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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母乳餵哺 
文：  林茵怡 B.So.Sci. (Hon), IBCLC 

 
母乳餵哺本來是自然之事，我鼓勵新手媽媽們結織其他母乳媽媽，觀察如何

餵母乳，互相學習及分享，這有助母乳餵哺成為簡單自然的事情，融入日常

生活。 
以下是母乳餵哺的簡易資料，適用於正常健康寶寶的一般情況，有助妳評估

母乳餵哺的進度，及對正常母乳寶寶的情況有合理的預期。 

以下資訊只作一般參考，如妳有疑問，或母乳餵哺出現痛楚，餵哺有困難，

或寶寶的情況偏離以下一般情況，請立即約見「國際哺乳顧問」作諮詢。 
 
（一）簡易評估 
 
有入有出最易知 
我既看不到，怎樣知道寶寶吃到足夠母乳？ 
很簡單，有入有出，只要看小便及大便片就知道了！ 
記著不能以揼出多少奶來作判斷，因為寶寶比奶揼可以吮到更多奶，而且揼

奶要視乎技巧及工具是否妥善，不能作準。 
 
日(每 24 小時計) 小便﹣濕片 大便 

1 1 張 1 次胎糞（墨綠色） 
2 2 張 2 次胎糞（墨綠色） 
3 3 張 起碼 3 次（轉黃綠色） 

4 日以後 6-8 張 起碼 3 次（轉黃色） 
4-6 星期以後 6-8 張 一日多次，或幾日一次，但每次

很大量 
 
純母乳寶寶的大便，每次要有起碼一個伍圓硬幣的大小才計數。多數如芥辣

黃色，氣味温和，可以是杰的，有粒粒的，或是水狀的，均是正常。 
 
體重先跌後升，約兩星期回復出生體重 
在頭兩三天寶寶的體重會先跌，所為收水，之後便會上升，到約兩星期時回

復出生時的體重（個別情況有異）。如果體重跌多過 10%，便要約見「國際

哺乳顧問」，評估情況，檢討母乳餵哺，有需要時作出改善。要計算寶寶的

增重，便要把現時的體重與收水時最輕的體重作比較，而不是以出生時作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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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重半年雙倍，一年三倍 
純母乳餵哺的寶寶會有正常的增重，一般在六個月或更早會雙倍出生時的體

重，到一歲時便有二點五至三倍出生的體重。假如出生時 7 磅，六個月時有

14 磅，一歲時有 21 磅，便是達標了。 
 
（二）注意警號 
 
在初生期間，如發覺寶寶的大小便不足以上的數目，便要加倍注意。如出現

以下警號，便要立即約見國際哺乳顧問來評估情況，或見醫生，切勿延誤。

以下是要注要的警號： 
 

小便 • 在第 3 天或以後有深色的小便 
• 在第 4 天或以後有橙紅色的尿 
• 在第 3-5 天少於 3-5 次小便 
• 在第 5-7 天少於 4-6 次小便 
• 以後每天少於 6 次小便 

大便 • 在頭兩天沒有排出胎糞 
• 在第 3 起每天少於 3 次大便 
• 在第 5 天還沒有黃色的大便 

 
其他警號： 

• 寶寶看上去很黃 
• 寶寶十分渴睡及疲倦，很難叫醒餵哺 
• 不停地要吃奶，但經常表現不滿足，很難安撫 
• 長時間不停地哭啼，很難安撫 
• 乳房十分不適或乳頭疼痛 

 
遇上這些警號，都必須立即約見國際哺乳顧問或醫生。 
 
（三） 簡易姿勢 
 
餵母乳的姿勢其實可以得簡單。有兩個大原則可以參考： 

• 母子雙方都感到舒適 
• 寶寶自己主動含入乳房，並有效地吸吮，媽媽鼓勵及協助 

可以嘗試以半躺姿勢，寶寶身向下扒在媽媽的心口， 給時間讓寶找尋乳房來

吸吮，會有良好效果，是很好的姿勢，能引發寶寶吸吮乳房的本能。 
不少媽媽在餵哺姿勢這方面都曾出現困難，以致乳頭損痛或吸吮困難。這時

應立即諮詢「國際哺乳顧問 IBCLC」，盡快改善，哺乳時是不應該有痛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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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簡易睡眠 
 
睡得短、醒得多皆正常 
有些媽媽以為寶寶整晚多次醒，會影响寶寶睡眠質素，或以為寶寶失眠。其

實初生嬰兒由清醒至熟睡，再回到清醒這個睡眠周期，只有約一小時（周期：

清醒﹣淺睡﹣熟睡﹣淺睡﹣清醒）。簡單地說，可能每小時醒一次，每次都

可能要吃奶，是正常現象；長大一些之後，周期會延長，吃奶次數亦可能少

些。 
 
年齡 每天睡眠總數 

出生幾天之後 16 小時 
3 個月 14-15 小時 
6 個月 13-14 小時 
 
年齡 每日最長一次睡眠（平均） 

3 星期 3.5 小時 
6 星期 6 小時（部份寶寶） 
5-6 星期 適應日夜有別，較多睡眠集中在晚上 
 
同床共睡，母乳媽媽睡得更多 
有很多母乳媽媽會選擇與寶寶同床睡，方便晚上餵奶。如妳想跟寶寶同床睡，

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 全母乳餵哺，不加奶粉，不用奶瓶，晚間完全直接由乳房餵哺。如日間

上班必須使用奶瓶餵母乳，晚上必須以乳房餵哺才可 
• 沒有任何家人是吸煙的 
• 沒有飲酒、沒有受藥物影響、沒有過度疲勞以致不能清醒 
• 床褥要足夠硬度，整潔，沒有太大太軟的被褥 

符合了以上條件，全母乳寶寶與媽媽同床睡是安全的，媽媽自然地會以一個

保護寶寶的姿勢睡，而且睡眠週期會跟寶寶同步。 
寶寶應睡在一邊，而不是父母的中間。如有需要，可加床欄。如此寶寶可方

便地吃奶，媽媽可以爭取更多休息。 
 
（五） 簡易帶養 
 
看寶寶、不看鐘 
我們常常聽到，要按寶寶的需要來餵，究竟如何去做？有些寶寶會吃得很密，

有些吃得較疏，有的吃得較定時，有的時疏時密，所以餵哺母乳不能按時間

去餵，而是看著寶寶，按其需要去餵。 
要滿足寶寶的需要，確保吃得足及得到安撫，便要多抱寶寶，常常在一起，

隨時留意著，寶寶一出現索食訊息，或需要安撫，便立即去餵，即使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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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餵過，也可以再餵。每個寶寶都有自己的個性，就只有媽媽自己才最清

楚知道寶寶的需要。 
 
不知道入，卻知道出 
寶寶在乳房吃奶，怎知道吃了多少，是否足夠？有些媽媽因此擠奶出來，放

在奶瓶吃，看看吃多少。原來要看寶寶是否吃得足，不是看吃了多少奶，而

是要看有多少大小便。有入，便有出！就是這麼簡單！觀察大小便片的數量，

加上每月有適量增重，便可確保吃得足。只要按需求餵哺，寶寶能調節他所

需要的食量。 
 
食完不一定會瞓 
很多媽媽會因為寶寶吃完不睡，或常哭鬧，便以為自己奶量不足，因而不必

要地加了奶粉。「吃飽就瞓、瞓飽就吃」是個不設實際的預期。奶粉因為難

消化，有些寶寶會因此好像睡多了，其實是浪費了太多能量去消化這些難消

化的食物，這並不是健康的。而母乳易消化易吸收，寶寶有充足能量，自然

比較活躍精靈。 
 
沒有必要戒夜奶 
這只是奶瓶餵哺的副產品。寶寶在頭一年發育相當快，尤其是腦部發育，在

一歲時腦部比出生時重一倍，所以常常都要補充能量，而且母乳易消化易吸

收，夜奶能夠讓寶寶吃得足，確保健康發育。不要看輕夜奶，這期間食量可

以是全日的百份之二十。 
 
寶寶哭啼不一定是餓 
當然，寶寶餓了總會是哭個不停，但除了因為肚子餓，其他無數原因都會令

寶寶哭。例如太冷太熱、太嘈太靜、受驚、不舒服、寂寞、想媽媽抱等等。

父母經過一些時間，慢慢便明白哭聲背後的意思。因為寶寶的哭聲是他與別

人溝通的語言，是寶寶獨特的語言。他以哭聲來說話，父母以行動來回應，

便是學習人與人之間互相溝通的第一課。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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