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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提示

健身人士需要多少蛋白質？
世界衞生組織（世衞）建議一般健

康的成年男士或女士每天最少需攝入的

蛋白質分量為每千克體重0.83克。而根據

美國運動醫學學院（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簡稱ACSM）的指引，

進行耐力及強度訓練的成年運動員，每天

需攝入的蛋白質分量為每千克體重1.2至

1.7克。此外，有運動營養學的書籍指出，

青年運動員每天應攝入每千克體重2克的

蛋白質。

香港營養師協會（H o n g  Ko n g 

Dietitians Association，簡稱HKDA）表示，

為了維持運動員在最佳表現，建議攝入高

於上述分量的蛋白質亦頗常見，惟現時缺

乏證據支持健康的成年人在進行耐力及強

度訓練期間，需進食額外的蛋白質。HKDA

又表示，根據澳洲運動營養師學會（Sports 

Dietitians Australia，簡稱SDA）的指引，只

要攝入的蛋白質不是過多（超過每天每千

克體重2克），並留給身體足夠的空間去攝

入所需的碳水化合物，則多攝入一些蛋白

質亦可接受。

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系許世

全教授指出，由於運動員需要修補在運動

訓練中損耗的細胞和身體組織，而運動訓

練又會刺激身體生長出更多新的細胞和組

織，因此，運動員會比靜態生活的人需要

蛋白質過多可能
變脂肪「練大隻」未

必要食補充劑

男士擁有「六舊腹肌」，每
每引來艷羡目光；為了一身

結實肌肉，有些人除了每天
到健身室做運動「練大隻

」之外，還希

望藉食用營養補充品鍛練
出健碩身型。市面上有各式

各樣的健身補充劑，例如
蛋白粉、肌酸、β﹣羥基﹣β

﹣甲基丁酸、個別

氨基酸補充劑等，以能量
棒、飲品、藥丸、膠囊、粉

狀等不同形態出售。然而，
這些產品能否達致預期效

果？是否有科學證據

支持？曾有消費者向本會
表示希望瞭解健身奶粉的

成分及會否引起副作用。本
會邀請營養學及運動科學

的專家提供意見。

另一方面，鍛練肌肉，做負
重訓練，其實對女性尤其

有益，既能改善體型，還可
強化骨骼，減少骨質流失，

有效預防骨

質疏鬆症及骨折，內文另
簡介男女合用的鍛練肌肉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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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取多一些蛋白質。一般成年人每餐從肉

類、魚類、奶類及蔬菜等食物中，會攝取到

50至80克蛋白質，所以許教授認為就算是

接受高強度訓練的運動員，亦可以靠正常

早、午、晚三餐獲得足夠蛋白質。

以下是一些HKDA舉出每份能提供

7克蛋白質的食物例子：30克煮熟的瘦肉

（大小與一個乒乓球相若，牛、豬、羊、雞

或魚均可）；1隻全蛋或2隻蛋的蛋白；4隻

中蝦；1.5塊芝士；1杯（240毫升）脫脂奶、

低脂奶或豆漿；150克乳酪；半杯（100克）

煮熟的乾豆；1／4磚硬豆腐（約90克）；30克

果仁；2湯匙花生醬。

標榜「增肌增磅」的補充劑
市面上有各類型聲稱有助「增肌增

磅」的補充劑，常見的有奶粉，還有一些可

即時食用的奶類飲品和朱古力棒。本會從

健身中心、健美用品店及健康食品店購入

包括健身奶粉、即時飲用的奶類飲品和朱

古力棒的補充劑作研究。當中有7款健身

奶粉，包裝分量都頗大，由1,474克至4,500

克不等，每罐零售價由$230至$819不等，

每100克的價錢則是$8.4至$29.7。

這些產品的營養標籤顯示蛋白質含

量普遍頗高，部分更有三分之一重量是蛋

白質。檢視補充劑的建議食用分量、次數及

營養素含量，其中1款奶粉產品聲稱每食用

分量（per serving）可提供50克蛋白質，建

議食用次數由初用者每日半份及後逐漸增

加至每日一至數份。按照ACSM建議的成

年運動員蛋白質攝入量計算，一個體重70

千克的成年運動員，每日所需蛋白質上限

為119克，如服用該產品3份已超出這需要，

還未計算從其他食物所攝取的蛋白質。

此外，這些產品的能量也很高，其中

有產品聲稱每食用分量可提供達1,250卡

路里的能量。

蛋白質過多有可能變成身體
脂肪

香港體育學院運動營養經理鍾素珊

博士指出，要有效增加肌肉質量，要有正

能量平衡（positive energy balance），即是

攝入的能量要比消耗的多，分量最少每日

500卡路里。營養素成分首先應着眼於碳

水化合物，可提供能量給肌肉進行訓練以

刺激其生長。蛋白質也需要，但不必很大

量，一般來說，運動員只要奉行均衡飲食，

應能從日常正餐中攝取到足夠的蛋白質。

如太偏重從肉類食物攝入蛋白質，亦會同

時增加脂肪的攝入量。攝入高於每天每千

克體重2克的蛋白質不會達致增加更多肌

肉的效果，反之，過多的蛋白質會轉化為能

量，如不能消耗這些多餘的能量，會令身

體增加脂肪儲存。

是否必需服用補充劑？
HKDA指出，有外地的隨機雙盲研

究（randomized, double blinded placebo 

補充劑產品上的

「增肌」聲稱。

trial）顯示，運動員分成兩組，在10星期的

耐力訓練計劃期間，實驗組服用蛋白質

補充劑（protein supplement）飲品，而對

照組（control group）則服用不含蛋白質

補充劑的安慰劑（placebo）飲品，結果兩

組運動員在耐力訓練計劃後，體重（body 

weight）、體脂百分率（percentage of 

body fat）及去脂體重（fat free mass）都

沒有明顯改變。

HKDA又指出，有研究證據顯示，乳

清蛋白（whey protein）補充劑通常在以下

情況對運動員較有幫助：

● 需要快速消化蛋白質的情況，例如剛完

成運動訓練；

● 當完成運動訓練後，胃口不佳；

● 需要方便攜帶的營養食品；或

● 其他需要含豐富蛋白質食品的情況。

鍾博士認為，在不能進食足夠蛋白質

食品的情況，例如在旅途中，又或是在高強

度訓練後胃口欠佳等，服用蛋白質補充劑

是一個值得考慮的辦法。

綜合專家的意見，如真的需要服用補

充劑，最好選擇以碳水化合物含量較多、

蛋白質中度、低脂及輔以維他命和礦物質

的產品。

進食時機
H KDA表示，根據S DA對進食時

機 作出的建 議，在 完 成一輪阻 力訓練

消費提示

含豐富蛋白質的

食物例子：豆漿、

蛋、果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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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DA認為，如有適當的專業評估和指導，其實健身人士可以

自行調製營養成分與補充劑相近的蛋白質飲品，費用會較一般補充

劑產品廉宜。以下是2個例子：

自製蛋白質飲品

（resistance training）後30分鐘內進食碳

水化合物及蛋白質食品，可以補充體內的

碳水化合物儲備，以供應下一輪的訓

練，並可提供蛋白質供肌肉生長

之用。建議每次的碳水化

合物攝入量為每千克

體重1.0至1.5克，而蛋

白質攝入量則為10至

20克。

鍾博士認為，在訓練後短時間內立

即進食蛋白質食品，有助體內達到正蛋白

質平衡（positive protein balance），與碳

水化合物同服更能刺激胰島素分泌，增加

肌肉對氨基酸的吸收。

高蛋白質攝取量對腎臟的影響
H K D A 表 示，一 般 相 信，慣 性

攝 入 過 量 蛋 白 質 會 增 高 腎 小 球 壓

（glomeru lar pressure）及引致過度過

濾（hyperfi ltration），繼而令腎病惡化。

HKDA指出，現時這方面的證據主要來自

腎病病人和動物研究。對於本身健康而又

經常做運動的人士，現時並無實質證據顯

示，蛋白質攝入量高於建議攝入量，對其

健康有壞影響。不過，本身患有輕微腎臟

問題的人士，則需注意蛋白質攝入量，以

免令其腎臟問題惡化。如不瞭解自己的身

體狀況，最好先諮詢醫護人員。

高蛋白質攝取量對鈣質和骨
骼的影響

鍾博士指出，高蛋白質攝入量，會

增加從尿液中排出鈣質。HKDA亦表示，

高蛋白質會提高身體內源性固定酸負載

（endogenous fixed acid load），而年紀

較大人士的腎臟老化，未必能應付，可能

要骨骼作出緩衝，因而有人關注高蛋白質

攝入量對骨質的影響，幸好，現時未有足

夠證據顯示有此問題，還需作長時間監察

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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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花生醬加香蕉奶昔

材料：2茶匙花生醬、2餐匙即

食燕麥、1杯（240毫升）脫脂奶、半隻

冷藏香蕉

這杯飲品含451卡路里、58克碳

水化合物、19克蛋白質、17克脂肪及5

克膽固醇。

2. 藍莓豆腐飲品

材料：150克軟豆腐、半杯（120

毫升）無加甜或少甜豆漿、半隻熟香

蕉、半杯冷藏藍莓

這杯飲品含305卡路里、46克

碳水化合物、20克蛋白質及8克脂肪，

無膽固醇。

市面有售的一些補充劑產品。

把材料混合攪拌便炮製出一杯蛋白質飲品，如喜歡可加2至3塊冰凍飲。

不過有需要的人士最好先找註冊營養師作出評估及建議。

肌酸的作用及副作用
肌酸（creatine）是另一種常用的補充

劑成分，是由幾種氨基酸形成的物質，人體

自身可以生成肌酸，主要儲存於肌肉內，進

食肉類及魚類也可以吸收到肌酸。

人工合成的肌酸是其中一種常見於

運動補充劑的成分，這些產品聲稱肌酸能

迅速產生能量及幫助肌肉合成。其常見服
有些補充劑產品聲稱，每食

用分量提供 50 克蛋白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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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法為「肌酸裝載」（creatine load），在

5至7天內大量進食肌酸，每天分4至5次服

用，每次約5克，即一天約服20至25克，每

次伴隨進食大量碳水化合物（約70至100

克）以刺激胰島素分泌，來增加肌酸的吸

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系許世

全教授指出，通過運動，可增加肌肉體積

及肌肉力量，因為做運動能刺激身體現

有的肌肉纖維增大，因此肌肉的體積和

重量就增加了。負重訓練，亦稱重量訓練

（weight training）或阻力訓練（resistance 

training），以增加肌肉力量及體積為目標，

透過身體負重（例如啞鈴、舉重器械，或自

身體重）重複做8至12次肌肉收縮運動。

鍛練肌肉的建議方法

訓練肌群 家中 健身室

胸部 伏地挺身 平臥推舉

背部 引體向上 滑輪下拉機

二頭肌 啞鈴屈臂

肩部 啞鈴上推 肩上推舉

臀部 下蹲 槓鈴負重深蹲

腿部 原地踮腳尖 腿部推蹬機

腹部 仰臥起坐、腹部捲曲

肌酸（creatine） 是其中一種

在補充劑常用的成分。

消費提示

重量訓練對女性尤其有益，不但能改善體

型，還可強化骨骼，減少骨質流失，有效預

防骨質疏鬆症及骨折。更年期前的女性進

行重量訓練能達到身體最高的骨質密度，

到了更年期或老年時有助維持骨骼健康。

一般來說，如果要增強肌肉力量，

應採用重量較大而重複次數較少，組間休

息時間較長的訓練模式；反之，要鍛煉肌

肉耐力，則要用重量較輕、重複次數較多

而組間休息時間較短的模式。在訓練周期

中，亦應該隨着身體慢慢適應了原來的重

量後，循序漸進地增加強度（即增加重量

及重複次數），以達到訓練效果。訓練的

動作順序應以大肌群為先，然後才鍛練小

肌群。

美國運動醫學學院（ACSM）建議一

個訓練周期通常以8至12周為準，一般人每

周應作2至3次的肌肉力量及耐力訓練，而

且最好隔天進行，較有經驗者則可以每周

進行3至4次的訓練，而專業健美運動員會

進行4至6次。衞生署建議，如要連續兩天

作訓練，則應盡量避免鍛練同一組肌肉，

收，因此多會在進食正餐或食用小食時順

道服用肌酸補充劑。HKDA認為服用肌酸

有少許作用，但也要注意它有使人抽搐、

作嘔及腹瀉的副作用，而對人體的長遠影

響還未清楚。香港浸會大學體育學系副教

授雷雄德博士提醒消費者，服用肌酸的另

一個副作用是體重明顯增加，可能會影響

某些運動項目的表現。如欲服用，應先諮

詢醫護人員和教練。

β﹣羥基﹣β﹣甲基丁酸作用
輕微

羥甲基丁酸（β-hydroxy β-methyl 

butyrate，簡稱HMB）亦是其中一種較常

例如第一天做上肢，第二天做下肢的肌

群。一組的訓練是指完成某動作所規定的

反覆次數，建議一般人進行重量訓練時，

可以每個動作重複2至4組，每組8至12次，

例如訓練二頭肌的啞鈴彎舉，可以連續舉

8至12次為一組，休息30秒後開始第二組，

如此類推。

在家或健身室都可鍛練肌肉

許教授提供幾個針對不同肌群的簡

易動作，可以配合健身室或家中器械或自

身重量來進行訓練。

未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士，在健身室

進行重量訓練前，最好先找教練指導動

作，以免姿勢不正確而引致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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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於去年12月6日公布，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的註冊委員會將「1,3─二甲基

戊胺」（1,3-Dimethylamylamine，簡稱DMAA）列為受管制的藥劑製品，禁制將於今年

4月1日起生效。該物質與「安非他明」的結構類同，可收窄血管，令血壓上升，導致心血管

不良反應，包括呼吸困難，胸悶及心臟病發等。一些健身補充劑及減肥產品含有該物質，

但該物質近年被不少海外衞生監管機構陸續禁用或停止含該物質的產品在市場售賣。

含有 DMAA成分的健身補充劑被列為受管制藥劑製品

見的補充劑成分，是其中一種支鏈氨基

酸（branched chain amino acid）亮氨酸

（leucine）的代謝物。含HMB的產品聲稱

有幫助阻力訓練增加肌肉質量和力量的效

果、減少肌肉受損和幫助復原。根據SDA

的資料，並未有科學證據支持HMB在運動

上的使用，而各方的研究顯示其作用微小。

安全性方面，短期服用似屬安全，長期則

未有資料。

含過量重金屬及攙雜禁藥問題
美國消費者聯盟（US Consumers 

Union）在2010年7月出版的報告指出，以

當地部分蛋白質補充劑奶粉和飲品檢出的

重金屬含量，如每日服用3個建議的分量，

所攝入的重金屬就可能超出美國藥典設定

的限量。該消費者組織認為，雖然這些蛋

白質補充劑並非重金屬的唯一來源，但卻

是可以避免進食的，因為大部分人都可從

正常飲食攝入足夠的蛋白質。

除了重金屬之外，隱藏的運動禁藥

是另一個服用補充劑要警覺的問題。國際

奧委會（IOC）曾有調查發現，在歐美等地

搜集的補充劑樣本當中，有14.8%含有最

少一種荷爾蒙或其代謝物。香港運動禁藥

委員會辦事處主管袁慧儀博士提醒運動

員，曾服用標籤欠清晰詳盡的補充劑，並

非誤用禁藥的抗辯理由，根據嚴格責任原

則，運動員無論是否故意攝入運動禁藥而

導致陽性個案，均須要為其體內發現的任

何運動禁用物質負責。

本會建議
綜合幾位專家的意見，一般情況下，

即使是專業運動員，也不一定需要服用蛋

白質補充劑來幫助增肌增磅，只要日常飲

食符合均衡營養的原則，應能取得所需的

蛋白質（包括各類氨基酸）。至於非專業

運動員的人士，需要蛋白質補充劑的機會

更小。

計劃增肌增磅的人士，應先諮詢醫護

人員，瞭解自己的身體狀況，再按註冊營

養師和教練的建議，以獲取足夠的營養和

進行適量和恰當的訓練，在有需要時可按

建議服用信譽可靠的補充劑。

無論如何，任何人士均不應胡亂自行

服用來歷不明的補充劑，以防攝入過量營

養素、重金屬甚至是禁藥。

廠商意見
本會曾向一些蛋白質補充劑的供應

商查詢，有供應商回覆表示，消費者可按

需要自行調節產品的食用量。另有一個供

應商表示，其產品標籤上很多聲稱都是有

研究支持的。

衞生署意見
只要飲食均衡，每天吃最多的五穀

類、多些蔬菜水果、適量的奶品類、肉類或

其替代品，從日常飲食中攝入的蛋白質已

超出世衛的建議下限，即能提供額外的蛋

白質供增加肌肉的質量之用，餐單舉例如

下〔食物營養素資料源自美國農業部轄下

的營養素資料實驗室（SR25）〕：

● 番茄雞蛋三文治配脫脂奶：源自

250毫升脫脂奶及1隻雞蛋的蛋白質含量分

別為8.3克及6.3克

● 芝士魚柳意粉配西蘭花，水果為

蘋果：源自30克芝士及85克魚柳的蛋白質

含量分別為7.5克及13克

● 冬菇蒸肉餅配菜心及白飯，水果

為橙：源自85克豬肉的蛋白質含量為23克

食物安全中心意見
預先包裝食品須符合《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規例》（第132W章）

附表3第1（2）條的要求，即食物名稱或

稱號不得在任何方面就食物的性質有虛

假、誤導或詐騙成分。有關產品亦須符

合第132W章第4B條的要求，即加上標明

其能量值及營養素含量的標記或標籤。

如需要在標籤上或宣傳品中作出任何營

養聲稱，必須符合規例中的聲稱條件。此

外，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132

章）第61條的規定，任何人在出售或為出

售而展示的食物上所附加的標籤或宣傳

品，如對食物作出虛假說明，或預計會在

食物的性質、物質或品質方面誤導他人，

即屬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