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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敏の剋星—抗敏雙籽星
紫蘇籽、葡萄籽的完美組合

★紫蘇籽 
紫蘇籽是紫蘇的種籽。目前發現紫蘇籽中α-亞麻油酸的含

量是所有植物中最高的，甚至超越魚油，經實驗證實α-亞麻油酸
可降低介白素-2、介白素-6（過敏原指標）在體內濃度，且能有
效降低血液中膽固醇，另外紫蘇籽中含有豐富的生物素：類黃酮
、毛地黃酮、COA有制菌、清除自由基的功效；β-丁香油烴具
抗發炎、抗過敏的保護細胞作用，另有維生素B1、B2、和維生素
A、C、E、鈣、磷、鐵等。

★葡萄籽

葡萄籽為紅葡萄的種籽。其內含豐富的兒茶素、檞皮黃酮、
花青素（OPC）、丹寧，抗氧化能力是維他命C的20倍、維他命E
的50倍。花青素存在於自然界中，諸如：葡萄籽、藍莓、小紅莓
、松樹皮及夏威夷果葉子，都含有花青素的成份。其中以葡萄籽
所含的95%花青素獨佔鰲頭。花青素可保護血管彈性、阻止LDL
膽固醇囤積在血管壁上、保護肌膚使肌膚保持彈性及張力、其具
有抗過敏的作用、也是關節發炎現象的緩解物質。

★〝抗敏雙籽星〞是如何萃取出來的？

抗敏雙籽星是利用目前最新的超臨界萃取技術從紫蘇籽及葡
萄籽中萃取而成。超臨界萃取技術是利用液態CO2作為萃取媒介
，它能在常溫（31℃）下將紫蘇籽及葡萄籽的完整成份萃取出來
，由於紫蘇籽是植物界中α-亞麻油酸含量最高者，其萃取純度α
-亞麻油酸含量可達60%，葡萄籽則是強力抗氧化劑，所以超臨界
所萃取的紫蘇籽油及葡萄籽油又稱為『抗敏雙籽星』。

※抗敏雙籽星為超強的抗氧化組合，因此對於自由基所衍生的相
關病症都有意想不到的功效。除能調節免疫系統外更具有抗菌、
抗病毒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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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亞麻油酸是什麼？
α-亞麻油酸（Alpha-Linolenic Acid）簡稱 ALA , 又稱為ω-3 

不飽和脂肪酸 , 人體無法自行合成 , 只能從外界攝取。α亞麻油
酸進入人體後，在酶的作用下，依次生成 EPA 、 DPA 、 DHA ，
而眾所周知的深海魚油，其降血脂的作用核心其實就在於 EPA 和 
DHA ，而「紫蘇籽」中的「α-亞麻油酸」就是 EPA 和 DHA 的
前趨物，所以它更能衍生轉換因應人體所需要的EPA 和 DHA的
比例，（如心血管疾病患者需要較高的EPA；而孕婦則需要較高
的DHA）。

★ω-3 不飽和脂肪酸的作用為何？
ω-3系列的脂肪酸包含α-LA（α- linoleic acid；α-亞麻油

酸）、EPA（Eicosapentaenoic Acid）、DHA（Docosahexaenoic 
Acid）和等等。

★脂肪酸的分類

飽和脂肪酸 不飽和脂肪酸

多元不飽合脂肪酸
（屬於必需脂肪酸）

◎無法在體內合成，一定要經由食品攝取

ω-6 系列 
（亞麻油酸、GLA)

ω-3 系列
 （α-亞麻油酸、EPA、DHA）

脂肪酸

單元不飽合脂肪酸
（ω-9系列例如：油酸）
◎在體內合成油酸



4 5

★α-亞麻油酸的主要作用
淨化血液，防止動脈硬化

抑制癌症或過敏反應

降血壓

防止老年痴呆症或阿茲海默症

活化腦細胞，提高學習能力

改善憂鬱症

活化腦的機能，提高記憶力或學習能力

抑制血小板凝集，預防血栓或動脈硬化

預防痴呆症

減少LDL膽固醇，增加HDL膽固醇

減少血中的中性脂肪

降血壓

抑制癌細胞的發生與增殖

改善過敏性疾病或發炎性疾病

穩定情緒

溶解血栓

抑制血小板凝集

使血管擴張，促進血液循環

保持血管的彈力與柔軟

減少血中的中性脂肪

減少LDL膽固醇
增加HDL膽固醇

抑制二十碳四烯酸的作用
防止癌細胞的發生與增殖

DHA的主要作用
DHA（俗稱〝腦黃金〞）

EPA的主要作用                       
EPA（俗稱〝血管清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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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蘇成分作用

1.α亞麻油酸
 可降低介白素-2、介白素-6（過敏原指標）在體內濃度

2.檸檬油精與單萜
 是紫蘇酸的異構物，其主要效用在抑制與防治腫瘤，以人體作
實驗則發現，其能抑制腫瘤的最少劑量為1000mg/kg/day。

3.β丁香油烴
 以老鼠為試驗發現此物質具抗發炎抗過敏的效果，而且急性毒
性很低不致產生皮膚刺激及不良反應可安心使用。

4.紫蘇酸
 含有特殊酵素可抗異戊二烯化作用。

5.CoA
 抗黃麴菌之生長及合成，抗黃麴毒性。

6.毛地黃酮
‧根據動物實驗結果顯示對子宮癌第二型有明顯抑制效果，且能
預防乳癌、淋巴癌的產生及轉移。

‧可以影響花生四烯酸的釋出，所以具有抗發炎的作用

‧可以掃除自由基，尤其具有掃除氫氧自由基的能力

‧抑制血癌細胞成長

7.紫蘇醇
‧對乳癌的抑制效果比檸檬油精強5倍
‧抑制胰臟腫瘤生長，但不致影響血液中總膽固醇

8.花青素（OPC）、兒茶素、檞皮黃酮、丹寧：
 強力抗氧化劑。抗氧化能力是維他命C的20倍、維他命E的5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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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蘇和身體健康的關係

★ 紫蘇與過敏症的關係
過敏的形成

這些成分有效

異位性皮膚炎

因為過敏而產生的各種反應

α-亞麻油酸、γ-亞麻油酸、EPA、
DHA、維他命B6、甲殼質殼聚糖。

以肥胖細胞

與 I g E為主
的過敏反應

打噴嚏、流

鼻水、鼻塞

藥物過敏 急性蕁麻疹 支氣管氣

喘的即時

型發作

食物過敏 過敏性休克

過敏性的疾病與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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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器官的疾病與症狀

動脈硬化症

低血壓

狹心症

高血壓

心肌梗塞

EPA、DHA、牛磺酸、食物纖維
、γ-亞麻油酸、油酸、維他命E
、膽鹼、芝麻酸、大豆皂角甘、

多酚、鈣

維他命A

食物纖維、牛磺酸、維他命E、
C、β-胡蘿蔔素、EPA、DHA、
亞油酸、鎂

EPA、DHA、牛磺酸、食物纖維
、γ-亞麻油酸、鈣、鎂、酪蛋
白、兒茶素、芸香甘、多元不飽

和脂肪酸（亞油酸、α-亞麻油
酸、γ-亞麻油酸等）

牛磺酸、食物纖維、維他命E、
C、β-胡蘿蔔素、EPA、DHA、
亞油酸、鎂

★ 紫蘇與心血管疾病的關係
引起動脈硬化作用的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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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細胞（神經元）

突觸
樹突

突觸

細胞體

突觸部分
的放大圖

突觸並不是靠著神經元互
相連接，而是藉著分泌的
傳遞質來交換訊息。

神經元藉著突觸來交換情報，DHA能夠
活化神經元，使訊息傳遞順暢。

心理的疾病與症狀

神經症

自律神經失調

憂鬱症

失眠

這些成分有效

鈣、維他命B群、C
酪蛋白

（輕微憂鬱症、神經衰弱）

維他命B5、B12、E、泛酸
、DHA、殼維素

葉酸、維他命B1、B2、B6
、C、硒

維他命B12、銅、鐵、鎂

DHA能穩定情緒

敵
意
性
的
變
化

（％）

40

30

20

10

0
前 後 前 後

沒有攝取
DHA的人

攝取
DHA的人

★紫蘇籽油與精神健康的關係
腦神經傳遞及神經細胞（神經元）的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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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蘇籽油與更年期不適的關係：

在更年期前後，無論男女性都會產生一些身心的改變。女性
更年期的症狀較為明顯如面潮紅、心悸、陰道乾燥、睡眠障礙、
情緒不穩等。男性則不明顯，通常隨著更年期的來臨，可能會有
攝護腺肥大、尿道發炎、睡眠障礙、情緒不穩等症狀。

而這些男女性的更年期問題都跟前列腺素不平衡有關，根據
研究ω-3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可在體內提高好的前列腺素的濃度，
可有效降低更年期的不適感，也可代謝體內壞膽固醇，保護心血
管健康。

★紫蘇籽油與銀髮族的健康關係：

隨著歲月的痕跡，眼睛越來越看不清楚，骨頭開始這裡酸那
裡痛，體力開始變差，睡眠長度和品質卻都下降了，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退化性關節炎、癌症的罹患率也隨之上升，老化雖然
是一種自然現象，然而保養卻能讓越來越嚴重的破壞作用緩和下
來，尤其老年人往往需要服用比較多的保健食品來維持健康。

◎ 適合每個老年人的保健食品：
維生素B群、含鎂的鈣片、抗氧化劑、ω-3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老人的疾病與症狀：

這些成分有效

變形性膝關節症

慢性關節風濕

老化
EPA

EPA、α-亞麻油酸、維他命B6
、C、薑黃色素

葉酸、鈣、鋅、維他命C、E、
膠原蛋白、食物纖維、DHA、β
-胡蘿蔔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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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蘇籽油與皮膚病的關係

皮膚細胞的生長速率和健康程度，和細胞膜有密切的關係。
如果嚴重缺乏必需脂肪酸，細胞膜的流動性會變差，營養物質不
容易進入細胞，細胞產生的廢物也不容易排出；細胞就變得不健
康。兒童身上常出現的濕疹、成人的頭皮屑、毛囊炎、鱗癬、皮
膚粗糙通常也與必需脂肪酸Omega 3息息相關。
〝紫蘇〞的適用對象？（哪些人需要補充 α- 亞麻油酸？）
1. 三酸甘油脂、膽固醇過高的成人或兒童。2. 應考學生。
3. 發育中的嬰幼童。4. 高度近視或有過敏症的孕婦。
5. 患有過敏性疾病的人。6. 健忘或易失眠的中老年人。
7. 更年期的婦女或男性。8. 情緒不穩定者。

案例

案例一

李小姐的小孩從小就是過敏兒，從異位性皮膚炎到蕁蔴疹，

抗組織胺從1顆到3顆，只要少吃一餐的藥，蕁蔴疹立刻會發作，
全身紅腫。之前吃過益生菌、酵素改善，但改善效果緩慢而且費

用很高，食用紫蘇不到一個月，已由每天三顆抗組織胺到現在4
、5天吃一顆就可以，而紫蘇的劑量也由4顆減至2顆，目前持續
改善中。

案例二

陳先生有說夢話的問題已長達4年，這樣的狀況不但使得陳
先生白天的精神狀態不佳、妄想，更因脾氣不穩定常把家中搞得

烏煙瘴氣，陳先生的女兒得知陳先生這種狀況可能是更年期障礙

，於是在藥師的介紹下開始讓父親食用紫蘇，沒想到大約20天左
右，陳先生說夢話的狀況已經消失，而且情緒變得平穩，連洗完

澡身體乾癢的困擾也不藥而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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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王媽媽過了50歲以後常出現頭暈目眩、手腳麻痺的狀況，去
醫院檢查發現王媽媽有高血壓的症狀，而血壓不穩定正是她頭暈

目眩的原因，拿了降血壓的藥回來吃，雖然血壓獲得控制但身體

還是不舒服，王媽媽的女兒在得知母親的狀況後，帶了紫蘇給王

媽媽吃，在服用紫蘇半個月後王媽媽已可以不用吃藥，身體狀況

比之前更好。

案例四

許先生長年為皮膚病所苦，除了香港腳之外，手上也有一些

頑癬，之前也曾吃藥或擦藥，但效果多不持久；而且因擦藥產生

了抗藥性也有越來越沒效的感覺，後來許先生在偶然的情況下看

到呂鋒洲教授寫的〈善用紫蘇〉這本書，發現超臨界紫蘇油可恢

復皮膚健康，於是在藥局購買後服用，20天左右手上的頑癬已漸
漸痊癒，目前仍持續服用中。

案例五

李小姐從小就是過敏兒，小時候是異位性皮膚炎，慢慢演變

成過敏性鼻炎，李小姐形容過敏性鼻炎的患者，除了每天都被打

噴嚏流鼻水困擾之外，頭腦還會常常覺得昏昏沈沈，印象中很少

清醒過，之前都不知道是因為過敏造成的，後來長大遇到一些同

病相憐的朋友才了解。本來也都會吃抗組織胺這類的藥物來舒緩

不適感，在朋友的介紹之後開始服用紫蘇，雖然之前抱著半信半

疑的心態，但是才吃三天，不舒服的症狀即得到很大的舒緩及改

善，李小姐開心的說以後可以很清醒的過日子，而且不用與面紙

長相左右了。

案例六

曾先生是一位將近50歲的中年人，除了一般常見的慢性病--
高血壓之外，一直難以入眠及蕁蔴疹也是困擾他多年的症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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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偶然的機會中，曾先生聽到廣播在講紫蘇可以調節血壓、增

加血管彈性，還有抗過敏的功效，另外對睡眠障礙也有很正向的

反應，曾先生持著姑且一試的心態，開始服用紫蘇，不到兩周的

時間，曾先生即產生了很大的改善。首先血壓己恢復正常，不再

覺得頸肩僵硬，而且睡眠變得穩定，但曾先生說蕁蔴疹好像還沒

好，在經過專業人員的解說，紫蘇並不是藥，需耐心服用，曾先

生已持續服用中，目前狀況也逐漸改善。

案例七

張太太停經之後常有面潮紅、心悸、睡眠障礙及情緒不穩等

症狀，至婦產科求診，醫生告訴張太太，這是更年期症候群，此

後張太太固定服用藥用女性荷爾蒙，雖然症狀有所改善，但又聽

說藥用的女性荷爾蒙有致癌的危險，在朋友的介紹下，開始服用

超臨界萃取的紫蘇，服用兩周後，睡眠障礙完全消失，其他如面

潮紅、心悸及情緒不穩定等症狀皆有明顯改善，張太太對於不用

吃藥就能讓自己的身心保持良好的狀態感到不可思議，子女看到

媽媽不再為更年期所苦也替媽媽感到開心，張太太表示之後一定

會將這麼好的產品推薦給親友，讓所有更年期的婦女都能像她ㄧ

樣健康快樂。

案例八

蔡小姐原本擁有健康的身體，在生產完後發現自己對於甲殼

類海鮮及匹林類藥物會有過敏的現象，此後不管是甲殼類海鮮或

深海魚類都成了拒絕往來戶，偶爾誤食，便會引發過敏性蕁蔴疹

，蔡小姐ㄧ直想解決這個困擾，聽電台廣播得知超臨界萃取的紫

蘇可以改善過敏的症狀，抱著姑且ㄧ試的心理開始服用紫蘇，除

了誤食海鮮類食物能迅速改善外，在長期服用後發現對海鮮類食

物不再感到如此敏感，身體健康狀況也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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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環品：金鮫鯊魚肝油，戴奧辛超標

TVBS 記者：廖盈婷 2006/08/22
吃魚肝油吃到戴奧辛中毒，

有可能嗎？環境品質文教基

金會委託清大化學系，針對

市面上的9種魚肝油做抽檢
！發現裡頭或多或少都含有

戴奧辛．雖然都在國家標準

值範圍內，但其中一項已經

是標準值的1.27倍．長期吃
可能致癌．不過業者駁斥，

直說當初商品從加拿大進口時，就已經請水產所做過檢驗，根本

不含戴奧辛。一顆顆深海魚肝油，含有豐富脂溶性維他命A和維
他命D，但常吃的民眾可要小心，清大化學系抽查市面上9種魚肝
油研究發現，通通都含有戴奧辛，其中的金鮫鯊魚肝油膠囊，更

是標準質值的1.27倍。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劉銘龍：「超
過了國家標準的話，當然會提高致癌的風險，或是產生中毒，或

是其他身體病變。」長期攝取這樣的危險魚肝油，還可能造成子

宮內膜異常增生，甚至過量中毒，可能導致肝腫大，這一批檢驗

報告中，戴奧辛含量最高的甚至是含量低的18倍，專家痛批國家
有設標準，但衛生署卻沒有實際檢驗，實在誇張！但業者對這樣

的結果，無法接受。魚肝油業者陳小姐：「實際上的東西，是不

是我們的，我們是不是要眼見為憑，我們這邊也有水產試驗所的

檢驗報告，報告裡面並沒有戴奧辛的成分出現。」水產所檢驗不

含戴奧辛的魚肝油商品，卻又被測出含量超出標準質．包裝盒上

建議一天可以吃1到6顆，如果真是戴奧辛污染過的黑心魚肝油，
消費者每天這樣吃，健康誰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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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金鮫鯊魚肝油膠囊

戴奧辛含量超過標準

中廣新聞網2006/08/22
國人越來越重視身體的健康與營

養均衡，魚油類產品長久以來一

直是國人熱門的保健食品，許多

小朋友及中老年人都有服用魚油

的習慣，不過根據環境品質文教

基金會的檢驗，繼戴奧辛鴨與戴

奧辛羊之後，也有一項市售的魚

油產品，被驗出戴奧辛含量超過

標準。（張德厚報導）魚油產品分為魚體油及魚肝油，魚肝油含

有脂溶性維他命A、D，可促進鈣質吸收，魚體油則含有EPA、
DHA等不飽和脂肪酸，具降低膽固醇、防止動脈硬化及預防中風
等作用。英國及香港等地，近年來都相繼傳出魚油產品戴奧辛含

量過高被要求下架的事件。為瞭解國內市魚油產品的品質，環境

品質文教基金會與清華大學化學系綠色質譜實驗室合作，進行市

售魚油類保健食品戴奧辛含量的調查。結果發現，九種魚油市售

品牌中，「金鮫鯊魚肝油膠囊」的戴奧辛含量不合格，達到2.54
皮克，要比國家標準高出0.54皮克。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劉銘龍：「這次我們抽了九個樣品，大部分戴奧辛都低於國家標

準，只有一個超過國家標準所訂的2皮克，如果超過標準，會提
高致癌的風險。」環品會指出，戴奧辛過量的魚油，如果長期食

用，隨著人體吸收時間與劑量濃度的累積，可能導致肝、皮膚、

淋巴及呼吸系統等癌症，政府應該要求魚油等各類相關食品，於

進口時出具國外製造廠商的戴奧辛檢測報告，以免我國成為低劣

產品之傾銷國，政府也應針對魚油類保健食品持續加強全面抽驗

工作，以確保民眾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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