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產前教育的重點 

國健署母乳種子講師 

基隆長庚醫院婦產科專科護理師 

主講人：黃玉青 

               日   期：110-07-24 

  

110年母乳醫護人員初階課程 



2 

大綱 
 

一、產前教育對成功哺乳的重要性 

二、如何提供有效的產前教育 

三、產前教育的內容要點 

四、對於哺乳應如何做準備 

五、需要特殊協助之懷孕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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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前母乳哺育指導的重要性 

孕婦多半在產前便有計畫收集相關資料並   
  已決定新生兒的哺餵方式。 

    
醫療院所照護方式與環境會影響母乳哺育的 
  意願。 
 
醫護衛教人員為提供鼓勵.支持.保護母乳哺 
  育的關鍵人物.有義務及責任協助母親及家 
  庭獲得正確完整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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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世衛組織和兒童基金會呼籲  
 

保護和促進婦女獲得熟練母乳餵養諮詢指導  

以母乳餵食出生嬰兒是一生好的開始。 
這是一個自然過程，但對母親而言並不是那麼
容易。  
在開始哺餵母乳，母親及其家庭需獲得熟練專
業的諮詢服務;及相關的信息、建議和保證，
以利提供最佳餵養嬰兒的方式。 哺增加母乳
哺餵專業諮詢的機會，可延長母乳餵時間， 
促進純母乳哺餵，對嬰兒、家庭和經濟都好。  
諮詢可由醫療專業人員和同伴支持所提供;在
醫療機 構或診所，可透過家訪或社區，以面
對面或遠距方式提供。  
COVID-19大流行期間，需持續提供諮詢並確
保哺乳家庭獲得需要的諮詢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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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三:提供孕婦哺餵母乳之相關衛教與指導(15分)  

3-1.所有被挑選的孕婦(3位懷孕週數28週以上之孕婦，不含初診孕婦;可視需
要加訪 1-2位，最多訪問5位孕婦)能說出曾被教導產後前6個月內純哺餵
母乳的重要性，以及哺餵母乳好處至少3項，並確定她們沒有接受該醫療
院所院內人士有關嬰兒 配方奶之促銷活動。(醫療院所不得與配方奶公司
共同合作辦理產前教室或其他衛 教宣導活動)  

3-2.所有被挑選的孕婦(3位懷孕週數28週以上之孕婦，不含初診孕婦;可視  

      需要加訪 1-2位，最多訪問5位孕婦)，可以描述被抽選到的下列6項題.  

      目至少3項(含)以上:  

      1. 產後即刻母嬰皮膚與皮膚接觸的好處 

      2. 依嬰兒需求餵奶的重要性 

      3. 了解乳汁如何分泌及確保奶水充足 

      4. 抱嬰兒的姿勢及嬰兒含住乳房的姿勢(含躺餵) 

      5. 24小時親子同室的重要性 

      6. 脹奶及乳房腫脹處理。  

3-3醫療院所推動產前教育或孕產照護相關課程，能鼓勵孕婦之伴侶或其他
家人共同 參與照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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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前教育的核心概念 

                        
奶水怎麼來的 
 

早準備 早接觸 早刺激 

心態準備 
知識準備 

環境準備                

                    
生產當天如何開始 
第一次母乳哺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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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供有效的產前教育 

 

了解資訊是否符合婦女的需求及狀況。 
 

提供完整及正確的資訊，協助婦女做出 

   知情選擇。 

 
將家人列入教育對象，提供相關的哺乳 

  基本資訊，使其運用於生活中協助哺乳 

  母親。 
 

衛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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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供有效的產前教育 

(1) 了解產婦現有知識 

(2) 了解產婦的擔憂或疑問 

(3) 若為團體衛教，可鼓勵其他人對問題提出可能答 

      案 

(4) 

(5) 

（王淑芳等，2015） 

多利用圖片、影片、實際示範觀察及實際練習操
作 

運用溝通技巧，建立準父母對母乳哺育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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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哺育的信心與支持技巧 

(1) 同理心-接受母親的想法及感受 

(2) 注意並讚美母親做得好的部分 

(3) 避免使用批評性的字眼 

(4) 給予實際及適切協助及資訊 

(5) 使用簡單語言 

(6) 

（王淑芳等，2015） 

提供1-2個建議而非命令式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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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前教育的內容要點 

(1) 產後前6個月內純哺餵母乳的重要性 

(2) 哺餵母乳的好處 

(3) 產後即刻母嬰皮膚與皮膚接觸的好處 

(4) 依嬰兒需求餵奶的重要性 

(5) 了解乳汁如何分泌及確保奶水充足 

(6)  抱嬰兒的姿勢及嬰兒含住乳房的姿勢(含躺餵) 

(7) 24小時親子同室的重要性 

(8) 脹奶及乳房腫脹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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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前教育的內容要點 

嬰兒期是敏感而脆弱的階段，在此階段營養及 代
謝的組織及器官功能尚未成熟，嬰兒無法適當地 
代謝過多的營養素。 
 
除非有醫療上的需求，否則直到六個月大，所有的新生兒
都應該完全哺餵母乳，不應該餵食除母乳以外的任何食物 
 
嬰兒六個月以後，應該添加副食品;持續哺餵母乳到孩子兩
歲或 兩歲以上 。 

產後前六個月純哺餵母乳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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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前教育的內容要點 

（一）純母乳的營養成分均衡，更符合嬰兒需要。 
 
（二）可能降低腸病毒感染及腸胃炎發生，並減少寶寶的 
           腹瀉。 
 
（三）較能預防肺炎、減少呼吸道的感染機會。 
 
（四）可能降低過敏性疾病發病率，如過敏性皮膚炎、過 
           敏性鼻炎、氣喘。 
 
（五）吸吮乳房的動作，較能促進語言能力的發展， 
 
（六）可增進親子關係的建立，有益於寶寶人格及社會發展。 
 
（七）符合經濟效益、安全衛生。 

純母乳哺餵對嬰兒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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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前教育的內容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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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後即刻肌膚接觸的好處 

1. 讓寶寶更穩定 

 
2. 促進親子關係 

 
3. 促進母親子宮縮 

 
4. 促進母乳哺育 
 

產前教育的內容要點 



15 

• 將「跟孕婦和其家屬討論母乳

哺育的重要性和處理」納入第

三步 

• 加拿大研究員研究，發現爸爸

一起接受母乳衛教並支持媽媽

，提高成功哺乳機率 

世界衛生組織（WHO）2018年新編「成功哺乳十步驟」 
 



 配偶的支持可減少無法持續哺餵母乳至 6 個月的危機 

(Journal of Lactation 2008； 24(4):386-92)  

 沒有支持的母親在產後前兩周放棄母乳哺育是有支持的母親的 3 倍  

 母乳哺育母親的女性朋友有 90%也會選擇以母乳哺育寶寶，反之，

則比例降為 5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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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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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研究表明，父親對母乳哺育的認同，母乳哺育發生率達 98%

，而父親對哺育選擇漠不關心則只有 26% 

• 家庭支持是對母乳哺育的最大影響之一。最接近的人，如果知情和

支持，就對母親和嬰兒的健康做出良好的決定(Balogun,2015) 

哺乳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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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產前教育 

鼓勵父親和配偶一起決定嬰兒餵食方式

，了解母乳哺育。 

告訴準父親，母親需要他的支持。  

教導面對可能的哺乳問題時的角色功能

，如何避免難為情。 

如何協助持續維持泌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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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可以協助母親的事 

和母親一起學習了解哺乳的相關事項 

協助確定在哺乳過程中的舒適 

協助哺乳過程中寶寶的姿勢及含乳狀況 

協助家務事 

花時間陪較大的小孩 

確定母親得到所需睡眠及幫助 

保護母親免於干擾 

和母親維持良好溝通 

 

 

 

 

 

 

 

 



父親可以和寶寶ㄧ起做的事 

圖片來源:  
https://www.facebook.com/alohanutrition808/photos/a.274252599653747/894611497617851/?type=3  

幫寶寶換尿布 幫寶寶拍打嗝 

 

肌膚接觸 

玩耍 
親子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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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71 / journal.pone.0210388。
eCollection 2019。 

嬰幼兒按摩 

安撫寶寶 

幫寶寶洗澡 

父親可以和寶寶ㄧ起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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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婦女選擇不餵母乳時 

 

協助個案可以找到安全的餵奶方式 

 

支持並讓其可以執行自己對餵食方式的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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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應做什麼準備 

如果孕婦問你:有人說產前就要做乳頭
的準備？ 

 

請問你如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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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前乳房及乳頭的準備 

讓孕婦放心知道多數婦女皆可以哺乳 

教導平常的乳房檢查 

注意有無胸部或乳房的手術，外傷 

讓婦女知道乳房大小的變化及敏感度增加是

身體自然準備. 

與孕婦討論對哺乳的知識及態度，並建立其

純哺乳的信心，不需要準備乳房或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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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的關心的婦女 

之前未曾哺乳或很停餵 

因工作和嬰兒分開 

有家庭問題、單親或未成年 

曾出現過產前或產後憂鬱症 

乳房受傷或手術過 

慢性疾病需用藥 

可能會生出高危險的嬰兒 

因醫療或個人因素不哺乳者 

孕婦自覺無法哺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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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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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哺育相關的正確訊息及新知 

1) 衛福部國民健康署網站 (http://www.hpa.gov.tw/Home/Index.aspx )  

2) 國民健康署—孕產婦健康專區

(https://www.hpa.gov.tw/Pages/List.aspx?nodeid=31) 

3) 免付費電話諮詢專線(0800-870-870) 

4) 華人泌乳顧問協會(會員泌乳新知)  

5) 台灣母乳哺育聯合學會(http://www.breastfeedingtaiwan.org)  

6) 台灣母乳協會(http://www.breastfeeding.org.tw) 

https://www.hpa.gov.tw/Pages/List.aspx?nodeid=31


總結 
 

哺乳對嬰兒及她的影響及好處 

建議純母乳哺育6個月 

產後6個月添加適當副食品並可以持續哺育母乳至2歲 

肌膚接觸、早期哺乳、親子同室依嬰兒需求哺乳、好

的擺位及含乳及不添加其它食物可以讓哺乳更順利 

最好的產前準備是建立婦女對哺乳的信心 

有些婦女是需要特別關心的 

尋求適切支持(如母乳資訊協會及母乳支持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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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前教育運用得當 
是產後哺育母乳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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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共同合作 
找出最合適的哺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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