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方位認識
「泵奶器」



要返工呀，泵奶就
可以繼續餵人奶！

埋身餵，要好耐，
泵奶快 D!

如須使用，又有什麼要注意？

應該在那些情況使用泵奶器？

媽媽要知道什麼時候需要擠奶，可詳閱「愛    從母乳開
始」第 5 章。而這本小冊子有助你全面認識如何使用泵奶
器。

P.2

擠奶可用手或使用泵奶器。若你選擇泵
奶，也應學習用手擠奶，以備不時之
需。

泵奶可以知道佢食幾多，
安心 D！

BB 早產，唔夠力
吮，

要泵奶俾佢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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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叭： 

把乳房密封起來

泵：提供負壓來

吸取母乳；可直
接或經管道連接
喇叭

收集母乳的容器

提提你：

無論甚麼種類的泵奶器，都是靠負壓的原理來吸取母
乳。基本結構是由三個可拆卸的部件組成(見下圖)。

電動泵

手動泵

P.3

擠奶可用手或使用泵奶器。若你選擇泵
奶，也應學習用手擠奶，以備不時之
需。

BB 早產，唔夠力
吮，

要泵奶俾佢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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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操作特性：

•濕電操作的雙奶泵，較適合經常及頻密使用。

•電池操作的奶泵，較適合沒有固定地方泵奶者使用。

•操作時所發出的聲響大小不同。

選擇適合自己的泵奶器

3 配件選擇：

•部分型號備有多種尺碼的喇叭。

•須耐用及容易更換。

市面上有各種各樣的泵奶器，包括以手動、電池及

濕電操作，亦分單泵和雙泵。它們的價錢、質量、

效能等都不同。你應考慮自己的需要，揀選最適合

自己的泵奶器。選擇時須注意以下事項：

P.4

•可詳閱泵奶器說明書。

2 系統設計：

開放式系統 封閉式系統

乳汁與泵並非完全分隔，若
乳汁內存留細菌或病毒，便
有機會進入泵內。

乳汁與泵是完全分隔的。

大部分供購買的泵奶器都屬此
類別。

一般供租用的泵奶器都屬此
類別，例如在醫院、母嬰健
康院使用的。

只適合個人使用。 可供多人使用。

與他人共用或使用二手
「開放式系統」的泵奶器
是有潛在風險的。

提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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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大小

請先量度乳頭與喇叭管道的大小，管道需要比乳頭略大

3-4 毫米。

要確定喇叭是否合適，你可以進行以下測試：

選擇尺碼 以配合乳頭的大小

的喇叭管道

•喇叭會緊貼乳房。

•乳頭被吸進喇叭管道時，不會產生磨擦。

•沒有或只有很少部分的乳暈被拉進喇叭的管道。

•你不會感到疼痛。

•乳房漸漸變得鬆軟。

1. 先要正確地放置喇叭 (詳閱第 7頁 )。

2. 把泵奶的力度調高至一個有相當吸力，但又不會

   令你感到疼痛的度數。

3. 如果喇叭是合適的話，你會見到：



P.6

喇叭太大：泵奶時，過多的乳
暈被拉進喇叭的管道，減低泵奶
的效率。

喇叭太小：泵奶時，乳頭在

喇叭的管道受到磨擦而疼痛，
甚至破損。

泵奶時不應該感到疼痛。 
若有疼痛，應先檢查喇叭的
尺碼、擺放位置及負壓度，
若有疑問可尋求專業指導。



P.7

於喇叭的正中，喇叭與乳房不

3. 作「授乳前奏」以增強「噴奶
   反射」，幫助乳汁排出。  

及泵奶器正確地接駁起來。

正確使用泵奶器的步驟

( 一 ) 事前準備：

•細心閱讀泵奶器的操作指南

1. 泵奶前先洗手。

2. 把已清潔的喇叭、奶瓶、喉管

5. 按下開關掣，從低力度開始，

4. 把喇叭輕放在乳房上，乳頭置

詳閱「愛    從母乳開始」

第 3章。

留縫隙。

慢慢調校力度直至乳汁暢順

地流出，同時又不會感覺疼

痛。

(二 )泵奶步驟：

6. 每次泵奶後，必須把喇叭和配
件拆下來清潔，詳閱泵奶器
說明書建議的清洗方法。泵奶時不應該感到疼痛。 

若有疼痛，應先檢查喇叭的
尺碼、擺放位置及負壓度，
若有疑問可尋求專業指導。

提提你：



＊ 若以全母乳餵哺而寶寶並沒有直接吸吮乳房，

在產後首兩星期宜每天泵奶最少 8 次，其中最

少一次於深夜進行。

泵奶的次數及時間

• 兩星期後或當奶量較穩定時，每天泵奶次數一般可減至約

6-8 次，相隔不應超過 6 小時。不過，每天泵奶的次數也

要視乎寶寶的年齡及個別情況而定。

＊ 如使用單泵，當奶流量減慢

時，便應轉泵另一邊乳房，

兩邊循環泵約 3-5 回，共需

時約 20-30 分鐘。

＊ 如使用雙泵同時泵兩邊乳房，

每次泵奶時間需時約 15-20

分鐘。當奶流量減慢時，可

輕輕按摩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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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奶量不多的初期，若泵奶時乳汁
停止排出，可以暫停片刻，輕柔地按摩

乳房一會後，再嘗試泵 1-2 分鐘；如仍

然沒有乳汁流出，便可以停止。但須維

持每 3 小時泵奶一次，然後逐漸增加每

次泵奶的時間至適中。

提提你：
錯誤 後果

喇叭管道比乳頭小
泵奶時乳頭被磨損

乳頭置於喇叭的一側

用力地把喇叭壓在乳房上 乳管閉塞

長期忍着痛而使用過高的力度去泵奶 乳房組織受損

泵奶所需的次數及時間因人而異，一般來說：



次，最後存放於清潔密封的容器內。此外，每天須

進行一次消毒，詳閱「奶瓶餵哺指引」單張。

清潔泵奶器配件

於每次泵奶後，隨即把喇叭及

其配件拆下來用水冲洗，然後

用清潔液加暖水清洗喇叭上的

油脂，再用熱開水冲洗最少兩

使用泵奶器的常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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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寶寶患病留院，或配件需與他人共用，於
每次泵奶後，須把喇叭和配件拆下來消毒。

提提你：

錯誤 後果
喇叭管道比乳頭小

泵奶時乳頭被磨損
乳頭置於喇叭的一側

用力地把喇叭壓在乳房上 乳管閉塞

長期忍着痛而使用過高的力度去泵奶 乳房組織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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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花費金錢

可以隨時進行：不受

工具、電源等環境限

制

講求的技巧相對較多：

按壓位置須正確，力

度要適中

一定的花費

發出聲響

留意泵奶步
驟、喇叭尺碼、配件
的清潔程序

在首兩天未上奶或當奶量不多時，用手擠奶一般較為有效。

相反當乳房較脹時，使用泵奶器可能較省力和有效。有些

媽媽會結合兩種方法一同使用，先用泵奶器泵奶，當乳房

較鬆軟後，便用手把難於泵出來的奶也擠出來。

省力

手

P.11

$$$$



常見的

母乳餵哺對雙方的好處不止於母乳的成分：

•吸吮乳房是由寶寶主導食量，能避免吃過量，有

  助減低日後患肥胖症和糖尿病的機會。

 
•直接餵哺時的肌膚相親及密切溝通，既可培養母

  嬰感情，更可促進寶寶腦部、情緒及社交的發展。

•一旦遇上乳管閉塞或乳腺炎時，寶寶有效的吸吮

  最能暢通乳管。

P.11

1.為什麼不做「全泵媽」？

•奶瓶餵哺會增加患中耳炎的風險。

•吸吮乳房可以幫助寶寶的口腔肌肉發展。



2. 吸吮乳房是否一定比泵奶有效？

的吸吮能力欠佳，媽媽便可暫時加以泵奶來調高奶量，

並尋求母乳餵哺指導。終極目標是提升寶寶的吸吮能力，

然後逐漸減少泵奶。

不一定，可以兩者同時有效。一般來說，若寶寶

3. 寶寶吸吮乳房後，應否隨即  

如果寶寶的吸吮有效，媽媽的奶量就最理想。

授乳後隨即泵奶可能會過分調高奶量，引致乳房腫

脹、乳管閉塞等不良後果。除非寶寶的吸吮不太有

效，否則毋須額外泵奶。若媽媽不懂得分辨吸吮是

否有效，可詳閱「愛   從母乳開始」第 3章，也可

到母嬰健康院尋求母乳指導。事實上，乳房會不停

地製造乳汁的，是無法真正「清空」乳房！

P.12

泵奶去「清空」乳房？



不一定，可以兩者同時有效。一般來說，若寶寶

在奶量正常的情況下，媽媽通常會在下次餵哺前

4. 寶寶吸吮乳房後，乳房很快又

才感到乳房脹。若乳房異常地很快脹滿，即代表奶量可

能太多。擠出少量母乳來紓緩乳脹不適是可以的，但這

只是治標的方法，建議尋求母乳餵哺指導把奶量調至適

中。

奶量太多還有其他表徵：

•乳房太脹以致寶寶難於含乳

•乳汁出得太快令寶寶吃奶時
  應接不暇而容易嗆哽

•大便呈水樣狀

•經常出現乳管閉塞的情況

P.13

脹滿，可否泵奶來紓緩不適？



5. 有些媽媽會「追奶」來達至目標

最合適的奶量是按寶寶的需求，媽媽應以寶寶

滿足的表現、濕片和排便的情況、體重增長等來衡量

寶寶是否吃得夠。

有些媽媽見泵出的奶量不及其他授乳媽媽，或奶粉罐

上的建議食用量，便認為自己奶量不夠，是「窮媽

媽」，繼而為「追奶」（提升奶量）而煩惱。事實上

無論是質和量，母乳都會配合寶寶不同階段的需要而

變化，媽媽毋須盲目地增加泵奶的次數或時間。

若懷疑自己奶量不夠，可尋求母乳餵哺指導。

6. 寶寶一餐可吃３安士奶，但我一次

每次泵出多少奶受制於多種因素，一次泵出

的奶量也不一定等同寶寶每餐吃的奶量。而且若以

奶瓶餵哺，寶寶的食量傾向多於實際需要。若懷疑

自己奶量不夠，可尋求母乳餵哺指導。

P.14

奶量，我需要跟從嗎？

只泵出２安士，我的奶量是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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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延長每次泵奶的時間至 60 分鐘
或以上，是否能泵多些奶？

延長每次泵奶的時間並不能明顯增加奶量。反而

增加泵奶的次數，會更有效地增加整天的奶量。

大部分的乳汁約於首 8-10 分鐘被泵出來，

8. 泵奶時按壓乳房是否可以泵多些奶？

有研究顯示適當的按壓乳房會令一些媽媽的奶量

有所提升。但按壓的力度太强或用力地把喇叭壓在乳

房上會弄巧反拙，引致乳管閉塞，甚至弄傷乳腺。若

泵奶時乳汁已經暢順地流出，媽媽便毋須按壓乳房，

只要放鬆心情泵奶便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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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乳脹有機會演變成乳腺炎，
若乳脹持續 24 小時以上，應盡快
尋求專業指導。

提提你：

10.可否把單泵自行改裝成雙泵？

這做法會有潛在風險，泵奶器、喉管與喇叭的

接駁可能不完善，影響正常操作。

你可先檢查泵奶器的配件是否接駁正常。此外，

如果心情太緊張、身體不適或感到痛楚，都會壓抑噴

奶反射以致阻礙乳汁排出。你可放鬆心情及作「授乳

前奏」(詳閱「愛   從母乳開始」第 3章 )，有需要

時服用止痛藥。亦可嘗試用手擠奶或於寶寶吸吮時，

在另一邊乳房同步泵奶。 

9. 為什麼乳房脹卻泵不出奶？ 

政府物流服務署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