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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ATULATORY MESSAGE TO THE
HONG KONG MIDWIVES ASSOCIATION

On behalf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Midwives (ICM),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the Hong Kong Midwives Association as 
they commemorate their 51st Anniversary. For over half a century, this 
Association - the first professional organisation for midwives in Hong 
Kong - has remained steadfast in its dedication to ensuring women, 
newborns and families have the most positive birth experience through 
the compassionate and respectful care of midwives.

As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Midwives since 1970, the Hong Kong 
Midwives Association is a vital proponent of the education, regular and association of midwives 
both within the region and on the global stage. This Association is a leader in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education for midwives, making furt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to its members through both long and short courses which focus on a number of 
specialised practises. Consequently, Hong Kong is home to some of the most capable and well-
trained midwives across the full spectrum of maternal, newborn and child health.

The Hong Kong Midwives Association is also a passionate advocate for physiological 
birth and the reduction of unnecessary intervention during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 The 
Association's introduction of a Childbirth Massage course in 2008 enabled local midwives 
to achieve new competencies in alignment with global best practise, thereby accelerating the 
reduced use of pharmacological pain relief methods during childbirth across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Midwives Association can consistently be relied upon to take up the call 
for midwives and for women – be that through 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Midwife celebrations, 
sensitisation events about midwifery attended by the public or through public health awareness 
campaigns that promote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during the prenatal, antenatal and 
postnatal periods.

Now, as we reflect on the last 51 years of the Hong Kong Midwives Association and its 
invaluable work, let us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be proud. Proud of all that has been achieved. 
Proud of the fearless midwives who helped us reach this point. Proud of every life improved 
and every life saved as a result. And if we are to make projections of the future based on the last 
51 years, I think it is safe to assume that the future of midwifery in Hong Kong only continue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Yours sincerely,

Franka Cadée
President –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Midw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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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ehalf of the Hong Kong College of Midwives,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congratulations and thanks to all who have dedicated so much of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success of the Hong Kong Midwives Association. 

The Associ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in Hong Kong and is the first platform to unite all 

midwives from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s together. Over the years, it organized numerous 

and regular educational activities which promote midwifery knowledge and up-to-date 

practice. In recent years, the organized events extend to public that include pregnant women 

of the community as well. To extend the professional exposure globally, the Association 

supports the activit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Midwives, particularly the 

Triennial Congress and the other regional conferences.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Association is not limited to education but to build up a mother 
and infant friendly community through excelling the midwifery profession as what it states 

in its Vision. 

Celebrating the 51st anniversary and to commemorate this milestone, I hope the 

Association continues to take its part to nurture and empower midwives, and support 

midwifery profession in Hong Kong.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Hong Kong College of 

Midwives, I also hope we can build partnership aiming to advance midwifery practice and to 

thrive for the excellence of our profession. 

Macy Chau
President, Hong Kong College of Midwives

7



題辭

香港助產士會成立五十一周年誌慶

懷著興奮的心情，在香港助產士會這個金禧添一載的時刻，送上衷心祝
賀，與有榮焉。

回望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助產士在香港社會的角色正值蛻變，當時香港
護士產科士聯會共同為助產士爭取合理的專業培訓而努力。盡忠職守，為
創造和守護家庭長幼的福祉而默默耕耘，不愧是助產士的寫照。戰後的嬰
兒潮時期更奠定了香港助產士教育的黃金期。

駐足此刻，跨越半世紀卷首的新篇章，香港助產士的角色在過去二十多
年，隨著社會、經濟、文化及教育等多項因素而不斷轉變。作為國際助產
聯盟的會員，香港助產士會特別在亞太地區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生兒育女是人生大事，家庭是社會的基石。助產士支持婦女迎接人生的
非凡使命，成為婦女承擔母職關鍵時刻及照顧初生嬰孩健康成長過程可依
賴的夥伴，為社會創造有利家庭發展的條件。香港助產士會既植根於本地
社會的文化，亦與國際接軌，持續為業界舉辦具專業水平的不同類型培訓
項目，同時加強公眾教育，透過社區活動及善用大眾傳播媒介，宣傳及推
廣產科及母乳餵哺知識。香港社會官方及民間近年攜手嘉許履行「家庭友
善政策」的僱主，認同母乳餵哺對婦女僱員的意義和價值。香港助產士會
努力不懈，應記一功。

根深葉茂滿桃李，協力同心創新猷！祝願香港助產士會五十一週年果碩
累累，大展宏圖！

顧慧賢
會長

香港護理學院

8



香港助產士會的成立有賴多位前輩及歷屆委員們的熱忱，她們為本會作出無私的奉獻，發
展會務盡心竭力，實令人欽佩。她們那份熱忱影響我等後輩為專業出一分力，本人深感榮幸，
自 2014 年起被推選為會長，對於助產士專業發展視為本會的理念，於 2015 年擬定「五年助
產士會的策略性計劃」，務使會務能達到全方位發展，透過助產專業建立一個母嬰友好的社
區。計劃內容循著幾個範疇開展，分別是：促進母嬰健康、引導專業發展和進步。

此外，有鑑本會一直以扶掖助產專業發展為主導，其間經歷許多鮮為人知的珍貴歷程，
實有需要將過往助產士會的發展及助產士對本港的貢獻一一記錄下來，以供日後的助產士參
考，因而起意編寫一本有關助產士會及助產士發展的特刊。感謝本會委員會的支持，以及蒙
4 位委員、2 位顧問及 1 位會員，自願參與歷史小組，走訪助產士界數位前輩及近 30 載之 3

位會長，以及多月時間翻查助產士會的記錄等，取得珍貴資料，得以順利編撰這本《香港助
產士會 ‧ 昨天 ‧ 今天 ‧ 明天》的特刊。其間翻查記錄時，發現「香港助產士會」正式成
立年份為 1967 年，因此慶祝本會周年紀念，應由 1967 年開始計算，而非以前身「香港護士
產科士聯會」與護士會分家的年份 ― 1964 年來計算，並藉此特刊作出正式更正。在今年出
版更具意義，可作為慶祝本會五秩晉一的 51 周年紀念刊物 ― 回顧過去半世紀的助產士會歷
史之餘，更向前瞻望會務的發展。

助產士在這些年來不斷自強不息，專業更趨多元化發展，參與不同的諮詢組織為同業發
聲，爭取認同。本人期盼助產士能繼續向前邁進，在本地有不同的助產士學士、碩士、甚至
博士課程出現，協助助產業的專業學術發展，以提高服務質素，發揮助產士在助產學上的職
能，與時並進，並培育有承擔，有潛能的領導者繼續帶領助產士邁向新紀元。

李麗賢博士
(2014 迄今 )

會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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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產士發展的歷程
在十八世紀中醫是中國人主要的醫療方式，直到 1887 年香港成立了第一所醫科學校，西

方醫療技術開始引入香港，但當時並不為中國人社會接受。惟產科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當
時的母嬰死亡率甚高，而西醫的方法明顯減低母嬰的死亡率 ; 再者，自 1906 年起有女助產�
士的出現，比較迎合中國人傳統禮教的觀念，致使助產士成為較早被中國人社會接受的西方
醫療方式的工作者。

追溯歷史，十九世紀在中國為婦女接產的女士稱為「穩婆」，她們沒有接受過正式訓練，
接產的知識技能來自世代相傳累積的經驗。因此，當遇上難產，便束手無策，加上當時醫療
發展未臻完善，故母嬰的死亡率非常高。在 1904 年，首間產科醫院成立，名為雅麗氏紀念產
科醫院 (Alice Memorial Maternity Hospital)，由 Dr. Sibree 負責管理。Dr. Sibree 有見於培訓助�產士
的迫切性，建議創立為期兩年的助產士訓練課程，而成為助產士學生的先決條件是必須成為普
通科註冊護士後，方可修讀助產士課程。1906 年出現首批通過政府設立的考試而獲得專業資
格的助產士，當時的考官全為醫生。1910 年香港助產士管理委員會 (Hong Kong Midwives Board)
正式成立，目的是規範助產士的訓練及實習的水準，以及處
理助產士的專業註冊事宜。香港助產士管理委員會的成立，
大大有助助產士在香港往後的發展，以及提昇整個專業的獨
立性。在 1999 年，香港助產士管理委員會改名為香港助產
士管理局 (Midwives  Council of Hong Kong)，新的名稱更能彰
顯其功能。

根據香港助產士管理局的資料， 自 1911 年，雅麗氏紀
念產科醫院的助產士培訓分為兩類 :

一 ) 名列註冊護士名冊的見習助產士須接受不少於一年的助產士訓練；
二 ) 在其他情況下，見習助產士須接受不少於兩年的助產士訓練。

雅麗氏紀念產科醫院

位於西邊街之舊贊育醫院 (1922-1955) 西邊街之舊贊育醫院之產後房 (1922-1955)

及後，各醫院陸續增設助產士訓練課程，包括贊育醫院 (1922)、廣華醫院 (1925) 、 東華醫
院 (1930)、東華東院 (1932)，以及私營的養和醫院 (1934)。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生育率開始上
升，產科服務需求益增，當時除了雅麗氏紀念產科醫院及上述 5 間醫院外，還加入了瑪麗醫
院，總共 7 間醫院舉辦本地助產士訓練課程，其中只有贊育醫院提供毋須註冊護士資格的兩
年課程。60 年代，伊利沙伯醫院及明愛醫院亦相繼開設助產士訓練學校。到了 70、80 年代，
除了本地對產科服務的持續需求，還加上越南難民湧入，威爾斯親王醫院 (1987)、瑪嘉烈醫
院 (1990) 及屯門醫院 (1994)，亦相繼加入成為助產士訓練醫院行列，此時可說是助產士培訓

追本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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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輝煌時期。然而時移勢易，隨著社會結構及
經濟情況改變，約在 90 年代後期，生育率大幅
下降，助產士人手出現過剩，新畢業生難以留
在產科部門工作。在以提供醫院服務為原則的
大前提下，助產士訓練學校先後被關閉。及至
2000 年，全港只剩下醫院管理局轄下的威爾斯
親王醫院助產士學校，為註冊護士提供一年制
助產士課程。2002 年，學校進行課程改革，由
一年的證書課程改為十八個月的助產學文憑課
程，此舉亦得到香港助產士管理局的認同，成
為助產士培訓的新里程。課程時間的長度和內
容的深度都增加了，為的是培育以孕婦為本、具才能及獨立自主的助產士，加強他們在推動
及促進自然分娩的角色，希望新一代助產士更能提高專業水準，與國際尖端國家看齊。

助產士服務的演變

留產所的歲月

隨著時代的變遷，助產士的服務亦逐漸相應提升。在從前「穩婆」時代，婦女都是在家中
生產的。當有助�士出現後，加上助�士條例賦與助產士能獨立運作進行助產工作，由助產士負
責或經營的留產所便如雨後春筍般開設。當社會不斷發展，香港的經濟情況逐漸改善後，人
們對服務需求及質素也相應提升，加上當時的政府希望減低母嬰的死亡率，積極提倡婦女到
醫院分娩，因此在醫院分娩的婦女越來越多，助產士的需求因而不斷上升，加上戰後的嬰兒
潮出現，醫院的床位不敷應用。無論在甚�麼時代甚�麼環境，助產士照顧孕、產婦及新生嬰兒
都擔當了重要的角色。

在採訪前輩劉歡顏女士有關她當年在留
產所工作點滴時，讓我們對以往助產士的
工作能有多一點的認識。劉女士於 1953 年
在工聯工人留產所工作，該留產所位於上
海街，服務的對象為工人。當時分娩的費
用是 20 元，包括接產和住宿費用，但不
包膳食。當年有九位助產士在該留產所工
作，以三更制，每更只有兩至三名助產士，
所以工作非常繁忙， 幸而還有三、四位工
友幫忙。每日約有 8 至 10 名產婦分娩，每
月生產數目為 300 至 500 個，通常住院兩

天就出院，遇有難產就聯絡醫生護送產婦到廣華醫院治理。當時，無論第一胎或第二胎都可
以在留產所生產，助產士亦負責產前及產後檢查服務，產前檢查是由懷孕五個月開始，如有
異常，就會轉介給醫生處理。劉女士憶述當年於留產所工作時，經常聯同一位工友出外接產，
有些街頭露宿者，連熱開水也沒有，所以除帶同接產用品外，還需帶備一壺熱開水，或者到
鄰近店舖買熱水，作為接產之用。更惡劣的環境，就是舖草紙在地上，蹲在地上接產，當時
香港經濟衛生水平之低可見一斑。劉女士後來獨自開設了留產所，再為基層產婦服務。

1950 年代的東華醫院產房

西邊街舊贊育醫院之嬰兒與母親合照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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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產服務專業化的進程

在 50 年代，除私人開辦的留產所外，由
政府開設的母嬰健康院內也有附設產房，
以提供婦女分娩之用。50 年代中期開始出
現戰後的嬰兒潮，生產率飈升。根據政府
的統計數字，在 1950 年香港的總生產數字
是 60,600，及至 1960 年數字是 110,667，
上升近乎一倍之多，而其中的原因是由於
當時中國人有傳宗接代的傳統觀念，家中
必須有男丁，以致有多產婦為求得一男嬰，
仍冒著歷產帶來的風險繼續生育。當時產
後房床位不敷應用，一般住院一天便要出
院，高峰時期在產後房一張床竟出現所謂
「尖頭倒腳」躺著兩名產婦景象，另有產
婦睡在走廊、廁所外加設的帆布床。嬰兒
床不足時，就只好用一張帆布床來充當嬰
兒床，上面放滿一整排的嬰兒。

由於 50-60 年代，政府大力提倡婦女們
到醫院分娩，加上在 60 年代醫院漸漸開設
特別嬰兒護理房及新生嬰兒深切治療部，
使有問題的新生嬰兒能夠適時接受治療，
以致母嬰死亡率更加降低。當時特別嬰兒
護理房及新生嬰兒深切治療部都是由持有註冊護士及助產士雙重資格的專業人員提供護理服
務。隨著歲月更替， 60 到 70 年代左右，私人執業的留產所陸續結業，婦女遂轉向醫院生產。

止痛方法的更易

女性的地位在從前的中國人社會裡較低，而在人們心底裡總覺
得「生仔必然是痛」，婦女們在生產過程中，往往都要忍痛。根
據前輩憶述，當時的婦女在生產過程並沒有使用任何止痛方法。
但在 60、70 年代，婦女開始使用止痛針派替定 (Pethidine) 及笑氣
(Entonox) 幫助減輕陣痛。當年的助產士訓練課程甚少提及非藥物
性的止痛方法，所以助產士會在第一、第二產程期間指導產婦如
何用呼吸及放鬆方法舒緩陣痛。但若要注射止痛針，按醫囑宮頸
必須擴張至 4 釐米 ( 即俗稱 4 度 ) 才可以注射，因此多產婦則不建
議注射止痛針，但可用笑氣。在監察產程進展時，助產士往往要
檢查產婦宮頸進度，通常是施行陰道檢查，但在當年有部份醫院
只許助產士經直腸檢查宮頸進度，此方法甚難分辨 0 度和 10 度。
到 80 年代，麻醉科醫生也加入止痛服務的行列，提供俗稱無痛分

娩 (Epidural Analgesia 硬脊膜外麻醉 )，由於此方法屬入侵性，婦女對此止痛方法的認受性不
高，直至 90 年代末期，才較多人使用。在 2010 年左右，本會從英國引入分娩時用的按摩方
法 (LK Childbirth Massage)，及健體球在產科的應用，提高了助產士對非藥物性止痛方法的認
知。以往產婦只能躺在產床上生產，現時助產士會教導產婦用不同體位分娩。在過往 10 年
左右，助產士努力減低不必要的會陰切開術，種種方法都是務求促進產婦自然分娩。

贊育醫院初遷往醫院道之外貌 (1955)

香港護士產科士聯會就職聯歡大會 (1955)

1966 年 10 月入學的
助產士學生

追本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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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Anne WM Chow. Root of Hong Kong Midwifery. HKJGOM 2000; 1:72-80

產前講座及產前檢查

產前講座始於 60 年代，因有鑑於當時的婦女需要打理
家務，她們都不會或不能抽空來參加產前講座，因此，助
產士便安排於等候產前檢查時提供產前講座，目的是教
導她們一些產前及產後的護理，和育嬰知識等等。助產士
的工作在 60 年代漸漸擴展，由只照顧產婦及新生嬰兒，
到提供產前講座、為孕婦在產前檢查前作初步產前健康評
估，及施行抽血程式等，反映助產士多元化的專業職能。
到現今更有由助產士主導的門診服務 (Midwife-led Clinic)，
再次顯示助產士的獨立及自主性，為母嬰謀福祉。

助產士的危與機

 助產士的數目下降

助產士在過往的日子經歷了不少的風雨，例如成功反對助產士管理局與護士管理局合併， 
維持專業的自我監察能力及自主性。在 90 年代後期，因生育率大幅下降，助產士人手出現
過剩，助產士訓練學校先後被關閉，及至 2000 年，全港只剩下醫院管理局轄下的威爾斯親
王醫院助產士學校，為註冊護士提供助產士訓練課程。在往後的日子裏，每年畢業的助產士
數目是在 100 名之內，此數目只能填補助產士基本的流失量。在 2003 年因本港經歷非典型
肺炎 (SARS) 一役令經濟低迷，其後政府與內地簽署新的政策，引致湧現內地孕婦來港產子，
在短短數年，助產士供求失衡以致人手嚴重短缺 。及後雖然政府在政策上有所調整，惟助
產士人手供求問題未能獲得恰當處理 ; 接踵而來是戰後嬰兒潮的助產士年屆退休之齡，青黃
不接情況將更嚴峻，令助產士供求失衡局面雪上加霜。此外，近年本地大學推出不同的碩士
及博士護理課程，以致修讀助產士課程的吸引力大減。結合以上種種情況，反映助產士未來
的隱憂 : 當助產士數目減少，不敷應用時，會否出現仿如美國以產科護士來代替助產士呢？
會否重提助產士管理局與護士管理局合併呢？

 助產士的長遠發展

要逆轉目前的情況，轉危為機，先決條件是助產士要自強不息，持續進修，培育新血，積
極栽培助產業專業領袖。

本會有以下三大建議︰

1. 爭取本地大學舉辦助產士多元化的課程，例如學士、碩士及博士課程，以便助產士能在
學術上有適當銜接，取得更高學術地位之餘，突顯助產士專業形象，更廣泛得到社會人
士的認同與信賴。

2. 由於助產士供求失衡，可從兩方面去改善︰首先是爭取增加助產士培訓名額；其次，助
產業界需要積極研究增加學位課程予沒有護士資格的人士修讀助產學課程，直接加入助
產士行業。

3. 提倡積極參與國際學術交流，使香港助產專業更上一層樓。

60 年代廣華醫院產後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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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產士會成立
助產士會的前身是香港護士產科士聯會，早於 1940 年成立，並於 1967 年才註冊成為有限

公司， 1969 年正式易名為 「香港助產士會」。 香港助產士會是本港首個助產士專業組織，
成立的目的是以聯繫本港的助產士，增進助產士的團結，培訓助產學專業人才，進行科研及
刊載學術文章。

1940 年 10 月香港護士產科士聯會就職典禮 轉換名稱的註冊證明書

為同業發聲
於 70 年代初，香港助產士會參與爭取男女護士同工同酬，讓助產士待遇得以調整；1988

年 4 月參與醫務界專業團體基本法聯席會議，反映業界意見。

助產士會亦代表同業向助產士管理委員會反映意見，包括助產士管理委員會由 1996 年起
實施每三年的執照收費，更改產科課程肆業要求及臨床評核。

凝聚香港助產士，推動本地學術交流
助產士會除了舉辦周年大會及聯誼活動如

野火會、旅行外， 也定期舉辦學術講座，以
增進及更新香港助產士的學術知識。早期除
開辦產科講座外，更設英文班，參加者踴躍。 

後來逐漸多注重學術講座，每年引入不同課
程，內容更加多元化。例如 : 在 1975 年起，
本會與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合辦一年一度的
家庭計劃深造課程班 (Postgraduate Course in 

Family Planning)。於 1980 年更成立學術組及
舉辦產科重溫班 ，讓註冊助產士每 5 年能夠
更新產科專業知識。1981 年開始有兒科課程重溫班及管理學深造班。1988 年提供更多多元
化的課程，繼有臨床遺傳學，基礎產科護理等等。及至 90 年代初，開始注重母乳餵哺，增�
設母乳哺飼的基本知識課程 ; 此外，還舉辦兒童生長與發展、新生兒急救課程、連續性胎心
跳率及宮縮圖課程、母親心理健康等，內容更廣泛。踏入 2000 年，再加入中醫知識課程、
產科健體球的運動班、嬰兒按摩工作坊 ; 除此以外，更從英國引進生產時用的按摩方法 (LK 

Childbirth Massage)，以推廣非藥物性鎮痛方法，課程內容非常充實。

從英國引入生產時用的按摩方法
(LK Childbirth Massage)

香港助產士會成立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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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課程，於 1999 年與中文大學合辦 "The 1st Hong Kong Midwifery Conference" 研討
會暨工作坊。2006 起，周年大會上，隔年同時舉辦學術會議。學術講座外，於 2000 年與香
港婦產科學會一同出版期刊 "Journal of Gyneacology, Obstetrics and Midwifery"。

帶領香港助產士與國際接軌
為提高香港助產士在國際上之地位，本會

於 1970 年成為國際助產士聯合會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Midwives, ICM) 的成員協會之一，
讓本地同業�增加與國際之間學術組織進行交流的
機會，藉以提升香港助產士的專業水平。

於 1972 年，當年會長胡慕清女士首次代表本會
出席在美國華盛頓舉辦的國際助產士聯合會 (ICM)

會議，繼後每 3 年本會均有代表出席 ICM 的委員
會會議 (Council meeting)。

於 1978 年，本會共有 8 位助產士參加在以色列
耶路撒冷舉行第 18 屆 ICM 學術會議。更在 1981

年於英國布萊頓 (Brighton) 舉行的第 19 屆 ICM 學術會議上，共有 14 位助產士參加，胡慕清
女士在該會議上作專題演講。1983 年黃龍杏玲女士負責編寫香港產科實習歷史，文章編印
在東南亞太平洋產科小冊子上，於 1984 年 ICM 會議期間派發。

2001 年與中文大學合辦 
The 2nd Hong Kong Midwifery Conference

2011 年山頂步行活動目的是
使公眾對助產士的認知

2014 年及 2017 年國際助產士聯合會 (ICM) 會議後的分享會

胡慕清女士於 1972 年參加
國際助產士聯合會 (ICM) 會議的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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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平洋區 ICM 於 1985 年 10 月 24-27 日
在印尼耶加達舉行第 1 屆西太平洋區會議，
本會代表被選為該會秘書，並負起與西太平
洋各國聯絡之任務。第 21 屆國際助產士會會
議於 1987 年 8 月 23-28 日在荷蘭海牙舉行，
黃龍杏玲女士被推選為西太平洋區主席。於
1989 年 7 月 1-2 日在香港首次舉辦第 2 屆西
太平洋區 ICM 會議，海外報名人數踴躍，會
議圓滿成功。自 1999 年參加會議後，本會皆
會安排交流分享會與同業。

1981 年於英國布萊頓 (Brighton)
舉行 ICM 會議

印尼耶加達舉行第 1 屆
西太平洋區 ICM 會議與代表的合照

1989 年首次在香港舉辦第 2 屆西太平洋區
ICM 會議的開幕典禮

歷屆 ICM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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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 2003 年 11 月 27-28 日主辦第 7 屆亞太區 ICM 助產學研討會，雖經非典型肺炎一
役肆虐洗禮， 但在同業鼎力支持及協助下，反應熱烈，仍大獲好評，得以圓滿進行，同時
提升香港助產士在國際上的專業地位。

2003 年於香港舉辦第 7 屆亞太區 ICM 助產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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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香港助產士會仍稱為香港護士產科士聯會時，並沒有會址，只在堅道設有辦事處，以便
處理書信往來，召開委員會議亦需輾轉向各醫院借用地方，甚至在委員家中舉行。

當時，聯會曾向政府尋求撥地興建會址，但費用昂貴，難以負擔。於是議決自置物業作為
會址，隨即積極籌措款項，遂於 1958 年，置入希雲街三個小單位，其中一個單位作為會址，
其餘兩個單位則出租用作投資和維持會務經費。

籌款表演

1988 年海聯大廈會址開幕

香港助產士會會址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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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牌匾

直至 70 年代後期，隨著會務日益發展，希雲街會址地方不敷應用，各委員有見及此，萌
生另覓新會址的籌措。於 1986 年，有意購置海聯大廈 13 樓 D1 室，惟售價遠超本會財力所
能負擔，經委員們慎重考慮，議決以籌款形式籌募足夠資金支付；並成立籌募小組，由當年
司庫傅潔瑩女士為籌務主席，文保蓮女士為召集人，成員包括：區德齡女士、文慧堅女士、
李凌波女士、廖雪梅女士及眾委員等。自此傅潔瑩女士及區德齡女士身負重任，努力募捐，
短短數月便籌得超過百萬港元的款項！並於 1986 年底購置上址作為新會所之用。是次籌款
除深蒙利榮達先生慷慨捐助外，還獲多位醫生、社會賢達、廠商同業等鼎力襄助。經委員會
開會議決，為使後人知悉此事，會址落成後，將慷慨解囊的人士姓名永誌銅匾之上，以彰高
義。

此後，適值會址隔鄰 D2 單位有意出售，傅潔瑩女士建議再斥資購置該單位，擴大會址以
便推動學術講座。惟以當時本會財務狀況，要同時支付兩單位樓價，實難兼併；於是，各委
員又奮起募捐行動，以補不足之數，遂於 1988 年 1 月，成功購入 D2 單位，得以擴張會址。

然而雖成功購入上述兩單位，但所籌款項卻已用罄，並沒有餘力進行裝修；傅潔瑩女士又
再次請求利先生幫助，荷蒙利先生仁風義厚，仗義一力擔承支付全數裝修費用。

香港助產士會會址從無到有，深蒙各位前輩、善心人士鼎力支持，發展到今天大家才有如
此舒適寬敞的地方，我輩應努力令會務蒸蒸日上，使助產士的服務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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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保蓮女士 ( 任期 : 1988-2001)
Ms Manbo Man

迄今任期最長會長

文女士憶述當日甫從助產士畢業，經助產士學校校長
胡慕清女士 (Ms Ivy Woo) 推介便參加當年助產士會周年大
會，因而認識了助產士會其他的骨幹人物前輩黃龍杏玲女
士 (Mrs Ruth Wong)、王麗生女士 (Ms Moyna Wong) 及劉
歡團女士，讓她對專業認識擴闊許多。後經胡女士引薦
下，於 1978 年加入助產士會成為委員；更自 1988 年被推
選為本會會長，長達 13 年，是迄今任期最長的會長。

修訂條例發展專業

文女士成為助產士會會長後，亦同時擔任多屆助產士管理局委員會主席，
有 9 年 之 久； 期 間 與 Ms Rose Chen (Principal Nursing Officer, Medical & Health 

Department) 及多位成員，有鑑當年助產士管理委員會條例有部份未能配合專業需
要，於是坐言起行，在架構與考試制度等重大事務上作出修訂，此舉對助產士專
業發展影響深遠。

香港助產士會近 30年之會長專訪 (1988-2018)

學術交流擴闊視野

文女士憶述首次參加 ICM 學術會議是在 1978 年於以色列舉行，當時正值以色
列立國 30 周年之慶，可是仍然戰事連連，文女士稱能身歷其境固然震撼，但更
令她讚嘆的是會議有數千位來自不同國家的助產士互相分享經驗，會場內的影音

2003 年北京交流攝於人民大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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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助產士會近 30年之會長專訪 (1988-2018)

設備，有多種語言即時傳譯、螢幕很闊大與現時用的 LED 螢幕相似。其後又參觀
了特拉維夫 (Tel Aviv) 醫院及產房，驚訝 40 年前已經有先進的科技和儀器。因此，
文女士深明必須鼓勵同業去不同地方觀摩，增廣見聞以擴闊國際視野，對助產士
專業發展有重要的俾益。因此，當她接任王麗生女士出任本會會長時，同時亦承
接黃女士先前所爭取到 ICM 亞太區學術會議之舉辦權，遂於 1989 年在香港第一
次舉辦亞太區 ICM 學術會議，並取得空前成功。

培育後輩關心會務

文女士一向以培育後輩為己任，積極提倡助產士不但出席此等國際學術會議作
交流，更建議本會設立學術獎勵計劃，鼓勵會員參與研討會發表，或作海報發表。
文女士雖於 2001 年卸下會長重任，但仍然擔任本會委員，關心本會各項大小會
務，尤其對投資項目甚有遠見，對本會財務能有穩健增長，實在功不可沒。

對助產士服務期望

因現今社會家庭結構改變，文女士期望助產士服務要更加落地，人手上可作適
切改善，並要推廣至社區。她更鼓勵同業多增進知識、技巧和改進溝通方法，融
會貫通。此外，醫生是我們親密的合作夥伴，和我們攜手，與爸爸媽媽在懷孕、
分娩及育嬰之道上同行，令其旅程安全愉快是我們的責任。她強調只要用心做每
件事情，便會得到他人的尊重。

2000 年周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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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玉娟教授 BBS ( 任期 : 2001-2005, 2007-2014)
Professor Sylvia Fung

專業發展與國際接軌

馮教授於 1989 年成為助產士會委員，更分別於
2001-2005 及 2007-2014 年度成為本會會長，達 11 年之
久。馮教授致力推動助產士專業化，及積極參與國際
性學術發展。她憶述與委員團隊成功為香港取得 2003

年亞太區 ICM 學術會議之舉辦權，但當時正值非典型
肺炎 (SARS) 一役過後，百廢待興之時，馮教授沒有半
點躊躇，果斷決定迎難而上，結果是次學術會議非常
成功，更在會議上率先發表了 ICM 對「預防第三產程
出血」的立場聲明，獲得各方認同與讚許。然而本會
早於 1989 年，首次舉辦亞太區 ICM 學術會議，甚獲好
評，馮教授更是該次會議的大會司儀。因此，她謙稱
她是承接兩位前輩，黃龍杏玲會長與王麗生會長之步伐，希望透過助產士會推動
更多同業參與 ICM 的活動及參加 ICM 舉辦每 3 年一次的國際學術會議，讓同業
可以到各地交流，使香港助產專業得到國際認同和走在世界的前沿。馮教授更成
功獲選為 ICM (2008-2011) 亞太地區代表暨董事會成員，帶領及支持亞洲地區 ( 例
如越南、中國大陸 ) 的助產發展，以及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亞太區會議，實是香
港助產士的榮譽。

維護助產士獨立自主

馮教授稱助產士會在助產
士管理局具一定影響力，她表
示香港是很前衛、具前瞻性，
有獨立的助產士管理局。早
在 1910 年香港已有助產士註
冊 條 例 (Midwives Registration 

Ordinance)，源遠流長。後來
此條例更修訂列明助產士管理
局必須有三名助產士會提名

的代表，大大提高助產士會參與該局制定不同範疇政策之機會，致使助產士會在
香港助產士的發展上有著很重要的角色，亦同時促進香港助產專業發展的獨立自
主，例如制訂了香港助產士的核心才能、助產士教育課程準則、助產士專業操守
及實務守則、助產士手冊、註冊後產科教育計劃等等。

1989 年於香港舉辦第 2 屆
西太平洋區會議擔任司儀

2003 年於香港舉辦第 7 屆 ICM 亞太區
助產學研討會致送記念品與主禮嘉賓

22



對助產士會的寄望

面對香港人出生數字下降，加上缺乏修讀助產士課程的吸引力，以致註冊助產
士人數逐年遞減，目前持有效執業證明書之註冊助產士大概 4,000 左右，但實際
在公私營醫院產科服務的卻少於 2,000 人，新入行的助產士數目也未如理想，難
以維持及發展助產士主導 (Midwife-led Care) 以家庭及婦女為中心的模式。若要維
持自我監管機制，助產士會必須自強不息，無論是在本地或海外，都要展示我們
的專業才能及對社會有貢獻，這樣，政府及公眾人士才會接納我們意見，對我們
的自我監管的能力有信心。 馮教授寄語我們應堅守作為助產士會的一份子，承傳
前輩們無私為專業貢獻的崇高理念，為後人留下美好足跡，積極帶動及栽培年青
人成為我們的接班人，使他們成為未來的領袖。

馮教授語重深長重申助產士會肩負重任，要在社會政策上配合推動助產士的發
展，為我們專業發聲，向政府和醫療體制裡的管理層傳達信息，向公眾提供有佐
益的活動，以拓展助產士的角色及加強助產士對孕產婦和家人的專業關顧。在提
升助產士專業才能方面，馮教授寄語助產士會與香港助產士學院彼此合作，相輔
相承，共同在專業培訓教育及科研上，繼續發光發熱，相得益彰。

出席 WHO 西太平洋會議並發表「孕產婦安全」宣言

23



岑素圓女士 ( 任期 : 2005-2007)
Ms Alice Sham

參與助產士註冊後產科教育計劃

岑女士於 2002 年加入助產士會擔任委員，並於 2005 年成
為會長之時，即擔任助產士管理局主席。出任助產士局主席
期間，參與助產士局「助產士註冊後產科教育計劃」 (Post-

registration Education in Midwifery (PEM) Scheme) 的推行。

注重助產士專業發展

事實上，岑女士早於 90 年代便加入香港助產士會，而岑女士第一次參加亞太區 ICM

學術會議，是在 1999 年於菲律賓舉行，以往只是委員們參加，少有會員出席的。自
此岑女士甚注重助產士專業發展，她曾擔任本會教育組組長一職多年，甚至當她完成
會長一職後，仍致力推廣專業培訓工作，並積極聯繫海外助產學專家，如英國的教授
Professor Paul Lewis 來香港，舉辦 "Advancing Clinical Practice in Midwifery"。同時她又共
同推動母乳餵哺，和引入健體球在產科上的應用 (Birth Ball)；難怪岑女士對助產士會的
期望，是持續教學。

SARS 後成功舉辦亞太區 ICM 國際學術會議

在助產士會令岑女士最深刻印象要算
是 2003 年 SARS 後，立即籌備舉辦亞太
區 ICM 國際學術會議，由於時間緊迫，
又要兼顧財政開支，但經各方努力，終
得成功，獲許多其他國家的與會者之讚
賞。

2011 年 AGM 暨學術會議

2005 年周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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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任期自 2002 年改為兩年制， 而委員則四年改選一次 **

年度 會長

2018 - 2020 李麗賢

2014 - 2018 李麗賢

2007 - 2014 馮玉娟

2005 - 2007 岑素圓

2001 - 2005 馮玉娟

1988 - 2001 文保蓮

1986 - 1988 王麗生

1985 - 1986 李凌波

1982 - 1985 胡慕清

1981 - 1982 王麗生

1980 - 1981 黃璇玉

1979 - 1980 談月明

1977 - 1979 胡慕清

1974 - 1977 黃龍杏玲

1973 - 1974 談月明

1972 - 1973 胡慕清

1971 - 1972 王麗生

1970 - 1971 馮潔媛

1969 - 1970 黃龍杏玲

1967 - 1969 陳可慰

歷屆會長 ( 由 1967 迄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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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助產士會大事年表

周年大會│ 1972

我們的盛事
於 1967 年 7 月 24 日「香港護士產科士聯會」註冊成為有限公司，為了要參與國際助產士

組織，經議決，贊成易名，遂於 1969 年正名為「香港助產士會」。

踏入 2018 年，便是助產士會的 51 周年之慶，每年的周年大會，除了匯報及回顧過去一年
的大小事宜外，亦是同業互相交流聯誼的平台。自 2015 年開始，於周年大會期間同時舉行
學術會議，邀請不同專業分享交流。

香港助產士會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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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助產士會大事年表

周年大會│ 1974-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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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助產士會大事年表

周年大會│ 1980-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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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助產士會大事年表

周年大會│ 1983-1986

29



香港助產士會大事年表

周年大會│ 1987-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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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助產士會大事年表

周年大會│ 1990-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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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助產士會大事年表

周年大會│ 1993-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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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助產士會大事年表

周年大會│ 1997-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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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助產士會大事年表

周年大會│ 200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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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助產士會大事年表

周年大會│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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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助產士會大事年表

周年大會│ 200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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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助產士會大事年表

周年大會│ 200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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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助產士會大事年表

周年大會│ 200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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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助產士會大事年表

周年大會│ 2011-2012

39



香港助產士會大事年表

周年大會│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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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助產士會大事年表

周年大會│ 2014

41



香港助產士會大事年表

周年大會│ 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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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助產士會大事年表

周年大會│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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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助產士會大事年表

海聯大廈會址開幕

我們的會址

相信大家都曾經到過我們的會所上課，地方不算大，可仍稱得上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你
知否這會所是何時購入？

原來在 1986 年 8 月 12 日購置海聯大廈 13 樓 D1 單位，直至 1988 年 1 月再購入 D2 單位，
兩個單位打通就成為今天的會所。我們衷心感謝當年會長及委員們努力募捐，利榮達先生及
多位醫生、社會賢達捐出巨款作為購置新會所之基金，才有現時舒適的地方作不同的活動與
交流。

44



香港助產士會大事年表

1970 年 成為國際助產士聯合會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Midwives, ICM) 的成員
協會之一

1975 年 邀請本會出席 Council meeting

1985 年
10 月 24-27 日

在印尼耶加達舉行第 1 屆西太平洋區會議，王麗生副會長及黃龍杏玲女士代
表出席。本會被選為該會秘書之職，並負起與西太平洋各國聯絡之責任。

1987 年
8 月 23-28 日

第 21 屆國際助產士聯合會會議於在荷蘭海牙舉行時，黃龍杏玲女士被推選
為西太平洋區主席。

1995 年
6 月 7-9 日

於在日本琦玉縣舉辦第 4 屆國際助產士聯合會太平洋區會議，大會主題是︰
The Core of Midwifery Practice，委員周慧梅女士代表本會在大會匯報香港情
況 (Country Report)。

2009 年 9 月 馮玉娟會長於 2009 年 9 月參加 WHO 西
太平洋會議並發表「孕產婦安全」宣言

2009 年
11 月 19-22 日

於委員侯慧莉女士及吳惠英女士代表本會
參加在印度舉行之 ICM 會議，並負責工
作坊。

2010 年 3 月 馮玉娟會長獲邀赴孟加拉代表 ICM主講︰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2010 年
4 月 21-23 日

協助 ICM 為期 3 天之 Regulation 

Committee 會議，由委員吳惠英女士代表
本會出席會議

2011 年
2 月 21-24 日

馮玉娟會長赴泰國曼谷參與世界衛生組織舉辦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 論壇。

2011 年
6 月 11-13 日

馮玉娟會長前赴南非 Durban 參與年度 ICM 董事會
會議。

2013 年
5 月 25 日

馮玉娟會長代表本會往馬來西亞出席 ICM Regional 

Meeting

2017 年
6 月 14 日

李麗賢會長代表本會往多倫多 ICM Council Meeting

2005 年 ICM 理事會議

2017 年 ICM 理事會議

2008 年 ICM 理事會議

歷屆會長出席 ICM 成員協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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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助產士會大事年表

我們的驕傲

在 1987 年荷蘭海牙 ICM 會議時，黃龍杏玲女士申請主辦第 2 屆西太平洋區 ICM 會議。
正如接受我們訪問的周慧梅女士說，雖然我們沒有經驗，不過我們會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於 1989 年 7 月 1-2 日，在香港首次舉辦第 2 屆西太平洋區 ICM 會議，海外報名人數踴躍，
香港同業亦不遑多讓，會議圓滿成功。

1989 年第 2 屆西太平洋區 ICM 會議在
香港舉行主禮嘉賓合照

1989 年第 2 屆西太平洋區 ICM
會議部份籌委會委員會

2003 年正值非典型肺炎，能否舉辦國際會議也成疑問，不過我們仍於 2003 年 11 月 27-28

日主辦第 7 屆國亞太區 ICM 會議，準備時間雖然不多，但在同業鼎力支持及協助下，得以
圓滿進行。

2003 年第 7 屆亞太區 ICM 助產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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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助產士會大事年表

我們的足跡

曾參加其他的交流活動

1984
6 月 16 日
黃龍杏玲女士、馬瑰儀女士及文保蓮女士出席廣州學術交流

1998
3 月 22 - 29 日
組團往北京學術交流，前往北京協和醫院、三 0 一軍醫醫院、陸軍醫院、中日友
好醫院、北京護士學校等參觀及學術交流，共 45 人參加，成績滿意。

2012
10 月 26 - 28 日
杭州師範大學舉辦之「第 7 屆正
常生育與分娩國際研討會」

2013
11 月 29 - 30 日
東莞交流團，兩地助產士作學術
交流，為慶祝國際助產士節而舉
行的活動。

2015
7 月 20 - 22 日
亞太區 ICM 會議已於日本橫濱舉行，本會協助同業安排
行程，並贊助一位助產士在會上作學術演講。

1998 年北京學術交流

2012 年出席杭州舉辦的學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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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助產士會大事年表

1972

10 月 28 - 11 月 3 日
第 16 屆 ICM 本會首次由會長胡慕清代
表出席在美國華盛頓舉辦的會議，之後
每 3 年舉辦一次的會議，我們會派代表
及組織同業一同參與。

1975

6 月 21 - 27 日
第 17 屆 ICM
研討會在瑞士
舉行大會

1978

9 月 3 - 8 日
第 18 屆 ICM 研
討會在以色列耶
路撒冷舉行

1993

5 月 9 - 14 日
第 23 屆 ICM 研討會在加拿大溫
哥華舉行，大會主題是 "Midwives: 
Hear the Heartbeat of the Future"

1996

5 月 26 - 31 日
第 24 屆 ICM 研討會在挪威奧斯陸舉
行，大會主題是 "The Art and Science of 
Midwifery Gives Birth to a Better Future"

1999

5 月 22 - 27 日
第 25 屆 ICM 研討會在
菲律賓馬尼拉舉行

2002

4 月 14 - 18 日
第 26 屆 ICM
研討會在奧地
利維也納舉行

2005

7 月 24 - 28 日
第 27 屆 ICM 研討會在
澳洲布里斯本舉行

2008

2005 年參加澳洲布尼里斯本
ICM 學術會議

1999 年參加菲律賓馬尼拉 ICM
學術會議

第 28 屆 ICM 研討會在
英國格拉哥斯舉行

2008 年參加英國格拉斯歌
ICM 學術會議

我們的足跡

同業出席 ICM 學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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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助產士會大事年表

1981

9 月 13 - 18 日
第 19 屆 ICM 研討會在英國布萊頓
(Brighton) 舉行，主題是 "Our Challenge 
Promotion of Life"。胡慕清女士代表專題
演講、題目是 Counselling for Health。

1984

9 月 1 - 7 日
第 20 屆 ICM 研討會在澳洲
雪梨 (Sydney) 舉行，黃龍杏
玲女士及馬瑰儀女士代表香
港在會議上演說

1987

8 月 23 - 28 日
第 21 屆 ICM 研討會在荷蘭海牙舉行，黃龍杏
玲女士代表本會出席演講，講題是 "Problems and 
Practice of Midwifer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1990

10 月 7 - 12 日
第 22 屆 ICM 研討
會在日本神戶舉行
主題是 "A Midwife's 
Gift – Love Skill and 
Knowledge"

2011

6 月 19 - 23 日
第 29 屆 ICM 研討會在
南非德班舉行

2014

6 月 1 - 5 日
第 30 屆 ICM 研討會
在捷克布拉格舉行

2017
6 月 18 - 22 日
第 31 屆 ICM 研討會在加拿大
多倫多舉行

你未必能親身到現場參
與，不過我們回港後，會舉
辦分享會，將知識、資訊及
所見所聞與大家分享。

2011 年參加南非德班
ICM 學術會議

2017 年參加加拿大多倫多
ICM 學術會議

1990 年參加日本神戶
ICM 學術會議

2014 年參加捷克布拉格
ICM 學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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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助產士會大事年表

1999
與香港中文大學合辦第 1 屆助產學研討會，
主題為「助產學的藝術與科學 — 生育婦女的
心理照顧」及工作坊。

2001
與香港中文大學合辦第 2 屆助產學研討會，主題為「助產學的藝術與科學 — 邁向
優質護理」及工作坊。

2010
9 月 25 日
香港醫學歷史博物館開幕之產科展覽，其
中展出有歷史價值之儀器物品及文獻照
片。本會協助組織助產士訪問，包括有劉
歡團女士及其姊劉歡顏女士 ( 劉十二姑 )
所開設的留產所為當年的典範。

2011

4 月 9 日
於 荃 灣 地 鐵 站， 參 與「Hong Kong 
Academy of Nursing」舉辦之健康嘉年華，
向市民宣傳健康訊息。

4 月 30 日
為慶祝國際助產士節與 HA Midwifery 
Committee 合辦步行活動，於太平山頂舉
行，參與者共百多人。大會更設有標語
設計比賽，以讚揚助產士的工作。

2017
7 月
參與由國際女西醫協會主辦的
Western Pacific Regional Conference 
of Medical Wo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而香港助產士會參
與協辦

2010 年出席醫學博物館開幕活動

2011 年參與健康嘉年華，
向市民宣傳健康訊息。

1999 年與中文大學辦 
The 1st Hong Kong Midwifery Conference

2017 年參與協辦學術會議

我們的參與

2000
與香港婦產科學會 (The Obstetrical and Gynaecological Society of Hong Kong) 聯合出
版之「香港婦產助產科雜誌」，創刊號於 2000 年 10 月面世，香港助產士會一直
參與編審工作，至今已 18 年，最新一期為 7 月份出版的第 18 期。

50



香港助產士會大事年表

我們的學術講座

每年最少會舉辦 4 次至 6 次不同議題的學
術講座，此外，會因應社會變遷而推出不同的
課程，例如︰成立之初需求因殷切的英文班；
在出生率高企的時代，與家庭計劃指導會合辦
的深造課程班；在 80 年代初，管理學深造班
曾經是晉升必讀課程。其他包括有高危妊娠疾
病、遺傳學課程、產科學上的超音波應用、人
工輔導生育課程等等。另外，關於婦女健康方
面，有婦科疾病和婦科護理講座亦不時舉辦。

早在 90 年代初期，我們已經關注婦女精神
健康的狀況，先後舉辦了應用在助產科及兒科的心理輔導、哀傷輔導、產後抑鬱的新發展、
精神疾患與產科護理、「安撫病人情緒及面對傳媒的技巧」課程、應用於產科學上的輔導技
巧和產後抑鬱症研討會等。

在產科工作不能不熟悉的連續性胎心跳率及宮縮圖課程，是我們經常舉行的課程。與助
產士息息相關的嬰幼兒的護理，曾與兒科合辦課程，例如︰兒童生長與發展、兒科課程重溫
班，及有關嬰兒正在接受深設治療的父母的心輔導課程等等。而新生兒急救復甦證書課程於 
2004 、2009 、2010 及 2011 年均有舉辦。

從 1981 年起產科重溫班每年都舉辦，迄今已是第 37屆，我們希望每位助產士畢業 5 年後，
每五年都會再參加，目的是讓助產士有進修、更新及重溫產科課程。講師有醫生、護士學校
老師、資深助產士、也有律師，原來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都曾經為我們講課。

中醫課程是近年同業喜歡的課程之一，包括
有中醫藥對產科的影響及臨床應用、產後抑鬱 -
中醫藥之處理、美容健體的中藥與食療及穴位
自療法、孕產婦的食療與穴位的認識和認識體
質及辨証飲食。

80 年代舉辦的親子課程，如嬰兒按摩工作
坊、親子工作坊—幼兒的行為及青少年的行
為、親子工作坊—孩子前途在你手︰幫助孩子
做人處事的成功基礎。此外 2014-2016 年都開
辦了一些提升助產士領導才能及管理課程及訓
練班等。

除了照顧助產士同業外，自 1988 年起每年為護士提供基礎產科知識的基礎產科班，使護
士們對產科有更多瞭解，亦可應用於日常工作中。

 

學術講座

CTG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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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理念

助產士是婦女生產過程中不能缺少的支持者，因此，我們提倡自然分娩和推廣母乳餵哺。

母乳餵哺方面
90 年代初期，母乳餵哺仍未被廣泛的推動，

我們已經開始舉辦課程為同業們提供相關的知
識和技巧，由母乳哺飼基本知識到母乳哺飼進
修及產後的支援均有涉獵，成為以後推廣母乳
餵哺的先行者。

於 1992 至 1994 年多次參與母嬰健康協會主
辦之母乳哺飼研討會、母乳哺飼工作坊及其他
有關推動母乳哺飼的活動。 Childbirth Massage 課程

產科健體球運動班

推動自然分娩
分娩過程中，能夠減輕宮縮引起的痛是其中一大課題，早於 2003 年已邀請物理治療師

為我們教授產科健體球的運動，作為一種非藥物性減痛方法。到 2011 年更邀請英國助產士
Linda Kimber 舉辦 "Basic Courses for Childbirth Massage"，利用按摩及呼吸的方法，幫助孕產
舒緩分娩痛楚。

除了 "Basic Course for Childbirth Massage" 和 "Trainer Course" 為已學習基本知識的學員，教
授指導孕婦及其伴侶分娩按摩的方法；而 "Postnatal Course" 指導學員在產後期間進行母嬰按
摩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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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社會責任

1990
應無線電視「香港早晨」之邀請出席接受訪問有關新生嬰兒
之基本護理，由黃穗媛女士代表出席

1999
4 月 19 日
獲再培訓局邀請，協助培訓家務助理員有關育嬰常識

2002
舉辦課程給�予公眾︰嬰兒培育講座

2004
在 4 月開始，在雜誌編寫與產科及兒科知識有關的稿件，向孕產婦推廣教育，提
供懷孕、分娩、產後及育嬰知識，每月編寫一篇，協調各產科醫院提供稿件，時
間長達三年之久。

2007
公眾課程︰專業陪月服務訓練課程、
產前講座課程—準父母學堂

2015
與香港兒科護士學會聯合宣傳及推廣母乳
餵哺活動，於 7 月及 8 月在新城電台及香
港電台接受訪問，宣傳及推廣母乳餵哺

安排 10 位助產士義工，於 7 月參與「兒童
全方位學習博覽會」，主持教育講座，以
推廣產科知識及有關服務。

2017

2018

在國際助產士節舉辦活動及講座予公眾，
以提升公眾對助產士的認識

在國際母乳餵哺週舉辨活動及講座予公
眾，推廣母乳餵哺

於國際母乳餵哺週，舉辦活動及講
座，推廣母乳餵哺

接受新城電台訪問推廣及宣傳母乳餵哺

舉辦公眾講座，推廣母乳餵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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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具有意義的活動

2003
邀請 Professor Paul Lewis 主講
"Advancing Clinical Practice in Midwifery"

2015
• 徵文比賽—為慶祝國際助產士節活動

• 擬定 2015-2020 策略計劃，訂定未來五年的發展方向

• 更新網頁，會員可從中知悉各活動及本會最新動向

2016
舉辦攝影比賽，內容與母乳餵哺有關的照片，分享助產士在照顧母
嬰時的溫馨時刻。

我們的會員特別大會

當在會務有重要事件要通過時，會召開會員特別大會，曾於 1987 年及 2004 年在周年大會
時，通過更新會章內容。另外，在 2012 年 2 月 13 日召開特別會員大會，目的是為支持香港
助產士學院有限公司的成立，會員贊成以免息貸款借出十萬元給其作成立營運費用，需於五
年內分期清還貸款，還款完成。

攝影比賽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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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過往，計劃未來是我們的責任，因著過
往前輩們的努力不懈，建立助產士會的穩固根
基，凝聚助產士的力量團結起來，積極推動助
產士的專業教育 !

面對未來的挑戰，助產士會責無旁貸，自當
全力以赴。

可朝以下三方面發展 :

一 . 邁向國際化的專業研究

專業教育方面︰

除基本每月的講座外，亦要關注助產專業發展之所需，提供適切講座及課程 ; 並留意
國際助產業發展的方向，帶動香港的助產士向前邁進。為擴闊香港助產士的視野，
本會將會繼續積極推動助產士參與國際交流，以增長見識，並進行專業考察研究。

二 . 邁向服務前瞻性的開拓

公眾教育推廣方面︰

本會除發揮助產士應有的職份，讓婦女們經歷在懷孕、生產分娩、產後期有平安的
過程及難忘的回憶外，更要與時並進，以家庭為核心理念。因此，在未來的日子，
會更積極推廣相關活動，例如母乳哺飼、對自然分娩的認識，產程期間非藥物性鎮
痛方法等，好讓社會公眾人士，尤其婦女與其家庭成員，對懷孕與分娩期的身心歷
程有進深認識 ，給予孕產婦適當的支持。同時推出更多元化的前瞻性活動，包括建
立新任父母身心靈全人成長課程及活動，俾能使其在愛與知識上雙管齊下迎接和養
育他們的新一代。

三 . 邁向社會群體的先導

政策方面︰

期盼能凝集助產士的意見，再透過我們專業的影響力，向有關政府部門反映及提出
建議，以助制定政策，履行社會責任，推進助產業的長遠發展。

我們的明天

會
眾
共
稱
揚

士
氣
益
高
昂

產
科
專
業
強

助
母
嬰
安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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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資料提供 傅潔瑩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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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 贊育醫院
 廣華醫院婦產科
 
香港助產士會歷史小組

主席 李麗賢博士
成員 袁秀琼女士、劉歡團女士、吳親緣女士、
 戴倩明女士、饒寶蘭女士、鄧佩玲女士、張莉女士

( 由左至右 )
第一行 : 吳親緣女士、李麗賢博士、袁秀琼女士

第二行 : 戴倩明女士、劉歡團女士、饒寶蘭女士、鄧佩玲女士、張莉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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