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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母奶哺餵在現今的社會脈絡下，為婦幼衛生政策的主流價值及推廣的方向之

一。但過去的相關論述與研究，認為現代媽媽對於母奶的相關知識不足，或者為

了怕麻煩、怕身材變形等因素，「選擇」了配方奶粉來替代母乳，因此才會令國

內的母奶哺餵率偏低。但是事實果真如此單純嗎？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想挑戰哺餵母奶是女人的天職，並進一步探究是什麼樣的

社會機制令母親做出餵與不餵母奶的選擇？同時這樣的機制隱藏著什麼性別、科

技與社會的意涵？ 

本論文採取質性研究的方法，訪談對象以哺乳母奶的媽媽為主，並包括婦產

科醫師、婦產科護士、商店經理與母奶會諮商師，並對相關的母奶論述加以分析，

所得的結果大致歸納如下： 

母親們選擇做與不做這份母奶哺餵工作，其實是受整個母奶科技行動者網絡

所影響，這個網絡中「人」的部分包括嬰兒、先生、公婆、醫護專家等，而「非

人」行動者包括奶瓶、奶粉、背巾等技術物與科學育兒論述政策等。此行動者網

絡不斷地召集各個專業與奶粉商等加入同盟，讓母奶哺餵技術得以延續與擴展。

母奶行動者網絡中的各個行動者雖互為影響，卻不必然是對等的關係。 

現代媽媽在哺餵工作上的確承受許多壓力。暫且不論母奶是不是最好的，若

政府認為母奶哺餵是必須推行的政策，應該從母乳科技行動者網絡來思考，並對

整個網絡的結構與關係做許多的調整與改變，如哺乳技術物、空間、還有人際性

別關係的調整，而哺乳政策不應該如國健局的推廣文宣廣告所言，只將焦點加諸

在母親的愛心與耐心上，以及父親的口頭支持上。 

 

關鍵字：母乳哺餵、身體、性別、科技、行動者網絡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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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與問題意識 

過去五十年來，台灣母乳哺餵率的變化相當驚人。最早依國民健康局網站所

公布的資料，在民國51年台灣省婦幼衛生研究所針對台中地區產後一個月內純母

乳及混哺率的調查95％。民國74年的調查，產後一個月內的母乳哺餵率（含混和

哺餵）在都市地區只有32.5％。民國78年陳麗美等人的研究指出，產後一個月純

母乳哺餵只有5.4％，而混合哺餵有21.2％。衛生署在民國81年起，即進行「母乳

哺育推廣計畫」，但是短期間內不見成效，例如，民國85年陳麗美等人的研究指

出，產後一個月純母乳哺餵反而降低一點只有5％，而混合哺餵則提升到有35.9

％。郭素珍在民國93年的調查則終於看到政策努力十二年後，產後一個月內純母

乳哺餵率終於大幅度地提升到33.21%，產後六個月內純母乳哺餵率則降低為

13.13% 1。雖然比起如瑞典、芬蘭等先進國家高達90%以上的母奶餵率 2，台灣的

母乳哺餵率仍偏低，近幾年來，哺餵母奶的推廣成為政府在婦幼衛生政策的主力

方向。 

從引述國民健康局網站上的研究資料，我們可發現台灣地區產後一個月內的

母乳哺餵率，從民國51年的95%到93年純母乳哺育33.21%，這四十二年中，民國

70年母乳混合哺育的比率居然還曾低到15.3% 3。若餵母奶只是自然與生物的反

應，為何這幾十年間會有這麼大的差異性，這麼大的震盪變化，這實在很難說服

大眾哺餵母奶是一種自然的行為，顯然這中間一定有些社會文化的機制在運作。

參與哺育的各個行動者又在這當中扮演著什麼角色？如 Hrdy（薛絢譯，2004）在

其《母性》一書對母乳的討論中就提及，哺乳時間的長短其實受很多因素影響，

例如孔桑族女性必須四處遊走覓食，嬰兒就得背在身上，哺乳的時期拉長孩子才

能存活。當她們的生活形態變成農耕形式時，待在家中的時間變長了，有榖類、

研磨器具、與煮食陶器，嬰兒的斷乳時期便提早，甚至六個月斷乳仍能存活。雖

然這過程可能非一蹴可及，也許是緩慢的進程，但我們也無法簡化哺乳、斷乳全

然為自然演化所致，這中間與行動者及社會生活形態乃是息息相關的。 

 

                                                 
1 資料來源為國民健康局網站，哺乳資訊之〈母乳哺育現況〉。

http://www.bhp.doh.gov.tw/breastfeeding/02qna_01.htm（2010年9月13日蒐集） 
2 參考李碧霞、呂昌明（1995）<孕產婦授乳意圖、授乳行為及其影響因素之研究> 
3此為台大醫院與輔仁大學針對台灣城市地區產後一個月內純母乳與混哺率研究。資料來源同 

上。以上這三個研究數據雖無法精準的推論全國母奶哺餵率，但仍能從中感受母奶哺餵率的震盪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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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們又在國民健康局母乳哺育網站看到政府多方面的努力。除了提供學

習課程，諮詢專線的服務，提供母嬰親善的醫師名單，宣導國際母乳哺育週的活

動，母乳哺育國際研討會。2010年還特別製作了宣導短片，以謝震武為代言人，

提出「哺育母乳用愛堅持」（國語版）的口號：「用愛心與行動一起支持母乳哺

育」4。 

在衛生署的母奶衛教網站上，提到餵母奶的各項優點，甚至包含「減少家庭

的開支，又可節省國家的外匯」，賦予女性哺餵母奶如此神聖的使命，卻未提到

餵母奶有何困難或該學習的技巧，只在餵母奶的準備上提到「應以耐心、決心、

信心、愛心來面對餵母奶可能產生的問題」，好似餵母奶是無比天經地義與自然

之事，不需知識與技術的學習，只要「耐心、決心、信心、愛心」即可成功哺餵。

國健局長邱淑媞在2010年10月25日的中國時報的新聞報導中還說：「針對媽媽的

心理支持，未來將提供醫護人員更多的教育訓練，但家人的正向鼓勵也十分重

要。」5 

當政府官員與政策把重心放在各種「心」上，從心理層面來看待問題，等於

是認定，台灣的母奶哺餵率長期偏低，皆是因大部分的產婦缺乏「耐心、決心、

信心、愛心」，家人不鼓勵支持，護理人員沒有教導產婦及家人培養「耐心、決

心、信心、愛心」嗎？若哺餵不成功，只單純作個人推因，卻隱蔽了中間其實可

能有環環相扣的社會文化因素存在。過去的父權社會與男流的醫學論述，常將男

女過度侷限在生物性別的二分之中，女人的身體與自然、不理性的連結下，常被

限制在私領域內，或成為現代醫療所必須協助的對象，雖然長期來婦女健康運動

者一直在批評這樣的偏見，目前的母奶哺育政策與論述仍難以擺脫這樣的色彩。 

我們要提問：對母親要求用「愛心」與「哺乳行動」來哺育嬰兒，「哺乳」

的行動是否貼近母親的需求與能力呢？還是「婦」與「幼」的衛生政策下，「幼」

才是主體，「婦」只是因「幼」而存在的工具或客體？我們所好奇的是女性的聲

音與主體經驗在哪裡？在哺餵的方式上，女性有選擇的可能嗎？而又有哪些機制

影響母親做選擇呢？這些攸關母親與下一代養育的政策與推行計畫，為什麼只把

重擔放在母親的肩上？這政策不應該只是限制在攸關母親的哺乳，難道不是社會

                                                 
4 資料來源為國民健康局網站 http://www.bhp.doh.gov.tw/breastfeeding/01news_2010.htm（2010 年

9 月 13 日蒐集） 
5 中國時報 2010 年 10 月 25 日，「國健局：苦差事 家人支持很重要」

（http://life.chinatimes.com/2009Cti/Channel/Life/life-article/0,5047,11051801+112010102500065,00.

html  2010 年 12 月 24 日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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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家的大事嗎？若是，為什麼不能從巨觀一點的社會制度能面去思考？ 

二、研究目的 

我們要質疑社會大眾，包括政策制訂者的政府官員，常有的迷思：生育後的

婦女因有乳房，即會分泌乳汁，也就是等同她們就會自然而然地會哺乳、會育兒，

這被視為是天經地義之事，母職是無法跳脫的大自然的法則。我們試圖透過此研

究，達成下列的目的：首先，在強力的醫療健康與母愛規訓的論述之下，能再現

被消音的女性聲音，聽見女性的主體經驗與母奶論述之對話，以期形成貼近女性

身體的知識 (embodied knowledge)。其次，目前在探究母奶哺餵率偏低的研究或論

述中，沒有選擇哺餵母奶的女性常背負著被污名的標籤，如怕身材變形、無知、

怕麻煩等等，失去對社會脈絡的探討，只將問題指向女性個人，對女性而言是非

常不公平的。我們認為釐清現今社會脈絡，可以讓人們理解哺餵母奶並非做為母

親的個人選擇行為，我們將呈現此一哺餵技術在行動者網絡與社會規訓下，如何

運作與互動。最後希望透過這樣的研究，讓母奶政策與社會論述能正視女性與母

職的關係不只是愛心的付出，更是一項需要被認肯的勞動服務，讓推廣母奶哺育

的政策能夠納入其他社會行動者的支持，而非成為規訓女性的另一壓迫形式。 

三、理論與文獻回顧 

 本研究使用的理論視野是「行動者網絡理論」（ANT），而文獻的回顧則先

偏重批判哺餵母奶的個人化論述，後提出理解哺餵母奶率低的現象，需要重視母

親肉體經驗、社會文化與社會制度以及技術物彼此形塑的行動者網絡。 

（一）「行動者網絡理論」（ANT） 

為了進一步探究母乳哺餵率低，是否只是母親們的責任或個人選擇，在此研

究中，我們將試著以「行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的概念來分

析母奶哺餵工作，來闡述母奶哺餵是一個受技術網絡所影響的工作，而非單純的

個人哺餵行為或選擇。簡單來說，ANT 強調科技與社會是相互建構、影響的，

並且形成一種網絡的互動關係，網絡中的能動者（agents）不只包括人，尚有非

人行動者（nonhuman actants），這些都必須一起加入分析、討論才能幫助我們了

解科技在社會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母奶哺餵技術而言，影響此技術的選擇與

延續下去，不單只是母親個人，尚包括嬰兒、先生、公婆、醫護專家等等，同時

非人的奶瓶、奶粉、背巾、媒體、政策、論述等，亦影響了母奶哺餵技術的成敗，

眾行動者形成網絡，互為影響所致。這樣的科技、社會與健康的複雜與相互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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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co-productive relations）就是本文研究的理論視角。 

「行動者網絡理論」是一個重視物質的理論，強調其中的參與者包括人類與

非人類的科技所形成的互動網絡，每一個行動者都受到應得的重視。ANT強調行

動者的樣態是透過各種異質網絡的中介而形成的，行動者是根據他／她／它在網

絡中的位置來呈現其特，這網絡構成穩定的關係，穩固了既存的現實樣態。網絡

的形成需要盟友，凡是被認為對達成目標有利的相關行動者都會被徵召進來成為

行動者網絡的一份子，若中間發現徵召來的盟友對達成目標不力，就有可能換另

外一個盟友系統。（詳見：Sismondo, 2004/2007，116-130頁）。換句話說，若以行

動者網絡理論（ANT）的觀點而言6，可以讓我們開始注意母乳哺餵這中間有著複

雜的網路，到底有哪些眾多行動者（actors）互為影響，造成母乳哺餵的成功與

不成功。 

為了進一步說明「行動者網絡理論」（ANT）可以協助我們探究造成母乳哺

餵率低的多重因素，我們在此採用 Inguun Moser與John Law (1999)的研究案例來說

明ANT可以把物質與肉體的關係對個人的主體形塑的影響說明清楚。Inguun Moser

與John Law是以一位長年來坐輪椅有嚴重身障的挪威女性名叫Liv的案例說明。Liv

要能移動她的機械動力輪椅達成或不能達成生活中各種行動能力，例如開門、開

關燈、外出搭火車等行動，都必須要依賴一些特別的科技物、網絡關係與人的能

力，在多方配合下才能完成行動，若不能配合就無法完成。所以研究者Inguun Moser 

必須特別注意每一個行動的環節，例如，若火車月台與到站的火車中間有一道比

較寬的鴻溝，Liv的輪椅過不去，就沒法搭火車，要改搭計程車。Moser與Law指出

人的行動能力是透過具體的物質環境、技術物、與行動相關的行動者構成的網絡

來展現，這中間的環節，可能是物質的技術物，也可能是肉體的能力，他們稱為

「通道」(passage)。當這些異質的肉體與非人的行動者能夠在每一環節順利運作

時，Liv就可以做到她要做的事，這就是「好通道」(good passages)，若做起來很

困難，有一環節遺失或出錯，使行動受到阻礙，無法有任何行動，這就是「壞通

道」(bad passages)。在Inguun Moser與John Law的研究中，他們看到Liv的身障不便

因科技物而有所改進，這讓她越來越能夠獨立生活，對照顧者的依賴減少，但對

                                                 
6
參考Wajcman （2000），其中所提到的兩大理論，一為SCOT，另一為ANT，因為SCOT 所強

調的詮釋彈性是在設計之初，本文的重點並非在奶瓶等科技產品的設計演變與母奶哺餵技術之關

連性，而是希望藉由ANT 理論中網絡的觀念，來探究這些人與非人的行動者如何互動與其所產

生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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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物的依賴則更加加深。Liv 還因為有了特殊設計的電腦而寫了厚達二十五章

節的回憶錄。Liv就像Donna Haraway 提出的「賽伯格」（cyborg），是人的肉體與

科技物緊密的相互連結，她的主體的能動性是由很多「好通道」和「壞通道」形

成，由很多異質性也具矛盾性的環節組成，彼此不能切割彼此深深相互依賴，這

就是Liv主體的特色，其實也是我們每一個人主體與行動的特色。 

上面以Liv為例的「網絡行動者理論」的解釋與本文的主題哺餵母奶有密切的

相關。我們研究的多元行動者有：其中這些「人」的網絡可能包括了公婆、先生、

醫生、母親與嬰兒等等，而「非人」的部分也許包括衛教單張、媒體、政府政策、

擠奶方式、乳房護理、奶瓶設計、空間規劃等因素，一起形成網絡，而使得母奶

哺餵技術得以繼續下去。這中間會出現「好通道」使得母奶哺餵暢順，但也有「壞

通道」造成母奶哺餵困難，母親不得不放棄。母親的主體也是在這網絡中逐漸形

成。換言之，我們若要鼓勵婦女哺餵母奶，必須要知道有哪些環節的順暢是「好

通道」使得母奶哺餵可以順暢而且繼續，哪些環節是「壞通道」造成母奶哺餵困

難，母親不得不放棄。這樣才能掌握到問題癥結。 

（二）個人化的哺乳論述 

在Marilyn Yalom（何穎怡譯，2000）乳房的歷史提到，乳房做為女性身體的象

徵，自古以來即有「好乳房」與「壞乳房」之分，「好乳房」的形象重點即在其

哺育的功能，該書提到早期希臘與羅馬醫學文獻則比較專注於乳房的哺乳功能，

仔細教導女人注意懷孕時的乳房變化、正確哺乳方式等等，這類文獻將女人的角

色界定為生育者與哺育者。到了二十世紀乳房醫學聚焦在乳癌上，但卻未改變女

人是生育者與哺育者的角色，哺餵母奶的焦點是以母親或嬰兒的個人健康為關注

對象。 

各大醫院診所分發的哺乳衛教單張、網站皆提及，哺餵母奶可預防乳癌的產

生。也有一些衛教資料，特別是小兒科，重視母奶對嬰兒的好處，甚至包括幫助

建立母愛，培養日後家庭的溫暖與感情7。這實在是非常弔詭，女性擁有乳房且

做為哺餵的執行者，在這些衛教資料中卻非主體而是邊緣化的客體位置，做為母

親就必須擁有母愛與犧牲的精神，甚至連家庭的溫暖與感情都必須由女性來承

擔。國民健康局、各醫院、寶貝花園等母乳網站與嬰兒與母親等育嬰雜誌，亦不

難發現類似的論述。這個人化的聚焦也反映在研究上面，例如，戈依莉（2002）

分析哺餵母奶的優勢，對嬰兒的好處包括減少過敏、兒童癌症、猝死等等，甚至

                                                 
7參考台北榮民總醫院婦產科的衛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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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促進視力、認知與智力發展；對母親的好處則可降低乳癌、卵巢癌與產後憂鬱

症，並成就母性角色。在如此強力的公衛教育與醫療論述的背書之下，讓哺育行

為成為個人事務，與醫療領域所著墨的對象。 

在個人化的主流論述下，面對的母奶哺餵率偏低，引起醫護界對哺餵率低的

因素探討產生興趣，如鄧素文等（1994）<影響哺母乳產婦滿月時哺餵方式相關

因素之探討>，李碧霞、呂昌明（1995）<孕產婦授乳意圖、授乳行為及其影響因

素之研究>，與蕭淑貞等（1994）<母親職業，餵食互動行為與嬰兒發展之關係>

等。這些研究將哺餵率偏低導向產婦個人因素，一方面暗示產婦無知，不懂哺餵

母奶的各項好處，這些好處甚至還包括會影響小孩智力發展，所以建議應該加強

衛教，增進媽媽的相關知識就能提升母奶哺餵率。另一方面是產婦信念與哺乳態

度不夠強烈，應輔導加強，只要母親堅持下去，就能順利哺餵母奶。甚至用餵食

量表對媽媽的哺餵動作、態度、行為一一切割評分、觀察，連結到嬰兒的心理發

展，強化、規訓女性的哺乳行為與意願，此時媽媽不僅要餵母奶，還要餵得正確、

餵得好。吳祥鳳（1996）在其研究中，試圖去發現女性哺乳的身體經驗，但作者

在其研究中所呈現的女性身體經驗差異，可能容易引導讀者認為餵母奶其實是好

的經驗，若有不好的經驗，那只是母親哺乳技術未純熟所致。如此呈現與解讀女

性的身體經驗是否合宜？ 

（三）重視母體經驗、社會文化與制度面的影響 

終於有女性主義者的研究出現。陳怡君（2002）在<我們如何失去母奶？從

戰後台灣奶粉補助政策與相關科學研究談起>的研究中，已注意到過去的母奶研

究，將問題過於個人化，或歸因於婦女母職意識不強，而忽略掉結構性因素。作

者從政策與科學知識的層次來看母奶哺餵率的演變，試圖關注到社會、經濟、文

化等的整體面，而非只受母親個人意願所影響。其全文重心以政策為主，所以女

性的主體經驗與觀點沒有被探討和重視。 

在陳怡君的文章發表後，曾引起科技與社會社群（STS）的學者以網路信件

熱烈討論。他/她們已注意到過去哺餵母乳重點都放在嬰兒身上，比較少關心照

顧者；對母親不舒服的身體哺餵經驗亦較少討論。有學者指出，現今的母奶論述

似乎是充滿階級性的。所以要來探究母奶必須放到脈絡下而非個人。8但可惜的

是，這些對女性主義關注的學者，對母奶討論的熱情似乎未能持續，除了李惠貞

                                                 
8
參考台灣STS 虛擬社群中之「台灣Science Studies 討論信件檔案」，網址： 

http://sts.nthu.edu.tw/study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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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以空間的概念來分析女性哺餵母乳的母職空間經驗與母職實踐，以及陳

怡君（2004）分析職場環境與資方態度對母乳哺餵率的影響之外，似乎尚未能見

到有進一步的期刊論文發表。 

相較之下國外學者對此議題已有不少的關注，如Cathryn Britton（1998）在噴

乳反應（letdown）的研究中指出，現代工業社會的改變，傳統女性口耳相傳的知

識形式已經改變，哺餵母奶的知識與經驗傳承不再來自身邊親友的脈絡，而是來

自教科書或醫普書等。這些醫學書籍消除（忽視）了女性身體經驗的差異性，若

女性身體經驗不在醫療書籍書寫之內的，難免感到擔心、困窘與不知所措，這些

是醫療論述與女性身體經驗的落差。 

Bartlett（2003）認為哺餵母奶不該只視為個人選擇，當女性在做選擇時，會

選擇符合這個社會的意識型態，同時當認為它只是一種個人選擇時，隱匿了多少

女性在這「選擇」之下做了多少的讓步，與犧牲多少其他生活樣貌的可能性。

Galtry（1997）其觀點則認為當有些自由女性主義者將母奶哺餵視為個人選擇時，

這樣的觀點要小心容易掉入一種將政治議題個人化的陷阱之中。該研究分析哺餵

母奶不只對母、嬰帶來好處，甚至是資本家、社會與政府都有經濟上的獲利，所

以這是政治事務，需有更完備的政策保護，況且不同階級的女性其「選擇」性是

有差異的，母奶哺餵不能單純的化約為「個人選擇」。Galtry（2003）進一步比較

了愛爾蘭、瑞典與美國關於母奶哺餵的相關勞動政策，顯示不同的政策會有不同

的哺餵率，所以母奶哺餵不單只是女性個人的選擇，與政策、工作都是息息相關

的。 

Schmied & Lupton（2001）對母奶議題的討論，常概括的認為這是女性個人理

性的選擇，或者視為女性身體的單一經驗，但他們認為哺餵行為是經濟條件與優

勢社會文化建構出來的，對照不同的階級與工作型態，母奶哺餵是有其特殊的社

會文化意涵，而這些是被視而不見的。該作者指出醫學的論述總將母奶哺餵形塑

成美好、親密、自然等經驗，但其受訪者卻呈現許多不同的經驗，很多人訝異於

身體的改變與無法控制（例如漏奶），這是非常不熟悉與疏離的感受，有人覺得

失去自我，習慣的生活型態完全變形。大致而言，西方文化重視身體的界線分明，

讓身體能在掌控（in control）之中，但女人身體的界線似乎就被視為可以模糊不

清與失去控制。在其受訪的女性中，很多人會描述餵母奶是母性認同決定性的一

部份，當餵母奶與女性氣質強力連結時，很多人會將其視為自我認同的門俓，若

達不到，勢必讓女性產生失敗與挫折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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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m（1993）認為該不該餵母奶的確是一個兩難的爭辯，但必須將其放在社

會脈絡之下，才能免於口水之爭。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下，哺餵母奶是有意涵的，

組織的設計與考量是以男性身體為主，女性被去性化，哺育小孩的問題被視而不

見，所以其實衍生的，哺餵母奶已有種族、階級等等的差異，這些是要被女性主

義者所看見，而不應只是一味將餵母奶浪漫化。Meyer & Oliveira（2003）更指出餵

母奶在二十一世紀已成為新的母職政治化了，這不單是個人選擇的問題，還是公

共健康論述的大議題。現今母奶的健康論述包括預防小孩長大後的高血壓、糖尿

病等疾病，也預防母親的諸多癌症，降低工作負擔，而且能提高兒童智能、還能

增加母嬰連結可減少暴力，並且達到避孕與減少國家外匯支出等等。作者同時也

指出，即使我們接受餵母奶對媽媽與嬰兒皆為健康與愉悅的經驗，但這仍不能阻

止我們去質問，社會控制與規訓的權力網絡是如何在母奶教育上運作的。 

綜觀這些研究，國內的母奶哺餵議題仍未引起女性主義者太多的注意，相當

多的研究是由醫護領域的學者所進行，站在公共健康論述的一方，難免關注的重

點是母奶的營養成分、益處等等。在牽涉到「人」的經驗上，則多為母嬰互動方

式、或母親的教育程度、坐月子地點、生產方式….等等，對哺餵方式選擇的影響。

國外學者已較能意識到這不是個人選擇的問題，而是存在著種族、階級、工作等

等的意涵。而這些學者探討的方向也廣泛的包括母職、身體經驗、醫療論述與政

策及資本主義等面向。 

雖然國外已從許多多元的角度來探討母奶議題，但國內仍缺乏在地的經驗與

聲音。而目前也較少看到能切斷哺乳與母親「自然能力」連結的有力論述，特別

是缺乏系統的從科技的影響與使用來探討。另一方面仍未見研究中女性能動性的

展露。這些都是本文關切的議題。 

四、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的選擇 

因為此研究是要以女性的觀點來發聲，並分析其情境與脈絡；此外，為了釐

清女性在哺乳方式的選擇、經驗與影響因素，勢必對相關團體網絡進行探討。在

參考潘淑滿（2003）、胡幼慧（1996）等著作後，筆者選擇使用質性研究中的訪

談法，並以半結構的方式進行。同時也將對特定團體與情境進行參與觀察法。 

另外，在研究的過程中必然有相當程度會去探究「母奶論述」，筆者將試著

以論述分析的方式，分析目前普遍的母奶論述，同時在閱讀這些醫療等母奶論述

時，將會提醒自己注意是什麼樣的機構與歷史脈絡發出什麼樣的語言與聲明，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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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塑一個依附在論述之下的「主體位置」，而這中間又有怎樣的情感力量與能動

性。9 

（二） 受訪對象 

質性研究抽的樣本，必須是能提供「深度」和「多元社會實狀之廣度」資料

為標準，而「非」量化研究中，以能代表人口並推論到人口母群體的樣本為抽樣

原則。（胡幼慧、姚美華，1996：148）所以筆者在本論文的問題意識脈絡下，

以理論取樣的方式選擇受訪者。依照行動者網絡的理論架構的指引，此份論文不

能單純訪問媽媽的部分，還必須包括其他行動者，例如與產婦有密切關係的婦產

科醫師與婦產科護士。另外，受到母奶會團體的母奶論述，以及台灣政策推行母

奶與此論述有密切關係，所以母奶會成員亦為受訪對象。 

依此，筆者首先選擇有育兒經驗的女性做為受訪對象。其中大多為母奶媽

媽，包含長期哺餵六個月以上、短期哺餵、以及未哺餵母奶或哺餵不成功者，並

拉大階級與職業的差距，以了解不同脈絡下的母奶哺餵經驗。另外，因為哺餵母

奶是當今的母嬰親善政策之重要環節，而一般哺育的時間往往不超過三年，於是

我們把受訪者設定在最小的孩子三歲以內，另一方面也訪問六、七十歲的阿嬷，

以期對不同的歷史脈絡能有所了解與對照。 

由時時間的限制，我們的研究沒有辦法出裡「父親」、「阿公」及具有不同

文化的外配，這樣的缺失，期待日後的研究補上。 

婦產科醫師、婦產科護理人員、藥妝店藥師、與母奶會成員亦為受訪對象。

同時在很多媽媽產前即會接觸到的媽媽教室，以及相關的母奶會議，研究者進行

了參與式觀察，以了解整個社會與技術脈絡下的互動方式與行銷策略等等。 

受訪人數未有預設限制，以資料飽和與時間條件的考量下，共訪談了15位受

訪者，詳細資料文章後面的附件。為了受訪者的隱私權與保密原則，簡單呈現與

此研究相關的基本資料，並以假名做為受訪者代號。 

五、影響母乳哺餵的選擇與不選擇 

陳怡君（2002）指出戰後受台灣奶粉補助政策及學術、醫療選擇性研究的影

響，令社會大眾產生奶粉崇拜與對母奶品質擔憂的心理影響，進而漸以配方奶粉

取代母奶。這是一個很好的例證，顯示婦女哺餵嬰兒的方式不單是母親個人行為

的選擇，更是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因素影響下所產生的育兒方式。首先我們試

                                                 
9
參考 Chris Barker & Dariusz Galasinski (2001) Cultural Studie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 A 

Dialogue on Language and Identity , USA: 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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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來探討女性在哺乳的社會及行動者網絡中，是如何被影響，如何選擇或不選擇

母乳哺餵。 

（一）阿嬤時代的哺餵選擇 

在Yalom（何穎怡譯2000），所著〈乳房的歷史〉一書中提到，中古世紀有

錢人家的小孩喝奶媽的奶，窮人小孩則喝家中飼養的牛奶（頁46）。熊秉真（1995）

探討傳統中國的育兒時，也提到一般母親多為親自哺乳，若沒有奶或奶不足時，

則用其他動物之奶或稀薄的穀粉製品來替代。 

台灣在1962年都還有高達95％的母奶哺餵率，顯示大部分的母親仍以親自哺

餵母奶為主，在當時的年代若母親沒有乳汁該如何處理哺乳？當時住在台南鄉下

的洪阿嬤與高雄都市的中下階級李阿嬤，皆表示就沖泡煉乳10或米湯來取代。李

阿嬤還表示自己是雙胞胎，因為母親乳汁不足，又買不起煉乳，只好將她送給別

人當養女。在當時的年代裡，媽媽們普遍是家庭主婦或協助農務，而經濟狀況不

佳、奶粉工業不發達，哺餵母奶成為第一選擇，若無乳汁或必須出外工作，奶媽、

煉乳或米仔麩成為替代方案也並不被質疑。似乎當時「母奶」的重要性與價值並

不被那麼強調，「母奶」只是小孩食物的一種，只要能餵得飽長得大就好了，不

必考慮各種營養素與免疫機制。 

在都市中下階層的家庭主婦李阿嬤就有類似的經驗： 

A11：以前有沒有聽人家說餵母奶卡好，還是餵牛奶卡好，咁有聽人家安ㄋㄟ

講？ 

李阿嬤：卡早就說囝啊就要喝奶卡好。［以前就說嬰兒要喝奶比較好］ 

A：喝什麼奶？ 

李阿嬤：吃母奶卡好。 

A：那個時候嘛說吃母奶卡好？ 

李阿嬤：對，嘛是說吃母奶身體ㄟ卡勇。 

A：妳們以前的人就安ㄋㄟ講了，誰在講？ 

李阿嬤：老一輩ㄟ人，妳卡早衛生所也說妳要餵母奶比較好………… 

A：阿也會問妳囝啊喝奶，像現在說量體重啦，看喝奶的情形，妳會嗎？ 

李阿嬤：卡早好像沒有，卡早好像不曾，是說出來注射預防針，還是說什麼

                                                 
10 Baumslag(1995)指出1857 年巴氏德殺菌法發明，才有“clean milk＂的概念，在1911 年量產

evaporated milk ，讓家中即使沒有養牛的嬰兒亦能喝到牛奶。而40 年前的台灣較少粉狀的配方

奶，是以膏狀的煉乳形式為主。 
11本論文之訪談工作皆由鄭琇惠獨力完成，以下所引用之訪談稿，文中皆以「A」代號簡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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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介苗而已，就卡沒問啥密。 

A：那妳不是說，伊們嘛是ㄟ跟妳說飼母奶卡好 

李阿嬤：啊就安ㄋㄟ娘，不會像現在一直問一些說妳怎樣啥貨啥貨…。 

 

在鄉下耕種的洪阿嬤也和都市的李阿嬤一樣，都提到婆婆會稍微教一下哺乳

的知識，其他就依個人的方式來做，並無繁瑣的規定與規矩，也不太管母奶的品

質，特別是時間上很彈性。洪阿嬤表示只要手邊的工作忙一段落，管他是睡覺還

是哭，就抱來餵一餵，再繼續忙別的事，而李阿嬤也說：「不是像妳現在ㄟ嬰仔

說ㄏㄡ你三小時，二小時再讓他吃，你現在哪勒餓，腹肚餓就一直哭，阮們方便

有奶就讓他吸，安ㄋㄟ啊，對啊。」所以似乎是媽媽握有時間的控制權，而不是

以嬰兒的時間或是母奶衛教規定的時間為主。 

從上面李阿嬤和洪阿嬤的哺餵母奶經驗中，我們在此指出，當時她們會喂母

奶其實是在一個行動者網絡中，受到有哺餵母奶經驗的婆婆的指導，「吃母奶身

體ㄟ卡勇」的社會論述，衛生所的醫護人員所代表的公衛政策的鼓勵，還有個人

工作環境允許隨時餵奶的方便。這網絡中很多環節都暢順，就使得哺餵母奶很容

易。不像現在從嬰兒、幼兒到成長、兒童，甚至成人奶粉，各階段的奶粉都顯得

重要與被強調，也沒有一套嚴謹、綿密的母奶知識系統與哺餵規矩守則在運作，

媽媽們不需要服膺太多的教條，能有自己時間與作法的彈性。可見阿嬤那個年代

的科學育兒專家12、醫療健康論述似乎並未展現強烈的影響，比較多的反而是女

人間經驗傳承的育兒方式。 

（二）現代媽媽的哺餵選擇 

相較於現代的奶粉技術或生活條件，阿嬤的年代似乎不太有其他選擇的空

間，然而現在的媽媽是否就擁有比較多的選擇性？首先，在未懷孕或準備懷孕之

時，就會發現各媒體充斥著母奶的醫療健康論述，潛移默化的引導媽媽們做出「正

確」的選擇，33歲二專畢業的家庭主婦譚媽媽就接受了這樣的醫療論述： 

A：請問妳當初是怎麼決定想要餵母奶的？ 

譚媽媽：就是對小孩子比較好啊！那個營養啊，比較容易吸收，不會有一些

                                                 
12有些學者針對日治時代的科學育兒做了一些研究，例如吳嘉苓（2003）的英文手稿中曾提及日

治時代的日本小兒科醫師，亦有一套繁複的育兒作法，但實際上只有都會中產階級婦女會遵守或

參考。本研究訪談與寫作之初未考慮到此部分，所以很遺憾的，從二位阿嬤受訪者的年齡與社經

地位恐無法進一步的驗證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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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奶粉一樣的過敏問題，喝奶粉比較容易過敏啊！ 

A：為什麼有這些，妳剛剛講的這些一定有一些訊息來源啊？ 

譚媽媽：因為比如說像看書啊，或者是嗯..朋友啊！ 

A：朋友都會這樣跟妳說是不是？ 

譚媽媽：對啊！或者是說有時候有些書報雜誌妳也會聽到就是說餵母奶總是

比較容易吸收消化嘛，總是比人工的添加物來得好嘛。 

A：所以妳是在懷孕的時候就決定了嗎？ 

譚媽媽：嗯，對，我是在懷孕的時候就決定要餵母奶，… 

 

接下來在產檢過程，醫護人員會透過衛教看板、衛教單張、媽媽教室與面對

面的鼓吹等方式，鼓動媽媽餵母奶，即使媽媽之前沒有特定的立場，也很容易被

說服成功或願意試試看。例如擁有大學學歷，女強人型的34歲批發商老闆孔媽媽

就因此願意嘗試： 

A：這樣子喔，那妳是在懷孕的時候就決定要餵母奶了嗎？ 

孔媽媽：應該說，沒有排斥啦，如果說有可能的話當然是餵母奶，因為醫生

他們是一直強調說餵母奶比較好，也說餵母奶說小孩子的抵抗力會比較好。 

A：婦產科醫師嗎？ 

孔媽媽：對，妳會看到╳╳╳（某大型婦產科診所）......妳會看他們牆上的佈

告欄，他會建議妳說叫妳餵母奶，ㄟ他會跟妳講說如果妳要餵母奶的話什麼

都不要吃，而且再加上妳去開完刀之後妳不是要自費，那個健保有給付那個

病房，不是護士小姐都會有去檢查什麼嗎，她也會建議妳說，要不要餵母奶，

所以妳的第一個感覺會說，喔，妳並不會排斥說不餵母奶，而且況且妳一聽

到說喝母奶對小孩子好的話，也一定會是讓他喝啊，對啊。 

 

特別是自從2001 年台灣婦產科醫學會開始承辦母嬰親善醫院評鑑13，醫療院

所在評鑑的壓力之下，各醫院或婦產科診所陸陸續續加入母嬰親善醫院，或是加

強母乳宣導與執行。這使得原本該關懷婦女的「婦」產科醫師，在此時究竟是考

                                                 
13  1998 年行政院衛生署委託台中市衛生局試辦母嬰親善醫院推廣計畫。2000 年台北有17 家

醫院試辦認證後，修訂為本土化的母嬰親善醫院認證標準，2001 年正式由台灣婦產科醫學會辦

理，成為婦產科的評鑑項目之一，總分佔三分，評鑑內容主要為1.實施十個步驟幫助哺乳成功2.

教育及訓練工作人員3.沒有配方奶樣品沒有免費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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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婦女的利益、嬰兒的利益，還是以醫院能否通過評鑑為優先考量？實施母嬰親

善醫院的董醫師就指出該醫院的態度與作法。 

A：你們會讓媽媽選擇說她，就是你會詢問她要不要餵奶嗎？還是要餵配方奶

這樣，在.. 

董醫師：理論上是用問的，給她機會，她如果堅持不要餵母奶，我們要尊重

她，但是在技巧上，我們就用告知的：「妳好，我們這邊是鼓勵餵母奶的一

個醫院，所以我們生完要餵母奶喔，要SKIN TOUCH 喔。」有關這些流程，阿

沒意見就是接受了，她提出質疑，質疑包括兩種：第一個就是為什麼，第二

個就是我不要。她提出質疑，為什麼，很好啊，為什麼我們就跟妳解釋為什

麼，她說我不要，那我就告訴她，那為什麼她不要，問她意見，聽她的意見，

然後好好跟她講，餵母奶的好處，那些衛教師都是應該變成專家了，他們都

會為她們一一提出不要餵母奶的理由，一一提出（稍停頓）不能說反駁，但

是應該說幫她澄清這個疑問，譬如說乳房會變形啊，譬如說那個會怎麼樣的

啦，或是說不方便啊，家屬啊等等這些理由我們會一一幫她想到解決，所以

這樣嘛，她沒意見就接受了。她拒絕我們就跟她解釋，她那個有疑慮我們就

給她解釋，她　要我們就幫她想辦法，然後提出來不同理由，我們都有標準答

案在裡面了，一一幫她解決 。 

 

「理論」上的確會問媽媽意見，可是有多少媽媽的意見真的被聽見，有多少

媽媽的困難處境是被視而不見。若醫院完全要達到評鑑標準，是不能有baby 

room，必須母嬰同室，結果造成剛生產完母親沒有乳汁、身體虛弱需要休息，為

了要喚醒母愛與刺激乳房，母親的休息需求是被犧牲的。身為護理老師的陳媽媽

在大型教學醫院生產，因為整個懷孕與生產過程並不順利而身心俱疲，再加上產

假後得立即上班，所以要求打退奶針，陳媽媽提到： 

那個小姐說，ㄏㄚ/，不要啦，這個，不好啦，這樣子的小孩子又早產，妳

沒有讓他吃就很可惜ㄋㄟ，那樣子要把它弄掉，我說，好吧那，她說要打退

奶針也是可以啦，可是ㄡ，不好啊，很可惜啊，她還是建議我餵啦，但是她

說看妳啦，不過我是覺得這樣不好啦很可惜啦。…。那個護士小姐還提到，

醫院是母嬰親善醫院，若不餵母奶，必須簽切結書。 

對一般民眾而言，在醫院簽同意書或切結書之類的文件，大多關係到生命或

健康問題，若媽媽們能「選擇」不餵母奶，何需向醫院交代簽切結書呢？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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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或多或少已有恐嚇的味道，所以對媽媽們而言，餵不餵母奶究竟能有多少選

擇性呢？ 

國內的家庭關係與家人互動方式，先生或婆婆等家人多少都佔有一定的影響

力。身為助理教授宋媽媽的先生積極鼓勵餵母奶；菜販馮媽媽提到婆婆要她一定

要餵母奶，所以斷奶還得趁著回娘家一星期才能斷；護理老師陳媽媽餵到得了乳

腺炎而發燒、疼痛又虛弱，想停餵，卻遭到婆婆的勸阻。 

A：所以妳之前像這樣子乳腺炎發燒不舒服啊，妳家、家人會給妳提供什麼 

意見嗎？比如說要妳繼續餵，還是要妳就不要餵好了？ 

陳媽媽：….「哎，嘖，再讓他吃個母奶這樣比較好啦，這個本來就會就是這

樣子啦」（學婆婆語氣），我婆婆就說，她以前也是這樣子耶，她也是很痛

啊，但還是就是讓她吃啊，她就用那個她的，以前她的媽媽就教她用梳子，

梳子用火烤一烤，ㄏㄡ然後用那個梳子在那個乳房上面這樣梳一梳，哎，它

就通暢了，…，她以前也是這樣子啊，說我這個還不是很嚴重啦，那個她的

一個親戚到後來餵奶餵、餵到去開刀，把裡面那個發炎的地方拿掉，所以說

很多都會這樣子啦。… 

 

面對護士柔性又強力的勸導，連護理老師陳媽媽都感到在醫院不能依自己的

意思不餵的壓力；回到家還要面對婆婆一套女人要認命，「本來」就是會這樣子

的說法，讓她也不能依自己的意思停餵，只好繼續忍耐再餵一段時間，直到產假

快結束要回去上班了，才有「正當」的理由停餵。 

母奶哺餵是一個複雜的母奶網絡，筆者只是略舉其中幾項，已能看出不管是

餵不餵奶或斷不斷奶，都是一個社會網絡所影響與決定的工作，而非天生或必

然。相較之下，過去的阿嬤似乎只要經濟條件許可，也許就能擁有乳房哺餵的選

擇權，而現代媽媽即使經濟獨立，擁有乳房卻不見得擁有餵與不餵的決定權。 

六、科技帶來便利，母奶哺餵更加容易？ 

當台灣從農業時代逐漸進入工業時代，大量女性進入勞動市場，過去這些女

性生產完後，可能名正言順因環境的不允許而自然選擇瓶餵配方奶粉。現在有冰

箱、冰桶、擠乳器、溢乳墊等等琳瑯滿目的科技產品，不管是家庭主婦或者是職

業婦女，餵母奶還會有困難嗎？大概更能駕輕就熟吧！所以科技可能為女性帶來

更大的福利囉！ 

這真的是所有媽媽的經驗嗎？科技產品讓她們更有選擇性，還是更失去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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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力。例如，過去對於非親生的寶寶、早產兒或吸吮能力較弱的寶寶，媽媽可

能無法直接以乳房餵母奶，現在卻有一種「輔助餵奶器」的產品14，此輔助器可

刺激母親的泌乳量，也能訓練嬰兒的吸吮能力，還有所謂的「增進母嬰的親密關

係」15。這樣的科技產品似乎縮小了過去不能餵母奶的條件，若母親不餵母奶，

容易被指責為「不願意」而非「不能」。雖然這項產品在市面上的流通性並不高，

但這樣的產品出現令我們思考，當母奶問題導向由科技產品來解決時，是否亦將

問題導向於個人的責任，而媽媽們也更無藉口來拒絕哺餵母奶。 

過去職業婦女或其他因素無法隨時提供嬰兒喝奶的需求時，很自然的就要尋

求母奶以外的替代方案，但是當哺乳相關的科技產品如擠乳器、冰桶、母乳袋等

等出現後，會和媽媽們產生怎樣的互動關係？又會影響媽媽們做何種選擇？是減

少媽媽們勞動的幫手？還是如Cowan（1976）在其著作<家庭中的工業革命>指出，

越多的科技產品反而為母親帶來更多的家務負擔，對家庭主婦的要求也越來越高

了？ 

（一）母奶媽媽的哺乳科技產品使用經驗 

若一位準媽媽準備要餵母奶，那麼在生產前她可能就會準備好擠乳器、溢乳

墊、哺乳內衣等東西，本研究的受訪者也幾乎每一位都使用過這些東西。但是若

妳問她們使用的經驗，她們卻會有一堆的抱怨： 

A：用那個會很痛嗎？ 

孔媽媽：會，因為它是吸妳的乳頭，這樣子吸，它是用那個類似真空的原理

去吸的，所以妳吸久了妳也是會痛，妳會旁邊也是會「黑青」 

除了批發商老闆孔媽媽有此抱怨，菜販馮媽媽也有類似經驗。 

A : 吸不乾淨，是不是？ 

馮媽媽: 對對對，會吸不乾淨。對啊，.....ㄚ那時候一直、一直用那個機器吸嘛，

所以才會減量，就乾脆不吸了，就把它放棄了。 

若是職業婦女產假後繼續哺餵母奶，那麼對擠乳器的經驗就不只是「痛」與

                                                 
14

這種特殊的奶瓶掛在媽媽的脖子上，底下連接的吸管用膠帶固定在母親的乳頭上，母親必須隨

時調整與控制奶瓶的流量，若寶寶的吸吮能力變強，或媽媽的奶量增加時，就將奶瓶流量越調越 

小，讓寶寶在吸吮能力差或母親奶量尚不足時，可以一方面吸吮母親的乳頭，同時也能補充不足 

的奶量。雖然國內銷貨通路少見此產品，但國外的母奶哺餵書籍出現此產品的比例甚高，可見想 

餵母奶的媽媽對此產品不致太陌生。 

15
筆者好奇為何產品的使用說明書上，其適用對象未增列「父親」，如此可讓男性體驗哺乳感受 

與增進「父嬰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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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不乾淨」而已，銀行行員汪媽媽與助理教授宋媽媽都對其噪音相當抱怨，現

在的職場很多還是沒有哺乳室的空間，這使得很多上班族得在廁所完成擠乳工

作，動輒20、30分鐘的怪聲音，會引來別人怪異的眼光，有同事在門縫偷看，讓

她們更為尷尬。而且使用擠乳器還得在有插座的空間，即使能改用電池，但是相

當耗電，必須時常換電池，一樣是不方便、不環保又花錢，所以乾脆改用手擠。 

幾乎每位媽媽都有一台擠乳器，也幾乎每位媽媽都對之抱怨連連，為何這些

媽媽的聲音不被聽見？一台擠乳器大約二千元左右，不能說沒有商機，為何廠商

面對「顧客」的抱怨卻充耳不聞？Bendelow & Williams（1998）指出，女人因

為生產、月經與母親角色等等，所以被認為擁有「自然」的能力去忍受疼痛。所

以就擠乳器這樣的產品而言，是否我們的社會亦認為女人特別是母親，忍受經

痛、產痛、漲奶痛都是極「自然」之事，更遑論區區的擠奶痛。而女人特別是母

親，本就該在私領域，不該四處亂走，所以公領域少有哺乳的空間與設備，在家

中擠乳當然不怕怪聲音與沒插頭的窘境了。 

另一項哺乳必備產品溢乳墊，其悶熱、不透氣、吸收力差，更是令媽媽們感

到困擾，菜販馮媽媽即使常換溢乳墊，還是有外漏的問題。銀行員王媽媽就常常

得在廁所洗乳汁溢濕的衣服，再用烘手機烘乾。家庭主婦羅媽媽則因溢乳墊發霉

造成胸部搔癢，在酷熱夏天每天在家吹冷氣，哪兒都不敢去。 

人好奇的是，這些母奶的相關產品並不會在大眾媒體上廣告或討論，媽媽們

大多在藥局被動地被推銷，要不然主動去網上查詢卻是無法看到貨品。是哺餵母

奶一向被忽視？還是這是一種上不了台面的技術？筆者曾針對擠乳器與下一小

段所提的哺乳背巾，詢問過丁丁連鎖藥局
16某高雄地區的店長，該店長表示每一

項婦嬰產品的利潤幾乎都是固定的成數，而且銷售員推銷產品有其時間限制，所

以通常以較好賣、能快速講解的商品為主。過去的母乳哺育率低，會購買的人口

相對也低，銷售員自然不會浪費時間在推銷、講解這類冷門商品上。同時藥局亦

會以市場需求來進貨，很多人詢問才會進新貨，以免囤積貨品造成成本負擔。因

為過去母乳哺餵率低，需求不高，即使曾有零星的顧客詢問過相關產品，藥局也

不可能進貨，所以以丁丁藥局而言，哺乳背巾也是近幾年才鋪貨的。擠乳器也有

一些主力推銷的品牌，藥師對這些產品的特性與操作其實也不那麼清楚，有媽媽

反應不好用，藥師也不會向供貨商來反應，最簡單與直接的方式是告知媽媽們，

                                                 
16丁丁藥局在中南部有超過三十家的連鎖店，是大型的藥妝店，婦嬰用品已是相當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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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她們使用不當所致。17顯然技術物會影響母親哺乳意願或哺乳技術的成

敗，而哺乳技術的推廣亦會影響技術物的產銷，但是目前的技術網絡卻沒有將焦

點放在技術物的改善或推廣策略上，反倒是指責女性個人的「使用不當」，要不

就是怕痛、無法忍耐。 

（二）哺乳的科技產品 

哺乳商品其實也隨處可見性別意涵與性別權力關係。例如以嬰兒背巾來說，

在台灣流通的背巾幾乎都無法提供媽媽在公開場合，一面背著小孩一面哺乳的功

能，甚至是很難一人獨立完成背起與放下小孩，家庭主婦羅媽媽使用過傳統背巾

與哺乳背巾後，就有非常兩極的評價： 

A：那個背巾在哪裡買的？ 

羅媽媽：在那個愛的世界，我我高雄市好像只有兩個地方有在賣這個。 

A：這是上網查詢的資訊嗎？ 

羅媽媽：對，因為我們在一般市面的那種藥局，他的背巾就是屬於那種ㄟ一

個小孩子出門要有兩個大人才有辦法的那種，ㄏㄟ要有兩個大人出門才有辦

法顧那個小孩子，因為小孩子妳把他放到背巾上，一定要有另一個人幫，那

妳要把他放下來一定也要有另一個人幫妳，不然妳一個人沒有辦法把小孩子

放下來，那種背巾，市面上都是那樣子的。對，然後我、我也之前買一個，

但是我發現沒有辦法因為我都是自己一個人，我沒有辦法自己一個人做那些

行為，阿我剛好是因緣巧合在網絡上碰到的，…結果妳有了小孩子之後，妳

不方便出門，不然妳要隨身攜帶另一個大人，然後這種背巾有一個好處，它

就是我出門的時候我隨時可以把他背著走，而且我一個人可以輕易把他背起

來、放下去，而且在找不到平坦的地方可以讓他睡覺的時候，這個背巾可以

躺著睡覺，他可以背在前面像搖籃睡，ㄏㄟ就是有這種方便，像如果說妳出

門要去幹什麼的話，就比較不用說妳一定要推車子，因為有時候就是很不方

便啊，對，妳一個人要背一個小孩子還要推一台車子，還要騎摩托車那是沒

有辦法的事情（哈哈）真的。 

 

其實一般市面流通的背巾與這類哺乳背巾的價格差不多，使用上的難度也差

異不大，但為何哺乳背巾就少有流通的通路。許培欣（2004）研究衛生棉與衛生

                                                 
17如此簡單說明其實仍無法清楚交代這些技術物在設計與銷售過程所產生的性別議題，但因本論

文的研究規模與時間、人力限制，留待日後有機會，或有興趣的學者再加以探究、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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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條在銷售、醫學論述與政府政策上存在著差異與性別意涵。在嬰兒背巾中是否

也能看出類似的意義呢？從家庭主婦羅媽媽的訪稿中就能有有趣的發現。對一個

中產階級女性而言，若要帶嬰兒出門大多會自己或家人開車，自然能攜帶嬰兒推

車，而且多位受訪者也表示，出外常會在自家座車內餵母奶，那麼背巾的使用性

或實用性就不是那麼高，也許只是一個媽媽少用卻具備的標準配備而已。但是對

於無車階級又要餵母奶的媽媽而言，哺乳背巾的重要性就相對提高。另一方面，

也許是設計給女性使用的產品存有刻板印象---女人是需要協助的，又或者是女

人，特別是哺乳的女人本就應該留在家中育兒，不該自己一人四處闖蕩，所以嬰

兒背巾多需要他人協助才能穿戴，也不具備哺乳的功能。 

一向喜歡戶外活動的家庭主婦羅媽媽就表示，她生產完後困在家中半年，幾

乎要得憂鬱症了，直到發現這種哺乳背巾才又恢復自由，甚至全家去日本旅遊。

筆者的受訪者中，除了助理教授宋媽媽聽過卻未看過此背巾外，其餘媽媽們從未

提起有此背巾，可見其流通性之低。為何這麼好用又不貴的背巾卻有如此低的流

通性呢？從一條背巾的銷售與鋪貨，其實就可以看出性別與階級的意涵。這就是

Winner（方俊育、林崇熙譯，2004）提及的技術物有其政治性，甚至是技術配置

的考量先於事物的使用考量，甚至是形成對內或對人們的控制力量。 

（三）哺餵母奶科技物：開銷大，不省事 

很多衛教單張、書籍等皆指出，餵母奶不必沖泡、出門最方便，而母奶天然

又環保，不必飼養乳牛、瓶瓶罐罐造成污染，可節省家庭支出、甚至減少國家外

匯負擔等等。如此看來，哺餵母奶可真是減少家庭經濟負擔的一大功臣，果真如

此嗎？筆者從網路18與藥局詢價的結果發現，現代媽媽餵母奶需要的東西可真不

少，價格更是令人傻眼。擠乳器分電動和手動二種，價位在4000元到1500元之間、

集乳袋至少需要一打約300元、溢乳墊看個人需求每天至少10-20片75-150元、乳頭

清淨棉每天20次約160元、乳頭保養霜一瓶700 元等。其他還有哺乳內衣、睡衣、

冷熱敷墊等等，除了這些外用的部分，尚有內服補充營養。丁丁藥局的藥師表示，

過去幾乎只有推銷嬰、幼兒的營養品，很少針對媽媽的營養補充，現在會建議哺

乳媽媽為了乳汁品質，必須服用媽媽奶粉（500元一罐）至少早晚一杯、新寶納

多維他命（1200元一罐）、鈣錠（1000元一罐）、鐵劑（600元一罐）、DHA（1500

元一罐），甚至怕哺乳造成乳房變形，還有健胸霜（1500元罐）。網路上的媽媽

                                                 
18六甲村產孕婦精品是網路媽媽耳熟能詳的品牌，其哺乳產品琳瑯滿目不勝枚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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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品、營養品更是多不勝數。 

這些商品的使用雖然不可否認有其身體經驗與社經階級性的差異，所以每個

人的花費也有極大的落差，但對於一個簡樸的職業婦女而言，至少要買一台擠乳

器，與集乳袋、溢乳墊等每日消耗品，以及早晚兩杯的媽媽奶粉（鮮奶更貴），

每月至少也要花兩千元。如此看來對於家庭上的經濟負擔似乎也不比配方奶來得

經濟實惠。 

再來看環保的部分，小孩喝的配方奶轉換成媽媽奶粉或者鮮奶等等，一樣要

經過乳牛飼養、製造、生產、進口的程序，其它營養品、保養品或溢乳墊、集乳

袋的製造、包裝、運送，亦是會製造瓶瓶罐罐的垃圾，同時也會運用到水、電、

石油等資源。如此看來，餵母奶的過程同樣會造成環保與外匯的負擔，不管這「負

擔」的程度孰重孰輕、差距有多大，餵母奶是否亦有環保問題，卻是從未被質疑

或提出討論過。只要是母奶的相關衛教卻都會斬釘截鐵的提出哺餵母奶經濟實惠

又環保的觀點。 

這些科技產品會協助媽媽哺餵母奶更便利嗎？以前給小孩吃的，現在得自己

吃再轉化給小孩，各項產品的選購、清潔、使用、儲存都是耗時的工作，不見得

比餵配方奶方便，特別是對職業婦女而言。在銀行工作的汪媽媽說： 

汪媽媽：…因為我那時派駐在外面服務，沒有冰箱，後來我發現有冰桶，我

都是結冰塊，然後放在裡面，我那個冰桶就放在公務地那邊，我擠好了就是

放在冰桶裡面，然後我每天都帶新的冰塊去，到了下午我大概都四點的時候

就會回公司，公司就有冰箱了，因為我都大概早上，它中午的時候就融化了

嘛，但是那個水還是很冰，還是可以用，阿我就到四點的時候帶去公司的冰

箱冰起來，然後隔天他就先喝這個，喝不夠就喝配方奶粉這樣子。 

 

雖然汪媽媽語氣平順輕描淡寫地述說著，但是她每天得提早半小時起床餵奶

與準備這些道具。而哺乳工作並不是只到儲存為止，對照顧者的婆婆、媽媽或保

母而言，溫奶亦是一項耗時的工作。一般的母奶衛教都指出，擔心母奶營養成分

被破壞，所以冰凍過的母奶必須以流動的水溶解成液態，再逐次加入溫水浸暖，

不可以在爐上直接加熱或使用微波爐，並且在30分鐘內喝完，否則要丟掉重新溫

一份奶。雖然坊間對微波爐的看法眾說紛紜，卻也有不具負面的研究報告，例如

Sigman 等（1992）對微波爐加熱配方奶所做的研究發現，正確19使用微波爐並不

                                                 
19

對於使用微波爐的疑慮除了營養素被破壞，另一個就是燙傷嬰幼兒的問題，該作者指出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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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燙傷或顯著的破壞核黃素或維他命C 的營養成分。但是所有的衛教單張或人員

仍教導大眾不可用微波爐溫母奶，以免破壞母奶的營養成分。如此要求無疑是造

成嬰兒照顧者餵食母奶的另一大負擔。 

擠乳器、集乳袋、冰桶、冰箱、保溫袋都是阿嬤時代所沒有的科技產品，這

些「協助」媽媽哺乳的產品卻給媽媽帶來很大的時間、勞力的負擔。在學校教書

的宋媽媽就很怕在早上的課，因為她必須在八點鐘準備好一切的器具背著大袋子

到學校，有時甚至得背著一堆袋子坐飛機去台北開會，這中間只要漏了電池、漏

了瓶蓋、或漏了冰袋，情況就會亂成一團。 

如同Cowan（1976）所言，家務科技的發展改變了戰後的家務工作，它不再

是一項雜務，而是一趟感情的旅程，洗衣不再是洗衣，而是愛的表示。同樣的，

哺乳科技的發展造成哺乳不再只是哺乳，這些清潔乳房、按摩乳房與營養品，讓

媽媽每次的哺乳都似乎是一場愛的完美演出與完美呈現，只是這「完美」演出的

背後，究竟能不能包含一個女性「完美」的輕鬆自在的笑容。 

七、同盟與角力的網絡 

Edgerton（方俊育、李尚仁譯，2004）認為被選擇的技術不見得比較優越，

因為技術的選擇涉及到很多因素。所以配方奶與母奶技術的擺盪、變化與選擇，

似乎也不能視為「回歸自然」或「覺醒」那麼單純。除了媽媽這個行動者之外，

這個網絡是如何召集其他行動者與團體，讓哺乳技術得以延續下去，同時在這過

程中究竟利益了誰？又犧牲了誰？ 

（一）行動者的同盟與角力 

Singleton（1995）在討論到子宮頸抹片檢查時，發現這個技術得以繼續下去，

必須召集同盟形成網絡，但是網絡中的行動者或團體，其實是存在著許多異質的 

聲音，而這網絡卻依然能維持下去。而哺餵母奶看似只是嬰兒與母親間的互動，

其實不然，這過程有許多行動者進出，甚至是一場專家角力的過程。過去哺餵母

奶這樣的議題並未被重視，即使在民國70年母乳哺餵率低到15.3%，國家政策也

似乎不太在意，直到民國81年起，衛生署才進行所謂的「母乳哺育推廣計畫」，

在80年代生產的媽媽大概不太會感受到這個計畫的存在，但是這幾年就不同了，

嬰兒奶粉不准廣告20、奶商公司不得藉媽媽教室名義送媽媽嬰兒奶粉、以及母嬰

                                                                                                                                            
操作即可避免，例如勿用玻璃瓶、頂端勿加蓋讓熱氣散去、熱4盎司的奶用最大火力30秒、滴幾

滴在自己的手臂或舌頭試試溫度等，這些正確使用程序皆不會太複雜難懂。 

20 WHA 在1981年通過「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中的5.1 條文指出「禁止以廣告或其它推廣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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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善醫院的推廣等等。為何衛生署會將其視為重要業務，母奶會的孟諮商員說出

了端倪。 

A：是兩三年前嗎？還是多久？（孟諮商員很健談，回答問題後又滔滔不絕談

了母奶的重要性、台灣母乳哺餵率低等等，然後接續下面話題。） 

孟諮商員：…後來當我們衛生單位開始重視，因為為什麼要重視，因為我們

想要加入WHO（世界衛生組織），那WHO其實早就在1989年就規定世界只要是

會員國一定要在公元兩千年立法要完成強制，ㄜ就是醫護人員ㄏㄡ，要宣導

而且各醫院就是說不可以在醫院裡面餵牛奶，那些都是等於是說 WHO 這樣

規定會員國，那可是他有權力要求會員國去執行，但是會員國如果他們國內

沒有立法那就在國內沒犯法，可是等於就是犯了WHO 的法，對對對，那因為

我們台灣一直沒有加入WHO，所以就變成「沒郎慣」［沒人管］，我們的一

般的醫療水準有符合WHO，可是我們的一些規範反而沒有受約束，那所以前

之前那將近前面十年八年都一直游走在外面，所以我們就變成沒有提倡，沒

有那麼提倡，因為沒有立法所以沒有那麼提倡那也沒有強制執行，…所以後

來因為我們一直想要增取進入到WHO，所以這一方面也開始在注意，… 

 

筆者雖未找到相關的政府文件來支持此論點，但孟諮商員的說法或多或少可

看出，因為政治考量，所以政府介入了原本被視為私領域、不被重視的哺餵工作。

但是一個技術網絡的推動與維持，決不是單由政府一道命令或政策就能完成，他

必須拉攏學術、醫療等各團體21，形成同盟。如同Garrey（方俊育譯，2004）探討

膽固醇、飲食中脂肪與心臟病的爭議過程，不斷的拉攏同盟與專家角力，讓這個

網絡得以鞏固。母奶網絡首先要拉攏的當然是以嬰兒為關切主體的小兒科醫師，

過去許多母奶研究與論述也多為小兒科與護理界所關注，接下來婦產科、營養

學、心理學、甚至是乳房醫學、奶粉商等等都會被一一引進來，這看似不見得關

連，甚至利益對立的團體，其實只要母奶哺餵技術能帶來利益，都會在這團體中

                                                                                                                                            
向公眾宣傳受『守則』管制的產品」，台灣雖非會員國，但仍與配方奶粉公司有道德規範的協議

（註22進一步說明）。目前媒體上可看到的廣告為幼兒成長奶粉與兒童奶粉，嬰兒奶粉被限制。 

21根據筆者筆記，筆者於2004年9月16日旁聽由國健局主辦「建立母乳哺育諮詢網絡計畫專家會

議」的一場內部專家會議，此計畫在2003年5月成立，其成員原為國健局及一些婦產科、小兒科

醫師及母奶專家代表，在此次會議中已積極討論並達成共識，希望拉進乳房外科學會、營養師學

會、公共衛生學會等各學會與傳媒、婦女團體、消費者保護團體等等。形成同盟、擴大網絡，不

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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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競爭又合作的維持下去。接下來就來看他們犧牲了什麼？又從中獲利了什麼？ 

（二）犧牲了誰？利益了誰？ 

當母奶技術日漸重要時，網絡中的團體就能以此獲利，此利益除了資本世界

所謂的商機外，當然也包括權威、權力或政治需求。為了獲得更高的利益，就必

須更鞏固與強調母奶的重要性。 

當嬰兒健康與母奶價值越顯重要，小兒科醫師在社會與醫療界的地位自然更

被重視，例如2004年在英國舉辦的母乳哺育進階研習課程提到母乳庫成立之先決

條件「由小兒科醫師主導而非婦女團體，捐贈母乳需有醫師處方才能取得，民，

眾不能直接購買捐贈之母乳」22。而目前的相關母奶會議仍由小兒科醫師主導。

雖然小兒科醫師在二十世紀初期即很受重視，但專業的過程會牽涉到與其它專業

的推擠與消長，所以藉由母乳與嬰幼兒健康論述來鞏固專業地位，或許仍是可行

的策略之一。 

而在過去一向與奶粉商有緊密關係的婦產科，乍看之下似乎是與宣導母奶衝

突的，但是實際上醫院有評鑑與形象的需求，提升了教導產婦的權威，甚至開發

進一步的商機。批發商老闆孔媽媽就提到： 

對對對，可是那個［意指乳房SPA］是要自費的，他也有幫妳做胸部的那個，對啊，

他第一次讓妳去，因為我們是坐月子，我們在那邊坐月子的話，他有免費就是介紹

我們一堂課，看要做腹部還是做乳房的，我們可以做一次免費，然後之後如果妳要

再繼續的話，妳就要變成妳要付費就對了，阿我有去做胸部… 

受訪的二位護士也提到她們婦產科有一層出租給相關的SPA 公司，怕乳房

變形又很難選擇不餵母奶的狀況下，社會形塑的不是身材與審美觀的改變，而是

藉此開發乳頭保養霜、健胸霜與乳房SPA等產品。而過去與奶粉商合作的媽媽教

室，在說完母乳最好之後送的是奶瓶與奶粉23。現在的媽媽教室前半段是如何哺

餵母奶，後半段則是坐月子中心、藥膳宅配、臍帶血說明會。藉由推廣母奶的完

美形象，包裝一系列的商業產品，可說是最有利的置入性行銷。由此看來，婦產

科醫師的形象與合作的對象更為寬廣，推廣母奶的過程，婦產科醫師似乎也毫無

損失，反而應該說更顯商機無限吧！ 
                                                 
22資料來源同註腳 20 之會議內容與會議資料。 
23世界衛生會議WHA 在1981 年通過「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其中包括不可贈送奶粉樣本

給母親（直接或間接）、不可贈送禮物給醫療人員等等。而國內雖無法令禁止，但食品衛生處在

1992 年與配方奶粉公司達成道德規範的協議，不過筆者在1997 年生產時仍有收到奶粉試用品，

筆者推測應是在2001 年母嬰親善醫院列入評鑑後，奶粉試用品才不再出現於媽媽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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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理學家的角度而言，母嬰互動關係一直以來常是分析的焦點，例如Sayers

（1991/2001）提到女性精神分析大師Helene Deutsch 的觀點： 

女性中的母性部分只有透過哺乳才能真正達成。藉著哺乳，女性再一次經

驗到自我與他人合而為一的感覺，這種感覺第一次是與母親乳房接觸所經

驗到的。這種早期與母親結合的狀態…在我們幻想中被理想化為一種充滿

喜悅的結合，是我們不斷尋找想回歸的狀態（頁85） 

而心理治療師Tilley（鄭玄藏譯，1995）對於憂鬱諮商的看法也提到： 

出生的嬰兒，尚無『我』、『你』的觀念，嬰兒視母親為自己的延伸，所

以嬰兒與母親是連合為一體的。在哺乳時，嬰兒經驗到溫暖、安全等正向

感覺，便是『好』；若沒有母親哺乳，嬰兒經驗冷淡、空虛、背棄的感覺，

便是『壞』的。（頁179） 

作者認為這失落與失望經驗的內化，長大後便比較無法適當處理現實的失落

事件。心理學加入網絡中，心理影響不只在嬰兒，還推演至母親的心理衛生，例

如Likierman（2003）對於產後憂鬱的心理治療提到，餵母奶是一種能力與資源擁

有的展現。從過去強調母奶營養、免疫機制，到現在的母奶衛教單張、書籍幾乎

都會提到哺餵母奶對兒童智商、人格的影響，甚至是可預防產後憂鬱症。在強調

哺乳的過程中，心理學、心理衛生的重要性，同樣的也不斷的被討論與被強調。 

那麼奶粉商又為何要配合「母奶最好」的宣導，這不是自斷生路嗎？一方面

他可以標榜成分最接近母奶，讓媽媽選購上更安心。另一方面國內的生育率節節

下降，市場本就呈現競爭與萎縮的狀況，那麼嬰兒不喝媽媽喝，哺乳媽媽有專門

的哺乳專用奶粉，大人喝的量更多，奶粉價格還比嬰兒奶粉稍微貴一點，奶粉公

司並無損失，轉移目標與開發新市場反而更有利。更進一步的，當「奶」的重要

性無限上綱時，過去大概只有嬰、幼兒或病人需要喝奶，現在則是各階段成長奶

粉，女性、老人、更年期各種奶粉皆顯重要，舉例來說，在1987年前，奶粉市場

只有嬰兒與全脂奶粉，1990年桂格幼兒多力奶粉上市，1993年桂格成人低脂奶粉

上市，1994年桂格高鈣脫脂奶粉上市，1995年桂格為擴大奶粉市場，推出高鐵高

鈣奶粉、媽媽多力及成長奶粉，1996年則推出小朋友奶粉，1998年桂格小學生奶

粉，2000年全家奶粉等等，克寧奶粉也是在1994年才有成人低脂奶粉，之後才陸

續有幼兒、兒童、女性等各式產品24。奶粉商加入網絡，共同來鞏固母「奶」的

                                                 
24

參考雀巢網站，網址 http://www.nestle.com.tw/klim_milk.asp 與桂格網站，網址 

http://www.quakerbaby.com.tw/company_3.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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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何樂而不為呢？而其他如藥局、資本主義市場更是競相加入。 

當母奶的重要性益趨重要時，沒有加入的專業就會被排擠與邊緣化，所以從

營養學、免疫學至心裡學等等，不斷提供自家的論述與研究，爭相說明母奶與自

家理論的關連與重要性。甚至最近連物理治療與神經學都加入戰場25。 

此時筆者不禁要思考，女性行動者在這樣的技術網絡中究竟獲得了什麼樣的

利益，或者成就了誰的利益？也許女性主義團體都應對此議題好好思考。 

八、結論 

在本文短短篇幅的討論中，並無法詳列各行動者，亦無法詳述各行動者或團

體之間的互動與角力過程。但從上面幾節的討論看來，不難發現現在的母奶哺

餵，不同於過去阿嬤時代乳頭嘟過去就吸的形式，在現今的社會脈絡下，已是一

種綿密又複雜的技術網絡在運作著。在這個技術網絡中，媽媽們不必然是失去選

擇權或失去能動性的，但是不能否認的，眾行動者的權力關係並非對等，而是存

有差異性的，也因為這樣的差異性存在，讓母奶哺餵技術以異於過去的特定形式

延續下去。 

綜合上述論點，筆者試著以次頁之圖示來說明母奶哺餵技術的行動者網絡。

其實母奶行動者網絡非常複雜，而每一行動者也都是互為影響的關係，為免圖示

過於複雜，列舉幾項針對本章所討論過，互動關係較為緊密者，標記互動線予以

說明。 

從這些互動線也可看出，母親並非推廣母奶的唯一可施力點，或可改善的

點，但是現今的母奶推廣策略，卻幾乎只是以各種形式向母親施壓，顯然媽媽們

在這樣的母奶行動者網絡中，的確承受了極大的壓力。同時這樣的行動者網絡圖

也讓我們進一步思考，母奶推廣策略仍有其他可能性與面向。降低媽媽們所受的

壓力，增加哺乳福利與協助，改善哺乳空間，降低技術物的價錢，增加科技物的

行銷管道與使用方便，或許才能使母奶哺餵技術得以擴展。 

母奶哺餵雖是一份工作，卻非母親可單純選擇做或不做的工作，因為若從

ANT 行動者網絡理論來分析，科技與社會是互相建構影響。所以母奶哺餵若要

繼續下去，是受眾多行動者所影響的，包括嬰兒、先生、公婆、醫護專家等等，

而非人行動者包括奶瓶、奶粉、背巾等技術物與政策、論述等等，如此形成一行

動者網絡，影響著母奶哺餵技術的推廣與運行。 

                                                 
25

參考2004/11/14 東森新聞與中時晚報，由台大醫院所做研究，其研究指出現代媽媽堅持全母 

奶哺餵，嬰兒吃不飽恐影響神經與脾氣 

- 88 -



 

 

 

 

 

 

 

 

 

 

 

 

 

 

 

 

 

 

 

 

隨著科技的進步，哺乳技術物日新月異，母親們並沒有因此而減輕負擔，反

倒更沒有不餵母奶的理由，哺乳層次更加提升，不但要餵得飽還要餵得好。這樣

的行動者網絡除了技術物，為了讓哺乳技術延續與拓展，還必須召集同盟，小兒

科、婦產科、心理學、奶粉商等等，為了權威與利益紛紛加入同盟。如此緊密的

行動者網絡影響著哺乳技術，餵不餵母奶已非母親的個人選擇。 

母奶技術網絡中的各行動者雖互為影響，卻不必然是對等的關係。如何來推

廣母奶其實可以有很多方向，比如更友善的哺乳空間、有利於哺乳的政策制訂、

改進哺乳技術物與改善銷售管道等等。但是研究結果發現，雖然有如此多可改善

的面向，卻幾乎只聚焦在母親的規訓上。如此可看出，在母奶技術的推廣上，似

乎仍採用父權社會最習慣的策略與模式---對女性的規訓與壓迫。此研究並未預設

贊同或反對母奶哺餵，只是藉由層層的釐清，看到這樣的母奶技術網絡下，其實

是充滿了性別意涵。姑且不論「母奶最好」的真實性，若政府或社會認為哺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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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有其重要性，推廣的策略應該更為關注避免權力關係的壓迫（例如親善醫院要

不為母奶的女性簽署切結書），如此才能讓女性欣然接受或提高選擇這一份哺乳

工作的意願。換言之，政府若要推廣母奶哺餵，就應該正視性別的平等，例如改

善只為男性考量的公領域空間與職場環境。並正視哺乳是女性為國家社會培育健

康下一代的勞動事實與價值，所以應該有給的哺乳假或哺乳津貼，才能讓女性更

有尊嚴與意願選擇此份工作。 

醫護專家或學術研究在母奶的相關議題上，應該可以容許不同的聲音或研究

方向，而非僅能容許母奶視為唯一或最好的論調，其實進步的動力不必然來自同

質的聲音。況且以此論文的研究結果顯示，母奶哺餵是受技術網絡所影響，那麼

母奶研究的面向可以更多元，如政策面的探討、技術物的設計、技術物的市場策

略、婦女支持團體的角色、母嬰親善醫院的利弊等等，都可以是研究的主題，而

不是將母親視為母奶哺餵成敗的主要關鍵。忽視了母奶哺喂的行動者網絡中諸多

影響的能動者，只將焦點放在母親的規訓上，是無法提高母奶哺喂率的，只有從

行動者網絡的角度來進行改進，推動母奶政策才能找到最有效的著力點。 

 最後但不並是不重要，我們應該要多重視男性伴侶在哺餵母奶的行動者網絡

中的位置。在前面性身體、哺乳科技物、母職與家庭的連結過程中，父親的角色

卻似乎蒸發了一般，憑空消失了。 

蔡鴻德與易忠錦兩位醫師（1986）所編的「母奶哺餵手冊」，仔細的教導媽

媽如何做好情緒、身體、技術與器材的準備，而父親在這過程所扮演的角色竟是 

稱讚您太太的所作所為….發現您的太太有這方面的疏忽時，您可以提醒她

實際的狀況….家庭中的常規工作，可能有一段時間無法順利進行，不要一

味的指責，您應努力去忍受…（頁168-9） 

對於兩人共同的小孩，母親負起所有哺餵與照顧的工作，而父親只需讚美、

監督與忍受，就能夠成為一個合乎標準的好男人。二十六年後，類似的建議在2010

年10月25日的新聞報導中，國健局長邱淑隄也一再強調，丈夫要支持妻子哺乳，

不要說批評的話，降低妻子哺喂母乳的意願。26我們不是否定丈夫的語言鼓勵的

重要性，而是要指出丈夫的支持還應該有很多方面。 

暫且不談做為一個丈夫本應分擔的家務責任，要成為一個父親角色，難道不

需做好心理、情緒變化的準備？不需學習抱小孩、洗澡、換尿布等等的技巧？即 

                                                 
26中國時報 2010 年 10 月 25 日，「國健局：苦差事 家人支持很重要」

（http://life.chinatimes.com/2009Cti/Channel/Life/life-article/0,5047,11051801+112010102500065,00.
html  2010 年 12 月 24 日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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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妻子是母奶媽媽，難道就不能教導爸爸學習與協助熱敷、按摩乳房，以及如何

儲存解凍、加熱母奶與瓶餵嬰兒的技巧嗎？這些在教導餵母奶的書中是看不見

的。早產兒基金會（1995）編譯國際母奶會《如何以母乳哺育早產兒》，全書中

亦未出現父親的角色，甚至書中的一些建議中，還出現「若妳需擠奶也需照顧較

大的孩子：在擠奶前，妳可預先滿足他們一切的需求。」（頁27）這不禁令人質

疑，所有哺餵母奶的女性都是單親媽媽嗎？在哺育與照顧的職責上，為何都不見

父親角色。當準備要餵母奶的女性來閱讀這些指導手冊時，她們學習到的可能不

只哺乳技術而已，還有更深一層地透過母奶哺餵，規訓女性如何恪守本分，努力

扮演好妻子、好媽媽的角色。 

2010年國健局特別製作了宣導短片，提出「哺育母乳用愛堅持」，正如前面

指出，這還是把社會網路的議題「個人化」，把責任都放在母親身上，而忽視複

雜的哺餵母乳的網路關係。但是，國健局以謝震武為代言人，說明開始重視父親

在中間的作用，是一個好的開始，也是值得研究的議題。我們在此再三呼籲，造

能母親順利哺餵母乳的因素很複雜，國健局必須從很多方面著手改進，而不要只

看到母親的「耐心、決心、信心、愛心」和父親的「嘴巴支持」。 

 

 

 

 

註：本文修改自鄭琇惠（2005）《哺乳技術網絡、規訓、與性別工作---台灣母奶

哺餵網絡中的多重權力關係》，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該論文是由

傅大為教授與成令方副教授聯合指導。目前的文章主要分工如下：第一作者鄭琇

惠完成初稿，由通訊作者成令方負責編輯修改，增補理論資料以及最後定稿。我

們要在此向受訪者，論文主要指導老師傅大為教授，論文口試委員吳嘉苓教授，

以及二位匿名評審致謝。文章若有任何失誤，皆由通訊作者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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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reastfeeding is promoted as a vital policy for improving the health of children. It seems 
to be the natural duty for mothers. The blame for the low breastfeeding rate falls on mothers 
who are treated as lacking of the knowledge of breastfeeding, being lazy about troubled the 
froublesome procedures, or being worried about figures reshaping etc. so they ‘choose’ infant 
formula instead. In the study, we would question such simplistic explanations. 

The aims of this study are to challenge the myth that breastfeeding is the natural duty for 
mothers. It will further explore what mechanism makes mothers choose breastfeeding or not to 
do it, and what gender-techno-social relations enabled the operation of the mechanism? 

The study adopt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mainly relying on interviews. The 
informants are the breastfeeding mothers; obstetrician and the obstetrician nurses, the store 
manager and the members of La Leche League-Taiwan.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s related to 
breastfeeding are also analyzed.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A mother who chooses to do it or not is actually affected by the actor- network of 
breastfeeding. The actor-network are composed of the human actors, such as babies, 
husbands, parents-in-law, 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and non-human actors, such as policies, 
discourses, and the technical products such as milk bottles, milk powder, baby carriers. To 
continue and expand breastfeeding actor -network, it constantly includes various professions 
and milk powder merchants. Although each of the actors in the actor -network of breastfeeding 
influences one another, their relations are not necessarily equal.  

According to the study, mothers bear lots of stress to do the job of breastfeeding well. If 
the government believes that breastfeeding is an important policy and must be promoted, it has 
to take its actor -network into account. It should change many aspects, for example, the 
breastfeeding technical products, breastfeeding space, the gender relations as well as the 
focus of the policy which should not lie only on the love and patience of mothers, and the verbal 
support from the father as the National Health Bureau suggests. 

keywords: breastfeeding, body, gender, technology, Actor-Network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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