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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你們定為迎接即將誕生的寶寶感到興奮。
作為準爸媽，須學習和做好生理及心理準備，來
投入為人父母的角色。盡早開始學習親職的知識
和技巧，可以幫助你們做個快樂的爸媽，輕鬆養
育出健康可愛的寶寶。

「嬰兒餵哺」是親職的第一個重要決定。研究顯示，嬰
幼兒時期的優質營養，可促進兒童時期的體格成長和腦
部發育，增強免疫力，為孩子一生的健康帶來長遠的好
處。為寶寶選擇優質營養以供生長外，爸媽於餵哺時與
寶寶的親密接觸，有助你了解寶寶的性情和需要，藉此
建立親子關係，這正是學習親職技巧的好開始。

餵哺孩子  知情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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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應該如何餵哺寶寶和提供優質營養呢？

準爸媽面對各方不同的建議，或會感到有點困惑，
因此衞生署家庭健康服務參考最新的科學實證，編
寫以下資訊，讓準爸媽有更全面、正確的資訊，作
出明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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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餵哺

母乳餵哺的好處

 全天然的母乳，
營養豐富，成分更會
隨着寶寶不同生長階
段的需要而自動調節
母乳含有多種酵素，
幫助消化和吸收營
養；亦有助腦部、視
力及其他器官發育

母乳含有多種抗
體、活細胞等，  
能增強免疫力

餵哺時，媽媽與寶
寶親密地接觸和交
流，鞏固親子關係
之餘，亦令寶寶情
緒健康發展

母乳餵哺的寶寶 聰明啲、病少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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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寶從母乳中嚐到
媽媽進食不同食物
的味道，有助他日
後較容易接受新的
固體食物

寶寶從乳房吸吮母乳，
過程由他主導，母乳分
量會按食量調節，寶寶
不會進食過量，減低日
後成為肥胖兒童的機會

減低*嬰兒猝死症
的風險

節省家庭開支
及社會資源，
有助環保

*(詳見《睡得安全 親子無憂》小冊子http://s.fhs.gov.hk/2mm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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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餵哺對媽媽的好處

有助子宮收縮，
減低產後出血及
貧血的風險

幫助燃燒脂肪，有
助消減懷孕時增加
的體重

長期授乳減低患
上卵巢癌和乳癌
的風險

餵哺母乳簡單方
便，只需媽媽在旁
便可隨時隨地餵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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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餵哺的疑慮與可能遇到的挑戰

• 媽媽和寶寶均需時間學習正確的餵哺和吃奶技巧

• 在首個月，寶寶索食較為頻密，媽媽的休息時間會
較少，需要家人、朋友或醫護人員等支持及協助

• 因無法看得見寶寶吃了多少，媽媽或會擔心他吃不
夠，或是自己的奶量不足

• 一些可能影響母乳餵哺的外在因素：

 • 分娩的醫院未推行「母嬰友善」措施

 •  媽媽需與寶寶分開，例如因應寶寶或媽媽的健康
情況、媽媽恢復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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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有以上或其他的疑慮，可向你的產科或其他
醫護人員請教。若準爸媽在媽媽分娩前先作好母
乳餵哺的準備，定可事半功倍。以下是更多有關
母乳餵哺的資訊，歡迎向醫護人員索取，或瀏覽
衞生署家庭健康服務網頁：

《愛 ‧ 從母乳開始……》小冊子 
  http://s.fhs.gov.hk/0zni2

《愛 ‧ 從母乳開始影片：二維條碼》單張
  http://s.fhs.gov.hk/inrl8

《懷孕及哺乳期健康飲食》小冊子
  http://s.fhs.gov.hk/6pc61

《母乳餵哺常見疑問》（網上資訊）
  http://s.fhs.gov.hk/k3vb6

《僱員指引－母乳餵哺與工作相容》單張
  http://s.fhs.gov.hk/a44sv

母乳

是大自然為媽媽和寶寶

預備的一份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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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媽媽因特定原因未能或選擇不餵哺母乳，
那麼嬰兒配方奶便是母乳唯一的替代品。

餵哺嬰兒配方奶的彈性：

 • 可由別人代為餵食，媽媽可靈活分配時間

 • 家人在餵食過程中，也可以與寶寶親密交流，並可分擔 

     在晚間餵食寶寶的責任

 • 可避免在公眾場所餵哺母乳時，偶爾帶來的不便

 • 媽媽恢復上班後，若情況未容許以全母乳餵哺寶寶，可

      以配方奶補充
對一些媽媽來說，嬰兒配方奶有一點方便，但其實它亦帶來不少問題。

配方奶餵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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餵哺嬰兒配方奶的問題：

相比母乳，配方奶：

 •  營養成分遠低於母乳，
未能為寶寶成長包括腦
部、視力及其他器官發
育提供最佳養分

 •  以配方奶餵養的寶寶
相比以母乳餵哺的，
較多患有敏感症（如
濕疹、哮喘）；而且
寶寶或會對牛奶的蛋
白質產生過敏

 •  成分較難消化，故常
令寶寶便秘

 •  經提煉及加工過程造 
成，沒有抗體及活細 
胞，令寶寶較易受感染
（如感冒、肺炎、中耳
炎、腹瀉）

 •  即使寶寶餓了，也須等 
候沖調奶粉，並非簡單 
方便

配方奶並非無菌產品：
 •  在提煉、運送、儲存

和沖調奶粉過程中，
有可能受細菌甚至其
他化學物質污染，影
響寶寶健康

 •  每次餵食前必須消毒沖
調配方奶粉的用具，及
依循正確沖調奶粉的步
驟以減低餵配方奶的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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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餵哺             多面睇

餵哺嬰兒配方奶的問題 :

 •  餵食分量不是由寶寶主導，餵食者若不留意他的飽
餓信號，容易餵食過度，導致成為肥胖兒童，「食
多些」不等如「健康些」

 •  若由其他人以奶瓶代為餵食，媽媽要把握機會，
爭取時間與寶寶親近，建立親子關係

 •  增加家庭開支，包括購買奶粉、奶瓶、奶嘴及消毒
器等費用，甚至因孩子生病較多而需要的醫療費用

 •  慣常飲用的品牌或有缺貨的機會，令家長增添不必
要的擔憂

直接餵哺母乳是最自然的餵哺方式，倘若
你經多番考慮後，仍選擇以奶瓶餵哺(母
乳或是配方奶)，你必須認識安全地使用
奶瓶餵哺的方法，你可向醫護人員索取以
下資訊，或瀏覽衞生署家庭健康服務網
頁：

《奶瓶餵哺指引》(單張)
  http://s.fhs.gov.hk/znz4w

《嬰幼兒健康飲食－飲奶知多少？》
  (單張) http://s.fhs.gov.hk/5fe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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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
寶寶



母乳餵哺過程中，媽媽和寶寶有親密接觸，增加寶寶的安全感，

加強彼此連繫、親近和促進他的腦部發展。

              所添加的各種成分是模仿母乳調製而成。現時沒有足夠證據，證    

              明這些添加成分對寶寶的健康有長遠的幫助。

   在製造、儲存和運送的過程中，都有機會受到污染。

              在沖調時，若處理不當，亦可能讓細菌滋生，對寶寶的健康構成

              風險。
                                           （詳情請參閱《愛 ‧ 從母乳開始……》小冊子第一章）

   母乳提供全面營養，促進發育。

母乳餵哺：

              母乳含獨有的天然抗體、活細胞等，能增強寶寶抗病能力。

配方奶：

   沒有抗病功效的天然抗體、生長因子及活細胞等成分。

疑問一：配方奶的添加成分 ( 如益生素等 ) 與母乳一樣  
                能增強寶寶的免疫力和促進健康。

                                                （詳情請參閱《愛 ‧ 從母乳開始……》小冊子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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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問二：母乳餵哺必會加重媽媽身體上的負擔。

 不論是吃母乳或配方奶，滿月前的寶寶都需要

            頻密餵哺，並會在夜間索食，令媽媽感到疲倦。但餵哺母乳時產                

            生的荷爾蒙，會幫助媽媽得到高質素的睡眠。

 在這段時期，媽媽可以：

                     與寶寶同步睡眠

                     減少客人探訪以增加休息時間

                     盡量減少日常家務或交給其他人打理

                                                （詳情請參閱《愛 ‧ 從母乳開始……》小冊子第三章）

或許是，但你可以作一些生活上的調整以減輕

負擔！

 滿月左右，寶寶每天吃奶約七至八次，夜間也可睡得較長。這

            時，媽媽可有較多時間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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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媽與寶寶建立親密互愛的連繫，有助他腦部發展。

                                     （詳情請參閱《愛 ‧ 從母乳開始……》小冊子第一、二章）

  與寶寶肌膚相親可：

                      給寶寶安全感，增進親子感情

                      為寶寶保暖，穩定他的心跳和呼吸

                      讓媽媽釋出有助排出母乳和收縮子宮的荷爾蒙

  適時回應寶寶的需要。

疑問三：不論以母乳或配方奶餵哺寶寶，爸媽都應經常
                與他肌膚相親、互動、連繫。

     由懷孕期開始，準爸媽可常與腹中的寶寶互動連繫，

     如輕撫隆起的腹部，跟他說話和給他哼歌。

     寶寶出生後，爸媽多與寶寶肌膚相親，尤其於餵哺之前

     或寶寶哭鬧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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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醫學角度而言，只有很少情況是不適宜餵哺

            母乳。

 媽媽有以下的情況，都可以餵哺母乳：

                                                （詳情請參閱《愛 ‧ 從母乳開始……》小冊子第七章）

疑問四：媽媽如有以下身體狀況並不適宜母乳餵哺：乳頭
                扁平或凹陷、帶有乙型肝炎病毒或患傷風感冒等。

                  乳頭較扁平或凹陷：吸吮母乳時，寶寶是含着乳頭和大部分的

                     乳暈，所以乳頭扁平或凹陷的媽媽都可以直接餵哺母乳。

                  帶乙型肝炎病毒：寶寶於出生後不久會接種乙型肝炎免疫球

                     蛋白和疫苗，以預防他從母乳中感染病毒。媽媽可放心餵母   

                     乳。

                  傷風感冒時，母乳中的抗體能讓寶寶增強抗病能力，而且一

                     般紓緩傷風感冒病徵的藥物都適合授乳媽媽服用。

 如有疑問，可以與醫護人員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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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請參閱《愛 ‧ 從母乳開始……》小冊子第二章）

                                      （詳情請參閱《愛 ‧ 從母乳開始……》小冊子第二、三章）

疑問五：寶寶睡在媽媽牀邊的嬰兒牀，可讓媽媽適時地
                回應寶寶的需要。

 媽媽與寶寶同睡一室，可與他更親近，有助                                                  

            了解和適時地回應他的需要。

 當留意到寶寶肚餓的早期信號，如張嘴覓食、手放在口邊等，媽媽

            便可餵哺寶寶。

 選擇以側卧姿勢來餵哺母乳的媽媽，餵哺後應把寶寶放回嬰兒牀，

            以免發生意外。

疑問六：媽媽須按時按量地餵哺寶寶。

 每個寶寶都有不同的吃奶節奏，有時會吃得較

            頻密，有時卻想睡多一點，而且每餐的奶量亦

            未必一樣。

 無論吃母乳還是配方奶，都應由寶寶主導；不需要按時按量地餵

            哺。

 媽媽可以留意寶寶肚餓的早期信號、按着他的需要，隨時餵哺。

 只要寶寶每天的大、小便正常，加上體重增長理想，便是吃得足 

            夠的表現。



                  含有大量抗體和活細胞等，可說是寶寶第一道天然的疫苗。

 健康足月的寶寶，出生時身體已儲備了足夠的

            水分和營養，首幾天只需要吃初乳。

 初乳的好處：

                  質地較稠，幫助寶寶學習協調吸吮、吞嚥和呼吸的技巧。

                  分量少，正好配合初生嬰兒細小的胃容量。

 若使用配方奶餵寶寶，便會減低寶寶吸吮乳房的意慾和次數， 

            媽媽便會減少製造母乳。

                                       （詳情請參閱《愛 ‧ 從母乳開始……》小冊子第三章）

                  減低以全母乳餵哺發揮的腸道保護膜作用，因而增加感染和

                     敏感的風險。

疑問七：媽媽產後首數天初乳分量少，可先以配方奶餵
                寶寶，待「上奶」後才開始母乳餵哺。

疑問八：給寶寶補充配方奶或開水及使用奶嘴和奶瓶      
                等，都不會影響母乳餵哺。

 母乳八成以上是水分，所以吃母乳的寶寶無須

            額外補充水分。

 給寶寶補充配方奶、開水或葡萄糖水：

                   減少寶寶吃母乳的意慾，媽媽亦相應地減少製造母乳。

 吸啜奶瓶及奶嘴的方法，與吸吮乳房截然不同。

                  若在寶寶出生後首個月使用，可能會影響學習正確吸吮乳房

                     的方法。

                   若有需要補充擠出來的母乳或配方奶給寶寶，可考慮以小匙     

                      或杯子來餵食。
（詳情請參閱《愛 ‧ 從母乳開始……》小冊子第一、二、四、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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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請參閱《愛 ‧ 從母乳開始……》小冊子第二、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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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寶製造抗體的能力約到兩三歲才較成熟，而母乳所含的天

                     然抗體、活細胞等，都可減低感染的風險。

                  當寶寶開始進食其他食物，而媽媽同時持續地餵哺母乳，會

                     減低他對食物過敏的機會。

                                               （詳情請參閱《愛 ‧ 從母乳開始……》小冊子第一章）

疑問九：在寶寶六個月之後，母乳的營養價值會減少，
                媽媽可以停止餵哺母乳。

 世界衞生組織建議寶寶出生最初六個月全吃

            母乳，約到六個月大，便須逐漸添加固體食物，

            並持續母乳餵哺至兩歲或以上。

 因應寶寶不同時期的生長需要，母乳會具備各種必需和比例恰當的

            營養素。

 寶寶吃母乳多一天，為他和媽媽的健康帶來的好處就會多一些。

 原則上是沒有規定何時斷奶。應該由媽媽和孩子一起決定離乳的方

            式及時間。



餵哺             多面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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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請參閱《愛 ‧ 從母乳開始……》小冊子第一章）

2
寶寶



疑問一：怎樣知道寶寶吃得夠？

   寶寶吃得越多，排出的大小便也越多。

   大便會由首天的墨綠色黏狀胎糞，到第三至四天，逐漸變成黄色

              的柔軟大便。

   透過監察寶寶大小便的情況，便可知道他是否吃得足夠。

   初生首數天，寶寶會有輕微的生理性體重下降，俗稱「收水」，

              然後體重會穩步增長。

                                       （詳情請參閱《愛 ‧ 從母乳開始……》小冊子第三章）

                                           （詳情請參閱《愛 ‧ 從母乳開始……》小冊子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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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便會由首天的墨綠色黏狀胎糞，到第三至四天，逐漸變成黄色

              的柔軟大便。

   透過監察寶寶大小便的情況，便可知道他是否吃得足夠。

   初生首數天，寶寶會有輕微的生理性體重下降，俗稱「收水」，

              然後體重會穩步增長。

                                       （詳情請參閱《愛 ‧ 從母乳開始……》小冊子第三章）

疑問二： 怎樣知道寶寶肚餓？

  回應寶寶的需要，媽媽便要認識寶寶肚餓的早期信號。

   寶寶的早期肚餓信號，包括張嘴覓食、把手放在口邊、發出吸吮

              的聲音等。

   哭鬧已經是較遲的肚餓信號。哭鬧中的寶寶會較難正確地含着乳

              房，影響有效吸吮。

                                           （詳情請參閱《愛 ‧ 從母乳開始……》小冊子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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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頭、覓食

                               
張開嘴巴

                               
伸手入口

   早期肚餓信號



疑問三：寶寶吸吮越多，媽媽的奶量便會越多。

 媽媽於「上奶」後，便會進入奶量調節期，

            即是造奶量會因應寶寶的需要而調節。

 當寶寶吸吮乳房時，媽媽的身體便會產生造奶的荷爾蒙。

          相反，若母乳未被有效地吸吮出來，乳房便會製造抑制物質，減低

            造奶量。

          有效而頻密的吸吮，最能讓媽媽的乳房持續地製造足夠的母乳。

                                       （詳情請參閱《愛 ‧ 從母乳開始……》小冊子第二、三章）

疑問四：在首數星期，寶寶一般需要頻密餵哺。
                以母乳餵哺為例，每天平均約八至十二次。

            初生寶寶的胃容量不大，所以在出生首數

            星期，需要頻密餵哺。

 剛出生的寶寶會較為嗜睡，在第一天一般最少要吃三至四次。

 第二天開始頻密索食，寶寶有早期肚餓信號便可餵哺，一般一天最

            少約八至十二次，每天餵哺次數不限。

 媽媽的造奶荷爾蒙於晚間分泌較多，回應寶寶夜間索食的需要，讓 

            他吸吮，可以增加造奶量。

                                        （詳情請參閱《愛 ‧ 從母乳開始……》小冊子第三章）                                              （詳情請參閱《愛 ‧ 從母乳開始……》小冊子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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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請參閱《愛 ‧ 從母乳開始……》小冊子第二、三章）

                                        （詳情請參閱《愛 ‧ 從母乳開始……》小冊子第三章）

疑問五：抱寶寶的姿勢和寶寶的含乳狀態，都是
                母乳餵哺能否成功的關鍵。

 正確地抱寶寶能讓他有效含乳。出生後首數 

            天是寶寶和媽媽學習的重要時刻，媽媽應主

            動向醫護人員尋求母乳餵哺指導。

 正確的抱寶寶姿勢會讓：

                   媽媽及寶寶的身體均得到足夠的承托，雙方在頻密的餵哺過

                      程中都感到舒適。

                   媽媽較容易帶寶寶到乳房，有助他正確地含乳。

 寶寶正確含乳，有助他有效吸吮足夠母乳，令媽媽增加造奶量。

                                            （詳情請參閱《愛 ‧ 從母乳開始……》小冊子第四章）

疑問六：與寶寶暫時分開或感到乳脹時，媽媽可把
                母乳擠出。

 若未能直接餵哺寶寶 ( 例如寶寶生病、需要

            住院或媽媽上班去 ) ，媽媽可擠出母乳儲存。

                  這樣便可維持頻密排走母乳，從而保持造奶量，繼

                     續母乳餵哺。

 感到乳脹又未能即時餵哺寶寶，媽媽可把少量母乳擠出以紓緩不

            適，並減低乳腺阻塞的風險。

                                             （詳情請參閱《愛 ‧ 從母乳開始……》小冊子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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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奶量未能滿足寶寶需要，媽媽可於直接餵哺後再額外擠奶，並

            補充給寶寶，這亦會讓乳房製造更多母乳。



疑問七：把母乳擠出用奶瓶餵哺，可以知道寶寶吃多
                少，比直接餵哺更好。

 健康足月的寶寶餓了會索食，吃飽了會表現

            滿足。按着他的需要餵哺，遠比監察着吃奶

            量更為恰當。事實上，只要寶寶濕片的數

            量充足，便可知道他吃得足夠。

 寶寶直接吸吮乳房的好處：

                  由寶寶主導吃奶，最能配合他真正的食量。

                  與媽媽肌膚相親，獲得温暖和安全感，增進母嬰連繫，幫助

                     寶寶腦部發展。

                  促進寶寶面部、口腔肌肉和顎骨的發展，減低患上中耳炎

                     的風險。

 用奶瓶餵食母乳須考慮的要點：

                  餵食由照顧者主導，奶量末必符合寶寶真正所需。

                  不當的擠或泵奶方法，媽媽容易弄傷乳房或乳頭，亦較易

                     令手部肌肉勞損。

                                               （詳情請參閱《愛 ‧ 從母乳開始……》小冊 

                                                      子第一、五章和《全方位認識泵奶器》

                                                      小冊子）

                                    （詳情請參閱《愛 ‧ 從母乳開始……》小冊子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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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問八：媽媽遇上餵哺的疑難，應盡快尋求協助。

  得到身邊人的支持，幫助照顧新生兒，使媽

             媽少幾分忙亂，盡享餵哺之樂。

  準媽媽別忘記跟身邊人一同去認識、了解及商討餵哺寶寶的決定！

                   你的伴侶、寶寶的爺爺、嫲嫲、公公和婆婆，或陪伴你

                      「坐月」的人

  如你決定餵哺母乳，謹記跟他們傾談：

                   產科醫院的醫生和護士：表示你希望產後盡早餵哺母乳

                   你的上司：商討返回工作崗位後的餵哺安排

  媽媽在餵哺時，如遇上疑難，應盡快尋求協助。

                                    （詳情請參閱《愛 ‧ 從母乳開始……》小冊子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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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了解更多嬰兒餵哺的資訊，你可參考
      《愛 ‧ 從母乳開始……》小冊子。

如有需要，你可向醫護人員索取《奶瓶餵哺》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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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hs.gov.hk/znz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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