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生殖醫學會對於超高齡(45 歲以上)婦女接受人工生殖治療之立
場聲明
Position statement for assisted reproductive treatment for women of
advanced reproductive age (age over 45)
一、背景說明
(一)隨著社會型態的改變，婦女預定生育的年齡也逐漸升高，依
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台灣婦女生第一胎的平均生育年齡由
民國 64 年的 22.88 歲逐漸上升到民國 107 年的 30.9 歲[1]。但
隨著年齡升高，女性的受孕能力也逐漸下降[2]，不但孕程及
生產風險隨之增加，流產率也大幅揚升[3]，而且產下染色體
異常胎兒的機會也隨之增加[4]，摘述研究結果如下：
1.研究顯示 45 歲以上女性接受自己卵子（自卵）的人工生殖
技術，胚胎染色體正常的比例平均小於 5%，每次施術週期
活產率也小於 3%[5]，對照民國 106 年國民健康署公告台灣
資料，43 歲以上配偶間（自卵）人工生殖每次植入新鮮胚
胎週期活產率亦小於 5%[6]。另依據 105~106 年國民健康署
全國統計資料，45 歲以上配偶間人工生殖每次植入新鮮胚
胎週期活產率小於 2%(附件 1 圖示)。高齡婦女使用受贈卵子
（贈卵）受孕雖能提高活產率，然而仍然可能低於年輕受孕
者[7]。
2.超高生育年齡婦女懷孕有較高機會伴隨不良的產科周產期
及新生兒併發症。如研究顯示 45 歲以上孕婦罹患妊娠性糖
尿病的機會是 34 歲前孕婦的 2.83-4.81 倍[8，9]，妊娠期間高
血壓則升高為 2.52-3.85 倍[8]，剖腹生產率為 1.82-13.77 倍[10]，
嚴重母體併發症為 3.67-5.08 倍，新生兒死亡率在 45 歲以上
孕婦增為 1.95 倍，50 歲以上為 10.26 倍[9]；死胎的機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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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歲以上為 2.91 倍[9]；新生兒早產機率為 12.1%-21.5%[8,10]，
入住加護病房的機率為 10.7%-14.9%[8,10]。台灣的本土資料
顯示 35-49 歲的產婦母體死亡率則為 30-34 歲產婦的 2.5 倍
以上[11]，44 歲以上產婦的早產機率為年輕產婦的 2.62 倍，
死胎機率為 5.78 倍，新生兒死亡率為 2.65 倍，胎兒先天異
常比例為 1.59 倍[12]。此增高的風險在接受自卵人工生殖[13]
或卵子捐贈人工生殖療程[7,14-16]而受孕的婦女身上仍然存
在。
(二)基於考量母體與胎兒安全及撫養胎兒至成年所需的心理支
持，國際間一些專業醫學會，如美國生殖醫學會不建議植入
捐贈的卵子或胚胎到 55 歲以上婦女身上，即使她們沒有健
康上的問題[17]。
(三)基於母體需承擔因懷孕所導致之身體生理變化，超高生育
年齡婦女懷孕而增加的母體及胎兒風險逐漸被重視，高齡男
性雖不必經歷懷孕所導致之身體生理變化，但仍可能對子代
健康具有影響。雖然尚未有定論，但已有部分研究顯示，父
親年齡高於 50 歲時，其子代罹患心理疾病如自閉症的機會
升高為 2.2 倍[18]；當父親年齡高於 55 歲時，其子代患棈神分
裂症的機會升高為 2.22 倍[19]。
(四)除了健康上的影響外，超高生育年齡父母所撫養的子女也可
能經歷養育過程中的困擾及親子關係建立不易[20]。雖然超高
齡父母親可以提供較穩定的婚姻狀態及家庭經濟狀態是對
子女的有利之處[21]，但是依據文獻 50 歲生育的婦女有 10%
的機會在子女 15 歲之前過世，60 歲生育的婦女則有 20%的
機會在子女 15 歲之前過世[20]，而父或母過世，以及父母過
逝前孩童擔當照護的角色將是對孩童沈重的打擊[22]，在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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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年齡父母計畫生育時，也應將孩童未來的撫養及其福祉
列入考慮。
二、台灣生殖醫學會建議：
我們深知超高生育年齡婦女尋求人工生殖技術協助以求達成生
育期待的機會或將逐漸增加，尤其是運用卵子捐贈之人工生殖技術，
而醫療技術的進步也將提供更多可能與期待，然而基於現有的醫學證
據，提出建議如下：
(一)在超高生育年齡婦女尋求人工生殖技術時，建議詳細告知前
述因懷孕而增加的醫療風險，並再次提醒考慮未來孩童撫養
的問題。
(二)人工生殖的活產率隨取卵時的年齡增高而降低，胚胎染色體
異常比率亦隨之升高，由於 45 歲以上婦女接受自卵人工生
殖的活產率極低(<2%)，病人對此應有正確認知。但在其充
分瞭解客觀數據並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仍尊重其自主決定意
願。
(三)超高生育年齡婦女考慮接受自卵或卵子捐贈的人工生殖前
建議接受詳盡的健康檢查，尤其是心血管功能及新陳代謝機
能狀況(如附件 2 建議健康評估項目)。
(四)當現存的健康狀況(例如高血壓或糖尿病)會增加懷孕後產
婦及新生兒風險時，強烈不建議施行人工生殖技術(包含卵
子捐贈)。
(五)人工生殖施術機構基於考量患者及其子代之健康福祉時，婉
拒提供高生育年齡婦女人工生殖服務在倫理上是可被允許
的。
(六)多胞胎懷孕會明顯增加懷孕及生產的風險[23]， 因此對高生
育年齡婦女施行自卵人工生殖技術時，建議諮詢是否施行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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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性單一胚胎植入術；而施行卵子捐贈人工生殖時，則強烈
建議施行選擇性單一胚胎植入術。
(七)由於對 55 歲以上婦女懷孕後母體及胎兒的安全性資料仍非
常有限，及考量撫育幼兒至成年所需的心理社會支持，對於
55 歲以上婦女施行胚胎植入(受贈卵子的人工生殖)更需審
慎評估，基本上並不建議其接受人工生殖。
(八)雖然尚未有定論，但已有部分研究顯示，男性年齡較高(超
過 55 歲)，其子代罹患心理疾病的機會可能也會增加，因此
對接受人工生殖技術（包含卵子捐贈）的夫妻當男方年齡較
高時建議告知此風險。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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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建議健康評估項目:
• 基本病史詢問

• 甲狀腺功能

• 血壓量測

• 心臟功能 (心電圖及心臟超

• 血液常規

音波)

• 肝功能

• 胸部 X 光造影

• 腎功能

• 子宮頸抹片檢查

• 血糖檢測 (糖化血色素及飯

• 乳房檢查 (乳房攝影或乳房

前血糖)

超音波檢查)

• 其他因病史詢問或異常檢驗結果而衍生之必要後續檢查
以上檢查建議每年重新評估一次，若有發現異常時也提醒患者須
主動告知其他就診院所之主治醫師以利追蹤及進一步評估病情變化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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