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陪月員每次服務一個家庭， 
雖然一般只有個多月， 

但因貼身照顧，關係緊密， 
彼此的感情很多時親如家人。

第一代陪月員惠英，從事陪月工作逾 12 年， 
照料超過 100 名產後媽媽和初生寶寶， 

笑言自己兒孫滿堂， 
在言談間流露出一份滿足感！

「看見媽媽產後復元得好，寶寶又長得 
肥肥白白，我就最開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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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月員服務成為香港近年的新興行業，
市場需求十分殷切。惠英無意中坐上

了頭班車，成為香港第一代陪月員。惠英回
想道：「十多年前女兒剛剛升中學，我希望
出來工作，不想百無聊賴，碰巧見到循道衛
理觀塘社會服務處（循道衛理）的「母嬰康
逸社」開班培訓陪月員，便去報讀。當時香
港面對工廠北移，很多中年婦女失業，而
陪月服務當時並不普遍，便抱著試一試的
心態去讀。」惠英當時約四十歲，一直主責
照顧家庭，只是偶然去做兼職收銀、家務
助理等，算起來陪月員是她第一份正職。

循道衛理統籌主任鄧彩虹女士（Rainbow）
由構思、開展到推動「母嬰康逸社」，	
一直全情投入。她說「母嬰康逸社」早於
1999 年已萌牙，當時眼見本地的中年基層
婦女學歷不高，工作經驗亦不多，難以找到
工作；然而，她們有豐富的「湊仔」經驗，

社會上卻又越來越多核心家庭，年輕父母
能得到家庭的支援相對較少，很多時都面
對湊仔困難。於是她想到利用中年婦女的
生育經驗和湊仔專長，搖身變為陪月員，這	
樣既可為她們提供就業及貢獻社會的出
路，又能對核心家庭的產後媽媽和初生嬰
兒提供支援，紓緩新成員對家庭所帶來的
壓力，幫助婦女產後得到適切的照顧。

Rainbow 坦言當時外界對陪月員工作
比較陌生，在培訓完第一期的學員後，
要把服務推展開去並不容易，她說：
「我和惠英及其他第一期的學員，便
去母嬰健康院、婦科診所、醫院去貼海
報、放單張，曾碰過不少釘子，多次遭
到拒絕；我們也試過在街上派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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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效果都不理想。」Rainbow 表示，當
時所舉辦的培訓班缺乏資源，課程內	
容、師資都未成熟發展，甚至連她自己也	
要親自上場做導師。其後，她想到申請
基金以建立社會資本的策略推動陪月工
作，因體會到陪月不單是一項貼心的助人
服務，更重要是一個關係和網絡建立的	
過程。除了陪月員與個別家庭建立的關係
外，專業人士提供的跨界別支援，令陪月
員有更豐富、全面的知識去照顧產婦及嬰
兒，她相信網絡的力量令陪月服務能夠成
功推展。

有心人跨界別合作
Rainbow 笑著回想：「在 2003 年，『母嬰
康逸社』婦女及社區互助網絡計劃在基金
的資助下正式誕生，有更充足的資源作宣
傳、成立網頁，基金又安排傳媒訪問，讓	
社會大眾逐漸認識陪月員這行業。」陪月服
務，其實是一個很專業的服務，當中需要有

豐厚的知識，能結合跨專業的力量是其中
一個成功關鍵因素。她說：「計劃成功連結
兒科和婦科的醫生擔任顧問，又邀請到中
醫師、社工、心理學家、母乳餵哺專家等參
與培訓學員。回想起來，整個結網過程可
說相當順利，很多時那些專業人士聽完我
介紹計劃後都一口答應，可見社會其實真
的很多有心人。」計劃發展至 2004 年，累
積了良好的口碑，服務預約已應接不暇。

首先加入成為計劃顧問的兒科醫生趙長
城，是 Rainbow 和孩子的家庭醫生。她
說留意到趙醫生一向參與很多公職，而且
是兒科專家，便冒眛向他提出邀請。趙醫
生回想當時和Rainbow一拍即合的原因：
「我時常替嬰兒看病，發現很多媽媽都缺
乏照顧嬰兒的常識，所以一直想把這方面
的知識，以及照顧產後媽媽應注意的事
項，讓更多人認識。但是，我眼見坊間舉
行的講座及培訓，甚少接觸到基層，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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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Rainbow 向我介紹此計劃時，我認為
可以締造雪球效應，經由陪月員把知識傳
授給不同階層的市民，回應到社會需要。」
同時，趙醫生也很認同計劃幫助婦女利用
自身專長，重投人力市場的理念，認為可
以幫助婦女重拾自信及建立滿足感，亦有
助解決當時「沙士」造成的就業困難。

在計劃初期，趙醫生就培訓課程的內容、
學員的挑選、網頁的設計都參與其中。趙
醫生說參與培訓的婦女給他留下很好的
印象：「她們的學習態度很好，充滿熱誠，
上課時很互動。」趙醫生看見今天「母嬰康
逸社」的運作已上軌道，婦女又當家作主，
實在感到欣慰，他坦言自身工作十分忙碌，
加上早兩年健康出現問題，也曾想過抽身
而退，但見計劃成果良好，達到了他幫助
中年婦女就業及傳遞育兒知識的理想，於
是便又產生了一股動力令他繼續擔任計劃
的義務顧問。

趙醫生謙虛地說：「其實在這個跨界別的
協作過程中，我自己也有所得益，例如從
中醫師那裡學到湯水保健；從臨床心理學
家那裡，又令我學到更多嬰兒腦部發展的
知識，使我作為兒科醫生視野更廣濶。計
劃亦令我體會到，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互
相合作、學習，擦出的火花能令整個社會
也受惠呢！」

支援網絡建立歸屬感
回想第一次正式當陪月，惠英不諱言心情
很緊張，始終工作經驗少，又要去陌生人
的家，所以有點怯場。她笑著憶述初出道
的烏龍事：「第一次替人家煲薑水，只知道
下薑皮，不懂用煲湯袋盛著，煲好時發現
薑皮全浮在水面，我唯有硬著頭皮用湯勺
把薑皮撈走，真的感到很難為情。」惠英

陪月是種貼心的服務，
只要用心去做，僱主 

就會信任你，大家相處
融洽感情就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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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檢討，必須多累積臨場經驗，要懂得
即時應變、多汲取別人的心得。「現在的
學員比我們幸福多了，因上課時有前輩分
享經驗；又有『大師姐』配對制度，有師姐
指點，我們以前則靠自己摸索呢！」

Rainbow 補充說，陪月員若在工作時遇
到什麼突發問題，中心會嘗試提供即時支
援。「有一次，一個寶寶的痰液色澤較古
怪，陪月員不懂解答媽媽的疑問，便打回
中心，我立即請教趙醫生，化解了那位陪
月員當下的難題。」她笑說自己在計劃初
期「24 小時 on-call」，以便隨時解答陪月
員的難題。她滿足地分享經他們培訓的陪
月員流失率低，乃基於支援網絡所發揮的
力量：「由於我們的陪月員得到專業人士
的支持，加上每次完成陪月服務，我們都
會收集僱主的評價，再與陪月員一起檢討
可以改善之處，令她們不斷增值；而一班
陪月員往往與所服務的僱主感情都很要
好，陪月員之間亦經常交流經驗，互訴工
作煩惱，互相支持，甚至一齊上跳舞班或
組團外遊，加強了她們的歸屬感。」

惠英開心地說，第一任僱主至今仍和她
保持聯絡，久不久便把女兒的相片電郵給	
她。「當年的小女嬰現已唸中學了！雖然見
面不多，但我們會偶爾互相問候，這些關係
十分難得，非能以金錢衡量。做陪月時對
方感激你幫忙，在十多年後大家仍是朋友，
你說多開心！」很多僱主都有和惠英保持
聯絡，還會一起上茶樓聚舊！惠英視這些
關係為一種工作肯定，證明她本著助人的
心去做陪月，得到僱主的欣賞，她分享道：	
「至今我已照料過108個初生寶寶，我的
心得其實很簡單：陪月是種貼心的服務，只
要用心去做，僱主就會信任你，大家相處
融洽感情就會好。」Rainbow笑說：「惠英
那種語調溫柔、做事細心、對
小寶寶充滿愛心的『好媽
媽』特質，最令父母感到
安心，也是她成為金牌陪
月的天賦條件。」

陪月的工作有趣又能幫助人， 
很有意義，自己又能發揮所長， 

滿足感很大。香港很多雙職媽媽， 
放完產假就要工作，這段期間有 

足夠休息至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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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陪月經驗
十二年陪月生涯，惠英最難忘的是在沙士
期間照顧一對孖女：「那次真的好像打仗
一樣，因為同時照顧兩個初生寶寶本來就
已很忙碌，加上孖女出生時體重太輕，要
特別小心照顧。更糟糕的是由於沙士，那
位媽媽的親人都盡量避免來探訪，怕帶來
細菌感染寶寶；碰巧她丈夫又在威爾斯親
王醫院當醫生，下班後要隔離，不能回家，
形成那位媽媽要孤軍作戰。我唯有白天盡
量做好所有工作，讓她充份休息，晚上才
有精神獨力照顧兩個寶寶！」惠英一口氣
說來，令人感受到當時的緊張氣氛，那亦
是她的陪月生涯中最艱苦的一次。

談到最感動的經歷是陪伴一位新任媽媽
走出產後抑鬱的困局。惠英回想道：「那位
媽媽的寶寶，膊頭上長有血管瘤，令她很憂
心，到處去打探哪兒有好的兒科醫生。有一

天，她獨個兒呆呆坐著，我問她怎麼了？她
跟我說：『英姐，我不想見BB』，我問她是
否不夠休息，她說不是，然後便哭了起來！
我想她可能得了產後抑鬱症，便嘗試和她
聊天，了解她何以不開心。」原來這位媽媽
除了擔心寶寶，又因少了時間陪丈夫而感到
內疚，情緒很低落，更有幾天吃不下東西。
惠英安慰她說現今醫學昌明，寶寶一定能
醫好；同時又請她丈夫多開解她，爭取時間
相處，並叫她的媽媽多點和她聊天，慢慢地
看見她的心情好轉。惠英這兩個例子讓人
看到，陪月是一份充滿人情味的工作，少一
點對人的關心和愛心也不能把工作做好！

受訪時惠英正為李太做陪月。這次已是李
太的第三胎，亦是惠英第三度照顧李太的
初生寶寶！李太說：「惠英第一次的工作表
現實在太好，很幫得手，之後我一知道有
喜，就立刻跟惠英預約！」本身是專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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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李太，坦言「湊仔難過返工」，表示從
惠英身上學懂許多照顧幼兒的技巧。「我
第一胎時比較緊張，但惠英令我很放心，
寶寶有什麼『奇難雜症』，她都能處理得
妥妥當當，並會耐心向我解釋每一個步
驟。我最佩服她的細心和耐性，可以設法
讓寶寶把奶喝光，而我卻往往餵剩一、兩
安士就放棄。」李太坦言視惠英如家人，
並曾推介過給很多親戚朋友。「有她在，
我和丈夫就有多點時間陪大仔和二女，甚
至和他們外出，交託惠英獨自在家照顧寶
寶，因為我們對她絕對信任！」

永不言休  培育陪月新力軍
當了十二年陪月員，惠英仍然樂在其中。	
「陪月的工作有趣又能幫助人，很有意義，
自己又能發揮所長，滿足感很大。香港很
多雙職媽媽，放完產假就要工作，這段期

間有足夠休息至為重要。教導新手媽媽照
顧寶寶的正確方法，令她們不會手忙腳亂，
對媽媽和寶寶都有莫大好處。」她亦很感
激家人的支持：「最初丈夫有微言，因他返
早班，我當了陪月後無法弄晚飯給他吃，
令他有點不快。後來陸續有家庭把寶寶的
相片送給我，我便給他和女兒看，他們都
覺得好可愛，感受到我工作的價值，又見
我做得開心，就沒抗拒了！我亦作了些配
合，例如預先弄好餸菜、煲湯，回家很快
便煮好一頓飯，他們亦幫我做一些簡單的
家務，總算是兩邊都兼顧得到。」

惠英不諱言陪月工作需長時間站立，去街
市買餸菜又多又重，身體已出現勞損，但
她堅持只要身體還撐得住，都想繼續做	
下去！Rainbow 也說察覺資深陪月員隨著
年紀漸長，浮現勞損問題，所以正積極籌備
發展資深陪月指導員。她說：「一旦她們撐
不住而退休，寶貴的經驗會隨之流失，對
我們和社會都是損失。未來，我希望幫助
最早期的陪月員逐步退下來，加以另一些
培訓，轉化她們為導師，集中指導新的陪月
員、主講講座，甚至接班管理層的工作。」

自我提升  未來再新挑戰
於2011年，母嬰康逸社正式成立「母嬰康
逸協會有限公司」，由一班婦女當家作主，
自務運作，而機構則擔當顧問角色。惠英
目前是「母嬰康逸協會有限公司」其中一個
非受薪董事，工餘還得抽時間回中心開會，
雖辛苦但卻很投入，希望和一班姐妹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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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公司搞好。她滿足地說：「從沒想過可以
由一個『小師奶』走到這一步，好像發現了
一個新的自己！身邊的朋友都說我改變了
很多，變得開心及積極！」Rainbow 也說	
惠英從前害羞寡言，但現在接受訪問或做
導師都表現得信心十足，說話流暢。

事實上，很多婦女完成培訓後做陪月，都
有這種正向的轉變，重新肯定自己的價值。
這點亦令 Rainbow 感到很欣慰，證明當
初開拓陪月市場，確實有助婦女發揮所長、
自我提升，亦達到凹凸互補，讓婦女與新
手父母達至雙贏的效果。Rainbow	留意
到近年坊間不少機構均提供陪月服務，但

質素參差，作為行業的先驅，她堅守陪月
並非一門生意，而是關係和網絡的建立。
「有不少機構向我們取經，我們會樂意分
享。前兩年澳門明愛更專誠來訪，汲取我
們的經驗和意見，現在已在那邊開展了服
務。我們的資深陪月員，早前便過去和他
們的學員分享面試技巧、陪月經驗。」她相
信無私分享可令更多人受惠：「目前我們
大部份客人都是中產人士，但『母嬰康逸
協會有限公司』希望取之社會，用之社會，
未來將抽撥一些資源，為基層人士義務提
供陪月服務，或上門講解基本照顧嬰兒技	
巧，令他們有能力自己照顧嬰兒，與更多人
分享助人自助的喜悅。」

計劃 BOX

「母嬰康逸社」婦女及社區互助網絡計劃

計劃由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於 2003 年起推行，旨在幫助一群失業、缺
乏工作經驗的中年婦女充能，運用中年婦女的豐富「湊仔」經驗，協助新紮媽
媽渡過因缺乏生育經驗，和產後出現的情緒問題及面對初生嬰兒的手足無措
感。計劃產生凹凸互補的效果，達到互助互惠的目標，並有效地連結社會不
同界別的專業人士協助培訓婦女，令她們的能力及自信得以提升。2008 年，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再獲基金撥款，推展「幼兒康逸社」計劃，利用發
展陪月服務的成功經驗推行褓母服務，以應對核心家庭另一種育兒的需要，
同時培訓婦女成為多元智能褓母，擴濶她們的工種，協助更多婦女重投就業	
市場。

由於生意穩定，「母嬰康逸社」自2010 年 10月正式成立「母嬰康逸協會有限公	
司」，脫離循道衛理自務運作，在社會資本豐厚的基礎下，成為少數能成功脫離
社福機構自立的社會企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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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傳媒人，1992 年香港十大傑出
青年，2005 年香港傑出義工。

感想	｜	車淑梅

我想如果當年沒有母親在旁，我作為新丁媽媽肯定手忙腳亂。母
親每天為我端上熱茶熱飯，為 BB 餵奶洗澡。過關了！我又想如
果他日自己當祖母，我會懂嗎？我只懂「掃風」！幸好，坊間出現
了「母嬰康逸社」，訓練了一批又一批摩登陪月專家。

如果 2003 年沒有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的資助，讓「母嬰康逸社」
招聘資深導師、聯絡婦科和兒科醫生做顧問、製作網頁廣泛宣	
傳，這班有心人還可以大顯身手，服務這麼多有急切需要的新丁
媽咪嗎？

有惠英這樣用心和有經驗的陪月員，	
受惠家庭自然無後顧之憂，踢走產後抑
鬱，新成員使家變得更圓滿。

恭喜惠英照顧超過 108 個嬰兒，可謂
兒孫滿堂；也祝福母嬰康逸協會開枝散	
葉，迎接千千萬萬健康精靈的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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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父母可能喜用嬰兒車， 
其實揹帶令寶寶更有安全感，一點也不過時。 

一班中年婦女發揮育兒經驗，成為優質陪月員，
如揹帶一樣令寶寶和媽媽都感到貼心、安心， 

成為媽媽的好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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