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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編編者者者語語語   

    在配方奶普遍且容易取得的現代社會

裡，哺育母乳的行為有時被視之為偏執，有

時被稱之為偉大，有時被鄙之為溺愛，有時

被看作是犧牲……。然而對哺乳媽媽而言，

這不過是選擇一種愛孩子的方式，只關乎

愛、溫暖、美麗且純粹。因此，當我們因同

為哺乳媽媽聚在一起時，一切盡在不言中。

北 京 四 天 的 哺 乳 互 助 指 導 培 訓 課 程

(BREASTFEEDING PEER COUNSELOR PROGRAM)

裡，從課後的回應中，看到媽媽們自信心的

增加、技巧的改進、扶持的情誼，大家想必

都是帶著滿載的心情回家的。感謝淑娟與婉

玲的整理，讓我們一起分享 PCP 課程學員們

的心情。刊出三位國際母乳會哺乳輔導的哺

乳故事，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及獲得支持

的安慰與喜悅，一定讓許多媽媽心有戚戚焉。 

    感謝有國際母乳會，讓我們有管道可以

彼此支援、打氣、不落單、不孤單、從此心

安。 

美智 

媽媽的故事[3] 
  

哺乳互助指導培訓課程
[7]  

  

由配方奶返回乳房餵哺的
方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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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除了那眾所

周知的無數好處

以外，它更在我們

母子最脆弱的時

候給了我們無限

的力量。 

  

母母乳乳，，讓讓我我時時刻刻充充滿滿力力量量  

王雯 

 

我相信這個世界上的每個媽媽都和

我一樣，希望自己可以擁有保護孩子的強

大力量。 無論寶寶遇到怎樣的困難與危

險，媽媽都會不顧一切的衝上前，這是我

們做媽媽的本能，是給孩子的最無私的

愛。 看到寶寶的每一個小小成長，我們

都會歡呼雀躍，遠比寶寶自己

來得興奮；看到寶寶難過痛苦

時，我們也自然比他們痛上百

倍，甚至淚水橫流。我想每個

媽媽應該都經歷過這些幸福

亦或心酸的時刻吧。而對於那

些痛苦的時刻，有什麼可以讓

你充滿力量，有什麼可以讓你

振作精神，又有什麼可以讓你充滿信心，

相信自己的孩子可以戰勝這些困難呢？

我的回答是母乳，至少到現在為止，這是

我的答案，也是我體會最深刻的。 

我家小寶栗子生於二零零九年九月

二十八日。至今已經母乳餵養了二十二個

月並還會繼續下去。在戰勝了無數困難

後，我們終於成功的實現了母乳餵養。現

在想來，我覺得這一切都是值得的。母乳

除了那眾所周知的無數好處以外，它更在

我們母子最脆弱的時候給了我們無限的

力量。 

雖說母乳寶寶大多都比較健康結

實，但是生病也是在所難免的。栗子生病

的時候，往往是我最難熬的時刻。栗子第

一次生病是在近十個月的時候。輪狀病毒

感染使他開始腹瀉，哭鬧不止。他拒絕吃

任何東西，包括喝水。而醫生也再三提醒

我，如果這種情況不斷加劇，為了防止脫

水，他便需要輸液，這對栗子會是很痛苦

的。我看著他拉的已經沒有了精神，遠不

是從前那個一刻不停的小｢搗蛋鬼｣，我心

像在流血，心急如焚，眼淚也不知不覺的

就流下來了。就在我不知道怎麼辦的時

候，就在我對自己的無能感到萬分懊惱的

時候，栗子卻費勁全力的慢慢爬向我，在

我的乳房上蹭來蹭去（他在告訴我他要吃

｢咪咪｣了）。我發現栗子即使再難受，他

都會吃我的奶！就這樣，他在我的乳房上

靜靜的睡著了。我頓時覺得一

股暖流在心裡流淌，我的奶就

是他戰勝病毒的強大支援，他

在我的懷抱中獲得了他想要

的一切，他不再害怕，也不再

慌張，他有我在。我頓時不再

覺得無能為力，我發現自己原

來有如此巨大的力量，這種力

量甚至遠超過藥物。 

因為有我的母乳，他即使一天拉十

次，都沒有出現脫水的現象。在等待他自

身產生抗體的｢漫長｣過程中，他沒有過多

的哭鬧，因為每當他因不舒服而恐懼不安

時，溫暖香甜的乳汁都是他最好的慰藉，

而這同時也是我作為媽媽最好的安慰。它

讓我的焦慮很大程度的緩解了。就在我們

都在不斷增強信心的時候，栗子的身體也

不斷強大起來，症狀減輕了，漸漸康復

了。看著那些因為拒絕食物而不得不輸液

的寶寶，我真的很心疼。如果他們有媽媽

的乳汁，他們的痛苦一定會減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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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大寶生病而和

她同吃同住的小寶

非常健康的時候，我

就會深深的感到母

乳的重要性。 

 

    而這樣的感受在以後的日子裡也變

得越發強烈。最近的一次皰疹病毒感染更

讓我體會到了乳汁的巨大力量。栗子在二

十一個月的時候，身體開始出現一些調整

抵抗力的徵兆，比起以前似乎變得｢脆弱｣

了，也就在這個時候，他感染了皰疹病毒

第一型（是水痘病毒的變種）。這應該算

是他出生以來生病最嚴重的一次。發高

燒，牙床紅腫，喉嚨處還有潰瘍。只要看

著就知道有多麼不舒服。連咽口水都疼痛

難忍。醫生也預言，如果發展的比較厲

害，他的牙床有可能全部破掉， 那將是

非常恐怖的，就看栗子自己的抵抗力如何

了。我當時的心痛真的無法用語言來形

容。又一次，母乳救了我。那些天，栗子

仿佛變成了純母乳寶寶，每天長在我的乳

頭上。雖然覺得很辛苦，但是看到他強忍

著疼痛努力吸吮的樣子，我真的在心裡不

停為他加油！我頓時覺得自己也充滿了

力量。在病毒面前，我和栗子都是充滿能

量的！在整個過程中，栗子沒有吃藥，也

沒有吃任何固體食物，只是因為這次太嚴

重了，在他高燒的情況下，需要大量水

分，醫生為栗子輸了一點電解質水。他的

牙床也沒有破掉，而是慢慢消腫了。連醫

生都很驚訝，通過這些事，她也對母乳有

了更多的認識。事後，她告訴我，栗子是

她見過的同齡病人裡，受罪最少的，他很

強悍！ 

在母乳餵養的過程中，我由心的發現

這是多麼神奇的自然過程！母乳是我能

給予栗子的最好的東西，也是他現在最需

要的東西。我想我會繼續堅持下去，直到

有一天，他真的不再需要我的乳汁。我也

會同很多母乳媽媽一樣，每天都和寶寶一

起，幸福著，感動著，成長著。 

（王雯目前是國際母乳會上海小組的哺

乳輔導） 

 

我我 的的 母母 乳乳 餵餵 養養 故故 事事  

任鈺雯 

 

我在當研究生的時候曾經寫過一篇

關於母乳餵養方面的作業。那個作業長達

40多頁，正因如此，我覺得自己對母乳餵

養瞭解得非常深刻和透徹。當第一個孩子

出生時，我很自然的就把她放在我的胸

口，她也很自然的就吸吮起來。很好的開

始，但是後面的困難卻是我毫無準備的。

首先就是乳頭疼痛。正如學習了很多游泳

的理論，卻沒有下水游過一樣，那些在圖

片上的姿勢，由自己真正的開始操作起

來，肯定不會很準確的。由於餵奶的姿勢

不正確，我很快就感覺到鑽心的乳頭疼

痛。每次寶寶吃奶，我就是咬緊牙關，非

常大義凜然的樣子。細心的護士給我拿來

的保護乳頭的藥膏，還請了專業的哺乳指

導師來指導我。所以這個問題，很快就解

決了。然而，第二個問題又來了，寶寶出

現了黃疸。護士說，要給孩子吃配方奶，

讓她多拉大便。我和先生都沒有任何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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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就讓護士給孩子吃了奶粉。其實，

這是毫無用處的，因為我家大寶在第三

天，仍舊被送進了NICU（新生兒監護病

房），並且因此還引發了第三個問題，就

是漲奶。因為孩子被餵了奶粉，我的乳汁

就得不到排空，尤其是孩子進了病房後，

每天有固定的時間是不能探視的，所以我

的漲奶就變得異常的痛苦起來。我和醫生

講了這個情況之後，我得到了一套手動吸

奶器，此外我在醫院探視寶寶期間可以哺

乳，也可以使用醫院的專業吸奶器。但是

由於寶寶黃疸不退，而且各項檢查也沒發

現有什麼問題，醫生在寶寶進病房第二天

就下令不讓我哺乳了。那時我還沒有接觸

到國際母乳會，所以對此沒有任何意見。

但是如果現在，我可

能會和醫生護士提出

我的看法。由母乳引

起的黃疸或者使黃疸

加重的情況是非常少

見的。而過早給孩子

吃配方奶和使用人工

乳頭倒是會使問題複

雜化，並且使得今後的母乳餵養困難。大

寶在醫院接受治療期間，我也在經歷著痛

苦的漲奶。好在專業的吸奶器，頻繁的吸

奶，溫水淋浴，以及先生耐心仔細的按

摩，終於幫我度過了這一段困難。 

很幸運的是，我家大寶沒有出現乳頭

混淆。回到家後，她仍舊可以吃我的奶。

直到她7個月，我由於生病，又被醫生下

了斷奶令，所以很遺憾的結束了大寶的母

乳生涯。其實這樣的斷奶是完全可以避免

的。因為可以要求醫生開出母乳餵養安全

的藥。而且，按當時所用的藥，那麼三天

的用量，也不會對寶寶有什麼傷害。至今

我仍舊對大寶過早斷母乳感到遺憾，所以

每次大寶生病而和她同吃同住的小寶非

常健康的時候，我就會深深的感到母乳的

重要性。 

小寶出生時，我已經是個有經驗的母

乳媽媽了。所以沒有發生乳頭疼痛，漲奶

的情況也相對好些。但是小寶7天大的時

候，我發了一次高燒。由於體溫太高，不

得不住院治療。我所住的醫院規定病人不

能單獨和嬰兒相處，必須有另一個成人陪

伴。我家先生要在家照顧大寶，所以不可

能來醫院陪我。朋友白天可以來，但是夜

間也得回去。所以只好讓先生把小寶帶回

家了。隨著我的高燒持續不退，抗生素越

加越多，醫生說，還是暫時不要哺乳了。

我又開始了每三個小時吸奶的日子。即使

在高燒得有點神志不清的情況下，還是堅

持吸奶。因為我知

道，母乳是孩子最好

的食物，孩子需要我

的乳汁。 

當燒退出院，小

寶又回到我的臂彎，

她很自然的就吸吮起

我的乳房。更有趣的

是，掙札地吃了近幾天配方奶，最後絕食

的她，從那一刻起，就再也不吃從奶瓶裡

流出來的奶了。之後的日子，我開始參加

國際母乳會的聚會，得到了很多母乳餵養

上的支持，這也使得我能一直母乳餵養小

寶，直到她兩歲3個月時和我講：｢媽媽，

我長大了，不要吃內內了。 

（任鈺雯目前是國際母乳會上海小組的

哺乳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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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奶的時候，他們互相凝望

對方，哥哥又常撫摸妹妹的

頭髮和小手。兩兄妹一起在

懷裡睡著了，我也睡著了，

一天的疲勞也帶進睡夢裡。 

朗朗 朗朗 的的 離離 乳乳   

黃黃天天慧慧  

 

今天晚上，大兒子朗朗又問我可否嗅

嗅妹妹的腳板才睡覺啊，我問他：「是不

是好香的呀？」他回答：「是」。 兒子

吃母乳到４歲，妹妹容容兩歲多了，還在

吃母乳，也許是兒子在妹妹身上嗅到一股

熟悉的氣味。 

快五年的母乳餵哺生活，由起初和丈

夫一份簡單的信念開始「人飲人奶，牛飲

牛奶」。有兩件喜樂的事改變了我的人

生，第一件是我感受到中國人叫「有喜」

之事「懷孕」；第二就是「甜」兒子吃飽

奶後，「甜」絲絲的睡在我懷裡。 

朗朗三歲仍在吃奶，容容出生，我心

裡充滿混亂，怎樣可以將兩個孩子一起放

在乳房餵奶，還要忍耐別人對這樣餵奶的

奇異眼光，自己在混亂中不停摸索。感恩

的是我很快已經掌握兩兄妹如何一起在

乳房吃奶的技巧。   

回想去年朗朗四歲斷奶的日子，那時

我們正在外地旅遊，晚上在一所雪山上的

餐廳吃晚飯，餐廳的經理得知是朗朗的生

日，送上點著洋燭的小蛋糕，我們對他

說：「你四歲長大了，不需要親親啦！」

朗朗開心地吃著他最喜愛的蛋糕。晚上回

到酒店，他睡在我懷中說要親親，我回

答：「不是吹了洋燭，切了生日蛋糕，長

大了不再親親麼？」他想了一想，沒說多

少便入睡了。從此之後，他偶爾會問可以

親親嗎？特別是他看著妹妹吃奶時，我沒

有拒絕他，只笑著說：「你已經是大哥哥，

真的要像妹妹般吃奶嗎？你和妹妹一起

吃粥、吃飯！」他笑笑便跑開了。 

朗朗四歲生日的前半年，我經常告訴

他，到四歲生日的當天為他安排生日蛋糕

和吹洋燭慶祝成為大哥哥，不再親親了，

我相信這樣的安排，給我和朗朗足夠的時

間作心理準備，離乳的過程是那麼自然和

值得回憶的美事。 

補充：「親親」是朗朗要吃奶時的代語。 

（黃天慧目前是國際母乳會香港地區的

哺乳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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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互助指導培訓課程 
BREASTFEEDING 

PEER COUNSELOR PROGRAM 

哺乳輔導 陳淑娟 

哺乳輔導 余婉玲

 

期待己久的「哺乳互助指導培訓課

程」終於在 2011 年 8 月 26 至 29 日在北京

實現了，參加的女士來自包括北京在內的

7 個城市共 35 人，她們的工作分別是醫

生、護士、藥師、教師、編輯、幼兒工作

者、媒體、記者、商務人員、母乳推廣者、

全職媽媽 8 位，以及 8 位專業醫療人員），

寶寶和幼兒共 6 人，同行照顧寶寶的有奶

全職媽媽等等（其中上班哺乳媽媽 19 位，

奶、婆婆、爸爸、公公、姊姊和亞姨，場

面極為感人（國際母乳會北京小組的志工

媽媽們協助報名，以及為遠距離的學員在

北京的住宿做安排。課程最後請各位學員

分享收穫，場面充滿溫馨、相互鼓勵、扶

持的氣氛。其中原本不怎麼支援母乳餵養

的婆婆，旁聽四天的課程後，態度轉而變

得十分積極，支持媳婦繼續餵母乳！） 

這次培訓課程感謝北京安太醫院的

大力支持，使培訓得以成功進行，使參加

的女士可以帶同正在哺乳的寶寶參加4    

天的培訓、使支援媽媽的照顧者得以坐在

舒適的隔鄰房間內陪伴寶寶（備有適合幼

兒休息的地方，連嬰兒床都搬來了！）當

寶寶需要吃奶時，可以立刻抱寶寶給媽媽

餵奶。  

培訓的兩位導師由來自國際母乳會｢

哺乳互助指導課程｣的指導老師——臺灣

的陳淑娟女士和香港的余婉玲女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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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小時的哺乳管理技巧。課程涵蓋了母

乳餵養的好處、乳房解剖生理、哺乳媽媽

面臨的障礙、哺乳難題的處理、為坐月子

作準備、上班媽媽如何哺乳、瞭解寶寶和

學步兒的需要、離乳、特殊時況下哺乳和

醫療照顧時需要注意的事項、哺乳互助指

導的工作和溝通技巧。培訓以多元化方式

說明，學員以輕鬆的方式吸收知識，分別

有課堂教授、角色演練、討論等。 

課後回應： 

賓柯 北京 

課程中所傳遞的母乳會的資訊和溫

馨助人方式，我確實還沉浸在課程中那種

飽滿的狀態當中，每一位元母親都像花朵

一樣綻放，沁人心脾，滋養人與人的關

係。我把這次母乳會學習體會和成果分享

給我親朋好友與導師，他們都很為我高

興。而且神奇的｢全吸｣狀態，從課程結束

後第二天就不斷有媽媽電話或留言或當

面問我相關哺乳問題，我可以柔和的回

應，最後讓對方自己做出適合的選擇，感

覺真是太棒了，我想您一定知道那種喜

悅。 

中國經濟導報社 廣告部 黃鈺清 

一直到現在寶寶 2 歲了，還在吃母

乳，這期間有許多的疑問，很想有個權威

的機構能幫助消除顧慮，可是當初怎麼就

是找不到呢 ？直到今年的 7 月份才接觸

到了母乳會。天啊！真是慶幸！我所有的

疑問都得到了解答，更加慶幸的是，還參

加了 PCP 的課程，樹立了信心，學到了更

多的知識！同時我婆婆也學到了許多，呵

呵！ 

姬春芬 河南焦作   

課程中總有那麼多讓我感動的細

節、總有那麼多讓我為之堅持的動力，總

有那麼多的力量讓我去把對母乳媽媽和

寶寶的那份愛無限的傳遞下去。我想讓更

多的寶寶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樣享受到他

們應該得到的這世界上最美好的食物。我

愛我的寶貝們，與孩子一起成長，並快樂

著！ 

（姬春芬育有二位子女，男孩兒未未 5.9

歲，女孩兒末末 10 個月。） 

趙欣 成都 

關於課程感想與收穫：  

記得一位媽媽說過，｢一雙推動搖籃

的手，也能推動世界。｣這句話給我蠻大

震撼。不是說我有多麼大的宏圖抱負，而

是我意識到，從點滴之事做起，從身邊之

事做起，只要｢在路上｣，就會越來越好。

就像兩位老師最初也是像我們今日一樣

開始。所以，加油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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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由配配方方奶奶返返回回乳乳房房
餵餵哺哺的的方方法法  

不不要要斷斷然然停停止止配配方方奶奶，，需需要要循循序序

漸漸進進。。  

準備階段 

1. 首先諮問你的醫生，寶寶大概需要吃多

少奶？ 

2. 記錄過去幾天補多少配方奶給寶寶。 

3. 準備杯子、針筒或餵食管作補奶用。 

開始的第1-3天 

1. 開始時每1天減少30ml的配方奶（不是

每餐減少30ml，而是每天減少30ml）。 

2. 監察大便和小便的量是否足夠（每天

2-5條大便片；6-8條濕尿片）。 

3. 如果大小便足夠，保持每天減30ml配方

奶，不要多減，讓寶寶在乳房儘量多吃

奶。 

4. 保持擠奶補充給寶寶。 

第4-6天 

1. 按照1-3天的量，再減少30ml配方奶。 

2. 監察大便和小便的量是否足夠（每天

2-5條大便片；6-8條濕尿片）。 

3. 如果大小便足夠，保持每天減少30ml

配方奶，不要多減，讓寶寶在乳房儘量

多吃奶。 

4. 保持擠奶補充給寶寶。 

第7-9天 

1. 按照4-6天的量，減少30ml-60ml配方奶；

如果寶寶一切正常，可以一天減少

60ml。 

2. 監察大便和小便的量是否足夠（每天

2-5條大便片；6-8條濕尿片）。 

3. 如果大小便足夠，保持減少的奶量，不

要多減，讓寶寶在乳房儘量多吃奶。 

4. 保持擠奶補充給寶寶。 

往後的日子 

1. 監察寶寶的大便和小便的量，確定寶寶

的增重正常，可以繼續每2-3天減少配

方奶。當擠出的奶量完全取替配方奶時，

你的奶量已經足夠寶寶需要，你可以直

接在乳房餵。  

2. 如果寶寶的增重或大小便量不足夠，停

止在現階段或返回上一個減配方奶階

段，慢慢前進。 

3. 量度寶寶體重時要注意： 

 用同一個磅。 

 寶寶要脫去衣服和尿片。如果寶寶

有穿衣服，每次量體重的時候應該

穿同等件數的衣服，避免出現差異

引起恐慌。 

監察寶寶體重增長 

 每星期量度體重一次監察寶寶體重是

否足夠？當完全在乳房吃奶後的一星

期，再量一次體重確定寶寶吃夠奶。 

擠奶方法 

建議使用專業雙邊擠奶器（醫院用的型

號）： 

1. 如果寶寶在某餐沒有在乳房吃奶，媽媽

需要每邊擠奶20-30分鐘或至最後一

滴。 

2. 奶流出後的兩分鐘（即是說：如困擠奶

20分鐘後，奶水沒再流出，再擠兩分

鐘）： 

 如果寶寶沒有吃奶至乳房變軟，媽

媽需要每邊擠奶15分鐘； 

 如果寶寶吃奶至乳房變軟，媽媽可

以餵奶後30-60分鐘擠奶。 

有效擠出更多奶水的方法 

 擠奶｢前｣按摩乳房。 

 擠奶｢時｣按摩和擠壓乳房。 

 擠至最後一滴奶流出後的兩分鐘。 

 可以用手再擠出一些奶。 

Reference: 

http://www.kellymom.com/bf/supply/decrease-formula.html 

http://www.kellymom.com/bf/supply/decrease-formula.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