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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母親擔心奶水不足的常見原因 

判斷嬰兒有吃到足夠的奶水 

協助提供及支持擔心奶水不足的母親其母乳哺育 

建立信心、支持對成功哺乳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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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乳 之 路 

https://youtu.be/_YeagyhDGZM?list=PLejY9kqYrI3WLQTway2w4fgOrbgQlre6Y
https://youtu.be/_YeagyhDGZM?list=PLejY9kqYrI3WLQTway2w4fgOrbgQlre6Y
https://youtu.be/_YeagyhDGZM?list=PLejY9kqYrI3WLQTway2w4fgOrbgQlre6Y
https://youtu.be/_YeagyhDGZM?list=PLejY9kqYrI3WLQTway2w4fgOrbgQlre6Y
https://youtu.be/_YeagyhDGZM?list=PLejY9kqYrI3WLQTway2w4fgOrbgQlre6Y
https://youtu.be/_YeagyhDGZM?list=PLejY9kqYrI3WLQTway2w4fgOrbgQlre6Y
https://youtu.be/_YeagyhDGZM?list=PLejY9kqYrI3WLQTway2w4fgOrbgQlre6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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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母親持續哺餵母乳有哪些？ 

http://tw.pixta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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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水怎麼來?  

哺乳迷思  

多久該餵 
寶寶一次?  
 

要怎麼知道
寶寶 吃飽了?  

要用什麼姿勢?  

正常嬰兒哺餵的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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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迷思  

正常嬰兒哺餵的型態 

 

 新生兒在24小時內應哺餵8-12次 

 有時吸將近一小時或只是喝“點心＂ 

 有些吃得快，有些吃得慢 

 不要“看著時鐘!＂ 

 當嬰兒飢餓時就餵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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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時間內哺乳多次 

為了符合睡眠需要或是成長快速期 

母親可能會覺得有些事情是錯的 

 

 

“他們總是一直在喝奶!”這是正常的 

密集哺餵 

哺乳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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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迷思  

 

親密感 
舒適感 
安全感 
健康的新生兒一天哺乳約7 小時 
母親應該知道嬰兒時常要喝母 

寶寶也會為其他原因想喝母奶 



自覺奶水不足的常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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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水不足 還是寶寶沒吃到 



自覺奶水不足常見因素 

 

 

 

 

 

奶水來的晚 

沒有奶脹感 

擠不出奶水 

少量多餐的哺乳型態 

母嬰分離而添加配方奶 

缺乏母親哺乳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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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錦雪，2014） 

產後30-40小時
奶水才會來，然
而母親必須等到
產後50-73個小
時才能感覺到奶
水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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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 水 不 足 

放棄哺乳  

https://youtu.be/_YeagyhDGZM?list=PLejY9kqYrI3WLQTway2w4fgOrbgQlre6Y
https://youtu.be/_YeagyhDGZM?list=PLejY9kqYrI3WLQTway2w4fgOrbgQlre6Y
https://youtu.be/_YeagyhDGZM?list=PLejY9kqYrI3WLQTway2w4fgOrbgQlre6Y
https://youtu.be/_YeagyhDGZM?list=PLejY9kqYrI3WLQTway2w4fgOrbgQlre6Y
https://youtu.be/_YeagyhDGZM?list=PLejY9kqYrI3WLQTway2w4fgOrbgQlre6Y
https://youtu.be/_YeagyhDGZM?list=PLejY9kqYrI3WLQTway2w4fgOrbgQlre6Y


瞭解新生兒胃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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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後初期奶水不足的原因  
 

 
母親  

 
➢嬰兒的含乳與吸吮 
 
    （延遲開始哺乳的時間） 
 
➢哺餵方式 
 
（餵食次數不夠頻繁） 
 
➢內分泌疾病 
 
➢乳房組織異常  
 
➢壓力或身體疼痛  
 
 

 
嬰兒  

 
➢  疾病 
 
➢口腔結構異常  
  
 
 
 



知覺奶水來的時間點 
初乳轉為成熟乳過程奶水大量合成時，母親可感覺乳房腫脹之
時間點，明顯影響母親對奶水量的感受。 

 

了解奶水何時來是很重要的關鍵，產後30-40時後，奶水分泌
多寡取決於母親是否經常哺餵。 

 

供需原理：「吸吮多奶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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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容積與哺乳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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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母親的乳房容積之最大量皆不同。乳房容積小不代表母親
奶水量少，奶量是依據供需原理「奶水從乳房移出的程度」而調
整製造。 

移出的奶水越多＝製作越多 



預防及處理奶水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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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泌乳  
產後盡早哺乳  
協助正確哺乳  
嬰兒的含乳與吸吮  
找出原因  
傾聽及了解  
家庭及社會支持系統  

預防奶水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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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奶水增加最有效的方法  
 
嬰兒能夠有效且頻繁吸出母奶 
 
確定嬰兒的含乳是正確的 
 
  



乳頭沿著上唇移動 

嬰兒上唇上方的乳暈露出較多  
下巴貼著母親的乳房而非鼻子  

正確的含乳 

                                                                                (Global Health Media Project)  
 https://www.thewomens.org.au/health-information/breastfeeding/breastfeeding-overview/how-to-

breastfeed  



嬰兒上唇上方的乳暈露出較多 
下巴貼著母親的乳房而非鼻子  

正確的含乳 不正確的含乳 

嬰兒嘴巴沒張大且噘起  
下巴沒貼著母親的乳房  

                                                                                         (Global Health Media Project)  
https://www.thewomens.org.au/health-information/breastfeeding/breastfeeding-overview/how-to-breastfeed  



四、幫助嬰兒含乳方法 

1.以C型握法支托乳房，大拇  

   指在上，其他四指在下。讓   

   寶寶尋找您的乳房，而不是 

   托著乳房去靠近寶寶的嘴巴。 

 

2.等寶寶出現尋找乳房時，同 

    時嘴巴張大，很快的將他抱 

    近乳房，讓寶寶的下唇盡可 

    能含住大部分的乳暈。 

 

嘴巴張很大、含住一大口乳房， 

下巴貼住乳房，下唇外翻張大 

再看一次 



(Global Health Media Project)  

再看一次 



 

哺乳姿勢 

記憶口訣：送一面大貼紙(支)  

頭與身體呈一直線  

臉部面對母親乳房  

身體貼緊靠近母親  

身體受到合適支托  

寶寶張大嘴巴 

頭與身體呈一直線  

首先餵奶母親要放鬆 



幫助嬰兒含乳方法 

將嬰兒的嘴靠向乳房  

用手托起乳房  



幫助嬰兒含乳方法 

嬰兒鼻子對著乳頭  

張大嘴時靠向乳房  

(Global Health Media Project)  



整個身體都貼近母親身體，下巴也僅貼著乳房，
同時觀察到吸吮時下巴動的速度約為一秒一次，

可確定其有真正的喝到奶水。  35 



必學~親餵的哺乳姿勢餵奶姿勢 

28 



坐姿搖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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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的頭躺在手臂上  

嬰兒的身體呈一直線  

選擇合適舒服的支撐  



坐姿橄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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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身體置於手臂後方  

手掌托住嬰兒頭部靠近乳房  

選擇合適舒服的支撐  

剖腹產、乳房很大、寶寶太小或是餵雙胞
胎的媽媽也很適合。 



交叉橄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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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同側手輕托乳房  

對側手臂抱持著嬰兒  

選擇合適舒服的支撐  



側躺式哺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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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側臥與嬰兒面對面  

母親與嬰兒的腹部貼緊  

選擇合適舒服的支撐 
在寶寶的背後。  

嬰兒頭部靠近母親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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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哺乳流程  
 

問候 詢問 協助 觀察 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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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寶正確含乳  

 
依需求哺乳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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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嬰兒需求餵奶的重要性  

嬰兒想吃的表現包括  
 
主動尋乳表現、吸吮動作、伸舌頭、吸手指  
 

「主動尋乳表現」非「尋乳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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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寶餓了的暗示行為  
•第第一步:睜開眼睛、尋找  
•二步:嘴巴張大、主動的尋乳動作  
•第三步:皺眉、生氣  
•第四步:哭、身體緊繃  
• 哭不一定就是肚子餓(尿布濕、需要安撫、心 情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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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寶餓了的暗示行為  

36 

騷動 嘴巴張開 轉頭 
尋覓食物／翻找 

早期訊號：「我餓了！」 



寶寶餓了的暗示行為  

 中期信號：「我真的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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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展 增加活動 將手放入口中 



寶寶餓了的暗示行為  
 晚期訊號：「先安撫我，然後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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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鬧 大量動作 臉色變紅 



寶寶吃飽的暗示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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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腳自然放鬆  

手掌張開  

安靜平穩 



嬰兒吸吮到奶水表徵 

嬰兒慢而深地吸吮 

可以聽到或看到嬰兒的吞嚥 

吃完自己放開乳房，看起來很滿足且有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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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ohTAl7bD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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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嬰兒有吃到足夠的奶水 
 

記憶口訣是  U  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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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嬰兒得到足夠奶水的表徵  
 
 尿布濕（urine ）出生1~5天:每一天加濕ㄧ塊尿布第6天後:
一天至少6次溼且重的尿片  
 
 排便(stool) 第1~3天:深綠，幾乎是黑色的黏便 第4~6天:
顏色變淡，越來越黃 第6天後:一天至少3到4次的黃色大便  
 
 
 體重變化(body weight) 體重於兩週內回到出生體重，每
週體重約長155-241公克 0-4個月每月增加0.5-1公斤  



判斷嬰兒得到足夠奶水表徵 
 二、尿布濕 

 檢查嬰兒的尿量，有用而快速的檢查。 

43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一週後，得到足夠奶水時，在24小時內排出6到8次清澈的尿。 



判斷嬰兒得到足夠奶水表徵 
 三、嬰兒的排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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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到3天，排出深綠，

幾乎是黑色的胎便。 

第4到6天，顏色變

淡，越來越黃。 

第6天後，一天至少

解3到4次的黃色大

便。 

出生後5到6天仍只有解胎便，可能是沒有吃到足夠奶水的表徵。 



體重變化 

 一、檢查嬰兒體重增加情況，這是最可靠的表徵。 

 二、平均體重下降7% -醫護人員必須警覺是否有哺乳問題  

 三、下降7-10% - 

       - 確定擺位與含乳正確  

       - 觀察乳房有開始脹奶或泌乳.     

       - 增加餵奶次數  

       - 鼓勵擠奶  

 四、新生兒體重下降10%以上 

       –除上述外在家屬同意下增加配方奶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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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支持對於成功哺乳的重要性 
 



47 

成
功
哺
乳
的
支
持
系
統 



           幫助自認奶水不足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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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傾聽及了解:任何時候母親想要告訴你對她很重 要的事情，讓她先告訴
你  

  評估哺乳情形  

  檢查母親及她的乳房 

  建立信心及提供支持 

  接受及適當的讚美 

  給於實際的幫忙及有用的資訊 

  使用簡單的語言收集母乳史  

  不要有批判性用語  

  

  



增加乳汁分泌秘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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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善哺乳方式:不限制、依寶寶需求哺餵  

 • 確定嬰兒的含乳是正確的、吸吮是有效的  

 • 增加肌膚接觸哺餵的次數夜間哺餵 

 • 調整母親心情:家人支持  

  

  



當嬰兒不會含乳時  
 ＃不要放棄希望  

  原因:  
 生產方式與過程會影響哺乳的成功與否  
 延遲哺乳 
 使用乳頭保護套 
 舌繫帶過短問題  
 奶水流速慢是最常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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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嬰兒不會含乳時  
 ＃協助方法  

 肌膚接觸  

 當Baby不願意含乳  

 • 調整乳房幫助嬰兒容易找到含乳的姿勢  

 • 擠壓乳房幫助Baby喝到一口奶  

 • 運用乳房擠壓法來增加流向Baby的奶水更多  

 • 無法親自哺餵，避免使用奶瓶及人工奶嘴杯子餵食方 式來取代  

 • 杯餵僅是一種暫時性、應急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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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哺育法(Biological nurturing)  
 
 ＃亦稱為嬰兒引導餵食  

 • 強調母嬰在乳房接觸時，嬰兒依著母親身體緊密的 貼合  

 ＃六大關鍵:  

  • 母親姿勢  

  •嬰兒姿勢 嬰兒狀態 

 • 賀爾蒙狀態  

 •新生兒原始反射  

 •先天性母性行為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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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為什麼經常哭鬧的原因 

不舒服    髒,熱,冷 

疲憊 訪客太多 

生病 哭鬧型態改變 

飢餓 沒有得到足夠的奶水，生長快速嬰兒食慾大開
的時間：7-10天、 3週、6週、3個月、6個月
大時,但也可能發生在任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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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為什麼經常哭鬧的原因 

5.母親的食物 (任何食物,有時是蛋白質過敏、牛奶、豆、蛋、及花生)
注意到當她吃了某些特別的食物後,嬰兒比較煩躁 

6.母親服用的藥物 (咖啡因、香菸、其他藥物) 

7.母乳過多或噴乳 
反射過強 

嬰兒乳房含得不好或可能吃到太多前奶,而沒有足夠後
奶 

8.腹絞痛(colic)  

9.高需求的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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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撫嬰兒哭鬧的方法  

5S安撫技巧 

1. Swaddling  包覆 

2. Side/stomch   positioning in the parents＇arms 

    於父母懷中改變擁抱的姿勢 

3. Shushing  發出噓的聲音 

  （吸塵器的聲音、廣播電台轉頻道的聲音） 

4. Swinging  搖晃 

5.  Sucking  吸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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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撫嬰兒哭鬧的方法 

抱的姿勢 

 讓他看到你的臉 
溫和語調和他說話 
手放在他的肚子上 
嬰兒手臂彎曲交叉置於胸前 

 
Swaddling   將嬰兒舒適包起來 
Side. 將嬰兒抱起來 
Swinging溫柔的搖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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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撫技巧 

1.心跳聲音 
2.順著頭髮撫摸安撫寶寶 
3.適度的肌膚接觸-按摩 
4.視覺刺激－圖片或天花 
5.輕拍寶寶背部--試試幫寶寶再度排氣 
6.抱著寶寶散步分散注意力Side 
7.吸吮Sucking 
8.兜兜風 
 



結論 

強化母親相信自己有足夠奶水，是促進成功純母乳哺餵的關鍵

之一。 

鼓勵母親隨著身體自然反應並依飢餓線索哺乳。 

引導母親扮演一個主導者，讓自己在過程中看見努力與付出的

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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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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