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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 灣 杭 菊 為 菊 科 (Compositae) ， 菊 屬
(Chrysanthemum)，原產於中國之藥飲兩用作物。 

台灣杭菊係由民國40~50年間由先民引進台灣種植
，產地為苗栗縣銅鑼鄉及台東縣之台東市、鹿野鄉
、金峰鄉、卑南鄉等、太麻里鄉等地區。 

107年全台栽培面積約73公頃，產量約87公噸，為
小面積、地方特色作物。 

每年仍需進口，中國大陸佔進口量99%以上。 

杭菊為菊花之一種，大陸依據產地及製成而有亳菊
、滁菊、杭菊、貢菊等，目前台灣生產亦稱為杭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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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gr.afa.gov.tw/afa/afa_frame.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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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農產貿易資訊系統. http://agrapp.coa.gov.tw/TS2/TS2Jsp/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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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生育期較一般觀賞菊花長，約8個月(4月初定植
、11~12月採收)，生長季病蟲害種類多。 

多年生草本植物，無管狀花，不產生種子，利
用分株或扦插方式繁殖。 

台灣杭菊有白花、黃花及紫花三種花色，但栽
培品種以白花種(台灣杭菊1號)、黃花種(台灣
杭菊2號)為主。紫花種因花色不穩定，隨著開
放程度增加紫色會變淡，乾燥後顏色駁雜，不
受消費者青睞，因此僅少量種植。 

台灣杭菊主要以朵菊為出售型態，花朵小，大
陸另有皇菊(大花)及胎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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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菊栽培曆 



二、杭菊花葉的機能性研究概況 
(一)杭菊保健功效 

 《神農本草經》將菊花列為上品--『久服，利血
氣，輕身、耐老、延年』。 

 明朝李時珍《本草綱目》記載：性甘、味寒，具
有散風熱、平肝明目之功效。 

 宋人歐陽修，也曾說過菊花妙用，『為君發朱顏
，可以卻君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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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AC%E8%8D%89%E7%BA%B2%E7%9B%AE


1.抗氧化作用：林(12)試驗指出以90℃浸泡杭菊花朵
萃取液利用TEAC法進行杭菊抗氧化能力測定，濃度
在5mg/ml抗氧化能力是標準品trolox的97%。 

 

(一)杭菊花朵保健功效 



2.可增強毛細血管抵抗力，抑制其通透性而具
抗炎作用。 

3.對疱疹病毒、抗病灰質炎病毒、麻疹病毒具
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4.抗菌作用-其揮發油對金黃色、白色葡萄球
菌、變形桿菌、乙型溶血性鏈球菌、肺炎雙
球菌有一定抑制作用。 

5.具清除超氧陰離子自由基的能力，而具抗衰
老作用。 

(一)杭菊花朵保健功效 



6.抗癌作用：杭菊萃取物對大腸癌細胞株OLO-1、
誘發性皮膚腫瘤、肝癌、肺癌、乳癌等具有
具生長抑制、誘導凋亡作用或毒殺的作用 。 

 

(一)杭菊花保健功效 

圖、菊花利用三種不同溶劑萃取對肺癌A549及肝癌細胞Huh7細胞毒性測試 



(一)杭菊花保健功效 

7.保肝作用：杭白菊可提高衰老小鼠抗氧化酶
活性,清除或減少氧自由基和脂質過氧化物(
如MDA)而產生保護肝組織的作用。 

 

SOD超氧歧化酶，GSH-PX榖光甘肽氧化酶，MDA丙二醛 

    



(一)杭菊花保健功效 

8.降低心肌梗塞發生機率：杭白菊萃取物對犬急性心肌
缺血引起的心肌梗死範圍的影響與心肌梗死模型組比
較，低、高劑量的杭白菊萃取物组均可明顯降低心肌
梗死重量及範圍，對缺血損傷心肌有明顯保護作用。 



Fig. 1 Effect of TFCM on escape latency in aging mice ( x ± s , n= 10)**P< 0. 01 vs control group; 

# P < 0. 05, # # P < 0. 01 vs model group 

9.改善記憶：杭菊類黃酮能顯著改善D-半乳糖衰老
小鼠學習記憶能力,其機制可能類黃酮的抗氧化特
性以及提高中樞膽鹼能系統功能有關。 

(一)杭菊花保健功效 



全球眼疾情況概覽 

 世界衛生組織分支，主要針對全球眼疾問題的機構 
Vision Loss Expert Group（VLEG） 估計目前全球 
188 個國家，約有  2.53 億名視障人士，當中約 
3,600 萬人失明，2.17 億人患重度至中度眼疾，11 
億人患近視。 

 2025 年全球失明人口數量會上升至 1.15 億人，比目
前失明人口大升 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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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護眼作用： 

(一)杭菊保健功效 



全球視力問題逐年增加的主要原因 

非傳染性眼睛疾病逐年增加 

世界人口的老齡化。 

科技產品的普及，頻繁使用3C產品，加速眼睛
老化速度，進而導致老年性眼睛疾病提早發生
。 

乾眼症 

白內障 

黃斑部病變 

青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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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治療眼疾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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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眼舒膠囊治療各型眼部及換療效統計(例%) 

(陳&胡, 2006) 

眼舒膠囊成分：石決明、菊花、珍珠母、白芍
、夏菇草、白草根、女貞子、制首烏、赤芍。 

類別 例數 治癒 有效 無效 

目赤、開澀、
昏花 

276 258(93.48) 15(5.44) 3(1.09) 

目生障 203 182(89.66) 16(7.88) 5(2.46) 

眼瞼潰爛 24 19(79.16) 4(16.67) 1(4.17) 

眼壓偏高 60 58(96.67) 2(3.33) 0(0) 



表、杞菊地黃丸湯配合人工淚液治療乾眼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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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組：杞菊地黃丸湯口服每日1劑，分早晚2次服用，
配合人工淚液每日3~6滴，療程1個月。 
對照組：人工淚液每日3~6滴，療程1個月。 

配方：枸杞、菊花、熟地黃、山茱萸、山藥、牡丹皮
、茯苓 

(柯, 2011) 

組別 眼數 治癒 好轉 無效 總有效率% 

治療組 50 32 11 7 86 

對照組 48 21 13 14 69 



杭菊花朵的萃取物對於急性青光眼
傷害視網膜的保健功效- 

急性高眼壓誘發青光眼小鼠模型
(A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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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千金翼方)  

味苦甘，平，無毒。 

主風頭頭眩腫痛，目欲脫，淚出，皮膚死
肌，惡風，濕痺。  

痛去來陶陶，除胸中煩熱，安腸胃，利五
脈，調四肢。 

久服利血氣，輕身，耐老延年。 

正月采根，三月采葉，五月采莖，九月采
花，十一月采實，皆陰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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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菊葉之研究 



• 杭菊以人工摘心，芽葉丟棄田間任其腐爛，粗估
每公頃約有7公噸鮮重的芽葉遭丟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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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杭菊、金盞花脂溶性萃取物對UV光傷害保護作用 



杭菊葉萃取物對於乾眼症的保
健功效-UVB誘發乾眼症小鼠模

型(Dry eye) 

 空白對照組（Blank）：餵食0.9% 生理食鹽水0.2c.c. 

 UVB傷害組（Damage）：餵食0.9%生理食鹽水0.2c.c. + UVB傷害 

 臺灣杭菊1號芽葉冷乾組（WC）：餵食WC水萃液0.2c.c. + UVB傷害 

 臺灣杭菊1號葉茶（WH）：餵食WH水萃液0.2c.c. + UVB傷害 

 臺灣杭菊2號芽葉冷乾（YC）：餵食YC水萃液0.2c.c. + UVB傷害 

 臺灣杭菊2號葉茶（YH）：餵食YH水萃液0.2c.c. + UVB傷害 

 人工淚液對照組（AFT：Artificial Tear）：餵食0.9% 生理食鹽水0.2c.c. 
+ 點人工淚液 + UVB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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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組別 



杭菊有類黃酮、揮發油、綠原酸、胺基酸
、微量元素、類胡蘿蔔素等保健成分。 

《中國藥典》2010年版I部，規定菊花所
含的綠原酸不得少於0.20%，木犀草苷不
得少於0.08%，3,5-O-二咖啡酰奎寧酸不
得少於0.07%，以控制藥材質量。 

 2012年12月22日公告《台灣中藥典》第二
版規定菊花所含的綠原酸不得少於0.20%
，木犀草苷不得少於0.08%。 

(二)杭菊的保健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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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杭菊的保健成分 

類黃酮： 

1. 木犀草素7-O-β-D-葡萄糖苷(Luteolin 
7-O-β-D-glucoside)、 

2. 芹菜素7-O-β-D-葡萄糖苷(Apigenin 7-
O-β-D-glucoside)、 

3. 香葉木素7-O-β-D-葡萄糖苷(Diosmetin 
7-O-β-D-glucoside) 。 



揮發油成分：杭菊中有大量的芳香物質，如
龍腦 (borneol) 、樟腦 (champhor) 、石竹烯
(caryophyllene)、金合歡烯(farnesene) 、菊酮
(chrysanthenone)等，大陸學者鑑定出52種成
分，以單萜、倍半萜類及其氧化物佔42.31%

最高，若以不同熱解溫度處理，其產物成分
種類和含量也會不同。 

(二) 杭菊的保健成分 



類胡蘿蔔素：研究指出杭菊葉子及花朵含有葉
黃素，而且葉子的葉黃素含量高出花3-5倍之
多(20)。 

 

 



 胺基酸：杭菊如同其他菊花含有17種胺
基酸，其中8種為人體必需，藥用菊花品
種不同胺基酸含量有差異。 



 

微量元素：含有人體必需的7種微量元素，如銅(Cu)、
鐵(Fe)、鋅(Zn)、鈷(Co)、錳(Mn)、鍶(Sr)、硒(Se)
等微量元素。 

 



其他：如有機酸類的綠原酸(cholorogenic 
acid 、菊苷(chrysanthemin) 、膽鹼
(choline)、腺嘌砱(adenine)等。 



表一、杭菊葉茶不同製程對其化學成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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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The volume of antioxidant compounds from Chrysanthemum extracts. 
 

33 



34 

Table. The volume of antioxidant compounds from Chrysanthemum extracts. 
 



(一)中藥材 

(二)飲料： 

1. 單飲：熱飲、冷飲 

2. 複方：茶(普洱茶、龍井茶、紅茶、烏
龍…)、中藥材(枸杞、決明子、山楂
、金銀花..) 

3. 菊花酒：菊花+中藥材(杜仲、防風、
附子、黃蓍、乾薑、桂心、當歸、石
斛，各四兩；紫英石、肉蓯蓉…)以酒
浸五日。菊花啤酒。 

三、杭菊產品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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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包裝袋販售給大盤商。 

直接零售-小包裝或由農會代銷。 

 



 

37 照片來源https://www.momosho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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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https://www.momosho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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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https://www.momosho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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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
https://www.momoshop.com.tw 

照片來源： 

https://online.carrefour.com.tw/tw/143

04003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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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s://www.sugarbabe.com.tw/products 

照片來源：
http://www.mdformula.com.tw/chhtml/

pclass.asp?cid=20&pcid=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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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 

http://www.jius.net/UpFile/Product/201904/1904231720073068.jpg 

http://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jaqJ7As5PjAhXBwbwKHRjtDU4QjRx6BAgBEAU&url=http://www.jius.net/Product_86540_1/&psig=AOvVaw2Y0qRKmRj5CQl38-Rs0tKj&ust=1562059553533414
http://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jaqJ7As5PjAhXBwbwKHRjtDU4QjRx6BAgBEAU&url=http://www.jius.net/Product_86540_1/&psig=AOvVaw2Y0qRKmRj5CQl38-Rs0tKj&ust=1562059553533414


資料來源：食品市場資訊106卷第05期、107卷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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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本茶 
• 以植物為基底塑造健康飲食趨勢：近年健康趨勢正盛

，以植物為基底的飲食趨勢(如使用植物、草本和堅

果乳品製作的飲料)皆成為市場新寵。研究顯示，全

球逾六成消費者認為，植物和植物萃取物對健康有正

面影響。 



圖一、購買保健產品消費者健康困擾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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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2013 

(三)保健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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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杭菊葉護眼膠囊及錠劑 



1.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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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潔保養品 



2.清潔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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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
https://tw.carousell.com/p/%E6%A1%91%E8%8

F%8A%E8%8A%B1%E6%B4%97%E9%A0%A

D%E6%B0%B4-80272500/ 

照片來源：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N01

1503977 

https://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ved=2ahUKEwiS8JuetJPjAhUpGqYKHVjHCeAQjRx6BAgBEAU&url=https://tw.carousell.com/p/%E6%A1%91%E8%8F%8A%E8%8A%B1%E6%B4%97%E9%A0%AD%E6%B0%B4-80272500/&psig=AOvVaw2YZyFDppI-nQwEJOzLx0ms&ust=1562059758075600


四、未來展望 

 菊花為藥食同源作物，現代醫學透過動物試驗結果

，直接以菊花葉作為試驗材料，可透過生理學與組

織學結果證實其護眼的功效。 

 飲料市場對於便利性及冷飲部分需求逐年提高。 

 因應科技產品及老年化的世代的來臨，護眼需求量

增加。 

 花朵生產時程及成本高，以副產品(芽葉)為原料，開

發飲料或萃取有效成分製成保健或保養產品為未來

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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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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