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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餐飲業者及傳播民眾使用碘鹽參考內容 
104.2.13 

WHY-為什麼要重視碘營養 

碘的功能 

碘是一種微量元素，為人體必需營養素。對維持正常的甲狀

腺功能和促進人體生長發育十分重要。 

碘在人體唯一的功能就是合成甲狀腺素 T4 與 T3。甲狀腺素

的作用是調節基因表現，主要的生理功能是調節代謝與發育，前者

的典型表現是影響基礎代謝率，使身體代謝變慢，嚴重時影響心肺

功能，所有熱量營養素之新陳代謝都受到甲狀腺素的影響，後者則

關乎腦中樞神經系統的正常發育，10 週之胎兒腦部已經有甲狀腺

受體，一直到 2 歲，甲狀腺素影響神經細胞之增生定位與脊椎發

育，比起碘充足的同質社群，嚴重缺碘地區的民眾智商約少了

13.5。甲狀腺素也影響骨骼發育和軀幹之成長，缺碘時有導致生長

遲滯的現象。 

認識缺碘的危害 

碘是合成甲狀腺素必需的元素，碘缺乏甲狀腺素合成減少，

進而使腦下垂腺的甲促素(thyrotropin, TSH)分泌增高，刺激甲狀腺

腫大來維持人體正常的甲狀腺功能，造成缺碘性甲狀腺腫，體內甲

狀腺素的合成與分泌皆會明顯低落。缺碘對各生命期階段都有嚴重

的影響，胎兒期缺碘會造成流產、死胎、先天性畸形與週產期死亡；

新生兒期缺碘會導致新生兒死亡、呆小症；兒童與青少年期缺碘會

造成心智功能障礙、體型發育遲滯與碘致甲狀腺功能亢進症；成人

缺碘的症狀有心智功能障礙與碘致甲狀腺功能亢進症。 

看不到潛在傷害更可怕 

因為缺碘而甲狀腺素分泌不足，所引發的症狀總稱為碘缺乏

症（iodine deficiency disorders, IDD），以往大眾對缺碘的危害認知

是俗稱「大脖子」的甲狀腺腫、短小性癡呆症（呆小症）及嚴重的

腦損傷造成的心智障礙，因此過去缺碘地區的政府及民眾往往在甲

狀腺腫的情況改善後就忽視了碘營養政策的重要性，逐漸停止補充

碘的行動。然而近年來輕微缺碘的問題逐漸在國際上受到重視，「看

得到的缺碘疾病」僅僅只是缺碘造成健康損傷的冰山一角，輕微的

碘營養不足雖不會造成看得到的病症，然而甲狀腺功能低落會造成

體能下降、輕中度的腦傷害及智商降低，國人整體的體能不佳或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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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低落，對國家的經濟生產及競爭力都會造成難以估計的影響，泰

國政府甚至打出「碘(I)= IQ」的口號，告訴父母「碘是給孩子最好

的禮物」，告訴賣碘鹽的業者「光榮的告訴大家你的產品將能使泰

國兒童的智商提升到與先進國家一樣的水準」。 

WHO-誰需要碘 

所有人都需要碘 

胎兒：胎兒在母體內需要充足的碘，以進行神經細胞之增生定位與

脊椎發育，缺乏碘會造成胎兒發育不完整而先天性畸形，

例如無腦症，嚴重者會成為死胎或流產。 

嬰幼兒：新生兒出生後，所有身體生長發育都需要甲狀腺素，包括

骨骼肌肉的發育、腦中樞神經系統的發育，一直到 3 歲前

都是甲狀腺素影響腦部發育的關鍵期。 

兒童與青少年：兒童及青少年碘需求除須預防甲狀腺腫，尚須滿足

兒童生長需求及能量代謝之需要。 

育齡婦女與孕婦：媽媽們在懷孕期及哺乳期，除了個人的碘需求，

還要供應胎兒及新生兒，所以碘需求會大幅增加，特別是

媽媽如果缺碘，會直接影響到孩子的身體生長與智商發

育，所以孕婦應該特別注意碘營養充足。育齡女性為了懷

孕做準備，也應該保持攝取比一般人更多的碘，諸多研究

顯示，懷孕前女性如果碘營養狀態不佳，懷孕後才補充可

能來不及提供胎兒需求，仍可能影響到新生兒的智商。 

成人：成人的甲狀腺是維持良好代謝與體能的關鍵，甲狀腺素不足

會容易疲倦、怕冷、容易變胖。 

老年人：老年族群因為食量減少，及老化造成的自然生理變化，所

以比年輕人更應該留意是否攝取到充足的碘。 

如何知道自己有沒有缺碘 

監測碘營養狀況的指標是分析尿液中的碘濃度，因為人體從

飲食中攝取的碘經吸收代謝後，有超過 90%會經由尿液排出，碘營

養充足的健康人，每公升尿液中大約含有 100~199微克的碘，當尿

液中的碘濃度下降時，表示甲狀腺已經呈現缺碘狀態。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群，尿液中的碘濃度中位數為 50~99微

克/升時表示輕微缺碘，20~49微克/升時表示中度缺碘，<20微克/

升時表示嚴重缺碘；200~299微克/升時表示碘攝取超過需求，>300

微克/升時表示碘攝取過量，有引發甲狀腺受損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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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怎麼保持碘營養充足 

每天應攝取多少碘 

我國的「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DRIs)」中包含碘營養素

的建議攝取量，是參考國際的研究及美國的標準，以國人的體重及

飲食習慣進行修正後訂出各年齡層的參考攝取量： 

1 歲以下的嬰兒：訂定足夠攝取量(AI)值，表示能滿足

所有健康人需求的攝取量。其碘來源應限於母乳、嬰兒

配方與日用食物。 

年齡 足夠攝取量（微克/每日） 

0~6 月 110 

7~12 月 130 

兒童與成人：依據年齡的不同，碘需求會隨體重增加。 

年齡 參考攝取量（微克/每日） 

1~3 歲 65 

4~6 歲 90 

7~9 歲 100 

10~12 歲 110 

13~15 歲 120 

16~18 歲 130 

19 歲以上 140 

孕婦與哺乳婦女為供給胎兒及母乳，需額外增加 60~110

微克碘攝取。 

女性孕哺期 參考攝取量（微克/每日） 

懷孕期 200 

哺乳期 250 

詳細的「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DRIs)」可以在國民健康署網

站（網址：www.hpa.gov.tw）的首頁 > 健康主題 > 體重管理、飲

食、運動 > 飲食 > 食物營養與熱量 > 主題文章 項下下載。 

 

碘的食物來源 

人體所需的碘可以由天然食物或人工進行營養強化的加碘鹽

（或稱碘鹽）獲得。天然食物中的含碘量取決於生長的環境，台灣

的土壤缺乏碘元素，所以農作物中的含碘量低，但因為海洋中含有



 

4 

 

豐富的碘，所以海帶、紫菜、魚蝦貝類中都含有較豐富的碘。 

因為台灣自然環境缺碘的先天限制，民眾較難靠天然飲食攝

取到足量的碘，民國 40 年代甲狀腺腫的盛行率一度非常嚴重。為

解決這個問題，我國參考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從民國 56 年開始

實施全面食鹽加碘，利用大家每天都會吃到的「鹽」進行碘營養強

化，補充天然食物中碘的不足，然而民國 91 年臺灣加入世界貿易

組織後，鹽品的專賣制度取消，民眾鹽品的選擇雖然變多了，卻沒

辦法保證吃到的鹽都有加碘。 

最經濟又方便確保不會缺碘的方法就是選用碘鹽作為烹飪用

鹽，如果因為其他因素必須清淡的飲食，食鹽攝取較少的話，建議

平時要均衡攝取含碘的食物如海苔、海帶、貝類、綠色蔬菜、蛋類、

乳類、穀類等，尤其是含碘豐富的海苔、海帶、海藻等。參考臺大

醫院健康教育中心知識庫提供之常見含碘食品的碘含量如下： 

食品名稱 
每 100 克食品的

含碘量（微克） 
食品名稱 

每 100 克食品的

含碘量（微克） 

加碘精鹽 2000 雞蛋 9.7 

海帶 2400 菠菜 5.8 

紫菜 1800 牛奶 2.8 

髮菜 1180 玉米 3.3 

蛤蠣 240 黃豆 2.1 

海水魚 8~210 小麥 0.7 

 

WHAT-了解碘鹽的相關規定 

碘鹽的標示規定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2 條規定，包裝食品應以中文明

顯標示食品添加物名稱，我國食鹽中合法的碘添加物有「碘化鉀」

及「碘酸鉀」兩種，無論是國產或進口的碘鹽都必須在包裝上的「成

分」進行中文標示添加的是碘化鉀或碘酸鉀。 

為了讓民眾更容易辨識，103 年食品藥物管理署已研議修訂

「包裝食品營養宣稱應遵行事項」，開放鹽品的碘營養宣稱，鹽品

可以直接在包裝上標明「碘鹽」、「含碘」等營養宣稱，並加上「本

產品含有碘，為必須營養素之一」及「本產品含有碘，不適用於高

甲狀腺機能亢進患者及碘 131 放療患者」等提醒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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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選購碘鹽 

1.看包裝上的成分標示，有「碘化鉀」或「碘酸鉀」。 

2.看包裝上有「加碘」或「含碘」等宣稱。 

 家庭用小包裝鹽品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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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用大包裝鹽品範例： 

  

 

碘鹽的安全性 

衛生福利部「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DRIs)」中有訂出碘

的上限攝取量，1-3 歲是每日 200 微克，4~6 歲是每日 300 微克，

7~9 歲是每日 400 微克，10~12 歲是每日 600 微克，13~15 歲是每

日 800 微克，19 歲以上成人是每日 1000 微克。以我國碘鹽添加量

上限 20.7 ppm 來算，成人一天要吃 48.3 公克鹽才有可能超標，所

以碘鹽對一般健康人是很安全的，唯一要注意的是甲狀腺機能亢進

的患者和接受碘 131 放射檢查或治療的病患，每天的碘攝取量超過

100 微克就可能造成病情不易控制，所以要選用無碘鹽，目前市面

上也有很多種類的無碘鹽可供選擇。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碘強化應該與減鹽並行，食鹽攝取過量

除了容易增加高血壓及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也不利於鈣的吸收，我

國「國民飲食指標」建議國人每日鈉攝取量不要超過 2400 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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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於 6 公克鹽，所以千萬別為了補碘而多吃鹽。 

碘營養補充劑 

除非沒辦法從天然食物中獲得足夠的碘，又必須限制食鹽攝

取量，否則不建議食用碘的營養補充劑，以免不小心造成碘過量，

反而傷害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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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資源 

WHO 網頁-消除碘缺乏症 

http://www.who.int/topics/nutrition_disorder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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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碘消費者資訊 

http://ods.od.nih.gov/factsheets/Iodine-Consumer/ 

加拿大衛福部網頁 

http://www.hc-sc.gc.ca/fn-an/surveill/nutrition/measures-mesures/iodine-

iod-eng.php 

澳洲食品教育資訊網 

http://www.foodstandards.gov.au/consumer/nutrition/Pages/default.aspx 

泰國碘營養推廣專網 

http://www.iodineplease.com/en/default.aspx 

臺大醫院健康教育中心知識庫-食物含碘量 

http://health.ntuh.gov.tw/health/new/601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