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矽素還有其他功效嗎？

當然有。矽素功用繁多，前頁所述只是一部分

例子，其他功效包括改善脆甲、增加血管彈性

、促進血流、抑制口臭、淨化毒素等。日本已

有不少臨床個案證實矽素的功效。

2. 矽素有副作用嗎？  

矽素不會對身體造成負面影響。矽素是「水溶

性」的，腸道完成吸收後，多餘的矽便會於三

至九小時內經尿液排走，不會積累於肝臟等器

官。只要選擇安全可靠的生產商，就不會有問

題。

3. 市面上有很多「無矽」洗髮露，
那不就代表「矽」是有害的嗎？為
甚麼還要攝取？

洗髮露中加入矽，原意是填補毛鱗片之間的空

隙，令頭髮更順滑。由於洗髮露中的矽是「非

水溶性」，所以如果清洗不乾淨就有機會殘留

於頭皮，堵塞毛孔。而食用的矽素則是「水溶

性」的，完成吸收後不會殘留體內，故沒有以    

上問題。

性」的，完成吸收後不會殘留體內，故沒有以    

1. 矽素還有其他功效嗎？

矽素活用法

在水、咖啡、茶和果汁等飲

料中加入5滴水溶性矽素，

均勻攪拌後

飲用

血管不通／柏金遜 

脫髮／頭髮稀薄 在洗髮露或生髮水中加入

10-15滴水溶性矽素，並以

雙手按摩

在護膚品（如乳液）中加入

3-6滴水溶性矽素或直接塗

抹於臉上，並輕輕按摩

口氣／牙肉發炎

一般保健（頭髮、皮膚

、指甲和骨骼）

在清水（溫水

或室溫水）中

加入8-10滴水

溶性矽素，均

勻攪拌後飲用

10-15滴水溶性矽素，並以

雙手按摩

皮膚粗糙／皺紋

刷牙前在牙刷加入

3-6滴水溶性矽素，

可抑制細菌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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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48名頭髮稀薄的人士

方法：

結果：實驗組普遍獲得正面的成果，

       除了頭髮變得不易斷裂外，髮

       量也有了可見的增長。對照組

       則沒有明顯的變化。

       

       

2 .  改善骨質流失 3. 改善柏金遜症

「矽素」是甚麼？

矽素（Silicon）是一種提煉自

水晶的營養礦物質。近年的研

究發現，矽素是促進結締組織

形成的關鍵成分――結締組織

散佈於整個人體，如網絡般包

覆我們的肌肉、骨頭、血管、

神經和細胞，與身體每一個部

位都息息相關。故此不少研究

指出，矽素能夠改善掉髮、皺

紋、脆甲、骨質流失、血管不

通甚至柏金遜等問題。

為何需要額外補充矽素？

諾貝爾化學獎（1939年）得主阿道夫‧

布特南特 A d olf Frie d rich J o h a n n 

Butenandt曾在1972年發表過一份研究

，他主張矽素是人體不可缺的營養，必

須從日常飲食中持續攝取  。可惜隨著

社會發展，環境破壞愈趨嚴重，加上食

物多經過大量加工改造，食材裡的矽素

不斷流失――只靠飲食，我們已難以攝

取足夠的矽素。

1 .  促進頭髮及皮膚健康生長

矽素促進頭髮生長(2007 )

人數：50名有皮膚老化情況的女性

年齡層：40 - 65歲

方法：分為兩組，實驗組每天服用10mg

       矽素，對照組則服食安慰劑

實驗長度：20星期

結果：

每天10mg矽素 阻止皺紋出現(20 1 1 )  

矽素甚至有改善柏金遜症的奇效。柏金

遜是由於腦部未能產生足夠的「多巴胺

」，而缺乏多巴胺的主因是細胞內粒線

體的機能受到破壞。根據臨床發現，矽

素被認為有助回復粒線體的機能，從而

改善柏金遜症狀，包括手震、步行困難

等。

矽素有助於提升骨質密度。有研究認為，矽素是

促進膠原蛋白合成的重要一環 ，而膠原蛋白又是

構成骨骼的一種主要成分，負責維持骨頭韌性，

使其不容易斷裂，故矽素的補充必不可少。

參考資料： 1.Hosoi, M. (n.d.). Saisei iryo o henkaku suru keiso no chikara. Kosumotuwan.                  4.JUGDAOHSINGH R. SILICON AND BONE HEALTH. The journal of nutrition, health & aging. 2007;11(2):99-110.    

人數：1251名男性和1596名女性

年齡層：30 - 87歲

方法： 

          

實驗長度：1996年 - 2001年       

結果：矽素攝取量較高的人士，骨質密度（臀部

骨骼）明顯有較大幅度的增長，這現象在

男性和更年期前的女性上都有出現。        

實驗長度：9個月

日本有一臨床例子：

一名六十多歲、發病

逾十年的女性，每天

攝取10mL的矽素，結

果兩週後，已沒有手

震的情況 。

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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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兩組，實驗組每天服用10mg

矽素，對照組則服食安慰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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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2. Effect of oral intake of choline-stabilized orthosilicic acid on hair tensile strength and morphology in women with 
fine hair .Arch Dermatol Res. 2007 Dec ;299(10):499-505. Epub 2007 Oct 25 
3. Dayan, N., & Kromidas, L. (2011). Formulating, packaging, and marketing of natural cosmetic products. 
Hoboken, NJ: Wiley.

以皮膚皺紋量度儀（S kin 

Visio m  eter）進行檢測，發現

實驗組的皮膚光滑度平均提升

19%，彈性亦得到可見的改善。

對照組則沒有明顯的變化。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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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素提升骨質密度(200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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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受試者飲食中的矽素總含量，並進行骨         

質密度測試，比較實驗進行期間的數據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