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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喝牛奶的議題 
 

 

劉宗平  沈志昌 

（本會會員） 

 

牛乳，母牛乳腺分泌出來的的乳汁；俗稱牛奶。不過，今日用水沖泡奶粉所得的乳

汁；也稱其為牛奶。《魏書 卷九十四•列傳閹官 第八十二•王琚》：「常飲牛乳，色如處

子。」王琚，北魏時期獲得爵位最高的宦官之一，受封為高平王。顯然，那時的人們認

為，多喝牛奶可常保青春、美麗。牛奶不僅是飲品，也是養顏、美容、護膚的聖品。現

在，喝牛奶，已成為人們經常會做的一件事。 

宋哲宗紹聖四年，蘇軾被貶到儋州（海南島）。由於沒有收入，全家人每日以山芋

充飢。一天，其子蘇過用芋頭和碎米煮了一道濃湯，孝敬年事已高、生活清苦的父親。

沒想到，蘇東坡吃得眉飛色舞，即興作詩《玉糝羹》。曰：「香似龍涎仍釅白，味如牛乳

更全清。」蘇東坡讚譽玉糝羹，色香味俱全。尤其是，味道像牛奶，但比牛奶更清純。

牛奶的清香味道，甜美可口，現在人也喜歡。 

明 李時珍認為，利用牛乳製作乳腐，是最佳的選擇。乳腐亦稱乳餅或腐乳，是一

種乳製品。《本草綱目•獸之一•乳腐》：「諸乳皆可造，今惟以牛乳者為勝爾。」《仙神隱

書》云︰「造乳餅法︰以牛乳一斗，絹濾入釜，煎三五沸，水解之。用醋點入，如豆腐

法，漸漸結成，漉出以帛裹之，用石壓成，入鹽，瓮底收之。」，在今天的大型超市中，

常見的乳製品有起司（乳酪）、優酪乳（優格）和布丁等。 

近幾十年來，不少科學研究顯示，食用牛奶或乳製品，會有隱含不見的副作用。許

多人聽聞此事，第一反應是「牛奶怎會有害？喝牛奶怎會有問題？」。然而，他們一時

也無法提出具體有利的證據，來支持其觀點。只是直覺地認為，牛奶無害，多喝牛奶有

益健康。然而，為了自身的健康著想，不妨花些時間來探索與牛奶有關的議題。 

 

喝牛奶的習慣 

美國賓州大學醫學博士法蘭克•歐斯基（Frank A. Oski, M. D.）寫了一本《向牛奶說

不》（Don’t Drink Your Milk!）的書，描述作者小女兒在小學二年級發生的故事。有天午

後，小女兒眼眶泛淚，帶著異樣的神情回到家裡，似乎小考未能得到滿分的樣子。於是，

請她把試題拿來看看。原來，看似簡單的三道題目是：（1）兔子會製作手套嗎？（2）

魚會像兔子般地蹦蹦跳跳嗎？（3）男孩、女孩都應該喝牛奶嗎？ 

對於這三道題目，小女兒的答案都是「No」。由於老師認為否定喝牛奶是不對的，

所以小女兒的第三題答錯了。然而，長久以來歐斯基教導孩子們，都是主張「人們不需

要牛奶」。他認為，牛奶的確會危害到某些人的健康。小女兒的老師聽到後，感到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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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驚訝，認為歐斯基的腦子有問題，並且懷疑他是生活在社會的瘋狂邊緣。 

對於某些人來說，喝牛奶可能是從小就養成的一種習慣。在孩提時代，長輩們認同

牛奶對孩子有益，就多方鼓勵喝牛奶。為了學習新知，長輩們通常會找些輕鬆的圖書讓

孩子閱讀。然而，翻開書本，映入眼簾的是「早餐時，你喝什麼呢？是牛奶嗎？」孩子

不明究理，以為那是天經地義的事。於是，提出喝牛奶的要求。在無其他選項考慮的情

況下，長輩們只好順水推舟。有時候，還會催促孩子「快點喝！把牛奶喝完！」於是，

喝牛奶的習慣，於焉形成。同樣的，喜歡食用乳製品，也會有類似的情形。 

雖然許多營養學者強調牛奶對身體很好，但也有不少的研究指出牛奶會讓人身體不

適或生病。歐斯基在書中提到，精神科醫師紐波爾德（Dr. H. L. Newbold）發現，許多

患者的失眠、不安和抑鬱，多是由食物引起的。不論是成人或是孩童，最容易引起這些

症狀的食品，可能就是牛奶。不同研究報告的結果，彼此間充滿著矛盾，讓人無所適從。

事實上，研究牛奶的動機和過程相當複雜，短時間內不易尋得一個明確、適用的判斷準

則。在現今的日常生活中，牛奶已是很普遍的食物。凡是對牛奶有異議的人，大概會被

人視為頭腦有問題。歐斯基說，在美國，反對牛奶，就等同於非美國人（un-American）。 

 

瓶哺替代胸哺 

諸多文獻的研究顯示，十九世紀以前的中國，尚未形成飲用牛奶的習慣。鴉片戰爭

後，來華經商的洋人日繁，且居於上海等沿海商埠，奶粉和乳製品由是現蹤。學者認為

母乳中含有滋養嬰兒的成分，可幫助嬰兒抵抗許多疾病，因而主張親餵。乳品商為了推

銷奶粉，在廣告中宣稱「嬰兒配方奶粉比母乳更有益」，誘導了不少信以為真的母親。

另外，母親若缺乏母奶時，也只好選用配方奶粉，改以乳製品餵養的「瓶哺」來替代以

母乳哺育的「胸哺」。這種作法，母親也會得到一些好處。她可將孩子交給他人照顧，

讓自己擁有更多的行動自由，去做一些別的事，或者到職場工作。 

乳品商常會採用置入式的行銷手法，進行洗腦式的營養教育。例如，刊登「牛奶是

大自然的恩賜」、「牛奶是完美的食品」、「人人需要牛奶」這樣的廣告詞。在大學的營養

課程中，有關牛奶的單元可能要講授月餘。其中，包括了牛奶的成分、牛奶對人體的好

處，以及牛奶的生產和乳品的製造等。一旦學生畢業後當上了營養師，就會不由自主地

把相同的理念傳播到各處。最終，造成乳品加工業成為重要的賺錢產業之一。 

然而，選用新鮮牛乳或是奶粉沖泡的乳汁，甚或是乳製品時，也並非沒有疑慮或困

惑。奶粉的濃度太高，容易造成腹瀉、腸道受損，影響嬰兒的攝食情形。濃度太稀，營

養攝取會不足，阻礙正常的發育。即便不是嬰兒，也會因喝牛奶而腹瀉。1965 年，約翰

普金斯醫學院的研究發現：在那些自述因喝鮮乳而腸道不適的人中，有相當的比例源於

不能消化鮮乳中的乳糖（lactose）。嬰兒的小腸內，通常有足夠的乳糖酶（lactase），可

以消化、利用乳糖。因乳糖而致消化、吸收不良者，稱為乳糖不耐（lactose intolerance）。

乳糖是牛奶及乳製品中的天然糖分，乳糖不耐不僅會腸胃不適，還會造成頭痛、頭暈、

精神無法集中、暫時性健忘、肌肉關節疼痛、極度疲倦和過敏等連串的問題。 

 

麥卡利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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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基爾莫•麥卡利（Kilmer McCully）獲得哈佛醫學院的醫學博士學位。1965

年，任麻州總醫院研究專員，並獲得住院醫師的資格，專攻膽固醇（cholesterol）的新

陳代謝。1968 年，研究同半胱胺酸（homocysteine, 同型半胱胺酸或高半胱胺酸）和心

血管疾病間的關聯性。1979 年，因提出「同半胱胺酸會導致心臟病」的新理論而遭總醫

院開除。1981 年，在麻州美國退伍軍人醫療中心擔任病理學家。1999 年，出版《心臟

革命》（The Heart Revolution）。2001 年，哈佛醫學院聘為病理學臨床副教授。 

麥卡利指出，過去多認為飲食中的脂肪和膽固醇是導致心臟病的罪魁禍首。然而，

多年的醫學研究並沒有產生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食物中的這些成分會引起動脈硬化。

事實上，科學家已經證明，純膽固醇不會造成動脈硬化。血液中膽固醇的升高是心臟病

的症狀，而非導致心臟病的原因。同半胱胺酸是一種含硫胺基酸，是人體消化動物性蛋

白的中間代謝產物。不僅會破壞動脈壁層的細胞，刺激肌肉細胞過度生長；還會釋放一

種破壞動脈彈性組織的物質，使動脈壁層增厚、堅韌，逐漸失去彈性。現已認定，同半

胱胺酸是引發心臟病、血栓（thrombus）、中風（stroke）和壞疽（gangrene）的原因。 

當血液中的同半胱胺酸過多時，動脈就會受損，形成斑塊（plaque），造成動脈硬

化和心臟疾病。所謂斑塊，它是由肌肉細胞過度生長和纖維組織沉積所引起動脈壁層增

厚的結果。若斑塊破裂，則會引起血栓。當斑塊堆積而阻塞任何通往大腦的動脈時，就

會發生中風。倘若通向心臟的動脈阻塞了，就可能會促使心臟病發作。麥卡利認為，實

驗清楚地表明，斑塊內的脂肪和膽固醇是動脈硬化所產生的併發症，而不是原因。 

現在已然暸解到，飲食中若缺乏葉酸（folic acid, B9）、B6 和 B12 等 B 族維生素，

則血液中同半胱胺酸的含量就會上升而引起心臟病。B6 分布的食物較廣，與胺基酸的

代謝有著密切的關係。B12 與葉酸合作，有助於造血的功能。缺少 B12，會引起貧血的

問題。麥卡利分析實際的個案後發現，倘若能將同半胱胺酸的含量保持在安全的範圍

內，就不再需要昂貴的藥劑療法（medication）或採用任何的藥物。只要從新鮮的全食

物（whole food）中攝取足量的葉酸、B6 和 B12 等 B 族維生素，即可改善症狀。 

 

留意成分標籤 

膽固醇是蠟狀脂質分子，自然存在於身體中，是細胞膜的必要成分。它在肝臟、腸

道和其它器官內製造，除滋生新細胞、性激素和膽汁外，還能強化血管和維持血管的彈

性。脂蛋白（lipoprotein）由脂肪和蛋白質組成，可載送膽固醇和三酸甘油酯通行全身。

依膽固醇和三酸甘油酯的比例，脂蛋白分為低密度脂蛋白（low-density lipoprotein, LDL）

和高密度脂蛋白（high-density lipoprotein, HDL）。前者將膽固醇和同半胱胺酸送到動脈，

對管壁造成威脅，俗稱壞膽固醇；後者將膽固醇運回肝臟代謝掉，俗稱好膽固醇。然而，

兩者不僅皆非膽固醇，並且還同為人體不可缺的組成要素。直言其好壞，說法過於簡化。 

飲食中攝入的膽固醇越多，體內產生的膽固醇會越少。反之，攝入的膽固醇越少，

體內產生的膽固醇就會越多。假設某人想要重新調整膽固醇的攝入量，那麼他的體內就

會因需要而產生更多的膽固醇。許多案例顯示，將膽固醇維持在正常的含量，並不表示

不會罹患心臟病。大多數患有心臟病的人，其血液中膽固醇的含量是正常的。即使膽固

醇下降了，同半胱胺酸的含量可能還是很高。這表示，他仍然處於危險之中。麥卡利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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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沒有任何的研究證明，減少飲食中的膽固醇含量，可降低罹患心臟病的風險。若同

半胱胺酸的含量高，即使採用藥物來降低血液中的膽固醇，也無法防止動脈的硬化。 

1950 年代，醫學研究發現，將含有額外氧原子的膽固醇注射到實驗動物的體內時，

會對動脈造成很大的傷害。堆積在動脈壁層上的膽固醇，易於被氧化。1991 年，P. Reaven

等人的研究報導，氧化的 LDL 比未經氧化的 LDL 更易造成動脈粥狀硬化。近代工業常

利用噴霧乾燥法（spray drying），將牛乳製成奶粉。在加工的過程中，牛乳中的膽固醇

會被氧化成氧化膽固醇（oxycholesterol）。在製作蛋粉（powdered eggs）的過程中，也

有類似的情形。當蛋黃被噴霧乾燥時，也會形成氧化膽固醇。已經證明它會形成斑塊，

對動脈有破壞性。若某些因素過度引發氧化膽固醇的產生，就會明顯地危害到健康。 

含有氧化膽固醇的奶粉，是常見的工業加工食品原料，包括脫脂奶、優酪乳、低脂

乳酪、乳酪替代品、嬰兒奶粉、烘焙食品、可可粉、棒棒糖。脫脂奶粉也會添加在工業

製脫脂及半脫脂奶裡。實際上，脫脂奶甚至可能完全使用奶粉製成。不幸的是，食品成

分的標籤只單純地標示「脫脂奶」，而不是「脫脂奶粉還原奶」，這樣會嚴重誤導消費

者。有良心的酪農不會使用奶粉，他們製成脫脂牛奶時，會刮除全脂鮮乳中的乳脂。噴

霧乾燥的雞蛋，隨處可見。由於它們比新鮮雞蛋更容易處理，因而常用於製作餅乾、薄

脆餅乾和其它的烘焙食品中。然而，噴霧乾燥雞蛋的成分標籤，卻只簡單地將它們列為

「雞蛋」。因此，對於食品成分標籤的內容標示，消費者不可不察。 

 

加工的後遺症 

當牛奶經由噴霧乾燥製成奶粉時，全脂牛奶奶油（cream, 白色綿密的鮮奶油）中的

膽固醇會被氧化膽固醇污染。同樣的，黃油（butter, 黃色的牛油）中因含有膽固醇，也

會形成氧化膽固醇。若將黃油長時間（24-48 小時）加熱，則周圍空氣中的氧氣就會開

始與黃油中的膽固醇發生反應，產生氧化膽固醇。印度烹飪中使用的酥油（ghee, 印度

奶油），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987 年，在對居住倫敦的印度移民進行的一項研究中發

現，罹患心臟病的風險是增加的，這可追溯到他們所食用的酥油。顯然，在很小的時候，

酥油中的氧化膽固醇就在加速引起動脈硬化和冠狀動脈心臟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 

大部分日常所喝的牛奶，都會通過巴氏殺菌（pasteurization）的製程。此法是將牛

奶加熱到臨界溫度，並在特定的時段內進行消毒。巴氏殺菌雖會導致一些 B6 的損失，

但牛奶不是 B6 或葉酸的主要來源，因此巴氏殺菌不是一個大問題。對於 B12，則完全

不會受到巴氏殺菌的影響。然而，對於依賴牛奶中少量 B6 的嬰兒或幼兒而言，他們需

要服用富含維生素的配方奶。當為罐裝牛奶中的牛奶消毒時，B6 就會變成無效了。在 

1950 年代，當時嬰兒飲用配方奶時，出現了併發症。配方中所用的罐裝牛奶不再含有

任何的 B6，因為罐裝過程中的熱量已經破壞了 B6，使得嬰兒出現抽搐的現象。 

人們為追求食物的風味、外觀和保存等，便會進行加工、精緻和醃製等程序。它們

會破壞或流失食物中的維生素，尤其是葉酸、B6 和 B12。蛋胺酸（methionine）是人體

無法產生的胺基酸，在肉類和乳製品中的含量特別豐富，是食物中蛋白質的基本組成之

一。在體內，蛋胺酸會轉化為同半胱胺酸。人體雖需要蛋胺酸，但過量產生的同半胱胺

酸，會損及動脈。由於葉酸、B6 和 B12 可將同半胱胺酸轉化回蛋胺酸或從體內排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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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故而肉食者若能攝取足量含有適當 B 族維生素的水果和蔬菜，則血液中就不會積聚

同半胱胺酸，可降低罹患心臟病的風險。因此食用太多的加工食品，如白米、白麵粉、

白糖和罐頭等，就不易獲得身體所需足夠的維生素，來控制血液中的同半胱胺酸。 

 

結語 

清末以前，人乳哺兒是傳統，以牛乳哺兒並不多見。民國初年，婦女的社會地位開

始改變了。婦女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到職場工作，不必再留家中扮演賢妻良母，因

而改變了哺育嬰兒的方式。伴隨著列強入侵，洋商蜂湧而至，於是牛乳東來。經由媒體

和乳品商的大肆宣傳，牛乳挾著科學、衛生和營養等口號，成功打入中國的市場。乳品

商宣稱，牛乳不但優於雇乳，其價值等同於母乳，是有益健康的哺育品。1920 年代，奶

粉加入市場。由於產品不斷改進和宣傳策略成功，瓶哺便逐漸地取代了胸哺。 

麥卡利認為，不宜將牛奶與高膽固醇劃上等號，工業製奶粉是引起心臟病的禍首之

一。工業製造的奶粉和乳製品，需依賴多項加工的程序。牛奶中的膽固醇，易受影響而

形成氧化膽固醇，促成斑塊的產生，造成動脈硬化。倘若 LDL 的含量大，則會把有害

的同半胱胺酸送到動脈壁層上，使得罹患心臟病的風險升高。就預防或治療心臟病等相

關疾病來說，降低 LDL 的含量，確是一個好方法，因它可減少同半胱胺酸到達動脈壁

層的機會。麥卡利首次提出的「同半胱胺酸」理論雖受到西方醫藥資本家的迫害，但後

來的醫學研究證明他的理論是正確的。於是，同半胱胺酸成了導致心臟病的主要敵人。 

同半胱胺酸不僅與心臟病有關，還與衰老過程和某些其它疾病密切相關，包括阿茲

海默症、關節炎和癌症等。食用太多的加工食品時，若缺乏 B 族維生素，則會導致同半

胱胺酸在動脈中積聚。因此，需要多量攝取富含 B 族維生素、植物性、礦物性等營養素

的飲食，來改善症狀。總結而言，心臟病等相關的疾病多由現代加工食品所引起。預防

這些疾病的簡單方法，就是提高飲食品質、改變飲食習慣、以及勤加適當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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