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機關對於網路販賣母乳之管理原則指引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5 月 18 日發布

一、 背景說明
以母乳哺育是餵養嬰兒的最佳選擇，可提供營養、促
進健康、預防疾病及提昇免疫力，因此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等先進國家積極推廣母乳哺
育。近年來，有民眾透過網路共享或出售母乳，由於供應
者的疾病史、母乳收集方式或儲存條件等資訊不明，可能
導致母乳存在諸如病原性生物、藥物或其他化學物質等，
而有潛在健康風險，因此，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加拿大
衛生部、日本厚生勞働省、北美母乳庫協會(Human Milk
Banking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 HMBANA)及歐洲母
乳庫協會(European Milk Banking Association, EMBA)等均
發表聲明，建議不要透過私人或網路取得母乳哺育嬰兒。
二、 國際管理現況
世界衛生組織、美國、加拿大、日本及歐盟等雖尚無
明文禁止販賣母乳，但均認為從網路或私人取得之母乳，
其供應者之健康史、母乳收集方式及儲存條件等訊息不
明，可能存在病原體或藥物等而有健康風險，因此發表聲
明或警訊，提醒民眾不要以網路或私人取得之母乳哺育嬰
兒。
(一) 世界衛生組織
為增進嬰幼兒健康及營養，積極推廣母乳哺育，訂有
改善母乳哺育習慣等相關指引，並設定 114 年(西元 2025
年) 6 個月以下嬰兒純母乳哺育率之全球目標值為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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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無有關販賣母乳之規範。
(二) 美國
美國聯邦法規(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CFR)尚無
有關母乳之定義與規範，僅在 CFR Title 21 Part 1270.3(j)(5)
(Human tissue intended for

「移植用人體組織

transplantation)」中，針對「人體組織」之定義排除母乳2。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並未監管母乳或母乳庫，但建議
不要透過私人或網路取得母乳來哺育嬰兒，因為供應者不
太可能進行充分的傳染病或污染風險篩檢，亦不可能採用
可減少對嬰兒可能的安全風險方式來收集、處理、測試或
儲存母乳。如果決定以嬰兒母親以外的母乳餵養嬰兒，則
應僅選用經過捐贈者篩選且有採取確保母乳安全性預防
措施之來源3。
(三) 加拿大
108 年(西元 2019 年)6 月 5 日加拿大衛生部發布「回
收及安全警訊 (Recalls and safety alerts)」，提醒食用來自
網路或私人交易之未加工母乳具有潛在健康風險，因為供
應者之病史不明，且母乳未經過檢測，可能傳遞藥物或病
毒(如 HIV 病毒)，另外母乳收集、儲存或處理方式不當，
亦有變質或遭細菌或病毒污染之風險。而母奶銀行是獲取
安全捐贈母乳的唯一途徑，建議對於母乳哺育有疑問或考
慮使用母親以外的捐贈母乳時，諮詢醫療保健專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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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條5，不得含有有毒或有害物質、不得在不衛生的條件下
製造、調配、包裝或貯存等規定6。
(四) 日本
104 年(西元 2015 年)7 月 3 日厚生勞働省發布警訊，
提醒有關網路交易母乳之風險，認為從網路取得之母乳，
其供應者之健康史、集乳方式、儲存條件等訊息不明，可
能存在病原體或藥物等，而危害嬰兒健康7。
(五) 歐盟
103 年 ( 西 元 2014 年 )12 月 舉 行 之 「 Competent
Authorities on Substances of Human Origin Expert Group」8
中，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明確說明母乳屬歐
盟運作條約(The Treaty of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第 168(4) 條 款 中 定 義 之 「 Substances of Human
Origin」
，故該條款可作為未來訂定母乳相關品質及安全標
準之法律依據。另歐盟執委會補充說明，尚無規劃訂定母
乳之品質安全標準，僅會訂定相關指引，因此在 2019 年
出版之「Guide to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tissues and cells
for human application, 4th Edition」9，新增第 33 章「Breast
Milk」提供有關母乳之捐贈者評估、檢驗、處理、保存等
品質與安全指引，會員國仍可在其國家立法架構下建立相
關品質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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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西元 2015 年)1 月，歐洲母乳庫協會與北美母
乳庫協會合作發表聲明，強烈反對透過網路購買或共享母
乳，因為未經過篩檢之母乳會對嬰兒構成健康風險，並減
少母乳庫對於早產兒等嬰幼兒之母乳供應來源10。
三、 我國相關管理法規之適用性
(一)傳染病防治法11
傳染病防治法第 4 條及第 46 條分別規定：「本法所
稱傳染病檢體，指採自傳染病病人、疑似傳染病病人或接
觸者之體液、分泌物、排泄物與其他可能具傳染性物
品。」
、
「傳染病檢體之採檢、檢驗與報告、確定及消毒，
應採行下列方式：一、採檢：傳染病檢體，由醫師採檢為
原則；接觸者檢體，由醫師或其他醫事人員採檢；環境等
檢體，由醫事人員或經採檢相關訓練之人員採
檢。……」
，從而其關於體液與檢體之規範可能適用於母
乳，惟如供應者並未罹患法定傳染病，或僅罹患法定傳染
病以外之疾病，則縱母乳有其他危害人體健康之危險，亦
無涉及傳染病防治法之規定。
(二)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第 3 條第 1 款規
定：「食品:指供人飲食或咀嚼之物品及其原料。」，就法
律文義之最大可能範圍而言，食安法所稱「食品」似可能
包含「母乳」在內。惟查，食安法第 1 條明定之立法目的
為：「為管理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維護國民健康，特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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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法。」
，復分別規定「食品安全風險管理」、「食品業
者衛生管理」
、
「食品衛生管理」
、
「食品標示及廣告管理」
、
「食品輸入管理」、
「食品檢驗」以及「食品查核及管制」
各章，可知食安法之立法目的，乃係以衛生管理與稽查之
角度出發，如事實上不能或不適宜依食安法之相關規定予
以衛生稽查或管理者，即非屬食安法所規範之範疇。
母乳因係屬體液，其品質及安全與母親之身體健康、
用藥情形及母乳保存條件有關。有關母親健康及用藥等事
宜，無法使用食安法進行管理，且食安法中有關食品製造
場所之衛生稽查及取締等事宜，亦不適用於母乳。
前述立場，前行政院衛生署業以 97 年 9 月 25 日衛署
食字第 0970040189 號函：「『母乳』因係人體體液之一部
分，且牽涉人體感染性疾病管制等，非由可供衛生稽查之
食品製造有關場所所生產，非屬食品衛生管理法可規範之
範疇。」12及 100 年 12 月 5 日署授食字第 1000079528 號
函：「母乳雖為體液，惟其一旦成為交易之對象，則屬消
費者保護法所規範之『商品』，從而有消費者保護法相關
規定之適用，故若母乳之販賣有損害消費者生命、身體、
健康或財產之虞，自得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33 條之規定進
行調查，並視調查結果依同法第 36 條予以適當之處置。」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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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 2 條規定：「本法所用
名詞定義如下：一、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
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二、企業經營者：指以設計、生
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三、消
費關係：指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
法律關係。……」，準此，母乳一旦成為交易之對象，則
屬消保法所規範之「商品」，從而有消保法相關規定之適
用。
消保法第 33 條規定：
「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認為企
業經營者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有損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
康或財產之虞者，應即進行調查。於調查完成後，得公開
其經過及結果。」；第 36 條規定：「直轄市或縣 (市) 政
府對於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經第三十三條之調
查，認為確有損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或確
有損害之虞者，應命其限期改善、回收或銷燬，必要時並
得命企業經營者立即停止該商品之設計、生產、製造、加
工、輸入、經銷或服務之提供，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
第 38 條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亦得為前五條
規定之措施。」；第 57 條規定：「企業經營者規避、妨礙
或拒絕主管機關依第十七條第六項、第三十三條或第三十
八條規定所為之調查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準此，如中央主管機關、直
轄市或縣 (市) 政府認販賣之母乳有損害消費者生命、身
體、健康或財產之虞，自得依前揭規定進行調查，並視調
查結果予以適當之處分。
另，前揭消保法規定之適用，以「企業經營者」亦
即「以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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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者」為前提，如有販賣母乳以營利之行為，該行為人
即足認定為消保法所定義之企業經營者，且因其將母乳作
為商品販賣，而有「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15之適用。
四、 管理原則
母乳之品質及安全與母親之身體健康、用藥情形及母
乳儲存等條件有關，參照先進國家之聲明，不建議民眾以
網路或私人交易母乳，以免涉及相關管理規定，說明如下：
(一) 母乳屬人體體液，如牽涉人體傳染性疾病，則涉及傳
染病防治法相關規定。
(二) 母乳一旦成為交易對象，則屬消保法規範之「商品」。
如販賣之母乳有損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
之虞，主管機關得依消保法第 33 條之規定進行調查，
並視調查結果依同法第 36 條予以適當處置。
(三) 如於網路販賣者，另有「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
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適用。
五、 結語
母乳係屬體液，其品質及安全與母親之身體健康、用
藥情形及母乳儲存條件有關，私人販賣未經衛生安全管制
之母乳，因為供應者之疾病史不明，且母乳未經過檢測，
可能傳遞藥物或病毒(如 HIV 病毒)，另外母乳收集、儲存
或處理方式不當，亦有變質或遭細菌或病毒污染之風險，
主管機關得依消保法相關規定，予以調查處置。
如果因醫療或是其他原因無法完全哺乳時，建議諮詢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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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科醫師，以安全方式哺育。千萬不要購買來路不明，未
經消毒、檢驗的母乳，可能有潛在的風險，傷害嬰兒健康。
如果有特殊需求之嬰兒（例如早產兒與病童）
，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已補助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衛生福利
部台中醫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等 3 個母乳
庫，接受全國各地的母親無償捐贈母乳，只要經醫師開立
處方箋提出申請需要，可提供安全的母乳給予使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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