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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媒體與報章雜誌採訪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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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節目與網路直播參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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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政策與社區職場講座參與紀錄 5



你的腸道
快樂嗎



計分規則

•以下問題，請將符合自
己狀況的選項號碼記
起來

•最後的加總就可以評估你
的腸道快樂指數！



Q1、我吃進去的
益生菌夠嗎

1. 我不敢吃任何發酵的食物（如
優格、優酪乳、養樂多、泡菜、
納豆等），平時也沒有吃益生
菌保健食品。

2. 我平時會吃發酵的食物，但我
沒有刻意吃益生菌保健食品。

3. 我不敢吃發酵的食物，但我有
補充益生菌保健食品。

4. 我很愛吃發酵的食物，也同時
補充益生菌保健食品。



Q2、我吃進去的纖維
質及植化素夠嗎？

1. 我非常討厭吃各種蔬菜，水
果也不太愛吃。

2. 我很討厭吃蔬菜，但是有吃
一些水果。

3. 沒有刻意去吃蔬菜和水果，
但是，我每天都會吃到蔬菜
和水果。

4. 我知道蔬菜和水果的好處，
所以，每天會刻意去吃足量
的蔬菜和水果。



Q3、我的維生素D 
夠嗎？

1. 我超級討厭曬太陽，盡量待在室內，
而且也很討厭吃魚貝類、肝臟、牛
肉、雞蛋等食物。

2. 我真的好討厭曬太陽，盡量不出門
曬到太陽，不過，我不排斥吃魚貝
類、肝臟、牛肉、雞蛋等食物。

3. 我有時會刻意曬一下太陽，也滿喜
歡吃魚貝類、肝臟、牛肉、雞蛋等
食物。

4. 我每天都會曬太陽約10分鐘以上，
而且不會刻意擦防曬乳。每天也都
會吃到魚貝類、肝臟、牛肉或雞蛋
等食物。



Q4、我的飲食會不會
鈉含量太高？

1. 我超級喜歡喝麻辣鍋的湯、泡麵的湯、拉麵的湯，
越有味道的湯頭我越愛，不但喝很多而且天天喝不
膩；此外，我吃任何東西都要沾醬，沙茶醬、番茄
醬一定少不了。

2. 麻辣鍋的湯、泡麵的湯、拉麵的湯等有味道的湯頭
偶爾會喝，但通常喝不了很多。不過，吃東西沾醬
是必備的，吃火鍋一定要沾沙茶醬、吃薯條一定要
沾番茄醬呀！

3. 不是很愛麻辣鍋的湯、泡麵的湯、拉麵的湯等重口
味的湯頭，只偶爾喝一下。吃東西沒有沾醬也無所
謂，可以吃食物的原味。

4. 不喜歡喝重口味的湯，我覺得負擔很大。吃東西我
喜歡吃食物的原味，所以幾乎不沾醬料。



Q5、我會吃太多
甜食嗎？

1. 沒吃到甜食我會覺得生命沒意
義，會想去死，所以常常主動
去買。

2. 有時候想到才會去買，朋友或
家人拿給我吃時，不會拒絕，
而且會吃得很開心。

3. 從不主動購買，只有特殊節慶
朋友家人送我時才會吃。

4. 拒絕甜食，縱使人家送我吃，
我也會婉拒。



Q6、我會不會吃太多
油脂？

1. 幾乎每天都會吃炸雞、鹽酥雞、炸
薯條等油炸物，滷肉一定要吃肥肉，
覺得這樣才享受人生呀！

2. 大概週末或是覺得想要放鬆一下時，
才會主動去買炸雞、鹽酥雞、炸薯
條等油炸物。肥肉和雞皮有機會時，
也會吃一下。

3. 不會主動去買油炸物，肥肉和雞皮
也很少吃，除非是有人請客，才偶
爾吃一下。

4. 幾乎不碰油炸物，也不吃肥肉和雞
皮，就算有人請客，也會拒絕，這
是飲食原則。



Q7、我飲食中的
omega-3脂肪酸夠嗎？

1. 我很討厭吃海鮮，所有魚類、貝類
都不碰。此外，也很討厭吃堅果類
的食物，如核桃、亞麻仁籽。

2. 我不吃海鮮，但是，有時會吃些核
桃、亞麻仁籽等當零嘴。

3. 我還算喜歡吃海鮮，每週都會吃一
些魚類，如鮭魚、鯖魚、沙丁魚、
秋刀魚等，牡蠣我也挺愛吃的。有
機會我也會吃一些堅果類的食物，
如核桃、亞麻仁籽。

4. 我特別愛吃海鮮，幾乎每天都會吃
鮭魚、鯖魚、沙丁魚、秋刀魚或牡
蠣等海鮮。此外，我也會每天吃一
些核桃、亞麻仁籽。



Q8、我是哪種肉食性動物？

1. 我是肉食主義者，尤其特別愛吃紅肉，像豬肉、
牛肉、羊肉等，我幾乎「三餐」都要吃個夠，也
愛吃像香腸、火腿、臘肉這種肉製品。而且，我
不喜歡吃蔬菜、豆類等蔬食。

2. 雖然我幾乎「每天」都吃紅肉，如豬肉、牛肉、
羊肉及香腸、火腿、臘肉等，但也不排斥吃蔬食。

3. 我每天不是只有吃紅肉，也會進食雞肉、海鮮等
白肉，而且我會配著蔬食一起吃。

4. 我每天都大量攝取全穀類、蔬果等植物性食材，
而我也比較喜歡吃雞肉、海鮮等低脂肉，不太喜
歡紅肉。



Q9、我吃的蛋白質是哪一種？

1. 要吃蛋白質一定要紅肉呀！所以我每天都吃特多
的牛肉、豬肉、羊肉等來補充蛋白質。

2. 只要是動物肉就可以補充蛋白質，所以我不挑剔，
除了牛肉、豬肉、羊肉以外，也會吃雞肉、海鮮
和蛋。

3. 我除了吃動物性蛋白質，如肉、魚、蛋之外，也
會吃黃豆、毛豆、黑豆，以及它們的製品，如豆
漿、豆乾、豆腐來補充蛋白質。

4. 我以吃植物性蛋白質為主，每天都吃黃豆、毛豆、
黑豆，還有它們的製品，如豆漿、豆乾、豆腐來
補充蛋白質。



Q10、我喝咖啡嗎？

1. 我完全不喝咖啡，一口都不喝。
2. 有朋友請我喝，或是有場合可

以喝咖啡時，我才喝一下。
3. 我大概兩～三天才喝一杯咖啡。
4. 我每天至少喝一杯咖啡，但是

不超過兩杯。



Q11、酒對我的人生
很重要嗎？

1. 人生太苦悶，只有酒了解我，所以
每天一定要喝到醉才能面對人生。

2. 應酬太多，一週好幾攤喝酒趴，雖
然自己也挺愛喝，但有時也會覺得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3. 偶爾朋友聚餐，一起喝喝小酒，放
鬆一下心情。

4. 我是滴酒不沾的人，酒對我而言，
一點都不重要。



Q12、我是不是很懶
得運動？

1. 我非常懶得動，討厭流汗的感覺，
所以能坐絕不站，能躺絕不坐。

2. 偶爾想到還是會散散步或動一下，
但總是三天捕魚，兩天曬網。

3. 一週至少會找時間運動一次，每次
運動也有三十分鐘以上，而且運動
時會流汗。

4. 我會規律地在固定時間運動，每週
三次，每次都會超過三十分鐘以上，
運動時會有點喘，而且流汗。



Q13、我每次吃完東西
有潔牙的習慣嗎？

1. 沒有潔牙的習慣。
2. 偶爾想到再漱漱口。
3. 常常吃完東西後會去刷牙。

4. 吃完東西一定會用牙線潔牙，
並刷牙漱口。



以上十三道題目，你總共獲得幾分
• 13∼26分：你的腸道現在非常不快樂，因為你平時
都在虐待它，再不好好善待，它可能會讓你生病喔。
• 27∼39分：你的腸道雖然沒有很不快樂，但也沒有
很開心，你的某些飲食習慣要改進，當腸道越快樂，
身體才會越健康！
• 40∼52分：基本上，你的腸道算是快樂的，因為平
常對它不錯，但希望分數能再提高，當腸道非常快
樂時，你就能「腸」命百歲。



想要腸道快樂，一點都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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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從「腸」計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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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what we eat!!
「垃圾吃，垃圾大」



時間滴答在走，
稍不注意健康也跟著溜走



腸道菌？







修改自：Singh, Rasnik K., et al. "Influence of diet on the gut microbiome and implications for human health." Journal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15.1 (2017): 1-17.

西方飲食型態
（高油、高糖、高鹽）

地中海飲食型態
（強調新鮮蔬果、全榖雜糧、
健康油脂與適量蛋白質）

飲食型態會影響腸道菌的組成改變

心血管

發炎

糖尿病

肥胖

增加

降低













更多腸道菌與健康的關係



腸道健康，
靠自己!!!



如果現在不好好選擇食物

以後就要把藥物當食物吃



Thanks for listening !
Dr.Jim的營養資訊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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