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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哺育是最 的 資之一，可以 生 並促進個
人與國家的健康、社會與經濟發展。 然全球的
母乳哺育率相對的高，相較於國 嬰幼兒餵 ，
僅40 的嬰兒 個月 母乳哺育，持續 母乳到

或以上的嬰兒也僅45 。 者，母乳哺育率在不同
的地區與國家間的 性 大。 能 最佳母乳哺
育 ， 計 可 823 000 孩童與20 000
母親的死亡。沒有母乳哺育與 較低相關，且導

十 美 的經濟 。1為達成世界 生
大會在2025 至少50 母乳哺育 個月的目標，
需要一 的行動。達成最佳母乳哺育 存在許多阻礙
，其中最大的關 是職場家長缺乏支持。

母乳哺育需要團隊努力。 也需要 實證且無 見
的資 ，以及一條能支持的 ，創造賦能環境，增
能母親以適當地哺乳。 然哺乳主要是在母親面向，
伴隨父親、伴侶、家庭、職場與社會的 支持都能
改善母乳哺育。母乳哺育 關母親及其最親 的支持
者，採 入支持者的 動計 是相當重要的。 量
所有性別的母乳哺育需求，能達成性別平等。提供性
別平等的親職社會保護，包括有薪育嬰假與職場支持
，有助於營造促進母乳哺育的環境，包括在正式或非
正式工作部門中。

發現帶薪產假政策有助於降低嬰兒死亡率， 增
加一個月帶薪產假可以 外減少13 嬰兒死亡率2。 
帶薪產假促進母親在回到職場前的 能 生產恢
復，且對她們 、心理與情 方面具有 與長
的 益3。 保家長陪產假政策之權益，不應由減少
現有母親產假福利中獲得。這些政策應該 父親/伴
侶 先家庭相關的責任，同時 足工作需求。這會顯
著增加家庭中個人及經濟的安適美好。限 或缺乏父
親陪產假會減少父親與家庭相處以 關係的時間，
不利於 性別平等的育兒模式。使 陪產假的父親
能 與母親共同打造育兒與哺乳的合作團隊4 。 團隊
合作可以增能家長， 動 哺乳。

根 國 勞工 資 ，超過 女性勞工缺
乏適當的產假保護。大約1 0個國家參與的 顯示
，僅有 8個與66個國家提供陪產假與育嬰假。大部
分的國家提供至少部分的有薪產假。然而，要達到世
界 生 至少 個月帶薪產假以支持 母乳哺育的

，進展相當 5。全球最低產假的標準，根
國 勞工 2000 183之母性保護公約 與 191
的 ，分別是14與18 ， 低於需要的 個月 或
26 。 191 也 在產假結 後提供育嬰假。全球
大約一半國家 合國 勞工 的標準，包括4 低
收入國家、43 中收入國家與 高收入國家。因此
，社經 並非阻礙提供有薪假的 量，因為有數個
國家提供26 或更長的產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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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社會保護包括政 資助有薪假政策、 法以及家長友善或家庭友善的職場。為了增能家長並保
障其權利， 親職社會保護政策與 法 家長友善職場環境，包括正式或非正式部門 家長友
善 與性別平等社會常模。這些方法促進適當哺乳、健康與福利，同時 工作中的 視。性別
平等親職社會保護也能促進永續發展目標， 們共同合作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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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施全球 導方 及國家政策，促進具有彈性、及對家庭友善的的工作場所，以支持
   母乳哺育。
2.發展公有資助的產假和育嬰假模式，而非要求雇主 全 擔育兒假 的負擔。 保公
   共支出中 先 量母乳哺育措施及親權相關福利。
3. 廣鼓勵父親參與的工具 例如：資 ，這些工具能被調整以適 於全球的母乳
   哺育計劃中。
4.續 母乳哺育 個月，並促進父親/伴侶參與兒童照護及家 ，進而實現性別平等的育
   兒經 。

1.在產前，向當地助產 、 或 乳顧 等， 求最佳母乳哺育的資 。
2. 保父親/伴侶和家人了解母乳哺育的目標，進而 他們可以提供支持。
3. 出在過 中可能需要 些實 的幫助，並向父親/伴侶及家庭成 求支持。
4.參加同 支持團 ，以獲得面臨困難時的解 。
5.與伴侶討論如何分配和安排產假、育兒假，及工作安排的協 ，以促進嬰兒出生前
   個月的 母乳哺育。
6.利 產假或育嬰假 間， 母乳哺育及返回職場後的相關規劃。

.要求雇主和工會提供工作場所對哺乳的支持。
8.與同 和工會合作， 職場中母職、親職及母乳哺育的權利。 

1.經由連接社區同 團 及健康照護者， 一個支持母乳哺育的 。
2.展現成功達成具性別平等 識的家長與母乳哺育的政策模式。
3.與政 合作， 和改善關於 產 和家長之社會保護的國家法律，以支持最佳母乳
   哺育。 保非正職工作者及其他 ，也同樣得到國家法律的關 和保護。                                                       
4.經由 托兒所、哺 乳 、及彈性的工作時間等支持措施，與工會和雇主 合作
  ， 母乳哺育友善職場。
5.利 和社區平 提高婦女如何結合工作和養育任務 包括母乳哺育 之 識。
6.與 人 合作，收 有關 產 和家長保護對母乳哺育的影響，並將相關數 進行 導。

. 工作場所支持母乳哺育的 ，例如母乳哺育設施、有薪的母乳哺育時間、彈性工作調整等。
8. 取具文化特 性相關計劃的機會，以幫助母親、父親/伴侶和家庭一起 成哺乳團隊共同努力。

5.提供在嬰兒 不可轉 的育嬰假，以 保支持母乳哺育。同時 保陪產假與育嬰假不影響現有的產假福利。
6. 相關政策、發展及實施行動計劃，將非正式工作者 入支持母乳哺育的母性保護政策中。

. 並實施國 勞工 2000  183 ，母性保護公約及 191作為最低標準。
8. 討如何在其他相關的國 勞工 公約和 書中保護母乳哺育，例如：1981 提出的 156 家庭責任
   工作者公約 2001 農業安全與 生公約 1952 社會保障 最低標準 公約 。
9. 保 國 母乳 則 及世界 生大會相關的決 被 全 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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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友善的價值觀和性別平等的社會常模親職社會保護政策與立法 正式與非正式部門之家長友善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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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社會保護政策在實踐母乳哺育上扮演重要角色. 
這些政策在分配照顧工作和改變社會規範上具有重要
面向.親職社會保護討論母乳哺育的最大障礙之一，就
是缺乏職場支持.親職社會保護措施包括但不限於：家
長雙方享有公部門資助的有薪假，有助於母乳哺育和
養育子女的彈性工作政策，以及國家支持的家長和家
庭現金轉移計劃.透過公部門提供的有薪產假、陪產假
、育嬰假或家庭假來支持職場家長是支持最佳母乳哺
育的先決條件.為了改變社會常模，提升婦女獲取保健
服務機會是必要的，強化社區對現存不平等現象的理
解，並鼓勵男人和男孩支持婦女的需要和權利.

目前的親職社會保護政策往往不足. 對一些有相關政
策的情況下，經常設定婦女為主要受益者，認定女性
是唯一的照顧者，進一步加重婦女無償照顧工作的負
擔.聯合國婦女的永續發展目標現況報告書顯示，相較
於男性，女性肩負無償照顧和家務勞動量是男性的
2.6倍.母性權益保護政策強調照顧工作的平等分配，
這是實現更廣面的性別平等和賦權的必要條件.性別平
等的分工更凸顯哺乳女所扮演的獨特照顧工作，鼓勵
婦女能將哺乳與工作結合，同時促成父親/伴侶能擔
任更多其他兒童照顧的責任。鼓勵男性申請休陪產或
育嬰假，家長雙方應平等分擔照顧孩子的責任。經由
提供社會保護增能家長可以促進和創造對母乳哺育友
善政策和計劃的需求，這將有助於婦女及其伴侶平衡
照顧與其他工作。

母乳哺育主要是在母親層面，當父親/伴侶支持母乳
哺育並與他們的嬰兒有互動關係時，母乳哺育的執行
和親職關係就會有所改善。此外，父親可以和嬰兒有
更好的連結，嬰兒的發展更好。如同雙人運動的合作
夥伴一樣，性別平等的育兒團隊中，母親和父親/伴
侶需要彼此看顧，溝通，調適和信任。另外，必要時
需要隨時準備相互協助，而非由單一方來獨攬。
父職的常模正在改變。許多父親不僅是家庭支柱，而
且還直接融入母親和孩子的關係中，這對他們孩子的
發展很重要。性別平等的親職強調父親在育兒團隊中
有同等的責任，這對孩子和家長都有好處。

帶薪育嬰假有利於兒童，家庭，雇主和經濟。沒有家
長應該在提供家庭經濟或提供孩子最好的營養和照顧
之間左右為難。對家庭友善的職場在孩子出生或領養
後提供帶薪育嬰假，以及時間，空間和支持使母親成
功哺育母乳，也使家長能安心照顧幼兒直到返回工作
崗位。如果沒有這些選項，母親需要時間和有設備的
私人空間以哺餵母乳或擠乳及儲存母乳。負擔得起的
職場內或附近的托兒所，以及彈性的工作時間，可以
幫助母親繼續哺育母乳，並使家長都能為他們的幼兒
提供最好的照顧。這些安排還可以減輕壓力，增進家
庭幸福。最近的實證顯示，有薪產假育嬰假和職場支
持母乳哺育的介入措施可以提高母乳哺育率和其他健
康結果，包括經濟改善和兒童死亡率降低。

全球多數改善職場中母職保護的努力著重於強化國家
層級的相關法律。然而，超過一半（61.2％）的全球
勞動力在非正式部門中謀生，並未被這些保護政策所
涵蓋。非正式就業隨處可見，但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
國家，尤其是女性，更為常見，她們面臨的貧困風險
高於男性。在非洲，近90％的就業婦女是在非正式部
門中工作。全球只有四分之一的就業婦女，在非洲和
亞洲則只有十分之一的就業婦女享有帶薪產假。沒有
帶薪產假或產假現金福利非常低的婦女往往必須更快
恢復工作，有時甚至在分娩後幾天。在非正式部門中
工作面臨著許多哺育母乳的障礙，例如在離家很遠的
地方工作，長時間工作沒有休息，以及危險的工作環
境。此外，通常都欠缺支持哺育母乳對企業，勞工及
其家庭有益的認知。

低收入國家中50~60％的家庭無法
在收入上獲得支持7.

增加帶薪休假和創新打破文化阻礙
的策略，對父親申請陪產假的持續
時間有重大影響，進而8.

當男性申請陪產假時，他們的嬰兒更可能會
持續母乳哺育到2個月、4個月和6個月9.

在美洲、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中東和北非，
僅有約10％的國家提供兒童照護福利7.

以全球來說，母親在分娩後恢復有薪工作是提早
添加人工配方奶和提早停止哺育母乳的主要原因
之一10。

超過一半（61.2％）的全球勞動力在非正式部
門中謀生，如自營職業（自營戶），移民，家
庭產業，農業，臨時工或派遣工13。

在非洲，近90％的就業婦女在非正式部門中工
作，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這一比例為64.1％，
在阿拉伯國家則為61.8％14。

也有花費較低的方法可以支持在非正式部門中
就業的孕婦和新手媽媽，例如重新安排工作，
調整工作時間和支持哺餵母乳以及非正式的
托兒所15。

許多世界頂尖的公司正在採取更公平，慷慨的家
長育嬰假和其他對家庭友善的政策，以獲得聲譽
和降低成本的好處11

在經濟陷入困境的發展中國家，私營公司可以藉     

帶薪假

申請陪產假

有時候父親的參與備受挑戰。父親通常被視為暫時保
姆，而不被認為是照顧者。兒童健康和社會服務則經
常忽視或排除父親，沒有人教導父親有關懷孕，分娩
，嬰兒照顧和母乳哺育的支持。有限的或根本沒有陪
產假減少了父親與伴侶和嬰兒相處的時間，以至於他
們無法好好學習如何當個稱職的父親。
然而，父親是可以學習的。他們可以學習支持母乳哺
育的共同親職策略，覺察母親的想要與需要。夫妻需
要對母乳哺育目標相互溝通並達成共識，特別是面臨
母乳哺育的諸多挑戰時。父親/伴侶可以學習母乳哺
育，提供情感支持，分擔家務，照顧嬰兒和陪嬰兒玩
耍。

在越南,提供父親與母親共同組成的育兒
團隊能促進母乳哺育結果。介入組頭一

個月純母乳哺育率為35%；而父親沒有
參與的對照組則為 6%16.

在加拿大，以共同撫養方式做介入研究

，教導夫妻合作，以獲得親職共決的育

兒成果。研究顯示，實驗組有97％的嬰
兒在產後12周仍能繼續母乳哺育，對照
組只有88%17。

在中國，一個教導父親參與母乳哺育決

策及支持哺育過程；結果顯示驗組純母

乳哺育率達 40% ；對照組僅1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