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介

告知大家有關新的永續發展目標
，以及如何透過促進母乳哺育及
嬰幼兒餵養策略(IYCF)實現目標
。

牢固的錨定母乳哺育是永續發展
的關鍵元素。

在永續發展目標的新時代，在所
有層級中激發各種行動於母 乳哺
育和嬰幼兒餵養。

參與並與更廣泛的行動者合作共同
促進、保護和支持母乳哺育。

新近發表於英國刺胳針醫學期刊的實證證實母乳
哺育每年可以拯救823,000個孩子的生命和增加
三兆兩百億元的全球經濟²。母乳哺育奠定了所
有兒童短期和長期的身體健康基礎，對母親也有
好處。然而，全球的母乳哺育率在過去的二十年
一直停滯不前，出生六個月內嬰兒的純母乳哺育
率低於40%。事實上，婦女在哺餵母乳上面臨
許多困難，她們可能從健康照護者處得到不正確
的訊息、缺乏家中男性伴侶的支持、無法得到母
乳哺育諮詢、面臨母乳代用品的積極推銷，被迫
生完孩子後立即返回工作，這些障礙使得婦女很
難達到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完全母乳哺育(不
添加水或食物)六個月，並持續哺餵母乳至兩歲
或更久³。我們知道該做甚麼以支持及促使母親
成功地哺乳，但我們需要更加積極主動，帶動更
多的人，使之成為現實，而連結母乳哺育與永續
發展目標可以幫助我們達到。

這份行動摺頁說明母乳哺育和每個永續發展目標
(SDGs)的連結以及區分四個主題。主題領域和永
續發展目標互通，並和母乳哺育有強烈的連結。每
個主題先介紹一個短篇的假想情節，說明母乳哺育
和永續發展主題的連結，其次是一些有用的現況及
數據，可以在宣傳活動時使用。最後，有一些行動
策略的例子可以運用在任何級別。在行動摺頁的結
尾，介紹透過永續的夥伴關係及法律來實現永續發
展目標的方法，希望你能享受閱讀此行動摺頁，並
對你的工作有用。

這有何重要 如何閱讀此行動摺頁

你關心人類、地球、繁榮與和平嗎?加入這許
多人的行列，他們抱持永續發展的信念—目
前以不損害下一代的方式生活。今年國際母
乳週著重於各國政府期望在2030年能達到的
17個永續發展目標(SDGs)¹，。永續發展目
標乃根基於千禧年發展目標（MDGs），涵
蓋一系列的生態、經濟及公平的議題。新的
永續發展目標渴望解決貧困的根本原因，並
提供適用於所有人、各地區的發展遠景。
2016年國際母乳週標記了我們一起努力的新
開始，顯示我們如何透過保護、促進及支持
母乳哺育達到永續發展。

2016年國際母乳週目標
3     激發行動力

4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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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告知

2   牢固的錨定



在一個常有飢荒的孤立土地上，母親都是知道
要哺餵母乳自己的孩子直到幼兒期。這些媽媽
們都知道，母乳哺育是年幼子女的營養支持和
安全食物。當發生飢荒和飢餓時，她們看到沒
有母乳餵養的嬰幼兒是脆弱的，而且往往先死
。特別是在低收入的地區，母親們通常等到她
們的孩子夠大夠強壯到不需要保護才會停止哺
乳。勸阻母親在孩子出生後的第二年停止哺乳
對他有潛在的短期及終生的影響。食物的安全
包括一個無形的組成成分—透過母乳哺育保護
未知的未來；母乳是一種負擔得起的營養，並
以如此重要的方式來減少貧窮的影響。

思考: 

在你的社區中，母乳哺育在促進良好營養及食
物安全上扮演哪種角色?

營養不良(包括不佳的母乳哺育)佔每年五歲以
下兒童總死亡數的45%。⁴

營養性發育遲緩(身高低於年齡)是最常見的營
養不良型態，在出生時已經盛行，並持續大
幅增加直到24個月大。從受孕直到兩歲的這
1000日是降低發育遲緩的好機會。⁵

及早投資於預防低出生體重、發育不良、早
期開始哺乳及純母乳哺育，有助於減少日後
肥胖和慢性疾病的
風險。⁶

不哺乳導致每年經濟損失約三兆兩百億元或
是世界國民總收入的0.49%。⁷

全球家庭每年花費約540億元購買配方奶 。⁷

兒時餵食母乳的成人較兒時未喝母乳者有較
高的收入。⁸

與當地的健康服務中心查閱該區的母乳哺育
的統計數據；和母親們聊她們的經驗；根據
你了解的情況策畫行動策略。

將父親納入母親對母親的母乳支持團體中，
並討論他們的支持對嬰兒餵養的重要性，以
及他們該如何做。

幫助社區的人們視母乳哺育、適時添加副食
品、持續哺乳至少兩歲或以上為常態。例如
：男女孩特別需要看到婦女哺乳以便學習哺
餵。

確保當地的健康機構、藥局、雜貨店遵循國
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以國際嬰兒食物行
動聯盟監測指標評估守則的遵從性。

致力於農業推廣計畫，延伸母乳哺育支持至
偏遠社區。

想像這個情境

事實及數據

營養、食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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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出生於貧窮的鄉下，她媽媽看到奶粉大量
地被促銷，但媽媽及安娜的阿姨始終認為母乳
是最好的。幾週後，安娜很有活力也長得很好
；她按時完成預防接種，從不生病，因此她媽
媽得以能工作。受過支持母乳哺育訓練的社區
護理師讚美安娜的母親，提醒她母乳哺育也有
助於保護母親預防疾病，像是乳癌。有時家裡
缺錢買食物，但安娜有營養緩衝，她喝母乳到
兩歲並吃家庭食物。過了幾年安娜去上學，老
師注意到她學得很快，並告知她的母親。安娜
的母親知道他的母乳幫助安娜的腦部及眼睛發
展得好，同時很少生病代表她的能量都用在成
長及學習。安娜還很年輕，但她的前途是光明
的，因為她從母親的乳汁得到好的開始，且這
個禮物對她一生都很重要。母乳可以幫助兒童
擺脫貧困得，到更高教育程度和收入的美好未
來。

思考：

你的社區母乳哺育的樣貌為何?有多少家是愛
嬰醫院或產科機構?

在214個國家執行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兒童
基金會全球嬰幼兒餵食策略計畫所花的經費
，估計每個活產約130英鎊。”投資有效的服
務來增加及維持母乳哺育率，在幾年內甚至
最快一年內即可還本。”⁹

平均而言，哺乳的嬰兒比沒有哺餵母乳的嬰
兒智商高2.6分，餵奶的持續時間愈久則差異
愈大。¹⁰

母乳哺育奠定一生健康及福祉的根基。沒有
哺乳的兒童及母親在許多疾病上有更高的風
險，包括兒童急慢性疾病，母親乳癌及卵巢
癌。¹¹

每年有823,000兒童因不良的嬰兒餵食而死
亡。¹¹

如果母親成功地母乳哺育，可避免20,000婦
女死於乳癌。¹¹

和政客及其他領導者談論提高母乳哺育率達
到永續發展目標的價值，將母乳哺育納入議
程。

確保社區中的每位母親有機會獲得熟練的母
乳哺育照護。

倡導國家衛生條例，確保所有生產機構的產
科照護納入成功母乳哺育的十措施。

參考:
 h�p://www.unicef.org/newsline/tenstps.htm

倡導將母乳哺育完全包含在所有醫護人員的
職前訓練課程中。

想像這個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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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的旅程，第一步是最重要的。母乳哺育
是第一個我們可以採用的實際步驟，不僅能保
護母嬰的健康，也能保護地球的健康—從生命
之初，提供嬰兒環保及永續的營養。人工餵養
導致全球暖化，產生氣候變化及災難。嬰兒是
最容易受到越來越強大和頻繁的颱風、颶風和
龍捲風傷害的弱勢族群。在自然災害所造成的
破壞中，人工餵養的額外風險為缺乏清潔用水
和基本設施，因為沒有冰箱及煮過的乾淨用水
，很難確保安全有效地準備嬰兒食品；而母乳
哺育保障兒童的健康，和提供可能已經失去一
切的嬰兒及母親慰藉。母乳哺育諮詢師可以協
助家庭，減輕他們的痛苦，幫助支持受創的母
親找回信心來維持哺乳或再度泌乳。

思考：

有關母乳哺育和環境方面，你會對社區中的年
輕人說些甚麼?

母乳是“天然可再生的食物”，對環境安全，
以沒有汙染、包裝或廢棄物交付給消費者。¹²

製造及使用配方奶產生溫室氣體(GHG)排放
，加速全球暖化，且處理其產生的垃圾也會產
生污染和有毒排放物。雖然目前尚未量化成金
錢費用，沒有哺餵嬰兒母乳與環境成本有關。
¹³

每年在6個亞洲國家銷售的720,450噸配方奶
粉，產生近290萬噸溫室氣體，相當於平均載
客車輛行駛70億英里或送往垃圾填埋場的103
萬噸廢棄物。¹²

估計生產1公斤母乳代用品需要消耗超過4000
公升的水。¹²

哺餵母乳意味著較少的溫室氣體，環境惡化和
污染。 ¹²

母乳哺育有助於從化石燃料為基礎轉換為低碳
的經濟，不需要電力來產生乳汁，運送不需要
燃料，因此減少主要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的排
放。¹²

倡導政府涵括「改善母乳哺育實務」為達成
永續發展目標工作的一部分。

鼓勵研究者量化國家因配方奶餵食產生的碳
足跡。

使用這些數據倡導政府提高母乳哺育政策和
方案的預算分配，靠這些分配來減少空氣污
染。

將母乳哺育包含在任何減少碳及水足跡的行
動策略清單中，以及有關氣候變遷的公開文
件中。

想像這個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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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是需要被保護的必要食物資源。大約八億
三千萬婦女(主要為發展中國家)在工作場域中
缺乏社會保護。婦女通常被迫接受低薪、低品
質的工作。當母親返回工作崗位，她們照顧孩
子的時間變少，母乳哺育率可能下降、孩子更
常生病、學業成就停滯。生產量下降，因為雇
工需要更多休假照顧沒有哺乳的兒童。家庭財
務惡化，因為支付較高的食物花費及醫療費用
。然而，世界各國政府都強調婦女參與勞動力
，以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社會性別平等和減少
貧窮的解決方案。婦女在家庭中的無償照顧活
動對所有家庭成員的健康、發展和福祉具重要
性，是必須被認可的經濟及社會發展策略。要

縮小工作中的性別
差距，婦女需要支
持以結合生產力和
包括母乳哺育的生
育角色，例如給薪
的產假、給薪的哺
乳休息時間、彈性
的工作安排及擠乳
室。

思考：

你的社區中婦女在
返回職場工作時，在哺乳方面得到那些支持?

•

•

•

•

•

母親就業會降低母乳哺育率與所有已知的健
康後果。¹⁴

每增加一個月的給薪產假，降低13％嬰兒死
亡率。¹⁵

只有53％的國家達到國際勞工組織14週產假
的最低標準。¹⁶

產假政策能有效提高純母乳哺育率。¹⁷

哺乳室及有給薪哺乳休息能增加產後六個月
的哺乳率。¹⁸

了解國家的母職保護政策。此外，找出當地
雇主所提供的產假類型和工作場所的設施。

在各級及部門間，為正式和非正式部門的員
工倡導母職保護的需要及權利。

鼓勵國家的政客及官員評估產假和母職保護
權益的現況，利用現有的工具，如國際母乳
哺育趨勢倡議（WBTi）確認現行規範的缺失

參考: h�p://worldbreastfeedingtrends.org/

促進對性別平等的給薪育兒保護政策，涵蓋
照護三角，支持共同雙親撫養和哺乳。

和當地的雇主談論如何在職場支持母乳哺育
，促進工作場所轉型為“家庭友善”。

這應該包括：

婦女的生產
力和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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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可近性的托兒所，促進和支持母乳哺
育。

在靠近工作地點提供必要設施、具隱私和
衛生的空間，讓母親舒適安全地哺乳或擠
奶及儲存奶水。

工作安排具彈性、哺乳休息時間或減少工
作時間和遠距辦公。

給所有工作人員(特別是懷孕及哺乳的母
親) 安全及衛生的環境，而無需要承擔就
業或工資受損。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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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地分享有關母乳哺育價值的實證，特別
是對那些具有權力及影響力的人。監測行動
及成效也是構建實證的關鍵。

以積極態度促進母乳哺育，愈多談論母乳哺
育，我們的訊息將會更加有效。

倡導母乳哺育計畫涵蓋在所有的健康計畫中
，且被放大。

當產品促銷破壞母乳哺育及這個最佳首選食
物時，執行法律--包括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
守則。嬰兒沒有辦法選擇，政府有責任保護
他們。

國際公約為商定的全球準則。與社區、國家
和更高層級合作，要求制定兒童和婦女權利
的公約，例如母職保護，反映在每個國家的
法律，並強制執行。

「養一個孩子要用全村的力量」號召每個人發
揮己力來建立理想的村落。我們需要一個大家
都能得到的公平法律，也需要找到新的及更好
的共同合作方式。第16項永續發展目標是促進
公正、和平和包容的社會。我們集體都得為孩
子以及他們所繼承的未來負責。兒童實現人類
的未來，每個孩子都有潛力，當他們的權利得
到尊重、實踐責任，就能兌現。兒童權利公約
保護兒童的權利，

婦女也有權利對抗其在社會或是工作場所中處
於不利地位或有別於男性的對待。構建我們渴
望的村莊還有很多事要做。為提高母乳哺育率
，我們需要克服許多挑戰：政府不足的政策、
訊息和建議的缺乏、社會支持的缺乏和母乳代
用品的積極銷售，我們需要全球夥伴關係來克
服這些。第17條永續發展目標提醒我們「人多
好辦事」…我們必須一起工作來實現我們想要
的村莊。國際母乳週連接社區、國家及各大區
域的改革者，呼籲全球行動。必須擴大我們的

聯盟與他人一起超越目前母乳哺育運動，共同
實現永續發展和人權。我們必須認知到這種平
衡以及相互的依賴性才能繼續人類的生存。

持續的夥伴
關係和法規

Infographic, A basic typology of multi-stakeholder partnerships (from Peterson et al, 2014)

Adress a systemic challenge

Joint Program Strategic Alliance Collective Impact

Collaboration among
small set of partners
to implement a 
program to address a 
specific aspect of a 
social problem

Platform for ongoing
collaboration around
one or more related
social issues, alligning
partners (typically >5)
in support of a
common agenda and 
joint investments

Initiative based on 
long-term commitments 
to a common agenda by
the group of cross-
sector actors needed
to realise system-
wide change around a 
social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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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母乳哺育重要性的實證，以及增加母乳
哺育率所需的介入措施。

了解相關的國際公約和國家的法律、法規和
政府政策。

確認潛在的盟友，並與他們合作。締造一個
令人注目的常見情況進行改革。選擇3～5個
重點，並制定一套共同的行動。

選擇的盟友和支持者時，要留意利益衝突。

與擁有許多技能的人一起激發行動。

分配時間和資源，包括金錢。好好計畫並持
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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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策略致力於永續發展

贊助：WABA 不接受任何母乳代用品及相關器材或副食品廠商的贊助，WABA鼓勵所有參與國際哺乳週的成員尊重並遵守此倫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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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母乳哺育行動聯盟 (WABA)是由支持、保護及鼓勵母乳哺育的個人、聯盟及團體組成的全球聯盟，以伊諾森蒂宣言、哺育未來十大方針及全球嬰幼兒餵食策略為行動準則。它的主要夥伴包括: 國際嬰兒食物行動
聯盟 (IBFAN) 、國際母乳會(LLLI)、國際泌乳顧問協會 (ILCA)、Wellstart International及國際母乳醫學會(ABM)。WABA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有顧問的關係，是一個非政府團體，為聯合國經濟及社會議會
(ECOSOC)的特別顧問。WABA在馬來西亞註冊成立為國際母乳哺育行動聯盟有限公司（847762-P），為非營利性有限擔保責任公司。

地址: P.O. Box 1200, 10850 Penang, Malaysia.     電話: (604) 658 4816     傳真: (604) 657 2655
電子信箱: waba@waba.org.my     網頁: waba.org.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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