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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近年來由於坐月子飲食的商業化，飲食禁忌與規範被廣泛渲染，常為產

婦營養不均衡與產後肥胖的原因。本研究在探索坐月子飲食各項禁忌與

規範的原因，並以營養學與食品衛生安全角度進行討論，同時瞭解產婦

在產褥期的生理變化與營養需求，於傳統思維與現代觀點間取得平衡

點，可作為營養介入重點與衛教材料，使產婦達到良好營養狀態。 

摘要

(英) 

Due to the dietary service of Doing-the-Month being commercialized, dietary 

taboos and dietary norm playing up extensively in recent years, they are usually 

the reasons of nutritional imbalance or postpartum obesity for parturient.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review research was exploring the reasons of dietary taboos 



and dietary norm on the dietary of Doing-the-Month in terms of nutrition and food 

hygiene. At the same time, we tried to understand parturient physical changes and 

nutrition requirements during postpartum, in order to balance between traditional 

thinking and modern scientific view. They can be regarded as nutritional 

intervention focal points and dietary education contents to make parturient women 

attain good nutritional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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