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番茄裡的
茄紅素

過去常聽人說：

「每天一顆蘋果，一生不必找醫生」，

這是因為蘋果中含有維他命C、

膳食纖維和豐富的天然抗氧化物等。

不過，近年來也有更多的事實證明：

番茄中的茄紅素對人體健康有益。

■葉信平



番茄的學名是 Lycopersicon esculentum，屬於

茄科中的番茄屬，是 1∼2年生的草本植物，原產

地在南美洲安地斯山的原住民區。早在 16世紀，

當西班牙人占領南美洲時，祕魯人就已經開始種

植番茄。到了16世紀末，英國、荷蘭和義大利也

紛紛種植番茄。不過，當時的西方人雖然認為番

茄美麗，卻誤認它具有毒性，所以只種在庭園中

做為觀賞用。如今，番茄已普遍認為是營養豐富

的食物，在美國也已經是排名第 3的重要蔬菜。

甚至美國的《時代》雜誌，在 2002年初根據科學

家實驗的結果，評選番茄是現代人十大保健食品

的首位。

大約到了明末時（西元1621

年），番茄才由葡萄牙人傳入中

國，最早的記載出現在《群芳

譜》。不過，在那個時候，番茄僅

供作觀賞，大量栽培和普遍食用，

則要等到 19世紀初。至於台灣，

則是在荷蘭人占據台灣時（西元

1622年），引進做為觀賞用。到了

1 9世紀末，日本人引進栽培品

種，並由農業試驗機構推廣，成為

高經濟價值的蔬果兩用園藝作物。

台灣的番茄產地大多集中在彰化、員林、西

螺、台南、屏東等地區，而加工用的番茄，則多

分布在嘉南平原一帶。目前，全球番茄超過上千

種，主要是綠色和紅色品系。在台灣市面販售的

綠色系有一般和黑葉番茄，紅色系則有牛番茄、

聖女番茄、粉紅番茄及桃太郎番茄。近年來，還

出現黃色品系的黃金番茄。

根據2002年國際糧農組織（FAO）的統計資

料，全球每年共生產 1.08億噸的新鮮番茄，產值

高達42億美元。其中，美國就占了60％的產量，

其次是中國大陸、義大利、希臘、土耳其及印

度；台灣的年產量大約在15.11萬噸左右；歐洲每

年生產大約 850萬噸的番茄，其中有將近 18％直

接銷售給消費者。

全球人類食用番茄和番茄製品平均每人每年

5.6公斤，其中以希臘人每年平均食用187公斤最

多，其次是土耳其人的 107公斤、義大利人的 95

公斤、美國人的 92公斤、澳洲人的 24公斤，國

人則大約是7公斤。

番茄的營養

因為人類食用番茄以後，血液中的酸鹼度呈

現鹼性反應，有助於清除人體循環系統中的毒

素，例如尿酸等等，所以歐洲有許多大醫院都把

番茄當成醫療食品。除此以外，番茄含有豐富的

維生素，不但能淨血也有促進排泄的功能，甚至

還可以和芹菜、甜菜、紅蘿蔔等其他蔬菜打製綜

合蔬菜汁，最適合復原中的患者

飲用。

番茄除含茄紅素外，還含有

多種維生素、礦物質、微量元

素、優質膳食纖維等高價值的營

養成分，是人體抗衰老最佳的機

能性食品。近年來，由於陸續發

現番茄中的茄紅素具有很多的醫

療功能，促使含茄紅素的醫療保

健食品或用品紛紛上市，甚至拜

媒體推波助瀾所賜，使得紅番茄汁成為時下的當

紅商品。

茄紅素的特性

茄紅素（Lycopene）又稱作番茄紅素，分子

式是C40H56，廣泛存在於番茄、葡萄柚、紅辣

椒、西瓜、芭樂、木瓜、杏仁等紅橙色蔬果及其

製品中。不過番茄是茄紅素主要的來源，而且越

是鮮紅的番茄，茄紅素含量越高，也就是說綠色

和黃色番茄中的茄紅素含量較少。台

灣的番茄製品，

有番茄汁、蔬果

汁、番茄醬、

番茄湯、番茄

糊、番茄土司、

番茄餅乾、義大利麵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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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已被普遍認為是

營養豐富的食物，甚

至美國的《時代》雜

誌，在2002年初根據

科學家實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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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的各種番茄



造成人體疾病和

老化的元兇自由

基。近年來流行

病學的研究指

出，茄紅素可以

降低心臟疾病罹

患率、防止紫外

線傷害皮膚、抑

制癌症的發生、

提高男性的生育

力、減輕香菸與

酒精的傷害等

等。

美國卡爾京

（Calgene）公司

在1994年上市的

「佳味」（Flavr

Savr）番茄，

是世界上第一

種獲准上市的

基 因 改 造 食

品，隨後科學

家也相繼開發

出抗鹽性以及

含有更多黃酮

素的基因改造

番茄。黃酮素

也是一種抗氧化物，而且可以增加番

茄中的茄紅素含量。

美國的科學家研發出含花青素的

紫番茄，而花青素大多存在

於藍、紫和紅色系的

莓果、葡萄及其他蔬

果中，這類的

色素具有

抗氧化的功

能，可以保護

人體免於氧化

及魚罐頭等，麵店甚至也賣番茄牛肉

麵。番茄汁中多數是紅番茄汁，但目

前已有黃金番茄汁上市。

茄紅素既是一種色素，也是一種

類胡蘿蔔素（carotenoid）。類胡蘿蔔

素是一群黃色到橙色的脂溶性色素，

目前已知的類胡蘿蔔素共有六百多

種，其中超過50種具有維生素A的活

性。雖然茄紅素並沒有維生素A的活

性，但卻是所有類胡蘿蔔素中抗氧化

能力最強的，它消除自由基或活性氧

化物的能力，是β胡蘿蔔素的 2倍、

維他命 E的 10倍，因此，備受醫學

界、保健食品和飲料界的矚目。

番茄和一般新鮮蔬果主要的不同

處，在於後者要趁鮮生食，而番茄反

倒是經過烹煮以後，人體更容易吸收

其中的營養成分。由於茄紅素是屬於

油溶性的物質，而且穩定性相當好，

所以不像維他命C等營養素會因為烹

調而流失，反而因烹煮，破壞番茄的

細胞壁和組織，釋放更多的茄紅素。

哺乳動物不能自行合成茄紅素，必須

從日常蔬果中獲得。茄紅素不僅可以

保護植物不受陽光、空氣污染的傷

害，在人體中也可以對抗許多種老年

人退化性疾病。

茄紅素在人體內可以發揮抗氧化

的能力，增強免疫力和抗老化，消除

的損害，及其所導致的心臟病、癌

症、老化等病症。醫生建議民眾每晚

小酌葡萄酒，可以防止罹患心臟病，

就是因為其中含有大量的花青素。

一般常用在食品及化妝品中的紅

木素是茄紅素的前導物，原本是從胭

脂樹中萃取得到的。如今，法國學者

已能把紅木素的基因植入可以產生茄

紅素的基改大腸桿菌中。在試管中的

大腸桿菌開始產生紅木素的時候，並

未改變顏色，因為茄紅素已經布滿這

單細胞菌。學者下一步將嘗試把這一

個基因植入能自然產生茄紅素的番茄

或是其他水果中。

在食物保存方面，西班牙學者開

發出利用紅辣椒和番茄延長漢堡在架

上的保存時間，但是富含茄紅素的番

茄所能延長的期限，大約在 8∼12日

間，明顯不如紅辣椒的 4∼16日。另

外，西班牙的維他提尼製藥廠，近期

開發出利用三孢布拉霉菌合成茄紅

素，經人體試驗後證實，服用合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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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各種番茄汁產品

番茄和一般新

鮮蔬果主要的

不同處，在於

後者要趁鮮生

食，而番茄反

倒是經過烹煮

以後，人體更

容易吸收其中

的營養成分。

產品 茄紅素含量 建議用量 茄紅素量
（毫克／百公克） （公克） （毫克）

紅番茄 3∼8                     130               4∼10

番茄醬 16.6                    20                       3.3

番茄原汁 9.5                  250                     25
（未稀釋）

番茄汁（稀釋） 6∼10                     250             15∼25

濃縮番茄湯 4                     250                     10
（調製過）

番茄糊 30                      30                       9

濃縮膠囊（6％） 6,000                         0.1                    6

義大利麵番茄醬 17.5                  125                     21.9

紅辣椒醬 1.1∼2.6                  130              1.4∼3.4

海鮮醬 17                       30                       5.1

西瓜 4                     280                     11.2

木瓜 2∼5.3                  140            2.8∼7.4

葡萄柚 3.4                140                       4.7

葡萄柚汁 3.3                  300                       9.9

紅芭樂 5.4                  140                       7.6

紅芭樂汁 3.3                  250                       8.4

杏仁乾 0.9                    40                       0.36 

蔬果汁 7.3                  250                     18.3

市售各種保健食品飲料及水果中的茄紅素含量



最後，歐盟中的荷蘭、德

國、愛爾蘭、西班牙及葡萄牙

等國的 11個研究機構，共同參

與一項利用番茄加工後的廢泥

生產食品的番茄計畫。歐洲每年棄置約 400萬噸

的番茄加工廢泥（果皮和種子），研究指出廢泥

中仍含有類胡蘿蔔素、蛋白質、醣類、纖維及蠟

類等營養物，特別是番茄廢泥中的油類，因為具

有不飽和脂肪，而有很高的價值。

由於番茄中的茄紅素是一種強力抗氧化物，

現已成為抗癌和抗心血管疾病的聖品。由於人體

不會製造茄紅素，需要由外界補充，以對抗各種

因為過多的自由基所引起的疾病。又因為人體內

抗自由基的系統會隨著年齡的增加而衰退，所以

適時適量補充茄紅素可以減少疾病的發生和增強

體力。

許多流行病學的研究證實，茄紅素在醫學上

有許多功效，例如義大利人比較少罹患攝護腺癌

和心臟病的主因，在於他們最愛吃的義大利麵的

主材料就是番茄。茄紅素對人體的確有益，因此

建議每人每日攝取大約 25∼30毫克的茄紅素，這

大約相當於1瓶市售的番茄汁（250 公撮）或 2∼

3個大番茄。

除了茄紅素以外，番茄還含有多種維生素、

礦物質、優質的膳食纖維，例如果膠等高價值的

營養成分，很適合添加在保養品

中，發揮它的抗老化效果。番茄

煮過或榨汁以後，它的營養成分

比較容易被人體吸收，不過在選

購時，仍要儘量挑選低熱量、低

鈉和高纖維的番茄汁，以提供抗

氧化物及營養素，而且增強抵抗

力、預防癌症及增進健康。

葉信平
屏東科技大學水產養殖系

天然茄紅素以後，在血液中的含量並無明顯的差

異。目前該藥廠正向歐盟申請上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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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不會製

造茄紅素，

需要由外界

補充。

功效

增強免疫

功能

減少癌症

罹患率

預防心血

管疾病

提高男性

生育力

減輕香菸、

酒精的傷害

保護肌膚

預防老年人

退化性疾病

說明

茄紅素是強力抗氧化物，可保護

人體免疫細胞白血球的細胞壁及

其內部的基因物質，使其免受自

由基的傷害，還可保護淋巴球，

有增強免疫力的效果，發揮相當

好的抗老作用。過量的自由基是

造成人體疾病及老化的元兇。

可降低攝護腺癌、胰臟癌、大腸

直腸癌、食道口腔癌、乳癌及胃

癌的發生率。

能降低血液中的膽固醇含量以及

高血壓患者的血壓，減少中風和

急性心臟冠狀動脈疾病、血管硬

化及運動引起的氣喘。

改善男性的精子活動能力和形

態，提高精子濃度，進而提高男

性生育力，改善男性的不孕症。

攝取適量的茄紅素可以使酒精與

香菸對人體造成的傷害減輕到最

低。

能有效預防因輻射造成的肌膚破

壞和突變，保護肌膚免受紫外線

的傷害及造成的老化問題。茄紅

素的鹼性可抗老化，並平衡體內

醣類燃燒不完全累積的乳酸，使

皮膚美白、健康。

有助於預防65歲以上老年人視網

膜黃斑退化疾病（嚴重可造成失

明）及骨質疏鬆情形。

茄紅素的可能功效

各種含茄紅素的膠囊及保養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