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類別：健康護理類

篇名：油炸食品隱藏的秘密

作者：
林欣嫻。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高 261 班
倪珮晴。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高 261 班
張毓庭。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高 261 班

指導老師：
古淑瑩老師

油炸食品隱藏的秘密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隨著時代的改變，人們研發出很多好吃的食物，但是有些卻不營養，例如鹹酥雞、麥
當勞、肯德基、炸雞排...等等油炸類食物，導致人們因為飲食的關係引發出各種疾病，例
如癌症、糖尿病以及脂肪、膽固醇過高…等等，讓人們對油炸食品又愛又恨。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油炸食品是世界上十大垃圾食品的首位」（西南傳媒網，2016），
不僅讓人變笨，而且傷胃，易引發心臟和腦血管疾病。當食物對身體產生不利時，人們卻
做不到要減少食用，主要是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認為不必在意這些小問題，因此才
導致了以上疾病。在人們享用這些傷害身體的食物時，背後又藏著甚麼危害呢？想要讓自
己擁有健康的身體就必須從了解油炸食品做起。
二、研究目的
（一）人類愛吃油炸食品的原因
（二）油炸食品對身體的影響
（三）油炸食品用油的分析
三、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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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正文
一、人類愛吃油炸食品的理由
油炸食品是我國餐飲業主要食品之一，也是在大街小巷都可以買得到的食物，種類繁
多，提供市場也逐漸廣泛，如大賣場、速食店、便利商店還有夜市，甚至連早餐店都出現
了油炸食品，而人們也對這些油炸食品愛不釋手。
油炸食品烹煮方式簡單快速，利用油炸的方式能夠讓食物在短時間內成熟，表皮的水
分損失多，相對的另一面的水分損失較少，因此形成外酥內軟的美味口感；油炸食品的用
油也需要經過研究，每種油炸出來的味道都會因為油脂熱分解而有所不同。
二、油炸食品對身體的影響
陳沁銘（2004）指出「油炸食品非營養專家推崇的烹調方式，除了高脂、高熱量易造
成肥胖，更會引起高血壓、心血管疾病及慢性病。」經過研究整理，油炸食品對身體有以
下的危害：
（一）
「常吃油炸食品，會增加超重或肥胖、罹患高血壓的機率，會顯著地增加第二型糖
尿病、冠狀動脈疾病的風險。」（CFH 健康知識網，2014）
（二）油炸食品內的「反式脂肪酸會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導致患糖尿病的危險增
加、必需脂肪酸缺乏、抑制嬰幼兒的生長發育。」（壹讀網，2016）
（三）
「范月貌藥師指出，現今的油炸食品因偏高脂、高油，使體內 Omega-3 脂肪酸與
Omega-6 脂肪酸的比例失衡，導致體內發炎。」（uho 優活健康網，2016）
（四）油條是許多人愛吃的早餐，壹讀網（2015）指出「吃多含有膨鬆劑的食物，最容
易損害腦組織，易導致老年性痴呆症的發生」
，也有變笨的機率發生。
（五）CFH 健康知識網（2014）指出「高溫下加熱醣類和氨基酸的混合物，會引起兩者
之間的化學反應而形成丙烯酰胺，為致癌物。」因此長期食用油炸食品易增加罹癌的風
險。
三、油炸食品用油的分析
油炸食品內含有的油脂就是油炸物熱量的主要來源，只要是油炸食品，都與油息息相
關，蘇南維（2012）指出：「食用油的主要成分為三酸甘油酯，為 3 分子的脂肪酸以酯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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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接在甘油分子上。」脂肪酸之碳數為 4~22，其中 16~18 是較常見的。油炸食品的油
在進行炸的過程中，溫度高達 160℃，使食物的表面脫水，再慢慢將熱能傳到食物內部，
因此而形成了外脆內軟的口感。油脂在油炸過程中，閻姵伶（2005）指出「空氣和水的存
在下，不斷暴露在空氣中，此時隨同熱分解作用，不斷的進行水解、氧化、裂解、聚合等
化學反應。」如（圖一）。

圖一：熱油進行水解、氧化、裂解、聚合等各種化學反應。
植物油不含膽固醇，油炸過程容易起油煙，且炸久了易變稠變黑，需常常換油，此方
法非常不划算。所以攤販油炸都用動物油或棕櫚油。動物油含膽固醇，棕櫚油含有的飽和
脂肪酸含量太高，對人體健康都不好。劉文弘（2005）指出「大部分的植物油含較高量的
不飽和脂肪酸，可降低心血管疾病發生率，但不飽和脂肪酸較不穩定。」
外買的油炸食品可能是使用高溫炸或用舊油製成，比家裡自己炸的更危險。吃蒸煮或
烤的魚類食品，會減少缺血性中風和心臟衰竭；吃油炸的魚類食品會增加罹癌的風險。炸
油使用動物油或反式脂肪，對心血管較危險，CFH 健康知識網（2014）指出「使用橄欖油
或葵花籽油較無害」。楊心怡（2013）指出適合油炸的油類為：「棕櫚油、芥花油、椰子油
的發煙點低，但飽和脂肪高」也適合作為油炸的油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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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調查
此問卷的目的在於探討現代人食用油炸食品的次數以及習慣。研究對象為高中生，因
為在學生時期的三餐許多人都是吃外食，當然很多學生都會訂購外食，例如麥當勞…等等，
或是買油炸食品當作早午餐，所以我們選高中生做為此問卷的訪問對象。本問卷是以紙本
的方式，發放 300 張，收回 291 張，回收率 97%。
（一）基本資料
研究對象為光復中學二，三年級同學，其中三年級為 128 人、二年級為 163 人，
男性 143 人、女性 148 人。資料彙整如表一，此資料顯示出二年級較多人。
表一：基本資料人次分配與百分比
年級
三年級

二年級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男

67

52.3

女

61

47.7

男

76

46.6

女

87

53.4

總計

291
（表一資料來源：自製）

（二）分析結果
我們發放的問卷是針對「現代人類對油炸食品的食用次數、種類」以及「吃油炸
食品後對身體有什麼樣變化」的問題來調查。以紙本方式隨機發放給光復中學二、三
年級學生，總共有 300 張，有效問卷為 291 張，回收率 97%。
1、一個禮拜吃幾次速食（如麥當勞、肯德基）的油炸食品？
根據研究顯示，一個禮拜吃 1-2 次的人數有 99 人，為 34%；3-4 次的人數有 11 人，
為 4%；5-6 次的人數有 9 人，為 3%；6 次以上的人數有 6 人，為 2%；完全沒有的人
數有 166 人，為 57%。可以看出經常食用速食店食品的人數並不多，但超過 3 次含 3
次以上的人數有 26 人，為 6%，這仍是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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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個禮拜吃幾次速食的油炸類食品？
1-2次34%
3-4次4%
5-6次3%
6次以上2%
完全沒有57%

圖二：一個禮拜吃幾次速食的油炸食品分析圖
2、知道油炸食品的嚴重性還會繼續食用嗎？
根據研究顯示，知道油炸食品嚴重性還會繼續食用的人數有 250 人，為 86%；不
會繼續食用的人數有 41 人，為 14%。可以看出就算大家知道油炸食品對身體的危害非
常多，但卻還是持續食用。

2、知道油炸食品的嚴重性還會繼續食用
嗎？
不會14%
會86%

圖三：知道油炸食品的嚴重性是否還會繼續食用分析圖
3、最常吃的油炸食品是甚麼？（可複選）
根據研究顯示，常吃甜不辣的人數有 131 人，為 45%；常吃雞排的人數有 90 人，
為 31%；常吃炸雞翅的人數有 73 人，為 25%；常吃薯條的人數有 64 人，為 22%；常
吃雞米花的人數有 64 人，為 21%；常吃麥克雞塊的人數有 41 人，為 14%；常吃洋蔥
圈的人數 35 人，為有 12%；其他的人數有 102 人，為 35%。可看出喜愛甜不辣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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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最常吃的油炸食品分析圖
4、一個禮拜會吃幾次油炸食品（夜市）？
根據研究顯示，一個禮拜會吃 1-2 次油炸食品的人數有 187 人，為 64%；3-4 次的
人數有 70 人，為 24%；5-6 次的人數有 23 人，為 8%；6 次以上的人數有 11 人，為 4%。
每周食用 3 次以上的人數共有 104 人，為 36%，人數偏多。

4、一個禮拜會吃幾次炸物食品？
1-2次64%
3-4次24%
5-6次8%
6次以上4%

圖五：一個禮拜會吃幾次炸物食品分析圖
5、那些時段會吃油炸食品？（可複選）
根據研究顯示，在早餐會吃油炸食品的人數有 26 人，為 9%；中午的人數有 105
人，為 36%；下午點心的人數有 78 人，為 27%；晚餐的人數有 46 人，為 16%；宵夜
的人數有 35 人，為 12%。可以看出多數人食用油炸食品於午餐時段。

5、那些時段會吃油炸食品？（可複選）
早餐9%
午餐36%
下午點心27%
晚餐16%
消夜12%

圖六：那些時段會吃油炸食品分析圖
6、吃油炸食品會搭配甚麼東西嗎？
根據研究顯示，吃油炸食品會搭配茶的人數有 137 人，為 47%；搭配水的人數有
93 人，為 32%；搭配蔬菜的人數有 75 人，為 26%；搭配含糖飲料的人數有 148 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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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搭配水果的人數有 35 人，為 12%；搭配飯的人數有 46 人，為 16%；其他的人數
為 73 人，為 25%。可以看出搭配含糖飲料的人數最高，其次為茶和水。

6、吃油炸食品會搭配什麼東西嗎？
（可複選）
茶（無糖）47%
水32%
蔬菜26%
含糖飲料51%
水果12%
飯16%
其他25%

圖七：吃油炸食品會搭配何種飲料分析圖
7、將油炸食品當主餐吃的頻率？
根據研究顯示，一星期 1-4 次以上將油炸食品當主餐吃的人數有 33 人，為 11%；
一星期 5 次以上的人數有 11 人，為 4%以上；一個月 2 次的人數有 198 人，為 68%；
幾乎都不吃的人數有 49 人，為 17%。可以看出將油炸食品作為主餐的人數並不多。

7、將油炸食品當主餐吃的頻率？
一星期1-4次11%
一星期5次以上4%
一個月2次68%
幾乎都不吃17%

圖八：將油炸食品當主餐吃的頻率分析圖
8、去麥當勞通常會點甚麼套餐？
根據研究顯示，去麥當勞會點麥香雞的人數有 90 人，為 31%；勁辣雞腿堡的人數
有 82 人，為 28%；麥克雞塊的人數有 38 人，為 13%；麥脆雞的人數有 26 人，為 9%；
麥香魚的人數有 23 人，為 8%；其他的人數為 32，為 11%。可以看出吃麥香雞的人數
比例最多，其次為勁辣雞腿堡。

8、去麥當勞通常會點什麼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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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去麥當勞會點的套餐分析圖
9、有沒有因為吃油炸食品有以下的情況？
根據研究顯示，因為吃油炸食品而長痘痘的人數有 151 人，為 52%；變胖的人數
有 119 人，為 41%；變笨的人數有 43 人，為 15%；便祕的人數有 35 人，為 12%。可
以看出長痘痘的人數最多，其次為變胖。

9、有沒有因為吃油炸食品有以下的情況
（可複選）
便祕12%
變笨15%
痘痘52%
變胖41%

圖十：吃油炸食品引發生理上疾病分析圖
10、你覺得你的身材是？
根據研究顯示，覺得自己身材是正常的人數有 192 人，為 66%；過胖的人數有 64
人，為 22%；過瘦的人數有 35 人，為 12%。可以看出認為自己身材正常的人數偏多。

10、你覺得你的身材是
過瘦12%
正常66%
過胖22%

圖十一：答者認為自己是何種身材分析圖
（三）結果說明
根據研究顯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喜歡食用油炸食品，也明顯地看見油炸食品在
人們身上引起了長痘痘、變胖、便秘、變笨的危害；研究也顯示出即使人們知道油炸
食品的危害，還是會繼續食用，可見油炸食品是許多人無法戒除的一類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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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一、結論
（一）人類因為油炸食品的美味，對油炸食品非常依賴，部分的人卻不知道油炸食品背
後隱藏著許多殺，可能只覺得會變胖、長痘痘而已，卻忽略了它們對身體的危害。
（二）油炸食品會讓人類的身體造成許多疾病，例如：心血管疾病、膽固醇、肥胖、長
痘痘、腸胃負擔、引發癌症…等等。
（三）油炸食品的用油必須常常更換，不可重複使用，否則會產生致癌物。
（四）在選擇用油時要清楚了解各種油的特性，避免選擇錯誤的產品，造成疾病的源頭。
二、建議
建議人們能夠將油炸食品列為不可長期食用的食物，為了自己的健康著想，店家也應
該發揮公德心，不要將油重複使用，更不要用劣質油。油炸食品在人類身邊無所不在，要
將油炸食品隔絕是很難的一件事，不過想要健康的身體，就應該要想辦法拒絕油炸食品，
若覺得沒有動力能夠讓自己遠離油炸食品，那就多看看油炸食品的成分以及危害。期許人
們能夠理解這些問題，並少食用油炸食品，多為自己的身體健康著想。
三、結語
經過一連串的研究與探討，讓我們了解到長期食用油炸食品會引發身體的血管疾病、
皮膚疾病、甚至是癌症，種種的疾病常常都出現在油炸食品的成分裡面，所以人們要提高
警覺，不要讓油炸食品悄悄的傷害了我們的身體。這篇小論文也讓我們清楚知道什麼油是
適合油炸的，椰子油發煙點低，但他的飽和脂肪高，可以做為油炸食品的油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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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一、基本資料
口男

口女

口二年級 口三年級
二、問卷內容
1、一個禮拜吃幾次速食店（如麥當勞肯德基…）的油炸類食品？
□1-2 次

□3-4 次

□5-6 次

□6 次以上

２、知道油炸食品的嚴重性還會繼續食用嗎？
□不會，為什麼
□會，為什麼
３、 最常吃的油炸食品是什麼？（可複選）
□雞排

□薯條

□麥克雞塊

□炸雞翅

□洋蔥圈

□雞米花 □甜不辣 □其他
４、一個禮拜會吃幾次炸物食品（夜市）？
□1-2 次

□3-4 次

□5-6 次

□6 次以上

５、那些時段會吃油炸食品？（可複選）
□早餐

□午餐

□下午點心

□晚餐

□消夜

６、吃油炸食品會搭配什麼東西嗎？（可複選）
□茶（無糖）□水

□蔬菜 □含糖飲料 □水果

□飯

□其他
７、將油炸食品當主餐吃的頻率？
□一星期 1-4 次

□一星期 5 次以上 □一個月 2 次 □幾乎都不吃

８、去麥當勞通常會點什麼套餐？
□麥香魚 □麥香雞 □勁辣雞腿堡 □麥克雞塊 □麥脆雞
□其他
９、有沒有因為吃油炸食品有以下的情況（可複選）
□便祕

□變笨 □痘痘 □變胖

10、你覺得你的身材是 □過瘦 □正常 □過胖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