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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量元素對人體之健康 
賴文龍 

 

摘  要 
礦物質與微量元素參與酵素與荷爾蒙的合成，進而催化與調節體內細

胞的生化代謝。在人體內微量元素通常與有機化合物(蛋白質)形成複合

物，如鐵與蛋白質形成運鐵蛋白質，用來運送貯存鐵；血紅素中結合鐵離

子，本身為活性中心，能與蛋白質與氮分子結合，負責氧的運送；鋅是脫

氫酵素及磷酸水解酵素的組成成分；細胞氧化酵素同時需要銅及鐵。礦物

質是無機營養要素，人體無法自行製造，必須由食物或外在物質供應。一

般人認為微量元素如鉻、銅、錳及硒等需求量極低，而忽略微量元素的攝

取。人體內之酵素及維生素如缺乏礦物質的話，則不能發揮其作用，甚至

引起疾病發生，導致人體健康問題。 

 

前  言 
人體及其他所有生命有機體都需要特定的營養元素來維持身體組織

健全，並提供活動所需的熱量。一般所指的營養素分為二大類，一是巨量

營養元素，需要量大，佔膳食的大部分，有蛋白質、碳水化合物及脂肪，

是用來供應熱量及組織物質。另一種是微量營養元素，需要量極微，有維

生素及礦物質，雖不能供應熱量，但在體內的生化代謝上卻扮演相當重要

的角色。 

人體每天需求量高於 100mg 為巨量礦物元素，包括磷、鉀、鈣、鎂、

硫、氯與鈉等 7 種元素。每天需求量低於 100mg 以下稱為微量元素，包括

鋅、銅、錳、鐵、鈷、氟、鉬、碘、鉻、矽、硒、鍺、釩、鎳、錫、鑭及

鋰等 19 種元素。 

 

內  容 
微量營養素包括維生素與礦物質，維生素為人體健康所必須的化學物

質，人體合成量不足或無法合成時，必須依靠食物或其他營養食品來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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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有維生素的輔助，蛋白質、醣類及脂肪才能順利在體內發揮作用，形

成骨骼肌肉及血液。雖然他們含量極微，卻有調節潤滑的功能，使體內酵

素催化反應能運作自如。 

食物中含有各種營養素，必須被消化分解及被細胞吸收利用，才真正

具有「營養價值」因此，如何吃得健康，確是一門藝術。大家都知道高纖

低脂食品可預防多種腸、胃、心肌梗塞及癌症疾病，不過，飲食中不可能

完全摒棄含脂肪食品，如果烹飪時加點油脂，不僅可促進食慾，增加食物

的鮮美，脂肪也是體內代謝，荷爾蒙合成所不可或缺。因此如何在取捨之

間達到完全均衡，確是一門值得深入研究的學問。 

 

針對人體功能需求之微量元素關係與特性，描述如下： 

一、鐵(Fe)－活力與補血 

鐵是人體必需的微量元素，最重要的功能是與酵素蛋白質、銅結

合以合成血紅素，血紅素負責氧氣由肺部輸送到體內各種細胞與組

織，以便進行食物有氧代謝，並運送代謝產生的氫離子、二氧化碳及

其他廢棄物排泄出體外。鐵同時參與體內氧化與還原生化代謝，增加

人體對壓力與疾病的扺抗力。鐵與維生素 C 共同參與皮膚膠原蛋白質

的合成，使皮膚有韌性、光滑有彈力，加速受傷皮膚的癒合。鐵的吸

收比不上消耗量時，就會出現貧血現象。減肥也會導致貧血，長期缺

鐵會造成各種作用停滯，如細胞迅速老化、外表憔悴、肌肉活力差、

無精打采。人體由食物中獲取的鐵，大約只有 10%能被腸壁消化吸收。

含鐵的食物為肉、蛋、魚、黑砂糖、大豆、葵花子、菠菜、甘藍等；

肉類與游離態鐵比較容易吸收，維生素 C 可幫助鐵吸收，植物中的鐵

則不易吸收。。另穀類含量雖多，但較難被身體吸收利用。制酸劑、

阿斯匹靈、植酸、纖維、茶葉丹寧酸、鋅與鈣等也會降低鐵的吸收率。 

二、氟(F)－防止齲齒及骨質疏鬆 

氟是人體必需微量元素，主要存在於牙齒與骨骼組織。水中加氟

是大多數人補充氟的主要來源(茶葉飲料亦供應)，可溶性氟化物很容

易在胃部被吸收。氟可幫助鐵吸收、促進傷口癒合。略微過量即會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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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毒害，水中氟含量達 2~8mg，會使牙齒產生齒斑，同使鈣與氟結合

成氟化鈣而沉澱，造成腎結合。人類缺氟易引起蛀齒及骨質疏鬆症。 

三、鋅(Zn)－提高免疫力、抗氧化、抗老化 

鋅代表精力、抗氧化與免疫力，是生物體內非常重要的必需微量

元素，鋅是前列腺素與精液泉源，可說是「威爾剛」的另一代名詞。

鋅可以加強維生素 A、鈣與磷的作用，並促進核酸、蛋白質合成。鋅

可促進胰島素合成，降低罹患高血壓及糖尿病的機率，促進腦部發育，

使中樞神經系統充分發揮其功能。鋅可免除精神上的壓力，預防精神

分裂及老年痴呆，提高體內免疫機能，去除自由基，預防癌症。含鋅

食物為瘦肉、海鮮、雞心、蛋、胡麻。 

四、銅(Cu)－抗癌、抗氧化、強化血管與肌肉 

銅主要來自肉類、海鮮、栗子、蔬果及礦石。年齡較大、酗酒、

食用大量纖維及鋅攝取量超過 50mg 者易缺銅。體內缺銅時，組織中

的鐵無法進入血漿，人體會產生小球型低血紅素貧血，使血管及骨骼

變脆，同時引起毛髮分叉斷裂。適量的銅可預防貧血。 

五、硒(Se)－抗氧化、減低紫外線傷害、降低不孕及抗癌 

硒提供精力與免疫泉源，具有抗氧化、老化及抗癌效果。硒可協

助維生素 E 的作用，去除人體細胞內過氧化物與自由基，保護體內細

胞與核酸的完整與正常功能。有機硒可降低心血管疾病與癌症、

AIDS、B 型肝炎、攝護腺癌等的罹患率。有機硒可吸收太陽紫外線，

使人體不受紫外線傷害。如果體內缺硒，生命將無法與過氧化物抗衡。

男人體內的硒半數集中於睪丸及連接前列腺的一段輸精管內，因此硒

對精蟲活動幫助很大；缺硒造成精子活力降低，且因無法成熟而使男

性不孕。含硒食物為蛋黃、洋蔥、鮪魚、大蒜、海鮮。據科學雜誌報

導，每日補充 200 微克以上含硒物質可降低各種癌症 50%的罹患機

率，其中攝護腺癌可降低 63%，大腸癌降低 58%，肺癌降低 56%。 

六、錳(Mn)－改善肌肉無力症、抗氧化 

錳可活化數百種不同的酵素，參與體內的運作，分解胺基酸、蛋

白質、脂肪、膽固醇與醣類產生能量，使肌肉正常發育，提供腦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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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經細胞所需的營養，使性腺荷爾蒙正常合成與分泌。錳與酵素結合

後，能去除人體細胞內的自由基，保護細胞與核酸的完整與正常功能，

具有抗氧化、老化與抗癌的功能及改善肌肉無力症。穀類、蔬菜等食

物中都含有錳，但以茶葉飲料含量最多。 

七、碘(I)－預防心肌梗塞、增強活力 

碘可幫助甲狀腺體合成甲狀腺素，調節體內能量的產生，促進生

化代謝速率。碘與甲狀腺素還具有強化精神、言語、毛髮、牙齒、皮

膚及燃燒分解過多脂肪的功能。適量碘能促進發育和強化身體機能，

男性可朝氣蓬勃，女性可美麗動人。缺碘易引起疾病為甲狀腺腫大、

精神反應遲鈍、毛髮皮膚乾燥、體重增加。有些人食量很大卻不必擔

心體重過重，而有些人即使吃得少，體重卻急遽上升；有些人思考敏

捷，有些人卻總是慢半拍；有些人從不覺得冷，有些人即使穿上厚重

衣服仍不斷哆嗦；有些人毛髮及指甲比常人薄且易折裂，這些差別是

飲食中缺碘所引起；海藻為含碘量最高的食物。 

八、鉬(Mo)－提高智能、防止貧血 

鉬是主要存在於肝臟、腎臟、腎上腺及骨骼中。鉬是多種酵素的

輔助因子，可幫助人體核酸代謝尿酸，以清除體內過多的嘌呤衍生物。

幫助碳水化合物及脂肪的代謝。缺鉬易造成人體精神異常、智能不足

及代謝異常。含鉬最多食物為肉類、穀類及豆類。 

八、鉻(Cr)－降低血糖及血壓、減肥 

鉻具維持人體正常代謝(脂肪代謝)，強化肌肉，協助蛋白質運送，

活化胰島素及促進血醣吸收與預防糖尿病與高血壓、肥胖、降低冠狀

動脈硬化等功能。酗酒、運動傷害、老年、壓力大及攝取過量醣類的

人易缺鉻。鉻主要來自蔬果與肉類，補充有機鉻可提高人體免疫力。 

九、釩(Vi)－提高壓力承受力 

釩參與多種酵素催化作用，可促進骨骼與牙齒的形成、提高動物

生育能力、促進胰島素分泌、醣類代謝、降低血醣、血壓及膽固醇、

減低心血管疾病、預防貧血及癌症(乳癌)。現代社會充斥著有形、無

形的壓力，釩可使生命充滿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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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鍺(Ge)－補充體內氧及抗癌 

鍺是有效的抗氧化劑，可去除細胞代謝所生成的氫離子；其所含

的免疫調節物質可活化巨噬細胞與自然殺手 T 細胞，提昇體內的免疫

系統功能，具抗病毒及惡性腫瘤的功能。適量有機鍺可預防高血壓、

糖尿病、氣喘、心血管、肝硬化、後天免疫不全症候群(AIDS)、慢性

鼻咽癌、肺癌與乳癌等疾病。鍺來自大蒜、西伯利亞人蔘、靈芝、香

菇、蘆薈、綠茶、綠藻、大麥等食物。 

 

結  語 
現今我們所吃的水果、蔬菜、榖物、蛋白、牛奶及三餐已經與幾個世

代祖先以前的食物不同。祖先因對食物的選擇而身體健壯，我們反而營養

不良。飲食最重要的是均衡，份量恰當。各類食物各自含有不同的營養素，

並不能彼此取代，惟有常變化選擇食物才能不遺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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