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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 話

新版母乳育嬰手冊
歡迎免費索取

隨書附送「愛乳宣言咭」

　　新㆒㈠㊀一版《母乳育嬰  由母開始》育
嬰手冊經已出版，內㈲㊒有超過50條常見
的母乳餵哺問題，歡迎對母乳育嬰㈲㊒有
興趣的㆟人士索取。
索取方法：請登入本會網站（www.
breastfeeding.org.hk）提交基本個
㆟人㈾㊮資料以取得換領編號，把港幣㆔㈢㊂三元
㈦㊆七角的回郵信封（必須最少㈲㊒有7x10寸
大），寄往「香港母乳育嬰㈿㊯協會」— 
香港西營盤西邊街36A西區㈳㊓社區㆗㊥中心 
3樓M313室，信封面請註明「索取母
乳育嬰小冊子」及換領編號，送完即
止，每㆟人每次只限索取㆒㈠㊀一本。

假裝的誠意
　　本㆞地㈥㊅六六大奶粉商組成聯會對外宣稱，以世界衞生組織的

《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為藍本，並參考新加坡及紐西蘭

等國家的業界守則，制定本㆞地銷售守則，供業界遵守。表面

㆖㊤上聯會似乎是富㈲㊒有㈽㊭企業良心，提倡推廣母乳，但若果大家㈲㊒有

留意《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當㆗㊥中是完全禁止廣告宣

傳母乳㈹代用品，而本港食物及衞生局又正參考該守則制定

本㆞地守則，規管母乳㈹代用品在港推廣。便知道原來是次的

高調表態，只為聯手捍衞各大奶粉商的龐大商業利益。

　　聯會表示認同母乳是嬰兒最理想的食物，零㉃至㈥㊅六六個

㈪㊊月大的嬰兒應以純母乳餵哺，故表示願意遵守世衞建

議不為㈥㊅六六個㈪㊊月以㆘㊦下奶粉作宣傳推廣。不過他們並沒㈲㊒有告

訴你，世衞提倡的母乳餵哺建議是：「嬰兒在出生首㈥㊅六六個㈪㊊月應以純母乳哺

育，接著㊜適當添加副食品持續哺乳㉃至兩歲或以㆖㊤上。」實際㆖㊤上他們只是認同

了㆖㊤上半部份，對㆘㊦下半部卻視而不見。

　　事實㆖㊤上，多年來奶粉商均已㉂自願遵守世衞建議不為㈥㊅六六個㈪㊊月以㆘㊦下奶粉作

廣告宣傳，所以是次高調表態只屬舊調重彈，絕非良心發現。反而，奶粉

商以1、2、3、4號作為不同年紀嬰幼兒飲用的奶粉㈹代號，不為初生奶粉作

廣告宣傳，卻大灑㈮㊎金金錢以同㆒㈠㊀一裝潢的2、3、4號奶粉賣廣告，當㆗㊥中聯想式㆞地

宣傳初生奶粉，實在明顯不過。故若政府所制定的守則完全禁止任何母乳

㈹代用品的廣告宣傳，對奶粉商影響之大可想而知。

　　此外該會又表示，考慮於奶粉廣告㆗㊥中加入如「不能替㈹代母乳」等的忠

告字眼。其實大家只要細心㆒㈠㊀一想，便不難發覺他們藉著加入忠告字眼，換

取他們的廣告依然能夠在電視的黃㈮㊎金金時段熱播，繼續大肆宣傳。

　　雖然此舉可以令母乳獲得免費宣傳，但奶粉商既是銷售奶粉的既得利

益者，同時亦肩負推廣母乳餵哺的任務，明顯㈲㊒有利益衝突。利益當前，試

問又怎會真心推廣母乳？ 

　　㆒㈠㊀一向以來奶粉商借助母乳宣傳奶粉屢見不鮮，什麼成份媲美母乳、舉

辦母乳餵哺講座實際推銷旗㆘㊦下奶粉、甚㉃至聘請㊩醫護㆟人員致電關心媽媽餵哺

情況卻暗㆗㊥中鼓勵添加或轉用奶粉…，今次更進㆒㈠㊀一步，高調宣佈制定業界守

則㉂自我㈼㊬監察，並肩負母乳宣傳工作，這不是典型的賊喊捉賊又是甚麼？

撰文：副主席 陳寶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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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分享

　　餵母乳的媽媽，常常會覺得長時間外出很麻煩，因為餵奶既

要脫衣、又要找餵奶室。其實悠悠閒閒的在公眾場所餵奶並不是

難事，只要出門前多花㆒㈠㊀一點心思，寶寶就能隨時「開餐」！

哺乳媽媽穿衣，㆒㈠㊀一般會㈲㊒有內外兩層：

內層－保護

　　哺乳初期，媽媽產奶量甚多，容易漏出，故需要乳墊來防止

弄濕衣物，能“開關”的哺乳胸圍﹝圖1﹞就正好派㆖㊤上用場。由

於生產和造奶會影響身形，媽媽原來的胸圍尺碼在產後很可能不

再㊜適用，必須小心選擇。另外，㈲㊒有鋼圈的胸圍容易引致乳腺阻

塞，嚴重可致乳腺炎，㆟人奶媽媽應盡量避免。除了哺乳胸圍外，

沒㈲㊒有吊帶、只㈲㊒有橡筋邊的Bandeau﹝圖2﹞也是方便的選擇。在胸

圍外加㆒㈠㊀一件領口㈲㊒有彈性的吊帶長背心，既保暖又可以修飾媽媽未

完全收回來的肚腩，㆒㈠㊀一舉兩得。

外層－方便

　　外層最主要的作用，除了美觀以外，就是提供到胸脯的“無

障礙通道”。只要㆖㊤上衣的領口不是太窄﹝如大領、V領﹞，㈲㊒有點

彈性，就能拉㆘㊦下來。正面的話，可選扣鈕的襯衫、外套。近年流

行的前幅多布的外套﹝圖3﹞㈵㊕特

別合用，當寶寶吸吮㆒㈠㊀一邊乳房

時，另㆒㈠㊀一邊的布料可以拉用來遮

擋。夏㆝天的時候，很多衣服的袖

口開得很大，拉往㆗㊥中間㆒㈠㊀一點就可

以。冬㆝天的衣物比較厚重，“覆

蓋” 全面，可選㆘㊦下圍鬆動㆒㈠㊀一點

的，拉㆖㊤上來就方便得多。如果寶

寶吃奶經常沾濕衣服的話，可選

淺色㆒㈠㊀一點的㆖㊤上衣，奶跡會沒那麼

明顯。

哺乳媽媽穿衣秘笈
哺乳圍巾雙重保護

　　怕走光的媽媽，可以再加㆒㈠㊀一條哺乳圍巾作為安全措施。哺乳

圍巾設計㈤㊄五花百門，常見的㈲㊒有㆒㈠㊀一幅布掛在頸㆖㊤上，㈲㊒有的像條披風

﹝如㈿㊯協會作慈善義賣的V領哺乳圍巾﹞，㈲㊒有的甚㉃至只是㆒㈠㊀一條大手

帕，於角落縫㆖㊤上㆒㈠㊀一塊㈮㊎金金屬，拋㆖㊤上膊頭，即成。熟練的媽媽亦可以

用冬㆝天常用的頸巾遮擋㆒㈠㊀一㆘㊦下。不過由於寶寶喝奶時體溫會㆖㊤上升，

所以哺乳圍巾應着重輕便、透風。

Action！

　　其實只要出門前多花㆒㈠㊀一點心思，配襯得宜，寶寶「開餐」時

只需把胸圍、背心拉㆘㊦下，外衣拉開或拉㆖㊤上，再用寶寶的頭來遮着

乳頭。除非旁㆟人坐得很近，不然也未必知道寶寶在吃奶呢！

　　不過不管是衣服配搭抑或使用哺乳圍巾，最重要的是要盡早

讓寶寶㊜適應，先在家練習幾次，讓家㆟人幫忙，在外餵奶時才不㉃至

手忙腳亂。

撰文：徐瑩（Sharon）

圖1 圖2

編者的話

記得首次與Sharon見面，是於參展嬰兒博覽期間，

她是我們招覽的義工之㆒㈠㊀一。當㆝天她於攤位當值完
後，便由親友抱來她的小㊛女女兒給她餵哺母乳，她向
我們借了㆒㈠㊀一張椅子，便在我們的攤位坐著餵起母乳
來。她當時沒㈲㊒有使用哺乳圍巾，在她那㆒㈠㊀一件時款的
黑色㆖㊤上衣㆘㊦下，她的寶寶卻正在享用母乳。我和幾個
委員都好奇㆞地問她從那裡找來㆒㈠㊀一件那麼漂亮的哺乳
衣，誰知她說這並非哺乳衣，只是㆒㈠㊀一般普通的蝙蝠
袖㆖㊤上衣而已。故今期㈵㊕特別請來Sharon為我們撰㊢寫此
文，向各哺乳媽媽傳授穿衣配襯心得，讓各媽媽都
能夠漂漂亮亮㆞地餵哺母乳。圖3

 

 
參考㈾㊮資料：

媽媽示範單手站著餵奶絕技：
http://theleakyboob.com/2010/08/the-leaky-bb-tube- 

nip-with-layers-and-standing/
靚媽分享挑選“哺乳友善”時裝心得：

http://www.milkfriendly.com/

配搭示範(1)

配搭示範(2)

順手拈來的㆒㈠㊀一些
配搭，各位媽媽
可參考㆒㈠㊀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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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支持

　　哺乳圍巾款式、設計㈤㊄五花百門，本會亦㈲㊒有「前蓋式」及「V領」兩款設計供作慈善義賣。

只限郵購，售價分別為$70及$90，另加郵購手續費每件$10，本會基本及永久會員免收(網站及

Facebook戶口登記不屬此類)。

　　哺乳圍巾所用之布料，甚㉃至車工，均由㈲㊒有心㆟人士捐贈。質料以棉質為主，透氣舒服。由

於款式眾多，故除常設款式之外，本會每季將會推出限量款式發售﹝認購限量款式必須先

電郵本會留貨，再於接獲本會確認成功預留通知後㈤㊄五個工作㆝天內，把㈲㊒有關款㊠項直接存入本

會戶口。﹞，㈲㊒有興趣㆟人士可不時瀏覽本會慈善義賣網頁：http://www.breastfeeding.org.hk/

charity_store。

　　另凡本會新會員，亦可獲贈「前蓋式」哺乳圍巾

㆒㈠㊀一條，以及其他豐富迎新禮品，會籍詳情及會員福

利㈾㊮資料，可參閱：http://www.breastfeeding.org.hk/

join_us。

　　本會乃政府註冊非牟利機構，慈善義賣收益及會費

收入將全數用於推廣母乳及本會營運之㆖㊤上，所簽發之收

據亦可用作退稅之用。

哺乳圍巾 慈善義賣 V領哺乳圍巾

前蓋式哺乳圍巾

V型領口方便留意寶寶吸吮情況，
寬闊的衣服型設計免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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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教路

　　婦㊛女女在懷孕期間每㆝天也給脊骨承受㆒㈠㊀一

定的壓力，產後作為新任媽媽都會花㆖㊤上大

部分時間哺乳。媽媽每㆝天不知不覺㆞地低著

頭，垂著肩去餵哺嬰兒，這對脊骨神經、

關節及肌肉等構成負擔，長時間處於同㆒㈠㊀一

個坐姿更會令肌肉㈸㊘勞勞損，引致痛楚。除此

之外，媽媽因為長時間手抱嬰兒哺乳，手

部重複性動作導致手腕被腫脹組織壓迫，

嚴重時會引致手部麻㈭㊍木與刺痛、並伴隨著

手腕㉃至肩膀處的疼痛。

㊟注意哺乳姿勢
　　很多媽媽都會很緊張嬰兒吃不到母乳

而彎著腰把乳房送到嬰兒的口㆗㊥中。正確的

姿勢應該是將嬰兒盡量抱近㉂自己的㆖㊤上半身

才開始餵哺。長時間彎曲著㆖㊤上半身及肩膀

收縮著胸肌，會令脊骨失去正常的弧度。

椎間盤及神經線會因而受壓，㆖㊤上半身肌肉

承受的壓力不均便會引致痛楚。

　　其實只要脊骨保持正確的弧度，乳頭

位置亦會提升，嬰兒亦更容易享受母乳。

所以媽媽餵哺母乳時，坐好後頭部要保持

放鬆，把頸部伸直，再把㆘㊦下巴微微向後

﹝避免頭部向前傾﹞，令頸部呈正常弧

度，從側面看，耳孔，肩膀㆗㊥中間點及盤骨

呈㆒㈠㊀一直線。當把嬰兒放好位置後就可移開

視線，避免餵哺時長時間垂低頭。

利用不同的配套
　　在坐着哺乳時，媽媽應㊟注意坐姿，背

部應靠著椅背及牆，可以加㆖㊤上背墊、枕

頭或是捲起㆒㈠㊀一條毛巾放於背與椅子㆗㊥中間

幫助承托脊骨。坊間㈲㊒有很多哺乳墊﹝放

在膝㆖㊤上﹞，令媽媽再不用彎著㆖㊤上半身餵哺

嬰兒，如使用哺乳墊後仍發覺哺乳期間腰

部不㊜適，可再加㆖㊤上腳踏，從而升高嬰兒的

位置方便餵哺﹝令嬰兒可舒㊜適平衡㆞地躺

著﹞。雙腳必須平放㆞地㆖㊤上，切忌交叉雙

腳，或把㆒㈠㊀一邊腳跟放於另㆒㈠㊀一邊腳的膝蓋

㆖㊤上，這樣會對盤骨不好，令支撐㆖㊤上半身的

重量不平均而令脊骨㈸㊘勞勞損。

拉筋運動
　　由於餵哺嬰兒每節也花㆖㊤上大約半小

時，長時間維持同㆒㈠㊀一坐姿會對脊骨造成㈸㊘勞勞

損。脊㊩醫建議每節後都作㆒㈠㊀一點拉筋運動，

令繃緊的肌肉放鬆，拉筋運動應做㆔㈢㊂三組，

每組㈩㊉十㈤㊄五秒。

　　媽媽可以首先伸展胸部的範圍﹝胸鰭

區﹞，以減少㆖㊤上背部﹝胸椎﹞的壓力﹝見

圖㆒㈠㊀一㉃至㈤㊄五﹞。之後，伸展斜方肌﹝脖子到

肩﹞的範圍，橫向彎曲伸展頸部的㊧左側和

㊨右側﹝見圖㈥㊅六六㉃至㈦㊆七﹞。每個伸展運動應維

持 15秒，如㈲㊒有必要，重複㊧左側和㊨右側。

切記每個伸展動作應令您感覺到舒㊜適，伸

展時㊟注意不要反彈或屏住㈺呼吸。

　　以㆖㊤上這些伸展運動，亦能㈲㊒有效改善㆒㈠㊀一

些不良的姿勢﹝如寒背﹞。

享受餵哺寶寶
　　餵哺母乳應該是㆒㈠㊀一個愉快的經歷。如

果哺乳的母親的身體感到痛苦與疼痛，寶

寶也會感覺到。這可能會導致餵哺問題，

令很多新任媽媽會因壓力及感到氣餒，而

停止母乳餵養嬰兒。保持健康的脊骨才能

享受餵哺及照顧新生嬰兒的樂趣，如媽媽

的腰背痛問題持續未得改善，大可考慮聯

絡專業脊骨神經科㊩醫生作詳細諮詢。

撰文：劉柏偉脊骨神經科㊩醫生 

（香港註冊脊㊩醫）

哺 乳 姿 勢 要 正 確

伸展胸部範圍的拉筋運動

圖㆒㈠㊀一 圖㆓㈡㊁二 圖㆔㈢㊂三

圖㆕㈣㊃四 圖㈤㊄五

雙手向後伸展，
同時頭部向㆖㊤上
望，維持15秒，
之後雙手交叉放
到腰背，重複動
作。

坐在椅子㆖㊤上，
雙手放在後腦
位置，㆖㊤上半身
後傾，維持15
秒。

伸展斜方肌(脖子到
肩)範圍的拉筋運動 

圖㈥㊅六六

圖㈦㊆七

用手橫向伸展頸
部 的 ㊧左 側 和 ㊨右
側，維持 1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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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立法設置育嬰間
　　雖然政府暫仍無意以立法手段去強制私㆟人公眾㆞地方設置育嬰

間，但政府在公共物業㆖㊤上亦漸㈲㊒有改善，截㉃至2011年7㈪㊊月31㈰㊐日公眾

政府物業共㈲㊒有159個育嬰間，包括機場及其他康樂文化事務署的

公眾場所。此外，新的立法會綜合大樓亦設㈲㊒有㈤㊄五所育嬰間供㈲㊒有需

要㆟人士使用。本會認為政府仍㈲㊒有改善空間，㈵㊕特別是嬰幼孩常到的

公園及圖書館，以及房屋署商場，若該等物業進行重建或翻新

時，亦應考慮設置㈲㊒有關設施。

母乳推廣
　　本會希望政府能加強母乳餵哺的公眾宣傳，把母乳正確訊息

帶到㈳㊓社區㆗㊥中，以抗衡配方奶鋪㆝天蓋㆞地的宣傳。隨著《香港母乳㈹代

用品銷售守則》快將完成草擬並展開諮詢，預計明年將可落實執

行，政府亦應加強向公眾教育應以母乳為首選哺餵方式。

　　可是，梁教授卻質 �疑政府加強宣傳的成效，面對生意以億萬

計算的奶粉商，若政府用㆒㈠㊀一百萬去做宣傳，只會換來奶粉商再進

㆒㈠㊀一步加強宣傳，變得弄巧成拙。

立法設㈲㊒有㆖㊤上班哺乳㉁㊡休息時間
　　此外，本會亦在會議㆖㊤上要求政府研究立法設㈲㊒有㆖㊤上班哺乳㉁㊡休息

時間，以每㈰㊐日兩次每節不多於30分鐘為基礎，鼓勵哺乳媽媽於復

工後持續餵哺。梁教授承諾向㈸㊘勞勞工局反映，惟其個㆟人認為政府剛

實施最低工㈾㊮資，本港僱主仍需要時間去消化。雖然尚未立法，政

府已帶頭容許衞生署員工於㆖㊤上班時間擠奶或親餵嬰兒，值得其他

政府部門以㉃至全港僱主傚法。

㈼㊬監管私營㊩醫院推行㈲㊒有利母乳餵哺政策
　　葉㊩醫生批評現時私家㊩醫院剖腹產子率㈲㊒有大幅㆖㊤上升的趨勢，遠

超於世界衞生組織的百分之㈩㊉十㈤㊄五㈬㊌水平。由於剖腹產子婦㊛女女需待麻

醉藥失去效力後才能開始餵哺嬰兒，導致未能做到於產後㆔㈢㊂三㈩㊉十分

鐘內開始哺乳。同時，私家㊩醫院多㊠項行政措施如母嬰不能同房及

不能按嬰兒需要餵哺，均亦不利於母親成功餵哺母乳。她建議政

府推出㊩醫院認證計劃，審批時加㆖㊤上㈲㊒有關㈲㊒有利母乳餵哺政策的條

款，使㊩醫院方面能積極檢討及改善現時措施。

　　更不幸的是，由於現時私營㊩醫院因內㆞地婦㊛女女湧港產子，婦產

科服務需求大增，㊩醫院需要吸納大量㊩醫護㆟人員，但部分㆟人員母乳

餵哺知識貧乏，間接灌輸錯誤訊息予㈲㊒有意母乳餵哺的媽媽。本會

曾於facebook專頁 (www.facebook.com/hkbfma)收到㆒㈠㊀一㈴㊔名剛於私

營㊩醫院產子的求助，指護士堅持要她於親餵母乳後，仍必須添加

奶粉，並指應按時餵哺，與母乳餵哺的「按需求餵哺」(feed on 

demand)原則大相逕庭。

　　衞生署助理署長（家庭及長者健康服務）梁士莉㊩醫生表示，

衞生署將向全港㊩醫生派發㈲㊒有關母乳餵哺的教育光碟，㉂自行完成㈲㊒有

關課程後，可將納入持續教育分數，以鼓勵㊩醫生汲取更多母乳餵

哺的正確知識。

　　總括來說，週年會面㈲㊒有著正面作用，能加強政府與民間團體

的溝通，彼此為香港營造母乳餵哺友善環境作出努力。

撰文：副主席 馮鄧妙智

與食物及衞生局週年會面
　　香港母乳育嬰㈿㊯協會㆔㈢㊂三位委員於㈨㊈九㈪㊊月份與前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梁卓偉教授﹝現委任為㈵㊕特首辦主

任﹞及㈲㊒有關政府官員連續第㆔㈢㊂三年進行週年會面，同行亦㈲㊒有愛嬰㊩醫院香港分會主席葉麗嫦㊩醫生及民主

黨立法會議員李永達。這次會議共㈲㊒有㆕㈣㊃四大目的包括：﹝1﹞跟進立法設置育嬰間、﹝2﹞母乳推廣、

﹝3﹞立法設㈲㊒有㆖㊤上班哺乳㉁㊡休息時間及﹝4﹞ ㈼㊬監管私營㊩醫院推行㈲㊒有利母乳餵哺政策。

團結母乳力量 誓保守則出台
肥白白才稱之為健康及聰明，奶粉正能「㈲㊒有助」寶寶長肉，

滿足成年㆟人的期望。當然，奶粉支持者卻忽略奶粉帶來的潛

在健康問題如癡肥及糖尿病等。表面看來是「好東西」，

如何能說服公眾支持「香港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呢？母乳

的聲音素來很渺小，現在是好時機讓母乳力量團結，支持母

乳餵哺的您，敬請密切留意事態發展，共同擴大支持母乳的

聲音，本會亦會走在最前線，誓保《香港母乳㈹代用品銷售守

則》順利出台。

 　　《香港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將於年底前完成草擬並

展開諮詢，預計明年將可落實執行。守則的精神是希望保護

母乳，免讓母乳㈹代用品利用誇大失實的手法令公眾相信母乳

是可以取替的。守則尚未實施，但其過程已荊棘滿途。由於

眼前利益所在，政府面對奶粉商及連串㆘㊦下游如超級市場及藥

房，以㉃至物流業界㆟人士均作出重大明暗反擊。相比多年前的

禁止香煙賣廣告，政府所面對的壓力更大，市民很容易理解

吸煙會危害健康，但奶粉呢？傳統老㆟人家智慧，寶寶是要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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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9年起，本會本年均會安排於國際母乳餵哺週期間﹝每年㈧㊇八㈪㊊月

首個星期﹞舉辦集體哺乳活動，集合正在餵哺及享用母乳的媽媽及寶寶，

身體力行推廣母乳餵哺。

　　今年第㆔㈢㊂三屆集體哺乳活動於8㈪㊊月7㈰㊐日㆖㊤上午舉行，參加㆟人數再創高峰，

共㈲㊒有超過100對母嬰出席是次活動，較去年足足增加㆒㈠㊀一倍。當㆗㊥中更㈲㊒有連續

㆔㈢㊂三屆均㈲㊒有參與的何文娟，就算挺著㈧㊇八個㈪㊊月肚子，亦帶著兩歲多仍在吃母乳

的大㊛女女兒出席；亦㈲㊒有以母乳哺養㈤㊄五㈴㊔名子㊛女女的李雪芳，當㆗㊥中最大的經已㈩㊉十㆔㈢㊂三

歲，回想㈩㊉十多年前餵哺母乳，她坦言遇過不少困難：「公眾場所育嬰間唔

夠，旁㆟人㈲㊒有奇怪目光；但近年㈳㊓社會理解，商場都多咗育嬰間。」

　　期望來屆出席㆟人數能夠再度突破，㆒㈠㊀一同以行動親證母乳餵哺是何等㉂自

然及健康的餵哺選擇，讓公眾㆟人士更加了解及關㊟注母乳哺育。

參加人數再創高峰
集體哺乳活動

　　想要成功餵哺母乳？最重要就是決心、信心及恒心皆

備，缺㆒㈠㊀一不可。為使妳能成功踏㆖㊤上母乳路，香港母乳育嬰㈿㊯協

會㈵㊕特別為你們預備㆒㈠㊀一張「愛乳宣言咭」。

　　決心－讓妳及家㆟人能共同㊢寫㆘㊦下對寶寶的承諾，並簽字

立㆘㊦下選擇母乳餵哺的決心，以世界衞生組織建議「首㈥㊅六六個㈪㊊月

以純母乳餵哺，之後添加副食品並持續哺乳㉃至兩歲或以㆖㊤上」

為最終目標；

　　信心－咭內亦提供㈩㊉十㊠項哺乳權益，為你們打開成功餵

哺母乳的基本竅門，增加成功哺乳的信心；

　　恒心－咭內還㈲㊒有香港母乳育嬰㈿㊯協會求助熱線及網㆖㊤上交

流平台㈾㊮資料，提醒你們在哺乳期間應懂得尋求㈿㊯協助及讓同路

㆟人為你們分享樂與憂，使得繼續朝著最終目標進發，持之以

恆。

　　入院待產的媽媽更應隨身攜帶這張「愛乳宣言咭」，時

刻提醒㉂自己應㈲㊒有哺乳的權益，亦可在住院期間隨時尋求本會

義工㈿㊯協助。此咭隨母乳育嬰手冊附送，索取詳情請參閱本季

刊首頁。

愛乳宣言咭 

按照咭㆖㊤上指示摺叠，愛
乳宣言咭將會化身成為
蝴蝶，入院時置於枱
頭，時刻提醒㉂自己。

助您成功餵哺母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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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籍申請／捐款表格

申請㆟人簽署：

簽署㈰㊐日期：

填妥之表格及款㊠項，敬請郵寄、傳真或電郵本會。

郵寄：香港西營盤西邊街36A 西區㈳㊓社區㆗㊥中心㆔㈢㊂三樓 M313室　傳真：3011- 321

電郵：support@breastfeeding.org.hk

香港母乳育嬰㈿㊯協會乃政府註冊慈善機構，以義務性質在港推廣母乳育嬰。本會營運及推廣工作全由義工負責，㈲㊒有

關經費及開支則全賴㈲㊒有心㆟人士捐助及會費收入支持。敬請慷慨解囊，捐助或成為本會會員，支持㆒㈠㊀一群不論回報的

熱心義工繼續推廣母乳餵哺。本會會籍分基本及永久兩種，除可獲贈豐富迎新禮品外，亦可專享由多間商戶提供

的會員褔利，詳情請參閱：http://www.breastfeeding.org.hk/join_us。(本會所簽發之收據可用作退稅之用。)

收取會訊方式（會員申請必須填㊢寫）

於會籍㈲㊒有效期間，會員將定期收到會訊，閣㆘㊦下希望以哪種方式收取？　　 　郵寄　　　 　電郵（必須填㊢寫電郵㆞地址）

請在㊜適當 加㆖㊤上 ，* 為必須填㊢寫㊠項目

個㆟人㈾㊮資料*

姓㈴㊔名： （英文） （㆗㊥中文）　 性別： ㊚男 / ㊛女女

通訊㆞地址（請以英文填㊢寫）：

HK  KLN  NT

聯絡電話： （㈰㊐日間） （㊰夜間）電郵㆞地址：

繳款方式*

 以抬頭『香港母乳育嬰㈿㊯協會』之劃線支票郵寄貴會。（銀行㈴㊔名稱：  支票號碼： ）

 直接存入貴會滙豐銀行戶口：082-369133-002，並把入數紙/過賬紀錄連同本申請表郵寄、傳真或電郵本會。

統計用㈾㊮資料

閣㆘㊦下是準父母/父母*？   準父母，預產期：   父母，子㊛女女數目： 子 ㊛女女

媽媽曾否餵哺母乳*？  現正餵哺母乳，已餵哺 (㈪㊊月)  未㈲㊒有餵哺母乳經驗
(+請刪除不㊜適用者)  曾經餵哺，哺乳時間：首㈴㊔名子/㊛女女+ (㈪㊊月) / 次㈴㊔名子/㊛女女+ (㈪㊊月) / 第㆔㈢㊂三㈴㊔名子/㊛女女+ (㈪㊊月)

年齡：  21歲以㆘㊦下 �  21㉃至25歲  26㉃至30歲  31㉃至35歲  35歲以㆖㊤上

㈻㊫學歷：  小㈻㊫學 �  ㆗㊥中㈻㊫學  大專或以㆖㊤上  其他：

職業：  主婦 �  文職  專業㆟人士  ㊩醫護㆟人員  服務性行業

  其他：

申請成為新會員（請同時填㊢寫“收取會訊方式”部份）：

 申請成為基本會員（㆒㈠㊀一年會費：$100）

 申請成為永久會員（㆒㈠㊀一次性會費：$500）

凡本會新會員可獲贈「前蓋式哺乳圍巾」㆒㈠㊀一條，會員可指定㈵㊕特定款式，
否則本會將隨意為閣㆘㊦下送㆖㊤上任何㆒㈠㊀一款，款式㈾㊮資料可參閱本會慈善義賣網
頁：http://www.breastfeeding.org.hk/charity_store。

哺乳圍巾款式㈹代碼：

如屬限量款式，請同時提供預訂編號：
(如屬限量款式，必須於收到本會電郵通知預訂編號後㈤㊄五個工作㆝天內(否
則當作放棄預訂)，把㈲㊒有關款㊠項存入本會滙豐銀行戶口，並把入數紙/過
賬紀錄連同本申請表傳真或電郵本會(不接受郵寄及支票繳款)。索取預
訂編號方法，請參閱本會慈善義賣網頁。)

申請㊠項目*

本㆟人乃舊會員（會員編號： M ）現提出

（請同時填㊢寫“收取會訊方式”部份）：

 續會申請（㆒㈠㊀一年會費：$100）

 升級成為永久會員（繳付會費：$ ）

 會員累積繳付會費達$500港元或以㆖㊤上，將㉂自動升級成為永久會員。 

㈲㊒有關已累計繳付會費㈮㊎金金額，可電郵本會查詢

 (support@breastfeeding.org.hk)。

本㆟人願意捐助貴會（會員編號（如㊜適用）： ）：

  捐助㈮㊎金金額 $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

◆ 閣㆘㊦下提供的㈾㊮資料將用作本會執行㈲㊒有關會務事宜
並作記錄。

◆ 本會可能會將部份㈾㊮資料給予法例授權可接收的
其他㆟人士。

◆ 除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訂明的豁免外，你
㈲㊒有權查閱和改正你的個㆟人㈾㊮資料。

◆ 查閱和改正個㆟人㈾㊮資料的要求應以書面向本會提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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