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母乳哺育週2021

保護哺乳: 責任共擔

設置場景
COVID-19大流行給全球社會帶來了巨大挑
戰。確保所有人的生存、健康和福利比以往任
何時候都更加重要。母乳哺育是生命的基礎，
有助於短期和長期健康以及一般情況和緊急情
況下的良好營養和食品安全。

母乳哺育也是一項
需要得到尊重、保護
和實踐的人權。
由政府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共同努力創造一個對
母乳哺育友好的環境是一個通過公共衛生實現
母乳哺育的途徑，也是保護和支持母乳哺育重
要的一部分。我們必須理解母乳哺育是一項彼
此共同的責任，並落實能支持母乳哺育的實證
政策。政策和措施的適當調整可以對母乳育嬰
家長的日常生活產生顯著的影響。包括要求；
對衛生服務的投資，確保員工接受良好訓練，

並有時間和專業知識以提供高質量的哺育支持
和護理；頒布和維護立法，以保護母親及其他
家長享有更多產假和育兒假的權利；另一個要
求是，全面實施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和隨
後的世界衛生大會決議（守則）。證據顯示，
多部門公共衛生策略可以改善母乳哺育實踐。
我們必須更廣泛、更公平地採用這些策略。
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母乳哺育受到了
正面及負面的影響。由於大多數政府的封城和
行動限制，家長有時間待在家裡，專注於照
顧和養育嬰兒。另一方面，由於考量新冠病毒
傳播的風險，一些國家實行了保護性母嬰隔
離。世衛組織建議維持母嬰在一起，不僅是
基於安全考量，母乳哺育更可以防止過高的新
生兒死亡率。母嬰分離對母乳哺育的開始和
持續影響甚鉅；負荷過重的衛生系統以及社交
隔離的要求也限制了母乳哺育諮詢和支持的可
近性。隨著疫苗接種計劃的實施，確保實證政
策和計劃落實，以保護母乳哺育者免於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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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衛組織和相關當局（CDC、ACOG、NHS）
已就此事發布指引意見。

及持續的照護。暖鏈中的每個參與者或環節可
能已經是現有倡議的成員，例如愛嬰醫院計劃
(BFHI) 或社區健康計劃中。通過整個暖鏈中一
致的資訊和有效的轉介系統，哺乳母嬰將得到
持續的支持和哺育諮詢。一個保護和支持母乳
哺育的有利環境將最終保護家長和家庭免受母
乳代用品 (BMS) 產業的影響。

大眾媒體和數位經濟正在興起。母乳代用品
(BMS)產業通過廣泛的宣傳和不道德營行來獲
利，這是母乳哺育面臨的一個特別嚴峻的挑
戰。這些做法在守則中提及，並且應由國家立
法加以規範。今年是《守則》頒布 40 週年。
儘管在一些國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進展，但在
許多國家，守則的監督和執行由仍力有未逮。

次優(非最佳的)母乳哺育做法是一個公共衛生
問題，需要社會層面的努力和投資。今年的世
界哺乳週，我們再次確認保護母乳哺育是一項
共同的責任。現在是社會大眾為保護和支持母
乳哺育提供資訊、支持、參與和激勵行動的時
候了。這將有助於確保兒童及其家庭的生存、
健康和福祉，並能實現 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關
鍵，人人有責，一個都不能少。

公共衛生面向在持續
保護和支持母乳哺育
照護過程中需納入
多部門合作行動。

2021年行動文件審視不同層面對母乳哺育保
護和支持的挑戰；包括；國家、衛生系統、工
作場所和社區等。同時概述應對各個層面挑戰
的解決方案所需要採取的具體行動。

WABA 的母乳哺育暖鏈（Warm Chain）活動
視哺乳母嬰為核心，並遵循生命一千日的時間
表，致力聯結不同層面的參與者，以提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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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層面的挑戰、解決方案和行動 - 國家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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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層次
挑戰
在全球範圍內，絕大多數女性都選擇母乳哺育
新生兒，但不幸的是，許多女性無法達到自己
期待的母乳哺育目標。缺乏對母乳哺育友好的
環境仍是最主要的障礙。在國家層面缺乏對母
乳哺育保護和支持的政治考量和長期投資意願
是其根本原因。
遵守守則是關鍵。雖然已有136個國家採取了
某種程度法律措施，但是只有25個國家(42個
中)整體內容(一定程度上)與《守則》保持一
致。儘管各國可能都有一些立法，但有關產品
範圍、標籤、健康宣稱、銷售點和交叉促銷的
問題仍然存在；且有效的監督和執法則普遍缺
乏。

缺乏符合《國際勞工組織（ILO）公約》中概
述的最低國際標準的公費資助的生育和家長社
會保護立法也是一個障礙。目前有超過8億女
工沒有得到保障。國家層面的其他障礙包括；
缺乏跨部門協調、愛嬰醫院倡議(BFHI)執行不
力、以及持續的COVID-19大流行和其他危機
的影響，使許多想要母乳哺育的人無法獲得其
所需要的有利環境。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事實與數據

全球母乳哺育率仍然很低，只
有43%的新生兒在出生後1小
時內開始母乳哺育，41%的6
個月以下嬰兒完全母乳哺育。
儘管70%的女性會繼續母乳哺
育至少一年，但母乳哺育率在
兩歲時下降到45%。

各國之間和國家內部在母乳
哺育率方面存在差異。例如
在美國，由於社會經濟背景
的不同，不同人種群體之間
的母乳哺育開始和持續時間
存在差異。

要實現2025年時50%純母乳
哺育率的全球營養目標，所有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將需
要在10年內額外投資57億美
元，即平均每為新生兒4.70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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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如果優先考慮母乳哺育和母嬰健康，就可以克服
這些障礙。公共衛生層面的實證策略可以對社區
的母乳哺育率及其實施產生重大影響。必須有
可持續和長期的投資，並得到政治意願和領導者
的支持。相關母乳哺育對健康和社會利益以及如
何保護、促進和支持母乳哺育的科學證據早已存
在。

好的工作場所也有助於創造一個有利於母乳哺育
的環境。國家政策和計劃應根據國際勞工組織
的 建 議 強調正職和非正職部門員工獲得帶薪產
假、陪產假和育兒假的必要性。應為婦女提供至
少18週，甚至6個月的帶薪產假。提高基於工作
場所的母乳哺育支持條例的涵蓋率和品質，包
括哺乳室和帶薪休息時間也至關重要。

為改善全體母乳哺育的國家計劃及其所需要具備
的關鍵要素已被確認，例如母 乳 哺 育 齒 輪 模 型
(BFGM)。這些包括實證倡議、政治意願、政策
和立法、對工作人員的持續培 訓 、在衛生機構
（例如 BFHI）和基於社區的計劃（例如母乳哺
育同儕諮詢和支持）中實施實證的工作方式。同
樣重要的是行為改變宣傳活動、研究和評估的
實施，以及涉及一個高度自主國家級母乳哺育單
位，能展現有 效 的 多 層 面 協 調 ，做出從地方到
國家層面的及時決策。

母乳代用品 (BMS) 行銷的監管和監控至關重要，
因為母乳代用品 (BMS) 產業已被證明在世界各
地違反《守則》，尤其是在COVID-19大流行
期 間 。大眾媒體和數位行銷的激增凸顯了與各
種利益相關者（尤其是社交媒體公司）攜手的必
要性，以提醒他們注意適用於其平台的相關法
規。現在是國際衛生機構和政府探討如何監管母
乳代用品 (BMS) 在社交媒體平台上的數位行
銷，並追究公司責任的時候了。保護和支持母乳
哺育的所有要素都需要社會和政府的多個部門參
與，以公眾衛生方式為途徑，共同承擔不含利益
衝突(COI)的責任。

賦 權 予 家 長 並確保其權益的公平社會保護的關
鍵；包括立法、支持性工作場所政策和積極的態
度轉變。包括家長社會保護政策和立法，例如公
費資助的帶薪休假。正職和非正職部門對育兒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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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國家成員的行動
通過實施、監督和執行《守則》，加強對母乳哺育和嬰幼兒餵養 (IYCF)的保護。
增加投資以提高從出生到兩歲及以後的母乳哺育率。
加強監測系統以追蹤政策進展及推行以實現國家和全球母乳哺育的目標。
在世界衛生大會倡議辨識有效控制母乳代用品 (BMS) 公司數位行銷策略的方式。
運用實證政策工具進行系統性評估及辨識在保健、經濟、社會及文化環境能改善哺乳的政策與
計畫。
在正式與非正式之職場部份執行產假及育嬰假社會保障法與支持職場哺乳。
提供在新冠肺炎疫情與其他緊急狀況的情況下能與世界衛生組織方針相輔相成的適當、適時之
哺乳支持國際準則。
鼓勵從多領域層面檢視沒有哺乳的花費，以強化社會各階層落實保護、提倡及支持母乳哺育社
會的共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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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系統層次
挑戰
許多醫療系統目前無法提供持續照護，使得脆
弱的哺乳嬰兒與家庭深受母乳代用品(BMS) 產
業的影響。缺乏愛嬰醫院的執行力意味醫療系
統沒有給予哺乳足夠的支持與保護。醫療系統
中的訊息不一致、醫療人員缺乏足夠的訓練使
其能熟練的幫助哺乳與遵循守則的責任、超量
的工作與不當的資源分配都會影響給予哺乳家
庭照護的能量與品質。
自從19世紀晚期母乳代用品 (BMS)的第一個
廣告開始，廠商開始轉而透過醫療人員將其
產品介紹給新手媽媽和她們的嬰兒。2020
年守則現況報告指出：極少數國家有採用健
全的必要監測以減少醫療系統促銷產品。國
際嬰兒食品行動網絡
國際守則證據中心
(IBFAN-ICDC)發佈的定期監控報告刊載母乳
代用品(BMS)產業持續違反守則的證明紀錄。

再者，醫療系統內的利益衝突仍須高度關注，
例如醫療人員接受付費幫忙分發配方奶樣品或
接受母乳代用品廠商的禮物。
新冠肺炎疫情使婦幼保健的供應及運作緩慢了
下來。疫情對被邊緣人口的影響更大，其間的
差距正在顯著擴大中。疫情導致醫療資源系統
從哺乳支持從轉移；這個情況在違反守則的醫
療系統中更加複雜。世界衛生組織的指引中明
確的建議；鼓勵確診或疑似確診的母親嘗試或
繼續哺乳，同時維持與嬰兒的肌膚接觸，但是
某些政府在其保健系統中執行互斥矛盾的準
則。

事實與數據

世界衛生組織對終止嬰幼兒食品
不當促銷的指南包含；母乳代用
品 (BMS) 廠商不應與醫療人事
系統出現利益衝突。同樣的，醫
療系統、專業醫療人員及非政府
組織都應避免這樣的利益衝突。

世界衛生組織新版保護、提
倡與支持哺乳行動指引，將
遵守《守則》列為在愛嬰醫
院行動下之國際醫療機構實
施十步驟之一。

在136個有立法《守則》的
國家中，僅79個有全面禁止
利用醫療機構宣傳，而只有
30個致力於完全禁止給醫療
人員禮物或獎勵金的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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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當醫療系統執行愛嬰醫院行動十步驟時對哺乳
有正面影的效益。證據顯示，越能落實愛嬰醫
院行動步驟，就有更大的機會能改善哺乳。哺
乳教育與醫療人員訓練能提昇知識、態度以及
對愛嬰醫院行動的落實。來自專業及同儕人員
的哺乳諮詢、實務與情緒支持能提高哺乳持續
率與純母乳哺育率。暖鏈運動接續提供一致的
資訊與適時轉診系統，讓哺乳家庭能獲得隨著
時間所需的持續支持。
投資人力資源、教育訓練與各級衛生系統人員
留任；包含社區保健人員，以提昇其提供母乳
哺育諮詢及支持的能力。2021年是國際健康
照護人員年，是倡議投資與保護包含與支持哺
乳相關人員在內的醫療人員的絕佳機會。
《守則》概述醫療人員的具體責任，因此所有
工作人員應清楚並被教育《守則》的相關規
定，以及避免利益衝突的必要性。對於大規模

實施愛嬰醫院行動，以及以社區為基礎的哺乳
諮詢的投資將有助於保護與支持母乳哺育，因
此修訂版的愛嬰醫院行動也納入對《守則》的
遵循。醫療機構中有系統的監測、報告、執行
《守則》與利益衝突聲明要求能保護醫療系統
免於受到母乳代用品 (BMS) 產業的影響。
政府以及醫療系統有責任確保愛嬰醫院行動在
公立與私立醫療衛生單位落實。尤其在當前持
續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與日後更顯重要。各國
家需追蹤疫情對哺乳的影響、調查有哺乳嬰兒
家庭的需求，尤其是被忽略族群，更需要發展
能幫助他們完成哺乳目標的有效方式。唯有全
體醫療系統內外人員的共同參與和合作才能達
到此目標。從本質上講，這意味著創建一個能
強調每位參與者的角色和共同責任以支持和保
護母乳哺育的暖鏈行動。

醫 療 系 統 與 醫 療 人 員 中 決 策者的行動
在以母嬰健保為目標，在醫療系統各層面擴大實施修訂過後的愛嬰醫院行動十步驟。
投資對所有提供母嬰健保服務醫療人員的哺乳諮詢與《守則》訓練。
資助基層照護單位的哺乳支持。
確保醫療系統的各個單位中對《守則》進行系統及定期的監測。
遵守世界衛生組織關於終止嬰幼兒食品不當促銷的指南，避免醫療衛生提供者之間的利益衝
突。
與國家衛生專業組織共同倡議；停止接受母乳代用品 (BMS) 的支持或贊助。
通過建立衛生系統與社區內的跨領域團隊合作之暖鏈運動，以提供持續性照護。
使用嬰幼兒餵養：模式章節，將母乳哺育知識與技巧融入保健工作者之職前與繼續教育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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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層次
挑戰
全世界很多的職業家長都缺乏足夠的社會保
障，包含公費帶薪假政策、家長友好職場政
策、哺乳與擠乳空間、帶薪哺乳時間還有彈性
工作安排以支持哺乳。許多職業女性與家長
也面對不足的產假及育嬰假保障來達成哺乳目
標。

超過一半（61.2%）的國際勞動者從事非正規
工作且沒有獲得社會保障政策保護。非正規的
工作者通常不是正式公會的會員，且要面對許
多哺乳障礙，例如住得離工作場所很遠、長時
間且無休息的工作以及危險的工作環境。這些
因素使哺乳更有挑戰性。

女性通常都得在短暫產假後回到職場，且沒有
得到工作場所給予繼續哺乳的支持。雇主缺乏
對於支持哺乳能為公司、職員以及他們的家庭
帶來好處的理解。許多雇主也不理解哺乳的員
工需要如何成功從產假轉換回職場。另一個障
礙是不同類型的工作場所可能有不同的資源與
情況去支持哺乳，例如一個跨國公司有可能比
中小型企業更有能力。

缺乏對在工作場所哺乳的支持開啟被母乳代用
品 (BMS) 產業設為目標市場的那扇門，除了
健康風險外，這也造成家庭的經濟負擔。新冠
肺炎疫情已在各方面影響了女性在職場哺乳的
經驗，對就業者來說通常是讓情況變更糟。她
們只能在有限的時間及社交距離限制下，使得
擠乳變得更困難。

事實與數據

僅39個國家有簽訂2000年的國際勞
動組織的母性保護公約(No.183)。
在185個國家中，99個有達到或超過
最低14週的帶薪產假，57個有提供
14-17週的產假，而僅有42個國家有
至少18週以上的產假。少數有達到
世界衛生組織(WHO)為了純母乳餵
養而建議的六個月。只有100個國家
提供陪產假，66個國家有育嬰假。

最新調查結果顯示，在
38個中、低收入國家
中，延長產假與降低職
業女性哺乳障礙有關。

開發中國家90%的勞動
者、中低與中高階級國家
67%的職員、以及高收入
國家中有18%的工作者屬
於非正規工作；這些非正式
經濟產業的職業女性沒有足
夠的女權或職權幫助她們在
維持工作下持續哺乳。

不同層面的挑戰、解決方案和行動 - 職場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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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國際勞動組織（ILO）的女性保護協定C183保
護正規和非正規職場女性不因與懷孕相關事宜
而造成經濟損失、性別歧視及健康風險。明確
的措施包含；帶薪產假、母嬰健保、就業保護
法與無歧視條款、職場孕婦及哺乳女性的健康
維護、及工作上的哺乳安排。除此之外，有提
供雙親帶薪親職假的社會保障措施以及彈性工
作場合政策也會支持哺乳與性別公平撫養。
建立職場環境；包括時間、空間、與支持的
工作環境對員工能否成功結合哺乳與帶薪工作
來說是很必要的。這包括了提供舒適的哺乳空
間、哺乳與保存母乳的設施、彈性工作時段與
帶薪哺乳休息時間、及支持性的職場方針。職

場方針也應確保育嬰假與陪產假不會危及現有
的產假福利。這些方針應使父親們或伴侶們在
達到工作要求的同時以家庭相關責任為優先、
以及與他們的另一半共同創造撫養與哺乳團
隊。
雙親社會保障可藉由政府、雇主、與工會構成
之三方利益關係人間與公民社會組織和社會團
體的合作之有效方式來達成。這些關係人可
共同找出能適當解決產假與育嬰假保障、及支
持正規與非正規工作者的方式。在疫情與健康
緊急狀態下，例如新冠肺炎，工作條件發生變
化，需要有針對性的介入措施，以滿足職場持
續哺乳者的不同需求。

雇 主 、工 會 、 及 工 作 者 需採取的行動
與各利益相關人合作，實施有利於母乳哺育的工作場所，例如提供哺乳設施、帶薪哺集乳時
間、及彈性工作安排的支持。
倡議公費支助的帶薪育嬰假，以實現純母乳哺育與促進父親們或伴侶們投入幼兒照護及家務工
作。
發展、執行、與監督相關政策；將非正規工作者納入生育及社會保障安排。
倡議在各工作場所設置受過適當訓練與技術熟練的人員，為家長提出哺乳相關的建議，例如同
儕諮詢員、保健專家、與泌乳顧問。
與政府及雇主合作，共同檢視與改進涉及所有工作者之女性和家長社會保護的國家政策。
發展遵從《守則》的哺乳友善工作場所。包含避免來自製造、分銷、或行銷母乳代用品的公司
的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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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層次
挑戰
所有在國家、保健系統、及職場方面的障礙都
會影響到社區與個體。社區中的社會規範與傳
統習俗常常會阻礙最佳的哺乳目標。當母乳哺
育率低時，“奶瓶餵養”或“混合餵養”文化
就會普及。與嬰兒餵養相關的決策多會受到伴
侶、家族、及廣大社會的影響。再者，社區層
面缺乏母乳哺育支持系統使得保護、促進、與
支持哺乳變得更具挑戰性。
各公司現在使用新的方式來進行促銷活動，例
如利用企業資助之組織(包括非政府組織)的草
根階層身份，參與公共衛生運動，使用毫無根
據的健康聲明、嬰兒食品的交互推廣、使用大
量社群媒體、數位行銷、與網紅進行健康宣傳

活動進行拉攏。各產業藉由明星、具社會影響
力的人、甚至是保健工作者們公開或私下的宣
傳他們的產品，導致無形中逐漸摧毀最佳的哺
乳目標。
在緊急情況及災難時，社區與個人面對母乳代
用品(BMS)產業所做的捐贈與宣傳特別容易受
到影響，當然這違反國家法律及《守則》規
範。BMS公司被發現趁新冠肺炎疫情間大眾
對哺乳的疑惑與恐懼，積極的宣傳他們的產品
是“更安全的替代品”而從中獲利，這嚴重違
反了《守則》。

事實與數據

母乳代用品(BMS)公司
利用數位行銷在印尼利
用 “ m o m ba s s a d o r ” 等 計
畫，向母親們宣傳他們的產
品，違反了國家法規。

BMS在COVID-19疫情期間
的捐贈與廣告推銷已被許多
國家舉報，包含加拿大、印
度、義大利、巴基斯坦、菲
律賓、及英國。

2020年一項研究指出，
BMS公司已經發展出針對新
手家長的脆弱性，包括在職
家長的需求，並且向他們提
供個別化溝通，進而推廣各
種BMS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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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社區的不同層面在保護和支持有嬰兒的家庭方
面負有共同的責任。 家庭、同儕和社交網絡團
體、社區領袖、民間社會組織、倡議者和媒體
都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通過團隊合作，直系親
屬和大家庭可以在提供日常支持和保護方面發
揮關鍵作用。

提高公眾對《守則》和保護母乳哺育母嬰權利
的重要性的認識。公民社會倡議者也需要保持
警戒，辨識違反《守則》的母乳代用品(BMS)
數位行銷，並研究如何規範這種做法。主流媒
體可以通過與專家合作傳遞公正和正確的訊息
來保護和支持母乳哺育。

實體和虛擬社區團體可以通過對產業推廣和行
銷保持警戒，以保護與保障母乳哺育母嬰並支
持母乳哺育。 需要針對家庭和社區所有成員的
策略性和創新性行為改變資訊，以加強對母乳
哺育家庭的支持。 在社區領袖和有影響力的人
的幫助下，需要通過主流和社交媒體平台傳播
符合社會文化的適當和持續的資訊。

與當地社群不同利益相關者對話、並就如何創
建一個被視為符合社會準則、遵從《守則》且
沒有利益衝突的哺乳友好社區達成共識。這將
有助確保保護與支持母乳哺育視整個社區的共
同責任。

社 區 成員 、 組 織 、 與 家 庭們需採取的行動
倡議政府利用2020年守則狀態報告實施、監測、與強化國家守則立法的執行。
建立一個方便使用的有效系統，用來舉報違反《守則》行為，並鼓勵當地社群舉報違規行為。
藉面對面及數位平台建立提供哺乳家庭持續的支持。
若您有任何哺乳方面的挑戰，請諮詢當地的哺乳指導員、同儕支持者、泌乳顧問、或保健專
家。
透過連結哺乳社群與保健系統以確保能給予哺乳母親與家庭們持續的支持。
鼓勵哺乳專家能在社群媒體上提供正確的資訊和支持。
藉由領導者、女性團體、男性團體、以及其他現有的社群組織，以WBW為平台進行支持哺乳
相關的討論與成員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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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訊息
政府與其他相關利
益者相互合作創建
的多領域哺乳友好
的公共保健途徑是
保障與支持哺乳的
重要組成部分。

母乳代用品
(BMS)公司正在
運用數位平台來
對大眾行銷他們
產品，這種方式在COVID-19 大流行
期間變得更明顯。

這需要投資與實施已知的、能
保障及支持哺乳的實證政策。

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
守則與40年前一樣重
要。它保護家庭免於
受到不道德的行銷及
所有促銷活動的危害同樣重要。

我們必須對BMS公司的數位行
銷策略保持警戒，並找出遏制
之道。

所有提供母嬰保健服務的保健工作者
必須接受泌乳諮詢、《守則》、與利
益衝突的訓練。

各國需制定、監測、與執行和
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有關市場
規制，以及世界衛生大會隨之
而來的決議（the Code）一致
的國家法規。

提倡在醫療系統跨領域的專業
合作，且與社區保健工作者和
團體建立聯結，將有助於在
1000日後幫助創建對哺乳家庭
的支持之暖鏈活動。

在正規和非正規部門為所有父母提供
社會保護，包括帶薪育兒假和工作場
所支持，保護他們的母乳哺育權利。

社區中不支持的社會規範、傳統的餵
養做法和激進的 母乳代用品 (BMS)
行銷往往會阻礙最佳母乳哺育目標。

這可透過政府、雇主、工會、
公民組織、和社區間的夥伴關
係來實現。

不同社區參與者之間的合作有
助於保護和支持所有家庭的母
乳哺育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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