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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錦囊

《精明用藥》系列

維他命和礦物質補充劑

亂服會傷身

人體需要維他命和礦物質來維持健康，但卻不可過量攝取。2004年本港出現首宗服用過量
魚肝油的個案，一個女孩因身體攝取過多維他命A和D而導致肝臟纖維化和肝硬化。在台灣，
亦有小童因長期服用過量鈣片（高達每日1,800毫克鈣）
，導致高血鈣症、血尿和腎結石。由此可
見，維他命和礦物質補充劑千萬不可亂服。

維他命和礦物質
維他命（vitamin）

飲食均衡不需食藥丸

魚、蛋及奶類找到；

維他命和礦物質都可在食物中找到，

孕婦─缺乏葉酸會導致嬰兒產生

維他命（又稱維生素）是維持身體正

例如魚類含豐富維他命A、B、鈣、碘、鋅，肉類

神經管缺陷（一種因神經管閉合不良所致

常運作所必需的微量營養素，分為脂溶性

則含充足的維他命B、鈉、鈣、磷、硒，牛肉含

的先天異常性疾病）
；

（fat soluble）如維他命A、D、E和K，及水溶性

鐵質，蛋黃含維他命A、B、D、E，蔬菜則可提

（water soluble）如維他命B（包括B1、B2、B3、

供大量維他命B、C、E、K、鈣、鎂，而奶類是豐

B5、B6、B7、B9、B12）和C兩種。

富的鈣質來源。我們需要食物中的各種營

除了維他命D和K可以由人體自行製

養素來維持生命。由於沒有單一食物能完

造外，其餘的維他命均需要在膳食中攝取。

全供應人體所需的營養素，所以「均衡飲

維他命不能如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質

食」是健康生活的基礎。我們若遵照健康飲

一樣，為身體提供熱量，但它們是體內新陳

食金字塔建議的比例來進食，便能從日常

代謝、細胞製造、組織修補及其他重要生化

飲食中攝取均衡的營養素；再加上

過程中所需的

動，控制體重，便能促進身體健康，有效地

的化學伙伴。人體缺乏維

他命會導致營養不良。

礦物質（mineral）
鈉、氯、鉀、鈣、磷和鎂是宏量礦物質，

常運

西）
、碘和氟化物，身體只需要攝取少量便
足夠，屬於微量礦物質。身體缺乏鐵和碘以
外的其他礦物質的情況並不常見。

鈣質；
酗酒者─普遍缺乏多種維他命，可
補充維他命B及C；
吸煙者─吸煙會影響多種維他命
的吸收，尤其是維他命C。
消費者如有疑問，應先請教醫生或藥
劑師的意見，才服用有關補充劑，以免有不
良後果。

預防一些疾病，如高血壓、心臟病等，而不
一定要服用補充劑；相反，過量服食維他命

維他命C可預防傷風感冒？

和礦物質可帶來負面影響，例如，過量維他

根據2004年世界

命A、B3、B6、C 和D會引致中毒反應。

身體需要攝取相對較多的分量；其餘礦物
質，包括鐵、鋅、銅、錳、鉬（音：目）
、硒（音：

長者─可能需要補充維他命 D及

生組織和糧食及

農業組織編製的《人體營養中的維他命及
礦物質需求》
，健康成人每日的維他命C建

誰人需要補充劑？
部分人士可能需要服用維他命或礦
物質補充劑，例如：
素食者─因維他命B 12 只在肉類、

議攝取量為45毫克，一般而言，一個橙所含
的維他命C已足夠所需。然而，一向有人建
議高劑量的維他命C（500至10,000毫克）
可預防傷風、精神分裂症、癌症、膽固醇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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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他命和礦物質的食物來源
營養素

缺乏的影響

食物來源

功能

維他命 A

動物肝臟、魚、魚肝油、全脂或
營養強化牛奶、蛋黃、紅蘿蔔、
深綠色葉菜

維持正常視力、健康皮膚及其他表
面組織，抵抗感染

晚間視力較差、夜盲症

維他命 D

營養強化牛奶、魚肝油、蛋黃

幫助小腸吸收鈣質及磷質，骨骼礦
化作用、成長及修補

骨骼不正常生長及修補，引致小童
的佝僂病或成人的骨質軟化症

維他命 E

蔬菜油、小麥胚芽、深綠色葉
菜、蛋黃、堅果、豆類

抗氧化

會導致嬰兒貧血，成人則會損害
神經細胞

維他命 K

深綠色葉菜、豬肉、動物肝
臟、蔬菜油

製造凝血因子，使血液能正常凝固

凝血問題

胺，thiamine)

全穀類、肉類（尤其是豬肉及
肝臟）、堅果、豆類、薯仔

碳水化合物代謝、維持神經及心臟
功能

疲倦、缺乏胃口、腸胃不適、體
重下降，嚴重的會導致腳氣病，
影響神經、腦部和心臟

(核黃素，riboflavin)

奶類產品、肉類、家禽、魚、
穀類及深綠色蔬菜

碳水化合物代謝、維持黏膜健康

嘴唇和嘴角爆裂及脫皮、皮
膚炎

動物肝臟、魚、肉類、豆類、
營養強化全穀類

細 胞 內 的 化 學 反 應 、碳 水 化 合 物
代謝

糙皮病，病徵包括皮膚病、舌頭
發炎、小腸及腦部功能異常

肉類、魚、全穀類、肝、蔬菜

碳水化合物及脂肪酸的代謝

疲倦、心臟及消化系統問題、呼
吸系統感染，嚴重的會影響神經
及協調系統

雞、魚、豬肉、蛋、腎、大豆、
全穀類及堅果

胺基酸及脂肪酸的代謝、維持神經
系統功能及皮膚健康

抑鬱、嘔吐、皮膚及神經細胞
發炎、貧血、嘔心、倦怠

動物肝臟、蛋黃、椰菜花、
堅果、豆類

碳水化合物及脂肪酸的代謝

皮膚及嘴唇發炎

(葉酸，folic acid)

深綠色葉菜、豬肉、動物肝
臟、蔬菜油

製造紅血球、脫氧核糖核酸
(deoxyribosenuc leic acid，簡稱
DNA)和核糖核酸 (ribosenuc leic
acid，簡稱 RNA)

貧血、消化系統失常、虛弱、
心悸

B12

肉類、魚、奶及奶類製品、蛋

製造紅血球及脫氧核糖核酸、維持
神經系統正常

惡性貧血、神經系統出現問題

柑橘類水果如橙、西柚、檸檬，
以及番茄、薯仔、椰菜、青椒

骨骼及結締組織的生長及傷口復
原、血管的運作、抗氧化

破壞血管、吞嚥困難、關節軟弱
和疼痛，嚴重的會導致壞血病，
引致貧血、牙齒脫落、出血

鈣 (calcium)

牛奶及奶類製品、肉類、魚、蛋、
穀類製品、豆、水果、蔬菜

骨骼及牙齒製造、血液凝固、神經
及肌肉運作、正常心跳

血液內鈣質水平下降、肌肉
抽搐

鐵 (iron)

牛肉、腎臟、肝、豆、蜆、桃

是紅血球及肌肉細胞的主要成分，
亦幫助製造身體所需的

貧血、吞嚥困難、指甲變形、腸道
不正常、工作及學習能力下降

鋅 (zinc)

肉類、全榖類、豆類、海鮮

是 及胰島素的成分，維持皮膚健
康、傷口癒合、生長

生長減慢、性成熟延遲、味覺
減弱

碘 (iodine)

海鮮、奶類製品

製造用來調節能量控制機理的甲狀
腺激素

甲狀腺增大、呆小病、聾啞、胎
兒生長和腦部發育不正常

脂溶性維他命

水溶性維他命
B1
(
B2
B3
(菸鹼酸，niacin)
B5
(泛酸，pantothenic acid)
維他命 B
B6
(

多醇，pyridoxine)

B7
(生物素，biotin)
B9

(鈷維生素，cobalamin)

維他命 C

礦物質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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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 生組織和糧食及農業組織於2004年《人體營養中的維他命及礦
物質需求》所訂的建議營養素攝取量（recommended nutrient in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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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RNI），是符合大部分健康人口的營養素需求的每日攝取量。每日攝取量
會隨年齡及性別有差異，表列資料為19至65歲成年男女的綜合數據。

過量的影響

建議攝取量 [1]

高和動脈粥樣硬化；其實，這些建議只有少量
甚至沒有科學研究支持。相反，每日服用超過
1,000毫克維他命C會引致腹瀉、腎石及影響

大量進食可引致中毒，影響幾近身體所有部位，包括眼、
骨、血、皮膚、中央神經系統及肝，症狀包括頭痛、脫皮、
胰臟及腎臟增大、骨骼變厚和關節疼痛

500—600微克視網醇當量
(retinol equivalent，簡稱RE)

缺乏胃口、噁心、嘔吐、小便增加，長期攝入高分量會引致
軟組織鈣化及致命的腎衰竭

5—10微克

除了容易導致正在服用抗凝血藥的人士出血外，罕有出
現毒性反應

7.5—10毫克α-生育酚當量
(α-tocopherol equivalent，簡稱α-TE)

月經周期。有些人在突然停止慣常服用的高
劑量維他命C時會出現反彈性壞血病。

葡萄糖胺
研究結果評價過高
有些運動員和老人家會服用葡萄糖胺

可影響抗凝血藥的作用，服用前須向醫生查詢

55—65微克

（glucosamine）補充劑，相信可以治療和預防
軟骨損傷和骨關節炎。然而，目前為止，雖有
研究結果顯示葡萄糖胺或可緩和骨關節炎

無已知的毒性反應

1.1—1.2毫克

患者的主觀性痛楚、改善病徵及減慢骨關節
炎的惡化，但這些研究在設計上均有不同的

罕有出現毒性反應

1.1—1.3毫克

輕微過量可引致臉部及肩膀發紅、發癢及胃部不適。大量進
食可引致潰瘍、痛風及損害肝臟

14—16毫克菸鹼酸當量
(niacin equivalent，簡稱NE)

限制。不過，基本上葡萄糖胺是安全的補充
劑，耐受性良好。

宜選葡萄糖胺硫酸鹽
無已知的毒性反應

5毫克

若消費者打算服用葡萄糖胺補充劑，
要留意市面上有不同配方的產品，宜選購含

會影響用來治療帕金遜病的藥物左旋多巴。過量進食會損害
神經、影響血糖水平，亦會影響抗抽搐劑的作用

1.3—1.7毫克

罕有出現毒性反應

30微克

有葡萄糖胺硫酸鹽（glucosamine sulfate）的產
品，因它是大部分有關研究所使用的配方。
暫時未有有關葡萄糖胺劑量與反應的
研究，但一般用於臨床實驗的劑量為每日

罕有出現毒性反應

400微克膳食葉酸鹽當量
(dietary folate equivalent，簡稱DFE)

無已知的毒性反應

2.4微克

1,500毫克，一次服用或分三次服用（每次
500毫克）
。

糖尿病患者需小心服用
葡萄糖胺的副作用暫時未被有系統地

每天進食多於１克的分量會引致頭痛、腸道及泌尿系
統問題

研究，較多被報告的是胃腸道不適，包括便
45毫克

秘、上腹痛、壓痛、胃灼熱、腹瀉和噁心，如與
食物一起服用可減輕對胃腸道的刺激。另外，

影響腸道及腎臟

1,000—1,300毫克

鐵積聚、肝臟損害、糖尿病、皮膚色素積聚

11.4—24.5毫克 [2]

暫時亦未有已知的藥物相互作用。
動物實驗中發現葡萄糖胺會提高血糖
水平和胰島素抵抗性，然而，葡萄糖胺對人體
胰島素抵抗性的長期影響暫未有充份研究，

罕有出現毒性反應

4.9—7.0毫克 [3]

故糖尿病或葡萄糖耐受不良的患者服用葡
萄糖胺前，宜請教醫生或藥劑師的意見，服用

偶爾引致甲狀腺激素過高
[2] 以膳食中的鐵的生物活性（bioactivity）= 12%計。

150微克

時可能需要監察血糖水平。
資料來源：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
藥物教育資源中心

[3] 以膳食中的鋅的生物活性（bioactivity）= 30%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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