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 養 與 保 健 新 發 現
楊乃彥 博士
中華技術學院食品科學系教授

一、常吃糙米保健康
有人曾經提出「吃米會胖，吃肉可以減肥」的說法，這樣的說法是不正確的，
經不起科學的檢驗。除了有代謝疾病的少數人之外，一般人的肥胖問題都是由於
他吃下去的熱量超過了所需要的熱量，因而造成的結果。
所謂「慢性病」，其罹患的原因，除了攝取了太多的熱量和動物性食品外，
纖維素的不足則是最大的原因。習慣吃白米和白麵包的人，由於營養不均衡，往
往會偏愛吃肉。現在許多的年輕人，無肉不樂，幾乎成了肉食動物。
由人類的胃腸和牙齒的構造可以看出來，人絕非肉食動物，應較接近於雜食
動物。糙米相較於白米，除了胚乳部分外，又多了胚芽和麩皮，因此其所含的維
他命、礦物質和纖維素都相當豐富而且均衡。一粒糙米所含的養分可以孕育一株
稻穀，這就非白米所能辦得到的。
（一）糙米的營養豐富
白米只有胚乳，而糙米還包括麩皮和胚芽，其所含的維生素群和礦物質，以
及微量元素都很豐富。在精製成白米的過程中，這些營養素都流失了。
麩皮中所含的抗氧化物質就有七十多種，其中的維生素 E 是稀有的
“tocotrienols＂可降血脂肪和預防腫瘤。麩皮中的油脂所富含的抗氧化成分，可
以中和過氧化的油脂（lipid peroxides）
，在體內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LDL-cholesterol) ，因此可以減少心血管疾病的發生；對血液中的三酸甘油脂也
有下降的作用。麩皮中的多醣體能增強免疫力，並且幫助糖尿病患者和肥胖者控
制血糖。糙米外層的麩皮中含有豐富的 B 類維生素和微量元素，能寧神靜氣
（calming effect），在古代曾經被用作藥物，對於壓力大、容易緊張的現代人非
常有助益。最近的研究進一步證實了麩皮的保健功效，麩皮中所特有的抗氧化成
分 Gamma-oryzanol 有廣泛的生理效應，可以轉化體脂肪變成肌肉，減少血栓的
形成，改善循環系統，對腦下垂體荷爾蒙的平衡有調節作用。
來自麩皮的 proanthocyanidins 乃重要的單寧類（tannins）抗氧化物，對於退
化性疾病（degenerative diseases）和癌症都有預防的效果；其在血液、淋巴和器
官中則有解毒的功能；還可以促進傷口癒合，改善心血管的循環。麩皮中的 alpha
lipoic acid，屬於多酚類（polyphenol）抗氧化物，已知的功效有延緩衰老、促進
肝臟修護，以及促使葡萄糖轉化成能量。近年來很受歡迎的保健補充品 coenzyme
Q10 也是麩皮中的重要成份，可以促進脂肪的代謝，有瘦身的功效，其主要的功
，可以用來治療心臟病和高血
能在於改善細胞能量工廠－粒線體（mitochondria）
壓，以及神經退化性疾病，例如巴金森病（Parkinson ‘s disease）和舞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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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tington’s disease）等。
麩皮中的 inositol hexaphosphate（IP6）也普遍在種子類食品中出現，有促使
癌細胞轉變成正常細胞的能力,已經被用來治療癌症；也已經用在心血管疾病、
AIDS 和腎結石的治療中。針對現代人的保健需要，IP6 有排毒（cleansing therapy）
的功效，可以把體內多餘的礦物質和大分子物質帶走。麩皮中的抗氧化酶，例如
Glutathione peroxidase(GPX)和 Superoxide dismutase，常被用來製成保健食品，幫
助身體清除自由基，對於過氧化所造成的疾病，例如老化、風濕性關節炎、氣喘
或肝硬化都有緩解的幫助。
麩皮中也含有重要的卵磷質（Lecithin）
，是腦細胞、神經細胞和細胞膜的重
要成份，其組成的磷脂（phospholipid）為體內重要的乳化劑（emulsifier）
，能幫
助脂溶性維生素 A、D、E、K 和必需脂肪酸的吸收；可以預防高血壓、膽結石
和膽固醇過高；也有助於改善記憶力、自主活動和肌肉的協調。
（二）糙米的保健食品受重視
食品加工業者常常為了方便儲存或者偏重口感、外觀，而把營養豐富的糙米
精製成白米，除掉的麩皮和胚乳則做成動物的飼料。近年來，市面上已經有一些
注重養生保健的現代人，把麩皮和胚乳中的某些成分製成了高附加價值的保健食
品出售。
全世界最長壽的國家－日本，保健食品非常發達，具有全球領先的地位。根
據日本的「健康產業流通新聞」所報導的『2004 年日本保健原料前 99 名銷售排
行榜』中，就有五種與米有關，分別為第五名的糙米及其製品、第 34 名的發芽
糙米、第 42 名的米糠、第 58 名的米麴及第 74 名的黑米。
在中國古代，米榖類被認為是補氣和益脾胃的食品。西方自然療法的醫生也
推崇糙米的保健價值。他們在研究食物與血型的關係時發現，糙米是適合各種血
型人食用的食品；而對米過敏的人非常少，對麵食過敏的人則較多，因此建議 O
型血型的人要注意食用麵食過敏的可能性。

二、健康由改善胃腸開始
台灣每天就醫的病患當中，約有五成患者是罹患關於腸胃道方面的疾病。而
市面上，治療便秘的成藥銷售量向來都排名第一，足見腸胃痼疾的嚴重性了。
（一）腸胃道健康很重要
人們日食三餐，每天吃的食物必須經過腸胃道的消化和吸收，各種營養素才
能被身體所利用，而殘餘物則以糞便的形式排泄出體外。所以，有經驗的養生學
者可以由一個人的食慾、食物組合和排泄狀況，來預測此人的健康狀態。
一個人每天的食物，除了滿足全身細胞的需要外，還必須符合腸胃道內數十
兆個微生物的需要。每天來自於新陳代謝的殘餘物和食物的毒素，如果能順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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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出體外，如此有進有出，才能維持身體的基本健康。
（二）維持腸胃道健康的方法
想要改善整體的健康，就必須先改善腸胃道的健康。改善腸胃道健康的方法
略述如下：
(1) 每天均衡地攝取新鮮、自然、當令的六大類食品；不暴飲暴食，也不偏
食；每餐八分飽、少量多餐、不吃宵夜。
(2) 每天可以生吃的食物，例如新鮮的水果、蔬菜、芽菜等，可約佔食物總
量的 1/3 至 1/2，因為其所提供的食物酵素和纖維，有助於身體內消化和排泄功
能的正常運作。
(3) 口腔的咀嚼是消化的第一步，因此，必須細心維護口腔的健康。如果掉
了真牙，就要換上假牙；維持一口好牙，才能完成咀嚼的功能。養成細嚼慢嚥的
習慣，使食物成為微小粒子，又能和口水中的酵素充分混合，才能幫助充分消化。
(4) 腸內的微生物群對於人體的健康相當重要，長壽又健康的人，其腸道內
往往有足夠的有益菌群。有益菌可以幫助食物的消化和吸收，也可以合成多種的
維生素和蛋白質，以及抑制有害雜菌的生長，對於腸胃道的功能正常化非常重
要。必要時，我們可以食用含高乳酸菌的食物，例如酸奶、乳酸菌補充品，以調
整胃腸的功能。或者補充醣化優菌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改善消化功能，也
同時增強免疫力。經常腹瀉的人，當增加有益菌之後，則糞便的排泄就會趨於正
常。
。
(5) 年屆中年，又常常飲食過量的人，腸胃的負荷往往很大，可能就需要補
充食物酵素來增強消化的能力。酵素能分解食物，使大分子變成小分子，方便營
養素的被吸收和利用，也可以降低過敏的現象。
(6) 每天要喝足夠的水分。每個人視自己的需要，每天可以喝約二千至三千
毫升的潔淨好水。
（三）讓胃腸正常蠕動起來
每天排出的糞便，可能反映一個人身體的健康狀況；所以每次排泄之後，都
應該觀察一下。正常的糞便呈微褐色、條狀、無惡臭、比重大於水，因此會往下
沉。糞便如果有惡臭、不成形等現象，都不妨以改善胃腸功能的方法，來促使其
回歸正常化。
一般人相信，只要喝足夠的水、多吃高纖食物、不要太緊張，那麼排便就會
正常，卻往往忽略了有益菌和酵素的功能。
改善整體的健康，就由改善胃腸的功能做起，也許困擾多年的過敏、脹氣、
皮膚不適等問題，也就能迎刃而解了。

三、做個鹼性健康人
怎麼吃最健康？有些人常一有新的發現就提出新的主張。然而，重視養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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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的人都知道，飲食的組合應該鹼性食品多於酸性食品，以維持血液在微鹼狀
態。美國保健專家最近強調，體內的酸鹼性即使產生很小的變化，對身體都會造
成極大的影響，因此提出呼籲，鹼性食品應該是每日飲食的最重要部分。
美國的保健學家羅伯‧楊夫婦（Robert Young）的新書－鹼性奇蹟（The PH
Miracle）中強調，食物和體內代謝所導致的酸性體液，提供了微生物滋長的溫
床；過多的微生物又會排泄出較多的酸性物質進入體液。
一般相信，酸性的體質是造成肥胖、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現代人疾
病和死亡的主因。謀求改善之道則在於多吃蔬菜、水果；少吃肉類和穀類，裨益
維持微鹼性的體質。
（一）酸性食物造成慢性病
十多年前，生物醫學就批評現代醫學偏重於細胞的病變，忽略了體液的惡
化。經過實驗證明，當體液中的毒素太多時，生活在其中的細胞必將病變。如果
能改善體液，使細胞生活在健康的環境之中，細胞的功能自然正常。其原理是身
體的組織裡，體液約佔百分之七十，而細胞的養分雖然來自於周圍的體液，另一
方面體液中的毒素也會進入細胞，進而影響細胞的正常運作。所以，如何維持健
康的體液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
肉類、白米、白麵等食物在體內代謝之後，會產生酸性化合物，現代人因為
常吃這類食物，身體遂有逐漸酸化的傾向，以致於就容易生病。雖然體內有調節
酸鹼的機制，使身體維持微鹼性；但如果長期吃太多酸性食物，將導致身體的調
節機制衰竭，無法維持酸鹼平衡，身體自然就要生病了。
（二）酸、鹼食物平衡的問題
食物的酸、鹼性與食物的口感無關，而是由食物在體內代謝後的最終產物是
屬於酸性、抑或是鹼性來決定。肉類和穀類食物在體內代謝後的產物多含有硫、
磷、氮等有關的酸；蔬菜和水果因為含有豐富的礦物質，例如鉀、鎂等，其代謝
後的產物則呈現鹼性。
人和其他動物一樣，體內的代謝產物多屬於酸性，例如乳酸、尿酸、酮酸等，
如果再吃太多的肉類、穀類食品，就會雪上加霜，迫使體內囤積過多的酸毒。肌
肉內如果累積太多的乳酸時，會產生痠痛；尿酸太高時，可能引起痛風；糖尿病
人體內酮酸太高時，可能造成致死的酸中毒。體液中若含有過多的酸性物質，將
促使細菌和酵母容易孳長，其所排出的毒素會混亂代謝，導致病情更加複雜。
（三）多吃蔬菜水果使酸鹼平衡
幾年前，「癌症防治基金會」曾經提倡「每天吃五份蔬菜水果來防癌」的活
動，強調蔬菜水果在每日的食物組合中的重要性。至於每天到底應該吃多少量的
蔬果呢？羅伯‧楊博士建議：每天所攝取的鹼性食品與酸性食品的比例最好約為
四比一。其中，蔬菜含礦物質較高，在平衡酸鹼值的功能方面，效果比水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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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海產類的蔬菜，例如紫菜、海帶等效能更佳。此外，當令的新鮮蔬菜，量
大價廉時，農藥也較少，不妨多食用。
你也許嘗試過很多種的方法企圖減重，可是身體上的贅肉卻一直甩不掉；或
者再怎麼吃補，仍不滿意自己的健康狀況。現在不妨試一試這種多吃蔬菜的酸鹼
平衡法，也許會有意外的驚喜喔！

四、莫讓身體缺氧
生命的三大要素：陽光、空氣和水；其中，最不可或缺的，就是空氣中的氧。
人們可能可以長時間地耐飢忍渴，卻很難一刻停止呼吸。所以，我們說：「生命
就在呼吸之間。」
中國傳統的養生之道，強調「調息」
、
「吐納」或「腹式呼吸」
，其重要的因素
之一，就是要增加肺活量，使我們的身體器官不致缺氧。
（一）氧是體內能量之源
可是，現在一般人往往輕忽了空氣和氧的珍貴，視呼吸為理所當然，任意地
污染空氣、恣意地抽煙或隨便地排放廢氣。所以，人群密集的地方常常是烏煙瘴
氣，令人呼吸不順暢，有彷彿要窒息的困擾。因此，呼吸道的疾病，已經漸漸地
成為現代人嚴重的健康新課題。
我們身體裡，血液的最主要功能之一，就是運送氧氣，供給六十兆個細胞的
正常活動。其中，尤以腦和心臟的細胞最怕缺氧，否則，可能將分別造成腦中風
或心肌梗塞，嚴重者還可能導致殘廢或死亡。
血液體積的百分之五十是紅血球，裡面含有帶鐵的血紅素，負責運送由空
氣、食物或飲料中進入身體的氧。血液攜帶著氧，將之送往各個組織細胞內的能
量工廠－「粒腺體」，參與能量的生產。它們所製造的能量，可以立即供應細胞
來使用，也可以儲存起來，以備不時之需。
（二）身體缺氧可能造成疑難雜症
最近，來自歐美和日本的研究發現：身體缺氧，有可能是引發現代人一些疑
難雜症的重要原因。因為，細胞長期地缺氧，可能導致慢性疲勞、腰酸背痛、記
憶力衰退、無精打采、有氣無力、免疫力差、憂鬱煩躁、落落寡歡等。這些現象
的發生，都肇因於細胞長期地缺氧，致使身體內各個器官無法正常的運作。我們
身體的狀況一不正常，就會感覺不舒服，甚至漸漸地形成不明原因的疾病。
地球上，熱帶雨林正快速地消失；城市中，樹木顯著地減少；以及汽機車和
工業工廠等頻頻地排放廢氣，已經使得城市中的空氣污染日益嚴重，空氣中的含
氧量也明顯地下降。
另一方面，我們日常中所使用的自來水都普遍地缺氧，煮過的飲用水或食物
也缺氧。因此，現代人每天呼吸的空氣、吃的食物和飲用的水，都無法提供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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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足夠的氧，長此以往，不知不覺中將可能遭受到缺氧的不良後果。就如同登山
者，往往可能因為高山上的空氣稀薄，而罹患高山症，會感到疲倦、頭痛、呼吸
困難，甚至不幸死亡。
為了逃避嚴重的空氣污染，很多的現代人索性就躲在密閉的屋內，依靠著不
停地轉動的冷氣機來調節空氣。其實，根據研究報告指出：經由空氣調節所產生
的室內空氣的污染程度，約為室外的二到五倍之多。也難怪目前，氣喘和冷氣病
非常地流行，困擾著許許多多的人，甚至奪走了不少的寶貴生命。
在日常的飲食中，大多數的人為了追求身體的健康，已經普遍地重視營養素
的均衡，並且願意適時地加以補充。氧被稱為是「生命的媒介」（Catalyst for
Life），是細胞的代謝、養分的利用、身體的修補及健康的恢復等所必需的，我
們更應該提高警覺。不妨常常保持起居環境的空氣流通；多抽空走出戶外，接近
大自然，沐浴在芬多精中，呼吸新鮮、天然的空氣，讓身體不缺氧。

五、活出生命的樂章
我們的身體孕育自大自然，經過千萬年的演化，早已遵循了大自然的節奏在
活動。每天二十四小時，人體所有的臟器功能，隨著日出月落，起伏規律，週而
復始，彷彿韻律和諧的樂章。
（一）生理時鐘的重要與影響
古人日出而做，日落而息，配合著大自然能量的循環來生活，生理的節奏十
分規律，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生理時鐘」。古今中外的養生專家都相信：起居
有序、飲食有節，就能袪病延年。今日的很多科學研究，也證實了老古人的看法
很正確，值得我們肯定和推廣。
困擾現代人的文明病，諸如慢性疲勞、躁鬱症、憂鬱症，甚至各種意外傷害
等，往往和生活不規律，生理時鐘受到擾亂有關。根據統計，在美國每年發生的
車禍中，約有十萬件之多是肇因於駕駛疲倦、打瞌睡、睡眠不足等。
基於一般人生理的需要，每天的活動時間和睡眠時間長約為二比一，也就是
說，如果活動（包括工作和玩樂）十六小時，那麼睡眠約需八小時。而經常睡眠
不足的人，反應和思考能力可能較遲緩，工作效率較低，還容易發生意外事故。
（二）依循生理時鐘的節奏
大多數人就像我們的祖先，適合早睡早起。在早晨五點至七點之間，耀眼的
陽光或炫目的燈光都可使人清醒。此時起床，做約二十分鐘的保健運動，喚醒身
體，恢復活力。再喝一杯溫水，補充一夜流失的水分。
每天上午八點到中午之間，是一天中最有創造力的時段，可盡量安排完成最
繁重的工作。午餐後，如能小睡片刻（不超過半小時），或做二十分鐘的輕度運
動，可以增加精力，改善下午和晚間的精神狀況。下午二點到五點之間，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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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困倦感，適合從事輕鬆的工作，例如閱讀、處理簡單的會議等。
下午五點以後，我們的體力又逐漸恢復了。六點至八點之間，適合享受晚餐、
天倫之樂的家庭聚會或社交娛樂活動等。八點到十點之間，又是另外一段適合工
作的時間，宜妥善的利用。晚間十點之後，可以準備就寢。睡覺前，來個溫水沐
浴，伴著溫馨的音樂或書籍，都有益安眠。臥室裡的光線宜晦暗，以引導腦內松
果體分泌安眠的荷爾蒙褪黑激素（Melatonin）。
每天的三餐也需配合生理時鐘，以維持充沛的體力。每餐盡可能搭配多樣的
新鮮水果和蔬菜，如果能食用無農藥、無化學肥料污染的「有機蔬菜」，更可以
吸收到最豐富的礦物質和維生素。我們飲食的熱量，主要來自於醣類、蛋白質和
油脂類。當食用過多的白米飯或麵食等醣類後，容易產生倦怠感。如果多食用豆
類和魚類等高蛋白質的餐點，則有助於補充精力。此外，盡量只吃八分飽，可以
減少腸胃的負擔。
（三）享受生命躍動的喜悅
規律有序的生活、少量多餐的飲食、正面樂觀的情緒等，都可以幫助降低身
體的壓力。再輔以適度的運動和休閒，則可以振奮精神、容光煥發、神采奕奕。
我們只要能依照生理時鐘來生活，遵循大自然的韻律和節奏，敞開胸襟享受和諧
與均衡，將可以促進身心靈整體的健康，自然而然地，就能少疾病、享高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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