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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肌膚接觸，是指寶寶出生後不

著衣服，直接躺在手術臺或產臺上媽

媽的胸前，或於待產室躺在爸爸的胸

前，直接肌膚接觸至少 10 分鐘以上。

臨床上常由於剖腹產產婦麻醉未退與

手術臺執行上之困難，造成剖腹產後

執行立即親子肌膚接觸率低，因此，

父嬰親子肌膚接觸的推廣逐漸成為趨

勢。

研究發現執行父嬰肌膚接觸有助於

父子依附關係的提升，產後新生兒更

是藉由父母親的接觸促進子宮外的生

理適應。而父親們常因害羞不願意脫

去衣服；或是因焦慮、擔心無法好好

抱著寶寶，造成寶寶掉落而不敢進行

肌膚接觸，因此我們運用新生兒築巢

擺位方式設計出「袋鼠衣」，可在執

行父嬰肌膚接觸時提供包裹、保暖及

支撐力等功能，進而減輕父親對於肌

膚接觸的害怕、焦慮及緊張，提供父

( 母 ) 親支托及包覆的安全感，並期

待能增加其執行之意願。

1979 年兒科醫師 Rey 及 Martinez

為了解決當時保溫箱不足的問題而推

廣袋鼠式護理，過程中能穩定新生兒

生命徵象、增進親子依附關係，進而

降低新生兒感染率與死亡率。

因此，臺北慈院婦產科團隊發想出

「父嬰袋鼠衣」，由護理師畫出設計

圖，委請志工師姊縫製。

在全面進行推廣及使用過程中，進

行滿意度調查，共收集 30 位穿著「父

嬰袋鼠衣」父親在執行肌膚接觸後的

感受，整體執行肌膚接觸的滿意度達

97.2%；另外，也訪談了其中幾位父

親，皆表示因為有了袋鼠衣讓他們願

意執行親子肌膚接觸，且下一胎也希

望能執行親子肌膚接觸。

A Skin-to-Skin Kangaroo Care Short for a New Father

父嬰袋鼠衣
爸爸的第一次親密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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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嬰袋鼠衣」設計特點：

1. 以背心樣式為主體，胸前鏤空設

計，加縫袋鼠口袋，好裝進新生寶

寶。

2. 袋鼠衣設計束口鬆緊，可以依據每

個寶寶的體重大小進行調整。

3. 胸前鏤空設計讓父親與寶寶皮膚直

接接觸增進親子關係、穩定新生兒

體溫，在執行肌膚接觸過程中，此

袋鼠衣束口袋增加對新生兒的包

覆，讓新生兒獲得更多的安全感及

保暖效果。袋鼠衣的撐托效果也可

減輕新手爸爸抱寶寶時擔心姿勢不

對等等的焦慮心情，延長親子接觸

時間。

4. 在執行過程中，使用扶手座椅增加

舒適度，讓父親輕鬆地半坐臥於沙

發椅上，也會視情況給予烤燈及被

蓋保持溫暖，排除父親對新生兒的

所有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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