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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牛樟的價值與前人研究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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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樹的發根率仍偏低，14年生以上的母樹插穗
發根率低於10% 至5% (高毓斌與黃松根 1993，

牛樟(Cinnamomum kanehirae Hay.)為台灣原

魏立志 1974)。從這些扦插發根苗所建立的營養

生闊葉樹種，其材質細緻美觀，為高級家具與雕

系園生產的插穗發根率仍呈現顯著的營養系差異

刻用材，其價值依據木材花紋分等級，最貴的為

(陳正豐，未發表資料)。中高發根率的營養系發

鳳梨紋，每噸市價30萬元，貓腳紋每噸20萬元，

根率在一年四季扦插也都能維持在77%以上(高

一般牛樟僅約6萬元，目前因牛樟芝產業需求，

毓斌等 2000)。三是造林成活率低且初期生長緩

價格上漲到10萬元以上。牛樟材質優異，為雕刻

慢，營養系表現差異顯著，根據高毓斌等(1999)

神像、奇木傢俱之高級材料，最近因天然林牛樟

調查5年生牛樟營養系苗結果顯示，20至30公分

樹幹空胴內之牛樟菇可治癌症或緩解食物中毒、

出栽苗在造林後第1年生苗高生長僅54公分，僅

下痢、搔癢、腹痛等症狀，由於採集不易，加

成長約25公分，第2年略高也不過成長50公分。

上民間需求殷切，以致供不應求，奇貨可居，進

而造林的20個營養系也僅有11個營養系表現較

而引發盜伐牛樟採取牛樟菇之風潮，被伐倒牛樟

佳，因此強烈建議：未經營養系選擇即貿然大量

因堆積腐朽不堪利用所遭受之損失年約台幣三仟

生產穗苗供為商業性造林之用，將具潛在生物性

萬元左右(曾顯雄、張東柱 2000-2001)。根據林

風險。距離前人研究時隔12年以上，當時提出的

務局近5年的統計共取締盜伐牛樟案件93件，收

牛樟育苗造林問題至今並未解決，現在反而因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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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木材贓物共1490 m 。造成台灣特有之珍貴樹
種瀕臨滅絕，以及對森林多樣性及生態平衡之破
壞。推測10年至3世代內牛樟族群會減少50%，
屬於瀕臨絕滅的樹種(呂勝由、邱文良2003，台
灣的稀有及瀕危植物)。

2

樟芝產業對牛樟苗與造林需求衍生新的問題。

二、現階段牛樟育苗造林面臨問題
由於牛樟芝產業需求牛樟段木量越來越高，
而現有林務局提供合法段木嚴重不足，以牛樟芝

雖然牛樟經濟價值高，根據前人的研究，牛

產業永續經營的目標來看，牛樟造林已是牛樟芝

樟繁殖造林一直有極大的瓶頸：一是因結實量少

產業的共識，也是許多農民理想中的造林樹種。

且採種不易，加以多年來的採伐，致天然林母樹

由於牛樟苗的需求愈大，使牛樟造林面臨的壓力

日漸稀少，因此多年來未見有種子苗的人工造林

更大：

(高毓斌與黃松根 1993，高毓斌等 2000)。二是

1. 種苗來源不明影響造林成活與生長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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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高(何政坤等 2010)，造成牛樟苗供應鏈易被

母樹多已消失，林試所與林務局雖然擁有豐富的

壟斷，促使苗價不斷提升。

牛樟資源，採穗園的經營維護也完善，但採穗園

3. 造林成活率低且生長緩慢：

樹齡多已15年以上，扦插苗發根及發根扦插苗呈

牛樟一般造林後第1年的成活率不到70％，

現衰弱及生長勢緩慢已經浮現，這些扦插苗是否

通常造林完後1至2個月會補植1次至2次達到90％

能在造林有好的表現，亟待驗證。林試所雖建立

成活率，補植後造林5年的成活率經統計一般都

不同種源的牛樟造林，來檢驗生長適應表現最佳

只有50-60％。所以造林成活率實際算來可能只

的品系，但造林地多建在海拔800至1200公尺，

有35％！這個數據可是來自林業部門的實際經

這些品系是否能適應目前產業及農民想要栽培的

驗。所以牛樟造林的挑戰比牛樟培育苗木更大，

淺山坡地，面臨適應問題的風險頗高，同時選育

這也是苗木需求永遠不夠造林的原因。目前牛樟

出品系的採穗園也面臨老化，想要以此為依據培

苗木價格幾乎以每10公分100元的價格飆漲，頗

育健康苗木，趕不上產業對造林時間的壓力。此

不正常，對產業發展不利。本文主要強調培育牛

外現在流通在民間的牛樟苗木應屬早期從林業單

樟苗是要建造成功的林分，而非快速培育牛樟

位流出的種源，但因未標苗木種源來源，是否可

苗以苗木供應為目標。提供牛樟育苗與造林的經

在多數山坡地造林，頗有疑問。這些牛樟商品苗

驗，希望大家多瞭解牛樟的習性，減少牛樟造林

最後將會集中在最容易發根品系，同時苗木培育

的失敗風險。

牛樟樹育苗與栽種

牛樟散生在全台灣中高海拔，低海拔的牛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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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可能都位於海拔略高的地區，當產業與農民以
高價購得苗木後，造想要造林在淺山坡地，林的
表現就會參差不齊，死亡率高。

2. 牛樟健康苗取得不易，苗木價格高昂：

三、牛樟育苗方法

牛樟苗木目前主要都來自扦插育苗，主要原

因是牛樟種子產量有限，天然母樹採種不易。15

目前苗木來源多來自採集成熟牛樟樹的枝

至20年前前人所建造的人工林在光照良好的邊緣

條，剪成長約10至15公分的穗條扦插發根培育

木已經開始開花，惟開花授粉後，必須套袋才有

成30公分以上的苗木，從扦插到育苗的過程至少

機會發育成為健康的種子，生產種子數量有限。

要花費1.5年，扦插發根率低於50％，苗木培育

又因目前開花的人工林原來自採穗園，因此鄰近

過程初期生長緩慢，病害嚴重，成苗率通常不到

周圍的母樹可能多來自同一母樹，同株授粉自交

50％。所以牛樟從扦插到完成出栽苗的階段中，

的機率高，雖然開花結實很多，但早熟落果嚴

只有插穗的25％或者更低的成苗率，苗木培育的

重，利用套袋方式確可保護部分果實，這些採自

扦插苗

組培苗

扦插苗

組培苗

圖1. 來自同一株母樹的種子苗在同一培養土下培育1個月後葉形與生長勢呈現一定比率的差異(A)，
扦插苗與組培苗初植(B)，經培育0.5年扦插苗高15公分而組培苗高40公分(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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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母樹的種子苗呈現相當程度的變異(圖1A)。

性喜溫差多濕、土壤肥沃，同時又怕強風，因此

種子苗生長很快，1年就可生長1公尺高，但苗木

降低海拔造林，必須營造適合牛樟造林的環境。

後期表現可能要做後續的觀察。牛樟組織培養苗

1. 建立已知種源之年輕化牛樟採穗園

具有種子苗特性，生長也頗快速(圖1BC)，林試

在獲得或購買牛樟苗時，必須先瞭解苗木種

所利用組織培養苗造林成效比扦插苗在造林成活

原，如果要在中部造林，最好就拿中部種原的牛

率及林木生長上，都高於扦插苗造林。不過因種

樟。同時要知道所獲得的牛樟苗培育的海拔與培

子苗與組織培養苗獲得不易，也非一般農民及生

育苗圃的遮光度，當這些苗要移植到培育或造林

技業所能為。本文以能培育造林成功率最高的扦

地點時，如海拔環境與光照強度差異過大，苗木

插苗品質為探討的重點，而非以獲得最多牛樟扦

將適應不良，死亡率高。一般市面上的苗木大多

插苗為目標。首先陳述以培育已知種源的年輕化

來源不明，但只要觀察其苗木健康度，栽培區的

牛樟採穗園最優先，其次指出要培育直立健康的

海拔與微環境氣候，將苗木依照可區別的特性，

牛樟苗木就要慎選牛樟的穗條，再介紹牛樟的扦

例如春天抽芽的早晚與顏色，葉形尖鈍與葉寬

插技術，掌握牛樟最佳的扦插季節，縮短牛樟扦

胖狹等，自行編號做為未來繁殖造林的觀察(圖

插發根苗的育苗期間，配合牛樟造林季節，在合

2A)。一般而言市面上牛樟苗可能從較高樹齡的

適的造林地或營造適合牛樟環境種樹。由於牛樟

枝條採穗繁殖，初期都會保留原母樹的生理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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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穗園 7年生樹
0.6年苗 2年苗

圖2. A 從牛樟採穗園抽芽的早晚、紅綠色新葉可區別牛樟品系差異。B是苗木來自同
一母樹，左為來自年輕2年生採穗園，右為7年生樹的扦插苗，同樣苗高，採穗園
生產的苗齡僅0.6年，而採自7年生樹的苗齡為2年。C為0.6年生不同部位(中段枝
條與枝稍)扦插苗之根系發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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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年齡，生長緩慢，抽出的新芽小或呈現歪斜的

的苗圃，整理好苗床與灌溉設備，挖掘至少35公

角度，通常需要培育2年以上，苗高才達到20公

分深寬植穴，在植穴底部添加有機堆肥與複合肥

分以上(圖2B)。但如將該苗以種植在管理良好的

料，覆上表土，將苗木種上後以裏土覆蓋，在根

苗圃2年再採穗扦插，則從扦插至培育至養成只

系團周遭壓緊後再覆上鬆土，蓋上遮草蓆。培育

要0.6年(圖2C)。

2年後，苗高約2公尺(圖3)。此時即可以採穗扦

採穗園建立的作業方式：建議先在想造林的

插，扦插發根率可快速提升至70％以上。例如我

地區選擇生長良好的牛樟母樹，採集插穗扦插發

們採集7年生造林木的插穗扦插發根率＜30％，

根，培育至苗高約30公分後，選擇一處易於管理

將扦插苗以栽植密度1x0.5x0.5公尺雙行方式栽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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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圖4A-C)，9月扦插至隔年2月後扦插苗根系

植0.5年苗高60公分(圖3A)，1.5年苗高2公尺(圖

完整，移植軟缽培養2個月，正逢春天抽芽，經

3B)，生長快速。600株採穗苗木在2年後可採收

培育2個月苗高可達25公分且根系完整(圖2C)，

約4萬支插穗，平均插穗發根率立即提升至70％

可以準備造林。

牛樟樹育苗與栽種

(或1x0.5公尺、1x1公尺，視苗圃大小而定)，栽

圖3. 7年生樹採穗培育之1.5年生扦插苗建立採穗園栽培0.5年後苗高60公分(A)，生長1.5年苗
高2公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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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1.5年生採穗園採穗扦插在穴植盤1個月開始發根(A)、3個月後扦插苗根系固結扦插介質(B)、將該
穴植苗移植軟缽1個月(C)。

2. 採集直立角度高的枝條當穗條

幹基部且枝條與樹幹呈現平行的角度(0度)，則

牛樟扦插苗除會保留原母樹的生理年齡，還

發根率越高，發根後苗木抽出的新枝也會直立快

會保留原母樹枝條的角度，採集的母樹樹齡越

速。圖5是一扦插試驗，我們從造林5年的牛樟

高，則保留角度的時間更長。所以同樣從相同的

樹採集不同角度的枝條，接近0度表示與樹幹平

母樹採集枝條的粗細、長短一致，發根後之苗木

行，90度代表與樹幹垂直，我們剪取同樣大小的

培育環境包括栽培土壤、施予養分都一樣，但是

插穗扦插發根後培育10個月(圖5A)，結果越直立

苗木生長勢就是會參差不齊。此外採集的枝條越

的插穗苗，生長已達40公分，但角度越大的扦插

接近樹幹基部，則扦插苗齡的生理年齡越年輕，

苗生長幾乎停滯，抽出新枝條短而傾斜(圖5B)。

而採集的枝條越接近樹冠頂部，苗齡的生理年齡

3. 牛樟扦插季節與技術

越高，保持原母樹的生理特性也就越強。如果採

前人的研究都指出牛樟可在四季扦插發根，

集的母樹有一定樹齡，採集的枝條角度越接近樹

牛樟雖然是常綠樹種，冬天還是會進入不落葉的
興大農業第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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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0度

0-30度

圖5. 來自不同枝條角度的插穗，經發根後移植到7x14 cm的軟缽，這些來自不同角度扦插苗大小
一致(A)，經栽培10個月後0-30度角度之扦插苗生長比大角度扦插苗生長快而直立 (B)。

休眠，枝條的休眠芽苞大小，代表明年春天抽出

2個月，發根後苗木可持續生長，或帶根進入休

枝條的長短與粗細。接近春天抽芽時，採穗扦

眠，隔年春天休眠芽會正常抽出，培養1年後苗

插，芽苞打破休眠抽出嫩芽消耗插穗養分，不適

木高達30公分以上，即可作為造林苗木用，圖2與

合扦插。春天抽芽期，新枝葉未成熟，也不適合

圖4是在夏季扦插，春天苗木就可達25公分以上。

扦插。冬天枝條進入休眠，氣候寒冷，插穗發根

牛樟插穗大小、葉片減半與否、扦插在砂

期長，雖可扦插，但培育苗木時間長，發根後插

床、裝填泥炭土與蛭石混合介質之籃框、或扦插

穗的芽苞因發根養分消耗，抽出的新芽小而短。

在穴植盤、穴植管都能發根(圖6)。插穗一般都以

當新枝條發育成熟時，正準備第2次抽芽期間，

其基部約1～2公分處，快蘸10秒於3000 ppm IBA

時當7至9月，最適合扦插，此季節扦插發根期約

(以3公克IBA粉劑溶解在200毫升95％酒精完全

NCHU

圖6. 牛樟各種插穗大小在不同容器、介質扦插發根苗：A為完整枝葉扦插在砂床上，B為扦插於泥
炭土與蛭石之人工介質混合之籃框，C為插穗之葉片減半後扦插在裝有人工介質之穴植盤。E
為插穗在砂床發根，F為在人工介質發根，G為不同容器扦插發根，根系因插穗深度影響根系
發展體積，H為不同長度之插穗扦插都能發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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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土，利用扦插介質培育成大苗，除非更換更

一邊慢慢加水調整至1公升體積，注意快速添加

大容器，這會佔用扦插發根的溫室空間，其經濟

水會使IBA析出；詳細扦插方式請參考高毓斌等

效益完全視本身育苗設施而定，如當地有充足的

2000)，等插穗基部略乾後，視插穗長度插入扦

溫室，有容易獲得的培養土與健化苗木的空間

插介質至插穗能固定不易搖動程度。插穗插入穴

等，則可以直接用較大的插穗扦插。

植孔過深，發根後之根系因介質深度不足，將使

4. 牛樟苗木培育

根系淺短，如圖6G之穴植苗根系只有穴植孔高度

牛樟在容器扦插發根後，視苗木大小移植

的一半，但如扦插在15公分深的大穴植管，則發

到不同容器，在林業上習慣移植到有排水孔洞

根的根系就會較完整，直接扦插於軟缽也可以發

的塑膠袋(圖8A)，目前使用黑色軟缽也頗為常見

根。決定扦插的容器大小，由插穗長度與育苗的

(圖7B、8B)，培養土習慣用當地乾淨的土壤，

作業決定。利用大穴植管或軟缽扦插育苗雖有較

如在台北常用土壤為陽明山土，再添加緩效性

佳根系，但發根後介質無法調整。育苗的培養介

肥料(圖7B)，牛樟對培養土反應強烈，建議移植

質與扦插的介質是不同的，扦插的介質養分少，

時先試植1個月，錯誤的培養土會使苗木生長與

扦插苗發根後需要適度養分與較佳的理化性質的

死亡率增高。牛樟一般最常見的疾病是鐮胞菌

牛樟樹育苗與栽種

溶解後，添加95%酒精至526毫升，再一邊攪拌

NCHU

圖7. 適當的培養土組成關係著苗木發育，A為苗木培養在添加一定比例的珍珠石之透氣良好之
介質生長良好，B為陽明山土添加緩效性肥料生長比調配的培養土生長良好。

圖8. 牛樟苗木培育用塑膠袋容器(A)與軟缽(B)，在密閉室溫室育苗或通風不良，易罹患染猝倒病，得病
後相鄰苗木彼此感染蔓延(B圓圈內苗木)。C是牛樟苗木培育過程中介殼蟲(白圈)與炭疽病(黑圈)也
容易發生。
興大農業第76期

7

興大農業

(Fusarium spp.)引起的猝倒病，土壤必須經過檢

形平坦，可用小型怪手快速挖50公分深寬的大

疫確認無疫病存在。一般土壤消毒劑有三種：一

穴，穴底添加堆肥作為基肥，將苗木植入後，舖

是亞托敏 (azoxystrobin) 屬新藥劑，依照該藥劑

設灌溉設備(圖9)。牛樟苗屬扦插苗，吸水較強的

使用說明施用。二是66.5%普拔克(普剋菌)，屬

細根發育少，造林後對乾旱的抗力弱，成功造林

預防性藥劑(藥性在施用數日後才作用)，稀釋800

5年生長良好的林木，遇到春天抽芽期的乾旱，

倍液劑後使用，亦可於發病初期每隔 7日施用一

林木枯死嚴重(圖10)。牛樟苗價與材價都高昂，

次。三是亞磷酸，用以增強苗木抗病力藥劑，依

因此以灌溉設施來防止乾害風險是必須投資的措

照藥劑使用說明施用(吳孟玲提供, 2010)。保持採

施。為防止牛樟造林面臨極端氣候的災害，林試

穗園、扦插環境與無疫病培養土是牛樟健康苗培

所嘗試牛樟與相思樹混植(圖11A)及在檳榔林下

育的準則。牛樟苗一感染猝倒病，苗木會蔓延感

造林(圖11B)，在檳榔林下栽植時，就需要人工

染(圖8B)，此時必須儘速清除苗木，並進行藥劑

掘穴栽植，方法與採穗園栽植相同，栽植完後為

防治。另外牛樟苗培育過程也容易得介殼蟲與炭

防止雜草競爭壓力，可覆蓋遮草蓆減緩造林初期

疽病(圖8C)，則需施藥劑防治。

雜草覆蓋。利用相思樹與檳榔提供庇護，對牛樟

四、牛樟造林

初期造林成活率都有顯著提昇。檳榔仍可進行果

NCHU

實採收，牛樟在10年後樹冠鬱閉，將取代檳榔。

所有牛樟苗木的培育就是為造林做準備，牛

牛樟成林後，部分生長快速的牛樟直徑可達15至

樟插穗經扦插發根、移植軟缽、培育成30公分苗

20公分以上，可先行採收收獲(圖12A)，並促使

木、培育在與造林地環境接近的條件健化苗木等

鄰近較瘦小林木發育長大，砍伐後的根株都可萌

作業後，就要將苗木種植到造林地上。造林地地

芽更新(圖12B)。

圖9. 平坦造林地以怪手挖洞造林(陳永修提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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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樟樹育苗與栽種

圖10. 牛樟對水分需求高，遇到乾旱季節，加上造林地屬砂質壤土，5年生優良牛樟林(左)遇到乾梅
季節，大量株數枯死(右)。

NCHU
圖11. 牛樟與相思樹混植之1年生牛樟(A)，與在檳榔林下栽植0.5年生牛樟苗(B)。

圖12. 牛樟造林鬱閉後，可利用擇伐先行收獲(A)，促進鄰木生長，同時砍伐後的根株可萌芽更
新(圓圈內為砍伐根株萌芽)，伐採後根株萌芽1年平均都可抽長1公尺以上(B)。
興大農業第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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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樟芝簡介
蕭文偉1、陳潔音2
1 國立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林管理處 助理研究員
2 國立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林管理處 研究助理
樟芝，又稱牛樟芝或牛樟菇（圖一），在

樟心材腐朽（圖二）。是台灣特有藥用真菌之其

台灣民間早已為人所知，除了「樟芝」這個名

中一種，僅生長於台灣特有種之牛樟樹洞中，來

稱外，不少人還以「樟菇」、「樟菰」、「紅

台觀光的日本客人，在溪頭或阿里山一帶山產店

樟」、「紅樟芝」、「樟窟內菰」等名稱呼它，

都會特別駐足打聽一番。

另有一稱為「陰陽對口菇」，乃描述其神效彷彿

由於樟芝為本省獨特且珍貴的藥用真菌，其

能救人於陰陽兩界的傳奇。因其功效與靈芝相

功效在台灣民間深信不疑，因此具有商業及研究

似，又外形顏色特有的鮮紅色澤，而有人稱其為

上的價值，也是目前台灣最昂貴的野生真菌。樟

「血靈芝」，或有「靈芝之王」美譽。實際上樟

芝生長於老齡牛樟樹上，由其中空的樹幹內壁長

芝與靈芝並不同屬，學名為 Antrodia cinnamomea

出真菌的子實體，子實體具有強烈的芳香氣味，

Chang & Chou，屬於真菌界、非褶菌目、多孔菌

形態多變化，有皮塊狀（層紋板狀）、板狀、鐘

科之多年生蕈菌類，也是木材腐朽菌，會造成牛

乳石狀（鐘狀）、馬蹄狀或塔狀；板狀者表面呈

NCHU

圖一、牛樟芝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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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樟芝簡介

NCHU
圖二、樟芝菌造成牛樟心材腐朽

橘（黃）色、佈滿菌孔，除少數缺口或孔緣留有

緩慢。樟芝的採收因冬夏不同，含水率有差別：

底層；鐘狀者皮殼明顯具環狀綾紋，暗綠褐色，

夏季雨水多，溼重三斤可乾燥成一斤，冬季者約

角質堅硬而具有光澤，其斷面亦為橘紅色，菌孔

2.5斤可乾燥成1斤；目前估計年採量約三百斤濕

微細綿密，管口小成深紅色，每毫米四至五個。

重，且逐年遞減中。樟芝被稱為台灣森林中之紅

生長時間較短者，質地柔軟而鬆脆，初生時鮮紅

寶石，子實體的層紋似年輪狀，寬度愈厚層紋越

色，漸長變為白色、淡紅褐色、淡褐色或淡黃褐

多，單價也越貴，一年生的一台兩濕重單層薄

色，曬乾後退色成土黃白色。

片，從十年前的上千元台幣已上漲至目前的每台

因樟芝及其唯一寄主牛樟（Cinnamomum

兩上萬元台幣，且還不一定能買得到真品。由於

kanehirai Hay.）（圖三）均為台灣特有種，更

來源越來越少，造成有行無市，沒門路的根本無

由於市場需求龐大，大量盜採野生樟芝及盜伐牛

法買到真正的樟芝子實體，即使僥倖買到樟芝，

樟木的事件層出不窮（圖四），造成台灣現存牛

由於消費者很少看過，甚至未見過真品，以致不

樟數量十分稀少，在剩餘的牛樟上長出的樟芝則

肖業者有機可乘，以假品或混合品充數。據了解

更少，且一般社會大眾還是希望能購買牛樟段

最常被拿來混充的有兩種，即香杉芝與靈芝（辨

木上生長的樟芝，在需求面遠遠超過供給面的現

識方式整理如表一）；也有極少數人以冇樟或樟

況下，物以稀為貴。樟芝生長環境均屬於幽暗、

樹上的菇類混充。許多台商認為以大陸地大物

潮濕且溫度稍低之中海拔地區，而其生長緩慢，

博，應能找到樟芝，然而找來的都是一些樟樹上

因此產生子實體所需時間相當長。即使人工栽培

的菇類，外觀、顏色、氣味都與樟芝迥異。

樟芝子實體的技術已經成功，在不同樹種段木上

樟芝氣味芳香、性苦，早期樟芝的發現者是

亦能成功培養出樟芝子實體，但其生長速度依舊

臺灣原住民，原住民較喜飲酒，也較易產生肝病
興大農業第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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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HU
圖三、老齡牛樟樹

變，當他們在海拔200~1600公尺山區野地發現野

出方法之不同而有所差異。目前這些菇類菌體

生的樟芝，食用後竟有不藥而癒的神奇性，樟芝

所含之多醣體，常被視為制癌劑之原料來開發。

的療效開始由山地流傳到平地，民間也視為上好

從研究報告發現它們並非對瘤細胞直接作用，而

的解毒劑，凡食物中毒、腹瀉、嘔吐、農藥中毒

是透過人體免疫力的提升來發揮抑制瘤細胞作

均具解毒作用。根據台灣各地青草藥師臨床經驗

用。而三 萜 類是由30個碳素組合成六角形或五

的收集資料，也發現樟芝的功效真的很廣泛，一

角形分子之天然有機化合物之總稱，目前所知樟

般民間流傳的功效，被認為可用於強肝解毒、益

芝本身或其抽出物的苦味成份之一，即屬於三萜

胃腸、祛發炎、強心肺、除腫瘤、改善失眠消除

類的成份。在樟芝的生理活性探討中，若要以科

疲勞等。

學數據來評價，尚有許多問題待釐清，仍需以更

現代醫學也逐漸肯定其對癌症及慢性病之

進步的化學方法和生理活性研究來分析探討。

相當效果，有關樟芝的成份及藥理研究方面成

目前對於樟芝的研究方向，朝向抗氧化功能、解

果日益增加。在成份的研究上，著重於大分子

毒（antidote）、抗癌（anticancer）、止癢作用

的多醣體（poiysac-carides）和小分子的三 萜 類

（anti-semiticdrug）、降血糖、降膽固醇、降低

（triterpenoids）及固醇類（steroids）。多醣體

血脂、抗組織氨釋放、細胞毒性、抑制膽固醇之

由多個單糖類（如：葡萄糖等）結合而成，這些

合成、加速血小板凝集、降低肝障礙、或抗發

多醣類不論在構成醣的種類、化學結合方式或分

炎、保肝、治療冠心病、免疫作用等。

子大小與性質方面都有差異，同時也因品種或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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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HU
圖四、牛樟被盜伐情況嚴重

表一 樟芝、香杉芝及靈芝之辨識比較表
種 類

樟 芝

香杉芝

靈 芝

1. 香味

樟香味

杉木香味

沒有特殊香味
一般菇菌味

2. 形狀

無固定形狀
皮塊狀（層紋板狀）、板
狀、鐘乳石狀（鐘狀）、
馬蹄狀或塔狀

無固定形狀
皮塊狀（層紋板狀）、板
狀、鐘乳石狀（鐘狀）、
馬蹄狀或塔狀

多半有柄，如扇狀

3. 顏色

鮮紅色至橘紅色

淡黃色至粉紅色

褐色，有亮漆色澤

4. 海拔分布

200~1600公尺

1500~3500公尺

平地至高山皆有分布

5. 每台斤價錢

八萬至數十萬元不等，視
大小而定

四萬至數十萬元不等，視
大小而定

一千至二千元

6. 食用後苦味

甚苦，苦後回甘

極苦，不回甘

苦，苦後回甘

興大農業第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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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樟芝的
的化學成分回顧
化學成分回顧
簡世昌
國立中興大學農資學院實驗林管理處助理研究員、森林學系合聘助理教授
樟芝 (Antrodia camphorata) 屬於非褶菌目、

回顧。24

多孔科、多年生蕈菌類，是寄生在本土牛樟樹

有關樟芝的學名，在1990年由真菌學者臧

(Cinnamomum kanehirai Hay.) 腐朽的心材內壁，

穆、蘇慶華博士共同著作發表並將它當作靈芝科

具黃樟香氣味的蕈菇類。樟芝又稱牛樟菇、牛樟

真菌中的新種 Ganoderma camphoratum。25 1995

芝、樟內菇、紅樟菰等，為臺灣特有種真菌，分

年，張東柱博士等人對樟芝種名進行了訂正，

佈於中國臺灣山區海拔四百至兩千公尺之間的闊

將其歸入多孔菌科薄孔菌屬，命名為 Antrodia

NCHU

葉林區內，數量稀少，為臺灣特有的保護樹種。

cinnamomea。 26 1997年，吳聲新博士等人經整

樟芝是臺灣的一種珍稀藥用真菌，在臺灣很早就

合前兩次文獻中的一致內容後，再次訂正樟芝

受到當地原住民的重視，有“臺灣森林中之紅寶

種名，將樟芝重新命名為 Antrodia camphorata。

石”的美譽。傳統上樟芝被用於食物與藥物，可

2004年張東柱博士等在2004年發表，認為

解毒，抗腹瀉、肚子痛、高血壓、皮膚癢及肝

camphor係指樟腦油，而牛樟木之主要芳香物

癌，民間還用於治療腹痛、癌症、肝炎，是上等

為 safrole 而非 camphor，又更正命名為 Antrodia

的食(藥)用真菌。近幾年來，中西醫藥界及相關

cinnamomea。 27近年亦有學者以 Taiwanofungus

研究機構均投入大量財力與人力對樟芝進行深入

camphoratus 為學名發表報告，22,23 將這幾種學名

研究，證實其具有排毒、清血油、解毒保肝、補

視為同一種樟芝的相關文獻整合，有關其化學成

腎強心、益胃整腸、鎮痛抗菌、強化免疫、去過

分整理如下，對於同一個化合物在不同文獻中的

敏和消除腫瘤等功效。 1 自然界中，牛樟樹數量

名稱不同，或是在文獻中有系統性命名亦一併整

不多，由於牛樟樹生長的地區有限，再加上野生

理列出：

樟芝生長緩慢又大量濫伐，導致野生樟芝資源嚴
重短缺，使得市場價格十分昂貴。文獻報導樟芝

14

倍半萜類化合物 (Sesquiterpenoids)：
Antrocin (1)。28

具有的藥理活性，總括如下: 抗氧化作用、對化

雙萜類化合物 (Diterpenoids)：

學性肝損傷的保護作用和抗肝炎作用、免疫增強

19-Hydroxylabda-8(17)-en-16,15-olide (2), 29

作用、抗腫瘤作用、血管擴張作用、對金黃色葡

3β,19-dihydroxylabda-8(17),11E-dien-16,15-

萄球菌及鬚瘡小芽癬菌的生長有抑制作用、抗寄

o l i d e ( 3 ) , 29 1 3 - e p i - 3 β , 1 9 - d i h y d r o x y l a b d a -

生蟲、具有血小板凝集作用、抗膽鹼及抗羥色胺

8(17),11E-dien-16,15-olide (4),29 19-hydroxylabda-

的功能、皮膚再造功能。抗發炎作用等。2-23關於

8 ( 1 7 ) , 1 3 - d i e n - 1 6 , 1 5 - o l i d e ( 5 ) , 29 1 4 - d e o x y -

樟芝的活性成分整理，可參考2011年的最新文獻

1 1 , 1 2 - d i d e h y d r o a n d r o g r a p h o l i d e ( 6 ) , 29

興大農業第76 期

eburicoic acid (35), 7 sulphurenic acid (36), 19

(8)。29

versisponic acid D (37), 7 dehydroeburicoic acid

三萜類化合物 (Triterpenoids)：Camphoratin

(38), 7,19,32 dehydrosulphurenic acid (39), 7,19,32

B (9), 22 camphoratin A (10), 22 antcin K (11), 7,10

15α-acetyldehydrosulphurenic acid (40), 7,19,32

antcin I (zhankuic acid B, 3α-hydroxy-4α-

3β,15α-dihydroxylanosta-7,9(11),24-triene-21 oic

methylergost-8,24(28)-dien-7,11-dione-26-oic acid)

acid (41),19 epi-friedelinol (42),16 其中化合物 9 ~

(12),7,10,30 camphoratin E (13),22 antcin H (zhankuic

33 為 ergostane 類的三萜類化合物，化合物 34 ~

acid C, 3α,12α-dihydroxy-4α-methylergost-

41 為 lanostane 類的三萜類化合物。

8,24(28)-dien-7,11-dione-26-oic acid) (14),7,10,19,30

固醇類化合物 (Steroids)：β-Sitosterol

methyl antcinate H (3α,12α-dihydroxy-7,11-

(43), 16,34 stigmasterol (44), 16 ergosterol peroxide

dioxo-4α-methylergost-8,24(28)-dien-26-oate)

(45), 23 ergosterol D (46), 23 ergosterol (47), 16

(15), 31 zhankuic acid E (16), 32 camphoratin C

β-sitostenone (48),16 ergosta-4,7,8(14),22-tetraen-

牛樟芝的化學成分回顧

14-deoxyandrographolide (7), 29 pinusolidic acid

NCHU

(17),22 camphoratin H (18),22 camphoratin I (19),22

3-one (49), 16 ergosta-2,4,8(14),22-tetraen-3-one

antcin A (1,4α-methylergost-8,4(8)-diene-3,11-

(50)。23

dion-26-oic acid) (20), 33 camphoratin J (21), 22

具五圓環結構 Furan 或是 Pyrrole 類

methyl antcinate A (methyl 4α-methylergost-

化合物：Antrocinnamomin C (3-isobutyl-4-

8,24(28)-dien-3,11-dion-26-oate) (22), 34,23 antcin

(4-hydroxyphenyl)furan-2,5-dione) (51), 17,18

E (3,11-dioxo-4α-methylergost-8,14,24(28)-

3-isobutyl-4-[4-(3-methyl-2-butenyloxy)phenyl]

31

trien-26-oic acid) (23), antcin C (7β-hydroxy-

furan-2,5-dione (52), 11,17,18 antrocinnamomin

4α-methylergost-8,24(28)-diene-3, 11-dion-

D (2-hydroxy-3-isobutyl-4-[4-(3-methylbut-2-

33

22

26-oic acid) (24), camphoratin G (25), antcin

enyloxy)phenyl]-2H-furan-5-one) (53), 18 cis-3-

F (3,11-dioxo-7β-hydroxy-4α-methylergost-

(4-hydroxyphenyl)-4-isobutyldihydrofuran-2,5-

8,14,24(28)-trien-26-oic acid) (26),31 camphoratin

dione (54), 17 dimethyl 2-(4-hydroxyphenyl)-3-

D (27), 22 camphoratin F (28), 22 methyl antcinate

isobutylmaleate (55), 17 3-(4-hydroxyphenyl)-4-

G (7α-acetoxy-3,11-dioxo-4α-methylergost-

isobutyl-1H-pyrrole-2,5-dione (56), 17 3-isobutyl-

8,24(28)-dien-26-oate) (29),31 antcin B (zhankuic

4-[4-(3-methyl-2-butenyloxy)phenyl]-1H-

acid A, 4α-methylergost-8,24(28)-dien-3,7,11-

pyrrole-2,5-dione (antrodin B, camphorataimide

trion-26-oic acid) (30),7,10,19,30,33 antcin D (zhankuic

B) (57), 11,18 trans-3-isobutyl-4-[4-(3-methyl-

acid F, 14-hydroxy-4α-methyl-3,7,11-trioxoergost-

2-butenyloxy)phenyl]pyrrolidine-2,5-dione

31

8,24(28)-dien-26-oic acid) (31), methyl antcinate

(58), 17 antrocinnamomin B (3-isobutyl-4-(4-

B (methyl 4α-methylergost-8,24(28)-dien-3,7,11-

hydroxyphenyl)-1H-pyrrol-1-ole-2,5-dione)

32

(59), 18 3-isobutyl-4-[4-(3-methyl-2-butenyloxy)

eburicol (24-methylenedihydrolanosterol) (34), 34

phenyl]-1H-pyrrol-1-ol-2,5-dione (antrodin C,

trion-26-oate) (32),

19,34

zhankuic acid D (33),

興大農業第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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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horataimide C) (60), 11,18 antrocinnamomin

1 , 3 - d i o l ( 7 5 ) , 21 b e n z o c a m p h o r i n C ( 7 6 ) , 23

A (3-isobutyl-4-[4-(3-methyl-2-butenyloxy)

5-methylbenzo[1,3]-dioxole-4,7-dione (77), 37

phenyl]-1H-pyrrol-1-acetoxyl-2,5-dione)

2-methoxy-5-methyl[1,4]benzoquinone (78), 37

(61), 18 trans-1-hydroxy-3-(4-hydroxyphenyl)-

2,3-dimethoxy-5-methyl[1,4]benzoquinone (79),

17

4-isobutylpyrrolidine-2,5-dione (62), 3R,4S-1phenyl]pyrrolidine-2,5-dione) (63), 11 antrodin D

isobutylphenol (80),37 2,3,4,5-tetramethoxybenzoyl
,
,
, ,
chloride (81), 16 2,2 ,5,5 -tetramethoxy-3,4,3 ,4 ,
bis(methylenedioxy)-6,6 -dimethylbiphenyl (82),7,28

(camphorataimide D, 3R, 4R-1-hydroxy-3-isobutyl-

benzocamphorin E (83),23 benzocamphorin D (84),23

4-[4-(3-methyl-2-butenyloxy)phenyl]pyrrolidine-

antrocamphin A (85), 16 antrocamphin B (86), 16

2,5-dione ) (64),11 antrodioxolanone (65)。16

benzocamphorin A (87),23 benzocamphorin B (88)。23

hydroxy-3-isobutyl-4-[4-(3-methyl-2-butenyloxy)

木酚素類化合物 (Lignoids)：(+)-sesamin

其他類化合物：α-Tocospiro B (89),16 methyl

(66),34 (-)-sesamin (67),16 4-hydroxysesamin (68),34

oleate (90), 34 antroquinonol (91), 38 antroquinonol

aptosimon (69)。23

B (92),21 4-acetylantroquinonol B (93),21 adenosine

NCHU

苯環類化合物 (Benzenoids)：1,4-dimethoxy-

2,3-methylenedioxy-5-methylbenzene (70), 16,28

從文獻報導可以發現，已發表的化合物大多

methyl 2,5-dimethoxy-3,4-methylenedioxybenzoate

是從樟芝子實體所得到的，就整理所得的化合物

(71),35 4,5-dimethoxy-2,3-methylenedioxybenzoic
acid (72), 35 2,4,5-trimethoxybenzaldehyde (73), 36

2,3-methylenedioxy-6-methylbenzene-1,4diol (74), 21 2,4-dimethoxy-6-methylbenzene-

16

(94),39 cordycepin (95)。39

興大農業第76 期

來看，以三 萜 類化合物為最多，其中 ergostane
類的化合物佔大多數，也許此類化合物為樟芝的
活性化合物。

牛樟芝的化學成分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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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尿蛋白、肝硬化、肝癌等症狀或疾病具有非

一、前言

常良好的療效，又因其產量稀少，因此目前可算

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加上多樣化的氣候

是一種非常貴重的藥材，以新鮮樟芝來說，600

環境，使得台灣孕育了非常豐富的植物及微

克（每台斤）的售價已高於十萬元台幣。過去幾

生物資源，其中也包含非常多具有醫療保健

年，由國科會與農委會等機構所支持的研究計

功效的中草藥材(包括菇菌類)，牛樟芝正是

畫，已陸續證實牛樟芝具有非常多的生物活性，

台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種中草藥。牛樟芝

如抗癌、抗發炎、抗氧化、保肝、保護神經元

(Antrodia cinnamomea, Syn. Antrodia camphorate,

等。本文即是分別從子實體和菌絲體的角度來對

Taiwanofungus camphorates)又稱為樟生薄孔菌、

牛樟芝生物活性作一綜合整理報告。

NCHU

牛樟菇、樟芝、紅樟芝、血靈芝、樟內菇、紅樟
菰等，在分類地位上屬於擔子菌亞門、層菌綱、

二、牛樟芝子實體之生物活性研究

非褶菌目、多孔菌科、薄孔菌屬，是台灣特有

牛樟芝抗癌研究方面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

的一種真菌。文獻報導野生的牛樟芝只生長於

首先Liu等人(2004)發現牛樟芝子實體之乙酸乙

牛樟樹(Cinnamomum kanehirai)上。牛樟樹為台

酯萃取物可促使肝腫瘤細胞（HepG2）產生細胞

灣特有的本土樹種，早期廣泛分布於台灣海拔

凋亡（apoptosis），Kuo等人(2006)的研究中也

450~2000公尺，濕度較高且溫度稍低之中海拔闊

顯示牛樟芝的乙醇萃取物具有抑制另一種肝腫瘤

葉林區內，過去常被使用於雕刻用材，亦被用作

細胞（Hep-3B）中鈣蛋白 酶 (calpains)活性的效

抽取精油的原料，也因為過度的砍伐，現今天然

果，進而啟動Bid和Bax及其下游之兩種劊蛋白酶

牛樟樹的數量已非常的少，被列為瀕臨絕種的樹

Caspase-9和Caspase-3之表現，誘使細胞產生凋

種。

亡的現象(Kuo et al., 2006; Liu et al., 2004)。Hsu

外觀來看，牛樟芝之多呈橘紅色，其型態則

等人也發現牛樟芝之乙醇萃取物在濃度40 μg/ml

較多樣化，通常為板狀或鐘狀，並在表面並分佈

下，可明顯的抑制PLC/PRF/5肝癌細胞的生長，

許多的菌孔，若直接品嘗則具有苦味並帶辣味。

其機制為抑制VEGF、MMP-2、MMP-9和MT1-

民間相傳牛樟芝對腹瀉、腹痛、高血壓、糖尿

MMP的活性及增加TIMP-1和TIMP-2的表現，

興大農業第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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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並觀察到細胞中NF-κB的表現降低，最後

種ergostane type顯示出最強的毒殺活性( IC50 =

並以乙醇萃取物餵食移植PLC/PRF/5腫瘤之裸

22.3~70.5 μg/ml )，他們的結果也是發現這些化

鼠，也觀察到腫瘤重量有下降的趨勢(Hsu et al.,

合物是藉由活化Caspase-9和Caspase-3進而誘導

2007)。此外，Peng等人(2006)發表了牛樟芝之乙

細胞凋亡，而後Yeh等人(2011)又證明其牛樟芝之

醇萃取物在50 μg/ml的濃度下可明顯抑制人類

活性分離部同樣可對人類結腸癌細胞（HCT116

膀胱癌細胞（T24 cells）的生長與Cdc2和Cyclin

cells和SW480 cells）藉由活化Caspase-9及

B1蛋白的表現，並結合流式細胞儀的分析結果

Caspase-3信號路徑產生凋亡的現象(Yeh et al.,

證實，牛樟芝乙醇萃取物可以藉由使T24細胞之

2009; Yeh et al., 2011)。Lien等人(2009)以自子實

細胞週期休眠在G2期(Peng et al., 2006)。Peng

體分離出一化物SY-1 (4,7-Dimethoxy-5-methyl-

等人續以人類膀胱癌細胞RT4和TSGH-8301進行

1,3-benzodioxole)，SY-1於50 - 150 μM之劑量下

試驗，發現牛樟芝乙醇萃取物可使RT4細胞藉由

可使得人類直腸癌細胞(COLO 205)之細胞週期

pRb信號路徑的活化使細胞老化，而TSGH-8301

停留在G0/G1期，而當劑量大於150 μM時可誘

N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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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與T24細胞相同是抑制Cdc2和Cyclin B1蛋白

發細胞程序性死亡，並證實SY-1的作用是大量表

的表現使細胞休眠在G2期(Peng et al., 2007)。在

現p53，p21/Clip1和p27/Klip1，同時降低Cyclins

Lu等人的研究中，實驗結果顯示牛樟芝乙醇萃

D1、D3和A的表現，而SY-1對正常的腸表皮細

取物可以促使人類血癌細胞HL60產生凋亡的現

胞( FHC cells)並不具有影響(Lien et al., 2009)。

象，並由不同分離部之試驗判斷影響其活性的

Rao等人(2011)使用萃取自牛樟芝子實體之化合

主要成分為Zhankuic acid A，之後更證明其生物

物Antrocin，當處理濃度為0.6 μM時即可對人類

活性與Histone deacetylase之抑制劑（Trichostatin

乳癌細胞（MDA-MB-231 cells）之存活率達到半

A）共同作用下，Zhankuic acid具有增效效應(Lu

數抑制，並且可抑制Akt的磷酸化以及誘導Bax及

et al., 2009)。Huang等人(2009)以牛樟芝乙醇萃

Caspase-3的活化使細胞凋亡(Rao et al., 2011)。

取物對人類口腔細胞（OC2 cells）進行細胞毒性

由這些研究可知，牛樟芝的成分可有效的對各種

試驗，並由蛋白表現分析發現牛樟芝乙醇萃取物

癌細胞造成凋亡的影響，此一作用機制可如圖1

會誘導OC2細胞內ERK和JNK(P-38未表現)蛋白

所示，主要是因經過處理的細胞可以有效的活化

的磷酸化，進促使細胞產生凋亡的現象(Huang

粒線體上之Bax以及能夠抑制與其結抗之Bcl-2和

et al., 2009)。次外，亦有研究證實人類肺癌細

Bcl-xL蛋白，進而造成粒線體外膜的通透性增加

胞（H441GL cells）以牛樟芝子實體乙醇萃取物

形成離子通道，使鈣離子進入粒線體中並釋出

處理，可使細胞週期停留在G0/G1期並誘導細胞

Cytochrome C與Apaf-1結合並活化Caspase-9及下

中Caspase-9及Caspase-3信號路徑的活化進而導

游之Caspase-3而使細胞產生凋亡。

致細胞凋亡。Yeh等人（2009）使用子實體中不

除了抗癌的研究外，許多研究團隊證實牛

同的幾種三萜類(包括五個lanostane type三萜類)

樟芝子實體具有顯著的抗發炎活性，如Liu等人

及三個ergostane type 固醇類)對人類結腸癌細胞

(2007)分別使用固態培養和液態培養牛樟芝子實

（HT-29 cells）進行毒殺篩選，結果顯示其中三

體之甲醇萃取物與野生子實體之甲醇萃取物對

興大農業第7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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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細胞凋亡路徑圖

小鼠巨噬細胞（EOC13.31 cells）進行抗發炎試

進而抑制更下游之iNOS及COX-2蛋白的表現降低

驗，結果顯示固態培養之子實體抗發炎效果優於

NO-及PGE-2的生成(圖2)。

液態培養之子實體並與野生子實體之活性相近，

此外，Huang等人(2010)利用酒精誘導大鼠

在機制上皆為透過抑制TNF-α、iNOS和COX-2

形成脂肪肝的動物模式證實牛樟芝子實體粉末可

的表現而達到抗發炎的效果。我們的研究團隊

顯著降低大鼠之膽固醇和肝臟脂肪形成以及其

也證實了牛樟芝子實體之乙醇萃取物能有效降

肝功能指數GPT和GOP。他們認為這樣的活性是

低因LPS誘導之小鼠體內發炎反應，並證實此

由於大鼠排洩物中的膽固醇及膽酸的增加；同

一活性主要式來自於牛樟芝子實體之特有成分

時抑制了HMG Co-A、SREBT-1c、Acetyl-CoA

Antrocamphin A，並由小鼠巨噬細胞（Raw 264.7

carboxylase、FAS及Malic酵素基因表達之緣故

cells）的抗發炎試驗證實Antrocamphin A可明顯

(Huang et al., 2010)。Liu等人(2009)發現牛樟芝子

的降低iNOS、COX-2和NF-κB 路徑的系列蛋白

實體之多醣體成分，能夠提高小鼠體內IL-10和

及DNA的表現(Hsieh et al., 2010)。在抗發炎相關

IL-12的產生，並且抑制CD4+ T細胞的增殖和Th2

的研究中，我們可以歸納出牛樟芝萃取物的抗發

細胞之分化，對治療哮喘有不錯的功效(Liu et al.,

炎能力主要是透過抑制TNF-α激素的產生，並減

2010)。

少IκB的磷酸化，避免NF-κB 進入細胞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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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發炎反應路徑圖

三、牛樟芝菌絲體之生物活性

26

以HPLC分析推斷其中Ergosterol為造成活性差
異之主因(Chen et al., 2008)。Chang等人(2008)

除了子實體的活性研究外，對於牛樟芝菌

使用菌絲體之乙醇萃取物對肝癌細胞（C3A及

絲體之研究亦累積了相當的成果，例如在抗癌

PLC/PRF/5 cells）來進行細胞毒性試驗，並證實

研究方面，Song等人(2006)發現牛樟芝菌絲體的

菌絲體之萃取物同樣會誘導C3A及PLC/PRF/5肝

甲醇萃取物在50 μg/mL的作用濃度下，可提升

癌細胞株走向細胞凋亡的現象並且與抗癌藥物

Fas/FasL的表現，並活化Caspase-3和Caspase-8

Mitomycin和Cisplatin有互相加成之效果(Chang et

進而誘導HepG2細胞產生細胞凋亡的現象(Song

al., 2008)。Hseu等人(2002)發表牛樟芝菌絲體之

et al., 2005)。Chen等人則以不同發酵時間之菌

萃取物對血癌細胞（HL-60 cells）有明顯的細胞

絲體發酵液來對Hep3B及HepG2細胞進行細胞毒

毒性，此結果是由於Bcl-2蛋白表達的下降並使下

性測試，結果發現發酵時間4周的牛樟芝菌絲體

游之Caspase-3活化並調節Cytochrome C所造成。

活性最高，其IC50分別為36.9及3.1 μg/ml，並

在Yang等人(2006)的研究中顯示，菌絲體之萃取

興大農業第76 期

Song和Yen (2003)證實菌絲體的萃取物可

制效果，其機制為活化Bax及Caspase-3以及釋放

透過提升GSH酵素的活性進而達到保肝的作用

出Cytochrome C，進而造成細胞DNA的斷裂以及

(Song and Yen, 2003)。Lin等人(2006)也證實菌

凋亡。Hseu等人(2008)並在後續的研究中使用移

絲體的萃取物能夠保護大鼠於受到四氯化碳之

植 MCF-7 細胞腫瘤的裸鼠進行體內試驗，結果

傷害減少，並降低大鼠體內MDA含量同時抑制

也證實菌絲體萃取物能夠降低腫瘤的大小(Hseu

TIMP-1及TGF-β1基因的表現，達到肝臟保護的

et al., 2008; Yang et al., 2006)。Ho等人(2008)從

效果(Lin et al., 2006)。最近，我們的研究室則利

攝護腺癌細胞（PC-3 cells）中觀察到，菌絲體

用固態培養牛樟芝菌絲體之乙醇萃取物，口服餵

萃取物能夠提高細胞中鈣離子的濃度並造成細

食小鼠10天後，再以酒精誘發急性肝病變，發現

胞凋亡(Ho et al., 2008)。Lee等人(2007)自固態培

口服菌絲體萃取物之小鼠之肝指數GOT、GPT和

養的牛樟芝菌絲體中分離到1個泛醌(Ubiquinone)

MDA有明顯回復之趨勢，隨後以蛋白質表現分

的衍生物，命名為Antroquinonol，並對人類乳

析證實此一效果是來自Nrf-2解毒基因的啟動，並

癌細胞株(MCF-7和MDA-MB-231)、肝癌細胞株

利用細胞層面的實驗證實菌絲體中之一主要成分

(Hep3B和HepG2)以及前列腺癌細胞株(DU-145和

Antroquinonol為表現此活性之主要成分(Kumer et

LNCaP)進行細胞毒性試驗，而結果顯示其IC50

al.,2011)。Chang等人(2011)利用紅斑性狼瘡NZB/

皆介於0.13~6.09 μM，表現出相當良好的細胞毒

W F1小鼠作為動物模型，研究發現牛樟芝菌絲體

性(Lee, 2007)。

之乙醇萃取物可降低小鼠體內之尿蛋白、血清尿

牛樟芝活性研究進展

物對乳癌細胞（MCF-7 cells）的生長有明顯的抑

NCHU

至於在抗發炎活性方面Shen等人(2004)發

素氮和減少腎小球基底膜厚度，對治療紅斑性狼

現菌絲體的萃取物在沒有毒性表現的濃度下，

瘡有不錯的效果，並推斷萃取物中具有降低巨噬

即可表現出抗發炎活性(Shen et al., 2004)。而

細胞中TNF-α和IL-1β之表現的Antroquinonol為

Hseu等人(2005)進一步證實菌絲體萃取物可透過

此活性之主要成分之一(Chang et al., 2011)。

NF-kB的路徑抑制iNOS及COX-2的表現，進而
表現出抗發炎活性。Yang等人(2009)自菌絲體

四、結語

中分離出四個具有抗發炎活性的化合物，分別

牛樟芝的生物活性在體外以及體內實驗的層

是Antroquinonol B、4-Acetyl-antroquinonol B、

面上，已獲得非常多學術研究的支持。不過目前

2,3-(Methylendioxy)-6-methylbenzene-1,4-diol和

研究方向多偏向於粗萃取部或是粗分離部，因此

2,4-Dimethoxy-6-methylbenzene-1,3-diol，這些化

未來我們可以將研究重點擺在主要成分的分析和

合物可使經LPS誘導小鼠巨噬細胞RAW264.7中

其生物活性探討上，以求產品療效的標準化，並

所產生的一氧化氮自由基生成量降低(Yang et al.,

就臨床實驗為目標在分生子生物學的層面上做更

2009)。

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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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特有真菌牛樟芝的產業化與品質管理
許耿豪1、 林進忠2
1 台灣利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發部經理
2 台灣利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理

社會新聞版面。近年來牛樟樹的育苗栽培技術精

前言

進，政府單位也積極鼓勵造林工作，因此有心的

牛樟芝之醫療功效流傳甚久，自古即被視為

企業單位如台灣利得生物科技公司等均投入牛樟

上好的解毒靈藥，對食物中毒、腹瀉、嘔吐、

樹培苗造林，讓瀕臨絕跡的台灣特有珍貴樹種-

農藥中毒等均具有神奇的解毒作用。牛樟芝又

牛樟樹得以在台灣延續生長。而當前比牛樟樹更

稱樟生薄孔菌、牛樟菇、紅樟芝、血靈芝、樟

受人注目的牛樟芝，被譽為目前台灣生技界的紅

內菇、紅樟菰等，屬於擔子菌亞門、層菌綱、

金產物，「紅」是因為牛樟芝子實體呈現紅色色

非褶菌目、多孔菌科、薄孔菌屬的珍稀藥用真

澤，牛樟芝另有個美名是「森林的紅寶石」，而

菌。僅生於臺灣山區（海拔450 - 2000 m）特

「金」代表的除了是牛樟芝的產業應用價值外，

有的「國寶」級樹種 - 牛樟樹（Cinnamomum

也因為牛樟芝子實體的價格節節攀升，以目前一

kanehirai Hayata）上，於樹幹腐朽之心材內壁

台斤近十萬元的價格，實在是比金子還貴，故名

（樹幹空洞）的稱為樟窟內芝，少數生於枯死倒

「紅金」實不為過。近年來隨著生物科技的快速

伏之牛樟樹木材潮濕表面稱為樟外芝。因為牛樟

發展，對於食用和藥用真菌類的人工量化培養生

樹（Cinnamomum kanehirai Hayata）是台灣特有

產技術有很大的進步，牛樟芝的學術研究雖然是

樹種，所以牛樟芝是台灣特有的真菌。牛樟樹在

近二十年來開始，但因為它的應用價值與功效性

台灣生長區域散佈於北、中和南中低海拔約450-

關係，投入的研發能量非常可觀，這些研究成果

2000公尺山區。牛樟木是稀有的上等樹材，其香

應用於牛樟芝產業，也促成牛樟芝產業的蓬勃方

味濃郁，材質堅硬不易有裂紋，自明清時代，即

展。

NCHU

常被用作神像、藝品或家具的原材。日據時代，
除了木材的需求，更加上樟腦油的提煉產業，使

28

牛樟芝的培養

的台灣的樟樹被大量砍伐，而珍貴的牛樟樹更難

以量化的方式進行牛樟芝培養是有一定技術

倖免，以致瀕臨絕種。因此牛樟樹被列為一級

門檻的生物技術產業，主要是牛樟芝因其生長環

國寶級保育類樹種，但近年來由於牛樟芝的熱

境的誘發會由無性繁殖的菌絲體轉變為有性世代

門與價格高漲，許多盜採者不惜冒著生命危險，

的子實體，生長於牛樟段木上的野生牛樟芝都是

進入深山尋找牛樟樹，為的就是要採收野生牛樟

具子實體型態的牛樟芝菇體，子實體型態牛樟芝

芝，卻也因此讓原本就非常稀有的牛樟樹遭到嚴

的功效性經科學數據分析後發現比菌絲體好，因

重的砍伐，因此犯法而被檢警取締的事件屢見於

為子實體會產生豐富的二次代謝產物，這些代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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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清楚的分辨與選擇。以台灣利得生物科技所

實體的生長非常緩慢，要生長到可以摘取可能需

生產的利得牛樟芝產品來說，每批產品皆有總三

兩年以上時間，因此野生牛樟芝在販售時，菇

萜類與總多醣體的檢驗數值，而且是由公正第三

體越大越厚實的，其價格就更高了。目前業界進

方國際檢驗公司進行分析報告，因此固態培養基

行牛樟芝栽培的方式大概區分為四大類，第一種

方法雖然無法培養出與牛樟芝子實體完全相同的

是以牛樟段木栽培牛樟芝子實體的方式，第二

型態，但是卻可以含有在子實體所產生的三萜類

種是以固態培養基培養牛樟芝的方式，但三種

重要功效性成分，因此能提供牛樟芝重要的功效

是以液態發酵方法培養牛樟芝菌絲體，最後第

性成分含量的檢驗報告，是消費者在選擇牛樟芝

四種是以太空包方式栽培。目前牛樟芝由菌絲

生技產品時，很重要的參考依據。而許多宣稱是

體轉變為子實體的詳細機轉還不清楚，因此若

牛樟芝子實體的生鮮菇體產品，也必須要有一定

非以牛樟段木栽培牛樟芝，很難得到如同野生

的品質和鑑定報告，因為目前已知的培養技術，

牛樟芝實體般好的品質。但牛樟段木的數量有

已經可以用雜木（非牛樟樹木頭）來進行牛樟芝

限，且必須通過合法許可才能進行採購，因此

栽培，雖然栽培出來的牛樟芝外觀可能很接近，

發展出了其他非牛樟段木培養牛樟芝的技術。

但就最新研究資料顯示，在非牛樟段木栽培的

其中固態培養基培養牛樟芝的技術方面，由於

牛樟芝，其功效成分在種類和含量上都不如牛樟

培養基的配方上的差異，因此各個研究單位或

段木栽培的牛樟芝，在食用安全性上也沒有進行

是生技公司所培養出來的牛樟芝型態品質也有

評估，因此並非外觀或宣稱是牛樟芝子實體就是

很大的差異，由於培養基配方都被列為重要的

好，好的品質還是需要有公正客觀的分析數據來

商業機密，因此無法由此方面來判定其培養效

佐證。

台灣特有真菌牛樟芝的產業化與品質管理

產物就是牛樟芝重要的功效性成分。但牛樟芝子

NCHU

果，但就消費者來說，直接由產品的品質分析則

圖一、台灣利得以牛樟樹段木栽培的牛樟芝子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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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安全與品質
牛樟芝與其他植物性（中草藥）相關的產品

毒性試驗外，更評估了90天口服毒性和致畸試
驗，證實利得牛樟芝對人體確實無毒性，而通過
安全性試驗評估核可為健康食品。

都需兼顧SEC的要求，即安全性（Safety）、效

針對產品品質方面，在健康食品或中草藥之

用（Efficacy）與一致性（Consistency）等三大

研究與發展關鍵，都不離以下三個重點，即：(1)

特性。換言之，無論中藥也好，保健食品也好，

標準化；(2)作用機制及(3)效用的確認，因此，

如果不能從基源開始掌握，進而到產品的研發與

就其分子生物學的層次探討其作用機制，最後更

製造，在符合所謂的優良農業操作（GAP）、

需以嚴謹的臨床研究來確認其藥效及安全性。既

優良實驗室程序準則（GLP）、優良臨床試驗程

然牛樟芝為臺灣特有之珍貴藥用真菌，並且具有

序準則（GCP）、優良生產工藝程式（GMP）

極大的商業價值，再加上目前有眾多生技廠商投

等規範下，投入再多人力與物力都將難以收到成

入可觀的資源於這個主題，建立一套客觀並具有

效。因此在保健食品和健康食品的生產和廠房，

代表性的分析方法，以作為原料、產品之質量控

都應要符合食品GMP相關規範，生產流程若能

制的依據實為刻不容緩的重要工作。雖然已經有

導入ISO22000/HACCP則更能確保品質的一致性

很多科學文獻證實牛樟芝特有化學成分可供作指

與衛生安全。而對於產品本身的食用安全性上，

標成分來進行分析，但要制定出具公信力且客觀

則必須進行必要的食品安全檢驗分析，牛樟芝在

的法定標準並不容易。台灣利得生技有鑑於此，

培養栽培過程，不管原、物料或生長環境，都可

因此決定先由台灣利得公司內部品管做起，藉由

能對其造成為害人體的汙染，牛樟芝產品屬於食

參與和執行多個產官學研合作計畫，以期制定台

品類，但其類似菇菌類栽培的過程也須考慮像農

灣利得的牛樟芝指標成分和產品分析標準，為自

產品之農藥重金屬汙染等，牛樟芝以保健食品或

家的產品品質進行嚴格和精確的把關。我們知

中藥功效食用方面，則需檢驗是否摻雜西藥等分

道牛樟芝的成分與其他中草藥化學成分一樣非常

析，優質的廠商會提供每一批產品相關的檢驗報

複雜，製成膠囊或其他產品後，唯有由成分的分

告，以台灣利得生技生產的牛樟芝產品，從每一

析來確認其品質的良劣。隨著檢驗儀器的快速發

批原料到每一批的成品，都會有公正第三方國際

展，中草藥成分的檢驗技術和分析方法的準確性

檢驗公司的六大檢驗保證，包括不含重金屬，不

和精確性不斷提升。相對的，中草藥成分對照的

含農藥殘留，微生物檢驗合格，中藥未摻西藥檢

標準品或指標成分的需求亦相對的增加。我國衛

驗合格，不含中藥農藥殘留，以及使用包材的無

生署中藥委員會分別於89、91及95年公告「中藥

毒證明。唯有如此，先確保讓消費者吃得安全，

濃縮製劑制訂指標成分定量法及規格注意事項」

才能進一步維護健康。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

中規定了33種中藥濃縮製劑的指標成分定量。因

理局審核通過的健康食品需進行的三大評估試驗

此，台灣利得生技期望能拋磚引玉，期望政府機

其中第一項就是安全性評估試驗，以細胞或實

關能盡快研擬一套國家認可的牛樟芝品質分析標

驗動物為模式，測試產品的毒理性質及其與劑量

準，共同維護台灣特有的珍貴藥用真菌產品的品

的相關性，衛生署將健康食品分為四類，其中第

質。

NCHU

一、二類為傳統食用的食品，牛樟芝產品的申請
目前有歸類為第二類的，但台灣利得生技的利得
牛樟芝產品以第三類的標準申請，除了進行基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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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功效分析
於2003年世界衛生組織有關飲食、營養與慢

年來國內的學者努力下，已對樟芝可能具有的藥

的改變，將顯著增加肥胖、糖尿病、高血壓、心

理活性提出了不少研究文獻，讓牛樟芝不再只

血管疾病、中風等慢性病的發生率，提高人類相

是民間流傳的偏方，而是生物科技產業的當紅炸

對死亡率。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面對日益龐大的

子雞。由國際研究期刊和國內博碩士論文整理牛

醫療支出問題，逐漸將健康照護的傳統觀點從治

樟芝的生物活性研究，大致可以先歸類出十三

療面轉移到預防，甚至預測面。這代表具有預

大功效，包括護肝功能、抑制肝炎病毒活性、

防醫學概念的企業或產品，將成為消費者最佳

抗發炎活性、免疫調節活性、抗癌活行、神經

的選擇。2011四月底止衛生署許可之健康食品總

保護功能、抗高血壓功能、抗高血脂功能、抗

許可證號共193項，目前台灣通過申請之健康食

遺傳致癌物活性、抗微生物生長活性、抑制黑

品市場中，以奶類製品（奶粉及優酪乳）、益生

色素形成與抗氧化功能。這些廣泛的生理活性功

菌產品為最多，主要健康訴求為調節胃腸功能

能經由科學數據的驗證，顯示過去坊間對牛樟

及增加免疫力兩部分。因此在保健食品的發展

芝如仙丹妙藥般的神話傳說並非空穴來風。這些

上，還有相當大的發揮空間。牛樟芝是台灣特有

牛樟芝功效性研究也讓牛樟芝由一般食品提升

種，因為數量稀少、生長期長而且取得不易。近

具開發為健康食品的潛能，目前通過衛生署核

台灣特有真菌牛樟芝的產業化與品質管理

性病預防的專家，曾提出現代人飲食與生活型態

NCHU

圖二、行政院衛生署核可利得牛樟芝膠囊為健康食品，具有免疫調節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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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健康食品字號中，牛樟芝產品僅三項，其

重要的牛樟芝特有小分子成分都是未來可能開發

中兩項為護肝功能，而台灣利得生技的利得牛

為新藥的重要指標，就產品品質管制來說，這些

樟芝產品為通過核可的免疫調節功能健康食品，

重要的功效性成分都是可作為牛樟芝指標成分應

經細胞與動物試驗結果顯示具有促進免疫細胞增

用在牛樟芝產品的品質分析。

生、促進吞噬細胞活性和促進自然殺手細胞活
性。我們相信牛樟芝有更多對人體的功效性可應

結論

用在健康食品上，而牛樟芝特有的小分子代謝產

根據WHO報告，全球的植物藥市場規模達

物更是新藥研發的未來之星。截至2011年初的統

到約400億美元。因此非處方中草藥市場潛力巨

計結果，目前牛樟芝約有六十八個成分被鑑定出

大，其發展速度已經超越化學藥品。就目前牛樟

來，這些成分包括了三 萜 類（triterpenes）、雙

芝市場而言，至少已有上百家廠商投入牛樟芝生

萜類（diterpenes）、倍半萜內酯（sesquiterpene

產之中，大部分廠家均使用牛樟芝菌絲體作為牛

lactones）、苯類（benzenoids）、苯 醌 衍生

樟芝膠囊食品之主要成分，有的廠家則再添加其

物（benzoquinone derivates）、泛 醌 衍生物

他中藥材，以期提高產品附加價值，降低製造成

（ubiquinone derivates）、木酚素（lignans）、

本。因此造成市場上牛樟芝產品的品質參差不

固醇類（steroids）以及其他類等。而其中多個成

齊，此現象對於拓展台灣特有珍貴真菌到國際市

分都是屬於新成分，也就是目前已知僅存在於牛

場的發展有負面的影響。因此就牛樟芝產業來

樟芝的特有成分。其中在牛樟芝子實體特有的成

說，除了針對牛樟芝的培養和生產上需要積極投

分-安卓凱因A （Antrocamphin A）具有非常好的

入研發之外，對於如何分析和維持牛樟芝產品品

抗發炎功效，發炎反應是人體許多疾病包括心血

質也是另一項非常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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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關節炎、癌症和糖尿病等的誘發根源。這些

中興大學農業推廣中心『興大農業』期刊廣告刊登規格及價目表
刊 登 頁 面

刊 登 頁 面

廣告尺寸(mm×mm)

價 格（台幣）

封

面

裡

全頁(彩色)

190×260

10,000

封

底

裡

全頁(彩色)

190×260

8,000

頁

全頁(彩色)

190×260

6,000

內
封

面

裡

半頁(彩色)

153×110

6,000

封

底

裡

半頁(彩色)

153×110

5,000

頁

半頁(彩色)

153×110

3,000

內

※以上廣告費用皆為刊登一期，並於本中心網頁做相關連結，以達最有效益之廣告效果。
如有需要服務，請聯絡中興大學農業推廣中心 陳昕榆 小姐
電話：04-22870551轉分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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