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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即醣類，在日

常飲食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當攝取的食物

中含有愈多的可利用醣類時，餐後所造成

血糖反應的變化愈劇烈，若體內長時間處

於高血糖的狀態，對健康會造成不良的影

響。在 1981 年，Jenkins 等人依據碳水化
合物在體內消化吸收的情況，提出食物

昇糖指數 （glycemic index, GI） 之概念及其
與疾病間關係的理論，並且將食物的 GI 
值分類作為建議糖尿病患者選擇食物時

的指南（1）。在 1998 年，聯合國糧農組織 
（FAO） 也提出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在營
養上的重要性。近年來，食物的 GI 值在
營養教育上備受重視，國內也愈來愈多學

者投入此研究，為了增加實驗數據的信度

與效度，在測試時不單只是分析測定食物

的營養組成與其所造成的血糖反應，在進

行不同食物的測試時也應有一套標準的流

程，也有專家提出應建立一個標準流程以

供進行 GI 測試的人員作為指南。故本篇
依據過去之研究，整理出測定食物 GI 值
時需考量的實驗方法以及標準流程，以供

未來從事相關研究人士作為參考；而除了

食物的 GI 值，本篇亦將介紹近年來其他
與昇糖反應相關的數據表現方式，期望可

供營養相關人員在進行營養教育時作為參

考，並運用於臨床實務上。

昇糖指數

GI 值的定義為，在攝食含 25 g 或 50 
g 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後，血糖升高之曲線
下的面積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對相
同狀況下攝食參考食物 （ 純葡萄糖或白吐
司 ） 後所造成曲線下面積的比值。此數
值以 1-100 排列，並依該食物所計算之數
值，分成低 GI （ ≤55 ）、中 GI （56-69）以
及高 GI （ ≥70） 三類（2）。

測試方法

壹、受試者招募條件與人數

實驗招募的受試者男女不拘，只要是

年齡大於 18 歲且符合標準體位 （BMI介
於18.5-24 kg/m2）、無腸胃道障礙、空腹

血糖值小於 5.6 mmol/L，並經 75 g 口服
葡萄糖耐受試驗 （OGTT） 後判定葡萄糖
耐受性正常之健康成年人皆可參與實驗。

每項試驗食物若有 10 位受試者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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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出的平均血糖值及平均 GI 值即可具
有統計效力，但若要比較相似 GI 值食物
之間的差異，則可自行視情況依需要增加

受試者人數（3-5）。

貳、測試次數

每一位受試者至少要進行 2 次標準品 
（參考食物） 的測試，測定完標準品後可開
始進行不同食物之測定，並將所有數值平

均後計算 GI 值，但每人每週進行實驗的
次數最多 3 次。而為了減少實驗數據的誤
差，受試者在進行 6-7 項不同受測產品的
測定後，或者是實驗期連續進行超過 4 個
月以上時需重新進行標準品的測試（4） （6）。

參、實驗材料

一、標準品（參考食物）

許多食物，包括葡萄糖、白吐司麵

包、全麥麵包、馬鈴薯及米飯等都可作為

標準品（6），而最常使用的為葡萄糖液以及

白吐司麵包，一般以含 25 g 或 50 g 的總
碳水化合物或可利用醣類含量做為標準，

而可利用醣類的含量等於食物中總碳水化

合物扣除膳食纖維之數值。葡萄糖液的配

製方式為：將 25 g 或 50 g 葡萄糖（液）溶
於 250 mL 的水；白吐司麵包則是攝取含 
50 g 可利用醣類的麵包加上 250 mL 的水 
（4）。

二、試驗食物

在進行試驗食物的測定前，需先分析

三大營養素的組成 （由預測定產品之廠商
自行將產品送往經國家認證的食品實驗室

測定，或是參考台灣地區食品營養成分資

料庫），當食物組成以碳水化合物為主時，

以其所含 50 g 可利用醣類的份量進行測

定；若測試食物碳水化合物含量較低，以

含 25 g 可利用醣類的份量進行測定（4）。

肆、實驗流程

受試者於實驗前一天需於晚餐後開

始禁食 （需空腹 10-14 小時），在實驗當天
早上 10 點前抽取空腹血，之後給予含固
定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包含測試物可攝取 
250 mL 的液體）。試驗食物若為液體，在 
5-10 分鐘內喝完；固體食物則需在 10-15 
分鐘內吃完。以吃下食物第一口的時間

做為 time 0，之後於喝下 /吃下食物後的 
15, 30, 45, 60, 90 以及第 120 分鐘再抽取血
液（4-7）。

此外，為了降低個人之生活型態或飲

食等干擾因子對實驗結果造成影響，於 
實驗前一天需避免劇烈運動，不要攝取含

酒精的飲料且要求受試者維持平日之飲食

習慣。亦有文獻指出，進行實驗前一餐的

飲食，若攝取較高含量的膳食纖維，會降

低隔天早上餐後的血糖反應，因此，建議

在實驗的前一天統一提供餐食，以減少因

個人特殊飲食習慣所造成的干擾（8-9）。

伍、血液樣本採集

血液樣本以微血管及靜脈採血為主。

微血管採血法是直接以隨身血糖機自指

尖或耳垂採取全血；靜脈採血則是需由

專業護士於前臂或肘窩放置滯留針，並

以含 NaF 的真空採血管進行採血，所
抽取的血液經離心 （1400 xg，10 分鐘，
4℃） 後再取血漿做分析。以微血管採血
法測得的血糖值較靜脈血高，經多重覆

的實驗結果也較為一致，而又以指尖採

血具有最高的敏感度。雖然有不同的採

血方式，但只要是同一位受試者，經由

血比容校正計算全血與血漿之血糖值，

因此，不論是使用何種方式進行血液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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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食物 GI, GL 及 GGE 的計算方式

項目 公 式

GI 攝食含 25 g ( 50 g ) 碳水化合物之試驗食物的曲線下面積/
含等重量碳水化合物之葡萄糖的曲線下面積 × 100 

GL 食物的 GI 值 ( % ) × 該食物所含碳水化合物之量 ( g ) 

GGE 食物的 GI 值 ( % ) × ( 所含碳水化合物之量/食物總重量) × 1 g 

GI：昇糖指數；GL：昇糖負荷；GGE：葡萄糖昇糖當量

本採集，只要統一標準，且所有受試者

皆自行比較即可進行（4-5）。

陸、GI 值計算方式 

曲線下面積的計算方式有很多種，從

基準值究竟是要以空腹血糖還是最低血糖

為標準，到面積的計算範圍皆是被討論

的問題。目前被認為最標準的計算方式

是計算 AUCcut（glycaemic response curve 
cuts the baseline），也就是攝取食物後 2 小
時內所有高於「空腹血糖」 的數值所畫出
之曲線下面積，以此方式計算的平均 GI 
值組間變異較小。之後再將每一項食物以

自體比較之方式計算出 GI 值，當平均值
的標準差小於 10 即可被接受。GI 值計算
公式為： （ 受測食物的曲線下面積 / 含等
重量碳水化合物的葡萄糖之曲線下面積 ） 
×100（10）。

昇糖指數新概念

影響食物 GI 值的因子很多，包括食
物的組成份，如三大營養素含量、碳水化

合物的組成；食物的加工、製備與烹調方

式等，在得到數據後的分析方式也是影響

的因子之一（9-11）。因此，除了統一標準的

實驗流程，還可加上其它足以表現昇糖效

應的計算方式以增加其應用性。GI 值適
用於表現單一食物所造成的血糖反應，因

此，得知食物的 GI 值只是一個「質」 的度
量，若要考慮「量」 的度量，就要以昇糖
負荷 （glycemic load, GL） 來表示。GL 的
概念在 1997 年由 Salmeron 等人提出，此
數值可以同時兼顧食物的質與醣類之含

量，同時可應用於攝取整個餐食所造成的

昇糖效應，GL值的計算方式為將所攝取
食物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乘上該食物的 
GI 值（13）。GL值依所計算之數值可分成
低 GL （≤10）、中 GL （11-19） 以及高 GL 
（≥20） 食物；若計算整天的飲食，所攝
取的 GL ≤80 為低 GL 飲食、81-119 為中 
GL 飲食、≥120 則為高 GL 飲食（13）。雖然

可經由 GL 值表示量的概念，然而，GL 
值會因為每次食物攝取份量的不同而改

變，且 GL 值通常用於高碳水化合物之定
量，不常用於低碳水化合物。因此，為了

提升昇糖指數的應用價值，且同時能夠比

較不同食物中碳水化合物的質量，有學

者提出“ 葡萄糖昇糖當量（glycemic glucose 
equivalent, GGE） ”的理論，其意義為表示
相對於葡萄糖而言所造成的昇糖效應，也

就是在給予某一份量食物時，相對於多

少公克葡萄糖會產生的血糖變化。舉例 
而言，若某一個食物的 GGE 為 15 公克，
即表示吃下一個該食物所造成的血糖變化

等同吃下 15 公克葡萄糖後產生的昇糖反
應。GGE 的計算方式如下：GGE = 食物
的 GI 值× （葡萄糖重量 /食物重量） × 
1（14）。食物 GI、GL 及 GGE 的計算方式，
舉例及整理於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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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雖然目前對於 GI 值之測定已經有相
當程度的標準流程，然而，未來的研究還

有許多方向可以探討，如測定食物所需碳

水化合物的最小含量，如若低於 25 g 會
影響實驗數據嗎 ? 或者是難消化澱粉的含
量，以及受試者進行實驗的時間與空腹時

間等是否會影響到體內血糖的變化等。

低 GI 飲食已被證實是一個健康的
飲食型態，包括可改善糖尿病患者之血

糖控制、調節血脂及控制體重等。因

此，不論是健康人還是具有較高慢性病

危險因子者，都應該將食物 GI 值的概
念納入日常飲食中。而對於營養專業人

員來說，在進行營養教育時，除了食物

的 GI 值，亦可以再計算 GL 值以用於
食物之定量，並且以 GGE 來表示相對
於葡萄糖的昇糖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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