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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世界衞生組織所制定的《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國際守則》），以及其後世界
衞生大會的相關決議，旨在透過維護、推廣和支持母乳餵哺，為嬰兒提供安全和足夠的營
養，以及在充分及不偏頗的資訊和適當銷售行為的基礎上，確保母乳代用品獲得適當的使
用。 

 

 衞生署家庭健康服務委託精確市場研究集團（CSG），研究配方奶及配方奶相關產品
（即奶瓶及奶嘴）於香港的銷售手法（「調查」），以了解本港的銷售情況。 

 

調查目的 

 調查旨在有系統地辨識和分析於香港向公眾、準家長以及家長用作宣傳及推廣擬供
年齡未滿 36 個月的嬰幼兒配方奶和配方奶相關產品的資訊。 

 

調查方法 

 調查涵蓋配方奶或配方奶相關產品的製造商一般向公眾、準父母或年齡未滿 36 個
月的幼兒父母發放的資訊，包括：（i）透過媒體廣告發佈的資訊；（ii）健康教育素材內的資
訊；（iii）附貼在或顯示於產品容器上的資訊（產品標籤資訊）；及（iv）產品資訊。調查亦
對不同形式的資訊，包括但不限於影像，文字及其他表述作出研究。 

 

 調查的資訊來自 7 個配方奶製造商（包含 10 個品牌），佔其香港總配方奶廣告支出
超過九成，以及 2 個配方奶相關產品製造商。 

 

 觀察員將調查結果記錄於四份項目清單，而每份清單分別對應每類資訊類別。清單
中的項目參照《國際守則》及其後世界衞生大會的相關決議，以及本地市場的情況。 

 

 先導調查於 2015 年 11 月 13 日至 20 日進行，而項目清單在正式調查前作出相應
調整。 

 

 正式調查蒐集從 2016 年 2 月 15 日到 3 月 13 日的連續 28 天內所發佈的產品標籤
資訊和媒體廣告，以及從 2016 年 2 月 11 日至 4 月 10 日的連續 60 天期間出現過的產品
資訊和健康教育素材。蒐集有關媒體廣告的資訊是透過一間私營廣告監測公司，其數據庫
覆蓋雜誌和報紙、戶外廣告、電視及電台廣播、網站、流動網站以及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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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蒐集的資訊均經編碼和驗證。 

 

調查結果 

 調查共收集及分析了 410 項資訊，包括 161項媒體廣告、122 項健康教育素材內的
資訊、77 項產品標籤資訊，以及 50 項產品資訊。 

 

(i) 媒體廣告（161 項，其中有關配方奶佔 160項，配方奶相關產品佔 1 項） 

 

 在 161 項媒體廣告當中，有 81 項來自社交媒體，31 項來自網站、流動應用程式及
電郵，以及 40 項、7 項和 2 項分別經印刷媒體、電視廣告和戶外廣告發佈。 160 項有關
配方奶媒體廣告之中有 107 項（66.9%）含有可能美化使用其產品的圖像、文字或其他陳
述，當中 67 項帶有產品對兒童健康有益處的含意。健康得益包括：支持消化及腸道健康、
整體成長和發展、免疫系統、預防敏感、大腦及眼睛發展。有 9 項廣告（5.6%）含有與其
產品營養價值或質素有關的字眼，例如「不含添加蔗糖」、「含有高質素的蛋白質」及「含
有高質素營養」。 

 

 雖然只有 7 個配方奶電視廣告，但其總播放次數達 37,994 次，相當於 16,022.1 分
鐘（或 11.13 日）。雖然該些電視廣告沒有特別推廣擬供 6 個月以下嬰兒的配方奶，但廣
告經常短暫地出示較大嬰兒配方奶的產品圖像，而該些產品圖像的包裝與嬰兒配方奶非常
相似。當中５個電視廣告帶出快樂、聰明及健康的兒童影像，以及快樂家庭的訊息。另外
２個電視廣告標榜着其產品的營養質素。 

  

 部分媒體廣告，特別是印刷媒體及社交媒體，包含促銷活動的資訊（33 項，20.6%）、
收集嬰兒或其家長的個人資料（39 項，24.4%）或邀請參與嬰兒用品展覽、相關活動或產
前護理研討會（33 項，20.6%）。 

 

 只有 1 項廣告是與配方奶相關產品有關，而該資料屬印刷媒體，並含有可能美化配
方奶相關產品使用的圖像、文字或其他陳述。 

 

(ii) 健康教育素材內的資訊（122 項，其中有關母乳餵哺或配方奶餵哺佔 58 項，有關
其他事宜佔 64 項） 

 

 與嬰幼兒營養相關的健康教育資訊經常以文字及影片形式出現於製造商的網頁。有
58 項資訊以提供母乳餵哺或配方奶餵哺的健康教育素材形式出示。所有資料均含有產品推
廣活動成份（例如：製造商在同一個網頁上一併展示教育資訊和產品及相關銷售活動）。雖
然大部分資料（53 項，91.4%）有解釋母乳餵哺的益處和優越性，只有少部分資料提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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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六個月以全母乳餵哺及持續母乳餵哺的益處（13 項）、以及在六個月大加入補充食品的
重要性（5 項）。 

 

 其餘 64 項展示為健康教育素材的資訊是有關非母乳餵哺或配方奶餵哺事宜的，並
均含有產品推廣活動成份。 

 

(iii) 產品標籤資訊（77 個標籤，其中有關配方奶佔 61 項，配方奶相關產品佔 16 項） 

 

 調查分析了 77 個產品標籤，包括 61 個配方奶及 16 個配方奶相關產品的標籤。所
有配方奶的產品標籤均含有可能美化配方奶產品使用的圖像、文字或其他陳述。這些陳述
包括強調對兒童健康的益處及產品的優越質素，或帶出產品受專業人士及可信賴組織的認
可或推薦的信息。 

 

 所有配方奶的產品標籤均有 1 個或以上的健康得益字眼，其中較多有關於支持大腦
發展、支持消化系統和腸道健康，以及支持免疫系統。約三分之一的標籤（20 個標籤，
32.8%）含有與優越營養價值或質素的有關字眼，例如這些標籤提及產品具有較好的營養
質素或較高的營養水平。 

 

 產品標籤出示有關沖調配方奶的指示（例如使用的水溫）和警告的方法各異。在 39
個供 12 個月以下的嬰兒配方奶粉產品標籤中，只有 7 個標籤（17.9%）提到要使用以冷
卻至不低於 70°C 的沸水來沖調。15 個標籤則提到要使用 70°C 以外的其他溫度。除了嬰
兒配方奶的標籤，只有約一半的較大嬰兒配方奶的標籤提及母乳餵哺是餵哺嬰幼兒的正常
方法，促進他們健康成長和發育的天然食物或類似的字眼。 

 

 大部分配方奶相關產品的產品標籤（14 個標籤，87.5%）均含有可能美化其產品使
用的圖像、文字或其他陳述。最多提及的陳述是與產品功能或質素有關（11項標籤，78.6%）。
這些陳述提到奶嘴的設計或有助良好消化和口腔肌肉的健康發展，以及奶瓶的設計或有助
避免耳道感染和腸胃不適。９個標籤與母乳餵哺作出比較。例如這些標籤提到奶嘴讓嬰兒
模仿自然吸吮模式，或模仿嬰兒含乳的方式。 

 

 接近所有配方奶相關產品的產品標籤（15 個標籤，93.8%）均含有「母性化」或類
似的字眼。有 3 個標籤（18.8%）提及母乳餵哺可能帶來的不便，變相不鼓勵母乳餵哺。 

 

(iv) 產品資訊（50 項有關配方奶的資料）1 

 

                                                 
1因所選的配方奶相關產品的品牌沒有官方網站，亦因沒有在調查期間發佈產品資訊，故未發現有關產品的資

料。而在配方奶相關產品內的產品說明被歸納及分析為產品標籤資訊。 



嬰幼兒配方奶及相關產品的媒體和銷售研究-調查摘要 

  4 

 調查期間共識別了 50 項配方奶的產品資訊。一般而言，產品資訊提供了該產品的
特定資訊為潛在顧客作參考，當中可能包括產品規格、使用說明、產品成份，以及儲存方
式。但是，大部分的資料（48 項，96.0%）含有可能美化配方奶和配方奶相關產品使用的
圖像、文字或其他陳述。最常提及的陳述暗示使用產品可令兒童有更好發展或成長（43 項）。 

 

 大部分的資料（43 項，86.0%）均含有健康得益字眼。它們主要關於支持消化系統
和腸道健康／更好吸收、支持大腦發展以及支持免疫系統。 

 

 約三分之一的資料（17 項）提及其產品的營養質素，例如高營養質素、高質素的蛋
白質以及高質素／較高水平的二十二碳六烯酸(DHA)。 

 

 50 項資料中，有 9 項資料包含可能鼓勵用配方奶餵養的圖像或文字，只有 10 項資
料說明以全母乳餵哺首 6 個月並持續以母乳餵哺至兩年或以上的價值。 

總結 

 擬供年齡未滿 36 個月以下的嬰幼兒配方奶和配方奶相關產品的製造商普遍都以各
種形式的資訊向家長與公眾作宣傳及推廣。這些資訊常含有文字、圖像和其他陳述，以吸
引消費者購買產品，從而鼓勵以配方奶餵哺以及不鼓勵母乳餵哺。 

 

 在推廣配方奶產品時所描述的兒童健康及發展益處，重覆出現的主題包括改善免疫
和消化系統、支持大腦發展、支持整體成長和發展，以及提供高質素的營養。配方奶相關
產品製造商傾向將產品與母乳作出比較。 

 

 本調查發現配方奶的製造商普遍使用社交媒體推廣產品。外國亦有研究顯示嬰兒配
方奶製造商使用不同的社交媒體推廣產品、建立用家群組和討論嬰兒餵養。研究所包含的
社交媒體內容幾乎沒有遵守《國際守則》。因此，社交媒體對銷售配方奶的影響是不能輕視
的。 

 

 在 28 日蒐集媒體廣告期間，雖然只有７個與配方奶相關的電視廣告，但其總播放
次數和播放時間分別達 37,994 次和 16,022.1 分鐘（或 11.13 日），反映配方奶製造商非
常進取的銷售手法。根據本調查使用的私營廣告監測公司，於 2016 年嬰幼兒奶粉的廣告
支出佔總廣告支出第四。雖然這些電視廣告沒有特別推廣擬供 6 個月以下嬰兒的配方奶，
但廣告經常短暫地出示較大嬰兒配方奶的產品圖像，而該些產品圖像的包裝與嬰兒配方奶
非常相似，因而或會造成該廣告亦推廣嬰兒配方奶的印象。 

 

 雖然大部分的資料有顯示母乳餵哺對嬰兒是最好，但它們沒有提及其他最佳嬰幼兒
餵養的方法，如持續母乳餵哺，以及在六個月大加入補充食品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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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世界衞生組織建議，給予 12個月以下嬰兒的配方奶，必須以冷卻至不低於 70°C
的沸水沖調，但只有少部分配方奶的標籤有顯示此說明。相反，由於較低的溫度能保留奶
粉中的活性乳酸菌，部分標籤建議以較低的溫度去沖調配方奶。這可能對兒童帶來健康風
險，因為配方奶並非無菌的食品。 

 

 母乳餵哺對於母親以及其子女健康的好處多不勝數。母親選擇是否開始或持續母乳
餵哺取決於多種因素。儘管如此，廣泛的配方奶和配方奶相關產品銷售手法不能營造一個
促進和支持母乳餵哺的社區。根據《國際守則》的原則和其後世界衞生大會的相關決議，
我們應採取措施確保沒有廣告或任何形式的宣傳去推廣擬供年齡未滿 36 個月的嬰幼兒配
方奶以及其相關產品。為塑造一個有利母乳餵哺的環境，必須鼓勵配方奶和配方奶相關產
品的製造商遵循這些原則。 


	- 調查摘要 -
	背景
	調查目的
	調查方法
	調查結果
	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