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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黑變病 (melanosis)為蝦蟹等甲殼類的甲殼接觸到大氣中的氧氣時，其表面

產生黑斑的現象。雖然不會影響風味且對人體無害，卻造成消費者觀感不佳，降

低其市場價值。當蝦蟹被撈捕上岸並放在冰上保存時，其體內的多酚氧化酶 

(polyphenoloxidase, PPO)會進行一連串的催化反應，將酚 (phenol)轉換成黑色

素 (melanin)，造成甲殼產生黑斑。傳統上多利用人工合成的黑變病抑制劑來處

理，但各有其缺點且有食品安全上的疑慮，因此希望以天然抑制劑做為替代品。

而之前研究指出，金針菇 (Flammulina velutipes)萃取物中的麥角硫因 

(ergothioneine)能夠有效抑制黑變病。本研究以最具經濟價值的明蝦-斑節蝦 

(Marsupenaeus japonicus)為對象，比較金針菇萃取物與人工合成抑制劑抗壞血酸 

(Ascorbic acid)、己基間苯二酚 (hexylresorcinol)對於黑變病的抑制效果，結果

顯示效果相近，因此證實金針菇萃取物能取代傳統的人工合成抑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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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研究之重要性  
    當蝦蟹等甲殼類被撈捕上岸時，其甲殼會產生黑斑，造成消費者觀感不

佳，導致市場價值嚴重的損失。傳統上使用人工合成黑變病抑制劑，但卻有

食品安全上的問題【1】，因此若能以天然物萃取物作為抑制劑取代人工藥劑，

對於蝦蟹市場價值的提升將有極大幫助。 
 前人作過的研究 
    金針菇萃取物已被證實對於黑變病具有防治功效【2】。而後續的研究確  

    認其成份之一的麥角硫因對於魚肉的抗氧化以及抑制變色具有明顯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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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先前的研究雖然發現麥角硫因能有效抑制斑節蝦的黑變病【5】，       

    但並未和人工合成的抑制劑比較。 

 作者為何要做本研究 

  作者先前研究已確認金針菇萃取物中的麥角硫因能夠有效抑制斑節蝦

的黑變病，但尚未與人工合成抑制劑的效果比較，因此希望藉此研究，確認

金針菇萃取物是否能取代人工合成抑制劑。 
 本研究欲完成之項目 

    將金針菇萃取物與人工合成抑制劑抗壞血酸、己基間苯二酚送入斑節蝦

體內，並進行效果分析。另外也進行體外實驗，將蝦子的血淋巴 (hemolymph)
抽出，再加入藥劑到血淋巴中並進行效果分析。以體內與體外兩種實驗方式，

比較金針菇萃取物與人工合成抑制劑的效果差異。 

材料與方法 
 生物材料 

Flammulina velutipes: 金針菇  
Kuruma shrimp (Marsupenaeus japonicas): 斑節蝦  

 金針菇萃取法 
   將金針菇根部 (人類不食用的部分)500 公斤放在 3000公升 95 oC 的水中

煮一小時，過濾後離心，用膜蒸發器在 60 oC 下濃縮成 79.5 公斤的金針菇萃

取物，然後保存在-20 oC。 

   1. In vivo experiments  
 浸泡處理  

    準備 4 個裝滿海水的六公升水桶，分別包含 0、0.25、0.5 和 1%的金針

菇萃取物，接著每個水桶加入 40 隻斑節蝦活體，在 23 oC下放置一小時後

進行分析。確認金針菇萃取物有效的最低濃度為 0.5% 後，再重新準備 4 個

裝滿海水的六公升水桶，分別包含海水、0.5%的金針菇萃取物、500 ppm的
抗壞血酸和 500 ppm的己基間苯二酚，在 23 oC下放置一小時後進行分析。 

 
 萃取血淋巴與分析其中多酚氧化酶的活性 
      從蝦子的第一個腹節抽取500 μL血淋巴，並加入抗凝血劑。然後在  

    300 μL的血淋巴加入300 μL的L-DOPA (L-3,4-dihydroxyphenylalanine)及  

    570 μL的抗凝血劑。放在37 oC下30分鐘，然後以分光光度計在波長490 nm  
    下測吸光值。 

 
 原態酚氧化酶 (prophenoloxidase, proPO)基因表現測試 

  將血淋巴抽取出來後，將血球抽取出來並抽取 RNA。使用 RT-PCR 分

析原態酚氧化酶 mRNA 表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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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變病變色分析 

  將浸泡處理後的蝦子，放在碎冰中用海水潤洗 30 分鐘，用塑膠袋包裹

放在冰內保存兩天，然後將蝦子以蒸汽蒸兩分鐘，使其變紅色。接著將蝦子

拍照後，以電腦軟體 ImageJ 分析其甲殼顏色的灰值 (gray value)，灰值越低

代表顏色越黑。 
 

2. In vitro experiments          
 準備血淋巴上清液 (hemocyte lysate supernatant, HLS)  

   抽出未進行浸泡處理蝦子的血淋巴，將血淋巴離心並倒掉上清液，然後

將剩下的固體加入抗凝血劑後震盪 5 秒，接著離心收取上清液。將此上清 
液分別加入最後濃度皆為 1 mM 的麥角硫因、抗壞血酸及己基間苯二酚。 
 

 分析血淋巴上清液中的多酚氧化酶活性 
        將50 μL血淋巴上清液與50 μL的L-DOPA還有抗凝血劑混合，放在37 oC下

30分鐘，然後以分光光度計在波長490 nm下測吸光值。 

 
 分析血淋巴上清液中的 proPO 基因表現 

    使用 RT-PCR 分析原態酚氧化酶 mRNA 表現量。 
 

結果與討論 

   1. In vivo experiments 
 浸泡處理下的多酚氧化酶活性 

    隨著金針菇萃取物的濃度上升，多酚氧化酶的活性下降。而 0.5%的金

針菇萃取物即為有效抑制多酚氧化酶的最低濃度，能降低多酚氧化酶的活性

36%，效果近似於抗壞血酸和己基間苯二酚。 
   

 浸泡處理下的 proPO 基因表現測試 
    在 0.5%和 1%的金針菇萃取物實驗組中，proPO 基因表現皆顯著下降，

而 0.5%金針菇萃取物即為有效抑制 proPO 基因表現的最低濃度，另外其抑

制能力和己基間苯二酚接近，但比抗壞血酸更佳。 
 

 黑變病變色分析 
    隨著金針菇萃取物的濃度越高，甲殼變黑的程度越低，而 0.5%金針菇

萃取物即為有效抑制甲殼變黑的最低濃度，另外其抑制能力和己基間苯二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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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但比抗壞血酸更佳。 
 

   2. In vitro experiments 
 血淋巴上清液中的多酚氧化酶活性 

  麥角硫因實驗組和控制組相比，可大幅降低多酚氧化酶的活性，且其效

果近似抗壞血酸和己基間苯二酚。 
 
 分析血淋巴上清液 proPO 基因表現 

  麥角硫因實驗組和控制組相比，可顯著地降低 proPO 基因的表現，且

效果和己基間苯二酚相近，並比抗壞血酸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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