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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的植物性蛋白：大豆

賀寶芙營養迷思調查深度觀點（影片）

蛋白質 ‒ 健康與體適能的關鍵營養

使命導向的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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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寶芙營養研究中心主席

最佳的植物性蛋白：大豆

身為醫生，我們深知維持健康飲食與規律運動的重
要性，並有義務與我們的患者分享這樣的概念。對
我早期當醫生執業時，我特別投入了解營養對我們
身體的影響，因此我大力支持均衡飲食，包括植物
性食物的攝取，特別是大豆蛋白。

肥胖與許多潛在致命的健康問題相關1，包括心臟

病、高血壓和糖尿病。在亞太地區，每五名成年人
至少就有兩人過重和肥胖2。這對於個人、社區、

醫療照護提供者和公共衛生專家而言，都是重大問
題。我擔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類營養中心的創
辦主任，花了數十年的時間研究植物性蛋白質（例
如大豆）和動物性蛋白質飲食對患者的不同影響。
用大豆蛋白和其他植物性蛋白代替高脂動物性飲食
可以改善體重，並降低膽固醇和血壓。不過改變飲
食並不能代替這些健康問題的治療或醫療諮詢。降
低肉類中多餘的卡路里、飽和脂肪和膽固醇，並用
食物中的大豆蛋白代替，可以幫助我們的病患保持
健康的體重，這也有助於強化健康免疫功能。

1. 體重問題對於身心的負面影響 —— 哈佛陳曾熙公共衛學院
2. 富有但不健康-亞太地區的過重與肥胖問題 —— 2018年亞洲開發銀行

選擇最佳的蛋白質來源

幾年前也有報導宣稱大豆與乳癌有關。然

選擇，包括稻米、豆類、藜麥、豌豆、大豆

數項研究，美國癌症協會得出的結論認

隨著消費者尋求更多的植物性蛋白質與多元
等，消費者很難判斷哪種植物性蛋白質最適
合他們。事實上，並非所有植物性蛋白質都
是一樣的。與其他植物性蛋白不同，大豆是
唯一被認為是完全蛋白，包含所有的21種

而科學研究已經駁斥了這種說法，沒有證
據顯示攝取大豆與乳癌之間的關聯。根據
為，食用大豆蛋白或大豆食品不會造成危
害，並且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大豆食

品中的營養成分可以降低患乳癌的風險3。

氨基酸，包括9種人體無法製造的必需氨基

酸。這些必需氨基酸可以透過我們吃的食物
來取得。大豆也是纖維、礦物質和複合碳水
化合物的優質來源。大豆蛋白含有稱為大豆
異黃酮的植物營養素，可作為抗氧化劑，讓
健康的腸道細菌分解後可成為「益菌生」。
大豆也有益於心臟。根據一些研究說明，每
天攝取25克的大豆蛋白，作為低飽和脂肪

也有不少無端的說法是關於大豆對男性健

風險，不過全面的科學證據尚無定論。

示，大豆食品和大豆異黃酮都不會影響男

和低膽固醇飲食的一部分，可以降低心臟病

康的不良影響，但是大量的臨床數據顯

大豆，牛肉和雞肉所含的支鏈胺基酸(BCAA)含量約為乳清的80-85％。
大部分植物中的支鏈胺基酸含量更少，
這是素食主義者可能想用藉由另外補充支鏈胺基酸的原因之一。
John Heiss 博士(PhD)
賀寶芙優質營養 全球產品行銷創新資深總監

過去對大豆的迷思，現在一一被

推翻

如上所述，雖然大豆異黃酮對人體有益，但
卻有不少相關迷思。最主要的顧慮是認為異

性體內的睾丸激素和雌激素水平。研究還
駁斥了食用大豆會導致男性乳房增大的迷
思。事實上，研究顯示大豆可降低男性罹
患前列腺癌的風險。

黃酮具有像是雌激素的化學結構。雌激素是

與這些常見的迷思相反，大豆蛋白其實能

量，就會損害身體系統平衡。在此要留意的

重量訓練。對於環保意識高的消費者，大

我們人體產生的荷爾蒙，有些人擔心若過

關鍵差別在於，這些植物性雌激素對人體的
作用與荷爾蒙雌激素不同，所以食用大豆並
不會讓人體產生過量的雌激素。

3. 轉而重視乳癌預防 —— 紐約時報，2019年11月1日

支持肌肉生長與修復，特別是針對阻力和
豆也是更好的選擇，綠色飲食可以避免食
物供應鏈中斷，並維持身體的健康與愉
悅。

現在我們已經揭開了大豆的好處，這邊提供

此外，大豆是素食主義者的最佳選擇，也

類納入日常飲食。可以直接從富含大豆的食

界持續研究人們如何妥適保護自己免受當

各種方法讓患者能夠把營養豐富且美味的豆
物中攝取，例如毛豆（完整的大豆）、豆

腐、天貝（tempeh）或是隨時隨地可方便

食用的大豆蛋白質代餐奶昔。與動物性蛋白
質和其他植物性蛋白質相比，大豆確實是最
佳的蛋白質來源。大豆是最完整又高品質的
蛋白質來源，而且有各項健康益處，例如降
低低密度脂蛋白（LDL）並維持高密度脂蛋

適合那些無法食用乳製品的人。隨著醫學
今或未來的任何病毒感染，除了經常洗

手、戴口罩和社交距離以外，健康的生活
方式與均衡飲食，包括納入大豆等優質蛋
白質，再加上規律運動，都是我們要提供
給病患的日常諮詢，讓大家擁有更健康而
強壯的身體。

白（HDL）穩定。

賀寶芙營養迷思調查深度觀點

2020年的營養迷思調查，賀寶芙優質營養針對亞太地區5,500名消費者和超過200名健康醫
療人員進行調查。

蛋白質 - 健康和體適能的關鍵營養素

研究顯示，運動過後的肌肉蛋白質轉換最
多。

隨著世界逐漸走出疫情，保持強大而健康
的免疫力變得越來越重要，也就是活躍的

生活方式加上適當的營養。正如O'Donnell1
所說的，促進最佳健康指的是就是幫助人
們改變生活方式，是一門科學也是藝術。
在隔離期間，我們很多朋友都中斷了規律
運動，但我們不再有任何藉口。隨著健身

膳食性蛋白質對於運動員的重要性

運動愛好者重新安排鍛鍊計畫時，必須要有正
確的開始，以關鍵的營養飲食為起點，為運動
提供必要的能量。根據賀寶芙優質營養公司最
近進行的一項「營養迷思調查」顯示，許多亞
太地區的消費者一般而言都缺乏營養相關知

識，並主要依賴醫療保健專業人員（HCPs）

的知識提供。超過65％的受訪者有興趣從醫療
保健專業人員獲得營養資訊，而72％的受訪者
對於這些醫療專業人員提供的資訊具有信心。
因此，對於任何從事運動健身的人，醫療保健
專業人員都需要提供運動營養相關資訊，特別
是關於蛋白質攝取。一般而言，運動會對我們
的身體產生廣泛影響，任何形式的體能活動都
會需要身體結構、代謝、荷爾蒙、神經和分子
的適應，這回增加肌肉所承受的力量2。蛋白

質是肌肉生長和修復所需的關鍵營養。根據美
國運動醫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發表的研究，肌肉量要增加，淨蛋
白質平衡必須是正值，也就是說，肌肉蛋白質
合成要超過肌肉蛋白質的分解。

和體育中心重新開放，我們需要更有紀律
地開始運動。我們當中有些人先前是在路
上做有氧運動，很快地也可以再回去健身
房了。

膳食性蛋白質對運動族群至關重要，有助

對於從事運動的人們而言，攝取高品質的

爾蒙、並促成體內各種代謝活動。根據賀

富含支鏈氨基酸（BCAA）的必需氨基酸。

於細胞和組織的成長及受損修復、合成荷
寶芙優質營養的運動營養師兼教育協調員
Nicolette Leffler（美國註冊營養師）：

「相較於碳水化合物和脂肪，蛋白質更能
促進飽足感或飽腹感。這對於需要長時間
經常性補充能量的運動員來說，是非常有
助益的。」蛋白質也能促進新陳代謝，因
為蛋白質的熱效應比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更
高，可進一步加速體內新陳代謝。如上所
述，蛋白質不僅有助於肌肉修復和生長，
還可以保持肌肉完整並防止肌肉耗損。

蛋白質是一大關鍵，因為蛋白質含有所有

白氨酸是一種支鏈胺基酸，對於阻力和/或
耐力訓練後的肌肉生長和修復非常重要。
高品質的蛋白質存在於動物性食品（例如
家禽瘦肉、牛肉、魚、奶製品、蛋製品和
全蛋）和植物性食品中（例如大豆和豆
腐）。另外也有膳食補充品的選擇。目

前，經過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運
動計畫認證的膳食補充品，通過嚴格測

試，可隨時為頂尖運動員和一般運動員提
供支持，以實現個人化的健身目標。

蛋白質營養補充品

專家表示，攝取優質蛋白質補充品對於健
康和運動表現都會帶來好處。科學證據也
支持該觀點，認為蛋白質補充品可以幫助
長者減緩肌肉流失，或幫助那些需要大量

肌力的運動員，以達到最佳的肌肉表現3。
最常見的補充品形式是蛋白質粉、乳清蛋
白、與植物性蛋白（如大豆或豌豆），這
些都被證明能非常有效地促進肌肉生長和
修復。蛋白質飲品對於運動族群與經常到
處旅行的運動員來說很方便實用，特別適
合在運動後補充，因為運動後往往較難獲
得真正的蛋白質食物。

飲食中添加大豆食品可以增加維生素的攝取，
例如葉酸、維生素K、以及鈣、鎂和鐵等礦物質。
Susan Bowerman (M.S., RD, CSSD, CSOWM, FAND)
賀寶芙優質營養 全球營養教育與訓練的資深總監

要了解蛋白質和蛋白質補充品，最關鍵的知

運動中攝取支鏈胺基酸，有助於限制另一

述，支鏈胺基酸對運動後的肌肉生長和修復

會轉換為血清素的大腦化學物質，在運動

識是了解支鏈胺基酸背後的科學。如前所

扮演重要作用。根據在《牛津營養學期刊》
所發表的研究證實，支鏈胺基酸與其他氨基
酸不同，會在肌肉中分解而不是在肝臟中，
因此支鏈胺基酸是蛋白質合成過程中更容易
獲得的來源，有助於肌肉形成4。根據賀寶

芙優質營養的運動效能和教育總監Dana

Ryan博士暨企管碩士指出，「這些獨特的

氨基酸，也會發出信號來啟動蛋白質合成，
從而活化負責肌肉生長的酶。支鏈胺基酸可
以加速蛋白質合成，並降低肌肉中蛋白質分
解的速度。終究來說就是一個簡單的方程

式：蛋白質合成若大於蛋白質分解，就會生
長肌肉。

種稱為色氨酸的氨基酸進到大腦。色氨酸
時導致疲勞。此外，在《運動營養與生物
化學期刊》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支鏈胺
基酸也有助於體內肝糖的儲存，而肝糖是

肌肉產生能量的首選能量來源5。運動時擁
有可靠的能量來源，可以讓運動族群和運
動員能更長時間且更有力量地運動。支鏈
胺基酸對任何進行肌力訓練或長時間運動
的人都十分有益。

建議的蛋白質攝取

通常建議每天攝入能量的10%到35％應來自蛋白質。而且進行劇烈運動訓練的人，相較於久坐

者，需要在飲食中攝取更多蛋白質（例如，每天每公斤體重1.4-2克）6。一個中等活躍的成年人，
每公斤體重應攝入1.1-1.7克的蛋白質。若進行阻力訓練，則每公斤體重會消耗1.8-1.9克的蛋白

質。Leffler並補充道，「攝取蛋白質的時間對運動員或任何想要養成肌肉的人來說都特別重要。目
標是要在訓練後的30分鐘內攝入至少20克的優質蛋白質。」隨著人們逐步增加日常鍛鍊並開始再
度運動，我們也要鼓勵消費者明智地選擇營養飲食和補充品，繼續增強自身免疫力和身體力量。

參考文獻

1. M. O’Donnell “Definition of Health Promotion: Part II: Levels of Programs”,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Promotion, Sep. 1986
2. G. Bogdanis “Effects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Inactivity on Muscle Fatigue”, Front Physiol., May 2012
3. University of Seville "The Quality of Protein Supplements for Athletes", ScienceDaily, Sep. 2018
4. Y. Shimomura, Y. Yamamoto et al “Nutraceutical Effects of Branched-Chain Amino Acids on Skeletal Muscle”, The Journal of Nutrition, Feb. 2006
5. Seok-Hwan Kim “Effect of BCAA intake during endurance exercises on fatigue substances, muscle damage substances, and energy metabolism
substances”, Journal of Exercise Nutrition and Biochemistry, Nov. 2013
6. R. Kreider, B. Campbell “Protein for Exercise and Recovery”, The Physician and Sportsmedicine, 2009

使命導向的營養: 賀寶芙之家星星計畫（Casa STAR）

自2006年以來，賀寶芙優質營養在馬來西

為因應此一問題，當地的營養專家強調在

非政府團體提供支持。該基金會是由賀寶

均衡飲食，並了解如何據年齡和性別安排

亞透過賀寶芙慈善基金會（HNF）為許多
芙優質營養創辦人馬克·休斯（Mark

Hughes）在1994年所成立的全球非營利基

規律體能運動之上，還需要教育孩子達到
食物份量。

金會。

透過賀寶芙之家營養計畫，賀寶芙慈善基
金會為四個馬來西亞的慈善組織*提供捐

款，並資助了亞太地區13個國家的37個慈
善機構。我們與各界夥伴共同合作，每天

為超過57,000名兒童提供優質營養和營養
教育。

除了每年資助賀寶芙之家的營養夥伴以

外，賀寶芙優質營養在馬來西亞還成功推

動了第一屆賀寶芙之家的星星計畫（Casa

賀寶芙優質營養馬來西亞公司的總經理兼董

子們養成健康飲食習慣與活躍生活型態。

寶芙之家營養計畫的工作人員持續討論，我

STAR），該計劃旨在鼓勵賀寶芙之家的孩

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亞
太地區兒童的肥胖比例正在快速攀

升。2000年至2016年間，五歲以下兒童過
重的人數增加了38％。根據2015年馬來西
亞國家健康和罹病率調查（NHMS），18
歲以下孩童中的肥胖比例達11.8％。

事Steven Chin表示，「透過參訪加上與賀

們了解到灌輸孩子們健康飲食和活躍生活習
慣的重要性。即使孩子們有了概念，也未必
能轉化為行動，更不用說養成習慣。而賀寶

芙之家的星星計畫（Casa STAR）的啟動就
是為了實現這些目標。」

這個計畫從2019年3月開始啟動，共有70名

這個計劃得到賀寶芙營養之家工作人員的

收到一本進展手冊，分成優質營養和活躍生

「這個計劃用費查過有趣的方式鼓勵孩子

兒童參加了為期12週的計劃。每個孩子都
活型態的兩大類。

兩個類別都有特定數量需要完成的活動，孩
子們完成後就可以獲得星星形狀的獎勵貼

紙。這些活動包括喝足夠的水、攝取足夠的
蔬菜和水果、每天運動、並避免垃圾食物和
罐裝飲料。整個計畫提供運動和各種健康食
物，全程鼓勵孩子們完成。計劃結束時，我
們在每個賀寶芙之家舉行頒獎典禮，並由我
們的獨立直銷商帶領大家一起做運動。

諸多正面回饋。

健康飲食與規律運動。即便計劃結束了，
孩子們仍繼續維持著喝足夠水、規律運動
並避免吃垃圾食物的習慣。孩子們自己也

看到改變到‒許多人都更健康、膚色也更健
康美。」合作組織Amitabha慈善孤兒院負
責人Chong Tzer Bin說道。

賀寶芙優質營養計畫將這個計劃推行到亞
太地區其他國家。而馬來西亞的團隊也打
算著，一旦孩子們適應了新的規律生活，

將繼續執行2.0版本的賀寶芙之家星星計畫
（Casa STAR Program 2.0）。

*我們的四個賀寶芙之家營養計畫夥伴：
Good Samaritan Home ( 雪蘭莪州 )、
Amitabha 慈善孤兒院 ( 柔佛州 )、

Pusat Jagaan Kanak-Kanak Yatim/ Miskin Rukaiyah ( 雪蘭莪州 )、
以及Yayasan Chow Kit ( 吉隆坡 )

賀寶芙優質營養的媒體曝光

藥物之上的支持
亞洲醫院與健康管理，2020年8月5日

Kent L. Bradley博士 (M.D., MBA, MPH)
（賀寶芙優質營養 首席健康與營養長）

食物安全與法規的新日常
醫師週報，2020年7月7日

Kent L. Bradley博士 (M.D., MBA, MPH)
（賀寶芙優質營養 首席健康與營養長）
壓力反應：了解並減少壓力對健康的影響
企業鏡報，2020年5月21日
Kent L. Bradley博士 (M.D., MBA, MPH)
（賀寶芙優質營養 首席健康與營養長）
優質營養的全新日常
馬來西亞儲備報，2020年5月14日

Susan Bowerman (M.S., RD, CSSD, CSOWM, FAND)
（賀寶芙優質營養 全球營養教育與訓練的資深總監）

疫情期間，運動員如何維持體適能
Manilastandard.net，2020年5月12日

Dana Ryan (PhD, MBA, M.A.)
（賀寶芙優質營養 運動效能和教育總監）
以營養、運動和互助社群，共度疫情
新報，2020年5月11日

Stephen Conchie
（賀寶芙優質營養 亞太地區資深副總裁暨董事總經理）
糖尿病：新冠肺炎期間難纏的疾病
醫師週報，2020年5月8日

David Heber博士 (M.D., PhD, FACP, FASN)
(賀寶芙營養研究中心主席)
疫情期間，運動有益於心理健康
NuFFoods Spectrum，2020年4月6日

Samantha Clayton (OLY, ISSA-CPT)
（賀寶芙優質營養 全球運動效能與體適能副總裁）

企業亮點

亞太地區榮獲的卓越獎項 （2020年第二季）

韓國

韓國

2020年韓國頂尖大獎（創新
品牌類別），連續三年獲獎。

越南

2020年國家永續經營會議
大獎，連續五年獲獎。

16項產品榮獲越南功能性食品
協會頒發的2020年公共衛生獎
項的金質產品。

2020年第一季賀寶芙優質營養發表的科學研究論文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probe-based qPCR method to prevent
parsley leaf material misidentification.
Fitoterapia.

Quan, Z.; Yang, Z.; Chua, T.; Zhang,
Y.; Babajanian, S.; Chua, T.; Chang,
P.; Swanson, G.; Lu, Z. (2020).

Single-laboratory validation study of a proton NMR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L-arginine, L-citrulline, and taurine contents
in dietary supplements.
Journal of AOAC International.

Lee, I.; Vo, J.; Gao, Q.; Purohit,
P.; Zarraga, V.; Babajanian, S.;
Chang, P.; Swanson, G. (2020).

A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 to evaluate the
medium-term effects of oat fibers on human health: the Beta-glucan
Effects on Lipid profile, glycemia and inTestinal Health (BELT) study.
Nutrients.

Cicero, A.F.G.; Fogacci, F.; Veronesi,
M.; Strocchi, E.; Grandi, E.; Rizzoli, E.;
Poli, A.; Marangoni, F.; Borghi, C. (2020).

Development of validation of a UPLC-DAD method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ourmarin, trans-cinnamic acid, trans-cinnamaldehyde,
and eugenol in encapsulated cinnamon flavoring powder.
Journal of AOAC International.

Cao, C.; Liu, W.; Babajanian,
S.; Zhang, Y;, Chang,
P.; Swanson, G. (2020).

2020年第二季
全球銷售淨額

$1.3億
億

2020

第二季營收

$284億

2020年第二季
亞太地區
銷售淨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