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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產兒照護的

發展與趨勢
邱湘琴 高雄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部新生兒科醫師

前言：那多出來的幾天，甚至是好幾十天…

　　「醫師，謝謝你，謝謝你們的團隊，本來擔

心寶寶早產，現在很感恩讓我跟寶寶多出那麼多

天相處」，對於照顧早產兒剛起步的我，看著眼

眶泛紅、嘴角上揚、抱著已經穿上可愛迷你粉紅

洋裝的寶寶做出院準備的媽媽，心裡有說不出的

感動，這份感動，我想，是所有新生兒科醫師都

曾擁有的幸福。

　　在台灣，近年來每年約有二十萬名新生兒，

而早產兒比例約有 8%~10%，換句話說，台灣每

年有接近兩萬名早產兒誕生；加上少子化的衝擊、

晚婚晚育的普遍致使較易發生早產的高齡產婦和

早產照護
Preterm Care

由少變多

高流量經鼻氧氣導管 (High flow nasal canula, 

HFNC,亦稱 Humidified flow oxygen therapy, 

HFOT)在早產兒的臨床應用

    兒時常不懂事的向母親抱怨「媽，你怎麼把我

的鼻子生的那麼扁 ?」，母親也打趣地說著「生

一個鼻子讓你呼吸就要懂得感恩了 !」。是阿，

在這群急著來報到的小早產兒身上，一旦脫離母

親子宮的保護與養分給予，那些還來不及成熟的

各個器官都被迫開始上工，首當其衝的就是缺乏

人工生殖寶寶比例也逐漸增加。同時，隨著近幾

十年來新生兒醫學的進步，早產兒的預後也大幅

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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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表面張力素的肺部開始要進行氣體交換，順

利呼吸成了最奢侈的願望。

    早產兒出生時肺部發育不成熟、呼吸肌力不

足、腦部的呼吸調控中樞也未臻發育完全，常

見的肺部疾病如呼吸窘迫症候群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RDS)、早產兒呼吸暫停

(apnea of prematurity, AOP)、早產兒支氣

管肺發育不全 (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 

BPD)…等。根據 2003 〜 2007 年美國國家兒

童健康與人類發展中心 (National institute of 

一、操作

　　HFNC 主要利用氧氣 - 空氣混合器 (oxygen 

blender) 提供穩定的氧氣濃度 ( 調整氧氣濃度

FiO2 21-100%)和高流量氣流 (在新生兒與早產

兒的設定為 5-8L/min)，透過加熱潮濕瓶提供溫

度 31-37° C 和相對溼度 100% 的氣體，再利

用特殊材質之加熱管路確保加熱加濕之氣體在傳

送過程不會散失過多，同時避免水氣凝結於管路

內，最後選擇適當孔徑之鼻導管傳遞流通氣流進

入鼻腔。臨床實際使用 HFNC如圖一所示。

圖一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的新生

兒研究統計中，出生小於 28週的早產兒發生呼

吸窘迫症候群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RDS)比率高達 93%，是早產兒最常見的問題，

也是造成死亡最主要的原因，佔所有早產兒死亡

率 10~15%。傳統上除了在出生後就必須立即置

入氣管內管的侵入性呼吸支持治療的嚴重個案，

非侵入性通氣設備 (non-invasive ventilation, 

NIV) 的選擇最常用的是經鼻連續性氣道正壓

(nasal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nCPAP)；後續照護上也會遇到如拔管後的呼吸

支持、AOP、BPD 等問題，研究顯示 nCPAP

確實能改善長期的預後和降低併發症與死亡率，

但鼻腔 /鼻中膈受損、氣胸等問題也應運而生。

近幾年內，另一種非侵入性通氣設備—高流量經

鼻氧氣導管 (HFNC)的發展與運用，顯示其在早

產兒呼吸的改善與安全性上，皆不亞於傳統的非

侵入性通氣設備。

早產兒照護的發展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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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EP (positive end expiratory pressure, PEEP): 吐氣末期正壓

    Covid-19疫情於 2019年底開始蔓延至今，

HFNC 的治療方式也因此漸受重視，衛生福利

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已於 2021 年 12 月 1 日新增

「經鼻高流量濕化氧氣治療」申報代碼，兒童的

適應症包括急性缺氧性呼吸衰竭和脫離侵襲性或

非侵襲性呼吸器之後為預防再次使用呼吸器時使

用。HFNC有著傳統連續正壓呼吸器的優點、去

除了傳統鼻導管的缺點，且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

新生兒個別化發展性照顧 (Newborn individu-

alized developmental care and assessment 

program，NIDCAP)

　　專注於穩定自主系統的治療之餘，我們常忽

略了這些提早來的小寶寶已經離開與外在環境截

然不同的子宮，而沒有注意到其他「次系統」的

發展和需求。1982年 Dr. Als提出的協同發展理

論 (synactive theoretical model)：描述嬰兒個

體內存著自主、動作、意識狀態、注意力互動及

自我調節等五個次系統，這些系統之間有著連續

性且相互影響支撐，其運作也會受外在環境而連

動、調整。舉例而言，包容性的子宮環境內，有

溫暖的羊水讓嬰兒無重力的飄浮、伸展四肢，光

　　與傳統 NCPAP比較，HFNC為較低侵入性

的呼吸治療方式，且因為其「允許漏氣」的特性，

不僅增加嬰兒的舒適度、減少鼻腔、鼻中膈的壓

瘡機率，對醫護人員和家屬而言，操作也相對簡

易，父母也更容易在此相對不複雜的設備下餵食

寶寶、執行袋鼠護理。然而其高流量易造成胃脹，

口腔分泌物會阻塞管路。

三、HFNC的優缺點 HFNC的效能與安全性皆不亞於傳統呼吸治療設

備，因此在了解其作用機轉後，期待未來對於新

生兒與早產兒的應用更熟悉與精進。

二、作用機轉以及與 NCPAP之比較

HFNC NCPAP

加熱與加濕氣體流量

與傳統 NCPAP一樣可提供加熱與加濕的氣流，避免單純給予高流

量氣流的壞處 (呼吸道上皮黏膜過於乾燥而受損、分泌物過於黏稠…

等 )，同時可減少早產兒與新生兒的熱量消耗與熱能蒸發。

同 HFNC

PEEP之提供

1.只能設定流量，所給的呼吸壓力無法有精準的數值，依照病人體

重、流量大小及機器的參數可計算所提供之 PEEP

2.臨床操作上鼻導管不會完全與病人鼻道緊密貼合，可能會有漏氣

現象，因此可能高估給予的壓力，但如此剛好提供一個保護機制，

減少肺部過度擴張以及氣胸發生的機率

1.可直接設定所需要的 PEEP數值大小

2.鼻導管需與鼻道盡量貼合，避免漏氣與管路

滑脫，因此單位需要制定一套標準的固定方法

降低呼吸功

早產兒 /新生兒呼吸道較不成熟 (組織較柔軟、易塌陷 )，呼吸須更

費力以維持呼吸功能，HFNC和傳統 NCPAP一樣，提供的連續性

氣流會產生壓力，避免呼吸道塌陷、減少呼吸道阻力

同 HFNC 

由少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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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與聲音也是被隔絕過濾的；而當早產兒提早離

開子宮環境，除了本身自主系統面臨巨大的轉變

之外，其他次系統也缺乏適當支持且被自主系統

的巨大轉變影響著。胎兒時期，感覺系統發展的

順序本該是觸覺、嗅覺、味覺、聽覺、最後是視

覺。但是當早產兒出生後所接觸到的感覺刺激卻

剛好相反過來，最多的反而是視覺 (加護病房的

燈光、保溫箱的保暖燈、甚至是治療黃疸的藍光 )

和聽覺 (各種來自醫護人員的聲音以及醫療器材

的警示音 )，而其他原本該來自母體的感覺輸入

卻相對缺乏。當感覺輸入與個體發展的期待不一

樣時，可能會造成感覺輸入的超載和壓力，而影

響到正常的神經發育，增加日後神經、情緒及行

為發展問題的機會。

　　根據早產兒基金會的統計資料，懷孕週數

23~26 週的極低體重早產兒的存活率由 2007

年的 72% 提升至 2012 年的 78%，而其中將

近 40% 的嬰兒在兩歲前有中重度的神經發展障

礙。於此，Dr. Als 在協同發展的理論架構下，

建立了新生兒個別化發展性照護計畫 (neonatal 

individualized developmental care program，

NIDCAP)，此觀念因近年來自主系統照護的進步

而越來越受重視，其執行重點簡述如下。

一、分辨嬰兒次系統受壓力時的行為暗示，進而

提供適當的協助與支持。

　　小嬰兒不會說話，他們只能透過「行為語言」

來與外界溝通，而醫護人員則須細心觀察嬰兒受

到壓力時可能的表現，並在這些壓力超過了嬰兒

可以自我調節的能力範圍時，適時的給予協助，

二、我們沒有辦法打造一個與子宮一模一樣的環

境，但是我們以此為目標。

　　媽媽的子宮無疑是提供寶寶出生前最好的生

長環境，子宮內溫暖的羊水提供最恰當的溫度與

濕度，並將光線、聲音重重隔絕，在近似無重力

的羊水中，寶寶也受到最好的緩衝保護。而當早

產兒提早離開子宮環境，除了環境轉變的衝擊，

各種醫療行為的執行所造成的疼痛，包括侵入性

治療、餵食、擺位、換尿布，特別是對那些非常

極低體重早產兒 (體重小於 1000克 )，無形中過

度刺激了他們的感覺，可能帶來傷害甚至影響日

後神經功能的發展。因此我們建議：

以免影響到自主系統的穩定。舉例而言，早產兒

生理及行為的不適反應包括呼吸暫停、呼吸過

速、發紺、心跳加速或減慢、餘奶或咖啡色奶渣

等，醫護人員必須辨識出這些行為語言，並知悉

嬰兒可自我調節的臨界值在哪裡，使嬰兒漸趨分

化良好，並持續與環境互動。

1.控制新生兒病房的環境，包括光線、音量。

2.輔助物及擺位：透過合適的凹巢擺位護理，盡

量提供如子宮內的環境讓嬰兒四肢輕鬆的伸展、

彎曲。

3.治療性接觸：各種醫療行為盡可能集中護理，

降低刺激；執行治療時動作也盡量輕柔。

4.寧握護理 (Gentle Human Touch)(圖二 )：

指照護者一手放在嬰兒頭部、一手放在嬰兒腹部

或臀部。研究發現寧握能降低血中皮質醇等壓力

早產兒照護的發展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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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生命的重量

　　人生的競賽，似乎總繞著比高比大、比快比

強，而新生兒醫學中這場比賽似乎是在比誰輕 !

目前全球最小的早產兒在美國已順利出院，出生

體重僅 245克。因為你們的奉獻來到，堆疊出我

們如山的經驗，可以把更多不小心提早來報到的

資料來源

1.唐翊軒、李昱聲。高流量經鼻氧氣導管在早產兒與新生

兒的臨床應用。臨床醫學月刊，82卷 4期 (2018/10/26)，

P585-588。

2.2021 Taiwan Consensus Statement of High Flow Nasal 
Cannula Oxygen Therapy (HFNC) in Critical Care

3.Heidelise Als. Toward a synactive theory of develop-
ment: Promise for the assessment and support of infant 

individuality. Infant Mental Health Journal. 1982

4.台灣新生兒科醫學會。新生兒個別化發展性照護自學手
冊。

5.倪淑惠。新生兒發展性照護於早產兒之應用。早產兒基金
會 100期會訊，p13-15。

6.Jay SS. The effects of gentle human touch on mechan-
ically ventilated very-short-gestation infants. Mater-

nal-Child Nursing Journal. 1982

7.衛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網站。

作者

邀
稿|

王
志
祿
、
鄭
名
芳

﹒高雄醫學大學學士後醫學系學士

﹒高雄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部住院醫師

﹒高雄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部新生兒科醫師

邱湘琴醫師

圖二

圖三

三、以家庭為中心，支持家長參與新生兒的一般

照護，包括袋鼠式照護：協助家長建立照護早產

兒的信心，袋鼠式照護是最有效的一種，對家庭

成員而言，也可提升彼此親密感。

每個嬰兒都是獨立的個體，沒有一套

SOP，因此 NIDCAP 的概念和架構漸受重視。

觀察早產兒，了解其行為語言，因為這是提供照

護者照顧上最好的指標。

激素的濃度，有效安撫及緩解嬰兒疼痛。

5.袋鼠式照護 (Kangaroo Care) (圖三 )：有助

於早產兒腦部成長，穩定心跳、保持體溫。

孩子，照顧得更好。謝謝你們，每一位孩子都是

我們生命中的導師。生命的重量，輕比鴻毛，重

如泰山，這是你們教會我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課 !

由少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