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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表 

對孕婦、嬰兒和母親提供護理的範圍 

產科臨床區域包括： 

產前門診、產前診斷科門診、產前病房、產房、產後病房、助產士主理產前門診、助產

士主理產後門診和哺乳顧問診所。 

新生兒臨床區域包括： 

新生兒門診／診所涵蓋各級兒科和新生兒護理，包括十二個月以下嬰兒入住的兒科病房 

(5)。 

人工配方奶餵養 

嬰兒目前尚未吃到任何母乳。嬰兒目前吃嬰兒配方奶粉，有或沒有補充(斷奶)食物 (3)。 

愛嬰醫院運動 

愛嬰醫院運動是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於 1991 年發起致力推動、保護及支持

母乳餵哺的全球性運動。愛嬰醫院運動旨在各醫療保健設施如醫院、診所及母嬰中心確

保提供最好的母乳哺育環境。鼓勵醫療保健設施，特別是有婦產科部門的醫院實踐「成

功母乳育嬰十項指引」，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和隨後在世界衛生大會的有關決議，以

確保該設施為孕婦、母乳哺育的母親及嬰兒提供高質素醫療服務 (3)。 

母乳代用品 

任何食品被銷售或以其他方式呈現為對母乳部分或全部替代，不論是否適合於該目的 

(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 

補充餵養 

以全母乳餵哺不能提供足夠營養時添加補充餵養。該術語用於描述六個月後，以母乳餵

哺並給予食物或液體，以補充母乳提供足夠營養 (1)。 

全母乳餵哺 

嬰兒吃全母乳或擠出的母乳，並沒有添加其它液體或固體，除少量滴劑或糖漿劑維生素，

礦物質補充劑或藥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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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 (守則) 

世界衛生大會於 1981 年頒佈《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後稱《守則》)。《守則》

的目的是透過提供足夠的資訊以及適當的銷售及分銷手法去保護及推廣母乳餵哺，

並確保母乳代用品能恰當地使用，從而為嬰兒提供安全及充份的營養。其中一個主

要原則是禁止醫療保健機構推銷這些母乳代用品，奶瓶或奶嘴 (11)。(就守則而言，

一般包括在世界衛生大會隨後採取的有關決議。) 

哺乳顧問 

國際認證哺乳顧問在母嬰保健團隊中是有功能與貢獻的一員。她們服務於一系列的

保健機構，包括醫院、兒科診室、公共衛生保健中心及私人診所等，作出適當的轉

介到其他醫療專業人員和社區資源。與母親、家庭、政策制定者和社會各界共同努

力，提供專業母乳餵哺臨床指導，有助減少不餵哺母乳的風險 (7)。 

混合餵哺／部分母乳餵哺 

嬰兒正在接受一些母乳餵哺和一些人工配方奶餵哺或輔食餵哺 (斷奶) (3)。 

修改餵哺制度／部分母乳餵哺 

嬰兒正在接受一些母乳餵哺和在出生後的初期臨時修改餵哺制度，例如早產或少於

胎齡的嬰兒 (3, 9)。 

新生兒病房 

新生兒病房涵蓋各級新生兒護理及十二個月以下嬰兒入住的兒科病房 (5)。 

輔助餵奶器 

於乳房上餵哺已擠出的母乳或奶粉，利用一個連接有長細管的瓶子或袋子，把細管

用膠紙貼在乳頭，當嬰兒吸吮乳房的時候，同時也會吸吮到細管裏的奶作為補充 

(5)。 

補充餵哺 

替代母乳餵養，這可能包括已擠出的母乳或存放在母乳銀行的母乳或母乳代用品。

在嬰兒首六個月給予母乳以外的其他食物就定義為補充餵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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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醫院嬰兒哺飼政策 (撮要) 

1. 定時向所有醫護人員公佈及傳達本政策。 (見 P.9) 

2. 按照醫護人員之職能，提供應有的知識及技術培訓，以便推動嬰兒哺飼政策(見 P.9 - 

10) 

3. 向所有孕婦提供有關母乳育嬰的益處及哺飼處理的資訊。(見 P.10 - 11) 

4. 協助母親於產後即時與嬰兒開展最少一小時無間斷的肌膚接觸。(見 P.11 - 12) 

5. 指導母親如何餵哺母乳及維持足夠乳汁分泌，即使需要與嬰兒分離。(見 P.12) 

6. 鼓勵純母乳哺飼，除有醫療需要外，不供應其他食物或飲料。(見 P.13) 

7. 實施二十四小時母嬰同室。(見 P.14) 

8. 推廣「嬰兒主導餵哺」/「按嬰兒需要餵哺」。(見 P.15) 

9. 不向母乳哺飼之嬰兒提供奶瓶或安撫奶咀。(見 P.15 - 16) 

10. 轉介出院或覆診後的母親參加社區母乳哺飼支持小組。(見 P.16) 

11. 尊重及支持在知情下而不選擇母乳餵哺的母親。(見 P.16 - 17) 

12. 推廣及支持母親友善的分娩措施。(見 P.17) 

13. 鼓勵及協助產後員工持續以母乳哺飼嬰兒。(見 P.17) 

14. 遵守世界衛生組織所訂定的「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 (見 P.18) 

15. 支持母親在醫院公眾地方內餵哺母乳及在有需要時提供育嬰間設施。 (見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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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目的 

這項政策的目的是確保所有在瑪麗醫院工作的員工，於接觸孕婦、母親及嬰兒時，

暸解自己的角色和責任，在保護、促進和支持母乳餵哺上，提供高質素醫療服務。 

 

B. 預期成果 

這項政策的目的是確保嬰兒和母親的護理質素能得到提高，這表現在以下： 

a. 提升母乳餵哺和出院後的純母乳餵哺率。 

b. 在沒有醫療指示的情況下，減低吃母乳的嬰兒補奶的比率。 

c. 選擇用配方奶餵哺的母親知道如何安全地，按照標準指引正確沖調配方奶

給嬰兒。 

d. 增加母親對醫療服務的滿意度。 

e. 減低新生嬰兒因餵哺問題再次入院。 

 

C. 承諾 

瑪麗醫院的行政人員，管理人員和前線工作人員的承諾： 

I. 對孕婦、母親和她的伴侶提供高質素的護理，支持他們餵哺嬰兒並促進他

們建立有愛的親子關係； 

II. 確保母親的選擇獲得支持和尊重； 

III. 與各相關部門和母嬰健康院合作，提升父母在育嬰和餵哺嬰兒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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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責任和問責制 

I. 行政層次：                

1. 管理人員將會持續支持追求達到愛嬰醫院的目標。 

2. 透過對資源配置、協調、監察，評核的支援，並對實行愛嬰醫院運動進

行再評估，使一系列服務得到維持，擴展並進一步發展。 

II. 管理層次：                

*所有經理，包括護士和助產士經理、臨床醫生主管等對孕婦、嬰兒及其母親

有參與護理的，都有其責任： 

1. 確保員工了解政策並有責任堅持執行。 

2. 向新入職的員工提供政策培訓。 

3. 向員工提供適合其職能的政策培訓。 

4. 確保工作人員遵守政策。 

5. 對政策的實施和效果進行評核。 

III. 前線人員：                

*所有員工，對孕婦、嬰兒及其母親有接觸者，都要對這項政策有全面熟悉並

堅持執行 

1. 所有員工都有責任保持應有的知識和技能使政策能夠落實。 

2. 每個醫護人員對他們的做法承擔責任。這意味著對此決定負責，並為

這些決定提供理據。 

3. 任何與政策有偏差的都必須記錄在母親和嬰兒的醫療記錄冊上，並提

供對政策有偏差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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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建立一個穩健的基礎(附錄 B) 

定時向所有醫護人員公佈及傳達本政策。 

1. 書面政策致力於《成功餵哺母乳的十項指引》和《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

守則》。相關的管理人員在該政策簽署書面承諾並堅持執行政策，使他們

的員工跟隨 (2)。 

2. 在孕婦、嬰兒／幼兒與其母親的醫院裏展示，備有英文和中文版的嬰兒

哺飼政策 (3)。 

3. 讓孕婦、母親和她伴侶認識政策，尤其在產前階段 (3)。 

4. 透過教育計劃和論壇讓員工定期傳閱嬰兒哺飼政策。員工根據自己的職

能達到標準。員工可在任何時候獲得全政策的副本 (3)。 

5. 該政策每年檢討。有關母乳餵哺問題的附加指引或政策必須有實證基礎 

(3)。 

6. 每年審核該政策的標準以確保符合《成功餵哺母乳的十項指引》和《國

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收集嬰兒餵哺統計作為政策標準評估 (3)。 

 

F. 全體員工的培訓安排(附錄 B) 

按照醫護人員之職能，提供應有的知識及技術培訓，以便推動嬰兒哺飼政策。 

1. 為所有要照顧孕婦或母嬰的醫護人員提供有關母乳餵哺的培訓課程(3)。 

2. 根據員工的職能安排必須參與有關《成功餵哺母乳的十項指引》和《國

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的相關培訓 (3)。 

3. 訓練員工餵哺非母乳餵哺的嬰兒。 

4. 所有必須照顧孕婦、母親及其嬰兒的員工將會接受有關嬰兒哺飼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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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並必須在入職後六個月內完成 (或正安排計劃完成)。所有培訓將

被記錄存檔 (3)。 

5. 向員工定期提供常規的再進修培訓和更新資訊。 

 

G. 嬰兒哺飼政策護理標準 (附錄 B) 

I. 在懷孕期間：               

向所有孕婦提供有關母乳育嬰的益處及哺飼處理的資訊。 

1. 向所有懷孕期三十四週以內的孕婦提供準確和最新有關母乳餵哺的好處

和方法的知識 (2)。 

2. 所有孕婦都可向醫護人員商討餵哺和照顧嬰兒的方法。這個討論包括以

下主題 (2, 3)： 

 與在子宮內不斷成長的嬰兒建立親密關係的重要。 

 母嬰肌膚接觸的價值。 

 母嬰同室的重要性，以回應嬰兒的需要和儘早建立親子關係。 

 母乳餵哺及全母乳餵哺的健康益處，包括補奶對首六個月嬰兒

的風險。 

 用正確的位置和姿勢去餵哺母乳的重要性。 

 在建立母乳餵哺中避免使用人工奶咀或安撫奶咀的重要性。 

 母親友善的分娩措施。 

 在懷孕期間參與母乳餵哺互助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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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向所有懷孕婦女提供有關全母乳餵哺的益處和方法的教材。而教材並不

包含推廣母乳代用品、奶瓶及安撫奶嘴 (3)。 

4. 孕婦以往如曾遇過母乳餵哺問題，會在產前和產後向她們提供額外的支

援或輔導。 

5. 懷孕婦女和她的伴侶，如預計她的嬰兒有早產的危險和將會入住新生兒

深切治療部，應給予與新生兒護理團隊成員商討以下內容： 

 關於他們對餵哺自己嬰兒的想法和感受。 

 母乳餵哺對嬰兒和母親的重要性。 

 肌膚接觸的重要性。 

 開展餵哺和維持乳汁生產。 

 擠奶和母乳儲存的準備。 

 

II. 在產房和新生兒護理病房期間的支持：          

協助母親於產後即時與嬰兒開展最少一小時無間斷的肌膚接觸。 

1. 所有母親(不論她們所選擇的餵哺模式，都應該提供機會與她們的嬰兒有

至少一小時不間斷的肌膚接觸或直至出生後的第一次餵哺後 (2, 3, 9)。 

2. 如嬰兒出生後未能即時與母親進行肌膚接觸，應鼓勵他們於情況許可下

儘早開始 (2, 9)。 

3. 教導母親留意嬰兒的肚餓訊號和鼓勵她們在進行肌膚接觸期間開始母乳

餵哺 (2)。 

4. 如嬰兒需要轉到新生兒科病房治療時，若嬰兒情況許可，應給予機會母

嬰盡早肌膚接觸和開始餵哺母乳 (2)。 

5. 在新生兒科病房，鼓勵父母與嬰兒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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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由相關的新生兒科醫護人員領導討論早期觸摸、安撫和交流對他

們嬰兒的健康和發展的重要性。 

5-2 積極鼓勵父母觸摸、安撫和情緒上支持他們在新生兒科病房接受

治療的嬰兒。 

5-3 協助父母與嬰兒在出生後和在新生兒科病房留醫期間有頻密和長

時間的肌膚接觸。 

 

III. 在產後及新生兒科病房母乳餵哺的支援：               

指導母親如何餵哺母乳及維持足夠乳汁分泌，即使需要與嬰兒分離。 

1. 所有產後六小時內的母親都會得到母乳餵哺的協助以確保 (2, 3)： 

1-1 母親可以解決所有自己的需求並實現有效的母乳餵哺 (包括正確

的餵哺姿勢，有效的吸吮和擠奶)。 

1-2 母親能了解嬰兒的吃奶節奏，回應嬰兒的吃奶需要，包括早期肚

餓訊號和通過母乳餵哺來安撫和平靜嬰兒。 

2. 為有特殊需要的母親提供額外的關注和支持。例如曾經有母乳餵哺問題；

與嬰兒分開；母乳餵哺困難和有血糖過低風險的嬰兒 (3)。 

3. 向所有母親和嬰兒進行母乳餵哺評估包括： 

3-1 利用世界衛生組織的“母乳餵哺觀察工作輔助工具/UK BFI BF 觀

察清單”和‘嬰兒餵哺記錄表’作為正規的母乳餵哺評估。並在

每班當值期間進行以確保有效的餵哺和母嬰健康。 

3-2 出院前進行評估以幫助母親建立合適的餵哺計劃和解決有關的問

題並跟進該計劃。 

4. 媽媽在出院前會得到關於辨認有效的餵哺的口頭和書面形式的資料(2)。 

5. 剛生產完但需與嬰兒分離的母親，教導她們擠奶的技巧，並二十四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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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最少八次包括其中一次在夜間進行並鼓勵越多越好 (3)。 

6. 在新生兒科病房的嬰兒確保他們能吃到母乳或用母乳餵哺包括 (2)： 

6-1 只要時機適當將會與媽媽商討關於用母乳餵哺其早產或生病的嬰

兒的重要性。 

6-2 建立合適的環境有助於擠奶。 

6-3 媽媽可以使用吸奶器和其他輔助儀器。 

6-4 確保母親能擠奶給嬰兒，包括： 

 出生後盡早擠奶 (理想是六小時內)。 

 學習如何有效的擠奶包括用手和吸奶器。 

 學習如何使用電動擠奶器和安全的儲存母乳。 

 在出生後首兩至三星期頻密的擠奶 (在二十四小時內最少八

次，包括其中一次在夜間進行)能促進長期母乳供應。 

 克服擠奶困難，尤其在母乳不足，或在第十天每日生產少於

750 毫升母乳。 

 未能進食的嬰兒用母乳作口腔護理，並在下一階段吸引他們

進食。 

6-5 在首兩星期最少有四次進行正規的檢查擠奶技巧以確保有足夠的

母乳和合適的擠奶次數。 

 

鼓勵純母乳哺飼，除有醫療需要外，不供應其他食物或飲料。 

1. 在產後期間，強化母親的母乳餵哺技巧並提供資料解釋為甚麼純母乳餵

哺能帶給嬰兒最多的益處 (2)。 

2. 向母親詳細解釋嬰兒因治療需要接受母乳以外的其他食物或飲料。在給

予嬰兒補充食物時應獲得母親的同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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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母親要求提供補充食物給嬰兒時，告訴她這可能對嬰兒造成健康的影響

和解釋餵哺母乳的不利，使母親能作出充分的知情選擇 (3)。 

4. 記錄需要補充食物的原因。 

5. 母親擠出的母乳是補充食物中最佳的選擇。配方奶粉只會在有醫療需要

或沒有足夠母乳的時候才使用。如嬰兒需要補充食物，員工應參照補充

食物指引(3)。 

6. 支援需要混合餵哺／修改餵哺制度 (部分母乳餵哺)的母親： 

6-1 當純母乳餵哺嬰兒是不可能或母親不選擇用純母乳餵哺時，應強

調用部分母乳餵哺的價值，並支持母親用最多的母乳來餵哺嬰兒 

(2)。 

6-2 選擇用配方奶粉和母乳餵哺的母親會接受有關如何正確沖調和處

理配方奶粉 (2)。 

6-3 母嬰會被檢討並跟進他們調節使用補充食物的計劃，使最終能達

到純母乳餵哺。 

 

實施二十四小時母嬰同室 

1. 在產後期間，加強向母親講解親密關顧和及時回應嬰兒的重要，不論她

們選擇任何餵哺方式 (2, 3)。 

2. 在產後病房母嬰會全日共處，除非有充分理由需要分離，並以書面記錄。

適用於所有用配方奶和母乳餵哺的嬰兒 (2, 3, 4)。 

3. 母親曾使用全身麻醉作剖腹產或其他醫療程序時，只要她們能夠回應嬰

兒需要就可馬上展開母嬰同室 (4)。 

4. 基於安全考慮，提供她們有關母嬰同床和同睡的風險資訊 (3)。 

5. 在新生兒科病房，不會限制母親探訪嬰兒及鼓勵餵哺母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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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嬰兒主導餵哺」/「按嬰兒需要餵哺」 

1. 在產後病房或新生兒科病房教導／加強母親認識嬰兒的早期肚餓訊號並

滿足他們需要 (2, 3, 4)。 

2. 鼓勵餵哺母乳的母親按照嬰兒需要頻密地餵哺嬰兒。用母乳餵哺健康正

常的嬰兒是沒有次數或時間長短的限制 (1, 2, 3, 4)。 

3. 預定餵哺或有限的餵哺只適用於有醫療需要或有存在風險的嬰兒，例如

血糖過低。相關處理方法需與母親商討並告知這只是暫時的，按嬰兒需

要餵哺才是最終目標 (3)。 

4. 在臨床上，有可能調整‘按照嬰兒的需要餵哺’政策以避免出現一些常

見於母乳餵哺產生的問題，例如乳脹、嬰兒拒絕餵哺 (3, 4)。 

5. 在新生兒科病房，母親會得到支援過渡轉用母乳餵哺，包括 (2)： 

 與嬰兒保持親密距離，使母親能及時回應嬰兒的吃奶需要。 

 利用肌膚接觸使餵食行為自然流露。 

 提供關於母乳餵哺姿勢的資訊和認識有效的餵哺。 

 提供額外的支援幫助母乳餵哺有困難的／擠奶有困難的母親。 

 

不向母乳哺飼之嬰兒提供奶瓶或安撫奶咀 

1. 告訴所有孕婦、母親和她的伴侶，用奶瓶或奶嘴餵食會對母乳餵哺有不

良影響，並避免使用於正在學習進食母乳的嬰兒身上 (3, 4)。 

2. 避免使用奶嘴來餵哺吃母乳的嬰兒。並向母親清楚解釋此政策和使用後

所帶來的問題 (3, 4)。 

3. 除非是有醫療需要和得到母親的充分知情同意，不會向吃母乳的嬰兒給

予奶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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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嬰兒有需要給予補充食品時，用杯餵哺或其他方式餵哺，例如選擇輔

助餵奶器 (3)。 

 

轉介出院或覆診後的母親參加社區母乳哺飼支持小組 

1. 於出院前評估母親餵哺母乳的情況並與她商討母乳餵哺的跟進計劃(2)。 

2. 建議母親於出院或離開診所後 2-4 日內，到母嬰健康院覆診。 

3. 向母親提供母乳餵哺的口頭和書面資料，包括國際母乳育嬰顧問診所，

本地支持母乳餵哺組織，例如母乳餵哺熱線、母乳餵哺網址，各區母嬰

健康院電話和地址等 (1, 4)。 

4. 設立轉介機制為有複雜母乳餵哺問題的母親提供額外支援 (4)。 

5. 向母親提供有關社區母乳餵哺支援小組的口頭和書面資料，，並鼓勵她

們的參與 (9)。 

6. 鼓勵母親用純母乳餵哺至嬰兒六個月大 (6)。 

6-1 六個月或以上的嬰兒應逐漸引進固體食物，並持續餵哺母乳至兩

歲或以上 (6)。 

6-2 建議母親到母嬰健康院尋求相關的指引。 

 

IV. 尊重及支持在知情下而不選擇母乳餵哺的母親：        

1. 向選擇不用母乳餵哺的母親，解釋有關使用其他餵哺方法的風險並協助

她們作出合適的選擇 (3, 4)。 

2. 鼓勵已選擇用配方奶餵哺嬰兒的母親，親自餵哺，並在餵哺時與嬰兒保

持親密，以促進她們的親子關係 (2)。 

3. 向選擇以配方奶餵哺的母親商討有關及時餵哺的重要性，並鼓勵她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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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嬰兒肌餓訊號，並避免強迫嬰兒進食超過他們需要的份量 (3)。 

4. 為所有選擇非母乳餵哺或部分母乳餵哺的母親示範如何使用奶瓶餵哺嬰

兒，安全的餵哺和沖調配方奶，並要求她們示範所學習的；談論有關嬰

兒每日所需份量，並在出院前提供書面資料作參考 (3)。 

5. 向相關母親提供乳房護理的資料。 

 

 

H. 推廣及支持母親友善的分娩措施 

1. 鼓勵丈夫陪產 (4)。 

2. 在有需要及沒有禁忌時，允許孕婦分娩時輕量飲食 (4)。 

3. 如有需要及沒有特別禁忌，鼓勵孕婦在分娩時多走動，並採用她們選擇

的分娩姿勢生產 (4)。 

4. 鼓勵孕婦用非藥物性的止痛方法 (4)。 

5. 除非有醫療需要，應避免進行侵入性治療，例如羊膜穿刺、會陰切開術、

引產或催生、剖腹產或儀器助產 (4)。 

 

 

I. 鼓勵及協助產後員工持續以母乳哺飼嬰兒 

1. 醫院支持員工復工後繼續母乳餵哺。 

2. 提供適當設施給予員工擠奶及儲存母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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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遵守世界衛生組織所訂定的「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附

錄 C) 

1. 醫院必須遵守守則從而保護嬰兒和家庭安全餵哺 (11)。 

2. 所有員工，母親和家庭及大眾充份認識這守則 (4, 11)。 

3. 醫院內不向母親推銷母乳代用品、奶瓶或奶嘴等 (4, 11)。 

4. 醫院內不會展示和推銷母乳代用品 (4, 11)。 

5. 醫院須以合理巿價購買母乳代用品，包括特別配方奶粉和其他物資 (4, 

11)。 

6. 保存購買母乳代用品、奶嘴或橡皮奶頭等發票副本以供參考。 

 

K. 支持其他部門內的母乳餵哺 (產科及兒科以外的部門) 

1. 餵哺母乳的母親若需在產科以外的病房住院，繼續支持她們用母乳餵哺。

母乳餵哺顧問亦會提供跨部門諮詢及支持。 

2. 跨部門討論各種治療方法和用藥選擇，以便利母乳餵哺。 

3. 如果醫學上認為不適合母乳餵哺，例如母親感染愛滋病，會與她商量並

作書面記錄。 

4. 如有需要停止餵哺母乳，例如嬰兒患有半乳糖血症，會以一個有利於身

體健康方式協助母嬰停止餵哺母乳 (6, 8)。 

5. 如母親需暫時停止餵哺母乳，仍協助母親維持乳汁分泌並於適合及安全

的情況下，馬上恢復母乳餵哺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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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支持母親在醫院公眾地方內餵哺母乳及在有需要時提供育嬰

間措施 

1. 瑪麗醫院支持及便利母親在公眾地方餵哺母乳。 

2. 在母親要求下會提供能保障私穩的餵哺母乳的地方。 

 

M. 實行情況的監察 

1. 利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世界衛生組織愛嬰醫院運動的評核工具為政策

每年進行評核。 

2. 評核結果會向瑪麗醫院愛嬰醫院運動指導委員會作出報告。 

3. 嬰兒哺飼政策得到瑪麗醫院愛嬰醫院運動指導委員會支持並由瑪麗醫院

母乳餵哺推廣小組跟進處理偏離政策的範疇。 

 

N. 監察結果 

評核組透過持續的數據收集，評核和母親的經驗問卷調查監測結果來評估嬰兒哺飼

政策的實行成效和結果並向瑪麗醫院愛嬰醫院運動指導委員會作出報告。 

1. 按月收集和報告母乳餵哺率；出院後以純母乳餵哺率和在沒有醫療指示

下使用補充餵哺的嬰兒數量。 

2. 選擇配方奶餵哺的母親在住院其間就如何正確沖調配方奶粉及安全餵哺

嬰兒所獲得的支持及感受，會每半年評核一次，同時亦會每年就母親所

獲的照料經驗作週年調查。 

3. 向懷孕期三十六週或以上的孕婦作週年評估，評核關於她於產前所獲得

的照料經驗和教育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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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母親在剛分娩和產後所獲得的母乳餵哺的支持和照料會於每半年作評估。

同時也對母親的感受作週年調查。 

5. 因餵哺問題需要再入院的個案數字，會被回顧、分析和按月報告。 

 

O. 管理小組的參與 (附錄 D) 

該政策已獲瑪麗醫院愛嬰醫院督導委員會認可。此外，該政策草案分發給不同部門

傳閱並獲得他們反饋意見 

1. 行政服務部門－支援服務組 (中央運輸服務總務室、保安組和宿舍服務組)，

秘書處、社區及公共關係組、採購與材料管理組和設施管理組 

2. 母乳餵哺支持團隊和母乳餵哺顧問團隊 

3. 醫院溝通大使 

4. 麻醉科 

5. 營養部 

6. 婦產科 

7. 兒童及青少年科 

8. 人力資源服務中心 

9. 瑪麗醫院母乳餵哺推廣委員會 

10. 質量及風險管理組 

11. 服務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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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成功餵哺母乳的十項指引〈愛嬰醫院，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2009 修

訂、更新及推廣至綜合護理，第一節 背景及實行〉 

 

每個提供產科服務及新生嬰兒護理服務的機構都應該： 

1. 以書面制訂母乳育嬰政策，並會不時傳達給所有的醫護人員知道。 

2. 提供職員培訓，讓醫護人員學會所需技巧，以執行母乳育嬰政策。 

3. 讓母親知道母乳育嬰的好處及處理方法。 

4. 協助母親於產後半小時內開始餵哺母乳。 

5. 指導母親如何餵哺母乳，即使在母嬰分隔的情況下，仍然維持乳汁分泌。 

6. 只會以母乳餵哺初生嬰兒，除非因醫療需要才會給其他食物或飲料。 

7. 實施母嬰同房，即由嬰兒出生開始，准許母親每天與嬰兒 24 小時同房。 

8. 鼓勵母親按嬰兒的需要餵哺母乳。 

9. 不提供人造乳頭予母乳餵哺的嬰兒。 

10. 促進成立母乳餵哺支援小組，並在母親出院時轉介她們到這些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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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 

要點總結 (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2009 修訂) 

1.  禁止所有向公眾推銷母乳代用品的廣告。 

2.  禁止免費派發母乳代用品樣本予孕婦或母親。 

3.  禁止在醫療機構中推銷上述產品，包括提供免費或廉價的母乳代用品。 

4.  禁止母乳代用品公司的代表接觸孕婦或母親。 

5.  禁止向醫護人員贈送禮品或樣本，醫護人員亦不可把此類物品轉送給孕婦或母 

    親。 

6.  禁止以文字或圖畫的形式美化人工餵哺，包括在產品標籤上印製嬰兒的圖片。 

7.  提供給本院醫療人員的資料必須有科學根據和合乎事實。 

8.  有關人工餵哺的所有資料，都必須列明母乳餵哺的益處和優越性，以及人工餵 

    哺的代價和不良影響。 

9.  不應推介不適合嬰兒食用的產品(例如煉奶)。 

10. 即使該地區尚未實施母乳代用品銷售，製造商及分銷商均應遵守本守則的條 

    文。 

 

備註:母乳代用品包括:初生嬰兒配方奶粉、特別配方奶粉、奶瓶、奶咀、嬰兒飲料及食

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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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瑪麗醫院「愛嬰醫院運動」督導委員會 

顧問: 

陸志聰醫生 港島西聯網總監/醫院行政總監(瑪麗醫院/贊育醫院) 

委員:  

李麗賢女士 港島西聯網總經理(護理)/瑪麗醫院/贊育醫院總經理 

梁錦玲女士 港西聯網總經理(人力資源) 

葉佩華女士 港島西聯網總經理(行政事務) 

楊慧珍女士 部門經理(營養部) 

蔡燕燕女士 部門運作經理(婦產科)及愛嬰醫院聯絡專員 

温月媚女士 部門運作經理(兒童及青少年科) 

馬家儀女士 顧問助產士 

李韻明女士 顧問護師(兒童及青少年科) 

石允文醫生 副顧問醫生(婦產科代表) 

黃明沁醫生 副顧問醫生(兒童及青少年科代表) 

梁嘉韻醫生 副顧問醫生(麻醉科代表) 

陳喜嬌女士 病房經理(婦產科) 

陳寶芬女士 病房經理(兒童及青少年科) 

李思慧女士 病房經理(兒童及青少年科) 

葉慕琼女士 資深護師(婦產科)及母乳哺飼聯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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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醫院母乳哺飼推廣委員會 

顧問: 

陸志聰醫生 港島西聯網總監/醫院行政總監(瑪麗醫院/贊育醫院) 

委員:  

李麗賢女士 港島西聯網總經理(護理)/瑪麗醫院/贊育醫院總經理 

李韻明女士 顧問護師(兒童及青少年科 

蔡燕燕女士 部門運作經理(婦產科)及愛嬰醫院聯絡專員 

温月媚女士 部門運作經理(兒童及青少年科) 

馬家儀女士 顧問助產士 

許佩華醫生 顧問醫生(婦產科) 

黃嘉賢醫生 顧問醫生(兒童及青少年科) 

石允文醫生 副顧問醫生(婦產科) 

黃明沁醫生 副顧問醫生(兒童及青少年科) 

鄧佩玲女士 病房經理(婦產科) 

劉善紅女士 病房經理(婦產科) 

陳喜嬌女士 病房經理(婦產科) 

陳寶芬女士 病房經理(兒童及青少年科) 

李思慧女士 病房經理(兒童及青少年科) 

梁雪芳女士 專科護士(兒童及青少年科) 

楊淑兒女士 專科護士(兒童及青少年科) 

區慧筠女士 代理部門經理(兒童心臟科) 

黃潔紅女士 資深護師(兒童及青少年科) 

伍靜欣女士 資深護師(兒童及青少年科) 

葉慕琼女士 資深護師(婦產科)母乳哺飼聯絡主任 

鍾淑賢女士 資深護師(兒童及青少年科)母乳哺飼聯絡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