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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味精？如何被發現？

科
學研究發現，人類的味覺除了原本發現的酸、甜、

苦、鹹等四種基本味覺外，尚有第五種基本味覺存

在，那就是「旨味」，或有人稱之為「鮮味」，國際上公認

的名稱叫「Umami」〈源自日文〉。

眾多鮮味物質中以味精 ( 學名麩胺酸鈉 ) 最具代表性

，該物質的鮮味早就為人類所熟知且加以利用。味精的發

現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東方烹調技術，當時的人們使用曬乾

的海帶來作提升湯美鮮味的材料，或由海帶中抽出而成調

味料，此種調味料能使被調味的食物呈現出濃郁的鮮味。

西元 1866 年德國人 Ritthausen 博士，首先自麵筋分

解液中發現麩胺酸鹽的存在。西元 1908 年，日本東京大

學的池田 (Ikeda) 教授分析海帶中的成分，發現海帶中含

有多量的麩胺酸鈉，而且麩胺酸鈉也正是賦與食物鮮味的

由來。1909 年，日本商人 Suzuki 先生和池田教授合作，

開始生產麩胺酸鈉的結晶產品，供應市場。

味精的發現，帶給飲食調味的極大方便，使得人們隨

時隨地都能享受到美味的食物，即使是清淡的青菜豆腐湯

，只要加上一點點味精，即能出現甘旨味，帶給人們味覺

上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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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精是食物中的天然胺基酸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食物中有五大基本營養素－醣類

、蛋白質、脂肪、礦物質和維生素。其中，蛋白質是營養

上的重要物質，廣泛存在於各類食物中，特別是動物來源

中含量特別豐富。蛋白質基本上是由二十種胺基酸結合而

成，在人體的消化道中，食物中的蛋白質就會被消化成個

別的胺基酸，經胃部和小腸吸收後，由血液運送至身體各

部位，供合成人體組織的蛋白質或再被代謝轉為其他的營

養成分，並提供部份身體所需能量。

在食物蛋白質中，麩胺酸所佔的比例遠高於其他種類

胺基酸 ( 表一 )，可見其對生物體的重要性。當麩胺酸與

其它胺基酸共同結合成蛋白質時，因其隱藏於蛋白質分子

中，故無法刺激味蕾而顯現出鮮味，一旦其由蛋白質釋放

出來而成為游離麩胺酸，而且與食鹽中的鈉離子共同存在

時，則會表現出特別的鮮味出來。這就是池田教授於 100

年前的重大發現，也是為什麼現在的味精要做成麩胺酸鈉

結晶的緣故。

那些食物中含有天然的味精

如前所述，麩胺酸必須是在游離的狀態下才會具有鮮

味，因此，雖然所有含蛋白質的食物中都含有多量的麩胺

酸，但並不一定會呈現出鮮味來，要明顯表現出味精的鮮

味，必須是食物中含有多量的游離麩胺酸才行。（表二）

列出一些日常食物中所含天然游離麩胺酸的量，可比較一

下是否與食用時的鮮味感覺有直接的關係。

表二

食物中天然游離麩胺酸的含量

食物種類 

蕃茄                           

洋菇                

甜玉米              

雞肉                

魚肉                

牛肉                

天然游離麩胺酸的含量

(公克/100公克) 

0.140

0.140

0.130

0.044

0.140

0.033

表一

食物蛋白質中麩胺酸所佔的百分比

食物種類

羊奶保久乳(原味)

乳酪

鮮奶(全脂)

優酪乳(原味)

乾海帶

黑芝麻

黑豆

米

牛腱

石斑魚

豬(梅花肉)

土雞(棒棒腿)

土雞蛋

黑棗

麩胺酸在蛋白質

中所佔的百分比

34.2%

22.2%

20.7%

20.7%

20.7%

20.1%

19.2%

18.2%

16.2%

15.8%

15.8%

15.0%

12.6%

8.1%

資料出處：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資

訊網-台灣區營養資料庫2003

Institute of Food Technologists' 

Expert Panel on Food Safety and 

Nutrition. Monosodium Glutamate. 

Food Technology 1987,41,14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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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精的生產製造

從天然的食物材料中取得味精

味
精是食物中的天然成分之一，因此，從天然的食物

材料中自然可以取得味精。最早的味精製造方法就

是從天然的食物材料中抽取，例如，將海帶以熱水煮過，

取其湯液濃縮後即可得到含有味精的濃縮液或調味粉。但

因天然材料所含游離麩胺酸的量不多，且天然食物直接用

於烹調煮食更為恰當，因此，這種抽取味精的方法不適合

大量工業化生產。

麵筋是早期用為商業化生產味精的原料

早期最常被使用的蛋白質原料是麵筋，因為麵筋的來

源豐富，且含有高達 20%-25% 的麩胺酸，最適合做為製

造味精的原料。

麵筋即是麵粉中的蛋白質。將小麥去皮磨粉後即成麵

粉，麵粉依其蛋白質含量的高低又分成高筋麵粉、中筋麵

粉和低筋麵粉。取蛋白質含量高的高筋麵粉加水捏成麵團

，再加水揉洗，則其中的小麥澱粉隨水洗出，收集烘乾成

為澱粉產品，可供製造糕餅、點心等食品；而留下來具有

彈性的麵筋，即可做為製造味精的原料。茲以早期味精工

廠以小麥麵筋加水分解製造味精的過程為例，讓大家瞭解

早期生產味精之不易。

此種方法除了可得到高純度的味精外，也產生很多的

其它胺基酸水解液，後者可添加於醬油或調味液中以加強

其鮮味。

 味精(1公斤)

小麥麵粉(20公斤)

其它胺基酸水解液

結晶分離

胺基酸液

加酸水解

乾麵筋(3.5公斤)小麥澱粉(10公斤)

中和、精製

麩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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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精的功能和營養價值

味精在飲食方面的效果

1. 改善食物的風味

味精廣泛地用在食物的調味上，使食物

產生平滑、濃厚和濃郁的味道。可以添加到

肉類、魚、家禽、蔬菜和海產等菜餚。在許

多國家中味精被用來作為桌上的調味料，例

如中歐以味精作為一般沙拉調味料的基本組

成。 

科學界已經研究並瞭解味精付予食品特殊的風味，並把這種味道稱為“鮮味”。

鮮味是人類口腔中在甜味、鹹味、酸味和苦味外的第五種味覺。味精雖然單獨吃的

時候並不特別被接受，但確能使各種食品呈現出更佳的美味。

2. 湯中的效果

如同鹽一樣，味精能使食品變得更可口，但並非它本身特別味美。假如你把味

精溶在水中，它不會有令人心動的風味。然而，當把它加到湯中的時候，它改善了

許多方面，包括風味、口感和平滑感。在一個研究中顯示，一群美國的年輕人認為

雞湯中添加少量的味精比沒有加的更為濃厚、美味且更有肉味。　

3. 食品加工的效果 

從 1950 年代開始，研究者已著手研究添加鮮味到食品中的效果。通常都能促進

肉類、魚和蔬菜的風味，但是穀類、牛奶製品和甜點則否。味精也用來添加到預備

和加工食品，例如冷凍食品、香辛料混合物、罐頭和乾燥湯料、調味醬、沙拉醬和

肉製品 ( 如香腸和火腿 )。

4. 使用量的自限性 

味精的風味是有其自限性的，使用在食品的味精量通常是食品的 0.1% 到 0.8%

的範圍內，這與傳統菜餚中自然含有的麩胺酸鈉的量相當。這個意思是指味精的最

適用量是有一定範圍的，添加太多對食物的味道沒有幫助。事實上，添加太多味精

會導致不良的味道。這裡有兩張圖，顯示在麩胺酸鈉在清湯中的最適量是 0.3%，在

油炸米食中的最適量是 0.37%：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Glutamate Information Service

清湯中的麩胺酸鈉

喜 

愛 

度

4

3

2

1

0

-1

-2

-3

-4
0.1         0.3          0.9          2.7          8.1

麩胺酸鈉百分比

油炸米食中的麩胺酸鈉

喜 

愛 

度

4

3

2

1

0

-1

-2

-3

-4
0.09             0.37              1.5               6.0

麩胺酸鈉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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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精和鹽的用量一樣是自我限制的，不會為了調味效果而被人為的無限制添加。

這裡的兩張圖顯示鹽在清湯中和在炒蛋中與麩胺酸鈉所得的結果相同。

清湯中的鹽

喜 

愛 

度

4

3

2

1

0

-1

-2

-3

-4
0.25         0.5          1            2            4

鹽百分比

炒蛋中的鹽

喜 

愛 

度

4

3

2

1

0

-1

-2

-3

-4
0.09         0.5           1            2            4

鹽百分比

味精對人體功效的新發現

最近關於味精的科學研究，已不再著眼於安全性的議題，而是進一步探討味精

在人體代謝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在身體機能上的功用。

1. 生物科學的研究顯示，味精中的麩胺酸是生物體內胺基酸和碳水化合物代謝的重

要橋樑。美國農業部所屬兒童營養研究中心的 Burrin 教授，更進一步的以實際科學

試驗証明，麩胺酸原為一種非必需胺基酸，但進入動物體內後，會被代謝轉化為脯

胺酸、精胺酸和丙胺酸等體內所需重要胺基酸，因此，麩胺酸也被稱為「非必需的

必需胺基酸」。

2. 鮮味的減鹽效果

我們當中的許多人攝取超過我們身體需要的高鹽或高脂的食品。科學研究指出

高脂和高鹽的飲食與健康的危害有關，例如冠狀心臟疾病、糖尿病和高血壓。營養

學家建議我們減少這些成分的攝取，食品製造業者因而推出許多低脂和低鈉的食品

因應。

然而，維持低鹽和低脂却會讓食品的味道難以被接受，因為移除脂肪或鹽會使

得食品降低對味覺的刺激性，變得較不吸引人。味精在這裡會發揮功用，雖然麩胺

酸鈉本身不鹹，但是添加少量的麩胺酸鈉到低鈉產品中，可以使它嚐起來有好的味

道。麩胺酸鈉中的鈉含量只有食鹽含鈉量的三分之一，而且使用量低得多。研究顯

示添加小量的麩胺酸鈉到低鈉食品中會使食品更容易被人接受。

這個研究評估，人們對於含不同鹽濃度的清湯添加或不添加麩胺酸鈉的反應。

圖中的水平虛線以下表示，研究中的參與者覺得湯不好喝。沒有添加味精的湯，鹽

濃度要達到 0.75% 才會覺得好喝。然而有添加味精的湯，鹽濃度只要 0.4% 就能顯得

美味。

3.『老年食品』味覺感官性質的加強 

當我們變得越來越老，大部分人會漸漸喪失味覺和嗅覺。研究顯示大概從 60 歲

喜 

愛 

度

High

0.4         0.5          0.6          0.7         0.8          0.9

鹽濃度(％)

Low

添加0.38％麩胺酸鈉

添加0％麩胺酸鈉

資料來源：Source : Yamaguchi. S, and 

Takahashi. C, (1984). J. Food Sci. 49(1) 

82 : 85.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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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味覺和嗅覺能力漸漸下降，到 70 歲後變得更為嚴重。結果，老年人的飲食選

擇有了改變，這些改變有時會導致較差的飲食品質，例如不自覺的攝取過多高鹽和

高脂食物；或是不適當的食物攝取，導致營養失調而使體重下降。

使用麩胺酸鈉加強食品的風味可以改善食品的可口性和接受性，補償年齡較大

的人味覺感官的損失。因為麩胺酸鈉能促進食慾並讓食物變得更有滋味，因而可改

善老年人的飲食品質和營養狀態。

美國杜克大學醫學院 Schiffman 教授的研究證實，食物中添加味精可以增加正常

老人和患病老人的攝食量，也提高了唾液的分泌量和身體免疫力。(1)

4. 麩胺酸鈉提供腸壁細胞的能量

動物的腸道負責食物的消化和營養分的吸收，因此腸壁細胞擁有很高的新陳代

謝速率，但以往對腸道細胞本身代謝所需的能源並不清楚。以小豬進行實驗發現，

由飼料中攝取的麩胺酸鈉，有 95% 會在小腸黏膜細胞就被利用掉，其中 50% 被代謝

產生能量來源，其餘的被用來合成別種胺基酸和身體成分。從營養的觀點來說，大

部分飲食中的麩胺酸鈉會在腸內被快速的代謝成能量的來源，同時合成身體的成分，

維持許多必要的生理功能。

美國 Reeds 博士的最新研究發現，飲食中的麩胺酸進入消化道時，提供消化道表

面細胞代謝所需的大部分能量，也提供其合成其它必需胺基酸所需的材料，故飲食

中的麩胺酸對消化道細胞非常重要。(2)

5. 促進唾液和胃液以及消化酵素的分泌，增強人體免疫功能和對病菌的抵抗力。

最新的研究報告更指出，麩胺基鹽除可增加口腔唾液的分泌，更可促進胃液〈

gastric juice〉和消化系統酵素〈digestive enzyme，例如 pepsinogen〉的分泌，增加人體對

細菌和過濾性病毒的抵抗力。以及對 H-pyroli 螺旋桿菌所誘發的胃潰瘍的抵抗力。(3)

6. 麩胺酸有降低血壓的效果。

2009 年 7 月份，美國心臟協會所發行的科學期刊中，Stamler 醫生和 Brown 博士

等人，發表了他們的最新研究報告，首次證實，植物性蛋白質所含 5 種胺基酸，包

括麩胺酸、胱胺酸、絲胺酸、脯胺酸和苯丙胺酸，尤其是麩胺酸具有降低血壓的功能。

這些研究報告大大的改變一般人對味精的看法，也使得科學家改變研究的態度，

而能從正面的角度來思考味精這一種廣泛被使用的調味料，到底對人體有哪些重要

性，而這可能是二十一世紀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4)

備註：

『味精』的學名是『麩胺酸鈉』，

但在文章整理過程常造成用語上的

困擾。本篇文章中，在與食品相關

的敘述中使用『味精』這個通俗用

語，其它場合則使用『麩胺酸鈉』

這個學術用語。

資料來源：

國際麩胺酸資訊服務協會

International Glutamate Information 

Service (IGIS)

中文網頁：http://web.my8d.net/

tmgma/new_page_13.htm

英文網頁：http://www.glutamate.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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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eds PJ, Burrin DG, Stoll B, Jahoor F. Intestinal glutamate metabolism. J. Nutr 2000, 130: 978S-82S.

Reeds PJ, Burrin DG, Stoll B, et al. Enteral glutamate is the preferential source for mucosal glutathione synthesis in fed 

piglets. Am J. Physiol 1997, 273: E408-15.

(3) Hiroaki Zai, Motoyasu Kusano, Hiroko Hosaka, Yasuyuki Shimoyama, Atsuto Nagoshi, Masaki Maeda, Osamu Kawamura, 

and Masatomo Mori. Am J Clin Nutr , 2009;89:1–5. USA.

Raisa Khropycheva1, Hisayuki Uneyama2, Kunio Torii2, and Vasiliy Zolotarev. J. Med. Invest. 2009, 56 : 218-223,  

Japan.

(4) Jeremiah Stamler, Ian J. Brown, Martha L. Daviglus, Queenie Chan, Hugo Kesteloot, Hirotsugu Ueshima, Liancheng Zhao, 

Paul Elliott and for the INTERMAP Research, Circulation, 2009,120; 221-228,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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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認識味精安全性之爭議及評估

如
前所述，早在 100 多年前，德國的 Ritthausen 博士和日本的池田教授，即已

發現味精的主要成分麩胺酸鹽廣泛存在於人類的各種食物中。池田教授更於

1909 年開始販售麩胺酸鈉做為調味聖品。1958 年，美國的食品藥物管理局將味精列

入和鹽、胡椒、醋和烘培粉等同級的最安全食品添加物〈GRAS 等級〉。1960 年，日

本政府正式批准味精做為食品添加物並記載於食品衛生法裡面。

1968 年 4 月，美國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刊登了一篇美國華裔 Kwok 醫生的短文，

敘述吃了中國料理後所引起的一些身體不舒服的症狀，包括心跳加快，頸部僵硬和

臉部痙攣等。此等症狀持續了 10 分多鐘。這是中國餐廳症候群〈Chinese Restaurant 

Syndrome，或簡稱 CRS〉的由來。也因為這篇短文引發了一連串味精安全性的爭論。

從 1960 年代末期一直到 1990 年代的 30 年間，各種有關味精安全性的研究報

告，不斷出籠。當中，有很多正面的報告，也有不少負面的報告。在此同時，各國

政府衛生機構也開始重視此問題並進行味精安全性的評估工作。其中最積極的當屬

美國的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簡稱 U.S. FDA〉，他們以很嚴

謹的態度從科學上的觀點來加以檢視，他們所獲致的結論是味精對人體是安全的，

因此，一直將味精列為最安全的食品添加物等級，即 GRAS。

除美國 FDA 外，其他國家政府和聯合國機構也先後對味精的安全性做了評估，

包括聯合國的 Joint FAO / WHO Expert Committee on Food Additives 〈JECFA〉〈這是

聯合國所屬糧農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的聯合專家食品添加物委員會〉，以及歐盟所屬

的 SCF〈Scientific Committee on Foods〉〈食品科學委員會〉。JECFA 於 1970，1973

和 1987 做了三次的評估，最後結論是食用味精對成人和嬰兒是安全的，而 EC-SCF

在評估後，也持同樣的結論。其他科學機構如美國的醫學會〈AMA〉以及美國的食

品科學協會〈IFT〉，也都支持味精對人體是安全的論調。台灣的衛生署也發表過意見

，認定味精的安全性。

不過在國外，有些消費者組織和團體，在少數有心人士的操作下，曾經興風作浪

，宣導味精是有害人體的，與此同時，一些沒有科學根據的謠言，也以訛傳訛，迅

速傳播開來，不少食品公司和餐廳，為獲取商業利益，也乘虛而入，大肆宣傳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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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和餐廳絕不含味精，以誤導大眾。事實上，味精的成份已存於很多天然動植

物中，即使不另外添加味精，食物中也已含有味精。有些公司還因此而被衛生機關

處罰。其中一個例子是香港一家很有規模的調味品公司「淘大食品」〈目前已被日本

味之素公司併購〉，他們過去曾經大做廣告，宣稱他們產品絕不含味精，但後來被香

港衛生主管機關抽查發現，他們產品中實際上含有味精成分而被送上法院罰款。原

來他們的產品在加工過程中，蛋白質原料會自動被分解而產生麩胺酸，即味精成分。

1992 年，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為平息外界對其味精安全性所做的評估的質疑，

特別對外宣佈，將提供研究經費給有可信度的第三者科學機構，再次對味精的安全

性全面做總檢討和評估，並給予 3 年的時間，他們後來將此工作給予「美國實驗生

物協會聯合會」來執行此項繁雜的科學家評估工作。1995 年報告出爐，再次証明，

在正常情形下，味精對人體是安全的，但對全世界人口來說，確實有少部分人對味

精有過敏性，就如同很多人對蝦、牛乳，甚至花生等也會有過敏性一樣。這份報告

公佈後，質疑味精安全性的聲音已越來越小。

1995 年，『實驗生物學美國學會聯盟』

在對 FDA 的報告指出，經過對麩胺酸鈉科

學文獻廣泛的回顧後結論，在洋菇起司和

蕃茄中自然存在的游離態麩胺酸鈉和來自

外部添加、水解蛋白質和醬油中的人工游

離態麩胺酸鈉沒有差別。這個報告推斷麩

胺酸鈉對一般的人都是安全的。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Glutamate information  Service

成熟中的蕃茄麩胺酸鈉含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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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第五基本味覺

日
本的池田教授在 100 年前，發現日本人喜愛吃的昆布食物，有一種很獨特的

風味，很好吃，但不同於其他食物的味道，他取名為「Umami」。

一直到 1987 年，日本的 Yamaguchi 博士，以科學方法，第一次証明 Umami 味

道的獨特性和獨立性，它不同於過去所被公認的四種基本味覺即酸、甜、苦和鹹。

歷經幾位日本和美國科學家，包括 Kumazawa，Kurihara，Ninomiya，Funakoshi 以及

Bayliss 和 Rolls 等學者的研究結果，都支持 Umami 味道的獨特性。

2000 年美國邁阿密大學的 Chaudhari 教授和 Roper 教授，首次証明人類的舌頭味

覺細胞中，存在有對麩胺酸〈味精〉的味覺接受器〈receptor〉，再經 Nelson 博士和

李博士等人所發表研究報告的佐證。自此，人類的舌頭存在有第五個基本味覺的論

點，已被科學界所接受。包括在營養醫學界以及日本、歐美等國家的烹飪界，以及

媒體界的食品專家，也都了解並接受新的論點。

而屬於 Umami 味覺的成分，到目前為止，

已被確認的基本上有二大類，第一類是胺基酸

鹽類，包括麩胺酸鈉〈即味精〉和天門冬胺酸

鹽，第二類是核苷酸鹽類，包括肌苷酸鹽和鳥

苷酸鹽。目前市面上所販賣的高鮮味精即屬於

核甘酸和味精的混合體，因為二種 Umami 成分

的混合體有加強風味的效果。

從以上說明可以看出來，味精所呈現的風

味是屬於人類舌頭可以感覺出來的第五種基本

味覺，也是很天然的一種基本味覺。

Basic Taste

基本味覺

Sweetness 甜

Sourness 酸

Saltiness 鹹

Bitterness 苦

Umami 旨

Threshold (%)

閾值-最低感受值

0.5

0.012

0.2

0.00005

0.03

Stimulus 刺激品

Sucrose 蔗糖

Acetic acid 醋酸 

Sodium chloride 食鹽 (氯化鈉)

Quinine 單寧

Monosodium glutamate (MSG)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Glutamate informatio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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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問題和回答

1. 什麼是味精？

味精是麩胺酸的鈉鹽，而麩胺酸是普遍存在於所有蛋白質的一種胺基酸。

2. 味精是如何製造的？

味精的生產是經由一種醱酵過程，和啤酒、醋、醬油以及優酪乳的醱酵過程類似，

使用原料主要是甘蔗糖蜜、甜菜糖蜜或樹薯粉和穀類澱粉等天然植物來源。

3. 人體對添加之味精的代謝以及對自然存在於食物中之麩胺酸鹽的代謝有否不同？

答案是沒有不同，完全一樣。麩胺酸鹽進入人體後，主要在腸道被代謝，以產生

部份身體所需能量，在代謝過程中，人體不會區分麩胺酸鹽的來源，例如，是來

自蕃茄中的麩胺酸或來自味精的麩胺酸。很多研究報告顯示，來自食物中的麩胺

酸或來自味精中的麩胺酸對消化系統的正常功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4. 添加更多的味精是否會讓食物更好吃？

基本上，味精的味覺和鹽的味覺一樣，都是有自我限制的特性。主要加適當量的

味精即可達到好的風味效果，再加更多的味精沒有任何好處。

5. 添加味精是否會讓食品加工廠商取代用品質差的原料來達到高品質的效果？

答案是不會。味精的主要功能是在加強原有好品質食品的風味。

6. 添加食物的味精數量，是否遠大於已存在於食物中的麩胺酸鹽數量？

為加強食物的風味，添加入食物中的味精量，只佔我們每天所攝取食物中的麩胺

酸鹽量的一小部份而已。一般來說，每人每天平均攝取的麩胺酸鹽數量約為 10-20

公克，而添加入食物之麩胺酸鹽的平均攝取量約為每天 0.5-1.5 公克。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Glutamate information  Service

7. 添加味精對人體是否安全？

答案是肯定的，在歐美和亞洲地區超過 40 年的研究，累積不勝其數的科學研究報

告，皆顯示味精的使用，不管是在食品加工上或家庭和餐館烹飪上，對人體是安

全的。

各國使用許可：

● FAO/WHO 聯合食品添加劑專家委員會 (JECFA) 結論：每日容許攝取量 (ADI) 無

具體規定。

1950 年代早期，由於全球各國加工食品數量的增加，聯合國糧食組織 (FAO) 與

世界衛生組織 (WHO) 成立了一個新的委員會「FAO/WHO 聯合食品添加劑專門委

員會 (JECFA)」來評估食品添加劑的安全性。

經過四次安全性的評估之後，FAO/WHO 聯合食品添加劑專門委員會 (JECFA) 將

味精 ( 麩胺酸鈉 ) 歸類在最安全的「每日容許攝取量 (ADI) 無具體指定」等級中。

●歐盟結論：每日容許攝取量 (ADI) 無具體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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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歐盟的食物科學委員會 (Scientific Committee for Food) 肯定了味精 (

麩氨酸鈉 ) 的安全性。根據大量的科學證據與資料，並考慮到大部份麩氨酸鈉都

是透過正常飲食型態 所攝取，委員會認定，味精 ( 麩氨酸鈉 ) 每日容許量 (ADI)

的設定是非必要的。

●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 (USFDA)：再度肯定味精 ( 麩胺酸鈉 ) 的安全性。

在美國， 由食品暨藥物管理局 (USFDA) 所資助的美國實驗生物學學會聯合會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ocieties for Experimentai Biology , FASEB)，再度肯定味

精 ( 麩胺酸鈉 ) 作為大眾使用食品原料的安全性，並指出，味精 ( 麩胺酸鈉 ) 對

一般大眾身體健康有害的科學實證並不存在。

8. 對嬰兒來說，味精是否也安全？

答案也是肯定的。很多科學研究報告皆顯

示嬰兒對味精的代謝和成人一樣。事實上，

母乳中所含麩胺酸鹽的含量遠高於牛乳中

的含量。

相關文獻：

S. Yamaguchi & K. Ninomiya (2000) J. Nutr., 130, 921S-926S. 

J. A. Mennella et al. (1995) Chemical Senses, 20, 208-209.

9. 除了增加食物風味的好處，味精對人體有否其他益處？

最近幾年由歐美和日本所發表的很多科學報告顯示，事實上，味精除了可增加食

物的風味和可口性，它對人體還有一些很重要的功能，包括促進唾液和胃液的分

泌以及消化系統酵素的分泌，提升人體對細菌和濾過性病毒的免疫力。最新的研

究報告更指出，麩胺酸有降低血壓的功能〈美國心臟協會的科學期刊，2009 年 7

月份的一篇研究報告〉。

Free Glutamate in Mother's Milk

母奶中游離態麩胺酸鈉

Humans 人

Chimpanzees 黑猩猩

Rhesus monkeys 恆河猴 

Cows 牛

Sheep 羊

Mice 老鼠

Mg/100 Grams

21.6

38.9

4.6

1.9

1.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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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EB發佈有關味精(MSG)之報告 1995/08/31

FASEB 已提交給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 (FDA) 一份最新的報告，是有關該局所資

助對食品成分味精 (MSG) 和其它游離麩胺酸鹽之安全性的檢討報告。

以下的資料可以用來回答相關的問題：

這份報告再次肯定味精的安全性。對一般人而言，食用正常量的味精是安全的，

且無任何證據顯示味精和任何嚴重的、或慢性的疾病有任何關聯。除了再次肯定味

精對一般人的安全性外，這份最新的報告也發現，有證據顯示某些人當一次食用多

量的味精或其它游離麩胺酸鹽時 ( 大約是一次食用 3 公克或更多 )，可能會引發短暫

的身體反應，這種反應在這篇報告中稱之為「味精症候群」，但並未有任何證據顯示

攝取少量味精會引起味精症候群。

這份報告亦關心到少數患有嚴重氣喘的人，可能會因攝取麩胺酸鹽而引發身體

的反應，這關心是根據少數對嚴重氣喘者的臨床研究，他們之中某些人在接觸味精

後引發長達 6 到 12 小時的支氣管痙攣。除了這些發現外，FASEB 的報告中建議對

麩胺酸鹽相關的特別議題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例如味精對氣喘者可能引發的反應。

經由對 FASEB 報告的初步檢討，當局認為這份報告提供了要求麩胺酸鹽標示的科學

依據。FDA 將提議，凡是含有多量游離麩胺酸鹽的食品應在標籤上註明其含有麩胺

酸鹽，這樣將可以讓消費者區別僅含微量游離麩胺鹽的食品和那些含有多量游離麩

胺酸鹽且可能引發人體反應的食品。

味精為麩胺酸鹽的一種，而麩胺酸鹽是麩胺酸所衍生的鹽類，而麩胺酸卻是構

成蛋白質的主要成分。當結合於蛋白質上的麩胺酸於蛋白質分子水解時釋放出來，

就會變成「游離的麩胺酸鹽」。游離的麩胺酸鹽可以加強食品的味道，同時也是關於

麩胺酸鹽眾多爭論中的主角。而於一些食品中也發現含有相當多量天然的游離麩胺

酸鹽，這些食品包括成熟的蕃茄及乳酪。

味精和其他來源的游離麩胺酸鹽已被廣泛當作食品增味劑使用。由於味精早在

1958 年食品添加物修正案成立前已被普遍使用，根據其安全性歷史，FDA 將其認定

為普遍認為安全的食品 (GRAS)。1960 年代末期開始有報告發表，報導攝取味精與身

體不適反應如頭痛、心悸和胃腸不適等之關聯性。特別是一些如清湯之類含有多量

容易被吸收的麩胺酸鹽的料理，會引發身體反應。自這些初期報告之後，當局接到

許多不適反應的傳聞，傳聞這些反應與食用的加工中含有相當少量的味精或其他麩

胺酸鹽有關。

為了回應這些報導，以及作為對 1958 年以前被視為 GRAS 等級食品通盤檢討的

部分工作，由 FDA 資助對味精、其它麩胺酸鹽及經水解的蛋白質，作一次徹底的安

全性檢討。1978 年及 1980 年對味精及相關物質的兩次研究結果推斷，對一般大眾

而言，在正常的使用量下味精是安全無虞的。在 1980 年審查中也注意到，在缺少

其他研究數據的情形下，並無法判斷是否提高味精的攝取量會對人體有不良的影響。

並且，在 1970 年代末期到 1980 年代間，對麩胺酸鹽於神經系統所扮演角色的相關

16



研究又引發味精安全性的疑慮。

為了澄清這些爭論不休的疑慮，FDA 於 1992 年 9 月與具有權威性的獨立科學組

織 FASEB 簽約，再一次檢討所有可以取得的有關味精及其相關物質安全性的科學實

驗數據。最後，FASEB 召開了兩天的公開會議，召集了對此一議題的所有科學文獻

進行徹底檢討的專家進行小組討論。FASEB 的報告是目前對味精安全性既有資訊最

完整的檢討，同時也提供了味精安全性的最新評估結果。

現在，有添加味精的食品必須在其成分標示上註明。加工食品也有可能添加含

有多量游離麩胺酸鹽的原料，如水解後酵母、醬油及一些調味料，這些成分與食品

中的其他成分一樣都必須在產品成分標示上註明原料名稱。

1993 年，FDA 提議要求那些含有多量麩胺酸鹽的蛋白質水解物在食品成分標示

時於原料名稱後註明「含有麩胺酸鹽」。將來，FDA 將會有一個新的提議以替代 1993

年的原有提議。

譯者補充說明：

1. 此份資料是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簡稱 FDA) 於 1995

年 8 月 31 日所發佈的書面講稿，是 FDA 的出版單位所印行，以引導 FDA 的官員

在對公眾所關切的問題上，可以有一致的與正確的回答。書面講稿的內容會因資

訊的增加而有所修正，且不刻意對外發行，但所有講稿上的資訊都是公開的，可

應外界的要求而提供全文。

2.FASEB 的全名是 The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ocieties for Experimental Biology，意

思是美國實驗生物學學會聯盟。

3. 文中所提「味精症候群」即為早期聽聞的「中國餐館症候群」，近來因中國餐館業

者的抗議，FDA 似乎有意作此更名。

4. 文中所提一次攝取 3 公克或更多的味精會引發少數人的身體不適反應，是指在空

腹時一次喝下含有 3 公克或以上味精的開水或清湯的情況。特別是體內缺乏維生

素 B6 的消費者特別容易有此反應，因為在體內的胺基酸代謝上，維生素 B6 是麩

胺酸轉變為其他胺基酸的生物反應中一種極為重要的酵素輔助因子。

5. 味精引發嚴重氣喘的支氣管痙攣，是指某些嚴重的氣喘患者由鼻孔吸入味精粉末

時的不適反應，氣喘患者由飲食中攝取多量味精是否會引起類似的反應，仍有待

進一步的實驗證實。

6. 早期的味精安全性評估雖然未發現新生嬰兒攝取味精會有任何不良的影響，但當

時認為一歲以下的幼兒對味精尚無味覺，故建議嬰幼兒食品中無添加味精的必要

。但最近的研究顯示，新生嬰兒已具有發展良好的味覺，同時也喜歡味精的鮮味，

故於食物中添加適量的味精對嬰幼的食慾也有促進作用。

7. 基本上，這篇 FASEB 的報告對味精安全性的爭議是有正面的澄清作用，但 FASEB

也建議對一些不甚肯定的事實，能有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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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EB ISSUES FINAL REPORT ON MSG

The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ocieties for Experimental Biology (FASEB) has 

presented to FDA the final report on its FDA sponsored review of the safety of the food 

ingredients monosodium glutamate(MSG) and other free glutamates.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may be used to answer question:

The report reaffirms the safety of MSG at normally consumed levels for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nd found no evidence linking MSG to any serious, long-term medical 

problems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Besides reaffirming MSG’s safety for the general population, however, this latest 

report also finds that there is evidence to suggest certain people may develop short-

term reactins—what the report terms “MSG Symptom Complex”—when they consume 

large doses (approximately 3 grams or more per meal) of MSG or other free glutamates. 

No evidence was found linking the MSG Symptom Complex to the consumption of low 

levels of glutamate.

The report also expressed concern about the effects that glutamate consumption may 

have on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with severe astma. This concern is based on limited 

clinical studies of severe asthmatics some of whom experienced bronchospasm up to 6 

to 12 hours after being exposed to MSG.

In addition to these findings, the FASEB report recommends that additional research 

be conducted on some specific issucs related to glutamates, such as their possible 

effects on asthmatics.

Brad Stone

(202)205-4144

 Bachorik  

(301)44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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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a preliminary review of the FASRB report, the agency believes that the 

report provides the basis it requirc glutamatc labeling. FDA will propose that foods 

containing significant amounts of free glutamate declare glutamate as an ingredient on 

the label. This would allow consumer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foods with insignificant 

free glutamate levels and those that might contribute to a reaction.

MSG is one of several types of glutamates—substance derived from glutam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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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jor building block for proteins. When glutamate which has been bound in a protein 

is released during the breakdown of the protein molecule, it becomes “free glutamate.” 

Free glutamates provide flavor enhance nent to foods, and are the focus of much of the 

concern about glutama.es. Naturally occurring free glutamates are found in relatively high 

levels in some foods, including ripe tomatoes and parmesan cheese.

MSG and other source of free glutamates have been widcly used as flavor enhacers. 

Because of MSG’s history of safe, common use in foods prior to the Food Additive 

Amendments of 1958, FDA has considered it to be 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GRAS).

In the late 1960s, published reports started to appear linking consumotion of MSG 

to adverse reactions such as headaches, perceived heart palpitations and gastrointestinal 

discomfort. In particular, some dishes, such as elear soups that contained high levels of 

MSG in a readily absorbable form, produced reactions.

Since those initial reports, the agency has received anecdotal reports of adverse 

reactions supposedly associated with the consumption of relatively small amounts of 

MSG or other glutamates found in processed foods.

In response to these reports, and as part of its general review of pre-1958 GRAS 

food ingredients, FDA sponsored extensive reviews on the safety of MSG other free 

glutamates and hydrolyzed proteins. Both a 1978 and a 1980 study on MSG and related 

substances concluded that MSG is safe for the general public at common use levels. 

The 1980 review, however, did note that it was not possible to determine, without 

additional data, whether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glutamate consumption would cause 

adverse effects. Additionally, during the late 1970s and throughout the 80s, research on 

the role of glutamate in the nervous system raised questions about its safety.

In order to address these lingering questions, FDA contracted with FASEB, a leading 

independent scientific organization, in September 1992 to review all available scientific 

data bearing on the safety of MSG and related substances. FASEB has held a two day 

public meeting and convened an expert panel that thoroughly reviewed all the available 

scientific literature on this issue. The FASEB report i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existing information on glutamate safety, and it provides a new safety assessment of 

these substances.

Currently, foods containing added MSG must declare it as an ingredient on their 

labels. Processed foods may also contain other ingredicnts that contain significant 

levels of free glutamate, such as autolyzed yeast, soy sauce and some flavorings. These 

ingredients, like any other ingredients, are declared on the label by their names.

In 1993, FDA proposed to require those protein hydrolysates that contain substantial 

amounts of glutamate to include the phrase “(contains glutamate)” in the ingredient’s 

name on food labels. A new proposal will supersede the 1993 pro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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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再錯怪味精了！ 

文．謝曉雲 

2004/06 康健雜誌 67 期

很多講究養生的現代人害怕吃味精，

它真的有害健康嗎？ 

你
家炒菜、煮湯時放味精嗎？不少重視健康的人會說「不」。有些人到麵攤吃碗

陽春麵，不忘交代老闆：「不要放味精。」

提到味精，一般都和負面形容詞連在一起──吃過含味精的料理後，會口渴、

味覺麻痺、頭痛、頸部僵硬，甚至網路上還傳言吃味精會致癌。

但這些說法可信嗎？味精是不是一點都不能用？

味精的成分其實無害人體

如果你了解味精的成分，就不必擔心它會損害健康。以往製造味精，是從海藻、

植物濃縮萃取而得，而現在多半利用澱粉、蔗糖或甜菜糖等醱酵製成。而味精裡主

要的成分是「麩胺酸鈉」，麩胺酸是一種胺基酸，鈉則是一種電解質，兩者都是人體

中本來就有的成分，由此看來，味精中並沒有含對人體有害的成分，成大附設醫院

營養部主任彭巧珍解釋。

味精造成「中國餐館症候群」？

雖說味精的成分對人體無害，但有些人似乎天生對味精特別敏感，吃了會出現

頭痛、噁心、後頸部變緊、腹痛及氣喘症狀加重等不適問題，西方還把這種情況稱

為「中國餐館症候群」（Chinese Restaurant Syndrome），認為是中菜裡加了大量味精

惹的禍。但事實上，國外曾針對味精做過研究，發現味精和「中國餐館症候群」的

發生並無絕對關聯，並推論，出現不適症狀的人可能是對其他食物，例如豆類、小

麥等過敏引起的，不能

完全歸咎味精。但有些

氣喘患者吃了味精後會

加重過敏反應，目前並

不清楚其中的反應機制，

只能建議這些人儘量小

心，避免吃到味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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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鈉含量不低

有人吃了加味精的菜，就覺得異常口渴，主要原因是味精裡也含有鈉，大約為

鹽的三分之一。如果你是外食族或者常吃加工食品，都會吃進大量的鹽和味精，兩

者裡面的鈉相加起來，會使血液中的鈉離子濃度迅速上升，自然讓人感覺吃完後口

乾舌燥，拚命想灌水。

因此，一些需要限制鈉離子攝取量的人，如心血管疾病、高血壓、腎臟病患者，

不只要少吃鹽，也要少吃味精。

高鮮味精比較好？看準大家害怕味精而不敢使用，市面上於是出現許多和味精

用途相似，也是用來增鮮提味的調味品，如高鮮味精、雞精粉、柴魚素等，這些和

味精有什麼差別？

不同於味精的是，它們主要成分為核甘酸，也是一種人體中本來就有的成分，只

是呈現出來的鮮味比麩胺酸更高，所以廠商強調用量可以比味精更少，台北醫學大

學保健營養學系副教授陳俊榮解釋。至於用「核甘酸」為主成分的調味品是不是比

較好？擁有 20 年經歷的國賓飯店行政主廚鄭衍基認為，只要用量適當，不超量，其

實用一般味精就可以，並不一定需要用這些強調用量能更少的調味品。而且，這一

類調味品裡，其實也添加了一部份的味精。

如果消費者想選用這些調味品，他也建議，烹調魚、海鮮料理，或想搭配魚類

風味的菜色，可以加以魚類為主要原料的調味品，而烹調肉類時，可以選用雞精粉，

這樣菜餚燒出來的風味比較一致。

使用味精有妙方

鄭衍基說，添加味精的時機不對，或加太多，都會直接破壞食物原有的風味。

所以使用味精有幾個大方向要掌握：

◆烹調完成再放味精

烹調過程中，先讓食物的原味充分發揮，等食物熟了，再加調味料，而不要一邊煮

，一邊放調味料。如炒蔬菜時，要等菜變色全熟，在起鍋之前，才加鹽及味精，再

稍微翻炒幾下即可。

◆原味鮮明的食物不加味精

「原味夠的時候，何需提味？」任何調味料都是紅花一旁的綠葉，不應該搶了食物

本身的風采，尤其料理原本風味很鮮明的食物，如肉類、魚蝦貝類等料理，調味愈

少愈好，鄭衍基認為。

而富含纖維的食物，例如蔬菜，一般原味較為清淡，料理時如果加一點鹽和味精，

可以提高菜餚的鮮甜度。

◆醃料、涼拌菜裡不放味精

因為一放了味精，它容易包覆在食物表面，阻礙其他的調味滲透到食物裡面，所以

吃起來，只有味精呈現的單一、呆板的味道，鄭衍基解釋。

◆味精只適合和鹽一起配用

任何以酸、甜調味為主的菜餚裡都不宜放味精，味道會顯得不搭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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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味精就足以提味

其實一般烹調時，只需要很少量的味精，就能達到提味效果。鄭衍基舉例，炒

一盤 4 人份青菜，大約只要 1/2 小匙，而炒一些含水量比較少的根莖類蔬菜時，用量

要更少，大約 1/4 小匙就夠了。如果你用的是雞精塊（雞粉）、柴魚素、高鮮味精等

調味品，鮮度又比味精高，所以用量可以更少。

但面對餐館大量使用味精，而你又無法控制，該怎麼辦？建議你請老闆完全不

加味精，或至少減半使用，可以避免吃完出現口渴、味覺麻痺或其他不舒服情況。

聰明飲食不需遠離味精，而應該注意用得適時、適量，就能放心享受它帶來的方便

和美味。

其他的資訊可參考下列兩個網站：

www.glutamate.org

www.msgfac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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