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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好的公衛政策救了很多人！但

是，某些公衛政策的制定是非理性且科學證

據不足的！身為科學人的醫師，天天依照

「公衛政策」及「治療指引」的話來衛教病

人，但是這些話背後的科學證據足夠嗎？如

果你想知道一下有科學證據但完全不同的看

法，麻煩你看一下我寫的這篇文章！

鹽巴吃太「少」，小心「心血管疾

病」上身，而且還會「短命」！

是的，請不用揉眼睛，你沒有看錯標

題：「鹽巴吃太少，會增加心血管疾病發生

的機率，也增加死亡率（任何原因）！」

本來這篇文章的材料已經準備好了，但

是我最近工作太忙 （推託之詞），所以就

丟著不動。幾天前我從「家樂福線上購物」

買的「安佳草飼有鹽奶油一百克裝」（註

一）送到醫院，被我們護士長看到，她冷冷

的丟下一句：「你竟然買有鹽的奶油！」，

然後就飄走了，讓我愣在那裡，啞口無言。

氣不過，把資料整理一下，登出來讓大家

你還在叫病人少吃鹽嗎？

壢新醫院影像醫學科主任 郭葉璘醫師

評評理！唉，真是「八風吹不動，一屁打過

江！」

全世界的公衛組織都大肆倡導要「少

吃鹽」，越少越好，但是科學證據在

哪裡？

其實「少吃鹽」的公衛建議在學術界一

直是爭議不斷的話題，只是民眾不知道而

已。許多著名媒體的醫療專欄一直發出反對

的聲浪，如時代雜誌、華盛頓郵報、科學美

國人雜誌及富比士雜誌都刊出專家寫的質疑

文章。（註二）最好的總結應該是富比士雜

誌在 2015年一月份刊出的這句話：「事實

上，從來沒有一個品質好的臨床試驗或甚至

流行病學研究提出證據顯示減少鈉（食鹽）

的攝取對大眾有好處！」（註三）簡單來

說，少鹽對身體有好處的科學證據不足。反

倒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食鹽攝取研究，明

確顯示食鹽吃太少，會增加心血管疾病罹病

率及死亡率！

2016年5月20日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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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Master University）及漢密爾頓健康科

學中心（Hamilton Health Sciences）發表在

國際知名醫學期刊「刺胳針」（Lancet）的

一項觀察性研究報告指出，鹽攝取量過低

者，也就是平均每天少於7.5公克鹽(相當於3

公克的鈉)，會增加心血管疾病及和死亡（任

何原因）的機率，有高血壓的人增加 34% 

的風險，沒有高血壓的人增加 26% 的風

險。這邊的心血管疾病包括冠心症、中風及

心臟衰竭。（註四，附全文參考資料）

這個研究是有史以來研究鹽分攝取量及

心血管疾病發生率/死亡率相關性最大規模的

科學研究，受試者有十三萬三千人，橫跨了

四十九個國家，將近一半人有高血壓，另一

半沒有高血壓，平均追蹤4.2年。它是利用檢

測尿液中的鈉含量來評測每個人每天的鹽分

攝取量，這個方法已經被證實可以準確估算

鹽分的攝取量。（註五）實驗最後得到的結

果是驚人的：

1. 對沒有高血壓的人來說，每天攝取 10-22.5公克的食鹽（4-9公克

鈉，註六）的人，有最低的心血管疾病罹病率及死亡率。（圖一L型曲

線）而且從曲線來看，即使攝取更多的鹽巴也不太會增加風險。反之，

如果遵照公衛組織的建議減少鹽份攝取（註七），如台灣衛福部（鹽6

公克/鈉2.4公克）、世界衛生組織 WHO（鹽5公克/鈉2公克）或美國心

臟學會 AHA（鹽3.75公克/鈉1.5公克），罹病風險竟然增加兩成（衛福

部）至四成（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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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有高血壓的人來說，每天攝取10-15公克的食鹽 （4-6公克鈉）

有最低的心血管疾病罹病率及死亡率。（圖二U型曲線）如果遵照台灣

衛福部（鹽6公克/鈉2.4公克）、世界衛生組織 WHO（鹽5公克/鈉2公

克）或美國心臟學會 AHA（鹽3.75公克/鈉1.5公克）的建議減少鹽的攝

取，罹病風險竟然增加三成（衛福部）至接近五成（AHA)。

依圖一來看，沒有高血壓的人每天吃到

三十公克食鹽都沒有增加太多風險。從圖二

看來，有高血壓的人吃太少或太多鹽巴都不

好，建議保持在每天攝取 10-15公克的區間

裡。不管有沒有高血壓，每天攝取的鹽巴都

不要少於十公克，不然風險就開始增加了！

可是衛福部的建議是少於六公克鹽巴，其他

國際組織則更不用說了！

這個科學研究是不是故意譁眾取寵的偏

頗研究呢？其實本篇文章一開頭就列出七個

世代研究 (Cohort Study)及一篇收錄了23個

流行病學研究的統合分析（Meta-analysis)的

文章（註七），篇篇都顯示出如圖二的U型

曲線。也就是說，許多重要研究都顯示鹽吃

太少跟吃太多都很危險，可惜全世界的公衛

政策只一味的叫民眾少吃鹽巴，簡直是置普

羅大眾於險地。

最後，基於這個最大規模的科學研究

還是一個「流行病學研究」，證據力仍不

夠，需要一個好的、扎實的隨機控制實驗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RCT)來做定奪，

我們衷心期盼這樣的實驗結果快點來到。可

惜短期內大概看不到這樣的實驗，因為這樣

的實驗耗資太大，估計至少需有 28000個

受試者，持續追蹤五年，才可能看到結果。

（註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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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四月的華盛頓郵報刊出一篇文章

討論有關食鹽科學研究的紛紛擾擾，它用一

張圖片整理了多年來的矛盾，可以讓大家做

一個參考。可惜圖片是英文的！（圖三）(註

九）

事實上，每個人的體質、生活及工作都

會影響食鹽的攝取及流失。在以勞力階層為

主要客層的自助餐店，因為顧客的工作性質

及環境，有大量鹽巴從汗水流失，所以食物

需要多加鹽巴，才能滿足顧客的需求。若是

天天坐辦公桌、待在冷氣房的人，就會覺得

同樣的食物太鹹，難以下嚥！

這篇文章只是希望大家瞭解，多年的

「減鹽」公衛建議並不符合現有最佳的科學

研究結果，請用你的智慧來決定你要吃多少

鹽巴！在還沒有更好的科學證據前，個人的

建議是拋開已被長期「洗腦」的社會共識、

媒體傳播及周遭人的意見，依照你身體的感

覺來決定要吃多少鹽巴。

ps: 「刺胳針」的這篇超大型研究文章

發表後，當然受到美國心臟學會的大肆攻

擊。不過富比士雜誌 2015年的這篇文章標

題已經點出問題所在，標題是：「食鹽的科

學研究及美國心臟學會的雙重標準」！（註

十）因為美國心臟學會振振有詞提出的證據

是少吃食鹽會「降低血壓」的隨機控制實

驗，並非少吃食鹽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罹

病率」或「死亡率」的隨機控制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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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陣營就譏諷說，譬如「放血療法」也可以降低血壓，但不代表長期的放血就對身體

有好處！因為食鹽是人體絕對必須的礦物元素，它的作用不會僅僅在血壓上面。相信兩派

陣營還會繼續鬥爭下去，但是大眾所聽到的，卻是一面倒的「減鹽就是健康」的所謂「真

理」。

pps: 有點擔心衛福部會不會吊銷我的醫師執照或把我當「匪諜」處理？只希望他們真的

去讀一下我引用的文獻，然後才來說我的不是！

原文刊登在我的臉書上：

https : / /www.facebook .com/permal ink .php?story_fbid=299920107125578&

id=207123796405210

註一：「安佳草飼有鹽奶油一百克裝」，我不是美食主義者，所以用便宜又較易取得的安佳

草飼奶油來泡我的防彈咖啡。但是去賣場買奶油時常常缺貨，且四百五十四克的大包

裝也很難定量。泡防彈咖啡時，把細長條的一百克奶油切成四等份，每份就是二十五

克。如果五等份就是二十克，依此類推，所以我喜歡用一百克裝。家樂福線上購物網

只要購滿八百元就免冷凍運費，省錢又省事。購買網址： https://online.carrefour.com.

tw/1503000600101

註二：時代雜誌：http://healthland.time.com/2011/07/12/salt-how-bad-is-it-really/

華盛頓郵報：https: / /www.washingtonpost .com/news/wonk/wp/2015/04/06/

more-scientists-doubt-salt-is-as-bad-for-you-as-the-government-says/?utm_

term=.44191b402416

科學美國人雜誌：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its-time-to-end-the-war-on-

salt/

富比士雜誌：https://www.forbes.com/sites/larryhusten/2015/01/23/salt-science-and-the-

american-heart-associations-double-standard/#431a0fd9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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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三：出自https://www.forbes.com/sites/larryhusten/2015/01/23/salt-science-and-the-american-

heart-associations-double-standard/#431a0fd97200　「In fact, there is NO evidence 

from good clinical trials or even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showing that lowering sodium 

intake in a large population is beneficial.」

註四：http://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16)30467-6/abstract

全文在此：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6WuEteFhbfHWEg0bUJrYm96eFE/

view?usp=sharing

註五：CDC salt intake urine biomarker　https://www.cdc.gov/salt/pdfs/sodium_reduction_

biomarkers.pdf

註六：鈉的重量乘以 2.5 就是食鹽的重量，食鹽的重量乘以0.4 就是鈉的重量

註七：依據衛生福利部建議，成人每日鈉總攝取量不宜超過 2.4公克（即鹽6公克）；世界

衛生組織WHO: 鈉 Sodium <= 2公克  (鹽 5 公克）；美國心臟協會AHA: 鈉 Sodium 

<= 1.5公克 (鹽 3.75 公克）；國內及世界公衛組織的食鹽攝取建議量的網頁：中華

民國衛福部：https://health99.hpa.gov.tw/media/public/pdf/21596.pdf　世界衛生組

織WHO：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393/en/　美國心臟學會AHA： 

https://sodiumbreakup.heart.org/how_much_sodium_should_i_eat?utm_source=SRI&utm_

medium=HeartOrg&utm_term=Website&utm_content=SodiumAndSalt&utm_

campaign=SodiumBreakup

註八：世代研究Cohort Study：

1. Thomas MC, Moran J, Forsblom C, et al.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ietary sodium 

intake, ESRD, and all-cause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type 1 diabetes. Diabetes Care 

2011; 34: 861–66.

2. Ekinci EI, Clarke S, Thomas MC, et al. Dietary salt intake and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Diabetes Care 2011; 34: 703–09.

3. Stolarz-Skrzypek K, Kuznetsova T, Thijs L, et al. Fatal and nonfatal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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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idence of hypertension, and blood pressure changes in relation to urinary sodium 

excretion. JAMA 2011; 305: 1777–85. 

4. O'Donnell MJ, Yusuf S, Mente A, et al. Urinary sodium and potassium excretion and 

risk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 JAMA 2011; 306: 2229–38.

5. Pfister R, Michels G, Sharp SJ, Luben R, Wareham NJ, Khaw KT. Estimated urinary 

sodium excretion and risk of heart failure in men and women in the EPIC-Norfolk 

study. Eur J Heart Fail 2014; 16: 394–402.

6. Saulnier PJ, Gand E, Hadjadj S; SURDIAGENE Study Group. Sodium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N Engl J Med 2014; 371: 2135–36. 

7. O'Donnell M, Mente A, Rangarajan S, et al; PURE Investigators. Urinary sodium and 

potassium excretion,mortality, and cardiovascular events. N Engl J Med 2014; 371: 

612–23.

＊＊＊ 統合分析 Meta-analysis：Graudal N, Jürgens G, Baslund B, Alderman MH. 

Compared with usual sodium intake, low- and excessive-sodium diets a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mortality: a meta-analysis. Am J Hypertens 2014;27: 

1129–37.

註九：美國心臟學會用以支持低鹽論點的科學研究，同樣是流行病學研究，追蹤兩千多名

受試者（2275人）十至十五年得到鹽攝取越低越好的結論。（我介紹的這篇是十三

萬三千人，追蹤 4.2年，高下立辨.....）全文在此：https://www.ncbi.nlm.nih.gov/pmc/

articles/PMC4181831/

註十：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nk/wp/2015/04/06/how-to-know-when-diet-

advice-is-worth-it/?utm_term=.9c8b3f4bee6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