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
過寶寶的媽媽都知道，前期肚子

小，沒什麼感覺，頂多是人容易

疲倦、有點孕吐，到後期再來觀察有無妊娠

糖尿病、早產或生長遲滯跡象⋯⋯聽起來懷

孕後期再密集追蹤是有道理的，過去數十年

來婦產科都是這樣遵循。」

確實，以往所知的產前檢查，前七個月

每個月檢查一次，聽聽胎心音，看個幾次超

音波就好，到第八個月才半個月檢查一次，

最後一個月才變成每周檢查一次，媽媽們照

著健康手冊上安排的時間進行產檢，從沒想

過是否需要調整。

養兒育女是人生大事，懷胎十個月的點點滴滴對孕媽咪及家人而言，是辛苦但

也充滿甜美的回憶。從胚胎受精那一刻起，小生命每分每秒都在茁壯、成長，孩子

是不是健康、母體是不是平安，在孕期絕對是最重要的關鍵。只是，目前媽媽手冊

上規範的時間產檢是不是足夠？是不是還有更準確、更方便的新產檢技術，能為寶

寶的健康多做把關、讓孕期更安心？

台大名醫心中的理想

產檢不能只是照章行事

但台大醫院婦產科蘇怡寧醫師卻一直思

考著，這樣的產前照護模式是否有改進空

間？這樣的產前檢查保障是否足夠？為什麼

在胎兒發展關鍵的懷孕前期，反而檢查得這

麼少？等到後期發現寶寶出現了異常，往往

已錯過了黃金治療期。      

蘇醫師是人人崇敬的台大婦產科名醫，

也是台大醫學院的副教授，享有高人氣及

社會地位的他，卻從不自滿。他投入冷門艱

辛的基因遺傳研究領域，還一手創建台大

基因醫學部的分子遺傳實驗室。蘇醫師醫

療團隊的胚胎著床前基因診斷技術，還吸

引 Discovery頻道的注意，特別前來拍攝紀錄

片。

在台大名醫的光環下，蘇醫師卻一直思

考著，基因遺傳醫學已經突飛猛進，許多令

人憂心的遺傳及罕見疾病，像是孕媽咪最怕

發生的子癲前症等問題，都有最新技術可以

及早確認，但礙於現行制度與經費，大醫院

要採購設備、訓練醫療人才都有困難，推行

起來曠日廢時，窒礙難行。於是，心繫台灣

基因醫學發展的蘇醫師，毅然決然離開服務

了十九年的台大醫院，投入上億資金打造了

禾馨婦產科暨母胎兒醫學中心，從婦產科跨

足產前檢測及基因醫學的範疇。

禾馨 以人為服務核心
造訪專業母胎醫學中心   禾馨婦產科 

前陣子有產婦因罹患子癲前症引發中風

過世，連孩子都沒有抱過就撒手人寰，留下

無限傷痛與遺憾。有懷孕經驗的婦女對「子

癲前症」應不陌生，每次產檢驗血壓及尿中

蛋白，就是在留意此病是否已悄悄發生。

「子癲前症」俗稱「妊娠毒血症」，是

指孕婦在晚期發生高血壓、蛋白尿及水腫等

現象，危及母嬰安全。只是，子癲前症的病

因目前醫界尚未有統一的說法，即使每次產

檢都量血壓，一旦發生病程又快又猛，常讓

醫師措手不及。有百分之二的孕婦在懷孕晚

期會出現子癲前症，尤其是三十四歲以上的

高齡產婦更容易發生。

「某位知名作家就是因為子癲前症，不

得不提早剖腹生產，甚至得放棄其中一個雙

胞胎寶寶。子癲前症就是產前診斷的大敵，

蘇醫師長期以來一直心繫基因醫學的發展。

受訪專家    禾馨婦產科暨母胎兒醫學中心執行長蘇怡寧醫學博士

採訪 /賴宛靖    攝影 / 林士舜     撰文 / 陳瑩文
部分圖片提供 / 禾馨新生婦幼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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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氏症，要在二十周抽羊水才能知道，如果

確知寶寶異常此時再做引產，寶寶已經滿大

了，不僅是媽媽不捨，身心靈也都需要長時

間才能恢復。在禾馨，第十二周就可看胎兒

頸部透明帶、非侵入性的唐氏症檢測甚至在

第十周就可以做了，檢查的時程從過去二十

周提前到十二周以前，處理方式就不一樣

了，雖然無法改變事實，但可以及早發現，

這就是靠超音波及基因醫學所賜 。」

以唐氏症檢測為例，蘇醫師會建議孕婦

在接受第一孕期唐氏症篩檢後，第二十至

二十四週安排「高層次超音波」檢查，特別

是胎兒頸部透明帶較厚的孕婦，胎兒心臟異

常的風險較高，檢查後可以早些安心。

「過去要檢查唐氏症最準確方式是做羊

膜穿刺抽羊水，但穿刺會有造成流產及感染

的風險，雖然機率極低，但還是有發生憾事

的可能。孕婦若想選擇較為保守安全的檢測

方法，其實還是有的。」

蘇醫師進一步分析，以往能以抽血加超

音波檢查，做早期或中期唐氏症篩檢，但最

大的問題是，準確率只有九成而已，而且能

夠做早期唐氏症篩檢的婦產科醫師不多，無

法普及。現在有了非侵入性的方式，只要抽

過去醫師沒辦法預知，即便知道來不及也沒

辦法。」

以往無法預防的子癲前症，如今，拜新

科技進步所賜，超音波醫學與基因醫學發展

突飛猛進，以往防不勝防的疾病，如今都可

以提早檢測出是否有罹患風險。

「超音波及基因醫學的進步，徹底顛覆

了原本的產檢流程，帶動了倒三角形的照護

模式。過去是前幾個月做很少，後面做越多，

現在有能力了，早期就能做很多檢查，如果

檢測結果屬低風險，那麼後期需要的照顧就

很一般；倘若產婦及胎兒的風險較高，後期

再特別注意，事先做好準備才不會措手不

及。」

蘇醫師進一步說明，現在超音波醫學不

僅是功能、效能和準確度都比以往強大，可

以把過去很多懷孕晚期才會發生的疾病，提

前在早期發現，就能早期治療。再配合基因

醫學的診斷，以往在早期無法檢測、得等到

寶寶週數大了才得知異常的問題，能提早發

現，就可提早因應。

「寶寶的發育關鍵都在懷孕早期，但以 

    往卻是早期的檢查作最少。比方說

母血，利用次世代基因測序的方式將胎兒小

片段 DNA放大、透過生物資訊的方式與專

業醫師的判讀，針對二十三對染色體進行診

斷，準確率幾乎達百分之九十九，等同於侵

入性的絨毛膜採樣及羊水檢測。 

為了提升母胎醫學，蘇醫師的團隊不僅

僅創立了禾馨婦產科，就連實驗室也是不假

他人之手，購入最新、最準確的檢驗儀器，

培訓一流醫檢人才，組織了強大的慧智基因

實驗室。

在外界都保守看待婦產科遠景時，蘇醫

師卻不惜成本投入遺傳基因的冷門領域，

「基因檢測是很複雜且專業的領域，為了讓

品質掌控得更精準，檢驗都自己做。我敢說，

禾馨醫療系統包括慧智基因裡的實驗儀器，

很多都是大醫院裡沒有的；再來，我們希望

團隊就是產婦最好的遺傳諮詢顧問，實驗結

果出來需要解釋，很多醫生可能也不了解，

但禾馨的醫師就沒有這問題。少有婦產科在

這種少子化的時代裡，願意購買這些昂貴的

儀器、訓練專業人員，但我必須說，這是我

們長久以來的夢想，組成一支從上而下、能

一氣呵成的醫療團隊。」

慧智基因實驗室堪稱是全世界最先進的

實驗室，像是最新的「次世代定序」儀都

比大醫院先進的設備
不做羊膜穿刺
也能檢測唐氏症

產前診斷若能精準有效的檢測出胎兒的缺陷，準爸媽就更無後顧之憂。

蘇醫師說，拜科技進步所賜，以往晚期才
能發現的疾病，早期就能檢測出，掌握黃
金治療期。

位於大安森林公園旁的禾馨新生婦幼診所，環境簡約中帶著奢華，窗外就是綠意盎然的樹海。

83

mother's Care
媽咪歇一歇

Vol.0282



有。「定序跟過去概念不同，過去一次只能

看身體一小部分的密碼，現在則可以全基因

定序去做探索，這在產前診斷的改變是，醫

師有能力抽媽媽的血去得到唐氏症檢測的答

案。」

到大醫院生產，常常容易有被忽略的感

覺，因為在忙碌的醫療第一線，生產只是一

種「現象」而不是病。但對產婦、尤其是生

第一胎的媽媽來說，產程中每個細節、寶寶

的每個動靜，每一刻都是新鮮興奮的，心裡

有許多問題想問醫師，但在冗長繁複的看診

過程中，往往與醫生說不到幾句話就輪到下

一位病人了，所以有人會選擇到婦產科醫院

產檢、生產。但心裡難免有擔憂，怕婦產科

設備不夠，產檢會不夠仔細。

「過去，醫療是威權式的，總是醫生說

了算，知識不對等，病人也不知道自己能有

什麼選擇，我們希望懷孕這件事不會這樣。

有多少風險、能有多少選項都能讓產婦了

解，把病人與醫生的關係拉近，就像朋友一

樣。」

蘇醫師團隊一手打造的母胎醫學中心

裡，除了先進的醫療設備，卓越的醫療團隊，

就連空間規劃與環境設施也十分講究。誰說

醫院就是冷冰冰的？蘇醫師的團隊一手打造

的禾馨婦產科，就以優雅時尚的北歐設計風

為主。

走進禾馨新生婦產診所的第一印象，就

像是來到高檔的度假酒店。棕褐色的木質建

材營造出家的氣氛，質感精緻卻不俗艷。木

頭的溫潤提點出空間的溫暖舒適，加上大氣

的開窗及採光，將大安森林公園的樹海拉近

眼前，雖然身處在繁忙的都市一隅，卻有種

在充滿芬多精森林裡度假的清幽。燈光也是

很講究的重點，每盞造型吊燈都是吸睛的焦

點，適時點綴的間接光源讓空間更加活潑。

「禾馨走精品路線，全院僅有十九間房，

每一間都是單人房，為的就是讓媽媽在產前

產後都能好好休息。」

蘇醫師強調，雖然以人文風情來打造禾

馨，不過該有的醫療設備還是不會少。像

是房內的床鋪，還是用醫療等級的電動待診

床，聯絡護理站的緊急按鈕、氧氣等管線都

巧妙融合在精緻裝潢裡，有大醫院病房裡的

專業，卻能減少讓人緊張的壓力。

工作忙碌的蘇醫師卻能對院內的一切如

數家珍，「光是地板就挑選了許多材質，選

擇了超耐磨木質地板，有醫院 PVC地板好清

洗、無接縫的特性，又能接續溫暖的居家風

格。」

追求完美的蘇醫師對於細節絕不馬虎，

在院內隨時可見的風格壁畫，出自插畫家好

友之手，簡單的黑白線條勾勒出童趣，也讓

空間充滿文創況味。就連手術室大門也以壁

畫妝點，而不是冷冰冰的金屬門。「可降低

產婦進手術室生產的緊張感，心情放輕鬆，

對產程有幫助。」

禾馨新生婦幼診所有兩間很特別的樂得

兒房。「待產、生產、產後恢復等每個階段，

都在樂得兒房裡完成，孕婦和家屬可以在

寧靜優雅的空間裡不受打擾，當子宮頸全開

後，產婦不須移動到產房，而是由醫護人員

會到房內為產婦接生、護理新生兒。」

研究顯示，擁有美好生產經驗的母親，

照料新生兒時能有較高的注意力及敏感度，

可減少嬰兒受傷害機率，也能降低產後憂鬱

的發生。所以禾馨無論在軟硬體上，都努力

為產婦營造美妙愉快的生產經驗。

「有生產經驗的媽媽就知道，當陣痛來

臨時，躺在醫院等子宮頸全開的過程中，醫

生都不會到，頂多是護理師以電話跟醫師回

報狀況，醫師隔空指導用藥，等子宮頸全開

了醫師才來接生，如果醫師來得稍微晚一

點，還會要產婦先『HOLD』住別用力，等

醫生來了再生。」

樂得兒產房   
在最自在的環境裡生產

生產不是病，
是美好的經歷

從待產、生產到產後恢復等階
段，都是醫護人員親自到樂得
兒房裡來服務，讓媽咪及寶寶
不受外界打擾，安心生產。

生產是「現象」而不是病，診所溫馨舒適的氣氛就像
家一般，讓孕媽咪能徹底放鬆，迎接寶寶的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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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馨醫療系統包含禾馨婦產科、祈馨婦產科

禾馨新生婦幼診所及慧智基因實驗室。

相關訊息可洽詢禾馨婦產科官網。

禾馨婦產科 　

台北市懷寧街 ��號　

������������

RTQ뼿NG
禾馨婦產科簡介

禾馨新生婦幼診所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 �段 �號　

������������

禾馨婦產科官網

34�%1&'�

請直接以手機掃描即可
連結 �

這樣的經驗確實不太好，標榜讓產婦

有美好生產經驗的禾馨，特別組織了一支

台灣周產期醫學的菁英醫師，二十四小時

駐診服務，產婦一到院，醫師就出現，而

因為是院內的產婦，對於產婦病歷一清二

楚，醫療無縫接軌，才能讓產婦更安心。

「禾馨也提供母嬰同室的服務，不過

並非硬性規定媽媽要親自照料，有時媽媽

比較虛弱，傷口疼痛，或是母乳分泌較少，

甚至夜裡想好好休息，隨時都可以把寶寶

送回嬰兒室，讓專業的護理師接手照料。」

的確，在母嬰同室蔚為風氣的同時，

很多晚上想好好睡一覺的媽媽，礙於得照

顧新生兒，不得不撐著產後尚未復原的身

子起床照顧，有些醫護人員會大力主張母

嬰同室的好處卻沒有好好衛教，反而讓媽

媽備感壓力，萬一自己太過疲倦而乏力照

顧，彷彿代表自己缺乏母愛。

「喜獲麟兒是人生大事，但對新手爸

媽來說，有了新角色、責任壓力也變大了。

婦產科不僅是接生的醫療院所，我認為，

也是帶著爸媽們進入新角色的幫手。」

人，是禾馨婦產科裡最美的風景，也

是蘇醫師團隊最重視的服務核心。每個孕

婦都肩負著重要的使命，要把健康幸福傳

給下一代。而蘇醫師希望，禾馨團隊能參

與每個神聖的時刻，用熱忱、專業與智慧

為孕婦及寶寶美好的未來把關。

貼心靈活的
母嬰同室概念

媲美五星級飯店的套房，提供孕媽咪最佳的
休息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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