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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咪﹐恭喜你！

你的預約時間

日期

時間

地點

醫生

電話

寶寶的預約時間

日期

時間

地點

醫生

電話

重要電話號碼

如果你或你的寶寶病倒了﹐請打

電話求助。

你的醫生、助產士、護士或診所:

兒科醫生:

SFGH 分娩中心(母親) 206-8725

SFGH 嬰兒護理中心(寶寶) 206-8363

SFGH 急症部   206-8 1 1 1

SFGH 6M 兒科急診部 206-8383

其他緊急電話號碼

救護車-只供緊急事件使用 911
 
消防局 911

警察局 911

毒藥控制中心  
美國任何地方  1-800-222-1222



恭喜你! 寶寶出世了﹐家中多了一個小生 
命﹐對你日常的生活當然會帶來不少的變
化。做媽咪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並會為
你帶來無限的歡樂。但是做媽咪也不是一
件輕鬆的事情。

撫育新生兒的前幾天﹐確是既興奮又疲倦。
你應儘量爭取時間休息﹐享受和寶寶相處
的時間。對於照顧你自己和寶寶的處事方
面﹐這本手冊可以幫助你﹐在應對時感到
比較輕鬆。每個母親都不同﹐每個嬰兒也
不同。許多新任母親擔心不知道怎樣照顧
新生兒﹐但你必須緊記你在照顧寶寶之
餘﹐也應照顧自己﹐這是十分重要的。閱
讀本手冊﹐你會學到更多有關寶寶的知識
和怎樣好好的照顧寶寶。

媽咪﹐恭喜你！

本手冊的內容及使用方法

本手冊的作者包括有醫生、護士和其他醫
療護理提供者﹐對照顧新任母親及嬰兒擁
有多年的經驗。請利用以下目錄﹐選讀你
想知道或需要知道的題目﹐這本手冊的資
料包括:

• 危險症狀–什麼時候要替自己或你的寶
寶向醫療護理提供者求助

• 怎樣照顧自己的身體
• 餵寶寶喝奶–餵母乳還是用奶瓶餵育
• 怎樣照顧你的寶寶
• 寶寶病了﹐該怎麼辦
• 怎樣確保寶寶的安全和健康
• 如果寶寶停止呼吸或嗆到﹐該怎麼辦
• 如何獲得免費或廉價的身體檢查
• 如何獲得出生證明

 



這些資料內容是由三藩市總醫院﹑三藩市公共衛生局以及圍產期聯合委員會﹐共同負責制定和出版。只要 

將更改或修改的內容送至三藩市總醫院﹐Sylvia de Trinidad﹐電郵:sylvia.detrinidad@sfdph.org﹐以及資料 

列明鳴謝三藩市總醫院提供內容﹐就可允許其他保健護理提供者給予印制免費派發。

哺乳的圖片是獲得洛杉機生物醫學研究所(Los Angeles Bio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的分署—南洛杉磯衛生項目(South LA Health Projects)的許可給予印制。

在「嬰兒床的安全」以及「睡眠安全」文段內容所用的圖片﹐採自 

全國衛生研究院—全國兒童健康與人類發展研究院 

(NIH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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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媽咪﹐恭喜你！

  

如果你出現下列任何症狀﹐你就需要求
醫﹐此點尤其重要:

• 發燒﹐體溫超過華氏101.2度或攝氏
38.5度﹐無論有否發冷

• 陰道大量出血或流出鮮紅色的血﹐每小時
弄濕超過一塊衛生墊

• 藥物無法使腹部的劇痛情況得以好轉
• 腿部劇烈抽筋或腿部後上方的皮膚出現

紅色條紋
• 其中一條腿比較腫脹
• 小便刺痛
• 陰道分泌物有惡臭
• 五天沒有大便
• 乳房覺得很痛、觸痛或發紅
• 覺得傷口縫針處越來越痛
• 剖腹產或結紮輸卵管的傷口有膿、發

紅或流出分泌物

 
 

危險症狀–母親

產後憂鬱症

如果你有以下一個或多個症狀﹐請致電給
你的醫生或:

• 不想吃東西
• 無法入睡
• 經常想睡
• 極度哀傷
• 對你的寶寶及其他小孩不感興趣
• 存有傷害你的寶寶或你自己的念頭
• 當你生完之後﹐有超過兩個星期的時

間都感到悲傷、容易哭泣
• 感到煩躁以及失控

 在週末﹐上午8時30分至下午5時﹐可
 致電給你的診所。 

 在週末以及晚間時段﹐可致電206-8725
 給SFGH分娩中心﹐或致電206-8111給
 SFGH急症部。

 如果你在下列診所接受護理服務﹐你可
 在全天24小時﹐致電給你的診所。請參
 閱第4頁的診所電話號碼。

 •家庭健康中心
 •Maxine Hall 健康中心
 •Potrero Hill 健康中心
 •Silver Avenue 家庭健康中心﹐或
 •Southeast 健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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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寶寶出現下列任何情況﹐請立即
致電給醫生或護士:

• 嘔吐(不只有在餵奶時吐奶或打嗝); 
大力地嘔奶(噴射式嘔吐)。

• 連續三至四次哺乳﹐寶寶都不肯吮奶或
喝得不好

• 寶寶完全不喝奶
• 大便非常稀爛或呈水狀﹐或大便有血或

粘液。超過24小時沒有大便。
• 每日少過六塊濕尿布(第五天後)。小便

的顏色、氣味或相隔時間有所改變
• 寶寶比平日安靜得多﹐或很難叫醒
• 哭得比平日多很多﹐或哭聲聽似異常
• 體溫超過華氏100度或攝氏37.8度 
• 皮膚和眼晴看似偏黃 
• 眼晴流出分泌物。比平日多了眼淚或眼

晴腫脹或變紅
• 肚臍(臍帶)或割包皮的部位出血、流

膿或有惡臭
• 持續不斷的咳嗽
• 皮膚出現異常或嚴重的皮疹
• 鼻孔擴大(鼻孔內側凸出)、呼吸急促、

呼吸困難或呼吸時發出很多雜音

危險症狀–寶寶

日間時段﹐請先致電給寶寶的
診所。 

在下午5時之後以及在週末﹐ 
請致電:

SFGH 6M 兒科急診部
206-8383

SFGH 嬰兒護理中心
206-8363

SFGH 急症室
206-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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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講解如何做CPR。

輕輕地設法叫醒寶寶。 

如果沒有反應:

1. 高聲呼叫別人幫忙。如果你有其他人在 
場﹐請那位人士致電911。

2. 透過將寶寶的頭向後傾斜﹐提起下巴的 
動作﹐打開寶寶的氣道。

3. 看、聽和感覺是否有呼出/吸入空氣。

如果沒有呼出/吸入空氣:

 •給寶寶兩次緩慢的人工呼吸(將你的 
  嘴巴放在寶寶的嘴巴和鼻子上面)。 
  每次人工呼吸應該長達大約1秒鐘。

 •為寶寶進行人工呼吸時﹐留意她/他  
  的胸部有沒有上升。

4. 如果在給予2次人工呼吸後﹐你的寶 
 寶沒有反應﹐請立即開始給予按壓。

 •利用你的手指(2-3隻手指擺放在胸 
  骨上方﹐1隻手指擺在乳頭界線下  
  方。往下按壓1/2至1英寸)按壓在心

    臟上方30次﹐接著停止並給予兩次  
  人工呼吸

 •照這樣做5次
 •繼續做﹐直至你感到有脈搏跳動或 

  救援到來

5. 撥打911(如果你還未撥打此電話)。

嬰幼兒心肺復甦法(CPR)

嬰兒受嗆的急救方法

萬一你的寶寶受嗆﹑不能呼吸﹐請立
刻打911﹐然後採取下列行動:

1. 將寶寶面向下放在你的手臂上﹐扶
著她/他的頭部。

2. 用手掌根部用力拍打寶寶兩邊肩胛
骨之間的位置﹐做5次。 

3. 寶寶的臉部要朝上﹐放在你的前 
臂上。

4. 在寶寶的胸前近胸骨中心位置用力
向內推﹐做5次。

5. 提起寶寶的下顎和舌頭﹐檢查嘴
巴﹐如果看到嘴裡的物件﹐用手指
摳出來。

6. 如果寶寶沒有呼吸﹐把寶寶的頭部
向後傾側﹐做2次人工呼吸。重複
進行。

如果寶寶停止呼吸或寶寶的心跳停止﹐ 
學習如何幫助你的寶寶﹐請致電(415) 
433-2273﹐聯絡美國心臟協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登記參加心肺復甦
法(CPR)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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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電話號碼
三藩市總醫院

兒童健康中心 (6M) 206-8376

家庭健康中心  206-5252

助產護士 206-3409

婦女健康中心 206-3409

查詢醫院帳單 206-8459

查詢Medi-Cal事宜 206-8558

 
健康中心(診所)

Castro Mission健康中心 487-7500

華埠公共衛生局 364-7600

Excelsior診所 406-1353

家庭健康中心(位於SFGH) 206-5252

Maxine Hall衛生局  292-1300

Mission社鄰健康中心 552-3870

Ocean Park健康中心 682-1900

Potrero Hill健康中心 920-1250

難民診所 206-5344

Silver Avenue家庭健康中心 657-1710

South of Market健康中心 503-6000

Southeast健康中心 671-7000

 
公共衛生部護士 
PHN轉介專線 (800) 300-9950
為有高危圍產期和產後的婦女﹐以及有慢性病 
的兒童﹐提供家訪。也會提供哺乳的協助。 

 
子女教育的問題
交談專線 441-5437

每週7天﹐全天24小時 441-(KIDS)

 

哺乳的問題

SFGH的哺乳援助服務 
(英語﹑西班牙語) 206-MILK
  (206-6455)

SFGH的哺乳支援
(SFGH) 5M 婦女健康診所

 英語及西班牙語 206-4249
 英語及西班牙語 206-5390  
 英語及西班牙語 206-8167
 國語及粵語 206-8254

La Leche League (650) 363-1470

哺乳母親委員會
(只限英語) (650) 327-6455

 
託兒的問題

兒童協會 343-3300

護兒兒童服務 
(華語) 391-4956

 
家庭暴力求助電話

家暴熱線 1-877-384-3578

 
濫用藥物求助電話

行為健康服務索取中心 1-800-750-2727

 
WIC(婦孺計劃)  

華埠 364-7654

Ocean Park健康中心 682-1928

Silver Avenue家庭健康中心 657-1724

Southeast健康中心 671-7059

三藩市總醫院 206-5494

Van Ness WIC 558-5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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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回家後﹐如果有任何問題或困難﹐可
致電給你的醫療護理提供者(醫生、助產
士和護士)。你的醫療護理提供者會告訴
你什麼時候需要返回診所複診。致電到你
做產前檢查的同一間診所。

寶寶出生後的4至6個星期內:

1. 你從醫院回家後﹐就可以淋浴。
2. 分娩後的四個星期內﹐請勿有性行為。

請勿將任何東西放進陰道。如果你在最
初四個星期將任何東西放進陰道﹐可能
會引起感染。請勿用衛生棉塞或沖洗
(意思是指將液體灌進陰道)。

3. 均衡的飲食有助於產後的復元。請參閱
第15頁的「營養和食物」一節。

4. 母親和嬰兒可能需要數個星期才會習慣
新的睡眠和哺育規律。你的身體在產後
需要復元﹐又要照顧寶寶﹐可能會覺得
很疲倦。儘量不要接待太多訪客﹐也不
要做粗重的家務(例如擦地板、提拿重
物或搬家具)。

5. 按摩(揉搓)腹部可以幫助子宮恢復正常
位置。

6. 記得每天做會陰肌肉運動5至6次。
請參閱第11頁。

7. 請勿提拿任何比寶寶更重的東西。

此外﹐如果你曾接受剖腹產手術:

1. 如果你是駕駛人士﹐請勿在最初的4至
6個星期內駕駛長途車。駕車時需要使
用到腹部的肌肉﹐此舉可能會拉傷手術
的傷口(切口)。

2. 如果你發現傷口發紅、滲出分泌物、發
出惡臭或流膿﹐應致電你的醫療護理提
供者﹐此現象可能是感染的症狀。

休息

好好照顧自己。你的身體正在經歷一些重
大改變。在最初幾個星期﹐儘量爭取多些 
時間休息、當你的寶寶休息或睡覺時﹐你 
也應休息或睡覺。你每活動一個小時﹐就 
應提起雙腳休息一個小時。放鬆一點。請
其他人幫助做家務和做飯。慢慢增加你的
活動程度。到第四個星期結束時﹐你也許
可以恢復正常的活動。 

身體不適及補救方法

你的痛楚應會隨著時間慢慢減低。如果情
況惡化或痛楚加劇﹐請致電你的醫療護理
提供者。

如果你餵母乳或覺得乳房不適﹐請參閱第
24頁。

第一章: 母親的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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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的痙攣痛

分娩後﹐你的子宮很快便會回復正常的大
小﹐你會覺得有一些腹部的痙攣痛。當你
餵母乳時﹐可能會覺得痙攣的痛楚有所加
劇﹐餵母乳有助於子宮收縮。你可以服食
醫療護理提供者為你開出的配方藥物﹐或
每隔6個小時服用 600mg [3粒200mg的
Motrin (Ibuprofen)]﹐此舉可有助於緩解 
痙攣痛。

出血

分娩後﹐分泌物會由紅色轉為咖啡色﹐然
後再轉為粉紅色﹐最後變為黃色。你的出
血量會越來越少﹐產後六個星期﹐可能還
有少許血絲。在這段期間﹐只應使用衛生
墊。請勿使用衛生棉塞或灌洗陰道﹔衛生
棉塞可能會引起感染。

如果你的出血量增多或出血的顏色變回鮮
紅色﹐休息一至兩個小時。如果仍然繼續
出血﹐並在一小時內使用多過一塊衛生
墊﹐你應立刻致電你的醫療護理提供者。

你的月經會在4至8星期內恢復。如果你
餵母乳﹐可能需要較長的時間才會恢復月
經。即使你的月經還未恢復﹐你也有機會
懷孕。當你開始有性行為﹐就應該採取某
些避孕措施﹐例如附有泡沫劑的避孕套
或服用避孕丸。請參閱第12頁。有關這
個問題﹐可請教你的醫療護理提供者。

傷口縫針

如果你的傷口需要縫針﹐縫線會在2至3 
個星期內消失﹐不需要拆線。你可能會在
衛生墊上看見細小的縫線﹐並可感覺到它
們的存在。

上完廁所後﹐用溫水由前向後淋洗陰道部
位﹐或使用在醫院內給予你的會陰洗滌瓶
淋洗陰道部位﹐直到你的流血情況停止。
上完廁所後﹐必須徹底清洗雙手。當你碰
觸寶寶時﹐(清洗雙手)尤其重要。

如果你覺得傷口的縫針處感到疼痛﹐在乾
淨的浴盆裡準備4英吋高的暖水﹐然後進
行坐浴﹐每日3或4次。請勿使用泡沫浴
劑或肥皂。此舉有助於減少紅腫﹐減低感
染的機率以及幫助傷口癒合。利用一塊乾 
淨的軟布輕輕拍乾傷口縫針處﹐記得要由 
前向後輕輕拍乾(從陰道抹向肛門位置)﹐ 
避免細菌感染。淋浴時﹐可同樣照做﹐讓
暖水流過傷口縫針處。請勿使用肥皂清洗
傷口。

當你坐在硬椅上或汽車裡﹐用一個枕頭墊
著坐﹐儘量慢慢和輕輕的坐下。當你躺下
或坐下時﹐合起雙腿對傷口癒合也會有所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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痔瘡

由於嬰兒對肛門/直腸部位的壓力﹐痔
瘡(肛門部位的靜脈痕癢或腫痛)是分娩
前後常見的問題。洗一個暖水浴﹐你會
覺得較舒服。怎樣保持較軟的大便﹐請
參閱第15頁「營養和食物」一節。如果
你的痔瘡仍然十分疼痛或發癢﹐請致電
給你的醫療護理提供者﹔他或她可能可
以開一些藥物給你。 

便秘

分娩後﹐你可能需要三至五天才會排便。 
如果你超過三天沒有大便﹐可試飲西梅汁
或吃西梅。

• 排便時放輕鬆和花多點時間。請勿強忍
或大力排便

• 排便時﹐用矮凳或盒子墊高雙腳
• 多吃蔬果
• 每天喝大量流質(6-8杯)
• 進食高纖維的食物–麥糠、綠葉蔬菜、

糙米、果仁和種子、玉米、全穀類麵包
和玉米片

• 儘量少吃多餐
• 吃早餐前﹐喝些暖飲或熱飲

如果便秘問題仍然持續﹐請致電給你的醫
療護理提供者。

排尿(小便)

分娩後的最初24小時內﹐小便時可能會
有困難。當你坐在廁盆上時﹐試著用暖水
淋洗陰道部位﹐可減輕針刺的感覺。使用
會陰洗滌瓶。此舉有助於你排出小便。

如果問題仍然持續﹐請致電給你的醫療護理 
提供者。

情緒:「產後憂鬱症」

寶寶出生時﹐你會感到很高興﹐但也可能
在回家後覺得悲傷和想哭。情緒波動是正
常的現象。你可以找你的伴侶、醫生、助
產士或護士診療師商談你的情緒問題。

分娩後﹐你體內荷爾蒙的變化可能會令你 
感到悲傷﹐這種情況稱為「產後憂鬱症」﹐ 
許多婦女都會有這個問題。產後憂鬱症會
隨著時間而消失。如果這些深度悲傷的感
覺一直都很強烈或毫不減退﹐可與你的醫
療護理提供者和/或醫療社工進行商談。
請亦參閱第1頁: 產後憂鬱症。

1. 你需要時間學習如何做母親。
2. 和你的伴侶談談﹐他或她可以幫什麼忙。
3. 暫時離開寶寶﹐休息一下。和其他新任

父母交流經驗或會有幫助﹐可參加新任
父母的互助組。

4. 預留一些特別的時間跟較年長的子女
相處。讓家人及朋友幫忙照料較年長
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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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腹產

有些時候﹐醫生基於許多原因需要動手術
透過開刀(切開)從子宮內取出嬰兒。詢問
你的醫療護理提供者﹐為什麼你需要接受
剖腹手術。

護理傷口

你傷口處的縫合釘拆除後﹐你就可以進行
淋浴。當你離開醫院時﹐傷口就會乾爽。
當你回家時﹐傷口將會有一些免縫醫療膠
帶覆蓋保護。免縫醫療膠帶可在幾天內就
會脫落或你可在一星期後﹐自行取下。

產後檢查

當你接受兩星期和/或六星期產後檢查的
時候﹐你的醫療護理提供者可能:

• 討論你和寶寶相處的情況﹐及家中的 
情況。

• 做抹片檢查﹐檢查子宮頸是否有可能
出現可致癌的變化。

• 跟進你懷孕前、懷孕期間或嬰兒出生
時的身體問題。

• 討論你的飲食和藥物。
• 討論避孕方法。
• 檢查你的乳房、子宮和陰道。

如果你有任何疑問﹐這是提出問題的好時
機。將它們寫下來﹐並帶去見醫生﹐你就
不會忘記想問的問題。

產後的運動

這些運動可助你增強腹部的肌肉﹐幫助你 
的子宮恢復正常的位置。你分娩的當日﹐ 
便可以開始做這些運動。最好是做多些次
數﹐但每次的時間較短。未接受產後六個
星期的檢查之前﹐不要做劇烈運動。

過去的九個月以來﹐由於你的肌肉承托著
嬰兒﹐你的姿勢會因此而有所改變。現在
當你站立、走動或提起物件時﹐必須緊記
收緊腹部肌肉。首先﹐你可能需要經過思
考才會記起﹐但過了一段時間﹐便會習慣
成自然。

1. 當你站立或坐下時﹐收緊腹部的肌肉。
2. 清理打翻的液體、拾起物件或做其他工

作時﹐儘量跪下來做。
3. 抱起寶寶或提起任何物件時﹐應先彎膝

蹲下來。
4. 看電視時﹐可以坐在地上﹐膝頭向外彎

和交叉足踝。
5. 坐下時﹐提起雙腳﹐打圈轉動足踝。
6. 餵奶後﹐打圈轉動你的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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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身運動

下列運動可以幫你恢復體力。寶寶出生當
天﹐便可以開始做一種運動﹐然後每天增 
加一種新運動。每種運動每次做四次﹐儘 
量每天做兩次運動。

第一天:

深呼吸﹐鼓起腹部﹐慢慢呼氣﹐並發出嘶嘶的聲
音﹐然後大力縮入腹部肌肉。

第二天:

仰臥﹐雙腿略為分開﹐從身旁伸直雙臂﹐然後
慢慢提起﹐手肘挺直﹐當雙手接觸時﹐慢慢放

低手臂。

第三天:

仰臥﹐手臂放在身體兩側﹐提起膝蓋﹐將背部略

為彎起成弓狀。

第四天:

仰臥﹐屈起膝蓋和髖部﹐將髖部向地面傾側﹐

收緊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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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仰臥﹐雙腿伸直﹐抬起頭﹐略為提起左膝﹐將右
手伸向(但不要觸及)左膝﹐然後右膝和左手重複

同一動作。

第六天:

仰臥﹐其中一條腿向腹部屈膝﹐慢慢提起另一條
腿和往地板的方向放下﹐記得保持腹部收緊。然
後﹐重複同一組動來練習另外一條腿。記著放鬆

自己﹐每次提起和放低腿部時都要深呼吸。

第七天: 

仰臥﹐把手放下﹐伸直腳尖和膝蓋﹐將兩條腿輪流
儘量提高。用腹部肌肉來慢慢放低腿部﹐不要用

手幫忙。

第八天: 

身體向下趴﹐拱起背部時﹐望向天花板。當你吸
氣時﹐要像貓一樣拱起背部﹐呼出空氣﹐然後放
鬆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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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陰肌肉運動

會陰肌肉運動(Kegels)有助收緊陰道和肛
門之間的肌肉。分娩後﹐你有時可能會在
咳嗽、打噴嚏或發笑時﹐因失控而排出小 
便。這些運動會增強你對會陰肌肉的控制﹐ 
從而制止小便流出。你的肌肉強壯與否﹐ 
要視乎它能否制止小便流出。如果你不明
白怎樣做這些運動﹐可請教你的醫療護理
提供者。 

1. 你可以站立或坐下來鍛練會陰肌肉。
2. 用力收縮你陰道和肛門(直腸)之間的

肌肉﹐好像停止排出小便一樣。儘量
持續收緊這些肌肉﹐時間越長越好(由
1數至10)。

3. 當你小便時﹐暫停小便1秒鐘﹐便可知
道哪些是會陰肌肉﹐也是你需要收緊和
放鬆的肌肉。

4. 慢慢放開肌肉﹐然後放鬆。
5. 收緊放鬆﹐每次做25下。
6. 每日做5至6次﹐鍛練你的肌肉。

如何護理你的背部

1. 站起來或彎低腰時﹐必須彎曲膝蓋。
2. 站立時﹐儘量不要拱起背部(向後彎)。
3. 提起包裹、尿布袋、洗衣籃或抱起其他

兒童或你的寶寶時﹐應將其靠近你的 
胸前。

4. 請勿扭轉你的身體去提起或放下物件
(或嬰兒)。將物件或嬰兒放在你身體
的前面。
- 保持背部挺直
- 屈膝
- 兩腳分開﹐一前一後
- 收緊腹部和臀部的肌肉
- 將物件拿近身體
- 用腿部肌肉來工作

5. 坐下時﹐用一張踏腳凳﹐可以幫你休息
背部。坐在安樂椅上前後來回擺動可能
是休息的好方法﹐而且安樂椅也能鍛練
其他部份的肌肉。

6. 不要穿鞋跟高過一吋的鞋子。平底鞋會
舒服得多﹐對背部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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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關係

分娩後最初幾個星期﹐許多婦女對性都提
不起興趣。你覺得疲倦﹐沒有什麼情慾需
要。向伴侶表白你的感覺﹐千萬不要覺得
被迫進行性行為。你也可將本段內容給你
的伴侶閱讀﹐讓對方明白你身體的情況。
雙方進行性行為﹐最重要是必須符合雙方
的意願。
 
即使沒有性行為﹐也可以表達愛和關懷。
你的身體還未完全康復﹐如果你在產後的
四個星期內進行性行為﹐你可能會受到感
染。如果你陰道的分泌物仍然是粉紅色或
紅色﹐請勿進行性行為。如果你的傷口需
要縫針﹐你可能希望等到縫針處愈合之後
才做。即使縫針處愈合了數星期﹐你可能
仍然覺得疼痛。如果你曾接受剖腹產手
術﹐康復時間會更長。

當你決定要進行性行為時﹐可能會發覺陰
道不能像往日一樣濕滑﹐這是正常的現
象﹐因為你的荷爾蒙水平很低。KY軟膏
或Astroglide等類的潤滑劑可以令你較濕
滑。你可以前往藥房購買這些潤滑劑。

請勿使用嬰兒油、凡士林或潤膚霜﹐它
們對你的陰道會有不良的影響﹐如果你使
用避孕套﹐這些潤膚膏更會令避孕套破裂。

分娩後的這段期間內﹐夫婦大多覺得性交
時﹐採取側臥位置會比較舒服。

當你決定進行性行為時﹐記得要採取避孕
措施。你可以在首次產後複診時﹐請教你
的醫療護理提供者。

控制生育的方法

如果你仍未決定選擇哪種控制生育的方法﹐ 
可以請教你的護士或醫療護理提供者。

即使你未有月經﹐也可能會懷孕。餵母乳
並不能避孕﹐在你返回診所接受六個星期
檢查之前﹐使用避孕套和泡沫劑。接受檢
查時﹐你可以請教醫療護理提供者其他控
制生育的方法。

不是每一種控制生育的方法﹐都可以預防
透過性行為傳染的疾病。如果你或你的伴
侶跟其他人進行性行為﹐你們必須要互相
告知對方﹐確保雙方不會感染性病﹐而使
用避孕套和泡沫劑來預防性病是很重要
的。要預防性病﹐例如淋病、衣原體、生
殖器疣、皰疹、梅毒、毛滴蟲病和愛滋
病/愛滋病毒﹐每次性交時都必須使用避
孕套。

以下是常用的控制生育方法:

避孕套

避孕套是捲戴在男士陰莖上的套﹐防止精
蟲進入陰道﹐除了避孕外﹐也可以預防傳
播性病。如果和泡沫劑、避孕乳霜或滅精
軟膏一併使用﹐避孕的效果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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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使用避孕套:

1. 必須在進行性行為之前﹐戴上避孕套。
2. 查看避孕套的過期時間。小心地打開

包裝。
3. 擠出避孕套尖端的空氣。
4. 如果你的伴侶沒有割過包皮﹐將包皮

向後翻。
5. 將避孕套向上捲﹐直至套著整個勃起

的陰莖。 
6. 不小心和尖利的指甲﹐會撕裂避孕套。
7. 在避孕套上﹐塗上水性的潤滑劑﹐例

如KY軟膏或Astroglide。
8. 性行為結束後﹐在陰莖的根部捉緊避

孕套。
9. 小心慢慢地拔出陰莖。
10.扔掉用過的避孕套。

正確使用避孕套是非常重要的﹐否則避孕 
套無法發揮它的效用。避孕套可以避孕﹐ 
預防愛滋病/愛滋病毒、皰疹、疣、淋病、 
梅毒和其他透過性行為傳染的疾病。

必須使用含水成份為主/水溶性的潤滑劑
(例如KY軟膏)。請勿在乳膠避孕套上塗上
油性的潤滑劑﹐例如凡士林、冷霜或礦物
油﹐或油性或含石油脂的滅精劑。

滅精劑: 

泡沫劑、栓劑、軟膏或乳霜

滅精劑可以在精蟲和卵子接觸之前﹐將精
蟲殺死。如果你每次性交時都使用滅精
劑﹐會有助避孕。避孕套最好和滅精泡沫
劑一併使用。

怎樣使用避孕泡沫劑

1. 使用前搖勻。
2. 依照包裝上的指示﹐將塗藥器注滿泡

沫劑。
3. 將注滿泡沫劑的塗藥器放進你的陰道。
4. 按下活塞。
5. 要獲得最佳的保護﹐應在性行為之前

才放進陰道。請勿等候超過30分鐘。
6. 拿出塗藥器﹐用肥皂和清水清洗。
7. 不需灌洗陰道﹐因為它只會將精蟲更

加推進你的身體。如果你覺得必須灌
洗﹐應在性行為後至少六小時才進
行﹐並混合醋和水一起灌洗。你分娩
後六個星期內﹐請勿灌洗陰道。

避孕丸(“The Pill”)

避孕丸可阻止卵巢排出卵子。你可以向醫
療護理提供者﹐查詢專為餵哺母乳的婦女
而設的避孕丸。

B計劃—僅供緊急狀況下使用 

B計劃是當沒有做好安全措施下﹐進行性
行為時所採用的緊急避孕措施﹐可在事後
3天內服用兩粒避孕丸來預防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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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效荷爾蒙(Time-Release Hormones)

有兩種長效荷爾蒙方法可以用於避孕。最
好是在你沒有哺乳時使用。你的醫生可開
出處方:

• 避孕貼—放置在腹部或大腿的皮膚貼﹐ 
需每星期更換﹐或

• 陰道圈—放置在陰道內的圈﹐放存在
陰道內3個星期﹐然後取出1個星期。

宮內節育器(IUD)

這是一塊細小的塑料﹐由醫療護理提供者
替你放進子宮裡﹐分隔卵子和精蟲或防止
卵子依附在子宮壁上。它可以留在體內長
達十年﹐但必須經常檢查。

長效甲羥孕酮 

(注射式避孕法﹐“THE SHOT”)

醫療護理提供者會為你每三個月注射避孕
劑一次﹐防止卵巢排卵。

自然家庭生育計劃

當你可能懷孕以及不能懷孕時﹐要學習如
何瞭解你身體給予你的暗示。請教你的醫
療護理提供者。

要避免懷孕—當你可能要懷孕時﹐請勿在
此期間有性行為﹐或如果你有進行性行
為﹐在此期間請使用避孕套和泡沫劑。

子宮帽: 阻隔式的避孕方法

膠質的子宮帽﹐適合戴在陰道裡的子宮
頸上﹐阻止精蟲前進。用子宮帽時﹐同時
使用滅精乳霜或軟膏﹐可殺死精蟲。如果
你在懷孕前已使用子宮帽﹐在約見醫療護
理提供者之前請勿再用﹐因為舊的子宮帽
可能不再適用﹐可能會令你再次懷孕。

絕育 

(輸卵管結紮術或輸精管結紮術)

無論男女﹐接受了絕育手術後﹐女方便不
會再懷孕。如果你決定進行絕育手術﹐你
日後就不能改變想法以及再生孩子。

 



15媽咪﹐恭喜你！

營養和食物

選擇健康食品和均衡的營養可以幫助你的
身體復元。進食健康食品也能為你提供足
夠的體力﹐照顧你的寶寶。

從每個組別中選擇食物﹐選吃那些含有很 
高鈣質(低脂牛奶和芝士)、蛋白質(魚類﹑ 
家禽類以及瘦肉)和鐵質(豆類和綠葉蔬菜) 
的食物。

如果你是素食者﹐必須明白你需要吃什麼
食物﹐才可獲得均衡的營養。

如果你服食鐵質丸﹐應按指示服用。鐵質
可能會令你便秘﹐所以當你服食鐵質丸
時﹐應多喝流質﹑從蔬果以及全麥食物當
中攝取更多纖維﹐和/或使用你出院時收
到的大便軟化劑。如果你的大便在服食鐵
質丸期間變得很深色或黑色﹐請勿擔心。

水果–不同種類的水果。限制果汁。

蔬菜–深綠色和橘色蔬菜、豆類–乾豆、豌豆、或含有澱粉
質的蔬菜。

穀物–全穀類、玉米粉圓餅、高纖維蕎麥: 燕麥片、烤燕麥、
全小麥片、糙米。 

家禽類、魚類、豆類、蛋以及瘦肉

牛奶–低脂奶、酸乳酪、或奶酪。

油–植物油、果仁及魚類。

運動–每天至少做30分鐘的適度運動–步行、園藝工作、 
騎自行車。

每天可以食用以下種類食物。

限制動物脂肪﹑鹽份與糖份的攝取量。可
透過互聯網﹐瀏覽www.choosemyplate.gov 

查閱更多資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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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請勿進行減肥瘦身的飲食﹐特別是
如果你正處於哺乳的階段。母乳哺育是
撫育你寶寶的最好方法。美國兒科學院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建議
你至少餵一年的母乳。哺乳不單只是為嬰
兒提供母乳或食物﹐也是你的親子時間。
我們會儘能力幫助你進行哺乳。一些婦女
因為健康原因而不能哺乳。

餵飼母乳

哺乳的好處

對你寶寶來講﹐母乳是最健康的食物。母
乳中含有特別的成份可幫助嬰兒生長和發
育。母乳也能保護你的寶寶﹐免受許多疾
病的威脅。喝母乳的嬰兒較少患上肺炎、
耳炎和腹瀉﹐而且母乳是免費的﹐溫度永
遠適中。如果你餵母乳﹐你的寶寶相對地
就會較少出現便秘、腹瀉﹑過敏﹑哮喘以
及糖尿病等問題。

授乳的情況

分娩後﹐你的乳房就會分泌黏稠的黃色液
體﹐稱為「初乳」。初乳是最早期的母乳﹐能
保護你的寶寶免受感染。寶寶出生後的數
天﹐進食初乳就可供寶寶所需。寶寶喝你
的初乳就已足夠﹐直至你的乳房開始分泌
更多的母乳﹐大約第三至第五天。通常嬰
兒在最初的幾個星期需要大量的哺乳。其
後﹐母乳(與初乳相比)就會變得較白以及
稀薄。經常哺乳是正常的現象﹐你的身體
會告訴你分泌足夠的母乳﹐滿足寶寶的需
要。這也是嬰兒跟母親保持親密的方法。

第二章: 哺育你的寶寶

出生後第一個星期﹐所有嬰兒的體重都會
減輕。測量寶寶的體重是十分重要的﹐你
必須依照約定的時間帶寶寶去接受檢查。

對寶寶來說﹐母乳是非常容易消化的。也
即是說﹐你的寶寶與用奶瓶餵奶的嬰兒相 
比﹐可能更想和需要吃多一些母乳。在24 
小時內﹐為你的寶寶進行哺乳8至12次﹐ 
或在你寶寶需要喝奶時﹐儘量給予哺乳。

每次當你開始哺乳時﹐寶寶喝的第一次母
乳叫做「初期奶」。要為你的寶寶提供「初
期奶」和「後期奶」﹐此點至關重要﹐確
保讓寶寶在每次喝奶時﹐至少要喝完你其
中一邊乳房提供的母乳量。

初期奶的質感很稀薄並且呈現水狀﹐可幫
你的寶寶解渴。哺乳數分鐘後﹐你的乳房
就會分泌出後期奶。這種母乳含有最多數 
量的脂肪﹐質感呈現奶油狀。後期奶可幫
助你的寶寶感到有飽足感和增加體重﹔也
可讓寶寶感到有睡意。透過此自然的方
法﹐就可確保你的寶寶在每次喝奶時﹐都
得到必需的水份和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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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的原理

如何知道你的寶寶是否飢餓

這些先兆暗示你的寶寶可能飢餓:
• 吮吸她/他的手或吮吸毛毯
• 她/他的頭部轉向你並張開她/他的嘴巴
• 伸出她/他的舌頭

當你的寶寶開始哭鬧時﹐就是後期的先
兆﹐表示她/他正處於飢餓狀態。當你的
寶寶開始吮吸你的乳頭和乳暈(乳頭週圍 
的深色地方)時﹐乳房就會分泌母乳。位 
於你乳房後邊的母乳就會流向你的乳頭﹐ 
此現象稱為泌乳反射。當你的寶寶的舌頭
靠壓在你的乳暈時﹐母乳就會從你乳頭的
開口處流出來。

開始哺乳

開始哺乳之前﹐必須用水和肥皂洗手。儘
量為自己和寶寶找一處舒服、寧靜和輕鬆 
自在的地方。有些母親在哺乳時﹐喜歡喝 
水。抱起寶寶和她/他說話。哺乳前﹐你
不需要清洗你的乳房。 

最重要的技巧就是銜乳(以正確的方式吮
吸貼附在乳房上)。

1. 首先解開包著寶寶的布料﹐這樣做可叫
醒她/他﹐以便查看你寶寶的位置是否
合適。一旦抱好寶寶後﹐你就可以為
她/他覆蓋一張毯子。過了一段時間之
後﹐你就不需要這樣做。

2. 將寶寶抱近你的乳房﹐讓寶寶的肚子靠
向你的肚子﹐而你的乳頭朝向你寶寶的
鼻子。利用你的乳頭輕輕碰觸寶寶的嘴
唇﹐此舉可幫她/他張開嘴巴。等到寶
寶張開嘴巴時﹐就可快速地將寶寶朝你
的乳房拉近。

3. 你整個乳頭以及部份深色的部位(乳暈) 
應放進寶寶的嘴裡﹐否則你的乳頭可能
會感到很疼痛。如果寶寶只是含著乳

頭﹐母乳會流得不順暢。當寶寶開始吮
吸時﹐應該要張大嘴巴﹐此舉可幫助你
的寶寶好好的吮吸。

4. 讓寶寶吮吸一邊的乳房﹐當她/他吮
吸結束時﹐她/他的吮吸速度就會減
慢﹐她/他甚至可能睡著。可利用你的
小指放進寶寶的嘴角並往下拉﹐就能將
你的乳房移離﹐便可停止吮吸動作。替
寶寶輕拍﹐讓她/他可以打嗝﹐然後讓
寶寶吮吸另外一邊的乳房。如果寶寶不
肯吮吸另外一邊的乳房﹐記得下次餵奶
時﹐從先另外一邊的乳房開始。如果你
覺得乳房不舒服﹐可擠出一些母乳。如
果你的乳房感覺漲奶﹐可擠壓母乳。

5. 每次哺乳時﹐從寶寶上次吃完奶時的那
一邊乳房開始﹐有助兩邊乳房分泌同等
份量的母乳。你可以在胸罩的吊帶上扣
上安全扣針﹐提醒自己先讓寶寶吮吸哪
一邊的乳房。 

6. 每次哺乳後﹐讓你的乳房自然風乾。如
果乳頭感覺疼痛﹐將少許母乳塗在乳頭
上﹐可舒緩痛楚。如果你在乳房使用乳
霜﹐必須確保它是純正精製羊脂(例如 
Lansinoh品牌或Pure Lan品牌)。

7. 配戴承托力良好的胸罩。確保胸罩不會
太緊繃。

8. 為了避免乳頭感到疼痛﹐要確保寶寶處
於正確的位置﹐而你的乳頭朝向你寶寶
的嘴巴的上方。如果你的疼痛持續﹐可
請教有哺乳知識的人士(公共衛生護
士、醫療護理提供者和哺乳專家)—可
參閱第4頁的哺乳資訊的名單。

9. 你的寶寶在進食前可能會出現難以取悅
的反應﹐這是正常的現象。你可能需要
暫停一下﹐先安撫寶寶的情緒﹐然後再
嘗試。請切記﹐你和寶寶都要學習怎樣
才能(正確地)銜乳吸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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餵奶的姿勢

哺乳時﹐找一個舒服的姿勢﹐此點至關重
要。坐姿方面﹐確保你的背部靠直﹐而你
的膝部要伸平。如果你將你的雙腳擺放在
小凳或一些電話簿上﹐你可能會覺得更為
舒適。此處有四種姿勢以供你選擇。你的
護士可以幫你嘗試每一種姿勢﹐並找出讓
你和寶寶都感到最舒服的姿勢。

搖籃式的抱姿:

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或在床上儘量坐直。
將寶寶抱在一隻手臂內。如有需要﹐用一 
個(或兩個)枕頭支撐著你的手臂和寶寶。 
將寶寶的嘴巴靠近你的乳房。寶寶的肚子
應碰觸到你的肚子。寶寶的頭部、肩膀和
臀部應該朝向你﹐而不是扭轉過來。

側臥的姿勢:

你和寶寶一起面對面側臥在床上﹐彎起你
上面的腿並利用枕頭支撐。將手指放在乳
房下﹐將它抬起至寶寶的嘴巴。當寶寶張
開嘴巴時﹐將寶寶拉向乳房。以下情況最
適宜採用側臥的姿勢:

- 你曾經做過剖腹產﹔
- 你坐直時﹐感覺不舒服﹔
- 你需要其他人幫忙才可以抱好寶寶﹔
- 你很疲倦或晚上哺乳時很想睡覺﹔
- 你的乳頭凹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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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搖籃式的抱姿:

這個姿勢和搖籃式姿勢很相似﹐不同之處
是用相反的手臂來抱寶寶﹐讓你可以用手
托著寶寶的頭部﹐更清楚地看著寶寶的臉
孔和嘴巴。這個姿勢對確定乳房和寶寶
(新生兒)的位置也有幫助。 

橄欖球的抱姿:

坐在椅子或沙發上﹐將一個枕頭放在你將
會餵奶的身體那一邊﹐把寶寶的腿和身體
放在你手臂的下面﹐用手承托著寶寶的頭
部(好像用手抱著橄欖球一樣)。把你的手
指放在你的乳房下方﹐承托著寶寶的身體
並靠近乳房﹐讓寶寶可以含住乳頭。以下
情況最適宜採用橄欖球的抱姿: 

- 你曾做過剖腹產﹐不想讓寶寶躺在你傷
口縫線的位置;

- 你需要看得更清楚﹐才可以幫你的寶寶
抱好;

- 你的乳房很大;
- 你哺乳的寶寶體積很小(早產兒);
- 你生了雙胞胎;
- 你的乳頭凹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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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應該每隔多久餵一次奶?

根據你寶寶的需要﹐給予喂奶。哺乳的次
數頻繁也是正常的現象。在日間或晚上可
以餵奶。在第一個星期的那段時間﹐如果
寶寶想睡覺或想睡得長時間﹐你可能需要
叫醒寶寶。在此之後﹐寶寶大概就會自己
醒來和覺得飢餓。

我餵奶的時間應該有多久?

只要寶寶處於正確的位置﹐你就不需要在
某一個時間停止餵奶。每次餵奶時﹐兩邊
乳房都要給予哺乳。在下一次哺乳時﹐就
從上次餵完奶的那一邊乳房開始。

在第一個月期間﹐哺乳可能需要20分
鐘至一小時。讓你的寶寶至少吮吸20至
25分鐘﹐藉此確保維持母乳的供應量。

我怎樣知道寶寶是否吃飽?

剛開始的幾天﹐你的寶寶在還未開始喝母
乳之前﹐應該每天會小便至兩次。到了第
五天﹐你的寶寶每天會弄濕尿布6次或更
多次而且一天大便就會有3至4次。

到了第五天﹐寶寶的大便外觀應像似黃色
的農舍芝士(cottage cheese)或芥末。如
果大便仍呈現深色或綠色或咖啡色﹐你應
該帶寶寶去見她/他的醫療護理提供者。

開始餵母乳後﹐你會在哺乳時可能會聽到
寶寶吞嚥母乳的聲音。此情況表示你的母
乳正流出來給寶寶喝。

你每天至少要餵寶寶喝母乳八次以上。如
果寶寶一天沒有喝到八次母乳﹐你可能需
要叫醒寶寶。

增進和維持你的母乳供應

剛開始的幾個星期﹐你應該:

• 趁寶寶睡覺時﹐自己也要休息或小睡
片刻。

• 吃不同種類的食物和喝足夠的流質﹐不
要令自己口渴。提醒自己喝足夠流質的
最好方法﹐便是每次餵奶時倒一杯水。
寶寶喝母乳的同時﹐你也一起喝水。

• 儘量多餵寶寶喝母乳(24小時內至少要
有八次)。

• 你餵母乳的次數越多﹐你會分泌出越
多母乳。

• 至少在最初的四個星期內不要讓寶寶使
用奶瓶。吮吸不同種類的乳頭(奶嘴)會
令嬰兒感到困惑﹐而且會讓哺乳變得更
困難。

幫寶寶打嗝

每次餵完一邊乳房後﹐嘗試幫寶寶打嗝。
喝母乳的嬰兒比喝奶瓶的嬰兒吸入較少的
空氣﹐所以可能不會打嗝。如果寶寶在餵
奶前已經在哭鬧﹐餵了不久便應停止和幫
寶寶打嗝。幫寶寶打嗝時﹐記得在寶寶的
肚子上施予緊實的輕輕按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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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母親所需的健康食物

喝大量流質﹐特別是水。如果你的小便呈
現深色或有便秘問題﹐需要喝更多流質。

每天吃三份含豐富鈣質的食物﹐例如低脂
牛奶﹑酸乳酪﹑芝士、花椰菜以及深色的
綠葉蔬菜。

參閱第15頁內﹐進食每個類別中的健康
食物。你越是活躍就越應該進食多些。如
果你很少運動﹐你就從每個類別進食較少
的食物份量。可請教你的醫療護理提供者
查詢更多資料內容。

乳房脹奶(乳房脹痛)

寶寶出生後的三至五天﹐你可能覺得乳房
非常脹痛﹐這種情況稱為脹奶﹐因為你體
內分泌的母乳﹐遠超於新生兒所需的哺乳
量。你的乳房會變得很硬和很痛﹐你會覺
得乳頭可能繃得很緊﹐你的乳房可能有塊 
狀物和沉重。你的身體會在一星期左右﹐ 
根據你寶寶的需要而作出調整。

如果你的乳房漲奶﹐可以怎麼做:

1. 哺乳前﹐用一條濕暖的毛巾敷在你的乳
房上﹐至少五至十分鐘。你也可以淋個
熱水澡﹐讓熱水流過你的乳房。當乳房
變暖時﹐用手輕輕按摩﹐從乳房後面向
前按摩至乳頭部位。

2. 為了可以令你的乳房變得較為柔軟﹐以
及讓寶寶更容易銜乳吸吮﹐你可以利用
你的手指擺在你乳頭的任何一側並往後
按壓。保持按壓動作直至你的乳暈開始
變得柔軟。

3. 經常為你的寶寶餵奶。
4. 哺乳時要按摩你的乳房﹐此舉可有利於

更好地讓乳房排出母乳。
5. 餵奶後﹐如果你的乳房仍然覺得脹奶﹐ 

可擠出多一些的母乳﹐藉此減少腫脹的
情況。

6. 介於每次哺乳之間﹐要冷敷你的乳房
(使用濕的洗臉巾、袋裝的急凍豌豆、
用毛巾包裹的冰袋)。

7. 穿戴有良好承托力的胸罩。
8. 你可以服食Tylenol品牌或Motrin品牌(的

止痛藥)來止痛。

大量的哺乳是停止脹奶和保持母乳流動的
最佳方法。脹奶通常持續只有一至四天。

 
瀏覽網站www.choosemyplate.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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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出乳汁

當乳汁即將溢出(流下來)時﹐你的乳房可
能會有刺痛的感覺。當此情況發生時﹐你
可以按壓乳頭﹐藉此阻止母乳溢出﹐直至
針刺的感覺消失。使用乾淨的手指或乳墊
按壓乳頭。如果你會離家外出數小時﹐將
乳墊、尿布或衛生巾放在胸罩內﹐吸收溢
出來的乳汁﹐並應在它們被弄濕後立刻更
換。許多乳墊都可以洗乾淨再用。

生病時可否哺乳

如果你患上很普通的疾病﹐繼續哺乳是安
全的。有些藥物可能對你的寶寶造成不良
影響﹐以及會透過母乳傳給寶寶。你必須
讓你的醫療護理提供者知道你正在哺乳。
碰觸自己的乳房或寶寶之前﹐一定要先洗
手﹐避免傳播細菌。請勿朝著寶寶的臉部
咳嗽或打噴嚏。

使用奶瓶

如果你哺乳﹐便不需要給寶寶喝水或配方
奶粉。如果到了餵奶時間﹐因你不能在寶
寶的身邊而需要讓你的寶寶使用奶瓶﹐你
可以預留自己的母乳; 如果沒有母乳﹐可
讓寶寶喝由配方奶粉沖泡的奶水。請切
記﹐你的寶寶吮吸的次數越多﹐你的乳房
就會分泌越多的母乳。如果你需要母乳抽
取器﹐可向診所或WIC索取。在最初的四
個星期內不要讓寶寶使用奶瓶。吮吸不同
種類的乳頭(奶嘴)會令嬰兒感到困惑﹐而
且會讓哺乳變得更困難。

如何從乳房擠出母乳

徒手擠壓 

(用手擠出母乳)

1. 開始前﹐要用肥皂和清水洗手。
2. 緊實地﹑輕輕按摩你的乳房。

3. 用拇指和食指放在乳暈後面﹐往胸部的
方向直推; 然後﹐向乳頭的方向轉動拇
指和食指。

4. 將手放在乳房的其他部位﹐並重複上述的
動作。

5. 針對第一邊的乳房﹐擠奶三至五分鐘。
6. 在第二邊的乳房﹐重複擠奶動作。
7. 回到第一邊的乳房﹐並重複擠奶動作。

從兩邊的乳房要擠出母奶﹐通常需要15至
20分鐘。

你必須多練習這個方法﹐多做幾次﹐就會
熟能生巧。



23媽咪﹐恭喜你！

確保為你寶寶提供的母乳要保持新鮮。

保存母乳: 保存時限最長可達:

處於室溫:

華氏60度 24小時

華氏66至72度 10小時

華氏79度 4至6小時

華氏86至100度 4小時

處於電冰箱內:

華氏32至39度 8天

處於冷凍庫:
(冷凍小量的母乳﹐例如2至4盎司﹐你
就可以根據寶寶的飢餓程度作出選擇)

冷凍庫是電冰箱的
隔層

2個星期

冷藏櫃 3至4個月

有關從乳房擠出母乳的其他事項

• 可以將擠出的母乳放入在空置的碗裡﹐ 
然後利用清潔、有密封瓶蓋的瓶子進行
保存。可利用漏斗來倒奶。這個可以放
入電冰箱或冷藏櫃內。

• 將母乳放在家中的電冰箱內﹐可以儲存
長達8天的時間。母乳可以冷藏最多四
個月。請記得在奶瓶上貼示標簽和列明
日期。餵你的寶寶之前﹐將奶瓶放在暖
水裡解凍﹐千萬不要用微波爐來加熱母
乳﹐因為這會改變母乳中含有的養份。

• 你也可以利用母乳抽取器抽出母乳。

• 如果你不能給你的寶寶餵母乳﹐可要求
索取電動母乳抽取器的資料。你的診所
也許可以替你訂購﹐Medi-Cal可能會支
付電動母乳抽取器的費用。 

• WIC有限量的電動母乳抽取器﹐可供
需要重返工作岡位或校園的WIC母親
使用。

重返工作崗位

即使你恢復上班或上學後﹐還是可以繼續
哺乳。重返(工作崗位/學校)之前要做好
規劃。你有權可以在工作地點抽取和擠母
乳。詢問是否有一個寧靜的隱私地方﹐可
供你抽取母乳以及存放母乳。將擠出來的
母乳儲存在冷藏袋內﹐並墊放有三包藍色 
的冰袋﹐藉此讓母乳可保鮮最長24小時。 
如果母乳聞起來有變酸的味道﹐請丟棄。

如果你抽取出母乳﹐你寶寶的保姆可以利
用奶瓶餵寶寶。如果你在工作時﹐不能擠
奶﹐寶寶可以在你上班的週日時間喝配方
奶粉沖泡的奶水﹐所有其餘的時間可喝母
乳。先開始時﹐每隔一天﹐可在你上班的
時間減少一次哺乳﹐並且逐漸慢慢地增加
給予奶瓶餵母乳的次數。你的乳房會自行
調節﹐在日間製造較少量的母乳。

離家上班前哺乳一次﹐並請你的保姆或
日間負責託兒的人士﹐在你回來接寶寶
前的一個小時內﹐不要給寶寶喝奶瓶。
如此一來﹐當你回家時﹐你的寶寶就可
以準備好喝母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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餵飼母乳的問題

如果這些提示不能幫你解決某些問題﹐可
諮詢護士、公共衛生護士或哺乳專家﹐或
致電給你的診所。請致電206-MILK尋求
幫助。請參閱第4頁的診所電話號碼以及
WIC(婦孺)計劃的地點。 
 
乳頭疼痛/乳頭爆裂

乳頭疼痛或者爆裂可能是位置或寶寶吮吸
的姿勢不正確。如果你的乳頭疼痛﹐可採
取下列措施:

1. 確保寶寶在每次接受哺乳時﹐整個嘴巴
要含靠著乳房。請勿讓只寶寶吮吸著你
奶頭。

2. 在哺乳之前﹐透過按壓乳暈﹐藉此令乳
暈軟化。此舉有助於寶寶往嘴裡含更多
(乳暈的面積)。

3. 每次哺乳後﹐要讓你的乳房透氣休息幾
分鐘。將母乳擦在乳頭上﹐可幫助復
原。你也可以在哺乳後﹐在乳頭上塗
抹純精製羊脂(Lansinoh品牌或PureLan 
品牌)。

4. 必須先用你的小指隔離寶寶的嘴巴與乳
房﹐停止寶寶吮吸﹐然後將寶寶移離你
的乳房。

5. 你可以在哺乳前的半小時﹐服用止痛藥
(如Tylenol品牌或Motrin品牌)。

6. 如果你使用母乳抽取器﹐必須將(抽取
器)吸蓋的中心點對正你的乳頭。

7. 請勿在乳頭上塗抹肥皂、酒精、乳霜或潤
膚露﹐這可能會使皮膚乾燥並且使乳頭感
到不適。

乳腺炎(乳房發炎)

當你得患乳腺炎時﹐你會覺得好像得了感
冒。你的一邊乳房或兩邊乳房會出現發紅
或感到疼痛。你可能會發燒。你可採取下
列措施:

1. 如果可能的話﹐和寶寶一起在床上睡24 
小時。此舉可讓自己得到多一些的時間
休息﹐也比較容易增加哺乳的次數。你
需要儘量增加哺乳的次數。

2. 致電給你的醫療護理提供者或分娩中心
求助﹐如果你出現:
• 體溫高達華氏101.2度或攝氏38.5度;
•出現發冷;
•腹部不舒服;
•出現嘔吐﹐或
•如果發紅或疼痛持續超過24小時。

3. 即使你正在服食抗生素﹐仍然可以透過
疼痛的那一邊乳房來哺乳。

4. 你可以服用止痛藥(例如Tylenol品牌 
或Motrin品牌)。 

5. 有關輸乳管閉塞時可採取的措施﹐可
參閱下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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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乳管閉塞

如果你覺得乳房裡有小體積的硬塊﹐你的
輸乳管可能閉塞了﹐可採取下列措施:

1. 頻繁地哺乳你的寶寶。
2. 哺乳前﹐用一條濕暖的洗臉巾敷在乳房 

上五至十分鐘。你也可以淋個熱水澡﹐ 
利用雙手按摩自己的乳房。

3. 讓寶寶先從輸乳管閉塞的那一邊乳房開
始吮吸母乳﹐以改善這個乳房分泌母乳
的情況。

4. 確保寶寶含著整個乳頭以及乳頭周圍的
部份深色皮膚。

5. 哺乳時﹐按摩輸乳管閉塞的那邊乳房。
6. 改變姿勢(請參閱第18頁)。
7. 多些休息﹐喝大量流質。
8. 檢查你的胸罩不要太過緊貼。

如果硬塊在一或兩天內仍未消失﹐可致電
給你的醫療護理提供者。如果有感染情況
出現﹐你可能需要服用抗生素。



26 媽咪﹐恭喜你！

配方奶的哺育方式

你可以選擇利用部份或全部用奶瓶餵養你
的寶寶。你的乳房會作出調整﹐並且會分
泌較少量的母乳。如果你不哺乳﹐你的母
乳會在大約一個星期至十天乾化。使用冰
袋以及戴上緊身胸罩來停止母乳流出。

你可以選擇幾種嬰兒配方奶:

寶寶在一歲之前﹐你必須給予哺乳或嬰兒
配方奶。不要飲用牛奶或罐裝奶。這些會 
令寶寶感染重病。謹慎調配寶寶的奶水﹐ 
依照罐上標簽的指示。

嬰兒配方奶的類別:

1. 即飲配方奶
 即飲配方奶就是罐裝的流質奶﹐可以直 

接從瓶罐中倒進奶瓶。請勿加水。打開 
罐蓋前﹐必須清潔和抹乾罐頂。一旦打 
開罐蓋後﹐必須將它放進電冰箱儲存﹐ 
並要在24小時內飲用。

2. 濃縮配方奶
 這種配方奶是罐裝奶﹐你必須先和水混

合才可使用﹐比例是一半水混合一半配
方。一旦打開罐蓋後﹐必須放進電冰箱 
內儲存﹐並一定要在36小時內飲用。

3. 配方奶粉
 這種配方是罐裝的奶粉﹐是所有配方奶

類別中最便宜的配方﹐並可以在開罐後
儲存一段長的時間。每次調奶時﹐你可
以儘量調配隨意所需的份量。一旦調配 
好的沖泡奶水﹐要放進電冰箱內儲存﹐ 
只可保留24小時。調奶時﹐必須用一
匙的奶粉份量混合兩盎司的水﹐然後
將其輕輕搖均勻﹐直至奶粉完全融化 
為止。

你不需要對奶瓶和奶嘴進行消毒﹐但你
應該在第一次使用前以及在每次使用之
間﹐徹底沖洗乾淨。最重要的是﹐必須使
用熱的肥皂水和洗瓶刷來擦洗﹐然後再用
熱水沖洗奶嘴﹐去除所有肥皂劑。奶嘴的
小孔必須用清水沖過﹐確保孔內沒有留下
任何奶粉的殘跡。

調配好的配方奶粉可以倒進乾淨的奶瓶﹐ 
然後放進電冰箱儲存。你也可以先將奶粉 
放進乾淨的奶瓶中儲存﹐到餵奶的時候﹐ 
再加水調和。

如果你不能負擔購買配方奶粉的費用。請
與你的醫療護理提供者或社工商議。你可
能符合資格接受WIC(婦孺)食物計劃。請
參閱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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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配方奶—應做與不應做的事項

不應每天更改配方奶的溫度。你的寶寶習慣了

某一個溫度﹐溫度一旦改變﹐寶寶可能會拒絕

飲用。

不應將奶瓶放進微波爐加熱。即使奶瓶感覺 

可能會冰涼﹐但瓶內的奶水溫度可能會不均勻。

如果有家人堅持要用微波爐﹐不要把奶瓶灌

滿﹐預留一些空位﹐讓你可以在加熱後將奶

搖勻。

應在你的手腕上測試配方奶的溫度﹐應該是溫

暖的(室溫)﹐絕對不可以是熱的。

應拿著奶瓶﹐確保奶嘴和瓶頸都灌有配方奶。

應在餵完奶後﹐將奶瓶內喝剩的配方奶倒去﹐ 

下次餵奶時用新鮮的配方奶。

不應讓寶寶含著奶瓶睡覺。平躺會增加耳朵發

炎以及受嗆的機會﹐而且寶寶習慣含著奶瓶睡

覺﹐對嘴或牙齒會有不良的影響。

不應用物件支撐著奶瓶﹐而應該抱著寶寶來餵

奶。透過正確的拿奶瓶方法﹐寶寶會吸入較少

的空氣﹐肚子的不適感和打嗝的問題也會變得

較少。如果用枕頭、毛毯或其他物件來支撐奶

瓶﹐奶瓶可能會翻側以及導致寶寶受嗆。

不應強迫寶寶喝掉整瓶奶﹐寶寶會按照自己的

需求量來喝奶。

應做的事項 不應做的事項

應在餵奶時﹐抱住寶寶﹐讓寶寶的頭部和胸部

高過臀部。



28 媽咪﹐恭喜你！

打嗝

每次餵奶﹐必須停下來幫寶寶打嗝兩至三
次﹐清除寶寶吞入的空氣。將寶寶放在 
你的肩膀上或讓寶寶坐在你的大腿上﹐然 
後輕拍或摩擦寶寶的背部。有些嬰兒很容
易打嗝﹐但有些嬰兒則需要數分鐘或甚至
更長的時間才打嗝。當寶寶喝了半瓶奶和
喝完奶後﹐可替寶寶打嗝。在你的肩膀或
大腿上放一塊布﹐預防吐奶。有些嬰兒打
嗝時有少量的吐奶﹐這是正常的現象。

哺乳時間表

大部份的新生兒﹐在24小時內大約需要
喝八次奶。每個嬰兒都會定下自己喝奶的
時間表。出生後的最初幾天﹐寶寶可能會
想睡覺﹐到了第三天或第四天﹐寶寶可能
較為清醒﹐喝奶時逐漸會有規律。當寶寶
喝飽了奶時﹐會停止吮吸並可能睡著。這
時候就不要強迫寶寶繼續喝奶。如果寶寶
喝的奶超過她/他肚子的容量﹐寶寶可能
會吐奶。寶寶喝完奶和打嗝後﹐讓她/他
仰臥著睡覺。

固體食物

寶寶出生後最初的四至六個月﹐母乳和嬰
兒配方奶是寶寶需要的唯一食物。請勿給
寶寶喝果汁﹑水﹑進食穀類食物或其他食
品。對這個年齡的嬰兒來說﹐這些食物很
難消化﹐並可能會引起敏感。

給寶寶喝母乳和嬰兒配方奶以外的食物之
前﹐請先諮詢寶寶的醫療護理提供者。
 
 



29媽咪﹐恭喜你！

第三章: 照顧你的寶寶 

外貌—你寶寶的樣貌

你寶寶的樣貌可能和你想像的有所不同。
你可能發現寶寶有下列的特徵﹐它們都是
正常的現象。

頭部

寶寶的頭頂有一處柔軟部份﹐通常會在18 
至24個月內關閉。分娩時經常會出現
頭部腫脹﹐可能需要數天才會消腫。分
娩也會影響頭部的形狀(頭形)﹐但在最
初的兩個星期內﹐頭部將變為圓形。

眼晴的「眼白」部份可能看似有藍色或有
些紅點。寶寶長大後﹐這些特徵就會逐漸
消失。

身體

寶寶的乳房可能會腫起﹐無論是男嬰還是
女嬰﹐都有可能流出一些乳汁﹐請勿擠壓
寶寶的乳房。這是你懷孕時的荷爾蒙所造
成的現象﹐嬰兒出生後不久﹐此情況就會
消失。

臍帶的根部(切斷臍帶的部位)是濕潤的。
在7至10天內﹐它會變乾爽、轉為深色和 
脫落。你可能在根部周圍看見少量血絲﹐ 
這是正常的現象。臍帶的護理方法﹐請參
閱第33頁。

尿布裡面

女嬰的陰道會流出白色奶油狀﹑黏液狀或
甚至帶血的分泌物﹐這都是正常的現象。
這是你懷孕時的荷爾蒙所造成的現象﹐會
在最初數星期內消失。

不論初生男嬰和女嬰的生殖器位置﹐都會
呈現有點腫脹和較深的顏色﹐這個情況會
在數星期內消失。

皮膚

有些嬰兒的臀部、背部或腿部會有紫藍色
的色素斑﹐此情況會在18個月內逐漸轉淡
和消失。

皮膚的顏色會因種族而有所不同。如果寶
寶的皮膚呈現黃色(黃疸)﹐此意謂可能出
現某些不妥的狀況。請參閱第33頁有關
黃疸的內容。

行為

如果你擔心﹐請致電給你寶寶的醫生或護
士診療師。在最初的幾個星期﹐新生兒可
能大部份的時間都在睡覺﹐只在喝奶和洗 
澡時才會清醒。嬰兒每天睡16至20個小
時(期間有哺乳)﹐這是正常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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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寶寶日漸長大﹐會有越來越多醒來的
時間。不是所有的嬰兒都會整天睡覺﹐有
些嬰兒可能只在日間或晚上小睡片刻﹐如
果你的寶寶有這樣的情況﹐也是正常的現
象。每個寶寶都有自己睡覺、清醒和喝奶
的時間規律﹐有時候你可能會覺得非常辛
苦﹐因為你寶寶的作息規律可能和你的睡
覺起床的作息規律很不相同。 

所有的嬰兒在睡著和清醒時﹐都會發出聲
音。嬰兒也會打噴嚏、打鼻鼾、鼻子有吸
氣聲、打呵欠、打嗝、放屁和打呃逆。打
噴嚏能夠清除鼻內塵埃。咳嗽可清喉嚨。
給寶寶吮吸短時間的母乳或喝奶瓶﹐通常 
都可停止打呃逆。打呃逆是正常的現象﹐ 
寶寶不會覺得辛苦。

新生兒能看、能聽和能對接觸作出反應。
嬰兒會嘗試去看事物(距離嬰兒的眼晴8至
12英吋)﹐通常會喜歡某些面孔、發音或
聲音。與你的寶寶一起玩樂﹐對她的發育
會很有幫助。你的寶寶喜歡有人和她/他
說話﹐望著明亮的東西以及讓人摟抱。

寶寶很快便會從你的聲音、接觸和氣味認
得你是誰。不久﹐你會發覺當寶寶聽到你
的聲音時﹐會轉過頭來看著你。當你在房
間內走動時﹐寶寶的眼晴會跟著你轉動。
好好享受和寶寶共處的時光!看著你的寶
寶日漸長大﹐是為人父/母的樂趣之一。

安撫哭鬧的寶寶

哭鬧

所有的寶寶都會哭鬧—會讓人感到沮喪。
哭鬧﹐並非意謂你是表現不佳的父親/母
親。你的寶寶不是想嘗試惹你生氣。寶寶
在一天當中﹐可能會哭鬧長達6小時!

哭鬧不會對你的寶寶造成傷害。
• 哭鬧不會導致腦部受損或其他的健康

問題。
• 如果家中有吼叫聲或爭吵﹐你的寶寶就

會哭鬧。請勿在你寶寶的面前爭吵。
• 如果你的寶寶覺得太悶熱或太冷﹑或如

果寶寶在長牙齒﹐她/他就會哭鬧。
• 即使沒有任何理由﹐你的寶寶都可能會

哭鬧。

如果你擔心你的寶寶﹐或你的寶寶在生病
或行為異樣﹐請立即見醫生。

如何安撫你的寶寶

• 為你的寶寶換尿片。 
• 哺乳並為寶寶打嗝。
• 給一個東西讓你的寶寶吮吸。
• 擦撫你寶寶的肚子或背部。
• 抱著寶寶俯靠在赤裸的皮膚上。
• 利用軟質的毛毯緊包住你的寶寶。
• 關掉燈光。
• 動作可起到幫助作用: 
 -   前後輕輕地搖動你的寶寶。
 -   將你的寶寶放在布質的背袋裡﹐並 

 且外出散步。
 -   將你的寶寶放在嬰兒搖椅內﹐輕輕 

   地前後搖動。
 -   將你的寶寶放進嬰兒推車內﹐帶去 

 兜風﹐或放在嬰兒推車內照顧。要 
 使用汽車專用的嬰兒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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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可起到幫助作用:
 -   唱歌給你的寶寶聽。
 -   在寶寶的耳邊說「噓」﹐音量要大於 

 寶 寶的哭鬧聲。
 -   當你的寶寶在在嬰兒床上時﹐打開 

 收音機﹑電風扇或吸塵器﹐藉此製 
 造安撫情緒的雜音。

有時﹐你的寶寶不會停止哭鬧:
• 讓寶寶盡情地哭鬧。
• 讓自己的情緒平伏。
• 致電給TALK專線(415-441-5437)

如果你感到生氣或失控:
• 請勿抱起或抱住你的寶寶。
• 將你的寶寶放在嬰兒床內﹐讓他/她仰

睡﹐然後自己離開房間。
• 去休息。
• 深深地吸氣並數到10﹔然後數到20。
• 致電給一位朋友或鄰居﹐尋求支持。
• 往自己的臉上潑冷水。
• 洗澡。
• 聽音樂。
• 鍛煉身體。
• 泡一杯咖啡或茶。
• 致電給你的醫生並諮詢。你的寶寶可能

生病了。
• 求助一位值得信賴的家人或朋友﹐幫你

照看你的寶寶。

千萬不要搖晃你的寶寶

當寶寶不停止哭鬧時﹐許多家長會感覺
非常氣憤﹐並且有時候還會搖晃他們的
寶寶。搖晃你的寶寶﹐即使是數秒鐘﹐
此舉可導致寶寶死亡。如果搖晃寶寶﹐
會怎麼樣?

用力地搖晃﹐可導致終身傷害﹐例如﹔
•腦部受損
•失明
•昏迷
•嚴重傷殘
•智障
•死亡

查詢更多有關「如果你的寶寶不會停止
哭鬧﹐要怎麼辦」﹐請致電TALK專線﹐
415-441-KIDS (415-441-5437)。

這是為家長提供的免費﹑保密﹑24小時
的諮詢和危機專線。與關心你寶寶的任何
人士(包括家人和保姆)分享此資訊內容。

你是否會寵壞寶寶?

不會! 寶寶哭泣時﹐要抱起她/他。此舉是
不會寵壞你的寶寶﹐只會讓她/他覺得有
安全感。

吮吸和奶嘴

即使寶寶不餓﹐她/他還是需要吮吸﹐因 
為吮吸是寶寶鎮定自己的一種方法。 一
旦你的寶寶感到焦慮不安時﹐請勿使用奶
嘴。可以先嘗試替寶寶換尿片、餵奶以及
抱住寶寶。許多時候﹐透過留在房間裡的
任何一處和寶寶說話﹐是能夠安撫寶寶的
情緒。

如果你餵母乳﹐寶寶可能覺得繼續吮吸你
的乳房會較舒服。不用擔心﹐寶寶不會吃
得過飽。我們建議你至少等到寶寶四個星
期大之後才給她吃奶嘴﹐避免寶寶分不清
乳頭還是奶嘴。第一次給奶嘴時﹐將奶頭
輕輕摩擦寶寶的嘴部的上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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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兒科學院建議﹐對於接受哺乳的寶
寶﹐要等到一個月大之後才可使用奶嘴。
利用奶瓶哺育的寶寶﹐學院建議一開始就
使用奶嘴。

使用奶嘴的安全措施:

• 保持奶嘴乾淨﹐預防奶嘴受到感染﹐每 
天用熱的肥皂水清洗和徹底沖洗乾淨。

• 請勿利用你自己的嘴巴清潔奶嘴。
• 請勿利用繩子串著奶嘴﹐然後圍在寶寶

的頸部﹐此舉會勒傷寶寶。
• 請勿利用長的繩子將奶嘴繫在寶寶的衣 

服上。改用短繩(長度在7英吋以下)或
奶嘴夾﹐把奶嘴繫在寶寶的衣服上。

• 經常檢查奶嘴﹐確保它完整無缺。奶嘴
頂端可能會被磨損﹐並導致哽咽危險。

• 奶頭和奶嘴圓環之間的擋片﹐必須夠寬
大﹐讓寶寶不能將整個奶嘴放進嘴裡。

• 擋片上一定要有透氣孔﹐避免皮膚長期
濕潤。

• 除了水、母乳和配方奶之外﹐請勿將奶
嘴蘸其他的液體。

腹絞痛

如果你寶寶經常吵鬧和哭泣﹐她/她可能
有腹絞痛(Colic)。得患腹絞痛的嬰兒經常
會尖聲大哭、拱起背部和提起雙腿﹐肚子
感覺硬實和脹滿。腹絞痛的原因不明﹐常
發生在出生約三星期的嬰兒身上﹐哭的次
數會在晚上較多。

腹絞痛一般會在嬰兒大約三個月大的時候
消失。寶寶腹絞痛並不是指寶寶生病或停
止發育﹐而且通常並非是由喝奶瓶或餵母
乳所引起。

你必須肯定﹐寶寶不是由於其他原因而哭
鬧。如果寶寶的腹絞痛持續﹐帶寶寶去見
她/他的醫療護理提供者。

嘗試透過建議的方法去安撫寶寶。即使寶
寶哭鬧﹐不要讓寶寶喝太多奶。餵奶只會
令寶寶哭得更厲害。採用少吃多餐的方法
可能會有幫助。幫你的寶寶打嗝﹐避免氣
體在她的肚子裡積聚。 

有時某些特別的姿勢會令有腹絞痛的嬰兒
感覺較為舒服。

1. 將寶寶的膝蓋輕輕的推向肚子﹐把膝蓋
和大腿按壓在肚子上面。

2. 將寶寶放在你的肩上﹐讓寶寶的下身靠
坐在你的臂彎內。

3. 用手臂橫抱寶寶﹐面向下﹐面頰則枕在
你的手肘上。

4. 將寶寶橫放在你的膝頭﹐面向下﹐然後
輕拍她的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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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兒的發育

以下是嬰兒在平均年齡會做的某些事情。
請謹記﹐你的寶寶可能會有不同的情況。
這些資料只供參考。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或
關注﹐可請教寶寶的醫療護理提供者。

當你的寶寶﹐在六至十個星期大的時候﹐ 
她/他:

- 俯臥時﹐可以抬起頭數秒鐘
- 跟隨移動的物體
- 認得熟悉的面孔
- 凝視著面孔
- 在你說話時會微笑

當你的寶寶﹐在二至三個月大的時候﹐ 
她/他:

- 開始向物體揮動雙手和手臂
- 會伸展和踢腿
- 會將手放進嘴巴
- 開始牙牙學語 
- 會重複某些聲音
- 會將頭轉向聲音來源
- 看見笑臉時也會微笑
- 喜歡和其他人玩耍

你寶寶的身體

黃疸

新生兒的皮膚和眼晴﹐有時會出現黃色的
色素﹐稱之為黃疸。正常的黃疸會在嬰兒
出生後第二或第三天出現﹐並會在兩星期
內消失。黃疸大多都是輕微的﹐不會引起
問題。如果你的寶寶離開醫院後才有皮膚
呈現轉黃的現象﹐你應致電給你的醫療護
理提供者。

臍帶的護理

新生兒的臍帶﹐通常會在第一至第二個星
期脫落﹐但也可能留著長達三星期。如果
肚臍發紅﹑有臭味或有膿液﹐請致電給寶
寶的醫療護理提供者。

臍帶脫落之前﹕

1. 用洗臉巾或海綿﹐替你的寶寶洗擦身
體﹐儘量不要弄濕寶寶的肚臍。

2. 肚臍不要被尿布或膠布蓋著。將尿布
(及腰的地方)反折﹐保持低於肚臍處。

3. 如果臍帶變得髒﹐利用肥皂和清水洗乾
淨。讓它自然乾。讓臍帶自行脫落。請
勿將臍帶拉扯下來。

臍帶脫落之後﹕

1. 臍帶脫落時﹐可能會有少許流血。如果
臍帶周圍的部位紅腫或有臭味﹐請致電
給寶寶的醫療護理提供者。

2. 寶寶的肚臍愈合後﹐你可以用浴盆替寶
寶洗澡(請參閱第36頁)。

陰莖的護理

沒有割包皮的陰莖

當為寶寶(如是男嬰)洗澡時﹐你應清洗他
的陰莖。你無須將包皮往後拉﹐才清洗裡
面的部份。如果你看見有白色或黃色的分
泌物﹐只需將其清洗掉﹐而無須將包皮往
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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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嬰出生時以及往後的一年內﹐他的包皮
通常都是非常的緊繃﹐不能往後拉﹐這是
正常的現象。通常當寶寶的年齡在五歲或
六歲的時後﹐包皮就會慢慢地開始自行往
後拉。無須理會包皮。

已割包皮的陰莖

如果你的寶寶(如是男嬰)已割包皮﹐你就
必須謹慎地給予護理﹐時間長達數天。保
持陰莖清潔可有助於傷口迅速地愈合。陰
莖末端﹐可能會疼痛一段短暫的時間﹐並
需要加以保護。割包皮後﹐你寶寶的陰莖
會被塗抹凡士林和被紗布包著。當他小便
時﹐你就可以在第一次換尿布的時後﹐將
紗布輕輕地取下。 

取下尿布時﹐寶寶的陰莖可能會黏附著尿 
布。用乾淨的清水弄濕尿布的這個位置﹐ 
就可以將它鬆開。

清潔陰莖時:

1. 利用乾淨的棉花球沾點暖水﹐然後在割
包皮的部位上方﹐擠出暖水來沖洗。

2. 寶寶在每次大小便之後﹐利用稀釋的肥
皂水和濕暖的毛巾來清洗陰莖和睾丸的
週圍。

3. 清乾淨陰莖之後﹐在割包皮的部位以
及寶寶的尿布前面(即他的陰莖會碰到
的位置)塗上凡士林。這會安撫你的寶
寶﹐並且可以避免尿布黏著他的陰莖。

4. 請勿在割包皮的部位﹐使用濕紙巾、酒
精、爽身粉或潤膚霜。這些物品會導致
該部位引起疼痛和刺激。

如果你看見在割包皮的部位﹐有出血、發
紅、腫脹、流膿或任何分泌物﹐請致電給
寶寶的醫療護理提供者。

大便

寶寶出生後﹐第一次的大便是呈現黑綠色
或咖啡色﹐而且非常黏稠﹐此種大便稱之
為胎糞。在最初的一星期﹐寶寶的大便會
變為較淺的綠色﹐以及有黃色帶有白色的
塊狀﹐有時候這樣的外觀看似像農家芝士
(cottage cheese)。

餵母乳的嬰兒﹐每次喝奶可能會有大便﹐ 
大便通常是呈現黃色並帶有水份。

喝配方奶的嬰兒﹐可能每天只有一次大
便。與喝母乳的嬰兒相比﹐大便的顏色呈
現深色和更堅實。

大部份的嬰兒﹐在大便時都會用力﹐帶有
面部表情或發出聲音﹐這是正常的現象。

皮膚護理

新生兒的皮膚﹐常見的現象是帶有乾燥、
爆裂和脫皮。你不需要對此進行醫治。

皮疹

面頰和頸部的疹

新生兒的面頰和頸部﹐常見的現象是出現
皮疹﹐多數是由於面部和頸部的潮濕所導
致(奶和流口水)。出現這種情況時﹐利用
清水和軟質的毛巾擦乾淨寶寶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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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布疹

尿布疹是包尿布部位的皮膚問題﹐皮膚變
紅﹐可能有腫塊﹐也可能沒有。嬰兒的皮
膚受到刺激、使用帶有刺激性的洗衣劑來
洗尿布、即棄尿片或膠褲﹐都可能會引起
尿布疹。

儘快更換弄髒的和弄濕的尿布﹐此點非常 
重要。更換寶寶的尿布時﹐抹去糞便時﹐ 
必須從生殖器(陰道或陰莖)部位﹐往向肛
門(直腸)部位的方向抹。如果是女嬰﹐必
須揭起折疊處﹐然後輕輕地抹乾淨﹐由前
向後抹下來。如果是男嬰﹐必須提起陰
囊(睾丸)﹐清潔陰囊下面和兩邊的部位。

如果你的寶寶出現尿布疹﹐儘快將她/他
的臀部予以通風乾爽。保持包尿布的部位
乾淨。

如果尿布疹的現象﹐在兩至三天內不見好
轉﹐或甚至惡化﹐請致電給你寶寶的醫療
護理提供者。

預防尿布疹的最佳方法是:

1. 保持寶寶的皮膚乾爽。
2. 每次哺乳﹐都要查看寶寶的尿布。如果

尿布已弄濕或弄髒﹐就要更換尿布。
3. 請勿在寶寶的臀部使用這些物品:
 - 滑石粉﹔
 - 寶寶爽身粉﹔ 
 - 或玉米澱粉
 如果寶寶吸入粉末﹐會傷害寶寶的肺

部。玉米澱粉可傳播細菌。
4. 儘量避免使用膠褲。
5. 使用吸水力強的尿布或即棄尿片。
6. 如果你用布質的尿布﹐可使用溫和的肥

皂來清洗﹐或在洗衣機內開動兩次沖洗
程序。請勿使用衣物柔順劑﹐因為它可
能會刺激到嬰兒的皮膚。你可以用四分
一杯的醋來代替衣物柔順劑。

如果你的寶寶出現尿布疹﹐儘快將她/他
的臀部予以通風乾爽。保持包尿布的部位
乾淨。

如果尿布疹的現象﹐在兩至三天內不見好
轉﹐或甚至惡化﹐請致電給你寶寶的醫療
護理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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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

海綿浴–用毛巾或海綿來沐浴(不坐在浴盆內）

寶寶的臍帶還未脫落之前﹐請勿將她/他
放進浴盆裡洗澡﹐你只需要用海綿替寶
寶清洗。

洗澡應該是輕鬆的親子互動時間﹐請勿讓
寶寶獨自留在桌上或浴盆裹。將寶寶緊緊 
扶穩。替寶寶洗澡的房間應是溫暖的(華
氏75至86度)﹐沒有通風的地方。水溫方
面﹐可用手腕或數碼溫度計測試﹐用暖水
而不是熱水。

1. 只用清水來替寶寶洗臉﹐不要用肥皂。
2. 將棉花球沾點暖水﹐透過擠乾水的方式

清潔眼晴﹐然後針對每隻眼晴﹐從眼角
由內向外抹。清潔每隻眼睛時﹐要用新
的棉花球。

3. 用洗臉布和暖水﹐清潔寶寶臉上的其他
部份。

4. 用一條柔軟的洗臉布﹐輕抹寶寶耳朵的
外面。請勿用任何東西﹐清洗寶寶耳朵
的內部。

5. 用棉花球和暖水﹐清潔寶寶的鼻子和鼻 
孔﹐不要用棉花棒來清潔她/他的耳朵、
嘴巴和鼻子﹐因為棉花棒很硬﹐可能會
傷害寶寶。

6. 然後替寶寶洗頭。將你的手放在寶寶的 
臀部﹐手臂放在她/他的背部﹐你的手 
應該扶著寶寶的頭部。囟門也需要清
潔。先從洗臉布擠出水淋到寶寶的頭
部﹐然後使用洗髮液。從洗臉布擠出
更多的溫水(沒有肥皂的清水)進行沖
洗﹐直至沖乾淨全部肥皂泡。每星
期﹐你只需要替寶寶洗頭一至兩次。

7. 取下寶寶的尿布﹐並用肥皂清潔身體的 
其他部份。只應使用溫和﹑不含香料的 
肥皂(甘油肥皂或嬰兒肥皂)。寶寶的臍 
帶還未完全愈合之前﹐請勿弄濕寶寶的 
肚臍。如果你的寶寶(男嬰)割了包皮﹐ 
輕輕地沖洗他的陰莖。如果寶寶(男嬰) 
還沒有割包皮﹐請勿將包皮向後拉。

8. 用洗臉巾將肥皂沖洗乾淨﹐拭乾。記
得要擦乾皮膚折疊的部位﹐然後替寶
寶換上乾淨的衣服。

盆浴

先確定將所有必需的用品放在附近﹐方便
取用。將嬰兒浴盆、洗臉盆或洗碗盆灌注 
大約3英吋的暖水(不是熱水)。一定先要 
利用你的手肘或手腕試探水溫﹐確定水溫 
並不是太熱。將一條毛巾放在浴盆底部﹐ 
以防寶寶滑倒。將寶寶放進浴盆前﹐先替
她/他洗臉。

將寶寶放進浴盆時﹐必須安全小心地抱緊
她/他。將一隻手放在寶寶的肩膀和腋窩
下面﹐另一隻手則托著她/他的臀部﹐然
後輕輕地將寶寶放進水裡。寶寶放進水裡 
後﹐用一隻手臂支撐她/他的背部和頭部。

碰觸寶寶囟門時﹐無須害怕。每星期至少
要有兩次用溫和的洗頭液清洗寶寶的頭皮
和頭髮﹐去除油脂和皮屑。沖洗時要小
心﹐不要讓肥皂水流進寶寶的眼晴裡。
扶穩寶寶﹐不要讓她/他滑倒。用肥皂清
潔寶寶身體的其他部份﹐特別要留意皮膚
折疊的地方。生殖器的部位也要清潔﹐如
果是女嬰﹐輕輕地從生殖器的前面往後
抹﹔如果是男嬰﹐則用毛巾圍繞著陰莖清
洗。最後替寶寶沖洗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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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寶寶從浴盆中抱起﹐拿一條大毛巾包裹
和輕輕地拍乾﹐特別要留意折疊的部位和
摺縫處﹐然後替寶寶換上乾淨的衣服。

穿衣服

穿衣準則—替寶寶穿的衣服量比你穿的要
多一層。

1. 當你外出時﹐如果天氣較涼或吹大風﹐ 
記得要替寶寶戴帽子﹐因為嬰兒的頭部
會失去很多體溫。

2. 外出時﹐不要讓寶寶直接曬到太陽。如
果寶寶會曝露在陽光下﹐必須使用防曬
油和替寶寶戴帽子﹐以防曬傷。

3. 晚上時﹐替寶寶穿著溫暖﹑可包住腳部
的睡衣﹐萬一她/他踢開了被子﹐也不
會覺得寒冷。

大多數的父母都會替寶寶穿得過暖。嬰兒
的衣服不應太暖而導致她/他出汗。如果
寶寶穿得太暖﹐她/他可能會:

• 覺得不舒服
• 出現尿布疹或其他皮疹
• 脫去溫暖的衣服時﹐會覺得寒冷
• 煩燥不安﹐睡得不穩
•增加出現嬰兒猝死綜合症(SIDS)



38 媽咪﹐恭喜你！

你的寶寶有時會生病﹐其實所有嬰兒都會 
生病。寶寶日漸長大﹐你對她/他的認識
就會更多﹐就能瞭解生病的徵狀。

有時﹐你可以透過寶寶的哭聲﹐知道她/他 
在生病。哭鬧可能表示寶寶有腹絞痛或不
開心﹔但當寶寶看似與平日有不同的反應
時﹐皮膚顏色的改變和不斷哭鬧﹐就表示
寶寶可能生病了。以下是嬰兒生病的其他
病徵:

1. 嘔吐
2. 許多呈水狀的大便
3. 哭的次數比平常較多
4. 不想進食或比平日吃得少
5. 舉止與平日有所不同
6. 較平日想睡覺(不能保持清醒﹐比平常
 睡得較長時間)
7. 很難將寶寶喚醒

如果你的寶寶有上述任何一種症狀﹐應替
她/他量體溫﹐並致電給寶寶的醫療護理
提供者。如果你不確定寶寶是否不妥或有
任何問題﹐請致電給寶寶的醫療護理提供
者或診所。

量寶寶的體溫

單憑觸摸寶寶的前額﹐是不能夠知道她/他 
的體溫。致電給寶寶的醫療護理提供者之 
前﹐請先在寶寶的腋窩處﹐量她/他的體溫。
請勿從寶寶的直腸部位(在她的肛門處)量
她/他的體溫﹐此舉可能會傷害寶寶的直
腸部位。

數碼溫度計

數碼溫度計﹐不但容易使用而且方便閱
讀。數碼溫度計的用法如下:

1. 開啟數碼溫度計﹐等它開始運作﹐就可
以量體溫。

2. 將溫度計放在寶寶手臂下的腋窩處﹐把
她的手臂貼近她/他的身體。

3. 保持溫度計的位置﹐直至它發出嗶聲或
停止閃動。

4. 取出溫度計﹐閱讀上面的數字。

如果你的寶寶的體溫是低於攝氏36.5度
或華氏97.6度:

1. 重新量寶寶的體溫﹐讓溫度計停留在腋
窩處更長時間。如果溫度計擺在正確的
位置﹐體溫(即使是使用數碼溫度計)就
會上升。

2. 與此同時﹐為寶寶加多衣服並包上暖
被。你甚至可以需要調整房間或屋內的
溫度。確保寶寶不是處於透風或有微風
的位置。

3. 加多衣服並包上暖被後﹐等30分鐘(你
可以在這段時間致電給診所)﹐然後再
量寶寶的體溫。

4. 如果寶寶的體溫仍然偏低﹐致電給寶寶
的醫療護理提供者或診所。

第四章: 你的寶寶生病了

腋窩的正常體溫是:
攝氏: 36.5至37.5度
華氏: 97.6至99.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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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寶寶的體溫是超過華氏99.5度或攝
氏37.5度﹐她/他就是太悶熱。

1. 脫去多餘的衣服。
2. 在30分鐘後再量寶寶的體溫。如果仍

然偏高﹐致電給寶寶的醫療護理提供者
或診所。

嬰兒可能完全沒有發燒﹐但卻是生病的。

• 在兩小時後再量寶寶的體溫。
• 留意寶寶的樣子和行為舉止﹐比只注意

她/他的體溫更為重要。
• 如果你的寶寶好像生病了﹐致電給你的

醫療護理提供者或診所。

新生兒的疾病

感冒

如果你的寶寶有鼻塞﹐沒有發燒﹐舉止正 
常﹐你可以用一個球形洗鼻器幫寶寶通鼻。
雜吵的呼吸聲常會令父母擔心﹐但對寶寶
來說卻不太感到困擾。有些寶寶的鼻子有
許多吸氣聲和嘎嘎作響﹐但這通常都不是
感冒。

感冒的病徵是:

1. 寶寶可能分泌出透明、呈水狀的鼻水。
數日後﹐鼻水可能變得較為黏稠﹐甚至
變成黃色或綠色。

2. 寶寶的眼晴可能發紅。
3. 寶寶可能咳嗽、打噴嚏和呼吸時發出很

多聲音。
4. 寶寶可能鬧情緒﹐不想進食。
5. 寶寶可能發燒﹐應量她/他的體溫。

當你的寶寶有這些感冒症狀時﹐而她/他
不肯進食﹐呼吸又不暢通﹐應該致電給寶
寶的醫療護理提供者或診所。

嘔吐

大部份的寶寶在打嗝時或餵奶後﹐都會吐出
少量母乳或配方奶﹐這種情況不是嘔吐。

寶寶生病時﹐可能會嘔吐。當寶寶喝完奶 
後﹐將大部份的奶大力地嘔吐出來。寶寶 
嘔吐﹐會失去大量身體的水份。如果寶寶
超過一次以上用力地嘔吐﹐要量她/他的
體溫﹐然後致電給寶寶的醫療護理提供者
或診所。

身體脫水(失去水份）

嬰兒嘔吐、腹瀉或發燒時﹐很容易會出現
身體脫水的現象。身體脫水的症狀如下:

• 很想睡覺
• 無法叫醒
• 不肯進食
• 皮膚又乾又熱
• 口乾
• 小便較少﹐更換片的次數較少
• 小便呈現深黃色

身體脫水是很嚴重的情況。請致電給寶寶
的醫療護理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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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接種

接種疫苗

我們必須保護每一個兒童﹐免於得患小兒
疾病﹐例如小兒麻痹症。免疫注射也稱為
接種疫苗或注射疫苗。如果你的寶寶不接
種疫苗﹐她/他就有可能會感染到其中一
種小兒疾病﹐會病得很嚴重或甚至死亡。 
免疫措施是先從醫院注射B型肝炎疫苗。
你必須按時帶寶寶去接受免疫注射﹐確保 
寶寶得到最佳的保護。寶寶出生後的第二
個月、第四個月、第六個月、第十二個月
和第十五個月﹐你應帶她/他前往你的醫
療護理提供者的醫務所注射疫苗。

疫咳就是指百日咳。很容易透過人傳人的
方式傳染。對於年齡在一歲以下的兒童來
講﹐此病症是危險的疾病﹔得患此疾病的
兒童會病得很嚴重或甚至死亡。寶寶要等
到6至8週大﹐才可接種疫苗。

Tdap疫苗可保護我們﹐免於得患百日咳﹑ 
破傷風以及白喉。任何與寶寶有親密接
觸的人士﹐都應該接種疫苗。對象包括: 
父母﹑外/祖父母﹑託兒人員以及兄弟姐
妹。剛生完寶寶的媽咪應該在嬰兒出生
後﹐儘快先接種疫苗﹐才可以出院。

要將你寶寶的免疫注射記錄保存好。當你
帶寶寶看診時﹐記得要攜帶此記錄。

兒童的汽車座椅

確保寶寶初次搭車是安全的。正確地使用
兒童安全座椅﹐可以保護兒童在撞車時免
於受傷以及死亡。加州法律規定:

1. 將你的寶寶固定在兒童汽車安全座椅
上﹐並讓她/他面向汽車後方﹐維持這
樣的安排直至寶寶年滿至少1歲以及體
重至少有20磅。讓寶寶遠離汽車安全
氣囊。

2. 所有未年滿六歲或體重未達到60磅的
兒童﹐都必須坐在後座並且必須固定在
合適的兒童汽車安全座椅上。

3. 坐在汽車內的每個兒童﹐必須正確地固
定在兒童約制座椅系統上﹐或繫上合適
的安全帶。

4. 為了確保你孩子的安全﹐請遵從這些指
引內容。

 • 使用符合聯邦安全標準的兒童安全 
 座椅。

 • 乘車時﹐一定要將你的寶寶固定在 
 汽車座椅上。

 • 安裝兒童汽車座椅之前﹐先閱讀車 
 主手冊以及兒童汽車座椅說明書。 
 確保兒童汽車座椅可以穩固安裝在 
 車上﹐而你的寶寶可穩坐在兒童汽 
 車座椅上。檢查確保拉緊安全帶。

 • 每次寶寶要乘車﹐都要檢查兒童汽 
 車座椅是否已經固定。

 • 即使是行駛短程的距離﹐請勿將你 
 的寶寶抱坐在你的大腿上。

 • 不可使用超過5年的兒童汽車座椅。 
 如果不知道曾用過的兒童汽車座椅 
 的使用歷史以及沒有使用說明書的 
 情況下﹐請勿使用曾用過的兒童汽 
 車座椅。

第五章: 保護你的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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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可在兒童汽車座椅附近吊掛玩具 
 或其他額外的飾品﹐或遮蓋兒童汽 
 車座椅。這些物件可能會掉落並且 
 傷及到你的寶寶。

二手煙

請勿讓你的寶寶吸入香煙發出的煙味。寶
寶的肺部仍未發育完整﹐很容易會感染病
菌。香煙可以導致患嚴重的健康疾病。香
煙也可能會燙傷你的寶寶。

你應採取下列方法﹐保護你的寶寶﹕

• 當你抱著寶寶時﹐不要讓任何人吸煙。
• 不允許任何人在寶寶身處的房間內吸煙。
• 你和寶寶前往公眾地方時﹐要坐在非吸

煙區。
• 如果你吸煙﹐你應遠離寶寶身邊時﹐才

可吸煙。應向你的醫生或診所醫務人員
求助瞭解如何戒煙。

感冒和腹瀉

你必須先洗手﹐才去觸摸你的寶寶。此舉
可避免將細菌傳染給寶寶。如果你患有感
冒或腹瀉﹐就更加要小心。

皮疹和潰瘍

嘴唇有潰瘍的人士﹐不應親吻你的寶寶。

手部有瘡的人士﹐不應觸摸你的寶寶。

水痘

出水痘的人士或曾經接觸過得患水痘病人
的人士﹐不應接近或抱著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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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兒童死於意外的機率超過因其他原因而致
死的機率。大多數的意外和損傷都是可以
預防的。當發生意外時﹐通常是由於父母
不瞭解兒童的能力所及而做出的事情。對 
於你的寶寶來說﹐最危險的就是撞車、溺
水、燙傷、窒息和跌倒。以下是保護寶寶
的一些預防措施。

沐浴

你必須要格外小心﹐請勿燙傷寶寶! 先利 
用你的手肘測試洗澡的水溫。無論如何﹐ 
請勿讓寶寶單獨留在浴盆裡–即使只是數
秒鐘也會發生溺斃事件。沐浴時﹐一定要
利用一隻手扶著寶寶。如果你必須要去接
聽電話或開門﹐先將寶寶包起來﹐帶她/
他一起前去。

跌倒

當寶寶在床上、桌上、臥椅上或處於任何
較高的位置時﹐要與你的寶寶保持近的距
離﹐最安全的做法就是經常用一隻手扶著
寶寶。新生兒常會前後左右扭動﹐絕對不
應單獨留在高處。樓梯頂處也應安裝一個
橫欄﹐防止寶寶從樓梯跌下。 

中毒

除了寶寶的醫療護理提供者給予的指示之
外﹐請勿擅自給寶寶服食藥物。

請勿給一歲以下的寶寶飲用蜜糖﹐因為蜜糖
會令嬰兒出現肉毒桿菌中毒﹐可能會致死。

請勿將清潔劑、毒物和藥物放在低層或沒
有上鎖的櫃子裡。

寶寶也應遠離植物。許多植物都是有毒
的﹐絕對不宜咀嚼或進食。

危險物品

所有的寶寶都喜歡將東西放進嘴裡。切勿 
讓寶寶接觸到扣針以及其他鋒利的物件﹐ 
例如剪刀和刀具。請勿任由塑膠物品(乾
洗店的膠袋、塑膠包裝紙等)擺放在寶寶
的周圍﹐並且要撿起鈕扣、串珠、髮夾、
硬幣和小型的玩具﹐將它們擺放在安全的
地方。

如果你的寶寶吞食了有毒物
質﹐例如藥物或清潔劑:

如果你的寶寶出現抽搐或呼吸困難﹐
請立即致電911。

請致電給毒藥控制中心
(Poison Control Center）
1–800–222–1222

1. 告訴他們﹐寶寶吞食了什麼有毒物
質﹐包括它的名稱和品牌。

2. 保存容器、標簽以及容器內剩餘的 
物質。

3. 按照毒藥控制中心的指示去做。你 
的寶寶或許可以安全地留在家中接 
受治療或可能需要送往急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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燙傷

熱的液體﹑熱的食物﹐附帶電線的燙斗、
烘烤爐和咖啡壺等物件都必須遠離寶寶。
當寶寶有三至五個月大時﹐就會懂得揮動
她/他的拳頭以及抓取物件。

請勿將寶寶的奶瓶放進微波爐翻熱﹐雖然
你接摸奶瓶時會覺得奶瓶本身不熱﹐但瓶
裡的液體可能變得非常非常高溫。熱的液
體會形成蒸氣﹐而蒸氣在密封的容器內積
聚﹐可能會導致容器爆炸。

保護寶寶免於燙傷﹐可將熱水爐的溫度調 
低至華氏120度。避免寶寶遭受家居火
災; 可在屋裡安裝煙霧感應器。記著每年
至少要檢查感應器的電池兩次。

當寶寶在你附近或當你抱著寶寶時﹐請勿 
吃、喝或拿取熱的東西。寶寶可能會被燙 
傷! 你不能同時處理兩件事。餵寶寶之前﹐ 
先檢查配方奶和固體食物的溫度。食物應
是微溫的﹐不是熱的。

萬一你的寶寶被燙傷﹐立刻將被燙傷的部
位放進冷水﹐然後用繃帶或清潔的布鬆鬆
地蓋著傷口。寶寶如有任何燙傷燒傷﹐你
都應致電你的醫生。

玩具

謹慎挑選玩具。留意安全標籤﹐例如布
料上列明的「耐火/抗火」標籤以及填充
玩具和洋娃娃上列明的「可清洗/衛生物
料」的標籤。

要購買體積較大的玩具﹐可避免寶寶吞食
玩具。玩具不應有鋒利的邊沿或會脫落的
細小組成零件。對嬰兒和很年幼的兒童來
說﹐附有長繩的玩具是很危險的﹐因為繩
子可能會纏繞著寶寶的頸部。

經常檢查所有的玩具是否出現破損﹐並立
刻丟棄或修理破爛或危險的玩具。

更多提示

1. 對於想要抱你寶寶或與你寶寶玩耍的人
士﹐要提醒他們先洗手。

2. 避免讓你的寶寶接觸得患流感或感冒的
人士。避免接近人群。

3. 先清洗所有的新衣服、床上用品以及毛
毯﹐才可以給寶寶使用。

4. 為寶寶扣上尿布扣針﹐扣針張開時要離
開你寶寶的身體。萬一扣針鬆開﹐也
不會刺傷寶寶。

5. 等你的寶寶稍微年長一些﹐才替她穿耳
洞。幼小的嬰兒會因穿耳洞而得患嚴重
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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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你寶寶的嬰兒床是安全的

•床位處於高位置時﹐一定要鎖上嬰兒床
的邊緣護欄。

•嬰兒床的邊緣護欄的欄桿之間的距離應
該緊密﹐寶寶的頭部就無法穿過。欄桿
之間的距離不可超過23/4吋。(如果蘇
打汽水罐可以穿過欄桿﹐間隔的距離就
太遠)。如果護欄缺少或有損壞的欄杆
或零件/部份﹐請勿使用此嬰兒床。

•在嬰兒床上﹐請勿使用枕頭。將軟質﹑ 
絨毛質或鬆動的床襯用品﹐以及填充玩
具等物品﹐遠離嬰兒床。

•在嬰兒床上或在遊戲圍欄內﹐請勿吊掛
任何附有長繩的玩具。寶寶可能會被繩
子勒住。

•當寶寶可以利用她/他的雙手和膝蓋向
上拉時﹐請確保拆除嬰兒床的體操運動
配備。

•請勿使用膠袋當作床墊罩。
•要確定床墊緊緊地適合安置在嬰兒床內

(床墊與床邊內側之間的空間要少於兩
隻手指的距離)。

你寶寶的睡眠安全

1. 在小睡以及在晚上睡覺時﹐ 一定要讓
你的寶寶仰睡。仰睡是最安全的姿勢。

2. 將你的寶寶安放在緊實的睡眠用品的表 
面﹐例如已獲安全批准的嬰兒床床墊﹐ 
利用尺寸合適的床單覆蓋床墊。千萬不
要讓你的寶寶睡在枕頭﹑棉被﹑羊皮或
其他軟質的表面。

3. 將軟質的物品﹑玩具以及鬆動的床襯用
品﹐遠離你寶寶睡眠的地方。請勿在你
寶寶的睡眠地方範圍內﹐使用枕頭﹑毛
毯﹑棉被﹑羊皮以及類似枕頭的嬰兒床
防撞墊。將所有其他類似填充玩具的物
品遠離你寶寶的臉部。

4. 請勿允許在你寶寶的附近吸煙。請勿在
你寶寶出生前或出生後吸煙﹐並且不要
讓其他人士在你寶寶的附近吸煙。

5. 讓你寶寶的睡眠地方與你以及其他人士
睡眠的地方要保持靠近但獨立分開的
距離。請勿將你的寶寶放在有成年人或
其他兒童睡的床上﹑長沙發上或手扶椅
上。如果你要將你的寶寶放在床上﹐藉
此讓你可以哺乳﹐(哺乳後)要將寶寶放
回獨立分開的睡眠地方﹐例如搖籃式童
車﹑嬰兒床或搖籃。

6. 當放下寶寶﹐讓她/他睡覺時﹐要給予
一個乾淨﹑乾爽的奶嘴。

 不要強迫孩子咬奶嘴。(如果你正在以
哺乳方式餵奶﹐要先等到你寶寶1個月
大或已經習慣哺乳方式之後﹐再給寶寶
咬奶嘴。)

7. 在你寶寶的睡眠期間﹐不要讓她/他感
到身體過熱。要為你的寶寶穿著輕便的
睡衣﹐並保持適合成年人的室內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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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避免使用聲稱能減少嬰兒猝死綜合症 
    風險的產品。大多數的類似產品還未      
    針對其產品效能和安全進行測試。
9.  不要透過使用家居監視器﹐來減少嬰   
    兒猝死綜合症(SIDS)的風險。如果你   
    因其他情況而對使用監視器存有任何 
    的問題﹐可與你的健康護理提供者進   
    行商談。
10.  當你的寶寶處於清醒的狀態﹐並且有 
    某人正在照看她/他時﹐讓寶寶處於 
 趴著的姿勢。這將有助讓寶寶發育出 
 強壯的頸部和肩膀的肌肉。此舉也可 
    減少你寶寶頭部出現平扁部位的機 
 會。每個星期要調整改變你寶寶躺在 
 嬰兒床的方向。避免花太多的時間讓 
 寶寶坐在嬰兒汽車座椅﹑嬰兒提籃以 
 及彈跳嬰兒座椅內。請謹記﹐當寶寶 
    睡覺時﹐一定要讓寶寶保持仰睡的 
    姿勢。

嬰兒猝死綜合症

嬰兒猝死綜合症(SIDS)﹐意思與「嬰兒猝
死」是相同的﹐意謂嬰兒在毫無警覺先兆
的狀態下靜靜地逝世﹐而致死的原因並不
明。嬰兒猝死綜合症可能會在任何一個家
庭發生。

可採取下列措施﹐減少發生嬰兒猝死綜合
症的機率: 

•讓你的寶寶仰睡。
•不准任何人在你家中或在寶寶附近吸煙。
•寶寶穿的衣服比你穿的衣服要多一層﹐ 

但不要讓寶寶感覺太熱。
•選用較厚實的床墊以供寶寶睡覺。
•必須確保床墊周圍沒有縫隙。
•床單和床墊的尺寸應緊貼。
•請勿讓寶寶睡在軟質的物品上(羊皮、豆

袋、折床沙發、泡沫橡皮墊或水床)。
•從寶寶睡覺的地方拿走枕頭、填充玩具

和防撞墊。
•不要讓寶寶躺在鬆軟的毛毯或被子上。
•為你的寶寶進行哺乳。母乳可能可以保

護寶寶﹐對抗嬰兒綜合猝死症(S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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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寶的免費或廉價醫療護理

如果你是低收入人士﹐有一項特別的計劃 
可以幫助你支付子女的醫療保健費用。「兒 
童健康及預防殘疾計劃」(CHDP)的服務 
對象是新生兒至18歲的青少年﹐包括定期 
檢查嬰兒的身體及防疫注射。三藩市總醫
院(San Francisco General Hospital)的兒 
童健康中心(Children’s Health Center)﹐ 
以及三藩市公共衛生局(San Francisco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轄下許多的
診所﹐均有提供這些兒童健康服務。

如果你符合資格領取「加州醫藥補助計劃」
(Medi-Cal)﹐當你的子女生病時﹐「 兒童 
健康及預防殘疾計劃」也可替你支付子女 
看診費用。如果你不符合資格領取 
Medi-Cal﹐你可以申請「健康家庭計劃」
(Healthy Families Program)﹐1-888-
747-1222。三藩市有一項特殊的保險計
劃﹐稱為「健康兒童」(Healthy Kids)﹐專 
為一些沒有保險以及不符合領取Medi-Cal 
或「健康家庭計劃」資格的兒童和青少年
提供服務。可致電(415) 777-9992索
取資料。
 
有關為婦女及兒童而設的廉價和免費的醫 
療服務﹐請於週日上午8時至下午5時﹐ 
致電1-800-300-9950查詢。此服務處
可為你轉介索取兒童醫療及牙科服務、避
孕服務、驗孕服務、產前護理服務、柏氏
抹片檢查以及乳房檢查。工作人員會說英
語、西班牙語、粵話和國語。

出生證明

你可以用郵遞的方式申請出生證明﹐或可
親自前往三藩市公共衛生局辦理。如果你
希望在遞交申請表的當天收到你子女的出
生證明﹐你必須在下午12時30分之前親
身前往辦理申請。

你可以致函或親自前往辦理申請:

三藩市公共衛生局
(San Francisco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出生記錄辦事處(Birth Records)
101 Grove Street﹐105室
San Francisco﹐CA 94102

出生記錄辦事處的辦公時間是: 星期一至
五﹐上午8時至下午4時。可致電311(三
藩市市內)﹐或三藩市市外的地區﹐可致 
電(415) 701-2311查詢。你可以在網站 
http://www.sfdph.org/dph/default.asp 瞭 
解更多詳情。

你將需要出示以下各項資料:

• 嬰兒出生時的姓名
• 嬰兒的出生日期
• 母親婚前姓名
• 父親姓名
• 嬰兒的地址
• 嬰兒出生的醫院

你需要付費申領出生證明。請致電查詢有 
關費用。你可以用支票﹑信用卡或銀行本 
票繳交﹐祈付「 San Francisco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第六章: 如何申請醫療服務和出生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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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提示 第43頁

 

固體食物 第28頁、第43頁

性關係 第12頁

玩具 第43頁

新生兒的疾病 第39頁

長效甲羥孕酮 第14頁

九畫

便秘 第7頁

怎樣護理你的背部 第11頁

盆浴 第36-37頁

重返工作崗位 第23頁

重要電話號碼 第4頁

食物份量分配 第21頁

十畫

剖腹產 第8頁

海綿浴 第36頁

皮疹 第34-35頁、第41頁

十一畫

健康食品–母親 第15頁

控制生育的方法 第12頁

排尿(小便) 第7頁

產後的運動 第8頁、第11頁

產後檢查 第8頁

痔瘡 第7頁

身體脫水 第39頁

陰莖的護理 第33-34頁

十二畫

哭鬧 第30頁

絕育 第14頁

跌倒 第42頁 

量寶寶的體溫 第38頁 

開始哺乳 第17頁

黃疸 第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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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畫

傷口縫針 第6頁

溢乳 第22頁

感冒 第41頁

新生兒的發育 第33頁

會陰肌肉運動 第11頁

滅精劑 第13頁

腹部的痙攣痛 第6頁

腹絞痛–嬰兒 第32頁

腹瀉  第41頁

十四畫至十六畫

碩身運動 第9頁

嘔吐 第2頁、第24頁、第39頁

燙傷 第43頁

輸乳管閉塞 第25頁

十七畫

嬰兒床 第44頁

嬰兒受嗆的急救方法 第3頁

嬰兒配方奶 第26頁

嬰兒配方奶–應做與不應做的事項 第27頁

嬰兒猝死綜合症 第45頁

擠出母乳 第22-23頁

營養和食物 第15頁

避孕丸 第13頁

餵奶的姿勢 第18-19頁

餵哺時間表 第28頁

餵母乳 第20頁

餵寶寶 第16頁

十八畫至廿一畫

臍帶 第29頁、第33頁、第36頁

護理傷口 第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