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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錠劑、膠囊、滴劑都可以：選擇覺得好入口，吃了之後能有效吸收、血中維他命D有確實上升的種類。2. 選擇「純」維他命D：市面上有綜合維他命，或是鈣＋D的複方維他命，建議吃單方的維他命D。3. 選擇檢驗合格的產品：選擇經過國家認證的產品，較有保障。4. 選擇「非活性維他命D」：一般人需補充的是「非活性」的維他命D，如果補充「活性」維他命D，容易造成高血鈣問題（瓶身標示的
單位為IU，即為非活性維他命D）。選購維他命D的重點圖／選購四點要把握；采實文化提供。維他命D3挑選維他命D時，會發現瓶身通常會標示D3字樣，是代表什麼呢？因為維他命D可分為D1、D2、D3、D4、D5等等，不過其中以維他命D2及D3較為重要，所以市面上較常看到D2和D3的補充劑。D2來自植物，D3來自動物，所以如果你為素食者可選擇D2，一般人選擇D3即可。維他命D的單位維他
命D有分為「活性」與「非活性」，一般人要補充的是非活性維他命D，其單位通常會標示IU（活性維他命D會標示UG），所以大家購買補充劑時可以IU作為判斷的依據。合格認證字樣瓶身有標註「USP」、「GMP」認證標示的產品，品質較有保障。劑量我常被問到，維他命D的補充量該吃多少呢？會建議一般成人每天服用800～2000 IU。維他命D補充劑的外包裝上顯示的數字，就代表每一顆／滴的
劑量。不過想要提醒的是，重點不在於你吃了多少量，而是補充後血液中的濃度有多少？同樣吃1000 IU的維他命D，有人血液中維他命D的濃度上升得很快，有些則非常低，所以其實維他命D很難給一個標準的建議量，又比如說一個住在南部的人，和一個住在北部的人，他們原本血中的維他命D基礎值就不一樣，那他們的建議量又怎麼會一樣呢？ 維他命D常見問題Q＆AQ1：為什麼一定要選擇「非活性
維他命D」，而不是「活性維他命D」？維他命D有分活性、非活性兩種，我如果沒有特別說明，通常指的是「非活性維他命D」。至於為什麼不能吃「活性維他命D」呢？因為當我們吃活性維他命D時，它會直接進入到血液中，影響血液裡的鈣離子濃度，很容易產生高血鈣問題。吃非活性維他命D時，它會在細胞裡轉成活性，對細胞發揮功用，待作用完成後會代謝掉，並不會進入到血液，所以不具危險
性，也不會造成身體負擔。那什麼人才會需要補充活性維他命D呢？如果是洗腎患者，就必需補充活性補他命D和非活性維他命D，以提高血液中的鈣濃度和細胞中的維他D濃度。圖／僅為情境配圖。取自shutterstockQ2：維他命D什麼時候吃才對，一天吃幾次？維他命D不管在一天當中的任何時段食用皆可，不過因維他命D為脂溶性，需於飯後吃（餐點需帶有油脂，但不用刻意搭配高脂食物）。可以固定
於某一餐後補充，養成習慣較不易忘記。Q3：嬰幼兒也需要補充維他命D嗎？劑量為多少？國外有研究建議，一歲內的小孩每天可補充400～1000 IU；超過一歲補充600～1000 IU。嬰幼兒及小小孩可選擇滴劑型的維他命D，較易食用。Q4：維他命D需要搭配鈣一起吃嗎？講到骨質疏鬆，大多數人會想到要補充鈣質，不過光補鈣是不夠的，還要同時補充維他命D，因為透過維他命D，身體才有辦法吸收
鈣，還能阻止鈣的流失。從另一個面向來看，我們除了要補充維他命D之外，是否也要補充鈣質呢？除非你已確定罹患骨質疏鬆症，或是為已停經的婦女和老年人較易有骨鬆的症狀，需要特別補充鈣質，一般人並不用特別補鈣，因為每天可以從很多食物中攝取到鈣質了。Q5：維他命D的食用禁忌？維他命D基本上不會和任何食物或藥物相互作用，可以放心食用。（本文作者為桃園敏盛醫院研究副院長；原
文刊載於江坤俊《每日好D【實踐版】》／采實文化）圖／《每日好D【實踐版】：江坤俊醫師的日日補D計畫，幫你找回身體不足的維他命D、抗癌護健康》 購物車購物車 折價券折價券 瀏覽紀錄 瀏覽紀錄 more 追蹤清單追蹤清單 回TOP回TOP 播报 编辑 锁定 讨论 上传视频 特型编辑 ▪ 物理学 ▪ 建筑学 ▪ 纺织行业 ▪ 医学 ▪ 化学 d “D”原本可能是一个门的符号，像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里（1）。最早
什么时候出现于闪族的书面当中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了。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在比布鲁斯（古地中海港市，位于现黎嫩贝鲁特以北的朱拜勒，公元第二千年成为繁华的腓尼基城）和腓尼基的其他一些方以及迦南的中心这符号是特定的线性形式（2），对于的性形式来说。在闪族的语言中叫做th，意思door（门）。希腊人重新改变的闪族人的命名为delta他们保留了腓尼基人的符号（3）。在意大利的殖民
地-希腊的Khalkis（或Chalcis-卡尔基斯[希腊东南部一港市]母有了轻微的弧度（4）。这种形状致使它也存在于拉丁文的书写中（5）。从拉丁时代这个三角逐渐的被圆滑（6）。 字母d的发展史 （1）一个门的符号，像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里 。（2）对于的性形式来说。在闪族（即闪米特人）的语言叫做th，意思door（门）。希腊人重新改变的闪族人的命名为delta他们保留了腓尼基人的符号。（3）在
意大利的殖民地-希腊的Khalkis（或Chalcis-卡尔基斯[希腊东南部一港市]字母有了轻微的弧度。（5）从拉丁时代这个三角逐渐的被圆滑。闪族语的Dâlet可能是从雨或门的缩略图发展而来的。在闪族语中，古希腊（现代希腊语中的/δ/）和拉丁语中这个字母发/d/的音。在伊特鲁里亚语中。这个字母是多余的。但仍然保留（参看字母B）。 d数学 16进制数字 D 大写D在十六进制的表示为十进制的“13”。
十进制十六进制10A11B12C13D14E15F距离d可以表示距离(distance)。微分符号十进制度d物理学 时间d在时间单位中表示天（Day）的意思。列如：30d表示为30天的意思。二极管二极管（晶体二极管，diode），它是一种具有单向传导电流的电子器件。在电路中用字母D表示。电位移矢量 直径用来表示直径。在工程学中使用较多，如D200的管子。d建筑学 d 在建筑学中钢筋搭接长度也用字母
（d）来表示。受拉钢筋搭接长度，图纸上注明的按标注确定，未注明的：C20 C25 高于C25二级钢筋 45d 40d 35d三级钢筋 55d 50d 45d冷拔低碳钢筋 不小于300mm在图集03G101里面 还有关于受拉钢筋绑扎搭接长度计算=修正系数×锚固长度修正系数按纵向筋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确定：1．≤25%时取1.25 2、 50% 1.4 3、100% 1.6。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搭接长度不小于300mm；而受压钢筋
搭接长度按0.7倍受拉钢筋搭接长度计算d纺织行业 科技名词定义中文名称：旦尼尔。英文名称：denier。定义：线密度的单位。纤维、单纱、网线、绳索等在公定回潮率时每9000m长度的质量克数。计算公式其计算式为：Td=9000×GK/L；式中：Td——纤维的旦数（旦）；L——纤维的长度（m）；GK——纤维在公定回潮率时的质量(g)。它与另外一种法定计量单位特克斯（tex）的换算关系公式
为：tex=D/9用途在我国是非法定单位，但是在对外贸易中常用于化纤和蚕丝领域。d医学 头部左右两侧之间最长部位的长度，又称为“头部大横径”。当妊娠初期无法通过CRL来确定预产日时，往往通过B超测量 D 来预测；中期以后，在推定胎儿体重时，往往也需要测量该数据。d化学 d表示液体的质量体积之比，如98%浓硫酸 d=1.84g/mL。 dD的变体 Ðð（eth）Đđ（d with stroke）Ɖɖ（d with
tail，又名African D，因为主要用于非洲的语言）留意以上3个字母，大写的形状完全一样，仅小写有分别。d相近字母 以D开头的英文名字续上表英文名中文性别音标来源Danae达娜厄女性[dɑ:neə]希腊语Dane戴恩男性[dein]Daniel丹尼尔中性['dænjəl]Daniela丹妮拉女性[dæn'jelə]Danielle丹妮尔女性[dæn'jel]Danny丹尼男性['dæni]Dante但丁中性['dænti]意大利语Danton丹顿男性
['dæntən]Daphne达芙妮女性['dæfni]希腊语Daphnia达芬纳女性['dæfnə]奥里吉纳尔Dard达德男性[dɑ:b]希腊语Dardan达丹男性['dɑ:dn]奥里吉纳尔Dari达里女性['dɑ:ri:]奥里吉纳尔Darius大流士男性[də'raiəs]Darla达拉女性['dɑ:lə]Darlene达琳女性[dɑ:'li:n]Darnell达诺男性[dɑ:nel]Darrell达雷尔男性['dærəl]Darren达里恩男性['dærən]艾里什Darwin达尔文男性['dɑ:win]续上表Daryl
达里尔中性['dæril]Dave戴夫男性[deiv]Davey戴维男性['deivi]Davian戴维安男性['deivjən]David大卫中性['deivid]Davida戴维达女性['deividə]Davis戴维斯男性['deivis]Davy戴维男性['deivi]Dawn道恩女性[dɔːn]Dawson道森男性['dɔ:sn]Dayle黛尔中性[deil]Dayton代顿中性['deitn]Dean迪安中性[di:n]中世纪英语Deanna迪安娜女性[di'ænə]Debbie黛比女性['debi]Deborah黛博拉中性
['debərə]Debra黛布拉中性['debrə]December迪森博中性[di'sembər]Deianira迪厄奈厄拉女性[di:ə'naiərə, deiə-]Deirdre迪尔德丽女性[di:ədə]艾里什续上表Deland迪兰德男性['di:lənd]奥里吉纳尔Delaney黛蕾妮中性[di'leini]Delia迪莉娅女性['di:ljə]Delian迪连男性['di:ljən]奥里吉纳尔Delilah黛莉拉女性[di'lailə]Della黛拉女性['delə]Delores迪尔瑞斯女性[də'ləuris]Delphi黛尔菲男性
['delfai]Delphine德尔菲恩女性['delfi:n, del'fi:n]Delphinus德尔费纳斯男性[del'fainəs]Delta代尔塔女性[`deltə]Demeter迪米塔女性[di'mi:tə]Demetrius德米特里斯男性[də'mi:triəs]Demos迪姆斯女性['di:mɔs]Demosthenes迪莫瑟尼斯男性[di'mɔsθəni:z]Denali迪娜丽女性[də'nɑ:li]Deneb德纳博男性['deneb]Denine德宁男性[de'nain]Denis丹尼斯男性['denis]Denise丹妮丝女性
[də'ni:z, de'-] 【文、圖／摘自采實文化《每日好D【實踐版】》，作者江坤俊】維他命D的補充量該吃多少呢？ 圖／ingimage維他命D補充劑怎麼挑、怎麼吃？市面上的維他命D 補充品琳瑯滿目，該如何挑選？幾個選購重點快速帶大家了解：1 錠劑、膠囊、滴劑都可以：選擇覺得好入口，吃了之後能有效吸收、血中維他命D 有確實上升的種類。2 選擇「純」維他命D：市面上有綜合維他命，或是鈣＋ D
的複方維他命，建議吃單方的維他命D。3 選擇檢驗合格的產品：選擇經過國家認證的產品，較有保障。4 選擇「非活性維他命D」：一般人需補充的是「非活性」的維他命D，如果補充「活性」維他命D，容易造成高血鈣問題（瓶身標示的單位為IU，即為非活性維他命D）。 圖／摘自《每日好D【實踐版】》選購維他命D的重點維他命D3挑選維他命D時，會發現瓶身通常會標示D3字樣，是代表什麼呢？
因為維他命D可分為D1、D2、D3、D4、D5等等，不過其中以維他命D2及D3較為重要，所以市面上較常看到D2和D3的補充劑。D2來自植物，D3來自動物，所以如果你為素食者可選擇D2，一般人選擇D3即可。維他命D的單位維他命D有分為「活性」與「非活性」，一般人要補充的是非活性維他命D，其單位通常會標示IU（活性維他命D會標示UG），所以大家購買補充劑時可以IU作為判斷的依據
（為什麼不能補充「活性維他命D」，請見下一頁的Q1）。合格認證字樣瓶身有標註「USP」、「GMP」認證標示的產品，品質較有保障。劑量我常被問到，維他命D的補充量該吃多少呢？會建議一般成人每天服用00∼2000IU。維他命D補充劑的外包裝上顯示的數字，就代表每一顆／滴的劑量。不過想要提醒的是，重點不在於你吃了多少量，而是補充後血液中的濃度有多少？同樣吃1000IU的維他命
D，有人血液中維他命D的濃度上升得很快，有些則非常低，所以其實維他命D很難給一個標準的建議量，又比如說一個住在南部的人，和一個住在北部的人，他們原本血中的維他命D基礎值就不一樣，那他們的建議量又怎麼會一樣呢？維他命D常見問題Q＆AQ1： 為什麼一定要選擇「非活性維他命D」，而不是「活性維他命D」？維他命D 有分活性、非活性兩種，我如果沒有特別說明，通常指的是「非活
性維他命D」。至於為什麼不能吃「活性維他命D」呢？因為當我們吃活性維他命D 時，它會直接進入到血液中，影響血液裡的鈣離子濃度，很容易產生高血鈣問題。吃非活性維他命D 時，它會在細胞裡轉成活性，對細胞發揮功用，待作用完成後會代謝掉，並不會進入到血液，所以不具危險性，也不會造成身體負擔。那什麼人才會需要補充活性維他命D 呢？如果是洗腎患者，就必需補充活性補他命D和非
活性維他命D，以提高血液中的鈣濃度和細胞中的維他D濃度。Q2：維他命D 什麼時候吃才對，一天吃幾次？維他命D 不管在一天當中的任何時段食用皆可，不過因維他命D 為脂溶性，需於飯後吃（餐點需帶有油脂，但不用刻意搭配高脂食物）。可以固定於某一餐後補充，養成習慣較不易忘記。Q3：嬰幼兒也需要補充維他命D 嗎？劑量為多少？國外有研究建議，一歲內的小孩每天可補充400 ∼
1000IU；超過一歲補充600 ∼ 1000 IU。嬰幼兒及小小孩可選擇滴劑型的維他命D，較易食用。．書名：每日好D【實踐版】：江坤俊醫師的日日補D計畫，幫你找回身體不足的維他命D、抗癌護健康．作者：江坤俊 ．出版社：采實文化．出版日期：2020/01/22Q4：維他命D 需要搭配鈣一起吃嗎？講到骨質疏鬆，大多數人會想到要補充鈣質，不過光補鈣是不夠的，還要同時補充維他命D，因為透過維
他命D，身體才有辦法吸收鈣，還能阻止鈣的流失。從另一個面向來看，我們除了要補充維他命D 之外，是否也要補充鈣質呢？除非你已確定罹患骨質疏鬆症，或是為已停經的婦女和老年人較易有骨鬆的症狀，需要特別補充鈣質，一般人並不用特別補鈣，因為每天可以從很多食物中攝取到鈣質了。Q5：維他命D 的食用禁忌？維他命D 基本上不會和任何食物或藥物相互作用，可以放心食用。 維他命D補鈣
高血鈣水溶性維生素 就我們現在對維他命D的了解，它主要是經由陽光照射皮膚後而由人體自行產生，且它的功能非常多，顧骨頭只是其中極小一部分，敏盛醫院研究副院長江坤俊在新書《每日好D【實踐版】》也指出，維他命D幾乎可以作用在人體的每一個器官，但若想達到抗癌的濃度，光曬太陽是不夠的。 延伸閱讀：他鈣片吃了10年還是骨鬆！江坤俊：顧骨本只有「３要素」有效 示意圖／TVBS 用
維他命D抗癌 曬太陽是不夠的 江坤俊表示，如果想靠曬太陽得到維他命D，最好是在中午11～13點時，因為此時陽光直射時穿過大氣層的距離短，而且不要擦防曬油，只需要曬10～15分鐘即可。他也強調，曬15分鐘的太陽，身體的維他命D大概就是到保骨本、預防骨質疏鬆的程度。根據這幾年的研究顯示，如果想達到抗癌的濃度，光曬陽光是不夠的，因為不管再怎麼曬，體內維他命D的濃度到了一個程
度就上不去，還是得靠口服的維他命D來補充，才能達到抗癌的濃度。 延伸閱讀：別小看冬天的太陽！５種膚況小心皮膚癌 這種痣更要注意 維他命D有分D2和D3，怎麼吃比較好？ 另外，補充維他命D也能從食物中攝取。一般食物中，有哪些可以獲得D？江坤俊指出，最常見的就是魚類，尤其是鮭魚；除了魚類，其他像是牛奶、植物、藻類都含有少量的維他命D，可是植物、藻類的維他命D又不太一樣。
維他命D有分D2和D3，在動物裡面的大概都是D3，植物裡面是D2，這兩個的作用還是有差別的，D3的作用比D2強。 延伸閱讀：更年期必吃！1片鮭魚＝6顆蛋，補足5大營養防骨鬆、肌少、頭痛、貧血 補充維他命D保健品，怎麼選才對？ 很多人會問：「維他命D補充劑有哪些、要怎麼選？」江坤俊說明，現在市面上可以看到錠劑、膠囊，也有些是滴劑，建議是視個人體質而定，有人吃錠劑效果好，有
人吃滴劑效果好，怎麼評估要選哪種？就看你補充完，血中維他命D濃度有沒有上升就好，只要你吃了之後，血中濃度有上升，就代表你的腸胃道對這一個品牌或是類型的吸收效果很好；當然，還要看你吃了這一牌的維他命D後，有沒有任何不舒服的情形。 ◎ 本文摘自／《每日好D【實踐版】：江坤俊醫師的日日補D計畫，幫你找回身體不足的維他命D、抗癌護健康》江坤俊 著 ◎ 圖片來源／達志影
像/shutterstock提供 相關文章 江坤俊破解癌症關鍵死因！每天1動作送走癌細胞 手部痠痛到不行？竟是缺乏維生素C、D！補充多少才夠？ 存骨本不是只吃D！3種營養素最「吸鈣」 營養師教你高鈣吃法 「我想要救她…」他救癌妻不惜傾家盪產！江坤俊告訴你醫療保險怎麼買 按這裡→加入健康2.0LINE 保健新知搶先看 維生素D的基本概念 維生素D是一種出現在某些食物的微量維生素，包含：鯡魚、
鯖魚、沙丁魚以及鮪魚的脂肪中，為了更容易取得維生素D，有時會將維生素D添加到奶製品、果汁以及穀片中，這樣的產品稱為「維生素D強化」產品。不過絕大多數的維生素D是藉由曝曬在陽光下來獲得，大概佔身體的80%~90%。維生素D也能藉由實驗合成。 維生素D可以用來治療及預防軟骨病 (Rickets)、骨骼虛弱 (骨質疏鬆症 Osteoporosis)、 骨骼疼痛(Osteomalacia)、副甲狀腺機能亢進
(Hyperparathyroidism)、成骨不全症 (Osteogenesis Imperfecta，俗稱玻璃娃娃 )，也能用來預防有罹患骨質疏鬆症風險的人跌倒及骨折，避免腎衰竭(Kidney Failure) 患者鈣質過低及骨質流失 (Renal Osteodystrophy，又稱為腎性骨病變 )。 維生素D也能用來治療心血管狀況，包含高血壓(Hypertension)以及高膽固醇、糖尿病(Diabetes)、肥胖、肌肉虛弱、多發性硬化症、類風濕性關節炎、
慢性阻塞性肺病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氣喘(Asthma)、支氣管炎、經前症候群(PMS)、牙齒和牙齦疾病、白斑症(Vitiligo)、硬皮症(Scleroderma)、乾癬(Psoriasis)、日光性角化症 (Actinic keratosis) 以及紅斑樣尋常狼瘡(Lupus vulgaris) 等皮膚症狀。維生素D也能用來活化免疫系統，避免自體免疫系統疾病以及預防癌症。 由於維生素D與維持某些礦物質的恆定
有關，例如磷和鈣，因此當出現磷含量低的狀況時 ，例如：家族性低磷血症 (Familial Hypophosphatemia) 以及范可尼氏症候群 (Fanconi Syndrome)以及鈣含量偏低時，如副甲狀腺機能低下以及假性副甲狀腺機能低下會使用維生素D。 當維生素D以骨化三醇(Calcitriol)或鈣泊三醇(Calcipotriene)的形態存在時，一般是拿來直接用在皮膚上治療某種特定類型的乾癬。 維生素D的功效原理 目前對於
維生素D 的功效原理沒有足夠研究，請與醫師討論更進一步的資訊，不過目前已知體內礦物質鈣和磷需要維生素D來維持恆定，另外維生素D在維繫骨骼結構也扮演重要角色。維生素D的注意事項與使用禁忌 若您有以下情形，請於使用前先諮商您的醫師或藥師： 您正在孕期或哺乳期中：因為當您正在懷孕或哺乳時，應該只服用醫師指示的藥物。 您正在服用其他藥物。 您對維生素D、其他藥物或其他草藥
的任何物質過敏。 您目前有其他疾病或病情。 您有任一類型的過敏，如：食物、染料、防腐劑或動物…等過敏。 相較於對藥品的規範，草藥的規範較不嚴格，尚須更多研究佐證其安全性。使用之前，請先確保服用的好處大於風險，建議諮詢草藥醫師或醫師以獲得更多資訊。 使用維生素D安全嗎 對大多數的人而言，口服或適量靜脈注射維生素D都很安全，除非使用過量。 長期每天使用超過4000單位的維
生素D可能會不安全，並有機會導致血鈣過高。然而治療短期治療維生素D缺乏會需要較高的攝取量。因此這種類型的治療方式應在醫療人員的監視下進行。 特別的注意事項 懷孕或哺乳：當每日用量低於4000單位時，維生素D對懷孕和哺乳中的婦女來說一般很安全，不過超過這個使用量可能會造成胎兒嚴重傷害。 腎臟疾病：維生素D可能會提高血鈣含量並增加罹患嚴重腎病的患者動脈硬化(Hardening
of the Arteries) 的風險，當腎臟無法維持血液中鈣磷含量時就會發生腎性骨病變，因此需要密切監控腎臟疾病患者的血鈣含量。 血鈣含量高：使用維生素D會惡化這個症狀。 動脈硬化(Atherosclerosis)：使用維生素D可能會惡化狀況，特別是同時患有腎臟疾病的患者。 類肉瘤病 (Sarcoidosis)：維生素D會增加類肉瘤病患者的血鈣含量，可能會引起腎結石和其他問題。 組織胞漿菌病
(Histoplasmosis)：維生素D會增加組織漿菌症患者的血鈣含量，可能會引起腎結石和其他問題。 副甲狀腺機能亢進(Over-active parathyroid gland/ Hyperparathyroidism)：維生素D會增加副甲狀腺機能亢進患者的血鈣含量。 淋巴瘤(Lymphoma)：維生素D會增加淋巴瘤患者的血鈣含量，可能會引起腎結石和其他問題。 肺結核(Tuberculosis)：維生素D會增加肺結核患者的血鈣含量，可能會導
致例如腎結石等併發症。 使用維生素D的潛在副作用 使用過多的維生素D會產生，虛弱、疲勞、想睡、頭痛、失去胃口、口乾舌燥、口中有金屬味、噁心、嘔吐及其他等副作用。並非所有人都會經歷這些副作用，可能有些副作用未列出，若對副作用有任何疑慮，請洽詢醫師。使用維生素D的潛在交互作用 維生素D可能會和您當正在服用的藥物或身體狀況產生交互作用，使用前請與醫師或草藥醫師討論。會
和維生素D產生交互作用的產品包括： 鋁：很多制酸劑(Antacids) 含有鋁，而維生素D會增加鋁被身體吸收的量；腎臟疾病病人應該在使用制酸劑2小時前或4小時後使用維生素D。 鈣泊三醇(Calcipotriene)：同時使用維生素D和鈣泊三醇可能會增加鈣泊三醇的效果和副作用，若有服用鈣泊三醇應避免使用維生素D。 地高辛(Digoxin)：地高辛能用來協助使心跳更強壯，同時使用維生素D和地高辛可能會
增加地高辛的效果並導致心律不整，若您有在使用地高辛，則使用維生素D營養補給品之前應與醫師討論。 迪太贊(Diltiazem)：同時使用大量維生素D和迪太贊可能會降低迪太贊的效果。 維爾寧(Verapamil)：維生素D能幫助身體吸收鈣質，若有在使用維爾寧，請勿使用大量維生素D，因為，鈣質和維爾寧都會影響心臟。 利尿劑(Water pills)：同時使用大量維生素D和某些利尿劑可能會導致體內有過多
的鈣，並且可能會引起嚴重的副作用，包含腎臟問題；會導致上述問題的利尿劑包含：氯噻嗪(Chlorothiazide)、氫氯噻嗪(Hydrochlorothiazide)、 因達拍邁(Indapamide)、 美通拉隆(Metolazone)、以及氯噻酮(Chlorthalidone)。 希每替定(Cimetidine)：希每替定會使人體轉換維生素D的能力下降，也可能會降低維生素D的功效。 肝素(Heparin)：肝素會減緩血栓形成，長期使用會增加骨折風
險，使用這類藥物的人飲食中應富含鈣質及維生素D。 低分子量肝素(Low molecular weight heparins, LMWHS)：長時間服用低分子量肝素會稱加骨折風險，使用這類藥物的人飲食中應富含鈣質及維生素D；低分子量肝素包含依諾肝素(Enoxaparin)、 達肝素(Dalteparin)以及低肝脂鈉(Tinzaparin)。 維生素D的建議用量 以下資訊並非醫療診斷，使用前請務必諮詢醫師或草藥醫師。 維生素D的一般
使用量是多少 口服： 預防骨質疏鬆症及骨折：老年人每日應使用400~1000 國際單位(IU)；有些專家建議更高的劑量，每日可到 1000~2000國際單位。 預防跌倒：每日800~1000國際單位(IU)，搭配鈣質每日1000~1200毫克。 預防多發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MS)：長期使用至少每日400國際單位(IU)，主要以綜合維生素補給品的方式給予。 預防所有癌症：更年期婦女每日1400~1500毫
克鈣質加上1100國際單位(IU)維生素D3。 由他汀類(Statins)藥物引起的肌肉疼痛：一週使用50,000單位維生素D2或維生素D3，或者一天使用400國際單位(IU)。 預防流感：每日1200國際單位(IU)維生素D。 多數維生素營養品僅含400國際單位(10微克)維生素D。 美國醫學研究院(The Institute of Medicine，簡稱IOM)所公布的每日建議攝取量依照大多數人所需要的維生素D來估計，依照年齡而
有所不同： 1~70歲成年人每日建議用量600國際單位。 71歲以上老年人每日建議用量800國際單位。 懷孕及哺乳中婦女每日建議用量600國際單位。 0-12個月嬰兒每日足夠攝取量400國際單位。 美國兒科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AAP) 建議： 所有嬰兒及兒童，包含青少年在內的維生素D建議用量增至每日400國際單位。 美國國家骨質疏鬆症基金會(The National Osteoporosis
Foundation，簡稱NOF) 建議： 50歲以下成人每日使用400~800國際單位維生素D。 較高齡者每日使用800~1000國際單位維生素D。 北美更年期協會(The North American Menopause Society) 建議： 因為太少曝曬陽光而有維生素D缺乏風險的婦女每日應使用700~800國際單位的維生素D。 加拿大骨質疏鬆症協會(Osteoporosis Canada) 建議： 50歲以下成年人每天使用400~1000國際單
位的維生素D。 超過50歲的人每天使用800~2000國際單位維生素D。 加拿大防癌協會(The Canadian Cancer Society) 建議： 居住在加拿大的成人每逢秋冬每日應使用 1000 國際單位的維生素D。 許多專家現在建議使用含有膽鈣化醇的維生素D營養品來達到基本攝取量，因為膽鈣化醇似乎比另一種稱作麥角鈣化固醇的維生素D型態更有效。 維生素D的用量因人而異，主要會受年齡、健康狀況和其他
疾病所影響；而這類型的草藥補充劑也不一定安全，因此，在服用前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草藥醫師以了解適合您的用量。 維生素D的製成品類型 自然存在於陽光、某些食物和乳製品中 膠囊 軟膠囊 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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