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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香糖、糖果、巧克力所含的阿斯巴甜會
引起腦瘤？ 

吃了添加物，肝臟與腎臟容易受損? 

因為原因不明的胃腸症狀所苦的人日益增
多? 

加工=有害健康? 

味精有夠恐怖? 

基因改造食物導致腫瘤? 

 

 



食品添加物的迷思與謠言 



「Q-o-o，有種果汁
真好喝，喝的時候
酷，喝完臉紅紅！」 





老實樹說 

使用的都是合法的食品添加物 -食用色素 

天然色素像葡萄皮本來就是會殘色 

所以沒有安全問題 



食品添加物的迷思與謠言 

 



老實樹說 

林口長庚醫院臨床毒物科
主任顏宗海則認為，茶飲
泡沫消散的時間，可能會
因個人搖晃杯子力道不同，
或茶飲杯子大小不同而相
異，無法精準判斷是否含
有過多人工添加物，最好
還是經過檢驗或要求業者
標示成分才能得知 

前農業改良場長陳右人（下圖左）
親身試法破除謠言，事實證明，
記者訪談近一小時，茶水上頭的
泡泡都未消除（下圖右）。（攝
影／郭琇真） 



食品添加物的迷思與謠言 

麥當勞的招牌薯條驚爆竟添有矽膠、石化物？(矽膠--二甲基
聚矽氧烷及石化物抗氧化劑特丁基對苯二酚（TBHQ）) 

 



老實樹說 

台灣麥當勞澄清，各地市場使用的產品
配方不盡相同，他們在薯條中絕對不會
添加矽膠、石化物及防腐劑。 

食藥署食品組副組長薛復琴表示，這
2種成分是台灣也准許使用的合法食
品添加物，且在國際間普遍被使用，
包括聯合國食品標準委員會、歐盟、
美國、加拿大、紐澳、韓國等在內。 
 
 
國內「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
規格標準」規定，二甲基聚矽氧烷可
使用於各類食品，用量為0.05 g/kg以
下，但僅限消泡使用。 
抗氧化劑TBHQ可使用於油脂、乳酪
及奶油，用量為0.20 g/kg以下； 



食品添加物的迷思與謠言 

油條、鬆餅裡面加的發粉含有鋁，鋁引起阿茲
海默症（失智症） 



老實樹說 

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技術組
長許瑞瑱指出，接受衛福部委託調查
食物發現，就使用含鋁膨脹劑而言，
民眾從油條、加工水產品吃到鋁含量，
超過來自蛋糕、鬆餅、發糕，饅頭也
會少量使用，至於麵包使用酵母發酵，
普遍不用發粉。 
 
「我以前也會擔心吃到鋁的問題，做
完研究反而不會」，許瑞瑱說，整體
而言，民眾不必過於擔心。 

食藥署食品組官員指出，鋁鍋、
食物中的鋁是否容導致阿茲海默
症，現在沒有定論，食藥署沒有
禁止使用含鋁膨鬆劑，只是訂出
限量標準。 



天然的一定最安全?? 

 



老實樹說 

天然但有毒的東西到處都有。(天然致
癌物－黃樟素) 
黃樟素是黃樟木精油的主要成份，也
會出現在荳蔻、生薑、黑胡椒及肉桂
葉萃取出的精油裡。歐美早在16世紀
就會拿黃樟素添加於飲料及藥劑中，
只是後來發現具有毒性，因此黃樟素
在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的法規中是禁
止使用的，而在我國衛福部食藥署公
告的規定中，黃樟素屬於應顯著標示
其成分名稱及含量的香料類，在飲料
中使用黃樟素時，應符合限量標準
(1ppm)。 

經動物實驗可知黃樟素對動物具
致癌性；黃樟素對初生或幼年的
動物毒性較強，因此，孕婦及幼
童不宜攝取含黃樟素的飲料。  
衛福部食藥署規定，可樂、沙士
等飲料中的黃樟素含量必須低於
1 ppm，但是一粒檳榔中所包的
荖花，約有5000 ppm的黃樟素，
相當於五公升可樂的量。檳榔加
荖花和石灰，這種組合的致突變
性最強。 
1985年時由於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批露黑松沙士飲料中含致癌物黃
樟素的報導，而引發消費者的恐
慌，沙士的銷售量也大幅衰退。
後來黑松公司全面回收產品，並
推出不含黃樟素的新配方，消基
會的抽檢結果亦不含黃樟素。 



您好這是食品添加物 



食物 

原料 

食品添加物 

無意添加 

農藥 

重金屬 

惡意添加 



什麼是食品添加物 

食品添加物指為食品著色、調味、防腐、漂白、乳化、增
加香味、安定品質、促進發酵、增加稠度、強化營養、防
止氧化或其他必要目的，加入或接觸於食品之物質 



為什麼要使用食品添加物? 

食品添加物依使用目的，可分為食品製造時所必需、提升食
品保存性及預防毒物中毒、增進食品品質、改善食品外觀、
香味及風味，及補充強化營養素等五大用途 

食品製造時所必需 

提升食品保存性及預
防毒物中毒 

增進食品品質 
改善食品外觀、
香味及風味 

及補充強化營養素 



昔日費盡功夫才吃得到的昂貴食品，現代隨時隨地可
吃得到或簡單可做得出，而且兼備安全、便宜、營養、
美味可口多變化，憑靠的是──食品添加物。 

 

有得吃 隨時吃的到 吃得好 



古人早就在用食品添加物 

畜牧人家會因冬天的飼草減少，僅留隔年繁殖所需家畜頭數，
其他撲殺做成肉製品；此時常用醃漬保存。當時就發現醃漬
過的肉類色澤鮮紅、風味更佳，也不會產生食物中毒的情形。
後來知道是因醃漬的岩鹽中含有硝酸或亞硝酸鹽類所導致，
如今製造火腿、香腸時，必然加入硝酸鹽或亞硝酸鹽等保色
劑，避免食物中毒。 

 

 



古人早就在用食品添加物 

相傳西元前164年，中國漢高祖劉邦之孫淮南
王劉安在八公山上燒藥煉丹時，偶然以石膏
點豆汁（漿），從而發明了豆腐，形成中華
飲食文化重要的一環。 

 

 



古人早就在用食品添加物 

古人利用石灰石磨麵粉時，無意間添加了鈣
質，增添營養價值。 

 



食品添加物安全嗎? 

市售的食品添加物幾乎全都是化學或發酵合成的，有人估算
過人的一生攝取入內的食品添加物不下255公斤。 

 

因此任何一項食品添加物都必須齊備完整的安全性試驗數據，
證實安全無虞，才能獲得許可，成為合法食品添加物。 

 

毒理學說：「任何食物造不造成毒害，只是在攝取的份量有
沒有超過而已。」 

 



食品添加物安全嗎? 

毒性實驗: 急性毒性、亞急性毒性、慢性毒性、致突變性、
致癌性、繁殖、催畸胎性 

 

第一階段先定出對實驗動物不造成影響的最大無作用量。 

第二階段由對動物的最大無作用量推估人類即使每天攝取，
連續70年也不會造成傷害的每日可接受安全攝取量
（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安全係數: 1/100 



想像沒有食品添加物的生活 

？為了保存數量龐大的食材，各
地起碼須增購數十倍到數百倍
的冷藏、冷凍廠房設備，食物
價格必然三級跳 (防腐劑) 

 

？吃香腸火腿得冒著肉毒桿菌中
毒致死的危險(保色/防腐劑) 

 

？食用油要現榨現用，肝癌風險
增加(抗氧化劑) 

 



想像沒有食品添加物的生活 

 

？沒有礦泉水(臭氧) 

 

？爬山沒有泡麵吃 

 

？沒有麵包吃(小蘇打) 

 

？許多人會營養不良(鈣、維生素) 

 



怎樣避免不當使用食品添加物 



添加物一：漂白劑 

有些業者為讓食品顏色好看，更具賣相，常會添加下列漂白劑來增加色
澤。 

「亞硫酸鹽」類 

可減緩食品褐變，並抑制微生物生長，故常被當作漂白、防腐之用。常
使用在冬瓜糖、冬瓜條、金針、蝦皮、蝦米、脫水蔬果、乾蓮子、竹
笙……等。 

添加過量「亞硫酸鹽」將造成大量二氧化硫殘留；它雖可隨尿液排出體
外，但若殘存量過高時，可能導致嘔吐、過敏反應，長期食用甚至會導
致呼吸系統功能障礙。 

過氧化氫 

就是雙氧水，是一種殺菌劑，常用來殺菌、漂白，在豆類製品、魚丸、
油麵、烏龍麵……的產製過程常被添加，已達到漂白效果。可能引發急性
腸胃炎。 

對應之道 

切勿購買顏色過白的產品。如果味道刺鼻也不要買。 



常見添加物二：防腐劑 

 坊間常用的防腐劑有：苯甲酸、己二烯酸、去水醋酸三種 

防腐劑常使用在豆類製品、蘿蔔乾、魷魚絲、麵包、粉圓、饅頭、湯圓、
年糕、發糕、米苔目、魚肉煉製品、肉製品、花生醬、乾酪脫水水果、
糕餅、醬油、果醬、果汁……等。 

常見的防腐劑：苯甲酸 

攝食約10小時後，經由代謝及肝臟解毒作用，由尿排出體外。攝取過多
的苯甲酸會引起腹痛、心跳加速等症狀，有些人會出現皮膚過敏反應的
情形。 

毒性較強的防腐劑---去水醋酸 

動物實驗，大劑量去水醋酸會導致抽搐及腎功能傷害，小劑量也會導致
肝病變，如長期攝食可能引發致癌風險。 

毒性較低的防腐劑---己二烯酸 

對應之道 

麵製品依規定不能添加，如果放超過一天還不會壞就是有可能加入防腐
劑了。最好到有冰箱冷藏的店家購買。 

蘿蔔乾等聞起來刺鼻也不要買。 



常見添加物三：食用色素 

五顏六色的食品最能吸引消費者目光，尤其是兒童；有些食品的色澤是
食物天然本色，有些則是外加人工色素，如能在合法的範圍內使用，當
然問題較小，但有些不肖業者卻使用了不合法的色素，健康影響就大了。 

常見合法人工色素 

在2008年，英國食品標準局發表由南漢普敦大學針對153位3歲幼兒及144
位8—9歲兒童所做的食用色素研究，結果發現：食品中分別添加食用色
素黃色4號、 黃色5號、紅色6號、紅色40號，以及防腐劑苯甲酸合併使
用後，會造成過動現象，如注意力無法集中、坐不住等，使孩子學習能
力變差。 

禁用色素 

零食烤花枝及紅魚片曾檢出含不合法的色素：橘色二號。動物研究顯示：
橘色2號會對肝臟細胞造成損害；美國FDA於1968年，就禁止該色素使用
於食品上。中國也曾傳出火腿使用工業用紅色色素。台灣豆干也曾使用
工業用皂黃。 

對應之道 

顏色過度鮮豔的食品，盡量減少攝食。 



常見添加物四：殺菌劑 

魚肉製品如魚丸、魚板或是豆製品如豆腐、豆皮在製作過程中，廠商有
可能加入過氧化氫(雙氧水)，一方面漂白一方面殺菌以利於保存。而且為
了效果超量添加。 

過氧化氫的害處 

殘留的過氧化氫，如果食用過量，可能引起噁心、嘔吐、腹瀉或腸胃的
不適症狀。嚴重時可能引起腸胃道潰瘍、發炎。 

對應之道 

購買魚肉煉製品、豆製品或麵條，如果感覺太亮白、色澤不自然，就要
當心。 



常見添加物五：硼砂 
又叫冰西，主要的成份是硼酸鈉，與硼酸有所不同，硼砂的功能為可增
加食品的韌性，脆度及改善保水性，保存性，亦可用來防止蝦類黑變，
以往常被用來添加於年糕，油麵，燒餅，油條，魚丸等。 是禁用的成分。 
  
硼砂的害處 
食入體內後經胃酸的作用會形成硼酸，硼酸於體內俱有積存性，且會妨
礙消化酵素的作用。  
硼砂的中毒情形，輕度會食慾減退，消化不良，體重減輕，嚴重中毒則
會嘔吐，腹瀉，紅班，循環系統障害，休克，昏迷（硼酸症），致死量
成人為２０公克，小孩為５公克。 
 
對應之道 
油麵、鹼粽等過度強調Q彈，應該提防 
。 

 



提升健康功力 



如何提升健康功力 

1. 看懂成分標示 

– 內容物，應 依其含量多寡由高至低分別標示。 

 

– 食品中添加之食品添加物，其名稱應使用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食品添
加 物品名或通用名稱，不得僅以功能（用途）名稱標示之；且屬防腐
劑、 抗氧化劑及甜味劑者，並須同時標示各功能（用途）名稱。  

「苯甲酸（防腐劑）」 

  

 

 

 



如何提升健康功力 

1. 看懂成分標示 

 

– 複方食品添加物，組成之各項原料展開標示 

複方著色劑（食用藍色二號、偏磷酸鈉、鉀明礬、蟲漆
酸、檸檬酸鈉）」 

 

 

 



如何提升健康功力 

2. 飲食避免過度調味 

– 少油、少鹽、少糖 

 

 

 



如何提升健康功力 

3. 與政府合作 
– Line FB上謠言很多，勿以訛傳訛 

– 有疑問，問服務信箱，看澄清專區  

– 發現有問題，主動通報 

– 為了鼓勵民眾檢舉食安弊端，食藥署宣布，凡檢舉攙偽、假冒、逾有
效日期或使用違法添加物等四種類型食安案件，地方政府至少提撥罰
金的百分之五十作為檢舉獎金；非以上四類型的一般案件，地方政府
至少要提撥罰金百分之廿作獎金。 

 

 食藥署食藥闢謠專區 



如何提升健康功力 

 

4. 飲食增強體質 

– 規律運動 

– 多喝水 (腎) 

– 多蔬果、補充纖維、順暢
排便(腸胃) 

– 補充天然抗氧化劑(肝) 

– 避免壓力(免疫力) 

 

 



練功大考驗 



菠菜和豆腐同時吃，易產生結石，
是真的嗎？ 

解答： 
過多的鈣會在腸道中與草酸結合，形成不溶解、不被吸收的
草酸鈣，大部份都由糞便排出，不會滯留在體內而造成結石。
但是草酸會影響礦物質，如：鈣、鎂等吸收，所以在鈣的攝
取方面，仍建議避免同時食用富含草酸的食物，如：茶、可
樂、草莓、巧克力、菠菜、核桃等。 



牛排、燒仙草使用嫩化劑會致癌，
是真的嗎？ 

解答： 
(1)「嫩精」為嫩化劑的俗稱。食肉的嫩化劑，通常是指蛋白質分
解酵素，如木瓜酵素（papain）、鳳梨酵素（bromelain）等屬於
植物性蛋白質分解酵素；另弱酸（如食醋、檸檬果汁）或2%氯化
鈉也能嫩化肉品。 
  
(2)食用肉品的嫩化，分為人為的嫩化（主要是使用『蛋白質分解
酵素』之處理，嫩化作用之蛋白質分解酵素，稱為『嫩化劑
tenderizer』，用於調理前之處理。一般市售之嫩精即屬此類）與
自然的嫩化（主要是利用肉中的蛋白質分解酵素的作用，但肉色、
肉質、風味等會降低）。 
 
(3)食藥署訂定之「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中，
列於第十七類（其他）之第六項『酵素製劑』，可於各類食品中
視實際需要適量使用，但限於食品製造或加工必須時使用，目前
並無相關研究報告顯示嫩化劑具有致癌的可能。 
 



可樂+烤肉=骨癌？ 

解答： 
目前並無相關之科學資料顯示烤肉時搭配可樂會有導致骨癌
的危險，民眾切勿聽信不實傳聞，惟烤肉時仍須注意食材是
否烤焦，避免食用焦化部分，以確保飲食衛生及身體健康。 



蔬果殘留農藥，用水洗不掉，用精
鹽可去除，是真的嗎？ 

解答： 
農作物採收後，都要經過一連串的食前處理，才會食用。這些處理包括清洗、去皮、烹煮，或是食品加
工。它們對於減少農作物中的農藥殘留都有很大的幫助。只要按照下面的4步驟處理蔬果，就能大幅減
低農藥殘留的危險，達到吃得安全、吃得健康。 

(1)去皮：包括穀物去殼、果實剝皮、蔬菜撥除外葉等。因為農藥大部份都殘留在表面上，去皮可以去除
表面殘留的農藥，是去毒的第一步。 

(2)水洗：在水龍頭下利用水的衝力就能沖掉部份的農藥，對表面光滑、蠟質少的蔬果特別有效。番茄和
小黃瓜等有皮的蔬果，還可以用軟毛刷清洗。千萬別以為加入清潔劑能洗得更乾淨。清潔劑裡面通常含
有漂白作用的螢光劑或其它化學品，如果沒有把清潔劑沖乾淨反增加危害。 

(3)烹煮： 
1.加熱分解，農藥經過加熱烹煮大多數都會被分解而減少毒性。 
2.將殘留在蔬果內的農藥溶入水中 
3.經過加熱，會隨著水蒸氣蒸發掉。所以炒青菜的秘訣：大火快炒、不加蓋，是減少農藥殘留的好方法。 

(4)食品加工包括清洗、去皮、去菁、殺菌、蒸餾、醃漬或脫水乾燥等。每一個步驟都會去除部份的農藥
殘留。只要是製作良好的蔬果罐頭，皆可安心食用。 
  
綜結上述：加鹽清洗蔬菜以去除農藥並不是正確方法，在此建議您「選購當令果菜」，使用農藥栽種的
比例也會降低。若選購非當令蔬果，會因為在不適合生長的季節，需要使用較多的農藥保護以確保農產
品順利採收，所以建議民眾還是選購當令的蔬果較好喔！ 

 



維生素C+蝦併用會產生砒霜？ 

解答： 
(1)衛福部就本謠言曾洽請台北榮民總醫院毒藥物諮詢中心查詢相關文獻，結果顯
示並無發現任何有關維生素C引起蝦類中毒的醫學報告。此外，該中心亦表示，
甲殼類如蝦、蟹、龍蝦及貝類(如蛤、牡蠣)中雖含有砷，但9成以上以有機砷的形
式存在，且有機砷可以很快排出體外，幾乎沒有毒性。另至於無機砷（包括三價
砷及五價砷）則確實有毒，若保守估計無機砷含量為海鮮含砷量的十分之一，而
蝦含量以4 ppm來計算，則達到最低可能致死劑量20毫克，必須吃下50公斤的蝦。 

 

(2)在學理上，純化的維生素C與五價砷，如在實驗室環境加以化學催化作用，或
有可能使原來無毒的五價砷轉變為三價砷（俗稱的砒霜）。然而餐點中所食用之
檸檬及蝦，其分別所含之維生素C與五價砷含量甚低，且又無化學催化劑及適當
之反應條件，實際並沒有產生砒霜的疑慮，請民眾不要擔心 

 



保存期限愈長的食品，代表添加了
防腐劑，所以反而不好？ 

解答： 

不一定。溫度、酸鹼度、水分、保存條件及加工方式等，皆
會影響食物的保存期限，不見得保存期限很久，就一定是添
加防腐劑。 

以奶粉為例，其水分含量低，通常微生物難以生長。 

另外，罐頭其實也未添加防腐劑，它是利用高溫及殺菌過程，
讓外在環境中的腐敗菌、病源菌及微生物無法進入容器內，
達到長時間保存效果，因此若發現密封罐頭有凹陷或膨脹，
代表細菌可能侵入，建議勿食。 

 



吃香腸不能喝養樂多??? 

解答:  

 

富含益生菌的乳酸食品可以降低亞硝胺。 

香腸裡面有添加硝酸鹽。根據２０１４年發表的研究，益生
菌可以抑制腸道有害細菌合成亞硝胺，優酪乳或養樂多就是
富含益生菌的乳酸食品，所以有降低體內亞硝胺的好處。學
者還有研究直接把益生菌天家在香腸裡的作法。所以其實可
以安心地吃香腸配養樂多，當然食用上都不宜過量。  

  

  

。 

  

  



吃味精對身體有害??? 

  

解答:  

味精就只是一種胺基酸，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和世界衛
生組織(WHO)也將味精列為安全食品。 

1960年代末期，美國有科學家吃了中國菜後，感到有不適症
狀：四肢麻痺、無力和心悸，便推定是味精造成的過敏症狀，
1968年的專業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以及其他學術研究，
也提出味精不健康的地方。 

不過，科學家經幾十年研究後，發現沒有這種效應存在，大
多數人對味精都不會身體不適，所以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和世界衛生組織(WHO)也將味精列為安全的成份。 

  

  

 



焦糖色素會致癌?? 

解答： 

劑量高低對於健康的危害截然不同，成年人每天須食用超過
320公斤的醬油才會超量。 

食品的安全標準制定是基於科學實證，而實際上劑量高低對
於健康的危害風險是天差地遠的。許多所謂的「專家」過於
主觀的評論往往基於臆測或捕風捉影，往往造成特定食品動
不動就被冠上「毒」字，導致消費者的物無謂恐慌。  

根據對焦糖色素的研究評估，成年人必須長期每日食用超過
320公斤的醬油或一千多瓶330毫升的可樂，才會產生動物實
驗中的健康疑慮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