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發論酸1111.(Yoghurt)
輿久冒產軍沈華山、張勝善

前言

切紀錄，不過根據波斯人的說法，猶

台灣近年來由於經濟發展，人們

太人之祖先亞伯拉罕是因為長期飲用

對方去食物之要求不再只是供給生活所

發酵乳才變得健康長壽且多于多彈。

需，甚至於超越了感官機能的要求。

據 1908 年俄籍細菌學家梅契尼可夫（

另外，由於社會進步所發展出的文明

Elie Metchniko的之研究，提出裔加索

病，台灣近年來對所謂機能性食品（

人（Caucasian）長壽健康的秘訣，部分

如nctional foods ）的需求不斷增加。機

原因在於他們經常攝取一種稱為

能性食品亦稱為保健機能食品（func

yahour曲的發酵乳，因其內含有乳酸

世anal heal也 foods 或 neutraceu世 cals 或

茵可抑制有害細菌之發育，而使得老

designer foods），係指具調節人體生理

化得以延緩。根據中國國家標準（CNS

功能，適宜特定人群食用，但不以治

）總號 3058 號，發酵乳（fe1men扭dmilk

療疾病為目的的一類食品，這類食品

）之定義，以生乳、鮮乳或其他乳製品

除了具有一般食品的營養功能及感官

為原料，經乳酸苗、酵母菌或其他對

功能外，還具有調節人體生理活動的

人體健康無害之菌種發酵而成之製品

功能。機能性食品為健康食品之一種

，其種類分為：（ 1 ）凝態（2）稀釋（3 ）保

，在 2001 年佔全球健康食品市場中

久發酵乳。另外，根據國際酪農聯盟

的 37 %，為最多的一種的達 500 億

(In扭mational DairyFedera世on, ID 昀 19

美元，其次才是自然或有機食品的 1

88 年的說明，發酵乳是指以全乳或脫

9 %，而維生素、礦物質佔 15 %。根

脂乳為原料，接種特殊菌種來進行發

據衛生署核准之健康食品，至 90 年 1

酵之工作，而菌種在消費者使用時須

2 月 25 日為止共有 21 項，其中又以

維持活茵之狀態，且又無病原茵之存

添加乳酸茵與雙歧乳桿茵有八種為最

在為條件，其產品種類繁多，如 but-

多，其中以發酵乳形式存在的有五種

term ilk

、 cultured cream 、 sour

milk

、

，如許可證號 6 號之統一 AB 優酪乳

yakult ＇、 yoghurt 、 kefir 、 koumys 等

' 13 號之味全優酪乳， 19 、 20 、 21

及其他地區性傳統製品。其中最近 3

號之優沛蕾發酵乳，其他或以添加乳

0 年歐美之主要發酵乳以酸酪乳（ yo

粉或以片 劑 、 膠囊形式出現。從其保

ghurt ）為主 ， 倒 如在芬蘭及瑞典，酸

健功效的 內容來看，這類產品大多以

酪乳佔所有發酵乳 之 41 %，且有日

改善腸道 細茵茵叢，防止細菌感染為

益增加的趨勢，而 在 台灣更是如此，

主。

其原因除了高營養 價 值及高吸收率外
發酵 乳的發源地據信是在中東地

區，但是 何時開始在歷史 上 並未有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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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所謂的保健 的 功能。

多等稀釋發酵乳為主，自 1987 年至 I

4.5 左右，待冷卻後，即為 set 可pe

1﹔﹔﹔：~

還原乳超標準化後，殺茵冷卻至適溫

，再加入茵元，經混合均勻後，充填

plain yoghurt

+Su gu

o 若其製造過程有添加

安定劑或增厚劑，而且在發酵完成後

~：：r
I PL叫 YOG

、

I

在﹔1：洹
T

，再經攪拌冷卻、充填完成者，貝lj 稱

為的rred 可pe pl也n yoghurt o 事實上
圍－、市售股酪乳的種辦

，以 plain yoghurt 之製造為基礎，可
發展出許多不同樣式之酸酪乳，詳如

993 年則以酸酪乳為市場之主角，如

園一。在 40 多年前，酸酪乳一直被

統一乳果、味全優格等。在 1995 年

認為是對健康有益，但不好吃的食品

以後，由於國人健康意識抬頭，健康

，但隨著相關茵元的開發，加工技術

食品風潮逐漸蔓延，再加上媒體的推

的改良，今日巳變成美味可口及營養

波助瀾之下，使得發酵乳製品消費量

健康的簡便食品。根據食品市場資訊

急速激增（ 1996 年國產優酪乳銷售金

90 年 12 月摘自會品工業（日文）

額為 28.8 億元， 1999 年則為 46.0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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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年 8 月的報告，近年來歐美市場酸

元， 4 年內增加 59.7

酪乳的趨勢，包括下列幾項產品： (1

也不斷的推出，如 AB 優酪乳、活鮮

）水果酸酪乳：此項產品現已佔 80

%

%），而新的產品

乳、晶~優酪乳、 300 ys 活茵發酵乳

左右之市場，其內容物涵蓋各國所盛

、 LOG 優酪乳，光泉優酪乳（梅梨尼

產之水果，如藍毒、草莓、櫻桃、黑

可夫）等等，其所用的乳酸茵包括 L

莓等，以果肉或果醬方式添加，或混

acidophilus, Bifidobacterium spp., L

合發酵’或置於容器之底部或上部，

C由自＇ s. 由errnophilus ，等，而本校亦在

待飲用時才混合之雙層優酪乳。（2）早

民國 89 年推出鮮乳優酪乳（圖二）。目

餐用優酪乳：主為加強牛乳無法供應的

前我國巳加入 WTO ，而由於短期保

碳水化合物及維生章 C

存之冷藏品可以維持一定之競爭優勢

0

(3 ）兒童用酸

酪乳：採用小孩喜愛之水果和香料，並

加強維生素、鈣、磷等。（4）以年輕女
性為對象，以低脂低熱量為號召，加
強與美容有關的維生素 A 、 B1 、 B2 、

B6 、 B12 、 c 、葉酸和鈣質等。（5）巧克
力或咖啡口味酸酪 乳白（6）益生茵之酸

酪乳亦是逐漸受 特 定消費者喜愛之新
產品。

我國開發乳 酸 首相關製品巳有 4
、』___.L

0 幾年之時間，在 1960 年代以養樂多
為代表，後來再加上亞當、夏娃、多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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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投富試場生產之鮮乳優酪乳

40
個吉2）

於容器內，並於適當溫度下培養至 pH

::s

原料乳（全脂、低脂或脫脂）或

淺論酸醋乳（

製造方法

菌元。但rter c世ture)

peroxide 、 di宙etyl 及 bactβriocin 等，

發酵乳中之乳酸茵主要可將乳糖

但乳酸茵彼此之間亦有拈抗現象，所

代謝產生一些伐謝產物，如酸、風味

以在使用混合茵元時，需注意此點，

物質等，並使其組織成凝膠 (gel）狀，

例如

而凝膠種類有四種，其中酸酪乳屬於

bulgaricus 所產生的 hy血，ogenp血，。也de

particle gel o 此外，因代謝產物不同

對 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 及雙歧乳

，又可分為同質發酵（Homofennenta

桿茵屬會造成傷害。（3 ）消化進上皮細

ti on）和異質發酵（H eteroferm en個世on)

胞的吸附能力，這也是最重要的性質

，同質發酵的代謝產物絕大部分是乳

Lactobacillus

delbrueckii

spp.

之一，此性質可與「不友好」之細菌

酸及少量的醋酸，使用之茵元包括

競爭定殖於腸道內之茵株，如 L.

Pediococcus 、 Str叩to coccus 、 Lactoc

idophilus 及某些 bifidobac扭ria 茵株。

occus 及部分之 Lacto bacillus o 異質發

傳統上用於製造酸酪乳的茵元，

酵的代謝產物除乳酸外，尚會產生乙

ac-

是以其有共生生長現象之保加剝亞乳

醇、醋酸和 C02 ﹔另外也會產生較多

酸桿茵（Lactobacillus delbn即kii spp.

的乙醋、聯乙瞳等風味物質，使用之

bulgaricus）及高溫乳酸鏈球茵（Strepto

茵元包括 Leuconostoc ' Camobacte-

coccus therm ophilus ）為主，此兩株茵

rium 及部分之 Lacto bacillus o 此外，

也有人稱為 yoghurt bacteria ，也是美

雙歧乳桿茵屬（Bifidobacterium spp.）雖

國 FDA 所推薦用於酸酪乳之菌種，

屬於異質發酵’但其代謝路徑與其他

惟因其來源並不是人類的腸道，故易

乳桿茵有很大的差異，故稱之為 bifid

受冒酸、膽鹽的破壞而不易殘留在腸

shunt 發酵，其產物為醋酸和乳酸，比

道，但此兩株菌亦會提供相當之益處

°

，主要是酵素之來源，如~－D- galac-

以乳酸茵當茵元時，需考慮下列

tosidase ，可改善營養物質之消化率及

例為 3 : 1 ，但不會產生乙醇和 C02

幾項因章： (1 ）對冒酸、膽鹽、腸內酵

其代謝產物有抑制腐敗細菌之作用。

素（如溶茵蛋白）及消化過程產生之毒

據 Pochartet 址 (1989）報告，通過冒時

性代謝物等的耐受性，這是最重要的

剩 15 %之茵數，至大腸時只剩 1

%

性質之一。絕大多數的微生物，如 E

，但也有另一研究指出，在十二指腸

. Coli 、 Sam onella enteri世dis 及 Serratia

和迴腸位置，發現有 105-106c:fu/g 之

m 旺cescens ＇在 pH 2.0 或 3.0 的人工

茵數，其原因可能是牛乳對冒酸具有

冒滾下，會分別於 15 分鐘或 30 分鐘

相當的緩衝能力，或與其他食物混合

內死滅，可見乳酸茵雖然產酸，但過

後， pH 值由空冒時之 1.5 上升至 4寸

酸的冒酸亦會影響其存活的。膽鹽是

，致減少其衝擊之故。此二株茵目前

由肝臟所產生而分泌至小腸上半端，

在國內仍然廣泛使用中，而除此二菌

主要作用 在幫助脂質的消化，它是一

種外，也有使用所 謂益生茵 (pro biotic

種表面活 性劑，對微生物有抑制作用

bacteria）之首株。所 謂 probiotic 是由

。（2）產生 之桔抗物質，一般對病原茵

希臘字演變而來， 其原意為 for life o

和腐敗茵 有相當的抑制作用，譬如

近 20 年常使用之益 生茵有 56 種乳酸

lactic

aci d 、 citric

、 orotic

acid

缸id 、 uric

acid

桿茵和 29 種之雙 歧 乳桿茵不過較常

acid 、 hydrogen

使用之益生菌，示如表一。此類菌株

、 hi pp u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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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shnakum ar and Gordon '
2001)
Species
lac/obαcil/us αcidophi/us

l. bulgaricus
l . lαctis
l . plan/arum
l . rha11111os1臼
l. reuteri
l. casei
l.pm四casei

l. fermentum
l. helveticus

混合培養發酵來改善風味。另

一問題是此類苗元在牛乳中通常生長
很慢，原因是其生長時需要有胺基酸
和 pep世面，但此兩者在牛乳中含量不

St間的

La2,La5 also (also known as Laη， J ohnsonii(La I
also kno叫n as Ljl), NCFM , DDS仆 ， SBT-2062
Lb 12
La l
299v, LpOI
GG , GR仆 ，27 1 , LB21

SD21 12 (al so known as MM2)
Shirota,lmmunitass, 744, 0 I
CRL 431
RC-14
802

Bifidobacterium αdolesc凹的一

B. longum
8. breve
B. bifidus
8. essensis
B. /actis
B. infan tis
B. /aterosporus
B. subtilis

philus

8536, SBT-2928
Yaku lt
Bb- 11
Danone, (Bio Acti via)
Bb-02
Shirota, lmmun 自由， 744, 01
CRL 431

足，而菌株本身又缺乏蛋白質水解能
力，所以與 yoghurtbac扭ria 混合培養
，也可以減少其發酵時間，但是因高
酸的關係， L bulgaricus 對益生茵較

有抑制作用，所以與 S thenn ophil 1閥
混合培養者較多。茵元的添加以濃縮

茵元為主，傳統上在製作茵元的方法
稱為 scale- up sys扭m ，不僅耗時、耗
人力，且噬茵體汙染的機會大增。另

，大多是由腸道分離出來的乳酸菌，

外，某些重要的代謝特性，如乳糖發

而乳酸茵之定義，廣義來說是一群以

酵、蛋白質水解酵素、檸檬酸代謝、

糖類為能量來源，其主要代謝產物為

噬茵體之抵抗力及抑菌素之生成等，

乳酸之發酵細菌的總稱。所以一般相

因其遺傳因乎在 plasmid ，因而有增

信乳酸茵比較適合人類生理之需要，

加遺失的機率，所以目前使用較多的

較能耐酸、耐低氧量，容身吸附在上

方法，是以 Direct

vat set ( DVS ）方

皮細胞而定殖於腸道上，以發揮對人

式添加茵元﹔而為了得到高濃度的茵

體健康之效益，但不是所有的益生茵

數，將首株在適當培養基及環境于大

株均具有此項效益，如有些茵株在 pH

量培養，再以離心或超過濾方式可得

4.2 - 4.6 下，其生長亦受到限制。

到濃度高達 10～fu/g 之菌數，然後添

前述舍益生茵之產品在世界各地

加保護劑，如 glycerol 、 monosodium

有越來越多之趨勢，且通常會被冠上

glutamate 、 sucrose 或 lactose ，再以液

"Bi。”之名詞。益生茵一般是指能改善

態氣（－ 196 ℃）直接冷凍或冷凍乾燥

宿主腸道微生態（mi叮oecosystem）平衡

製成茵元。另外，為促進生長較緩慢

之細菌，其中主要之微生物是乳酸桿

之腸道細菌，如雙歧乳桿苗和部分乳

茵屬（ Lactobacillus ）和雙歧乳桿茵

桿茵在牛乳中能較快速生長，可添加

屬，並以雙歧乳桿菌屬較多，的佔目

酵母抽出物、蛋白質水解物、維生素

本所有酸酪乳的三分之一以上，而被

、礦物質等，而此類之培養基現巳有

龍為是最重要的益生菌，其生長對氧

商品化之產品。其次為了選擇性的讓

氣敏感，需厭氣及低氧化還原電位之

雙歧乳桿茵能在結腸中順利生長，可

環境。另外，此 類 產品通常之發酵風

添加所謂的益生素（ prebio世cs ），也

味和味道（如： 會 醋的味道）較差，

稱為 bifidogenic factors ，其 定義為促

而不易被消費者 所 接受，故有以直接

進棲息於腸道內之有用細菌 的繁殖或

添加菌株而不發 酵 的方式，如味全之

提高其活性的食品。如 1前叫ose 、 lac

活鮮乳，或與 L bulgaricus 及 S 由旺－

世tol 、 xylitol 、 inulin 和一些 不能被人

mophilus 兩菌，或 單獨與 S. thermo-

體消化之寡糖﹔或選擇其耐酸性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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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酸鹽乳（ 4om且
E）

表

主要當作益主菌之菌種

B. animalis 、 B.

健價值上。酸酪乳之營養特性有下列

pseudolongum 當茵元﹔或將茵元微膠

幾點： (1 ）增加牛乳之消化卒，因為乳

化（ microencapsulated ），如 K-car

酸茵所分泌的酵素可稍為預先分解蛋

rageenan 、 calcium alginate 等﹔或排

白質及脂質，使得游離胺基酸、脂肪

除 headspace 之 02 ，如添加維生素 C

酸的量增加，所以對消化率有所幫助

株，如丑 long帥、

有裔

。另外，所產生的乳酸會影響凝乳的

的氧氣利用能力也可以當氧氣消除劑

物理性質，以幫助消化，先其對分泌

，此對 bifidobacteria 的生長有幫助﹔

冒酸較少的老人或嬰兒，乳酸也可以

或降低時存溫度至 3-4℃以下﹔或添

促進唾液、育、膜臟分泌酵章，改善

加 whey protein concentrate 來增加緩

腸道揮動。（2）增加鈣、鐵之吸收率，

衝能力，以避免後酸 (post-acidifica

因為酸酪乳有較低之 pH 值，使有些

ti on）產生過量。一般認為 bifidobac

礦物質有較好的溶解度，但 Mg 、 Zn

teria 要達到有醫療價值，菌數須達 1

之吸收在有乳糖存在時會加強，所以

06 或 107 cfu/皂，且使用量須有 108-109

在較低 pH 值下，銳、辦吸收率會下

以主之茵數，才有影響腸道菌相之效

降。（3 ）某些維生素 B 之含量會增加，

果，另依據美國國家酸酪乳協會（

但有些則會減少，因為乳酸茵生長須

Na世 anal

維生素 B 群，而加熱也會破壞維生素

當氧氣消除劑， S.

thennopm us

yoghurt associa世 on' NYA)

要求須有 108 cfiv'γ 才符合使用＂ Live

，但乳酸茵也會合成如葉酸、 niacin

and Active culture ”之 logo

、出iamine 、 riboflavin 、 pyridoxir旭、

o

表一內所載之諸多益生菌，被公
認較具益生特性的是 L. acidophilus 、

維生素 K ，而使其含量較多。（4）以熱
量而言，酸酪乳與鮮乳相差不多，但

spp. 、 L casei ，也就

稍為降低。 L ( ＋）乳酸被腸道吸收後

是俗稱之 ABC 菌，在國內很多廠商

可當作 15 KJ但之能量來源，而乳槍

使用於酸酪乳。除此之外，另一產品

之能量為 16 KJ但。至於 D （－）乳糖

為 LGG ，其茵正式名稱為 Lactobacil

不會被代謝成 pyru吐cacid ，因為缺乏

Bifidobacterium

]us

case1’ sub唔， I過aJTlflOS缸，簡稱 L

D2-hydoxy 前id

dehydrogenase ，所以

rhamnos酌，最早是由波士頓二位科

會隨尿液排出體外，但在人體若含量

學家 Sherwood Gorb叫和 Barry Gol-

大寓，可能會引起酸毒症（ acidosis)

din 由人類分離出來的乳酸菌， LGG

及礦物質失調之現象，先其以嬰兒較

就是以發現者為命名，此株茵具有耐

敏感，其中 L bulgmicus 會生產 D

冒酸、耐膽汁，可吸附定殖於小腸之

）乳酸，而 L casei 、 S’的ennophilus

性質，所以對冒腸失調及提高免疫力

及 Bifidobacterium spp. 則生產 L

等有所助益。

乳酸。

(-

( +)

長久以來育腸 的 功能一直被侷限

於消化吸收營養分 ，以及排泄廢棄物

營養與保
傳統 主發酵乳因具有較特殊的風

而已，但近年來則 認為腸道健康尚具

味、口感 、組織，以及可應用在其他

有許多其他之功能 ，其中一項是腸道

食品而被 廣泛接受，不過最近消費者

巳將注意力轉移到它的營養價值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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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之茵叢，對人體 之健康擔負一個重

要之角色。茲擇其中較主要者，分述

（一）抑制腸道病房、茵、腐敗茵

其機制分為物理性與化學性二種

是一種為乳酸茵產生之 proteinaceous
物質或 pepti缸，可抑制遺傳關係相近

的微生物。近年來乳酸菌所產生之抑

，物理機制方面可與病原苗、腐敗菌

菌素被認定為 GRAS 級的抑茵物質，

競爭生長所須之營養成分，使其生長

如最著名的 nisin ，可當食品防腐劑。

減緩。其次是競爭在腸壁上皮細胞的

不同乳酸茵所產生之抑菌素種類亦不

定殖，如 L I過amnosus 、 L

acidophi-

相同，如 L acidophilus 可分泌 lacta

lusLAJ 、 L plantarum 及 Bifidobact，佇

cin B 和 acidolin 二種抑茵章， B. bifi-

立即n spp，等，可吸附在腸道上皮細胞

dus 可生產 Bifidin 以抑制腐敗菌，使

，其吸附能力與細茵表面具有 ad.he sin

人體內的 indole 、酌及氯等有害物質

之物質可粘著在上皮細胞有關。在化

明顯減少，對腸炎、荊疾、慢性腹瀉

學機制方面，主要是乳酸茵在代謝過

及結腸炎等腸道疾病有良好的預防作

程會產生各種抑茵或抗菌物質，包括

用，抑菌素之抑制細菌機制，可能為

有機酸、過氧化氫、聯乙臨（diacetyl)

抑菌素先吸附於感受茵的細胞膜，再

、抑菌素等。有機酸以醋酸和乳酸為

侵入腹內形成通道孔道，使細胞內物

主，佔所有酸之間%以上，其作用

質流失。

是有機酸進入細胞內可解離成 H＋及 A

正常完整的腸道上皮細胞具有正

1 其中 A 是有毒性之陰離子，可造成

常的首相，可形成類似生物膜（ bio

細胞質酸化，尤其是雙歧乳桿菌屬產

film ）的構造以減少病原茵、抗原及

生較多之高解離醋酸對革蘭氏陰性茵

其他有害物質之侵襲，所以當腸內首

有抑制作用。另外， pH 之下降可降

群受到破壞（放射線、抗生素、抗原

低病原茵附著於腸黏膜，亦可阻過毒

等），則會引起腹瀉、發炎，甚至於

素的中和作用，而有機酸亦可改變腸

致癌作用，尤其是服用抗生素所帶來

內之氧化還原電位而有抗菌作用。其

的副作用。現代社會越越高齡化，而

次過氧化氫之產生，在有氧環境下，

人在老化時最顯著的改變之一是冒酸

乳酸茵本身的一些酵章，如 NADH

分泌能力變弱，導致大腸茵過度生長

oxidase ，會將氧分子轉變成過氧化氫

，而影響許多微量營養分之吸收，因

，且乳酸茵本身又缺乏 ca趾回扣使

此可以用益生茵來重新建立腸道細菌

得過氧化氫蓄積於環境中，過氧化氫
具有強烈的氧化作用，可破壞細胞蛋

之平衡。另外，益生茵對便秘亦有助
益。對幽門螺旋桿茵（ Helicobacter

白質的基本結構，因而對其他細菌產

pylori ） 之患者，早期可以 bifidobac

生抑制作用，尤其在有機酸存在下，

扭ria 作為治療上之輔助。另外，最近

覺較二者單獨存在 之抑茵能力更強。

有實驗証實 L salivarius 和 6 株 L

再其次為聯乙臨之 產生，它是發酵乳

idophilus 因可分泌抗生物質 ，故能抑

中特殊風味物質之 一，其抑茵能力隨

制 H. pylori 之生長，而且當 牛乳中的

pH 值干降而增加 ，主要抑制對象是

乳運載蛋白濃度高於 0.5r時／ml 時，對

革蘭氏陰性茵與酵 母菌，其機制可能

H. pylori 也有抑茵作用。

是干擾革蘭氏陰性茵對 arginine 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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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淺論酸鹽乳（ 4om且
E）

用。最後一項抑菌素（ bacteriocin )

如下：

，而人體內主要的膽鹽之一為膽酸。

（二）抗致癌性

膽酸會與甘胺酸或牛嘖酸結合而形成

腸內茵可產生數種 faecal e血yr凹

結合型膽鹽，而乳酸茵如 L.acidopl日，－

，如血areduct自 e 、~－glucuronidas e 及

]us 可和某些 Bifidobacterium spp，在腸

由甘areduct田 e ＇可將致癌物先驅物質

道中將結合型膽鹽水解成為非結合型

( procarcinogen ）轉換成致癌物，所

膽鹽，加上在有機酸存在時， pH 下

以當糞便中此類酵素濃度高時，致癌

降因而溶解度下降，而與腸道中之膽

的風險也較大，而乳酸茵可減少此類

固醇共沉澱而排出體外。腸道中之膽

酵素的作用。有學者研究以 in vitro 來

鹽濃度下降，會促使血中膽固醇移至

檢測不同之突變物質，包括 4-nitro

肝臟再形成膽鹽。另外，以合雙歧乳

guinoline-N-oxide 、 2-ni tro fl uorene 及

桿茵之發酵乳餵食大鼠，發現可降低

benzopyrene ，發現益生茵具有相當之

其血液中之膽固醇含量，其可能原因

抗突變作用，但其機制還未完全確定

是乳酸茵會生產 hydroxyme也yl gluta-

，可能與益生茵能結合致癌物質有關

m 即id 以抑制合成膽固醇所須的 Hy

。

droxymethylglutaryl-CoA reductase

另外， uric acid 和 orotic acid 亦可減

（主）提高免疫力

少血液內之膽固醇含量。

當益生菌定殖於腸道細胞時，會

刺激宿主產生多種的細胞激素（ cytokines ），如 Ct.~.γ血terfron 、 let 、 1~ 問

白素（interle由血）及 a腫瘤壞死因子。
據 Fukushima et 品之報告指出，食用

雙歧乳桿茵可加強剩激宿主的 B 細胞

產生免疫球蛋白－分泌型 IgA ，以保護
母親與小孩避免源自食物之抗原。另
外， S chiffiin et al. 指出， L.

]us Lal

和丑 bifidus

o

Bb 12

acidophi-

可提高吞噬

細胞之吞噬作用。 Remand d 址 (1997

）之報告，發現 B longum 可刺激免疫
系統，而控制在腸道內之 E

coli

o 另

外，飲用合 1011 茵數的酸酪乳，可增

加血液中單核球之 2'-5'adenylated synethe扭扭之活性。根據 Mitsuoka

( 200

0 ）之報 告 ，乳酸茵在生物體內與神

經、內分 泌、免疫系統構成相輔相成
的關係。

（五）改善事L 糖末耐症 (lactose

maldigestor)
乳槍不耐症發生主因是小腸內 P

D-galactosidas e 缺乏，而無法水解乳
槍之故，在全世界除少數民族外，如

北歐後裔，大多在十多歲以後，身體
分泌此酵素之能力就會下降，以致末

消化完全的乳塘，進入大腸後，經微

生物作用產生氫氣、甲：院與二氧化碳
等氣體，並產生乙酸、丙酸、丁酸等
短鏈脂肪酸，使腸道滲透性增加，造

成腸道不同程度之不適（以測呼吸中

氫氣含量為測定方法），如腹痛、脹

氣、下荊等現象。一般 yoghurt bacteria 含較多之 P- D- galactosidas e ，所
以在發酵過程中乳 糖量減少 20-50

%

。另外，定殖方才腸 道 細胞的細菌，其

P-D- galactosidase 會活化或繼墉分解

（回）降低血清中之贈固醇含量
膽固 醇經由肝臟分解而合成膽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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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塘，以減緩乳槍 不耐症的症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