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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喂养与新生儿 

负责照料您的助产士将教导、支持您建立起持续母乳

哺育的习惯。您可以随时向您的助产士寻求建议。 

非母乳喂养的风险 

如何哺育宝宝是您将要作出的重大决定之一。无论您

选择用什么方式哺育，Mater 妇产科医院的医护人员

都会提供协助与指导。  

 
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和最新研究发现，非母乳哺

育伴随着某些风险，您有必要了解这些信息。  

• 对宝宝来说，非母乳喂养将增加新生儿发生感

染概率，如耳内感染、肠胃炎和肺炎。与此同

时，罹患儿童肥胖症、1 型与 2 型糖尿病、白

血病以及婴儿猝死综合症 (SIDS) 的风险也会上

升。 

• 对早产儿来说，非母乳喂养将增加罹患坏死性

结肠炎 (NEC) 的机率，该病症可导致肠道感染

并逐渐坏死，通常需要手术治疗。 

• 对母亲来说，非母乳哺育会增加罹患更年期前

乳腺癌、卵巢癌和 2 型糖尿病的机率，想要恢

复怀孕前体重也显得更加困难。 

缺乏母乳哺育会对母婴健康造成这些影响， 是因为

人奶中包含着独特的天然性免疫因子。换言之，每位

母亲的乳汁都是根据自己孩子的需求量身订做，为宝

宝的免疫系统提供特定保护的。因此，澳大利亚「国

家卫生和医学研究委员会 (NHMRC)」 和『2010-

2015 年澳大利亚国家母乳喂养战略』建议，所有宝

宝在出生后六个月内，应该百分之百母乳哺育，加入

副食品后，母乳哺育至少持续到宝宝一周岁。此后，

可以根据自己情况继续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建

议，所有宝宝至少要母乳喂养两年。 

 

母乳喂养的原理 
 
母乳喂养由供需而定。每次给宝宝喂奶后，您的身体

就会开始制造下次哺育所需的母奶。宝宝吸收的母乳

越多，您分母乳就越多。因此不需要特别等到乳房饱

满， 就可以再次哺育母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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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同室 
 
Mater 妇产科医院实行「母婴同室」的护理制度，确

保您与您宝宝全天 24 小时都在一起。这样一来，您

可以在宝宝发出「饥饿暗示」时立即回应，以此确

保乳汁流动顺畅。建立起充足的母乳供应。「母婴

同室」也有助于您与宝宝建立亲密关系，让您更自

信地照顾宝宝。当前的研究表明，「母婴同室」可

改善双方的睡眠品质。 

 
 
饥饿暗示 — 怎麽知道宝宝饿了 
 
宝宝想吸奶时就会有特定动作，您要观察、回应以

下这些出现「饥饿暗示 (feeding cues)」 ： 
 
• 眼睛快速转动 

• 发出啧啧、吸吮的声音 

• 觅食 － 张嘴找东西吸吮 

• 手伸向嘴巴然吸吮 

• 移动四肢 

• 较平常更机警、活跃 

 
哭泣是宝宝饥饿的晚期讯号，尽量避免拖延到此时

才做出反应，因为哭泣的宝宝更难成功含乳。 

 

首次哺乳 
 
产后早期「肌肤相亲(skin-to-skin)」是实现成功母

乳哺乳的第一步。情况许可的话，宝宝出生后应该

裸体贴着妈妈的肌肤不被打扰（尽管「肌肤相亲」

在任何时候都是有益的）。这样能鼓励宝宝开始用

舌头舔舐、用鼻子摩擦、用手触摸、嗅闻妈妈的乳

房，最终准备好吸奶。这些行为通常发生在宝宝出

生后一小时内。洗澡和秤重应该在首次母乳哺乳后

进行 。洗浴和称体重应在首次哺乳后进行。 

 
与肌肤接触同样重要的是正确的含乳技巧和哺乳姿

势。当您尝试让宝宝含乳时，请向助产士寻求指

导，直至您有信心独立完成哺乳为止 。 
 



 

 

婴儿自行含住乳房(含乳) 
 
宝宝出生后，不太需要外力协助，就能依靠本能找到

妈妈的乳房。这些行为最早在婴儿出生后的一两个小

时发生，至少持续到宝宝三个月大。  
 
具体行为包括： 
 

• 伸出舌头 

• 左右摇晃脑袋 （觅食） 

• 蠕动 

• 寻找并抓住乳头 

• 含住乳房 

• 吸吮 

以下信息将指导并帮助您使宝宝吸食乳房： 
 

• 了解宝宝的饥饿暗示 

• 平静的宝宝——当宝宝处于平静、不躁动的状

态时，可以按照本能活动 

• 从「肌肤相亲」开始 

• 将宝宝放置在舒适的位置，比如胸部正上方、

乳房之间。您也可身体半躺，该姿势有助于宝

宝自己找到乳房 

• 准备吸奶时，宝宝会抬起并摆动头部，或者利

用脸颊和下巴滑向乳头的方向 

• 接近乳房时， 宝宝会用鼻子摩擦乳头。这时

候不要催促宝宝，他们有自己的节奏 

• 找到乳房时，宝宝会伸出舌头舔舐乳头，也可

能会拳头按压乳房或用脚蹭您的腹部。这有助

于刺激分泌催产素，它是释放母乳必需的荷尔

蒙 

• 宝宝找到乳头时，会将下巴紧贴乳房，张大嘴

巴含住乳头，开始吸吮  

• 让宝宝的屁股紧靠着您的身体，支持宝宝的颈

部和肩膀，避免宝宝的头部承受任何压力。宝

宝只有在头部能自由活动时，才能让自己用正

确的姿势含着乳头 

一些出生体重较轻、早产或嗜睡的宝宝，需要他人从

旁协助才能含住乳房。  

 



 

 

正确含乳的征兆 

• 妈妈觉得舒适，没有疼痛或刺痛感 

• 节奏慢而深的吸吮。宝宝吸吮得越慢，吸入的

母乳就越多 

• 宝宝看起来很放松 

• 乳房随着哺乳而变得柔软 

乳头疼痛受损 

在母乳喂养初期, 某种程度的乳头敏感属于正常现

象。然而，乳头受损或破皮就不正常了，这显示宝宝

没有用正确的方式含住乳头。如果乳头破皮或破裂

了，请在试着让宝宝含乳时，向助产士寻求指导。 

 

乳头会自行分泌天然油脂。市面上买的乳头保护霜会

阻塞乳头上的乳腺管开口，增加乳腺炎的发病率。母

乳含有特殊的伤口愈合功效，因此挤出母乳是治疗受

伤乳头的理想办法。在喂奶后，轻轻地将挤出的乳汁

涂抹于乳头，等乳汁自然干后再换上干净的内衣。为

了避免感染，在接触乳房前请洗净双手。 

根据需求喂奶 

请根据宝宝的需求喂奶。持续哺乳，直到宝宝吃饱、

睡着或是松开乳房。您可能会注意到，在产后最初阶

段、直到您开始出母乳（通常是产后第二、第三

天），宝宝吸吮乳房的意愿更强烈。这属于新生儿的

正常行为，应当予以鼓励。 

任何时候宝宝出现饥饿暗示，妈妈就要予以哺乳。宝

宝每次吸奶的时间长短不同。让宝宝在第一个乳房上

吸奶，直到深沉有节奏的吸吮动作停止。宝宝在吸奶

的最后阶段，可能转变成轻微的吸吮。这是一种正常

现象，有助于宝宝吸收只在最后阶段出现的高脂肪母

乳。允许宝宝在吸奶最后阶段轻微吸吮，可以让宝宝

长时间饱足，增加更多体重。 

 

一般来说，宝宝每天需要哺乳八到十二次。如果两次

喂奶间隔的时间较长，随后通常要连着几次密集喂

奶。有些宝宝不会作出饥饿暗示，如果您在唤醒和哺

乳宝宝方面遇到困难，请告知您的助产士。 

 



 

 

怎么知道宝宝是否吸收充足母乳？ 

母乳含有宝宝出生后六个月内所需的一切营养和水

分。除此以外，宝宝不需要任何其他液体。如果有以

下情况，您就能放心确认宝宝已经吸收充足的母乳： 

• 每天都要换五到六片纸尿布（或六到八片布尿

布），并且尿液颜色浅淡 

• 每天有两次到三次稀大便，颜色为黄色或芥末

色。六周后排便频率可能降低，只要宝宝体重

保持增长、尿布用量与以前一致，就不必担

心。母乳喂养的婴儿很少有便秘 

• 喂奶后大多能安静下来  

• 清醒时看起来很机警  

• 嘴巴湿润 

 

副食品  

 
Mater妇产科医院不会常规性地为母乳喂养的宝宝提

供配方奶粉和开水（除非出于医疗需要），具体原因

如下： 

• 在新生儿阶段提供任何婴儿配方奶粉都会干

扰母乳在宝宝体内建立对抗感染的防护系统 

• 豆奶和牛奶配方奶粉都可能会引起过敏 

• 错过母乳哺乳或以配方奶粉代替，会减少母

乳分泌 

• 未能规律排出母乳，可能导致乳房胀痛（乳

房肿胀） 

• 宝宝对母乳和奶嘴的吸吮方式完全不同。母

乳喂养的宝宝可能对此困惑，因此难以正确

地含住乳房 

 
橡皮奶嘴/安抚奶嘴 
 

太早使用安抚奶嘴可干扰母乳喂养的自然过程。使用

安抚奶嘴可能导致婴儿体重增长缓慢、提前断奶，甚

至让宝宝的口腔和您的乳头感染鹅口疮。不建议母乳

喂养的婴儿经常使用安抚奶嘴。如果您选择使用安抚

奶嘴，必须定期使用热肥皂水彻底清洗干净并自然晾

干。干净的安抚奶嘴应存放在密封容器内。 
 
 



 

 

乳头保护罩 
 
乳头保护罩是用柔软矽胶制成，用于帮助乳头平坦或

凹陷的妈妈哺育宝宝。然而，乳头保护罩只能在出奶

后（一般为第三天）开始使用，并且要在助产士的协

助下使用 。 
 
如果您在出院时使用乳头保护罩，回家后最好继续咨

询哺乳专家或儿童健康护士。在您认为合适的时候，

随时可以停用乳头保护罩。 
 
清洗乳头保护罩的方法：首先用冷水冲洗，然后在热

肥皂水中清除乳汁残留物，最后彻底冲洗并晾干（或

用干净的纸巾拍干）。清洁后存放在洁净、干燥且密

封的容器中，储存容器也要按照上述方法每日清

洗 。 
 
出院后继续母乳喂养 
 

在母乳喂养的早期阶段，宝宝吸奶的模式会有巨大变

化。请谨记，乳房接收吸吮刺激的多寡将直接影响母

乳的产量，因此要尽可能多喂宝宝。 

 

婴儿在一天内出现几次躁动期是正常的，这在黄昏和

傍晚最为常见。在这段时间，宝宝吸奶的间隔时间较

短，也就是所谓的「密集哺乳期」。这属于新生儿的

正常行为，应当予以鼓励。 

 

快速生长期 
 

随着宝宝成长，有时可能需要更频繁地吸奶。快速成

长期，即哺乳高峰期，一般发生在婴儿出生后第三

周、第六周和第三个月。为了让母奶产量达到这一阶

段快速成长的需求，婴儿会较往常更频繁地吸奶。这

也属于新生儿的正常行为，请持续根据宝宝的需求哺

乳，两、三天后宝宝的吸奶模式就会恢复常态。 
 



 

 

母乳喂养与营养 
 
虽然母乳喂养有助于产后瘦身，现阶段还不是减肥的

时机。母乳喂养时，您可能觉得比平时更加饥饿，这

时候最好补充营养的食物，包括大量蔬果、全麦面包

和谷类、富含钙及蛋白质的食物，不要错过用餐。目

前没有证据显示有哪种食品会造成婴儿不适或引起胀

气，除非有食物过敏或排斥的家族史，最好还是均衡

摄取各种食物。母亲摄取的饮食会改变母乳味道，多

样摄取食物可以帮助宝宝六个月大以后更容易适应副

食品。哺乳时，需要摄取足够水分。增加液体摄取无

助于增加母乳产量，您只要不感到口渴即可。  

 
酒类 
 
根据澳大利亚现行指导方针，哺乳期间不饮用任何酒

类，是最安全的选择。如欲了解更多讯息，请上网站

http://brochures.mater.org.au，参阅 Mater 编写的

『妊娠期与哺乳期饮酒须知』宣传手册。 

 
咖啡因 
 
年龄越小的宝宝，咖啡因在体内新陈代谢所需的时间

就越长。如果摄取过量咖啡因，就会出现不易入睡和

烦躁的情况。请谨记，咖啡因可能存在于茶饮、咖

啡、饮料、提神饮料、部分药物以及中草药制剂中，

含有咖啡和巧克力的食品也含有咖啡因。 

 
乳房肿胀 
 
乳房饱胀、疼痛、坚硬或发亮，通常被称为「乳房肿

胀」。如果宝宝无论白天、夜晚随时可以吸奶，发生

乳房肿胀的机率就微乎其微。正确的哺乳姿势和含乳

技巧有助于预防乳房肿胀。 
 

如果乳房胀满不适： 

• 继续在宝宝需要时喂奶 

• 母乳哺育时，请脱掉内衣 

• 哺乳前用手挤出一些母奶。这可以软化乳晕，

有助于宝宝含乳  

• 让宝宝持续吸吮一边乳房，直到柔软后再换

边。为另一边乳房挤出母奶，以确保舒适 

• 在喂奶间隔期穿着有支撑作用的内衣，但不宜

过紧 

• 哺乳后冷敷十到十五分钟，以保证乳房舒适

（仅适用于乳房肿胀时） 

 



 

 

乳腺炎 

最好定期检查乳房，注意是否有肿块、发红或敏感的

区域，尽早治疗乳腺管阻塞可以预防乳腺炎发生。 
 

乳腺炎是造成乳房组织发热、红肿、疼痛的炎症，伴

随诸如发烧、疲倦、关节疼痛、后背疼痛、恶心及呕

吐的感冒症状及呕吐。 
 

造成乳腺炎原因包括： 

• 突然严格控制喂奶时间 

• 突然改变喂奶模式 

• 乳头受损，包括破裂或破皮 

• 含乳技巧不佳，导致排乳不顺  

• 乳房肿胀未予治疗 

• 过度疲劳，忽略饮食， 没有照顾好身体 

这不是断奶的时机。相反的，尽可能频繁地哺育宝

宝，让疼痛敏感的乳房排出母乳，对于治疗乳腺管阻

塞和乳腺炎极为重要。哺乳前，在发炎部位采用湿热

疗法，例如使用洗脸毛巾热敷。宝宝含乳时，让下巴

朝向发红区域，有助于母乳排出 出。  

 

哺乳时先从发炎的乳房开始，同侧连续哺育两次，不

要限制宝宝吸吮的时间。在哺乳或挤奶时，用指腹轻

轻按摩发炎位置。您可能需要按压另一侧乳房以保持

舒适。如果不能哺育宝宝，请将母乳挤出。 

  

您也需要充分休息，并保持健康饮食。 

 

如果发炎症状持续十二到二十四个小时，或是您的体

温超过摄氏三十七点五度，或者身体感到不适，请寻

求医疗建议。医生将为您开立抗生素治疗乳腺炎，同

时确保剂量不会伤害到宝宝。务必确实服用完整个疗

程（您有可能需要服用两个疗程的抗生素），以有效

治愈乳腺炎，防止病情复发。 

 



 

 

挤出母乳 
 
什么时候需要为宝宝挤出母乳？ 
 
有时候您需要为宝宝挤出母乳，例如出门在外或是重

回职场时。如果您的宝宝是早产儿或体质较弱，无法

吸吮乳房，您也必须在产后尽快挤出母乳，才能为宝

宝提供初乳。 
 
助产士可以用人工方式或借助电动吸奶器协助您挤出

初乳。不要期望能挤出很多初乳，因为它的浓度很

高，最初只有少量分泌。规律地挤出母乳以刺激乳

房，有助于增加未来几天的母乳产出。 
 
挤出母乳时，每侧乳房各挤十分钟，每天至少挤八

次，每次挤奶间隔不超过五小时（通常是指夜里）。

泌乳素（负责泌乳的荷尔蒙）水平在夜晚较高，因此

建议在夜里至少挤一次奶。 
 
如何挤奶？ 
 
您可以手动挤奶或使用电动吸奶器 。 

  
 在接触乳房前，请清洗双手 

 用热毛巾热敷乳房，有助于母乳排出。轻轻
往乳头方向按摩也有帮助 
 

 使用干净的容器收集母乳。在产后前几天，

可手动挤出初乳，用小吸管收集乳汁。您可

能需要助产士协助 
 

 如有可能，最好在喂奶后挤奶。这样一来，

您可以趁这个机会利用宝宝引起的乳汁流动

来挤奶。请谨记，不要试图一次挤出大量母

乳（除非宝宝完全无法含乳）。每天应分多

次、每次挤出少量母乳 

 
 助产士可以帮您确定该为宝宝挤出多少母奶 

 
 



 

 

如何手动挤奶？ 
 

 将拇指与中指、食指分别放在乳头外侧，彼

此相距二点五公分到四公分。将拇指腹放在

乳头上方，中指腹、食指腹放在乳头下方，

使手掌如下图所示呈 C 型  

 向胸壁径直推压 

 拇指和手指轻轻按压、收拢，然后松开。重

复步骤二和步骤三使乳汁流出 

 有节奏地重复这些动作，挤出母乳。拇指和

手指就位、按压、收拢，就位、按压、收拢˙˙˙ 

 转换拇指和手指的位置，挤出其他乳腺管中

的乳汁 

 触碰乳房的手法要轻柔，不至于感到疼痛。

如果感到不适，将手指移出乳晕外围，这样

能提高舒适度和母乳排出量。如果遇到困

难，请向助产士寻求帮助 

 

 
 
请避免： 

 
 挤乳房 — 可能导致淤青 

 拉乳头 — 可能导致组织受损 

 搓乳房—可能导致皮肤擦伤  

 
 
 
 
 
 
 
 
 
 



 

 

母乳的安全存放 
母乳 室温 冰箱 冷冻柜 

母乳直接挤到可以密

封的容器中  

可在 摄氏 26 度以下

保存 6-8 个小时 
 
如有冰箱，请储存在

冰箱后部最冷的地方 

可在 摄氏 4 度保存 3

天 
 
 
储存在冰箱后部最冷

的地方 
 
 

可在单门冰箱的冷冻

格内存放 2 周 
 
可在双门冰箱的冷冻

柜存放 3 个月 

 
可在冷冻库存放 6-12 

个月 

母乳在冰箱中解冻，

但尚未加热 

最多可保留四小时，

例如保留到下一次喂

奶 

如果没有加热过，可

以储存在冰箱 24 个

小时 

请勿再次冷藏 

母乳在室温下以温水

解冻 

直接用于喂奶 如果没有加热过，可

以储存 4 小時，或是

直到下次餵奶  

请勿再次冷藏 

已经在喂的母乳 完成喂奶后即倒掉 倒掉 请勿再次冷藏 

 
切忌使用微波炉加热母乳，因为加热不均造成的热点可能会烫伤宝宝口腔，并破坏母乳中的一些重要

养分。   



 

 

清洗挤奶用具 
 
在使用干净的挤奶用具或喂奶设备前，请务必清洗双

手。 
  

一般清洗 
 

 一经使用完毕，立即用冷水冲洗 

 以热水和清洁剂清洗所有用具 

 再用干净热水冲洗，确保没有肥皂残留 

 倒掉用具中所剩的水，放在干净纸巾上自然

晾干 

 奶瓶和存储容器都要盖好密封 

 储存于干净容器内，可放入冰箱保存 24 个小

时 

 24 小时内若未使用，则需重新清洗 
 

请注意：用具必须在完全干燥后，才能密封瓶盖，放

入储存容器。 
 
如果家里有人生病，除了一般清洗，还建议采用煮沸

及蒸汽消毒。 
 

煮沸消毒 
 

 将所有用具都放到一只大型深锅，以水盖

过，确保用具内不再有气泡 

 盖上锅盖煮至水沸 

 水沸后再煮 5 分钟 

 不要揭开锅盖，让用具在锅内冷却，不烫手

后拿出来 

 倒掉用具中所剩的水，放在干净的纸巾上自

然晾干 

 奶瓶和存储容器都要盖好密封 

 贮存于干净容器内，可放入冰箱保存 24 个小

时 

 24 小时内若未使用，则需重新清洁 

 
蒸汽消毒 
 

如果在家里使用蒸汽消毒器，一定要严格按照生产商

的使用说明小心操作，然后按照上述步骤晾干存放。 
 



 

 
 

返回工作岗位后的母乳喂养 
 
工作之余，请直接哺育宝宝。如果要准备上班期间宝

宝需要的母乳，可以趁每次在家哺乳后，接着挤出母

乳保存；至于上班期间，应按照每次哺乳的时间挤奶

（即便无法亲喂）。如果宝宝还需要额外的母乳，请

在奶水最充沛的时候挤奶，这一般都在早晨，所以请

在上班前那次哺乳后挤奶。休假期间请直接哺育宝

宝，只有在为工作日储备母乳时才挤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