滴劑：可將一滴滴到媽媽的乳頭或奶  

  嘴，讓寶寶吸吮至少30秒。

13
觀察呼吸

正常呼吸次數、深淺及膚色

 寶寶在安靜的狀態下呼吸速度每分鐘40～60次  

  ，唇色、指甲床、膚色紅潤。

 早產寶寶因鼻道及上呼吸道的結構較狹小、鼻咽  

  喉部組織較軟、鼻分泌物逐漸囤積，呼吸時容易  

  產生呼嚕聲，在四至五個月大後會逐漸改善。

如何判斷異常呼吸

呼吸太快或太慢。

 呼吸費力，有胸凹情形：

  肋骨下緣與腹部交接處會有凹陷、

  或中央胸骨下凹陷。

 呼吸音很大、嘈雜，甚至還可以

  聽到咻咻的喘鳴聲、哮鳴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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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吐之間停看聽～
呼吸問題的觀察及處理

單元

需要氧氣量
  增加

常見呼吸問題

呼吸暫停

 呼吸暫停主要是因早產寶寶的中樞神經系統成熟  

  度不足所導致。

 大部分早產寶寶出院時，不會發生呼吸暫停，只  

  有少部分仍偶會呼吸暫停。

寶寶發生呼吸暫停的處理

若睡眠中呼吸暫停，可採右側臥，輕拍背部或手  

  腳，刺激寶寶呼吸。

 若餵奶時發現寶寶臉色發白、變青時，應立即停  

  止餵奶，將寶寶的臉側向一邊，避免吐奶或嗆奶。

 輕拍寶寶背部，等呼吸恢復、臉色紅潤後，再繼  

  續哺餵。

 若家中本就備有氧氣者，此時需給寶寶氧氣，情  

  況嚴重或短時間內無法回復時，應立即就醫。

 發現寶寶呼吸暫停時，不要慌張；大部份的呼吸  

  暫停經過刺激後，都能恢復呼吸。

 中樞神經系統漸漸成熟後，症狀就會改善，如果呼 

  吸暫停的次數愈來愈多，可能合併其他疾病，請  

  就醫師診治。

慢性肺疾病

 因肺部不成熟、肺支氣管發育異常與

   纖維化，導致早產兒長期需要使用氧氣。

 極少數會需要長期呼吸器治療。

居家注意事項：

   1.儘可能不要讓寶寶哭得很厲害，導致呼吸更喘情形。

   2.禁止在家中抽煙，以免寶寶吸入二手煙。

   3.減少去公共場所的次數，以減少呼吸道感染的機會。

   4.當寶寶有下列情況，應帶給醫師診治

    呼吸暫停次數愈來愈多

     呼吸不規則、胸凹更加明顯

     異常出汗

     氧氣需要量增加

     活動力變差、哭聲弱或尖銳、

      嗜睡、無力、食慾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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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早產兒腸胃道問題發生的可能性，比足月嬰兒高。常見

的腸胃道問題包括：胃食道回流、腹瀉、便秘、腹股溝

疝氣。

胃食道逆流的照護

●原因與症狀：

 *早產兒的腸胃因蠕動方式未成熟，無法有效的將  

  食物往下送、胃排空時間延長、加上胃食道括約  

  肌鬆弛，易發生胃食道逆流。

 *胃食道逆流造成的溢奶、吐奶是早產兒常見的問  

  題。

 *當胃中的逆流上來的胃酸刺激神經，可能會引發  

  早產寶寶出現呼吸暫停、心跳減緩、血中氧氣濃  

  度降低等症狀。

腸胃照顧我最行～
腸胃道問題的觀察及處理

●居家照護：

 *餵奶時可採取少量多餐分段餵食，餵奶中間加強  

  拍嗝排氣。

 *餵奶後讓寶寶採直立姿勢抱20-30分鐘。 

 *餵奶後讓寶寶床頭部墊高或右側臥。

 *對於症狀較明顯的寶寶，經醫師檢查評估後，必要 

  時可使用一些促進胃排空藥物或中和胃酸藥物治療。

腹瀉的照護

症狀：

若寶寶的大便比以前酸臭，或由軟便轉為稀水便 ， 

  或帶黏液且次數比平常多，則為腹瀉。

居家照護：

 泡奶前及接觸寶寶前後都要洗手。

 用煮沸過的開水沖泡奶粉，奶瓶須正確

  消毒及存放，且避免接觸不潔物品。 

 勤換尿布保持乾燥，預防尿布疹。

 如有多次嘔吐、水瀉、解血便或腹脹

  的情況，應儘速就醫。

 非經醫師指示，不可服用任何藥物。

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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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胃照顧我最行～
腸胃道問題的觀察及處理

14-1

!!

便秘的照護

症狀：

 寶寶大便質地變硬、堅實，大便次數減少，甚 

  至數天未解大便。

居家照護：

 早產寶寶若三天未解大便，可以肛表前端以凡 

  士林潤滑後，抬高雙腿，插入肛門1-2公分輕 

  輕旋轉，以刺激腸蠕動促進排便。

 若上述方法仍未改善，請就醫診治。

特別叮嚀：

純哺餵母奶的寶寶，由於消化完全，殘渣較少，可

能3-21天才解一次大便。若寶寶食慾正常，無腹脹

嘔吐或其他不適症狀發生，只需觀察即可。

腹股溝疝氣的照護
早產兒比足月兒容易發生。

 症狀

 主要是在腹股溝可以看到或摸到突起的腫塊。

  一般是換尿布、洗澡或健兒門診時被發現，當寶寶 

  腹部用力時(如：哭泣、咳嗽、排便、排尿..等)會出 

  現，當寶寶安靜或睡眠時便會消失。

  可能是單側，也可能是雙側。

注意事項：

若發現寶寶有腹股溝疝氣，必須盡快就醫，安排手術治療。

 少數會發生疝氣囊卡住而無法推回腹腔，此時寶寶會有

便秘、腹脹、食慾不振、吐奶﹑哭鬧欠安等

症狀，嚴重時會導致腸道、睪丸壞死，此時

必須緊急手術，不可大意。

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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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手冊提供居家照顧早產兒所需要的技巧

與注意事項，希望能夠幫助您更熟悉早產

兒的照顧。然篇幅有限，若仍有不熟悉或

有疑問的地方，建議要諮詢專家的意見。

也請家長們務必定期追蹤、定期健康檢查

，一方面確認寶寶的健康狀況，也能儘早

發現問題，儘早處理。期待每個寶寶都能

平安、健康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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