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閣下將瀏覽的文章／內容／資料的版權持有者為消費者委員會。除作個人非商

業用途外，  閣下不得以任何形式傳送、轉載、複製或使用該文章／內容／資料，如

有侵犯版權，消費者委員會必定嚴加追究法律責任，索償一切損失及法律費用。

《消費者委員會條例》第二十條第 (1) 款其中有規定，任何人未經委員會以

書面同意，不得發布或安排發布任何廣告，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提述委員會、委

員會的刊物、委員會或委員會委任他人進行的測試或調查的結果，藉以宣傳或貶

損任何貨品、服務或不動產，或推廣任何人的形象。有關該條文的詳情，請參閱

該條例。

 本會試驗的產品樣本由本會指定的購物員，以一般消費者身份在市面上購

買，根據實驗室試驗結果作分析評論及撰寫報告，有需要時加上特別安排試用者

的意見和專業人士的評論。對某牌子產品的評論，除特別註明外，乃指經試驗的樣

本，而並非指該牌子所有同型號或不同型號的產品，也非泛指該牌子的所有其他

產品。

 本會的產品比較試驗，並不測試該類產品的每一牌子或同牌子每一型號的

產品。

 本會的測試計劃由本會的研究及試驗小組委員會決定，歡迎消費者提供意

見，但恕不能應外界要求為其產品作特別的測試，或刊登其他非經本會測試的產

品資料。

警告：切勿侵犯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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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物語

研究方法
是次研究主要搜集市面常見的兩類

成人奶粉/營養粉產品，檢視所標籤的成分

和健康聲稱，並諮詢專家對這些聲稱和使

用這類產品的意見。

搜集的兩類共19款成人奶粉/營養

粉樣本包括：（一）13款以中年人士或長

者為推銷對象的奶粉/營養粉產品，產品

附有與中年人或長者年紀有關的標示，例

如「專為30歲以上…的人士而設」、「50

歲+」、「銀髮適用」等；或產品附有受中年

人或長者關注的健康問題的描述（例如與

關節、心臟健康有關的描述），下稱「中年

人/長者」奶粉；（二）糖尿病患者需要控

制血糖水平，而患者多為中年人或長者。6

款樣本以糖尿病患者為推銷對象，例如以

「低升糖」、「關注血糖」或「穩定血糖」為

賣點的奶粉/營養粉產品，下稱「含與血糖

有關聲稱」奶粉。

本會檢視19款樣本包裝上的標籤，

綜合得出以下4種較常見或特別的成分及

相關健康聲稱所涉及的範疇：

● 奧米加3脂肪酸、奧米加6脂肪酸：心臟        

健康

● 益菌生：腸道健康、提升抵抗力、增加鈣 

質吸收

● 葡萄糖胺：關節健康

● 膽鹼：增強記憶

表二載列專家對這些成分和相關健

康聲稱的意見。

總括而言，除了奧米加3脂肪酸和奧

米加6脂肪酸與心臟健康有較確立的科學

證據證實外，上述其他成分及部分聲稱，例

如益菌生有利腸道健康、提升抵抗力、增

加鈣質吸收、膽鹼有助增強記憶、葡萄糖

胺與關節健康的關係，則缺乏大型臨床研

糖尿病人小心飲用
飲中年人/長者奶粉慎防過胖

本港人口老化越趨嚴重，近年

市面聲稱專供長者服用的奶粉產品

越來越多，亦有產品聲稱是專為中

年人而設。我們搜集了19款成人奶

粉/營養粉產品，逾半添加了特定成

分，例如奧米加3脂肪酸、益菌生、

葡萄糖胺或膽鹼等，聲稱有助心

臟、腸道、關節健康或增強記憶；專

家指部分聲稱或未有足夠臨床數據

支持，而部分產品的脂肪含量較高，

過量飲用可能導致過胖。

其中6款產品以糖尿病患者為

推銷對象，聲稱有助穩定血糖，但

專家指糖尿病患者未必需要刻意飲

用這類奶粉；相反，不當或過量飲用

有機會影響病情。

與健康有關的聲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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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世界衞生組織（世衞，WHO）和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糧農組織，FAO）

建議，每天的總脂肪攝入量應為每天能量

攝入量的15%至30%。以每日攝入2,000

千卡能量的人為例，其每日總脂肪的攝入

量上限大約是60克。

以上述樣本為例，每日兩杯約攝

入15.2克總脂肪，大概是攝入量上限的

25%，倘若加上由其他食物所攝入的脂

肪，或有機會超過每日攝入量上限。

根據香港營養師協會的意見，市面大

部分「中年人/長者」奶粉應由因病患或年

紀老邁而食量不足的人士飲用，例如食慾

不振、吞嚥困難、老年癡呆症等。對於飲食

均衡或超重〔以世衞按亞洲成年人的體重

分類為準則，即體重指數（BMI） 23〕人

士，飲用脂肪含量較高的奶粉，可能會攝

入過多脂肪，未必適合其飲用。

香港營養學會表示，中年人或長者飲

用「中年人/長者」奶粉時，需要留意整日

膳食的脂肪攝入量會否過高，增加肥胖的

風險。部分「中年人/長者」奶粉原先是為

過瘦、營養不良或因病情而有較大營養需

要的病人而設，以補充他們日常飲食未能

滿足的營養需要。一般人士，若長期飲用

能量或脂肪含量較高的奶粉，可導致熱量

及脂肪過剩，增加肥胖的風險。本身過胖

的人士更應注意，長期飲用能量或脂肪含

量較高的奶粉，或會令肥胖相關的健康問

題（如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下肢關節問題、

血糖控制等）更趨嚴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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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證實其臨床上的效益或未有一致性的科

學證據支持，仍需更多臨床研究證實。

13款「中年人/長者」奶粉樣本（#1- 

#13）的能量、總脂肪、糖和鈣含量可參看

表一。

脂肪含量差異大

整體來說，按該13款樣本標示的沖

調方法，每杯飲品的總脂肪含量由0.3克至

12克（各樣本每杯容量由約150毫升至270

毫升不等）。

有些樣本有標示建議每日飲用量，例

如每天1-2杯、2杯、2-3杯。若按照樣本建

議的每日飲用量，從中所攝入的總脂肪，

最高的樣本（#6）可達到每日約15.2克（該

樣本每杯總脂肪含量為7.58克，飲用建議

為每日兩杯）。

部分樣本含添加糖

世衞和糧農組織把製造商、廚師或

消費者在食物添加的所有單糖和雙糖，以

及蜂蜜、糖漿及果汁天然含有的糖，統稱為

「游離糖（free sugars）」。世衞和糧農組

織認為游離糖，尤其是飲品中的添加糖，

會增加膳食中整體攝入的能量及減低其他

富營養價值的食物的攝取量，導致不健康

的膳食、增加超重、患上肥胖症及慢性疾

病的風險，也會增加蛀牙機會。故此，應減

低游離糖的攝入量。

「中年人/長者」奶粉樣本

8

「中年人 /長者」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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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中年人/長者」及「含與血糖有關聲稱」奶粉樣本的營養素含量
樣
本
編
號

樣本名稱 
[1] [2]

標示特定年齡/
適用人士/「低升糖」或
與血糖有關的聲稱 [3]

重量 
(克) [3]

大約 
零售價 

[4]

建議每
日飲用
量 [3]

每杯的
粉末分量
(克) [5]

沖調後
每杯總容量
(毫升) [5]

部分營養素含量(每杯計) [6]

能量 
(千卡)

總脂肪
 (克)

糖
 (克)

含添加
糖？ [3]

鈣 
(毫克)

「中年人/長者」奶粉樣本

1 卡怡可斯骨骼關節營養粉 
KIWI HOUSE Bones & Joints Health Nutrients Powder — 800 $318 — 25 150 ※ 98 4.2 4.4 — 107.9

2
安怡長青高鈣低脂奶粉 
Fonterra Anlene Gold High Calcium Low Fat Milk 
Powder 51+ Years

51+歲專用配方 800 $136 2杯 30 200 ※ 109 0.9 12.3 — 600

3 安怡關鍵高鈣低脂奶粉 
Fonterra Anlene Total High Calcium Low Fat Milk Powder

適合關注骨骼及
關節健康人士

800 $150 2杯 30 200 ※ 110 1 8 乳糖 600

4 克寧高鈣奶粉 
KLIM Hi-Calcium Milk Powder 專為50歲以上人士設計 800 $109 2杯 34 270 143 4.5 17 玉米糖漿 442

5 美國雅培金裝加營素均衡高營養粉呍呢嗱味 
Abbott Ensure Complete, Balanced Nutrition 成人營養品 400 $119 — 53.8 230 230 7.5 8.8 蔗糖 242

6
美國雅培活力加營素完整均衡營養粉強肌配方呍呢嗱味 
Abbott Ensure NutriVigor Complete, Balanced Nutrition 
Vanilla Flavor

特別為40歲
或以上成年人而設

850 $259 2杯 54.1 230 231 7.58 9.64 蔗糖 319

7 美國雅培健營樂健體營養粉呍呢嗱味 
Abbott BoneSure Essential Nutrients for Health

專為30歲以上⋯
的人士而設

900 $225 2杯 37.2 219 129 1 14.1 玉米糖漿
固體、蔗糖

587

8
家恩素高鈣低脂營養奶粉 
Charisma High Calcium Low Fat Milk-based
Nutritional Powder

為五十歲以上人士設計 800 $238 2杯 28 200 ※ 94 0.3 13.5 — 560

9
家寶素關節營養素成人即溶配方奶粉雲呢拿味 
Carbroso Joint Support Formula Adult Instant Milk 
Powder Vanilla Flavor

— 900 $280 1-2次 30 210 113 1.2 7.2 葡萄糖漿 720

10 雀巢三花柏齡奶粉 
Nestlé Carnation Omega Milk Powder 50歲+ 800 $132 2杯 30 220 119 4.1 12.6 — 708

11 雀巢三花雙效奶粉 
Nestlé Carnation Double Care Milk Powder — 800 $145 — 35 245 128.5 3.9 14 — 805

12
惠氏倍力加即沖高鈣均衡營養素雲呢嗱味 
Wyeth Enercal Plus Ready-to-Mix Hi-Calcium
Balanced Nutrition Drink △

— 900 $220 —
52.6 (標準沖調) 240 240 8.1 9

蔗糖
160

78.9 (高熱量沖調) 240 360 12 14 240

13
諾亞優+關自在成人即溶配方奶粉雲呢拿味 
Noah U + Bone Care Adult Instant Milk Powder 
Vanilla Flavor

銀髮適用 900 $280 2-3杯 30 180 ※ 113 1.2 7.2 葡萄糖漿 720

「中年人/長者」奶粉樣本營養素含量範圍 以沖調後每杯計 $5 - $19 25 - 78.9 150 - 270 94 - 360 0.3 - 12 4.4 - 17 107.9 - 805

市面一般液體盒裝脫脂/低脂牛奶/牛奶飲品 
 (例如低脂牛奶飲品、高鈣低脂牛奶飲品、脫脂牛奶、
脫脂牛奶飲品)

以每杯/盒236毫升/
250毫升計

$4 - $9 87 - 139 0 - 3.5 7.3 - 16.8 大部分不
含添加糖

275 - 500

「含與血糖有關聲稱」奶粉樣本

14 卡怡可斯全效營養粉 
KIWI HOUSE Complete Nutrients Health Powder

低升糖 
適合關注血糖健康人士

800 $318 — 25 150 ※ 79 2 4.9 — 115.5

15
雀巢佳膳低升糖指數配方呍呢嗱味 
Nestlé Nutrition Nutren Diabetes Complete Nutrition 
in Powder Vanilla Flavoured

低升糖指數 
升糖指數為22 

適合關注血糖的人士服用
800 $230 — 55 250 246 10.9 0 — 168

16 美國雅培怡保康營養配方呍呢嗱味 
Abbott Glucerna Complete and Balanced Nutrition

低升糖指數
或有助穩定血糖 

供關注血糖的人士服用
400 $116 — 52.1 237 226 8.3 5.7 果糖 168

17 保維他斯康膳素雲呢拿味 
Bonvitas Diatrients Beverage Milk Powder Vanilla Flavoured

低升糖
適合關注血糖的人士服用

或有助於穩定血糖
800 $238 1-2杯 25 250 ※ 106.3 3.9 0.9 葡萄糖 228

18
家寶素安糖樂營養素成人即溶配方奶粉雲呢拿味 
Carbroso Glycetrol Nutrients Adult Instant Milk
Powder Vanilla Flavor

此產品供關注血糖的
人士服用

900 $232 1-2次 30 210 115 2.3 7.1 葡萄糖漿 300

19
諾亞優+三高樂成人即溶配方奶粉雲呢拿味 
Noah U+ Reduction for the 3 Hypers Adult Instant 
Milk Powder Vanilla Flavor

此產品適合關注血糖、關
注血壓、關注血脂/膽固

醇的人士服用
600 $268 2-3次 30 180 ※ 114 3.6 11.6 葡萄糖 360

「含與血糖有關聲稱」奶粉樣本營養素含量範圍 以沖調後每杯計 $8  - $16 25 - 55 150 - 250 79 - 246 2 - 10.9 0 - 11.6 115.5 - 360

註 —：樣本標籤沒有相關標示。

[1] 樣本按中文名稱筆劃由少至多排序。

[2] △：樣本#12的鈣含量未達法例對聲稱「高鈣」的要求。

[3] 樣本包裝標示的資料 。

[4] 乃本會職員於8月下旬的市場調查所得的產品原價資料，會因時
間、地點和零售點不同而有差異，僅供參考。

[5] 根據樣本包裝標示的建議沖調方法，沖調一杯飲品所需的粉末分
量及沖調後一杯飲品的總容量。

    ※：樣本沒有標示沖調後一杯飲品的總容量，表列容量乃樣本標  
  示的沖調一杯飲品所需的水量。

[6] 表列的每杯營養素含量乃樣本包裝標示的資料，或
本會根據標示的沖調方法及每100克粉末的營養
素含量經換算及4捨5入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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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中年人/長者」及「含與血糖有關聲稱」奶粉樣本的營養素含量
樣
本
編
號

樣本名稱 
[1] [2]

標示特定年齡/
適用人士/「低升糖」或
與血糖有關的聲稱 [3]

重量 
(克) [3]

大約 
零售價 

[4]

建議每
日飲用
量 [3]

每杯的
粉末分量
(克) [5]

沖調後
每杯總容量
(毫升) [5]

部分營養素含量(每杯計) [6]

能量 
(千卡)

總脂肪
 (克)

糖
 (克)

含添加
糖？ [3]

鈣 
(毫克)

「中年人/長者」奶粉樣本

1 卡怡可斯骨骼關節營養粉 
KIWI HOUSE Bones & Joints Health Nutrients Powder — 800 $318 — 25 150 ※ 98 4.2 4.4 — 107.9

2
安怡長青高鈣低脂奶粉 
Fonterra Anlene Gold High Calcium Low Fat Milk 
Powder 51+ Years

51+歲專用配方 800 $136 2杯 30 200 ※ 109 0.9 12.3 — 600

3 安怡關鍵高鈣低脂奶粉 
Fonterra Anlene Total High Calcium Low Fat Milk Powder

適合關注骨骼及
關節健康人士

800 $150 2杯 30 200 ※ 110 1 8 乳糖 600

4 克寧高鈣奶粉 
KLIM Hi-Calcium Milk Powder 專為50歲以上人士設計 800 $109 2杯 34 270 143 4.5 17 玉米糖漿 442

5 美國雅培金裝加營素均衡高營養粉呍呢嗱味 
Abbott Ensure Complete, Balanced Nutrition 成人營養品 400 $119 — 53.8 230 230 7.5 8.8 蔗糖 242

6
美國雅培活力加營素完整均衡營養粉強肌配方呍呢嗱味 
Abbott Ensure NutriVigor Complete, Balanced Nutrition 
Vanilla Flavor

特別為40歲
或以上成年人而設

850 $259 2杯 54.1 230 231 7.58 9.64 蔗糖 319

7 美國雅培健營樂健體營養粉呍呢嗱味 
Abbott BoneSure Essential Nutrients for Health

專為30歲以上⋯
的人士而設

900 $225 2杯 37.2 219 129 1 14.1 玉米糖漿
固體、蔗糖

587

8
家恩素高鈣低脂營養奶粉 
Charisma High Calcium Low Fat Milk-based
Nutritional Powder

為五十歲以上人士設計 800 $238 2杯 28 200 ※ 94 0.3 13.5 — 560

9
家寶素關節營養素成人即溶配方奶粉雲呢拿味 
Carbroso Joint Support Formula Adult Instant Milk 
Powder Vanilla Flavor

— 900 $280 1-2次 30 210 113 1.2 7.2 葡萄糖漿 720

10 雀巢三花柏齡奶粉 
Nestlé Carnation Omega Milk Powder 50歲+ 800 $132 2杯 30 220 119 4.1 12.6 — 708

11 雀巢三花雙效奶粉 
Nestlé Carnation Double Care Milk Powder — 800 $145 — 35 245 128.5 3.9 14 — 805

12
惠氏倍力加即沖高鈣均衡營養素雲呢嗱味 
Wyeth Enercal Plus Ready-to-Mix Hi-Calcium
Balanced Nutrition Drink △

— 900 $220 —
52.6 (標準沖調) 240 240 8.1 9

蔗糖
160

78.9 (高熱量沖調) 240 360 12 14 240

13
諾亞優+關自在成人即溶配方奶粉雲呢拿味 
Noah U + Bone Care Adult Instant Milk Powder 
Vanilla Flavor

銀髮適用 900 $280 2-3杯 30 180 ※ 113 1.2 7.2 葡萄糖漿 720

「中年人/長者」奶粉樣本營養素含量範圍 以沖調後每杯計 $5 - $19 25 - 78.9 150 - 270 94 - 360 0.3 - 12 4.4 - 17 107.9 - 805

市面一般液體盒裝脫脂/低脂牛奶/牛奶飲品 
 (例如低脂牛奶飲品、高鈣低脂牛奶飲品、脫脂牛奶、
脫脂牛奶飲品)

以每杯/盒236毫升/
250毫升計

$4 - $9 87 - 139 0 - 3.5 7.3 - 16.8 大部分不
含添加糖

275 - 500

「含與血糖有關聲稱」奶粉樣本

14 卡怡可斯全效營養粉 
KIWI HOUSE Complete Nutrients Health Powder

低升糖 
適合關注血糖健康人士

800 $318 — 25 150 ※ 79 2 4.9 — 115.5

15
雀巢佳膳低升糖指數配方呍呢嗱味 
Nestlé Nutrition Nutren Diabetes Complete Nutrition 
in Powder Vanilla Flavoured

低升糖指數 
升糖指數為22 

適合關注血糖的人士服用
800 $230 — 55 250 246 10.9 0 — 168

16 美國雅培怡保康營養配方呍呢嗱味 
Abbott Glucerna Complete and Balanced Nutrition

低升糖指數
或有助穩定血糖 

供關注血糖的人士服用
400 $116 — 52.1 237 226 8.3 5.7 果糖 168

17 保維他斯康膳素雲呢拿味 
Bonvitas Diatrients Beverage Milk Powder Vanilla Flavoured

低升糖
適合關注血糖的人士服用

或有助於穩定血糖
800 $238 1-2杯 25 250 ※ 106.3 3.9 0.9 葡萄糖 228

18
家寶素安糖樂營養素成人即溶配方奶粉雲呢拿味 
Carbroso Glycetrol Nutrients Adult Instant Milk
Powder Vanilla Flavor

此產品供關注血糖的
人士服用

900 $232 1-2次 30 210 115 2.3 7.1 葡萄糖漿 300

19
諾亞優+三高樂成人即溶配方奶粉雲呢拿味 
Noah U+ Reduction for the 3 Hypers Adult Instant 
Milk Powder Vanilla Flavor

此產品適合關注血糖、關
注血壓、關注血脂/膽固

醇的人士服用
600 $268 2-3次 30 180 ※ 114 3.6 11.6 葡萄糖 360

「含與血糖有關聲稱」奶粉樣本營養素含量範圍 以沖調後每杯計 $8  - $16 25 - 55 150 - 250 79 - 246 2 - 10.9 0 - 11.6 115.5 - 360

註 —：樣本標籤沒有相關標示。

[1] 樣本按中文名稱筆劃由少至多排序。

[2] △：樣本#12的鈣含量未達法例對聲稱「高鈣」的要求。

[3] 樣本包裝標示的資料 。

[4] 乃本會職員於8月下旬的市場調查所得的產品原價資料，會因時
間、地點和零售點不同而有差異，僅供參考。

[5] 根據樣本包裝標示的建議沖調方法，沖調一杯飲品所需的粉末分
量及沖調後一杯飲品的總容量。

    ※：樣本沒有標示沖調後一杯飲品的總容量，表列容量乃樣本標  
  示的沖調一杯飲品所需的水量。

[6] 表列的每杯營養素含量乃樣本包裝標示的資料，或
本會根據標示的沖調方法及每100克粉末的營養
素含量經換算及4捨5入所得。

天然存在於牛奶的乳糖不屬於游離

糖。不過，市面有些奶粉或牛奶飲品，生產

時會額外添加糖分，這些額外添加的糖便

屬於游離糖。消費者在選購奶粉或牛奶飲

品時，可留意配料表（或稱成分表），看看

有否添加糖分。

根據13款樣本的配料表，5款沒有添

加糖分，而按各樣本標示的沖調方法，每

杯飲品的糖含量由4.4克至14克；其餘8款

樣本（#3-#7、#9、#12、#13）標示添加了

糖分，例如玉米糖漿固體、蔗糖、葡萄糖

漿等，甚至額外添加乳糖，每杯飲品的糖

含量則由7.2克至17克。換句話說，該13款

「中年人/長者」奶粉樣本，每杯飲品的糖

含量由4.4克至17克。

由於營養標籤所標示的是食品中總

糖分含量，即包括天然存在的糖和添加的

糖的含量，故不能確定食品中所含添加糖

的分量。但香港營養學會提醒消費者，含

添加糖的產品，每日飲用2至3杯會增加游

離糖的攝取，容易攝入過多能量，也會增

加蛀牙機會。過重及肥胖人士需注意飲用

分量，限制添加糖的攝取，而糖尿病患者應

向註冊營養師查詢，以免影響血糖控制。

部分樣本按指示飲用  鈣攝入量或多

於建議攝入量

鈣（calcium）是人體所需的重要礦物

質，有助建立及維持健康的牙齒及骨骼，

攝取足夠鈣有助預防骨質疏鬆。

世衞和糧農組織建議，成人每日的鈣

攝入量應達1,000毫克，而更年期後婦女

和65歲以上男士應達1,300毫克。然而，攝

入量並非越多越好，世衞和糧農組織建議

每日的鈣攝入量上限為3,000毫克。

牛奶天然含有鈣，不過市面一些奶粉

或牛奶飲品會額外加入鈣補充劑，例如碳

酸鈣（calcium carbonate）、磷酸鈣（calcium 

phosphate）等，以增加產品的鈣含量。

一般而言，從食物中攝取過量鈣

而導 致不良副作用的情 況 並不常見。

雖然大量攝入鈣有機會引致高血鈣症

（hyperca lcemia，即血液內鈣的水平過

高），但大部分高血鈣症是由疾病引致，例

如骨癌、副甲狀腺機能亢進等。

相反，大多數出現不良副作用的情況

是與進食過量鈣補充劑有關。過量攝取碳

酸鈣可導致便秘及乳鹼綜合症，後者會引

致高血鈣症、鹼中毒及不同程度的腎功能

損害。亦有研究指過量攝取碳酸鈣可能會

增加患上腎石的風險。而大量攝取鈣補充

劑亦可能會影響其他礦物質的吸收，例如

鐵、鋅和鎂。

整體來說，按13款樣本標示的沖調

方法，每杯飲品的鈣含量由107.9毫克至

805毫克，當中8款樣本的鈣含量多於市面

一般液體盒裝牛奶或牛奶飲品（以每盒/杯

230毫升/250毫升計，鈣含量約由275毫

克至500毫克）。

若按照樣本建議的每日飲用量，從中

所攝入的鈣，3款樣本（#9、#10、#13）多

於1,300毫克，最高的樣本（#13）甚至達到

每日2,160毫克（該樣本每杯鈣含量為720

毫克，飲用建議為每日2至3杯），即長者建

議攝取量的166%，不過，並未高於建議每

日的鈣攝入量上限。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指出，長者或

中年人如正在服用藥物，應謹慎服用奶粉

產品。奶粉產品含鈣，而部分的鈣含量更

高於一般牛奶。鈣及藥物可能產生相互作

用，例如鈣與某些藥物會於腸道形成不溶

性複合物，以致藥物不能被有效吸收，降

低藥物的功效。因此，部分藥物須與含鈣

的食物或飲品分隔時間服用，以減少相互

影響，例如部分骨質疏鬆藥物、抗生素、

甲狀腺素、血小板生成素刺激劑、磷劑等，

建議的相隔時間由最少半小時至6小時不

等。另外，如長者或中年人本身已服用鈣補

充劑或含鈣的多種維他命及礦物質產品，

亦應留意同時服用鈣含量較高的奶粉產品

可能會攝入過量鈣。故此，建議正在服用

藥物的長者或中年人，飲用奶粉產品前，先



34 455 2014 .09選擇

諮詢醫生或藥劑師的意見。

香港營養師協會表示，長者可於日

常膳食攝取鈣，例如低脂或脫脂奶類產

品（包括低脂奶、脫脂奶、純乳酪、低脂

芝士）、高鈣豆奶、硬豆腐、可連骨吃的魚

（如罐頭沙甸魚、細白飯魚）、深綠色葉菜

（如芥蘭、菜心及西蘭花）。故此，並不一

定需要透過飲用這類奶粉來攝取鈣。若選

擇飲用這類奶粉，應適量飲用，不宜過量，

因為攝入大量鈣不會對骨骼健康帶來額外

益處，相反，過量的話可能有損健康，若奶

粉產品含有碳酸鈣，過量攝入可能會增加

患腎石風險。除了鈣，維他命D對骨骼健康

同樣重要。大家應攝取足夠含豐富維他命

D的食物，例如油性魚類、雞蛋黃、添加維

他命D的牛奶及早餐穀物等，亦可在戶外

活動時，透過適度的陽光照射，讓身體自

行製造維他命D。

香港營養學會表示，適量運動及避

免吸收太多鹽分亦是維持骨骼健康的重要

元素。過量攝取鈣可能影響腎功能，也會

奧米加 3、奧米加 6

 從化學結構而言，食物中的脂肪（fat）可分為飽和脂肪

（saturated fat）和不飽和脂肪（unsaturated fat）。不飽和

脂肪又可分為單元不飽和脂肪（monounsaturated fat）和多元

不飽和脂肪（polyunsaturated fat）。

 食品標籤出現的奧米加3（omega-3，ω-3）和奧米加6

（omega-6，ω-6），一般是指奧米加3脂肪酸和奧米加6脂肪

酸，它們都屬於多元不飽和脂肪。

 對 人 體 較 重 要 的 奧 米 加 3 脂 肪 酸 包 括 α - 亞 麻 酸

（α-linolenic acid，ALA）、二十碳五烯酸（eicosapentaenoic 

acid，EPA）和二十二碳六烯酸（docosahexaenoic acid，

DHA）；而奧米加6脂肪酸則包括亞油酸（linoleic acid，LA）

和二十碳四烯酸（arachidonic acid，AA或稱ARA）。

 人體不能自行製造ALA和LA，故兩者又稱為必需脂肪酸

（essential fatty acid），必需從膳食中攝取；不過，人體可透

過新陳代謝自行把ALA合成EPA和DHA，把LA合成AA。

 含ALA的食物包括綠色

葉菜、果仁和植物油，例如

亞麻籽油（flaxseed oil）、

芥花籽油（canola oil）和大

豆油（soybean oil）。而魚

類（特別是油性魚類如三文

魚、鯡魚、鯖魚、鯷魚、沙甸魚和吞拿魚）和貝殼類，則含有

豐富EPA和DHA。LA存在於多種食物，包括果仁、植物油，

例如葵花籽油、粟米油和大豆油。

 脂肪在人體內有多種重要功能，包括輸送脂溶性維他命和

構成細胞膜，而奧米加3脂肪酸和奧米加6脂肪酸亦涉及多種生

理機能，例如AA和EPA與細胞生長、凝血、肌肉活動、製造賀

爾蒙等有關，DHA則與腦部發育和運作，以及神經系統有關。

 不過，多元不飽和脂肪酸並非攝取越多越好，過量的多元不

飽和脂肪酸會增加脂肪產生過氧化作用和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產

生氧化作用的機會，兩者與一些病變，例如炎症、退化性疾病、

癌症，以及生理現象例如老化等有關。另外，冠心病患者若進食

高劑量奧米加3脂肪酸補充劑（例如多於3克），須在醫生指示下

進行，因為高劑量奧米加3脂肪酸會導致部分病人過量出血。

 世衞和糧農組織的專家小組表示，有足夠證據證明，以多

元不飽和脂肪酸代替飽和脂肪酸有助減低患上冠狀動脈心臟病

（簡稱冠心病）的風險，另外，有證據顯示奧米加3長鏈多元

不飽和脂肪酸（主要是DHA和EPA）有助預防冠心病，或許亦

有助預防其他與年齡增長有關的退化性疾病。

 目前的研究顯示，進食魚類，尤其是每星期1至2次油性

魚類，有益心血管健康。

 英國食物標準局（Food Standards Agency）建議，一般

人每星期進食最少兩份魚（每份140克），當中包括一份油性

魚，但最多不超過四份。

 美國心臟協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建議，每

星期進食最少兩次魚（特別是油性魚類）（每次1份，每份100

克）。油性魚類含豐富EPA及DHA，研究證明有助減少心臟病。

該協會亦建議膳食中應包括含豐富ALA的植物及其油類（例如大

豆、芥花籽、胡桃、亞麻籽）。大型流行病學研究顯示，進食

DHA、EPA及ALA對有冠心病風險的人士有益。然而，對於一般

人士，需要更多研究證實ALA與心臟病有因果益處的關係。

益菌生

 益菌生（prebiotic，又稱益菌素、益生纖維）是一些不能

被人體消化的有機物質，會剌激及促進腸道內有益細菌（例

如乳桿菌及雙歧桿菌）的生長及/或新陳代謝。益菌生通常是

一些寡糖（oligosaccharide），又稱低聚糖或寡聚糖，其中較

常見的是寡果糖（fructooligosaccharide，FOS）、半乳寡糖

（galactooligosaccharide，GOS）和菊糖（inulin）。

 寡果糖和菊糖天然存在於香蕉、穀類和部分蔬菜（例如菊

加 點多知分成添

飲食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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苣、大蒜、洋葱、韭菜、洋

薊、蘆筍），而半乳寡糖則

可在豆類、奶類及一些發酵

奶類製品找到。

 對於益菌生的功用，最

常見的研究報告與腸道的功

能有關，例如使大便較軟、增加大便重量、次數。有以嬰幼兒

為對象的研究顯示，進食加入了GOS和FOS奶粉的嬰兒較少出

現上呼吸道感染，但文獻亦指該項研究有太多不確定因素，以

致未能根據該研究歸納出可靠的結論。雖然有些研究顯示益

菌生可影響一些與免疫力有關的因素，例如增加抗炎細胞因子

（anti-inflammatory cytokines）的水平，但目前仍缺乏確切的

臨床證據，證實是否能減低受感染的機會。

膽鹼

 膽鹼（choline）是一種必需營養素，在人體有多種重要功

能，屬於磷脂的組成部分，是構成細胞膜的重要成分，亦是中

樞神經系統常見的神經傳導物質乙醯膽鹼（acetylcholine）的成

分。人體可自行製造膽鹼，但分量不夠維持生理所需，故此需

從膳食中攝取膽鹼。蛋黃含

豐富膽鹼，另外，肉類、

魚、牛奶、肝臟、十字花蔬

菜如椰菜花等都含有膽鹼。

 歐 洲 食 品 安 全 局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的專家小組曾對一

項有關膽鹼與正常認知功能的聲稱的申請進行評估，結論是不予

批准。該專家小組認為，根據所提交的兩個以人類進行的研究，

未能對該聲稱的科學證據得出任何結論。其中一個是於2001年發

表在期刊Journal of Parenteral and Enteral Nutrition，以11個正

接受長期全靜脈營養治療（即透過中心靜脈導管輸入營養液）的

病人進行的試驗性研究，當中約一半病人所接受的營養液不含膽

鹼，另外一半則加入膽鹼。該研究所作的結論是接受長期全靜脈

營養治療（營養液不含膽鹼）的病人，其語言和視覺記憶可能會

受損，而補充膽鹼或許對兩者有改善。而該申請提交的另外9個

動物實驗，研究補充膽鹼對大鼠在各項記憶測試的影響。專家小

組認為，該等動物實驗提供的證據，不足以預測補充膽鹼會為人

類的正常認知功能帶來正面影響。

葡萄糖胺

 退化性關節炎（osteoarthritis，又稱骨關節炎）是長年累月

的關節勞損而引致的疾病，在長者十分常見，影響部位包括膝蓋

和手指。病徵包括痛楚、紅腫發熱和關節僵硬。退化性關節炎不

能根治，痛楚時應盡量休息，也可用止痛藥減低痛楚，但應由醫

生指示，以免導致不良副作用。

 葡萄糖胺是一個由葡萄糖合成的氨基單糖，人體可自行製

造，是組成關節軟骨的成分之一。在本港，含有葡萄糖胺的產

品，若以藥劑劑型的形式（例如片劑、膠囊等）出現，須註冊

為藥物。市面的葡萄糖胺藥物，一般的服用劑量為每天1,500

毫克（一次服用；或分3次服用，每次500毫克）。

 根據期刊BMC Research Notes於2013年一份有關葡萄糖

胺對關節健康的文獻，目前沒有證據證明葡萄糖胺可延緩軟骨

老化，亦未曾有實驗研究葡萄糖胺對老化了的軟骨的作用，至

於葡萄糖胺能否有效預防退化性關節炎，亦未曾有人類研究驗

證，仍需更多臨床研究證實葡萄糖胺對健康人士或有退化性關

節炎風險的人士的潛在益處。

 另一方面，根據考科藍循證醫學機構於2009年一項有關

葡萄糖胺的回顧（Cochrane Review），部分葡萄糖胺改善痛

楚的效果比安慰劑（placebo）好，但並非全部研究均能證明

葡萄糖胺比安慰劑可明顯改善退化性關節炎的症狀（包括減輕

痛楚及改善關節功能）。因此，葡萄糖胺對於紓緩退化性關節

炎的功效，仍然未有一致結論。

阻礙身體吸收其他礦物質，所以即使想骨

骼強健也不應攝取過量鈣。

1款「高鈣」樣本鈣含量未達法例要求

《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規

例》對標示「高鈣」聲稱的食物或飲品，訂

下了規定。

一般而言，營養聲稱條件適用於食物

出售時的狀態。不過，對於奶粉或營養粉

一類須以水沖調飲用的食物，營養聲稱的

條件須適用於按包裝上指示沖調後的食物

狀態。該規例下，「高鈣」指每100毫升液

體食物含不少於120毫克鈣，或每100千卡

食物（固體或液體）含不少於80毫克鈣。

根據樣本#12標示的沖調方法，每

100毫升飲品的鈣含量約為67毫克（標準

沖調）或100毫克（高熱量沖調），而每100

千卡飲品的鈣含量約為66.7毫克，均低於

上述法例對聲稱「高鈣」的要求。

本會已把有關資料交予食物安全中

心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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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專家對奶粉樣本的成分和健康聲稱的意見
成分 聲稱涉及的

主要範疇

個別產品的聲稱字句（節錄）
香港營養師協會 香港營養學會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

類別 產品標示成分 聲稱字句 樣本編號

奧米加3脂肪酸 
(Omega-3 fatty acid) 

奧米加6脂肪酸 
(Omega-6 fatty acid) 

 

α-亞麻酸
(α-Linolenic acid， 

ALA)

二十二碳六烯酸
(Docosahexaenoic 

acid，DHA)

二十碳五烯酸
(Eicosapentaenoic 

acid，EPA)

亞油酸
(Linoleic acid，LA)

心臟健康 「維持心臟健康營養素」
[產品的營養標籤標示含Linolenic acid及Linoleic acid]

6 目前的研究證明，從油性魚類攝取足夠奧米加3脂肪酸，有助減低患上心臟病的
風險。
根據美國心臟協會於2002年發表的文獻，隨機對照研究顯示，奧米加3脂肪酸補
充劑可減低冠心病患者出現心臟事故的機會及動脈粥樣硬化的惡化。然而，仍需
要更多研究來確定及進一步解釋奧米加3補充劑對預防心臟病（包括健康人士及
心臟病患者）的益處。
此外，美國心臟協會又建議，透過日常飲食（例如進食油性魚類和含ALA的植物
油）增加奧米加3脂肪酸的攝取，相比服用補充劑，是較可取的方法。
另一方面，美國心臟協會於2009年發表的文獻亦建議奧米加6脂肪酸可作為有
益心臟健康的膳食的一部分。 目前，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允許食物使
用有關「EPA及DHA或有助減低冠心病風險」的聲稱。而歐洲食品安全局允許使
用有關「ALA有助維持正常血液內膽固醇水平」、「EPA及DHA有助於心臟的正常
功能」和「LA有助維持正常血液內膽固醇水平」的聲稱。

奧米加3脂肪酸及奧米加6脂肪酸屬於多元不
飽和脂肪酸，兩者均與心臟健康有關。研究指
出進食魚類或魚油補充劑（作為奧米加3脂肪
酸來源)可降低炎症反應、改善血管內皮功能、
減低心律不整、有助降低三酸甘油脂和輕微
改善血壓控制。美國心臟協會建議每星期進食
最少兩次3.5安士的魚類，另外亦可從亞麻籽
及部分果仁攝取奧米加3脂肪酸。美國心臟協
會於2009年發表的文獻指，每天攝取至少每
日所需能量的5％至10％的奥米加6脂肪酸有
助降低心臟病的風險。歐洲食品安全局現時
容許就奧米加3脂肪酸作出與維持正常心臟功
能和血液內膽固醇水平的健康聲稱。

根據美國心臟協會建議，可選擇食用含豐富脂
肪的魚類或植物油攝取奧米加3脂肪酸，作為
其中一種減低心臟病風險的方法；但對於一般
健康人士，未有建議服用額外奧米加3脂肪酸
營養補充品或特定之攝取量。
 
副作用/禁忌症：
過量攝取或會導致腸胃不適，皮膚變化，增加
出血風險。

「含Ω奧美加：有助維護心臟健康」「含來自二十二碳六烯酸（DHA）的奧美加，有助維
護心臟健康。」

8

「奧美加配方 有益心臟健康」「Ω3：6美國心臟協會推薦  奧美加飲食有益心臟健
康」「根據美國心臟協會建議，適量奧美加脂肪有益心血管健康。每日攝取適量奧美
加3和6系列脂肪酸，配合均衡飲食及適量運動，有益身心健康。」「奧美加配方 每100
克奶粉含2.2克亞油酸（奧美加6）及360毫克亞麻酸（奧美加3）」

10

「奧美加配方 有益心臟健康」「根據美國心臟協會建議，適量奧美加脂肪酸有益心血
管健康。每日攝取適量奧美加3和6系列脂肪酸，並配合均衡飲食及適量運動，有助心
臟健康。」「Ω3：6美國心臟協會推薦  奧美加飲食有益心臟健康」「每100克奶粉含2.4
克亞油酸（奧美加6）及385毫克亞麻酸（奧美加3）」

11

「脂肪酸比例符合世界衞生組織/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建議（包括總脂肪、飽和脂肪
酸、單元不飽和脂肪酸、總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奧米加-6（亞油酸）及奧米加-3（α-亞麻
酸）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於總能量中的百分比。），有助支持心臟健康。」

12

「有益心臟健康」「Ω3符合AHA美國心臟協會飲食指南建議」 14

「此產品或有助心臟健康」「含奧米加3（0.4克/100克）及單元不飽和脂肪酸（7.5克
/100克）」

16

「保持心臟健康」
[配料表標示含螺旋藻粉（含DHA+EPA）]

19

益菌生 
(Prebiotic)

寡果糖/果低聚醣
(Fructooligosaccharide，

FOS)

菊糖(Inulin)

免疫系統 
抵抗力

「Prebiotics提升抵抗力」「蘊含益菌生，研究證實能提升抵抗力，促進腸道健康及增加
鈣質吸收。」

5 對於腸道健康，益菌生可增加有益細菌的生長，這可能會增強腸道健康。然而，這
視乎腸道內有多少有益細菌，若數量不夠，單靠益菌生未必達到有關聲稱功效。
至於免疫力，近年的研究顯示益菌生與益生菌（probiotic）一起或可提升免疫
力，但仍需更多研究探討實質的機理及其他可能與腸道免疫力有關的因素，例如
宿主的遺傳基因、營養、抗生素治療、感染及早期嬰兒腸道菌群定植等。
而增加鈣質吸收方面，現時仍在研究階段，背後的機制可能是多方面的，包括增
加礦物質的可溶性、增加腸道內的吸收面積、增加鈣結合蛋白的衍生等。現時較
多是動物實驗，結果較顯著；相反，人類研究較少，實驗條件較難控制，結果不及
動物實驗明顯。
 
益菌生的副作用並不常見。然而，過量進食，尤其是寡糖類，會導致腹部不適和
腸胃氣脹。

有研究指出各類益菌生可為健康帶來不同的
正面影響，例如減輕因感染及抗生素相關的
肚瀉、預防結腸癌、加強鈣及鎂等礦物質的吸
收、降低部分心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減少發
炎、促進體重下降。雖然部分研究顯示益生菌
及益菌生對人體可能帶來益處，美國居民膳食
指南2010委員會（The Dietary Guidelines for 
American 2010 Committee)因未有足夠科學
證據而未能制訂益生菌及益菌生的膳食建議。
歐洲食品安全局亦指出需要更多研究，以為確
立益生菌及益菌生相關的健康聲稱提供進一
步數據。

免疫系統/抵抗力：
現有的臨床證據只說明益菌生用於嬰兒可能
提升抵抗力，但用於成年人則未有數據支持。 
腸道健康：
現有的臨床證據只說明益菌生用於嬰兒可改
善腸道運轉及大便質量，但用於健康成年人則
未有顯著作用。
鈣質吸收：
在老鼠實驗中使用益菌生可能增加鈣質吸收，
但現時並未有大型臨床研究證實益菌生用於
人類的成效。
 
副作用/禁忌症：
常見副作用包括腹部不適、腹瀉和腹脹。

「益菌生纖維……能禁止腸道內有害菌及刺激有益菌的生長，保持腸道健康」 7

腸道健康 「蘊含益菌生，研究證實能提升抵抗力，促進腸道健康及增加鈣質吸收。」 5

「益菌生纖維……能禁止腸道內有害菌及刺激有益菌的生長，保持腸道健康」 7

「含菊糖：含水溶性纖維，有助維持腸道健康。」「菊糖（又名菊苣纖維）是從天然植物中
萃取出來的膳食纖維。……含高膳食纖維，有助增加腸道中雙歧杆菌，有助維持良好的腸
道環境」

8

鈣質吸收 「蘊含益菌生，研究證實能提升抵抗力，促進腸道健康及增加鈣質吸收。」 5

葡萄糖胺 
(Glucosamine)

葡萄糖胺鹽酸鹽
(Glucosamine
hydrochloride)

關節健康 「含葡萄糖胺和骨膠原」「有益關節健康」 1 根據美國國家衞生研究院（NIH）屬下的國家補充與替代醫學中心（NCCAM）的資
料，葡萄糖胺是否有助紓緩退化性膝關節炎或其他部位關節炎的痛楚，目前並不
確定。葡萄糖胺用於退化性膝關節炎的主要研究，所得結果並不一致。一項大型
NIH研究（GAIT），試驗葡萄糖胺鹽酸鹽、軟骨素（chondroitin）和兩者混合於退化
性膝關節炎患者的效果，參與研究的大部分患者本身的痛楚屬輕微程度，雖然有
一小群本身的痛楚程度屬中度至嚴重的患者，服用葡萄糖胺和軟骨素後痛楚有改
善，但從整體結果來說，服用葡萄糖胺、軟骨素或兩者混合的患者，其膝關節痛楚
或功能並沒有明顯改善。在幾項歐洲的研究中，參與的患者表示，服用葡萄糖胺硫
酸鹽（glucosamine sulfate）後，其膝關節的感覺和活動有所改善。另外，小量證據
顯示葡萄糖胺對關節結構有幫助。
以藥物形式服用的葡萄糖胺，一般的劑量為每日1,500毫克。然而，是次研究的奶粉
樣本，沖調後每杯的葡萄糖胺含量由25毫克至350毫克，按建議飲用量，每日攝取
量最高的樣本約792毫克，遠低於上述劑量，故此對改善退化性關節炎未必有效。

部分樣本同時含軟骨素。根據NIH的資料，研究顯示軟骨素對紓緩退化性膝關節
炎或退化性髖關節炎的痛楚並沒有幫助，亦不確定對其他關節是否有幫助。部分
研究顯示軟骨素或對關節結構有幫助，但改善可能是很輕微而不足以為患者的
病情帶來轉變。
前列腺癌患者或高風險人士（如父親或兄弟曾患前列腺癌）應避免服用軟骨素，
而服用抗凝血藥的人士應避免或謹慎服用。軟骨素硫酸鹽（chondroitin sulfate）
可能令哮喘惡化，哮喘患者應小心服用。

亦有部分樣本同時含骨膠原。根據英國一關節炎組織（Arthritis Research UK）
的資料，有關骨膠原對治療退化性關節炎的角色，例如減輕痛楚和改善活動能力
的作用，臨床研究的結果並不一致。而歐洲食品安全局於2011年否決了一項有關
骨膠原與維持正常關節的聲稱的申請。

有多個臨床研究指出葡萄糖胺硫酸鹽或可輕
微或中度減輕退化性關節炎，尤其是膝關節炎
的痛楚及改善關節的功能，但研究的結果未能
對葡萄糖胺的療效達成一致性的結論。在研究
中主要使用的劑量為每日1,500毫克。其他形
式的葡萄糖胺如葡萄糖胺鹽酸鹽及N-乙酰葡
糖胺（N-acetylglucosamine)的研究較少及成
效相對不及葡萄糖胺硫酸鹽。不過，近期一份
有關葡萄糖胺的系統性回顧文獻指出，葡萄糖
胺硫酸鹽和葡萄糖胺鹽酸鹽具生物等效性，沒
有足夠臨床試驗數據，評定兩者在紓緩退化性
關節炎的功效有明顯差異。歐洲食品安全局在
2012年因缺乏數據支持葡萄糖胺在沒有退化
性關節炎患者的軟骨的作用，否決有關「葡萄
糖胺與維持正常關節軟骨」的健康聲稱申請。

葡萄糖胺是形成關節軟骨的一種成分，但人類
軟骨細胞可自行製造葡萄糖胺。
現時並未有臨床數據支持健康人士服用葡萄
糖胺能有效預防退化性關節炎。
另由於未有一致性之臨床數據支持，美國骨科
醫生組織並不建議退化性關節炎病者服用葡
萄糖胺作治療用途。
 
副作用/禁忌症：
常見副作用包括噁心、嘔吐、腹痛和腹瀉。 
部分葡萄糖胺可能提取自海產的殼，對海產
過敏的人，服用時要留意有否出現過敏反應。 
 
藥物相互作用：
與 抗 凝 血 藥 華 法 林 ( W a r f a r i n ) 同 服 可
能 增 加 抗 凝 血 效 果，容 易 瘀 傷 及 出 血；
另與化 療 藥 (依 托 泊苷Eto p o s i d e、替尼
泊苷Ten i po s i d e及阿黴素Doxo r u b i c i n )
同 服 亦 有 機 會 降 低 化 療 藥 之 藥 效 。 

「幫助你維持行動力的關鍵」「葡萄糖胺（每杯含250毫克）鈣質（每杯含600毫克）」
「動作靈活」「骨骼健康」

3

「滿足關節保健之營養需求」「關腱因子→葡萄糖胺、軟骨素」「關節護理」「有助關
節健康」

9

「關節與葡萄糖胺」「葡萄糖胺是形成軟骨及其他身體組織的重要成份，在關節間起著
重要的作用」「每100克奶粉含1000毫克葡萄糖胺」

11

「關節養護」「葡萄糖胺+軟骨素」「葡萄糖胺含量每100克含880毫克，軟骨素含量每
100克則含400毫克，雙重營養，配合膠原蛋白及彈力蛋白，助你關節靈活」

13

膽鹼 
(Choline)

氯化膽鹼
(Choline chloride)

記憶力 「Choline有助增強記憶」「蘊含膽鹼，醫學實證有助增強記憶」 5 有關膽鹼和記憶力的研究結果只見於動物實驗，並非大型人類研究。目前並未
有證據證實膽鹼補充劑可改善老年人的記憶力。

因現時未有足夠有關人體對膽鹼需要的研
究，美國NIH只能就膽鹼訂立足夠攝取量 
(Adequate Intake，AI)的建議（男士每天550毫
克、女士每天425毫克），並只允許食物作相關
的營養素含量聲稱（nutrient content claim）。
現時有較多關於懷孕婦女的膽鹼攝取量與下
一代腦部發展及長大後記憶力的研究，但未有
足夠證據支持成年人補充膽鹼與記憶力的關
係。歐洲食品安全局曾否決有關「膽鹼與正常
認知功能」的健康聲稱的申請。

現時只有研究指出服用膽鹼或對認知能力受
損病人有幫助，但對一般健康人士則未有隨機
對照研究證實可增強記憶。
 
副作用/禁忌症：
腸胃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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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專家對奶粉樣本的成分和健康聲稱的意見
成分 聲稱涉及的

主要範疇

個別產品的聲稱字句（節錄）
香港營養師協會 香港營養學會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

類別 產品標示成分 聲稱字句 樣本編號

奧米加3脂肪酸 
(Omega-3 fatty acid) 

奧米加6脂肪酸 
(Omega-6 fatty acid) 

 

α-亞麻酸
(α-Linolenic acid， 

ALA)

二十二碳六烯酸
(Docosahexaenoic 

acid，DHA)

二十碳五烯酸
(Eicosapentaenoic 

acid，EPA)

亞油酸
(Linoleic acid，LA)

心臟健康 「維持心臟健康營養素」
[產品的營養標籤標示含Linolenic acid及Linoleic acid]

6 目前的研究證明，從油性魚類攝取足夠奧米加3脂肪酸，有助減低患上心臟病的
風險。
根據美國心臟協會於2002年發表的文獻，隨機對照研究顯示，奧米加3脂肪酸補
充劑可減低冠心病患者出現心臟事故的機會及動脈粥樣硬化的惡化。然而，仍需
要更多研究來確定及進一步解釋奧米加3補充劑對預防心臟病（包括健康人士及
心臟病患者）的益處。
此外，美國心臟協會又建議，透過日常飲食（例如進食油性魚類和含ALA的植物
油）增加奧米加3脂肪酸的攝取，相比服用補充劑，是較可取的方法。
另一方面，美國心臟協會於2009年發表的文獻亦建議奧米加6脂肪酸可作為有
益心臟健康的膳食的一部分。 目前，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允許食物使
用有關「EPA及DHA或有助減低冠心病風險」的聲稱。而歐洲食品安全局允許使
用有關「ALA有助維持正常血液內膽固醇水平」、「EPA及DHA有助於心臟的正常
功能」和「LA有助維持正常血液內膽固醇水平」的聲稱。

奧米加3脂肪酸及奧米加6脂肪酸屬於多元不
飽和脂肪酸，兩者均與心臟健康有關。研究指
出進食魚類或魚油補充劑（作為奧米加3脂肪
酸來源)可降低炎症反應、改善血管內皮功能、
減低心律不整、有助降低三酸甘油脂和輕微
改善血壓控制。美國心臟協會建議每星期進食
最少兩次3.5安士的魚類，另外亦可從亞麻籽
及部分果仁攝取奧米加3脂肪酸。美國心臟協
會於2009年發表的文獻指，每天攝取至少每
日所需能量的5％至10％的奥米加6脂肪酸有
助降低心臟病的風險。歐洲食品安全局現時
容許就奧米加3脂肪酸作出與維持正常心臟功
能和血液內膽固醇水平的健康聲稱。

根據美國心臟協會建議，可選擇食用含豐富脂
肪的魚類或植物油攝取奧米加3脂肪酸，作為
其中一種減低心臟病風險的方法；但對於一般
健康人士，未有建議服用額外奧米加3脂肪酸
營養補充品或特定之攝取量。
 
副作用/禁忌症：
過量攝取或會導致腸胃不適，皮膚變化，增加
出血風險。

「含Ω奧美加：有助維護心臟健康」「含來自二十二碳六烯酸（DHA）的奧美加，有助維
護心臟健康。」

8

「奧美加配方 有益心臟健康」「Ω3：6美國心臟協會推薦  奧美加飲食有益心臟健
康」「根據美國心臟協會建議，適量奧美加脂肪有益心血管健康。每日攝取適量奧美
加3和6系列脂肪酸，配合均衡飲食及適量運動，有益身心健康。」「奧美加配方 每100
克奶粉含2.2克亞油酸（奧美加6）及360毫克亞麻酸（奧美加3）」

10

「奧美加配方 有益心臟健康」「根據美國心臟協會建議，適量奧美加脂肪酸有益心血
管健康。每日攝取適量奧美加3和6系列脂肪酸，並配合均衡飲食及適量運動，有助心
臟健康。」「Ω3：6美國心臟協會推薦  奧美加飲食有益心臟健康」「每100克奶粉含2.4
克亞油酸（奧美加6）及385毫克亞麻酸（奧美加3）」

11

「脂肪酸比例符合世界衞生組織/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建議（包括總脂肪、飽和脂肪
酸、單元不飽和脂肪酸、總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奧米加-6（亞油酸）及奧米加-3（α-亞麻
酸）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於總能量中的百分比。），有助支持心臟健康。」

12

「有益心臟健康」「Ω3符合AHA美國心臟協會飲食指南建議」 14

「此產品或有助心臟健康」「含奧米加3（0.4克/100克）及單元不飽和脂肪酸（7.5克
/100克）」

16

「保持心臟健康」
[配料表標示含螺旋藻粉（含DHA+EPA）]

19

益菌生 
(Prebiotic)

寡果糖/果低聚醣
(Fructooligosaccharide，

FOS)

菊糖(Inulin)

免疫系統 
抵抗力

「Prebiotics提升抵抗力」「蘊含益菌生，研究證實能提升抵抗力，促進腸道健康及增加
鈣質吸收。」

5 對於腸道健康，益菌生可增加有益細菌的生長，這可能會增強腸道健康。然而，這
視乎腸道內有多少有益細菌，若數量不夠，單靠益菌生未必達到有關聲稱功效。
至於免疫力，近年的研究顯示益菌生與益生菌（probiotic）一起或可提升免疫
力，但仍需更多研究探討實質的機理及其他可能與腸道免疫力有關的因素，例如
宿主的遺傳基因、營養、抗生素治療、感染及早期嬰兒腸道菌群定植等。
而增加鈣質吸收方面，現時仍在研究階段，背後的機制可能是多方面的，包括增
加礦物質的可溶性、增加腸道內的吸收面積、增加鈣結合蛋白的衍生等。現時較
多是動物實驗，結果較顯著；相反，人類研究較少，實驗條件較難控制，結果不及
動物實驗明顯。
 
益菌生的副作用並不常見。然而，過量進食，尤其是寡糖類，會導致腹部不適和
腸胃氣脹。

有研究指出各類益菌生可為健康帶來不同的
正面影響，例如減輕因感染及抗生素相關的
肚瀉、預防結腸癌、加強鈣及鎂等礦物質的吸
收、降低部分心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減少發
炎、促進體重下降。雖然部分研究顯示益生菌
及益菌生對人體可能帶來益處，美國居民膳食
指南2010委員會（The Dietary Guidelines for 
American 2010 Committee)因未有足夠科學
證據而未能制訂益生菌及益菌生的膳食建議。
歐洲食品安全局亦指出需要更多研究，以為確
立益生菌及益菌生相關的健康聲稱提供進一
步數據。

免疫系統/抵抗力：
現有的臨床證據只說明益菌生用於嬰兒可能
提升抵抗力，但用於成年人則未有數據支持。 
腸道健康：
現有的臨床證據只說明益菌生用於嬰兒可改
善腸道運轉及大便質量，但用於健康成年人則
未有顯著作用。
鈣質吸收：
在老鼠實驗中使用益菌生可能增加鈣質吸收，
但現時並未有大型臨床研究證實益菌生用於
人類的成效。
 
副作用/禁忌症：
常見副作用包括腹部不適、腹瀉和腹脹。

「益菌生纖維……能禁止腸道內有害菌及刺激有益菌的生長，保持腸道健康」 7

腸道健康 「蘊含益菌生，研究證實能提升抵抗力，促進腸道健康及增加鈣質吸收。」 5

「益菌生纖維……能禁止腸道內有害菌及刺激有益菌的生長，保持腸道健康」 7

「含菊糖：含水溶性纖維，有助維持腸道健康。」「菊糖（又名菊苣纖維）是從天然植物中
萃取出來的膳食纖維。……含高膳食纖維，有助增加腸道中雙歧杆菌，有助維持良好的腸
道環境」

8

鈣質吸收 「蘊含益菌生，研究證實能提升抵抗力，促進腸道健康及增加鈣質吸收。」 5

葡萄糖胺 
(Glucosamine)

葡萄糖胺鹽酸鹽
(Glucosamine
hydrochloride)

關節健康 「含葡萄糖胺和骨膠原」「有益關節健康」 1 根據美國國家衞生研究院（NIH）屬下的國家補充與替代醫學中心（NCCAM）的資
料，葡萄糖胺是否有助紓緩退化性膝關節炎或其他部位關節炎的痛楚，目前並不
確定。葡萄糖胺用於退化性膝關節炎的主要研究，所得結果並不一致。一項大型
NIH研究（GAIT），試驗葡萄糖胺鹽酸鹽、軟骨素（chondroitin）和兩者混合於退化
性膝關節炎患者的效果，參與研究的大部分患者本身的痛楚屬輕微程度，雖然有
一小群本身的痛楚程度屬中度至嚴重的患者，服用葡萄糖胺和軟骨素後痛楚有改
善，但從整體結果來說，服用葡萄糖胺、軟骨素或兩者混合的患者，其膝關節痛楚
或功能並沒有明顯改善。在幾項歐洲的研究中，參與的患者表示，服用葡萄糖胺硫
酸鹽（glucosamine sulfate）後，其膝關節的感覺和活動有所改善。另外，小量證據
顯示葡萄糖胺對關節結構有幫助。
以藥物形式服用的葡萄糖胺，一般的劑量為每日1,500毫克。然而，是次研究的奶粉
樣本，沖調後每杯的葡萄糖胺含量由25毫克至350毫克，按建議飲用量，每日攝取
量最高的樣本約792毫克，遠低於上述劑量，故此對改善退化性關節炎未必有效。

部分樣本同時含軟骨素。根據NIH的資料，研究顯示軟骨素對紓緩退化性膝關節
炎或退化性髖關節炎的痛楚並沒有幫助，亦不確定對其他關節是否有幫助。部分
研究顯示軟骨素或對關節結構有幫助，但改善可能是很輕微而不足以為患者的
病情帶來轉變。
前列腺癌患者或高風險人士（如父親或兄弟曾患前列腺癌）應避免服用軟骨素，
而服用抗凝血藥的人士應避免或謹慎服用。軟骨素硫酸鹽（chondroitin sulfate）
可能令哮喘惡化，哮喘患者應小心服用。

亦有部分樣本同時含骨膠原。根據英國一關節炎組織（Arthritis Research UK）
的資料，有關骨膠原對治療退化性關節炎的角色，例如減輕痛楚和改善活動能力
的作用，臨床研究的結果並不一致。而歐洲食品安全局於2011年否決了一項有關
骨膠原與維持正常關節的聲稱的申請。

有多個臨床研究指出葡萄糖胺硫酸鹽或可輕
微或中度減輕退化性關節炎，尤其是膝關節炎
的痛楚及改善關節的功能，但研究的結果未能
對葡萄糖胺的療效達成一致性的結論。在研究
中主要使用的劑量為每日1,500毫克。其他形
式的葡萄糖胺如葡萄糖胺鹽酸鹽及N-乙酰葡
糖胺（N-acetylglucosamine)的研究較少及成
效相對不及葡萄糖胺硫酸鹽。不過，近期一份
有關葡萄糖胺的系統性回顧文獻指出，葡萄糖
胺硫酸鹽和葡萄糖胺鹽酸鹽具生物等效性，沒
有足夠臨床試驗數據，評定兩者在紓緩退化性
關節炎的功效有明顯差異。歐洲食品安全局在
2012年因缺乏數據支持葡萄糖胺在沒有退化
性關節炎患者的軟骨的作用，否決有關「葡萄
糖胺與維持正常關節軟骨」的健康聲稱申請。

葡萄糖胺是形成關節軟骨的一種成分，但人類
軟骨細胞可自行製造葡萄糖胺。
現時並未有臨床數據支持健康人士服用葡萄
糖胺能有效預防退化性關節炎。
另由於未有一致性之臨床數據支持，美國骨科
醫生組織並不建議退化性關節炎病者服用葡
萄糖胺作治療用途。
 
副作用/禁忌症：
常見副作用包括噁心、嘔吐、腹痛和腹瀉。 
部分葡萄糖胺可能提取自海產的殼，對海產
過敏的人，服用時要留意有否出現過敏反應。 
 
藥物相互作用：
與 抗 凝 血 藥 華 法 林 ( W a r f a r i n ) 同 服 可
能 增 加 抗 凝 血 效 果，容 易 瘀 傷 及 出 血；
另與化 療 藥 (依 托 泊苷Eto p o s i d e、替尼
泊苷Ten i po s i d e及阿黴素Doxo r u b i c i n )
同 服 亦 有 機 會 降 低 化 療 藥 之 藥 效 。 

「幫助你維持行動力的關鍵」「葡萄糖胺（每杯含250毫克）鈣質（每杯含600毫克）」
「動作靈活」「骨骼健康」

3

「滿足關節保健之營養需求」「關腱因子→葡萄糖胺、軟骨素」「關節護理」「有助關
節健康」

9

「關節與葡萄糖胺」「葡萄糖胺是形成軟骨及其他身體組織的重要成份，在關節間起著
重要的作用」「每100克奶粉含1000毫克葡萄糖胺」

11

「關節養護」「葡萄糖胺+軟骨素」「葡萄糖胺含量每100克含880毫克，軟骨素含量每
100克則含400毫克，雙重營養，配合膠原蛋白及彈力蛋白，助你關節靈活」

13

膽鹼 
(Choline)

氯化膽鹼
(Choline chloride)

記憶力 「Choline有助增強記憶」「蘊含膽鹼，醫學實證有助增強記憶」 5 有關膽鹼和記憶力的研究結果只見於動物實驗，並非大型人類研究。目前並未
有證據證實膽鹼補充劑可改善老年人的記憶力。

因現時未有足夠有關人體對膽鹼需要的研
究，美國NIH只能就膽鹼訂立足夠攝取量 
(Adequate Intake，AI)的建議（男士每天550毫
克、女士每天425毫克），並只允許食物作相關
的營養素含量聲稱（nutrient content claim）。
現時有較多關於懷孕婦女的膽鹼攝取量與下
一代腦部發展及長大後記憶力的研究，但未有
足夠證據支持成年人補充膽鹼與記憶力的關
係。歐洲食品安全局曾否決有關「膽鹼與正常
認知功能」的健康聲稱的申請。

現時只有研究指出服用膽鹼或對認知能力受
損病人有幫助，但對一般健康人士則未有隨機
對照研究證實可增強記憶。
 
副作用/禁忌症：
腸胃不適。



38 455 2014 .09選擇

17

14

18
15

1916

「含與血糖有關聲稱」
 奶粉樣本

飲食物語

6款「含與血糖有關聲稱」奶粉樣本

（#14-#19）中有4款（#14-#17）標示「低升

糖」，樣本的總脂肪、糖和鈣含量可參看表

一。整體來說，按標示的方法沖調，「含與血

糖有關聲稱」奶粉樣本每杯（容量由約150毫

升至約250毫升不等）的營養素含量如下：

總脂肪：由2克至10.9克

糖：由0克至11.6克

鈣：由115.5毫克至360毫克

所有樣本均按法例要求標示卸責聲明

根據《不良廣告（醫藥）條例》，口

服產品禁止作出有關調節內分泌系統的聲

稱，包括糖尿病，但容許調節體內糖分的

產品使用以下四項聲稱：

● 「此產品適合關注血糖的人士服用」

● 「此產品或有助於穩定血糖」

● 「此產品以關注血糖的人士為對象」

● 「此產品供關注血糖的人士服用」

沒有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或《中

醫藥條例》註冊的產品如使用上述聲稱，須

清楚加入卸責聲明，告知消費者該等產品並

非註冊西藥或中藥。該卸責聲明為「此產品

沒有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或《中醫藥

條例》註冊。為此產品作出的任何聲稱亦沒

有為進行該等註冊而接受評核。此產品並不

供作診斷、治療或預防任何疾病之用。」

所有「含與血糖有關聲稱」奶粉樣本

的包裝都附有「此產品或有助穩定血糖」、

「適合關注血糖的人士服用」等字眼，而

它們的包裝上均附有上述卸責聲明。

糖尿病患者是否需要服用「含與血糖

有關聲稱」奶粉？

香港營養師協會表示，對於能以藥

物、良好飲食和生活習慣（例如運動）來妥

善控制血糖的糖尿病患者，並不需要刻意

飲用這類奶粉。除非遇到以下情況：1. 超

重及不能以均衡飲食和運動減重的人士，

可在醫生或營養師的指導下，以這類奶粉

作代餐，代替每日一至兩餐膳食；2. 不能

於正常膳食攝取足夠營養或能量的糖尿病

患者，可在日常膳食外，使用這些奶粉作營

養補充劑。這些情況下，飲用的分量應由

營養師個別安排。要注意的是，這些奶粉

應配合由註冊營養師為個別糖尿病患者設

計的餐單，每個人所需的營養和分量都不

同，並沒有一個適用於所有人的餐單，所以

糖尿病患者應跟隨醫生或營養師建議的飲

用量，不應跟隨別人的餐單或飲用量。

另外，香港營養學會表示，這類奶粉

的碳水化合物含量與其他奶粉相差不遠，飲

用後血糖仍會上升，只是上升速度較其他

奶粉慢，並非有些人所期望「越飲（這些產

品）血糖會越靚」。另外，糖尿病患者應留意

部分產品的能量及脂肪含量可能偏高，不當

或過量飲用有機會攝入過多能量和脂肪，

或會導致肥胖及影響血糖控制。建議在飲

用這類產品前先諮詢註冊營養師的意見。

普通人飲用「含與血糖有關聲稱」奶

粉有利健康嗎？

香港營養師協會表示，身體狀況良好

的成人，不需要飲用這類奶粉。沒有證據顯

示這類產品有利一般人的健康。

香港營養學會表示，這類奶粉是為

有特別營養需要的人士而設，宜由註冊營

養師因應病情及評估營養狀況後處方。濫

用不但未能帶來好處，更有機會對健康產

生負面影響（例如增加肥胖的風險；攝入

過多糖分，令血糖上升）。一般沒有糖尿病

的中年人及長者飲用這類奶粉對健康的影

響與飲用其他奶粉相若，並無足夠科學證

據支持健康人士飲用這類產品可為他們帶

來明顯的健康好處或有助預防糖尿病及心

血管疾病。

本會發現是次6款「含與血糖有關

聲稱」奶粉樣本中，只有1款（#15）在包

裝以英文標示「USE UNDER MEDICAL 

SUPERVISION」，提醒消費者在醫護人員

監督下使用；其餘5款沒有相關標示。

香港營養師協會意見
香港營養師協會表示，健康的長者不

一定需要飲用是次研究的奶粉補充奧米加

3脂肪酸、奧米加6脂肪酸、膽鹼、益菌生和

鈣，這些營養素可於日常膳食中攝取。長者

應實行「三低一高」，即「低脂」、「低糖」、

「低鈉（鹽）」和「高纖」的均衡飲食，有助

預防及控制代謝綜合症，例如糖尿病、高

膽固醇、高血壓、心臟病、中央肥胖等。

健康的長者不應過份依賴這類產

品的健康聲稱，因為有些聲稱可能未有足

夠臨床數據或一致性的研究結果支持。

另外，不應對這類產品有誤解或過高的期

望，以為飲用後就會十分健康、更有活力、

能治癒所有病患，而患有慢性疾病（例如高

血壓、心臟病、糖尿病）及需要服用藥物或

「含與血糖有關聲稱」 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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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DM）是內分泌疾病。人體進

食碳水化合物（例如糖、澱粉質等），經消化後變成葡萄糖，

由小腸吸收進入血液循環系統，成為血糖。胰臟會分泌胰島素

（insulin），協助血糖進入細胞以供運用。當胰島素分泌不足

或身體對胰島素的反應減低，血糖便會上升。當血糖超過腎臟

的負荷時，血液中的糖分便會經由尿液排出，故稱為糖尿病。

 糖 尿 病 有 不 同 類 型 ， 其 中 二 型 糖 尿 病 （ T y p e  2 

diabetes）是最常見的類型，患者多為中年人或長者，特別是

有家族歷史、肥胖、飲食習慣欠佳或缺乏運動的人士。二型

糖尿病患者體內的胰島素分泌正常或相對些微減少，惟胰島

素不能發揮功能，亦即身體對胰島素產生抗拒性。

 糖尿病不能根治，患者必須透過飲食治療，視乎個別情

況可能還需接受口服降血糖藥或注射胰島素，以控制病情。

飲食治療包括均衡飲食、適量進食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避

免高糖高脂肪食物、避免過量飲用酒精飲料等。

什麼是「升糖指數」？

 升糖指數（glycaemic index，GI）是用來量度各類含碳水化

合物的食物在進食後對血糖影響程度的數值。由於食物中的碳

水化合物種類不同，在體內轉化成葡萄糖的速度亦不同，以致

血糖上升的速度不同。高升糖指數的食物比較容易消化而轉化

成葡萄糖，令血糖急速上升，容易出現高血糖；相反，低升糖

指數的食物轉化速度較慢，使血糖慢慢上升，血糖升幅較小。

 食物的升糖指數會受其他因素影響，包括

蛋白質、脂肪和膳食纖維含量、製作過程、煮

食方法、成熟程度等。

 一般來說，高升糖指數食物包括含豐富糖分

的食物和飲品（例如汽水）、白麵包、薯仔、白

飯等；而低或中升糖指數食物包

括豆類、非含豐富澱粉質蔬菜

（non-starchy vegetables）（例

如菠菜、西蘭花、胡蘿蔔、茄

子、番茄等）、部分含豐富澱粉

質蔬菜（starchy vegetables）（例如蕃薯）、部分水果（西瓜

除外）、大部分全穀麵包和全穀穀類食物。

「低升糖指數」的食物是否較健康？

 高升糖指數食物未必不健康，例如西瓜，而低升糖指數食

物也未必完全健康，例如朱古力蛋糕。另外，含有或使用脂肪

和蛋白質烹調的食物，會減慢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降低其升糖

指數。例如，油炸薯條的升糖指數較用水煮熟的薯仔低，但油

炸薯條含高脂肪，應適量進食。故此，若糖尿病患者只進食低

升糖指數食物，可能會導致膳食

不均衡或攝入過多脂肪。

「升糖指數」對糖尿病

患者有幫助嗎？

 升糖指數可以是糖尿病患者選擇較健康食物的其中一個

考慮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低升糖指數食物令血糖上升的

幅度較輕微，而且較緩慢，有助控制血糖穩定性。然而，研究

顯示碳水化合物的進食分量相比其升糖指數，對血糖水平的影

響更大。故此，實行「三低一高」的健康均衡飲

食，對糖尿病患者同樣重要。換句話說，糖尿病

患者的膳食不可只選低升糖指數食物，而是在均

衡飲食的原則下多選低升糖指數食物，以攝取各

種不同的營養素。

糖尿病和食物的「升糖指數」

改善生活習慣（例如均衡飲食、多做運動）

的人士，亦不要以為飲用後便不需服用藥

物、不需改善生活習慣等。

最重要的是，並非所有「中年人/長

者」奶粉都適合所有中年人或長者飲用，

超重人士可能不適合飲用能量較高的奶

粉，而因某些疾病影響進食的長者，例如

食慾不振、消化/吸收不良、吞嚥困難、行

動不便等，可考慮飲用這類奶粉來補充營

養，但應先諮詢醫生或營養師的意見，以

免不當飲用反而影響健康。

香港營養學會意見
香港營養學會表示，是次研究的部

分奶粉樣本，按指示沖調後每杯飲品的鈣

含量比市面一般液體盒裝牛奶或牛奶飲品

低，選擇這些產品的人士或需從其他途徑

攝取鈣。

長期病患者宜在飲用這類產品前向

註冊營養師查詢，以免因長期錯誤飲用不

適合的產品影響病情。一般人士如在飲用

這類產品後發現體重明顯增加，應暫時停

用及向醫護人員查詢。

香港醫學會意見
香港醫學會表示，有部分研究顯示

葡萄糖胺有助紓緩退化性關節炎，例如持

續一段時間（如數星期至數月）服用某分

量（每日1,500毫克）的葡萄糖胺，或有助

減輕退化性膝關節炎的勞損或痛楚，然而

這並不是廣泛的效果。目前，沒有強烈證

據證明葡萄糖胺可預防退化性關節炎。另

外，退化性關節炎並不能逆轉，沒有足夠

證據證明服用葡萄糖胺有助退化了的軟骨

回復健康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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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安全中心意見
《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規

例》規定，任何在香港出售的預先包裝食

物，除非獲得豁免，在食物標籤上或宣傳品

中所作的營養聲稱必須符合指定條件。此

外，《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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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項研究的奶粉樣本作出的各類聲

稱，如懷疑觸犯現有的法例規定，食物安

全中心會就相關個案作出跟進，例如要求

業界提供支持該聲稱的科學證據等。

衞生署意見
均衡飲食是維持健康的根本，成人和

長者應依照「健康飲食金字塔」的原則飲食，

以五穀類為主，並多吃蔬菜、瓜類及水果，進

食適量的肉類、蛋類、豆類及奶品類，以求達

致飲食均衡。選擇奶品類時，為了減少脂肪的

攝取，應選擇低脂及脫脂奶。長期病患者及

有特別營養需要的人士，應諮詢家庭醫生及

營養師的意見，以切合個人的飲食需要。

廠商意見
「卡怡可斯」（#1、#14）的分銷商就

#1有關含葡萄糖胺和骨膠原、有益關節健

康的聲稱，提供了一些文獻，其中一份指出

在實證醫學方面，葡萄糖胺能否有效減少

疼痛，在系統性整合的實證醫學文章有探

討，在原開發藥廠所做的研究與一般藥廠

的葡萄糖胺有不同的結果；醫學研究報告

顯示，7成患者用葡萄糖胺後，覺得疼痛及

功能都改善了。（本會按：同一份文獻亦提

及：也有些文獻研究結果，葡萄糖胺在緩解

骨關節炎的疼痛方面，並沒有顯著的效果；

可以確定的是葡萄糖胺目前在骨關節炎中

扮演的角色，只在緩解發病後的病情，無法

預防骨關節炎的發生，也無法恢復骨關節炎

的結構性破壞，且關節疼痛原因很多，所以

在用藥前，應該還是先與醫師討論，找出正

確的診斷，並在醫師與藥劑師指導下服用，

才能避免延誤治療時機。）另一份文獻則指

有研究顯示葡萄糖胺鹽酸鹽及軟骨素硫酸

鹽混合或許對中度至嚴重退化性骨關節炎

患者有一些效用，但必須透過更多研究確

定；另外，塞來昔布（一種非類固醇消炎藥）

的起效速度較葡萄糖胺快。該公司亦提供

了美國心臟協會有關大豆蛋白質與心血管

疾病、魚與奧米加3脂肪酸的資料。

「安怡」（#3）的生產商就該產品有關

「動作靈活、幫助你維持行動力的關鍵」的

描述提供了一些資料，內容大致提及有研究

顯示蛋白質、鈣及維他命D對維持肌肉和骨骼

質量是重要的，兩項研究顯示加入葡萄糖胺

的奶類飲品對關節健康有益處，而該產品提

供一系列營養素，包括鈣、維他命D、蛋白質、

鎂、鋅、葡萄糖胺，為健康骨骼帶來營養及幫

助維持健康肌肉及關節。另外，該資料亦提

及葡萄糖胺補充劑可紓緩退化性關節炎的假

設，已被許多臨床試驗測試，而葡萄糖胺補

充劑亦廣泛用於維持健康關節和減少關節炎

的不適。在一些退化性關節炎患者，葡萄糖

胺被證實有效，然而臨床試驗的結果並不一

致，這很可能與試驗中的研究對象的患病成

因和程度不同有關。

「雅培」（#5、#6、#7、#16）的生產

商就#5有關益菌生提升抵抗力、促進腸道

健康、鈣質吸收的聲稱，提供一份研究文獻

名單，指益菌生可透過調節腸道內細菌種群

和增加乳桿菌及雙歧桿菌的比例而提升免

疫系統；scFOS增加腸內細菌產生短鏈脂肪

酸，被認為是增加腸道吸收礦物質的機理；

而3個於成人的早餐加入scFOS的急性反應

研究顯示可增加鈣的吸收。就#5有關膽鹼有

助增強記憶的聲稱，該公司引述一份於2001

年發表的研究報告，指接受長期全靜脈營

養治療的病人，其語言和視覺記憶可能受

損，補充膽鹼或許對兩者有改善。（本會按：

有關此研究的詳細內容可參看內文第35頁

「膽鹼」一段。）就#7有關益菌生支援免疫

此外，該會表示膽鹼不能改善一般人

的記憶力。只有對於因缺乏膽鹼而導致記

憶力受損的人士，補充膽鹼或有助改善他

們的記憶力。

總結
綜合專家的意見，奶類含豐富營養及

鈣，作為健康及均衡飲食的一部分，每日

可飲用一至兩杯奶類，但宜選擇低脂奶或

脫脂奶。

「中年人/長者」奶粉可作為日常膳食

中奶類的一部分，但並不是必需的。一般人

若實行均衡飲食，未必需要飲用「中年人/

長者」奶粉或「含與血糖有關聲稱」奶粉，

而慢性疾病患者，例如心臟病、糖尿病，或

長期服用藥物的人士，飲用這類奶粉前應

先諮詢醫生、營養師或藥劑師的意見。

除了奧米加3脂肪酸和奧米加6脂肪

酸與心臟健康有較確立的科學憑證外，其

他成分及部分聲稱則缺乏大型臨床研究證

實其臨床效果或未有一致性的科學證據支

持，仍需更多臨床研究證實。

本會建議政府加強對食物健康聲稱的

規管。現時，在本港出售的食物，其健康聲稱

不須要經過政府當局的銷售前評估及批准，

消費者在選購食物時，未必能夠判斷有關

的健康聲稱是否有廣泛及足夠科學證據支

持。雖然，現時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的規定，任何人在出售或為出售而展出的食

物上所附加的標籤（包括健康聲稱），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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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如要援引該條例提出檢控，可能比較

困難。相反，部分國家或地區，例如新加坡、

美國和歐盟，已實行銷售前評估及批准的機

制，用於食物的健康聲稱須經過官方評估及

批准才可使用，亦有設立認可聲稱名單，這

樣可確保在市場出售的食物的健康聲稱，是

有足夠科學證據證實。因此，本會建議政府

研究加強規管健康聲稱的可行策略，使消費

者的權益及健康得到更佳保障。

飲食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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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促進腸道健康的聲稱，提供一份研究

文獻名單，指益菌生或可透過加強腸淋巴組

織反應及促進乳桿菌及雙歧桿菌的生長，發

揮對腸道健康的益處；雙歧桿菌被指在免疫

系統相關功能發揮不同作用；該公司指該產

品含scFOS，有研究顯示scFOS有助雙歧桿

菌生長及增加某些與免疫系統有關的參數，

scFOS會被腸內有益細菌發酵，有助改善腸

道菌群。另外，就#6及#16有關心臟健康的

描述和聲稱，該公司指產品內相關成分屬美

國心臟協會建議食用的成分或含量符合建

議的進食量。

「家恩素」（#8）的代理商就該產品

有關「含菊糖：含水溶性纖維，有助維持腸

道健康」的聲稱，提供了有關菊糖的資料，

指菊糖在腸道功能上發揮像纖維般的作

用，例如降低腸道的酸鹼值、紓緩便秘、增

加大便重量及頻率。另外，亦提供了一份有

關奧米加3脂肪酸的健康益處的文章。

「家寶素」（#9）及「諾亞」（#13、

#19）的代理商就#9和#13有關滿足「關節保

健之營養需求、助你關節靈活」的描述回覆

本會用以支持該等描述的憑證時，表示兩者

每100克含葡萄糖胺880mg、軟骨素400mg、

鈣2,400mg、膠原蛋白35mg和彈力蛋白

6mg。就#19有關保持心臟健康的描述，該公

司提供了美國FDA有關批准食品標籤使用全

燕麥的可溶性纖維（β-葡聚糖）與減少冠心

病風險的關係的健康聲稱的法例資料，以及

一份燕麥β-葡聚糖的保健功效資料。

「雀巢」（#10、#11）的生產商提供了

美國心臟協會發表食魚、魚油、奧米加3脂肪

酸、奧米加6脂肪酸和心血管疾病風險有關

的資料，並就#11有關葡萄糖胺與關節的描

述，提供了英國HTA programme於2009年出

版的有關葡萄糖胺與軟骨素補充劑對延緩

及阻止退化性膝關節炎惡化的臨床效果的

回顧文獻、網上資料和澳洲關節炎協會出版

的有關葡萄糖胺及軟骨素的單張，大致指葡

萄糖胺是身體自然製造的氨基糖，是軟骨的

其中一個組成成分。軟骨覆蓋和保護骨骼末

端，讓骨骼之間順暢地活動。〔本會按：本會

留意到HTA的文獻，在結論提及有證據證明

葡萄糖胺硫酸鹽於治理退化性膝關節炎顯

示一些臨床效果。服用葡萄糖胺的成本效益

並未有一致證據，服用後對生活質素受益的

程度和時間有很多不確定性。有生物學研究

證據支持葡萄糖胺硫酸鹽有潛在臨床作用。

而其他成分，證據基礎較不一致（軟骨素）或

缺乏（葡萄糖胺鹽酸鹽）。而澳洲關節炎協

會的單張提及，葡萄糖胺與軟骨素對骨關節

炎的效力並未明確。然而，對退化性關節炎

患者而言，葡萄糖胺與軟骨素相對而言是較

安全可試用的療法。〕

「惠氏」（#12）的生產商表示，已立

刻跟進該產品的「高鈣」聲稱，並就相關營

養聲稱作出更改。該公司稱產品標籤上的

聲稱所指的脂肪酸比例建議及其對心臟健

康的作用，均詳細刊載於聯合國糧農組織

的食品與營養文摘，並附上該產品的脂肪

酸比例計算表。

如何解讀食物的營養素含量和成分？

 例子2：如產品的營養資料沒有以每食用分量標示，可按以下算式換算：

  每100克粉末的營養素含量÷100 x 沖調一杯飲品所需的粉末重量

  = 沖調後每杯飲品的營養素含量

  例如以下樣本每杯的脂肪含量大約 = 4.2克。

 例子3：從配料表（成分表）找出添加糖

  例子1：有些產品的營養資料以每食用分量標示，例如以下樣本每杯的脂肪含量=3.9克。

 例子4：小心添加糖走漏眼：有樣本（#9、#18）標示「無添加蔗糖」，成分表卻標示  

       含「葡萄糖漿」，而營養資料表亦標示含糖（例如樣本#18，每食用分量7.1克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