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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作者生於1928年，開始寫此書時年紀已過八十。老年人退休之後身體活動

力逐漸衰退，但回憶過往的腦活動力卻與時俱增。在作者體力逐漸衰退時，對自

己現在仍然能夠長時期操作電腦，都感到十分驚訝。 
回顧八十多年生涯，總共住進醫院三次。第一次因罹患肺炎，被父親送進

當年的台北帝大附屬病院。第二次是於1945年二戰結束前，考進台北高等學校理
科乙類不久後，全校師生被日本軍隊徵召當「學徒兵」，在極度營養不良之下，

從事於構築機槍陣地的粗重工作期間，罹患惡性瘧疾，被扛進日軍板橋陸軍病

院，幾乎喪命。第三次是年近七十歲時在台大醫院做的前列腺內視鏡開刀。 
醫學告訴我們，疾病有可預防的與不可預防之分。就作者住院治療的疾病

而言，肺炎是因作者故鄉九份多雨冷濕、冬天在屋內水泥牆壁都會長霉的氣候條

件有關。瘧疾則是因二戰期間美軍轟炸，導致環境衛生遭到破壞、病原境外傳入，

並與兵舍簡陋有關；此二種疾病都是可以經改善居住環境而加以預防的。但是作

者不知導致前列腺肥大與生活環境與生活習慣是否有關連性，但是感覺上並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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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肺炎與惡性瘧疾的明顯，且較無法預防。 
幸好，可能致命的肺炎與惡性瘧疾都治療成功而存活下來，又因戰爭帶來

棄醫學農的轉機，六十多年來得以在比較輕鬆心情下，展開在台灣大學校本部及

教員宿舍的生活。任職於台大遇到良醫的機會大，作為病人遵守醫矚是理所當

然。大概是有了這樣的環境，才能與遺傳性的糖尿病與高血壓相處四十年，尚能

維持還可以滿足的生活品質。 
生活品質是否優良，除了自己的環境與生活態度營造之外，親朋好友間的

人際關係也很重要。作者有幸得與很多友善且體恤長輩的學生們相遇相處，到目

前都仍受到他們的照拂；又作者在台大任教生物化學，相信以本身的專長，對被

稱為「生化代謝疾病」的糖尿病，以及附帶而來的高血壓、神經症等的自我管理

有所裨益。依據這樣的理念，認為多年來的生化教學研究，以及與慢性病相處所

得有關生命現象的認知，使用以不超出初中程度科學語言表達，或許能對一般大

眾的飲食與健康管理有參考之處，是為寫作本書的動機。 
 
 
 
 
 
 
 
 
 

第一章：前言 	  

1.1	 本書的內容	 

1.1.1	 農業的重要性	 

二十一世紀被認為生物技術產業將成為人類經濟活動核心的世紀。農業是生

物產業的主流，又是人類最早發展的產業。因為提供維繫生命的糧食為其主要產

物，所以，古來認定農業為「立國之本產業」。生物技術是應用生物為生產工具

而獲得對於人類的生活有用物質的產業技術，因此，以生產衣食住等生活上需用

各種物料為目的之農業，就是生物技術的集大成；可見，農業在人類社會的重要

性，自古至今都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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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何謂農業生物技術	 

狹義的傳統農業生物技術，包含改進農作物與畜產物種原性能的育種技術，

農產物的初級生產，以及將農產物轉換為加工品的次級生產技術，如釀酒、燻製

肉品、醃製蔬果、乾製、罐頭製造、甚至於食品調理等。但是，最近半世紀分子

生物學的興起，可將生物基因的操縱技術應用於精細的生物育種，並且因而改進

下游的加工技術以及技術應用方法，改變了傳統生物技術的面貌很多。另外，醫

學與化學的進步而興起的所謂「機能性食品」的研發使用，因符合預防醫學與老

年化社會慢性醫療照護的需求，隨着突飛猛進的分子生物學與生物化學的進步，

衛生署管轄的「健康食品」成為目前台灣「農業生物技術」的研發焦點。 
 

1.1.3	 正確認知生物技術產品的重要性	 

在台灣只看媒體上被稱為「生物技術產品」的廣告與報導，我們可以了解傳

統普遍性的農業產品大都不被包含在內，而是以健康食品、醫藥品、特殊營養品

及化妝品等高價位產品為主。這等產品，除了醫師處方藥之外，是要由消費者自

行判斷對自己的有用性而購買消費的。所以，如果不了解其有用性原理而相信廣

告的宣傳語言盲目消費，可能浪費事小，產生副作用有損健康事大；以作者的良

心與認知判斷，有消除消費者對於這等產品的知識盲點的必要。 
 

1.1.4生命原理的運作只有一套	 

俗語說，一種米養百種人。他的含意可以倒過來說，雖然有百樣人，他們對

維持生命的營養訴求是一樣的。換句話說，雖然有宗教信仰、皮膚顏色、生活習

慣、居住地東南西北等的不同，當作人類運作的基本生理與生化等生命原理是相

同的。雖然如此，對於生命的認知，卻有因個人的成長與生活環境的不同而有相

當程度偏差與不同。當然近代農業的發達，依賴「新生物技術」之處多，其中，

對有機農業的實現最有貢獻的「基因轉殖」產品，卻因使用生物技術的本質被誤

會而遭到一些社群的排斥。作者相信，假如對於基因轉殖技術的科學有所了解，

應該可以消除對基因轉殖產品的一些誤會。 
 本書不使用化學方程式與圖表，只使用初中程度的化學語言，表達作者所瞭

解生命的化學原理，作為社會大眾在居家飲食生活以及消費生物技術產品購買上

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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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立腳於農業的生物化學：農業化學	 

1.2.1	 生物化學在醫學與農學觀點上的異同	 

生命科學的研究雖然有探求生命的奧秘而豐富哲學與文化的功能，實用上以

針對醫學與農學提供基礎知識為兩大任務。就以作者的專長生物化學領域而言，

醫與農的研究立場有很大的差別。兩者有闡明正常生命運作化學原理的相同目

標，但是在醫學方面，還有獲得界定「病態」生化的參照資料，作為醫病及藥物

開發與使用之目的。作者的教育背景與研究專業是與農業相關的植物生物化學，

對病態生化相關性少，與醫學生化有一段距離。在醫學院生化科系是獨立的一個

學門，但是，在台灣的農學教育體系內，生化是在農業化學裡面設置的一個研究

與教學單位。兩者規模份量之差，當然也產生研究資源分配上的偏頗，雖然有一

點違背「農為立國之本」的古訓，大家因愛惜生命而偏重醫學的立場亦可瞭解。 
 以下說明農業化學這一學門的內涵，作為介紹本書立足於農業生物化學內容

的引子。 
 

1.2.2	 農業化學的起源	 

農業化學(agricultural chemistry)於十九世紀由德國化學大師Justus von Liebig
所創，其最大貢獻是發現氮元素為植物必須肥料要素之一，以及肥料的「必須

要素最低量限制原理」，則假如有一必需營養素沒有達到所需求的最低供應

量，其他營養素多餘的供應，都不能克服因該要素缺乏而產生的營養不良現象，

是動物與植物營養學都適用的普世原理。Liebig的普世性貢獻，在於開創使用化
學方法於解決農學與生物學問題。 
 日本人在大學裡所設的農業化學系所，以台大的前身台北帝國大學為例，包

含土壤、肥料、生化、營養、食品、製糖、釀造、纖維等八個「化學講座」

及一個土壤微生物學講座，可見其設計包含農業生產到農產物的加工利用，一

連串的化學、生物科學與技術在內，是現在被提倡為二十一世紀明星產業「生物

技術」的必備基礎科技。這等講座所開的課都是農業化學系的必修，而後段有以

畢業論文的實驗與寫作的專攻制度。作者在學士與碩士階段，分別專攻營養與生

化。因有此一背景，本書以農業生物科學的生化與生物技術為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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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什麼是生物化學？	 

1.3.1	 生命物質的化學組成：	 

化學是以分子的觀點，討論物質的性質與行為的學問。分子的構成份是原

子，而具有獨特化學性質的原子種類稱為「化學元素」(chemical element)。化
學語言中，元素是「化學元素」的簡稱，與報刊使用的元素一詞有所不同，請讀

者留意。 
天然存在的元素有九十二種，包含人工製造的元素，也不過是一百種附近，

但是，由原子組合而成的分子，只列已知分子的名稱就成為一部大字典。簡單的

說，生物化學就是研究構成生物體的化學物質的分子結構、性質與功能的學問。

構成生物體的化學物質，有結構性、催化化學反應性、能量儲存性、擔任生物複

製性、功能調控信使性等，而這等物質在生物體內的合成與分解作用（所謂代

謝作用，metabolism）受到嚴密的調控而構成綿密的網路。生物化學的學習內
容，包含這等物質的功能、變化與互相作用的動態(dynamic aspect)。 
 近代化學萌芽的十九世紀，已經知道構成生物體的物質，主要都是碳的化合

物，於是，碳化合物的化學被歸納為「有機化學」(organic chemistry)，碳的化
合物被稱為「有機化合物」(organic compound)，亦即有機化學就是生物化學
的根源。當年有一種想法，則只有有機體（亦即生物體）才能製造有機物。但是，

1828年，德國化學家Friedrich Woehler 在試管內以無機物為原料製成尿素而打破
了此一迷思，開創了有機合成化學。 
 但是，在試管內的尿素合成與人體內的尿素合成是完全兩回事。換言之，生

物化學與有機化學雖然有重疊部分，我們不能以「試管裡反應」(in vitro reaction)
來當作「生體裡反應」(in vivo reaction)。 
 

1.3.2	 生物化學反應的特徵	 

生物體內的生物化學反應，是依據生物物質間的立體結構的互相配合與

認知(recognition and adaptation of stereo structures among biological molecules) 
為基礎。碳原子有四支手可以與別的原子互相結合（化學上稱為產生鍵結），

碳原子間也可以互相結合。我們想像由四個正三角形構成的正四面體，而在其中

空的正中間有碳原子的原子核存在時，由此中點向四面體的頂角畫的四條線，就

是代表一個碳原子可以和別的原子結合的鍵結方向。因為這四條線不在同一平面

上，以碳原子為基礎產生的分子會有相當複雜的立體結構。因為生物物質間的化

學反應受分子結構的支配，分子立體結構的解析一向是生物化學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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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分子生物學的興起及其與生物化學的融合	 

1.4.1	 分子生物學的興起對生物技術的影響	 

在上世紀的後半期，隨着物理學與化學的進步，研究生物分子科學的理論與

工具亦有飛躍性的進步。1953年，依據X光繞射與化學分析資料，核酸雙螺旋結
構被解明之後，長期以來只能以統計理論研究的遺傳學，得以用分子反應的方式

瞭解，進而開發了操縱遺傳分子的技術，建立了可以生物為反應器而操縱的「分

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不但成為研究生物科學的主流方法，又在人類
歷史中，累積不知道有多少位「神農氏」的嚐試與智慧而形成的「生物技術」

(biotechnology)中，佔有了核心地位。 
 1950年代後段，當分子生物學一詞被提出時，因為分子學(molecular science)
就是化學(chemistry)之意，所以，將生物學與化學顛倒而成的命名，與生物化學
(biological chemistry或biochemistry)只有強調生物學(biology)或化學(chemistry)之
差異，當時在美國柏克萊大學生化系進修的作者，聽到有一位大前輩學者在介紹

應用分子生物學技術於生化研究的討論會上說，The molecular biology is to 
practice biochemistry without license （分子生物學就是沒有執照的生物化學）而
引起哄堂大笑，印象深刻。 
 

1.4.2	 分子生物學與生物化學的融合	 

時過半世紀，舊時代的生物化學系大都已經改名為「生化與分子生物學系」，

標準生物化學課本都包含以前以「分子生物學」課名另授的內容。這不過是半世

紀以前被認為沒有資格另領執照的分子生物學，已經成熟到與歷史悠久的生物化

學具有相同地位，而一樣以物理科學(physical science)手段，研究生命現象的實
況有關。 
 

第二章：生命的物質基礎 	  

2.1	 水是孕育生命的基礎物質	 

近年來，太空科技的發展，引起學術界探索地球以外太陽系行星上有否地球

型生命存在的興趣。就人類存在於地球幾萬年都沒有受到外星生物干擾的事實而

言，這一問題的提起，可以說完全是要滿足人類好奇的欲望，而與謀求人類實質

幸福無關。不過，美國太空總署(NASA)發射的火星探索機，以有否液態水的存
在，做為判斷火星上有否生命存在的指標，也可以知道水是育成生命的最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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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 
 地球被稱為水的星球，有水始得育成無數不同形式生命物體。進入生命現象

細節的講解以前，說明構成生命物質的基本元素也是重要的事項，是故，以生物

存在的生物圈的描述及水的特性說明，作為進入生化本題的前置項目。  
 

2.2	 生物圈、生物的起源與生物體的化學元素組成	 

2.2.1	 生物圈	 （氣圈、陸圈、水圈）	 

2.2.1.1生物圈的構成與構成生命元素的循環 

地球上的生物起源於地球的生物圈內，因此，生物體構成物質的元素取自生

物圈。生物圈是地球的表層，以其構成物質的物理性狀有氣圈（氣態）、陸圈（固

態）與水圈（液態）之分。固態的陸圈是地殼的外層，是一切陸棲生物的生存立

地，由礦物及礦物的風化物（亦即土壤）構成；因地殼的板塊運動、氣象變動帶

來水在氣圈與水圈的流動作用、以及地域性氣候的影響，地表形成山脈、深溝、

河流、海洋、盆地、平原、沙漠等變化多端的地形結構。 

地球在太陽系內，與太陽維持非常適宜距離的行星活動，是地球表面產生氣

候循環的原因，亦是氣、水兩圈內產生氣象現象的原動力，而氣、水兩圈與陸圈

相互作用，提供非常多樣的環境於生物的生活。水圈的主成分當然是水。地球上

的溫度分佈，可以讓水以固態的冰、氣態的水蒸氣以及液態的水瀰漫於生物圈之

內。但是水圈之內，液態的水，隨著地形由高而低流動，在地表盆地構成湖泊與

海洋等水體。水體不但調適生物圈內的氣候，亦是水棲生物的生息場所，構成與

陸地生態系質量都相匹敵的另一種生態系。氣圈中水蒸氣以外的構成份是氮

（nitrogen, 約78%）、氧(oxygen, 約21%)、氬（argon, 約0.9%）、二氧化碳（carbon 

dioxide, 約0.035%）以及極少量的稀有氣體氦(helium)和氖(neon)；這等氣體的混

合物就是大氣。大氣是比重小的流體，因而氣圈構成生物圈的最外圍層，而依與

地心的距離大小，大氣的分佈構成連續遞減密度階梯。大氣的流動性大，又容易

隨著溫度的升降而發生體積的膨脹與縮小，因而氣圈內產生的氣流運動是產生氣

象現象的原動力。生物圈內，將陸、水、氣三圈連結成一體的是水。由水體蒸發

進入於氣圈的水蒸氣，遇冷凝縮成為雨雪而降落於陸地後，一部份又蒸發回到大

氣中，一部份滲透進入於土壤內與岩層間成為地下水，或沿著地表流回於水體

內，而在地表流動的過程中，將陸地的一些可以被溶解成分帶進於水體內。這等

被溶解帶進於水體內的物質沒有揮發性，因此，在水體中持續累積起來，就是海

水中含有多量鹽類的理由。 
 

2.2.2	 生物體的元素組成、生物的起源、生物的種類及生物圈內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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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循環	 

 

����2.2.2.1 地球上水的分佈 

地球上絕大部分的水存在於海洋。海水中有以食鹽為主要成分的許多鹽類存

在，只讓適應於海水的生物可生存於其中。陸棲生物所依賴的是淡水，只佔地球

上總水量的3%。淡水的大約七成是以固態冰封存於南北極與冰河，大部分的液

態淡水以地下水型態存在，而湖泊與河流中只有淡水總量的1%。換言之，所謂

地上水只有水總量的0.01%，可見水資源對陸棲生物而言，有相當嚴重的供應問

題。 
 

��������2.2.2.2 生物體的化學組成 

自然界存在的元素，原子量最小的是氫，在最大的一邊，以鈾(uranium)來說，

其原子量有氫的約238倍。但是，構成生物體的元素，以碳（carbon， C，原子量

12）、氫(hydrogen，H，原子量1)、氧 (O，原子量16) 、氮 (N，原子量14) 、硫 

(sulfur，S，原子量32) 、磷 (phosphorus， P，原子量31) 等原子量小的非金屬元

素為主。較重的金屬元素如錳、鐵、銅、鋅（原子量介於55到65之間）等，都以

負擔「催化」性功能而微量存在於生物體內（動物骨頭主成分磷酸鈣例外）。 

生物體中存在量最多的物質是水。以重量比來算，人體重的大約三分之二是

水，新鮮葉菜的九成到九成半是水。水的分子量是18。生物體內正常成分物質之

中，分子量比18小的可以說沒有。假如以分子數比來算的話，可以說生物體內水

以外物質的分子是在體內的海洋浮游存在的。生物體和體外的水分交換失去平衡

會致命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 

生物所生活環境中，與構成生物體的元素平衡存在的是大氣中的二氧化碳

(CO2) 、 氧氣(O2)與氮氣(N2)，水圈與陸圈中的碳酸鹽(carbonate) 、硫酸鹽
(sulfate) 、磷酸鹽(phosphate) 與 水(water, H2O)。 
 

2.2.2.3 生物的特徵 

 

2.2.2.3.1 能量的輸入與生物體結構的維持 

生物體的特徵是具有生物特有的高度規律結構性，與生物所生存環境中物

質的不規律分佈狀態截然不同。我們可以將生物看成一種不斷從外界環境取得

能量並交換物質以維持特有結構的機器。我們燃燒煤炭、石油、木柴等以推

動機器、取暖、烹調等，都是利用燃料受空氣中氧氣的氧化而得的熱能。雖然

煤炭與石油與我們所認知的生物物質不同，卻是古代植物與動物體於地層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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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絕氧氣的還原狀態中衍生出來的物質。生物體如木柴，以及其在地殼內分解而

得的所謂化石燃料，受氧化作用產生低分子量產物及能量；相反，從無機物及

低分子有機物，合成複雜而有高度規律結構的高分子量生物物質，一定需要有能

量的輸入，並且其過程是還原性，是自明道理。 

 

2.2.2.3.2 氧化作用產生能量、還原作用需要能量的輸入： 

氧化與還原作用是同時發生的反應，而氧化反應產生的能量，必要轉換為

生化反應所需要的能量形式才能維持生命的運作。以石油的燃燒為例，石油是碳

與氫的化合物，受氧的氧化成為二氧化碳與水，但是，以氧的立場來看，是受到

氫與碳的還原成為二氧化碳與水。在生物體內發生的氧化作用，不像汽油在汽車

引擎內的瞬間燃燒，而是分段發生的。引擎內的瞬間燃燒只能獲得熱能，藉以膨

脹氣體推動引擎的活塞。但是，食物的氧化反應是要獲得有用的「生化能」來推

動還原性生物分子的合成作用、維持心跳與血液循環、肌肉收縮運動等。因此，

氧化反應必要與稱為ATP的能源分子的合成反應掛在一起進行。 

生物分子的氧化有「去氫」與「加氧」的兩種方式；生物分子中的氫原子

被移除之後，與氧原子結合產生水分子，而在其過程中利用產生的能量合成

ATP。含有多碳原子的生命分子中的碳原子，一個一個分段加氧原子成為二氧化

碳離開分子結構，完成其氧化作用。 

一個生物體特有結構的維持，到某一個時段不可能延續以前，能夠造出與

自己一樣的後代以延續種族生命亦是生物的特徵。由太陽系內行星產生的現行

理論來說，地球形成過程中的物理與化學環境，絕不是我們所知道的任何生命形

式可以存在的。也就是說，地球本身從誕生，到地球環境變遷至適合生命誕生與

延續的時刻，是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 
 

2.2.2.4 生物的起源 

 

2.2.2.4.1還原性大氣中的有機物質合成 

地球在太陽系中形成為一顆行星的過程，現在有比較明確的理論依據予以

說明。我們相信地球在四十五億年前誕生。經過了幾億年後，在地球上面才有最

原始的生物物質出現。地球上的生物物質，如何組合產生最初的生物細胞，到現

在還沒有定論。因為在隕石中找到了「有機化合物」而有外星起源的說法。但是，

認為地球就是生物發源地的學者，都相信原始生物發生於海洋，而最原始生物應

該是單細胞生物。當時的氣圈瀰滿水蒸氣、氮氣、二氧化碳、氫氣、硫化氫(H2S，

hydrogen sulfide)、氰酸氣(HCN，hydrogen cyanide) 、甲烷(CH4，methane)等還原性

氣體，而這等物質（甲烷之外）溶解於水體中。在原始大氣內發生的閃電，水體

內的火山活動提供的高溫，來自太陽的光能等物理條件，都是導致這等小分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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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發生反應而合成原始生命物質，如醣（saccharides）、胺酸(amino acids)、核

酸(nucleotides)、脂肪酸(fatty acids)之類。這等小分子物質以去水的方式互相結合

而構成結構複雜、不溶於水的大分子(macromolecules)，做為生物體結構單元的細

胞組成物。 

 

2.2.2.4.2 光合成生物的出現與氣圈中氧氣的堆積 

地球上的原始生物在還原性的大氣條件下進化與發展，一直到利用太陽光

能(solar energy)將水分子分解獲得氧氣與還原力，並以此還原力將二氧化碳轉換

為有機化合物（亦即生命物質）的「光合成」(photosynthesis)生物（亦即綠色單

細胞藻類）出現，才有氧氣在大氣中開始堆積。隨著大氣中氧氣的堆積，利用氧

氣進行呼吸作用的所謂「好氧生物」(aerobic organisms)發生而進化。因為氧呼吸

作用可以高效率利用食物含有的「生化能」故，好氧生物在地球生態系內佔有絕

對性優勢，同時，海洋生物登上陸地，適應生棲，逐漸形成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水、

陸兩型生態系。 
 

2.2.2.5 生物的存在形式：生物多樣性與共同祖先 

 

2.2.2.5.1生物的進化衍生多樣性 

億年單位的生物進化過程中，適應地球上非常多樣化「生態環境」而演化出

非常多樣的生命形式，因此，生物的「分類學」是一門浩瀚的學問。現在的生物

學認為細胞是生命體的基礎單位。複雜如人類的生物體，亦以顯微鏡才能觀察的

許多種「分化的細胞」構成，而這等細胞都是由一個受精卵細胞分裂且分化而成；

人體的不同器官組織都是由不同種類分化細胞所組成。 

大家都知道引起疾病的「細菌」及釀酒或發麵包的「酵母」，都是要用顯微

鏡才能看到形狀的單細胞生物。我們大致上可以說，單細胞生物可以一個細胞分

裂為二個方式繁殖下去。但是人類必要由男女兩性「生殖細胞」的融合才能形成

可以分裂分化為下一代個體的受精卵，而多細胞植物亦是如此。 

 

2.2.2.5.2 生物的共同祖先 

生物型態非常多樣，但是所有生物細胞組成物質的分子結構與生化反應機

制，以及細胞增殖的機制（如，先增加細胞內容為兩倍後，分裂為相同的兩個細

胞）都大同小異，可以推論是由相同的祖先演化產生。生物演化是遺傳物質「去

氧核糖核酸」(DNA)的變異所致，而不同生物的DNA分子間異同度可作精密化學

分析，與該生物出現年代的地質與化石的相關時程進行分析比對，藉以推知核酸

變異、亦即生物演化的時程，因而推測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共同祖先（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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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Last Universal Common Ancestor，略稱LUCA）大約出現於三十到四十億年前之

間。現代地球上所有生物都是由LUCA進化而得，如以時間衡量進化的過程，所

有生物溯源到LUCA的時程相同，只有路程不同而已。由共同祖先演化的地球上

全部生物是同族一家，可以說沒有「低等」與「高等」之分。因此，生命基本原

理 ��只有一大套，��只因有動、植物與微生物等經過不同進化過程 ��而有細節的不同 ���。

是故，生物化學課本所敘述的大部分，都可適用於所有具有完整細胞的生物體。 

� �  

2.2.2.6 生物物質循環鏈：自營生物與異養生物 

雖然生物的種類非常多，以本書敘述目的而說，只認知綠色植物、動物、微

生物三大類的角色功能就夠用。在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生命都是靠太陽的光能來

維持。其理由是，只有能將太陽的光能轉換為「生物化學能」的 ���綠色植物行「光

合作用」，以水與二氧化碳為原料產生的有機物，是所有生物物質的原始原料。

只靠無機原料就可以維持生命運作的綠色植物叫做「自營生物」(autotrophic 

organism或autotroph) 。生物的個體生命有限。死亡後的生物體（亦即有機物）被
微生物當作營養物享用。靠有機物的攝取才能活命的生物，叫做「異養生物」

(heterotrophic organism或heterotroph)；動物都是異養生物。細菌之類微生物的營養

需求比動物簡單，在自然界卻負擔比動物更重要的「清道夫」角色。動植物死亡

之後的腐敗分解由微生物擔任；分解產物有一部份構成微生物體，大部分是以二

氧化碳、氨、硫化氫等簡單氣體物質與水回歸於自然環境之中。也就是說，由簡

單無機物的同化(assimilation) 合成的生物物質，在生命結束後經過生物分解，完
成回歸為無機物的循環作用，而生物物質的循環作用，依靠太陽能的輸入而進行。  

第三章 	   生物化學的基礎 	  

3.1	 生物化學的範圍	 

3.1.1構成生物體分子的化學及分子聚合體的結構學	 

由以上的描述，我們可以瞭解，生物是將地表上的無機物，利用取自地表環

境的能量，合成生命物質組合而成的，而所有生命物質的合成與分解，都在水媒

介之內，依靠生物催化劑(biological catalyst)的作用在常溫之下進行。生命物質的

組合產生的高度規律性精密結構，是呈現生命現象的物質基礎。我們對於這等結

構的成分物質的合成已經知道不少，但是，組合這等成分物質產生高度規律性精

密結構的機轉卻知不多，這也是許多生命現象還沒有被了解的理由之一。生物體

高度規律性精密結構的構成，主要以大分子物質，特別是蛋白質所具有相當一定

的立體結構，以及物理與化學性質不相同大小分子間，所呈現的分子間聚合現象

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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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生物體物質的代謝	 

物質的科學就是化學，因此，由生物化學的名稱就知道，討論「生物體組成

物的化學」是生物化學的基礎，而討論生物物質與生物物質所構成結構呈現的「生

物功能」(biological function)就是生物化學的主題。從前的生物功能研究，多以單

獨的生物化學反應，以及生物化學反應的連鎖所構成的「代謝」機轉為主。這等

生物化學反應大都以蛋白質性物質「酵素」(enzyme) 為催化劑而進行。生物化學

反應的催化都是在催化劑的表面進行的，因此，催化劑表面結構的瞭解，對於催

化反應機轉的解明非常重要。酵素蛋白質以及被催化反應物質的立體結構研究成

為所謂「結構生物學」(structural biology)的開端，而結構生物學正是近代生物化

學研究主流之一。 

 

3.1.3	 分子生物學與生化學的融合	 

前面已經提過，1950年代後期，隨著核酸研究上的突破，興起了「分子生物

學」（molecular biology）。分子生物學研究的對象是核酸的生物功能。顧名思義

可以知道分子生物學是一種生物化學，但是分子生物學與傳統生物化學有一種明

確的差別，那是分子生物學可以生物細胞為反應器，進行遺傳因子的操縱，與傳

統生物化學以玻璃容器為反應器的作法不同。雖然如此，分子生物學完全可以生

物化學的方法予以學習，因此，本書的內容包含所謂分子生物學的範圍。 

 

3.2	 生物反應的媒體與主角：水	 

� �運動競賽之前，先要瞭解競賽場地；入學考試之前先要確認考場的佈置等，

都是要圓滿達成競賽或考試應有的動作。所有生物化學反應都以水為媒體進行，

因而，水的物理與化學性質的瞭解，對於生物化學反應的研究特別重要。 
 

3.2.1水的物理與化學性質	 

水是分子量最小的生物構成物。水由二原子氫與一原子氧組成，分子量18，

但是它在常態下（1氣壓、25°C）是液態，冰點0°C，沸點100°C；與分子量較高

的雙原子分子氮(28)、氧(32)等在常態都是氣態，並且沸點都靠近零下200°C相較，

顯示水分子應該有非常特別的結構。氮原子與氧原子的外殼電子各有5與6個，都

構成雙原子分子互相共有三對或兩對電子而滿足其各個原子的外殼電子有8個的

需求；則兩個氮原子間共有6個電子產生三鍵(triple bond: N≡N)，兩個氧原子間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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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4個電子產生雙鍵(double bond: O＝O)，都是直線性而直線兩端的電價分佈相

同，是穩定而獨立性高的分子。這等分子依溫度的高低而不斷地進行速度高低不

一的直線運動，互相碰撞而交換能量，在一定容積的容器中對器壁產生與氣體分

子數成正比例的氣壓。 

 

3.2.2	 氫鍵是水呈現大分子性質的原因	 

水分子是一個氧原子與二個氫原子，以總共8個外殼電子配對結合而成。一個

氫原子只帶有1個電子，而其外殼電子軌道只能容下2個電子，所以只能與氧原子

的1個外殼電子配對產生一價共價鍵(covalent bond)（單鍵），所以我們可以將一

個水分子，看成一個帶有四對電子平均分佈在表面上的氧原子，而其中兩對是與

氫原子共有。所以我們大約可以描述，氧原子坐在一個正四面體內的中央，而四

個面角的兩個位置上各配有一個氫原子，其他兩個位置有各由一對電子所構成的

電子雲。兩個氫原子對氧原子構成約100°的鈍角等邊三角形，而分子上的電子分

佈，很明確的構成一個具有正電區域與負電區域的雙極子(dipole)；其負電存在於

此一鈍角等邊三角形頂角的氧原子上，而正電則分佈於與頂角相對的兩個氫原子

上。因有此一種正負電價的分佈，水分子之間，可以氫原子為橋樑，對鄰邊水分

子的氧原子構成叫做氫鍵(hydrogen bond)的結合。雖然氫鍵具有的鍵能(bond 

energy)比完全共有電子對而產生的共價鍵小得多，但是足夠構成相當大的分子

團，讓水分子表現的物理性質與其他小分子量物質不一樣。 

水分子的雙極性，可以有效隔離如食鹽之類物質，因解離而產生的正負離子

(cation and anion)，令其離子特性能穩定發揮。這是水成為必要利用離子特性的許

多生化反應中產生媒體作用的理由。 

水分子互相以氫原子與氧原子自行形成大分子集團之外，亦可和蛋白質、核

酸、聚醣等大分子上的氫、氧、氮等原子形成氫鍵而以一種「水外套」包住這等

大分子，或保護其結構性功能、或調適其反應性功能。 
 

3.2.3水的分解與合成是所有生化反應的開端與結束	 

 

3.2.3.1光合成作用以太陽能產生還原二氧化碳為醣類的能量 

雖然考察沒有辦法下定論的原始生物的生化是有趣的事，但是，我們對於現

有生物世界的問題作明確的瞭解，應該比考古有更迫切的需要。 
我們都知道，在現有生物界循環的生物物質，其根本來源是原始地球上不存

在過的植物所行光合成作用。光合成作用的基礎反應是靠着太陽光能，將水分子

分解為氫基與氫氧基，氫氧基被組合為水與氧氣後，氧氣以分子態釋放於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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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氫被使用於還原二氧化碳（最為氧化態的碳化合物）為醣類(saccharide)（一
原子碳結合二原子氫與一原子氧）的反應。由於二原子氫與一原子氧和水分子的

組成相同，醣類又稱為碳水化物(carbohydrate)。假如以含有6個碳原子的葡萄
糖為糖產物的代表，其反應式如下： 

6CO2 + 12H2O = C6H12O6 + 6O2 + 6H2O 
此一反應中，放出的氧氣全部來自水，而二氧化碳所有一半的氧被還原為水。

有一種微生物，不使用水而以硫化氫(H2S)作為光能接受體行光合成作用，結果
固態硫磺而不是氣態氧為產物之一，兩者的比對，可作為普通光合成作用產生的

氧來自水的佐證。 
組成一般醣類的元素是C，H，O三種。雖然也有含N與S的醣類，在份量上都

是少數（含有N的幾丁質是螃蟹與蝦的外殼、黴菌細胞壁的成分而是例外）。千
羅萬象的生物體組成份，都是以醣類為原料合成而得。是故，所有生物物質都是

植物光合成作用產物的衍生物。 
另一方面，生物體系需要能量來推動所有生理現象，而能量的產生都要靠得

自食品或儲藏性營養物質的氧化作用。生物物質中的碳原子被氧化成二氧化碳，

而氫原子與氧結合，產生水。可見，我們所了解的生物物質循環，開始於二氧化

碳與水的分解而這兩者的產生而完結。 
 

3.2.4	 水的其他性質	 

 

3.2.4.1 比熱 

將一克物質的溫度提升攝氏一度所需要的熱量以卡(calorie)為單位表達的數
據，叫做該物質的比熱（specific heat）。換言之，比熱較大的物質，其單位質量
存有的熱量（叫做熱容量，heat capacity）較多。水的比熱是一，而我們所知道
的物質之中，是最大的一種。熱容量大的海洋等水體，可將地球表面的溫度保持

在相當恆常的範圍，也可將含水量高的生物體溫維持恆常。 
 

3.2.4.2 表面張力 

水的分子間呈現相當強的拉力，所以將水滴放在蠟紙之類疏水性物質表面

時，水滴因分子間互相的拉力(稱為凝集力，cohesive force)大於水與蠟間的附着
力(adhesive force)而呈現球狀。如果表面是親水性的乾淨玻璃，其上的水滴成為
扁平弧圓形，是水滴本身的重量及水與玻璃間的附着力克服凝集力的結果。我們

知道，將洗乾淨的玻璃毛細管差入水中時，水會在毛細管內爬升，而在越細的管

內爬升的高度越高。這是因為玻璃與水的附着力（決定於與水柱接觸的玻璃管內

面積大小與水柱體積的比例）與水柱重力的平衡產生的現象。生物體內存在幾乎



 18 

無限的毛細管故，不難想像水的凝集力、附着力、以及由其衍生的毛細管力都

有很大的生理功能。 
 

3.2.4.2 酸鹼度 (pH) 

水分子可解離(dissociate)為氫離子(H+)與氫氧離子(OH-)。以化學常用的濃度
單位「莫爾」(mole)表達時，純粹的水在25OC時的H+與OH-濃度各為10-7。H+與

OH-的濃度分別是酸性與鹼性的指標，因為兩者濃度相同故，水呈現中性。另外，

水中加入酸性或鹼性物質時，水溶液中H+與OH-兩者的乘積（稱為離子乘積）(10-14)
有維持一定的性質。也就是說，H+提升濃度十倍時，相對OH-濃度減少為十分之

一。利用這一性質，水溶液的酸鹼度可以H+濃度的倒數(10-7的倒數是107)的常用
對數值(logarithm)( 107的常用對數是7)表達。這一酸鹼度的尺度叫做pH，而中性
水的pH是7；假如加鹽酸(HCl)於水中到0.1（10-1）莫爾濃度時其pH值為1；苛性
鈉(NaOH)0.1莫爾水溶液的pH值為13，因為10-13 x 10-1=10-14。鹽酸與苛性鈉是強

酸與強鹼，在水中可以看做完全解離。 
 

3.2.4.3 緩衝作用 

相對於鹽酸與苛性鈉，有機物中的酸（如醋酸）與鹼（甲基胺）是解離度不

高的弱酸與弱鹼，有緩和水液中H+與OH-濃度變化的能力，稱為緩衝作用(buffer 
action或buffering action)。生物體內進行的許多反應都在中性附近的pH進行，是
故，生體內的緩衝機制為維持生命上擔任非常重要角色。 
 

3.2.4.4 親水性、疏水性 

能與水產生氫鍵的分子稱為是親水性的(hydrophilic)，而如石油之類，遇水
卻避之而自行聚集者稱為是疏水性的（或忌水性的）(hydrophobic)。在巨大分子
如蛋白質，同一個分子表面上，可能有親水性區域(hydrophilic region)與疏水性區
域(hydrophobic region)存在。 
 

3.2.4.5 水含量的測定 

動植物以及由其製成的食品中，水雖然是生命維持上不可而缺的物質，因為

不含有代謝能量故，不算做食品中的營養份。所以，水含量的測定是評價食品中

「水以外」營養份含量的一件重要工作。例如，青菜類的食品水分含量超過九成，

含量最多的固體物是不能消化的纖維素（見「醣類」部分），所以，吃青菜的目

的不是添加「熱量」。 
水加熱就蒸發，所以將試驗物加熱到水的沸點攝氏100度以上（普通採用110

度，因為有溶解物時，水的沸點回提升），到不再減輕重量時，將減量做為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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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是最普遍的作法。為了增加蒸發面積，大都將試驗物打碎供用。為了避免高

溫下，會有空氣中的氧對容易發生氧化物質產生作用而增加重量的錯誤，也有在

真空（減氣壓）中加熱的方法，既可避免氧化作用的錯誤，亦可加快水分蒸發速

率，相當理想，但是需要較複雜的設備。 
 

3.3	 生物體物質的構成原理	 

3.3.1	 單元成分的縮合	 

以化學性質分類，構成生物體的主要成分有聚醣（polysaccharides），油脂
(lipids)，蛋白質（proteins），核酸(nucleic acids)等。這等成分都由小分子構成分
單元，互相以去水方式（稱為縮合反應，condensation reaction）構成鍵結而連成
大分子。就蛋白質而言，其構成小分子稱為胺酸(amino acids)，有二十種可用於
蛋白質的形成，胺酸一分子去水一分子的平均分子量為120，可能以一百個到一
千個以上胺酸單位構成一萬多到十多萬分子量的直鏈性蛋白質分子。 
 

3.3.2	 聚合體的水解	 

小分子單元聚合而成的生物大分子，可以化學方法或使用催化分解作用的

酵素，分解獲得單元小分子。因為分解作用是以加水於單元互相結合的鍵結而達

成故，稱為加水分解作用(hydrolysis)，簡稱水解。 
 以下以食物(food)的攝取、消化、吸收與同化、亦即「營養」的觀點，扼要
介紹這等生物構成份的化學結構與性質，以及其生理及生物技術上的應用。 

 

第四章：以營養立場看生物物質的性質與功能 	  

4.1水是最好的飲料、吃素或吃葷皆可維持健康	 

飲食是食物的另一種叫法，即食物有食料與飲料兩種。我們買的飲料有酒、

果汁、汽水、包裝水等。其中，不可缺的成分是水。水以外的飲料成分，酒精不

是必要攝取的成分，汽水與果汁中水以外成分，可被一般食物取代。所以，喝水

是最好的飲料選擇。 
 我們購用的食物都是農林漁牧的動植物產物。有人的飲食習慣，只吃植物性

食物（素食），很多人是素葷兼吃。前面已經說過，動植物與微生物都起源於共

同祖先，其維持生命的機制大致相同，因此，其構成物質都雷同。所以吃素或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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葷，假如食物配合適宜，都可以維持健康。 
 

4.2代謝作用	 

 

4.2.1同化代謝與異化代謝	 

生物物質在生物體內流轉變化的化學過程叫做代謝(metabolism)。代謝有將
大分子分解為小分子的過程與相反的由小分子合成為大分子的過程，分別稱為異

化代謝(catabolism)與同化代謝(anabolism)，前者的運作會產生能量，後者則需
要能量的輸入。在2.1.2.6生物物質循環鏈及3.2.3水的分解與合成是所有生化
反應的開端與結束部分已經提到這一概念。 

 

4.2.2生物體內化學反應的催化劑：酵素	 

 

4.2.2.1 壓力與溫度的提升加快化學反應速率 

參觀過化學工廠的人都知道，工廠內進行的化學反應，不是在高溫下，就是

在高壓下，或是在高溫高壓並存條件下進行的多。生物體內進行的許多生化反

應，其複雜度與困難度都不會比化學工廠內進行的低，但是，生化反應都在體溫

與一大氣壓（即常溫常壓）下進行。為何能如此？ 
分子之間必要相撞擊（亦即距離要接近到某一種程度）才能發生化學反應。

溫度的提升會增加分子的動能（亦即運動速率），因此增加相撞擊的機會。假如

是氣態物質的反應，提升氣壓就增加單位體積內的氣態分子數目，當然也會提升

分子相撞擊機會。提升化學反應的另一手段是催化劑（亦稱觸媒）的使用。 
 

4.2.2.2反應催化劑（觸媒） 

催化劑有溶液中作用型與表面上作用型的兩種。酸（H＋）與鹼（OH－）

在反應液中可以催化很多種反應。例如，將油脂溶解於甲醇，加上少量硫酸或氫

氧化鈉液予以加熱攪拌時，發生油脂分子中的甘油與甲醇的交換反應，將油脂轉

換為脂肪酸甲酯，其分子量為原料油脂的三分之一，可替代石油來源的柴油使

用，即是所謂「生質柴油」。 
化學工業使用的表面作用型催化劑都是固體物質。因為表面上有吸附將要互

相反應分子的功能性基團，呈現局部濃縮反應物的效應，並且就近提供酸或鹼性

催化功能性基團，增加反應速率。因為催化功能依靠表面的原子排列結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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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的表面積越大越好。相同質量物質磨成粉狀時，粉粒越小則表面積越大，所

以，在此一類催化劑製造上，「奈米技術」的應用很多。 
 

4.2.2.3 酵素是表面型催化劑 

生化反應的催化劑屬於表面作用型，由大分子蛋白質，稱為酵素(enzyme)
者擔任。酵素英文名的意義是「存在於酵母的物質」，因為很早就發現，即使將

酵母磨碎到不再有活細胞的漿液，仍然具有發酵轉換葡萄糖為酒精的能力。 
蛋白質有由基因規範的一定結構，而一種酵素蛋白質所作用對象反應物質

（稱為基質，substrate），有者是非常相似的一類，但是大都數只對一種分子有
作用。可見，酵素分子的表面立體結構與基質分子的立體結構，有相當嚴密的互

補關係；所以，有以「鎖與鑰匙」（lock and key）表達此一關係的酵素反應理
論。 

 

4.2.3氧化與還原	 

生物物質的代謝過程中，與能量的流動相關密切的作用是氧化(oxidation)與
還原(reduction)。在2.1.2.3已經說明過，這兩種反應是一起發生的。由結果來看，
分子取入氧原子，或放出氫原子都是被氧化：相反，放出氧原子或取入氫原子都

是被還原。所以，要有一對分子之間，同時行氧或氫原子的授受。又，氧原子的

行為可單獨加入或去除，但是，氫原子的加或去是以一對為行動單位；其理由亦

是「水的分解與合成是所有生化反應的開端與結束」。  
 

4.2.3.1 氧化還原輔酵素 

因為同化代謝多為還原反應而異化代謝是氧化反應，並且兩類反應大都有細

胞內的分隔而不太可能將氧化與還原物拉在一起。細胞內有一群擔任氧化還原反

應的媒介物質。生化反應有酵素的催化作用才能進行，氧化還原作用也不例外。

擔任氧化還原反應的媒介物質叫做「氧化還原輔酵素」[redox- (reduction- 
oxidation)-coenzyme]，其基本結構物質是B型維他命。這等輔酵素在進行生物物
質的氧化作用時被還原，而進行還原作用時被氧化。有關輔酵素的問題，後面有

綜合介紹。 
 

4.2.3.2 粒線體的末端氧化作用與ATP的產生 

在水中發生氧化還原作用時，氫原子有相當特別的行為。有一種氧化還原輔

酵素分子上，接受氫原子的部位在pH7附近呈現帶一個正電荷的情況，所以，被
加入的一對氫原子中的一個，以其所帶的電子中和正電荷，成為帶正電荷的氫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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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進入水中。氫原子放出電子而離子化的現象，在氧氣參入末端氧化作用的「末

端氧化鏈」系統時最為明顯。好氧生物（大部分生物都是好氧的）的細胞內，都

有執行末端氧化作用的「細胞器官」叫做「粒線體」，粒線體內有將被輸入的二

碳化合物（醋酸）完全氧化為二氧化碳與水的酵素系統，而其中產水的系統就是

將氫原子分成氫離子與電子，經過電子傳遞分子鏈，一面降低電位，一面使用取

自電位降低的能量合成ATP，最後將電子傳給氧而與氫離子結合產生水。 
 

4.2.4能量貨幣ATP	 

氧化還原作用需要輔酵素的中間媒介作用之外，能量的產生與消耗作用之間

也需要媒介的存在。在生物體內以ATP（一分子內有三分子正磷酸互相去水連接
的二個「高能量」「焦磷酸鍵」存在）作為能量的供應者；產能反應進行同時就

有ATP的合成（由含有兩個結合型正磷酸、叫做ADP的物質一分子與一分子正磷
酸之間去一分子水，產生一個焦磷酸鍵而成）；需要能量的合成反應，都由ATP
對反應物進行磷酸化（同時ATP分解為ADP）而提升其反應能力為手段。貨幣是
「經濟能量的媒介」， ATP則被稱為生物的「能量貨幣」。上面提到的粒線體
內ATP合成，是進行氧呼吸作用的生物取得ATP的最大來源，也是好氧生物在地
球生態系中佔有絕對優勢的原因。氧呼吸作用是依賴植物的光合成作用產生氧氣

才能維持，可見人類有保護森林以及維護藴藏巨大光合作用能量的海洋生態的必

要。 
 

第五章 	   生物物質的化學 	  

 生物體的構成物質，也就是我們所消費食物中的營養物質，以其維生所需攝

取量的多少，有三大營養素與微量營養素之分。前者是醣類、油脂與蛋白質，

後者有維他命（亦稱維生素）與礦物質。以下，依序介紹這等營養素的化學與

生化功能。 

5.1	 醣類	 

5.1.1	 醣的種類、名稱、性質	 

糖(sugar)表達有甜味的物質。呈現味道的物質，有與舌頭上味蕾細胞膜上的
味覺感受器，密切接觸的親和性而大都是水溶性。葡萄糖 (glucose)、果糖
(fructose)、甘蔗糖(sucrose或cane sugar)、麥芽糖(maltose)、乳糖(lactose)都是我
們在生活中常食用食品中的甜料。但是，澱粉(starch)是幾百到千單位的葡萄糖
互相結合而成的水不溶性巨大分子，雖然其組成份是有甜味的葡萄糖，澱粉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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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甜味。為了要將歸類這樣的物質為同一類，化學上造出了「醣」字，將這等

化學結構上可以歸納為一類的物質稱為「醣類」(saccharide)。以下使用「糖」命
名固有名詞、如葡萄糖、麥芽糖、乳糖、蔗糖等，而以「醣」命名代表一類的名

詞、如單醣、聚醣、六碳醣等。 
 醣類的另外一個通稱是「碳水化物」(carbohydrate)（一個碳原子與一分子
的水化合在一起的意思），亦即其原子組成可以C(H2O)表達。最單純的醣類分
子如葡萄糖稱為單醣(monosaccharide)。單醣一分子含有的碳原子大致上有3到7
個的種類，而其中最多的是5個與6個的，分別叫做五碳醣（C5H10O5）(pentose)
與六碳醣(C6H12O6)(hexose)。葡萄糖、果糖與半乳糖都是六碳醣。 
 醣基互相結合的鍵結叫做 鍵(glycosidic bond)。酸是 鍵的很好加水分解

催化劑，但是 鍵在鹼性之下穩定。所以，煉糖工程上，甘蔗莖搾汁以鹼性消石

灰處理予以清淨，不會水解由葡萄糖與果糖組成的甘蔗糖。 
 澱粉是稻米、小麥、甘藷等糧食作物的最多成分，由很多單醣（葡萄糖）

分子縮合而成故叫做聚醣或多醣(polysaccharide)。由很多葡萄糖分子組成的另一
類聚醣是纖維素(cellulose)，是植物細胞壁的主成分。澱粉與纖維素的最大差異
是其加水分解的易難。以稀薄礦酸液（如鹽酸、硫酸）煮，澱粉很快加水分解為

葡萄糖，但是在同樣條件下纖維素不能加水分解。兩者穩定度的不同，可以簡單

說明如下： 
我們將澱粉以水煮而得糊（澱粉糊化作用），但是將紙（主成分是纖維素）

以水煮時，紙張分散為纖維，不會成糊。催化這兩種聚醣水解的酵素不同，也顯

示兩種物質的不同。為何化學成分相同，組成分單醣以去水方式互相結合的方法

相同，並且互相結合的碳原子位置又相同，兩者的物化性質有如此巨大的差異？

其理由是兩者的立體結構不一樣。我們可以手拉手的情況來說明。假如很多人互

相以右手拉左手的方式，形成長列時，所有的人都面對同一方向。但是，右手拉

右手（也是左手拉左手）時，相鄰的兩人面對相反方向。這樣的排列形式不同而

產生的立體結構不同，就是澱粉與纖維素的物化性質非常不同的原因。 
構成黴菌細胞壁及螃蟹與蝦外殼的聚醣幾丁質 (chitin)的結構與纖維素相

同，只是成分單醣是葡萄糖胺(glucosamine)。 
澱粉以麥芽酵素（一種澱粉分解酵素）分解產品中的主成分就是麥芽糖

(maltose)。麥芽糖是由兩分子葡萄糖（單醣）縮合而成故，稱為雙醣(disaccharide)。
乳糖是母乳中的糖，是由一分子葡萄糖與一分子半乳糖縮合而成的雙醣。甘蔗

(sugar cane)搾汁及甜菜(sugar beet)的抽提液是工業生產蔗糖的原料。蔗糖也是雙
醣，而組成單醣是葡萄糖與果糖。很有趣的是將蔗糖水解為葡萄糖與果糖的混合

物時，甜度會增加約兩成。蔗糖的水解產物（也就是葡萄糖與果糖的等量混合物）

叫做「轉化糖」(invert sugar)。在糖果的製造上採用轉化糖比使用蔗糖更經濟；
此外使用蔗糖製造的糖果放久時，會有蔗糖變成結晶而劣化糖果口感的缺點，但

是轉化糖中的果糖則非常難結晶故，使用轉化糖的糖果可避免此一劣化現象。 
新鮮植物體都含有蔗糖、葡萄糖及果糖，雖然含量有多（如果實）或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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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之差異。因為蔗糖是光合作用細胞，將光合作用產物輸送到非光合作用細

胞的主要型態，而蔗糖加水分解為葡萄糖及果糖是細胞利用蔗糖的第一步驟故，

這三種醣類的共同存在是當然的現象。 
有微生物來源的酵素可將葡萄糖轉化為果糖，反應平衡時，糖漿的組成份約

略與轉化糖相同：因為不能以煎糖方式固化故，都以糖漿方式包裝運銷。以澱粉

為原料製造的瓶裝「果糖漿」就是這一種「生物技術」產品。大量供銷果糖漿

取代蔗糖市場，也是台灣糖業公司的蔗糖生產失去市場競爭性原因之一。 
（註：化學命名上，以拉丁文的數目稱呼mono, di, tri, tetra, penta, hexa, hepta, 

octa, nona, deca以及poly為字頭，分別代表1, 2, 3, 4, 5, 6, 7, 8, 9, 10 以及多數之
意） 

 

5.1.2	 醣類是所有生命物質的原料、亦是可多方面利用的生質(biomass)	 

 

5.1.2.1光合成作用 

前面已經提過，光合成作用是產生所有生命物質的基礎生化機制，而其最初

穩定產物是蔗糖。光合成作用在植物的綠色組織（葉部）進行，而蔗糖是由葉部

輸送到植物體的其他部分的主要營養物型態。在生物細胞之內，水可溶性物質如

蔗糖的含量不能太多，因為會呈現過高「滲透壓」而危害細胞的正常生理功能。

所以，在成長期的植物，蔗糖被使用於細胞壁（主成分是纖維素）的合成，或在

成熟期的水稻則被使用於合成儲藏型態物質澱粉。 
 

5.1.2.2細胞壁與纖維素 

生物界中存在量最多的有機物分子是纖維素。植物細胞壁中的纖維素鏈互相

成束構成微纖維(microfibril)，又與以六碳醣與五碳醣為構成份、叫做半纖維素
(hemicellulose)的聚醣鏈網相結合，而在此聚醣的網狀結構間隙，填滿了類似塑
膠的木質素(lignin)，加強並穩定化細胞壁的結構。在植物細胞壁間，普通都有「果
膠質」(pectin)存在，藉以穩定相鄰細胞的連結。植物體之可以有結構性強度與
穩定性，是因為有細胞壁結構之存在。 
 棉花是幾乎純粹的纖維素，可以紡織為布；富有纖維的植物可以打漿造紙。

人類的消化器官無法分解利用植物細胞壁故，糧食生產獲得可消化利用食物之

外，還有多量含有細胞壁的「廢棄物」產出。因為產量多，並且其中的大部分是

纖維素故，將其利用為「生質酒精」的想法，當然會受到重視。假如不計成本，

轉化農產廢棄物為燃料酒精的技術已經存在，但是，如何將分散於田地的原料運

輸到必要以大規模運作才合算的高科技工廠，以及如何將生產成本降低到可與其

他能源競爭，還需要改進農業經營型態並研發新技術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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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3 醣類的消化與吸收 

單醣如葡萄糖之類，在小腸被吸收直接進入血液之中，可立即提升血糖濃

度。所以，糖尿病患者為急救因血糖控制過度發生的「血糖過低症」

(hypoglycemia)，身邊常攜帶大塊葡萄糖或巧克力糖以防萬一，是糖尿病患者的
常識，因為血糖過低症導致的昏迷有致命的可能性。 
由兩分子以上單醣結合而成的醣類必要經過水解成單醣才能被吸收。乳糖是

母乳中的糖份，正常乳兒的消化器官都能分泌「乳糖水解酵素」故，其營養不會

有缺糖的問題。但是，東方膳食缺少乳品，離乳以後長年沒有消費含有乳糖食品

時，會失去分泌乳糖水解酵素的能力。這樣的人喝牛乳，會因不能消化吸收乳糖

而拉肚子，叫做乳糖不耐性(lactose intolerance)。在美國黑人有較多的乳糖不耐
性故，早就有使用得自微生物的乳糖水解酵素處理牛乳的產品上市。台灣的成人

也有不少這樣的人口，因而也曾有這一類產品上市過，但是，大概因為銷路不好

而已經從市場消失。牛乳是一種營養平衡而使用方便的食物，假如沒有乳糖不耐

性問題，對於老年人來說很適合每天飲用。作者希望國內的鮮乳業者有一番努

力，對改善照護老人的社會條件有所貢獻。 
我們的膳食中，最重要的醣類來源是澱粉。澱粉可以說是最重要的熱量（或

能量）營養素與生物物質的合成素材。雖然澱粉在行光合作用的葉綠體內也會產

生，但是穀類作物種子中「澱粉體」才是食物澱粉的主要來源。不同穀類澱粉體

內的澱粉顆粒呈現特有形狀，以顯微鏡觀察可辨別澱粉來源植物。 
膳食中澱粉的消化在口腔中就開始。唾液含有一種叫做「阿爾發」（α）型

的澱粉水解酵素，將澱粉長鏈局部水解為短鏈糊精。我們說，吃飯要多咀嚼的理

由在此。水解澱粉的酵素有幾種，大都需要將澱粉以水煮「糊化」才能作用。唯

一可以對未煮的澱粉粒發生作用的是「阿爾發」型酵素。日本語釀造的動詞叫做

「釀す、讀音kamosu」，是由咀嚼之意轉化而來；日本古老釀酒的第一步驟是
將煮熟的米飯請未婚少女咀嚼（當然不要吞進去）後吐出，利用唾液中酵素進行

糖化作用。由未婚少女擔任此一工作，是因為古時日本釀酒是為供神之用，唯有

未婚少女潔淨之身，始可執行釀酒神聖任務。 
完全消化澱粉為葡萄糖，需要一種以上澱粉水解酵素的作用。葡萄糖被吸收

進入血液後，一部份合成為與澱粉相似的「肝醣」(glycogen)，被儲存於肝臟與
肌肉，作為葡萄糖的來源；一部份被分解氧化而產生所謂「生化能」(biochemical 
energy)，供推動生命現象之用，一部份作為其他生物物質，如蛋白質、油脂、核
酸等的合成素材。 
 

5.1.2.4葡萄糖的異化代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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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4.1 解醣作用與檸檬酸循環： 

葡萄糖經過一連串的異化代謝作用回歸為二氧化碳與水的路徑，第一步是加

上磷酸的反應。其後有互相構成網路的兩大條路徑；一條稱為「解醣作用」

(glycolysis)，將六碳醣類在不提供氧，亦即厭氧條件(anaerobic condition）下分
解為三碳醣之後，將其氧化為醋酸（含有兩個碳原子），送進於好氧性「檸檬

酸循環」進一步氧化，產生水與二氧化碳與生化能物質ATP。因為在解醣作用
中，六個碳的分子要分解為兩分子三碳醣，而其後兩分子三碳醣的反應路徑相同

故，六碳醣分子的頭尾兩個碳原子上都要接上磷酸。此一磷酸化作用必要使用

ATP來達成。 
例如百米賽跑，當肌肉做激烈運動時，需要非常大量ATP的供應。因為生產

多量ATP的檸檬酸循環位置於解醣作用的後端，並且需要血液運輸的氧氣才能運
作，有遠水救不得近火的缺點，於是，肌肉內進行以肝糖為原料的不耗氧解醣作

用，產生ATP與乳酸。乳酸的分子組成是C3(H2O)3，其原子比例完全與葡萄糖相

同，因此在肌肉休息期間，會依循解醣作用的逆路徑合成為肝醣(glycogen)。有
趣的是，在肝臟與肌肉內的肝醣分解利用，不以澱粉的「加水分解」方式，而以

一分子磷酸取代一分子水，進行「加磷酸分解」，產生葡萄糖-1-磷酸，免去水
解後進行磷酸化的過程，立即進入解醣作用鏈。  
檸檬酸循環是好氧生物（如動物與植物）將生物分子轉化為生化能ATP的最

重要機器，存在於「粒線體」(mitochondrion)之中。檸檬酸循環另名「三酸循環」，
因為含有兩個有機酸基的四碳化合物，接上有一個有機酸基的醋酸，成為具有三

個有機酸基的檸檬酸，經過去氫、加水又去氫等氧化過程，去除兩分子二氧化碳，

回歸到醋酸接受物的循環作用。 
 

5.1.2.4.2 五碳醣循環 

另一條醣類異化代謝作用是「五碳醣循環」(pentose cycle)。先將葡萄糖的
末端碳原子氧化為二氧化碳後，將留下的五碳醣以一連串分子剪接方式（剪下兩

個或三個碳的片段），將其修剪為三、四、五、六、七碳醣的連鎖反應，完成一

分子葡萄糖氧化為三分子二氧化碳及一分子三碳醣。其過程可簡化表達如下：

6+6+6=5+5+5+1+1+1; 5+5=3+7; 3+7=6+4; 4+5=6+3;左邊與右邊個別加起來是
6=3+1+1+1，亦即由三分子葡萄糖(6+6+6)的氧化而得的三分子五碳糖(5+5+5)，
經過組合反應產生兩分子葡萄糖及一分子三碳醣，其中的三碳醣可再合成為六碳

醣，或氧化為醋酸，或藉檸檬酸循環被完全氧化。葡萄糖要進入五碳醣循環前也

要磷酸化，但是，只在分子尾巴（不被剪下移動部分）之上。 
解醣作用與五碳醣循環中的不少產物是其他類生物物質的合成材料，當然，

同時也會產生多量可利用於維持生命的功能（如由血液去除廢棄物的腎臟過濾作

用）及同化代謝作用所需要的生化能(A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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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4.3 酒與酒精發酵 

酒是與我們的生活密切相關的一種飲料。酒會讓我們醉，是因為含有酒精。

酒精不經過任何消化作用就在胃部被吸收，因此，喝酒後血液內酒精濃度會很快

提升。 
酒精的化學名是乙醇(ethyl alcohol或ethanol)，乙代表二，表達含有兩個碳原

子的醇(alcohol)類化合物。生化反應上，氧化作用可得能量，還原作用需要能量
的輸入。解醣作用上，將三碳化合物分解為兩碳化合物時，被去除的是二氧化碳，

而二氧化碳是最氧化型的碳化合物故，在這一過程中一定有還原力量產生。是

故，使用這一還原力量於同一反應體系內的酒精生產是很容易且自然的事。酒精

與二氧化碳的分子式(C2H6O與CO2)加起來是C3H6O3，也就是與三碳醣的分子式

(CH2O) 3相同，表示酒精發酵是不需外部供給氧氣的生化過程。 
酒精發酵與肌肉內發生的解醣作用一樣，都沒有氧氣的參與，並且到最後步

驟之前的反應過程相同。酒精發酵的最後步驟，有最氧化型的碳化合物（二氧化

碳）及比醣類較為還原態的酒精產生。因為酒精與葡萄糖分子的組成原子數比率

不同，不能依循解醣作用的逆路徑合成為葡萄糖，是與肌肉內的解醣作用不同的

地方。 
有趣的是酒的製造不需靠人類來釀製，猴子可能也有機會飲用，因為含有大

量葡萄糖的葡萄果實，落下破裂堆積於像石頭上的不漏水凹窟中，不出幾天就有

酒精產生，因為葡萄果實皮上有豐富的野生酵母，可依循生化學上的「解糖作用」

(glycolysis)，將葡萄糖異化代謝產生酒精與二氧化碳。 
 

5.1.2.5以葡萄糖為素材合成其他生物物質的概要 

醣類的組成元素大都只有碳(C)、氫(H)、氧(O)三種。油脂的主要組成元素
也是三種，因此，油脂的合成只要有醣就可以達成。如已上述，形成黴菌細胞壁

及蝦與螃蟹類外殼的機丁質，以葡萄糖胺為成分而含有氮(N)，所以，雖然幾丁
質也是醣類的一種，其合成需要有醣以外物質的參與。蛋白質則要加上氮(N)與
硫(S)兩種元素才夠用於合成。所有植物與微生物，都可以氨(ammonia，NH3)與
硫酸(sulfuric acid，H2SO4)，加上醣類為原料自行合成蛋白質。人類雖然將二十
種胺酸為原料合成蛋白質的能力和其他生物相同，卻缺乏合成將近一半種類胺酸

的能力，必要依賴攝取食物來補救。可見，雖然人類已進化成為站在生物界頂點

的生物種，其所擁有的生化機器並不全比植物或微生物優越。因為人類有八種之

多的胺酸必須依賴攝取蛋白質來提供（叫做必須或不可缺胺酸），而其供應量的

平衡度，受在第一章提過的「必須要素最低量限制原理」限制故，飲食來源種

類單純的社群容易發生蛋白質營養不良症。 
 核酸的構成份除了醣類的三種之外，要加氮(N)與磷(P)，其直接原料是醣
類、胺酸與正磷酸。核酸佔有生命現象的中樞地位故，不是必要攝取的營養物，

而所有生物都能自行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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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6醣類代謝相關的賀爾蒙 

 胰島素(insulin)是小分子蛋白質賀爾蒙，其缺乏會產生糖尿病，早在十九世
紀時就已發現。胰島素的作用非常複雜，雖然有很多機制被發現或被提出，現在

還不能說全貌已一清二白。但是，大致上而言，細胞從血液吸收葡萄糖進行其分

解代謝是胰島素的主要功能。假如胰島素缺乏（第一型糖尿病），或是細胞降低

對胰島素的感受性（第二型糖尿病），油脂的代謝取代糖的代謝，於是血糖濃度

升高，高到某一程度就被排出於尿中。 
在油脂代謝的部分，會提到糖的代謝是其他食物的正常代謝所必需的基礎過

程，因為上面已經提過的檸檬酸循環，有正常的醣類代謝才能維持其循環不斷。

以油脂代謝為主的情況下，會發生血液的酸化之類嚴重後果。在蛋白質代謝的部

分，會提到蛋白質成分胺酸的代謝，有「糖式」與「油脂式」兩種，因而有超越

葡萄糖代謝關卡的過程存在，但是，蛋白質是容易缺乏的營養素，以其取代醣類

的生化功能，不但是生命運作的經濟上不合理，也因為要增加含氮老廢物尿素的

排放，會導致腎功能的衰退。 
胰島素的注射可解除糖尿病症，因此，使用哺乳動物胰島素的糖尿病治療法

很早就被採用。不同動物的胰島素，結構大致相同，但是不完全一致。與人類的

胰島素最相似的是豬的，總共51個組成胺酸之中只有一個不同。雖然如此，長期
使用也有人會產生過敏性反應。在上世紀後半，基因工程技術發達之後，已經可

在工廠內大量生產人類型胰島素，台灣健保支付的都是人類型。 
胰臟分泌胰島素之外，還分泌另一種與血糖量相關的賀爾蒙，稱為胰增血

糖素(glucagon)，由29個胺酸組成。中文名顯示，它的作用與胰島素相反；當血
糖降低時，促進肝醣的分解，提升血糖濃度。 
與血糖的濃度低為信號而分泌作用的胰增血糖素不同，身體內有另一種由感

情的緊迫或恐懼等緊急性神經作用而立即分泌，且立即提升血糖量的小分子賀爾

蒙，稱為副腎素、或腎上腺素(adrenaline)。  
現在已經知道糖尿病體質有遺傳性。第一型糖尿病是生下就有自家免疫作

用，損害產生胰島素細胞功能的先天性缺陷，所以在沒有胰島素可注射的年代，

留下後代的機會不大。然而，為何第二型糖尿病的病患會佔有現代社會人口的一

到兩成之多？ 
第二型糖尿病的發生與飲食習慣有很大關係。曾經在有權威性的國外雜誌讀

到，太平洋上有一個小島，因曾盛產鳥糞磷酸肥料，全島人民以分配出口肥料利

益，不必勞動就可生活之故，多靠「麥當勞」式「垃圾」食品過做安逸的生活，

結果，全島人民幾全過度肥胖，成為糖尿病患。這可能是因為島嶼環境限制人口

流動，近親婚姻造成糖尿病體質的普遍化，又因不良飲食習慣的流行而造成的後

果。假如引發糖尿病的不良飲食與生活習慣不存在時，第二型糖尿病發生的機率

應該很低。相信豐衣足食的社會才是糖尿病流行的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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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7 醣類的鑑定與分析 

 醣類與濃礦酸一起加熱時，會產生「糠醛」(furfural)及其衍生物，可以與一
些色素母體(chromogen)結合產生色素，一向被利用於醣類的鑑定。但是，單醣
類都有「還原性」，例如葡萄糖可將銀離子還原為金屬銀，在試驗用玻璃器皿壁

上產生「銀鏡」。這一性質過去多年被利用於「還原糖」的定量分析，只是不使

用昂貴的銀而以銅的化合物取代。要定量澱粉時，先將澱粉水解後，定量葡萄糖

而換算為澱粉量。 
澱粉有非常靈敏的檢驗方法；在中性到酸性條件之下，與碘液產生非常濃厚

的藍色，叫做澱粉碘反應。加入鹼液為鹼性時，藍色立褪。纖維素也會呈現非常

淡薄的藍碘反應，但是兩者的差異太大，不會混淆。肝醣雖然與澱粉很相似，碘

反應的顏色是淡紅色。 
血糖定量分析是醫學檢驗上的重量級項目。早期的方法是先去除會干擾定量

反應的血中蛋白質後，以還原糖定量法測定，手續非常麻煩。現在的方法，使用

只對葡萄糖作用的酵素，對葡萄糖進行氧化反應，而以產生色素的方式測定氧化

反應產物的量。在醫療單位大都先去除血球後，以血清為對象，使用光學儀器進

行較精密的測量，其原理與家用的塑膠片、以一滴血測驗機類同。但是，在此必

要說明兩者之間存在的差異，如下： 
臨床血液分析上，有叫做「血球容積比」的一項，以百分比(%)表達；男性

36~50%，平均46%；女性34~47%，平均38%，又血液中的可溶性蛋白質含量，
與血球容積比一樣有性別與個人差異。可見，使用去除包含血球的所有蛋白質試

樣，所得醫學檢驗室報告的血糖值，與直接使用血液以酵素檢驗試片所得機器表

達值，對一個人來說有平行性，但是人群間不會有一致性。我們所看標準血糖值

是使用醫學檢驗室的方法所得者，而簡便試片法可當作日常監測參考之用。最好

在醫院進行檢驗時，同時私下做平行檢驗，可為兩種方法之間的互相校對。 
 

5.1.2.8 醣類醫藥品與健康食品 

 

5.1.2.8.1 膳食纖維 

人類不能消化利用植物細胞壁上的纖維素、半纖維素、木質素、果膠質等。

但是這等不消化性的巨大分子的結合體，就是所謂「膳食纖維」的主體，在「膳

食科學」(dietetics)上被認為要「吃得健康」上，有很好的功效。無害而不消化的
物質，增加糞便的含水量，有促進排出效用外，還有降低吸收動物性食品中膽固

醇的功能。穀類食物經過精白，會失去富有膳食纖維「糠」的部分。有鑑於此，

不經過精白穀類的加工食品（如全麥麵包），被提倡為「較健康」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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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8.2 聚醣的促進免疫能力及抗癌功效 

近年來使用動物及人類細胞培養做為生理及病理研究的工具普遍化，因而有

許多報告說一些水溶性聚醣類具有阻礙癌細胞培養物的生長，或促進一些免疫細

胞的功能等報告出現。 
作者大學四年級時，有必修「畢業論文」的課程。台灣大學農化系，有日人

留下以醣類資源為研究主題的傳統，而作者的論文指導老師在日治時代的專攻研

究單位是「製糖化學」，所以給作者的論文題目與蔗糖的加工有關。着手實驗以

前，文獻調查是必要的。1940年代的文獻調查是攜帶一疊卡片到圖書館，使用索
引翻英文刊物「化學摘要」(Chemical Abstract)，或德文的相同刊物(Chemisches 
Zentralblatt)，找出相關文獻的摘要，認為有必要就找原文閱讀，以瞭解研究的詳
細內容。當年沒有影印機，也沒有電腦，必須動手將將該文獻的書目與資料要點

寫在卡片，作為寫論文時編寫「參考文獻」之用。在此作業中，令筆者非常驚異

的是，1930年代有很多蘇聯科學院的研究報告指出，許多結構不同的小分子聚醣
類有提升免疫力等生理活性，而在英德文刊物都有刊登。因為有此經驗，以聚醣

作為健康食品的訴求，作者比較傾向於認同，但是，應該都要有嚴密的人體試驗

予以驗證其功效者，才可信賴。 
 

5.1.2.8.3 葡萄胺糖 

上面提到，葡萄胺糖(glucoseamine)是幾丁質的主成分，也是動物骨骼關節
潤滑作用物質玻尿酸(hyaluronic acid)的主成分，所以，現在有將螃蟹殼之類的
幾丁質水解製造的健康食品，以能改善關節運動功能(以move free作為口號)為訴
求而推銷。因為我們的體內有將吸收進去的葡萄胺糖，轉化為合成聚醣前體的酵

素系統故，應該可以相信其有用性。 
 

5.1.2.8.4 克勞酸 

1950年代到1960年代，在台灣市場上流行過「強肝解酒」為訴求的飲料「克
勞酸」。這一產品的流行在日本開始。宣傳的有效理由是，一些食物中水不溶性

有害物質被吸收進入體內後，可與克勞酸（葡萄尿酸，glucuronic acid的商品名）
結合，變成水溶性而排泄於尿中。問題是我們的身體內，並沒有將從體外吸收進

去的克勞酸活化而與有害物質結合的作用系統存在。生物化學的研究結果告訴我

們，與叫做UDP的物質結合的葡萄糖（UDP-glucose），經過氧化反應產生的
UDP-glucuronic acid才是與有害物質發生反應的物質。1960年代初有一藥廠想要
生產克勞酸而詢問作者其製造方法。作者說明其缺有效性學理而勸其不要參與騙

局。因此在台灣生產克勞酸原料未曾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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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9 生質酒精燃料：兼說農業廢棄物利用的正確方向 

 以對抗地球暖化而減用化石燃料的環保意識，近年來我國亦有以酒精（乙醇）

替代汽油之議，而以巴西推動非常成功的實例為參考。以醣類發酵製造酒精是古

老的技術。西歐大航海時代，為滿足水手有喝酒的權益，又要減輕船隻的運貨量，

有蒸餾葡萄酒為白蘭地的發明；但是始於穀類蒸餾酒的酒精蒸餾技術也是古老技

術，假如要有新技術的應用，大概只有如何將蒸餾而得的95%酒精，脫水獲得無
水酒精的部分而已。所以，基本問題不在於技術的可行性，而是在於醣質原料的

供應是否有其經濟價值。假如考慮我國是大宗糧食穀類與食糖的進口國，以國產

糧食為原料製造汽車燃料，根本沒有其產業成立的基本條件，是非常明確的現

實。這是在1970年代，第一次能源危機發生的年代，經過學產業界討論很多而獲
得相當明確結論的議題。又，我們也瞭解，巴西推動非常成功的理由不在於技術

的優越，而在於它具有我們所沒有的農業立地條件。 
 我們也知道植物細胞壁的聚醣類是非常豐富的酒精原料，但是其利用技術比

利用蔗糖等醣類與澱粉的困難度高很多。國內也有利用稻稈的提議，但是使用先

進科技以處理單一原料的技術，都有建立「大廠」集中運作的需求，因此，分散

於農田的原料收集，會花費許多運輸能量的問題產生。以作者的淺見，假如無法

將所有農產廢棄物，在產地以「小而美」的簡單技術予以「能源化」，不能達成

生質能的回收利用目的。 
 農村的廢棄物利用傳統技術，是將動植物廢棄物一齊堆起來，製造堆肥（有

機肥）。只將雞糞與豬糞尿推起來會發臭，但是與植物性廢棄物混合，發酵成為

堆肥時，臭氣的產生會減少很多，是老農民都知道的事。堆肥作業假如管理不好，

會引起火災，是因為厭氧條件之下的堆肥堆會產生「甲烷」（沼氣）之故。假如

將堆肥製造轉型為厭氧液態發酵，可將甲烷回收做為燃料，又可將發酵產生的污

泥利用於有機肥的製造，都是已經有成熟的技術，並且以一個農村為單位就可成

立「廢棄物」的「整合利用體系」，唯一要改進的是，將「畜產」與「農產」的

分業太明顯的農村，改為從前的農畜兼業，並且將人類排泄物也要歸入農業廢棄

物之內予以處理。 
 2008年間，作者被委託審查幾件我國自產燃料酒精的大型計畫，覺得非常無
奈。下一代的汽車將是電動車。氣態甲烷的攜帶不便，但是，以甲烷為燃料發電

並不難，我國生質能利用的前景不是很明確嗎？ 
 

5.1.2.10 聚醣類的產業利用 

木材幾乎是植物細胞壁的集合體而呈現很好的彈性與剛性故，自古以來便被

利用為建材及家具材料。古時使用草本植物的造紙技術，現在幾乎都以木材為原

料。木材磨漿後以氯劑或亞硫酸反應，將水不溶的環狀碳化合物（木質素）變成

水溶性產物而予以去除，所得以纖維素為主要成分的紙漿，進一步加工成為紙

張。我國不生產造紙用木料而幾乎全部依賴進口紙漿及紙張。台灣糖業公司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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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榨糖汁所得甘蔗渣為原料造紙，但因除去木質素產生的廢水處理困難而關廠。 
澱粉有許多加工產品被使用於食品業及化工原料。比較特殊的產品有「環狀

糊精」(cyclodextrin)。在前面已經說過，澱粉與碘反應呈現很強的藍色。這是因
為澱粉分子鏈在水中繞旋，形成一圈大約有六個葡萄糖單位的螺旋結構，而葡萄

糖上的親水基(OH)全部往外突出，所有疏水基(H)卻往環圈內腔伸長，構成疏水
環境。這一疏水內腔剛好可容納碘分子，令其呈現在疏水環境所呈現吸光特性的

結果。一些微生物產生的酵素，對呈現螺旋結構的澱粉長鏈作用，將其以5到7
個葡萄糖單位的長度剪開的同時，立刻將剪下的5到7個葡萄糖短鏈的首尾連結成
為環狀，就是環狀糊精。環狀糊精可穩定保持疏水性物質於環內故，使用為保持

食品加工用香味料於產品的添加物。 
海藻含有的多種聚醣，被使用於食品、食品加工及化工等用途。其中最有名

的是紅海藻聚醣「瓊脂」（英文名agar-agar，日文名寒天，發音kanten）。瓊脂
可直接食用，也可為果凍的替代品。科學研究上，微生物學使用的固態培養基以

瓊脂為基質配成；分子生物學分析核酸的「電泳」技術運作上，中性瓊脂（稱為

agarose）是不可或缺的基質。大家每天使用的牙膏，其膏狀物亦是一種海藻聚醣。                                                                                                                                                                                                                                                                              
 

5.2	 油脂	 

5.2.1	 油脂的化學組成與熱含量	 

 由一分子甘油(glycerol)與三分子脂肪酸(fatty acid)，去三分子水縮合而成的
甘油三酯(triglyceride)，是生物體內所有儲藏性油脂類之中存量最多者，亦是人
類食用油脂的主成分，其組成元素只有C、H、O三種。 
甘油一分子有三原子碳及三個-OH基，脂肪酸是由氫化碳長鏈而成的有機

酸，碳鏈末端的-COOH基與甘油的-OH基去水相連結。酸與醇以去水方式形成的
鍵結稱為酯鍵(ester bond)，酸與鹼都可為其加水分解反應的催化劑。 
天然脂肪酸皆以2個碳的醋酸為原料合成故，一分子所含碳原子數是偶數。

一般而言，脂肪酸一分子的碳原子數多在16到22的範圍，加權平均18，如果皆以
不含雙鍵（不飽和鍵）看待，每一分子含有18個碳、2個氧（在碳鏈末端與碳原
子形成酸基）、36個氫等原子。所以，一分子甘油與三分子含18個碳原子脂肪酸
以去3分子水（6個氫與3個氧原子）結合時，所得分子的組成將是碳(18x3+3=)57、
氫(36x3+8-6=)110、氧(2x3+3-3=)6，碳氫數比例雖然與醣類相近，氧原子數大約
只有碳原子數的十分之一，可見，將脂肪氧化為二氧化碳及水時，所需要的氧，

比氧化醣類時需要得多。這是一克醣所含熱量為4卡（與蛋白質等值），油脂卻
有9卡之多的理由。此一事實，假如仔細看包裝食品上的「營養標示」的蛋白質、
油質、醣類與熱量（卡數）等數據，可以瞭解。 

 



 33 

5.2.2	 油脂的乳化與消化吸收	 

 水不溶性的油脂，假如不經過體內的加工呈現親水性(hydrophilicity)，不會
從消化管被吸收。我們洗衣服時，假如在衣服上的髒東西是水溶性的話，只用水

淘洗就可以洗乾淨；但是水不溶性的油垢就洗不掉。肥皂是脂肪酸的鈉鹽。肥皂

分子內，酸基構成的鈉鹽部分有很強的親水性，但是碳氫鏈部分具有強的疏水

性(hydrophobicity)。這樣一分子內具有對水有相反親和性物質，稱為雙親和性
(amphipathic)物質。雙親和性物質可以介在於油與水之間，讓兩者穩定混合構成
乳白混液，是故，被稱為乳化劑(emulsifier)。油脂在消化器官內的消化作用也需
要乳化劑。在肝臟合成分泌而儲存於膽囊膽汁的成分稱為膽汁鹽(bile salt)者，
就是人體內消化吸收油脂時，由膽囊分泌於十二指腸，乳化油脂必需的乳化劑。 
 因膽囊結石等原因割除了膽囊的人，缺少因應油脂的攝取引起膽囊縮小而大

量分泌膽汁的功能，其飲食管理上的對應，必要遵守醫師的指示。 
 

5.2.3	 油脂的生化性質與膜的形成	 

 

5.2.3.1 ω3-多不飽和脂肪酸 

近代營養學認定有一些「多不飽和脂肪酸」(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為
不可缺（亦即必要由膳食攝取）脂肪酸。脂肪酸分子從其酸基端為第1號碳原子
算起，第一個雙鍵都在第9與第10個碳原子之間。假如有第二與第三雙鍵，其存
在位置往號碼大的位置延伸，則介在於12與13間及15與16間。植物油含有的脂肪
酸中，屬於不可缺而最普遍者，為18碳原子3雙鍵的亞麻酸(linolenic acid)。亞麻
酸的末端雙鍵，從非酸基末端（叫做ω端；ω唸成omega）算起在第3與第4個碳
原子之間，是故，這一類人體內不能自行產生的脂肪酸稱為ω3-多不飽和脂肪
酸。ω3-多不飽和脂肪酸雖然必要由膳食攝取，但是，以實驗方法造出脂肪營養
不良的病症非常困難。所以，一般而言，油脂的營養角色以提供熱量為主。但是，

就生物細胞的微細結構而言，包圍生物細胞及細胞內區隔結構的「膜」

(membrane)，以ω3-多不飽和脂肪酸的油脂為主成分故，其重要性不能忽視。 
 

5.2.3.2天然存在的界面活性油脂 

上面提到的肥皂，販賣量最多的是將油脂以苛性鈉(NaOH)液反應時，甘油
與脂肪酸間的鍵結被水解而產生的脂肪酸鈉鹽。肥皂是一種「界面活性劑」

(surfactant或surface active material)，因為鈉鹽的部分是親水性，但是碳氫長鏈
(hydrocarbon chain)的部份是疏水（或親油）性，所以可介在水油的界面發揮降
低界面張力的作用，因而油可被肥皂分子包圍在水中分散為微小油滴，就是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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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淨效果。 
 天然的油脂也有像肥皂，兼有親水與疏水的雙親性者。以一分子甘油的三個

-OH基，對一分子磷酸的-OH基與兩分子「多不飽和脂肪酸」-COOH基，去三分
子水形成的「磷脂質」(phospholipid)就是一類，而其磷酸部分又多與小分子醇
化合物形成「雙磷酯」(phosphodiester)。磷脂質之外，也有與醣類結合而成為雙
親性者，稱為醣脂質(glycolipid)。得自大豆的卵磷質(lecithin)是食品加工上常用
的天然乳化劑。 
 

5.2.3.3膜的結構與微脂膜體 

包圍生物細胞及細胞內構成分隔的膜，由磷脂質及一些蛋白質構成。磷脂質

在生物體內功效不在於單純的乳化功能。將油脂滴在水面時，因油脂的水不溶性

而在水面上構成一層薄膜。加入於水上的油脂是磷脂質時，分子中的磷酸基是親

水性、但是脂肪酸基是疏水性故，我們可以想像面對水的一邊是磷酸基，而脂肪

酸的碳鏈互向密著（因為疏水性物質互相呈現疏水性親和力，hydrophobic 
affinity）構成大約有二十個碳鏈厚度的單層分子膜而面向空氣一邊，也就是在
氣相與水相的界面構成油膜。如攪拌此一水液，將水面的單層分子集合而成的油

膜送進水中時，會發生怎樣變化？由脂肪酸的疏水性碳氫鏈互相以很大親和力結

合，原來向空氣而完全以碳氫端密集而成的疏水面，尋求另一單層膜的相同疏水

面互相結合，構成兩面都以親水性磷酸面對水的雙層分子膜而在水中穩定下來。

這樣的雙層分子膜會擴大其結構產生空心球，將水包含在球內，稱為微脂膜體

(liposome)。因為其空心部分可包容水溶性藥物於內，又人工製備的雙層分子膜，
亦可與結構相同的細胞膜融合而將包容的藥液釋放於細胞內故，可利用於藥物輸

送的載體。 
 由以上說明知道，多不飽和脂肪酸是產膜油脂的重要構成份而很重要。 
 

5.2.3.4 膜與細胞內小器官的功能 

每一個細胞以原生質膜  (plasma membrane)包圍。一個細胞雖然很小，其
中卻有許多不同生化功能共存，而不同功能的一連串生化反應，大都以膜來包裝

分隔，以不同名稱的細胞內小器官(subcellular organelle)形式存在，如葉綠體
(chloroplast)、澱粉體 (amyloplast)、色素體 (chromoplast)（以上三種是植物特
有，由相同母體分化而成）、溶酶體 (lysosome)（動物特有）、細胞核 (cell 
nucleus)、粒線體(mitochondrion)、高爾基氏體(Golgi body)等，並且，一連串
生化反應的產物，必要跨過界進入另外一個細胞，或同一個細胞內另一細胞內小

器官時，都要通過以蛋白質分子構成的專用通道。在膜上存在的蛋白質分子鏈，

有一些可與油質產生親和力的幾個疏水性（亦即親油性）區域，牢固串在膜中，

而親水性區域（包括兩端）曝露於細胞內外的水域中。這樣的膜上蛋白質，可以

細胞外的分子末端接受來自細胞外信息，透過細胞內的另一端轉達給細胞內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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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接收機制，執行細胞當作生物內一個共存單位的角色。 
 說明氧化與還原作用時提到，從碳氫化合物去氫原子是氧化作用。氫原子在

水中可以放出電子而成為帶正電的氫離子。被放出來的電子含有的能量大（亦即

電位高）時，通過一連串可以傳遞電子的物質流動，一面降低電位一面推動ATP
的合成，很像從高處流下的水推動水車的迴轉，藉以迴轉發電機發電一樣。我們

說過，生物體是富有水分的環境，而我們也知道，將沒有包覆的電線放進水中通

電時會漏電。在生物體內，具有電線一樣功能的物質是帶有鐵原子的蛋白質，而

這等蛋白質都埋入於膜內，可以保護電子的流動作用而不發生漏電。 
 

5.2.4油脂的異化代謝	 

營養上，油脂的完全氧化代謝必要有醣類代謝同時進行，因為，以醋酸為材

料合成的脂肪酸，其分解代謝亦以醋酸為產物，而醋酸的氧化必要經過的檸檬酸

循環中，負擔主角的化合物要由醣類的代謝物合成。因此假如醣類代謝不順的糖

尿病控制不良，不能順利氧化由油脂代謝產生的醋酸。其後果是醋酸成為另外一

些酸類的合成原料，導致血液的酸性提升，呈現酸中毒(acidosis)病症。因為呈
現酸中毒的「醋酸縮合物」含有「酮」基(ketone group)，而可以由尿排泄體外降
低中毒現象，另名叫做酮尿症(ketonuria)或酮症(ketosis)。這樣的不正常病症，不
但是不控制糖尿病的後果，也可能由極端不平衡且不正確的「減肥」飲食所帶來

危脅生命的病症故，不可不予注意。 
 

5.2.5油炸油的問題	 

雙鍵多的多不飽和脂肪酸，雖然有構成膜的重要功能，它的三甘油酯（就是

一般的食油）卻有比含有多量飽和（不含有「不飽合」雙鍵之意）脂肪酸的沸

點（開始熱滾的溫度）較低的缺點，不適合使用在以高溫快速油炸而獲得香酥油

炸食品的調理。豬油因含有多量飽和脂肪酸而沸點高（室溫之下就呈現半固體

狀），是很好的油炸用油，但是因含有膽固醇而被消費者忌避。我們比較喜歡使

用的植物果仁油如大豆油，不飽和脂肪酸含量高而沸點低，因而有以化工方法輕

度氫化 (hydrogenation)，將氫原子加入於一部份雙鍵以提升沸點，是長久應用於
製造油炸油的技術上。天然油脂中的一些脂肪酸含有較多量一至三個順式 (cis 
form)碳雙鍵 (carbon double bond)；其中含有二或三個碳雙鍵者，碳雙鍵之間都
介有一個CH2基 (methylene group)。當有一個碳雙鍵被氫化而變成飽和形式時，
鄰邊的碳雙鍵被轉成反式 (trans form)。反式不飽和脂肪酸不但沒有順式不飽和
脂肪酸的營養性優點，反而有提升血液中有害低密度脂肪蛋白（LDL）而降低
有益高密度脂肪蛋白（HDL），增加心臟冠狀動脈阻塞的機會。現在市售的植
物性油炸油，都拋棄氫化油技術而以配合棕櫚油之類的高沸點油，調整單用低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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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油如大豆油的缺點。如大家注意含油量高包裝食品的營養標示，可以發現都以

「反式油脂」含量為零，表達其安全性。 
2009年夏天，台北市內有出名的速食店油炸油使用過久，品質劣化有害健康

而被取締的事件發生。高溫長時間油炸食品，因會與水分接觸而發生油脂中，甘

油與脂肪酸間的鍵結發生水解，游離脂肪酸量增加，就是所謂「酸價」提升；

報紙報導的是酸價過高，不符合衛生條件。實際上，酸價高是油炸油使用過久的

一種替代性指標，使用老化油的真實弊害在於不飽和脂肪酸變性而產生有害物質

的問題。這一事件的科學真相，說明如下： 
為免產生「反式」油脂，現在使用的油炸油都是將不同沸點的植物油混合而

成者，所以，當然富有雙鍵的大豆油之類也在其中。這樣的油脂在高溫長時間使

用時，雙鍵會受到空氣中氧氣的氧化，進而在脂肪酸之間，以氧原子為橋樑發生

互相結合，成為一種聚合體。這樣的衍生產物不但有礙消化吸受，又有毒性產生，

政府管理取締是應該的。但是，上面提到被取締的速食店，不但有老化指標「酸

價」過高問題，其油炸油含「砷」的污染問題也被發現。假如不是故意污染，一

般植物油的提煉過程中，應該不會有砷污染發生。作者懷疑，是否為降低酸價而

使用的吸附遊離脂肪酸「過濾劑」，未採用食品級產品才是該速食店的砷污染來

源。 
 

5.2.6	 生質柴油	 

 石油缺乏與減低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環保議論，引發「生質能源」開發的問

題，已經在生質酒精為汽油替代品的議論部分提過。食用油本身的分子量過大，

直接做為汽車用柴油替代品並不合適。假如對甘油三酯加入一些礦酸與甲醇予以

加熱，甘油與甲醇會發生交換反應，產生脂肪酸甲酯，其分子量為原來油脂的三

分之一，可使用為柴油替代品。雖然食用油並不是高價食物，比起石油還是昂貴。

我國食用油幾乎依賴進口的情況，與石油並無二致。此一種產品在國內的生產，

只有利用「油炸廢油」為原料一途吧！ 
 

5.2.7	 食物中油脂含量的測定方法與包裝食品的「油脂含量」標示	 

 油脂與水不相溶，但是可溶於油性溶劑。食品分析上，先把材料乾燥粉碎後，

裝在可連續蒸餾與冷凝回用溶劑的玻璃機器內，反覆浸抽油份，最後蒸除溶劑，

稱重留下的油脂。公定分析法的溶劑是揮發性很好的「乙醚」(diethyl ether)，但
是，工業上提煉植物油用的「正巳烷」（n-hexane）亦有人使用。 
 為了免去預先乾燥材料的麻煩，也有使用可容納水與油脂的溶劑混合物反覆

打碎抽提的方法。 
不管使用那一種方法，所得抽提物是所有油溶性物質的混合物，除了大量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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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三酯、磷脂質之外，還有膽固醇與固醇類賀爾蒙、油溶性維他命如A、D、E
等。所以，一般包裝食品營養標示的「油脂」量，雖然沒另設「膽固醇」含量項

目，假如是動物性食品，應該可以看做有膽固醇存在於中。假如特別標示「不含

膽固醇」的含油食品，一定是使用植物性原料。 
 

5.2.8	 食物中膽固醇的問題	 

 對人類而言，膽固醇的產生是絕對必要的生化機制，就固醇類賀爾蒙的產生

以膽固醇為原料一事就可以明瞭。但是，問題是膽固醇的存在量過多，會發生血

液循環系統的毛病，如中風、心肌梗塞等。體內自行產生的，以及由食物吸收的

膽固醇就是在人體內存在的膽固醇總量，而體內自行產生的量不會因為由食物吸

收的量增加而降低。所以盡量降低來自食物的吸收量，是血液中「總膽固醇量」

及「低密度脂肪蛋白」（LDL）含量高的人，飲食上必要注意的要點。雖然也有
降低膽固醇合成作用的藥劑可使用，盡量降低食物來源的膽固醇還是很重要。 
植物性食物雖然含有固醇類物質，但是與膽固醇完全不相關，並且有干擾膽

固醇的吸收作用。所以，素食有利於高膽固醇症的人的健康。素食的另外一個優

點是植物性纖維的攝取量高，除了降低膽固醇的吸收量（看4.2.4膳食纖維）之外，
對糖尿病人有降低血糖及LDL的效益。因此，作者認為包裝食品的營養標示，應
該包含「纖維」一項。 
 

5.3	 蛋白質  

5.3.1	 蛋白質是胺酸組成的巨大分子	 

5.3.1.1胺酸的化學結構 

蛋白質由胺酸(amino acid)組成。蛋白質所含有的胺酸分子中，都有一個碳
原子的四個共價鍵，分別與一個酸基（-COOH）、一個氨基(-NH2)或亞氨基
(-NH-)、一個氫原子，以及一個以R代表的基結合。因為四個鍵結的基都不同，
可能有兩種「立體結構相對稱的異構體」存在。也就是，假如一種立體結構是

真像，另外一種是見於鏡子裡的反像。這一種碳原子稱為「不齊碳原子」。前面

所說明的單醣類六碳醣分子，假如以最單純的直鏈結構式表示時，一個分子之

內，除了末端兩個碳原子之外，其他四個都是不齊碳原子。分子內有一個不齊碳

原子時，分子式相同的立體結構體有一對(21=2)，有四個就有八對，亦即一共有
十六個(24=16)的立體異構體存在。假如其立體結構完全相對稱（亦即真像與鏡中
反像的關係）時，化學名相同，但是以一個基準不齊碳原子的立體結構，分別訂

為D與L兩型，以D與L字冠在名稱前予以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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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蛋白質的胺酸都是L型。D型的胺酸只見於微生物產生的抗生素及細菌
細胞壁等比較特別分子的組成份。在醣類的部分提到的葡萄糖、果糖、半乳糖、

甘露糖都是D型；L型的六碳醣只有L-半乳糖見於洋菜與紫菜等紅海藻聚醣內的
構成份。 
最簡單的胺酸叫做甘胺酸(glycine)，其R等於H，所以甘胺酸是唯一沒有異構

體的胺酸。但是其他十九種的R都是具有不同結構的碳化合物；有者是結構不相
同的碳氫化合物，所以具有疏水性；有者含有酸基、氨基、醇基(-OH)等親水基，
所以具有親水性。 
 

5.3.1.2肽鍵是胺酸互相結合的鍵結 
組成蛋白質的胺酸有二十種，就是上面所說的R-基有二十種。相鄰的胺酸分

子，在-COOH基與-NH2基間，以去除一分子水形成肽鍵(peptide bond，-CO-NH-)
的方式，形成長鏈分子。由形成肽鏈的胺酸分子數目，叫做雙肽、三肽、四肽

等。肽鏈長度到由幾十個胺酸分子連接而不便叫出數目者叫做多肽

(polypeptide)。有大約八十個或更多的胺酸結合的多肽稱為蛋白質(protein)。 
長鏈肽（或蛋白質）分子中的各種胺酸排列次序，稱為一級結構 (primary 

structure)。理論上，胺酸間的結合沒有種類的限制，因此，想像以二十種胺酸的
每一種有五分子，總共一百分子可能排成的不同序列（也就是不同結構的蛋白質

種類）數目有天文數字之大，即可瞭解生物以簡單物質基礎，形成幾乎無限多種

特有構成物原理的奧妙。 
蛋白質的一級結構有方向性；長鏈的一端有自由-NH2基而另外一端有自由

-COOH基的胺酸，分別簡稱為蛋白質的N端與C端胺酸。蛋白質分子依其相連胺
酸的性質，可以分段繞成螺旋、屈折成平板或不定型等局部結構，而將這等局部

結構描述在內的結構稱為二級結構(secondary structure)。這等局部結構合併形成
球狀、短桿狀、盤狀等立體結構，稱為三級結構(tertiary structure) ， 又稱構型
(conformation)。一般而說，長鏈盤繞而成的三維結構上，親水性基團分佈於表面
而疏水性基團存在於不接近水的分子內部的機會高。分佈於表面親水基，與環繞

的水分子間以氫鍵結合，構成一層相當穩定（非流動性）的水層，有穩定蛋白質

構型的效用。 
蛋白質的立體結構必須於生化功能的呈現。平均一個胺酸的分子量減去一分

子水的分子量18是120。一般認為分子量一萬是具有酵素功能的最小蛋白質分
子，就是有大約八十個胺酸連結起來的長度，才能形成有催化生化反應功能的分

子立體結構。  
 

5.3.1.3 蛋白質的胺酸組成分析 

雖然在生物體內合成蛋白質時，有指令二十種胺酸排列的信號與機制，但是

將蛋白質在強酸（例如20%濃度的鹽酸）中煮沸予以水解時，只能獲得十七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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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是有兩種含有兩個-COOH基的胺酸（麩胺酸與天冬胺酸），在R基上的一個
-COOH與氨有否結合（有與氨結合者，分別稱為麩醯胺酸與天冬醯胺酸）的分
別，而結合的氨也被水解脫離成為自由的-COOH與氯化銨。另外有一種叫做色
胺酸者，在強酸中不穩定，被分解而不見於產物中。 
氨分子及胺酸的氨基與叫做ninhydrin的藥劑反應，呈現非常濃厚的紫藍色，

被利用於胺酸定量之用。蛋白質以強酸水解後，利用其帶電性的不同，使用離子

交換劑作為分離工具，配合ninhydrin呈色定量反應，可予以作精準的定量分析。
由水解液中存在的氨(氯化銨)量，可算出一分子中有兩個-COOH基的胺酸與氨結
合的總量。肽鍵結與酯鍵結（ester bond，請參考油脂部分）類同，酸與鹼都可
作為其水解催化劑。蛋白質以鹼為催化劑予以水解時色胺酸不分解，可為定量色

胺酸的蛋白質水解方法。 
 

5.3.1.4 食品中蛋白質的分析及人尿中蛋白質的檢驗 

雖然生物體內含氮物不只是蛋白質，並且不同蛋白質的含氮量有所不同，食

品與飼料中的蛋白質含量，除了含氮量明確知道的物料之外，大都以氮含量的

6.25倍計算。在食品與飼料分析上普遍採用的含氮量分析法，一向都是古老的「凱
氏」(Kjeldahl氏)法。其原理是，以濃硫酸煮沸有機物時，被濃硫酸分解的有機
物將氮原子還原為氨而形成硫酸銨。加入強鹼於分解液，即可以蒸餾法得氫氧化

銨液，以酸鹼中和滴定法定其量。 
2008年大陸發生的「毒奶粉」事件，以含氮量很高的三聚氰胺(melamine)添

加於稀釋過的牛乳，偽裝其為原乳，就是利用氮含量為判定蛋白質量原理的盲點

的不道德行為。 
腎臟的主要功能是將血液中的小分子代謝廢物與正常成分，以「過濾」作用

分離，達成淨化血液的作用。因此尿中含有蛋白質是腎臟功能不全的警示，而所

謂「蛋白尿」是醫院檢驗的非常重要項目。普通是使用「蛋白質沈澱劑」看尿液

呈現混濁的情況而作為第一步判斷。進一部判斷病因需要作尿中蛋白質的仔細分

析。腎臟功能不全病人要作的「人工透析」，是將血液導入於體外機器，透過「半

透膜」，將血液中小分子廢物「透析」進入「洗液」而移除的作業。 
 

5.3.1.5 蛋白質的立體結構分析 

後面在核酸與分子生物學的部分會有仔細的說明，但是，在這裡先提示一個

事實：蛋白質的一級結構由一定的基因結構所規範，所以，一種蛋白質的一級結

構是均一的。蛋白質分子的均一性是非由基因結構規範的聚醣及油脂分子的集合

所沒有的特性。因此，與純粹的低分子化合物一樣，純粹度高而維持由一級結構

所決定的原態（即具有一定構型）蛋白質會形成結晶體。有規律的原子排列會構

成有規律的原子核剖面，對入射的X光線發生有規律的繞射 (diffraction) 效果。
分析繞射波圖譜可以解析出整個分子內的原子在三度空間內的排列位置，亦即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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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質分子的立體結構。 
近代儀器分析的進步，提供另一種蛋白質立體結構分析的工具，稱為核磁

共振譜分析(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um analysis)。因為使用蛋白質溶液
就可以解析蛋白質立體結構，其機器與演算都比X光線繞射法複雜而可分析的蛋
白質分子量範圍較低。有趣的是，一種蛋白質分子以結晶體與溶液中存在的狀態

分析獲得的結構相同，也就是說，由溶液中的分子結成結晶的過程中，蛋白質的

構型沒有改變。 
 

5.3.2	 蛋白質的功能與營養	 

5.3.2.1 蛋白質的立體結構與生化功能的關係；附帶說明狂牛病的病原蛋白質

與普利昂病 

 蛋白質有構成身體的結構物（如肌筋肉、皮膚、腱帶、血管、指甲、毛髮等）

與擔任生化（酵素）與生理（養分與廢棄物輸送、賀爾蒙等生理信號受體、神經

信號傳遞、毒素、致病因子等）作用的兩種「巨觀式」功能之外，還有一些微量

分子擔任生理功能調適（賀爾蒙）作用。（腦下垂體分泌多種賀爾蒙；其功能複

雜而與生命的正常運作關係很大。例如，成長賀爾蒙分泌過多與過少的後果是「末

端巨大症」與「侏儒症」，與飲食營養無關故不予多述。） 
蛋白質的功能與生命時時刻刻的運作直接而密切相關，其營養的正常對健康

維護非常重要。因為對一種生化反應，有一種或一種以上的對應酵素存在故，生

物體內存在的蛋白質，以酵素蛋白質分子種類最多。 
 酵素蛋白質維持其原態構型(native conformation)為呈現其酵素催化等生化
功能的必要條件。是故，加熱、極端的pH條件、激烈振盪產生泡沫等，都會破
壞酵素構型而失去其催化生化反應的功能。如此一級結構不變，但是破壞構型而

失去生化功能，稱為蛋白質的變性作用(denaturation)。 
 上面提到的幾種蛋白質功能中，特別要加以說明幾項，如下： 
 毒素蛋白質有名的是蛇毒。蛇毒蛋白質都分子量不大，而結構不同呈現不

同毒理。被毒蛇咬傷可注射中和毒蛋白的血清而治療，但是必要認清被何種毒蛇

咬傷才能使用正確血清，所以旅行毒蛇出沒地區時，有事前認知判別毒蛇種類，

以及該地區儲存抗毒血清衛生單位的聯絡電話的必要。植物也有含毒蛋白質者。

毘麻子、銀合歡子是台灣常見含毒蛋白質植物的種子。 
 蛋白質性的賀爾蒙分子量都不大，應該叫做「肽賀爾蒙」(peptide hormone)。
肽賀爾蒙是水溶性而與「固醇類賀爾蒙」(steroid hormone)的油溶性大不相同。
由此亦可推知兩者的作用機制不同，但是，不是本書討論範圍故不予詳述。 
 致病性因子的蛋白質，是「狂牛病」的病原。其相關生化知識，雖然不是

一般常識，因為從狂牛病疫區美國進口牛肉的可否成為輿論焦點故，說明於下。 
 長久以來，科學認知的傳染病是以核酸複製為基礎的病原繁殖傳播為必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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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而不具細胞結構的病毒，或病原菌細胞的致病傳播機制都是如此。但是，狂

牛病的病原卻是被認為絕對不能自行複製的一種稱為「普利昂」(prion)（以「具
有傳染性蛋白質因子」之意而命名）的蛋白質。原來普利昂的原型是普遍存在於

動物細胞膜上的一種蛋白質，當然不具致病性。致病性普利昂的一級結構與非致

病性普利昂相同，但是兩者的構型（三級結構）卻完全不同。非致病性（原型）

普利昂容易受蛋白酶的水解作用而消失，但是致病性普利昂卻與毛髮蛋白質(稱
為keratin)一樣，抵抗大多數蛋白酶的水解作用。不但如此，普通的高溫滅菌處
理也不能消除其特有的構型；換言之，一般的食品加熱調裡不能消滅致病性普利

昂。很麻煩的是，蛋白質構型不同是物理現象而不容易以化學分析方法鑑定。生

物科學性的免疫學方法是認別蛋白質一級結構中的「免疫性決定區域」(epitope)
的技術故，也不能辨別一級結構相同而構型不同的兩型普利昂蛋白質。換言之，

在海關查驗過程中，要立即檢驗出牛肉產品中，有否致病性普利昂存在幾乎是不

可能任務。 
 這一種以普利昂為病原的疾病，於1920年分別由Creutzfeldt及Jakob兩氏報
導，故被稱為Creutzfeldt-Jakob症（庫賈氏症）。多年來的調查顯示，此症的全
球發生率大約為人口的一百萬分之一。但是，在南太平洋的巴布新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有吃死者屍體為弔念亡魂風習的民族，類似庫賈氏症的疾病（稱為
kuru）發生的頻率特別高。並且，因為男人只吃肉體而發病者少，吃腦脊髓的女
人與小孩發病者多，與庫賈氏症的病徵呈現於腦部組織的變化一致，顯示病原集

中於腦神經中軸組織。 
 到了1980年代，英國發生狂牛病。隨後英國的庫賈氏症也增加。經過幾番爭
議，最後，牛的普利昂可傳染於人成為定論，而由牛傳人的普利昂病稱為新庫

賈氏症或新普利昂病。  
 有關致病性普利昂如何產生並傳播，還沒有定論，但是侵入於體內的病原普

利昂會以級數式增加，最後侵害腦細胞而致死是有定論。有一種想法是，食用罹

患動物食品帶入的、或由傷口侵入的致病性普利昂蛋白質，與人體細胞膜上的正

常普利昂蛋白質接觸後，可令其改變構型而轉換為致病性，因而連鎖擴大傳染作

用。病徵呈現的部位在腦神經中軸系統，產生以致病性普利昂蛋白質的聚合體為

核的斑節體與空洞，呈現海綿狀病變，所以也被稱為傳染性海綿狀腦症。不同

動物的普利昂蛋白質結構相似但不相同。羊有羊類間傳染的普利昂病（稱為

skrapie），但是該病不傳染於人。不幸的是牛的普利昂病會傳染於人。此病的潛
伏期有幾年之長，目前還沒有治療法，發病難免一死，此為狂牛症令人聞之色變

的原因。明確被診斷此新普利昂病的死亡人數，到目前為止，二十多年來全球只

有約兩百位，所以雖然發病就是絕症，其流行度不高。 
 以另一種說法簡述普利昂病的傳播，如下：具有致病性構型蛋白質的高度穩

定性，以及一級結構相同、但是三級結構（亦即構型）不同的善惡兩型蛋白質相

遇後，善者被惡者誘導改變為惡者，就是普利昂蛋白質成為傳染病原的理由。 
 觀察自2009年10月開始，有關開放美國牛肉進口的輿論後，作者非常想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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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是，2009年10月底，根據官方說法，連續八十年每天吃四英兩美國進口帶骨
牛肉，發生新普利昂病的機率只有千億分之2.7。對於此一潛伏期長、病原鑑定
難、研究歷史短、又有一百萬分之一機率的老型普利昂病重疊存在的條件下，做

出此一預估的數據與計算方法是什麼；又千億這一數字相對台灣二千三百萬人口

的意義是什麼。 
作者相信，如此重要全民健康相關數據，不能只說結果而是必須發表如何獲

得結果的全部過程，才能讓民眾信服。 
 

5.3.2.2 蛋白質的消化吸收與營養 

5.3.2.2.1	 先水解後吸收	 
食物中蛋白質的主要來源為魚產與畜產等動物性食品與主食的穀類，大都經

過烹煮變性之後供於食用。烹煮變性之後當然所有酵素蛋白質都失去其生化功

能，但是比原態蛋白質較容易接受消化器官所分泌「蛋白質分解酵素」(protease)
的作用，亦即煮熟的比生的蛋白質較容易消化。 
植物性食物中，豆類富有蛋白質；東方人古來多食用的大豆，其重量的四成

是蛋白質，成為素食人的主要蛋白質來源。蛋白質的消化，在胃部胃酸的酸度下，

能發揮作用的一種酵素作用開始。通過胃部之後，主要由胰臟分泌於小腸的一些

酵素的催化作用，進行階段性連續水解為胺酸之後被吸收進入血液循環系統。 
 

5.3.2.2.2	 醣原性與酮原性胺酸	 

胺酸代謝的最重要步驟，是氨(NH3)的移除(deamination)或加入(amination)的
反應。我們的身體內有將胺酸去氨後，將留下的部分代謝轉換的能力。有一類的

胺酸能轉換為醣類，稱為醣原性胺酸(glycogenic amino acid)，另一類不能轉換
為醣類而產生「酮」化合物（等同於脂肪酸），稱為酮原性胺酸(ketogenic amino 
acid)。前面已經提到，沒有醣類的代謝，油脂的代謝不可能圓滿進行。所以，假
如主要能源營養素醣類的代謝不順利時，蛋白質亦可取代醣類在代謝作用中的角

色，但是就蛋白質食品的價格較昂貴，又身體必需將胺酸分解代謝所產生有毒性

的氨，合成為無毒性而水溶性大的尿素型態後排泄於體外，都是能量需求很大的

過程，對身體加重很大的生理負擔。所以，少吃主食，貪吃肉類以滿足口福，並

不是聰明的飲食方式，而醣類代謝異常的糖尿病患，主要的生存策略在於配合醫

療與膳食的調控，維持醣類的正常代謝為要。 
 

5.3.2.2.3	 不可缺胺酸	 

一些胺酸可以由另一種胺酸轉變而得，例如氧化苯丙胺酸得酪胺酸（兩種分

子組成只差一原子氧）。有一些胺酸可以醣類代謝物為原料合成而得，例如檸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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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循環的兩種中間物分別是天冬胺酸與麩胺酸的前體。但是，有一些胺酸是人體

內不可能自行產生而必要依賴攝取食物補充者，稱為「不可缺胺酸」

(indispensable amino acid)或「必須胺酸」(essential amino acid)。必須胺酸的種類
依動物種類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認為人類有八種。主食穀類麥與米都比較缺

乏必須胺酸的一種離胺酸(lysine)，所以副食必要注意乳製品與魚肉的攝取，假如
是素食則豆腐是必須選項。 
必須胺酸以外胺酸的攝取也重要，有兩項理由。第一，所有胺酸都是蛋白質

的必須構成份。第二，有一些非必須胺酸以另一種必須胺酸為其「前驅物」在體

內轉換而成。假如不攝取該非必須胺酸，會增加「前驅物」必須胺酸的需求量而

增加缺乏的機會。 
 

5.3.2.2.4	 蛋白質的營養品質	 

動物的營養需求上，最容易發生營養不良的營養素是蛋白質。因為組成蛋白

質的胺酸種類多，又有必須胺酸的限制，攝取與需求間的平衡是一大問題。因此，

在比較貧窮的開發中國家，蛋白質缺乏的營養不良相當普遍。 
生物物種類緣關係越近，其雷同功能蛋白質的組成越相近，是故，不但是因

為肉類比豆腐較為美味，就我們利用食物蛋白質為建構我們身體構成份蛋白質的

效率而言，肉類蛋白質有大豆蛋白質的1.4倍，亦即草食動物的蛋白質經過其動
物性代謝作用，已經將植物蛋白質轉換為接近人類身體蛋白質的特性，也就是

說，動物蛋白質比植物性蛋白質的營養品質高。在台灣發展的素食，處處都以葷

食的味道與形狀為模擬對象，也可以瞭解大眾偏好葷食的心理。 
 

5.3.2.2.5	 過敏性	 

蛋白質是對人體引起免疫反應物質的一種，而過敏反應是免疫反應的一種。

免疫反應是免疫物質被免疫細胞認知為免疫物質而產生的細胞反應。人體腸道具

有防制有害細菌侵入人體的免疫機制，其中之一是腸壁上的淋巴組織。有一些蛋

白質，會對一種體質的人的腸壁免疫組織作用，引起過敏性免疫反應；螃蟹類含

有的蛋白質有此性質，又因其鮮度低時會產生過敏物質組織胺(histamine)，兩者
同時作用容易出事，是喜歡吃螃蟹的人必要注意的事實。又因為個人體質不同，

會使人對某一些特定食物或環境因子產生過敏性反應，假如無法自行判定加以防

範，便應該就醫檢驗。 
 

5.3.2.3 蛋白質營養價的評估 

 蛋白質是生物體內存在最多的含氮物質，因此，以生物體的含氮量代表蛋白

質含量，已在前面說明過。 
營養學上評估蛋白質營養品質指標，被採用最多的稱為蛋白質生物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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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in biological value)。測試在一定期間內所攝取食物、排放的尿液及糞便中
的氮量，計算所被留存於體內的氮量對攝取量的百分比數，就是蛋白質生物價。

此一指標的基本概念是「氮平衡」(nitrogen balance)。將動物體看成一個蛋白質
代謝反應器時，食物所含氮量代表蛋白質輸入量（Ni），糞便中的氮量代表食物
中不被代謝吸收的蛋白質、加上消化管內衰亡細胞來源的蛋白質總量Nf)，而尿
液中氮量代表來自體內代謝作用被分解消耗的蛋白質量Nu)。Ni─Nf─Nu＝0
時，表示被吸收的蛋白質，足夠於身體的需求而維持氮平衡，是正常成年人的營

養情況；假如是正數時，表示身體在長大，是成長期應有的情況；假如是負數，

表示蛋白質攝取量不足於維持身體的營養需求，亦即營養不良。 
測量一種蛋白質生物價的動物或人體試驗，必要滿足以下條件：第一，測驗

對象試樣以外，不含有其他氮化合物；第二，必要以含有同等熱量的無蛋白質試

樣進行對照試驗，以求沒有攝取蛋白質的條件下，維持生命所必要的蛋白質消耗

量。 
普通以被認定品質最好的牛奶蛋白質或雞蛋蛋白質為對照，與欲檢測的蛋白

質同時進行試驗，然後以對照物的生物價為1，計算試樣蛋白質生物價的比數。
有標準樣品的對照實驗結果較可靠，而結果以無單位的比值表達，與單項試驗者

以百分比表達者可分別。由於組成植物體的蛋白質胺酸種類比率與組成動物體蛋

白質者大都有相當大的差異，又有較低的消化吸收率故，在人類的營養上，食用

植物蛋白質時，被吸收的胺酸合成為蛋白質的量少而被合成為尿素的量多，顯示

營養效益不及牛奶或雞蛋蛋白質。以最好的豆腐蛋白質而言，生物價也只有

0.74。雖然如此，以大豆為主要蛋白質來源的素食，如攝取量足夠，仍可維持人
類營養需求。 
 

5.3.2.4 畜牧業是不經濟的蛋白質生產方式 

 所有的植物都可以無機原料合成所有必要的蛋白質，不像動物有一些胺酸必

要依賴於其他生物的供應才能維持生命。所有生物種的所有蛋白質，其組成胺酸

種類都相同。所以，理論上，動物只吃植物就可以活下去。但是，地球生態系內，

有草食、肉食與混食性動物的進化。食性的不同，導致消化器官功能的進化有所

不同；其最明顯例子見於牛的反芻胃，而反芻動物是最耐粗食的家畜。 
家畜的飼養，有量測飼料效果的指標，稱為飼料效率(feed efficiency ratio)

或換肉率，是增加一公斤體重需要的飼料公斤數。飼料效率依配方、家畜種類及

成長期的不同而不同，成長中期的豬隻有效率好到2的報導，似乎畜牧業並不消
耗太多農業資源。但是，要注意的是，動物體重的三分之二是水分，飼料的水含

量只有十分之一。所以，以無水物計算，生產不含水豬體1/3公斤，需要1.8公斤
的無水飼料，或是一公斤需要5.4公斤飼料。肉牛的飼料效率在8 與9之間，雖然
其可消化營養素含量低於養豬飼料，可見，不計算飼養的其他耗費，單就生質

(biomass)的轉換而言，效率都很低。這是有團體以「減少碳排放」的立場，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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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一天素食的主張的理由。 
 

5.3.2.5 不同動物的氮排泄機制 

 胺酸分解代謝的第一步驟產生的氨，被排出體外的形式，依動物胚胎發育環

境不同而有不同機制的進化。氨對生物的毒性高，水溶性也高，不能在體內滯留。

水棲動物如魚類都是卵生，因為以卵膜包圍的胚胎，可輕易將氨釋放於環境水

體，經過迅速擴散稀釋，不會對發育中的胚胎發生毒害。陸棲卵生動物如鳥類，

所生的卵是有外殼的蛋，所以不能直接以氨作為其排泄形式，不然，在蛋殼內發

育的胚胎會被氨毒死。所以，鳥類以不溶性的尿酸作為氮的排泄形式。鳥類的排

泄物，不像哺乳動物有大小便之分；雞糞中的白色物質就是尿酸。尿酸與核酸的

分解代謝產物的一種有相同化學結構。人類有核酸分解代謝量過多，在體內累積

不溶性尿酸於關節，呈現難於行動的「痛風」（尿酸過多症）。 
 胎生動物的胚胎透過胎盤寄生於母體子宮內。胚胎的代謝作用產生的廢物，

都要透過母子血液間的滲透交換作用移除，因此在胚胎內產生的氨，被合成為分

子量小而水溶性很高且無毒性的尿素，移進母體的血液內，與母體的尿素一起排

泄於體外。 
 動物的氮代謝機制都雷同，只是處理最後廢棄物氨的排泄方式，有排氨

(ammonotelic)、排尿酸(uricotelic)、排尿素(ureotelic)三類的分化。 
 

5.3.2.6 腸內微生物 

 牛的反芻胃是非常典型的「生物共棲反應器」。不但是牛體分泌的消化酵素

在作用，還有共棲於牛胃內的微生物協助消化作用，增進飼料的營養效果。消化

管貫通體內，但是，實際上食物通過的空間是體外。動物的營養物也是微生物的

營養物，所以屬於體外的消化管內，有很多微生物棲息於其中。隨着糞便排放於

體外的微生物細胞數目不計其數。這等微生物在寄主動物的消化管環境內被馴

養，無害微生物佔有生態優勢，又有腸內免疫系統的防備，不但無害，還有在牛

胃中協助消化的作用。人體內的一些微生物生產的維他命B12，被寄主的人體吸

收利用，免於因該維生素的缺乏產生一種惡性貧血症，是非常顯著的實例。在抗

生素的服用比較不節制的年代，因腸內微生物受到抗生素的干擾而改變生態，發

生惡性貧血症的問題成為生化課堂的教材。目前台灣流行的服用乳酸菌製劑，有

益於腸內微生物生態系的調適，相當受到歡迎。 
 最近（2009年）有報導說，胖子與瘦子腸內細菌群落有所不同；胖子的細菌
群落有產生脂肪而傳輸給寄主的能力。雖然是以人糞添加於老鼠飼料進行研究所

得的結果，在人類成立的可能性高，腸內微生物管理的重要性不能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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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7 胺酸的發酵製造工業 

 日本人膳食的傳統調味料，除了鹽、糖、醋、醬油、味醂、味噌等直接使用

者之外，有以海帶（昆布，kombu）或柴魚(katsuo-bushi)，加水煮出鮮味當作湯
料的兩種。昆布的鮮味是麩胺酸一鈉鹽(monosodium glutamate，簡稱MSG)，1907
年日本人池田菊苗自昆布抽提物分離獲得結晶體，後來「味之素」公司開發由麵

筋的鹽酸水解物製造的技術，以「味之素」商標販售，到了1950年代才有使用糖
蜜為原料的發酵製造法在日本開發出來，不久台灣味全等味精公司都引進該技術

生產。目前，台灣資本公司的味精生產量是世界最大。 
 柴魚的鮮味與肉類的鮮味物質相同，是稱為肌核苷酸(IMP)的核糖核酸分解
物質。現在市場上有配合MSG與IMP及鳥核苷酸（GMP）的「超鮮味精」產品
上市。 
 麩 胺 酸 在 體 內 行 去 二 氧 化 碳 反 應 而 產 生 的 γ - 氨 基 丁 酸
(gamma-aminobutyric acid)，是腦組織所利用的代謝物，因此，曾經有多吃味精
會較聰明的說法，有不少父母將味精當作補藥，強迫兒女大量服用的故事流傳。

另一方面，在美國有相當多人說，吃添加多量味精的中國菜後，會發生頭部不舒

服的病徵（稱為中餐廳病症，Chinese restaurant syndrome）。 
麩胺酸是所有蛋白質中含量較大的成分，並且在整個胺酸代謝作用網路上，

擔任關鍵性功能，所以不應該會有因大量服用而變聰明的現象產生。至於中餐廳

病症的發生，可能與吃澱粉時，因澱粉必要經過慢速度的消化吸收而提升血糖的

衝擊小，吃葡萄糖時因立刻被吸收提升血糖的衝擊大，有相同的理由。中餐廳病

症並不很普遍，因此舉只有糖尿病人才有較明顯葡萄糖不耐性現象為例子，應可

明瞭麩胺酸對絕對多數的人並不是必要警戒的食品添加物。 
 以植物產品配合的動物飼料，假如增加離胺酸可提升飼料效果，所以，以發

酵方法製造離胺酸的工業，是味精工業之後興起的第二大胺酸發酵工業；味精以

人用為主，離胺酸則主要當作動物飼料添加物。 
 

5.4	 酵素蛋白質	 

 由於說明代謝作用之需要，在章節4.2.2已經做了簡單酵素功能的說明。 
因為一個遺傳因子（基因）的缺陷而缺乏一種酵素的遺傳性疾病，有人會產

生致命後果，也有人會產生長期生理障礙而短命，遭遇自然淘汰而不構成社會上

優勢人群，顯示一種酵素維持生命的可貴性。社會大眾已相當普遍認知酵素對生

命可貴的事實，因而以酵素為名的「機能性食品」有增加的趨勢。以消費者的立

場實有正確認知酵素為何物的必要故，在此設一項目，以蛋白質化學立場做進一

步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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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酵素的種類與功能	 

5.4.1.1 酵素的多樣性 

擔任生化反應的催化劑物質叫做酵素，雖然也有非常少數的核糖核酸(RNA)
能呈現酵素功能，我們所認知的酵素都是蛋白質。生物體內進行的生化反應非常

多樣。我們說明過的有加水分解、裂開分解、脫水合成、相加合成、氧化與還原

等，而在這幾類大範圍反應中，有不同類別分子的分解、合成、氧化與還原。又

以氧化與還原一類而說，有氫或氧原子的添加或去除、同時有否二氧化碳的參與

或去除等反應方式的不同。這等反應可在非常溫和條件下進行，都是因為有效率

很高的「催化劑」酵素存在之故。 
 

5.4.1.2 酵素的命名 

酵素催化反應的對象物質稱為基質(substrate)。因為對一種基質的一種反應
型式，就有一種酵素的存在故，基質與所催化反應型式的名稱連結之後，加上「 」

（英文名加語尾-ase）一字以命名酵素。例如，蔗糖合成 (sucrose synthase)是以
叫做UDPG的活化型葡萄糖化合物及果糖為原料，催化合成蔗糖的酵素。英文名
中，合成(synthesis)只取語根synth而加上ase，成為synthase。 
 

5.4.1.3 酵素分子的活性區域 

酵素催化反應的能力，來自酵素分子表面的構型與基質立體結構間的互相認

知產生的親和力。酵素分子表面認知基質的部位稱為「活性區域」(active site)；
假如有兩分子基質互相反應，就有兩個鄰近的活性中心(activity center)構成一個
活性區域。水是酵素反應進行的自然媒體，因此，加水分解反應的催化酵素不須

要對水有特別親和力的活性中心。 
 

5.4.1.4 酵素特異性 

雖然酵素蛋白質都是分子量一萬到百萬單位的巨大分子，其活性區域所認知

的對象分子的面積有限。以胰臟分泌的一種蛋白質水解酶(protease)、胰蛋白酶
(trypsin)的作用而言，只對 鏈中，兩種鹼性胺酸「離胺酸」與「精胺酸」的CO
端形成的 鍵有作用。這一種精準辨識蛋白質一級結構的能力，對於蛋白質結構

研究，提供非常有用的工具。另一類精準辨識去氧核糖核酸(DNA)鏈上的片段一
級結構的核酸水解酶（稱為核酸限制酶，restriction enzyme），是分子生物學上，
建立遺傳工程技術的不可缺因素。酵素認知基質化學結構的性質，稱為酵素特

異性(enzyme specif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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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酵素的鑑定	 

5.4.2.1 酵素活性測定 

雖然酵素分子的種類非常多，因為有催化反應的特異性，可以測定反應物質

量的變化（單位時間內特異性基質的消耗量或產物的增加量，亦稱酵素活性測

定）而予以判定一種酵素的存在以及存在，其在某一種條件下的穩定度，或經過

某一種處理前後的酵素量的變化等。因為分離純粹酵素蛋白質是相當困難的工

作，商業上酵素製品的買賣不以酵素蛋白質的重量計價，而以酵素活性量為基

準。所以，對一種酵素都要設定標準活性測定法與活性單位的定義，不然在研究

成果的比對或商業行為都會有各說各話的問題發生。 
 

5.4.2.2 酵素活性呈現的適當條件與酵素的變性 

酵素活性並不是可永久維持一定，會受到環境因素的影響而衰退。因為維持

認知基質立體結構的構型是酵素作用的基本要求，每一種酵素都有發生作用的

「適當條件」。雖然有催化劑的功能，酵素催化的反應也與一般化學反應一樣，

較高溫度下的反應速度較快。但是，可以提升反應速度的溫度範圍非常有限，因

為高溫會增加分子的運動速度與分子內原子的震盪而增加構型的不穩定性，使酵

素分子較容易失去催化功能。在前面已經說過，蛋白質構型的破壞稱為蛋白質的

「變性作用」(denaturation)。換言之，變性的酵素已經不是酵素，而其生化功能
與非酵素蛋白質相同。 
溫度之外，影響酵素功能的另一種因素是pH。酵素活性中心由一些可以離

子化的胺酸組成時，其離子化狀態決定催化功能的呈現，而反應環境的pH是決
定離子化狀態的因素。酵素呈現最高催化反應速率的溫度與pH，稱為「適宜酵
素反應條件」(optimum enzyme reaction condition)。很多種酵素都在人類體溫(37
℃)與體液的pH(7附近)為適宜反應條件，但是也有在胃酸的極端酸性條件下才能
發揮蛋白酶效用者(胃壁細胞分泌的胃蛋白酶，pepsin)。 
在前面也有提到，激烈搖動產生泡沫時蛋白質也會變性，是因為在泡沫的薄

膜產生的張力會拉開蛋白質的構型。因此，在實驗室以沈澱劑獲得的固態酵素，

要以溶劑溶解時，不能以震盪方式處理，而以吸管反覆吸入與吹出溶劑與酵素沈

澱的混合物，直到酵素溶化為止。 
自然界有稱為「熵(entropy)增加」原理。其意是「表達一個體系所具有『亂

度』指標『熵』，有自然增加的趨勢」。蛋白質的構型是有高度規律的結構體系，

「時間經過」增加其亂度而導致活性的衰退，符合這一原理。所以酵素製品的品

質保證，必要註明「有效期限內的活性單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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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3 影響酵素活性的化學因子 

酵素活性受到上列物理條件與pH影響之外，也有協助因子、阻礙因子
(inhibitor)、活化因子(activator)等化學影響因子的存在。協助因子稱為輔酵素
(coenzyme)，在維生素的部分將有詳細說明。有還原基-SH構成一種酵素的活性
中心時，含-SH基的胺酸半胱胺酸的存在，可保護該酵素的活性，就是說半胱胺
酸是該酵素的活化因子。反過來，汞離子與-SH基結合而令其失去功能，是該酵
素的阻礙因子。現在很流行的健康食品紅麯製品，是因為其中稱為monacolin K
的一種色素，是合成膽固醇反應鏈中的一種酵素的阻礙因子，因而攝取它有降低

內生性膽固醇的作用。 
 

5.4.3	 微生物與酵素在食品業、醫藥業與工業的應用	 

 在自然界的物質循環部分說明過，微生物擔任動植物死亡後，將其遺體分解

為二氧化碳、氨、硫化氫、磷酸鹽等簡單分子，回歸於生物物質循環基層的「清

道夫」工作。假如沒有這等微生物進行物質循環的工作，生物圈不可能存在。此

種過程的運作，主要靠的當然是微生物中由許多酵素組成的代謝作用，但是動植

物體所含有酵素，在死亡初期也會發生叫做「自家分解」(autolysis)的作用。換
言之，生物界的物質循環依靠的是所有生物的酵素作用的整合。當然火災或

火葬的生物體燃燒是另一類物質循環作用，不是本書的考慮範圍。 
 微生物雖然有黴菌、菇菌類等用肉眼可以看到，瀰漫於自然界的很多種細菌

類是不用顯微鏡就觀察不到的微小單細胞生物。菌類之中有引起疾病的病原，也

有引起食物腐敗的菌類，但是也有很多是有益且可利用於農業與食品業。人類利

用生物的自家分解與菌類的發酵功能，作為食品加工的工具，在顯微鏡尚未發明

無法觀察多種微生物的存在之前，已經進行很久，可以說與農業的建立一樣歷史

悠久。以下分段舉例予以說明。 
 

5.4.3.1發酵 

 

5.4.3.1.1	 自然發酵	 

在一種自然環境中，生物間有生存空間的相容與相排擠現象。於是，相容的

生物構成社群，互相交換物質與環境利益，和諧共存，這是不同生物構成生態系

的基本原理。有趣的是，生態原理在古老的食品加工技術的發展過程中，有非常

重要的貢獻，葡萄酒的釀製是最有代表性意義的例子。因為有酵母菌以葡萄果實

外皮為最佳寄生地的生態現象，只需將葡萄果實搗碎即可釀出美酒。台灣地方特

產、芥菜發酵成為酸菜（俗名鹹菜），亦是利用寄生於芥菜的乳酸菌的發酵產物，

其爽口酸味成份是乳酸菌發酵醣類產生的乳酸。利用自然生態者大都是所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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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技術；為保證產品品質而以人工接種有用微生物於加工物是現代食品加工技

術；但是，無論如何，都是依靠微生物代謝系統一連串酵素功能而達成加工目的。 
因為微生物都有細胞壁與外界隔離，所以，假如缺乏如葡萄糖的小分子做為

基質物質，就會分泌分解大分子基質（如澱粉）的酵素於細胞外，產生水溶性基

質而輸入於細胞內後，才有細胞內酵素發生功能，進行發酵過程。所以，微生物

學成立之前，所有微生物的利用技術，都經過很長時間的試行錯誤才完成的。 
 

5.4.3.1.2	 發酵工業	 

現代發酵工程是在一個發酵反應器內，實現一種微生物與其生存所需物料間

的單純生態系，予以合理運作的技術。其基礎是對微生物生理的了解，並把握微

生物生長過程中物質代謝的動態，以環境調控技術獲得最高收量的發酵產物為目

的。 
酒類的製造是大家最熟知的發酵工業。抗生素的發酵製造是以二戰期間「盤

尼西林」的發明與製造為開端，現在已經成為很大的產業。台灣最大的發酵產業，

除了酒類製造之外，是味精產業。 
生產量最大的酒精飲料是啤酒，全世界包含台灣，皆是如此。依包裝前是否

經過加熱滅菌處理，而有熟啤酒與生啤酒之分。以前的生啤酒只以沈澱法去除大

部分酵母故，還有活酵母存在。所以，出廠後必須以低溫保存且只有幾天的有效

品質保證期。現代的啤酒釀製使用「超過濾」(ultrafiltration)技術，將酵母菌與大
分子酵素去除，使得即使不加熱滅菌亦可出產包裝後維持生啤酒風味半年到一年

的產品。假如要品嚐含有生酵母的生啤酒，就得要親自參觀訪問啤酒廠。 
 

5.4.3.2 發酵食品與酵素之食品加工利用 

發酵食品的製造，是利用食品原料本身，或發酵微生物的酵素作用的食品加

工法。這等食品的最後製造過程都以加熱滅菌法，使產品的品質穩定而包裝販

售，所以一般包裝的發酵食品不會有酵素功能。 
一般食品加工與烹飪所用溫度，都會使食品含有的酵素變性故，假如要吃有

功能的酵素，沙拉與鮮果是最好的選擇。即食泡菜的製造是利用蔬果本身的酵素

作用的加工法。但是長時間的鹽漬加工如酸菜的製造，都會有微生物的酵素作用

參加。 
大豆的發酵食品很多，如醬油、豆豉、甜麵醬、味噌、豆腐乳等。豆腐乳的

製造法有兩種，雖然都是以風乾部分脫水的豆腐為原料。一種是接一種根黴菌

（Rhizopus）於上，等到表面被長白菌絲覆蓋後，壓倒菌絲成為一層覆蓋膜，浸
漬於鹽水內，利用根黴菌的酵素發酵而成。另一種是製作與醬油前發酵期相同的

豆醬作為發酵豆腐乳的酵素來源。兩種作法，可以靠是否有豆醬混合其中來分別。 
在煮熟的大豆上培養活菌供食用的是日本的納豆。納豆菌是一種「枯草菌」。

古時候製造納豆，以乾燥的水稻稈作為接種納豆菌的材料。納豆的日本發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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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to，而自納豆製品可分離一種作用類似尿激酶(urokinase)、可分解凝血蛋白質
的酵素，稱為納豆激酶(nattokinase)。因為納豆是日本特有的發酵食品，而日本
人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頻率低，因此，吃納豆的食文化與此一事實被扯上關係。 
尿激酶必要注入於血液中才有分解融化凝血塊的作用，但是，納豆激 似乎

經口攝取也有與注射的尿激酶相似的效益，只是醫學上，以預防循環系統病變為

訴求而不以治療為目的，因為消化系統內，分子量三萬三千的納豆激酶蛋白質分

子，不經過消化分解被吸收，進入血液循環發揮酵素作用，是比較難以接受的事，

雖然也有人相信口腔黏膜會吸收微量蛋白質進入循環體系。但是，一般相信，吃

入消化管道有用的酵素，只有幫助消化作用的蛋白酶(protease)、脂肪酶(lipase)
與澱粉酶(amylase)等。 
乳製品之中含有的乳糖，其消化吸收需要由乳糖酶水解為葡萄糖與半乳糖。

新生嬰兒大都不缺乏乳糖酶的分泌能力。但是，假如在成長過程中，不持續保持

消費乳製品的習慣，可能失去分泌腸內乳糖酶能力。這是東方的成人與老人有不

少「不耐乳糖」人群存在的理由。利用得自菌類的乳糖酶處理牛乳水解乳糖，

可讓不耐乳糖的人也可享受的鮮乳。在美國不耐乳糖的人口集中於黑人，經乳糖

酶處理牛乳的上市普遍。可悲的是，乳糖酶處理牛乳技術剛被開發時，台灣也曾

有這一類牛乳上市，但是現在已完全消失，這也應該可以說是一種族群歧視行為

吧。 
從酵母分離酵素的工程上，將乾燥酵母以滾球磨（ball mill）磨壓後，加水

在60℃加溫時，受傷的酵母細胞發生自家分解，將細胞內酵素釋放於水中，可作
為製造很多種酵素的原料。假如防止雜菌的侵襲而繼續自家分解作用，便可獲得

一種調味料。 
偶然會看到標示「酵素」的商品。假如是液態的瓶裝品而有效期超過一星期，

相信該產品不會有活性的酵素存在。理由很簡單；瓶裝可長期保存的液態物，必

要經過滅菌操作，而現在不令酵素失去活性的滅菌技術並不存在。假如該產品是

固態並且明確標示酵素種類與活性單位，便可相信與乳酸菌錠劑一樣是酵素製

品。 
 

5.4.3.3 植物性食品用酵素 

食品加工利用的植物來源酵素，主要有加水分解澱粉的澱粉酶(amylase)及加
水分解蛋白質的蛋白酶。發芽的穀類都有這一類酵素的產生。尤其是麥芽是糖化

澱粉以釀製啤酒及威士忌原酒，以及製造麥芽糖而有名。利用發芽穀類加水分解

澱粉為甜料，是人類文化歷史中很早就被開發的技術。 
甘薯塊根的澱粉體內含有一種β澱粉酶；將原來不甜的甘薯加以烤熟或在水

煮的過程中，澱粉粒糊化成為β澱粉酶可作用的狀態，於是產生麥芽糖及稱為「糊

精」的分解度低的澱粉。假如先將水滾開後加入甘薯，則澱粉酶會很快變性而失

去活性故，煮熟的甘薯較不甜；所以，加入於冷水後慢慢加熱是煮甘薯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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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盛產的水果木瓜與鳳梨的果實都是有名的蛋白酶來源。鳳梨收成後的莖

部也是很好的蛋白酶原料故，其商品都以廢物利用方式的製程而得。市售的軟化

肉類用「嫩精」都是這一類植物性蛋白酶。 
在醣類的部分提過，將蔗糖加水分解為葡萄糖及果糖的等量混合物（稱為轉

化糖）時，甜度會提升二成。以酸加熱水解澱粉製造葡萄糖是很早就有的技術。

現在利用數種酵素完全水解澱粉後，再加以使葡萄糖轉換為果糖的酵素，可以製

造出轉化糖一樣產品，市面賣的「高果糖糖漿」(high fructose syrup)就是。因為
使用方便且價格便宜，取代蔗糖的比例相當高。 

 

5.4.3.4 食品以外的酵素利用： 

生活中使用的物品中，有含有酵素的洗衣粉。一般洗衣粉要去除的髒污物

成分是以蛋白質、澱粉與油脂為主，所以，加入蛋白酶、澱粉酶與脂肪酶於洗衣

粉，可以提升洗淨效果。但是，洗衣粉含有肥皂等有機洗劑，而這等物質都有變

性大都數酵素的作用並呈現鹼性（高pH值），因此，洗衣粉用的酵素必要具有
抵抗這等洗劑的性質。目前所用的洗衣粉酵素，都是利用微生物發酵法製造。 
目前使用酵素的量不多，但是種類很多的是醫學檢驗與學術研究部門。利

用酵素反應的特異性與靈敏性，配合自動化電子機器與資訊科技的發達，很多醫

學檢驗法已完全自動化。作者曾經參訪過日本橫濱一家醫學檢驗公司，利用宅配

物流系統，接受全國小醫院的醫學檢驗委託，一天完成十萬單位的檢驗報告，而

人工作業只有儀器管理，識別試樣的條碼已由委託單位備妥貼上，只需由工作人

員將試樣送入自動篩選機器，即可分類試樣、送入個別分析機器完成測驗工作。 
很多醫藥、食品、化工業及研究用酵素，都有「耐高溫」的需求。自然界中，

地熱帶與溫泉是尋找耐高溫微生物的地方。在高溫可以生存是因為催化生化作

用的酵素可耐高溫之故。現有很多耐高溫酵素的開發，都是利用這樣的自然環境

分離出來的菌類為原料。 
 

5.4.3.5 菌體與酵素之固定化技術：酵素反應器 

 雖然酵素是反應特異性高而在常溫都有高效率的催化劑，最大的缺點是，添

加於反應液後只能使用一次，不能回收再使用。除非是微生物在發酵槽內分泌於

細胞外，可廉價大量生產者之外，大都數有用酵素生產價格皆相當高。所以，循

環連續使用酵素的技術有很大的必要性。 
 十九世紀已經興起的化學工業，已經開發使用可溶性的和固態的兩樣化學反

應催化劑，而固態催化劑可回收再使用。有此經驗，將酵素固定於固態介質的技

術被研究便開始研發。作者的研究專長是酵素化學，於是，於1970年代受國家科
學委員會委託，主持「生物技術發展計畫」，而第一個工作就是「固定化酵素」

的研發。因為主持此一委託計畫的關係，學習到日本田邊製藥會社使用固定化酵

素反應器，合成天冬胺酸(「安賜百樂」的主成分)的技術、固定化酵素在非水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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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系統內的利用技術、固定化酵素反應動力學解析等，都是在當時的台灣屬於新

穎的科技。另一方面，判斷最合適於蛋白質固定化介質，應該是台灣自產的螃蟹

殼機丁質。於是，受台糖公司委託，研發了固定蛋白質阻礙物於螃蟹殼機丁質，

以特異性吸附作用，高度純化兩種豬胰臟蛋白 的技術，雖然獲得專利，因委託

單位未能建立原料供應鏈而沒有工業化。 
 酵素可固定於固態介質上，也可以以親水性膠體包埋於膠體分子網中。膠體

包埋技術可直接應用於發酵微生物的固定化而建立連續發酵反應器。 
 

5.4.3.6 酵素與信息受體蛋白質功能調制物質之醫藥用途開發 

 隨着生理化學研究的發展，人類病理的基礎生化學也逐漸被釐清與了解，因

此，有關控制酵素與生理信號蛋白質作用的藥物被開發利用於治療疾病之用。藥

物與蛋白質立體結構的互相對應是藥物發生功效的必要條件，因此，所謂「結

構生物學」(structural biology)成為開發新藥的利器。物理、化學、儀器與資訊科
學的發展，已經可以使用儀器演算，模擬蛋白質分子與藥劑分子間的互相作用，

對於醫藥的研究貢獻很大。 
 

5.5	 維他命與輔酵素 (Vi tamin	 and	 Coenzyme)	 

 生化與營養學上，維他命（亦稱維生素，兩種名稱都被普遍使用）被分類

為水溶性與油溶性兩大類。但是，以A、B、C、D、E、K來命名。A、D、E、
K是油溶性，B、C是水溶性，其中有一大群具有輔酵素功能的維他命，歸屬於B
類，稱為「維他命B群」。 
 在台灣，以前維他命被認定為藥物故，價錢相當昂貴；現在以食品管理，因

此，進口管理比以前單純，國內外價錢沒有以前的差距，所以由國外旅行帶回綜

合維他命製劑的風氣不再。因為維他命製劑的使用普遍，在台灣維他命缺乏的毛

病已經非常少見。所以，除了歷史上小故事與生化上功能之外，不多談維他命的

缺乏症。 
 

5.5.1	 輔酵素	 

一些酵素蛋白質分子上，具有以化學鍵結牢固結合的化學基團(chemical 
group)，做為特定化學反應與作用（如氧化-還原、電子輸送、氣體載運等）的功
能劑，稱為酵素的補缺分子簇(prosthetic group)。但是，有一些酵素卻需要某一
些特定輔助性分子做為外在的反應助手。這樣的外在性反應助手可提供協助於不

同酵素蛋白質的相同功能，稱為輔酵素(coenzy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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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維他命B1	 

日本人認為維他命B1是東京大學農藝化學科的鈴木梅太郎生化教授所發

現，但是發表方面被波蘭的Casimir Funk教授搶先，無法被公認為發現者，是一
大憾事。實際上，吃白米比吃玄米容易得到腳氣病(beri-beri)，而米糠含有治療
腳氣病物質，是研究東方飲食的西方生化學者也很早就注意到的現象。Funk的功
績不但是因為他是第一個分離，並且決定維他命B1的化學結構，而且營養學上的

維他命(vitamin)學說也是他所建立的。維他命B1是一種胺(amine)化合物，又因為
含有硫原子，其英文名將thio(硫)與amine（胺）結合成為thiamine。Funk將維持
生命(vita)的微量胺類營養素命名為vitamine，但是，後來發現維持生命必須的微
量營養素不一定全是胺類化合物故，將語尾的e去除，稱為vitamin。 
 維他命B1是動物不能生產的營養素。一般而言，要由植物性食物攝取（當然，

肉食動物吃草食動物，不會有缺乏問題），並且在食品調理上不是很穩定故，二

千年前醫書就有記載因缺乏而產生的病症。特別是吃生魚者，因為有分解維他命

B1的酵素存在，比較容易發生缺乏症。1954年，日本京都大學的藤原(Fujiwara)
等人報導，大蒜裡有一種物質與維他命B1結合，可將水溶性的thiamine改為油溶
性，不但能抵抗分解維生素B1的酵素，又可提升體內組織的吸收率，大幅度增強

其生化功能；他們將此新型維生素B1叫做allithiamine。日本武田藥廠以化學合成
方法製造類似allithiamine結構的有效物質，在台灣以商品名「合利他命」(alinamin)
販售。合利他命F是表示取代大蒜素與thiamine結合的物質，是以F為頭一字命名
的化合物。現賣的合利他命，雖然有A、EX、R、V等種類，都是為配方不同的
標記，基本成分維他命B1都是合利他命F。 
 腳氣病是末端神經障礙，也會導致心臟衰弱致死的嚴重後果。武田藥廠的合

利他命，是台灣的神經內科醫師喜歡開的藥劑，因為有改善神經障礙症狀的效用。 
 所有食物都含有維他命B1，但是量少。沒有精白化的穀類、肝、腎、心、瘦

肉都是很好的來源。 
 

5.5.3	 維他命B2	 

維他命B2的英文名叫做riboflavin，是一種呈黃顏色的物質。它的輔酵素形式
有兩種，簡稱為FMN與FAD。FMN是維他命B2與磷酸各一分子結合而成；FAD
則是一分子FMN與一分子腺核 酸(AMP)結合而成者。FMN與FAD都是擔任氧
化-還原作用，而在接受氫原子時，可進行一次一個氫原子的授受而完成一分子
接受一對氫原子的反應。特別是在檸檬酸循環中，介在於一次只能授受兩個氫原

子的分子與一次只能授受一個電子的分子之間（請看下面）做為橋樑。 
牛奶、肝、腎、心、蔬果都是維他命B2很好的來源，但是穀類比較缺乏。在

維他命製劑的使用不普遍的年代，台灣的營養調查結果發現，民眾有潛在性維他

命B2缺乏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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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維他命B3	 

又名菸酸(nicotinic acid)或菸酸醯胺(nicotinamide或niacin)；缺乏時會罹患糙
皮病(pellagra)，以玉米為主食者容易發生。菸酸是兩種擔任氧化-還原輔酵素NAD
與NADP的成分。名稱中的A代表AMP，而NADP比NAD有多一個磷酸基。NAD
與NADP都是一分子可授受二個氫原子的輔酵素。與FMN與FAD不同，二個氫原
子的授受都必要同時發生。 
酵母、肝、瘦肉含有豐富的菸酸；一般食品中含量雖低，大都可以滿足需求。 

 

5.5.5	 維他命B6	 

 維他命的化學名稱為吡哆醇(pyridoxine)，輔酵素型是吡哆醛磷酸(pyridoxal 
phosphate)，為胺酸的氨基相關反應的必要因子，亦對神經系統的代謝有不可缺
功效。因為需求量不大，又有腸內細菌可提供，少有缺乏症的發生。 
 

5.5.6	 泛酸	 

 泛酸的化學名為pantothenic acid，是輔酵素A的成分。輔酵素A是醋酸及高分
子脂肪酸的代謝所需要。蛋黃、腎、肝、酵母的含量高。 
 

5.5.7	 生物素	 

 生物素的英文名是biotin。在生物體內二氧化碳的活化反應需要生物素的參
與。一般飲食習慣之下，生物素的缺乏不會發生。但是要知道鳥蛋的卵白含有一

種使生物素的功能失去的蛋白質。這一稱為avidin的「抗生物素蛋白質」煮熟就
失去抵抗作用，因此不吃生蛋比較安全。 
 

5.5.8	 葉酸	 

 葉酸的英文名是folic acid。生化功能是當作不同氧化型態的只含一個碳原子
化合物擔體。一個碳基的加入是核酸合成所必需，而核酸合成作用最旺盛的是細

胞分裂不正常旺盛的癌細胞。因此，類似葉酸而可與葉酸發生競爭的「葉酸阻礙

物」被使用於癌症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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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	 肌醇	 

 肌醇(inositol)有九種異構體，其中有效的叫做myoinositol。雖然其生化功能
不清楚，人類細胞培養物如不添加肌醇便不能生長。分佈很廣，沒有發生缺乏的

可能性。 
 

5.5.10維他命B12	 

 含有鈷與磷酸，抗惡性貧血因子，最先由肝分離得到，但是現在以一種菌

（Streptomyces griseus）的發酵而製造。較多量使用對神經障礙有治療效果。非
常有趣的是維他命B12在小腸的吸收需要靠胃酸（就是鹽酸）及胃液中的一個成

分（稱為內源因子，intrinsic factor），而惡性貧血的發生不一定是維他命B12的

攝取量不足，而是內源因子的不足導致的吸收不良。腸內微生物產生的維他命

B12亦可為人體吸收利用。以前抗生素被濫用的年代，因為口服抗生素將腸內有

益的維他命B12菌消滅而發生惡性貧血的病例不少。 
 在動物體內可以找到三種含有維他命B12的輔酵素。已知的參與生化反應有

兩種。但是這兩種酵素反應與惡性貧血及神經障礙的生化關係尚不清楚。 
 

5.5.11維他命C	 

大航海時代，因長期航海而缺少新鮮蔬果的攝取，水手患壞血症死亡，是歷

史見證的事跡。但是，同船上老鼠卻不會發生同樣病症。現在已經知道，老鼠能

以葡萄糖為原料，自行產生維生素C，人類卻缺乏此一能力。有一位諾貝爾化學
獎得主曾經說，維生素C的多量攝取可預防感冒，卻被醫學界否認。也有人說，
維生素C的還原性，因為在試管內可抵抗皮膚色素細胞內，產生皮膚色素的氧化
作用故，可抗日曬的膚色加深作用；是否如此，作者不敢保證，因為即使大量服

用維生素C，血液中的濃度不會到達試管內有作用的濃度；人體內條件與試管內
反應條件不同，無法任意調整反應物的濃度。唯一可以保證的是，攝取超過需要

量的維生素C不會有害，因為超過身體需要量都很容易從尿液中排出體外。 
所有的維他命中，價格最便宜的是維生素C，因為很容易可以人工合成製

造。曾經有以「可以美白皮膚」為賣點而有一錠一克重的「愛喜」（High C）上
市。吃愛喜皮膚會變白的迷思，經過一陣子的流行已經退燒，但是，現在有很多

飲料以維他命C作為酸味料，就是因為不需太多本錢便可以用「健康」為賣點，
在消費者立場沒有理由反對。 
台灣盛產水果而價廉，水果是最好的維生素C來源。作者認為享受水果有補

充維他命C利益外，還有吃食物纖維的優點故，應該要養成每天吃水果的習慣。 
以上說明的是水溶性維他命。以下介紹油溶性維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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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2	 維他命A	 

 維他命A是一群類似的化合物，其生理功能有：（1）維護表皮組織的分泌
性。缺乏時，表皮變成乾燥而粗糙，對外來菌類的防衛功能下降。(2)在視網膜
上與一種蛋白質結合，構成眼睛的感光物「視紫質」(rhodopsin)，所以，缺乏時
會發生夜盲症。(3)具有抗氧化作用及促進免疫功能。 
 雖然動物才有維他命A，在植物界普遍存在的胡蘿蔔素類(carotenoids)在動物
體內可轉換為維他命A，尤其是叫做β胡蘿蔔素（β-carotene）者，一分子可轉
成兩分子維他命A。 
 維他命A的食物來源有肝與牛奶等動物性食品。胡蘿蔔素類是所有植物的光
合成作用器官綠葉中存在的黃顏色色素，又呈現黃色的非光合成組織（如胡蘿蔔）

中都存在故，有顏色蔬果都是很好的維他命A來源。 
 所有油溶性維他命的吸收都要與油脂的吸收一起進行，所以需要有膽汁的分

泌。因此會有因消化器官功能的不全而產生缺乏的現象；又，不像水溶性維他命

B群與維他命C，攝取過量的油溶性維他命A，不容易隨着尿液排出於體外而會產
生毒性故，不可不小心。 
 

5.5.13維他命D	 

 維他命D也是動物才有的一群固醇類(steroid)化合物。其功能是增加鈣與磷
酸的吸收，並促進骨頭的鈣化作用(calcification)。缺乏病症是佝僂病(軟骨病)。
人類皮膚含有接受陽光照射就轉變為維他命D的物質。是故，十九世紀之前，佝
僂病多發生於日照少的地方，如英國倫敦，是以前學習生化時會聽到的故事。作

者小學時代，學校給學童餵食魚肝油，是當年的政府以補充維他命A與D來協助
學童成長的美意，但因難以下嚥，並不受歡迎。 
 

5.5.14維他命E	 

 維他命E另名生育醇(tocopherol)，有幾種同效異構物存在。缺乏時，雌鼠會
產生胎兒不發育而被吸收消失，雄鼠則會產生造精組織退化而失去生殖能力。對

人類有預防老年神經障礙功效，但是缺乏會不會發生與生殖相關障礙並不清楚。

維他命E的化學特徵性質是具有很強的還原性，可為細胞器官粒線體內電子流動
的媒介物，又可有效清除細胞內有害自由基等氧化物質，也可以利用為加工食品

的抗氧化劑，以防止油脂與維他命A等富有不飽和雙鍵物質的氧化酸敗。維他命
E商品都是由麥芽油分離製造。牛奶、雞蛋、瘦肉、穀類、蔬菜都是好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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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5維他命K	 

維生素K是化學結構屬於萘醌(naphthoquinone)的一類化合物。一分子醌
(quinone)化合物接受二個氫原子成為「氫化醌」(hydroquinone)的可逆反應，參
與粒線體內與ATP合成反應連結發生的氧化還原鏈，可見其重要性非常大。維他
命K為人所知的生理功能是，為肝臟中「凝血 原」(prothrombin)的合成所需要。
缺乏會引起血液凝固遲緩。維他命K的食物來源普遍，且腸內細菌所合成者亦可
為宿主利用故，不易發生缺乏現象。 
 

5.6	 核酸的營養意義	 

 核酸是所有生物皆必須的基礎物質，而其合成與個體及群體的生命延續有絕

對的必要性故，假如有必須營養素的攝取，就能自行合成，沒有自外界攝取核酸

物質的營養需求。但是，食物來源的核酸，在一些人會造成痛風症(gout)。下一
章有比較仔細說明核酸的結構與功能章節故，在此只言及痛風與飲食的關係。 
 核酸含有兩類共五種、稱為核鹽基的含氮環狀物質；一類稱為嘌呤

(purine)、另一類稱為嘧啶 (pyrimidine)。在動物排泄氮代謝物的部分說過，以
帶蛋殼的卵繁殖的動物，都以水不溶性的尿酸形式排泄。核酸含有的嘌呤鹽

基，被代謝產生的尿酸，在骨關節及鄰近組織結晶，不但發炎又妨害運動性能，

就是痛風。痛風又名富貴病，因為自古以來多發生於享受美食的富有族群。 
 現在已經知道，飲食習慣（多喝酒、特別是含有多量酵母物質的啤酒、多吃

內臟與魚肉類及少吃蔬果類）之外，遺傳體質與痛風症的發生有關。植物種子也

含有相當豐富的核酸以應付傳宗接代的需求故，大豆產品也列為痛風症的禁忌食

品。 
 

第六章 	  遺傳的生物化學 	  

6.1	 遺傳與遺傳學	 

 遺傳(Heredity)是生物將構成自體物質結構與功能的資訊，以遺傳分子的精
密複製方式傳給下一代，使得下一代接承上一代的身體物質設計藍圖，建立自體

的結構與功能，得以代代相傳的機制。 
微生物之類單細胞生物之細胞內，遺傳分子分散於稱為「核域」(nuclear 

region)的細胞質內；但是如人類的多細胞生物，核膜包圍主要遺傳分子，構成明
確的「細胞核」(cell nucleus)結構。遺傳分子散於核域的生物稱為「原核生物」
(prokaryotic organism)；具有細胞核的生物稱為「真核生物」(eukaryo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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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sm)。酵母、綠藻等雖然是單細胞生物，卻都是具有細胞核的真核生物。 
原核細胞及真核單細胞生物，皆以直接細胞分裂形成相同的兩個「子細胞」

(daughter cell)而增殖，雖然亦有形成雌雄兩性細胞，進行遺傳物質交換行為會發
生。單純的細胞分裂行為，是先將一套遺傳物質複製為兩套之後，在細胞內產生

隔膜，將兩套遺傳物質及細胞內容物均等分配而形成兩個子細胞。有雌雄兩性多

細胞生物的繁殖，要依賴於雌雄兩種「性細胞」（又稱為配合子，gamete cell，
即卵子與精子）的融合形成受精卵。真核細胞分裂前，核內遺傳物質與一些鹼

性蛋白質，非常規律地結合形成染色體(chromosome)。一種生物的一套染色體
數目一定，並且每一條染色體的性狀與大小都有特徵。染色體可以色素染色，以

光學顯微鏡觀察其形狀與細胞分裂過程中的行為，是細胞遺傳學(cytogenetics)
研究的基礎資料。 
正常細胞核內有來自父母的相對應同數染色體各一套（共兩套）故，稱為雙

倍體細胞(diploid cell)。雙倍體細胞的分裂依其為「體細胞」或「生殖細胞」而
有「有絲分裂」與「減數分裂」之分。前者分裂的結果，子細胞之內的染色體

仍然維持兩套，但是減數分裂過程的結果，一個配合子內的染色體「減數」為一

套，而雌雄兩類配合子融合後，形成可發育為胚胎(embryo)的「雙倍體受精卵細
胞」，所以，子代的遺傳訊息來自父母各一半。 
遺傳學(Genetics)的鼻祖是奧地利修道士孟德爾(Gregor Mendel)。他研究豌

豆父母本的外觀形質，如何遺傳於下代的統計計算而發現，遺傳形質有顯性（優

勢）與陰性（劣勢）之分；陰性形質不呈現於交配第一子代，但是第一子代間的

交配（稱為自交）後代又呈現出來。一種基因的顯性型及陰性型各以A及a表達
時，雙倍體細胞內的基因配對為AA及Aa者，都呈現A型，只有aa配對不呈現A型。
所以，交配父母的基因型分別為AA與aa時，後代都是Aa而全部呈現A型形質。
但是兩性都是Aa型後代，因為兩性配合子都有A型與a型各半故，會有AA、Aa、
aa以1:2:1的機率出現，因而外表形狀呈現A比a為3比1。孟德爾的豌豆實驗結果，
符合基因配對的理論而導出有名的「孟德爾定律」。由此定律可以推知，決定形

質的「遺傳子」（基因，gene），有粒子一樣的獨立行為，可結合也可分離，
預見了遺傳現象完全可以物理與化學理論與方法予以了解的事實。 
依據統計學方法的遺傳學理論，進行生物交配後，依據遺傳性質的交換與流

傳情形的研究而選拔符合需求形質的品系，就是育種(breeding)工作。育種工作
的基礎是交配，亦即能互相交配（染色體組的組成必要互相配合）的品系之間才

能進行育種，並且必要等到雜種後代成熟到可交配才能繼續故，是需要投入很多

精力與時間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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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遺傳物質（核酸）的化學	 

6.2.1核酸種類、核酸分子結構及核酸複製機制	 

 將上一代身體的結構與功能的資訊傳達給下一代的物質稱為去氧核糖核酸

(deoxyribonucleic acid)，簡稱DNA。DNA是兩類核酸(nucleic acid)的一類。另一
類核酸是核糖核酸(ribonucleic acid)，簡稱RNA。 
 

6.2.1.1四種核苷酸連結形成核酸 

由一種核酸鹽基(nuclear base)、一種五碳糖及正磷酸各一分子間，去除兩
分子水縮合而成的核�酸(nucleotide)是所有核酸的組合單元。核�酸是五碳醣的
第一號碳原子與鹽基結合，而以五號碳原子與磷酸結合而成。DNA分子含有的
四種鹽基是A、T、G、C，其五碳醣稱為去氧核糖(deoxyribose)； RNA的四種
鹽基是A、U、G、C，其五碳醣稱為核糖(ribose)；兩種核酸最大的差異在於五
碳醣，且由兩種五碳醣的名稱可知，兩者分子組成份之間，只有一個氧原子的差

異（去氧核糖的第二號碳原子上無氧原子結合）。DNA與RNA中各四種鹽基中，
只有T與U不同，其他三種相同。各個核�酸單元中的磷酸，與另一個核�酸單元
中五碳醣的第三號碳結合（亦即兩個五碳糖以磷酸雙酯鍵互相連結）的方式延伸

鏈長，形成五碳醣及正磷酸交互連結而成的核酸「骨幹鏈」(backbone chain)。於
是，結合於各個五碳醣第一號碳的四種鹽基，沿着骨幹鏈排列成為直線性信號

帶。在蛋白質結構部分說明提到，�鏈有「極性」，則一端有-NH2，另一端有-COOH
基。DNA鏈同樣也有極性，則一端的五碳醣三號與五號碳原子都有磷酸結合，
但是，另一端五碳醣上只有五號碳原子有磷酸，三號碳沒有磷酸。 
 

6.2.1.2 中心法則 

雖然DNA、RNA與蛋白質三者的關係非常複雜，在1960年代被提倡的中心
法則(Central Dogma)，大致尚可粗放描述分子生物學的核心概念。這一法則的含
意大致如下：「DNA分子可以自己為模版複製。DNA所帶信息的功能是規範合
成蛋白質分子的一級結構，而RNA擔任DNA與蛋白質合成反應之間，信息轉達
與規範合成次序的媒介工作」。有趣的是，中心法則所描述整套機器的每一段反

應，都依靠中心法則所表達末端產物「酵素蛋白質」的催化功能才能運作。 
 

6.2.1.3 DNA分子上的信號以ATGC四個符號編寫三元密碼子 

使用DNA分子鏈上ATGC四個符號，要編寫規範蛋白質分子中二十個胺酸種
類與其排列次序的「密碼」時，如用一個符號對應一種胺酸，顯然有很大編碼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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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不足；使用兩個符號規範一種胺酸，則四種符號只能編寫(42=)16種胺酸亦不
足；使用三個符號編寫時，可以使用(43=)64種而足夠，並且除了規範胺酸種類密
碼之外，亦可編寫開始與終止合成蛋白質反應的密碼、DNA信號鏈中有插入與
胺酸無關序列（稱為插入序列，intron，請看後面進一步說明）時，將其去除的
剪接指令、容許不同生物種之間近似而同義密碼的使用等，在生物演化過程中，

必要容許存在的適應性(adaptability)與寬容度(redundancy)密碼都可以編寫。 
上世紀後半前段，經過很多學者的努力，解讀了以相鄰三種鹽基編寫的胺酸

密碼，簡稱為三元密碼子(triplet codon)。於是，依據基因密碼的解讀就可以正
確解讀該基因所規範蛋白質的胺酸連結次序（亦即蛋白質一級結構）。 
分子生物學時代來臨之前，蛋白質分子的一級結構，必要使用純化的蛋白質

為試料（要純化蛋白質不是簡單的工作），應用很辛苦的實驗技術分析才能定出；

一般而言，一千個胺酸組成的蛋白質，需要四、五個人組合研究團體，經過兩三

年的辛苦工作才能達成。現在，已經可以分子生物技術「選殖」（請看後面進一

步說明）目標蛋白質的基因後，使用自動化核酸定序機器，以月單位時間就可以

完成定序，使用電腦運算立刻可將DNA鹽基序列轉換為蛋白質一級結構，無人
懷疑其正確性。現在見於蛋白質資料庫的資料，大多數都以DNA定序所得。 
 

6.2.1.4 DNA的雙螺旋結構 

DNA的立體結構被檢定出來的基礎知識有兩項：(1)不同來源DNA的A與T及
G與C含量比例都有1：1的關係(亦即意味着A 與 T及 G與 C互相配對)。(2)X線
繞射分析顯示DNA由兩條長鏈形成「雙螺旋」(double helix)結構，其形狀猶如兩
股子線繞成的繩子。 
核酸中的鹽基物質中，A與G以四個氮原子及五個碳原子組合的雙環形，而T

與C是兩個氮原子及四個碳原子組合的單環形。因為構成「環」的碳與氮原子都
與相鄰的原子以雙鍵結合故，都呈現「平板」形狀。所以，在紙上依據鍵結長度

畫出這等鹽基的化學結構式時，可正確呈現其分子形狀。 
極性相反的DNA骨幹鏈兩條，以右旋方式互相旋繞形成雙螺旋結構時，結

合在五碳醣第一號碳原子的鹽基平板向螺旋的中空部位伸張而出，與另一條相對

位置的鹽基平板相對，而一定是A與T、G與C相對，因為A與T及G與C之間，能
分別形成兩個與三個氫鍵而穩定雙螺旋結構，並且符合AT與GC有相同含量的條
件。將DNA雙螺旋絲由上而下的垂直方向看時，以氫鍵配對的鹽基平板面構成
水平面，形狀如一條很長的螺旋梯，而每一個鹽基對就是一個樓梯板。鹽基分子

結構有不少相鄰接的雙鍵故，具有吸收紫外光譜的性質。在構成雙螺旋時，上下

平行的鹽基對互相減弱吸收紫外光譜的能力。假如將DNA水溶液的溫度提升
時，水分子的運動碰撞力加激而將以氫鍵結合而成的雙螺旋打開，可以觀察隨着

溶液溫度上升而增加的紫外光譜吸收量定出DNA的「熔解溫度」（簡稱熔點）。
因為AT與GC配對所有氫鍵數有2與3的差，DNA雙螺旋中GC含量百分比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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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熔點的高低。 
 

6.2.1.5 DNA的複製與RNA的合成 

有上述的雙螺旋結構，DNA才能複製。兩條繞在一起、極性相反的DNA鏈
上，ATGC有嚴密的對應關係，而只有其中一條的鹽基排列次序與其所規範蛋白
質的一級結構相對應。以直鏈式表達極性相反兩鏈上鹽基的互配關係，如下： 
←AAGTTTCCAAAGGTTTGCGC 
  TTCAAAGGTTTCCAAACGCG→  
（箭號代表未形成雙磷酸酯的末端磷酸基） 
因為兩條鏈上的A對T及G對C有配偶的關係，DNA分子複製時，兩條DNA

鏈分開而各自成為合成原來互配一條的模版，以求偶關係，則A求T、T求A、G
求C、C求G而規範配偶的鹽基結合次序有AT及GC相配對關係，於是，可嚴密地
將一對複製為相同的兩對而繁延下去。DNA雙螺旋解開為單條開始的一連串生
化反應的每一階段，必要有個別酵素的催化。 

DNA的鹽基次序以相同機制，成為RNA合成的模版，只是RNA沒有雙螺旋
結構而只使用DNA雙螺旋中的一條做為模版，並且以U替代T與A對應。 
 

6.2.2	 蛋白質的合成	 

6.2.2.1 信息核糖核酸、傳遞核糖核酸與核糖體 

 蛋白質的合成，需要兩種RNA、一種含有RNA的細胞器官及幾種催化反應
的酵素參與。 
基因DNA攜帶的蛋白質分子一級結構的信息，要輸入於蛋白質合成機器，

必要以該DNA為模版合成具有對應信息的信息核糖核酸(messenger RNA，簡稱
mRNA)；這一作用叫做「將DNA的信息轉錄為mRNA」。合成蛋白質的原料胺
酸，先要與其對應的小分子傳遞核糖核酸(transfer RNA，簡稱tRNA)結合。每
一種tRNA分子一定部位上，具有與指定該胺酸的密碼子(codon)結合的反密碼子
(anticodon)。密碼子與反密碼子有A對U及G對C的關係。蛋白質合成作用在稱為
核糖體(ribosome)的細胞器官(cellular organelle)上進行。核糖體由RNA與許多種
類蛋白質組成，形成連結在一起的大小兩球、形狀如不倒翁，其形狀使用電子顯

微鏡才能看得清楚。 
mRNA分子的一端與核糖體大小兩球的接續部位連上後，帶着胺酸的tRNA

以其分子上的反密碼子認知mRNA鏈上的胺酸密碼子依序排列，得使胺酸能依
mRNA所規範次序連結成一條鏈。依據mRNA上的信息合成蛋白質的作用稱為翻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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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 原核與真核細胞mRNA合成的不同 

比較原核與真核生物的生化機制，免不了有前者「簡單經濟」與後者「複雜

浪費」之別；兩者mRNA合成機制之不同是最好的例子。原核生物基因DNA分子
所攜帶規範蛋白質一級結構的資訊是連續的，而可直接轉錄合成mRNA。但是真
核生物的基因DNA卻有幾段無意義片段(前出插入序列，intron)的插入，必要先
將包括有意義無意義的部分都全部轉錄後，進行修剪而連結有意義片段才能形成

有作用的mRNA。 
 

6.2.2.3 蛋白質合成後的修飾 

依照mRNA的信息翻譯合成的蛋白質，是一條長鏈，如何將其折疊旋繞形成
具有一定構型而呈現功能的三級結構，還不是很清楚，但是一級結構具有決定三

級構型的物理與化學條件在內是比較普遍被接受的看法。新合成的蛋白質變成有

功能的蛋白質，在叫做高爾基體(Golgi body)的細胞器官內發生。有的蛋白質必
要與其他小分子物質，如醣類、油脂等結合才能有生化功能，而這樣的修飾反應

在高爾基體發生。經過大幅度修剪才得活性蛋白質的最好例子是胰島素。 
 

6.2.2.4 有多少%DNA帶有蛋白質一級結構的信息？（DNA的其他功能） 

真核生物的DNA序列被轉成mRNA後，翻譯成蛋白質序列時，有被剪除的插
入序列，顯示不是存在於染色體內的DNA全部帶有蛋白質一級結構的信息。雖
然有不同的估算，大致上認為只有1/5到1/6的DNA序列被翻譯成蛋白質。為何有
這麼多不使用於蛋白質合成的DNA存在？是否在進化過程中累積起來的垃圾，
或是有其他功能？DNA本身具有的信息，必要被轉成RNA才能發揮生化功效，
已經成為定論，而最近十年來發現不少RNA的新功能。例如有一些DNA轉成的
RNA具有基因表現的調控作用，而轉成RNA即可發揮生化作用的DNA，其存在
量不亞於翻譯成蛋白質的DNA量。對許多調控基因表現的「小分子RNA」而言，
要有一些蛋白質與這等RNA結合後，才能與DNA發生結合而呈現其調控作用。
由DNA「多餘性」的事實還沒有完全被理解一事就可以知道，分子生物學還有
很多要發展的地方。 
 

6.2.2.5 存在於細胞核以外細胞器官的DNA 

粒線體(mitochondrion) 是普遍存在於好氧生物的細胞器官，植物才有的葉
綠體(chloroplast)是光合成作用的中樞細胞器官，兩者都有獨自的DNA、並且具
有獨立而與原核細胞類似的DNA複製與蛋白質合成功能在其中。是故，這兩種
細胞器官被認為是在真核生物進化過程中，原核生物「共棲」於真核生物的後裔。

這等DNA對粒線體或葉綠體的增殖為必須，但是其規範的產物對於自體的複製
不齊全，必要依賴一部份於細胞核DNA的功能。因為其DNA增殖與有性生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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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無關，後代是經由卵子的細胞質遺傳於後代故，這一種DNA傳遞行為稱為「細
胞質遺傳」(cytogenetics)。  
細胞質遺傳不會有來自父母DNA的交叉交換等行為發生故，經代保守性非

常高，可利用其純粹自然變異於生物（包括人類）演化的研究。人類學的研究，

依據粒線體DNA的分析或化石研究，皆指出再早的人類（學名Homo sapiens）出
現於非洲。 
 

6.2.3	 基因突變與進化（兼說epigenetics）	 

 決定生物特性是由可以遺傳的化學物質DNA所定的話，生物生存的地表環
境中存在的、可能與DNA發生反應的「活性物質」與X線、紫外線、放射線等物
理因素引起DNA的化學變異，其後果可能是損害遺傳機制而不能產生後代，也
可能產生形質不同的後代。產生形質不同的後代稱為突變（mutagenesis）。突變
可能帶來優於或劣於親代的形質，而優者有較佳生存機會故，突變為生物進化主

要原因之一。我們知道人類經過訓練或學習可獲得優越機能。我們都承認後天性

能力是不能遺傳的，兩百年前Charles Darwin提出進化論的年代，後天獲得的個
體形質能否遺傳於後代，成為論徵的焦點，而其後兩世紀不遺傳的論點被接受。

但是生物個體一生之中，所有DNA並不是完全不變而可以依照生活方式與環境
的不同，發生不同程度與方式的修飾，而其中被認知最多的是對C鹽基的甲基化
作用。在人類已經被證實親代的營養條件會影響子代的壽命。親代的後生形質影

響子代形質的遺傳稱為epigenetics（可稱為新[或上位]遺傳作用），是新興的一
門研究。 
 利用化學藥劑或高能射線誘導突變，在經濟微生物及植物的育種被使用相當

久。 
 

6.2.4	 分子遺傳學、遺傳工程與基因轉殖生物	 

 只看遺傳的外表形質而靠統計學分析的遺傳學，獲得生物化學的協助，擴張

外表形質的觀察到內在形質分析鑑定為依據的生化遺傳學(biochemical 
genetics)，對於農業生物品種改良的育種工作，作了很大的貢獻。但是以核酸結
構為基礎的分子生物學，進一步發展生化遺傳學為分子遺傳學(molecular 
genetics)，依據生物同源的理論，實現不同種生物間交流基因的遺傳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技術，從前可行交配才能交流的基因，可以實驗室操作，進行選擇
性種間交流，不但能明確達成育種目標，亦大幅度縮短育種時程。使用遺傳工程

技術的育種方法稱為分子育種(molecular breeding)。 
 遺傳形質於生物發育過程的何時段表現於何種器官，由存在於規範蛋白質一

級結構DNA序列上游的「起動子」(promoter)序列規範。將輸入DNA於目標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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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的載體利用病毒(virus)，或在微生物間能移動、稱為質粒(plasmid)的環狀DNA
小分子。使用可精準剪開DNA中特定鹽基序列的酵素（稱為限制�，restriction 
enzyme）及連結DNA片段的酵素(DNA ligase)技術，合成連接起動子與規範蛋白
質序列DNA片段，插入於質粒DNA或病毒，以其感染目標細胞而達成基因轉殖。 
因為基因轉殖細胞能發育成為個體才有用，所以轉殖的對象，動物方面大都

使用能發育為胚胎的細胞(embryogenic cell)。植物方面，組織培養來源的細胞呈
現全能性(totipotency，即發展為個體的能力)早被發現故，目標生物種的組織培
養與細胞再生為植物個體的技術必要先建立。使用這樣的技術外加DNA於細
胞，稱為基因轉殖(gene transfer)或基因修飾(genetic modification)，因而產生
的生物稱為基因轉殖生物或基因修飾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簡稱
GMO)。 
分子生物學的發展上，病毒(virus)的研究作了很大的貢獻，尤其是以細菌為

寄生對象的噬菌體(bacteriophage)研究。 
 

6.2.5	 基因轉殖生物的爭議	 

 應用分子育種技術於農作物性能改善的初期目的，集中於抗病蟲害能力的提

升，藉以減少化學農藥的使用。其中最為成功的是將一種具有殺蟲功能的細菌蛋

白質基因，轉殖於玉米、大豆、棉花等大宗農作物的育成。雖然基因轉殖作物種

子價格較高，因為抗蟲性優良而大受農民歡迎，在南北美洲、中國大陸、澳洲等

地方的普及率越來越高。 
 雖然在作物中產生的殺蟲蛋白質，早以殺蟲菌劑方式被使用，並且該蛋白質

被證明對人畜無害，但是，卻被質疑「安全性」。反對的聲音主要來自環保人士，

理由是大面積的種作可能在田間發生該基因流布污染自然界的植物，或該GM作
物變成「超級雜草」危脅生態系。 
 但是作者認為這樣的疑慮應該是多餘的。在實驗室育成的GMO，要經過傳
統育種方法，選出外來基因的行為符合穩定染色體基因特性，才能作為商用品

系。也就是說，外來的基因雖然以質粒或病毒為載體送入，但是在最後育成的產

品中，已經被納入於染色體上故，其流布的機會與原有的基因相等，亦即只有基

因體組（染色體組）相配合的同種生物間，才會經過花粉的授受交配而發生基因

流布。因此，行自花授粉的植物如水稻，發生外來基因流布的機會可以說沒有。 
 另外一種疑慮是進行GMO的育成過程中，構築帶有外來基因的質粒時，都
同時將一種抵抗「抗生素」作用的基因插進去。因為細胞獲得外來基因而能將其

表現的機率不很高，所以轉殖操作後，必要選拔獲得質子的細胞。在含有抗生素

的細胞培養基上，因轉殖未成功的細胞沒有抵抗抗生素能力而長不出，可輕易選

出長出的轉殖成功細胞。然而，大家知道所謂「醫院感染」很難治療，是因為在

醫院裡感染的病菌，大都經過抗生素的洗禮而獲得耐抗生素形質，難以抗生素殺

滅之故。抗生素種類多，對一種抗生素的抵抗性，並不代表對所有抗生素都有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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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性，但是難免引起抵抗抗生素基因流布的疑慮。因為不能完全保證使用抵抗抗

生素基因的安全性故，已經有完成基因轉殖後，剔除抵抗抗生素基因的技術，以

及不使用有爭議性選拔GMO的技術被開發使用。所以這一部份的爭議已經被解
除。 
 基因轉殖的目標蛋白質，都經過很多試驗證明沒有毒性及不因起過敏反應之

後，才被使用於GMO之育成，並且，都要經過在農業委員會認可的隔離設施裡
驗證，對近緣植物不會發生基因流布的可能才准於田間種植生產。又GMO做為
食品的安全性也有衛生署的把關，所以應該可以信賴上市GMO的安全性。 
 台灣種作GMO作物，到目前(2010年初)還沒有獲得認可者。但是進口的玉米
與大豆，都有GMO產品在內。進口玉米幾全使用為飼料，大豆使用為油料及加
工食品原料之外，大豆油渣亦是不可缺的飼料原料。因為這兩種大宗農產品自美

國進口，而美國是世界上種作GMO最多國家，所以，我國國民已經有很多年，
間接或直接消費GMO產品。雖然使用GMO農產品製造的食品必要標示其含量的
規定，作者還沒有看過有正式標出的包裝豆腐產品。由此可見，我國有關GMO
農產品與食品的認知、管制及接受問題，社會與政府都有徹底溝通與釐清的必要。 
 

6.2.6	 宗教信仰、環保意識與GMO	 

 以源自猶太教天地創造神話的觀點，排斥生物自然起源學說與生物進化論的

言論，到21世紀的現在還時有所聞。天主教徒與基督教徒多的歐洲，不接受GMO
的趨勢強，與宗教觀念關係應該相當大。佛教徒素食主義者也對GMO提出一些
疑點；如將動物基因移入植物時，含有動物蛋白質的植物能否作為素食材料的問

題。對於這一疑問，作者相信以地球上所有生物同源的學理回答，或可獲得諒解。 
 台灣有很多環保團體反對GMO作物的栽培與使用。其理由以生態環境的干
擾為理由。實際上，農業本身就是改變自然生態為農業生態的行為，而這一改變

的程度相當激烈。就農業歷史只有四百年的台灣而言，由人畜耕作進步至機耕、

使用自給自足的有機肥料到演變到非化學肥料不可、無農藥到過量使用化學農

藥、又有工業廢棄物污染農地等，台灣農業生態本身的變遷幅度很大，當然對自

然環境的衝擊亦不可謂不大。 
又以生物間基因交流的幅度來說，GMO不過是跨物種移入少數基因的微小

基因修改，比起交配方法所造成的大量基因雜交，正是小巫見大巫。假如要找出

GMO有何不可的理由，可能是超越生物種區隔的非自然交配技術有違背天理的
宗教心態吧！以少用農藥維護環境的觀點育成的抗蟲GMO，卻變成環保人士的
攻擊對象，作者相信有些離譜。 
 另一方面，有維護GMO立場人士主張，花卉之類不供食用植物以GMO技術
改進不會有危險的疑慮。但是花粉常常呈現過敏之害，安全性檢驗還是很重要。 
 作者相信，依據學術與理性看待GMO，才有其合理研發與經濟使用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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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	 GMO做為「生物反應器」的利用	 

 基因轉殖技術可以使用微生物、植物或動物為貴重蛋白質生產之用。例如，

注射用的胰島素從前都使用由牛或豬提煉者，其結構與人類胰島素不盡相同；現

在醫院給病患的都是使用微生物生產的「人型」生物技術產品。台灣首件GMO
產品的工業化生產是一種分解植酸(phytic acid)的飼料用酵素，是以一種酵母為媒
介生產的黴菌酵素，可水解穀類來源、不被家畜消化利用的磷酸化合物「植酸」

為可被吸收利用的產物，不但提升飼料效果，亦可減少環境污染，一舉兩得。 
 在台灣以香蕉果實為基因轉殖對象的技術發達。如以其生產口服疫苗的抗原

蛋白質，則香蕉果實成為口服疫苗。 
 「血液第八因子」是血有病患必要注射的蛋白質，以前都是由人血分離使

用。但是，愛茲病病患的血液帶來的污染，全世界發生了不少「血液製劑因起的

愛茲病」事件。在日本，病患對政府提起管轄藥物不週的國家賠償訴訟而獲得國

賠。現在可利用GM牛分泌第八因子於乳汁，不再使用人血為原料。 
 由以上例子可以知道，利用生物為「反應器」生產有用蛋白質是獲利很高的

產業。我國在這一方面的學術與技術基礎已經建立很好，應該及早建全生產及使

用的管理制度，充分發揮能力。 
 

第七章 	  食品安全、糧食安全及健康食品 	  

 
 本章將以上敘述有關食品的問題，由社會觀點加以整理，以「安全」的觀點

表達作者的思考。 
 

7.1	 何謂食品安全與糧食安全？	 

糧食安全 (food security) 及食品安全 (food safety) 這兩項民生問題，在現代
國家都是國家級的重大議題。假如國內的糧食生產不足於國民維持健康生活需

求，如何由國外進口、或投資於國外生產糧食，運回以維持糧食供應安全的策

略運作、都是不可發生差錯的國家任務。另一方面，無論是自產或外購的糧食，

必要有衛生安全的保證，亦是國家的行政責任。 
已在前第一章提過，育成基因轉殖農作物或家畜，原來是為增強其抗病蟲

害或逆境能力，謀求增產而增加糧食安全，減少使用農用藥劑而減輕環境污染並

提升食品安全為目的，卻因使用的基因轉殖技術，打破生物種間基因隔離的傳統

生物倫理，又有採用非植物性蛋白質而被懷疑其生態及食用安全性，在栽培與使

用上都受到行政管制及輿論批評反對的情形，本章目的之一是，依據國際協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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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基因轉殖農作物與家畜安全性，如何被監督與保證的現況。 
另一目的是現在以「吃得健康」為訴求，有明確可改善生理功能的學理依

據，獲得行政院衛生署認可，才得以貼上「健康食品」標章販售的所謂機能性食

品，在其研發產品過程中，不可忽略「食品安全」大原則的要點予以說明。只是

食品安全涵蓋範圍很大；本文論點不包含病原生物引起的危害在內。 
在用詞方面，如上所說，「健康食品」是衛生署認可的標章名稱，日本則

使用「機能性食品」來表示，但是國內多使用「保健食品」一詞。所以，本文將

使用「保健食品」表達此一類產品。 
進入本題之前，概略回顧人類以農業的運作解決糧食安全及食品安全兩大

民生議題的歷史，做為進入論述的前提。 
 

7.2傳統農業的建立與人類社會的發展對糧食供應的影響	 

7.2.1	 原始人類社會發展構成農耕社會的試行錯誤	 

糧食是維持生命必要繼續消費的資源。在原始社會中，人類的食品材料來

源，只有取自居住地環境的各種動植物，完全靠天吃飯，假如居住地環境中的資

源枯竭，就要遷移社群，沒有糧食供應的安全保障可言。至於所攝取食品是否

對健康安全無害，假如吃狩獵而得的動物，已經產生惡臭，食用發生中毒事件，

大概會成為認識腐敗現象的經驗，並獲得不得吃腐敗物的教訓。由於動物的生理

與人類較相近，因而以動物為食品中毒的機會不大。雖然有一些海產魚類與貝殼

類動物，被感染而累積環境中微生物產生的毒物於體內，帶給食用的人類毒害。

其中最有名的是必要經過日本政府認證的廚師調理，才能吃的河魨（日文河豚，

發音fugu），其所含毒素叫做河魨毒素 (tetrodotoxin)，在肝臟與卵巢濃度最高，
必要安全去除才得食用。但是原始人類接觸這一類食物的機會大概不會多。 
植物有不少在動物體不存在而可能成為動物的毒性物質、特別是所謂二級代

謝物 (secondary metabolites) 之故，辨認可吃與不可吃的植物，要累積不少觀察
別的動物食用植物性食物的後果，以及以身試驗中毒與否的經驗，是必要經過歷

代的知識傳承才能形成的社會知識資產。現代的食譜中，可食與不可食的判別很

重要的食品中，菌菇類最為著名，而對以森林為主要住居地域的原始人類而言，

獲得這一類知識的時期應該相當早。 
人類的農作與畜牧業經營體系，大概是代表這一類以身體健康為代價試驗食

物安全，獲得寶貴經驗的，並以許多以神農氏為表徵的人們，依據所累積有關植

物生長，與其做為食品的功能及安全性相關知識之後，才得建立起來，推論得知

農耕社會是進入近代文明的搖籃期。農業經營，一方面是栽培由經驗認知可安全

食用且必要的植物，一方面以生產的植物做為主食與家畜飼料，馴養雞鴨豬牛之

類的禽畜，建構安全的動物與植物性食品生產網路的作為，是為人類社會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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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化，提供最重要原動力的糧食安全體制之偉大產業。是故，古來農業被稱為立

國之本，並且因維持不同地區社會運作的主食農作物種類不同，而有「長江稻作

文化」、「黃河麥作文化」等，以不同作物命名的文化名稱產生。 
 

7.2.2	 人類篩選出來的農作物也有不安全者	 

但是，所有經過長年累積的經驗而選拔馴養的食用生物，有絕對的食品安全

性嗎？我們常食用的農作物中，也有處理不當就會中毒者。大約二十年前，念了

一本在美國出版的「毛澤東私人醫師回憶錄」，其中記載毛澤東到廣東訪問時，

以蘇聯提供的化驗方法，在招待他的食物中檢出了微量、但是屬於猛毒的氰酸存

在。於是，所有廚師全被扣押監禁。還好，該醫師到中山大學圖書館翻書發現，

竹筍含有叫做taxiphillin的「分解會產生氰酸的醣化合物」(cyanogenic glycoside)，
而檢驗出含有氰酸的菜都有竹筍在內。這一科學文獻調查結果救了一群廚師的

命。經過熱煮手續，taxiphillin分解產生的氰酸大都會揮發去除，這大概是煮得
不夠久，或蘇聯的檢驗技術太靈敏才發生的事件。大家熟識的澱粉作物樹薯 
(cassava) 也是含有cyanogenic glycoside而出名，在台灣也發生過吃了處理不當的
樹薯而致命的事件。 
 

7.2.3	 食品過敏(allergy)或不耐性(intolerance)：	 

上面說明了，在市場也可買到含有毒性物質食品，必要經過適當處理才能安

全食用。但是我們認為安全的食品可任意無限制享用嗎？某些蛋白質對具有特殊

體質的人會產生嚴重的過敏反應。不吃花粉也會感染的「花粉過敏症」，是過敏

原經過鼻黏膜侵入體內而發生的。有不少人離開餵食母乳的幼兒期之後，失去分

泌乳糖水解酵素的功能，因而飲用以乳糖為主要糖份的牛乳會拉肚子等，食品安

全不只是一般大眾所瞭解病原菌引起的問題，因異常體質所引起的也有。 
 

7.2.4	 人類社會的進步帶來更多的食品安全問題	 

貧窮的社會裡，食品安全的議題是與糧食安全掛勾在一起的「營養不良」問

題。微量營養素如維生素、金屬元素的缺乏不但會引起病症，甚至於致命，而營

養三大要素中的蛋白質缺乏所引起的病症 (the Kwashiorkor syndrome) 在現代非
洲亦不少見。 
另一方面，現代富裕社會中卻發生另一類食品安全問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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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1 全球性食品供應鏈及化學化合物普遍使用的影響 

目前高度發達的社會中，人類享用的食品來源範圍擴大到全球。生活於台灣

的我們，擺在餐桌上消費的食物，可能有生產於美國的大豆小麥為原料的豆腐、

豆漿、麵條、麵包以及柳丁、水蜜桃、無子葡萄等水果，挪威的鮭魚，澳大利亞

的牛肉、羊肉，荷蘭的乳酪，智利的帝王蟹、櫻桃、葡萄酒，日本的蘋果、清酒

等。在看不到的遙遠世界生產的食物是否安全，當然要依靠公權力的保障，但是

國際性事務的運作，是否可完全信賴？ 
由於農業生產與農產加工使用多樣而大量化學藥物如肥料、農藥與生理調整

劑、食品添加劑等，雖然是被許可使用，但是用量與用法不當會產生有害的殘留

污染。糧食貿易及食品加工都會經過檢疫或工業安全保證措施而維護安全，但是

檢驗項目不能涵蓋所有可能的污染物。2008年以中國大陸為禍源，引起全球恐慌
的乳製品三聚氰胺 (melamine) 污染事件是一種代表性案例。以三聚氰胺製成的
塑膠食品容器（特別是在微波爐使用為目的者），可能在高溫下熔出三聚氰胺單

體而污染與其接觸的食品，因此，三聚氰胺檢測成為三聚氰胺塑膠食品器皿熱穩

定性的檢驗項目。但是以常識判斷，三聚氰胺不可能是食品添加物，也不可能成

為一般食品生產與加工過程中的污染物故，在食品安全檢驗項目未列三聚氰胺一

項是理所當然。因此，一直到消費者發生致命性病害才去追求真相，進而發現污

染的原因完全是乳品生產者為偽裝品質的貪瀆利潤違法行為。 
因為生產到消費之間物流途徑拉長，雖然食品物流的冷凍鏈 (cold chain) 技

術發達，可涵蓋全球食品運輸，但是技術品管是否適當，會影響食品的生物性安

全，亦是現代社會大眾關心的焦點。 
 

7.2.4.2 營養素之過量攝取或偏食的弊害 

食品安全問題的討論上，不能忽視的一個原則是，營養素如攝取過量都會對

身體造成危害。例如，過量攝取醣類、油脂、蛋白質等正常營養素的偏食行為，

都會擾亂正常的生理運作而發生所謂「代謝病徵」（metabolic syndrome）。過
量的油溶性維他命攝取會產生中毒，酒精或食鹽的大量食用會致命都是極端的例

子。十字花科蔬菜如芥菜類的大量持續食用，容易引起的甲狀腺肥大 (goiter)，
被認為是風土病的一種，台灣也有此一類經驗。營養學上強調「飲食平衡」（不

偏食）是食品衛生上非常重要的概念。 
 

7.2.4.3食品加工帶來的弊害 

在油脂部分提過，輕度氫化 (hydrogenation) 提升豆仁油沸點而製造油炸油的
技術，因為會產生對健康有害的反式不飽和脂肪酸，是食品加工帶來弊端的顯著

範例。過度烹煮蔬菜而破壞維他命C也值得一提。食品加工大都使用「食品添加
物」及包裝物料。食品添加物需要獲得安全性認可才能使用，但是使用不合格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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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許防腐劑的案件常常發生。為提升價格而過度包裝加工食品，違背環保的理

念也應該排斥。 
 
以上概略說明了以人類所建立傳統食物文化中，較有代表性的食品安全問題。 
近代生物科學與食品科學的發展，醫療觀念的革新，以及世界性糧食貿易與

流通越來越頻繁，不但是立足於跨國界「外來物種入侵」 (invasion of foreign 
species)理念而產生的生態危機觀念，加上未曾有的基因轉殖食物與依據醫藥同
源的理念而發展的保健食品，都成為現代民生的重大議題。以下依據聯合國糧

農組織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及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所頒發的食品規範  (Codex Alimentarius)，以及由其
衍生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 (Cartagena Biosafety Protocol) 的精神，針對
保健食品與基因轉殖食品的安全性管制相關問題，表達淺見於下。 

 

7.3	 WTO架構下的食品安全議題	 

7.3.1	 何謂Codex	 Alimentarius	 及卡塔赫納議定書(Cartagena	 Protocol)?	 

Codex Alimentarius是拉丁文，「食品之書」之意，以下簡稱為Codex。Codex
不是組織而是由FAO與WHO共同主持的食品法規定訂計畫名稱。參與計畫的有
FAO與WHO的會員國及歐盟組成的委員會、政府與非政府觀察員如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OIE (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CBD (Commission on Biodiversity)等。 

Codex於1962年為規範食品標準而成立。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取代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時，它的政治經濟意義被加強。WTO有關食品貿易有規範「標示」
的TBT協定 (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 to Trade) 與規範「安全」的SPS協定 
(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於是Codex
成為SPS協定的參照標準而成為WTO解決食品貿易爭議的重要依據。 
 另一方面，為保護生物種源的永續使用，1992年6月在巴西的Rio召開的國際
環境與開發會議，議決了生物多樣性協約  (Convention on Biodiversity)；1993
年4月，參與生物多樣性協約的會員，為避免基因轉殖活體  (Living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LMO) 的使用，傳布被轉殖基因於環境而影響生物多樣性，
開會採決所謂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 (Cartagena Biosafety Protocol，一般稱
為卡塔赫納議定書，Cartagena Protocol)，作為生物多樣性協約的附約，於該年九
月生效。 
我國不是聯合國會員，所以不是這等約定的簽約國，但是以WTO會員立場

必要遵守所有約定，才能在國際貿易網上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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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Codex規範食品安全性的原則與卡塔赫納議定書的基本理念	 

 Codex處理食品安全性分析  (risk analysis) 工作，有評估  (evaluation)、管
理(management)、通報（或溝通）(communication) 三個面向。 
評估要完全依靠科學證據，不能受到號稱代表社會公論的媒體言論或政治見

解的影響。食品安全性的評估上，要針對那一項議題進行評估是非常重要的決策。 
管理是必須與評估作業獨立執行的過程。換言之，管理不得干擾評估作業。

又，管理有時不得不參考社會公論與政治意見，但是不能因而對評估作業的結果

提出異議或更改的意見。因此，管轄評估與管理兩種活動的必要為獨立機構。評

估與管理的機制如何在政府機構內建立，有Codex訂定的政府應用於食品安全
分析之工作原則  (Working Principle for Risk Analysis of Food Safety for 
Application by Governments) 可作參考。 
在FAO/WHO內的安全性分析體系中，Codex的運作屬於管理的立場，而評

估是由FAO/WHO的JECFA (Joint Expert Committee on Food Additives)及JEMRA 
(Joint Expert Meetings on Microbi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等，都是由公開招募的
專家組成的委員會負責，以避免偏差並維持公信力。 
通報與溝通是管理單位的職責，而其與研、學、產、消費者間的資料與信息

通報需有多方交流的機制。FAO/WHO有收集大量的食品安全相關資料，提供於
國際流通使用。 

FAO/WHO的Codex計畫設有十一個不同食用商品類的評估委員會。其中GM
食品安全性評估委員會訂有GM食品安全性評估分析原則  (Principles for the 
risk analysis of foods derived from modern biotechnology)。此一原則內容包括實質
同等性  (substantial equivalence) 與科學不確實性  (scientific uncertainty) 的定
義，預防原則  (precautionary principle)，可追蹤性  (traceabilty)，監視  (monitoring)
的運作原則，以及針對倫理、宗教、動物福祉的考量等項目。這等原則不但在

國際貿易的運作上非常重要，亦是國內GM食品安全性法令訂定上的重要指針，
自不待言。 

在此要特別說明，GM食品安全性的考量上，爭議最多的是「實質同等性」
原則。1993年，OECD建議這一原則的概念為討論GM食品安全性的基礎而被不
少國家接受，但是也被不少專家學者批評，認為是替生技公司販售GM產品開路
的政治性策略。這一概念認為，直接食用的GM作物及由其加工製造的食品，與

其基因轉殖的母本作物及其加工產品可看成「實質同等」，而一樣可安全食用。

「實質同等」的認定並不是安全評估的作業，而是與已經存在食品的安全性作比

對的彈性分析而已。換言之，就GM的育成所產生後果與將其供為食用的方式，
進行比對與合理判斷的作業。例如，採用具有抗蟲害能力GM油菜製造的食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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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與一般油菜油同樣被接受，因為GM技術不影響油脂品質而來自GM油菜的食用

油應與一般油菜油「實質同等」。 

但是，以含有非農作物來源蛋白質的GM作物，作為食品的立場考慮時，適

用「實質同等性」就有困難。雖然所有蛋白質經過消化管道內的分解作用後都有

胺酸的營養價值，但是未分解蛋白質的結構特性與體質間的調適不良，就有可能

發生過敏性。過去育成GM作物的目的，多是提升栽培上要克服的病蟲害及逆境
的「抗性」，而被轉殖進入作物的基因不來自其他農用植物（例如，為抗蟲害而

多被使用的Bt基因來自微生物Bacillus thuringiensis）。因此，該基因所表現的蛋
白質，雖然在被選用之前有對哺乳動物不具毒性的依據，但是表現該抗性基因，

以及育成GM的過程中為選拔GMO所用基因所表現蛋白質，是否具有致敏作用，
必須嚴格檢驗，因為，曾經發生過對家畜產生過敏的GM飼料作物被企圖商業化
的事件。 

卡塔赫納議定書所規約的對象是LMO，而LMO的危害性以「可能性」理論
為依據。是故，其應用以「預防」立場作判斷。因此，假如依據國情認為不能完

全保證安全就可以認定有威脅性，可以拒絕進口。這是有關LMO的國際流通不
是很暢通的原因之一。該議定書所規範的範圍包括LMO的進出口、運輸、處理
與包裝及使用等項目。 

卡塔赫納議定書所闡明原則，即是訂定由農委會所管轄「基因轉殖作物田間

實驗管理法」的指針。 
 

7.4	 華人文化圈的保健食品安全問題	 

7.4.1	 由藥食同源的想法衍生的健康食品研發	 

 中醫古來就有的藥食同源思想，認為：藥物與食物同樣得自自然界的生物，

食用生物可大量安全長期食用，平衡的營養能維持健康而有延年長壽的效益，與

藥用生物為去病治療的延年效用相成相補，兩者只有效用緩急之別而已。 
 於是，深受中醫文化影響而有「吃補」習慣的台灣，以中藥植物為原料的保

健食品研發的風氣很盛。 
 問題是，大部分中草藥不是普通食用作物而經驗上不經常食用者，將其轉用

為保健「食品」，必須檢驗長期食用是否安全。是故，衛生署的「健康食品」認

證規定，.除了必須提出改善生理功能的證據之外，又必須通過急性與慢性毒性
檢驗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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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建立「優良農業生產規範」及「品質管理技術」是生產保健食

品的基礎	 

 雖然具有同一種名，植物有變異品系以及生產條件的不同而產生有效成分含

量高低不同問題。是故，包括原料育種、品系篩選及栽培技術的標準化，亦即優

良農業生產技術規範(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GAP)的建立，是保健食品研發的
最優先工作。選種過程中，訂定選拔的生物與化學指標非常重要。雖然各種指標

都可採用以互相參照，經驗上，可定性與定量化學成分選種指標的建立，與後續

加工製造技術的研發所需品質管理 (quality control) 技術的建立密切相關而重
要。如原料植物生產能在田間進行，經濟效益可能最大，但是受病蟲害的影響也

最大。能建立避免農藥污染的「有機栽培」技術為理想。假如產品價格昂貴，採

用水耕、砂耕、礫耕技術亦可。 
 

7.4.3	 保健食品之使用形式；成分之抽提及劃分技術的應用	 

 將生物成分純化為單一成分是西藥研發的經常手段。保健食品的研發上，單

一成分的應用沒有必要。但是，為濃縮有效成分或去除有害成分，抽提與劃分是

常用的技術。如果機能成分是水溶性而水抽提物中不含有害成分，多將植物粉末

以茶包方式包裝。植物體全部的食用有效但是味道難接受時，植物粉末的膠囊包

裝是有效選擇之一。不然，當然可以混入於飲料、餅乾、糖果等原料之中，以常

用食品型態使用。地區的飲食文化、消費對象的生活形態、產品的穩定性或貨架

時間（耐儲壽命）（shelf life）都是決定產品形式的重要因素。 
 應用植物為保健食品的原料時，要注意的一點是，雖然以主要功效為目標的

研發是一般的作法，但是不要忽略，有時也會有該植物所含一種以上成分的協同

作用，才能發揮效用的事例存在。此類現象的發掘不能依賴化學檢驗而必須使用

動物或細胞的「生物檢驗」方法，才能達成目的。 
 

7.4.4	 保健食品研究的基礎學理與法理	 

 過去，營養生化學的研究集中於闡明大量與微量營養素的生理功效，包括正

常大小分子生化反應過程、生物膜等高級分子結合體的生理功效運作、細胞到個

體的再生循環等，從微視到巨視的生命體運作的物質代謝機制。在此研究過程

中，發現了一些食品具有對毒物的解毒生化功能，亦闡明了一些營養素可減輕或

解除如酒精與自由基的毒性，同時瞭解植物二級代謝物的毒性與抗病性及消除自

由基毒性的功效等。這等研究成果都是研發保健食品上必要參照的基礎知識。換

言之，營養毒理學 (nutritional toxicology) 亦是研發保健食品上必要依據的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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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的生活中，保健食品的消費意義介於食品與藥品之間。因此，它的製

造與販售，比一般食品業的管制更嚴格。必須注意的是，雖然衛生署訂有健康食

品管理法規，它是建構在「食品衛生管理法」之上。是故，健康食品必要滿足食

品衛生管理法的規定。 
 

7.5	 本章結語	 

 基因轉殖技術是非常有效用的生物育種技術，其在基礎生物科學研究與醫農

藥產業應用上，已經有不可阻擋的科學能量。我國在1980年開始積極引進分子生
物學研究技術，不久基因轉殖技術應用的風氣在學術界與產業界都旺盛興起，現

在已成為非常成熟的基礎生物學研究與應用技術。國內各類基因轉殖農業生物的

環境安全驗證設施與辦法都已經建構成立。可惜的是GM食品的安全規範頒佈延
遲，因而國內研發成功的GM蔬果尚未能上市。 
實際上，中興大學研發成功的抗病毒病木瓜，所採用的技術是干擾病毒致病

基因的表現機制而令其失效，與一般GM表現外來基因於作物內，產生外來蛋白
質的作法不同，大可延用「實質同等」原則即可予以認可上市。但是因法規尚未

建立而多年來不能上市，管轄官署是否應負立法不適時的政治責任？ 
保健食品的一種重要社會功能，在於預防醫學上減輕社會醫療負擔的功效。

我國健康食品的認證許可的功效大多與「代謝疾病」相關，而代謝疾病在老年化

社會將是醫療負擔的主要對象之一。消費者為保健而自行購買使用「健康食品」，

因而減少代謝疾病的流行，有促進產業及減少健保支出的雙重利益，無疑對對社

會的貢獻甚大。 
 

第八章 	  台灣農業轉型的策略 	  

 糧食的第一級生產，就是農業。作者是農學院出身，對台灣農業的關懷，相

信不落人後。本章對台灣農業如何合理經營表達一些淺見，作為這一本小書的結

尾。 
 

8.1	 台灣農業的弱點：小單位經營體的發展受限	 

 以水稻為主要作物、附帶種一些蔬果、養一些家畜禽、生產稻米過半當作田

租，主食及副產品的自家消費，剩餘出售於附近市場獲得現款，就是舊時佃農的

生活寫照。因為租用農地是最昂貴資本支出，佃農的土地利用率雖說到了極點，

大地主小佃農式農業經營，必然將農場規模限制到一戶佃農能負荷種作單一種主

作物的小面積。1950年代推行農地改革之後，雖然佃農制度可說已成歷史遺跡，



 76 

但是一戶農家就是一個農場的小農經營型態依舊。 
 田地要生產何種作物，是現代台灣農民必要自行決定的投資決策。傳統小農

家，除了耕種為換取貨幣的作物(cash crop)之外，大都生產可作副食蔬果及禽畜，
作為自家糧食自給自足。但是社會工業化之後，將產值低的農作物生產，改為產

值較高的養豬養魚等專業性農業。這是包括農地使用、經營方式、產物銷售等投

資計畫的徹底改變，雖然困難度高，在台灣並不是不多見。但是，因為小農經營

的體質上有土地、人力、財力、知識等資源限制，在一個經營體內，將農業生產

與農產加工連結為一的農企業(agribusiness)則在台灣非常少見。 
 

8.2	 全球化市場經濟的形成對台灣農業的衝擊	 

全球化市場經濟形成之下，過度發達而一度呈現空虛榮景的金融市場，終

於失控而泡沫化，可謂百年來罕見的，發生於世界最大市場美國的全球性不景

氣，正在襲擊全世界的經濟與民生，專家預測經濟不振將會延續兩年才能開始復

醒。 
以前台灣有景氣衰退徵象，農村雖然不富有，卻是失業人員的避難所。現

下的台灣農村還留有從前發揮的這一種功能否？關心台灣農業的人都知道，這一

波金融大海嘯來襲之前，全球化市場經濟體系已經對台灣農業產生直接或間接產

生衝擊。因為國民主食習慣改變，畜產品消費增加而使飼料用穀類的消費量暴

增，大量小麥、玉米、大豆的進口壓迫國內的米糧與飼料生產；又近年來，為因

應農產品自由貿易的世界潮流，包括生產量已經萎縮到極點的稻米在內的、對單

位面積農地的經濟產量低的農產品，被進口物取代的趨勢加快；稻作休耕田有三

成，專業農家只有兩成，農業產值低到只佔全國GDP的1.4% (2007年)，呈現令人
焦急的困境。更何況，2009年一開始就有馬英九總統要認養0.4公頃柳丁田，做
為象徵性鼓勵振興農業的新聞報導來說，筆者認為台灣的農村已經疲憊到一個極

限，不具有從前當起社會動態緩衝角色的能量。 
 

8.3	 向歷史學習	 

 回顧農業在台灣經濟發展的歷史，可發現一些現象，做為瞭解台灣老農村有

過調節經濟發展失速功能的理由，及活化現在台灣農業的可能策略。 
 依據經建會統計資料，在1970年代前半台灣遭遇第一次能源危機時，台灣農
業產值佔GDP的百分比，雖然已經從1950年代的大約30％降到14%，但是，這一
數字是2007年的10倍。台灣農產的終端消費是飲食，而飲食消費額佔可支用收入
的百分比，在第一次能源危機年代平均約48%，2006年是23.5%，大約降低為半。
農業規模對總體經濟有現在的十倍，而吃飯的開銷相對有現在的二倍，當然只求

溫飽的來自農村失業人口，回到農村吃住，只是多加一副碗筷及一套寢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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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等數字顯示的另一種信息是，飲食消費額對可支用收入的比數，與農業產值對

GDP比數的比數，1970年代前半是3.4倍，2007年為16.8倍（此一估算有使用來源
不同數字的毛病，但是可支用收入與GDP的比數大都呈現為相當穩定的常數故，
這一趨勢分析應該可靠）。也就是說，將田間產品就地進入加工與運銷鏈供應於

人口密集的城市，是提升農產品附加價值而農村致富的最佳策略。 
 

8.5	 政府主導的農村再生方案與台灣農業轉型	 

顧名思義，農村應該是兼有農業生產（農）及農民居住（村）雙重功能的

空間。是故，其「再生」應該包含農業經營及居住環境的改善，而以農業轉型達

成增加農家財富以促成社區改造的策略內涵。但是，政府提出而在立法院一讀通

過的「農村再生條例」，似乎以美化改善居住社區景觀、及提升土地利用率為目

的，少列有農業生產之經營改進以提升農民獲自農地所得的條文。筆者認為，這

是將農村看成只是居住空間的鄉村，忽略農村具有生產民生基本需求的糧食基地

之重大社會任務。 
台灣農村如何再生、農業如何轉型，可策劃許多方案；單就以設定目標而

言，不外是提升農業經營的經濟性及永續性，令農村成為專業農民，可永續經營

而生產安全的食物供應於社會，獲得與其他行業可比擬收入的營生基地。 
上面已提，農村再生可以農業轉型表達。是故，建構符合因應農產品自由

貿易化衝擊的農村，其藍圖設計應該要兼顧自然生態與人文生態理念，做為農業

轉型建構可永續經營農業的策略指針。理想的再生農村，不但具有生產且販售高

產值一級農作物與二級加工品的機制與設施，又具有獨立的農戶可互相協助與服

務的高品質、富有文化氣息的居住環境。 
如何建構理想的台灣農村並轉型台灣農業，以適應全球化市場經濟體制？

作者不是農業經濟、農業推廣或社會學專家，而只是從台灣大學退休後，依據生

物化學與農業生物技術專長，管理過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科技計畫五年，以及最

近三年，在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擔任資深顧問，參與農業前

瞻調查規畫工作三年，又透過經濟部工業局主辦、生產力中心協辦的國家型生物

技術國家型科技計畫的技術產出工業化計畫的評審與實地訪視等工作，有不少機

會與時間思考台灣農業問題而獲得一些心得。筆者相信，台灣農村再生的大原則

應如本章文題所表達，並已在前節的末段提出的策略重點。 
以下進一步說明依據此等原則與重點，闡明可採取方案於下後，介紹日本

依據類似農村再生條例而推行的「振興農山漁村」辦法的實際案例，獻給讀者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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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農業轉型的關鍵詞(key	 words)：	 

連結(linking)與整合(integrat ion)	 

 開頭已經表明，傳統的台灣農業經營，最大的弱點是一個經營體是一個小農

家，又因為生產的物種多，不但是一個農家的生產力非常有限，政府的行政管理

頭緒多，因而收益對投資的比例遠比不上其他行業。要去除經營體規模小的弱

點，依據單薄的物理結構可以互相連結形成牢固的複合結構體的原理，結合小農

家構成大農場是當然的策略。這是轉變小戶農家為大農場股東的作法，所牽涉事

項，除了農政相關法律的修改之外，大規模農企業體系的建構上，需要互相連結

的生產與管理技術因素不少。以下說明作者認為提升農業運作效率及經濟價值而

必要連結的因素。 
 

8.6.1生產地與消費地的連結	 

台灣地狹人稠，城市與農鄉鄰接，農地已經開發到極限。現有耕地首要為

水田，栽培主食作物水稻；其他需要廣大農田的農作物如甘蔗、甘藷等的種作，

過去以農業為主要產業的年代雖然有過盛景，工商業為主軸的現今已經衰退，而

多被經濟價值較高的畜產養殖、特用或園藝作物取代。這等農產品的主要消費地

為城市，又收穫後到消費之間多需要調理與加工。台灣交通發達，農作物運銷到

城市的距離短，容易連結形成高效率生產與消費的共同經濟體。如果結合調理、

加工、物流等技術，建構區域性糧食供應經濟體，城市的消費方便性大幅度提升，

提供調理與加工服務的農村可增加服務收益，對全民有裨益。 
 

8.6.2	 組合式農村經營體內的不同經營型態與生產技術的連結與整合	 

從農地收穫的一級產品，就地加工不但可提升商品價值，亦可延長貨架時

間 (shelf life)，有利於調整產銷期，是為簡單的兩種經營型態的連結。又，產出
農作物與其加工所應用的技術不同，所以經營型態的連結亦可以看做技術的連

結。假如在同一農場生產包括飼料的農作物，經營畜牧場及食品加工廠，亦將農

地產出的植物性廢棄物及畜牧場與食品加工廠排出的動植物性廢棄物，配合農舍

的家庭廢棄物集中以厭氧發酵法處理，回收甲烷當作燃料及污泥當作有機肥料，

就在同一經營體內有五大類生產技術或經營型態的連結與整合，不但可以產出有

地域特色的高價值產品，所建構農村的運作符合生態原理，有高度永續經營的條

件。此一型態的農村，亦可設置民宿與休閒小農場為城市民眾服務，提高其社會

服務與經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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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	 不同生產體間的技術連結與整合	 

上面說明的組合式農村之外，當然也要推動農作與畜牧養殖專業農村及獨

立加工廠間的密切合作與交流來促進農產業的企業化。假如構成的生產網路成熟

到相當規模時，有育成品牌而擴大市場的功效。 
 

8.6.4	 農業行政、技術研發、生產與加工、行銷體系運作的整合	 

生物技術產業被認為本世紀明星產業。雖然主角是醫藥產業，科學進步而

社會老年化的現代，醫、食同源的理念普遍，吃得健康的意識，提升對「健康食

品」的需求。雖然「吃補」是古來舊有的習慣，吃補不是天天吃得，健康食品卻

是每天都會消費，市場前景看好。健康食品的生產包括原料的育種選拔及生產、

加工與包裝、特別管路行銷、官署管制與許可、技術研發等分野，要有官、產、

學三方面的參與及合作，在台灣的農業相關企業中，可以說各種know-how的整
合度最高的一種。 

健康食品之外，值得官、產、學密切合作研發的農業問題有米糧加工技術

的研發與改進。台灣的主食作物是水稻。困擾台灣農業很久的稻米生產過剩問題

的原因在於主食習慣的變遷，使得進口小麥替代原來稻米消費的一半所致。為了

糧食供應安全(food security)，可生產稻米的水稻田不忍廢耕，政府不得不以獎勵
方式推行休耕。但是大面積休耕農田的存在不但增加政府補償金的支出，又導致

農村景觀的衰敗。作者相信這是政府提出非常文不對題的「農村再生條例」的原

因。 
但是，假如能從增加稻米的消費到所有水稻田能發揮應有的用途，油綠水

稻田配置樸素農舍的景觀，會輸給豪華觀光民宿聚落嗎？ 
假如吃麵包、麵餅乾或麵條是大眾的喜愛，假如有使用米可以做出與麵包、

麵餅乾或麵條相同食感的製品，休耕問題是否解決？作者相信，這一問題值得以

「國家計畫」予以面對。 
 
以上藉經營體系及產業技術的連結與整合，做為達成農村再生目的手段的妥

適性。以下介紹日本的實例為佐證。 
 

8.7	 日本的農村再生	 

想要以日本經驗為基礎，評論台灣的「農村再生條例」所顯示的方案，是因

為日本的農家規模與經營情況與台灣相近，又台灣農業的近代化是日本人規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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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雖然台灣離開日本人統治已經一甲子以上，但是兩國的制度有許多相似之

處。筆者訂閱的唯一日本刊物是評論性月刊「文藝春秋」，一般被認為刊登右派

保守立場言論多，是故，有關農業文章多立足於提升國家糧食安全的愛國立場。

以下所介紹，取自2008年8月號刊登於此一刊物，有關批評日本農業政策的觀點
與農村再生實例的幾篇文章及下載自日本農林水產省網站的資訊。 

2008年文藝春秋密集刊登農業相關評論，不外是因為該年日本進口食品連續
發生嚴重污染事件，食品安全(food safety)問題引起社會恐慌，進而糧食供應安
全議題成為媒體重點討論對象。 
 

8.7.1日本的「農山漁村活性化戰略」源自「有關振興農業地域整備

法」	 

日本國內由地方自治體管轄的行政區域稱為地域，其產業及居住環境的改

善由中央政府輔助的法律就是振興地域法。「有關振興農業地域整備法」頒佈於

1969年，2002年修改後，農林水產省於2006年設置「農山漁村活性化推進本部」，
掌管規畫、審核及管理由地方自治體提出的「活性化計畫」，預定五年之內資助

250件。 
「推進本部」訂有三大領域九項「戰略」，如下：以農林水產物為核心的

生產與銷售、加工、輸出等三項；活用地域資源的交流、觀光提攜、生質能

源開發等三項；採用創新、企業整合、育成新領導人才等新策略三項。由此

「戰略」的內涵，可以看出作者提示的連結與整合，正是日本再生農村的核心策

路，而其範圍延伸到藉日本飲食的國際推廣以達成日本食材的輸出，培育經營

大農場「擔手」（日語負責人之意）的教育訓練範圍。 
 

8.7.1.1 農村基礎硬體 (infrastructure) 的更新建構皆以農業生產之提升及增

加其附加價值為目的 

由上面列出的戰略可以看出，農產物的生產為農村再生的核心工作，而以

整合天然景觀，文化遺產，人力資源等手段，構成具有高產值農產企業體而維持

高品質生活環境的農村為目的，與我國的農村再生方案有差距。雖然有以在地民

眾的多元化為活化農村的手段，但是設有農村地域內農用土地不得低於80%，以
及從事於農業生產人口不得低於5%的限制等，維護農村原來應有功能的規定。 

 

8.7.1.2農村活性化的手段及實例 

農林水產省網站介紹獲得資助的計畫七類，每一類各選十個計畫共七十

件，做為介紹「戰略」的範例。計畫分類係依據農村活性化所利用資源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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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地域特產、自然與景觀、傳統與文化、城市與農村的交流、農商工的連結、

生質能生產、IT技術。雖然分類名稱多樣而實質內容也包括促進觀光及加深城市
民眾或中小學校學生對農業的瞭解為訴求者，七成以上計畫都是地域特產品開

發、農業經營現代化、農業資源的開發與加工利用等，與農業生產直接相關。 
值得注意的是，生質能生產的案例十件，都是農業廢棄物的燃料化計畫，而

且沒有一件與燃料用酒精有關。 
利用地域特產的計畫十件中，以飼養名牌豬為基礎發展的一個合作農場似乎

最為特出，「文藝春秋」2008年8月號有仔細的介紹，其概要如下： 
1983年三重縣伊賀市養豬農會，以其使用林業副產品醋酸為飼料添加物，育

成消除異味的豬肉，定為「伊賀豚」品牌（日本農產物品牌沒有法定登記辦法，

但是可以由生產者定名使用於販售）。該農會先成立伊賀豚加工合作社後，於1987
年將其擴大成立農事組合法人”MoKuMoKu Hand Made Farm”，現有職員127人，
臨時工120人，年營業額40億日幣，在約二十公頃休閒觀光園區內設有牛奶工房、
地方品牌啤酒廠、蔬菜賣場、菌菇農園、麵包餅乾廠、遊客實做工房、餐廳等，

主要設施超出30單位，都是歐洲風格的紅屋頂建築物。園區四周設有機農場、果
園、牧場、體驗農業設施（住宿房四十棟）、露天天然溫泉浴場、出借農園150
單位（每單位20坪）等。此外，在車程二小時之內，還有直營畜產加工廠一、直
營店二、農場餐廳四等。經營上，收門票，設會員制，目前會員三萬五千，從業

員平均年齡三十歲。由以上數據，可以看出MoKuMoKu被肯定為實踐「地產地
銷」、「建立品牌」、「轉型經營」成功範例的理由。假如讀者有興趣，在Google 
Earth尋找「日本三重縣伊賀市西湯舟3609」，即可看到在油綠田園中，此一設
有廣大停車場的觀光農園及其四周規畫整齊的農田、牧場與農舍的全貌。 

 

8.7.1.3水稻生產是日本農業的主軸 

日本古稱「豐葦原瑞穗國」，是豐產水稻國家之意。日治時代有日本稻農

移民到花東縱谷，落腳於「水尾」者，因其日音與「瑞穗」同而改地名，沿用至

今。日本人視水稻耕作為立國產業，與台灣先民帶稻種前來，建立以栽培水稻為

基幹農業的情形相同。現在稻米生產減少為顛峰期的一半，但是稻米的自給率還

是百分之百，其原因是主食的一半被小麥取代，這樣的情形台日亦同。不同的是

日本以鼓勵稻米的消費為消除休耕田，以及提升糧食自給率的努力不斷，而我國

則擬以非農耕手段消除休耕田。 
「文藝春秋」2008年11月號刊登，曾經任過日本筆會會長的有名作家井上廈

寫的「日本人，讓我們多吃稻米吧」一文，其中所介紹有關稻米農藝與營養知識

的高度，以及憂國愛國的言詞，相信會打動讀者，以愛日本農業心情多吃米飯，

令人欽佩。文化人出面呼籲大眾矯正主食習慣，希望在台灣也會出現。 
進入日本農林水產省網站（http://www.maff.go.jp），在首頁的「被多檢索關

鍵詞」欄中，可以看到「米粉」兩字。點入看到的第一點是，米與小麥顆粒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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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不同，使得應用麵粉製造法於研磨稻米時，所得米粉製成的麵包與蛋糕不具

有麵粉產品一樣食感；第二點是克服這一缺點的米粉磨研新技術兩種；第三點是

目前供應這一種米粉新產品廠商的介紹。 
米食即食化比麵食在技術上有較高困難度，是食品加工研發人都有所知道

的事實，也是米食的一大半被麵食取代原因之一。由此網站的介紹可知，為解決

稻米加工技術難題，日本食品研究界比台灣更努力。 
 

8.7.2技術彈性的分析與技術整合的技術	 

2008年7月間，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在農委會指導下，
邀請日本專家，在國家圖書館召開「台日研發成果實用化研討會」。日本人所介

紹、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JST)使用的、將種子技術(Seeds)研發為符合市場需
求產品(Needs)過程的分析與設定方法（S/N轉換方法），印象特別深刻。會中有
一位來自北海道叫做丸山的先生，依據他所推動「北海道食品與環境（能源）領

域的技術調合計畫」的經驗，介紹一種新技術的多方面應用及一個企業體利用多

種技術將一種原料製成多種產品的幾個實例。他的規畫得以實現，多依賴S/N轉
換方法的應用。 

 

8.8	 本章結語	 

 雖然台灣地小，也沒有小到像新加坡要以城市國家型態經營的程度。作者相

信，如以一人平均一天食物熱量需求為2000大卡來計算，盡量減少食物供應鏈上
的損耗並使用現有農地的全部，我國的糧食自給率可以維持與日本相同水準的四

成或以上。並且，以一個農村為單位，將農田廢棄物、菜梗、加工廢棄物、人與

動物糞尿全部集中做為厭氧發酵產生發電用氣體燃料的原料，其效益應較被提倡

一時的生質酒精的生產簡單而有益，因為最後產生的污泥可為製造有機肥的餵料

而完成農村內物質循環。原料配合是堆肥製造上的重點。將農產廢料盡量留駐於

產地，不但是豐富原料來源，並有減少糧食運輸成本及減少城市污染的成效，還

有利於設計厭氧發酵槽喂料配方的方便。 
作者認為連結與整合是發展台灣農業生物技術的要訣；農村再生議題亦是如

此，只是連結與整合的對象，要擴大包含技術與社會人文的軟硬體於一體系之內

而已。 
 

附記：不可輕易付和世界潮流：以我國燃料酒精計畫為例	 

2007到2008年之間，筆者被委託審查不少有關「生質能源」研發計畫。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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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發現所評審的計畫，多有下列不符合我國農業立地條件或不符合國情而不宜執

行的情形。1)依據政府宣示的目標而定的計畫，皆為既有技術的「驗證」，無研
發實質。2)以農作物做為原料者，有與糧食生產競爭資源的弊害。3)利用農田廢
棄物的計畫，因擬開發的先進技術，必要收集大量原料於少數廠地使用。但是，

原料產地非常分散（如稻稈）、容量比重（bulk density）低且不容易壓縮，收集
必費相當多能量等因素，未被考慮在計畫成立之經濟性評估範圍；又太輕視所挑

戰技術的難度，擬訂計畫時程過於樂觀等。 
有機物厭氧發酵產生沼氣與推肥的發酵製造技術雷同，而厭氧發酵工程技

術已經很成熟，建廠與運作都不是問題。2008年作者在日本國營電視衛星節目看
過，日本記者訪問德國有一百戶農家的農村的報導。該村以全村所有有機廢棄物

為餵料，使用哥廷根(Goettingen)大學設計的發酵與純化設備所得沼氣為燃料發
電，不但滿足全村電力需要，還有剩餘賣給電力公司。此外，使用發電的餘熱成

為供應全村熱水的熱源。 
作者的中學時代，參加學校舉辦的行軍訓練而走遍了台北盆地內的農村。

當時在水田角落都會發現設有儲放水肥的小堀，而有不少機會看到農夫以鐮刀割

下畦道邊雜草丟入堀內。此一行為的謎底為「養肥」，在大學學到製造堆肥理論

才解開。（全書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