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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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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咖啡因或糖含咖啡因或糖

測試報告

市場速報

超時工作，挑燈夜讀，有人會喝能量飲品來提神，但不適當飲用慎防帶來嚴重後果！多個國家，例如美國、英國、瑞典，曾發生成

年人及青少年懷疑飲用能量飲品後出現心律失調、癲癇、腎衰竭和死亡的個案，令人關注能量飲品的安全。這些個案一般與不適當飲

用能量飲品有關，例如過量飲用或同時飲用烈酒。能量飲品的飲用者未必會特別留意咖啡因，但飲品的咖啡因含量亦不容忽視。

本會檢測19款能量飲品，發現6款樣本一瓶的咖啡因含量有可能多於一杯咖啡或奶茶。測試也發現能量飲品和運動飲品都普遍

含糖，部分含量更偏高，2款能量飲品和1款運動飲品飲用一瓶便已超出一般人每日糖的建議攝取限量。

參考。各運動飲品樣本的容量由每瓶340

克至800毫升，售價由每瓶$8.9至$11.5。

測試項目
測試項目包括咖啡因（caffeine）、

糖（sugars）、能量（energy）和牛磺酸

（taurine）含量。

能量飲品
6 款樣本一瓶的咖啡因含量多於

一杯咖啡或奶茶

以每升計，各能量飲品樣本檢出的咖

啡因含量由34.1毫克（樣本#1）至966毫克

（#11）。

測試樣本
是次測試的是市面常見的「能量飲

品」（energy drink）。由於國際間對能量

飲品沒有一致定義，是次研究的樣本主要

包括預先包裝經配方的含咖啡因飲品，以

及名稱或標籤上附有「能量」或「energy」

字樣的飲品。本會職員從超市和便利店搜

集了19款能量飲品進行測試，各樣本的容

量由每瓶50毫升至500毫升，售價每瓶由

$8.0至$24.9。

另外，由於消費者容易將能量飲品和

運動飲品（sports drink）混淆，而有些零售

店亦會把兩者擺放在相近的貨架，所以是

次研究也包含了6款較常見的運動飲品以供

2014 .05

若以每瓶計，樣本的咖啡因含量則由

約8.18毫克至146毫克，最少的是「Suntory

元気C能量飲品」（#1）（每瓶容量240毫

升），最多的是「猛事特狂世果汁碳酸能量

飲料」（#19）（473毫升）。

根據本會與食物安全中心去年進行

的本地咖啡和奶茶的

咖啡因含量測試所得

的數據，一般咖啡的

咖啡因含量平均每杯

110毫克至380毫克，

而港式奶茶則平均每

杯73毫克至220毫克。

比對是次測試，以每瓶

最高如飲1杯咖啡或食10粒方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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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咖啡因或糖含咖啡因或糖

計咖啡因含量最高的6款樣本（#14、#15、

#16、#17、#18、#19）（咖啡因含量由每瓶

約74.5毫克至146毫克），飲用一瓶所攝取

的咖啡因可能多於一杯咖啡或奶茶。

要注意的是，部分樣本的咖啡因含

量對兒童而言屬偏高。參考加拿大衞生

局的建議，10至12歲兒童每日不應攝取

超過85毫克咖啡因。是次檢測的3款樣本

（#17、#18、#19）每瓶的咖啡因含量超過

85毫克，值得家長及兒童注意。本港衞生

署建議兒童應避免飲用含咖啡因的能量飲

品，而家長亦應避免給嬰幼兒飲用含咖啡

因的飲品。

另一方面，儘管測試的所有樣本的每

瓶咖啡因含量均低於200毫克，飲用一瓶

不會超過建議的孕婦及授乳婦女每日咖啡

因攝取限量（200毫克至300毫克），但孕

婦及授乳婦女仍須限制飲用。而一般成年

人亦應有節制地飲用，不宜過量，特別是

有飲用各種含咖啡因飲品習慣的人士。

2款飲用一瓶已超出每日糖的

建議攝取限量

樣本「紅牛無糖飲品」（#13）標示的

配料不包括糖，測試下其糖含量低於檢測

的定量下限（每100毫升少於0.5克）。其餘

18款樣本檢出的糖含量，以每100毫升計

由2.68克（#8）至17.8克（#11）。若以每瓶

計，樣本的糖含量則由約8.90克至52.5克，

最少的是「氨基補增強活力飲品」（#11）

（每瓶容量50毫升），最多的是「猛事特碳

酸能量飲料」（#18）（473毫升）。

上述18款樣本的配料表均列出含不

同的糖或有糖的配料，例如蔗糖、葡萄糖、

果糖、蜜糖、濃縮果汁等，表示製造這些

產品時都加入了糖。假設各樣本所檢出的

糖含量全來自添加的糖，即世界衞生組織

（世衞，WHO）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糧農組織，FAO）所指的「游離糖（free 

sugars）」，並按世衞和糧農組織建議一般

人每日的游離糖攝取限量應少於50克（以

能量飲品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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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能量飲品樣本檢測結果
樣
本
編
號
[1]

樣本名稱
[2]

聲稱 
生產地 

[3]

容量 
(毫升) 

[3]

大約 
零售價 

[4]

每100
毫升的
平均

零售價

咖啡因 糖 能量 牛磺酸 咖啡因含量/提示標籤 [3] [11]

每升 
(毫克)

每瓶 
(毫克) 

[5]

每100
毫升 
(克) 
[6]

每瓶 
(克) 

[5][6]
[7]

每瓶大約含
方糖數目 

(粒) 
[6] [8]

每瓶 
(千卡) 
[5] [9]

每瓶 
(克) 

[5] [10]

咖啡因
含量
標示

相關飲用提示

1 Suntory 元気C能量飲品
Suntory Dekavita C Energy Drink 台灣 240 $10.0 $4.2 34.1 8.18 11.7 28.1 120 — 有

Not suitable for caffeine sensitive individuals.  
Children and pregnant women are advised to limit their  
consumption of caffeine.

2 Suntory Dekavita C Drink 日本 210 $13.9 $6.6 41.8 8.78 12.1 25.4 105 — — —

3 Otsuka Oronamin C Drink 日本 120 $14.0 $11.7 125 15.0 15.3 18.4 75.4 — — —

4 力保健+人參蜂王漿（强化版）
Libogen Royal Jelly Ginseng Plus 中國 100 $11.5 $11.5 196 19.6 13.8 13.8 59.2 0.98 有 —

5
Glacéau 熱帶柑橘味營養素飲品
Glacéau Vitaminwater Energy 
Tropical Citrus 

中國 500 $16.0 $3.2 47.1 23.6 4.46 22.3 89.5 — — —

6 保力達蠻牛維他命B飲料 Paolyta 台灣 160 $10.9 $6.8 175 28.0 14.8 23.7 97.6 0.41 有 —

7
葡萄適能量飲品—原味
Lucozade Energy Drink - 
Original Flavour 

中國 300 $8.2 $2.7 127 38.1 8.27 24.8 213 — —
3歲以下兒童不適宜飲用。Not suitable for children 
under 3 years old.

8

葡萄適Revive飲品—
香橙配巴西莓味
Lucozade Revive Drink - 
Orange with Acai Flavour 

中國 380 $8.0 $2.1 102 38.8 2.68 10.2 44.8 — —
不適合兒童、孕婦或哺乳婦女，或對咖啡因敏感的人。
Not recommended for use in children, pregnant or 
nursing women or persons sensitive to caffeine.

9 力保健 
Libogen Tonic Vitaminized Drink 中國 150 $14.9 $9.9 278 41.7 17.0 25.5 107 1.5 有 —

10 SSP SS Cup DrinkD 日本 100 $17.0 $17.0 457 45.7 16.7 16.7 70.1 1.0 有 —

11
氨基補增強活力飲品
Ajinomoto Amino Gear D 
Revitalizing Drink 

日本 50 $24.9 $49.8 966 48.3 17.8 8.90 43.1 — — —

12

Shark Stimulation 能量碳酸飲品
經巴士德消毒之碳酸能量飲品
Shark Stimulation 
Pasteurised Carbonated Energy Drink 

泰國 250 $15.9 $6.4 274 68.5 10.7 26.8 115 0.13 有

不適合糖尿病患者、咖啡因過敏人仕、兒童和孕
婦飲用。Not suitable for persons suffering from  
diabetes, for caffeine-sensitive individuals and for 
children and pregnant women.
含獨有的天然咖啡因 Contains exclusively natural 
caffeine

13 紅牛無糖飲品 Red Bull Sugarfree 奧地利 250 $17.0 $6.8 275 68.8 — —   — 11◇ 0.94 有 —

14 紅牛能量飲品 
Red Bull Energy Drink 奧地利 250 $17.0 $6.8 298 74.5 9.99 25.0 106 0.97 有 —

15 Loyd Energy + Green Tea 波蘭 250 $8.0 $3.2 314 78.5 9.47 23.7 105 — 有
High caf fe ine content (34mg/100ml).  Not  
r e commended f o r  c h i l d ren,  p r e g n a n t  o r  
breast-feeding women. Do not mix with alcohol.

16
葡萄適Xtra能量飲品—夏日果味
Lucozade Xtra Energy Drink - 
Summer Fruits Flavour 

中國 300 $10.9 $3.6 281 84.3 11.8 35.4 178 — —
3歲以下兒童不適宜飲用。Not suitable for children 
under 3 years old.

17 Coca Cola Relentless Energy 
Drink (Origin) 英國 500 $23.9 $4.8 273 137 10.1 50.5 209 1.9 有

High caffeine content.
Not recommended for children or pregnant or  
breastfeeding women (32mg/100ml).
Consume moderately.

18
猛事特碳酸能量飲料
Monster Energy Carbonated 
Energy Beverage 

美國 473 $18.9 $4.0 303 143 11.1 52.5 219 1.9 —

不適合兒童、孕婦或哺乳婦女，或對咖啡因敏感
的人。Not recommended for children, pregnant or  
breastfeeding women, or people sensitive to caffeine.
每日攝取量請限為一罐 Consume responsibly - Limit 
daily intake to 1 can.

19 猛事特狂世果汁碳酸能量飲料
Monster Khaos Energy + Juice 美國 473 $15.9 $3.4 309 146 6.10 28.9 138 2.0 —

不適合兒童、孕婦或哺乳婦女，或對咖啡因敏感
的人。Not recommended for children, pregnant or  
breastfeeding women, or people sensitive to caffeine.
每日攝取量請限為一罐 Consume responsibly - Limit 
daily intake to 1 can.

[1]  樣本根據檢測所得的每瓶咖啡因含量由少至多排序。

[2]  D：樣本#10及#11的配料表列出含酒精。

[3]  樣本包裝標示的資料。

[4]  乃本會職員於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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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1、#8和#19
於市場調查時未見有售，表列零售價為本會購買樣本時的售價。

註 [5]  按每升或每100毫升的檢測結果及每瓶的容量換算後經4
捨5入所得。

[6]  —：樣本#13的糖含量低於檢測的定量下限（每100毫升少
於0.5克），因此未能計算每瓶樣本的糖含量。

[7]  橙色數字：樣本#17及#18飲用一瓶所攝取的糖，超過世界
衞生組織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建議一般人每日的游
離糖攝取限量（50克，以每日攝取2,000千卡能量計）。

 [8] 按每瓶樣本的糖含量及每粒方糖約為5克計算，
經湊整（rounding）後得出的方糖  數目。

 [9]  ◇：樣本#13檢出的能量為4.4千卡（kcal）/100毫
升（ml）。由於檢出值較低，故有機會較易受測
量不確定度（measurement uncertainty）影響。

[10]  —：沒有檢出。

[11]  —：沒有相關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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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能量飲品樣本檢測結果
樣
本
編
號
[1]

樣本名稱
[2]

聲稱 
生產地 

[3]

容量 
(毫升) 

[3]

大約 
零售價 

[4]

每100
毫升的
平均

零售價

咖啡因 糖 能量 牛磺酸 咖啡因含量/提示標籤 [3] [11]

每升 
(毫克)

每瓶 
(毫克) 

[5]

每100
毫升 
(克) 
[6]

每瓶 
(克) 

[5][6]
[7]

每瓶大約含
方糖數目 

(粒) 
[6] [8]

每瓶 
(千卡) 
[5] [9]

每瓶 
(克) 

[5] [10]

咖啡因
含量
標示

相關飲用提示

1 Suntory 元気C能量飲品
Suntory Dekavita C Energy Drink 台灣 240 $10.0 $4.2 34.1 8.18 11.7 28.1 120 — 有

Not suitable for caffeine sensitive individuals.  
Children and pregnant women are advised to limit their  
consumption of caffeine.

2 Suntory Dekavita C Drink 日本 210 $13.9 $6.6 41.8 8.78 12.1 25.4 105 — — —

3 Otsuka Oronamin C Drink 日本 120 $14.0 $11.7 125 15.0 15.3 18.4 75.4 — — —

4 力保健+人參蜂王漿（强化版）
Libogen Royal Jelly Ginseng Plus 中國 100 $11.5 $11.5 196 19.6 13.8 13.8 59.2 0.98 有 —

5
Glacéau 熱帶柑橘味營養素飲品
Glacéau Vitaminwater Energy 
Tropical Citrus 

中國 500 $16.0 $3.2 47.1 23.6 4.46 22.3 89.5 — — —

6 保力達蠻牛維他命B飲料 Paolyta 台灣 160 $10.9 $6.8 175 28.0 14.8 23.7 97.6 0.41 有 —

7
葡萄適能量飲品—原味
Lucozade Energy Drink - 
Original Flavour 

中國 300 $8.2 $2.7 127 38.1 8.27 24.8 213 — —
3歲以下兒童不適宜飲用。Not suitable for children 
under 3 years old.

8

葡萄適Revive飲品—
香橙配巴西莓味
Lucozade Revive Drink - 
Orange with Acai Flavour 

中國 380 $8.0 $2.1 102 38.8 2.68 10.2 44.8 — —
不適合兒童、孕婦或哺乳婦女，或對咖啡因敏感的人。
Not recommended for use in children, pregnant or 
nursing women or persons sensitive to caffeine.

9 力保健 
Libogen Tonic Vitaminized Drink 中國 150 $14.9 $9.9 278 41.7 17.0 25.5 107 1.5 有 —

10 SSP SS Cup DrinkD 日本 100 $17.0 $17.0 457 45.7 16.7 16.7 70.1 1.0 有 —

11
氨基補增強活力飲品
Ajinomoto Amino Gear D 
Revitalizing Drink 

日本 50 $24.9 $49.8 966 48.3 17.8 8.90 43.1 — — —

12

Shark Stimulation 能量碳酸飲品
經巴士德消毒之碳酸能量飲品
Shark Stimulation 
Pasteurised Carbonated Energy Drink 

泰國 250 $15.9 $6.4 274 68.5 10.7 26.8 115 0.13 有

不適合糖尿病患者、咖啡因過敏人仕、兒童和孕
婦飲用。Not suitable for persons suffering from  
diabetes, for caffeine-sensitive individuals and for 
children and pregnant women.
含獨有的天然咖啡因 Contains exclusively natural 
caffeine

13 紅牛無糖飲品 Red Bull Sugarfree 奧地利 250 $17.0 $6.8 275 68.8 — —   — 11◇ 0.94 有 —

14 紅牛能量飲品 
Red Bull Energy Drink 奧地利 250 $17.0 $6.8 298 74.5 9.99 25.0 106 0.97 有 —

15 Loyd Energy + Green Tea 波蘭 250 $8.0 $3.2 314 78.5 9.47 23.7 105 — 有
High caf fe ine content (34mg/100ml).  Not  
r e commended f o r  c h i l d ren,  p r e g n a n t  o r  
breast-feeding women. Do not mix with alcohol.

16
葡萄適Xtra能量飲品—夏日果味
Lucozade Xtra Energy Drink - 
Summer Fruits Flavour 

中國 300 $10.9 $3.6 281 84.3 11.8 35.4 178 — —
3歲以下兒童不適宜飲用。Not suitable for children 
under 3 years old.

17 Coca Cola Relentless Energy 
Drink (Origin) 英國 500 $23.9 $4.8 273 137 10.1 50.5 209 1.9 有

High caffeine content.
Not recommended for children or pregnant or  
breastfeeding women (32mg/100ml).
Consume moderately.

18
猛事特碳酸能量飲料
Monster Energy Carbonated 
Energy Beverage 

美國 473 $18.9 $4.0 303 143 11.1 52.5 219 1.9 —

不適合兒童、孕婦或哺乳婦女，或對咖啡因敏感
的人。Not recommended for children, pregnant or  
breastfeeding women, or people sensitive to caffeine.
每日攝取量請限為一罐 Consume responsibly - Limit 
daily intake to 1 can.

19 猛事特狂世果汁碳酸能量飲料
Monster Khaos Energy + Juice 美國 473 $15.9 $3.4 309 146 6.10 28.9 138 2.0 —

不適合兒童、孕婦或哺乳婦女，或對咖啡因敏感
的人。Not recommended for children, pregnant or  
breastfeeding women, or people sensitive to caffeine.
每日攝取量請限為一罐 Consume responsibly - Limit 
daily intake to 1 can.

[1]  樣本根據檢測所得的每瓶咖啡因含量由少至多排序。

[2]  D：樣本#10及#11的配料表列出含酒精。

[3]  樣本包裝標示的資料。

[4]  乃本會職員於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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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1、#8和#19
於市場調查時未見有售，表列零售價為本會購買樣本時的售價。

註 [5]  按每升或每100毫升的檢測結果及每瓶的容量換算後經4
捨5入所得。

[6]  —：樣本#13的糖含量低於檢測的定量下限（每100毫升少
於0.5克），因此未能計算每瓶樣本的糖含量。

[7]  橙色數字：樣本#17及#18飲用一瓶所攝取的糖，超過世界
衞生組織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建議一般人每日的游
離糖攝取限量（50克，以每日攝取2,000千卡能量計）。

 [8] 按每瓶樣本的糖含量及每粒方糖約為5克計算，
經湊整（rounding）後得出的方糖  數目。

 [9]  ◇：樣本#13檢出的能量為4.4千卡（kcal）/100毫
升（ml）。由於檢出值較低，故有機會較易受測
量不確定度（measurement uncertainty）影響。

[10]  —：沒有檢出。

[11]  —：沒有相關標示。

一般人每日進食2,000千卡膳食）計算，飲

用一瓶上述18款樣本，所攝取的糖佔一般

人的每日攝取限量約18%至105%不等。當

中9款樣本（#1、#2、#9、#12、#14、#16、

#17、#18、#19），飲用一瓶便達到或超

過每日攝取限量的50%，而其中2款，分

別是「Coca Cola Relentless Energy Drink

（Origin）」（#17）及「猛事特碳酸能量飲

料」（#18），飲用一瓶更已超過每日的建

議攝取限量。

3 款的能量較高

以每瓶計，各樣本檢出的能量含量

由約11千卡至219千卡，最少的是「紅牛

無糖飲品」（#13）（每瓶容量250毫升），

最多的是「猛事特碳酸能量飲料」（#18）

（473毫升）。

以一般人每日進食2,000千卡膳食計，

3款樣本，分別是「葡萄適能量飲品—原味」

（#7）、「Coca Cola Relentless Energy Drink

（Origin）」（#17）及「猛事特碳酸能量飲

料」（#18），飲用一瓶所攝取的能量超過

200千卡，即超過每日能量攝取量的10%。

10款含牛磺酸

除了咖啡因，牛磺酸是另一種於能量

飲品中常見的成分。

是次測試中，10款樣本的配料表列

出牛磺酸，以每瓶計，各樣本檢出的牛磺

酸含量由約0.13克至2.0克，最多的是「猛

事特狂世果汁碳酸能量飲料」（#19）。其

餘9款均沒有檢出牛磺酸。

牛磺酸是一種有機酸，天然存在於

食物，尤其是海鮮和肉，亦是人體內自然

製造的代謝物。能量飲品加入牛磺酸的原

因，也許與其可調節骨骼肌的收縮功能及

其抗氧化特性有關，因為抗氧化劑或可減

輕因運動引致的肌肉細胞損傷，有些證據

顯示牛磺酸能改善運動能力及表現，但這

些都未有明確的科學證據證實。

然而，飲用能量飲品所攝入的牛磺

酸分量，對身體有影響嗎？

聯 合 國 糧 食 及 農 業 組 織 / 世 界

衞生組織聯合食物添加劑專家委員會

（JECFA）沒有為牛磺酸訂立每日容許攝

入量（ADI），認為按目前以牛磺酸作為食

物添加劑使用的水平，從相關食物所攝入

的牛磺酸分量沒有安全問題。另外，歐洲

食品安全局根據動物實驗的數據，就牛磺

酸對動物產生病變而定出的每日最大無不

良作用劑量（NOAEL）為每日每公斤體重 

1克牛磺酸。以一個體重60公斤的成年人

為例，其牛磺酸每日最大無不良作用劑量

是60克。是次研究的樣本檢出每瓶的牛磺

能量飲品應避免與酒
同飲或在做運動時飲

法國食品安全機構曾對飲用能量

飲品後的不良反應進行研究，又表示心

臟驟停個案很可能發生在某些有遺傳因

素的人士身上。有關的遺傳因素通常是

無徵狀及未被診斷的，1,000人中可能有

1人受影響。在這些人士飲用能量飲品

的同時，若存在某些風險因素，例如同時進行運動、大量飲用酒精、患有低鉀血

症、服用某些藥物或對咖啡因有較大反應，便可能出現心臟驟停。故此，法國食

品安全機構建議消費者避免飲用能量飲品時，同時飲用含酒精飲料或進行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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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報告

咖啡因和糖的攝取量建議

大部分能量飲品和運動飲品的配料都包括糖，圖示為部分樣本的配料表。

咖啡因
咖啡因屬於一類名為甲基黃嘌呤（methylxanthine）的化

學物質，天然存在於咖啡豆、茶葉、可可豆、可樂樹的堅果及

瓜拉拿藤（guarana）等植物，以這些原料製造的食物或飲品

都有機會含咖啡因，例如咖啡、茶、朱古力等。

咖啡因是一種中樞神經系統刺激劑（stimulant），能刺激

中樞神經系統，因而有提神、維持集中力等作用，但過量攝取

咖啡因可令人產生焦慮、心跳加速、手震、影響睡眠、胃部不適

等。另外，咖啡因亦有利尿作用。

每個人對咖啡

因的反應和耐受性

存 在 差 異，一 般而

言，適量飲用含咖啡

因的飲品，應不會對

一般健康的成年人

產 生健 康問題。不

過，咖啡因對孕婦和

兒童有較大影響。

咖啡因攝取量建議
現時國際間對一般成年人的咖啡因攝取量並未有統一

的建議，但不少地方的有關當局，例如歐盟、英國、加拿大，都

有為較受影響的群組訂定咖啡因的建議攝取量。一般的建議

是，孕婦及授乳婦女每日不應攝取超過200毫克至300毫克咖

啡因，而兒童每日不應攝取超過每公斤體重2.5毫克至5毫克

咖啡因。

糖
糖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種。從化學結構而言，糖可分為兩

大類，即單糖和雙糖。糖是日常飲食中能量的一個來源，1克糖

能提供4千卡能量。

食物和飲品的糖可以是天然存在或是添加的，例如在食

物或飲品製作過程中或進食時在餐桌上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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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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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食過多糖（包括游離糖）可能會令人攝取過

多能量，因而增加超重和肥胖症的風險。肥胖會增

加患上一些慢性疾病例如糖尿病、高血壓和心臟病

等的風險。而經常攝取過量的游離糖亦會增加蛀牙

機會。

糖攝取量建議
根據世衞和糧農組

織現時的建議，游

離糖攝取量應少於人體每日

所需能量的10%。以一個

每日攝取2,000千卡能量

的成年人為例，每

日游離糖的攝取量

應少於50克，大概

等於10粒方糖（以一粒方糖約5克計）。

然而，能量需要因人而異，受多種因素包括年齡、性別、

體重及體力活動影響，因此不同人士的每日游離糖建議攝取

限量會因應其能量需要量而有差別。

今年3月，世衞就成年人及兒童的糖攝取量新指引草案

進行公眾諮詢，當中的建議是基於游離糖的攝取與體重過度

增長及蛀牙的關係的整體科學證據。該指引草案維持現時游

離糖攝取量應少於每日所需能量的10%的建議，並提議把此

限量降低一半（即降低至每日所需能量的5%）將帶來額外

益處，尤其是進一步減低蛀牙的風險。然而，該指引仍有待

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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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含量遠低於上述水平，在正常飲用的情

況下應不會構成健康風險。

2款配料含酒精

外國曾發生懷疑同時飲用能量飲品

和烈酒後出現嚴重不良反應，而法國食品

安全機構亦建議避免能量飲品與酒同時飲

用。本會檢視各樣本的配料表，發現「SSP 

SS Cup Drink」（#10）及「氨基補增強活力

飲品」（#11）標示含酒精。該兩款樣本的

酒精含量也許不會太高，但消費者仍應注

意小心飲用。

咖啡因含量標籤及提示標籤
現時本港沒有特定的食品法例規定

食物或飲品必須標示其咖啡因含量，亦沒

有規定能量飲品必須加上相關的提示標

籤，例如提醒消費者產品含咖啡因，某類

人士不宜飲用等。

現時國際間對能量飲品沒有一致定

義，食品法典委員會亦未有就能量飲品訂

立特定的指引。

不過，根據澳洲和紐西蘭當局的規

定，經配方的含咖啡因飲品（包括能量飲

品，但咖啡和茶除外）指咖啡因含量不得

少於每升145毫克及不得多於每升320毫

克的非酒精水基調味飲料（non-alcoholic 

water-based flavoured beverage），並

須在包裝標示咖啡因含量及提示字句：

「the food contains caffeine, and the 

food is not recommended for children, 

and pregnant or lactating women, and 

individuals sensitive to caffeine」，以表示

產品含咖啡因，不建議兒童、孕婦/授乳婦

女及對咖啡因有較大反應的人士飲用。

歐盟亦有類似規定，高咖啡因含量

飲品（即每升含超過150毫克咖啡因的飲

品，但咖啡和茶除外）現時須標示咖啡因含

量及提示字句：「High caffeine content」，

而今年12月13日開始，須按照新的食品

資訊條例標示更詳細的提示字句：「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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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飲品
運動飲品的糖含量亦不能小看。

無論是以每100毫升計抑或是以每瓶計，檢出糖含量最少的是「Valor Sports 

Balance Drink」（#20）（每100克含2.49克糖；每瓶約含8.47克糖；每瓶重量340克），

最多的是「解渴誌沛力特電解」（#25）（每100毫升含6.43克糖；每瓶約含51.4克糖；

每瓶容量800毫升）。

假設各樣本所檢出的糖含量全來自「游離糖」，當中3款樣本（#23、#24、#25），

飲用一瓶便超過世衞和糧農組織建議一般人的每日游離糖攝取限量的50%，而其中

「解渴誌沛力特電解」（#25），飲用一瓶更已超過每日攝取限量。

另外，6款運動飲品樣本的能量含量相差頗大，詳細資料可參閱表二。

運動飲品樣本

20 21 22

23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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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飲品和運動飲品成分大不同

表二：運動飲品樣本檢測結果✽

樣
本
編
號
[1]

樣本名稱
聲稱 

生產地 
[2]

容量 
(毫升) 

[2]

大約 
零售價 

[3]

每100
毫升的
平均

零售價

糖 能量

每100
毫升
(克)

每瓶
(克) 

[4] [5]

每瓶大約含方糖數目 
(粒) 
[6]

每瓶
(千卡) 

[4]

20 Valor Sports Balance Drink 日本 340克 $8.9 $2.6
(每100克)

2.49
(每100克)

8.47 38.1

21 Lucozade Sport Isotonic Performance Fuel 
Sports Drink - Lemon Flavour 馬來西亞 500 $10.2 $2.0 3.15 15.8 137

22 水動樂電解質補充飲品 
Aquarius Electrolytes Replenishment Drink 香港 500 $9.9 $2.0 4.08 20.4 85.5

23 寶礦力水特電解質補充飲料 
Pocari Sweat Ion Supply Drink 中國 500 $9.5 $1.9 6.27 31.4 132

24 佳得樂運動飲料藍莓味 
Gatorade Sport Drink Blueberry Flavor 中國 600 $11.5 $1.9 6.17 37.0 155

25 解渴誌沛力特電解 
Drinkazine Energy Watt Sports Drink 台灣 800 $11.5 $1.4 6.43 51.4 233

✽ 所有運動飲品樣本均沒有檢出咖啡因及牛磺酸。

[1]  樣本根據檢測所得的每瓶糖含量由少至多排序。

[2]、[3]、[4] 分別參考表一註 [3]、[4]、[5]。

[5]  橙色數字：樣本#25飲用一瓶所攝取的糖，超過世界衞生

註 組織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建議一般人每日的游離糖攝
取限量（50克，以每日攝取2,000千卡能量計）。

[6]  按每瓶樣本的糖含量及每粒方糖約為5克計算，經湊整
（rounding）後得出的方糖  數目。

運動前後飲用能量飲品有何
影響？

香港浸會大學體育學系副教授雷雄

德博士表示，市面上一般的能量飲品，雖

然成分不包括世界運動禁藥機構（World 

Anti-Doping Agency，WADA）所指定的禁

藥，但含高劑量的咖啡因和糖分，長期飲

用對身體沒有益處，更不適宜習慣性飲用。

進行一般休閑運動或競賽前後，飲用能量

飲品會提高身體的興奮狀態，可能引致運

動後出現更疲勞的情況。運動前後如有需

要補充液體，運動飲品較為理想。

外國也有文獻指出，青少年在運動

前飲用能量飲品，可能影響情緒、神經緊

張、頭暈及失眠等，所以很多國家均不建

議青少年在運動前後飲用。

能量飲品是否可「迅速補充
體力」、「消除疲勞」？

雷博士表示，雖然有些能量飲品會以

這些聲稱作為宣傳，但這些聲稱現時仍未

有足夠的科學證據確認。所謂「迅速補充

體力」，只是身體受到大量咖啡因的影響

而產生短暫刺激作用，加劇交感神經的運

作，但持續體力消耗之後，後果可能是導

致身體出現虛脫。沒有足夠科學證據證明

能量飲品可以「消除疲勞」，由於這類飲品

含咖啡因，會增加體內水分流失，反而可能

會阻慢身體的恢復。

能量飲品可以增強「能量」？
香港大學生物科學學院食物及營養

學系副教授李子誠博士表示，能量飲品所

謂的「能量（energy）」未必等於一般營養

學所指的「卡路里（calories）」，因為有些

能量飲品不含糖，只含小量卡路里。事實

上，能量飲品通常被認為是一種可加強活

力、幹勁的飲品，而所謂的「活力」、「幹

勁」主要來自咖啡因的刺激作用。咖啡因

是一種中樞神經系統及新陳代謝刺激劑，

不應混淆能量飲品和運動
飲品

雖然國際間對能量飲品和運動飲品

沒有一致的定義，兩種飲品的成分和用途

大有不同，不應混淆。一般而言，兩者有

以下分別：

能量飲品通常指加入了咖啡因的非

酒精類飲品，以聲稱可提神、增強體力和

提升表現作為賣點。除了咖啡因，能量飲

品通常還含有牛磺酸、維他命B、葡萄糖

醛酸內酯（glucuronolactone）、糖等成

分，但亦有不含糖的能量飲品。

運動飲品通常含有電解質（如鈉和

鉀）、礦物質和糖等成分，主要用途是補

充因長期或劇烈運動出汗而流失的水分

和電解質。運動飲品一般不含咖啡因。

本會訪問了體育專家、營養專家和

營養師對消費者飲用能量飲品和運動飲

品的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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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證明有增進機能的特性，例如可改善

體能活動表現，如短跑及耐力運動。然而，

整體效果未必十分明顯。以玩視頻遊戲為

例，研究顯示攝取咖啡因後的反應速度可

被加快或減慢，視乎個人情況及攝取量。

考試前飲能量飲品能夠提升
表現？

李博士表示，適度飲用咖啡因可提

神、加強警覺性和認知功能，尤其是在疲

勞狀態，但只有有限的證據顯示咖啡因有

助增強記憶力及學習能力。雖然腦部天然

存在大量牛磺酸，而濃度往往在壓力下增

加，然而，額外攝取牛磺酸是否能加強認

知功能則存在爭議。

混合飲用能量飲品和酒有何
影響？

李博士指出，青少年要特別注意咖啡

因的攝取量，包括從能量飲品中攝取的咖

啡因。美國的數據顯示，2007年有5,448

宗咖啡因攝取過量的個案，當中46%事主

小於19歲。另外，過量飲用能量飲品可能

導致的較嚴重不良反應包括心血管問題

（例如血壓上升）、癲癇及因進行冒險行

為而導致的傷害，後者通常與酒精同服有

關。普遍認為能量飲品與酒精同服會減低

服用者酒精中毒的意識，因而增加進行冒

險行為的可能性。

想提神的話，除了能量飲品
以外，還有什麼選擇？

香港營養師協會會長林思為表示，如

欲避免從能量飲品攝取過量糖，除

了可選擇糖含量較低（例如無糖）

的產品外，也可以適量飲用不加糖

的咖啡（可加入脫脂奶或完全不加

奶）或茶來提神。另外，進食水果、

低脂乳酪或全穀類的小食，也可為

腦部提供能量從而保持清醒。

表二：運動飲品樣本檢測結果✽

樣
本
編
號
[1]

樣本名稱
聲稱 

生產地 
[2]

容量 
(毫升) 

[2]

大約 
零售價 

[3]

每100
毫升的
平均

零售價

糖 能量

每100
毫升
(克)

每瓶
(克) 

[4] [5]

每瓶大約含方糖數目 
(粒) 
[6]

每瓶
(千卡) 

[4]

20 Valor Sports Balance Drink 日本 340克 $8.9 $2.6
(每100克)

2.49
(每100克)

8.47 38.1

21 Lucozade Sport Isotonic Performance Fuel 
Sports Drink - Lemon Flavour 馬來西亞 500 $10.2 $2.0 3.15 15.8 137

22 水動樂電解質補充飲品 
Aquarius Electrolytes Replenishment Drink 香港 500 $9.9 $2.0 4.08 20.4 85.5

23 寶礦力水特電解質補充飲料 
Pocari Sweat Ion Supply Drink 中國 500 $9.5 $1.9 6.27 31.4 132

24 佳得樂運動飲料藍莓味 
Gatorade Sport Drink Blueberry Flavor 中國 600 $11.5 $1.9 6.17 37.0 155

25 解渴誌沛力特電解 
Drinkazine Energy Watt Sports Drink 台灣 800 $11.5 $1.4 6.43 51.4 233

✽ 所有運動飲品樣本均沒有檢出咖啡因及牛磺酸。

[1]  樣本根據檢測所得的每瓶糖含量由少至多排序。

[2]、[3]、[4] 分別參考表一註 [3]、[4]、[5]。

[5]  橙色數字：樣本#25飲用一瓶所攝取的糖，超過世界衞生

註 組織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建議一般人每日的游離糖攝
取限量（50克，以每日攝取2,000千卡能量計）。

[6]  按每瓶樣本的糖含量及每粒方糖約為5克計算，經湊整
（rounding）後得出的方糖  數目。

caffeine content. Not recommended for 

children or pregnant or breast-feeding 

women」，以表示產品含高量咖啡因，不建

議兒童、孕婦或授乳婦女飲用。

是次研究的19款能量飲品樣本，全

部的配料表均列出含咖啡因，當中10款

在包裝上並標示了咖啡因含量，而測試結

果亦與其標示值大致符合。另外，9款樣

本標示了提示字句，例如「High caffeine 

content」或「不適合兒童、孕婦或哺乳婦

女，或對咖啡因敏感的人」等字眼，其中3

款更標示「Consume moderately」或「每

日攝取量請限為一罐」，提醒消費者有節

制地飲用，1款則標示「Do not mix with 

alcohol」，提醒消費者不要與含酒精飲料

混合飲用。

給消費者的建議
● 能量飲品不宜用於止渴或在運動

時補充身體水分。

● 在運動期間以外飲用能量飲品時，

切記不應過量。一般健康的成年人適量飲

用能量飲品，所攝取的咖啡因應不會引致

健康問題，但消費者仍應保持均衡及多元

化飲食。

● 飲用能量飲品時，不應同時飲用含

酒精飲料，或同時服用可影響中樞神經系

統的藥物。

● 以下人士需特別注意咖啡因攝取

量，包括透過能量飲品而攝取的咖啡因：

孕婦及授乳婦女、兒童及青少年、個別對

咖啡因有較大反應的人士、患有某些心血

管疾病、精神病和神經系統疾病（例如癲

做運動是否需要飲運動飲品？
雷雄德博士指綜合研究顯示，進行持

續少於一小時的康樂性質運動，身體所儲備

的電解質應該足夠備用，不需要作額外的補

充，只要在活動前後補充適量的水分，不會損

害健康，所以飲用清水便已足夠，並非必須

飲用運動飲品。不過，如果運動的時間持續

一小時或以上，又或參加了馬拉松長跑、三項

鐵人、長途單車等項目，為避免運動的表現下

降，運動者可以在運動開始後半小時，分段

飲用含電解質的運動飲品。至於補充多少，

要視乎個人的體質、項目性質、天氣及環境等

因素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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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提示

本會近日從香港海關收到1宗於2014年1月至2月期間定罪的售賣偽冒藥物案件資

料，涉案的店舖位於新界。

新增1間店舖涉售賣偽冒藥物被定罪
消費者可向海關舉報

根據《商品說明條例》，出售或供應

附有偽造商標或虛假商品說明的貨品屬嚴

重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50萬

及監禁5年。

市民如對藥物真偽有所懷疑，應立

即停止服用，並向供應商或商標持有人作

出查詢。若發現有售賣偽冒藥物的情況，可

致電海關24小時熱線2545 6182舉報。

資料來源：香港海關

測試報告

給業界的建議
● 宜標示能量飲品的咖啡因含量。

● 能量飲品應附有提示標籤，提醒

消費者不應與含酒精飲料同時飲用，而孕

婦、授乳婦女、兒童及對咖啡因有較大反

應的人士應小心飲用。

廠商意見
樣本#5的營銷商表示，該產品乃

營養素飲品，此類別名稱已清晰列印在

產品標籤上，供消費者參考，而該產品

是在飲品中加入部分日常所需的維他命，

「energy」是其口味名稱。

樣本#8及#21的生產商表示基於銷

售量的考慮，兩款產品快將停售。

樣本#13的生產商表示，本會 得

出的能量值與其產品規格及標籤值（3 

kcal/100ml）有明顯分別。該公司表示雖

然未能在本會給予的回覆期內找出可能原

因及解釋，但肯定本會的有關測試結果有

誤。該公司指能量總值的計算應將有機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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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 #15 附有提醒

消費者不要與含酒

精飲料混合飲用的

提示。

考慮在內，認為需有更多時間讓雙方交換

計算方程式的資料使能得出正確可靠的結

果。（本會按：測試結果受多種因素影響，

例如樣本間的差異、不同的檢測方法和測

量不確定度。）

樣本#25的代理商表示，該產品的

糖分比一般飲品如果汁、汽水低，糖分含

量維持在每100毫升6克至7克，希望能為

運動人士在運動鍛煉期間補水及補充足

夠糖分。

癇）、腎功能衰竭或嚴重的肝臟疾病等。

● 進行短暫的（例如一小時以下）康

樂活動或休閑運動，可飲用清水補充身體

水分。

● 進行持續劇烈運動或需要耐力的

競賽，可飲用運動飲品補充水分、電解質

和碳水化合物。

● 由於大部分能量飲品及運動飲品

均加入了糖，而部分的糖含量偏高，故不宜

習慣性地作為日常飲料飲用，以免攝入過

多糖，增加超重、患肥胖症和蛀牙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