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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檢驗新科技快速發展，在台灣許多產前檢驗之新

項目也正蓬勃發展；例如游離胎兒DNA染色體異常母血篩檢

(cfDNA screening for fetal aneuploidy，以下簡稱cfDNA

篩檢)、羊水晶片檢測、胚胎著床前基因診斷等。目前這些檢

驗項目價格昂貴且尚無政府補助，然而最重要的問題為遺傳

諮詢的挑戰。因為新興遺傳檢驗技術雖然可以更多更快地檢

測出來，但是在產前時期往往難以確實預知胎兒出生後之結

果。尤其面臨是否終止妊娠之重大決定時，不僅諮詢困難，

所衍生的醫學倫理及社會法律等問題更是複雜，可見這是值

得重視的議題。

生醫科技的新發展與應用，應在鼓勵技術及經濟發展和

確保品質以保障民眾權益之間，求取平衡。其前提是應讓醫

療人員和民眾能獲得更多的資訊，讓民眾在充分了解的狀態

下，能做出最符合自身需要的選擇。醫療人員及民眾普遍希

望能有官方或相關專家學者可提供衛教資料供諮詢所用，另

外針對檢驗品質，應有品質保證措施。因此，亟需建立專家

共識制定指引，對於提供服務之人員應藉由繼續教育提升的

專業知能，對於民眾也應推廣衛生教育及科技風險溝通。此

外，政府基於保護民眾權益的立場，應對於檢驗及服務品質

有所規範，確保醫療品質以保障民眾權益，使孕期健康照護

更為周延。

前言



本計畫乃配合國家生技發展方向，藉由衛生福利部與科

技部合作，由科技部委託辦理，進行新興產前遺傳篩檢議題

研究；聚集產官學各方專家代表，討論改進由篩檢、遺傳諮

詢、確診等作業；為發展臨床指引，邀請國內相關領域專家

成立專家委員會，並寄發cfDNA篩檢指引建議問卷調查給各

領域專家及相關醫學會（人類遺傳學會、母胎醫學會、婦產

科醫學會、醫用超音波學會、周產期醫學會、遺傳諮詢學會

等），廣徵意見。感謝各專家及學會之支持，共回收27份專

家問卷，並召開3次專家諮詢會議，討論確認指引及建議。目

前的內容是根據現有文獻資料、國內現況以及專家委員會討

論後，所做出的綜合建議。隨著新技術的進步，日後若有更

多更新的發展，亦須隨之修訂。

    

         

計畫主持人 林秀娟 謹識

  奇美醫院講座教授兼任遺傳諮詢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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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離胎兒DNA染色體異常母血篩檢

說明

這種產前遺傳篩檢是透過採集孕婦的血液，經次世代基因定序

技術偵測胎兒在母血中微量的游離胎兒DNA來篩檢胎兒異常染色

體，特別是針對唐氏症(第21號染色體三體症)、愛德華氏症(第18號

染色體三體症)、或是巴陶氏症(第13號染色體三體症)。本方法屬於

篩檢，具有高偵測率，但是不能取代診斷檢查(絨毛採樣或羊膜穿

刺的染色體檢查)。

胎 盤

胎兒cfDNA
母親cfDNA

檢測適合對象

     懷有染色體異常胎兒之高風險群：如高齡產婦、具有家族史、

曾懷過染色體異常胎兒、胎兒超音波檢測異常、唐氏症篩檢結

果為高風險者等。

 民眾版衛教參考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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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合做侵入性產前診斷者：如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陽性、

孕婦有胎盤前置、羊水過少、合併有子宮肌瘤、安胎中、產前出

血…等。

 篩檢技術的限制

     若游離胎兒DNA片段與母體DNA 的比例偏低，例如懷孕10週

前。

     雙胞胎或多胞胎懷孕者。

     本身染色體有異常之孕婦。

     近期曾接受輸血、移植手術、幹細胞移植治療者。

     孕婦體重超過80公斤。

     使用低分子量肝素治療者，必須停藥24小時以上。

篩檢之適應症及準確性

     最常用於篩檢三種常見的體染色體異常，包括唐氏症、愛德華

氏症、巴陶氏症。

篩檢的敏感性：唐氏症>99%、愛德華氏症>95%、巴陶氏症

>80%。

敏感性（Sensitivity）是指真正有生病的人中，被醫院檢查判斷

為有生病者的比例。

在患有唐氏症的情況下，透過cfDNA篩檢，有99%以上的機率會

檢測出患有唐氏症的情況。

在患有愛德華氏症的情況下，透過cfDNA篩檢，有95%以上的機

率會檢測出患有愛德華氏症的情況。

在患有巴陶氏症的情況下，透過cfDNA篩檢，有高達80%以上的

機率會檢測出患有巴陶氏症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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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驗的特異性：唐氏症、愛德華氏症、巴陶氏症都有達到

>95%。

特異性（Specificity）是指沒有病的情況，被醫院檢查證實是沒

有病的比例。

在沒有患有唐氏症、愛德華氏症、巴陶氏症的情況下，透過

cfDNA篩檢，有95%以上的機率檢測結果確實是沒有唐氏症、愛

德華氏症、巴陶氏症。

 篩檢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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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何謂「游離胎兒DNA染色體異常母血篩檢」？

A： 游離胎兒DNA染色體異常母血篩檢(簡稱cfDNA篩檢)於懷孕10

週以後即可檢測，cfDNA篩檢是透過採集孕婦的血液，經次世

代基因定序技術(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偵測胎兒

在母血中微量的游離DNA來篩檢胎兒異常染色體，特別是針對

唐氏症(第21號染色體三體症)、愛德華氏症(第18號染色體三體

症)、或是巴陶氏症(第13號染色體三體症)；染色體三體症是指

原本為2個染色體多出一個，導致細胞有47個染色體。

Q ：我應該接受遺傳性產前篩檢嗎？

A： 根據您的價值觀和需求，可以選擇是否接受這些篩檢。對於一

些人來說，產前篩檢的好處可由篩檢結果獲得安心，可做心理

準備，提升養育小孩的健康知識。有些人可能會想安排因應計

劃，出生後儘早開始治療；但某些情況，胎兒可能不容易存活

下來，可能須要調整生育計劃或決定不再繼續懷孕。也有些人

認為產前篩檢可能在妊娠期間引起不必要的緊張和憂慮，他們

可能選擇等待直到分娩，再來檢查寶寶。

 常見問題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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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見問題Q&A Q ： 什麼人適合作「游離胎兒DNA染色體異常母血

篩檢」？

A： 每位孕婦都可以選擇此項檢查，但事先應了解檢查的範圍和限

制，應和專科醫師討論再評估是否進行。通常可建議進行篩檢

的情形：

1. 懷有染色體異常胎兒之高風險群：如34歲以上高齡產婦、具

有家族史、曾懷過染色體異常胎兒、習慣性流產、母血唐氏

症篩檢結果為高風險者等。

2. 不適合做侵入性產前診斷者：如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陽

性、孕婦有胎盤前置、羊水過少、合併有子宮肌瘤、安胎中、

產前出血…等。

Q ： 什麼人不適合作「游離胎兒DNA染色體異常

母血篩檢」？

A： 須經過專科醫師評估，通常以下情況不建議做：

1.雙胞胎或多胞胎懷孕者。

2.本身染色體有異常之孕婦。

3. 近期曾接受輸血、移植手術、幹細胞移植治療者。

4.孕婦體重超過80公斤。

5. 使用低分子量肝素治療者，必須停藥24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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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游離胎兒DNA染色體異常母血篩檢」可以

取代羊膜穿刺嗎？

A： cfDNA篩檢是屬於篩檢性質，因此並不能診斷胎兒是正常或異

常，僅能告知檢測結果為高風險 (High Risk) 或是低風險 (Low 

Risk) ，若篩檢結果為高風險，應再接受羊膜穿刺檢查確認；

因為篩檢仍有發生偽陽性或偽陰性的可能，因此並不能取代做

為診斷之工具。

Q ： 如果篩檢報告為陰性或低風險遺傳機率，

是不是就表示胎兒沒有任何遺傳疾病？

A： 篩檢報告並非診斷性檢查，即便cfDNA篩檢結果為陰性或低風

險遺傳機率，亦不能代表胎兒就沒有問題，且篩檢範圍目前以

常見的唐氏症、愛德華氏症及巴陶氏症為主。

Q ： 如果篩檢報告是陽性或有高風險遺傳機率，

我該如何獲得相關資訊？

A： 遺傳檢測結果的解讀影響重大，可能關係到家庭及生育決策，

所以產前遺傳檢測前後都須接受專業的諮詢，檢查前要確認個

案已充份了解遺傳檢測內容，若檢測結果有異常， 應建議其接

受專業遺傳諮詢，可查詢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評核通過的遺

傳諮詢中心尋求協助。

Q ： 我從哪裡可以找到更多有關產前篩檢，以及

各種遺傳疾病的訊息？

A： 主治醫師會依個案情形提供相關遺傳諮詢，亦可參考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網站（http://www.hpa.gov.tw/Pages/List.

aspx?nodeid=144）或洽審查通過的遺傳諮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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