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為空白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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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細菌送進肚子裏？是的，細

菌並非全都有害，好的細菌對身

體有保護作用。乳酪、乳酪飲品及

乳酸菌飲品含益生菌，聲稱有助

腸道健康，是越來越多人認識的

功能食品。本會搜集市面乳酪及

乳酸菌產品，研究它們的益生菌

品種及營養成分，並請來專家分

析它們對身體的作用。

乳酪及乳酸菌飲品
對腸道有益？

乳酪、乳酪飲品及乳酸菌飲品
乳酪傳統是由牛奶經乳酸菌發酵而

成的食物，一般所用的乳酸菌為嗜熱鏈球

菌（Streptococcus thermophilus）及保加

利亞乳桿菌（Lactobacil lus bulgaricus）。

發酵過程產生乳酸，令牛奶的蛋白質凝

固，成半固體狀。然而，現時市面大部分乳

酪產品所用的原料已不是牛奶，而是由

水、奶粉或奶固體混合而成的再造奶。乳

酪飲品比乳酪的濃度低，固體含量一般不

超過11%，並加以均勻化使其黏性更低。

而乳酸菌飲品是以培養料（如再造奶）培

養出乳酸菌，再與水、葡萄糖及其他配料

混合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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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樣本
測試由國際消費者研究及試驗組織

（Internat iona l  Consumer  Research &

Testing）統籌，參與國家包括法國及瑞士，

各自在當地搜集樣本，再送往法國的實驗

室進行測試。本會共搜集了8個樣本，是超

市常見的品牌及口味，包括4個乳酪、3個

乳酪飲品及1個乳酸菌飲品。

測試項目
測試研究了樣本的益生菌種類、營養

成分及標籤資料。

益生菌定性測試
利用凝膠電泳法（gel electrophoresis）

及傳統的種菌方法檢測樣本所含益生菌，再

與樣本的標籤比較。

結果5個樣本檢出的益生菌與標籤相

符，3個樣本除檢出標籤列明的益生菌外，

還檢出標籤沒有列明的益生菌。

全部乳酪及乳酪飲品樣本（#1 - #7）

均檢出含嗜熱鏈球菌及保加利亞乳桿菌。2

個樣本檢出乾酪乳桿菌（Lac t oba c i l l u s

casei），5個檢出嗜酸乳桿菌（Lactobacillus

a c i d o p h i l u s），2個檢出乳酸乳桿菌

（Lactobacillus lactis），3個檢出鼠李糖乳桿

菌（Lactobacillus rhamnosus），6個檢出雙

歧桿菌。

營養成分測試
檢驗樣本的熱量及主要營養素含

量，包括脂肪、總糖分、碳水化合物、蛋白

質及鈣。

脂肪含量方面，樣本由不含脂肪至

每100克樣本含3.1克脂肪。樣本的脂肪

含量受牛奶原料影響，若原料採用的是

脫脂奶或低脂奶，樣本的脂肪含量便相

對較低。

所有樣本糖分偏高

乳酪產品的原料主要是牛奶或再造

奶，牛奶或再造奶的糖分主要來自乳糖。據

文獻資料，每100克純乳酪約含8克總糖分。

而加入水果成分的產品，會含較高的葡萄

糖、果糖及蔗糖。另外，因為有些品種的益

生菌會產生乳酸，令產品呈酸性，故可能會

添加糖分來掩蓋酸味，令產品更易被消費

者接受。檢視是次測試的樣本，全部都在成

分表標明含糖或葡萄糖。

人體的腸道菌群各有「菌相」
腸道菌群（Intestinal Microflora）是寄居在腸道內的微生物統稱。腸道布滿數千

種細菌，形成複雜的微生物系統。生物分類學中，生物按其特性被分類為不同屬及

種，名稱則由屬名和種名組成，如Bifidobacterium lactis，Bifidobacterium是雙歧桿菌屬，

lactis是種。多數的腸道菌群屬於共生類型，主要是厭氧菌，如雙歧桿菌、優桿菌

（Eubacterium）及消化球菌（Peptococcus）等，數量恒定存在，具合成維生素、蛋白質、

生物拮抗等生理作用，維持人體健康。腸道菌群有少部分是致病菌，在生理平衡狀

態是不會危害健康的，但如果數量超出正常水平便會致病。此外還有一類，如大腸

桿菌（E. coli）和鏈球菌（Streptococcus）等，能產生毒素，具有生理和致病兩方面的

作用。人體的腸道菌群主要的屬大致相同，但各人有其獨特的菌相，即細菌的數量

分布及品種的多樣性。根據法國食品安全局的資料，要界定「理想菌相」是不可能

的，相反，「正常菌相」可視為已適應在個別腸道內的菌群的聯合，是穩定及抗拒轉

變的。故此，任何可促進健康人士腸道菌群的平衡及其抗拒改變能力的因素，都可

視為對身體有益。

益生菌
根據世界𦋐生組織的定義，益生菌（Probiotic）是「有活性的微生物，當進食足夠

分量時能帶來健康上的益處」。

益生菌通常是一些天然生長在人體腸胃系統的細菌，已知對人體安全。例如乳

桿菌（Lactobacillus）及雙歧桿菌（Bifidobacterium）是天然存在於人體的腸道幫助消

化食物的細菌，較常用於製造益生菌食品。

有研究發現益生菌有助減低某些腹瀉疾病的機會，加強免疫系統功能及減少結

腸內的不良代謝物。

然而，益生菌對腸道健康的作用視乎其屬及種。不同屬及種有其獨特的特性，這

與它們的基因組、細胞壁成分、抵抗消化道的胃酸和膽汁的能力及製造抗微生物物

質的能力等有關。即使同屬但不同種的益生菌，其特性亦可能有很大差別。例如，有

些乳桿菌及雙歧桿菌能抵抗胃酸和膽汁，在腸道內仍能生存並維持高數量；但乳酸

乳桿菌只有很弱的抗胃酸和膽汁能力，在腸道內的生存率較低。

另外，每個人都有他獨特的腸道菌群，故益生菌的作用在不同人身上未必相同，

甚至跟年齡有關，例如有些能縮短腹瀉時間的益生菌只會在幼兒或小童身上有明顯

功效。

測試結果發現樣本的總糖分由每

100克樣本含10.5至14.8克。參考英國食品

標準局為鼓勵人們減少進食糖分及選購低

糖分食物而訂定的指標，每100克食物含

10克或以上總糖分便屬「多糖（A LOT of

sugar）」，是次測試所有樣本都屬於「多糖

（A LOT of sugar）」。消費者宜留意，進食乳

酪及乳酸菌飲品不可忽略其糖分含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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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本
編
號

產品名稱/識認
[1]

重量或
容量

零售價
[2]

每100克
或毫升
零售價

聲稱
來源地

益生菌定性測試

標籤資料

與標籤
是否
符合
[3]

檢出益生菌

乳酪

乳酪飲品

乳酸菌飲品

註

表一：益生菌產品測試結果

1

2

3

4

5

6

7

8

DANONE 士多啤梨鮮乳酪
DANONE Strawberry Yoghurt

Fresh'n Fruity LOW FAT
YOGHURT simply strawberry
with vitamins A+D and
extra calcium low fat (1.2%)

雀巢牛奶公司士多啤梨
低脂鮮果乳酪
低至1%脂肪

Nestlé Dairy Farm Strawberry
Low Fat Fruit Yoghurt
Calci-N Delight 99% fat free

Yoplait Lite strawberry
99% fat free

達能士多啤梨味鮮乳酪飲品
DANONE Strawberry
Flavoured Yoghurt Drink

雀巢牛奶公司活性乳酸菌
低脂乳酪飲品 芒果/蘋果味

Nestlé Dairy Farm Live Culture
Low Fat DrinkingYoghurt
Mango/Apple Flavour
Calci-N Delight

統一AB優乳酪 草莓
0%脂肪

Strawberry AB Drinking Yogurt

益力多活性乳酸菌飲品
Yakult Live Lactobacillus Drink

$7.5

$8.5

$7.9

$9.5

$10.9

$5.9

$8.5

$8.9

$5.0

$5.7

$5.3

$4.8

$2.4

$2.7

$3.9

$1.8

中國

紐西蘭

香港

澳洲

中國

香港

台灣

香港 ● Lactobacillus casei

●Streptococcus thermophilus
● Lactobacillus bulgaricus
● 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
●Bifidobacterium

●Streptococcus thermophilus
● Lactobacillus bulgaricus
●Bifidobacterium

●Streptococcus thermophilus
● Lactobacillus bulgaricus
● 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
●Bifidobacterium

●Streptococcus thermophilus
● Lactobacillus bulgaricus
● Lactobacillus lactis
● Lactobacillus casei
●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Bifidobacterium

●Streptococcus thermophilus
● Lactobacillus bulgaricus
● 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

●Streptococcus thermophilus
● Lactobacillus bulgaricus
● 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
●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Bifidobacterium

●Streptococcus thermophilus
● Lactobacillus bulgaricus
● Lactobacillus lactis
● 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
●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Bifidobacterium

S.thermophilus 嗜熱鏈球菌
L.bulgaricus 保加利亞乳杆菌
Bifidobacteria 雙歧杆菌

CULTURES (INCLUDING
ACIDOPHILUS AND BIFIDUS)

Live Yoghurt Culture活乳酸菌

with acidophilus

S.thermophilus 嗜熱鏈球菌
L.bulgaricus 保加利亞乳杆菌

Live Yoghurt Culture 活乳酸菌

Live Yoghurt Culture活性乳酸菌
Acidophilus
Bifidus lactis

Live Lactobacillus casei Shirota
活性乳酸菌

＋

＋

＋

[1] 樣本按產品類別及名稱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2] 零售價乃本會職員於2006年4月進行市場調查時取得的資料，會因時間、

地點和零售點不同而有差異。

[3] ：檢出的益生菌與標籤相符。

＋：檢出標籤列明的益生菌外，還檢出標籤沒有列明的益生菌。

[4] < >內數據為樣本標籤所示含量

—：樣本標籤沒標示有關含量

□或■越多表示含量越多。一般建議維持低熱量、低脂肪及低糖分的均衡飲食習慣，

至於碳水化合物、蛋白質及鈣的攝取量視乎個人體質需要。

150 g

150 g

150 g

200 g

3 x150 ml

220 ml

220 g

5 x 1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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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素含量測試 <標籤資料>
（每100克或毫升計）[4]

熱量
（千卡路里）

碳水化合物
（克）

脂肪
（克）

蛋白質
（克）

鈣
（毫克）

總糖分
（克）

102 <—>

□□□□□

98 <100>

□□□□□

85 <94>

□□□□

86 <—>

□□□□

73 <—>

□□□□

60 <66>

□□□

68 <78.4>

□□□

71 <—>

□□□

15.5 <—>

■■■■

17.8 <17.9>

■■■■■

15.8 <—>

■■■■

15.2 <—>

■■■■

13.4 <—>

■■■■

13.8 <—>

■■■■

13.1 <14.9>

■■■■

16.6 <—>

■■■■■

3.1 <—>

□□□□□

1.2 <1.2>

□□

0.6 <0.8>

□

0.8 <—>

□

1.5 <—>

□□

0.2 <0.2>

0.4 <—>

□

0.0 <—>

3.0 <—>

■■■

4.0 <4.1>

■■■■

4.0 <4.3>

■■■■

4.5 <—>

■■■■■

1.4 <—>

■■

0.8 <0.9>

■

2.9 <3.7>

■■■

1.1 <—>

■

110 <—>

■■■

140 <144>

■■■■

170 <175>

■■■■

150 <—>

■■■■

52 <—>

■■

35 <39>

■

98 <98.9>

■■■

42 <—>

■

14.1 <—>

□□□□□

13.3 <16.5>

□□□□

12.8 <—>

□□□□

11.8 <—>

□□□□

12.1 <—>

□□□□

10.5 <—>

□□□□

11.5 <—>

□□□□

14.8 <—>

□□□□□

考慮購買純乳酪產品或糖分較低的產品，

以免攝入過多糖分。

乳酪含較高蛋白質及鈣

蛋白質及鈣方面，乳酪樣本含量較

高，分別為每100克樣本含3至4.5克及110

至170毫克；而乳酪飲品及乳酸菌飲品含量

則較低，分別為每100克樣本含0.8至2.9克

及35至98毫克，原因可能與飲品的濃度較

乳酪低有關。乳酪的蛋白質及鈣與一般牛

奶較接近，而乳酪飲品的蛋白質及鈣較一

般牛奶低，飲用乳酪飲品所吸收的蛋白質

和鈣也比飲用牛奶少。

標籤研究
保質期內的活性益生菌含量

世界𦋐生組織一個有關益生菌的專

家諮詢報告建議，在有充份科學理據支持

的情況下，益生菌產品可以有特定的保健

聲稱（specific health claim），例如聲稱可減

低感染某些腹瀉疾病的機會。由於這些特

定功效取決於菌種及數量，因此產品若要

作特定的保健聲稱，便須同時標明益生菌

的品種及在保質期內的活性益生菌含量。

是次研究並沒發現樣本有特定保健

聲稱。而「統一AB優乳酪草莓」（#7）標示了

「每瓶含二百億個以上活性乳酸菌」。

儲存建議

乳酪及乳酪飲品是奶類製品，容易腐

壞，須儲存在低溫，如0℃至4℃。全部乳酪

及乳酪飲品樣本都標明儲存溫度。

香港營養師協會意見
香港營養師協會會長認可營養師余

思行表示，腸道內有健康的細菌，也有有害

的細菌，健康的細菌有保護功能，令有害的

細菌不可在腸道內停留及繁殖。腸道健康

有助身體吸收養分及抵抗病毒，能增強身

體抵抗力。

研究發現益生菌對腸道健康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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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顯，例如對某些疾病如腹瀉、便祕等

有改善作用。有些情況，如曾經進行腸道

手術、需要服用抗生素、需要接受電療、化

療、或長期接受胃管營養的病人，某些益

生菌有助他們康復、增強抵抗力及改善身

體狀況。

2004年美國營養師協會發表的一份

有關功能食物的報告指出，含益生菌的發

酵乳類產品有益腸道健康，建議每日要攝

取10至20億個菌落的活性益生菌。

乳酪、乳酪飲品及乳酸菌飲品一般適

合任何人士食用，但有些產品的糖分含量

可能較高，糖尿病患者或需要向營養師或

醫生請教進食分量。然而，消費者不要以為

益生菌有益健康便大量進食，只要進食適

當分量便可以，如每日一杯乳酪或一樽乳

酸菌飲品。益生菌數量在腸道內會飽和，過

多的只會被排出身體外，另外，進食太多可

能會攝取過量糖分及熱量。

余思行表示，益生菌的功效最重要

視乎其在腸道內的數量，故益生菌食品

的益生菌數量很重要，建議政府立例規

管益生菌食品的保健聲稱及益生菌數量

的標籤，這些數據必須有足夠研究及測

試支持。

建議購買具規模生產商的出品及

信譽良好的牌子，這些產品的益生菌品

種及數量可能有較佳的保證。進食乳酪

在攝取益生菌的同時亦可補充鈣質和乳

產品的營養，宜選擇些低糖低脂的產品；

而乳酸菌飲品可提供特定的益生菌，雖

然生產過程有需要加入糖分，但含量亦

不算太高，只要不飲用過量，配合均衡飲

食便可以。

4321

乳酪及乳酪飲品都在配料表列明含有糖分。

香港醫學會意見
香港醫學會腸胃科董友民醫生表示，

益生菌能在人體內製造有用的物質如維生

素Ｋ、乳糖酵素及抗菌物質。在醫學上，有

實際科學證據應用嗜酸乳桿菌於女性陰道

細菌增生症。此外沒有足夠醫學證據支持

益生菌作廣泛的醫學用途。

現時沒有明確證據證明外服的益生

菌或含益生菌的食品能治療腸道疾病。但

有研究報告指出一些患有乳糖酵素缺乏症

或腸易激綜合症的人士，服用嗜酸乳桿菌

可能有助舒緩其不適症狀。有報告指出每

日服用10至100億個菌落的嗜酸乳桿菌對

大部分人是足夠的。

該會又表示，並非所有益生菌都是

百分百安全。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把

一些乳酸菌，如乳桿菌及嗜熱鏈球菌，列

為「一般認為安全（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然而，醫學文獻曾有乳桿菌

引致心膜發炎的罕見病列，但目前沒有

證據顯示由食物直接感染，所以市民仍

可放心食用。惟免疫力較差的病人，如接

受器官移植後服用類固醇及抗排斥藥、使

用抗癌藥或剛接受腸道手術的病人，都不

建議服用含益生菌的食品，病人應向主治

醫生查詢。另外，益生菌或含益生菌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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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結果
法國及瑞士分別測試了11個及7個樣本。

益生菌定性
法國全部樣本檢出的益生菌與標籤相符。而瑞士方面，七成樣本檢出的益生菌與

標籤相符，其餘三成除檢出標籤列明的益生菌外，還檢出標籤沒有列明的益生菌。

營養成分
以每100克樣本含10克或以上總糖分為「多糖（A LOT of sugar）」計，法國及瑞士

分別有八成及三成樣本屬「多糖（A LOT of sugar）」。

益生菌標籤
所有法國和瑞士樣本都沒有具體標明保質期內的活性益生菌含量。

7 865

也不應與抗生素一同服用。對於市面一些

加入益生菌的嬰兒奶粉，一般嬰兒應可安

全食用。

購買益生菌食品時，要瞭解其營養價

值以配合需要。另外，某些益生菌食品須低

溫儲存，才能確保益生菌的活性。至於其他

劑型，如脫水乾粉劑，應避免高溫、潮濕的

環境，及避免陽光直接照射。

食環署意見
根據香港法例第132章《食物及藥物

總糖分含量屬
「多糖」
[2]

檢出益生菌與
標籤是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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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檢出的益生菌與標籤相符。
＋：除檢出標籤列明的益生菌外，還檢出

標籤沒有列明的益生菌。

[2] 參考英國食品標準局的指引，每100克食物
含10克或以上總糖分便屬「多糖」。

表二：本地與歐洲結果比較
（樣本比率）

（成分組合及標籤）規例》，所有乳酪、乳酪

飲品及乳酸菌飲品都必須依照法例在包裝

上加上適當的標籤。但上述法例並沒有要

求製造商在產品包裝上標示益生菌的品種

及在保質期內的活性益生菌含量。製造商

可選擇把資料載於標籤上供參考，但所載

資料不可有虛假說法或誤導他人的說明。

廠商意見
「統一AB優乳酪草莓」（#7）代理商表

示，全新包裝及營養標示將於5月中上市，

所標示營養成分用台灣國家標準檢驗法

（CNS）測出。依台灣規定，營養成分可有

20%誤差。營養標示或因不同營養測驗方

法而有所偏離，如以香港一般用的AOAC方

法測試，結果應在誤差值以內。

總結
所有樣本都檢出標籤所標示的益生

菌，部分更檢出標籤以外的益生菌。然而大

部分樣本都沒標示保質期內的益生菌含

量。一般來說，乳酪產品及乳酸菌飲品對大

部分人是安全的，但一些免疫系統較弱的

人士，進食這些食品前，應先徵詢醫生意

見。另外，樣本都含糖分，注意不宜過量進

食，以免攝入過多糖分及熱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