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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菜可能阻礙鐵吸收？
研究指出缺乏鐵質的人其實不該把菠菜當作最佳食物
編譯組／綜合報導
很多人都以為菠菜補血，因為菠菜含有豐
富的鐵質，最適合貧血的人食用。
但其實真相是：菠菜所含的鐵質並不比其
他綠葉蔬菜如青花菜或球芽甘藍高。一杯
生菠菜含0.81毫克鐵質，而等量的青花菜含
0.66毫克、羽衣甘藍（kale）含0.24毫克，一
杯球芽甘藍則含1.2毫克鐵質，比生菠菜更
高。
而且證據顯示，菠菜可能會抑制鐵的吸
收。
學者雷克德（Ole Bjørn Rekdal）研究為什
麼人們傳說菠菜有補血效果，他的結論是：
「缺乏鐵質的人其實不該把菠菜當作最佳食
物。」
雷克德指出，菠菜含豐富鐵質的傳說其實
是源自誤解：早在1870年，德國藥劑師馮．
伍夫（Erich von Wolf ）就開始研究菠菜的

營養價值，他在筆記裡記錄菠菜的鐵質含量
時，不小心把小數點點錯位置，3.5毫克寫
成35毫克，一下子增加了十倍。
大力水手卜派迷奧申柯（Michael
Aushenker）在2014年寫道，到1930年代，漫
畫和卡通人物卜派大受歡迎，美國菠菜的銷
量也大幅成長。農民說卜派使美國菠菜銷量
增加了33%，挽救了菠菜產業。迄今艾倫蔬
菜罐頭（Allens Vegetables）依舊用卜派的圖
案作菠菜罐頭的包裝。
儘管研究人員在1937年發現了菠菜鐵質含
量的錯誤，想作更正，但卜派吃菠菜補充體
力的印象已深植人心，再加上漫畫和卡通傳
播，大家都以為菠菜含鐵質和紅肉差不多。
即使到現在，許多醫師都還是要貧血的病人
多吃菠菜。
最後在1981年，皇家維多利亞醫院
（Royal Victoria Hospital）的血液學者韓
布林（Terry Hamblin）才在英國醫學期刊

（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公布了這個
錯誤，記錄了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
不過雷克德雖想找出最先的錯誤筆
記，卻遍尋不獲。他說：「小數點
錯誤的故事並沒有證據，但這個說
法也可能像菠菜含鐵質的傳說一
樣，四處傳播。」
學者的結論是，總而言之，多吃
綠色葉菜，它們都能補充營養，只
是不要指望像卜派那樣的神力。如
果要補充鐵質，
還 有 其 他 選
擇：紅肉、海
鮮、豆 類、
葡萄乾或杏
乾 等 乾 果、
添加鐵質的
麵 包、麵 食
類、穀類。

菠菜含豐富鐵
質的神話經大力
水手卜派卡通推
波助瀾。（網路
圖片）

搶救心臟病 無人機勝過救護車
編譯組／綜合報導
瑞典斯德哥爾摩卡洛琳醫學院（Karolinska
Institute）醫護人員近期研製出，能夠向病
患實施電擊去顫的黃色無人機，最初測試表
明，使用無人機救人勝過救護車。
美國心臟協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估算，2016年全美有超過35萬人在醫院以外
發生心搏驟停，其中僅有12%的人撐的時間
足夠長，能夠到醫院接受治療並出院，無人
機若用於搶救心臟病人，有可能真的改變上

載著AED（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機器的無人機，以時速47哩的速度飛至心
臟病突發地點，比救護車更快抵達現場。
（洛杉磯時報）

維持足夠的鈣攝入量對我們骨骼和心血
管健康至關重要。然而，過多的鈣，特別
是服用鈣等補充劑，可能是有害的，並且
與前列腺癌，腎結石和心臟病發作風險有
關，特別是在停經後的婦女。天然含鈣食
物是最好的補鈣來源，其次才是考慮服
用鈣片等補充劑。以下資訊來自Consumer
Lab的報導:
Q：每天吃多少鈣片算太多?
A：一般成人日需1000亳克鈣質，年過
50歲的女性則需1200毫克，請注意以上鈣
量來自食物和服用鈣補充劑的總和。我們
最好能從食物中獲取所需，如果可以從食
物中獲取大部分的鈣量，那麼你只需服用
少量的鈣補充劑。一般建議補充鈣片不應
一次超過500毫克且每天不宜超過1000毫
克。
Q：鈣片須和鎂(magnesium)元素一起服

補鈣的智慧
用效果較佳？
A：不是，其實正好相反，你最好在不
同的時間服用它們，因為當一起服用將會
產生彼此相互競爭被吸收的現象。
Q：我有胃灼熱(heartburn)的毛病，有
可能從常吃Tums中得到太多的鈣嗎？
A：因Tums抗酸劑本身含有鈣的成份，
所以服食Tums會增加你每日的鈣攝入量。
如果每天服用數片，就很容易超過推薦的
每日鈣攝入量。由於每天從食物以外的其
他來源獲得多量(超過1,000毫克)的鈣存有
某些風險，因此須考慮所服用Tums片劑的
次數以及它們的含鈣總量是非常重要的。

Q：喝添加(fortified)鈣的橙汁也算一
種補鈣的方式嗎？
A：是的，1杯8盎司加鈣的橙汁約含350
亳克鈣質，它差不多是1杯牛奶的含鈣
量。但通常並不建議每天喝太多的果汁，
最好以1杯為限，因就算是純果汁，其本
身也含高糖成份。
如果讀者已在服用鈣片，請務必估計已
經從日常膳食中獲有多少鈣？還有再包括
其他來源，如一些非處方抗酸劑等。記得
你僅須補充所推薦的每日攝入量即可，切
勿過猶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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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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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療法 可緩解哮喘症狀

述情況。
上述無人機約重12.5磅，安裝有八個旋轉
葉片，時速達47哩，控制員輸入飛行目的地
和飛行線路，無人機會藉助衛星定位系統，
自動駕駛軟體和高清攝像頭飛到指定地點，
機身顏色可強烈反光，加上飛機上的LED燈
發出光芒，即使在夜晚也可幫助人們輕易發
現這些無人機 。
研究人員此前利用從地理信息系統獲取的
數據，估測出在無人機上安裝自動體外心臟
電擊去顫器是否具有優勢，數據模型顯示，
93%的情況下，無人機比救護車提前抵達病
患所在地，平均為病患節省19分鐘時間。從
2006年至2014年，他們已從距離斯德哥爾摩
以北45分鐘路程的一個消防局向18個地點派
出無人機，那裡出現心搏驟停的病患都在醫
院之外。
與預測結果相符，所有這些無人機都比救
護車更快抵達。用於派出和啟動無人機的
時間，加上無人機飛行時間，最短耗時1分
鐘15秒，最長為11分鐘51秒，而救護車用了
5分鐘至38分鐘才趕到這18個地點。派出無
人機到抵達病患所在地耗時中位數為5分鐘
21秒，救護車耗時中位數為22分鐘，無人機
節省時間中位數為16分鐘39秒。研究人員表
示，節省16分鐘時間對於臨床救治而言，有
可能十分重要。
研究人員說，這些無人機飛行測試都在良
好天氣狀況下展開，加上路況或許已有所改
善，使用無人機的優勢可能沒有最初顯現的
那樣大，不過測試結果仍鼓勵他們繼續開展
試驗，以確定把無人機納入緊急醫療服務系
統是否可行。

過敏科醫師徐安琳指出，標靶型的藥物對於
中、重度哮喘患者，等於帶來新的希望。
（記者李榮∕攝影）

過敏科醫師徐安琳：使用抗過敏藥Xolair 副作用小 效果好
記者李榮／山景城報導
哮喘（Asthma）常見的症狀包括喘不過
氣、咳嗽、呼吸困難、胸悶等，嚴重者影響
生活甚巨，非常惱人；除了過去傳統型的療
法，近來也出現標靶型的免疫療法，主要針
對中度到重度的哮喘患者，可以大幅緩解哮
喘帶來的不適，療效通常很令人滿意。
過敏科醫師徐安琳介紹，過去幾年來多個
標靶療法的藥陸續上市，通常是針對過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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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強烈的病人所給予的治療方式。例如，
血液檢查後發現體內免疫球蛋白E（IgE）
高到一定程度的病人，可以使用抗過敏藥
Xolair；患者每兩周或是每月以打針治療一
次，副作用很小，效果非常好。
過敏原進入人體時，會與表面的IgE結
合，產生過敏症狀。過去也有不少「antiIgE」的藥物研究，但療效不佳，甚至還加
重症狀，主要原因是之前的「anti-IgE」藥
物，雖然中和了IgE，卻也與一些IgE結合，
造成過敏反應；理想的藥，必須要可以減少
血液中的可以作用的IgE，又能不與受器上
的IgE結合，才不會造成過敏。
她解釋，Xolair的原理是形成一種合成的
抗體，「粘著」IgE，等於減少能夠作用的
IGE的量。而這個藥除了治療哮喘，也意外
發現可以治療慢性尋麻疹，效果同樣令人滿
意。Xolair用來治療哮喘已有十多年，這兩
年開始則也用於治療慢性尋麻疹；有一些尋

麻疹病人過去一天得吃四、五種的藥物，但
還是不停的發癢，無法抑制，患部又癢又紅
非常難受，但用了標靶藥物後，特別有效，
大幅舒緩。
另外有一批病人，無論是脫敏針、甚至
X ol a i r 都 沒 有 顯 著 的 效 果 。 現 在 另 外 還 有
Cinqair、Nucala兩種新藥，原理也類似，療
效同樣令人滿
意。Xolair、
N u c a l a 、
醫生小檔案
Cinqair等幾種
徐安琳（Anlin Xu）出生於上海
生物免疫標靶
過敏科 匹茲堡大學醫學院畢業
治療的藥物，
耶魯大學內科住院醫師
對於中度及重
舊金山加大與史丹福過敏科住院醫師
度的哮喘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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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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