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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性：(可複選) □你的年齡已滿 20 歲或是 20 歲以上，並已確定有懷孕 □你的年齡未滿 20 歲，並已確定有懷孕(由監護人共同決策) □你的醫師告訴你是屬於高齡孕婦 (>34 歲) □家族有先天遺傳性疾病 □曾經生下先天異常的胎兒 疾病介紹： 唐氏症是最常見的染色體異常症，其發生率大約 1/800-1/1800，亦即每 800 到 1800 名新生兒就有 一位唐氏症兒。正常的染色體一個來自於爸爸，一個來自於媽媽，所有染色體都是成雙成對， 但是如果其中有多出一個染色體，也就是同時有三個時，就會造成先天智障或多重疾病，而唐氏症就是指人類染色體第 21 對多了一個。 唐氏症是一種徵候群，唐氏症徵候群舊稱蒙古症或是蒙古癡呆症，大部份罹患唐氏症徵候群的人， 長相如同出自同一家族，其生長發育、併發之疾病、智力和壽命均有很多相似之處，如智能不足、器官異常、腸胃道疾病等。 生出唐氏症寶寶的原因絕大部分為非遺傳性（與產生卵子時染色體分裂異常有關），約占了95% ，而大約只有 4~5%和家族史有關。 所以，家族無唐氏症胎兒並不代表不會生出唐氏症胎兒。 生下唐氏兒的機會是會隨著懷孕年齡的增加而提高，現代社會晚婚比率愈來愈高，更應重視此問題。根據研究統計，25歲孕婦生出唐氏兒的機率為1350分之一，30歲為900分之一，35歲增加到365 分之一，到45歲時，生下唐氏兒的機會就高達25分之一。雖然如此，但因年輕產婦佔所有生產數仍較多所以仍有高比率的唐氏症寶寶出生在年輕孕婦的族群，所以不管任何年紀，對於唐氏症的篩檢都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課題。 檢測方式介紹： 

1.早期唐氏症篩檢早期唐氏症篩檢早期唐氏症篩檢早期唐氏症篩檢(抽血抽血抽血抽血+頸部透明帶頸部透明帶頸部透明帶頸部透明帶): 在第一孕期，懷孕 11-13
+6 週時進行此項檢查，藉由經過訓練合格的檢查者操作超音波檢查，檢查頸部透明帶及其他指標，配合抽血，最後經由電腦軟體計算得出唐氏症風險。現在各國趨勢均是將唐氏症篩檢提早至第一孕期，除了可以提早獲得診斷，並可得到較高的正確診斷率(約85%)，減少偽陰性所帶來羊膜穿刺的風險。 

2.中期唐氏症篩檢中期唐氏症篩檢中期唐氏症篩檢中期唐氏症篩檢(母血四指標母血四指標母血四指標母血四指標): 孕婦可於妊娠第 15-20
 週抽血，然後運用兩項或四項生物指標透過電腦精密地計算出每一位孕婦懷有唐氏兒之危險機率。若篩檢結果孕婦懷有唐氏兒的危險機率高於 1/270 ，則建議孕婦進一步接受羊膜穿刺術以確定胎兒是否患有唐氏症。母血檢查是一種篩檢，必須配合其他的產前檢查技術， 如超音波、羊膜穿刺術才能確定胎兒是否患有神經管缺損或唐氏症等疾病。據國外之經驗，經由母血篩檢可以篩檢出約 83% 之唐氏症 (四指標)，及 90% 以上之神經管缺損。 

3.非侵入性母血胎兒染色體檢查非侵入性母血胎兒染色體檢查非侵入性母血胎兒染色體檢查非侵入性母血胎兒染色體檢查: 懷孕十週後，經抽血從母血的血漿內分離出小片段游離 DNA，再進一步利用次世代基因序列分析的技術，確實可以藉由極高之敏感度(99.5%)與精確度，來進行染色體非整倍體分析。但此項檢查最終仍須靠羊膜穿刺做最後的診斷。 

4. 羊膜穿刺檢查羊膜穿刺檢查羊膜穿刺檢查羊膜穿刺檢查: 可以作為檢查胎兒的染色體是否異常的診斷性檢查。宜在懷孕 16 週以後做檢查 ( 優生保健目的之最理想的染色體檢查時間為 16-18 週，其他檢查時間由醫師診斷 ) 。建議高齡產婦  (34  歲以上) 、超音波檢查重大異常、母血唐氏症篩檢結果為高危險群、曾生育先天異常胎兒及有家族史的孕婦，可以做這項檢查。檢查時間於懷孕 16-18 週 ( 最晚不要超過 20  週  )  ，在超音波的定位及監視下，經羊膜穿刺抽取少量 ( 約 20cc) 的羊水檢查胎兒染色體是否正常。若有罕見的基因疾病，可同時作基因的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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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要選擇的方式是： □早期唐氏症篩檢(抽血+頸部透明帶) □中期唐氏症篩檢(母血四指標) □非侵入性母血胎兒染色體檢查 □羊膜穿刺檢查 □需與醫師再做討論 請透過以下四個步驟來幫助你做決定請透過以下四個步驟來幫助你做決定請透過以下四個步驟來幫助你做決定請透過以下四個步驟來幫助你做決定 步驟一、比較每一項選擇的優點、偵測率、風險、副作用(併發率)、費用、替代方案 

1. 早期唐氏症篩檢(抽血+頸部透明帶): 優點：能早期篩檢執行，單一測試可知結果，能同時分析其他的併發症。 偵測率：85-87 %。 缺點：非檢測率最高的篩檢，需要特定的時間 (懷孕 11-13
+6 週)檢查以及會測量頸部透明帶的超音波操作者才能進行。 費用：2700 元。 替代方案：其他篩檢方式。 

2. 中期唐氏症篩檢(母血四指標): 優點：單一測試可知結果，不需要超音波訓練，能同時篩檢神經管缺損及其他併發症。 偵測率：81-83 %; 有的篩檢策略會把早期及中期唐氏症篩檢一起執行，也能提高篩檢率至 90% 以上。 缺點：非檢測率最高的篩檢，需要特定的時間 (懷孕 15-20
 週)。 費用 ：2200 元 。 替代方案：其他篩檢方式。 

3. 非侵入性母血胎兒染色體檢查: 優點：高篩檢準確率，沒有懷孕週數的限制(10 週後皆可)。 偵測率：99.5 %。 缺點：陽性偵測率及陰性偵測率的數據不夠清楚，於特定染色體的檢測有較高準確率，但最後 診斷仍以羊膜穿刺為主。 費用：15000- 35000元。(隨選擇抽血項目不同而價格有所不同)  替代方案： 其他篩檢方式。 

4. 羊膜穿刺: 優點：最高準確率，能同時做基因的檢測。 偵測率：近 100%，為唐氏症確診的診斷工具。 缺點：約有百分之二的婦女抽完後會有出血、早期破水、刺激子宮收縮等症狀；只有少於千分之五以下的婦女，會因羊膜穿刺導致流產；至於發生子宮內感染的機會則少於千分之一。 費用：約10000 元 (政府對高齡孕婦有補助 5000元)。 替代方案：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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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二、選擇唐氏症篩檢方式會在意的因素是什麼????以及在意的程度 。 (請圈選下列考量因素，0 分代表對你不重要，5 分代表對你非常重要)  考量因素 不重要                                                                    非常重要                             在意程度 害怕疼痛(註一) 0 1 2 3 4 5 經濟考量(註二) 0 1 2 3 4 5 就醫方便性(註三) 0 1 2 3 4 5 擔心併發症(破水或 早產的風險)(註四) 0 1 2 3 4 5  註一: 除了羊膜穿刺是經由腹部穿刺以外，其他篩檢方式都是透過抽孕婦的周邊血。 註二: 原則上費用由高至低分別是: NIPT+部分微片段缺失症候群篩檢>羊膜穿刺傳統染色體分析+基因晶片
>NIPT>羊膜穿刺傳統染色體分析>第一孕期唐氏症篩檢>第二孕期四指標唐氏症篩檢。 註三:本院目前有提供第一孕期唐氏症篩檢、第二孕期四指標唐氏症篩檢、非侵入性母血胎兒染色體檢查及羊膜穿刺，可洽詢您的產檢醫生。 註四: 除了侵入性的羊膜穿刺可能會有 3/1000~1/1000 破水或流產的風險以外，其他篩檢方式都是透過抽孕婦的周邊血，所以不會提高流產的風險。 註五:檢查的準確性: 羊膜穿刺>NIPT>第一孕期唐氏症篩檢>第二孕期四指標唐氏症篩檢。 

NIPT=非侵入性產前染色體檢測 (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 簡稱 NIPT) 

(圈選完成後，想想以上的哪一種方式具有你最在意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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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你對檢測方式的認知有多少？ 

1. 做唐氏症篩檢後，一定不會生下唐氏症兒。□  對 □不對 

2. 唐氏症篩檢機率高，一定會生下唐氏症兒。□  對 □不對 

3. 做羊膜穿刺，沒有任何的風險，適合所有的孕婦做。□ 對 □不對 步驟四、你現在確認好治療方式了嗎？ □我已經確認好想要的治療方式，我決定選擇：（下列擇一）        □我將選擇早期唐氏症篩檢(抽血+頸部透明帶) 
       □我將選擇中期唐氏症篩檢(母血四指標) 

        □我將選擇檢查非侵入性母血胎兒染色體檢查      □我將選擇羊膜穿刺檢查 

     □此次我不選擇檢查，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想要再與我的主治醫師討論我的決定。 □我想要再與其他人（包含配偶、家人、朋友或第二意見提供者…）討論我的決定。 □對於以上治療方式，我想要再瞭解更多，我的問題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產婦/家屬簽名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治醫師簽名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完成以上評估後，您可以攜帶此份結果與您的主治醫師討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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