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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現代藥理與傳統功效看中藥紅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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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傳統醫學理論中紅麴具有「活血化

瘀，健脾消食，治產後惡露不淨，瘀滯腹

痛，食積飽脹，赤白下痢及跌打損傷」等

功效，近代藥理研究亦發現，紅麴的二次

代謝產物具多項有益於人體的藥理活性。

於是近幾年，市面上紛紛推出標榜具有保

健功效的紅麴產品，但紅麴使用的安全性

似乎沒相對受到重視。因此，本文由傳統

醫學及現代藥理研究兩方面，探討紅麴的

功效及使用應注意的事項。

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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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紅麴菌屬在自然界之分類                  

真菌界(fungi)

　子囊菌門(ascomycota)

　　子囊菌綱(ascomycetes)

　　　散囊菌目(eurotiales)

　　　　紅麴菌科(monascaceae)

　　　　　紅麴菌屬(monascus)

壹、前言

中國人常將藥性平和的中藥材應用於

日常膳食中，以達保健養生之功效，此即

為中醫「藥食同源」的觀念，而目前在保

健市場中受到矚目的紅麴就是一個典型的

例子。紅麴又名赤麴、丹麴；台語發音為

anka，在歐美則以red yeast rice稱之。

1884年法國學者van Tieghem建立紅麴菌

屬(monascus)的分類後(表一)，便開啟了

紅麴的研究熱潮1。近幾年，生技與製藥

產業紛紛將紅麴導入產品的開發，使得紅

麴的身價已不可同日而語。

貳、紅麴的製作

紅麴的製作有固態培養及液態培養兩

種。傳統紅麴的製作即固態培養法，是將紅

麴菌接種於蒸熟的米粒上，經7-9天發酵後

再乾燥而得；固態培養須耗費較多的人力及

培養面積，另外還有產物品質不易控制的問

題。而液態培養雖然生產設備投資成本高，

但藉由調控發酵槽內的環境因子，能產生高

純度且品質均一的紅麴產品。

參、中藥典籍記載與功效

在中國傳統醫學裡，紅麴的應用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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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相當久遠，藥材呈紅棕色不規則狀之碎

米粒，氣微酸；味淡，具有「活血化瘀，

健脾消食，治產後惡露不淨，瘀滯腹痛，

食積飽脹，赤白下痢及跌打損傷」等功效

2。而歷代醫家對紅麴之論述如下。

元朝《日用本草》吳瑞：「紅麴釀

酒，破血行藥勢」；元朝太醫忽思慧《飲

膳正要》曰：「紅曲；味甘、性平、無

毒，健脾、益氣、溫中」；朱丹溪《本草

衍義補遺》記載「紅麴，活血消食，健脾

燥胃，治赤白痢，下水穀，陳久者良」。

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紅麴

主治消食活血，健脾燥胃。治赤白痢，

下水穀。釀酒破血行藥勢，殺山嵐障氣，

治打撲傷損，治女性血氣痛及產後惡血不

盡」。《神農本草經疏》：「紅麴，消食

健胃與神麴相同，而活血和傷唯紅麴為

能，故治血痢尤為要藥」。

清代汪昂《本草備要》：「入營而破

血，燥胃消食，活血和傷，治赤白痢，跌打

損傷」。《醫林纂要》：「解生冷物毒」。

肆、紅麴化學成分與藥理作用

紅麴菌在發酵過程中會產生的酸、

酯、醇及水解酵素物質，能賦予發酵食品

香氣及甘甜，因而成為食品加工材料，紅

麴酒即為一常見產品。此外；紅麴菌的二

次代謝產物(secondary metabolites)具有

多項有益於人體的生理活性3(表二)，而成

為近年研究與開發的重點。

一、食品加工

食物的防腐與著色為紅麴在食品加工

最常見的應用。紅麴抑菌防腐的功效早於

明朝宋應星所著《天工開物》中即記載：

「丹麴…世間最腐朽物，而此物薄施塗

抹，能固其質于炎暑之中，經歷旬日，蛆

蠅不敢近，色味不離初，蓋奇藥也。」。

後經科學研究發現，monascidin A為紅麴

主要的抗菌防腐成分。

而紅麴產生色素可分為紅色素、橙色

素、黃色素等三大類，目前對紅麴色素的

研究結果亦認為安全性極高4。

二、膽固醇抑制作用

紅麴最廣為人知的藥理作用1979年

日本Endo教授所發現5，自紅麴菌培養

液分離出的monacolin K成分具有膽固醇

合成抑制作用。而monacolin K與Merck

藥廠自Aspergillus terreus二次代謝產物

分離出的lovastatin具有相同化學結構與

作用機轉，可專一性地抑制HMG-CoA 

reductase的活性。目前自紅麴分離出的

多種monacolin成分中，以monacolin K效

果最佳。

一篇發表於 1 9 9 9美國臨床營養

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針對83位高血脂症患者的臨

表二　紅麴二次代謝產物及藥理作用

二 次 代 謝 物 藥理作用

紅色素：monascorubramine、rubropunctamine
橙色素：monascorubrin、rubropunctatin
黃色素：ankaflavin、monascin、xanthomonascin A

食用色素

Monascidin A 防腐抗菌

Monacolin J, K, L, M, X 膽固醇抑制

GABA 降血壓

Dimerumic acid, Flavonoid 抗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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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研究發現，連續8週每天服用2.4g紅

麴，能降低血中low-density lipoprotein 

c h o l e s t e r a l、 t o t a l  c h o l e s t e r a l與

triglycerides的濃度6，顯見中藥典籍記載

之「消食活血」功效確有意義2。

三、降血壓

Gama-aminobutyric acid (GABA)，

是中樞神經系統中重要抑制性神經傳遞物

質。1987 Kohama等人以自發性高血壓

老鼠(spontaneous hypertension rats)為

研究對象，發現紅麴具有降低高血壓的作

用，並自紅麴中分離出GABA的成分3。

四、肝臟保護與抗氧化

A n i y a等人於 1 9 9 8年發現對

acetaminophen誘導的肝損傷，紅麴

可降低glutathione S-transferase及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的活性，具

有肝臟保護作用7，並於2000年確認紅麴

中的dimerumic acid成份具有清除α,α-

diphenyl-β-pricrylhydrazyl (DPPH)自由

基及抑制脂質過氧化的能力8。

五、阿茲海默症的治療

阿茲海默症為類澱粉樣蛋白(amyloid 

β-protein, Aβ)在腦部大量堆積而導致的

疾病。近年的研究指出statin類藥物對於

阿茲海默症的預防及治療可能具有功效，

一項由台大進行的研究顯示，於Aβ40誘

導的阿茲海默症動物模型中，給予紅麴

製劑後，能有效抑制氧化、發炎反應與

acetylcholinesterase的活性，並能有效

改善罹病動物的學習記憶能力，且效果較

lovastatin為佳9。

六、腫瘤抑制作用

目前已知，發炎反應可能與致癌

有關，而紅麴色素monascorubr in及

monascin可經由降低發炎反應來抑制

12-o-tetradecanoyl-phorbol-13-acetate 

(TPA)所誘導的老鼠皮膚腫瘤 3。另外

在癌細胞的研究中，對於前列腺癌細

胞(prostate cancer cell)及結腸癌細胞

(colon cancer cell)的抑制作用，紅麴均較

lovastatin為佳，顯見紅麴中尚有其他抗

癌成分值得深入研究10,11。

七、其他

紅麴之研究相當豐富，除上述藥理作

用外另有降血糖1、抗疲勞與抗肥胖等作

用陸續被提出12, 13，但於臨床上的療效仍

有待進一步評估。

伍、服用禁忌

從中藥典籍《本草經疏》：「無積滯

者勿用，又善破血，無瘀血者禁使。」與

《本草從新》：「忌同神曲，脾陰虛胃火

盛者勿用。能損胎」等論述來看，紅麴於

傳統中醫的應用是有其禁忌的2。

另一方面，紅麴中主要的抗菌物質

monascidin A，在1995年被Blanc等證明

與常見黴菌毒素citrinin具有相同化學結

構，由於citrinin對肝、腎具有毒性，這使

得紅麴在安全性上受到質疑。動物實驗亦

發現，自紅麴分離出的rubropuncta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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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ascorubrin、monascin和ankaflavin

四種成分，具有胎毒性3。因此孕婦、腎

功能異常及患有嚴重肝病或急性肝炎者應

避免服用紅麴。

陸、副作用與交互作用

一般而言，服用紅麴所引起的副作

用相當輕微(表三)，但有研究指出，服用

高劑量的紅麴(5 g/kg)亦具有類似statin類

藥物導致心臟、肝臟組織及骨骼肌肉中

CoQl0濃度下降的副作用14。所以長期服

用高劑量紅麴製劑，必須注意是否發生類

似statin類藥物的不良反應。

美國FDA於2008年8月發佈的一項

警訊表示，由於紅麴中含有lovastatin成

份，因此和某些藥物併用會產生交互作用

(表四)15。而在台灣紅麴產品大多以食品

形式販售且購買取得方便，所以紅麴保健

食品與藥物間潛在的交互作用是一個值得

藥師注意的課題。

柒、紅麴產品規範

由於紅麴的保健功效成分與citrinin的

含量會因為菌株、發酵方法、培養環境而

有所不同3。故衛生署自96年底開始實施

的「紅麴健康食品規格標準」即明定，

產品所使用的菌株必須為可供食品原料

的菌種，並應備有菌種鑑定報告。於規格

與成分方面，亦應符合每日攝取量所含之

monacolin K至少應達4.8 mg，但不得超

過15 mg；而citrinin含量濃度則應低於2 

ppm的規範。

捌、結論

由中醫臨床經驗及現代研究結果來

看，紅麴對於生理機能的調節確實具有正面

的功效，對於人口結構已進入中高齡的台灣

社會，紅麴是日常保健一個不錯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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