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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世界母乳喂養行動聯盟(WABA)是一個由個人和組織組成的全球網絡，致力於在全球範圍內
保護、促進和支持母乳喂養。WABA每年都協調世界母乳喂養週(WBW)，這是一項全球性
的運動，旨在就母乳喂養和相關議題提供信息、支持、鼓勵人們參與其中。今年，我們強調
保護和支持母乳喂養的重要性，以及我們如何共同分擔這一責任。
2021世界哺乳周(WBW)目標

告知
人們保護母乳哺育
的重要性

錨定
支持母乳哺育是一項
重要的公共衛生責任

結合
個人和組織以獲得更
大的影響

激勵
保護母乳哺育以改善
公眾健康的行動

通過公共衛生途徑實現母乳喂養，即由政府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協力創造母乳喂養友好型環境,
是保護和支持母乳喂養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確保所有人的生存、健康和福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政策及其實施的適當調整可以
對母乳育嬰父母的日常生活產生重大影響。保護母乳喂養，我們需要：
• 投資並執行已知可以保護和支持母乳喂養的循證政策
• 根據《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和隨後頒布的世界衛生大會決議制定、監督和執行國家
立法
• 对母乳替代品（BMS）公司的數字營銷策略保持警惕，並探索遏制這些策略的方法
• 促進衛生系統內的跨專業團隊合作，並加強與社區衛生工作者和團體的聯繫
• 在政府、雇主、工會、民間社會組織和社區之間建立夥伴關係
• 促進不同社區參與者之間的合作，以幫助保護和支持所有家庭的母乳喂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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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母乳哺育週2021

保 護 哺乳: 責任共擔
不論是日常还是緊急情況下，母乳喂養於短期和長期健康、良好的營養和食品安全都有積極影
響。新冠肺炎疫情（the COVID-19 pandemic）持續給全球社會帶來巨大挑戰，而母乳喂養则
受到其積極和消極的雙重影響。通過保護母乳喂養，我們也在保護人權，並向實現可持續發展目
標邁出重要一步，使得人人受益。然而，母乳喂養的保護和支持在國家、衛生系統、工作場所和
社區等不同層面都面臨著挑戰。這些挑戰包括：

國家層面

衛生系統層面

缺乏對母乳喂養保護和

許多衛生系統目前雖然

支持的政治意願和長期

在持續關註母乳餵養，

投資，導致創造母乳喂

但無法為其提供有效的

養友好型環境面臨重大

信息和支持，這使得哺

障礙。

乳家庭容易受到母乳代
用品（BMS）行業的影
響。

工作場所層面

社區層面

在世界許多地方，在工

社區中的社會規範和傳

父母缺乏足夠的社會保

統習俗常常阻礙母乳喂

護以支持母乳喂養，包

養最優化。此外，社區

括公共資助的假期、對

層面缺乏母乳喂養支持

父母友好的工作場所政

系統，使得對母乳喂養

策、設施、休息時間和

的保護、促進和支持干

靈活的工作安排。

預更加困難。

在這個世界母乳哺育週期間，我們再次認識到保護母乳喂養是一項共同
的責任。現在是我們大家為保護和支持母乳喂養提供信息、支持、鼓勵
眾人參與其中而行動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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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standing, whether by content, context or association. Prior written consent shall always be sought before the logos and materials are used in any commercial activity or adap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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