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單了解植物奶的製程及營養，然後來一杯吧! 

植物奶二三事，喝之前先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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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植物性飲食風潮悄然來訪，您準備好了嗎？ 

 全球化的植物性飲食正蓬勃發展，人們食用素食的原因，不再僅

僅是因為宗教、習俗，而是對環境、動物的福利以及自身健康考量

(Janssen et al.2016)，這個改變也在悄悄地改變台灣的飲食結構，或許

您的早餐飲品中，就含有今天要談的主題—植物奶。 

 何謂植物奶？這個名字聽起來就很新潮，但相信大部分人一定都

喝過，因為豆漿其實就算是一種植物奶，以植物為原料製成具有類似

乳製品外觀及口感的飲品在台灣都可以稱為植物奶(食藥署 2015)。

目前常見的就有穀物類的燕麥奶、米奶，堅果類的杏仁奶、腰果奶、

榛果奶、椰奶等等，當然也包括豆漿。 

  

知道植物奶怎麼來的嗎？ 

植物奶不像牛奶是動物自然分泌的，而是由不同的植物中經過研

磨而成，由於植物奶的營養成分並不如牛奶均衡(Chalupa-Krebzdak et 

al.,2018；Aydar et al.2020)，因此還會額外做營養成分添加，各家廠商

也有各自的獨門配方，這裡用燕麥奶、豆奶、杏仁奶及椰奶四個例子

做成一張圖(見圖一)，簡單的介紹一下植物奶的基本製程。 (Aydar et 

al.2020)。 

 首先，需要去殼的原料如黃豆及椰子，通過浸泡熱水去除外殼，

而不需要去殼的如新鮮的杏仁及乾燥的燕麥，杏仁要先乾燥，而燕麥

則是要再加以烘烤，有助於去除一些毒素並增添風味。接著將處理過

的原料於水中浸泡，使原料膨脹並軟化，且能進一步溶出毒素，下一

步是殺菁，用詞很專業其實就是加熱，目的在去除原料中的酵素活性，

可以減少成品的一些異味，由於酵素活性一旦被破壞就沒辦法復原，

因此先前已經乾燥過的原料就不必這道工序。 

殺菁完之後就可以磨成漿然後過濾出來，在家裡製作豆漿可能到

這裡就結束了，不過如果是要拿出來賣，總不能讓產品放兩天就壞掉、

明顯上下分層、喝起來沒什麼味道吧，所以廠商在過濾完之後，還會

添加各種添加物來提升品質，如加膠體以維持口感均一穩定、加抗氧

化劑來延長保存期限、加糖來提升風味等，最後才是殺菌、包裝，最



 

後出現在消費者眼前。(Aydar et al.2020；Sethi et al. 2016；Pandey et 

al. 2020) 

 

不知道或許不影響生活，但知道了能喝得更安心 

前面提到植物奶不如牛奶般營養均衡，但他們有著各自特殊的營

養成分，如燕麥奶有 β-葡聚醣(Sethi et al. 2016；Pandey et al. 2020；

Paul et al. 2020)，是一種可溶性纖維，其有降低總膽固醇和低密度脂

蛋白膽固醇的作用；豆漿的飲用歷史悠久，且是不飽和脂肪酸的良好

來源，黃豆中富含生物活性高的金雀異黃酮(Sethi et al. 2016；Pandey 

et al. 2020)，異黃酮因其對癌症、心血管疾病和骨質疏鬆症的保護作

用而廣為人知；杏仁奶富含維生素 E，是天然的抗氧化劑，能防止自

由基的生成等，還含有其他如鈣、鎂、硒、鉀、鋅、磷和銅等微量營

養素，且作為鈣和脂肪的豐富來源，卡路里含量較低(Sethi et al. 2016；

Pandey et al. 2020；Paul et al. 2020)；椰奶本就是東南亞飲食中的重要

角色，常用作咖哩的增稠劑，營養上椰奶富含維生素及礦物質，且含

有飽和脂肪、月桂酸，有助於促進大腦發育。(Sethi et al. 2016；Pandey 

et al. 2020；Paul et al. 2020；Belewu et al, 2007)。 

 

與其過度擔心風險，不如坦然享受當下 

 雖然上面看來似乎植物奶是好處多多，好像不馬上買一杯來喝都

對不起自己，不過事物總是一體兩面，不可能只有好處而沒有缺點，

植物奶的第一個缺點非常明顯，就是營養太單一了，這部分可以透過

營養添加及混合不同種植物奶得到解決(Sethi et al. 2016)，其次就是

不少廠商為了讓植物奶有更好的風味會添加糖，對於口腔健康帶來不

利的影響，接著是由於植物奶的名稱及行銷手法，很容易使人們誤以

為植物奶能夠取代牛奶，不過事實上，從營養的角度來說，兩者各自

有各自的優缺點，本質上就是兩個不同的東西，沒有誰取代誰的空間，

即便某些植物奶中有著與牛奶相當的蛋白質或鈣質，但植物中含有的

一些抗營養素會妨礙人體對這些營養的吸收(Zhang et al. 2020；Aydar 

et al.2020)，因此建議兒童還是喝牛奶比較好(Wright et al. 2020；Zhang 

et al. 2020)。 

說了這麼多，倘若您只是想嚐嚐鮮，為生活增添一點不一樣的變

化，順便為地球環境盡份心力，不妨現在就去買一杯來度過愉快的周

末吧。 

 



 

 

 

  

圖一、植物奶的簡易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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