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生素D的補充
王心瑜 程思偉
一、前言
維生素D，最為人熟知的功能是協助

占有一定的角色，使得維生素D成為目前

調節體內鈣離子平衡與幫助鈣離子的吸

最受矚目的明星營養素。美國醫學研究

收，避免骨質疏鬆。然而，近年來，多

院(Institute of Medicine，IOM)更在2010

項研究指出維生素D的濃度在癌症、心血

年11月上修維生素D的飲食建議量：70歲

管疾病、骨折、免疫疾病、流感、第二

以下，每人每天應攝取150 mcg；71歲以

型糖尿病與憂鬱症的改善與預防上，

上則是200 m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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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藥理學
維生素D是一種脂溶性維生素，屬於

維生素D在體內必須在肝、腎先經過

類固醇化合物。90％的維生素D可透過皮

進一步的活化，產生的活性物質才具有

膚照射太陽時接收UV-B紫外線自然產生。

活性作用。維生素D的活性代謝物包含數

個人的膚色、年齡、曝曬陽光的時間與

種 ： Cholecalciferol (vitamin D3) 、

地區都有可能影響身體合成維生素D的量。

Calcidiol

維生素D最首要的功能就是可以維持體內

Calcitriol (1,25-dihydroxyvitamin D3) 、

鈣、磷離子的平衡與促進骨骼的生長與

Ergocalciferol (vitamin D2) 。最主要的為

重建。它可以調節骨骼、腸道、肌肉與

維生素D2和維生素D3，兩者合稱為鈣化

腦部等器官的功能，另外還包含免疫與

醇。維生素D2和維生素D3結構不同之處

心血管系統，並且在細胞循環中還佔有

在於其側鏈，維生素D2的C-22和C-23之

重要的一角。

間是雙鍵，而且在C-24上多了一個甲基

(25-hydroxyvitamin

D3)

、

(CH3)。

三、血中濃度
正 常 維 生 素 D 的 濃 度 為 30-73 ng

ng/mL甚至可以到達100 ng/mL。然而須

/mL(不同實驗室有差異)。[1] 大部分專家

注意的是濃度到達88 ng/mL以上，就可

皆同意要維持身體健康，30-40 ng /mL是

能產生副作用或是毒性反應[2]：噁心、

合理的濃度。部分學者認為若要減低癌

嘔吐、頭痛與疲倦。過量的維生素D也會

症或心血管疾病發生率，應該介於50-70

增加血中鈣離子濃度，造成急性的毒性
反應。

1

四、疾病預防
 癌症

病患心肌梗塞發生率為血清25(OH)D濃度

骨骼肌、腦部、攝護腺、乳房、大

>30 ng /mL病患的兩倍。[6] 另一篇持續追

腸、免疫細胞都有維生素D的受體。維生

蹤 4 年 的 研 究 中 ， 血 清 25(OH)D 濃 度 <15

素D可以抑制細胞增生、增加細胞分化、

ng/mL病患被診斷出高血壓的比率為血清

抑制新血管增生並且具有抗發炎的效果。

25(OH)D濃度>30 ng/mL病患的三倍。[7] 雖

目前有許多學者針對血清中25(OH)D濃度

然維生素D在預防心血管疾病的腳色還未

與癌症發生率的關聯性做研究。其中研究

確立，但根據根據多篇研究結果，維生素

結果證據力最強的為血清25(OH)D濃度與

D的濃度與預防心血管疾病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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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腸直腸癌發生率之相關性。血清
25(OH)D濃度低於20 ng /mL時，大腸直腸

 骨折與跌倒

癌的風險上升。[3] 然而並非所有研究都有

維生素D可以幫助身體吸收鈣質，維持骨

類似的結果。例如：婦女每日攝取400 IU

骼的健康。快縮肌纖維(fast-twitch muscle

的維生素D3加上鈣片與安慰組相比無法

fibers)上分佈有維生素D的受器；跌倒時，

降低乳癌的發生率。 [4](部分學者認為此

首先產生反應的便是快縮肌纖維。故理論

結果可能是因為維生素D劑量太低，導致

上維生素D可以增強肌肉的強度，進而預

沒有預防癌症的效果) 除了大腸直腸癌，

防跌倒的發生。 [8] 很多研究也證實了低維

對於其他癌症與血清25(OH)D濃度的相關

生素D濃度與增加老人發生骨折與跌倒風

性，目前的研究結果還沒有確切的定論。

險的相關性。一篇綜合分析研究結果，每
天補充約800 IU維生素D可降低20%髖關節

 心血管疾病
許多研究結果指出，維生素D可以抑
制腎素(renin)的合成、抑制發炎反應，調

與非脊椎性骨折發生率 (每天補充約400 IU
的維生素D對改善骨折與跌倒風險沒有助
益)。[9]

節血壓，對心血管具有保護作用。在
Framingham Heart Study中，較低的血清

 免疫疾病及流感

25(OH)D濃度(<15 ng /mL)病患心血管疾

因為維生素D具有抗發炎效果，所以就理

病罹患率較高(60% higher)。 [5] 另外，在

論上來說，維生素D的缺乏可能與一些免

Health Professionals Follow-up Study(HPFS)

疫疾病有相關，例如：多發性硬化症、第

研究發現，血清25(OH)D濃度<15 ng/mL

一型糖尿病、類風濕性關節炎、免疫性

2

甲狀腺疾病。科學家也發現，在冬季缺

 第二型糖尿病

乏日照的季節，流感的大流行可能也和

研究指出，充足的維生素D可以降低罹患

維生素D的缺乏有關。[10] 多篇的研究中已

第二型糖尿病的風險。其中一篇針對65

經證實維生素D與免疫性疾病之間的相關

歲以上沒有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老人發

性。一篇回溯性研究發現，較高的維生

現，每日攝取700 IU維生素D與鈣片，其

素D濃度可以降低罹患多發性硬化症的風

空腹血糖值相較於只服用安慰劑的控制

險。 [11] 此外，有研究發現嬰兒時期給予

組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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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維生素D可以大幅降低第一型糖尿
病發作的風險。 [12] 一篇日本的隨機分派

 憂鬱

研究顯示，每天給與小朋友1200 IU的維

維生素D一旦缺乏，易導致副甲狀腺分泌

生素D，與只給予安慰劑的控制組相比，

的荷爾蒙增加，過於活躍的副甲狀腺常

其罹患A型流感的比率降低了40%。[13]

與憂鬱症有關。一篇挪威的研究顯示，
每周服用高劑量維生素D (20000或40000
IU)對憂鬱症的症狀有顯著的改善。[15]

五、使用劑量
維生素D的攝取除了照射陽光外，另

增加其吸收。通常，每日100 IU的維生素

外的方法就是服用維生素D補給品。大部

D持續2至3個月，血中維生素D濃度可上

分維生素錠約含400 IU~1000 IU的維生素

升1 ng/mL。 一旦達到目標濃度後，可維

D。目前市面上有多種維生素D補給品可

持每天1000 IU維生素D攝取。[18] 正常情

選擇，例如：膠囊、咀嚼錠、水劑、滴

形下並不建議超過每日2000 IU的維生素

劑等。魚肝油亦是一種維生素D很好的來

D。有特定疾病導致維生素D缺乏的病患

源，但須注意高劑量的魚肝油可能造成

可補充每天3000-4000 IU的維生素D來維

維生素A攝取過量。[16] 目前的維生素D種

持血中濃度。 [19] 以上維生素D攝取標準

類

D3

是假設沒有日照的情況下。然而，台灣

(cholecalciferol)兩種；與D2相比，D3對

地處亞熱帶，日照充足，正常人每日曬

於增加血中維生素D濃度有較好的效果，

10分鐘並且從飲食中補充維生素D應該已

建議選擇D3較佳。 [17] 此外，因為維生素

經足夠，不一定需要依賴維生素D補給品。

有

D2(ergocalciferol)

與

D是脂溶性維生素，與油類飲食並服可以

3

六、藥物交互作用
維生素D補給品可能和某些藥物產生

補給品在胃腸道的吸收，服用時應間隔2

交互作用。例如：類固醇可能降低鈣質

小 時。Phennobarbital 和 phenytoin會 促 進

的吸收進而影響維生素D的代謝。此外，

維生素D補給品在肝臟的代謝，形成不活

因為維生素D屬於脂溶性維生素，所以

化物，並且降低鈣質的吸收。[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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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listat以及cholestyramine會降低維生素D

七、結論
維生素D的濃度過猶不及對人體健康

飲食亦是他們比其他人健康的原因之一。

都沒有益處。在科學界大力鼓吹維生素D

目前的研究中，證據強度最佳的是維生

的效用時，也有學者質疑目前的研究只

素D在預防大腸直腸癌與骨折、跌倒的效

能證實維生素D和促進健康的「關聯」而

果。至於在心血管疾病、免疫系統疾病、

非「因果」。體內含有較高濃度維生素D

流感、糖尿病、憂鬱症等其他疾病方面，

的人，可能是因為常做戶外活動而接受

維生素D的角色仍需更多且嚴謹的研究來

較多的陽光照射，或是有較健康的飲食

加以證實。

習慣而從中攝取維生素D。適度的運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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