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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產後護理和照顧初生嬰兒的服務
提供產後護理和照顧初生嬰兒的服務，
，新媽媽及家
新媽媽及家
中外傭亦可從中學習照顧嬰兒的技巧
中外傭亦可從中學習照顧嬰兒的技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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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陪月服務？

員首月薪金10%至30%作訂金。部分公司

在產後（傳統上稱為「坐月」期）
，產

或機構訂明若僱主在僱用期前終止合約，

婦在生理和心理等各方面會出現變化，需

該訂金將用作終止合約給予員工的補償；

要適當的照顧和調節。為了讓產婦減輕照

如沒有提早終止合約，訂金將在陪月員薪

顧新生兒的工作量和壓力從而得到充分的

金中扣回。

休息，陪月服務便應運而生。

僱主居住的地區偏遠，有些公司或機構規

作內容視乎僱主的要求，可與陪月員協商

定僱主需向陪月員支付全費或半費的車資

訂明：

津貼。

1. 產前服務：預備入院後的膳食、代

2. 產後服務：照顧初生嬰兒、產婦產
後護理、預備產婦日常膳食和調理身體的

服務收費

在休息日工作，部分公司或機構訂明僱主
需支付加班費，每小時由$60至$70，最少兩
小時起計算。
7. 薑醋附加費：如僱主需陪月員在基

按合約規定，向被更換的陪月員支付薪酬

本工作項目外代煲薑醋，僱主需付額外工

及/或代通知金，而更換次數按個別公司或

資$100至$500（每煲薑醋計，不包括材料

機構而定，亦要看能否在短時間內覓到符

費）
。

合條件的陪月員。

提供陪月中介服務的有僱傭公司、家

8. 勞工保險：部分提供陪月中介服務

居服務中心、護理服務中心和社會服務機

的公司或機構，收費已包括陪月員的勞工

構。聘用收費如下：

保險；部分則只安排購買或提供保險機構

1. 介紹費或佣金：一般私營中介公司

償保險。

6. 超時工資：如陪月員超時工作或需

食療、籌備十二朝及滿月、陪往母嬰健康院
覆診、教授育嬰知識和心得。

為陪月員購買工傷補

5. 車資津貼：如陪月員需跨區工作或

陪月服務大致分為兩部分，實際的工

煲薑醋、預備產後所需用品

為保障雙方，僱主應

的資料，由僱主自行替陪月員購買。

法定假期
雖然僱主一般只需要1至3個月的陪
月服務，但根據《僱傭條例》
，所有僱員（包

需收取相等於陪月員首月薪金的1 5 % 至

9. 意頭利是：部分公司、機構要求僱

括家務助理或陪月員）
，不論服務年資的長

20%作介紹費或佣金；由社會服務機構提

主在陪月員開工首日派開工利是，及/或在

短，均享有法定假期。如僱員在緊接法定假

供的陪月員轉介服務則不收取此項費用。

嬰兒滿月或工作完結日再給另一封利是。

期日之前已按連續性合約受僱滿3個月，更

2.「指定陪月員」附加費：陪月中介服

部分公司或機構稱意頭利是的金額隨意，

可享有假日薪酬。而有些公司或機構更特

亦有部分稱依照「行規」每封利是$500。

別訂明，每年農曆年初一至初三，陪月員可

務通常以配對方式提供：僱主提出陪月員

享有薪假期，若僱主要求陪月員於該段期

須符合的條件，例如工作經驗、願意留宿或
喜歡寵物等，服務公司或機構便按照僱主

可否更換？

的要求，安排合適的陪月員供甄選。若僱主

有中介公司或機構表示在陪月員開

心目中早有人選，在申請時指定要某陪月

工的首3至7天內，僱主若有不滿，可安排更

員，公司或機構可能要收取附加費，金額由

換陪月員，不另收佣金或介紹費，但僱主需

間工作，需付雙倍工資。

需要參加強積金計劃嗎？
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如以

$500或$1,000起。
3. 陪月員工資：薪金多以月計，工作
時間分半日、全日或留宿，每星期工作5至6
天。視乎陪月員的經驗、聘用時間長短和工
作內容，若每星期工作6天計，每天：
◆

8小時：月薪約由$8,000至$12,000；

◆

10小時：月薪約由$10,000至$14,000；

◆

留宿：月薪約由$14,000至$20,000。
4. 訂金：僱用期一般由1至3個月，僱

主在與陪月員簽署僱傭合約時，需付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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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僱主羅太：
生第二胎後僱用陪月員 面試考驗育嬰知識
羅太一直聘有外傭，由於外傭只懂做家務，沒有太多照顧嬰兒的經驗，故
她今年初分娩第二胎後，透過社會服務機構的轉介，僱用了一位陪月員，為期一
個月，希望在「坐月」期間陪月員為她烹調合適的補品調養身體，協助照顧剛出
生的幼子，以及教授家中外傭照顧幼子的技巧。羅太與陪月員協議每星期工作
6天，每天4小時，月薪$4,000。羅太的甄選準則， 重陪月員的資歷和經驗，由於
已是第二胎，她在面試時列舉了一些嬰兒可能會出現的情況，測試陪月員照顧
嬰兒的知識，並向陪月員提問有關產後調理身體的食療和菜單。
心得：與第一胎沒有聘請陪月員比較，羅太表示今次分娩後聘用了陪月
員，確實有些幫助，但認為現時陪月員的行業沒有規範性，聘用陪月員時最重要
看相關的經驗，而行內所謂「吃香」的陪月員亦主要靠親友的口碑。

僱主Connie：
陪月員讓新媽媽得到充分休息
Connie第一次當媽媽，由於缺乏育嬰經驗，但不想已屆高齡的媽媽太操勞，

一旦簽署僱傭合約，僱傭雙方便須遵照合約履行雙
方的責任。

故於去年底分娩後，在朋友的介紹下，聘用了朋友曾僱用的陪月員，僱用期一個
半月。Connie的陪月員每星期工作6天，每天7小時，月薪$8,000，主要負責替
Connie預備膳食和調養身體的補品，協助照顧嬰兒和教授Connie育嬰的知識。

私人名義聘請，並於僱主住所內工作的家

Connie表示這是她第一胎，什麼也不曉得，故與陪月員面試時沒有刻意發問問

務僱員：包括外傭、家務助理和陪月員，不

題，主要憑感覺，以閒談的方式看雙方能否溝通，相處得來。

論是全職或兼職、工資多寡和僱用多久，可

心得：Connie知道市面有些中介公司提供陪月服務，但認為只單方面聽信

獲豁免參加強積金計劃。

中介分司的推介，未必完全可信，故她聘請陪月員主要靠口碑，僱用朋友曾聘用
的陪月員令她較放心。Connie稱產後有陪月員協助，讓她能充分休息。

培訓與資歷
僱員再培訓局定期開辦陪月員訓練

陪月員黃太：
揀陪月員首重經驗 最好由相熟親友介紹

課程，很多社會服務機構、社區服務中心甚
至私營機構亦有開辦相關課程，訓練時數

黃太很喜歡小朋友，本身亦有兩名子女，入行前曾任家務助理，當陪月員

由廿多小時至超過80小時，培訓內容一般

至今已有5年。在過往經驗中，較難忘是照顧一對孖胎，因體質較孱弱及經常嘔

包括陪月護理、產婦「坐月」食療和傳統習

奶，需要特別多的照顧，在她悉心照料下，該對原本不足2公斤的孖生寶貝，一個

俗、初生嬰兒護理技巧、產前準備和產後護

月後體重已上升至3.5公斤。黃太本身雖有不少照顧嬰孩的經驗，但為了增值和

理等，完成培訓並獲發證書的陪月員，可獲

增加工作機會，在兩年多前報讀了陪月訓練課程，她指課程雖然較公式化，但某

安排陪月服務轉介。

些內容對她卻有幫助，例如處理產婦產後情緒不穩的技巧。

然而市面提供陪月服務的陪月員不

心得：黃太建議僱主選擇陪月員最重要是經驗，亦要合眼緣，最好由相熟

一定曾修讀陪月訓練課程，有業內人士表

親友介紹，宜多見幾個陪月員才作決定。而作為陪月員，與僱主有良好的溝通相

示，一些經驗較多的陪月員，例如7年甚至

當重要，時刻要保持正面的態度，亦要不時增值，吸收新的知識。

10年以上，她們提供陪月服務多年，本身已
累積相當的經驗，未必會為獲取證書而報讀
相關課程，因此，僱主在聘用陪月員時，可同
時考慮陪月員的經驗和前僱主的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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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麼是「坐月」
？
「坐月」是中國婦女在生產過後休息調養身心的習俗，時間約一個月，故稱「坐月」
。

2. 什麼是「惡露」
？
惡露是在嬰兒出生後，從子宮排出的新陳代謝物。惡露一般於第一周的量較多，且顏色較鮮紅，及後逐漸減少，顏
色漸轉成淡紅色和白色。惡露乾淨的時間因人而異，通常需時2至6星期。傳統上產婦應於排清惡露後，才開始正式進補。

3.「坐月」期間不可沐浴、洗頭？
在早期物質生活條件較差的狀況下，並無清潔的自來水可用，如果產婦在「坐月」期間用不潔的水沐浴，傷口可
能會受到感染。再者早期的浴室設備多較簡陋，洗頭後不易立即擦乾，所以

涼的機會大增。但在現今社會，只要在沐

浴後立即用大毛巾抹乾身體，洗頭後立即抹乾和用風筒吹乾頭髮，便不用太擔心。至於剖腹分娩或在生產時出現併發
症的產婦，只要醫生認為情況許可，一樣可以沐浴和洗頭，以保持個人

生。其實產婦藉 「坐月」的機會，可以調養好

身體，對個人和家庭亦有好處。雖然外國普遍沒有「坐月」的觀念，但外國有研究指如果產婦在產後沒有妥善的照顧，
體質較難恢復；因此，儘管中西文化背景不同，對於產婦在產後要多休息、補充營養、避免感染等原則是一致的。

4. 何謂「十二朝」
？
傳統上親友只可在產婦產後第12日，始可到訪探望產婦、嬰兒及開始派薑醋，原因是產婦在產後需要充分的休息，
減少走動，加快傷口的癒合。此外，有些家庭會在十二朝進行拜祭祖先儀式或按其家鄉習俗舉行儀式。

5. 何謂「滿月」
？
嬰兒出生滿一個月稱為「滿月」
，傳統上在滿月當日，有些家庭會在家中拜祭祖先，並為嬰兒舉行剃頭禮（部分家
庭會在十二朝舉行）
，希望將來孩子的頭髮長得更茂密，之後會以紅雞蛋、酸子薑、薑醋等分贈給親朋，有些亦會為嬰兒
設彌月宴款待親友。

聘用陪月員注意事項
1. 及早安排：建議最少在預產期前3

4. 母乳餵哺：如計劃以母乳餵哺嬰
兒，最好聘請在這方面有經驗的陪月員。

個月或知道預產期後開始物色陪月員和預

5. 履歷：索取陪月員的履歷表，例如

訂服務，一些在行內較「出名」或資歷深的

曾接受的訓練、技能認證、從事陪月員的經

陪月員可能需提早至產期前6個月預約。

驗和前僱主推薦信等，可要求聯絡前僱主，

2. 口碑：選擇服務公司時，可參考親
友的經驗、推介和口碑。

查詢陪月員以往的工作表現。

和完工日期、工作時間、服務內容、薪金、超
時工作和額外工作的工資計算、假期、法定
假期、試用期、通知期、代通知金和提早終
止合約的安排等。
9. 勞工保險：
《僱員補償條例》規定所
有僱主必須為其僱員（包括全職或兼職僱

6. 面試：面試時可詢問陪月員對嬰兒

員）投購工傷補償保險，以承擔其根據該條

3. 工作重點：陪月員的工作包括照顧

護理和照顧產婦的認識，亦可預先擬定問

例及普通法就僱員因工受傷而要負的法律

產後的母親和新生嬰兒，僱主在登記陪月員

題作測試，例如自然分娩和剖腹分娩調理

責任。為保障雙方，僱主應為陪月員購買勞

轉介服務時，須考慮兩者工作上的比重和側

的宜忌、是否懂得烹調四時燉品等。

工保險。市面有專為本地或鐘點家傭而設

重點，讓陪月員能清晰知道僱主的期望和需

7. 試工：查詢是否可要求陪月員以試

的保險計劃，而部分提供陪月服務的中介

要，避免不必要的誤會。有些僱主可能期望

工形式提供服務，若滿意才簽署僱傭合約

公司或社會服務機構亦可安排購買單次、

陪月員能兼顧其他家務工作，事實上陪月員

正式聘用。

兩星期、一個月或二個月的勞工保險。

和家務助理屬不同專業，兩者不宜混淆，否
則可能影響陪月員的正常發揮和表現。

8. 合約：須簽署僱傭合約，列明雙方
的權責，內容應包括僱傭雙方的姓名、開工

10. 溝通：聘請後，必須與陪月員好好
溝通，雙方建立良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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