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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專題

測試樣本
測試樣本包括27款聲稱能減肥纖體

或有相關作用的健康食品，產品型態包括

膠囊、丸、片、梅、飲品、茶包及茶葉。

測試項目
測 試 樣 本 的 類 化 合 物

（Anthraquinones）含量百分比，包括蘆薈大

黃素（A l o e - e m o d i n ）、大黃酚

（Chrysophanol）、大黃素（Emodin）、大黃素

甲醚（Physcion）、大黃酸（Rhein）及番瀉

（Sennosides）。

測試結果
測試的膠囊、丸、片及梅樣本，按含量

百分比、樣本重量及標籤建議的最高服用

量，計算服用者在按照標籤說明的情況下，

一天最多可能透過服用有關樣本攝入多少

。

以每天最高服用量計，不同的丸、膠

囊或片樣本所提供的 量相距最多可達

30倍，由1.35毫克至41.2毫克不等。

唯一屬梅類產品（#17）的樣本，由於

是天然產物，重量差異很大，本會曾向供應

商查詢，該公司表示產品重量會因季節及

生產的農場不同而有差異。測試共量度了

瘦身減肥成風，因應這個市

場，有各式各樣的產品推出，聲稱

服食了能幫助減肥纖體的健康食

品是其中一種。這些產品不少含

具有輕瀉作用的 衍生物，藉

以增加排便及減少體內水分。本

會測試了多款減肥纖體健康食

品，比較所含的 分量，並向專

家諮詢服用時要注意的事項。

熱門纖體食品

飲食習慣方面，以前不喜

歡食菜，現在盡量多吃一

點，因為多食蔬菜皮膚會

靚，也鍾意食生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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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粒去核樣本的平均重量，再按標籤建議

「每次1粒⋯⋯一天1-2次」的服用量，用測

試取得的平均數值計算，每天最高可攝入

153毫克 ，不過實際攝入量會視乎梅的

大小而定，數值僅供參考。

至於減肥茶，測試結果顯示每包樣本

所含的 分量，由1.37毫克至66毫克不

等，由於減肥茶的服用方法是飲用以水沖

泡後的茶湯，而非把所有茶的物料吞下，實

際攝入的 分量會較測試檢出的為低，

此外，茶中 量亦因沖泡情況而異，影響

的因素包括時間及水溫等，因此沒有計算

每日 攝入量。

標籤資料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藥物教育資源

中心教育總監崔俊明指出，孕婦及餵哺母

乳的婦女不宜服用 。而《中華人民共和

國藥典》亦指出，孕婦服用大黃及番瀉葉必

須謹慎。

約7成的樣本均有字眼提醒孕婦不宜

服用或需諮詢醫生意見，但仍有小部分樣

本表示絕無副作用或全無警告字句。

對人體的效用及影響
香港中文大學東華三院社區學院中醫

藥及醫療保健學院院長梁榮能教授表示，每

天最高攝取 成分約30到100毫克能有

效起到通便作用，若服用的劑量過高，可能

會引起腹痛、嘔心、電解質不平衡等副作用。

藥劑師崔俊明指出，就算 劑量不

高，服用期亦不應逾兩星期，因長期或不當

服食 會導致依賴和腸道蠕動緩慢，消

費者應注意連續服用了多久。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趙中振教

授則指出，中藥單一成分不等於中藥配方的

整體作用，一般來說，中藥配伍得當，可以增

強療效，減低毒副作用，但要通過臨床驗

證。香港中文大學東華三院社區學院中醫

藥及醫療保健學院中醫講師楊明霞醫師也

表示，若中藥的配伍得宜，現代醫學所指的

毒副作用都可成為治療的作用。中醫重視

辨證論治，即因應患者的體質來進行治療。

本會認為，消費者擬服用的減肥纖體

產品如含中藥，宜先諮詢中醫藥專業人士

的意見，瞭解自己的體質是否適合服用，並

須查詢產品配方能否減低副作用及其他須

注意的事項。而供應商亦應在標籤上加上

適當警告字句。

m i k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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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運動對身體好，夏天會游

水，打羽毛球，也想試一試跑

步和做瑜珈，最怕去健身室做

運動，一個人的話會很沉悶。

各方專家的詳細意見
本會就服用含 產品對人體的影

響，請教了𦋐生署及多位中西醫藥的專家。

𦋐生署意見

𦋐生署指出，含 的中藥材如大

黃、何首烏、虎杖、決明子、蘆薈、番瀉葉等，

大多具有瀉下通便作用，可用於緩解便祕。

這些中藥材不屬於《中醫藥條例》附表1的

毒性中藥。一般的建議服用量應根據每味

藥材在文獻資料的記載，如《中華人民共和

國藥典》中大黃的每日用量為3-30克。

楊愛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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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產品名稱
聲稱
來源地
[1]

每盒
零售價
[2]

每盒粒數
或

每盒包數
標籤成分 標籤建議每天服用量

每粒
重量
(克)
[3]

註

表一：纖體減肥丸、膠囊、片、梅的 含量測試結果

瘦身教館 - 強化消腩丸
Advanced Belly Cut

盈養草消脂配方
Vital Green Vita-CM Multiherb for
Burning Fat

華順收腹降脂減肥丸
Wah Shun Keep Fit, Reduce Fat Capsules

瘦身物語強效消腩配方 - 全身專用配方
S-Shape I

易速纖
extrim

御藥堂瘦身金燕配方
Royal Medic Golden Nesting and
Slimming Formula

中草堂秀身淨體素女士配方
Slim and Trim Capsule for Women

美の纖體素
Slim-Up Pro

減腹脂肪丸

東洋櫻花堂香纖瘦身丸
Sakura Hall Aromatizer /
Slimmer Capsules

御品堂收腹纖腰素第3代加強版

LF完美塑身系列-LF瘦身配方第2代
速效版（舒便‧整腸Plus）
LF Slimming Advanced Formula
(Natural Laxative Plus)

纖腰瘦
Nu Pharm Hygiafit Slimming Transit

M-18 御用消腩の寶
M-18 Royal Diet 3 in 1 Slim Formula

康婷秀身排毒素
Karntien Slimming & Detoxifying Herbs

同德堂夜瘦身淨の丸
Tung Tak Tong Night Slim

真善美纖梅
Prune

冬蟲夏草、赤靈芝、大腹皮、積
實、錦紋精華、玄明粉、青皮、
莪朮、郁李仁、萊服子、何首烏

山楂、決明子、荷葉

花粉10%、田七10%、黃芪10%、
首烏10%、澤瀉10%、茵陳10%、
山渣15%、黨參10%、萊菔子
10%、大黃5%

白四季豆精華、武靴葉、蟹殼
素90%、白胡桃樹皮、瓜拉那精
華、藤黃果皮素50%、葉綠素

金絲燕窩25%、當歸16%、枳實
16%、人參14%、決明子8%、茯
苓5%、丹參5%、絞股藍5%、麥
芽3%、甘草3%

燕窩、赤靈芝、北耆、山楂、淡
海藻、火麻仁、郁李仁⋯

蘆薈、山渣、防杞、菌陳蒿、丹
參、仙靈脾、首烏、川芎、白朮、
藿香、北芪等

大腹皮、枳實、大黃、青皮、綠
茶、白朮、郁李仁、萊服子、冬蟲
夏草

東洋櫻花、玫瑰花、荷花、茉莉
花、素馨花、合歡花、決明子等多
種植物精華

防風精華3%、荷葉精華5%、蒼朮
精華15%、郁李仁精華15%、青皮
精華10%、枳實精華25%、決明子
精華15%、大黃精華12%

食用大黃、甘草、藥蜀葵、淡色玫
瑰、百葉菜（又名朝鮮薊）

正品大黃、黃岑等多種名貴草本植
物精華

台灣黃金Q梅、歐洲粉紅玫瑰、法
國ABS乳酸菌、羅夢果(HCA)、桂花
草、決明子、普洱茶、荷葉、明日
葉、馬鞭草、薄荷、甘草

豆茶決明、枳實、肉鹼、綠茶精
華、蘆薈、鉻甲基及其他整腸草本
成份

天然活性靈芝、冬蟲夏草、綠茶精
華、土茯苓、海澡、火麻仁、決明
子等天然草本精華

絞股蘭、蘆薈、田七花、紅花、何
首烏、山楂、大黃、茶葉

月季花精華、凌霄花精華、超濃
縮夜合草精華、荷葉、蒔蘿精華

90粒

72粒

20粒

80粒

60粒

30包x2粒

120粒

60粒

每盒3包，
每包24粒

120粒

120粒

90粒

150粒

90粒

90粒膠囊

12包小丸

20粒

香港

香港

中國

—

美國

香港

香港

—

—

—

—

美國

法國

—

中國

香港

台灣

$440

$298

$32

$220

$538

$599

$330

$359

$256 *

$250 *

$248

$580

$390

$399

$280

$148 *

$23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每日2次，每次3粒

每日三次，
每次兩至三粒

每日二次，每次二丸

˙一般服量：每日
兩次，每次3粒

˙速效瘦身服量：每日
兩次，每次4粒

午、晚各服食一粒

早、晚各服1次，
每次1包（2粒）

每日二次，每次3-4粒

每日三次，每次二粒

每日2次，每次2粒

每日2次，每次2-3粒，
體型超重者可服4粒

每日3次，每次2-4粒

˙瘦身一族：每日服用
3次，每次服2-3粒

˙健美一族：每日餐前
服1粒

每天1至6粒

每日3次，每次2-3粒

˙纖體服用法：每日
3次，每次2至4粒

˙定磅食用法：每日
2次，每次2至4粒

˙成人2包
˙ 15歲以上少年1包

每次1粒，每隔6至
8小時一次，一天1-2次。
視體質可加減用量

0.36

0.45

0.43

0.38

0.90

0.30

0.30

0.33

0.29

0.35

0.36

0.84

0.42

0.40

0.28

每包
5.42

15.02△

[1] —：產品上無標明來源地，而供應商亦無向本會提供資料。

[2] 零售價乃本會於5月進行市場調查時取得的資料，*表示在5月的調查
未見產品在市面出售，表中價格為本會較早前購入樣本的價格。

[3] △：每粒梅樣本的重量差異很大，此為把10粒梅樣本去核後所量度到的平均重量。

[4] △：每粒梅樣本的重量差異很大，此為以10粒梅樣本去核後取得的平均重量計出的
總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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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32

8 11109

5 76

12 1413

15 1716

每天最高服用量
所含的 (毫克)

[5]百分比
每粒計
(毫克) [4]

總 含量

0 40 80 120 160

0.0627%

0.036%

0.113%

0.064%

0.3224%

0.514%

0.263%

0.368%

0.7%

0.387%

0.482%

0.311%

1.31%

0.99%

1.13%

每包
0.38%

0.51%

0.22572

0.162

0.4859

0.2432

2.9016

1.542

0.789

1.2144

2.03

1.3545

1.7352

2.6124

5.502

3.96

3.164

每包
20.596

76.602△

[5] △： #17的每粒重量差異很大，棒形圖的值由平均數計算
出來。

棒愈長代表按最高服用量服用時，攝入 愈多。

△



8 選擇 357 2006·07

封面專題

編號 產品名稱
聲稱
來源地
[1]

每盒
零售價
[2]

每盒包數 標籤成分 標籤建議每天服用量

註

表二：纖體減肥飲品、茶包、茶葉的 含量測試結果

每天飲用1-2次
Take 1-2 times daily, and 1-2 sachets
per time.

用1小包。
開始飲用時，以臨睡前飲用最
佳。每晚1小包，一個星期後早
晚各1包效果更好

減肥人仕：每日2包，減至理想
體重後，可每日1包
健美人仕：每日1包

每日1-2包（每日不可超過2包）

用一小茶包。
開始飲用時最好臨睡前，每日
飲一杯；一星期後早晚飲一杯

用一或二茶包。
開始飲用時，最好於每日臨睡前
飲一杯，一星期後可早晚各一
杯。

每日2次，每次1包
如要更佳效果，可每天飲用3次

每日飲用1-2次，就寢前飲用
1-2包

每日1-2包

（無標明）

蘆薈、焦楂肉、冬桑葉、靈芝、
白果葉、乾荷葉、決明子、雲茯
苓、烏龍茶

茶葉、膠股藍、石決明、羅漢果、
番瀉葉、金銀花

鐵觀音、黃金桂花、紅參、決明
子、山楂、番瀉葉、荷葉

荷葉、施那莢、大麥、決明子、
五葉蔘、白鶴靈芝、普洱茶

烏龍茶、決明子、沱茶、苦丁茶、
仙娜葉、荷葉、仙娜豆莢

Senna pods 75%,
Senna leaves 25%

特上頂級玫瑰花、蒲公英、蔓越
橘、荷葉、旃那葉、粟米鬚、綠茶

茶葉15%、荷葉20%、檳榔10%、
草決明10%、茯苓5%、青皮10%、
薏米5%、絲瓜絡20%、山楂5%

綠茶、杭菊花、荷葉、玫瑰花、第
二代日本膳食纖維

玫瑰花、澤瀉、山楂、勾騰、甘
草、蕃瀉葉

20包

20包

12包

30包

每盒20袋

30包

15包

4小盒 x 10包

18包

一包

$98 *

$59

$120

$138

$28

$35

$79.9 *

$65

$138

$15.9 *

—

中國

中國

台灣

中國

瑞士

—

中國

—

—

日本秀一排毒纖體茶
Shu-ichi Slimming Tea

大印象減肥茶
Great Impression Weight Reducing Tea

位元堂瘦之千葉茶 - 鐵觀音（寒底）
Wai Yuen Tong Extra Body -
Contouring Tea (Tieguanyin)

荷葉草本茶
Natural Herb Tea

更嬌麗減肥茶
Kancura HERB

保秀麗窈窕茶葉
Bioslim Mild Laxative Herbal Tea

美國純美 - 純美身茶
Ambeauti Healthy Trimming Tea

飛燕減肥茶漢式茶包
Chinese Type Feiyan Fat-Reduction Tea

Natural Plus 加瘦茶
Natural Plus Extra Slimming Tea

瑞益收腰降脂減肥茶
Slim Tea

18

20

21

22

23

24

19

25

26

27

[1] —：產品上無標明來源地，而供應商亦無向本會提供資料。

[2] 零售價乃本會於5月進行市場調查時取得的資料，*表示在5月的調查未見產品
在市面出售，表中價格為本會較早前購入樣本的價格。

[3] 由於服用茶類產品只喝茶湯而鮮會吃下茶葉及藥材，因此實際攝入的分量會
較檢得的每包含量為少，此外，亦視乎沖泡的情況而異，影響的因素包括時
間及水溫等。

18 19 20 21 22



9選擇35707·2006

每包重量
(克) 百分比

每包計 (毫克)
[3]

總 含量

6.22

1.58

4.95

2.08

1.52

1.64

1.71

2.91

7.47

110

0.022%

0.935%

0.302%

0.7223%

1.036%

1.0455%

0.727%

0.93%

0.8054%

0.06%

1.3684

14.773

14.949

15.02384

15.7472

17.1462

12.4317

27.063

60.16338

66

而此類中藥材在使用時，都會因應病

人體質的不同、不同的服用劑量或服用時

間等，可能對病人引起不同的反應。而藥材

在經過適當的炮製及合適的配伍後，其不

良反應亦被減輕或消除。

評估個別產品的配伍和服用量適合

與否時，一般需要考慮每味藥材的用量和藥

材配伍是否與文獻資料相等，藥材是否經過

適當的炮製，以及臨床研究資料等。在現階

段無法就有關產品的配伍和用量作評估。

每個人的身體情況存在差異，肥胖原

因也各不相同，所以減肥時應從身體的整

體情況考慮，根據中醫理論作出診斷後，選

用適合的減肥方法，例如用中藥、針灸、適

當的飲食或運動等。在使用中醫藥方法進

行減肥前最好請教中醫師，不應自行盲目

長期服中藥，以免產生不良反應。

中醫藥專家的意見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趙中振教

授及香港中藥聯商會首席會長李應生先生

表示，有些樣本的中藥成分表顯示含有

成分， 有瀉下作用，但同時也是一

種有效成分，中藥單一成分不等於中藥的

整體作用，需要強調的是中藥一定要在中

醫師的指導下使用，遵從醫囑。臨床用量多

少，可以參照中國藥典。一般來說，中藥配

伍得當，可以增強療效，減低毒副作用，但

不可以簡單下結論，要通過臨床驗證。

23 24 25 26 27

樣本的成分表當中，有些名稱不很規

範，不知所言何物。有些樣本簡單將中藥提

取物用「精華」二字來描述，不夠確切。客觀

來說，中藥中部分有效成分雖被提取了，但

有些可能流失了。在目前機理尚不清楚時，

中西草藥不應在同一處方中使用。

身體的健康不體現在胖與瘦，而應當

從內到外。是否需要服用健康產品，及選擇

哪一種，要聽中醫師的建議，不可盲目。為迎

合消費者心理，市場上有很多不確的宣傳廣

告。為保障安全使用，須強調產品應該審核、

廠家要註冊、生產要規範，而宣傳不要誇張。

香港中文大學東華三院社區學院中

醫藥及醫療保健學院院長梁榮能教授表

示，服用含 的各種草藥能使腸蠕動增

加，促進甘油三酯、脂肪膽固醇的排泄，減

少脂肪膽固醇的吸收而具減肥降脂作用，

還能促進膽汁分泌，並使膽汁中膽紅素和

膽汁酸的含量增加，有助於脂肪的消化吸

收，同時增強細胞免疫功能和抗衰老作用。

每天最高攝取 成分約30到100毫克能

有效起到通便作用，若服用的劑量過高，可

能會引起腹痛、嘔心、電解質不平衡等副作

用；長期服用含 成分的單味草藥製劑，

更可能導致腸惰性，影響腸的正常功能；長

期應用對肝臟亦有一定的損害。

理論上，各樣本的藥方中配伍補益藥

對 成分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有一定積極

意義，但對於 含量過高的產品，可能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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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配伍也不能減弱其負面影響。部分樣本建

議的每天服用量不是很得當，因服用 超

出限量會導致負面影響，損害消費者利益。

中藥成分複雜，有些成分的毒副作用

是在日積月累的情況下出現，消費者如購買

和使用中藥減肥產品，要在醫師的指導下服

用，並注意產品所標籤的含量及服用方法。

建議商家開發中藥及草藥減肥產品

時，注意藥材來源，因為藥材來源不同，有效

成分的含量不同。並應進行急性毒性試驗和

長期毒性試驗，觀察產品的毒副作用，確保

用藥安全，安全是最重要的，然後才是成效。

香港中文大學東華三院社區學院中

醫藥及醫療保健學院中醫講師楊明霞醫師

指出， 類的化合物在天然植物中較常

見，如大黃、虎杖、何首烏、拳參、百合科的

封面專題

蘆薈、豆科的決明子、番瀉葉、茜草科的茜

草等都含有 。 能夠刺激結腸及增

加胃腸蠕動，而產生致瀉的作用。此外，

有消炎、消腫、止痛、止癢及抑制細菌

生長及抗菌的作用。其不良反應主要是引

起腹部不適，有時出現絞痛，而且容易形成

依賴，體內電解質更會失去平衡。有報道指

出長期服用 類的化合物，大便會變黑，

且尿色偏赤。

須注意中藥的配伍及用量是按中藥

四氣、五味、升降浮沉以及患者的體質而

定，而不是以當中每一味中藥的有效成分

（如 ）來作為用藥的依據。若中藥的配

伍得宜，現代醫學所指的毒副作用都可成

為治療的作用。中醫重視辨證論治，即因應

患者的體質來進行治療。

中藥講究寒熱溫涼，坊間的中藥減肥

茶亦然，體質寒涼的人士，若胡亂服用含大

黃、番瀉葉等寒涼的減肥中成藥；或體質燥

熱者，服用含山楂、麥芽、桂皮等溫性中成

藥，則會加重病情，輕則身體略見不適，重

則危及生命。

中藥處方講究君臣佐使，每一條方

都有主角，其他配角則有強化主角的功效。

坊間的減肥中成藥大多用藥雜亂，以其中

一個樣本為例，藥方聲稱包括絞股藍、石決

明、羅漢果、番瀉葉及金銀花等，絞股藍性

質苦寒，具清熱解毒功效；石決明屬貝殼

類，能軟堅散結；羅漢果止咳化痰；番瀉葉

瀉下通便；金銀花清熱解毒。此藥方用藥雜

亂，不知主要作用是清熱、止咳，還是散結。

各樣本的建議每天服用量是否適當

亦難以判斷，因為藥材質量及患者體質的

差異均會影響到服用量，況且部分產品亦

含有西草藥、提取物等成分，故在用量方面

難以提出建議。

總括而言，消費者服食減肥產品前，

必須徵詢中醫及西醫的專業意見，不要胡

亂使用。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姚韌敏醫師表
註

名稱 來源植物 功能 注意事項

表中資料摘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2005版。

決明子

何首烏

製何首烏

蘆薈

大黃

番瀉葉

豆科植物決明Cassia obtusifolia L.或小
決明Cassia tora L.的乾燥成熟種子。

蓼科植物何首烏的乾燥塊根。

將何首烏拌以黑豆汁再燉或蒸。

百 合 科 植 物 庫 拉 索 蘆 薈 A l o e
barbadensis Miller、好望角蘆薈Aloe
ferox Miller或其他同屬近緣植物葉的
汁液濃縮乾燥物。

蓼科植物掌葉大黃Rheum palmatum L.、
唐古特大黃Rheum tanguticum Maxim.
Ex Balf.或藥用大黃Rheum officinale
Baill.的乾燥根及根莖。

豆科植物狹葉番瀉Cassia angustifolia
Vahl或尖葉番瀉Cassia acutifolia Delile
的乾燥小葉。

清熱明目，潤腸通便。

解毒，消 ，潤腸通便。

補肝腎，益精血，烏鬚髮，
強筋骨。

清肝熱，通便。

瀉熱通腸，涼血解毒，
逐瘀通經。

瀉熱行滯，通便，利水。

—

—

—

—

孕婦慎用。

孕婦慎用。

表三：幾種較常在減肥健康食品中使用的中草藥

不少樣本的成分標籤列出含 的草藥，較多見的有決明子、首烏、蘆薈、大黃和

番瀉葉，其中大黃和首烏只在丸及膠囊劑型的產品出現，而番瀉葉則只在茶類產品出

現。各種中草藥的植物來源及在中醫學上的功能列於表三供消費者參考。

幾款較常見於減肥產品的含 草藥

減肥不是靠這些產品，

反而靠自己運動，定時

休息，飲食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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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中藥大黃、番瀉葉、蘆薈等含有 類化

合物，此類中藥具有瀉下通便、清熱解毒作

用。適合應用於實熱便祕者，各類草藥的用

量要根據人的體質及病證而決定。一般每日

服用限量分別為大黃3至10克、番瀉葉1.5至

10克、蘆薈1至2克。不適當服用，會引起泄

瀉、腹痛或更嚴重後果。消費者必須在中醫

師指導下服用含中草藥的減肥產品。

西醫藥專家的意見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藥物教育資源

中心教育總監崔俊明表示， 是一種強

效刺激性輕瀉劑，由多種蘆薈葉提取蘆薈

大黃素，刺激大腸蠕動而引起輕瀉。長期或

不當服食 會導致依賴和腸道蠕動緩

慢，令腸道受損。長期服食 也會引致體

內電解質不平衡（特別是缺乏鉀質）、蛋白

尿、血尿。缺鉀會引起心臟功能不正常及肌

肉無力。也有研究發現，長期服食 可能

增加患直結腸癌的風險，但仍有待確實。

「健康食品」並非一般食品

根據《The Essential Guide to Herbal Safety》

的記載，一般成人每日建議劑量為50至200

毫克蘆薈樹脂粉劑或1.5至6克的乾燥番瀉

葉。然而，就算服用量不高，服用期也不應逾

兩星期。孕婦及餵哺母乳的婦女不宜服用。

與其他西藥同服可能產生一些相互作

用，例如：抗心率不齊藥、利尿藥、強心 。所

以消費者服用含草藥或中藥的減肥纖體產品

時，宜諮詢中醫藥專業人士的意見，瞭解各種

成分的用處和可能產生的副作用，切勿盡信

推銷廣告。服食輕瀉劑不能減肥，產品聲稱有

誤導之嫌。現時市面上所有草藥或中藥的減

肥纖體產品還未有足夠的臨床證據支持可有

效減肥，但肯定長期服食可引致不良影響。

香港肥胖學會會長周振中醫生表示，

類草藥刺激腸臟蠕動，有輕瀉作用，長

期使用體重可能輕微下調，但不是減脂肪。

習慣性腹瀉輕則導致營養不良，重則造成

身體水分及電解質流失，血鉀過低，進而引

致肌肉無力，心跳紊亂，甚而喪命。長期服

不少消費者都把「健康食品」作為一般食品看待，對其成分往往掉以輕心。其實，

消費者必須要瞭解自己服用的產品究竟含有甚麼成分，如遇上身體不適求診時，更

應主動告知醫護人員自己食用的健康食品資料，讓醫生或中醫師在診斷及處方藥物

時有所警覺。

個案

25歲的A小姐服用自行購買的減肥產品幾天後，開始出現噁心、嘔吐、腹瀉及低

燒等徵狀，於是前往求醫，但沒有向醫生提及食用減肥產品。醫生處方了Nimesulide

（尼美舒利）和Ampicillin-Clavulanate（青黴素-克拉維酸鹽）兩種藥，她吃了四天尼美舒

利，但只吃了一次青黴素-克拉維酸鹽便自行停藥。其後嘔吐及腹瀉持續時，遂往醫院

求醫，診斷發現她的肝和腎功能受損，腎活體檢查顯示急性腎小管潰瘍（Acute Tubular

Necrosis）。

醫生相信腎小管損壞的原因是減肥產品令身體缺水後，再服用尼美舒利所引起。

化驗該減肥產品顯示含有大黃素等幾種 類化合物，化合物組合與標籤顯示

的決明子極為吻合。

消費者應留意所服產品的標籤成分，當求診時應主動向醫護人員提供有關資料。

資料由腎科專科醫生李富強提供

用 類產品者，當停用時可引致大腸蠕

動減緩，便祕難耐。

該會認為，消費者應當檢討減肥原

因，如為健康出發，應當諮詢合資格醫護人

員，如為美態，應先弄清楚胡亂服用坊間纖

體健康產品的後果，最嚴重者可造成腸胃

功能失調，拖垮身體健康。

對草藥、中藥是否有減肥纖體功能，

該會有很大疑問，也從來找不到可相信的

文獻證據，支持這些產品聲稱的效果。該會

希望精明的消費者不再受有關廣告愚弄，

總之健康減肥無捷徑，也沒有不勞而獲。

廠商意見
「纖腰瘦」（#13）的代理商表示，產品

由具備GMP資格的工廠生產，在法國出口

前經品質檢定符合歐洲規例，而在香港亦

有測試，符合香港食品安全標準。

「康婷」秀身排毒素（#15）的供應商

表示，產品含有大黃 衍生物，主要作用

是幫助大腸蠕動，促進排便以清除身體內

的宿便。宿便在大腸積聚日久會產生毒素，

而毒素亦會令顏面皮膚出現黑斑，因此，以

大黃 衍生物清除宿便，排出毒素便能

美膚。在中藥方劑中如需要強瀉時，大黃在

煎藥時便要後下，以利保存瀉下成分。而在

製作中成藥時，瀉下力度便已減少。

「位元堂」瘦之千葉茶 - 鐵觀音（寒

底）（#21）的生產商表示，產品配方並無大

黃，檢出的大黃酚來自成分中的決明子，該

成分功效清肝益腎、袪風、明目、潤腸通便。

「荷葉草本茶」（#22）代理商表示，消

費者不要認為有番瀉葉成分的食品就對身體

有害，政府從未立法禁止使用番瀉葉，按產品

建議方法飲用是非常安全的，而盒外亦已註

明含有「施那莢」（即番瀉葉），含量亦安全。

「保秀麗」窈窕茶葉（#24）代理商表

示，由於產品是小塊，檢驗時加工製成幼細

粉末的方法對含量測試可能造成影響。

「美國純美」純美身茶（#19）代理商

表示，產品已停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