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 年度補助地方推動「
年度補助地方推動「母乳哺育率改善計畫」
母乳哺育率改善計畫」
一、背景說明
各縣市母乳哺育率考核之母乳率係採產後6個月以下純母乳哺育率，
104年縣市母乳哺育率調查計畫結果，全國產後6個月以下純母乳哺
育率之為45.8％，為改善各縣市母乳哺育率，爰提供該等縣市依其
地方特性研擬母乳哺育率改善方案。本計畫原擬由各縣市所提計
畫，經評比後擇前6名予以補助，惟部分縣市該年度母乳哺育率高於
平均值，故105年僅補助新北市、桃園市、苗栗縣、宜蘭縣等4縣
市。
二、計畫目的
目標達成率以達105年度全國產後6個月以下純母乳哺育率之本署目
標值46％。
三、計畫期程
計畫自民國105年1月1日至103年12月31日止
四、辦理成果
補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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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辦理成果
(一
一) 全面建構完善哺乳環境
1、製作母乳衛教單張 1 萬 5,000 張，結合婚後孕前健
康檢查資訊、母嬰親善醫療院所、肌膚接觸好處與親
子同室好處納入單張內容，發放至轄內戶政事務所，
提供民眾結婚登記時宣導，鼓勵民眾至母嬰親善認證
醫療院所生產。
2、鼓勵醫療院所辦理產前母乳哺育雙親教室，並針

對產後常見問題，製作 新生兒胃容量壓克力牌 250
個，發放至醫療院所及產後機構，提供新生兒父母正
確觀念。
3、辦理營造友善職場哺乳環境宣導，辦理 2 場次，
共 227 人參加。
4、建置哺乳室公開資料，供民間機構開發哺乳室
APP，方便民眾搜尋哺乳室。
5、辦理新北好孕友善母嬰記者會，宣導本市友善母
嬰支持性環境政策。
6、配合國際母乳週，將母嬰親善醫療院所納入 8 月
份捷運燈箱宣導主題。
7、於 105 年 10 月 26 日召開專家會議，決議規劃製
作母乳宣導小卡，並搭配流感疫苗開打時宣導。宣導
小卡製作 1 萬 5,000 張，於流感疫苗施打期間，發放
至衛生所與醫療院所，提供民眾施打疫苗時宣導，提
升公共場所哺乳室利用率。
8、輔導 78 家職場鼓勵申請勞工局之哺乳室獎助計
畫，其中共 34 家申請勞工局哺乳室獎助，並鼓勵報
名參與 105 年度優良哺乳室評選活動。輔導 78 家職
場設置哺乳室，62.8%願意設置哺(集)乳室、32.02%目
前有員工正在哺(集)乳、無任何職場有成立哺(集)乳支
持團體或社團、41.02%員工休息可至哺乳室哺乳、
32.05%設置母乳專用冰箱。
9、辦理公共場所及職場哺(集)乳室認證評比活動，共
有 208 家機構參與，其中 54 家為自願設置哺集乳室
機構。
(二
二) 強化社區母乳支持網絡，
強化社區母乳支持網絡，結合社區母乳志工，
結合社區母乳志工，關
懷產後婦女母乳哺育情形，
懷產後婦女母乳哺育情形，建立社區親善環境
1、社區母乳志工主動提供該轄區內產後婦女哺乳婦
電話關懷(產後 1 個月、4 個月與 6 個月內)，了解產後
哺乳與育兒問題，並給予指導建立信心，105 年度共
服務 17,622 人次。
2、結合轄內母嬰親善醫療院所辦理社區親子活動，
如抓週比賽，宣導母乳哺育好處，並可持續哺乳至寶
寶 2 歲以上。
3、於 105 年 11 月 20 日辦理「大手牽小手，親子 GO
健康」親子嘉年華活動。活動中規畫一系列闖關活
動，包括無菸家庭、早期療育、嬰幼兒母乳哺育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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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保健……等 17 道關卡，需闖完一定關卡後兌換小
禮，當日發放將近 200 份好禮。
4、由衛生所連結轄區內資源辦理母乳支持團體聚會
與主動提供產後婦女母乳諮詢服務，共辦理 290 場
次，共 4,159 人參與。各區每年至少辦理 10 場次，由
衛生所母乳承辦人員與母乳志工擔任帶領人，透過門
診、預防注射門診、新住民婦女健康檢查、母乳哺育
諮詢名冊邀約參與。考量偏鄉地區人口數少，且多為
隔代教養，部分區域以講座形式宣導母乳哺育。
5、於社區辦理活動時宣導母乳哺育，尤其針對隔代
教養率高的偏向地區，針對祖父母辦理母乳宣導活
動。
6、邀請有帶領經驗之母乳種子講師辦理母乳支持團
體示範教學，培育衛生所或職場護理人員為母乳支持
團體帶領人。
(三
三) 辦理母乳哺育相關教育訓練：
辦理母乳哺育相關教育訓練：
1、辦理公衛護理師母乳哺育教育訓練 2 場次，協助
醫療院所與產後護理機構辦理母乳健康講座。
2、辦理母乳支持團體帶領人訓練 1 場次，提升母乳
哺育基本知識訓練，與帶領團體的知識與技巧及進階
的溝通技巧。
3、辦理工作坊 1 場次，強化護理人員實作演練，例
如手擠乳、杯餵...等技巧。
4、辦理保母人員母乳哺育相關教育訓練 2 場次，提
升保母對哺餵母乳正確觀念，進而協助社區營造友善
母乳支持環境。
(ㄧ
ㄧ) 母嬰親善醫療院所認證，
。
母嬰親善醫療院所認證，出生涵蓋率 84.33%。
1、本市 105 年 1-10 月全市出生數為 18,893，其中，
已通過母嬰親善認證院所生產數為 15,923，涵蓋率約
84.33%。
2、未通過母嬰親善認證院所生產數為 2,970，涵蓋率
為 15.67%。本計畫目標母嬰親善出生涵蓋率應≧
90%，本年度涵蓋率為 84.33%，未來將加強輔導接生
醫療院所積極加入母嬰親善醫療院所認證。
3、輔導內容：3-6 月份，針對高出生數的醫療院所實
地訪查輔導，如晨芳婦產科診所、婦茂婦產科診所、
徐文良婦產科及趙德明婦科診所等共拜訪 7 次，協助
明瞭認證內容與準備方向、執行策略、進度及成果檢

討，但皆因診所人力不足而無認證意願，未來將持續
拜訪輔導院所參加認證。
(二
二) 醫護人員教育訓練
1、完成 4 場研習訓練，共計 380 名醫護人員參訓。
2、訓練內容：諮詢技巧的運用、職業婦女的哺乳、
母乳哺育機轉、觀察協助母乳哺餵、生產措施與母乳
哺育、母乳哺餵、常見乳房問題、哺乳嬰兒初期常見
問題、特殊嬰兒哺乳、哺育指導討論等議題。
3、辦理課後測驗，後測達 80 分以上者給予研習證
書。
(三
三) 辦理職場健康照護人員研習會
1、本年度 4 月 18 日假衛福部桃園醫院辦理 1 場職場
健康照護人員教育訓練共計 221 人參訓，其中職護、
廠護約有 90 人參訓，約佔全體參訓人員的 41%。
2、本年度職護、廠護參與比例偏低，因報名人數受
限，未來舉辦此類研習會時，將嚴格評估參加人員的
服務機構是否合宜，以確保各職場皆能參與研習會，
將母乳哺育推廣至各種類別產業。
3、針對友善職場哺乳環境，除了辦理職護、廠護研
習會，讓廠護提供更多的哺育資訊，影響媽媽們哺育
母乳的意願，也於研習會中鼓勵尚未設置但有意願設
置哺集乳室的職場，並輔導職場設置哺集乳室符合相
關法規規定。
4、性別工作平等法已於今年修法完成，未來將於職
場健康照護人員研習會中，加強宣導哺集乳的相關規
定，如彈性工時、哺乳時間與育嬰假問題等。
(四
四)運作
運作 13 區母乳支持團體並持續運作
1、持續運作母乳支持團體，每所每年已辦理 10 次以
上聚會，各支持團體擬定母乳哺育不同主題進行宣導
與衛教並於會中或會後共同討論母乳哺育時所遇問
題，本年度 1-10 月共辦理 131 場次，2,614 人次參
與，並且於活動結束後進行訪談與調查，參加民眾皆
認同藉由活動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母乳哺育訊息且獲得
支持感，也都願意再次參加類似活動。
2、社區職場宣導係由本市 13 區衛生所，每所每年度
辦理至少 1 場結合社區與職場的宣導，未來擬針對高
生產數與職業婦女較多的區域加強宣導。
(五
五)建置母乳人力資源
建置母乳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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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辦理母嬰親善大使研習會，共計 12 小時，完成母
乳推廣志工參訓共 74 人。
2、目前於 13 區服務母乳志工數：74 人。
3、與各區衛生所聯繫，部分母乳志工因家庭與身體
因素無法配合，暫時離開志工崗位，未來將加強志工
招募及培訓，以補足母乳志工的人力缺乏。
(六
六)產婦母乳哺育追蹤管理
產婦母乳哺育追蹤管理
辦理母乳哺育率追蹤管理，由各區衛生所，以電訪或
面訪方式持續執行本市 13 區衛生所母乳哺育率
調查及輔導，本年度蒐集 105 年 2 月份生產之產婦電
訪資料進行問卷分析共收集了 1,378 份問卷，其中有
效問卷共 1,074 份。
(七
七) 推動公共場所及職場優良哺集乳室設置
1、鼓勵產後護理機構推動母乳哺育
2、輔導/稽查依法須設置哺集乳室之場所
3、親善哺集乳室競賽
(一
一) 提升本縣母乳哺育率≧
以上:
提升本縣母乳哺育率≧45%以上
以上
1、由於本縣約有 50-49%產婦於外縣市生產，為服務
所有產後媽媽則進行全面電訪，公衛護士由出生通報
系統了解轄區出生孕產婦，並利用電訪清單及個案訪
視單，給與產婦電訪關懷並了解哺餵情形，電訪無法
解決時則進行家訪或轉介相關醫療院所，另外衛生所
接獲各接生醫療院所或產後護理之家關懷轉介單而進
行電話追蹤，或地段訪查事宜，若個案對母乳問題仍
有興趣也會告知母乳持團體訊息及時間以方便個案參
加報名。
2、針對各產檢之醫療院所於孕婦確定懷孕後，發放
媽媽手冊同時給與母乳支持團體宣傳單及諮詢電話。
3、母乳哺育率成果依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調查資
料。
(二
二)辦理母乳哺育相關教育訓練
辦理母乳哺育相關教育訓練:
辦理母乳哺育相關教育訓練
1、辦理媽媽教室哺乳衛教共 8 場，達成率 100%
2、辦理醫護及志工在職訓練共 3 場，達成率為
100%。
3、辦理職場機構及大專院所母乳宣導共 15 場，達成
率 100%。
4、國際母乳週大型宣導 1 場。
(三
三)建置母乳支持團體
建置母乳支持團體 3 個，達成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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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 年初，完成苗栗縣母乳支持團體宣傳單張、海
報之設計及母乳專線諮詢電話單張。
2、105 年 4 月完成母乳支持團體教育訓練。
3、因苗栗縣主要出生鄉鎮以苗栗市、竹南鎮和頭份
市佔大宗，103 年公衛護士不具信心及排拒，以 18 鄉
鎮公衛護士分成三組人員，每組共 6 人，每次由六人
其中一人當帶領人及副帶領人及另一人當記錄以此類
推。
4、104 年公衛護士較具信心，電訪也能回應個案問
題，但因婦幼承辦人約 7 成員替換，又有新成員加
入，母乳支持團體每場仍聘請專家郭素珍給與團隊指
導，並於會後作檢討已利下一次持團體運作。
(四
四)親善哺集乳室競賽參與家數共
親善哺集乳室競賽參與家數共 102 家，達成率
100%:
1、105 年 6 月辦理苗栗縣優良哺集乳室競賽，共 102
家参與競賽。
2、配合 105 年「用愛與行動支持母乳哺育」國際母
乳週記者會中進行頒獎典禮
(五
五)產後護理機構輔導兩家
產後護理機構輔導兩家，
產後護理機構輔導兩家，完成率達 100%
(六
六)輔導轄區哺集乳室稽核績效
輔導轄區哺集乳室稽核績效 28 家，共完成本縣轄
區公共場所哺集乳室共 38 家達成率 100%
(七
七)廣播
廣播、
廣播、網路、
網路、平面媒體及跑馬燈之媒體行銷共完
成 20 則，達成率 100%
(八
八) 媽咪寶貝關懷轉銜行動方案，
媽咪寶貝關懷轉銜行動方案，初次電訪共達成率
為 88.23%，
，達成率 117.64%。
。
由於本縣約有一半產婦在外縣市生產，為服務本縣產
後媽媽由公衛婦幼人員進行電話訪問，以解決母乳哺
育相關問題，初次電訪答達成率 88.23%。
一、提昇母乳哺育率
(一
一) 強化母乳哺育者的個人技能
針對孕期、產期及產後階段，加強產婦個人母乳哺育
技巧與衛生教育，藉由醫護人員教導哺乳技巧訓練等
多重策略之介入措施，以強化支持網絡的功能。於
105 年 7 月 16 日假宜蘭縣政府衛生局健康大樓辦理
「母乳哺育醫護人員基礎教育」研習會 1 場次，邀請
母乳種子教師講授，產前母乳哺育準備~三早概念、
母乳哺育常見問題處理、哺乳嬰兒常見問題與照護等
相關課程，參與人員 30 位護理人員，參與人員課程

滿意度達 98%，課後評量分數平均 95 分。
(二
二) 多元化媒體宣導
1. 於 105 年 8 月 11 日結合正聲及警察廣播電台宣導
「天然ㄟ尚蓋好，母乳最珍貴」及「及早肌膚接觸、
母嬰同室好處」的觀念。
2. 105 年 8 月 13 日結合大同鄉玉蘭茶園舉辦健走活
動。
3. 各鄉鎮市衛生所跑馬燈宣導「天然ㄟ尚蓋好，母
乳最珍貴」及製作母乳海報張貼於各哺集乳室與社
區，透過宣導鼓勵母乳哺餵，共同支持及協助推廣母
乳哺育的理念。
(三
三) 培訓袋鼠志工人力：
培訓袋鼠志工人力：為鼓勵並提升縣內婦女母乳
哺育，本局於 88 年起召募各鄉鎮（市）具有哺餵母
乳經驗之愛心、熱心之志工媽媽，成立宜蘭縣母乳哺
餵行動軍「袋鼠志工」，定期辦理「母乳諮詢志工媽
媽訓練」，以增強該群體知識技能及經驗分享，以電
話協助追蹤哺育母乳婦女關懷訪談，深入指導哺餵母
乳知識，以提高產後婦女母乳哺育意願，延長哺乳
期。105 年 1-11 月辦理袋鼠志工讀書會，計 24 場
次，參與志工 321 人次。
(四
四) 辦理母乳哺育支持團體討論會：
辦理母乳哺育支持團體討論會：為鼓勵並提升縣
內婦女母乳哺育，成立「母乳哺育支持團體」，定期
辦理討論會，參與組員有輔導員、帶領人、衛生所承
辦人、孕期個案、哺育成功個案，104 年為服務更廣
泛孕期及產後婦女，12 鄉鎮亦陸續開辦，目前成立
12 所。105 年 1-11 月辦理母乳支持團體討論會，計
53 場次。
(五
五) 有個別需求者，
有個別需求者，提供個別指導：
提供個別指導：提供「母乳哺育
轉介單」做為與醫院連結的媒介，接生院所將產後哺
育有困難的個案轉介予衛生所，後續再由衛生所專業
人員或志工提供及時性的個別衛教指導，必要時提供
到府服務關懷，協助個案解決困難哺育的問題，以有
效繼續哺乳。105 年 1-11 月止提出需求個案有 1 位，
經由母乳種子講師實地家庭訪視，協助持續哺餵母
乳。
(六
六) 建構資源整合平台：
建構資源整合平台：定期召開業務聯繫會議，維
持溝通及合作管道通暢、了解熟悉當地可運用及轉介
的母乳哺育資源；結合本縣公共托嬰中心及托兒所，

鼓勵支持母親持續母乳哺育，105 年已召開 3 次聯繫
會議，會議內容針對母乳哺育社區推動與執行目標，
於會議中提出討論，藉由托兒所聯繫會議請協助推廣
與鼓勵母乳哺育宣導。
二、營造友善母乳哺育環境
(一
一) 公共場所 1-4 類哺乳室及志願設置哺乳室抽查訪
視：本縣公共場所 1-4 類哺乳室設置計 21 處、志願設
置哺乳室計 39 處，為推動母乳哺育優良環境，實地
輔導及抽查哺集乳室執行狀況，並針對未落實執行層
面予以督促改善，105 年 1-11 月已訪視及輔導稽查
189 次。
(二
二) 營造友善的母乳哺育環境
推動「友善哺乳場所」，凡於張貼「友善哺乳場所」
標章之店家，可向店家免費借用「哺乳巾」，讓媽媽
在公共場所能隨時輕鬆自在的哺乳，105 年 1-12 月已
新增 24 處，103 年推動至 105 年總計 51 處。執行過
程公共衛生護士每 3 個月定期訪視與輔導業者，能提
供民眾相關訊息，針對「哺乳巾」亦請店家能確實遵
守清潔規範，民眾雖然使用率不高，普遍對於業者能
提供場地營造友善的母乳哺育環境表示認同與滿意。
因為使用率偏低，未來除持續維護已建置之友善哺乳
場所外，新增設置朝向能提供哺集乳室為方向。
三、推動醫療院所成為優質母嬰親善哺乳環境
(一
一) 輔導產後護理機構：
輔導產後護理機構：輔導轄區產後護理機構訂定
明確的支持哺育母乳政策，並設有母乳哺育轉介系統
及提供諮詢資源，於 105 年 6 月 22 日與台灣助產學
會共同輔導訪視本縣藍田產後護理機構，於 105 年 12
月 8 日再次輔導訪視藍田及麗晶產後護理機構，協助
推動母嬰親善母乳哺育，2 家產後護理機構純母乳哺
育率平均為 54.7%，總母乳哺育率達 95.2%，持續輔
導及訪視以提升本縣母乳哺育率。
(二
二) 輔導醫療機構：
輔導醫療機構：於 105 年 8 月 23 日輔導羅東博愛
醫院及協助母嬰親善醫院認證，另各衛生所協助醫療
院所實地訪查，以提升本縣母乳哺餵率。
四、提昇社區志工有關母乳哺育之知識與技能
(一
一) 持續培育母乳哺育支持團體
強化社區母乳哺育支持網絡及功能，辦理經驗分享交
流，凝結成功哺乳媽媽經驗分享，推廣母乳哺育工

作，鼓勵哺乳媽媽至少哺育至 6 個月並可持續至 2
歲。105 年 1-11 月辦理母乳支持團體討論會，計 53
場次，參與人次 548 人次。參與之懷孕媽媽與家屬滿
意度達 98%，經過與有哺乳經驗之媽媽的經驗分享，
更能了解哺乳期間可能遇到的問題，強化哺乳之意
願，提昇本縣母乳哺育率。
(二
二) 為強化社區袋鼠志工功能，
為強化社區袋鼠志工功能，各鄉鎮市衛生所辦理
教育訓練，提高知識知能，以協助產後婦女母乳哺育
追蹤管理。105 年 1-11 月計辦理袋鼠志工讀書會 26
場次。志工經由教育訓練以提昇母乳哺育的相關知
識，協助各衛生所針對剛生完產的產婦，以電話諮詢
及關懷，鼓勵媽媽能哺餵母乳，遇到有哺乳困難之產
婦，則將狀況登錄提供給衛生所護理人員作進一步的
衛教諮詢，或者提供家庭訪視，以鼓勵持續哺餵母
乳。
(三
三) 針對本局所聘之外籍通譯員辦理母乳哺育相關知
能培訓，
能培訓，除教導母乳哺育相關知能外，另外教導各項
有關優生保健議題，105 年 5 月 6 日至 26 日計辦理 4
場次，各鄉鎮市衛生所個培訓 1 位通譯員，每週 1 天
至各衛生所協助電話聯繫新住民懷孕婦女，協助新住
民哺乳期相關諮詢與衛教指導，提升本縣母乳哺育
率，105 年至 12 月止已提供 246 位新住民母乳哺育指
導，鼓勵哺餵母乳至 6 個月。
五、辦理優良哺(集
乳室競賽選拔活動：
辦理優良哺 集)乳室競賽選拔活動
乳室競賽選拔活動：為營造友善
哺乳環境，目前除了依法需設置哺集乳室的場所有 21
處外，另鼓勵職場及學校自願設置哺集乳室的場所計
有 39 家，為落實法定公共場所哺集乳室設施之完
備，鼓勵法定外之企業職場共同營造優質的哺育環
境，提升母嬰健康，除了定期稽查與輔導外，特舉辦
優良哺(集)乳室競賽活動，本年度共輔導 19 處哺(集)
乳室參賽，進入決賽家數有 8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