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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提⾼益⽣菌（微⽣態之組合物）製劑之初級運⽤

Feature(特徵） Advantage(進步性) Benefit(增益性)
以巴⻄蘑菇葡聚醣蛋⽩為益⽣菌
之保護因⼦

巴⻄蘑菇葡聚糖蛋⽩，本⾝就具
有顯著功效。

巴⻄蘑菇對免疫之活化作
⽤

專利鮭⿂卵式有機微粒與可保護
異⽣叢之製劑結構與保護劑。常
溫儲存環境與短時間胃酸與膽
鹼。

可以改善慢性發炎所引起之疾病
與症候群。(過敏/培養良好⼩腸
與⼤腸菌項/調節免疫/癌症養護
等)

顯著加強有利益⽣菌相形
成與增加第⼆基因體之表
現(包括菌數與活性)

以AA與DHA作為與巴⻄蘑菇葡聚
糖對免疫與病毒之協同性作⽤。

維持即發性免疫反應之觸發與強
度 
延遲適應性免疫反應之過度反應 
（動物實驗中可提⾼IL4/IL10)到
有意義濃度

顯著抑制伺機菌(如⼤腸桿
菌)入侵迴腸，引起菌叢分
佈，造成毒素之⽣成。



相輔相乘的保護劑

• 巴⻄蘑菇葡聚糖蛋⽩ 

• 單獨作⽤：於發炎因⼦剝奪(⾃黏膜)與穩定變異免疫細胞 

• 組合作⽤：於免疫因⼦平衡與降低發炎性反應 
• L-ascorbic acid 

• 即發型免疫之誘發與其他免疫調節作⽤ 
• Dehydroascorbic acid 

• 對抗細胞風暴(cytokine strom)與氧化爆炸（oxidative 
burst） 

• 直接抗病毒作⽤



1. 巴西蘑菇載體原料之特點



巴西蘑菇載體原料之特點(之一)

• 巴西蘑菇之保養品，用於身體變異細胞進程改善(如

腫瘤進程與過敏及慢性發炎反應)與腸道菌項變異。	

• 總體基因體學(Metagenomics)中第一基因體為身體體
細胞，分為正常細胞、受損細胞與變異細胞(普通變

異細胞與腫瘤細胞)及身體器官，第二基因體為身體
各式之細菌包括益生菌、單純共生菌與伺機菌及有
害菌。



微粒(Pellet)之結構組成

Pellet之結構組成	
1. 核心(Core) 
2. 外殼(Shell)通常1-3層組成，又稱包衣

(coating membrane)



bio-PET所開發之微粒
基盛微粒型 特點 專利 製程

擠出滾圓微粒 擠出滾圓 無 擠出滾圓法

同心圓狀微粒 液體層疊批衣 無 底噴流化層疊

蜂巢式微粒 蜂巢式結構 NP-10330-TW-C 
US-2013-0039988-A1

蜂巢式成粒	
底噴流化層疊	

冰紋式微粒 不含化學添加物 CN 201120295103.7 
CN 201220379224.4 
TW102109497(審查中)

雙重式式成粒	
底噴流化層疊

鮭魚卵微粒 子母微粒 TW 101128641 
TW 101128643 
CN 201220379224.4

多重式成粒	
底噴流化層疊

變形蟲微粒 可承受高壓之微粒 CN 201220379224.4 
US-2013-0039988-A1 
TW102109497(審查中)

高單位底噴流化層疊(液
體加固體)

芽米式微粒 腸溶速放型微粒 TW098118884(已核准)	 當膜衣溶解，活性成分
會快速釋放(3min)。

水母式微粒 漂浮式微粒 研發中 暫不提供

泡芙式微粒 內軟外脆之微粒 研發中 蜂巢式成粒高單位底噴
流化層疊(液體)



微粒核⼼之分類



複合式微粒之應用(一)
• 可產生不同釋放速度	

– 配合生理節律，調控生理作用，例如荷爾蒙釋放、體脂/血脂生
成、免疫反應。	

– 速效(<30min)、	緩/延釋(0.5~6-hr)、長效(6~18-hr)、超長效(24~72-hr)
多種釋放時間搭配。	

• 可在不同腸胃道位置釋放	
– 不同物質之合適吸收位置不同	

• 依不同機轉之臨床藥效學設計	
– 君(微粒)、臣(微粒)、佐(微粒)、使(微粒)	
– 雞尾酒療法



複合式微粒之應用(二)
• 可利用不同釋放或條件控制釋放之微粒達到生理

節律之效果	
– 時間控制	

• 速效(<30min)、	
• 緩/延釋(0.5~6-hr)、	
• 長效(6~18-hr)、	
• 超長效(24~72-hr)	

– 條件控制	
• 腸溶:十二指腸、空腸、迴腸、大腸	
• 腸道細菌誘發:正常菌(如Bifidus)、非正常菌(如胃幽門螺旋

桿菌)誘發膜衣分解	
• 特定腸道條件:如高氨或尿素誘發膜衣分解	
• 特定藥物:如酸性藥物	
• 特定毒素:如有機磷或重金屬	
• 特定病理:如潰瘍或息肉



益生菌與巴西蘑菇結合為載體之運用

• 巴西蘑菇載體為20%之葡聚醣/醣蛋白以不含過敏
原之米澱粉形成之微核心	

• 長期使用具有調節免疫系統/慢性發炎與相關衍生
之疾病	

• 巴西蘑菇葡聚醣蛋白與ascorbic	acid與	
dehydroascorbic	acid	之組合運用，有益於調節總
體基因體之共生態與基因組表現，進而影響廣義
之免疫狀態完滿。	

• 免疫狀態完滿是身體免疫系統處於一微妙平衡狀
態(不低落不過激)，長期影響其他系統與細胞之健
康，臨時可以應激外來疾病或內生因子之侵襲。





2. 總體基因體醫學淺談



總基因體療法緣由(之一)

• 總基因體療法又稱總體基因體療法	
• 是以綜觀概念看待人體為一有機體之生理與

病理表現，為一組集合體之總體基因與訊息
蛋白調控(微觀)，進而影響此有機體系統之
生理與病理變化（巨觀）。	

• 總體基因體醫學是研究以基因體間共生與互
動的理論醫學架構，隨著時代的進步，儀器
與實驗，總體基因體醫學也越來越完善。



總基因體療法緣由(之二)

• 維護與解決人體之健康是透過影響與調控此
總體基因體整體(分階段)之基因/訊息蛋白與
分子傳遞/細胞與微生物之表現著手。	

• 牽涉科學領域為遺傳學/基因體學/分子藥理
學/免疫學/神經醫學/消化醫學	/毒理學等。



總體基因體學緣由(之三)

• 1977年薩維奇教授提出的一篇有影響力的評論，認為人體
體內的微生物數目為人體細胞的10倍，所以一般在公眾場
合與學術論文引用這個比值,因而1:10這比值形象化深植人
心。	

• 加州理工學院微生物學家薩爾基斯認為，人類不僅僅有一
個基因組，人體中的微生物群應該是我們身體中的第二個
基因組,人體生理與健康的表現，是由人體細胞DNA再加上
人體中微生物的DNA共同組成,這算是元基因組的由來之
一。而人體的微生物以胃腸道最多微生物在人體中的角
色。它們在幫助消化、調節人體免疫功能、保護人體免受
疾病攻擊以及生產人體必須的維生素如Ｂ群，扮演著重要
角色。	

• 第三基因體在中醫的概念，則納於外邪與六氣/六味共同組
成。



總體基因體學緣由(之四)

• 人體所有細胞當成第一基因體，把人體體內的微
生物當做第二基因體，把圍繞人體環境的生物體
或會影響第一與第二基因體基因組表現的有機物
或無機物，定義為第三基因體。	

• 第一基因體與第二基因體的共同表現叫元基因
組，成人的細胞數約37.2兆細胞，寄生與共生在人
體的微生物遠高於人體細胞,所以身體其實不只是
自己而已。而微生物包括了益生菌或病原菌或伺
機菌,病毒,真菌與其它。



總體基因體學(Metagenomics)

1. 又稱元基因組或環境基因體學。原來是一
門直接取得環境中所有遺傳物質的研究。 

2. 早期研究微生物基因體必須將環境基因
DNA或RNA轉殖進入大腸桿菌體內，利用
複製選殖方式，分析在自然環境中複製選
殖特定基因(通常為16S rRNA)的多樣性。 

3. 目前可利用DNA定序的方式取得環境中(人
類共生菌與環境微生物)所有樣本基因，如
真核生物之16s rDN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4%B1%E6%B0%A7%E6%A0%B8%E7%B3%96%E6%A0%B8%E9%85%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0%B8%E7%B3%96%E6%A0%B8%E9%85%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6S_%E6%A0%B8%E7%B3%96%E4%BD%93RN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6S_%E6%A0%B8%E7%B3%96%E4%BD%93RNA


人類元基因組
1. 微觀指與人類共生(正常與變異細胞)的全部微生物(黏膜與皮

膚之正常、伺機與寄生感染微生物)的基因總和。也就是第
一基因體+第二基因體。 

2. 巨觀則指人體生理系統與寄生/共生之微生物系統之生態 
3. 診斷方式可以說是綜觀人類基因組與人類第二基因組之表現 
4. 人體粘膜與皮膚菌叢，又被稱為「人類第二基因組

（體）」。 
A. 人類體內的微生物多達1000多種 
B. 特別是胃腸道內的微生物(Microbiota)最為豐富；因此我

們所說的元基因組，在狹義上指的是腸道源基因組。 
C. 人體內微生物的編碼基因的總量大約是人類編碼基因數

目的50-100倍(細胞數為10-50倍/1013vs1014)，這相當於在
人類體內存在著另一個基因體(即第二基因體)，通過表達
調控人體生理與病理反應。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2%A0%E9%81%93%E6%BA%90%E5%9F%BA%E5%9B%A0%E7%BB%84&action=edit&redlink=1


人類菌共生系統之生理與病理學	
(Physiology and Pathology of human Ecosystem)

• Human

• Environmental Microflora

• Human 
Microflora



人類菌共生系統之總體基因體學	
(Metagenomics of human Ecosystem)

• Cell gene expression 
•  of Human

• Environmental 
bacteria gene 
expression

• Microflora(Microbiot
a) gene expression 

1st gene 
2st gene 

External 
(3rd)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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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蘑菇葡聚醣蛋白(bEG4A)作為變異細胞之阻斷劑
(blocking agent) 和腫瘤細胞抑制劑 (suppressing agent)

初步變異
細胞正常細胞

腫瘤前	
細胞

腫瘤	
細胞

bEG4A

bEG4A

腫瘤細胞入
侵及移轉

腫瘤細胞血管
新生成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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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蘑菇葡聚醣蛋白作為變異細胞之阻斷劑
(blocking agent) 和腫瘤細胞抑制劑 (suppressing agent)

初步變異細胞	
慢性發炎、自凋/自噬失
控與免疫系統低落或變
異會導致腫瘤細胞進程

正常細胞

腫瘤前細胞

腫瘤細胞

bEG4A



製程工藝說明

• 巴西蘑菇多醣體(代號bio-Enhancer G 4A/bEG 4A) 
• 本製程使用生激優醣技術，主要利用: 
1. bEG 4A是雲芝菌絲體胞外發酵取得之胞外多醣體液體再進一步加工而

成，透過經過冷凍解凍法，獲得濃縮之多醣體/蛋白膠體，全程不使用有
機溶劑(如酒精)。 

2. 生激優醣與一般酵母菌或菇菌菌絲體之發酵模式不同在於，著重巨支鏈
葡聚醣鍵結支鏈連結輕鏈醣蛋白之結構活性設計，分階段發酵先利用自
有之菌種馴化與養成高於一般支鏈葡聚醣殘繞結構之主體，再提高暴露
於外支鏈鍵結輕鏈醣蛋白，再透過冷凍離析法會形成，三層水液層網狀
層與絮裝(花式球狀)膠體層。



4. 巴西蘑菇載體之製程



載體技術改良機轉

• 菇蕈葡聚糖蛋白主要為鮭魚卵式微粒與冰紋式微粒組成 
– 吸收 

• 以迴腸(胃腸道中唯一具淋巴小叢之區間與peyer’s patch，主要適
合輕醣蛋白與葡聚醣碎片之吸收與抗原作用位置) 

– 分布 
• 透過以淋巴系統為主、心血管為輔分布至免疫系統及病理組織如

癌細胞、發炎性組織、纖維化組織等。 
– 發炎因子剝奪(清道夫作用)與發炎細胞穩定:降低組織胺與細胞激素

等因子產生/釋放。 
– 抗原與免疫細胞吞噬性作用(eg Ag with Microfold cell) 
– 細胞代謝 

• 促進細胞分裂與細胞自噬 
– 抗藥性 

• 細胞及組織層次



葡聚醣蛋白於載體原料之設計是考慮
• 生理節律醫學(Circadian Rhythm Medicine)	

– 免疫之生理節律性	
– 慢行發炎之生理節律性	
– 水液運行之生理節律性	

• 總體基因體學(Metagenomic Medicine)	
– 第一基因體之正常與變異細胞表現	

• 正常細胞	
– 如氧化壓力下之DNA修復，降低正常細胞變異化(可能autophagy或mitophage)。	

• 腫瘤細胞	
– 良性/惰性/惡性腫瘤	

• 正常細胞附屬於腫瘤細胞之支持系統	
– 侵入/移行與遠端轉移之因子與免疫細胞與發癌因子有關	

– 第二基因體與第一基因體之反饋	
• 第二免疫器官	

– 腸道菌	

• 免疫循環系統	
– 淋巴系統	

• 抗原神經反射	
– 腸間肌神經叢與迴腸特異免疫系統反射



巴西蘑菇葡聚糖蛋白於免疫/慢性發炎作用機轉

b-EG4A之活性成分 作用 應用

1.巴西蘑菇高分子多醣體 低劑量投與後5天，可刺激免疫力提升5
倍。*2

提高免疫力(增加Lymphocyte及Macrophage活性)

2.巴西蘑菇活性醣胜肽(PSP) 抗癌活性	
抗肺癌活性3 
DNA載體活性5

提高WBC, thymus index, spleen index, CD4+/CD8+ ratio, 
TNF, IFN-γ, IL-2, and IL-17 
降低誘發發炎之IL10含量

2.巴西蘑菇活性抗原醣蛋白 未知 誘發腸道免疫作用	
透過淋巴循環之產生之腫瘤輔助反應

3. 巴西蘑菇活性重醣蛋白 未知 誘發腸道免疫作用	
透過淋巴循環之產生之腫瘤輔助反應

4.抗氧化酵素 抗氧化與抗發炎作用 刺激Th1分泌提高IFγ及IL2 
降低誘發發炎之細胞激素含量

5.多酚氧化酶抑制劑	 可阻斷95%波長490nm UV產生黑色素作
用*6

加強多酚之抗氧化力	
降低誘發發炎之IL10含量



迴腸釋放之巴西蘑菇葡聚多糖白之特點

• 巴西蘑菇葡聚多糖蛋白含有以下物
質	
– 小分子化合物	
– Βeta-1,3-1,6葡聚多醣	
– 輕醣胜肽(MW<10K)主要為PSP複

方	
– 抗原蛋白(MW10K~30K)或活性酶

(如抗氧化酶)	
– 重醣蛋白(MW30K~80K/

MW80K~160K)

更多相關資料請參考”生激優醣”檔案



巴西蘑菇主要活性成分
成分 β-1,3-1,6 glucan 支鏈輕醣蛋白/胜肽
分子量 MW20,000~80,000/80,000~120,000/1200000~16000 MW 540~3200 MW 3000~10000

物化特性 高分子水溶性高含水量:細胞外多醣/菌絲體多醣 高分子水溶性	
 

藥理機轉 活性主要來自葡聚醣經消化道分解作用成碎片\受腸道與
免疫細胞及特定細胞之吞噬	
1. MW>10000 (碎片)免疫細胞與因子剝奪作用	

與穩定免疫細胞；不易激活已變異免疫系統。	
1. MW3000~10000誘發胞飲作用改變細胞能量代謝尤其

是細胞自噬作用與提高粒線體含量

1. 微粒控制胃蛋白酶等13種蛋白酶及胃酸分解
之菇蕈支鏈輕醣蛋白	
2.胞外受體作用之細胞訊息傳遞	
3.腸道免疫系統活化	
4. 受損細胞修復	
5.細胞膜與細胞核受體	
 

Payer’s patch
Microfold cell 
選擇性抗原	
胞飲作用

藥物動力學 BCS II/III；生體可用率<25% BCS III；生體可用率<15%
作用位置 空腸、迴腸 迴腸
適應症 免疫調節作用: 

Macrophage (M1) enhance/Th 1/Th17 
細胞能量利用: 
老化或代謝低落細胞之細胞自凋性存活；提高細胞粒線體
含量；提高細胞分裂速度	
細胞與組織發炎作用: 
Marcophage (M2)/Mast cell stabilize and scavenging/
Monocyte release NO and histamine

免疫平衡作用: 
Th1/Th2平衡與Th17提升	
有效活化免疫細胞之CR3 及 CD11b/CD18接受體，進而調節
免疫機能。	
細胞能量利用: 
促進胞飲作用與腸道細胞主動吸收	
 



菇蕈類對腫瘤之作用比較*4

菇蕈俗名 學名 劑量 投與天數 腫瘤大小	
抑制率

完全	
治療率

金針菇(10:1) Flammulina velutipes 20 10 81.1% 30%

巴西蘑菇 Agaricus blazei 
murrill

10 10 93.6% 87%

靈芝 Ganoderma lucidum 20 10 83.9% 50%

雲芝 Trametes versicolor 20 10 85.8% 55%
黑木耳 Auricularia auricular-

judae
200 10 42.6% 0%

豬苓 Polyporus umbellatus 1 10 83.3% 86%

不同菇蕈對小鼠之肉瘤(Sarcoma180)之相關試驗	



迴腸釋放之猴頭菇濃縮物之特點

• 腸道免疫系統之特異性	
– 迴腸(Ileum)具有淋巴小叢是高分子物質(可能具有免

疫調節作用物質)進入淋巴系統位置	

– 迴腸具有microfold cells(傳送抗原反應到免疫系統)	

– 迴腸具有Peyer‘s patch(主控腸道免疫)

更多相關資料請參考”生激優醣”檔案



參考資料

1. Coriolus Versicolor,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2014-12-14], 

2. 請見下頁多醣及活性成分分析	
3. Zhou X et al., Int J Biol Macromol.(2018)106:596-601. 
4. Chihara., Japanese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29(1977)953-95. 
5. Lai WF et al., Molecules. A Phytochemical-Based 

Copolymer Derived from Coriolus 
versicolor Polysaccharopeptides for Gene Delivery.
(2018) Sep 6;23(9). 

6. Chihara., Japanese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29(1977)953-957



5. 病毒與免疫反應





How bats handle DNA sensing and virus coexist

• Bats’ evolutionary adaptations to flight changed their 
immune systems

• tolerance of viruses
• Lack of some gene
• Promote of some gene

• Interferon-stimulated genes(ISGs)(STAT1)
• weakened immune system

• Innate immune
• Strong 

• Adaptive immune
• B- and T-cell delayed and reduced response 

to virus
• Evolution oxygen exchange system

• Strong respiratory system and cardiac output
• Wing(85% surface)



Kinds of Viruses

病毒種類繁多



當病毒跨物
種感染時常
造成人類的
嚴重的病症



病毒會引起
體內許多急
性與慢性的
發炎與感染

(https://www.healthhype.com/infection-definition-causes-transmission-symptoms-signs.html)



肺之廣益定義

⼈體之肺廣益定義為呼吸道系統所組成 
包括 
1.呼吸器官： 
⿐、咽喉、氣管、⽀氣管、⼩⽀氣管、 
肺泡管及肺泡。 
2.呼吸道環境： 
呼吸道細胞、黏液與呼吸道 
正常菌相與異常感染所組成環境。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2%BA%E6%B3%A1%E7%AE%A1&action=edit&redlink=1


上呼吸道感染(Upper respiratory tract)與⽀氣管炎(Bronchitis)

⽀氣管炎(包括肺炎) 
⼀般由各式病毒與病原菌所引起

上呼吸道感染⼀般由不同病毒引起 
⿐病毒 

冠狀病毒 
流感病毒 
腺病毒 
腸病毒



肺臟功能
1. 交換氣體： 

–使氧氣進入肺部⾎液，再運輸到⾝體各部份使⽤。 
–肺之構造單元是肺⼩葉，有三億個⼩氣囊，稱為肺泡（alveoli）。每個肺泡約直徑0.3毫米（mm）。 

2. 防⽌肺泡塌陷 
3. ⽣產/分泌與代謝： 

–ACE:催化⾎管收縮素I轉化為⾎管收縮素II 
–⽣產⾎⼩板的主要場所之⼀，占了超過⼈體總量的50%。 

4. 過濾與免疫： 
–過濾：濾掉靜脈中形成的⼩⾎栓與⼩氣泡 
–分解：肺部還有巨噬細胞或稱做塵細胞（dust cell），可將外物分解。 
–免疫防禦： 

• ⽀氣管會分泌免疫球蛋⽩-A(抗體)可以避免呼吸道感染。 

• 分泌含有抗菌化合物的粘液，保持無菌狀態。粘液中含有糖蛋⽩，像黏蛋⽩、乳鐵蛋⽩、溶菌
酶、乳過氧化物。其中也含有上⽪雙氧化酶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9%E8%84%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0%E6%A0%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D%E7%96%AB%E7%90%83%E8%9B%8B%E7%99%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A%97%E4%BD%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2%98%E6%B6%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3%96%E8%9B%8B%E7%99%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F%E8%9B%8B%E7%99%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B3%E9%93%81%E8%9B%8B%E7%99%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A%B6%E8%8F%8C%E9%85%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A%B6%E8%8F%8C%E9%85%B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9%B3%E9%81%8E%E6%B0%A7%E5%8C%96%E7%89%A9&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8C%E6%B0%A7%E5%8C%96%E9%85%B62&action=edit&redlink=1


武漢肺
炎症狀

(https://goldvoice.club/steem/@elektropunkz/corona-virus-prediction/)



病毒如何複製?

(http://science.howstuffworks.com/life/cellular-microscopic/virus-danger.htm)



Inflammatory pathway

 (Critical Reviews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40(4):295-312, 2012) 

發炎反應四種介質途徑



呼吸道對病毒之第⼀道防禦系統

•呼吸道上⽪細胞之黏液、免疫球蛋⽩與細胞表⾯接受體


•黏液


•因各式原因所引起之黏液分泌不⾜會使病原體更容易入侵細胞


•免疫球蛋⽩


•因各式原因所導致免疫球蛋⽩不⾜


•上⽪細胞排列之完整性


•咳嗽或發炎所引起之


•上⽪與肺泡細胞表⾯接受體


•病毒主要透過（如Spike protein）接受體入侵宿主細胞


•舉例：冠狀病毒經研究主要是透過ＡＣＥ2受體入侵細胞 https://www.rndsystems.com/resources/
articles/ace-2-sars-receptor-identified



感染與免疫(Infection and immune)

(Clinical microbiology reviews 2005)

病毒入侵後	
正常狀態會啟動先天性免
疫反應(即發性免疫反應)

中性球(Nutrophile)會介入即發性免疫調控， 

時間約在1~3⼩時。 

巨噬細胞（Macrophage） 
• 會吞噬病原體或壞死細胞釋出毒素（蛋⽩酶與內毒素） 
• 會釋放⼲擾素，以抑制病毒再入侵與感染其他細胞 



先天免疫（即發型免疫）之啟動

• 即發型免疫是針對病毒接觸上⽪細胞屏障入侵過程的初始性
反應


• 無脊椎動物缺乏即發型免疫反應，所以在天冷下難以應
對病毒入侵。


• 維他命Ｃ⽤於感冒之預防主要來⾄活化即發型免疫反應


• 低維他命C⾎症缺乏即發型免疫反應能⼒


• 葡聚醣有助於協助維他命Ｃ啟動即發型免疫反應



正常健康成⼈之免疫細胞組成

• 中性球扮演免疫活化與調節
重要⾓⾊



Infection and 
 immune

(J Immunol May 1, 2008, 180 (9) 5771-5777)

免疫調節作用失控時，會
引發嚴重的	
細胞激素風暴(Cytokine	
storm)	
氧化爆炸(Oxidative)

病毒感染可分為 
• 早期急性感染：前發炎

因⼦反應 
• 後期急性感染： 
• 慢性感染：宿主保護性

調節反應



Cytokine storm 
免疫風暴

(Annual Update in Intensive Care and 
Emergency Medicine 2019 pp 559-570)(Nadine Mochar, 2014)



Cytokines storm

 (Viruses 10(8):392 . 2018)

細胞激素風暴主因為細
胞感染⼤量壞死造成 
• 併發性細菌肺炎 
• 肺上⽪細胞受損與滲

漏 



Oxidative brust

• Nutrophile 內含有⾎漿ascorbic acid 20~50倍濃度，從⾎漿中持續性

攝入 

• 在遇到ROS等氧化壓⼒因⼦會釋出 Dehydroascorbic acid 對Oxidative 
stress 產⽣還原作⽤並使發炎性物質去活化 

• 所以Nutrophile號稱氧化爆炸之救火隊



抗呼吸道病毒之步驟

• 預防 
• 提⾼初始性基因體反應表現 

• 提⾼⾝體抗病毒因⼦ 
• 完整上呼道粘膜屏障 

• 緩解 
• 平衡免疫反應 

• 修復 
• 修復呼吸道上⽪細胞屏障 
• 修復呼吸道黏液與正常菌叢



病毒感染初期
•⼀般免疫⼒ 

•⼲擾素alfa(IFN)與beta
正常個體濃度1/2 

•免疫反應能⼒ 
•⼲擾素(IFN)反應能⼒降
為1/5 

•肺臟發炎現象提升約1倍 
•前發炎因⼦ 

•IL1alfa/IL1beta 
•TNF 

•細胞死亡率降低1倍



呼吸道之上⽪細胞之免疫重要性
免疫機能 
呼吸道的上⽪細胞會分泌許多可以保護肺部的物質，包括 
• 分泌型免疫球蛋⽩（IgA） 

• 膠原凝集素（包括表⾯活性劑A和D） 
• 防禦素 
• 活性胜肽 
• 蛋⽩酶 
• 活性氧 
呼吸道的上⽪細胞的基因體也會視細菌與病毒啟動排除機制（黏液）與免疫反應
反應。 
呼吸道的上⽪細胞也會分泌 
• 趨化因⼦(chemokine) 
• 細胞因⼦(cytokine) 
使得傳統的免疫細胞可以到受感染的部位。 
呼吸系統中⼤部份都包覆了由黏膜組成的淋巴樣組織，會產⽣中性球、單核球
（巨噬細胞）、Ｂ細胞與Ｔ細胞。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D%E7%96%AB%E7%90%83%E8%9B%8B%E7%99%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3%B6%E5%8E%9F%E5%87%9D%E9%9B%86%E7%B4%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2%E5%BE%A1%E7%B4%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2%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B%8B%E7%99%BD%E9%85%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4%BB%E6%80%A7%E6%B0%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6%8B%E5%8C%96%E5%9B%A0%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86%E8%83%9E%E5%9B%A0%E5%AD%90


6. 營養與免疫及對抗病毒之作用



L-gulonolactone oxidases（L-古洛糖
酸-1,4-內酯氧化酶）and Gene

•L-古洛糖酸內酯氧化酶是⼀種產⽣維⽣素C的酶 
•靈長類，包括⼈類：還有簡⿐亞⽬，蝙蝠和 
   天竺鼠缺乏Gulo-gene所以無法產⽣維他命Ｃ。 
•⼈類抗病毒藥物與抗體之動物研究是以天竺鼠為模組，因為維他命Ｃ是誘發
即發型免疫反應之關鍵因⼦。（Kim Y, 2013） 

•⼀般俗稱免疫⼒下降，多指初始性免疫能⼒不⾜⼜遇到外來入侵或寄⽣病毒
無法被抗體辨識。 

•低維他命Ｃ⾎症會導致宿主細胞 
•病毒複製速度增加10倍 
•初期死亡率提⾼50% 
•後期死亡率到75%



Vitamin C ⾎中濃度與發炎相關反應

1. 維他命C⾎中濃度較低如26uM顯著加速阻塞肺炎(Sargeant L, 
2000)


2. 低維他命Ｃ(>26uM)⾎症會提⾼數倍呼吸道感染症如感冒/流感與
肺炎(Peleg A.Y.,2007/Narayan KMV,2011)


3. 低維他命Ｃ(>26uM)⾎症⾎中前發炎因⼦如TNFalfa⾼出正常⼈數
倍（Ferrante A.W., 2013）


4. 低維他命Ｃ⾎症所造成的表⽪細胞屏障(感染機率提⾼)在維持到
50uM後可逐步恢復(Fisher B.J., 2011)



Vitamin C ⾎中濃度與免疫相關反應
• 即發性免疫反應中，中性球（Nutrophile）

會進入組織如肺泡釋放ROS產⽣抗菌作⽤;誘
發趨化作⽤吸引更多⽩⾎球;與產⽣胞飲作⽤
(吞噬外來物質如病毒)並誘發⾃凋。


• 巨噬細胞接⼿後續胞飲與清除作⽤


• 中性球與巨噬細胞所含有⾎中濃度為⾎漿之
(50倍～100倍，約1mM)需透過⾎球SVCT2
從⾎漿持續轉運(Wahko P.,1989)


• 發炎性反應誘發之氧化風暴(Oxidative 
burst)，亦可以由中性球透過GULT轉運蛋⽩
反向釋放維他命C(DHA)可達1mM(Corpe 
C.P., 2005)



中性球需儲備維他命Ｃ以應對免疫調節

• 持續性免疫反應中，中性球（Nutrophile）會進入組織
吞噬病原體以維持穩定性（Tavare-Murta, 2002）


• Nutrophile會利⽤到⼤量的維他命Ｃ以維持相關平衡


• 抗發炎作⽤(反向釋放Dehyroxyascorbate)


• ROS發炎因⼦


• NOS發炎因⼦：跟冠狀病毒肺炎有⾼度相關性


• 免疫風暴抑制因⼦：


• IL4,IL10



中性球在⼀般發炎與嚴重發炎的影響

•在嚴重發炎性反應下中性球過度會傷害
肺臟與⼼臟組織，主因為缺氧反應。


•中性球之過度反應是細胞風暴的⼀環


•匈牙利紅椒與辣椒的capsacin，可


•降低低氧狀態細胞之代謝調控


•控制體溫不超出過度激活狀態


•體溫⾼度相關性的前發炎因⼦
NFkb，過度激活會引起免疫激素
風暴



Capsacin 相關機轉與應⽤

• Capsacin主要作⽤在細胞表法兩種接

受器 
• TRVP1 

• 與體溫調控有關 
• Nociceptor 

• 調控上⽪細胞對環境之刺激與反
應，使不會免疫產⽣過激作⽤。
（Talbot s., 2015/Chiu I.M., 2013） 

• 降低發炎性因⼦分泌，如IL5。



Vitamin	C		&	Immune	
維生素C在免疫上的角色

(Nutrients 9(11):1211 · November 2017)



(Nutrition and Immunity pp 81-102)

Vitamin	C		&	Immune	
維生素C對先天性與後天性免疫反應皆有助益

但⾎中不同濃度之Vitamin C,會影響
各種免疫細胞之反應
中性球(Nutrophile)之活性需要⾼於50uM
NK cell 需要⾼於70~100uM，連續8⼩時
直到24~48⼩時到活化⾼點
B cell之活化類似ＮＫcell
Ｍacrophage之穩定性與恆定(Steady 
state) ascorbic acid有關
T lymphocyte 的平衡與調節作⽤及相關
基因組之表現與ascorbic acid之濃度有關

 



低濃度維他命Ｃ時易受病毒感染

• ⾝體上呼吸道存在⿐病毒、冠狀病毒、流感病毒、腺病毒與
腸病毒。


• 暴露在冷空氣中的粘膜細胞容易受病毒侵入


• <45uM⾎中濃度會提⾼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機率
（Johnston C.S.,2014）



Vitamin C ⾎中濃度與免疫相關反應

• 繼發（適應）性免疫反應中，T-cell 與 Killer cell受ascorbic acid 影響。


• 相關反應具有濃度與時間相關性(Conc. Dependent and time dependent)


• ⾎中AA與DHA不⾜（無恆定⾎中含量）除無法充分激活 T-cell、NK cell與B cell外，也有可能無法
應對免疫細胞或發炎細胞調控之細胞激素。


• 巨噬細胞接⼿後續胞飲(phagocytosis)與清除作⽤


• 中性球與巨噬細胞所含有⾎中濃度為⾎漿之(50倍～100倍，約1mM)需透過⾎球SVCT2從⾎漿持續轉運 
(Wahko P.,1989)


• 發炎性反應誘發之氧化風暴(Oxidative burst)，亦可以由中性球透過GULT轉運蛋⽩反向釋放維他命

C(DHA)可達1mM(Corpe C.P., 2005)



The importance of vitamin C in virus infection

白血球細胞的維生素C含量達血漿濃度50倍時，最能對抗病毒與細菌。



為何吃了吃維⽣素C
還是發揮不了作⽤?

⼀般維⽣素C補充劑無法維持⾎中恆定的濃度

維⽣素C⼀吃進⾝體就被其他細胞瓜分，劑量不⾜，免疫細胞無法補充。





bio-Trend

Vit C 之藥物動力學特質

Stability Photo/Heat sensitive
Bioavailability 
(BA)

Rapid & Complete 
absorption 
~75%(500mg) 
~98%(200mg)

Plasma protein 
binding

Negligible

Metabolism 
path (MA)

N/A

Half-life 
(Plasma T1/2)

3.4 hours in people who 
have excess levels of Vit 
C

Excretion Renal

Pharmacokinetics properties ➢Vit	C	屬BCS	I(Bio-Pharmaceutical	class	
System)之化合物(高水溶性/高穿透率) 

➢Vit	C在人體腸道可透過轉運體主動吸收或
細胞間隙被動吸收	
➢Sodium-Dependent Active Transport—

Sodium-Ascorbate Co-Transporters 
(SVCTs) and Hexose transporters 
(GLUTs) 

➢主動吸收有其上限，大概在40ng/dL(約
200mg，單次使用)達到最高吸收濃度；單
次投與超過200mg，吸收效果隨之下降。	

➢Vit	C之代謝路徑仍未釐清，主要可能還是
被細胞酵素系統利用而代謝或身體自我氧
化還原而代謝去活化	

➢Vit	C在達到血中濃度56uM時腎臟會加速
其排除	

➢Vit	C在達到1.4mg/dL	(約300~400mg	，單
次使用)時腎小管停止再吸收Ascorbate



一般維生素	C	之天花板效益
• 單次口服一般劑型200mg、400mg與1000mg之Vit C之血中濃度接近(70~75μM)	

• Vit C人體血中濃度在超過56μM(約150mg)後，身體會加速Vit	C之代謝及排除作用(主要為腎臟停止
再吸收VitC)。	

• 單次投與一般劑型400mg以上左旋C，臨床效果意義不大。
Changing of plasma concentration for oral dosage in human body



bio-Trend

Vit C 之臨床藥物動力學

• 單一劑量投分別與30、60、100	、200	、400	、1000	、2500mg
之血中VitC最高濃度(Cmax)。 

• Cmax代表體內能吸收之最高量(Ceiling effect:天花板效應) 
• 口服一般劑型之Vit C在200mg時接近吸收最大值，約75μM。

Compare the maximum plasma concentration (Cmax) with different Vit C oral dosage.



口服一般維生素C受到吸收天花板效益及加速排除機制影響

• 單次口服一般劑型200mg與1250mg	Vit	C其血中濃度接近
(70~75μM)	

• 在3小時候血液濃度接近	
• 8小時後無差別。

Up taking 200mg or 
1250mg by oral (-○-) or 
injection (-●-) gradually 
toward to the same 
concentration in 8~12 
hours

Changing of plasma concentration when uptake 200mg and 1250mg by oral or injection (IV)



Vitamin C 於⼈體各組織之轉運蛋⽩

• SVCT1 
• SVCT2 
• GlUT 

• DHA唯⼀路徑 

• Efflux transporter 

• DHA釋出中性球主要靠 

• 被動擴散（濃度梯度差） 
• Efflux transporter



⼈體器官與組織蓄積Vit C之濃度

⼈體器官與組織蓄積Vit C需從⾎液

持續轉運平均濃度約26~40uM 
濃度最⾼的細胞為免疫細胞 
淋巴球 100-120倍 
單核球 120-120倍 
中性球(會重複回收屬Dynamic/
Kinetic 控制 )



達成⾎中⼝服維他命C最⾼飽和⾎中濃度（Ｃmax）⽅法
• 每⽇單次⼝服持續補充VitC性價比最⾼為 400mg 9天 

• 每⽇單次⼝服持續補充VitC約5⽉100mg接近天花板效應 

• ⼀般耗盡VitC為7天 

• 較有效率⽅式為使⽤長效緩釋之Ｖit C



腎上腺會釋放調節ＶitC

• 以⽣理節律性論，夜間
2100下視丘會釋放
ACTH，ACTH會讓腎
上腺快速釋放⾼濃度的
Vit C，推估與糖⽪質
激素與免疫⼒有關，但
Vit Ｃ濃物會快速下
降。



⾎液中超⾼濃度Ｖit C會誘發H2O2

⾎液中超⾼濃度Ｖit C會誘發 
H2O2（通常以IV ⾼劑量VitC 10mM） 
不只在⾎中，也可能在細胞， 
所以產⽣H2O2是Vit C對感染細胞 
與癌細胞的⼀種⽅式。 
⾎液中VitC可以中和 1/300~1/1000的

⾃由基，但於細胞中可以中和1/300 
⾃由基的持續⽣成，需恆定⾎中 
Ｖit C中和。



Ascorbic acid(AA) and Dehydroascobic acid(DHA)

• 哺乳類動物細胞吸收AA與DHA是透過SVCT或GLUT轉運蛋⽩ 

• AA與DHA在細胞或⾎液會互相轉換，皆為⾝體之輔酶。



Oxalic acid 是AA與DHA之代謝產物之⼀

• 腎結⽯的⽣成主要是Oxalic acid與 
尿液中Ca2+結合⽣成 

• 所以⾎中AA與DHA濃度與腎結⽯並

無直接相關性 

• 腸道與⾎液中的Oxalate來源主要是

過度醣化的產物



Dehydroascobic acid (DHA)的⽤途

• DHA 

• 細胞粒線體 

• DHA是透過GlU10進入粒線體保護粒線體基因與膜 

• 扮演抗⾃由基⾓⾊比Vit C重要 

• Brain 

• Vit C無法透過腦⾎流進入⼤腦，主要是轉化為DHA透

過GlUT1 轉運蛋⽩進入。 

• Liver 

• 可提⾼GSH濃度 

• 內質網能量運⽤



Dehydroascobic acid (DHA)對各式病毒之抑制作⽤

• DHA對HSV-1(單純性皰疹病

毒)、influenza virus（流感病

毒）、poliovirus(⼩兒痲痹病毒)
之對抗作⽤ 

• 在微環境下，如中性球聚集
（釋放DHA）或⾼劑量投與

ascorbic acid 或 DHA，可以達到 
20mM之濃度。

○, HSV-1; ▵, influenza virus; □, poliovirus.



Dehydroascobic acid (DHA)對HSV-1之抑制作⽤

• DHA在10mM下，對HSV-1
有顯著抑制作⽤。 

• 但效果最佳在前六⼩時(黃
⾦六⼩時) 

• 所以不論是由中性球主
導的即發性免疫反應。 

• 或⾎漿中AA轉化DHA之

作⽤。



Dehydroascobic acid (DHA)對⼦宮頸病毒之作⽤機轉

• DHA可透過粒線體產⽣ROS，提⾼Ubiquitin/Proteasome System (UPS) ，
進⽽造成HPV分解。



7. 長效微粒之製程



長效釋放:蜂巢式結構膜衣

● 膜衣保護產品活性⾼⼜穩定。 
● 長效劑型才可維持有效作⽤，吸收更有感。 
● ⼀般商品，作⽤太快會造成⼈體不適。



持續釋放
長效作⽤

濃度穩定
⾼吸收率

耐酸抗鹼
⽣理節律

緩釋吸收:蜂巢式結構膜衣





微粒(Pellet)之結構組成
Pellet之結構組成 
1. 核心(Core) 
2. 外殼(Shell)通常1-3層組成，又稱包衣(coating 

membrane)



蜂巢式微粒
• 蜂巢式微粒具有大量結構強度之隔間，中空結構可容納70%以上之活性

物質，並具有物理性及化學性之保護作用。	

• 蜂巢式微粒是屬結構型控制釋放，即使外殼破裂仍保留大部分之控制釋
放之作用。	

• 適合同時含有脂溶性與水溶性複方成分之製劑，量產型可含50%之液體
油性物質微粒。

Secondary structure unit

Actives (Solid or Liquid)

Pellet with  
Protecting layerMicroencapsulating 

 powder

or

Powder

Protective Mem. 
Anti-pH/moisture

Functional Mem. 
Delayed-release 
membrane



蜂巢式微粒之優點

多單位釋放藥物系統之優勢	
(針對單一釋放)	
1. 安定性佳	

➢如避免物質間產生交互作用	

2. 均質性高	
➢相較於錠片與膠囊其品質較穩定	
A. 耐胃酸	
B. 好吸收	
C. 作用長效	
D. 可維持穩定血中濃度（適當使用）



每克含有以下成分 

– L-Ascorbic acid(左旋維他命C) 200mg  

–Dehydroascorbic acid 200mg 

• 專利蜂巢式微粒之特點 

– 長效控制釋放與促進吸收 

– ⾼度安定性，不易變質。  

• 具有持續釋放作⽤ 

– 3⼩時內約釋出120mg AA＋ＤＨＡ吸收可達98%  

– 3~18⼩時約持續釋出280mg ＡＡ＋ＤＨＡ吸收可達98%

 Ａscorbic acid/DHA長效微粒



藥物動力學改善

多醣體及蛋白質透過空腸後端及迴腸吸收



提高免疫力之生理節律作用
● 免疫能力主要受身體發炎性生物指標(bio-marker)活化與血中抗氧化酶與血中抗氧化物質濃度

呈現高度關聯性 
● 免疫能力提高 

● 總白血球(total leukocyte)濃度↑，淋巴球(lymphocyte)濃度↑和T淋巴球(T-lymphocytes)刺激因
子。 

● 免疫能力抑制 
● 總白血球(total leukocyte)濃度↓，淋巴球(lymphocyte)濃度↓

在每日生理節律性中，免疫系統節律一般
在PM1800~AM0600較低。 
所以在PM1800~AM0600間，提供免疫調節

劑如多醣體及抗氧化劑，有助提高及調節
免疫力。

Ref: Singh, AK, 2014. Daily variation in melatonin level, 
antioxidant activity and general immune response of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and lymphoid tissues of Indian goat Capra 
hircus during summer and winter



微粒與小腸表面絨毛組織

1.可被小腸絨毛
滯留提高吸收
時間	
2.可於絨毛表面
釋放活性物
質，提高局部
濃度(10~100倍)
以利濃度梯度
相關性之被動
吸收。





免疫系統之生理節律學
●下視丘的視叉上核（the suprachiasmatic nucleus; SCN）是腦

子裡的主控時鐘。 
● SCN會透過內分泌系統及自主(自律)神經系統影響免疫系統

在內之生理反應 
●免疫系統與生理節律性是互相影響調控，生理節律性失調

(如長期熬夜)會導致發炎與感染進而造成免疫系統失調。	

●維他命Ｃ之生理節律會影響免疫力，一般在夜間0000~0600
會處於低維他命血濃度，是人體免疫力最低的時候。

Ref: Logan, RW, 2012. Circadian nature of  immune function



免疫系統之⽣理節律學
• ⽣理節律醫學中對免疫系統最重要有三項規則 

• ⽣理恆定性(homostasis) 

• 近⽇節律 

• 元基因體節律 

• 體細胞與寄⽣菌叢每⽇彼次之互動通常處於1~2波動幅度，

它們協同性應對輕度病毒入侵與感染或短期進程（1~6⼩

時）具有可控之節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