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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之前曾接受過剖宮產，您在再次生產時有兩種選擇： 

• 剖宮產後陰道試產 (Trial of Labour after Caesarean Section – TOLAC)：嘗試通過陰道進行分娩。大部分女

性都可以順利進行剖宮產後陰道分娩（Vaginal Birth After Caesarean - VBAC)。    

• 選擇性重複剖宮產（Elective Repeat Caesarean Section - ERCS): 有計劃地再次進行剖宮產（CS）。 

 

您是否適合 TOLAC？ 
大部分曾進行過剖宮產的女性都可以在下一次生產時嘗試陰道順產。如果您有下列情形，則可能不適合 TOLAC： 

• 曾多次進行過剖宮產 

• 曾進行過傳統剖宮產（縱切）或出現過子宮裂開 

• 出現需要進行剖宮產的孕期併發症，如前置胎盤或需要緊急分娩 

• 在一年至一年半以內已進行過剖宮產 

 

哪些情形會增加順利 VBAC的概率 哪些情形會降低順利 VBAC的概率 

• 之前曾通過陰道順產 

• 之前致使您進行剖宮產的原因已消失（例如臀

位不正、前置胎盤） 

• 自然產（自發式分娩） 

• 40歲以下，沒有孕期併發症 

• 已過預產期  

• 明顯超重（BMI> 40） 

• 需進行人工催生 

• 嬰兒體重估計超過4000克（8磅13盎司） 

 

選擇 TOLAC的原因： 

• 住院時間更短，恢復更快，沒有活動限制（如抬舉重物） 

• 希望進行陰道順產的人士 

• 無需在腹部開刀，也不存在與 ERCS相關的風險（例如失血、感染、今

後出現手術併發症） 

• 今後懷孕生產時較不易出現併發症，因為剖宮產伴隨每次開刀，風險都

會增加 

• 能更早開始母乳餵養，三至六個月期間哺乳的成功率更高 

• 新生兒出現呼吸問題的風險更小 

 

選擇 ERCS的原因： 

• 可以計劃生產的日期和時間，根據過往經驗做好準備 

• 避免與 TOLAC相關的生產風險，包括子宮破裂（TOLAC：0.5%，ERCS：

0.03%） 

 
 
 
 
 
 
 

剖宮產後陰道試產 
需瞭解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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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因素： 
 

TOLAC相關風險： ERCS相關風險： 

• 與ERCS相比，剖宮產最常見的風險是增加失血、

手術併發症和感染的幾率 

• 最嚴重的風險是生產期間子宮刀口可能裂開（子

宮破裂），在進行TOLAC的女性中，其發生概率

為1/200（99.5%的情況是安全的），如果您曾經

順產則概率會變小 

• 子宮破裂可在罕見情況下對新生兒造成嚴重問 

題，包括死亡或腦損傷（概率為2-3/10000），

您有可能增加出血或摘除子宮的概率 

•   感染、出血、需要輸血及手術對腸道、膀胱和

子宮造成的傷害 

• 分娩時肺部或腿部出現血栓的風險增加 

• 今後生產時可能都需要進行剖宮產 

o 今後每次剖宮產時，手術風險和孕期風險

都會增加。今後懷孕時，最大的潛在風險

是胎盤異常，這可能在分娩時造成嚴重出

血並需要您摘除子宮 

• ERCS造成的孕婦死亡相較TOLAC要高，但總體

來說概率仍極低（ERCS：0.013%； 

TOLAC：0.004%） 

 

如果您計劃進行 TOLAC： 
如出現宮縮或羊水已破，請前往生產與分娩科室（2SE）的評估室。處於分娩活躍期的孕婦需持續監控嬰兒心率

並進行子宮頸檢查，以確保產程順利。建議進行無痛分娩，以防需緊急剖宮產。可安全使用催產素（幫助收縮的

藥物）。 

 
如之前曾經剖宮產，我可否催生？ 

可以，儘管催生時子宮破裂的風險會稍微增加，具體取決於催生類型。子宮破裂的風險概率最高為 1.1%。曾進

行過剖宮產的孕婦可進行安全催生，包括使用尿管水囊在分娩早期打開子宮頸，打破羊水和/或使用催產素增強

宮縮。一些人會在無法自然分娩時選擇催生，另一些人會在催生時選擇再次剖宮產。 

 

如果您計劃進行 ERCS： 
如果在排定的 ERCS手術前出現宮縮，請與醫護人員討論您希望進行的操作。自然產能增加陰道順產的成功率，

計劃進行剖宮產的女性可以在出現自然產跡象的情況下嘗試 TOLAC。 

 

選擇 TOLAC或 ERCS時的關鍵考量因素： 

• 對於曾進行剖宮產的女性來說，TOLAC和 ERCS都是安全的選擇，對您和嬰兒造成嚴重傷害的可能性都很

小 

• 成功的 TOLAC（VBAC）對您和嬰兒造成的併發症最少，不成功的 TOLAC造成併發症的風險最大 

• 對於曾進行剖宮產的女性來說，TOLAC和 ERCS都是安全的選擇，對您和嬰兒造成嚴重傷害的可能性都很

小。 

 
 

作出決定：  

• 您可以在選擇 TOLAC或 ERCS時使用下列表格。您可以根據優劣的重要性在每項旁進行勾選。您也可以增

加其他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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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重要     ❒❒✓ 重要性較低   ❒✓✓ 重要性較高    ✓✓✓ 很重要 

選擇 TOLAC（順產）的原因 
對您的重要性如

何？ 
選擇 ERCS的原因 

對您的重要性如

何？ 

更有可能陰道順產 ❒❒❒ 您知道嬰兒降生的預計日期 ❒❒❒ 

恢復更快，沒有負重限制 ❒❒❒ 您瞭解手術流程 ❒❒❒ 

術後併發症可能性更小 ❒❒❒ 子宮破裂的可能性更小 ❒❒❒ 

今後懷孕/分娩時出現問題的可

能性更小（胎盤異常可能性更

小） 
❒❒❒ 避免緊急剖宮產 ❒❒❒ 

產後嬰兒更有可能和媽媽在一起

（無需入住育嬰室或新生兒加護

病房/NICU）  
❒❒❒ 可以向產科醫師預定剖宮產 ❒❒❒ 

 ❒❒❒ 不會再生育，決定結扎 ❒❒❒ 

 ❒❒❒  ❒❒❒ 

 

資源： 
觀看我們在 YouTube上的宣導影片，標題為“Southern Ontario Obstetrical Network” 

 
還可以用手機掃描二維碼 

*iPhone用戶可打開攝像頭並掃描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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