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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附件 QR Code
壹、前言

為提供一線醫療工作人員了解國內母乳庫運作及相關資訊，
4. 如果母乳含有細菌，無法捐給其他嬰幼兒喝
母乳中含有最完整且豐富的營養素，是人類寶寶出生後最
台北母乳庫醫囑單下載
：

並向有使用捐贈母乳需求者或想捐贈母乳者提供正確訊息，
喝了會不會生病？是不是也不能給自己的小

好的食物來源。母乳對所有新生嬰兒都有健康益處，但對高危

爰由台北母乳庫、南區母乳庫及台中母乳庫衛星站共同編製本
其實母乳本身就不是無菌的，自己的小
手冊。
於免疫力正常的族群，因此母乳本身含有的細

險嬰兒如低出生體重兒（<1500公克）尤其重要，研究證實
出生體重<1500公克嬰兒使用，可降低壞死性小腸結腸炎的

並沒有致病性，同時母乳中也含有保護的抗體

發生率。
世界衛生組織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於1980年發表共同聲

的寶寶多一層保護。但是因為母乳庫的捐贈母

明，當親生母親無法親自哺育母乳時，應選擇適當來源的母乳

餵食寶寶，國際母乳庫倡議組織（International
Milk Bank乳庫衛星站醫囑單相關表單下載
：
ing Initiative，IMBI）的宗旨也明確指出，當母親無法提供母
乳情形下，捐贈母乳是早產兒及病嬰的最佳選擇。另世界衛生

台北
母乳庫

組織又於2017年提出，為確保所有嬰兒公平獲得母乳，對於

疫力較不足的寶寶使用，例如：早產兒、先天
台中
母乳庫
術後、腸胃道疾病、餵食不耐、或是一些媽媽
衛星站

法哺乳的孩子…等等，因此在母乳的要求上就

本來一些無害的細菌在免疫力缺乏的嬰幼兒身

病嬰或早產兒強化母乳的取得，應整合母乳庫資源（國外名稱

染。因此雖然有些媽媽們的愛心母奶無法當作

為Milk Bank母乳銀行），促進母乳哺育及強化嬰幼兒營養。

己的寶寶使用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為提供有特殊需求之嬰兒（例如：早產兒與病童）安全的母奶，

目前國內於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及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
區母乳庫醫囑單相關表單下載
：
附設醫院設置2座母乳庫（以下簡稱台北母乳庫及南區母乳庫），
並於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設置母乳庫衛星站（以下簡稱台中母
乳庫衛星站），均遵守北美母乳庫協會及英國母乳庫協會制定

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

南區
母乳庫

的標準作業流程，包括捐贈者資料收集與衛教、捐贈者抽血檢
驗的醫療諮詢、篩檢與評估、捐贈乳滅菌處理、儲存及調配分
送、領乳者的篩選評估等，讓需要的寶寶可以得到安全可靠的
母乳。

母乳庫與國民健康署之官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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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領用捐贈乳篇

母乳會被如何處理？

送到母乳庫後，經由專責人員簽收並儲存在獨
一、誰需要使用捐贈乳﹖

表1. 捐贈乳優先使用之對象

★ 擠出的母乳可暫時冷藏於4℃，但須放置

順序

使用捐贈乳對象

備註

1

住院中的早產兒

2

住院中的足月病嬰
家中其他冷凍物品作適當的區隔)
(1)重大手術後需要加強營養的嬰兒
(2)先天性異常的嬰兒
★ 運送至母乳庫的母乳應放置於可攜帶的冰
(3)吸收不良(malabsorption)或餵食
不耐(feeding intolerance)之嬰兒置足夠量的冰寶（frozen gel packs）運
(4)免疫缺乏的嬰兒(immunologic deficiencies)

裡面，不可放置冰箱側門。剛擠出的奶水

矯正週數 40 週以內。
若未滿 40 週但體重
但不放置超過24小時，再放入冷凍。
2.5kg 以上，請醫師仔
★ 儲存在冰箱的母乳最好能夠放置在有蓋子
細評估

，之後在無菌的操作環境完成匯集、分裝及採
母乳與捐贈乳對某些感染性疾病的保護性仍優於配方乳，

作細菌培養，通過第一次細菌學檢查的母乳會
早產兒等病童的母親無法親自哺育時，捐贈乳可成為另一種最

後，再作第二次細菌學檢查，完全無菌的母乳
佳選擇。世界各國對於母乳庫捐贈乳，大多以提供早產兒及母

能送出的母乳。這樣層層的把關，就是希望能
親患有疾病無法親自哺乳之嬰兒使用，因此，基本上捐贈乳之

較不足的嬰幼兒，也能獲得最安全又最完善的
提供屬特殊需要之個案。

細菌學檢查未達合格標準的母乳，例如：總細
國內母乳庫依病情的需要，主要提供給以下族群的嬰兒

塊），多餘的空間可放置毛巾或捲紙填塞

3

出院的早產兒

05 CFU），含有易產生毒素的細菌種類（金
使用(使用對象優先順序如表1)：早產兒、先天性異常、重大

可提供至預產期 40 週

果，全程保持冷凍並儘速送至母乳庫。
大，若體重 2.5kg 以
上，需請醫師仔細評估
四、其他捐乳的常見問題與解答

或是非表皮皮膚正常菌種（大腸桿菌、綠膿桿
手術後、腸胃道疾病、餵食不耐、或是一些因媽媽患有疾病或

4

緊急或重大災害：寶寶需母乳

母乳即無法當作捐贈乳。
死亡而無法哺乳的孩子…等等。若臨床上符合可申請的條件，

5

其他嬰幼兒

醫療人員可建議家屬使用捐贈乳並依規定申請。

1. 純親餵但無特別集乳，不知乳量多少，可否
若母乳庫捐贈乳庫存量

首先請先確定自己的母乳能夠滿足自己寶
足夠，則可再提供以下
適應症

哺乳後，額外可擠出30cc的母乳，即可以主動

(1)母親罹患疾病必須暫時停止哺乳

二、如何申請與領用手續﹖
經醫師或是護理人員評估若發現寶寶依病情需要有領用
母乳需求告知家長，並經家長同意，由醫師填寫醫囑單(可在
母乳庫網站中下載列印)，並向母乳庫/母乳庫衛星站提出申請，

(2)母親自己的母乳因疾病或治療會影響到嬰兒的
需請醫師填寫原因
可以幫助更多的生病寶寶。
健康
(3)母親死亡的嬰兒/孤兒/棄嬰2.

捐乳可以捐多久？

(4)母親經衛教指導後，經護理人員評估，仍無法 住院中，領用上限 5
依各母乳庫之規定，是彈性的，依當時供
提供足夠母乳(住院中領用上限 5 天)
天；自費留院或是醫院
中附設月子中心不得申
更。母乳庫不鼓勵或強迫捐乳者過度泌乳，捐
請
(5)特殊適應症

可。

經由母乳庫醫師審核後領用。申請領用捐贈乳流程如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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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請醫師填寫疾病名稱

-4-

須提供醫師證明，由母
乳庫專責醫師審核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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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申請領用捐贈乳流程

或是停止捐乳？

經醫師審核通過之捐乳申請案，即可領取捐乳，但隨著

符合領乳條件
內，捐乳者家中成員患有疑似德國麻疹或水痘。
有意願領乳者

內，捐乳者有接種活性疫苗，例如：麻疹、腮

麻疹疫苗(MMR Measles-Mups-Rubella)
、
醫療人員協助填寫醫囑單(註)

ubella) 、小兒麻痺 (polio) 、黃熱病(yellow
向母乳庫/母乳庫衛星站申請

捐乳期間有服用任何藥物、中藥或偏方者，請

母乳庫醫師評估
知母乳庫，由母乳庫專責醫師評估。

下列分別依住院中與出院後做說明：
1. 住院中
目前除母乳庫及母乳庫衛星站可提供捐乳使用外，母乳庫
亦設有捐贈乳之發送站/迷你發送站，提供給住院中早產兒或
醫師判定有疾病上之需求者於住院中領用，捐乳使用者之家屬
可免於舟車勞頓之苦。
★ 若嬰兒所在之醫院，設有「母乳庫」、「母乳庫衛星站」、
捐乳「發送站」與「迷你發送站」等設施，可直接於醫院

符合

2小時內。

嬰兒為住院或出院，以及不同醫院型態，有不同的領用方式，

符合者填寫相關表單及同意書
乳腺炎或乳頭、乳暈、乳腺或胸部區域的真菌

領取。
★ 若嬰兒所在之醫院與南區母乳庫曾合作過「代收」服務，
可請醫護人員申請「代收」後，於醫院領取。

月內，捐乳者接受身體刺青或穿洞、紋眉或
領乳

★ 若嬰兒所在之醫院，無設有捐乳「發送站」與「迷你發送站」

到。

等設施，也無「代收」時，則需要請家屬持醫護人員簽署

註：台北母乳庫或台中母乳庫街星站：
或上半身患有皮膚疾病，例如單純疱疹病毒
1. 民眾至網站進行下载後印出「接受捐贈母乳醫囑單」
2. 請小兒科醫師填寫並附上病歷摘要
plex virus)、帶狀疱疹(herpes
zoster)、感染
3. 以傳真或電子郵件申請。
南區母乳庫：
檢驗出細菌，輔導後仍未改善。
1.民眾在母乳庫網頁上填寫申請單
2.請臨床醫師開立醫囑單
3.民眾至母乳庫網頁線上申請

的「醫囑單」至台北母乳庫、台中母乳庫衛星站或南區母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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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庫親自領取。可依您的所在地，評估至何處領取。
2. 出院後
出院後的病嬰，在醫療人員評估建議繼續使用捐乳下，
可至台北母乳庫、台中母乳庫衛星站與南區母乳庫『親領』。
各母乳庫作業流程及領用須知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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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母乳庫作業流程及領用須知
母乳庫

領用通知

領乳所需文件及用品

台北母乳庫、
台中母乳庫衛星站

以電話
通知領乳

醫囑單、病歷摘要正本
及保冰袋

南區母乳庫

以電話
通知領乳

醫囑單、媽媽身分證及
寶寶手冊、保冰袋或冰
桶(含保冷用品)

三、捐贈乳的使用
由於母乳庫的母奶主要提供給早產兒及重症病兒，這群寶
寶的抵抗力比較低，母乳經過適當的收集、滅菌及保存等處理，
以提供安全又營養的捐贈母乳給需要的寶寶。當您申請後，
且拿到捐贈乳時，請注意下列幾點：
1. 檢查領到的捐贈乳

2. 捐贈乳的使用

二、如何捐贈母乳﹖

(1) 解凍

1. 捐贈母乳流程

最好的方法是前一天晚上把捐贈乳從冷凍庫移到冷藏，
★ 北部及中部民眾可洽台北母乳庫/台中母

切記冷凍的母奶不能放在室溫下解凍，要在冷藏室解凍(大概需要
初步篩選合格者，安排至醫院完成捐乳者
12 小時左右的時間 )。解凍後的母奶一定要在24小時內使用，
抽血檢查。
並且不能再次冷凍，剩餘的奶最好不要餵給寶寶。如果要當場
★ 南部民眾可洽南區母乳庫，完成母乳量測
將冷凍的母乳解凍，應該先用冷水沖洗母奶袋或奶瓶，再逐漸
格後，安排至醫院完成捐乳者健康紀錄評
加入熱水，直至母乳完全解凍且提升至適宜哺餵的溫度。
如圖2。
(2) 母乳的加熱
2. 捐乳者血清檢查檢驗項目：
冷藏的母奶或是冷凍母奶自然解凍後，可以用嬰兒食品
★ A型肝炎（anti-HAV IgM）
加熱器、溫奶器或用溫水加熱，水溫不宜超過60度，直至

★ B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表面抗原抗
母奶完全解凍，回溫到接近體溫、不冰冷、適宜哺餵的溫度
★ C型肝炎（anti-HCV）
即可。千萬不能用微波爐或以火加熱，避免破壞母奶的營養
成分。加熱冷藏(凍)母奶的方法有2
種：
★ 人類免疫缺失病毒（HIV-1,
HIV-2）

★ 請盤點申請到的瓶數
★ 檢查使用的期限是否過期。
★ 檢查有無破損。
★ 盡快將母乳放置於冷凍庫冷凍；使用前才能放至 冷藏。
★ 捐贈乳的顏色，會依不同捐乳者而有變化。有任何問題，
可拍照並與母乳庫/母乳庫衛星站聯絡。

-7-

★ 隔水加熱法：

★ 人類T淋巴癌病毒1型（HTLV-1, HTLV-2

把冷藏的母奶放進溫熱的水裡浸泡，使母奶吸收水裡
★ 梅毒（syphilis）
的熱量而變得溫熱。浸泡時，要持續晃動容器使母奶受熱
★ 肝功能（GOT/GPT）
均勻，水位不要超過奶瓶蓋或母奶袋封口，以避免污染奶
★ 血球計數（CBC）(台北母乳庫需檢驗項
水。如果是冷凍母奶的話，要先泡在冷水解凍，然後再像
★ 巨細胞病毒(CMV IgM)(南區母乳庫需檢
冷藏母奶一樣隔水加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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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捐贈母乳篇
參、捐贈母乳

圖2. 捐乳流程圖
★ 恆溫調奶器
有意願捐乳者
使用恆溫調奶器，溫度設定在40℃加熱母乳。如果
是冷凍的母奶，可能會出現分層的現象，這是正常的，因
此，只要在餵食前輕輕搖晃將其混合均勻即可。
初步篩選合格

一、誰可以捐贈母乳(捐乳者)﹖
一、誰可以捐贈母乳(捐乳者)﹖

1. 符合以下條件者，可與母乳庫聯絡，盡早捐贈。
1. 符合以下條件者，可與母乳庫聯絡，盡早捐

★ 確定自己的泌乳量穩定，能夠滿足自己的寶寶後，還有
★ 確定自己的泌乳量穩定，能夠滿足自己
額外多餘的母乳。

額外多餘的母乳。

★ 能提供完整的健康史。 ★ 能提供完整的健康史。

北母乳庫及台中母乳庫衛星站：
完成捐乳者健康紀錄評估
區母乳庫：
完成母乳量測試漢母乳檢驗合格

★ 能維持良好的生活習慣和均衡的營養。
★ 能維持良好的生活習慣和均衡的營養。
2. 需願意配合抽血檢驗且合格者。
2. 需願意配合抽血檢驗且合格者。

為避免特定疾病透過母乳傳染，捐乳者必須接受血清學
為避免特定疾病透過母乳傳染，捐乳者
檢驗，通過檢驗才能成為捐乳者。
檢驗，通過檢驗才能成為捐乳者。

3. 無特殊用藥史、病史、接觸史與旅遊史，下列情形不得捐乳：
3. 無特殊用藥史、病史、接觸史與旅遊史，下

1. 抽血檢驗
2. 衛教流程

★ 過去一年內曾有下列情況：接受血液製品(含免疫球蛋白)、
★ 過去一年內曾有下列情況：接受血液製品

器官或組織移植、穿耳洞或身體穿洞、刺青、紋眉/紋眼
器官或組織移植、穿耳洞或身體穿洞、
線、意外被皮下注射針刺到。
線、意外被皮下注射針刺到。

血液報告合格

★ 曾被告知不能捐血(除了因體重過輕、懷孕及哺乳的原因
★ 曾被告知不能捐血(除了因體重過輕、懷
之外)。
合格捐乳者

之外)。

★ 曾經接受人體腦下垂體生長激素治療、腦膜硬硬脊膜移植，
★ 曾經接受人體腦下垂體生長激素治療、腦

或者曾經與庫賈斯症(CJD 或者曾經與庫賈斯症(CJD
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Creutzfeldt
患者親密接觸。

患者親密接觸。

★ 自瘧疾疫區回國一年內或曾在三年內罹患瘧疾者。
★ 自瘧疾疫區回國一年內或曾在三年內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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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69年至85年間曾至英國旅遊或居留時間合計超過三
個月者；或民國69年以後曾於歐洲旅遊或居留時間合計超
過五年者；或民國69年以後曾在英國或法國輸血。
★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之地區回國後一個月內者，經通報

二、如何捐贈母乳﹖
1. 捐贈母乳流程
★ 北部及中部民眾可洽台北母乳庫/台中母乳庫衛星站，經
初步篩選合格者，安排至醫院完成捐乳者健康紀錄評估及

為疑似或可能病例。
★ 自西尼羅病毒流行區離境日起一個月內者。
★ 嬰兒曾接受子宮內輸血。
★ 曾患有肝炎或黃疸，或於過去一年內曾經與患有病毒性肝
炎或黃疸的人同居或發生性關係。
★ 過去一個月內曾患有A型肝炎。
★ 曾經與HIV/AIDS高危險群發生過性關係，包括血友病患
者、靜脈藥物注射者、性工作者、男同性戀。
★ 1年內曾經有危險性行為者(與陌生人發生性行為、性交易、
一夜情、超過1位以上性伴侶等)。
★ 曾經自行注射非法藥物，或與注射非法藥物的男性發生性
關係。

抽血檢查。
★ 南部民眾可洽南區母乳庫，完成母乳量測試及母乳檢驗合
格後，安排至醫院完成捐乳者健康紀錄評估及抽血檢查。
如圖2。
2. 捐乳者血清檢查檢驗項目：
★ A型肝炎（anti-HAV IgM）
★ B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表面抗原抗體anti- HBsAb）
★ C型肝炎（anti-HCV）
★ 人類免疫缺失病毒（HIV-1, HIV-2）

★ 哺乳時仍常規使用藥物 (除了維他命、甲狀腺素、胰島素、
鐵劑、含有progestin的避孕藥; 未明列之藥物，可與母乳
庫醫師討論)

★ 人類T淋巴癌病毒1型（HTLV-1, HTLV-2）
★ 梅毒（syphilis）

★ 使用草藥者(合格中醫師開立之中藥除外)。

★ 肝功能（GOT/GPT）

★ 吸菸、使用菸草類產品，使用尼古丁貼片、口嚼錠、口含

★ 血球計數（CBC）(台北母乳庫需檢驗項目)

錠或口腔吸/噴入劑。
★ 患有慢性疾病例如癌症或多發性硬化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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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細胞病毒(CMV IgM)(南區母乳庫需檢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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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捐贈乳優先使用之對象
★ 若有使用擠乳器輔助設施時，擠乳器所有的零件（包括奶

★ 擠出的母乳可暫時冷藏於4℃，但須放置在冷藏庫最下層的

瓶）須以蒸氣消毒法消毒，並晾乾（以乾淨的布蓋住）後

裡面，不可放置冰箱側門。剛擠出的奶水可先放置冷藏，

才可使用。

但不放置超過24小時，再放入冷凍。

★ 選擇適當擠奶的方式，擠奶過程中避免乳頭碰觸到個人的

順序

使用捐贈乳對象

1

住院中的早產兒

★ 儲存在冰箱的母乳最好能夠放置在有蓋子的儲存盒中(或與
2

衣物或容器外圍。

住院中的足月病嬰

家中其他冷凍物品作適當的區隔)
(1)重大手術後需要加強營養的嬰兒

★ 若讓寶寶含過乳房後再擠出的母乳，則建議前10cc的母乳

(2)先天性異常的嬰兒
★ 運送至母乳庫的母乳應放置於可攜帶的冰桶或容器，並放

必須丟棄，避免細菌污染；若未含過而是直接擠出收集的

置足夠量的冰寶（frozen

母乳，前10cc則不用丟棄。在餵食寶寶過程中，乳房自行

塊），多餘的空間可放置毛巾或捲紙填塞，可加強保冰效

滴出的母乳不建議收集作為捐乳。
3. 母乳的收集與保存之注意事項
★ 容器不要裝滿，避免母乳冷凍後膨脹破裂。
★ 使用合格的母乳袋或消毒過的玻璃奶瓶（蓋子不含有內襯）
儲存母乳。
★ 兩側乳房擠出的母乳可分別保存。
★ 收集完畢後在母乳袋或奶瓶上貼好標籤，標籤內容包含收
集姓名、日期、時間、地點、方式及當時服用藥物或特殊

3

勿在室溫中放置超過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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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的早產兒

果，全程保持冷凍並儘速送至母乳庫。

四、其他捐乳的常見問題與解答
4

緊急或重大災害：寶寶需母乳

1. 純親餵但無特別集乳，不知乳量多少，可否捐乳？
5

其他嬰幼兒

首先請先確定自己的母乳能夠滿足自己寶寶的需求，每次
哺乳後，額外可擠出30cc的母乳，即可以主動連絡母乳庫，就
(1)母親罹患疾病必須暫時停止哺乳

可以幫助更多的生病寶寶。
2. 捐乳可以捐多久？

(2)母親自己的母乳因疾病或治療會影響到嬰兒的
健康
(3)母親死亡的嬰兒/孤兒/棄嬰
(4)母親經衛教指導後，經護理人員評估，仍無法

依各母乳庫之規定，是彈性的，依當時供乳情形可機動變
提供足夠母乳(住院中領用上限 5 天)

身體狀況。
★ 收集完畢盡快將母乳放置於冷凍庫保存。因台灣氣候炎熱，

(3)吸收不良(malabsorption)或餵食
不耐(feeding
intolerance)之嬰兒
gel
packs）運送（請勿使用冰
(4)免疫缺乏的嬰兒(immunologic deficiencies)

更。母乳庫不鼓勵或強迫捐乳者過度泌乳，捐乳者量力而為即
可。

(5)特殊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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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用捐贈乳篇

肆、相關聯絡資訊

5. 捐了母乳後，母乳會被如何處理？

用捐贈乳﹖ 捐贈的母乳送到母乳庫後，經由專責人員簽收並儲存在獨

一、台北母乳庫

四、其他捐乳的常見問題與解答 ........................

立系統的冷凍櫃，之後在無菌的操作環境完成匯集、分裝及採
乳對某些感染性疾病的保護性仍優於配方乳，

電話：02-235813491. 純親餵但無特別集乳，不知乳量多少

檢，送到檢驗室作細菌培養，通過第一次細菌學檢查的母乳會
母親無法親自哺育時，捐贈乳可成為另一種最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福州街12號8樓
捐乳？...........................................................

再經過低溫滅菌後，再作第二次細菌學檢查，完全無菌的母乳
國對於母乳庫捐贈乳，大多以提供早產兒及母

傳真：02-23916471轉2051
2. 捐乳可以捐多久？....................................

才是符合標準而能送出的母乳。這樣層層的把關，就是希望能
親自哺乳之嬰兒使用，因此，基本上捐贈乳之

醫院網址 「臺北母乳庫.
滴滴母乳都是愛」
3. 何時需要暫停或是停止捐乳？
.............

之個案。 夠讓一些免疫力較不足的嬰幼兒，也能獲得最安全又最完善的

二、台中母乳庫衛星站

4. 如果母乳含有細菌，無法捐給其他嬰

營養。若第一次細菌學檢查未達合格標準的母乳，例如：總細
依病情的需要，主要提供給以下族群的嬰兒

電話：04-22294411轉2579
那自己的寶寶喝了會不會生病？是不

菌數量過多（>105 CFU），含有易產生毒素的細菌種類（金
先順序如表1)：早產兒、先天性異常、重大

地址：台中市西區三民路1段199號
給自己的小孩喝？....................................

黃色葡萄球菌）或是非表皮皮膚正常菌種（大腸桿菌、綠膿桿
疾病、餵食不耐、或是一些因媽媽患有疾病或

傳真：04-222112125. 捐了母乳後，母乳會被如何處理？ ...

菌）…等，這些母乳即無法當作捐贈乳。
的孩子…等等。若臨床上符合可申請的條件，

臉書代號 「台中母乳庫衛星站」
肆、相關聯絡資訊 ...................................................

醫院網址 「台中醫院母乳庫衛星站」
一、台北母乳庫 ...............................................

家屬使用捐贈乳並依規定申請。

三、南區母乳庫

二、台中母乳庫衛星站 .................................

電話：06-2353535 轉3136或3236
三、南區母乳庫 ...............................................

與領用手續﹖

護理人員評估若發現寶寶依病情需要有領用

長，並經家長同意，由醫師填寫醫囑單(可在

傳真：06-2753083 伍、其他附件QR Code ...............................
臉書代號 「成大醫院南區母乳庫」
醫院網址 「成大醫院南區母乳庫」

載列印)，並向母乳庫/母乳庫衛星站提出申請，

審核後領用。申請領用捐贈乳流程如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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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伍、其他附件 QR Code

最完整且豐富的營養素，是人類寶寶出生後最
台北母乳庫醫囑單下載 ：

母乳對所有新生嬰兒都有健康益處，但對高危

書

名：台灣母乳庫使用手冊

公克嬰兒使用，可降低壞死性小腸結腸炎的

著

者：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補助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母乳庫衛星站編製)

織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於1980年發表共同聲

出版機關：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母乳庫衛星站)

體重兒（<1500公克）尤其重要，研究證實

無法親自哺育母乳時，應選擇適當來源的母乳

母乳庫倡議組織（International
Milk Bank台中母乳庫衛星站醫囑單相關表單下載
：

MBI）的宗旨也明確指出，當母親無法提供母

母乳是早產兒及病嬰的最佳選擇。另世界衛生

提出，為確保所有嬰兒公平獲得母乳，對於

化母乳的取得，應整合母乳庫資源（國外名稱

乳銀行），促進母乳哺育及強化嬰幼兒營養。

求之嬰兒（例如：早產兒與病童）安全的母奶，

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及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
南區母乳庫醫囑單相關表單下載 ：

母乳庫（以下簡稱台北母乳庫及南區母乳庫），

臺中醫院設置母乳庫衛星站（以下簡稱台中母

均遵守北美母乳庫協會及英國母乳庫協會制定

，包括捐贈者資料收集與衛教、捐贈者抽血檢

篩檢與評估、捐贈乳滅菌處理、儲存及調配分

選評估等，讓需要的寶寶可以得到安全可靠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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