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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歸靈（茶飢素）－喝烏龍茶會肚子餓的活性成分 

謝聖國[1]  羅元浩[1]  陳盈潔[1]  鍾澤裕[1]  曾志正[1]*
 

摘  要 烏龍茶是台灣名聞遐邇的一種茶品，青心烏龍則是製作這類茶的優良樹種，為台灣現有茶樹栽種面積最廣的品種。

青心烏龍除了具有迷人的特有香氣與喉韻外，還能夠使飲用者明顯感受到飢餓感與腸胃蠕動。飢餓感主要由中樞神經系統中的

下視丘來調控，飢餓素是人體中最主要傳遞飢餓訊息的荷爾蒙訊號分子，同時也直接管控生長激素分泌，並調控體內代謝、能

量平衡、記憶力、心血管與腸胃蠕動功能等重要生理功能。而生長激素分泌量不足被證實與人們老化生理現象有密不可分的關

係。本實驗室投入十餘年時間，解開喝青心烏龍茶能產生飢餓感並促進腸胃蠕動的成份，將其命名為體歸靈或稱為茶飢素。體

歸靈藉由仿效飢餓素的誘導分子機制，結合飢餓素接受器來引發飢餓感、腸胃排空、刺激生長激素分泌等生理功效。因此，我

們推測體歸靈具有抗老化的養生保健功效，也具有潛力發展為治療生長激素相關疾病的天然藥物。 

關鍵詞：青心烏龍茶、飢餓素、體歸靈（茶飢素）。 

Teaghrelin, the Active Component Responsible for the 

Hunger Induction of Oolong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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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shin oolong tea is a popular tea in Taiwan due to its unique aroma and taste, and its empirical 

perception as one to induce hunger and accelerate gastrointestinal motility.  Ghrelin, known as the "hunger hormone", 

is an endogenous ligand for growth hormone secretagogue-1a receptor that is responsible for conveying the message 

of hunger and for the release of growth hormones associated with body metabolism and energy balance.  The 

reduction of growth hormone secretion is found to be related with several aging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metabolism 

and physiological imbalance.  We have spent more than ten years to identify the active compound responsible for the 

empirical effects (hunger induction and acceleration of gastrointestinal motility) of Chin-shin oolong. It was 

successfully demonstrated that teaghrelin is the active compound in chin-shin oolong to induce hunger sensation 

presumably via the same molecular mechanism activating the ghrelin receptor. Based on the result, we suggest that 

teaghrelin possesses anti-aging activity with a great potential to be a promising oral agonist of the ghrelin receptor, 

which warrants further clinical trials. 

Key Words: Chin-shin oolong tea, ghrelin, teaghrelin. 

 

一、 台灣茶的介紹 

台灣最早的茶葉紀載是在清康熙年間的《諸羅縣志》「水

沙連內山，茶甚夥，味別。色綠如松蘿。」，不過主要是以野

生茶為主，基本上做為避暑療障效果之用
[1]

。而後來台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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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適應暑瘴問題，這也使野生茶逐漸淡出市場。根據《台

灣通史》〈農業志〉紀載，台灣茶葉有規模的種植與經營管理，

應自清嘉慶年間從大陸引入茶種才開始，這個時期的淡水地

區也有茶葉出口的紀錄
[2]

。此後，英商約翰．杜德(John 

Dodd)於清同治年間在台灣大規模經營茶業，自福建安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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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茶苗及種茶製茶的技術，使得台灣茶產業得以有商業規模

的大幅成長，並成功地將台灣茶葉推向國際市場，此舉對台

灣茶葉發展有著巨大深遠的影響
[3]

。在此時＂烏龍茶＂也出

現在台灣歷史上，成為台灣茗茶的代表。從海關報告中得知

1866 年至 1874 年烏龍茶成長率高達二十倍，次年更高達三

十倍之多，至今烏龍茶仍然是台灣重要的經濟產品
[4]

。除了

上述的歷史成因，台灣還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氣候及環境，

非常適合茶樹的生長，堪稱是世界著名茶葉產區之一，所產

製的茶葉包括未發酵茶（綠茶、龍井茶）、部分發酵茶（包種

茶、烏龍茶）、及完全發酵茶（紅茶），其中又以烏龍茶最具

特色，馳名遠播
[5]

，過去百餘年來，烏龍茶一直在台灣茶產

業佔有一席之地
[6]

。近年來茶葉也有許多的研究成果公諸於

世，讓我們瞭解茶葉裡含有很多不同類型的茶多酚，這些成

份被認為具有醫療保健的功效，例如預防癌症、改善心血管

疾病、抗老化和抗氧化等，而這些茶葉所擁有的保健功效基

本上吻合我們的老祖先們憑藉生活經驗將茶視為中草藥的道

理。 

二、 台灣的青心烏龍茶 

台灣種植的茶葉種類以青心烏龍、青心大冇、台茶十二

號（金萱）、台茶十三號（翠玉）、四季春、大葉烏龍與硬枝

紅心等品種為主，而目前主要是以前三品種為種植大宗，其

中又以青心烏龍的種植面積最廣
[7]

。青心烏龍又稱為青心、

烏龍、種籽、種茶、玉叢、軟枝烏龍等，屬於小葉晚生種的

茶樹，葉肉厚且有彈性，帶有濃綠光澤，製成茶後具有香氣

清揚、滋味醇和的優點（圖 1）。根據文獻記載，青心烏龍在

台灣的栽種史起源於清咸豐五年(1855)由舉人林鳳池先生自

福建武夷山帶回青心烏龍茶苗 36 株，林舉人於小半天、清

水溝與自宅各種 4 株，剩餘 24 株則分送給贊助過他的鄉親，

種植於南投縣鹿谷鄉凍頂地區
[8]

，此舉種下百年後舉世聞名

的台灣凍頂烏龍茶產業，故林鳳池先生也被尊稱為「茶祖舉

人」（圖 2）。目前台灣中部茶樹種植地區，從海拔兩百多公

尺平坦農地到海拔兩千多公尺的高山陵地都能見到青心烏龍

茶種的栽種，特別是海拔 700 公尺以上的區域，基本上都以

栽種青心烏龍茶種為主。由此可見青心烏龍茶品受到市場喜

好的程度。 

烏龍茶屬於青茶類，在台灣所指的烏龍茶主要是專指「烏

龍茶種、並以烏龍茶方式加工而成」的茶類，而青心烏龍也

成為最適合製作優良烏龍茶的茶菁來源。青心烏龍除了具有

獨特的香氣與喉韻之外，還有一個很特殊的飲後效果，那就

是相較於其他茶種製成的茶，它能夠使飲用者感受到明顯飢 

 

圖 1 青心烏龍為台灣重要茶種之一，也是種植面積最廣的茶

種。(A) 青心烏龍茶園一景，(B) 茶樹上嫩芽，(C) 採

摘的茶菁，(D) 製成之茶乾。 

Fig. 1 Chin-shin oolong tea, one of important tea 

variety extensively grown in Taiwan. (A) Chin-

shin oolong tea farm. (B) Yang leaves and buds 

of tea trees. (C) Harvested tea leaf. (D) Dry 

oolong tea product. 

 

餓感與腸胃蠕動（圖 3）。台灣人待客之道中，給客人奉茶時

經常也都會備有糕餅、甜點、堅果、瓜子等小點心，台灣到

處可見的大大小小茶行裏，除了茶葉、茶壺外，也大多會兼

賣這些小點心。這些伴茶小點心的提供，就是用來搭配因為

喝青心烏龍茶所引發的明顯飢餓感。有趣的是，許多茶行老

闆們每天陪無數客人飲茶，都會有一日排便多次的經驗（常

誤以為自己得到了腸躁症），這些老闆們的切身體驗也清楚 

點出喝青心烏龍茶能促進腸胃蠕動的效果。此外，台灣許多

品茶老饕，根據自身的感受經驗（飢餓感與腸胃蠕動），將其

解讀為青心烏龍茶湯中含有能吸附或分解油脂的功效成份，

導致祛油解膩、促進消化的感覺。坊間廣告，也有＂油沏 （切）

茶＂、＂（油脂）分解茶＂等用語，正是此觀點下的商用名

詞。針對此明顯生理效果，本實驗室投入十餘年時間（2002-

2014 年），終於解開喝青心烏龍茶能產生飢餓感並促進腸胃

蠕動的成份及其誘導的分子機制
[9]

。 

三、 飢餓感的產生與調控 

肚子餓的感覺自然會促使人去找尋食物來吃，這是一種

與生俱來的本能，不需要任何的教導，就連新生兒只要感受

到飢餓都會本能地吸吮母乳。這個求生本能的覓食行為，提

供人體各種活動所需的能量並使身體器官的機能得以維繫。

許多因素會促使我們有飢餓的感覺，這些因素可分為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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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位於南投縣鹿谷鄉的林鳳池舉人墓與故宅。舉人林鳳池

先生為感念鄉親的幫助帶回來青心烏龍茶苗分送種植

於凍頂山區，此舉奠定了台灣青心烏龍栽種與百年後鹿

谷凍頂烏龍茶的興起。上圖、林鳳池舉人墓，中圖、林

舉人墓誌，下圖、林舉人故宅。 

Fig. 2 Tomb and house of Mr. Fong-Chi Lin in Lugu 

Village of Nantou County.  Mr. Lin brought back 

Chin-shin oolong tea plants as gifts for those 

people who helped him for the trip to Fujian and 

grew them in the Dongding Mountain area.  The 

cultivation of these Chin-shin oolong tea plants 

initiated the well-known Dongding oolong tea a 

century later. Upper picture: tomb of Mr. Lin; 

Middle picture: epitaph for the Lin's tomb; Lower 

picture: house of Mr. Lin. 

 

圖 3 飲用青心烏龍茶後會促使飲用者感受到飢餓的感覺，主

要是因為影響飢餓中樞釋放飢餓的訊號，造成飢餓感產

生，進而增加食慾與進食行為。 

Fig. 3 Induction of hunger sensation after drinking 

Chin-shin oolong tea. Chin-shin oolong tea 

seems to induce hunger sensation and to 

promote appetite by stimulation of 

hypothalamic arcuate nucleus. 

 

類：生理因素與心理因素。生理因素方面，會因為腸胃道的

排空導致，或血液中營養素（葡萄糖、胺基酸和脂肪酸）含

量下降（至生理水平值以下）而引發。心理因素方面，會因

為感覺器官（視覺、味覺、嗅覺）、心理情緒、認知、文化

風俗或社會觀感而影響人們對於食物的取用，然而這大多是

因為後天學習的影響，才使得人們對於特定美食產生飢餓感

[10]
。無論是生理因素或是心理因素，彼此間都會相互影響，

交互作用引發人們進行攝食的行為。 

飢 餓 感 主 要 由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中 的 下 視 丘

(hypothalamus)來調控，在下視丘外側區存在著攝食中樞，

而下視丘的腹內側核存在著飽食中樞。在動物實驗中觀測到，

當對下視丘外側區進行刺激時會導致食物攝入量的增加而過

度進食；若將此區域進行毀損破壞則會導致動物長期不能自

發性的進食
[11]

。相反的，若在動物體刺激下視丘腹內側核會

導致動物引起飽足感、拒食；將此區毀損則會導致動物會貪

婪的進食無法飽足，而導致肥胖的產生。綜合以上，下視丘

的外側區與腹內側核相互調節控制人體攝食行為（誘發飢餓

感或飽足感），也負責恆定體內的能量平衡以維持身體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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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飢餓素荷爾蒙的功能 

體內調控經常都是透過分泌釋放出一些訊號分子來傳遞

生理所需的訊息，例如，傳遞飢餓感訊息的荷爾蒙－飢餓素

(ghrelin)。顧名思義，飢餓素是人體中最主要傳遞飢餓訊息

的訊號分子，乃於 1999 年才被發現的胜肽類荷爾蒙，其分

子結構為 28 個胺基酸所組成，並於第三個胺基酸絲胺酸

(serine)有醯化修飾（鍵結一個八個碳的脂肪酸），分子量約

為 3300 道耳吞，主要是由胃底基部的 X/A 樣細胞(X/A like 

cell)所分泌，然而，也在心肌、腸、腦下腺、卵巢與胎盤等

部位有少量的發現
[12]

。飢餓素的英文名稱 ghrelin 之命名取

自於"ghre"古印歐語系的字根 grow（生長）的意思。飢餓素

可以經由結合飢餓素接受器，又稱為促生長激素分泌接受器

(growth hormone secretagogue receptor)能強而有力地

刺激生長激素的分泌。飢餓素接受器是屬於 G 蛋白偶聯接受

器(G protein coupled receptor)的一種，出現在神經叢神經

細胞、胃底腺上皮細胞、腸腺上皮細胞，但最主要分布在下

視丘與腦下垂體的細胞之胞膜上
[13]

。除了刺激生長激素的分

泌之外，飢餓素也有引發飢餓感促進食慾的功能，在動物實

驗中注射飢餓素在老鼠的腦室中會誘發動物的攝食行為而導

致體重的上升
[14]

，此一現象也在人體試驗上得到證實
[15]

。此

外，飢餓素對於體內代謝、能量平衡、記憶力、心血管與腸

胃功能也具有調節的功效，扮演體內非常重要的調控角色
[16-

18]
，也已被認為對於惡質症(cachexia)、厭食症(anorexia)、

生長激素缺乏症(growth hormone deficiency)、功能性消

化不良(functional dyspepsia)等病症具有改善與治療的潛

力
[19]

。目前飢餓素相關應用研究方向主要是著重於能量恆

定、食慾與肥胖方面
[20]

。 

五、 體歸靈（茶飢素）的發現 

幾經探索，我們發覺喝青心烏龍茶能產生飢餓感並促進

腸胃蠕動的效果非常類似飢餓素所誘發的生理功效。因此，

我們大膽推測青心烏龍茶湯中應該含有能經口服吸收進入體

內且能執行與飢餓素一樣功能的成份；而且，此有效成份應

當是青心烏龍茶特有或是含量明顯高於其他台灣常見的烏龍

茶品。立基於此推測，我們利用高效能液相層析儀(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分析比較青

心烏龍及其他台灣常見的烏龍茶種，如四季春、鐵觀音、武

夷、鳳凰、高山石壁、老欉水仙和白毫烏龍等茶湯中所含成

份的差異。分析結果顯示，青心烏龍與其他茶種的茶湯成份

極為相似；以青心烏龍與四季春茶湯成份做比較為例（圖 

4），主要成份包含咖啡因(caffeine)、兒茶素類(catechins)、

黃酮醇配醣體(flavonol glycosides)等成份，而且各主要成

份含量的比列於不同的烏龍茶湯中也十分相近。然而，我們

比對到兩個微量成份，其含量在青心烏龍茶湯中明顯高於在

其他烏龍茶湯中。猜測這兩個獨特的成份極有可能就是導致

青心烏龍茶能產生較明顯飢餓感與腸胃蠕動的主要化合物。

於是利用核磁共振光譜儀(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NMR spectroscopy)來解析其結構；解析結

果發現這兩個成份為結構非常相似的化合物（僅僅差一個羥

基 ）， 歸 類 為 醯 化 黃 酮 醇 配 醣 體 (acylated flavonol 

tetraglycosides)
[21]

，經後續的生理活性驗證，證實這兩個醯

化黃酮醇配醣體的確具有類似飢餓素的功能，因此成份來自

於茶(tea)且具有飢餓素(ghrelin)的功效，遂將其命名為＂體

歸靈＂(teaghrelin)或就其功效特性稱之為＂茶飢素＂。 

 

圖 4 利用高效能液相層析儀(HPLC)比較青心烏龍茶與四季

春烏龍茶的茶湯所含成分之光譜圖；於青心烏龍茶的光

譜圖中發現兩個獨特的化合物：體歸靈-1 與體歸靈-2。

(修改引用自參考文獻 9) 

Fig. 4 Comparison of the HPLC profiles of Chin-shin 

and Shy-jih-chuen oolong tea infusions. Two 

unique peaks, teaghrelin-1 and teaghrelin-2, in 

Chin-shin oolong tea were indicated by arrows, 

and their structures were shown on top of the 

peaks. (adopted and modified from Referenc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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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體歸靈具有類似飢餓素的功效 

為了科學性地驗證體歸靈具有類似飢餓素的功能，首先

我們設計了動物試驗（老鼠食量監測試驗）來觀測體歸靈是

否可以誘發飢餓感的產生
[9]

。試驗老鼠先被禁食兩小時，再

以口服餵食老鼠低劑量或高劑量的體歸靈（由青心烏龍茶葉

萃取而得）或僅餵食用來溶解體歸靈的食用水（對照組）。餵

食兩小時後開始提供老鼠食物，並觀測提供食物 15 分鐘與

120 分鐘之後，老鼠所攝取的食物量來分別代表老鼠的食慾

（飢餓感）與總食量（圖 5）。結果顯示，體歸靈能明顯增加

食慾（前 15 分鐘食量），而且劑量愈高食慾增加愈明顯；然

而，餵食體歸靈的老鼠之總食量（120 分鐘攝食總量）比起

對照組老鼠之總食量雖略有增加，但差異度沒有前 15 分鐘

食量的明顯。此結果清楚說明，體歸靈能明顯促使食慾，但

對總食量的增加是有限的（雖然一開始肚子很餓而吃得很快，

但吃飽胃脹後，就再也吃不下）。 

事實上，在其他不同烏龍茶種中也發現一些相同或類似 

 

圖 5 大鼠以口服餵食體歸靈後，評估大鼠於單位時間內之進

食量。分別以低劑量（2.5 毫克/公斤）或高劑量（7.5

毫克/公斤）的體歸靈口服餵食老鼠 15 與 120 分鐘後，

檢測老鼠的進食量來分別代表老鼠的食慾（飢餓感）與

總食量。（修改引用自參考文獻 9） 

Fig. 5 Effects of mixed teaghrelins (A) and individual 

teaghrelin (B) on food intake of rats. Mean 

cumulative values of food intake of rats 15 and 

120 min after orally administration with mixed 

teaghrelins of 2.5 and 7.5 mg/kg as well as those 

with teaghrelin-1 or teaghrelin-2 of 7.5 mg/kg 

were recorded. (adopted and modified from 

Reference 9) 

於青心烏龍中的醯化黃酮醇配醣體（主結構完全一致，只是

鍵結的糖分子不同或糖分子的鍵結位置不同）
[22]

，推測這些

類似成份大概都具有類似飢餓素的功能，應該都可廣義地歸

類為體歸靈，只是相較於青心烏龍茶中的體歸靈含量，這些

類似成份在不同烏龍茶種中的含量明顯偏低許多。也許，這

也解釋了為何青心烏龍比其他茶種能使飲茶者感受到更明顯

的飢餓感（圖 6）。 

再者，我們利用細胞生化活性分析來觀測體歸靈是否可

以如飢餓素一樣能誘導生長激素的分泌
(9)

。先行取出老鼠的

腦下垂體前葉(anterior pituitary)進行細胞培養，由於此細

胞的胞膜上具有飢餓素接受器，已被證實可以接收飢餓素或

其類似藥物刺激而誘導生長激素的分泌。因此，我們利用此

細胞來測定不同劑量的體歸靈誘導生長激素分泌的能力。實

驗結果發現，體歸靈可以如飢餓素一樣誘導生長激素的分泌，

且其誘導生長激素分泌的量隨體歸靈劑量的增加而提升。此

外，與飢餓素或其類似藥物相似，體歸靈所誘導生長激素的

分泌的效果會被飢餓素拮抗劑所抑制。利用電腦進行同源模

擬及分子對接的模擬運算，我們發現體歸靈可以如飢餓素一

樣，進入飢餓素接受器結合區（圖 7），雖然體歸靈與飢餓素

接受器結合強度應該不如飢餓素，但詳細結合能力的比較，

還需要更進一步地演算才能確定。就此推論，體歸靈應該可

以仿效飢餓素，藉由結合飢餓素接受器來引發飢餓感、刺激

生長激素分泌等生理功效（圖 8）。 

 

圖 6 不同茶種所製成得茶葉，將其泡成茶湯進行飲用後對於

促進飢餓感覺的相對程度。以青心烏龍為最能夠誘發飢

餓感，單以純化製備的體歸靈刺激也能夠促使飢餓感的

產生。 

Fig. 6 Relative effects of hunger induction by different 

teas. Chin-shin oolong as well as teaghrelin 

induced hunger sensation strongest among 

different t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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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飢餓素藥物及體歸靈的 3D 結構（上面二圖），及分別

對接於飢餓素接受器後的結構示意圖（下面二圖）。飢

餓素藥物及體歸靈的 3D 結構以球-棍模型表示。飢餓

素接受器以 Cα-棍模型表示。 

Fig. 7 3D structures of ghrelin agonist and teaghrelin 

(upper two figures) and their docking to the 

ghrelin receptor (lower two figures).  Ghrelin 

agonist and teaghrelin were shown in ball-stick 

style, and the ghrelin receptor was shown in 

ribbon structure. 

 

七、 結論與建議 

飲茶文化是許多台灣人生活的一部份，長期飲茶也被認

為是可以促進健康為身體帶來許多裨益。綜合台灣品茗人的

多年體驗與我們的科學研究觀察，我們認為青心烏龍中的體

歸靈是造成飢餓感的主要成份，而其誘導的分子機制應該是

透過與飢餓素相同的調控路徑。由於飢餓素調控路徑直接管

控生長激素分泌，並調控體內代謝、能量平衡、記憶力、心

血管與腸胃蠕動功能等重要生理功能。然而，愈來愈多研究

證實人們老化生理現象與生長激素分泌量不足有著密不可分

的關係
[23-27]

。因此，我們大膽推測，生活經驗上認為飲茶具

有抗老化功效（所謂久服輕身不老之說），應該主要是由攝取

體歸靈所造成的。這也解釋為何我們會看到很多天天喝茶的

老前輩們頭腦清晰、能食（食慾好）、活動力強、代謝功能佳，

過著健康充滿活力的生活。 

飢餓素及其類似物在很多疾病的治療應用上深具潛力。

目前對於飢餓素類似物的研發可分成胜肽類與非胜肽類，胜 

 

圖 8 青心烏龍茶中的體歸靈藉由與飢餓素相同調控路徑產

生生理功效。在飲用青心烏龍茶後，體歸靈結合飢餓素

接受器受產生與飢餓素相似的生理活性，包括飢餓感、

頭腦清晰、腸胃道蠕動、生長激素分泌等。 

Fig. 8 The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of Chin-shin 

oolong tea are generated via the sam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ghrelin.  The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of Chin-shin oolong tea include hunger 

sensation, memory enhancement, acceleration of 

gastric emptying, and release of growth 

hormone. 

 

肽類的飢餓素合成衍生物雖然非常類似體內飢餓素但其口服

利用率偏低，且會被身體快速代謝清除，而具有飢餓素功效

的非胜肽類的化合物（例如，RP capromorelin，L-692,429

與 MK-677 等）改善了口服利用率低的問題；但根據文獻報

導，目前這些合成的口服藥物仍有引發輕微水腫、肌肉疼痛、

血糖增加、嘔吐與腹瀉的風險，且對於特定疾病治療（如糖

尿病胃輕癱）則未見明顯的效果
[28-31]

。簡言之，於臨床應用

上，目前沒有任何令人滿意的口服藥物可進入體內執行飢餓

素功能。本文介紹之青心烏龍茶葉中的體歸靈應當是天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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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中首次發現（也是目前唯一）可以口服具有顯著類飢餓

素功效的成份。我們認為體歸靈具有臨床應用潛力，但仍需

進行一些必要的臨床測試，也深信體歸靈未來能夠發展成為

治療生長激素相關疾病的天然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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