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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少 民 眾 圖 方 便，隨 手 用 飲 料 配

服藥品，這可能會與藥品發生交互作用，

進而影響藥品吸收，甚至產生副作用，

對此，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邀

請社區藥局郭建宏藥師與民眾分享臨床

上常見的例子。

咖啡、牛奶、茶、葡萄柚汁，別再拿來
配藥！

【牛奶】牛奶中的鈣會與四環素類抗生

素（Tetracyclines）、喹諾酮類抗生素（

Quinolones）結合，減少其吸收，導致

藥效降低。此外，牛奶也會影響甲狀腺

素藥品及治療骨質疏鬆的雙磷酸鹽類藥

品吸收。對此，郭藥師建議，服藥的前

後兩小時內，勿飲用牛奶與含牛奶飲料

，以免鈣與藥品結合而降低藥效。

【咖啡】咖啡因會刺激中樞神經系統、

促進腎上腺素分泌，造成興奮及心跳加

速，這些作用會使某些藥品如含麻黃素

類感冒藥的作用加成、或降低鎮靜安眠

藥的效果。此外，咖啡因會減少某些藥

品代謝，造成血中藥品濃度增加，進而增

加副作用，例如精神科用藥Clozapine。

【茶】茶飲含咖啡因，因此也會影響藥效

。此外，茶中的茶鹼成分，若與氣喘治

療藥併用，會使藥品作用加成，增加副

作用發生率。

【葡萄柚汁】葡萄柚汁中含有抑制肝臟代

謝酵素的呋喃香豆素（Furanocoumarin）

，此成分會使經由此種酵素代謝的藥品

血中濃度增加，增加不良反應的發生率，

例如降血壓藥品、Statin類之降血脂藥品

、抗心律不整藥（Amiodarone）、免疫

抑制劑。因葡萄柚汁與許多藥品都可能

產生交互作用，食藥署建議民眾，於用

藥期間應避免飲用葡萄柚汁，或先行詢

問醫師、藥師，以免產生不良反應。

四種飲料配藥吃，小心副作用風險大增1

最後，食藥署叮嚀：藥品應以常溫

水吞服，果汁、茶類、咖啡、牛奶等都

不適合配服藥品，且服用藥品與喝飲料

要間隔２小時以上，才能將藥品與食品

交互作用的發生率降至最低。

下一期，食藥署將會介紹其他食品

與藥品之間的交互作用影響，請持續關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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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用藥是什麼?肉品中如果有殘留

動物用藥，吃下去會對身體造成影響嗎?

這些民眾常見的疑問，食藥署將一一告

訴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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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肉族注意！認識食品
中的動物用藥殘留檢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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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障消費者安全，國內訂有殘留容許

量標準，只要不超過此標準限量，就不

會有健康危害。

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檢測，必須經

過檢體均質、萃取、淨化及儀器分析等

步驟。首先，用均質機將動物組織檢體

均質，接著用有機溶劑將檢體中待檢測

的目標藥品萃取出，再利用固相萃取法

或淨化粉劑等進行淨化處理去除其他干

擾物質，最後再以儀器做檢測分析。
   

食藥署為維護國人健康，針對食品

中動物用藥殘留檢測已建置相關檢驗方

法，相關資訊可於官網上查詢（食藥署首

頁>業務專區>研究檢驗>公告檢驗方法

或建議檢驗方法）。此外，食藥署仍持續

開發及優化檢驗方法，以增加檢驗項目

及簡化檢驗流程，確保民眾食用安全。

有人說喝果蔬汁比較健康，加上外

食族無法有效補充蔬菜和水果，許多人

期望能藉由包裝果蔬汁攝取所需營養，

不過事實真的如此嗎？讓食藥署告訴您

選擇時要注意什麼：

⑴ 果蔬汁含量：

果蔬汁含量多寡會影響口感、價位

及營養成分等，挑選時應注意果蔬汁含

量，而食藥署對於市售果蔬汁的包裝飲

料標示有以下規定：

①未含果蔬汁者：應於產品外包裝正面

顯著處標示「無果（蔬）汁」或等同意義

字樣；若產品品名含果蔬名稱者，並應

於品名中標示「口味」、「風味」或等同

意義字樣。

②果蔬汁總含量未達百分之十者：除內

容物名稱外，不得標示果蔬汁或等同意

義字樣，並應於外包裝正面處顯著標示

「果（蔬）汁含量未達百分之十」或等同

意義字樣，或直接標示原汁含有率。

③果蔬汁總含量達百分之十以上者：

應於外包裝正面顯著標示原汁含有率，

如由二種以上果蔬汁混合而成，且品名

標示為果蔬汁者，尚須符合下列規定：

★品名揭露全部果蔬名稱，其名稱應依

含量多寡由高至低依序標示。

★品名未揭露全部果蔬名稱，應於品名或

外包裝正面處顯著標示「綜合果（蔬）汁」

、「混合果（蔬）汁」或等同意義字樣。

⑵ 保存期限：

果蔬汁產品的保存期限與加工流

程有關，經較高溫度及較長時間的熱殺

菌，可去除較多微生物及酵素，延長保

存時間，但也會使色澤、營養及風味部

分被破壞或流失。近來出現冷殺菌產

品，訴求無熱破壞，可保留原始色澤、

營養成分及風味，惟價位偏高，且多需

冷藏貯存。

包裝果蔬汁怎麼喝才對
食藥署教您如何選擇3

⑶ 成分及營養標示：

部分市售果蔬汁產品，會添加蔗糖

或果糖，攝取過多會使血糖上升、導致

體脂肪形成，產生肥胖問題。故挑選時

，應先看內容物及營養成分，才能喝得

無負擔。

⑷ 貯藏溫度：

有些果蔬汁產品只能以冷藏貯藏，

開封後要儘快飲用完，才能避免微生物

滋生、產品腐敗變質引起食物中毒或腹

瀉等情況。 

⑸ 過敏原警語：

芒果及其製品為果蔬汁常見的過敏

原，消費者如對其過敏，挑選時要特別

留意，以免發生過敏症狀。

食藥署提醒：有些產品的果蔬汁含

量低、糖分含量高，不僅營養成分含量

少，喝多了反而對身體產生負擔。因此，

選購時可參考上述幾點建議，才能讓您

喝得更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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