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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每当我对病人的父母说：“根据你们孩子的病情，最好停止喝牛奶，或者改喝低敏奶或豆

奶！” 通常他们的反应是非常愕然，并立即反问： “什么？不喝牛奶行吗？牛奶不是很有益

吗？”接着，我得要作详细的解释。隔一段时间后，愿意接受建议的家长会很高兴地告诉

我：“孩子的病好多了，成长得很好，而且比以前开心了。”也有不愿意接受建议的家长，

再见面时会说：“家里的人认为还是继续喝牛奶较好，你暂时只需要开药控制病情就好

了。” 

  

之后发现，当我向病人展示一本我早些年看过多遍的书，他们会比较容易接受我的建议。

这本书就是由美国著名医学教授 Dr.Frank Oski 在 1983 年所写的 "Don't Drink Your 

Milk!"。至 1995 年已有九版，96 年的最新版，还增加了许多篇医学文献供读者作为参

考。我考虑很久是否应该把那书翻译成中文，让不习惯阅读英语的读者都能有所得益。不

过，最后还是决定撰写这本书，希望能更好地结合本地情况。 

  

三十年前，当我还在医学院念书时，牛奶在香港并不普遍，婴儿奶粉也只有一两种。之

后，陆续有牛奶及奶制品进口及推销，改变了本地市民的饮食模式，其中尤其对儿童饮食

影响最大。由最初只有婴儿奶粉，很快就发展为初生婴儿奶粉与大仔奶粉，近年又增加了

学童奶粉、孕妇奶粉、老人奶粉等。究竟市民（特别是孩子的）健康是否因此而好转呢？ 

  

这些年来，我渴望有学者能作这方面的研究，但要作这方面的研究实在是非常困难的。由

于这股把市民推向喝牛奶的浪潮，实在是非常巨大，就像排山倒海般，有种使人喘不过气

的感觉，甚至连做对比研究的空间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市民对于牛奶的优点，容易片

面地接受。我希望这书能为读者带来冷静及反思，也希望终有一天有更多本地学者做有关

的研究，即使是企图推翻我的论点，也非常欢迎！ 

  

这本书自 2005 年初版，2009 年第五版，至今已是绝版，于是在 2017 年底放上网让人印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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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敏感个案例子 

 

湿疹 

浩浩四个月大，患了非常严重的湿疹，全脸通红，不但很痒，有时还渗水。父母当然很担

忧，看过医生，涂了一些类固醇药物，情况只是减轻了一点，但仍不断复发，经医生反复

的追查，才发现致病的原因。原来浩浩是喝母乳的，他的母亲为了增加自己的奶量，每天

饮用两杯牛奶；而牛奶的致敏源就通过母乳送到婴儿体内，因而产生过敏反应。后来，他

的母亲听从医生建议停止喝牛奶和进食一切牛奶制品包括芝士、奶油、朱古力、雪糕、蛋

糕等，结果婴儿的湿疹病况大有改善。 

  

目前，母乳喂养婴儿患过敏的情况还是占少数；更多时候，就像另一个个案的小伟一样，

自从出生后就以婴儿配方奶粉喂养，因而引发湿疹。起初，父母见小伟的喝奶量和体重都

稳步增加，还挺放心，但不久小伟的脸部渐渐出现湿疹，接着手和脚部也有。用药物涂在

患处，虽然有所改善，但却又不断复发，直至转喝低敏配方和豆奶以后，情况才渐渐好

转，不用常常依赖药物了。 

  

痰多咳嗽 

很多婴幼儿年纪小小就要经常看医生，像不到一岁的小敏，她常因痰多而服用化痰止咳

药，父母担心一旦停止给她吃药，病情会恶化，变成肺炎或哮喘。后来，父母停用原本的

婴儿奶粉，转为低敏配方或豆奶，痰便减少了，再不用经常服药了。 

  

情绪不稳 

一岁半的小杰，经常哭闹。即使抱着他，他也把头不停撞向大人的肩膀，常常大发脾气，

同时他患有湿疹。经化验后，发现他对牛奶敏感，自从转喝低敏配方奶粉后，不但湿疹的

情况有所改善，情绪也好多了，性格变得随和，前后简直判若两人。 

  

肚痛 

八岁的乐儿，过去几年经常肚子疼、呕吐平均每一、两个月一次。每次肚子痛也持续好几

天，不能进食，严重的时候，还需吊盐水。她由于经常痛得弯着腰，背部起了疙瘩。可是

虽进行了多项检查，仍找不到反复腹痛的原因，直至有一次，医生为她进行食物敏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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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才发现她对牛奶和牛肉敏感。停止吃这两种食物后，反复性腹痛与呕吐的情况没有再

发生，生长状况比以前好，背部的疙瘩消失了，人也开朗活泼了。 

 

 

二、儿童敏感病上升 

 

二十年前我在英国深造时，发现当时英国儿童患敏感病的情况远比香港的严重。不少患湿

疹的病童需要留院治疗。哮喘更是可怕，不单导致儿童胸骨变形，甚至夺去宝贵的生命！

还有患严重敏感病的儿童往往也同时患有不同程度的情绪病。当时以为香港的儿童真幸

运，敏感病没有来得这么严重和普遍。没想到时至今日，香港儿童敏感病却越来越普遍，

而且病患者也越来越年轻。 

  

近年，中国大陆的医生来香港进修交流，也同样有我以前对英国的感觉一一大陆的儿童较

少患敏感症。但是，相信不久的将来，大陆的情况也会像今天的香港一样。 

  

最近，有香港学者统计了香港儿童敏感症患病率：两岁以下的婴幼儿有 28%患湿疹，六、

七岁的学童有 42.5%患鼻敏感，六至十八岁的学童有 15 %患哮喘。这些数字都比以前

高！相对于中国大陆的情况，研究指出若以哮喘发病率来比较，广州市只有香港的一半，

而北京农村只有香港的十分之一。究竟是不是都市化和现代化引起敏感病呢？如果是，又

是什么因素导致敏感病呢？ 

  

2004 年，香港中文大学儿科学系发表文献，指出儿童敏感病与吃蔬菜水果的多寡有关。

现代的儿童吃蔬菜水果太少，容易患哮喘。这与近年食品科学的研究，蔬菜水果含大量抗

氧化物质，增强免疫系统的发现不谋而合，确实是令人深思。 

  

不过，初生婴儿、两岁以下的幼儿又怎样吃蔬菜水果呢？他们患敏感病的原因又是什么？

婴幼儿的健康应该与母体的健康及其饮食息息相关。现代社会的妇女饮食也严重缺乏蔬菜

水果，因而体内缺乏抗氧化剂，所以影响胎儿的健康。这种先天不足容易造成免疫系统失

调，当婴幼儿接触致敏源时，就出现过敏反应。何况，在现代社会，污染、压力等都会增

加体内的游离基，这些游离基对身体造成破坏。所以今天我们所需的抗氧化剂应比以前更

多，应该吃更多的蔬菜水果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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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比对了 20 世纪六十年代及今天香港人的饮食习惯。细心察看你会看见现代化前后香

港人饮食的主要区别。 

  

目前，中国内地人的饮食习惯与我们四十多年前的相似，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们的饮食习

惯会越来越像今天的香港人，届时他们也许同样要面对过敏症之苦。 

 

六十年代以前香港人的饮食 今天香港人的饮食 

1. 没有喝牛奶习惯，婴儿吃母乳； 

       学童、成年人都不喝牛奶 

2. 少肉，节日、喜庆才大鱼大肉 

3. 多菜 

4. 在家做饭 

5. 偶尔吃零食 

6. 吃粗粮，糙米、豆、根茎类食物 

1. 普遍饮用婴儿配方、学童奶、孕妇奶、 

       老人奶 

2. 多肉，每天甚至每餐都有肉，而且不少 

       是冷冻肉和腌肉 

3. 少菜 

4. 在外用餐包括快餐 

5. 经常吃零食、饼干、蛋糕、汽水等 

6. 精炼米、面、低纤维食物 

 

 

三、牛奶是非常致敏的饮品 

 

在食物敏感的个案中，发现致敏食物中有牛奶、鸡蛋、花生、大豆等，而以牛奶及其制品

最为普遍！ 

  

我一再强调：“牛奶是给牛喝的，母乳才是人喝的！”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呢？ 

  

原来每种哺乳类动物都会制造独一无二的奶，供应给初生的下一代。虽然同样有蛋白质，

但其结构不一样。人类母乳以外的动物性蛋白质，对初生婴儿尚未成熟的免疫系统构成一

大威胁。牛、猪、鸡、羊的蛋白质中，牛蛋白是人的肠胃最不能适应的！ 

  

在儿科疾病中，有婴儿患慢性肠胃炎，即腹泻两星期以上，伴随而来是生长缓慢。这时的

婴儿吃什么都无法吸收，唯有完全断食，以静脉输入营养液。待肠胃稍为好转时，开始尝

试进食，用的是鸡肉蛋白配方（羊、猪都可以），再过一段时间后转用低敏或豆奶配方，

然后才慢慢换成牛奶蛋白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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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国家有喝牛奶的传统，过去婴幼儿到了半岁就喝鲜牛奶，后来发现这些婴幼儿肠内慢

性发炎，出现长期微量出血，因此不少婴幼儿患上贫血。现在我们都知道一岁以下的婴幼

儿不能饮用鲜奶。究其原因，是因为鲜奶比婴儿配方更容易致敏。 

  

成人喝牛奶，同样会有敏感反应，只是没有婴幼儿反应那么明显而已。成年人除了对牛奶

蛋白敏感外，还会出现乳糖不耐受的情况。 

  

过敏反应通常是立即出现的，但从以上婴幼儿肠道慢性出血的现象可以得知，敏感也可以

是缓慢发生的！所以，湿疹、鼻敏感、哮喘等敏感症状一般不是第一次接触牛奶就会立即

出现的。 

  

事实上，当孕妇喝牛奶，牛奶蛋白的致敏源就会运送到胎儿体内，慢慢引发免疫系统的病

变，以致于出生后婴儿一接触牛奶，有些立刻就出现过敏反应，有些就慢慢病发。 

  

曾有这样一个让我深刻难忘的例子:一位很有学识的母亲，正如目前香港大多数孕妇一

样，以为牛奶是非喝不可，对婴儿有益而无害。在怀孕期间每天喝两杯牛奶。她也深知母

乳的好处，所以分娩后一直给婴儿喂母乳。到了三个月，她因公事要外出，所以第一次用

奶粉代替母乳，谁知道喝了大半瓶，孩子立刻全身通红，哭闹不停，皮肤肿胀，接着全身

发抖，嘴唇发紫。幸好他们能迅速往诊所为孩子注射抗敏针，孩子才立刻安静下来，然后

皮肤慢慢康复。测试发现，孩子对牛奶过敏，后来孩子也患上了哮喘。 

  

 

四、牛奶敏感测试 

 

以目前的科技，测试食物敏感、过敏或不耐受的化验还不是百分百可靠，所有的化验只能

供参考，最终都依赖观察、凭借感觉。 

  

常用的化验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皮肤测试，把食物蛋白质样本轻轻挑在皮下，看是否出现

红肿的过敏反应，但这种测试会有危险，因为如果过敏太严重，反应过于剧烈，会引起休

克，所以必须由富有经验的医生进行。另外，这项测试未必完全准确，因为皮肤对某一种

食物的测试有过敏反应，并不代表吃下肚子后一样会生产过敏反应，这可能与食物是否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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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过、然后消化才被吸收有关。未经消化的或消化不完全的食物可以致敏，但经完全消化

后，敏感就减弱或消失。 

  

另一种化验是验血，一般是检验血液的免疫球蛋白 IgE，有时也会检验 IgG，当出现过敏/

敏感反应时，免疫球蛋白的数目就会增加。至于检验哪种过敏食物，则可由患者自行选

择，但一定包括容易致敏的几种食物:牛奶、花生、鸡蛋白、大豆、虾蟹等。 

  

对婴儿来说，牛奶过敏/敏感严重影响他们食物的选择，因为奶是他们每天的食物，甚至

是唯一的食物（除了母乳喂养的婴儿）。正因如此，要了解婴儿是否对牛奶有过敏/敏

感，除了作皮肤测试或抽血化验外，最好的确诊方法便是停止喝配方牛奶一段时间，譬如

三个月。如果情况好转，可尝试恢复喝牛奶配方，一旦病况复发，就证明对是牛奶敏

感 。但是，若停止喝牛奶，病情没有好转，除了婴儿可能没有对牛奶敏感外，也可能是

对还没有停止吃的其他食物敏感。 

  

用婴儿配方而又患敏感病的婴儿，最好能在六个月大之前进行测试，确定是否对牛奶敏

感，尽快转用低敏奶粉、豆奶、甚至无敏配方。如果情况好转，当他六个月大后，逐步添

加不同的食物，每一种新食物观察三至五天，然后把有敏感反应的食物排除，直至三岁

后，可再重新尝试使用牛奶及其他致敏食物，观察是否仍然出现敏感迹象。不过要注意的

是，敏感反应或许与小时候不同，需要细心观察。 

 

 

五、低敏奶粉、豆奶同样有营养 

 

婴儿配方是给不采用母乳喂养的婴儿作替代品的，这些替代品，必须符合国际标准才能使

用。 2004 年，在中国大陆发现的所谓“毒奶粉”，婴儿吃了只长胖不长肉，甚至死亡，显

然在营养成份上远未达到国际标准。 

  

根据国际标准，婴儿配方奶粉的糖、蛋白质、脂肪必须符合一定的比例，总热量要有多

少，每种维生素、矿物质的分量均需符合一定标准，并且出售前必须取得实验报告，证明

该奶粉能使婴儿健康成长。也许你会问，为什么各配方奶粉的成份会有所不同？其原因是

母乳成份非常复杂。虽然奶粉工业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却还没有能制造出与母乳一样的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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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品，于是各奶粉公司就不断研究，添加某些成分，然后在推向市场时标榜其如何与众不

同。但无论如何，最好的始终是母乳，所有的婴儿配方都比不上母乳。 

  

如果必须放弃母乳喂养，那就应该选择适合婴儿需要的配方。假如婴儿出现牛奶蛋白敏感

的症状，就证明那不合乎婴儿的需要，应该要转用其他奶粉了。 

 

 这里所谓的“豆奶”，不是指自制豆浆，或街上随便买到的豆奶，而是符合国际标准及能使

婴儿正常生长的豆蛋白婴儿配方，它以大豆蛋白代替牛奶蛋白，可避免婴儿因为对牛奶蛋

白敏感而出现敏感的症状。现在，市面上婴儿配方的豆奶一般是低乳糖的，但这并不意味

着对牛奶敏感的婴儿同时有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只是生产商认为一物可以两用而已。个别

婴儿因为肠胃发炎而患短期性的乳糖不耐受，医生建议改用婴儿配方的豆奶，因此，才有

人误以为这种豆奶只适用于腹泻婴儿。 

  

除此之外，市面上也有“低敏配方”，它同样使用牛奶蛋白，但在制作过程中，先把牛奶蛋

白用水及酵素分解，帮助婴儿的肠胃吸收蛋白质，并且不易致敏。也有一些低敏配方，把

牛奶蛋白分解为更微小的氨基酸，使之直接被吸收而不致敏。无敏配方则采用氨基酸，完

全没有牛奶或大豆成份。 

  

这些婴儿配方，既是母乳替代品，可能会一直用到至一、两岁。由于市面上的奶粉配方有

1、2、3、4 号等适合不同年龄的儿童，而豆奶及低敏配方却没有分年龄，很多父母就怀

疑它的养分不足，不敢采用，这是多么的可惜啊。事实上，母乳也没分阶段或分什么“母

乳 1 号”、“母乳 2 号”，难道初生婴儿吃母乳，六个月之后也要转用牛奶？当然不合理，我

们要辨清什么信息是科学、什么信息是商品推销术！ 

  

 

 

六、六个月大婴儿不需要转奶 

 

用人工配方喂养婴儿，最先用初生婴儿配方，到了六个月就要转“大仔”奶粉。那么，喂母

乳的婴儿到了六个月也要转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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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请仍然用母乳。一直喂至婴儿断奶为止。如果妈妈在婴儿一、两岁以内决定停止

喂母乳，当然可以考虑用婴儿配方代替。但是，若不喂母乳，也不愿用婴儿配方，其实在

婴儿一岁以后可以靠谷麦类作为主食，配以多种蔬菜、水果、鱼肉蛋类食物。当然最好定

期请教医生或营养师，以免婴儿出现营养不良。 

  

为什么使用人工配方的，在六个月时又要转奶呢？这是因为商业原因多于科学因素。 

  

早期奶粉工业的科技并不发达，只简单把牛奶制干成粉末，最多加点维生素而已。初生婴

儿喝这些奶粉，生长容易出现问题，主要因为牛奶的蛋白质高于人奶，过高的蛋白质不能

被身体吸收，剩余的要由肾脏排出体外，这会使婴儿肾脏负荷过重，而残余的蛋白质会变

成酸性物质（或毒素） ，影响婴儿身体健康。所以，当时的医护人员都叮嘱母亲要在餐

与餐之间给婴儿喂清水，好让过高的蛋白质所造成的毒素能较易地随尿液排出。后来奶粉

工业进一步发展，把蛋白质含量降到婴儿肾脏能承受的程度。这样，初生婴儿配方就出炉

了。而原来的奶粉便成为所谓的“大仔”奶粉。六个月后，婴儿肾脏逐渐成熟，比较有能力

处理过多的蛋白质。但这样并不意味婴儿到六个月，肾脏便立刻成熟。所以，当婴儿六个

月大突然转奶 时，就较容易生病。事实上，如果想转高蛋白奶粉，到九个月或一岁也不

迟。如果不转奶维持吃初生婴儿配方到一两岁可以吗？当然可以。根本没有必要让六个月

大的婴儿进食更多的蛋白质。喂食母乳的婴儿，更无须从乳制品里增补蛋白质。 

  

时至今日，很多“大仔”奶粉都标榜其独特。让我再一次重申，所谓的独特成分都是效仿了

母乳的某种成份而已，最好的还是母乳。 

  

不知你有否留意，奶粉广告只宣传“大仔”配方，从没宣传初生婴儿配方，为什么呢？这是

由于国际上有监管，不容许为初生婴儿配方做广告以免人们误会，认为可以随便放弃母乳

喂养。原来在国际监管下，所有一岁以下的配方（包括大仔配方）都不能做广告，而香港

也逐步执行监管。 

  

香港市场上有不同的婴儿配方品牌，可谓世界之冠，欧、美、日、澳等地的产品都可找

到，竞争激烈。这些品牌曾经为求促销，均向医院的产房免费提供奶粉，院方为求公平就

轮流使用这些婴儿配方。这种做法，不无争议，有人指这间接鼓励产妇使用人工配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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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一些支持母乳喂养的医院，医生只会在母亲不能喂养母乳时才开处方，让婴儿接受人

工喂养。 

  

 

七、每个母亲都有天赋喂母乳 

 

造物主的创造真是奇妙，植物的生长靠阳光、空气和水。而动物的生长要靠植物或动物提

供的养分，哺乳类动物的特征是初生时要依靠母乳。无论是植物或是动物，都是各从其

类。每种哺乳类动物的母乳都各有不同，错配了会出现问题。在人类历史上，早期尝试人

工喂养时，曾以牛奶喂养初生婴儿，结果问题百出――坏血病、佝偻病、血钙低而抽搐、婴

儿生长缓慢等。因此，才有这几十年来奶粉工业的蓬勃发展，以解决以上的问题。然而，

人的智慧虽然高，但与造物主相比，就实在太渺小了，奶粉仍未能完全取代人奶，仍有许

多问题待解决。人奶中含有 200 多种物质，其中包括荷尔蒙、活细胞、酵素、免疫球蛋白

等，婴儿配方却只有几十种物质，而且都只是营养素。 

  

人类本来就有天赋能力喂母乳，只是我们往往忽视了这天赋。不少时候，人类的聪明常被

聪明误。猫、狗、牛、羊、猪都是哺乳类动物，一出生就自然能够吮吸母亲的乳房，不需

要学习，到了有能力走动觅食，就与父母一起分享食物，没有一种哺乳类动物一辈子都依

頼母乳――除了一部分的人类！牛小时吃母牛的奶，大了就不吃奶只吃草，吃了草，就制造

牛奶给人喝。为了所谓钙营养，有些人提倡人类天天要喝奶――当然这不可能是母乳，而是

指牛奶。没错，人类有能力饲养牲畜，使牛奶成为人类的一种食物，又曾经是欧美白种人

的日常饮食之一。但这并不等于我们需要喝牛奶，而且还要每天饮用。 “可以喝牛奶”与

“必须喝牛奶”完全是两回事！ 

  

无须怀疑母亲喂奶的天赋，反而要思考为什么母乳喂养如此困难。其原因是不少人误以为

奶粉（婴儿配方）很好，喂奶粉还省时。其实一旦用配方喂给婴儿，婴儿吮吸母乳的频率

与力度就很快降低了，母亲泌乳量也随之减少，这样若不寻求帮助，最终便放弃喂人奶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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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几乎所有婴儿都在医院出生，所以医院对喂哺母乳有关的措施是非常重要的。究竟医

院应实施什么措施来促使成功哺乳？世界卫生组织制定十个步骤，全都是有研究支持的，

它们是: 

  

1 书面通知各医护人员有关支持哺乳的政策。 

2 训练医护人员使他们具有执行此等政策的技能。 

3 为所有孕妇提供有关母乳喂养的优点及处理方法的数据。 

4 帮助母亲在婴儿出生后半小时内开始喂养母乳。 

5 即使母婴分离，也要教导母亲如何继续喂养母乳。 

6 除医生指示外，不能给婴幼儿母乳以外的任何食物。 

7 实行母亲与婴儿每天 24 小时同室。 

8 鼓励按照婴儿需要随时喂养母乳。 

9 不要让母乳喂养的婴儿啜吸假奶嘴。 

10 支持推动母乳喂养的团体，并介绍出院后的妈妈接触这些团体。 

  

当前香港大多数医院还未完全实施以上十个步骤，或许在可见的将来会有所改善。幸好香

港的母婴健康院颇为支持母乳喂养，实在值得赞赏。 

  

想以母乳喂养的母亲，只有多采取主动，例如:在怀孕时寻找支持母乳喂哺的医护人员做

好准备，了解产房措施，以便争取最好的喂养条件，并且在出院后，尽快与支持母乳喂养

的医护人员或组织机构联络，那就成功在望。 

 

 

八、世上三分之二的人都不适合喝牛奶 

 

牛奶的成份之一是乳糖，需要由乳糖酶分解成半乳糖和葡萄糖才能吸收。 

                                   乳糖酶 

乳糖 -------------- > 半乳糖 + 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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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初生的哺乳类动物，肠内壁膜细胞都能产生乳糖酶，但这功能一般只能持续一段时

间。人类到了两岁，乳糖酶的数目量逐渐减少，这样吃进肚子的乳糖没有乳糖酶分解，便

直接进入大肠，由肠内细菌发酵成为气体，导致胃胀、肚子痛、腹泻等现象。 

  

欧美国家的白种人，由于他们的祖先长期以牛奶作为日常食物，所以保存了乳糖酶，成为

了全世界比较能接受乳糖的人群。有人提出，若世界各民族从小就喝牛奶，永不间断，在

几代或几十代之后，全世界的人都能保留这乳糖酶了，所以建议幼儿要喝牛奶、儿童要喝

牛奶、青少年要喝牛奶、孕妇要喝牛奶、老人家要喝牛奶……总之最好全人类喝牛奶，并

且是每天喝。站在尊重科学、爱护人民健康的立场，我们可以计算若把一个民族的饮食习

惯来一个大改变，代价会是什么？ 

  

患腹痛胃胀的人多了，患敏感的儿童及成年人多了，甚至患心脏病、癌症、免疫系统病的

人也多了。 Dr. Niel Nedley MD 在 1998 年的 Proof Positive 一书中指出牛奶导致的疾

病，包括： 

  

1. 牛奶蛋白敏感导致肠出血，皮肤过敏、痰多、哮喘、便秘、腹泻 

2. 乳糖不耐受导致胃胀、肚子痛、腹泻 

3. 暗疮、肥胖 

4. 冠心病、糖尿病、癌症 

5. 风湿性关节炎 

6. 传染病。 

  

这都是欧美国家的过来人所做的观察研究。 

  

根据 Dr. Frank A. Oski 在 1983 年的 Don’t Drink Your Milk! 

一书中指出，研究显示各种族成年人缺乏乳糖酶的比率均不同，有 85%-90%亚裔人士缺

乏乳糖酶，而欧美人士则只有 2%-18%，总括而言，全球有三分之二之成年人不适合喝牛

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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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族成年人缺乏乳糖酶的比率 

泰国人 90% 

菲律宾人 90% 

希腊人 85% 

日本人 85% 

华人 85% 

爱斯基摩人 80% 

阿拉伯人 78% 

美国黑人 70% 

以色列犹太人 58% 

印第安人 50% 

芬兰人 18% 

美国白人 8% 

瑞士人 7% 

荷兰人 2% 

 

 

九、不喝牛奶也可以摄取足够钙质 

 

牛奶推崇者非常强调牛奶是钙的丰富来源，认为不喝奶就会导致营养不良。儿童生长需要

钙、孕妇维持胎儿的生长需要钙、更年期容易骨质疏松需要钙……成了非喝奶不可的理

由。若细心阅读有关身体如何吸收钙的文献，就能发现这些论点的谬误。 

  

我们先看一个事实：牛奶含钙量比人奶高，但初生婴儿若喂用牛奶，可能出现因血钙太低

而致抽搐，而喂以人奶的却不会出现血钙低的问题。为什么？食物中钙含量不是越高越好

吗？当然不是！钙的吸收受制于钙与磷的比例，磷太高便阻碍了钙的吸收而导至婴儿血钙

低。这解释了为什么婴儿配方的钙含量必须低于牛奶。 

  

原来，食物所含的钙成份可以是不变的，但人体所吸取钙的比率是会按着以下情况而变化

的： 

  

(1)食物中钙与磷的比例 : 人奶的钙比牛奶的钙容易吸收 

(2)年龄 : 发育的青少年钙吸收率较高，更年期的妇女则较低 

(3)种族 : 华人及黑人比白人的钙吸收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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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运动量 : 多运动的人钙吸收率较高 

(5)体内性激素 : 切除卵巢的妇女钙吸收率较低 

(6)其他食物元素 : 咖啡因及过高蛋白质使钙流失 

  

这是钙与其它营养素最大区别之处，若不理会吸收问题而盲目增加食物中钙的成分，只会

容易导致肾结石，同时亦阻碍其它微量元素的吸收。这情况中国人尤须留意，因为我们对

钙的吸收能力是欧美白种人的两倍，这说明了我们身体早已有保护机制。所以，千万不要

过量摄取。 

  

要强调的是，钙是重要的，正如身体所需其他营养素一样。几千年来中国人都不喝牛奶，

难道整个民族就因缺钙而患病吗？事实证明中国人骨质疏松的情况比喝奶族的欧美人士还

要少，为什么呢？中国人的食物中含钙质的也不少，我们不需要只认识其他民族膳食中钙

的来源而忽略本民族膳食中钙的来源。另外，骨质疏松是现代人的病，是因为运动太少，

食物中的蛋白质太高（酸性）、糖份太高（酸性），饮料中的磷太高（汽水）、咖啡因太

高（咖啡），这都会使钙质流失，不解决上述问题，进食再多的钙也于事无补。 

  

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中含大量钙质的有绿叶蔬菜、芝麻、小鱼、小虾、鱼骨（煎香，煲老火

汤，鱼肉与骨一起打烂等）、大豆及其制品、种子（如枸杞子、无花果）、海藻类、水果

等。 

  

在新加坡，不少华人在婴儿的粥内加进小鱼干（先打烂）或豆腐，在泰国，在婴儿粥里加

芝麻粉、小鱼干粉，效果都非常好，自幼喜欢吃绿叶蔬菜，除了得到足够钙质外，还有很

多好处。 

  

喝牛奶可以补充钙质，可是牛奶除了提供钙，还提供了蛋白质（是容易致敏的牛奶蛋

白）、乳糖（是需要有乳糖酶才可消化的）、脂肪（会致肥及伤害心脏等），而这些都不

是我们饮食中所缺乏的。结果在我们补充钙之余，却吸取了致敏的蛋白质、消化不到的乳

糖、及过多的牛奶脂肪或者热量，而且多喝牛奶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把原本应该吃的固

体食物也取代了。这情况在幼儿及儿童中已显得非常严重，喝太多奶，吃太少蔬菜和高纤

的食物。 

  

越来越多的欧美科学家证实中国人的传统饮食是有益健康的，不少欧美生产的健康食品是

源于中国的。我们中国人又何必把自己本来有益的食物抛弃，以不一定健康的食物取代

呢？不是很可惜吗？即使我们真的缺钙，为何不是只补充钙，而要饮用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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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牛奶的脂肪不利心脏 

 

时至今日，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如果食物中的动物脂肪太多会堵塞血管，容易形成冠心

病。今天亚洲地区的大城市已继承了西方的饮食习惯，亦同时承受着他们的常见病，包括

心脏病和癌症，欧美的经验实在值得我们反思。在众多动物脂肪当中，以牛奶中的油脂所

含的肉荳蔻酸（Myristic acid）最能使血胆固醇上升，比猪油、鸡油的影响更大，对心脏

更为不利。 

  

当然，婴儿配方中几乎没有牛奶脂肪，至于学童奶粉、孕妇奶粉、老人奶粉等，就不能一

概而论，选用时最好还是看清楚标签。或许你认为年轻时多喝点牛奶脂肪也无碍。有欧美

解剖学者在因意外或战争死亡的青少年尸体中发现，虽然他们只有十多岁，但其血管已呈

现因血脂过高而引致的硬化迹象，可见无论在任何年纪，牛奶脂肪也不应该过多吸取，初

生婴儿配方不用牛奶脂肪。 

  

那么饮用脱脂奶便没有血脂过高的危险吧？对，但由于完全脱脂的奶，味道远逊于鲜奶，

现在不少脱脂奶其实是用半脱脂的，它们对心脏的影响也好不了多少。 

  

牛奶的脂肪除了直接影响心脏外，还因为它含有饱和脂肪酸，会妨碍身体制造长链多元不

饱和脂肪酸（PUFA），特别影响 OMEGA-3 中 DHA 的制造，而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恰好

能够降低胆固醇和血压。除了保护心脏，DHA 亦能防止发炎，如关节炎、敏感性皮肤发

炎等，还有助脑部功能、防止记忆衰退、情绪抑郁、甚至防止糖尿病、更年期综合症、癌

症等等。 

 

不饱和脂肪酸中含有必需脂肪酸（EFA 有 Omega-6 和 Omega-3），它之所以为“必需”，

是因为身体不能从饱和脂肪酸或其他食物转化而成，故必须从食物中直接取得。这些食物

包括植物类的种子，如大豆、花生、核桃、芝麻及其它植物油等，也可从海藻及鱼类中吸

收。 

 

喝牛奶的人，特别是儿童，还会吃多少植物类食物呢？喜爱吃煎炸食物，或出外用膳的，

吃的油即使是植物油，大多含 Omega-6，而不是 Omega-3。 Omega-6 与 Omega-3 间的

摄取比例很重要，欧美人士的比例可达 20:1，但建议的健康饮食则是 4:1。换句话说，日

常的饮食可以包含有植物油，但不要太多，而含 Omega 3 的食物则应多吃一些，包括大

豆油、核桃、海藻和鱼。由于奶油与动物油，会破坏这些必需脂肪酸的运作，所以最好尽

量减少食用。人造牛油是氢化了的植物油，用于很多糕饼的制作，与动物油比较，它对心

脏的伤害、及防碍必需脂肪酸的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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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比较牛奶与豆浆，哪一种所含的油对身体较好，现在不就很清楚了吗？如此看来，从小

（两岁以上）培养儿童多喝牛奶好，还是喝豆浆好？当然是豆浆了，不过，这里并不是说

儿童可以用豆浆作主食，而不用吃固体食物和植物食物。事实上，孩子两岁开始，要以米

麦（全谷）为主食，所以无论奶粉或豆奶最多每天一次就足够了，这样才可以教育孩子学

会咀嚼全谷类食物、蔬菜、水果、鱼肉、蛋、豆等。而所谓蔬菜，当然是指不同颜色、不

同部位和合时令的菜蔬。就算孩子有一两样蔬菜不喜欢，也应该有很多其他选择！ 

  
 

十一、儿童喝太多牛奶可导致营养不良 

 

在欧美国家，不少孩子因喝太多牛奶而导致营养不良，最明显的问题是缺铁性贫血，这是

欧美儿科医生经常诊断的疾病之一。这些孩子终日拿着奶瓶或奶杯，肚子饿就喝奶（通常

是鲜奶），不爱吃固体食物，结果脸色苍白。因为鲜奶几乎不含铁质！认为鲜奶有益的人

要醒悟了，起码要知道它缺乏铁质，而在发育中的儿童绝对需要铁质。缺乏铁质的儿童会

贫血，患者出现疲倦、记忆差、不能专心上课等问题，这是由于喝太多牛奶而致贫血。 

  

香港儿童患缺铁贫血不多，因为很少孩子选喝鲜奶，而是选喝添加了铁质的奶粉。不过，

香港有以下问题，许多三、五、七岁的孩子，每天都有喝两、三次奶的习惯，一早起床或

上学前一次，放学回家一次，睡前再一次，而且还用奶瓶喝。他们的父母一般都是这样解

释：“孩子没胃口吃饭，不愿吃蔬菜，不喝汤，只吃一些鱼和肉，喜欢吃零食，为了保证

有足够营养，唯有鼓励孩子多喝牛奶。”父母还要求医生给“开胃药”，希望孩子多吃些饭，

体重再增加些。试问这些孩子如果维持这种饮食习惯，长大后毛病怎会不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研究证明，现代的文明病，如癌症、心脏病、肥胖、糖尿病等等都是因为吃蔬菜

水果太少有关，加上越来越污染的环境破坏着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使基因变化而致病；

能抵抗这伤害的就是抗氧化剂，而能提供身体所需的抗氧化能力的，恰好就是不同颜色的

植物类食物。这些抗氧化剂都不能在牛奶、肉类中找到的。即使把一部份的维他命、抗氧

化剂加入牛奶，但还是不全面，也不天然。孩子到了适当年龄也不吃或少吃固体食物，咀

嚼能力因此下降，而且会觉得全谷类食物、高纤食物难于入口，渐渐出现了微量元素缺

乏、便秘、肥胖等问题。所以，喝牛奶可能成为培养儿童均衡饮食的最大障碍。 

  

在不少个案中，当父母成功地停止孩子喝奶或每天只喝一次后，孩子胃口立刻大增。这时

食物的编排如果恰当，便是均衡饮食的开始。因为奶的热量、脂肪都比米饭高得多，多喝

奶自然容易有饱腹感，还怎么有胃口吃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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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母亲事后告诉我说：“我的七岁儿子终于第一次对我说肚子饿，想吃饭！实在令我

非常高兴。” 

  

请你检查一下，你家里的孩子，有没有在你或保姆做饭时嚷着说：“我肚子好饿！”吃饭

时，又是很开心地吃着大碗的糙米饭、各种颜色的蔬菜、大豆，如果有，那就要恭喜你

了！ 

  
 

十二、喝牛奶容易肥胖 

 

肥胖的原因很多，少运动、多吃零食，吃的食物多糖、多肉、多油、少纤维、少全谷及少

粗粮等，这全都是现代人饮食的结果，喝牛奶致肥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喝牛奶为什么会导致肥胖？这是根据不少的个案观察及理论分析而得。五岁以前，儿童肥

胖是较为罕见的。这与体内脂肪发展的生理规律有关： 

 初生至三个月是婴儿脂肪储存期， 

 三个月至一岁是脂肪消耗期， 

 一岁至五岁是脂肪静止期， 

 五岁以后慢慢进入青春期前的脂肪储存期。 

 

   

   三头肌（手臂）皮迭厚度（皮下脂肪）生长曲线图 

 

这规律有其意义，婴儿脂肪储存期要摄取高脂食物，为婴儿制造更多脂肪，使脑部迅速发

展（母乳含有必需脂肪酸，是脑神经的粮食），也提供储存作为粮食储备，有利于当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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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慢慢消失后可能生病和胃口下降。在三、四个月至一岁期间，他们准备进入固体饮食

阶段，这时婴儿要尝试适应各种食物，食物摄取量相对减少，而所储存的脂肪正好作为补

充，释放婴儿所需的热量。 

  

由于一岁至五岁是脂肪静止期，子女在一两岁时胃口会不如以前，身体较瘦，其实这是正

常现象，而且体型瘦一点，有利于行走及活动，父母无须担忧。到了七至八岁则会较胖，

储备脂肪以预备青春期发育所需。 

 

许多父母不了解这脂肪发展的规律，总认为白白胖胖的孩子才健康，就鼓励过多进食。三

岁以后若进食过量也不易肥胖，因为多余的热量首先用作制造肥细胞，使其量增加；到了

五岁，细胞数量已成定数，再多的热量便储存为肥细胞内的脂肪。这时，孩子会迅速长

胖。所以研究肥胖儿童的饮食时，必须要了解他们过去的饮食习惯才行。 

  

试问两三岁的儿童吃得过多的会是什么食物？当然不可能是雪糕、蛋糕、薯条，而是牛奶

（或奶粉）。而且非母乳喂养长大的儿童咀嚼能力较差，较喜欢喝牛奶，加上父母的鼓

励，就出现喝奶过量而植物性食物不足的现象。 

  

不少儿童在三、四岁时每天喝两、三瓶奶，每瓶八安士（240 毫升），还用奶嘴吸，这与

我二十年前所观察到的幼儿饮食习惯完全不同。如此喜欢喝奶的儿童，一般都不愿意咀嚼

蔬菜或者水果，却喜欢鱼和肉（虽然也要咀嚼）。这可能是烹调过的鱼肉味道较浓有关，

另外，当全家人吃正餐而孩子没有太大兴趣时，父母通常都说：“饭不吃就算了吧，要多

吃点鱼和肉！”许多时候，孩子吃一两口饭就算了，等到茶点时间又会吃一些美味的糕点

饼干，如果多吃了牛奶和高糖高热量的零食肥胖就慢慢形成了！ 

  

回顾传统的婴幼儿饮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我们传统的做法是一岁戒奶，之后只吃

粥、粉、面、饭，孩子两、三岁就能大口大口吃饭，吃菜完全没有问题。所以，传统的做

法仍是有其智慧的，现在有人提倡不戒奶，甚至鼓励孩子多喝奶，就可能会破坏一、两岁

后学习咀嚼固体食物和均衡饮食的实践！ 

  

喝牛奶，不但与儿童肥胖有关，而且还与成年肥胖有关。 2001 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部

营养专家 Dr. Willett 曾说得很清楚，每天喝牛奶只会使成年人肥胖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下一章将详述他所推出的新世纪均衡饮食的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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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均衡饮食不一定要包括牛奶 

 

香港的健康食品店（包括药房、超市、传销或直销公司）如雨后春笋，越开越多，如果你

有时间走走，就会发现很多这类的专门店并不销售牛奶或乳制品；如果他们还售卖健康书

籍，而又提及牛奶的话，都是阐明不推荐喝牛奶的原因。在书店里无论是英文还是翻译过

来的众多健康饮食书籍中，很多都提及牛奶的害处，并且建议人们以豆奶（soy milk）、

米奶（rice milk）、坚果奶（nut milk）代替，这些都不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我们社会在过去实在花了太多时间在婴儿奶粉（配方）牌子的选择上，而花费太少时间在

推动母乳喂养上，更少讨论婴幼儿饮食与健康的关系，以及过渡期（weaning period）如

何推行真正的均衡饮食。 

  

“均衡饮食”这个词在不同的民族或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的理解，中国人传统对食疗自有一

套。这里我只讨论当前西方医学界较多应用的食物金字塔。 

  

1992 年，美国根据当时国民大量吃肉类、奶类食物而致肥胖、癌症及心脏病等而提出减

少吃肉和奶，增加面包和蔬菜，希望一改市民口渴就喝牛奶、正餐吃大块牛排，而转为每

天只喝两三杯奶和较少量的肉，还要每天吃面包、蔬菜、沙律，少吃煎炸、甜食。把这建

议形象化，绘成了健康饮食金字塔，在当时来说确具有积极意义。可是科学家们（包括食

品科学和医学界）在过去十多年的观察和研究中发现，此举不但没有抑制上述疾病，反而

这些疾病有加速的趋势。譬如以为多吃些白面包，少吃油（但仍然喝牛奶、吃肉）就会健

康，实际上却更易致胖。因为精炼的碳水化食物（如白面包、白面条）本身几乎没有维他

命、矿物质（微量元素）及纤维，而且升糖指数高，所以身体容易发胖，也不健康，没有

坚果、食用油或沙律油只会使必需脂肪酸缺乏，也是致胖、心脏病和癌症的原因之一；而

进食牛奶、红肉也不利于摄取更多的植物性食物，也对吸取更多的抗氧化剂

（antioxidant）、植物营养素（phytochemical）、多醣体（polysaccharide）等没有帮

助，所以不能防止衰老和疾病。 



你可以不喝牛奶﹗      梁淑芳医生 著 

 © 香港预防医学协进会，转载时请注明来源 

 

19 

 

 
美国政府在 1992 年推出的健康饮食金字塔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s Food Guide Pyramid) 

  

有鉴于此，哈佛大学公共卫生部 Dr. Willett 在 2001 年推出了新世纪的健康饮食金字塔，

强调每天适量运动，食物以全谷及蔬果为基础，植物油每天都不能缺（不是要大量）；红

肉、白面包、白饭要尽量少（放在塔顶）；豆类、坚果要每天吃，鱼、肉、蛋可以不吃，

即使吃也不应太多。更值得注意的是牛奶可以不喝！因为植物性蛋白（当然要配搭得宜）

已足以应付身体所需，这适用于大人和儿童。牛奶中的钙质绝对可以用其他食物或补充剂

来代替。这建议反映了科学家懂得尊重世界上大多数人不能消化乳糖的事实，其客观性实

在值得赞赏。在这建议中，还包括每天进食补充剂，这是因为很多人做不到如此均衡饮

食，而且今天的种植，大多数不是有机的，营养成份都差了一截。 

  

聪明的读者们，我们还要重走美国过去的弯路吗？饮食文化的全球化趋势难以抵挡，但作

为消费者，我们有权选择我们的食物和健康。记着健康在你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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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公共卫生部 Dr.Willett 在 2001 年推出的新世纪健康食金字塔 

  
 
 
 
  

十四、总结 

 

有人每天喝牛奶也没有敏感，没有胃胀，没有心脏病，没有肥胖，也没有癌症，总之很健

康，这是事实。牛奶是现今人类的食物之一，有它的营养价值，从牛奶中又可以提炼出不

同的美食、营养品及补充剂，对人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本书只希望指出“可以喝牛奶”不等于“一定要喝牛奶”。牛奶从来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食物，一下子未经充分的临床研究，就如旋风般把牛奶放在一个全部人必须每天饮用的位

置：首先是要所有孕妇要喝，然后是要所有儿童要喝，所有妇女都要喝，实在值得大家反

思。 

  

今天的医学界最讲究“EVIDENCE BASED MEDICINE”，即行使基于实证的医学，我们不

妨想一想以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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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孕妇不喝牛奶与孕妇喝牛奶，哪一组的婴儿生出来较少有敏感病？ 

2. 幼儿两岁断奶与两岁后继续喝奶，那一组的儿童生长得更健康──包括饮食较均

衡，愿意咀嚼谷类、蔬菜，较少出现肥胖，较少敏感及较少便秘等？ 

  

如果比较体重，后者（继续喝奶）可能较重。有父母以此为荣，因为还未觉察这是过胖的

先兆。难道孩子越重越好？生长标准之所以用百份位，为的是反映体重有一个正常分布，

不是每个儿童都要沿着中间值（50 百份位）或平均值生长才算健康。 

  

无疑，婴幼儿营养不良，生长缓慢从来都是最令人堪忧的，何况世界上还有大多数的儿童

是死于饿荒及营养不良。但时至今日，如香港这样的现代化城市，儿童健康指标不能再局

限于预防热量过少及蛋白质营养缺乏，而要关注避免热量过多（肥胖不一定是实时可见累

积后才变明显），膳食中纤维量，微量元素和抗氧化剂不足（因全谷类、蔬菜类太少），

敏感症（包括湿疹、鼻敏感、哮喘）与反复感染等发病率，这些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种族上的差异。为此美国的生长标准不一定适合中国人，同样外国人的食

物，中国人不一定要吃，何况已有欧美科学家提出牛奶的害处，我们又为什么不科学一

点，聪明一些呢？ 

  

对于一个人群的饮食建议和改动，必须是基于当地人群的健康理由，改动以后，还要研究

结果是否真的成功，还是会产生其它的副作用呢。 

  

现在的奶粉（无论是标榜为学童的或成年人的）已再不是简单的牛奶，而是添加了很多维

生素、抗氧化剂、益菌、寡糖、必需脂肪酸等，于是变相成为了补充剂的一种，那何不干

脆服食钙和营养补充剂，甚至做好最基本的均衡饮食呢？ 

 
  

十五. 摘要――喝奶观念的对与错 

 

对 (DO’S) 

1. 母乳最好 √ 

● 小牛喝牛奶，婴儿喝母乳！ 

  

2.母乳的某些组成部分与母亲饮食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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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健康点，婴儿也健康点！ 

  

3.六个月开始，奶的地位渐退 √ 

● 6 至 24 个月名为过渡期，是婴儿逐步学习适应成人饮食的阶段，奶的地位（无论

是母乳或者奶粉）渐渐从主要位置转为次要位置，到了 24 个月，基本上已是踏入

成年人饮食的阶段了。 

  

4.幼儿的健康饮食模式有赖父母的榜样 √ 

● 以今天的科学研究所得，成年人的健康饮食模式，应该是以全谷物为主食，多吃蔬

菜水果、每餐用适量食用植物油。可以但不必每天进食鱼、肉、蛋和牛奶。这样父

母吃得开心，小孩也学会吃得开心。 

  

错 (DON’T) 

1.人人必须每天喝牛奶 X 

● 可以喝，但不是必须喝。 

  

2.低敏配方或豆奶营养不及一般婴儿配方 X 

● 所有国际认可的婴儿配方，包括低敏配方、大豆配方和无敏配方都会有足够营养供

应生长发育。但可以肯定的是 : 无论是什么婴儿配方，都不及母乳好。 

  

3.六个月大婴儿一定要转奶 X 

● 母乳喂哺的婴儿六个月要转吃什么？不仍然是母乳么！那既然婴儿配方的设计是模

仿母乳，就没有必要转吃比母乳高一倍蛋白质的婴儿配方。当然，要转也可以，因

为婴儿渐渐长大，身体也比较能适应高蛋白奶粉。 

● 可以转奶，但不是必须转奶。 

  

4.只有牛奶才有钙质 X 

● 除了动物食品中的骨骼（鱼骨、鸡骨等），含最高钙质的食物无疑是牛奶，但钙不

是越多越好的，足够就可以！ 

● 含丰富钙质的植物类食物有绿叶蔬菜、海藻、芝麻、大豆等。 

  

5.牛奶最有营养 X 

● 对初生婴儿来说，母乳才是最有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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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孩子和成人来说，营养最好的食物应在菜市场找。 

● 近年的食品科学研究，越来越多证据显示植物类食物含有最能巩固人类免疫系统，

抗衰老、防癌等物质，称为抗氧化剂、植物营养素、多醣体等。 

● 现代的奶粉很多都在牛奶中添加了很多营养素，所以已经成了补充剂，但是它还含

有高热量、高脂肪、乳糖和牛奶蛋白，不是每个人都合适的。 

● 如果膳食中缺钙，不如补钙，不一定要补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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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钙营养之需求 

 

前言 

 

作为儿科医生，经常面对有关婴幼儿饮食的咨询。其中一项是：婴儿要喝奶到几岁才对？

翻阅七、八十年代中国各区婴幼儿指南，一般都是这样写：母乳喂养到一岁便应断奶。断

奶后的食物，自然是以米麦为主的固体食物，与父母所吃的相近但较为细软，而且应在四

个月左右开始慢慢适应。八十年代，不少婴儿以人工喂养（婴儿配方），但到了今天，中

国推行爱婴医院计划，提倡母乳喂养。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完全母乳喂养可至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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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后添加固体食物，同时部分母乳喂养至两岁为止。至于香港地区，从 1970 年至

2000 年，仍主要依靠人工喂养，而且奶粉牌子之多属全球之冠。奶粉公司积极推销的同

时，亦担任起推广营养信息之责。普遍市民都认为奶粉可以吃到两岁或以上。旅居香港的

欧美籍父母都对此现象觉得奇怪，因为他们在本土的教育并不是这样，婴儿配方只会给婴

儿，而不会给幼儿的。香港婴儿喝奶习惯的转变是中西文化交流、生活现代化及商品化下

的产物，医疗工作者必须拿出积极的科学态度看待“奶”的需要和“钙”的需要。 

  

首先可以肯定的有一点，就是牛奶并不是中国人（及亚洲人）普通惯常的食物，乳糖不耐

受是亚洲人及非洲人（婴幼儿例外）普遍的现象。所以除了婴幼儿外，人群依靠非奶类食

物来摄取钙营养。既然奶含钙特别高，所以习惯饮用牛奶及进食乳制品人群的钙摄入量自

然比较高。至于亚洲地区，由于没有喝牛奶的习惯钙摄入量自然偏低了。那么，低水平的

钙摄入量会否引致任何疾病，有没有科学证据证实此说呢？是否要摄取与欧美国家看齐的

分量才叫足够呢？ 

 

可喜的是，九十年代初香港首次报导有关亚洲人钙吸收率的研究，结果竟然是欧美人的两

倍。1 这说明了低钙摄入的民族备有一定的补偿或适应能力。以下还有其他的研究发现。 

  

1.骨折率 

  

有学者认为骨质密度能反映钙营养，而骨质密度低又与骨折有关。香港女性患骰骨折的发

病率从 1965 年的 179/100,000 升至 1985 年的 389/100,000，同样男性亦从 113/100,000

升至 196/100,0002。2 在这二十年期间，香港从外国入口的牛奶及乳制品有十倍的增加，

所以推断增加钙的摄入未必能减少骨折的机会，反而会有增加的危险。有学者认为牛奶的

高蛋白质不利于钙吸收，反而绿叶蔬菜提供更高的钙吸收率。妇女患骨折的原因很多，缺

乏运动可能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2.骨质密度与年龄 

  

以双光子骨质密度仪测量腰椎二至四节的骨质密度，可以看出，随着年龄骨质密度有着一

定的生理变化 3。  

● 儿童期 : 稳定上升 

● 青春期 : 急剧上升 

● 成年期 : 徐徐上升至平穏 



你可以不喝牛奶﹗      梁淑芳医生 著 

 © 香港预防医学协进会，转载时请注明来源 

 

25 

 

● 更年期 : 迅速下降 

● 老年期 : 平穏 

 决定这些变化的不是食物中钙的分量，即不会因为吃多了钙，就变成青春期，吃少了钙

就变成了更年期，而是身体里面的“生物时钟”通过内分泌影响钙吸收而起变化。儿童生长

一样，不是吃多些就一定会比别人高大些或者青春期早些。二十岁以上的成年人，吃多些

只会变得肥胖而不会增高。这都显示了人类生长的奥秘。香港的儿童、青少年、成年人每

天所进食的钙分量约在 500 毫克左右。在青春期发育期时，胃口大增，自然食物总量多，

相对钙的总摄入量也多了。在更年期时即使吃钙补充，亦难避免骨质下降的规律，所以近

年才会有提倡服食性激素或药物解决更年期骨质疏松的问题。 

  

3.补充钙的后果 

  

在欧美国家，儿童食物中钙的成分一般达 800 毫克水平或以上，骨折率却并不比中国低，

反而高得多。广东七岁儿童没有喝奶的习惯，食物中钙的成分只有平均每天 250-300 毫

克，若每天多加一倍钙分量（300 毫克），半年后发现，骨质密度比对照组高了，但钙吸

收比率却低了很多，补充完结半年后，发现与未曾补充过半年的对照组并没有差异，证明

骨质密度因补充而加强只属短暂现象 4-6。至于长期补充能否预防骨质疏松，减少骨折则有

待研究。对比广东与香港青少年、成年、更年期及老年期的骨质密度及骨折率将会很有意

思，因为香港的人群，部份有喝牛奶的习惯，但运动量却一般比广东其他地区的人少。 

  

长期补充钙并不是一件易事，除非成为生活习惯的一部份。中国人传统也有定期进补的概

念，能够补钙的传统食物或食疗有多种，牛奶却是非传统的食物。牛奶的特性是它除了提

供钙质外，还提供动物性饱和脂肪、牛乳蛋白质和乳糖会加重人群患冠心病、敏感症和乳

糖不耐受的病症。在企图改良民族钙营养的同时，却衍生这许多问题，那是否属民众之褔

呢？ 

  

4.建议量 

   

营养学上喜欢以“每日建议量”来形容各食物之营养素的需要量。但是，试放眼自然界，植

物的生长有时令，牲畜及鱼类的生态也有季节性。既然人类依靠这些食物维生，理应顺应

自然。除了每天需要定量的热量来满足温饱外，微量元素的摄入不会每天相同。当我们懂

得食物营养后，可以作出适当的选择，以满足惯常而不一定是每日定量的需要。传统上妇

女补铁的习惯是最好的例子，妇女多因月经失血而缺铁，所以很多妇女都会在每次月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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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补含铁丰富的食物，如红枣、南枣、鸡蛋、当归、鸡红、猪肝、红肉等。同样，传统上

补钙也有不定期的吃芝麻、豆腐、虾皮、鱼骨、鸡骨、猪牛软骨等。这种的补充在食物类

别的选择和煮食的方法可以较多样化，只是在计算营养分量时较为复杂。 

  

每日建议量的原意是帮助预备食物时的参考，对于医院、老人院等都有一定价值。但同时

亦给人一个错觉，以为每天营养素摄入必定是一样的，就像吃药一样。这就促成了制造补

充剂的事业：其中钙片、牛奶也逐渐成为了亚洲人的每日补充剂。 

  

5.使用错误标准得不偿失 

  

人体的科学非常复杂，至今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有时候为了要提出一些建议，便作出一

些假设，直至后来出现很多问题后才发现这些假设原来是错误的，但却已制造了不少的混

乱。这些例子不算少，以下举三个例。 

  

第一个例子是 0-1 岁的热量建议量。 1973 年世界卫生组织定下婴儿平均需要每公斤体重

110 千卡，这是根据初生至六个星期喂哺母乳的进食数据，和一岁的进食资料，然后假设

把前后数据以直线连上，就成为一岁以内的热量需要量了。由于这报告，很多学者在不同

国家的婴儿作研究时，发现不少在 3 至 9 个月期间未能进食如此多的热量，于是纷纷提出

四个月便要添加固体食物，否则营养会呈现不良状况。由于这些研究多在发展中国家进

行，所以很多人都没有怀疑这些结果。但后来却发现，即使添加了固体食物，热量摄入也

不见得增加很多，而且个子还是少于美国人标准。直至 1981 年英国科学家 Whitehead 报

导：在多个工业国家，包括英国、加拿大、瑞士的六个月婴儿也未能进食像 1973 年

WHO 的热量建议量，于是要求作修订。继而出现了 1988 年的 WHO 版本，把 3-9 个月

的建议量下调了 10-15%，从而扫除了以往误以为很多六个月时的营养不良的个案。与此

同时，香港亦完成了婴幼儿饮食研究，7 发现健康正常婴儿的每公斤体重之热量需要平均

值从初生 120 千卡跌至 6 个月的 83 千卡，然后慢慢回升至 12 个月的 95 千卡。原来当初

把初生与一岁数据用直线连上是错的，应该用 V 形线连上才对。这 V 形才能解释生理上

的变化：六个月前生长速度下降，导致每公斤体重热量需求下降；六个月后体力活动量增

加，导致热量需求也增加。最近 WHO 还清楚表明，添加固体食物是六个月，而不是四个

月开始。 

  

第二个例子是“生长标准”。 WHO 由于关心第三世界的婴幼儿因营养不而生长受阻，所以

鼓励他们参考美国的生长标准。当时的美国标准取材有自 1929 年至 1965 年出生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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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根据此标准，发现当地婴儿生长不达标故，估计多数因为营养未

能赶上所致。可是在八十年代，当香港应用此标准时，发现 0-1 岁的香港人群，进食热量

与欧美人群相若，但身材仍是较矮小，8 于是提出生长标准必须因种族而异，9,10 就如学者

Tanner 等人所坚持的论据一样，世界上不应该有适合各民族的统一生长标准，否则很多

中国人或亚洲人便错误地被诊断为营养性矮小及消瘦，结果错误地鼓励他们大量进食而引

致营养过多。今天香港正呈现了这些后遗症。 11 

  

第三个例子是“肥胖标准”。在欧美国家，成年肥胖以体重指数（BMI）高于 25 为过重，高

于 30 为肥胖。如果把同样的标准放在亚洲地区，那么肥胖人数还不太多；但是医学界已

发现，亚洲人在较低的 BMI 已患肥胖并发症，12 所以最近 WHO 也宣布亚洲成年人肥胖的

定义要降低些，BMI 高于 23 为过重，BMI 高于 25 为肥胖。 

  

从以上例子希望能说明一点，对于营养的需求制定，必须审慎。最起码的，从中国人有比

欧美人强一倍的钙吸收率，可以推断我们钙的需要量应该是欧美人的一半！还有，我们需

要钙，不等于需要奶。要能持久的摄入足够钙营养，必须合乎民族的饮食习惯和生产能

力。一旦饮食习惯有了较大的变化时，必须留意多方面而不是单方面的健康变化。 

 

最后我们讲钙营养时，其中一项关键是骨骼的健康，而这并不单是钙摄入的问题，而是饮

食的其他方面（影响钙吸收的营养素及食物）及运动是否足够！ 

  

本附录文章曾刊登于达能营养中心《营养健康新观察钙营养主题》2001 年 9 月第十期 21-

23 页特此鸣谢同意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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