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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對《香港配方奶及相關產品和  

嬰幼兒食品的銷售及品質守則》的意見   

 

1. 背景   
 
1.1  一直以來，民主黨致力推動母乳餵哺，早於 1999 年，時任民主

黨立法會議員何敏嘉便在立法會上提出「推廣母乳餵哺」議案，

並獲通過 1。  
 
1.2  到了 2007 年，時任立法會李永達議員動議「立法設置育嬰間」

議案，並獲通過 2。於 2008 年 2 月，經李永達議員安排下，香

港母乳育嬰協會成員與食物及衞生局高級官員會面，局方承諾

跟進立法設置育嬰間事宜。食物及衞生局就上述議案，於 3 月

8 日報告跟進行動，包括提出在現有及新建的公共設施增加育

嬰間的方案、編制育嬰間設計指引、加強公眾對母乳餵哺文化

的認知和加強推廣母乳餵哺。於該年 6 月，食物及衞生局與建

築署、屋宇署及房屋署共同制定《育嬰間設置指引》，並向政

府內部發布該指引，鼓勵在政府建築物加建育嬰間，並列出理

                                                 
1
 何敏嘉議案 措辭：“ 鑑於本港 推廣母 乳餵 哺的進度 緩慢，本會 促 請政府盡 快落實《國

際推 銷  母 乳代 用品 守 則》 和世 界衛 生組 織 與聯 合國 兒童 基金 會 的聯 合聲 明。 ” 1999

年 6 月 30 日。  

 

2 李永達議案 措辭：“ 鑒於現時 本港政 府及 公共機構 樓宇、大型 商 場及食肆 一般均 沒

有設置育 嬰間，對餵 哺 母乳的婦 女造成 困擾，並迫使有 些母親 在廁 所內餵哺 母乳，影

響嬰兒的 健康，本會 促 請政府正 視婦女 餵哺 母乳的權 利，研究立 法 或修改法 例，強制

規定新建 及現有 的政 府及公共 機構樓 宇、大 型商場、百貨公 司及大 型酒樓設 立育嬰 間

及方便餵 哺母乳 的設 施。＂ 2007 年 12 月 1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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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育嬰間的準則。政府擬增設約 40 間可供公眾人士使用的新育

嬰間，並將貫徹跟隨有關育嬰間設置指引。  
 
1.3   於 2012 年立法會選舉，香港母乳育嬰協會發出問卷，了解候   

選人對（ a）推動公私營醫院認證成為「愛嬰醫院」 ;  (b) 立法

執行《香港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  (c)  立法規定公眾場所必須

設置哺 (集 )乳間；及  (d) 立法保障公共場所餵哺母乳權益及延

長法定產假至十四星期，有需要時更可支取親職假至寶寶六個

月大，及立法增設丈夫侍產假及哺乳休息時間的意見。民主黨

候選人對 (a)  至  (c)  點全部支持，對  (d) 點贊成大部份建議，

只是在支取假期上，建議公營機構的女性僱員可放無薪假。  
 
1.4 民主黨支持推動有利母乳餵哺的措施，並主動提出建議，與民

間組織配合，共同推動。但我們同時尊重母親能獲取母乳餵哺及配

方奶粉的資訊，並對是否餵哺母乳作出自主的抉擇。  
 

2. 民主黨對《香港配方奶及相關產品和嬰幼兒食品的銷售及品質

守則》意見  

支持立法  

2.1 早於 1981 年，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頒佈《國際

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下稱《國際守則》。現時，已有 27 個國家

就《國際守則》全面立法、 47 個國家就大部份內容立法。  
 
2.2 民主黨歡迎當局草擬《香港配方奶及相關產品和嬰幼兒食品的

銷售及品質守則》 (下稱《本地守則》 )，然而，對於《國際守則》

通過 30 年後，當局才開始這方面工作，進度實在太慢，《本地守

則》更屬自願性，對於奶粉商並無阻嚇力。  
 
2.3 在面對政府提出《本地守則》前，由雅培、菲仕蘭坎皮納、美

贊臣、雀巢、惠氏和達能 6 大奶粉商組成的香港嬰幼兒營養聯會（下

稱聯會），並在 2011 年 10 月訂出業界自律的《嬰兒配方奶粉市場

推廣守則》，規管 6 個月以下嬰兒配方奶粉的宣傳手法，當中包括：

奶粉商不能作出任何形式宣傳、不應對孕婦或嬰兒母親及其家人分

發試用品、不得免費捐贈或資助奶粉予公營或私營醫療體系、營銷

人員不應向孕婦或嬰幼兒父母推銷奶粉、不可於任何銷售點賣廣告

及派發試用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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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民主黨認為奶粉商只提出規管 6 個月以下嬰兒配方奶粉的宣

傳手法，是保護商業利益下舉動，聯會的守則形同虛設。  
 
2.5 在實施自願性的《本地守則》後，政府應盡快檢討，期間應朝

著立法的方向前進，全面規管各種配方奶粉及相關產品的銷售和

品質。  
 
關注奶粉商的宣傳  
 
2.6 在無任何規管下，多年來奶粉商舖天蓋地宣傳和推廣手法，令

市民相信配方奶的營養成份貼近、等同甚至超過母乳。而一些添加

成份有些只是很平常的成份，有些則未有臨床實際支持，然而，在

奶粉商包裝下，不少市民認為這些成份對嬰兒發展有益。香港的純

母乳餵哺率在亞洲國家 /地區中，處於極低水平，其中原因除了支

援設施不足外，具誤導性的宣傳推廣手法也是不能忽視。  
 
2.7 民主黨建議《本地守則》應列明禁止 0-12 個月以下的嬰兒奶粉

廣告，以推動母乳餵哺。而日後有任何配方奶的廣告，應在顯著

位置列明母乳是最佳餵哺嬰幼兒的方法，並應禁止奶粉商於廣告

內發放失實和誤導的資訊。  
 
盡快立法規管營養聲稱  
 
2.8 《本地守則》第 8 條列明嬰幼兒食品標籤的樣式，包括對營養

聲稱的規定。於 2008 年，政府提出修訂《食物及藥物（成份組合

及標籤）規例》，建立了預先包裝食品的強制性營養資料標籤制度，

然而，嬰兒及特殊膳食食物並未納入制度之內，當局表示，因為這

類食品的消費者對營養的要求及關注有別於一般人，而且這類食物

已受食品法典委員會不同的標準及準則所規範。儘管如此，早於

2005 年，當局承諾日後會檢討是否有需要就這類食物實施營養資

料標籤規定。  
 
2.9 按照食品法典委員會建議，禁止把營養及保健聲稱用於嬰幼  
兒食物，除非該會的相關標準或國家法例另有明確規定，則作別  
論。於 2011 年 10 月，審計署發表第 57 號報告書，當中第 4 章為

《嬰兒及特殊膳食食物的營養標籤》，該署揀選了一些在本港出售

的嬰兒及特殊膳食食物進行審查，以了解有關食物遵從食品法典委

員會各項標準和準則的程度。審計署發現，少數嬰兒及較大嬰兒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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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奶粉並沒有嚴格遵守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標準及準則，當中不符合

規定之處，包括奶粉商普遍使用營養及保健聲稱和其他聲稱推銷嬰

兒及較大嬰兒配方奶粉。為保障公眾健康，審計署認為當局須認真

考慮繼續依賴業界自行決定遵守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標準及準則的

做法，是否符合公眾利益。  
 
2.10 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曾就審計署的這項審計工作舉行會

議，其後於今年 5 月發表報告
3
，報告結論明確指出「由於嬰兒、

幼兒及其他有特殊膳食需要的人士一般較為脆弱，因此為他們提供

的食物必須受到更嚴格的規管，而市民亦期望政府當局有效規管在

本港出售的嬰幼兒及特殊膳食食物」。報告並對當局某些做法表示

震驚，並認為完全不可接受，包括 : (a)引入適當的法例或規例，

以規管在香港出售的嬰兒及特殊膳食食物的營養成份及標籤方

面，進展極為緩慢 ;(b)在規管嬰兒及較大嬰兒配方奶粉的各個方

面，香港落後於很多國家，及香港現時存在明顯違反食品法典委員

會的標準及世衞《國際守則》的個案，但由於香港並無立法規定須

符合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標準及世衞《國際守則》，政府當局並無採

取行動，亦沒有考慮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 )對有

關的違規個案進行檢控的可行性 ; (c) 食物安全中心並無採取積極

行動，向奶粉商取得科學證據，以核實有關聲稱是否真確，或阻止

他們作出有關聲稱。 (見報告第 80 段 ) 
 
2.11  民主黨完全認同審計署和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的結論及建

議。當局必須引入適當的法例或規例，以規管嬰幼兒食物的營養

標籤規定。  
 

加強監察  

 
2.12 《本地守則》附件 I 列出如何監察相關的遵從情況，其中第

13 條說明了由政府成立的諮詢小組會就已發出勸喻信數目和涉及

的製造商及分銷商數目，定期發表報告。涉及的製造商及分銷商的

名稱或姓名會保密處理。民主黨認為，如製造商及分銷商不遵從《本

地守則》，但又保密處理，缺乏阻嚇力，亦對遵守《本地守則》的

製造商及分銷商不公平。因此，當推行監察制度時，對不遵守《本

地守則》的製造商及分銷商，必須點名，讓公眾分辨。  
 
3.  推動家庭友善政策  全面推廣母乳餵哺   

                                                 
3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c/reports/57/m_7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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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在亞洲地區中，以 0-6 個月嬰兒為例，香港是純母乳餵哺率最

低的地方，只有 7%。香港的整體環境不利於母乳餵哺，女性產假

太短，多數工作及公共場所未有設立育嬰間，女性餵哺母乳權利沒

有立法保障。雖然在本意見書第 1.2 段政府曾報告推廣母乳文件

的措施，但有關措施是既少且慢，亦不涉及私人設施及公眾場所。

因此，政府必須先立法，確定女性餵哺母乳的權利，並推行各項措

施推廣母乳，包括：延長有薪產假、推行家庭友善政策、在公眾場

所加建餵哺母乳的育嬰間、立法限制最高工時等，及提供全面資訊

和支援，才可能根本地提高母乳餵哺率。  
 
民主黨  
2013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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