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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稱為健康食品或功能性食品。

 指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以補充維生素、礦物質

為目的的食品。

 即適宜於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調節機體功能，

不以治療疾病為目的，並且對人體不產生任何

急性、亞急性或者慢性危害的食品。

 東方飲食文化：

是保健食品迅速發展的肥沃土壤。

對保健食品的影響：藥食同源、藥補不如食補

等養生保健的理論體系。

是傳統醫學所遵循的原則，也是廣大民眾攝食

養生普遍認同的社會觀念。

 包括食養與藥養。

 認為藥食同源，藥與食在養生保健作用上是相輔

相成的，所謂「安身之本，必根於食，救疾之道，

惟在於藥」。

 神農本草經收載藥物365種，其中上品藥120種，

多為食物或今日認定的藥食兩用物質。

 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五十二病方有280個方， 242

種藥物，也包括大量食物和藥食兩用物質。

定義：是某一類特定的口服食品，可以作為一般膳

食的補充品之用。

膳食補充品可以用錠劑（tablet）、膠囊（capsule）、

粉末狀（powder）、軟膠囊（softgel）、膠囊錠

（gelcap）、口服液（liquid）等形態出現，供食用者

口服之用。

1. 維他命（vitamins）。

2. 礦物質（minerals）。

3. 草藥、及其他植物類（herbs or other botanicals）。

4. 胺基酸（amino acids）。

5. 可作為補充日常膳食攝取總量不足之用的他類可供膳食之用的物質

（other dietary substances for use by man to supplement the diet by increasing 

the total dietary intake）。

6. 任何前述的濃縮品、代謝物、組成物、萃取物、或是組合均可稱為膳食補充品

（Concentrates, metabolites, constituents, extracts, or any combination of the               

dietary ingredients set forth above are also included in this defi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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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食品類：普通食品。

 FDA需對申報進口的食品進行成分分析，

 對農藥殘留量、微生物和毒素進行監測，

 在包裝和文字印刷上有嚴格要求。

 對罐頭食品、磷酸飲料等還有特殊要求：如需辦理工廠註冊，產品
註冊等。

 某些保健品口服液，保健茶等可按食品類報批FDA。

2. 健康食品 (Health Food) ：
 又稱功效性食品。

 除要求達到普通食品進口標準外，還強調健康食品具有改善人體機
能，預防疾病的功效。

 在外包裝及方案說明方面符合FDAA的法規，

 蜂蜜類、花粉和人參精等均屬此類，比普通食品價格高一些。

3. 營養素補充劑(Dietary Supplement) ：
 1995年5月剛執行的食品類產品法規。

 接近藥品類，主要包括氨基酸、微量元素、維生素、礦物質及草藥類
等幾類產品，

 在產品說明書中可提及防治疾病和改善人體機能的作用，強調機理，
而非功效。

 可以不同的劑型在保健品商店中購買，

 中藥以此類產品報批FDA比較容易，而且也比較易體現中草藥治病求
本的實際功能和價值。

 是中藥進入國際市場的主要突破類。

4. 國家藥品驗證號：

 是一種國家藥典己有的藥，不需要做新藥論證即可進入申請，

 但要求較嚴，需達到美國FDA的各項法規。

5. 國家新藥：

 以新藥在美國上市，需執行一系列申請手續，對該新藥的藥理、毒理
及安全性等做嚴格的技術檢測，包含23項試驗，

 是五種申請形式中程式最複雜、時間最長、成本最高、利潤最大的一
種。

1. 功能性食品(Functional Foods) ：美國、日本。

2. 特殊保健用途食品 (Food Specified Health Use) ：1990，日本。

3. 療效食品(Therapeutic Foods) ：韓國。

4. 改善食品：德國。

5. 藥用食品(Pharma Foods) ：美國科學家。

6. 歐洲各國：

 健康食品 (Health Foods)

 功能性食品(Functional Foods) 。

7. 營養食品 (Nutritional Foods) 。

 美國：「功能食品」(Functional Foods)。

 1987年日本文部省在《食品功能的系統性解釋與展開》的報告中最先使用了「功

能性食品」。

 1989年 4月日本厚生省進一步明確了其定義:「對人體能充分顯示身體的防禦功能、

調節生理節律，以及預防疾病、促進康復等功能的工程化食品」。

 特點：

1. 由通常食品所使用的材料或成分加工而成。

2. 以通常形態和方法攝取。

3. 標有生物調整功能的標籤。

 1990年 11月日本厚生省提出將「功能性食品」改為「特殊保健用途食品」(Food 

for Specified Health use)。

 歐洲各國普遍採用「保健食品」名稱(德國以前稱「改善食品」；

Reform Food)。

 歐洲保健食品製造商協會聯合會(EHPM)，1982年：保健食品生

產必須以保證和增進健康為宗旨。應盡可能地以天然物為原料，

必須在遵守保健食品的原則和保證食品質量的前提下進行生產。

 保健食品的範圍:

 (1)含有充分的營養素。

 (2)補充膳食中缺少的營養素。

 (3)特定需要的食品或滋補食品，最好含有特殊的營養物質。

 (4)以增強體質或美容為目的的食品。

 (5)以維持和增進健康為目的，以天然原料為基礎的食品

 美國於1994年10月在國會參、眾兩院通過了「營養補充劑、健康

與教育法案」，以此取代以前的「保健食品法案」。

 營養補充劑的法規要點:

1. 把草藥、植物性物質與維生素、礦物質、胺基酸等同視為營養補充

劑，可以補充到食品中。

2. 這類產品如按使用說明服用，對人體必須安全、無害。

3. 產品可以任何形式，如片劑、粉劑、膠囊、軟膠囊等上市。

4. 可以附有功能性說明，但這種說明不是用於疾病的預防、診斷與治

療。

5. 產品上市前提供包括文獻資料在內的證據，須經 FDA(美國食品與

藥物管理局)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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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有「療效食品」、「營養保健品」等數種說法。

 1996年3月15日，衛生部發布了《保健食品管理辦法》。

 「本辦法所稱保健食品係指顯示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即適
宜於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調節生物體功能，不以治療疾病為目的
之食品。」

 世界各國對保健食品的定義和範圍基本看法是一致的，

 不同於一般食品又有別於藥品的一類特殊食品。

 大都具有普通食品的屬性(營養、感官、安全)，還具有調節生物
體功能的保健作用。

 保健食品不宣傳、不追求臨床療效，對人體不產生毒副作用。

 前蘇聯學者Breckman教授提出，在人體健康與疾病之間存在著
第三狀態，當第三狀態累積到一定程度時便會轉為病態。

 保健食品作用於人體的第三狀態，促使生物體向健康狀態復歸。
由此可以看出，保健食品與其他稱謂相比，更為適宜。

中藥與中草藥的定義

保健食品概念及名稱的確定

 中草藥是中藥與草藥的合稱。中藥是在中醫藥理論的指

導下，用來預防、診斷及治療疾病的天然物及加工品，

如中國大陸、日本及我國的傳統中藥(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草藥，在亞洲國家，多指未記載的系統本草，多流傳於

民間，在正規中醫院應用不普遍，只為民間醫生所用。

 歐洲對草藥的定義，草藥是指未經加工的生藥，常為植

物的某一部分，如歐美常用的草藥(Herbal medicine)或

草本保健品(Herbal Dietary Supplement)。

 中國大陸過去給保健食品取過許多名稱：

 藥膳(Medicated Foods; Medicated Diet);‘

 保健膳食(Foods for Health Care; Food maintaining 

Health)，

 「滋補膳」、'營養保健食品」、「保健醫療食品」、

「強化食品」等。

 自從1995年10月30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食

品衛生法》第二十二條明確指出：具有特定保健功

能的食品，其產品及說明書必須報國務院衛生行政

部門審查批准，其衛生標准和生產經營管理辦法，

由國務院衛生行政部門制定。

 根據《食品衛生法》的授權，1996年3月15日

衛生部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令《保健食

品管理辦法》。

 中國國家技術監督局於1997年發布的保健(功

能)食品通用標准(GBI6740-1997)對保健食品下

的定義：保健(功能)食品是食品的一個種類，

具有一般食品共性。能調節人體機能，適於特

定人群食用，但不以治療疾病為目的。

 我國過去對保健食品也有許多名稱：

 「保健食品」、「機能性食品」、「營養食品」、有機食

品」、「天然食品」，

 自民國88年2月3日正式公布《健康食品管理法》，並於

88年8月3日起開始實施，依該法第二條「本法所稱健康

食品，係指提供特殊營養素或其有特定之保健功效，特

別加以標示或廣告，而非以治療、矯正人類疾病為目的

之食品」。

 德國將這類食品稱之為「改善食品」。

 歐洲各國普遍採用'健康食品」(Health Foods)或「功能食

品」(Functional F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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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用範圍不同於一般食品，如延緩衰老的保健
食品適於老年人，調節血脂的保健品食品適於
高血脂的人群。

 以調節機體功能為目的，而不以治療為目的，
可細分為三類:
1. 原本就存在於自然界的傳統食品，如靈芝、薏苡仁、

山藥等;
2. 應用食品科技與天然物化學分離技術來萃取濃縮天

然食品中的有效成分，如香菇多糖、大豆異黃酮、
卵磷脂、魚油、甲殼素等;

3. 以多種材料來設計研發具有明確保健功效的複方保
健食品，如衛生署認證的優酪乳、三寶燕麥、靈芝
膠囊等。

 保健食品產業跨食品產業、農漁業、生物與生

技產業、及中草藥的全球性新興產業。

 我國在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計畫、跨部會保建

食品研究開發計畫、及中草藥產業技術發展計

畫等大型計畫的積極推動之下，已經在原料基

原鑑定、有效成分分析、功能驗證技術、及分

子生物技術與發酵技術等方面累積豐碩的研究

成果，並已將此產業列為今後「食品領域」的

重點項目。

 許多食品廠、藥廠和新的生技公司及研究機構，

都紛紛投入開發保健食品的行列，因為保健食

品具有調節身體機能，又沒有藥的副作用，深

深的吸引消費者，因此，保健食品的利潤都較

食品高許多。

 某些酒類或飲料也強調添加某些功能性產品，

而有保健的功能。

 含有中草藥複方成分、具有明確保健功效的保

健食品，稱為中草藥保健食品。

1. 亞健康人群：
 人體的狀態可以分為疾病狀態、亞健康狀態和健

康狀態。
 介於健康與疾病之間的中間狀態(亞健康狀態)，是

指某些生理功能減弱或紊亂，某些特殊功能物質
的缺乏，但尚未達到病理狀態形成疾病，例如年
老、體弱、失眠、生理性肥胖等，

 適用保健食品，調整或改善某些生理功能，使之
恢復正常。

2. 健康的特定人群：
 如兒童、孕婦、哺乳婦女、重體力勞動者、高溫

輻射等不良環境工作者及運動員等，
 在某些方面有特殊生理需要或物質需求的健康人

群。

3. 某些患者的輔助醫療應用：

 如腎臟發炎的低鈉食品、糖尿病的低糖食品、癌症的輔助食品、

病後康復食品等，

 可輔助藥物或其他治療措施，促進患者康復，但不能代替藥物

等治療措施。

4. 預防保健作用：

 保健食品不是特異性免疫製劑，但可提供一些保健功能，輔助

預防某些疾病發生。

 保健食品的預防作用是非特異性的，作用較弱，不能代替免疫

製劑及特效預防措施，僅可配合應用，起輔助作用。

 指以中醫藥理論為指導，在天然食物中加入可食藥

材，經過適當加工而成為具有調節人體生理功能、

有益於健康的保健食品。

 研製與食用受中醫學的養生保健理論所影響，飲食

養生已成為民眾普遍接受的養生食療傳統習慣，進

而使中草藥保健食品具有很大的發展優勢。

 食藥兩用的中草藥在中草藥保健食品中起主要的保

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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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含中草藥成分。例如：

 花粉：抗病及延緩衰老的良藥;

 海藻：防治淋巴結核、甲狀腺腫瘤、高血壓;

 蜂王漿：營養健腦、安神補血。

 人參、當歸、黃耆、香菇、刺五加、枸杞子、桂圓肉：老年人的滋補
食品。

2. 常用的中藥很多為《神農本草經》的「上品」，以滋補保健功能
為主。

 枸杞子是最常用於日常生活飲食中與食物烹煮的中藥材，主要起養生、
食療保健及延年益壽作用。

3. 對人體具有特定的保健功能，

 主要基於中醫傳統的食療學，現代營養學、及相關的生命科學的基
礎理論，因此舉凡中草藥保健食品的設計與應用開發，必以其作為
指導原則。

 「藥食同源」理論

 我們祖先在尋找食物的過程中，發現了有治療作用
的食物，此為藥食同源的階段。

 通過漫長的實踐過程，將一些食物中治療作用明顯
的分了出來，而成為專門治病的藥。因此，「藥」
實際上是來源於「食」。

 先人從採集植物充飢的同時發現有的植物香甜可口
並可滿足飽腹感，有的苦澀堅硬，難以下嚥，有的
能使人出現嘔吐、腹瀉等症狀，甚至昏迷或死亡。

 當身體有不適時，也有因食用了某些植物而使症狀
得以緩解。

 隨著原始農業的發展，人們更注意辨識、採集、選
擇和栽培各種植物，因而發現了更多的植物藥和食
物來源。

 漁獵、畜牧是另外獲取食物之來源，在日常生活中能吃到多種動

物，因而也就能發現某些動物的藥用價值。

 《山海經》：「河羅之魚食之已癰。」「有鳥焉……名曰青耕，可

以禦疫。」

 當人們發現採集的植物果實、種子、塊根之類不僅能貯藏，而且

不易敗壞的事實後，便開始重視野生植物的栽種。

 神農時期，經過嘗百草，那些早已被人們所熟悉容易生長的嫩莖、

嫩葉和能結酸甜果實的植物便受到廣泛注意。而在五穀蔬果之外，

還有麻類和茶葉都有可能是在這個時期被栽培的植物。

 神農時期是我國農業歷史上一個重要發展時期。隨著農業栽培植物

的發展，使食物和中藥來源都得到了擴展，以適應人們生活的需要。

 先人發現藥用植物，又借助於火的作用變革了食用方法，進而發明了湯

劑。

 民間有 「伊尹創湯液」的傳說，伊尹為商湯的宰相，精於烹調。

 晉代初年皇甫謐的《甲乙經》序有:「伊尹以亞聖(宰相)之才，選用神農本

草，以為湯液……仲景注廣伊尹湯液，為數十卷」。

 《漢書．藝文志．方略》有「湯液經法三十二卷」(已失傳)。

 特點：很容易為人體所吸收，是一種速效劑型。

 不方便之處：一般不能貯存太久，必須隨煎隨服，耗用時間多，服用量

大，某些非水溶性的有效成分不易煎煮出或易揮發散失，不便於攜帶，

其苦味也使兒童服用不便等等。

 現代新劑型的引進，為中藥劑型提供了方便。

 運用中草藥進行保健最重要的原則是因人、因時、因地制宜，達到促進

發育、防衰抗老、益智健腦、健美減肥、增力耐勞等的保健效果。

 因人保健：根據人體的陰陽寒熱屬性、年齡性別的不同，選用適當的中藥。

 陰寒偏盛的體質，宜用溫補的中藥;

 陽熱偏盛的體質，宜用清涼的中藥;

 少年兒童處於生長發育階段，宜採用促進生長發育、益智增力的中藥;

 老年人則宜採用抗衰老的中藥;

 婦女則應根據其經帶胎產的情況選擇相對應的中草藥。

 因地因時製宜：指中草藥保健要順應時令氣候及地理區域的變化。

 《素問．六無正紀大論》：用溫遠溫，用熱遠熱，用涼遠涼，用寒遠寒。」這是中醫治

療用藥的原則之一，也適用於中草藥保健。

 在高寒地區宜溫補，低濕地區宜清補，北方多寒宜溫補，南方多熱宜涼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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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時保健中草藥是根據中醫關於「四季五補」

的原則制定，以幫助人們適應氣候的變化，來

調節機體、促進健康。

 四季五補：

 春主升發，內應肝膽，宜予升補;

 夏主炎熱，內應心與小腸，宜予清補;

 長夏介於夏秋之間，濕熱主令，內應脾胃，宜予淡

補;

 秋主肅殺，其氣已涼，內應肺與大腸，宜予平補;

 冬主斂藏，其氣寒冷，內應腎與膀恍，宜予溫補。

 春季保健中草藥一般宜採用益氣升發、養陰

柔肝、疏泄條達的藥物，在選用藥物時，應

避免過於升散，過於寒涼。常用的藥物有:首

烏、白芍、枸杞子、川芎、人參、黃耆等。

 夏季(包括長夏)氣候炎熱，暑濕較重，容易

傷人氣陰，保健中草藥宜選用清淡解暑、益

氣生津的藥物。常用的藥物有:西洋參(或太

子參、北沙參、生曬參)、扁豆、蓮子、薏苡

仁、茯苓、砂仁等。

 秋季氣候乾燥涼爽，津液易傷，宜予平補，宜

採用生津養陰、潤膚的中草藥。常用的藥物有:

麥冬、沙參、白芍、百合、熟地黃、當歸、桑

椹子、冬蟲夏草、菊花等。

 冬令氣候寒冷，萬物斂藏，進補最益。宜給予

溫補腎陽、益精填髓的中藥。常用藥物有:附片、

肉桂、鹿茸、冬蟲夏草、核桃仁、菟絲子、肉

從蓉、熟地黃、山茱萸、枸杞子、海馬等。

 滋陰中藥具有滋陰填精、滋養肝腎、潤肺澤膚的作用，

適用於陰虛體質及陰虛病人的調養，其臨床表現為:

形體消瘦、五心煩熱、夜間潮熱盜汗、兩頰潮紅、少

寐多夢、性情急躁、頭暈眼花等。常用藥物:枸杞子、

山茱萸、熟地黃、麥冬、冬蟲夏草、何首烏等。

 壯陽中藥具有溫腎壯陽、補精髓、強筋骨的作用，適

用於陽虛體質及陽虛病人的調養。其臨床表現為:虛

胖畏冷、腰膝酸痛、肢軟乏力、精神萎靡、陽痿早泄、

遺精遺尿、小便清長或溺後餘瀝等。常用藥物:附片、

肉桂、鹿茸(角)、兔絲子、肉從蓉、海馬等。

 益氣中藥具有健脾益氣、補肺固表、增精神、益氣

力的作用，適用於一般體質較弱或氣虛病人。其臨

床表現為:精神不振、容易疲勞、少氣懶言、四肢乏

力、面色不華、易自汗出、食慾不振、大便不調。

常用藥物:黃耆、人參、黨參、淮山藥、白朮、黃精、

茯苓等。

 補血中藥具有補血養血、溫潤肌膚的作用，適用於

體虛血虛者。其臨床表現為:頭暈目眩、面色蒼白、

精神疲倦、肢體麻木、心悸失眠、月經不調等。常

用藥物:當歸、黃耆、枸杞子、桑椹子、龍眼肉、熟

地黃等。

 把飲食療法作為一個專科設立，最早見於西元前 1000年前後的周朝

醫事制度，專管飲食營養的「食醫」為帝王調劑飲食，研究飲食預

防疾病和保健而設的。

 由食醫來掌管食譜，吃飯不僅為了充飢，更重要的是養身、防病、

治病的作用，所以定食譜與開藥方都由食醫分管。

 《詩經》：「可以療飢」，足見先人連飢餓也認為是一種病，必須用吃

飯來治。

 食醫研究範圍包括飲食調劑，按食物特性配合食物，按時令的不同

調味等方面的內容。如《周禮．天官家宰下．食醫》：「食醫掌和

王之六食、六飲、六膳、百饈、百醬、八珍之齊……」可見食品的

調和與醫藥的配方在古代同名，醫食源於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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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書．藝文志》載經方十一首，可看到食療科的內容。

 湖南馬王推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一書，以大量的食物入藥，方載藥品247種。

 穀類15種，菜類 10種，果類5種，禽類6種，獸類23種，魚類3種，共61種，

占全部藥品數的四分之一。

 絕大部分是日常食品。

 礦物藥類中的食鹽;人部藥類中的乳汁;器物、物品類藥中的蜜、猪脂、牛脂

等又都是食物。

 書中所載 50餘種病，半數左右疾病可以食治之，或以食養之。

 甘肅武威縣出土的「醫簡」，記載治療時的飲食忌宜，和以食物為藥引及賦形劑。

 服藥的藥引有酒飲、米汁飲、醋漿飲、鼓汁飲及醇酒和飲等。

 炮製方法如用醇酒漬之等。

 如用白蜜、脂肪、乳汁等作賦形劑，

 服藥時的禁忌：如忌魚肉、葦菜、酒辛等。

免疫調節 改善睡眠 改善骨質疏鬆和
增加骨密度

調節血壓

調節血脂 調節血糖 抗輻射 改善視力

抗疲勞 減肥 促進生長發育 促進排鉛

延緩衰老 改善學習記憶 美容

促進泌乳

耐缺氧 對化學性肝損傷
有保護作用

改善營養性貧血 改善性功能

改善胃腸道功能 抗突變 清咽潤喉 減輕放、化療
毒副作用和輔
助抑制腫瘤

健康食品安全及功效評估方法-台灣

安全評估方法 調節血脂功能

腸胃功能改善 改善骨質疏鬆功能

牙齒保健功能 免疫調節功能

調節血糖功能 護肝功能（針對化學性肝損傷）

抗疲勞功能 延緩衰老功能

促進鐵吸收功能 輔助調節血壓功能

輔助調整過敏體質功能 不易形成體脂肪功能

1. 促進中藥保健食品事業的發展。

2. 社會老齡化。

3. 適應現代化社會保健事業發展的需要。

4. 開拓中藥保健食品國際市場，促進經濟發
展。

1. 西洋參 American  Ginseng   (Panax   quinquefolius)

2. 人參 Ginseng   (Panax ginseng)
3. 刺五加 Acanthopanax   (Acanthopanax  senticosus)

4. 枸杞子 Barbary  Wolfberry  Fruit(Lycium  barbarum)
5. 黃耆 Astragalus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A. membranaceus var. 

mongholicus)
6. 冬蟲夏草 Chinese Caterpillar Fungus   (Cordyceps sinensis)

7. 銀杏葉 Gingko Leaf (Ginkgo  biloba)
8. 核桃仁 Walnut (Juglans regia)
9. 大棗 Chinese Date (Ziziphus jujuba)

10. 蜂王漿 Royal Jelly
11. 當 歸 Chinese Angelica (Angelica sinensis)
12. 靈芝 Ganoderma (Ganoderma lucidum, G. sinense)
13. 桑椹 Mulberry Fruit (Morus alba)

1. 刺梨 Roxburgh Rose (Rosa roxburghii)
2. 綠茶 Green Tea (Camellia sinensis)
3. 何首烏 Fleeceflower Root (Polygonum  

multiflorum)
4. 黑芝麻 Black Sesame (Sesamum indicum)
5. 蜂蜜 Honey
6. 桑椹 Mulberry Fruit (Morus alba)
7. 枸杞子 Barbary  Wolfberry Fruit (Lycium  

barba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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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楂 Hawthorn  Fruit (Crataegus pinnatifida)
2. 大豆 Soybean (Glycine max)
3. 桃仁 Peach  Seed  (Prunus persica)
4. 菊花 Chrysanthemum Flower (Chrysanthemum morifolium)
5. 酸棗仁 Spine Date Seed (Ziziphus jujuba var. spinosa)
6. 魚油 Fjsh  Oil
7. 玉米油 Corn Oil (Zeamays)
8. 亞麻籽油提取物 extract of Flax seed (Linum usitatissimum)
9. 紅花籽 Safflower seed (Carthamus tinctorius)
10. 甘草 Liquorice Root (Glycyrrhiza uralensis; G· inflata; G. 

glabra)
11. 陳皮 DriedTangerine Peel (Citrus reticulata)
12. 枸杞子Barbary Wolfberry Fruit (Lycium barbarum)

1. 絞股藍 Fiveleaf Gynosttemma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2. 山楂 Hawthorn Fruit (Crataegus pinnatifida)
3. 山藥 Chinese Yam (Dioscorea opposita)
4. 蕎麥 Buckweat Poria (Fagopyrum esculentum)
5. 茯苓 Cocos Poria (Poria cocos)
6. 南瓜提取物 Extract of Pumpkin (Cucurbita moschata)
7. 猪胰提取物 Extract of Pig Pancreas
8. 螺旋藻粉 Powder of Spirulina (Spirulina princeps)
9. 麥芽 Germinated Barley (Hordeum vulgare)
10. 枸杞子Barbary Wolfberry Fruit (Lycium barbarum)
11. 桑堪 Mulberry Fruit (Morus alba)

1. 紅花籽Safflowerseed (Carthamus tinctorius)

2. 菊花Chrysanthemum Flower (Chrysanthemum 
morifolium)

3. 靈芝 Glossy Ganoderm (Ganoderma applanatum)

刺五加、懷牛膝、附子、石菖蒲、獼猴桃、南沙參、澤瀉、韮白、大蒜、益智、

知母、當歸、羅布麻、楤木、天門冬、沙苑子、黃耆、白朮、蒼朮、黑木耳、

草從蓉、茶、大麻仁、決明子、菊花、肉桂、肉從蓉、柏子仁、蛇床子、黨參、

薏苡仁、蜂蜜、冬蟲夏草、雲芝、山茱萸、山楂、仙茅、菟絲子、川牛膝、白

首烏、鎖陽、香附子、石斛、山藥、川續斷、旱蓮草、淫羊藿、問荊、杜仲、

龍眼、芡實、金蕎麥、薛荔、靈芝、天麻、銀杏葉、甘草、絞股藍、牡蠣、鱉

甲、蝮蛇、蛤蚧、沙棘、千層塔、核桃、香菇、益母草、女貞子、百合、亞麻、

金銀花、枸杞子、巴戟天、桑椹、桑葉、蓮子、荷葉、麥門冬、刺人參、白芍、

牡丹皮、人參、三七、西洋參、黃柏、余甘子、松針、商陸、遠志、玉竹、黃

精、猪苓、葛根、茯苓、杏仁、刺梨、金櫻子、野玫果、茜草、補骨脂、地黃、

漏蘆、大黃、紅景天、覆盆子、太子參、紫蘇、螞蟻、丹參、五倍子、玄參、

芝麻、槐花、雞血藤、蒲公英、銀耳、刺蒺黎、胡蘆巴、桑寄生、天花粉、蒲

黃、槲寄生、大棗、酸棗、薑等。

 茶葉、苦丁茶、茯苓、栀子、山楂、枸杞、

麥芽、陳皮、何首烏、夏枯草、荷葉、決

明子、黃耆、大黃、菊花、昆布、甘草、

枳實、絞股藍、薏苡仁、甘菊、螺旋藻、

杏仁等。

 黃耆、人參、黨參、茯苓、甘草、何首烏、

丹參、當歸、熟地、龍眼肉、大棗、龜甲、

肉桂、山茱萸、枸杞、菟絲子、杜仲、核

桃仁、五味子、山藥、葛根、阿膠、芡實、

黑豆、黑芝麻、冬蟲夏草、甲魚、烏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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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繕魚、海參、墨魚、章魚、芝麻、花生、核桃仁、

豆製品、牡蠣、牛肉、驢肉、雞肝、海馬、猪肉、

狗肉、羊奶、河蝦、狗鞭、鹿鞭、牛鞭、動物的腎

臟和睪丸、韭菜、韭菜籽、蠶蛹、肉從蓉、蓮子、

山茱萸、五味子、肉桂、杜仲、補骨脂、紅景天、

黑米、黑豆、蜂蜜、蜂乳、冬蟲夏草、人參、刺五

加、枸杞、黃耆、黃精、葛根、菟絲子、山藥、烏

梅、何首鳥、龍眼肉、淫羊霍等。

Herbal

Extraction

Separation

Purification

Compound 1,2,…N

Invitro screening

Botanical library 

Crude extract 1,2,3,…n

HTS screening

Active extract

Activity-guided separation

Active compound

Botanical library 

Crude extract 1,2,3,…n

HPLC/FC prefractionation

Fr 1,2,3,….n

uHTS screening

Active fraction

Activity guided separation

Active compoundActive compound

Traditionally Recently New approach

中藥新產業成功關鍵因素

* 科學和臨床之驗證

* 法規審核之通過

*專利保護
* 全球市場之經營

中藥申請專利項目

1. 既存中草藥之新用途

2. 中草藥製備之新製程

3. 中草藥新組合而有特殊用途

4. 新有效成份之分離

中藥進入西方醫療體系之問題

•藥材之均一性

•多成份、

•多功能、

•多基因（因素）

•中西醫學之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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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藥現代化開發方向

中草藥單方現代化

治療藥 銀杏 .

健康食品 紅麴

中藥方劑現代化

治療藥 數種進入臨床但尚無成功實例

由中草藥發現新化學單體

治療藥 麻黃鹼,TAXOL, 青蒿素

 附件1 既是食品又是藥品的物品名單（87味）

 丁香、八角茴香、刀豆、小茴香、小薊、山藥、山楂、馬齒莧、

烏梢蛇、烏梅、木瓜、火麻仁、代代花、玉竹、甘草、白芷、白

果、白扁豆、白扁豆花、龍眼肉（桂圓）、決明子、百合、肉豆

蔻、肉桂、余甘子、佛手、杏仁（甜、苦）、沙棘、牡蠣、芡實、

花椒、赤小豆、阿膠、雞內金、麥芽、昆布、棗（大棗、酸棗、

黑棗）、羅漢果、郁李仁、金銀花、青果、魚腥草、姜（生姜、

干姜）、枳子、枸杞子、梔子、砂仁、胖大海、茯苓、香櫞、香

薷、桃仁、桑葉、桑椹、桔紅、桔梗、益智仁、荷葉、萊菔子、

蓮子、高良薑、淡竹葉、淡豆豉、菊花、菊苣、黃芥子、黃精、

紫蘇、紫蘇籽、葛根、黑芝麻、黑胡椒、槐米、槐花、蒲公英、

蜂蜜、榧子、酸棗仁、鮮白茅根、鮮蘆根、蝮蛇、橘皮、薄荷、

薏苡仁、薤白、覆盆子、藿香。

 附件2  可用於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單（114味）

 人參、人參葉、人參果、三七、土茯苓、大薊、女貞子、山茱萸、川牛膝、

川貝母、川芎、馬鹿胎、馬鹿茸、馬鹿骨、丹參、五加皮、五味子、升麻、

天門冬、天麻、太子參、巴戟天、木香、木賊、牛蒡子、牛蒡根、車前子、

車前草、北沙參、平貝母、玄參、生地黃、生何首烏、白及、白術、白芍、

白豆蔻、石決明、石斛（需提供可使用證明）、地骨皮、當歸、竹茹、紅花、

紅景天、西洋參、吳茱萸、懷牛膝、杜仲、杜仲葉、沙苑子、牡丹皮、蘆薈、

蒼術、補骨脂、訶子、赤芍、遠志、麥門冬、龜甲、佩蘭、側柏葉、製大黃、

製何首烏、刺五加、刺玫果、澤蘭、澤瀉、玫瑰花、玫瑰茄、知母、羅布麻、

苦丁茶、金蕎麥、金櫻子、青皮、濃朴、濃朴花、姜黃、枳殼、枳實、柏子

仁、珍珠、絞股藍、胡蘆巴、茜草、蓽茇、韭菜子、首烏藤、香附、骨碎補、

黨參、桑白皮、桑枝、浙貝母、益母草、積雪草、淫羊藿、菟絲子、野菊花、

銀杏葉、黃 、湖北貝母、番瀉葉、蛤蚧、越橘、槐實、蒲黃、蒺藜、蜂膠、

酸角、墨旱蓮、熟大黃、熟地黃、鱉甲。



 附件3  保健食品禁用物品名單（60味）

 八角蓮、八裡麻、千金子、土青木香、山莨菪、川烏、廣防己、馬

桑葉、馬錢子、六角蓮、天仙子、巴豆、水銀、長春花、甘遂、生

天南星、生半夏、生白附子、生野狼毒、白降丹、石蒜、關木通、

農吉痢、夾竹桃、朱砂、米殼（罌粟殼）、紅升丹、紅豆杉、紅茴

香、紅粉、羊角拗、羊躑躅、麗江山慈姑、京大戟、昆明山海棠、

河豚、鬧羊花、青娘虫、魚藤、洋地黃、洋金花、牽牛子、砒石

（白砒、紅砒、砒霜）、草烏、香加皮（杠柳皮）、駱駝蓬、鬼臼、

莽草、鐵棒槌、鈴蘭、雪上一枝蒿、黃花夾竹桃、斑蝥、硫磺、雄

黃、雷公藤、顛茄、藜蘆、蟾酥。



 對附件1，2的中藥藥理歸類

1. 解表類（具有辛溫、辛涼作用）︰如香薷、藿香、淡豆豉、薄荷、葛根、

紫蘇、升麻、牛蒡子、白芷、桑葉等

2. 清熱類（具有清熱瀉火、清熱解毒、清熱涼血、清熱明目等作用）︰如

決明子、馬齒莧、梔子、魚腥草、淡竹葉、菊花、野菊花、蒲公英、車

前子、車前草、積雪草、枳子、金銀花、知母、槐米、地骨皮、竹茹等

3. 利濕化濕類（具有淡滲利濕、清熱利濕、芳香化濕等作用）︰荷葉、澤

蘭、澤瀉、土茯苓、木瓜、赤小豆、砂仁、茯苓、白術、白豆蔻等

4. 理氣類（具有疏肝理氣、行氣和胃等作用）︰丁香、八角茴香、刀豆、

小茴香、余甘子、佛手、香櫞、橘皮、木香、青皮、濃朴、濃朴花、枳

殼、枳實、香附、薤白、玫瑰花、玫瑰茄、蓽茇、代代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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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溫裡藥（具有溫中散寒、溫陽健脾作用）︰肉豆蔻、肉桂、花椒、

高良姜、姜（生姜、干姜）、薤白、吳茱萸、黑胡椒等；

6.理血藥（具有活血、養血、涼血止血等作用）︰三七、丹參、玄參、

生地黃、紅花、牡丹皮、赤芍、茜草、益母草、蒲黃、桃仁、川芎、

白及、小薊、大薊、槐花、鮮白茅根、銀杏葉、側柏葉等；

7.消導藥（具有開胃健脾、通利大便等作用）︰山藥、山楂、白扁豆、

白扁豆花、芡實、雞內金、麥芽、郁李仁、萊菔子、蓮子、黑芝麻、

蜂蜜、薏苡仁、熟大黃、刺玫果、番瀉葉、製大黃、生何首烏、沙

棘、榧子等；

8.平喘、止咳化痰、宣肺利咽藥︰白果、杏仁（甜、苦）、羅漢果、

青果、青果、青果、紫蘇籽、紫蘇籽、川貝母、牛蒡根、平貝母、

訶子、遠志、知母、桑白皮、浙貝母、湖北貝母、越橘等；

9.祛風散寒、平肝息風類藥︰烏梢蛇、蝮蛇、天麻、白芍、姜黃、川牛膝、

蘆薈、五加皮、羅布麻、珍珠、石決明、桑枝、蒺藜等

10.補益類藥（具有補氣、補陰、補血、補腎壯筋作用）

補氣類︰人參、人參葉、人參果、太子參、紅景天、西洋參、絞股藍、黨參、黃 、刺

五加、棗（大棗、酸棗、黑棗）等；

補陰類︰玉竹、百合、女貞子、玄參、石斛、麥門冬、龜甲、墨旱蓮、鱉甲等；

補血類︰阿膠、枸杞子、桑椹、黃精、當歸、熟地黃、龍眼肉（桂圓）等；

補腎壯筋骨類︰馬鹿胎、馬鹿茸、馬鹿骨、胡蘆巴、韭菜子、淫羊藿、菟絲子、蛤蚧、

懷牛膝、杜仲、杜仲葉、沙苑子、補骨脂、骨碎補、山茱萸、製何首烏、巴戟天等；

11.養心安神類藥︰遠志、丹參、刺五加、柏子仁、首烏藤、紅景天、西洋參、

酸棗仁等；

12.收澀藥（具有澀精、斂汗作用）︰芡實、益智仁、覆盆子、訶子、牡蠣等。

 可用於保健食品的益生菌菌種：

兩岐雙岐桿菌 嬰兒雙岐杆菌 B．Infantis

長雙岐桿菌 B．Longum

短雙岐桿菌 B．Breve

青春雙岐桿菌 B．Adolescentis

保加利亞乳桿菌 Lactobacillus．Bulgaricus

嗜酸乳桿菌 L．Acidophilus

乾酪乳桿菌乾酪亞種 L．Caseisubsp．Casei

嗜熱鏈球菌

1. 免疫調節 （補益類）

2. 調節血脂 （消導類）

3. 調節血糖 （補氣活血類）

4. 延緩衰老 （補氣補腎類）

5. 改善記憶 （補氣補腎類）

6. 改善視力 （補血及清熱明目類）

7. 促進排鉛 （利水滲濕類）

8. 清咽潤喉 （宣肺利咽類）

9. 調節血壓 （平肝補腎類）

10. 改善睡眠 （養心安神益氣類）

11. 促進泌乳（補血通絡類）

12. 抗突變（補氣類）

13. 抗疲勞（補氣類）

14. 耐缺氧（補氣類）

15. 抗輻射（補氣類）

16. 減肥 （消導通便）

17. 促進生長髮育（開胃健脾、補腎壯骨）

18. 改善骨質疏松 （補腎壯骨）

19. 改善營養性貧血（健脾補血、補氣、消導）

20. 對化學性肝損傷有輔助保護作用（養肝柔肝）

21. 美容（祛座瘡/祛黃褐斑/改善皮膚水分和油分）（健脾補腎）

22. 改善胃腸道功能（調節腸道菌群/促進消化/潤腸通便/對胃粘
膜有輔助保護作用）（消導通便）

23. 抑制腫瘤（衛生部已於2000年1月暫停受理和審核批示）

 生技、奈米、中草藥保健食品開發

 善用本土性可食用植物原料

 善用海洋資源

 失利藥品中挖寶

 舊產品新功能

 明顯症狀改善、多種效用較具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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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政院2002年5月8日通過「挑戰2008年-國家發展重點計

畫」，保健(機能性)食品列為產業高值化計畫中重點發展

項目之一，除參考先進國家(如美、日、歐)應用各種保健

食品來改善與預防國人的疾病外，欲藉由高科技化(如結合

生物技術與奈米技術)與知識化，提升保健食品競爭力與附

加價值，將台灣發展為全球的保健食品的研發重鎮、高附

加價值產品的生產及供應基地。

 協助業者中草藥新藥開發過程，藉由銷售保健食品增進營

收，行政院衛生署擬將放寬可供食用的中藥材

 台糖公司2003年2月成立生技事業部，主力產品包括冬蟲夏

草、果寡糖、靈芝及乳酸菌，研發中產品包括女性更年期使

用的大豆異黃酮、添加乳鐵蛋白的乳酸菌及護眼、保肝的保

健食品，投資近10億元、預計2003年底完工的嘉義大林生技

廠，將利用發酵技術平台，開發中草藥保健食品。

 遠東生技公司與長庚大學研究發現藻精蛋白可抑制腸病毒、

流行性感冒病毒在細胞內複製，開發對抗腸病毒的口服錠劑、

優酪乳型態的藻精蛋白保健產品。

 南台科技大學生技術中心結合生技、奈米技術開發富含食用
纖維與酸性多醣「黑木耳奈米化膠囊」減重食品

 九鼎生物科技公司近年朝奈米化藥用天然動植物粉末原料開
發，如奈米珍珠粉、奈米番茄粉等，成為「奈米化」技術及
原料供應廠商，如靈芝有些活性成分僅存於靈芝孢子內，孢
子若無破碎，孢內成分不易被人體吸收利用，故開發「靈芝
破壁孢子粉」

 先進公司引進美國奈米粒子測試儀、特殊劑型研發及製造設
備，將中草藥保健產品(如冬蟲夏草)提升到奈米的層次。

 保健科技公司與成功大學醫學院藥理研究所利用奈米技術共
同研發改善疲勞和抗缺氧的中草藥複方保健食品，結合新萬
仁、全國藥師、藥檢聯盟等通路業者，建立抗衰老醫療機構

 依據衛生署“健康食品管理法＂於88年2月3日

總統令公布，同年8月3日實施。凡食品符合下

列條件者，屬健康食品：

1. 提供特殊營養素或具有特定之保健功效。

2. 特別標示或廣告「提供特殊營養素」或「具有

特定之保健功效」。

以上一為本質、二是行為，兩項條件都必須符

合，纔是本法所稱之健康食品。

1. 申請廠商基本資料表及健康食品查驗登記表

2. 產品原料成分規格含量表。

3. 產品之安全評估報告。

4. 產品之保健功效評估報告。

5. 保健功效成分鑑定報告及其檢驗方法。

6. 保健功效安定性試驗報告。

7. 產品製程概要。

8. 良好作業規範之證明資料。

9. 產品衛生檢驗規格及其檢驗報告。

10. 一般營養成分分析報告。

11. 相關研究報告文獻資料。

12. 產品包裝標籤及說明書。

13. 申請者營利事業登記證影本。

14. 完整樣品及審查費。

15. 磁碟片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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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應本身先確定產品功能及安全性

 函詢歸屬於那一類健康食品

 若為中草藥性質，則轉送至行政院衛生署

中醫藥委員會，判定是否為食品

 依據分類，執行相關安全性與功能性

評估

 待檢保健食品 健康食品審議委員會

安全性評估 功能性評估

公司提供專業顧問諮詢

衛生署評估結果審核

 委託廠商提供產品及

製造廠基本資料 核發許可證

衛生署文件初審



生物安全性試驗評估對人體的保護

以細胞或實驗動物為模式，以評估測試物質的毒理性

質及其與劑量的相關性；並預知其毒性程度、毒性標

的器官、毒性復原性及毒性遲發性。

用以建立臨床人體試驗的安全劑量及各項毒性反應指

標及檢測參數。

包裝材料

醫療器材

化學製品

工業環境

健康食品

新藥開發

安全性評估

 當開發或設計的分子，證實具有醫療潛力，即步入臨床前評估階段。

 為一系列體內、體外之測試，以決定安全性及藥物活性。

 藥物療效與活性:

藥物動力學(pharmacokinetics)、療效(efficacy) 

吸收、分佈、代謝、排除(absorption, distribution, metabolism, excretion)

 安全性: 生物安全性評估(bio-safety assessment)

動物試驗:非臨床/臨床前(Preclinical Trial)

人體試驗:臨床試驗(Clinical 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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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實驗管理小組 (IACUC)

 3R 原則

取代化 (Replacement)、

精緻化 (Refinement)

減量化 (Reduction)，

 衛生署: 藥品非臨床試驗安全性規範

 衛生署: 健康食品安全性評估方法

健康食品之安全評估分為四個類別

第一類：

屬下列二種情形之一者，得免再進行毒性測試。

1. 產品之原料為傳統食用且以通常加工食品形式供食者。

2. 產品具有完整之毒理學安全性學術文獻報告及曾供食用之紀錄，且其

原料、組成成分及製造過程與所提具之學術文獻報告完全相符者。

第二類：

產品之原料為傳統食用而非以通常加工食品形式供食者，應檢具下列項目

之毒性測試資料。

1. 基因毒性試驗

2. 28天口服毒性試驗

第三類：

產品之原料非屬傳統食用者，應檢具下列項目之毒性測試資料。

1. 基因毒性試驗

2. 90天口服毒性試驗

3. 致畸試驗

第四類：

產品之原料非屬傳統食用且含有致癌物之類似物者，應檢具下列項目之毒

性測試資料。

1. 基因毒性試驗

2. 90天口服毒性試驗

3. 致畸試驗

4. 致癌性試驗

5. 繁殖試驗

Citrinin (橘黴素)

主要產毒黴菌：Penicillium citrinum、

P. viridicatum、P. expansum、P. terreus

屬於腎臟毒素，會造成動物的腎臟病

 Per-oral (p.o.); 

胃導管餵食(intragastric intub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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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毒性試驗(General toxicity study)

1. 單劑量急性毒性試驗

2. 重覆劑量亞急性與亞慢性毒性試驗

3. 慢性毒與致癌性毒性試驗

 特殊毒性試驗(Specific toxicity study)

1. 基因毒性試驗

2. 生殖與發育毒性試驗

3. 皮膚、眼球、免疫、神經及其他毒性試驗

1. 基因毒性試驗

 Gene mutation test with bacteria

 Chromosomal aberration with mammalian cells in culture 

 Micronucleus test with rodents

2. 單劑量急性毒性試驗

3. 28天重複劑量亞急性毒性試驗

4. 90天重複劑量亞急性毒性試驗

5. 致畸性試驗

6. 慢性/致癌性試驗

7. 繁殖毒性試驗

I. 基因毒性試驗(Genotoxicity):

評估測試物質直接或間接引發的基因傷害程度。

 沙門氏菌逆突變分析(Ames test):使用已突變需

靠外界提供組胺酸(histidine)才能生存之沙門氏

菌(Salmonella typhimurium)試驗菌種，若試驗

菌種能在缺乏組胺培養基中產生菌落，表示有

致突變物質存在。

 染色體結構異常分析(chromosomal aberration):是

收集分裂中期之細胞，製作染色體玻片，在顯

微鏡下觀察染色體(chromosome)之形態並分析結

構異常之比例。

動物體內微核分析(Micronucleus assay):

採用分析周邊血液內網狀紅血球

(reticulocyte)含微核(micronuclei)之頻率，

並計算網狀紅血球佔全體紅血球之比

例以作評估。

 測試物質經投予後，對實驗動物可能產生之

毒性影響，以瞭解毒性變化之產生，或同時

測定無毒性顯示之劑量(no-observed-adverse-

effect-level; NOAEL 或no-observed-effect-level; 

NOEL)及其致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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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毒試驗(Acute toxicity study) 
目的:
1) 了解測試物質過量可能引發之急性毒性，及顯示測試物質

的目標器官與遲發毒性
2) 建立重覆劑量毒性評估時，劑量範圍之選擇
3) LD50

方法:
1) 常用囓齒類動物，經單一劑量投予，並觀察14天
2) 預試驗
3) 正試驗
4) 觀察臨床症狀、解剖及肉眼病理檢查、如有必要並做目標

器官之組織病理診斷

I. 單劑量急性毒試驗

 亞急性毒試驗(Subacute toxicity study):每天連續投與14或
28天投與，並進行以一半數目動物的14天恢復期試驗

 亞慢性毒試驗(Subchronic toxicity study): 3至6個月投與

目的:

評估測試物質重覆使用所造成的累積性毒性、測試物質毒
性標的器官、及毒性之復原性

方法:

持續不同時間內，重覆給予動物試驗物質

 觀察臨床症狀與毒性反應

 臨床病理檢驗

 組織病理診斷

II. 重覆劑量毒試驗

目的:
在1至2年(囓齒類動物)的試驗期間中，確定長期投與測試
物質在動物身上造成腫瘤的可能性，以評估測試物質是否
可長期使用。

方法:

需使用兩種以上囓齒類動物動物

 觀察臨床症狀與毒性反應

 臨床病理檢驗

 組織病理診斷

III. 致癌性試驗(Carcinogenicity)

致畸胎性試驗 (Teratogenicity)
器官發生期，評估試驗物質對胚胎發育之影響及造成畸
胎之可能性。

 動物:
小鼠、大鼠；雌雄1:1共居一飼養箱中；每組共20對；兔子
則為每組共12對。

 投藥期:
雌大鼠、小鼠為第6-15懷孕日
雌兔為第7-16懷孕日
觀察項目:
1. 於第20懷孕日(兔子則第29懷孕日)，以安樂死解剖。算

出胚胎死亡、妊娠成立數目等。
2. 檢查產仔數、測生存胎兒稱重、性別判斷、檢查外表、

內部器官等。
3. 新生兒進行骨骼與內臟組織檢查。

繁殖試驗(Fertility and reproductive toxicity)

懷孕前至懷孕初期，評估試驗物質對雌、雄兩性動物的生殖力及對受

精卵運送著床的影響。

 動物:

小鼠、大鼠；雌雄1:1共居一飼養箱中；每組共20對。

 投藥期:

雄鼠 (約5-6周齡)，每天投藥共60天，在進行交配期間內亦每天投藥，
至交配成功為止。

雌鼠為性成熟(約9-10周齡)，投藥兩周，然後進行交配，交配期間亦
每天投藥，至交配成功後，持續投藥至胚胎器官形成期(約為6th懷孕日)

 觀察項目:

1. 雄鼠交配成功後，以安樂死解剖，觀察睪丸與副睪。

2. 雌鼠懷孕第21天，以安樂死解剖，檢查卵巢黃體數目，胚胎著床與被
吸收數目，及胚胎死亡率。

1. 動物飼養與臨床觀察

動物房環境與進出管控

動物房保持在溫度23±2℃、濕度50±10%及光照12

小時亮、12小時暗。

試驗期間之動物臨床觀察包括眼睛檢查、使用檢眼

鏡檢查眼睛的外部及內部構造。

定期之飼料攝取、體重增減紀錄

試驗工作、藥物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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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臨床病理

 血液檢驗:  hematocrit、hemoglobin、erythrocyte count、total 

and differential leukocyte counts 及凝血因子 (例如clotting time、

prothrombin time、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 等之測

量。

 血清生化檢驗:  血清生化檢驗內容包括電解質的平衡、醣類

的代謝、及肝與腎功能等。

 尿液檢驗:  顯微鏡觀察尿沈渣，測量尿液之量、酸鹼值與比

重，並測量尿液中之protein, glucose, ketones, bilirubin 與

occult blood等。

3. 肉眼觀察

 試驗期間進行臨床觀察，並記錄動物是否有臨床症狀或其他

異常。

 動物飼養期間如有死亡狀況時或飼養期間結束時得以安樂死

人道處理（euthanasia）犧牲剖檢動物，並找出致死原因

（cause of death）並計算動物存活率（survivability）。

 屍體剖檢時，肉眼觀察及記錄動物的器官與組織之變化，並

測量主要臟器重量。

 器官絕對重量值(absolute value)與相對重量值(relative value) 

(v.s. brain) 。

4. 組織病理診斷

 試驗結束後，將各組動物以乙醚麻醉犧牲後剖檢，

 取出臟器稱重後以10％中性福馬林緩衝液固定保存，

經組織固定、脫水及蠟浸潤處理，再以組織包埋機製

作成組織蠟塊，

 組織蠟塊以旋轉式切片機切成厚度約為 2-4 μm 的石蠟

薄片，經H.E.（hematoxylin and eosin stain）染色、封

片製作成組織病理切片後，由病理師做顯微鏡觀察診

斷。

公告類別 健康食品類

公告日期 2007/12/24

紅麴健康食品規格標準 中華民國96年12月24日衛署食字第0960406448號令發布

第一條 本標準依健康食品管理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標準適用之紅麴產品（以下簡稱產品）為利用米進行紅麴菌培養並予乾燥，

直接製成粉狀、膠囊或錠狀之食品。

前項產品除加工必要使用之抗氧化劑或賦型劑外，應屬單一配方。

第一項所稱之紅麴菌(Monascus spp.)應為可供食品原料使用之菌種，並應備有菌種鑑定

報告。

第三條 產品之規格成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每日攝取量所含之monacolin K至少應達四．八毫克，但不得超過十五毫克。

二、 所含之citrinin含量濃度應低於百萬分之二(2 ppm)。

第四條 前條第一項規格成分之檢驗方法，應以國內或國際間公認之方法為之。

第五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施行。

公告類別 健康食品類

公告日期 2007/12/24

魚油健康食品規格標準 中華民國96年12月24日衛署食字第0960406448號令發布

第一條 本標準依健康食品管理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標準適用之魚油產品（以下簡稱產品）為以傳統供食用之魚類萃取製成粉狀、

膠囊或錠狀之食品。

前項產品除加工必要使用之抗氧化劑或賦型劑外，應屬單一配方。

第三條 產品之規格成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所含ω-3脂肪酸之純度應為百分之三十至五十。

二、 每日攝取量所含之ω-3脂肪酸至少應達一．０克，但不得超過二．０克。

前項所稱之ω-3脂肪酸應為三酸甘油酯型式，純度以二十碳五烯酸（eicosapentaenoic acid，

EPA）及二十二碳六烯酸（docosahexaenoic acid，DHA）總和計算。

第四條 前條第一項規格成分之檢驗方法，應以國內或國際間公認之方法為之。

第五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施行。

許可證字號 中文品名 申請商 成份 功效

衛署健食規字第000005號 台糖紅麴膠囊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紅麴 調節血脂

衛署健食規字第000004 號 麥荷氏紅麴膠囊 台灣商美股份有限公司 紅麴 調節血脂

衛署健食規字第000003 號 台糖青邁魚油膠囊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魚油 調節血脂

衛署健食規字第000002 號 如新華茂精選魚油 美商如新華茂 魚油 調節血脂

衛署健食規字第000001號 濟生活力深海魚油膠囊 濟生化學製藥廠 魚油 調節血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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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證字號 中文品名 申請商 成份 功效

衛署健食規字第000010 號 雅芳康采紅麴膠囊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紅麴 調節血脂

衛署健食規字第000009 號 伊仕媚健康黃金魚油 伊仕媚股份有限公司 魚油 調節血脂

衛署健食規字第000008 號 三多健康魚油軟膠囊 三多士股份有限公司 魚油 調節血脂

衛署健食規字第000007 號 李時珍特級紅麴膠囊 中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紅麴 調節血脂

衛署健食規字第000006 號 懷特麴寶®天然紅麴膠囊 懷特生技新藥股份有限公司 紅麴 調節血脂

保健功效 健字號第 件數

抗疲勞功能 68,73,100,114, 143 6

改善骨質疏鬆 17, 126, 140 3

延緩衰老功能 69 1

胃腸功能改善 6,7,9,12,13,14,16,19,20,21,24,25,27,28,30,32,37,39,41,42,48,5
3,54,62,63,70,74,79,88,98,99,106,111,113, 121, 122, 123, 136, 
138, 139, 149, 163, 164, 167, 169, 172, 176, 178, 184

49

調節血脂功能 1,2,4,5,10,11,26,29,31,33,34,38,40,44,47,49,50,52,55,57,60,61,
66,67,71,72,77,78,80,81,82,84,85,86,89,90,92,93,103,104,109,
112, 118, 119, 120, 132, 144, 145, 146, 148, 151, 155, 156, 158, 
160, 161, 171, 173, 177, 180, 181, 183, 185, 188, 191

65

過敏體質 69, 125, 129, 130, 141, 153 6

合計 130

保健功效 健字號 件
數

護肝功能 15,35,36,45,46,56,59,83,87,97,105,107, 124, 127, 
131, 134, 157, 165, 166, 182, 186, 189, 

22

牙齒保健功能 22,58,94,95,108, 135 6

輔助調節血壓功能 96, 1

促進鐵吸收功能 142, 1

免疫調節功能 3,8,18,23,43,64,65,75,91,101,102,110, 137, 150, 
154, 162, 168, 174, 175, 179, 187, 190

25

調節血糖功能 51,76, 117, 133, 147, 170 6

合計 61

 機能性保健食品之安全性與功效性評估

---使用來源明確與健康之實驗動物

---良好的動物房與飼育管理

---良好的實驗室管理系統

儀器、設備、人員、試驗方法(SOP)、

各項管制及紀錄

 蘋果：每日吃上一個蘋果可以大幅降低患老年癡呆症

的風險。蘋果含有的櫟精不僅具有消炎作用，還能阻

止癌細胞的發展。蘋果同時富含維生素和微量元素，

能夠提高人體免疫能力，改善心血管功能。

 魚：關心心臟健康的人應當多吃魚，每週做三頓魚菜

或者每天吃上30克魚肉能夠使中風、梗塞風險降低

50%，因為魚肉富含脂肪酸(omega-3)，能提高細胞膜

活力。醫學研究證明，經常吃魚的日本人和愛斯基摩

人與很少吃魚的民族相比，患心血管疾病的比例要小

得多。

 大蒜：大蒜不僅能夠防治感冒，還能降低胃癌、腸癌

風險，增強消化功能。另外大蒜還能很好地淨化血管，

防止血管堵塞，有效預防血管疾病。

 草莓：只要多吃草莓就能充分補充維生素C，草莓同

時富含鐵，可以提高機體免疫能力。草莓中的富含染

色物質和香精油，能形成特別酶，預防癌症。

 胡蘿蔔：胡蘿蔔富含β-胡蘿蔔素，不僅能夠保護基因

結構，預防癌症，還能改善皮膚，增強視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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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椒：紅辣椒能夠促進新陳代謝，幫助減肥，番辣

椒素能刺激胃液分泌，防止腸胃中有害細菌的滋生。

甜辣椒同樣有益健康，它富含維生素C，能夠預防

癌症和心血管疾病，延緩衰老。

 香蕉：香蕉是炭水化合物含量最高的水果，還含有

各種各樣的微量元素，能夠阻止糖迅速進入血液，

其中鎂含量豐富，吃上一根香蕉就能滿足人體24小

時所需鎂元素的六分之一。

 綠茶：決定綠茶神奇功效的成分是兒茶酸，這種生物活性物

質能防止動脈粥樣硬化和前列腺癌，同時對減肥也大有幫助，

不過為了燃燒多餘的脂肪，每日至少應喝4大杯綠茶水。

 大豆：大豆富含卵磷脂和維生素B，能夠提高思維能力，促

進神經系統功能。大豆還是重要的植物蛋白來源，儘管歐洲

人還不習慣這種食品，但最新研究證實它確實對健康有益。

 牛奶：牛奶是主要營養食品，富含高蛋白、易吸收的脂肪和

乳糖。牛奶富含鈣，從小喝牛奶積聚的鈣能在年老時預防骨

質疏鬆症，同時也是保障神經系統和肌肉骨骼正常功能所不

可缺少的。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