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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尋找有效的天然物是近年來化妝保養品市場極為重要的課題，且消費者
對抗敏感化妝品的需求與日遽增。乳酸菌被認為是非常安全的菌種，過去很
多研究發現乳酸菌在發酵過程中所產生的代謝物質具有機能性。由於乳酸菌
並未被應用於抗敏感之化妝品素材，故本研究對自行篩選獲得之乳酸菌評估
其應用於化妝保養品之可行性，以作為開發抗敏感性保養品之先期試驗。本
研究共篩選 18 株乳酸菌，結果發現篩選獲得之乳酸菌具有良好之 DPPH 自由
基清除能力，部分乳酸菌具有良好之總還原力，部分乳酸菌具有良好之螯合
亞鐵離子能力，部分乳酸菌具有高抗發炎活性。綜合上述研究結果推論，18
株乳酸菌經不同試驗方法表現出各有所長的活性，未來可針對篩選出之有效
菌株進行混合搭配，進一步應用於抗敏化妝品，以提升其利用價值及拓展應
用領域，開創新一代的抗老及抗敏產品。

關鍵詞：乳酸菌、DPPH 自由基清除能力、總還原力、螯合亞鐵離子能力、抗
發炎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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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ed of finding good natural materials for anti-sensitive cosmetic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o consumers. Lactic acid bacteria (LAB) are
generally regarded as safe (GRAS), and their fermented products display
biological activities were demonstrated in many report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if
LAB ferments could apply in cosmetics, the potential of LAB isolates to
anti-sensitive cosmetics was evaluation. A total of 18 LAB strains were isolated
from plant samples in this study. All LAB isolates had strong DPPH radicals
scavenging activity. Eighteen LAB isolates showed varying degrees of reducing
activity, Fe2+ chelating ability and anti- inflammatory activity. In conclusion, 18
LAB isolates possessing various antioxidative and anti-inflammatory activities,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local LAB isolates can be mixed used, and they could
beneficially provide antioxidants and anti-inflammant to manufacture innovative
anti-sensitive and anti-aging cosmetic products.

Keywords: Lactic acid bacteria, DPPH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activity, total
reducing power, Fe2+ chelating activity, anti-inflammatory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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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輔助均有顯著的效果[6-9]。同時，乳酸菌的細胞

一、前 言
近年來，化妝品市場訴求減少化學物質對皮膚
的刺激及副作用，而現今化妝品市場愈來愈強調天
然化妝品的重要性，除了是因為人們對人工合成化
合物有安全疑慮，還有減少廢棄物對於環境傷害
等，所以尋找有效的天然物，便成為重要的課題。
敏感性皮膚 (sensitive skin) 是皮膚知覺神經
耐受閥值降低，造成對外界刺激敏感，引起的早期
發炎現象，此類型肌膚由於皮膚之生理防禦機能較
弱，致使保水力不佳及皮脂膜形成不良，外在刺激
物質或過敏物質便易侵入而導致肌膚內部發炎。遺
傳體質、飲食、作息、情緒、壓力等都是造成現代

壁組成含有胜肽聚醣 (peptidoglycan)，可活化免疫
反應，甚至研究發現乳酸菌之死菌體也有刺激免疫
反應的能力。很多研究也發現乳酸菌在發酵過程中
所產生的代謝物質具有機能性，這些物質包括完整
的死菌體、細胞壁組成分，以及經由發酵過程產出
的胜肽、胞外多醣、脂肪類物質[10-12]。由於乳酸
菌的效用非常多樣化，而在非腸胃道的保健功能應
用上也愈來愈受到重視，表示相關產品尚有很大的
開發空間，相當值得投入與開發。因此，其應用範
圍應可擴及保養化妝品產業，作為抗敏感之化妝品
素材。
由於老化及敏感都是導致皮膚疾病的因素之

人肌膚敏感現象的因素，因此消費者對抗敏感及低
敏感化妝品的需求與日遽增。但坊間很多低敏感性
保養化妝品配方多是減少香精、酒精或防腐劑，降
低去角質、去油、去痘、收斂等成分，並添加舒緩
鎮定成分，卻缺乏修復成分。但若無法增加肌膚保
水度及強化肌膚自身之防禦機制，將無法真正改善
敏感性肌膚的問題。若能找出可清除有害的活性氧
物質，及具有強化 DNA 修復系統和防禦系統功能

一，發展可強化皮膚保濕及保護能力，強化抗氧化
活性的低敏感性保養品，才足以真正滿足敏感性肌
膚之消費者的真正需求。過去，乳酸菌並未被應用
於抗敏感之化妝品素材，故本研究計畫將篩選乳酸
菌並探討其特性，評估乳酸菌發酵產物加入化妝保
養品之可行性，作為開發抗敏感性保養品之先期試
驗，符合消費者天然訴求之期待。

之成分應用於保養化妝品，應可增加皮膚之免疫系

二、實驗材料及研究方法

統，減少刺激因子對皮膚的傷害。
乳酸菌 (Lactic acid bacteria) 被認為是非常安

(一) 藥品

全的菌種 (generally regarded as safe, GRAS)，是一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之 Lactobacilli MRS Broth

群可將醣類發酵成乳酸的細菌總稱，對人體來說是

(Acumedia, Neogen Corporation)、ascorbic acid、

一種益生菌，其能產生有機酸如乳酸以降低 pH

trichloroacetic acid、potassium ferricyanide (廠牌皆為

值，並能產生抗菌物質等[1-2]。過去研究發現，乳

Koch-Light Laboratories LTD) 、H2O2、methanol、

酸菌的胞外分泌物質可活化腸道部位的巨噬細胞

BHT 及 iron(III) chloride (廠牌皆為 Nihon Shiyaku

及淋巴細胞的產生，促使免疫球蛋白 A 的濃度提

Reagnet) 購自承洺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台灣)。LB

升，並產生 γ-干擾素及抗腫瘤因子以抑制腫瘤細胞

broth、NH agar 及 Agar 廠牌為 DifcoTM laboratories

形成，因此被認為具有強化免疫系統的功能

(Becton, Dickinson and Company)，購自啟新生物科

[3-5]。近年乳酸菌的應用研究呈現多元化，其相關

技 有 限 公 司 ( 台 北 ， 台 灣 ) ； EDTA 、 potassium

產品之醫藥保健訴求包括有整腸、抑制致病菌、降

chloride、sodium chloride 及 Tris (廠牌皆為 Amresco)

低膽固醇、活化免疫系統、抑制腫瘤、調節血壓、

購自波仕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台北，台灣)；

減緩過敏反應等功效，對於許多文明病的預防與醫

ferrous chloride (J. T. Baker)、α-bisabolol、ferro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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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diphenyl-1-picrylhydrazyl (DPPH)、linoleic acid

均勻，於 50℃水浴 20 分鐘，再加入 10%三氯醋酸

及 5-lipoxygenase (廠牌皆為 Sigma) 購自友和貿易

(trichloroacetic acid, TCA) 溶液，200×g 離心 20 分

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台灣)。

鐘後取上清液與 0.1%氯化鐵 (FeCl3) 溶液反應，再
以分光光度計測定混合液在 700nm 之吸光值，所測

(二) 儀器設備

得之吸光值愈高，則表示樣品之還原力愈強。本試

本研究所使用之分光光度計為 ChromTech 公司
UV-1600 型。

驗為 3 重複試驗。
(3) 螯 合 亞 鐵 離 子 能 力 之 測 定 (Fe2+ chelating
activity)

( 三 ) 乳 酸 菌 菌 株 篩 選 (Isolation of Lactic acid
bacteria strains)

參考 Boyer 及 McCleary (1987) 之方法行之
[15]。將乳酸菌發酵液與 2 mM 氯化亞鐵反應 30 秒

篩選數種植物之表面菌株，並將這些植物來源

後，再加入 5mM ferrozine，於室溫下反應 10 分鐘，

菌株接種至麵糰中，培養數代後使特殊菌種成為優

旋即利用分光光度計測定其在 562nm 下之吸光

勢菌，再將培養所得之微生物接種至 MRS broth，

值，所測吸光值愈低，表示螯合亞鐵離子之能力愈

37℃培養 48 小時後，以四區劃線法至 MRS agar，

強。本試驗重複 3 次。

挑選數個單一菌落再以 MRS broth 於 37℃培養 24

(4) 統計分析 (Statistic analysis)

小時，分別挑出生長良好之單一菌落，以鏡檢、革

抗氧化分析所得之數據以 Statistical Analysis

蘭氏染色 (Gram stain)、catalase 試驗、產氣試驗及

System (SAS Institute, Inc., 2000) 軟體進行統計分

運動性特性等生化特性進行菌種確認，結果呈現

析，以 ANOVA 程序作變異分析，並且以鄧肯氏多

catalase 負反應、革蘭氏陽性、不具運動性，而外形

變域試驗法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DMRT)

為桿狀或球形者，認定其為乳酸菌[2]。同時，針對

在 α = 0.05 下比較平均值之顯著性差異。

篩選所得菌種之發酵液進行 pH 值測定。
(五) 抗發炎能力測定 (Anti-inflammatory activity)
(四) 抗氧化能力之分析

參考 Ulusu 等人 (2002) 之方法行之[16]。取

(1) DPPH 自 由 基 清 除 能 力 之 測 定 (DPPH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activity)

5mM 亞麻油酸加入不同濃度樣品，再加入新鮮配置
之 5-lipoxygenase (12.5 unit/ml, 0.1M Tris-HCl buffer,

參考 Bondet 等 (1997) 之方法經修飾後行之

pH8.8) (EC 1.13.11.12, Sigma-Aldrich, Steinheim,

[13]。取乳酸菌發酵液與新鮮配製之 0.1mM DPPH

Germany)，最終反應總體積以 ddH2O 補足，25℃水

之甲醇溶液均勻混合後，靜置暗處反應 50 分鐘，

浴反應 10 分鐘後，測定波長為 234nm 之吸光值，

以分光光度計測定混合液於 517nm 之吸光值。BHT

並以紅沒藥醇 (α-bisabolol) 為控制組。所測得之吸

為實驗控制組，利用相對於對照組的吸光值減少百

光度值愈低，代表抗發炎活性愈佳。本試驗為三重

分比計算出各試驗樣品清除 DPPH 自由基之能

複試驗。

力。本試驗為 3 次重覆。
(2) 總還原力測定 (Total reducing power)

(六) 抗菌試驗 (Antibacterial activity)

參考 Yen 及 Chen (1995) 之方法行之[14]。以

根據 Rammelsberg 及 Radler (1990) 所述濾紙

BHT 為對照組，將不同濃度之乳酸菌發酵產物與

擴散法 (disc diffusion assay) 行之[17]。取

0.2M 磷酸鹽緩衝液 (pH 6.6) 及 1%赤血鹽經混合

培養於適當培養基且生長至指數期 (log phase)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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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篩選菌種生化試驗結果

表皮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BCRC
11030) 及大腸桿菌 (Escherchia coli ATCC 25922)
塗抹於 NA agar 之平板培養基表面，靜置 20 分鐘

菌種編號

型態

觸酶

革藍氏

產氣

試驗

染色

試驗 a

運動性

2L

鏈型

－

G(＋)

＋

無

乳酸菌發酵上清液之圓型濾紙

2S

四球型

－

G(＋)

－

無

片 (濾紙直徑 8mm) 貼於已塗抹菌液的培養基表

3W

鏈型

－

G(＋)

＋

無

面，於 37℃培養 24 小時，測量其形成透明環的抑

3S

四球型

－

G(＋)

－

無

4W

鏈型

－

G(＋)

＋

無

6W

鏈型

－

G(＋)

＋

無

6Y

鏈型

－

G(＋)

＋

無

8W

鏈型

－

G(＋)

＋

無

9

鏈型

－

G(＋)

＋

無

11W

鏈型

－

G(＋)

＋

無

13

鏈型

－

G(＋)

＋

無

16S

鏈型

－

G(＋)

＋

無

17-1

鏈型

－

G(＋)

＋

無

18-1L

鏈型

－

G(＋)

＋

無

18-1S

鏈型

－

G(＋)

＋

無

18-2

鏈型

－

G(＋)

＋

無

19-1

鏈型

－

G(＋)

＋

無

20-2

鏈型

－

G(＋)

＋

無

後，再將滴有

菌圈直徑大小。此抑菌圈直徑若在<11 mm 則為”－”
（無抑菌效果）
，若大小在 11~16 mm，則以+表示，
若大小在 17~22mm，則以++表示，若抑菌圈大小
>23mm，則以+++表示。

三、結果與討論
(一) 菌種篩選與確認
將自行篩選且培養於麵糰內之菌種以 MRS
broth 於厭氧條件下擴大培養，並利用四區劃線法培
養至 MRS 平板，隨機挑選不同型態之菌落接種至
MRS broth，於 37℃厭氧培養 24 小時。去除不符合
乳酸菌生化特性之菌株，共篩選出 18 株乳酸菌，

a: ＋表示會產氣，－表示不會產氣

生化試驗結果如表 1 所示。

圖 1 為本研究篩選乳酸菌之 DPPH 自由基清除
能力分析，結果發現，18 株篩選所得之乳酸菌皆具

(二) 抗氧化能力之分析

有良好的 DPPH 自由基清除能力，且其培養 24 小

(1) DPPH 自 由 基 清 除 能 力 (DPPH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activity)
自由基及活性氧分子的存在與老化及疾病息
息相關。人體內雖然具有超氧歧化酶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及麩胱甘肽過氧化酶 (glutathione
peroxidase, GSHPx) 等物質能清除體內過多的自由

時後之發酵上清液之 DPPH 自由基清除能力可達到
BHT (1mg/ml) 的 57.58%-106.74%，其中表現最佳
的菌株為 2S，其 DPPH 自由基清除能力為人工合成
抗氧化劑 BHT 的 106.74%。顯示本研究所得之乳酸
菌發酵上清液之 DPPH 自由基清除能力極佳。

基，但隨著年齡增加及外在不良因子的影響，體內
清除自由基的能力會逐漸降低，因此需要其他輔助
因子來增強抗氧化能力[18]。而發展以天然物質為
主而無副作用的抗氧化劑是現今的趨勢。
1,1-diphenyl-2-picrylhydrazyl (DPPH) 常 被 用
於抗氧化研究，以檢測抗氧化劑供氫能力。因 DPPH
甲醇溶液於 517nm 下具強吸光效果，抗氧化劑與自

圖 1、乳酸菌發酵上清液之 DPPH 自由基清除能力分析

由基結合後，將使得吸光值降低或消失，由此可判
定樣品捕捉 DPPH 自由基之能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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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劑。由於 Fe2+能與 Ferrozine 形成複合物，在 562

(2) 總還原力 (Total reducing power)
還原劑 (reducing agents) 可還原已氧化的過
氧化物以減緩氧化作用。因此測定抗氧化物的還原

nm 具有最大吸光值，故反應所得之吸光值愈低表
示樣品螯合 Fe2+的能力愈強[15]

力能用以得知其抑制活性自由基的能力。若樣品具

圖 3 為本研究篩選乳酸菌之螯合亞鐵離子能力

還原力，會將 Fe3+(CN)6 還原成 Fe2+(CN)6，再與 Fe3+

分析，結果發現僅有 13 株乳酸菌之發酵上清液具

形成普魯士藍（Fe4[Fe(CN)6]3）
，普魯士藍為一深藍

有螯合亞鐵離子之能力，且不同乳酸菌發酵上清液

色之化合物，在 700 nm 具有最大吸光值，故當反

對亞鐵離子捕捉活性差異相當大，有 5 株乳酸菌

應所得之吸光值愈高，則表示樣品的還原力愈強。

(6Y、9、18-1S、18-1L 及 20-2) 之發酵上清液不具

圖 2 為本研究篩選乳酸菌之總還原力分析，結

有螯合亞鐵離子之能力，其他 13 株乳酸菌發酵上

果發現，除 3S、4W 及 18-1L 之發酵上清液具有良

清液對亞鐵離子之螯合能力為 3.04-76.36%，其中又

好的總還原力外，其他乳酸菌之總還原力都較 BHT

以 2S 及 3S 效果最好，在 EDTA (1mg/ml) 螯合率為

(0.5 mg/ml) 弱。且經統計分析發現 3S 之總還原力

98.51%時，其螯合率分別為 76.36%及 76.1%，效果

與 BHT (0.5 mg/ml) 有顯著性差異 (p＜0.05)，4W

是 EDTA (1mg/ml) 的 77.56%及 77.26%。

及 18-1L 則與 BHT (0.5 mg/ml) 具有相同的還原效
力。
以 1 mg/ml BHT 為基準值 (98.5%)，3S、4W、
9、18-1L 四株乳酸菌的還原力功效較為明顯，其中
以 3S (57.94%) 為最高，其次為 18-1L (52.27%)、
4W (49.19%)、9 (42.71%)，其餘菌株則介於 26.27%
圖 3、乳酸菌發酵上清液之螯合亞鐵離子能力分析

至 37.14%，還原能力較弱。

(三) 抗發炎能力測定
亞麻油酸 (Linoleic acid) 過量存在，會增加花
生四烯酸 (Arachidonic acid) 在生物體內的含量，
花生四烯酸為二十碳不飽和脂肪 (C20:4)，是參與
發炎反應重要物質，其會形成白烯素 (leukotriene,
LT) 類化合物等親發炎性的二十碳酸，是引起發炎

圖 2、乳酸菌發酵上清液之總還原力分析

反應的重要媒介物，這些物質會使血管擴張、組織
液滲出，並刺激產生痛覺[19]。許多研究顯示抑制

(3) 螯合亞鐵離子能力 (Metal chelating activity)
金屬離子可以催化脂質氧化的發生，因此，具

花生四烯酸的代謝可抑制老鼠皮膚發炎及腫瘤

有螯合金屬能力的物質，可用於避免金屬離子所誘

[20-22]。因此，抑制花生四烯酸代謝可阻止或治療

導的脂質過氧化作用。亞鐵離子 (Fe2+) 為最具影響

發炎產生的相關疾病。而體外脂質氧合酶抑制分析

力的助氧化劑之一，其會藉由 Fenton 反應生成羥基

法是評估抗發炎活性的重要方法，脂質氧合酶

自由基 (・OH)，亦會與過氧化脂質 (LOOH) 反應

(5-Lipoxygenase, 5-LOX) 會催化生成細胞發炎前

生成氧化脂質自由基 (LO・)，對細胞造成破壞，

驅物質-白烯素之機轉，因此，對於反應中 5-LOX

因此具有螯合 Fe2+能力之物質，可作為抗氧化的協

的抑制能力，可用來篩選及比較樣本之抗發炎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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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LOX 會氧化多元不飽和脂肪酸之 pentadiene

本研究以濾紙擴散法測試乳酸菌胞外液對細

結構，當添加抑制劑時會降低其不飽和脂肪酸之改

菌生長的影響。經研究結果發現，所有乳酸菌發酵

變，在測定 OD234

nm 下所測的吸光值也愈低，而紅

上清液在試驗皆無抑菌環的生成，顯示本研究所篩

沒藥醇 (α-bisabolol) 被廣泛用在皮膚舒緩以及具

選之所有乳酸菌胞外上清液對表皮葡萄球菌

有強烈抑制 5-LOX 活性作用，故本研究以之為控制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BCRC 11030 及大腸桿菌

組。

Escherichia coli ATCC 25922 皆無抑菌效果。
結果如圖 4 所示，以紅沒藥醇 (α-bisabolol) 為

將受試菌株接種於 MRS broth，於 37℃厭氧環

控制組時，18 株乳酸菌中僅有 11 株具有抗亞麻油

境培養 48 小時後，發酵液以 pH meter 測定 pH 值，

酸過氧化的作用，其中抑制率最高者為 20-2 的

結果發現本研究所篩選之乳酸菌之大部分發酵液

202.78%，最低者為 2S 的 16.32%，其抗發炎能力

pH 值會由 6.32 降低至 4.41-4.45，菌株 17-1 之發酵

具有顯著性差異 (p＜0.05)。2L、4W、8W、11W、

液 pH 值略低，約為 4.25，而 2S 及 3S 之發酵液 pH

16S、18-1L 及 19-1 之發酵上清液則無抗發炎能力。

值較低，分別為 3.90 及 3.94，若將之添加於保養品

顯示部分乳酸菌之上清液具有良好之抗發炎能

中並配合其他天然抑菌成分應可抑制部分微生物

力，可應用於抗敏化妝保養品之開發。

的生長。但是由於本研究使用胞外發酵液進行實
驗，未來將進一步探討胞內液之抑菌能力，以期獲
得具有良好抑菌效果之菌株，並探討自行篩選之乳
酸菌胞內液及發酵胞外液之抑菌效果的差異。

四、結 論
本研究針對自行培養之 18 隻乳酸菌株進行抗

圖 4、乳酸菌發酵上清液之抗發炎能力能力分析

氧化實驗以評估抗老化之能力，並進行抗發炎實驗
評估抗發炎能力。結果發現 18 株乳酸菌皆具有優

(四) 抗菌試驗
對保養品及化妝品製品而言，產品在製造過程

良的 DPPH 自由基清除能力，其中又以 2S 最佳；

與消費者使用期間，皆可能會受到微生物污染。為

3S、4W、9 及 18-1L 此 4 株乳酸菌之總還原力較其

了在有效的使用期限內，維持產品的穩定性，避免

他乳酸菌株明顯；而 2S 及 3S 之螯合亞鐵離子能力

微生物污染所引起的腐壞與變質，一般產品會添加

最佳；在抗發炎實驗中，則發現 20-2 及 3S 之效果

防腐劑於化妝品中來延長產品的保存期限與降低

最為顯著。綜合來說，3S 菌株在各項活性評估上表

微生物的生存能力。但是當消費者大量使用或局部

現相對較佳。

使用防腐劑總量累積偏高時，就可能增加皮膚的損

本研究之結果顯示自行篩選之植物性來源乳

害之風險，引起過敏反應，形成接觸性皮膚炎等皮

酸菌皆具有良好之抗氧化能力，但是不同乳酸菌株

膚疾病。另外，由於細菌對抗生素的抗藥性有增強

發酵物之抗氧化能力及抗發炎能力不同，且 18 株

趨勢，以及一些藥物或是防腐劑普遍存在對皮膚有

乳酸菌經不同的試驗方法表現出各有所長的作用

過敏性或致癌性等的潛在危險性，因此已有愈來愈

活性，推測可能是由於不同乳酸菌株的一次代謝產

多研究從自然界中尋找天然的有效抗菌物質來取

物或是二次代謝物不同所造成，因此，未來可針對

代防腐劑或藥物的應用。

篩選出之有效乳酸菌菌株 (如 3S 等) 做進一步的

159

遠東學報第二十九卷第二期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出版

發酵物成份分析，並藉由動物與人體試驗來研究其

[8]

L. Kopp-Hoolihan, Prophylactic and therapeutic
uses of probiotics: a review. J Am Diet Assoc

活性成份在生理功能上之功效。

101: 229-38; quiz 239-41. 2001

由於抗氧化能力為評估抗過敏產品效力的重
要指標，且過去有研究發現，混合菌種之功效優於

[9]

diarrheal diseases. J Am Coll Nutr. 19:

單一菌種[24]，因此，未來或許可將篩選出之有效
菌株進行混合搭配，並進一步應用於抗敏保養化妝

M. Heyman, Effect of lactic acid bacteria on

137S-146S. 2000.
[10] S. Scheinbach, Probiotics: functionality and

品，以提升其利用價值及拓展應用領域，開創新一

commercial status. Biotechnol Adv 16: 581-608.

代的抗老及抗敏產品。

1998.
[11] F. Guarner and J. R. Malagelada, Gut flora in
health and disease. The Lancet 360: 51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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