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　謝

本計畫乃由衛福部與科技部合作，

由科技部委託辦理

感謝許多專家與學會之協助！

● 指引發展小組：（依姓氏筆劃）

1.林芯伃：

  台大醫學院婦產部主治醫師

2.郭保麟：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婦產部教授

3.黃美智：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教授

4.曾慶誠：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病理中心部長

5.劉瑞德：

  長庚紀念醫院台北婦產科系主任

6.簡穎秀：

  台大醫院基因學部主治醫師

7.蕭勝文：

  林口長庚婦產部主治醫師

● 相關醫學會：（依筆劃排列）

1.中華民國人類遺傳學會

2.中華民國醫用超音波學會

3.中華民國周產期醫學會

4.台灣母胎醫學會

5.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6.台灣遺傳諮詢學會

計畫主持人：

林秀娟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講座教授

協同主持人：

陳　明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

彰化基督教醫院基因醫學部主任

蔡世峰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何之行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助研究員

黃子容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研究助理

醫護人員版

指引及諮詢參考手冊

經費補助：科技部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新興產前遺傳檢測新興產前遺傳檢測新興產前遺傳檢測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
奇美醫院遺傳諮詢中心 

編製

2017年4月



目 錄Contents

                            前言

                          P.4 ........................................指引

                     P.8 .......................................指引說明

              P.19 ..................醫護人員版衛教參考範本

         P.24 .........................................情境與個案範例

P.29 .....................................說明書及同意書參考範本

         P.31 .................................民眾版衛教參考範本

              P.34 ........................................常見問題Q&A

                     P.38 ....................................參考文獻

                        P.47 . .....................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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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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　　引

(一) 產前遺傳篩檢原則性規範

1.  產前遺傳篩檢應僅限與胎兒健康有直接相關的項目。

 2.   產前遺傳篩檢不得以直銷顧客Direct-to-Consumer(DTC)之

模式進行，對於個案是否適合進行檢測，需由醫師予以

專業判定。

3.   為保證檢驗品質，產前遺傳篩檢之檢驗單位須為評核通

過之醫事檢驗機構，並應定期主動揭露其檢測技術的穩

定性及分析結果之可信度，其公開之宣導內容須符合醫

療法之規定。

(二) 產前遺傳檢測諮詢

4.   由於基因資訊的解讀影響重大，產前遺傳檢測前後須提

供諮詢，且唯有在有效告知後同意的情形下始得為之；

並依檢測結果所需，接受專業遺傳諮詢。

5.  應該和個案討論各種產前遺傳篩檢或診斷的風險、利益

和抉擇，及不進行任何檢測的選擇。

6.   孕婦知情後有權利拒絕接受所有的產前遺傳篩檢或診

斷。



指引 5

(三)  游離胎兒DNA染色體異常母血篩檢(以下

簡稱cfDNA篩檢)原則

7.   雖然無論個人風險狀況為何，所有個案都可選擇cfDNA

篩檢，但選擇時應先了解這種篩檢方式的限制和益處，

以及是否還有其他篩檢或診斷方式。

8.  個案應被告知即便cfDNA篩檢結果為陰性，並不能確保

胎兒無異常。

9.  不能僅以cfDNA篩檢結果做為生育決策(包括終止懷孕)之

依據。

10.  無論是否選擇cfDNA篩檢，均應提供孕婦做第一孕期超

音波檢查。 

11.  對於cfDNA篩檢結果為陽性者，由於cfDNA篩檢結果可

能出現偽陽性，且為了解染色體異常種類，以便提供爾

後再發率之諮詢，應建議進行產前診斷。

12.   cfDNA篩檢結果若無法提供報告、不確定或無法解釋

時，染色體異常的風險可能會增加，應該進一步接受遺

傳諮詢並提供完整超音波檢查及產前診斷。

13.  若超音波檢查發現胎兒有構造異常，應優先進行產前診

斷而非cfDNA篩檢。

14.  母血唐氏症篩檢結果風險> 1:10或是頸部透明帶> 3.5mm

者，應優先進行診斷性檢查而非cfDNA篩檢。



指引6

(四) cfDNA篩檢之限制

15.  一般而言cfDNA篩檢對於第13和18號染色體三體症篩檢

較不如對於第21號染色體三體症篩檢準確。

16.   不應例行性地使用cfDNA篩檢做為性染色體及染色體微

缺失症候群(microdeletion syndromes)的常規篩檢。

17.  cfDNA篩檢無法檢測出胎兒神經管或腹壁缺損，對於選

擇做cfDNA篩檢之個案，應提供母血甲型胎兒蛋白篩檢

或超音波檢查之選項。

18.  多胞胎懷孕者，不建議cfDNA篩檢。

19.  同時並行多種檢驗方式進行染色體數目異常篩檢是不符

合經濟效益的。

(五) 診斷性檢查

20.  選擇侵入性產前診斷檢查之個案，建議告知同時做基因

晶片之選項及其檢驗限制，因為即使羊水染色體及超音

波檢查正常，仍可能具有致病性之DNA片段數目變異。

21.  若超音波檢查發現胎兒有構造異常，應告知進行羊水染

色體核型分析及基因晶片等檢查之目的及檢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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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引參考之主要來源包括：

(1)  美國婦產科醫學委員會 ( T h e  A m e r i c a n  C o l l e g e  o 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 Committee；ACOG)及母

胎醫學會(Society for Maternal-Fetal Medicine；SMFM)) 於

2015年9月發表Committee Opinion-Cell-free DNA Screening 

for Fetal Aneuploidy及2016年5月發表Practice Bulletin-

Prenatal Diagnostic Testing for Genetic Disorders. 

(2)  Cell-Free DNA Testing for Fetal Chromosomal Anomalies in 

clinical practice: Austrian-German-Swiss Recommendations 

for 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s, 2015年出版。

(3)  國際婦產科超音波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Ultrasound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ISUOG)於2014年6月發表

ISUOG consensus statement on the impact of 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 on prenatal ultrasound.

(4)  德國基因檢測法（Gendiagnostikgesetz (GenDG); the Human 

Genetic Examination Act），於2009年通過。

 聲明：

本指引所列之建議，為本計畫根據現有的文獻資料以及專家

委員會討論後，所做出的綜合建議。隨著新技術的進步，日

後若有更多的醫學研究發現將適時修改，且不應引用指引條

文作為糾紛審議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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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引說明

本指引使用「游離胎兒DNA染色體異常母血篩檢」之名稱，乃依

據美國婦產科醫學委員會The American Congress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ACOG)建議之名稱為Cell-free DNA Screening for Fetal 

Aneuploidy(以下簡稱cfDNA篩檢)，雖然目前普遍使用非侵入性產

前染色體檢測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 (NIPT)，但第一或第二

孕期母血唐氏症篩檢亦為非侵入性，一般民眾不易區分，且未強調

是屬於篩檢性質之檢測。

(一) 產前遺傳篩檢原則性規範

1   產前遺傳篩檢應僅限與胎兒健康有直接相關的項目。

  產前遺傳篩檢不應用於篩檢與胎兒健康無關的項目，例如

性別、體型、智商等。

 

2    產前遺傳篩檢不得以直銷顧客Direct-to-Consumer(DTC)之模
式進行，對於個案是否適合進行檢測，需由醫師予以專業判

定。

  產前遺傳篩檢屬於醫療行為，不應以商業直銷方式向顧客

推銷，孕婦需要作什麼遺傳篩檢，應與醫師討論並由醫師

給予專業建議。

以上二項是參考德國基因檢測法，該法所指涉的基因檢測，除

了較為狹義的基因檢測 (Genetic Examination)與基因分析(Genetic 

Analysis)外，亦包含Prenatal Risk Assessment (Article 3)。而對於嬰

兒出生前之風險釐清，依該法之規定須限於健康醫療目的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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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始得為之(Article 15)；換言之，胎兒性別的基因檢測在德國是被

禁止的。而關於Direct-to-Consumer(DTC)之消費者基因檢測 (此一

規定亦可應用在市售之非侵入性之產前檢測服務)，因鑒於市場上

之基因檢測技術仍有參差以致檢測結果非完全可靠，依德國法之規

定，基因檢測應在具備專業資格之醫師認可下進行，且只允許由醫

師本人告知當事人檢測結果。

3    為保證檢驗品質，產前遺傳篩檢之檢驗單位須為評核通過之
醫事檢驗機構，並應定期主動揭露其檢測技術的穩定性及分

析結果之可信度，其公開之宣導內容須符合醫療法之規定。

   依醫療法及醫事檢驗師法目前規定醫事檢驗必須是合格之

醫事檢驗機構才能執行。

  目前國內對於政府有補助之項目例如：細胞遺傳及部分基

因檢驗，依據優生保健以及罕見疾病防治補助辦法，訂有

品質保障措施，遺傳性檢驗機構評核亦行之有年。對於無

補助之項目，官方目前尚無逐項評核。然而為確保檢驗品

質及民眾權益，產前遺傳篩檢單位應主動揭露其檢測技術

品質指標，且宣導之內容應符合醫療法之規定。

(二) 產前遺傳檢測諮詢

4    由於基因資訊的解讀影響重大，產前遺傳檢測前後須提供諮
詢，且唯有在有效告知後同意的情形下始得為之；並依檢測

結果所需，接受專業遺傳諮詢。

  遺傳檢測結果的解讀影響重大，可能關係到生涯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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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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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基因檢測法要求接受Prenatal Genetic Examination的

婦女在檢測之前及之後均需接受專業的諮詢。 (Art ic le 

15 Ⅲ)；該法特別規定了醫師保留原則 (medical doctor 

reservations)，即對於是否進行基因檢測，需由符合專業資

格的醫師予以判定，並依基因檢測性質之不同，對於醫師

之資格條件予以進一步限定。對於診斷性質之基因檢測及

與其相關之基因諮詢，依該法之規定，應由具有醫師執照

之醫師進行；而對於預測性質之基因檢測及其相關之基因

諮詢，則僅得由具有人類遺傳學專科醫師或取得基因檢測

專業合格證照之醫師為之 (Article 7 I;Ⅲ)。至於基於檢測目

的而須對檢體進行的分析，依該法規定，亦僅得於基因檢

測之範圍內，由醫師或受其委託之專業機構為之 (Article 7 

Ⅱ)。我國目前尚無對於從事遺傳諮詢醫療人員之國家考試

證照要求，在相關專業學會中對於遺傳諮詢人員之資格則

訂有規範。因此目前一般性之衛教雖無規定衛教人員之資

格，但此處需要強調專業遺傳諮詢之重要性。

5    應該和個案討論各種產前遺傳篩檢或診斷的風險、利益和抉
擇，及不進行任何檢測的選擇。

  醫療人員基於尊重知的權利，應提供各種產前遺傳性篩檢

或診斷的風險利益之資訊，讓孕婦自由做選擇。

6    孕婦知情後有權利拒絕接受所有的產前遺傳篩檢或診斷。

  醫療人員基於尊重自主權，若孕婦拒絶接受檢查仍予尊

重，但必須是在充分了解之下做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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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游離胎兒DNA染色體異常母血篩檢(以下簡稱

cfDNA篩檢)原則

7    雖然無論個人風險狀況為何，所有個案都可選擇cfDNA篩檢，
但選擇時應先了解這種篩檢方式的限制和益處，以及是否還

有其他篩檢或診斷方式。

  各種風險狀況之個案都可以選擇cfDNA篩檢，應在知情同

意之下，做出自己的決定。

8    個案應被告知即便cfDNA篩檢結果為陰性，並不能確保胎兒無
異常。

   應該說明篩檢的範圍且並非診斷性檢查，即便cfDNA篩檢

結果為陰性（低風險），亦不能代表胎兒就沒有問題。

9    不能僅以cfDNA篩檢結果做為生育決策(包括終止懷孕)之依
據。

  若cfDNA篩檢結果為陽性（高風險），應進一步作診斷性

檢查（如羊膜穿刺），並與醫師及遺傳諮詢師充分討論生

育決策，不能僅憑cfDNA篩檢結果就終止懷孕。

10     無論是否選擇cfDNA篩檢，均應提供孕婦做第一孕期超音波
檢查。 

  超音波可檢查胎兒狀況，無論孕婦是否選擇作cfDNA篩

檢，都應該提供孕婦做第一孕期超音波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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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對於cfDNA篩檢結果為陽性者，由於cfDNA篩檢結果可能出
現偽陽性，且為了解染色體異常種類，以便提供爾後再發率

之諮詢，應建議進行產前診斷。

  應讓個案了解篩檢與診斷之不同，篩檢結果陽性不代表結

果就一定是異常。

12     cfDNA篩檢結果若無法提供報告、不確定或無法解釋時，染
色體異常的風險可能會增加，應該進一步接受遺傳諮詢並提

供完整超音波檢查及產前診斷。

  依文獻報告胎兒本身有異常狀況時可能導致母血中胎兒

DNA過低或其他影響檢驗之狀況，而導致篩檢無法提供

報告、不確定或無法解釋。

13     若超音波檢查發現胎兒有構造異常，應優先進行產前診斷而
非cfDNA篩檢。

   若超音波檢查發現胎兒有構造異常，應先進行診斷性檢查

（絨毛膜或羊膜穿刺檢查），儘快確認胎兒是否有異常。

14    母血唐氏症篩檢結果風險> 1:10或是頸部透明帶> 3.5mm者，
應優先進行診斷性檢查而非cfDNA篩檢。

  已經第一孕期(或第二孕期)母血唐氏症篩檢發現風險很高

或明顯之頸部透明帶，胎兒染色體異常機率很高，不要重

複再做cfDNA篩檢，應先進行診斷性檢查（絨毛膜或羊膜

穿刺檢查），儘快確認胎兒是否有異常。



指引說明 13

(四) cfDNA篩檢之限制

15    一般而言cfDNA篩檢對於第13和18號染色體三體症篩檢較不
如對於第21號染色體三體症篩檢準確。

  一般而言cfDNA主要篩檢唐氏症(第21號染色體三體症)、

愛德華氏症(第18號染色體三體症)、及巴陶氏症(第13號染

色體三體症)，其中針對唐氏症篩檢較為準確。

16    不應例行性地使用cfDNA篩檢做為性染色體及染色體微缺失
症候群(microdeletion syndromes)的常規篩檢。

  以基因檢測作為胎兒性別選擇是被禁止的。cfDNA篩檢性

染色體異常之準確性現階段仍待更多的實證數據資料來驗

證；且以性染色體變異為由選擇終止妊娠亦有醫學倫理上

之爭議。

  根據研究顯示，各類染色體缺失 / 重複加總起來其發生機

率約有 0.1%，過去這些微小的染色體缺失 / 重複必須仰

賴羊水染色體基因晶片 (aCGH 或 CMA) 來做檢查，現在

也能進行cfDNA篩檢。但由於尚未累積足夠的臨床經驗且

陽性預測值低，對於是否需要一併做常規篩檢，現階段仍

未有共識，有待更多的實證數據資料來驗證。而且許多微

染色體缺失/重複對於臨床表現之影響嚴重程度不一，甚

至可能很輕微或沒有影響，做為篩檢將帶來醫學倫理考量

上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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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cfDNA篩檢無法檢測出胎兒神經管或腹壁缺損，對於選擇做
cfDNA篩檢之個案，應提供母血甲型胎兒蛋白篩檢或超音波

檢查之選項。

  胎兒有神經管或腹壁缺損時可能導致母血甲型胎兒蛋白升

高，但此項目只有包含在第二孕期母血唐氏症篩檢中。

18    多胞胎懷孕者，不建議cfDNA篩檢。

  若懷孕為雙胞胎以上，恐影響篩檢判讀。

19    同時並行多種檢驗方式進行染色體數目異常篩檢是不符合經
濟效益的。

  第一孕期(或第二孕期)母血唐氏症篩檢及cfDNA篩檢均為

篩檢性質，重複多項相同目的之篩檢並無經濟效益；且可

能延誤後續診斷檢查之時機。

(五) 診斷性檢查

20    選擇侵入性產前診斷檢查之個案，建議告知同時做基因晶片
之選項及其檢驗限制，因為即使羊水染色體及超音波檢查正

常，仍可能具有致病性之DNA片段數目變異。

  依文獻報告約有1.7%的個案以羊水晶片分析發現具有致

病性之DNA片段數目變異，但其超音波檢查未發現胎兒

有構造異常；因此當個案選擇侵入性診斷檢查時須同時告

知個案傳統羊水染色體核型分析及之超音波檢查限制，以

及同時做基因晶片之選項。



指引說明 15

21    若超音波檢查發現胎兒有構造異常，應告知進行羊水染色體
核型分析及基因晶片等檢查之目的及檢驗限制。

   若超音波檢查發現胎兒有構造異常，依文獻報告仍有約

6%的個案以傳統的羊水染色體核型分析結果為正常者再

以羊水晶片分析結果是異常；因此須告知個案傳統的羊水

染色體核型分析之限制。

對照美國母胎醫學會對於各項指引建議之實證等

級，可分為level A、B、C

Committee on Practice Bulletins—Obstetrics, Committee on Genetics, 

and Society for Maternal–Fetal Medicine. Number 163, May 2016：

Screening for Fetal Aneuploidy

Summary of Recommendations and Conclusions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and conclusions are based on good 

and consistent scientific evidence  (Level A):

  Women who have a negative screening test result should not be 

offered additional screening tests for

 aneuploidy because this will increase their potential for a false-

positive test result.

同時並行多種檢驗方式進行染色體數目異常篩檢是不符合經濟

效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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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an enlarged nuchal translucency, an obvious anomaly,or a cystic 

hygroma is identified on ultrasonography, the patient should be 

offered genetic counseling and diagnostic testing for aneuploidy as 

well as follow-up ultrasonography for fetal 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若超音波檢查發現胎兒有構造異常，應優先進行診斷性檢查而

非cfDNA篩檢。

母血唐氏症篩檢結果風險> 1:10或是頸部透明帶> 3.5mm者，建

議做侵入性診斷檢查。

  Women who undergo f i rs t- t r imester  screening should be 

offered second-trimester assessment for open fetal defects (by 

ultrasonography, MSAFP screening, or both) and ultrasound screening 

for other fetal structural defects.

cfDNA篩檢無法檢測出胎兒神經管或腹壁缺損，對於選擇做

cfDNA篩檢之個案，應提供母血甲型胎兒蛋白篩檢或超音波檢查

之選項。

  All women with a positive cell-free DNA test result should have a 

diagnostic procedure before any irreversible action, such as pregnancy 

termination, is taken.

不能僅以cfDNA篩檢結果做為生育決策(包括終止懷孕)之依據。

  Women whose cell-free DNA screening test results are not reported, 

are indeterminate, or are uninterpretable (a no call test result) should 

receive further genetic counseling and be offered comprehensive 

ultrasound evaluation and diagnostic testing because of an increased 

risk of aneuploi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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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檢結果若是沒有報告、不確定或無法解釋時，染色體異常的

風險可能會增加，應該進一步接受遺傳諮詢並進行完整超音波

檢查及診斷性檢查。

  Women with a positive screening test result for fetal aneuploidy 

should be offered further detailed counseling and testing.

對於cfDNA篩檢結果陽性者，由於cfDNA篩檢結果可能有誤，且

為了解再發率之諮詢，應建議進行診斷性檢測。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and conclusions are based on limited 

or inconsistent scientific evidence (Level B):

  Cell-free DNA screening tests for microdeletions have not been 

validated clinically and are not recommended at this time.

不應例行性地使用cfDNA篩檢做為性染色體及顯微缺失症候群

(microdeletion syndromes)的常規性篩檢。
  No method of aneuploidy screening is as accurate in twin gestations as 

it is in singleton pregnancies. Because data generally are unavailable 

for higher-order multifetal gestations, analyte screening for fetal 

aneuploidy should be limited to singleton and twin pregnancies.

多胞胎懷孕者，不建議cfDNA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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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and conclusions are based primarily 

on consensus and expert  opinion (Level C):

   Screening for aneuploidy should be an informed patient choice, with 

an underlying foundation of shared decision making that fits the 

patient’s clinical circumstances, values, interests, and goals.

唯有在有效告知後同意的情形下始得為之

  Aneuploidy screening or diagnostic testing should be discussed and 

offered to all women early in pregnancy, ideally at the first prenatal 

visit.

應該和所有個案討論各種產前篩檢或診斷的風險、利益和抉

擇，包括不進行任何檢測的選擇。

   All women should be offered the option of aneuploidy screening or 

diagnostic testing for fetal genetic disorders, regardless of maternal 

age.

應該和所有個案討論各種產前篩檢或診斷的風險、利益和抉

擇，包括不進行任何檢測的選擇。
  Parallel or simultaneous testing with multiple screening methodologies 

for aneuploidy is not  costeffective and should not be performed.

同時並行多種檢驗方式進行染色體數目異常篩檢是不符合經濟

效益的。

註： 引用參考文獻Practice Bulletin No. 163: Screening for Fetal Aneuploidy.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127, e123-13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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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離胎兒DNA染色體異常母血篩檢

說明

游離胎兒DNA染色體異常母血篩檢(以下簡稱cfDNA篩檢)是近

十年來新發展出的產前遺傳疾病篩檢技術，透過採集懷孕婦女的血

液，經次世代基因定序技術(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偵

測在母血中微量的游離胎兒DNA來篩檢胎兒染色體數目異常。游

離胎兒DNA片段主要是來自胎盤細胞。懷孕期之胎盤一形成，絨

毛膜母細胞會不斷代謝，DNA片段也會不斷地流入孕婦血液當中

進行循環。直到懷孕10週左右，孕婦血漿中游離胎兒DNA片段的

比值平均約為10.2%，大多數孕婦在懷孕10週就可以接受cfDNA篩

檢，游離胎兒DNA片段的半衰期約為16分鐘，孕婦生產後2小時即

再也找不到任何此次懷孕的游離胎兒DNA 片段；所以下一次的篩

檢結果不會受到本次懷孕之影響。

 篩檢之適應症及準確性

使用游離胎兒DNA進行目前最常用於篩檢三種常見的體

染色體異常，包括唐氏症（Tr i somy21 ,T21）、愛德華氏症

（Trisomy18,T18）、巴陶氏症（Trisomy13,T13）等；次世代基因

定序技術運用於上述三種常見體染色體異常的疾病篩檢上之準確

性，根據大規模的臨床數據顯示篩檢的敏感性（sensitivity，亦即異

常胎兒被可以正確檢出的機率），在T21、T18、T13分別可以達到

>99%、>95%、>80%；而檢驗的特異性﹙specificity，亦即正常胎

  醫護人員衛教參考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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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被正確排除的機率﹚在T21、T18、T13都有達到>95%。可以說

是相當準確的篩檢方式。目前有些檢驗單位提出可針對其他染色體

異常、染色體微缺失症候群﹙microdeletion syndrome﹚、以及染色

體微複製症候群（microduplication syndrome）進行產前篩檢，但是

由於這些染色體片段缺失或重複之發生率較低，不易累積足夠的臨

床經驗，其準確性尚未有明確數據或文獻佐證。此檢驗技術亦無法

分辨平衡性的染色體異常或鑲嵌型(mosaic)的染色體異常﹙亦即只

有部分胎兒細胞有異常﹚。此外、篩檢單基因遺傳疾病尚有困難；

雖然目前檢測方式已能偵測出單基因變異，但費用昂貴，尚未成為

常規項目，目前不適用於篩檢胎兒單基因突變。以下之說明乃針對

胎兒染色體數目異常(aneuploidy)。

 目前篩檢技術的限制

  若游離胎兒DNA片段與母體DNA 的比例偏低，則不適合進行此

項篩檢。例如在妊娠十週之前。

  如為雙胞胎懷孕，其中之一有死胎或流產，其DNA 可能干擾檢

查結果，不適宜接受此項篩檢。另因目前多數檢測技術不能分辨

多胞胎之間的差異，所以也不建議接受此項篩檢。

  肥胖的孕婦血液中游離胎兒DNA片段比例偏低，有可能會影響

檢驗的準確度，但是目前對於如何校正孕婦體重所造成的影響，

並無定論。

  母親有低比率的染色體異常細胞(鑲嵌型,Mosaicism)

  使用低分子量肝素治療者，必須停藥24小時以上。

  胎盤細胞有染色體異常，但是胎兒本身正常（Confined Placental 

Mosaicism, C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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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引用Genetics Education Canada – Knowledge Organization (GEC-KO)

 須了解篩檢與診斷之差異

須強調cfDNA篩檢是屬於篩檢性質，因此並不能單憑此診斷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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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再接受侵入性診斷檢查

的確認，因為篩檢仍有發生偽陽性或偽陰性的可能。因此目前並不

能取代做為確認診斷之工具。

 進行篩檢前諮詢時提供的資訊

  提供遺傳篩檢上的適用性、限制與結果所代表的意義。

  說明第一孕期、第二孕期母血唐氏症篩檢及cfDNA篩檢之異同、

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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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目前此項篩檢針對胎兒染色體第21, 18, 13對的三體症有較高

的偵測準確性，但仍無法百分之百找出所有的三體症。雖然偽陽

性率低，但偶爾還是會有發生，建議經過羊膜穿刺或絨毛膜取樣

來進行確診。

  說明篩檢技術有其限制性，例如對於多胞胎懷孕、BMI較高及懷

孕週數較大而無法重複篩檢之婦女，仍會建議進行侵入性如羊膜

穿刺或絨毛膜取樣來進行檢查。

     如果父母為特定單基因遺傳疾病之帶因者或平衡性染色體轉位

者，必須說明cfDNA篩檢之限制並建議適當之產前診斷方式。

 檢驗方式及技術

透過靜脈取母親的血液，並透過次世代基因定序技術及生物資

訊演算系統，偵測胎兒在母血中微量的游離DNA來了解胎兒染色

體的狀況。

目前在檢驗技術上主要可分為幾種：(一)深度高通量定序 

(Deep Massive Parallel Sequencing) : 將 23 對染色體都進行分析，

解讀每一條染色體上的染色體數目。(二)目標片段定序 (Targeted 

Sequencing)：僅針對欲分析的染色體片段進行定序分析，又可

分為 SNP based 和非 SNP based 兩種技術平台。(三) 微陣列晶片 

(Microarray based)：和目標片段定序 (Targeted Sequencing) 類似，

可較節省分析時間，但僅分析特定的染色體片段，並未分析全部染

色體DNA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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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對象

cfDNA篩檢適用之對象經過專科醫師評估後均可進行。通常可建議

進行篩檢的情形：

  3 4歲以上或有胎兒染色體異常風險的孕婦，可接受為產前篩檢的

選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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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性流產、母血唐氏症篩檢結果為高風

險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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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本衛教參考範本，乃依據成大醫院郭保麟教授提供資料及目前各檢驗單位的

檢驗資訊所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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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個案分享

以下情境案例為針對母血唐氏症篩檢、cfDNA篩檢及羊膜穿刺

檢查之選擇，其餘產前衛教仍應依循常規說明。案例參考國外資料

及國內現況擬定，未來隨科技進步或補助條件更改說明重點仍需再

做調整。

 情境一：

35歲孕婦懷孕17週來院產檢並問及cfDNA篩檢問題。

說明重點

     高齡產婦符合目前國內羊膜穿刺檢查補助對象。

     羊膜穿刺檢查為診斷性檢查。

     不適合提供第二孕期母血唐氏症篩檢。
      若是孕婦要求做cfDNA篩檢，雖可尊重其決定，但須告知cfDNA

為篩檢性質；萬一結果為高風險仍應進行羊膜穿刺檢查，且須

考慮到時效性問題。

  情境與個案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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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境二：

40歲孕婦經過多次人工協助生殖才懷孕，現在第9週，來院諮

詢，表示擔心羊膜穿刺檢查之風險。

說明重點

     高齡產婦符合目前國內羊膜穿刺檢查補助對象。

     羊膜穿刺檢查為診斷性檢查。

     羊膜穿刺檢查之後的流產機率並不會高於一般懷孕之流產機

率。

     cfDNA篩檢較第一孕期母血唐氏症篩檢準確。

     若是孕婦要求做cfDNA篩檢，雖可尊重其決定，但須告知cfDNA

為篩檢性質；萬一結果為高風險仍應進行羊膜穿刺檢查。

 情境三：

33歲孕婦懷孕10週，前次懷孕生下唐氏症兒，染色體檢查為不

平衡轉位型唐氏症，母親為第14號及21號染色體平衡型轉位，醫師

曾建議作羊膜穿刺檢查；問及可否以cfDNA篩檢取代羊水檢查？

說明重點

     前胎生有異常兒符合目前國內羊膜穿刺檢查補助對象。

      此次再生到不平衡轉位型唐氏症機率約為12%，仍有機會生到染

色體平衡型轉位或染色體正常的孩子。

     無法取代診斷性檢查(羊膜穿刺檢查或絨毛膜取樣)。

     cfDNA篩檢無法偵測出平衡型轉位。

  情境與個案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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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境四：

32歲孕婦懷孕10週，發現懷雙胞胎。孕婦說她的姊姊曾生下異

常兒，經染色體檢查後醫師說是第18對多一個，擔心自己的孩子會

不會有這種狀況？

說明重點

     她生到第18染色體三體症之機率和一般人相仿，不須焦慮。

     第一孕期母血唐氏症篩檢或是cfDNA篩檢於雙胞胎都較單胞胎不

準確。

     可選擇篩檢性檢查；但萬一結果為高風險仍應進行羊膜穿刺檢

查。

     同卵雙胞胎與異卵雙胞胎有不同之風險預估。

     羊膜穿刺檢查之風險於雙胞胎較單胞胎高，且建議於第15週後

再做。

 情境五：

31歲孕婦懷孕18週，在其他醫院做超音波檢查發現胎兒有心臟

異常，來院詢問。

說明重點

     盡快安排高層次超音波檢查。

     建議進行羊膜穿刺檢查，並提供羊水晶片之選項。

     不須再做母血唐氏症篩檢或是cfDNA篩檢。

     給予支持並預先討論到父母對於胎兒狀況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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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境六：

29歲孕婦懷孕12週，在外院超音波檢查時發現胎兒頸部透明帶

厚度4.4mm，轉介來院諮詢。

說明重點

     建議進行羊膜穿刺檢查並提供羊水晶片之選項

     不須再做cfDNA篩檢

     給予支持並預先討論到父母對於胎兒狀況的想法

   遺傳諮詢案例分享

33歲孕婦小金，因為游離胎兒DNA染色體異常母血篩檢報告

問題來到遺傳諮詢門診諮詢。

遺傳諮詢過程：

孕婦小金懷孕13週時做了cfDNA篩檢，15週時得知檢測結果顯

示，性染色體非整倍體為47, XXX，婦產科醫師建議做羊膜穿刺進

一步確認，但個案及先生擔心其風險，且為了解47, XXX，故轉介

至遺傳諮詢門診。

遺傳諮詢師說明cfDNA篩檢乃是篩檢性質，可能有偽陽性情

形，要確認胎兒染色體狀態還是要經由羊水檢查，但家屬認為報告

顯示風險值>99/100(99%)，且cfDNA篩檢檢測率99%，就一定是這

樣的情形了，而且就算胎兒是47,XXX也會生下來，決定不做羊膜

穿刺。

遺傳諮詢師表示尊重其決定並建議生產時做臍帶血的染色體檢

查以確定胎兒染色體狀況，但由於早產，故無取得臍帶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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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諮詢師後續追蹤至矯正年齡1個月大時，做了血液染色體

檢查，確認小朋友染色體核型為46,XX無異常，因此推測可能是胎

盤細胞染色體問題或檢驗偽陽性所致。

很幸運的父母經過諮詢決定把孩子生下來並且能接受47,XXX

狀況，經由染色體檢查確定其為正常，只是讓小金及先生擔心了好

幾個月；換方面想，要是有人經由cfDNA篩檢報告異常即去引產，

這樣不是很遺憾嗎？

現在的產檢技術越來越先進，但可能是說明不易，或是家屬

不了解篩檢之限制及偽陽性或偽陰性的意義，常會讓家屬有〔我花

了這麼多錢，為什麼還要再花一筆錢去做另外的檢查？〕，或者是

〔這個檢查檢測率這麼高，我為什麼要冒著流產的風險再去做另一

個檢查？〕的感覺！

若有指引準則，加上專業訓練，經過詳細說明，家屬充份了

解後再接受檢查，相信就能達到醫病共享決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SDM）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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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國內目前各單位之游離胎兒DNA染色體異常母血篩檢

(以下簡稱cfDNA篩檢)說明及同意書格式不一，故收集各種版本取

其較完整或合適之方式修訂範本提供參考之用。

游離胎兒DNA染色體異常母血篩檢同意書

本人接受諮詢後，已充分了解游離胎兒DNA染色體異常母血篩檢的效用及

限制，茲同意施行該項檢查。

立同意書人：            　      (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基

本

資

料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

字號

聯絡電話 住家：　　　　　　　　　　手機：　　　　　

通訊地址

 說明書及同意書參考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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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離胎兒DNA染色體異常母血篩檢說明書

游離胎兒DNA染色體異常母血篩檢(以下簡稱cfDNA篩檢)於懷孕10週以後即可

檢測，您在選擇此篩檢時應先了解這種篩檢方式的限制和益處，以及是否還有其

他產前遺傳篩檢或診斷方式，您也有權利不接受任何產前遺傳篩檢或診斷檢查。

由於基因資訊的解讀可能有重大影響，本說明書請您仔細詳讀，簽署同意書前請

與您的醫師及諮詢師討論，充分了解之後再做決定，若有特殊情況建議進一步尋

求專業遺傳諮詢。

✽效用及限制說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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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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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即便cfDNA篩檢結果為陰性，並不能確保胎兒無異常。

3. 由於cfDNA篩檢結果可能出現偽陽性，且為了解染色體異常種類，若cfDNA篩檢

結果陽性者，建議應進行產前遺傳診斷檢查(絨毛採樣或羊膜穿刺)，不能僅以

cfDNA篩檢結果做為生育決策(包括終止懷孕)之依據。

4. 本篩檢仍可能出現無法提供報告、結果不確定或無法解釋的情況，其原因可能

疑是胎兒異常，應該進一步接受遺傳諮詢並進行完整超音波檢查及遺傳診斷檢

查。

5. 若超音波檢查發現胎兒有構造異常，應優先進行遺傳診斷檢查而非cfDNA篩檢。

6.  cfDNA篩檢不做為性染色體及微缺失症候群(microdeletion syndromes)的例行

性篩檢，並遵守衛生福利部規定，不能做為篩選胎兒性別之用。

7.  本檢測僅針對染色體套數進行分析，無法判斷染色體結構或基因實變有關的其

他異常(如染色體平衡性轉位、染色體倒置或染色體微缺失或重複等)。

8. 多胞胎懷孕可能影響檢查結果，不建議cfDNA篩檢。

9.  本檢測不適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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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會影響檢

測準確性，若有這些情況，孕婦應主動告知。

✽篩檢流程：

  接受諮詢 → 填寫同意書 → 抽血約10cc → 二週後回診看報告並諮詢

說明者：　　　　　    （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 為保證檢驗品質，本醫事檢驗單位經　　　　　　　　評核通過，並定期公布

檢測之可信度，宣導內容亦符合醫療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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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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實際為陽性的樣本中，判斷為陽性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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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異性（Specificity）是指實際為陰性的樣本中，判斷為陰性的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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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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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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實際為陰性的樣本中，判斷為陰性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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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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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審查通過之遺傳諮詢中心可逕至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查詢 

(http://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99&pid=407)

●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審查通過之遺傳性及罕見疾病檢驗機構可逕至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查詢（http://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99&pi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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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