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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論
薑 黃 在 植 物 分 類 學 上 屬 於 薑 科

(Zingiberaceae)薑黃屬(Curcuma)，幾個世紀以
來，薑黃被人類作為香料、染料、防腐劑、以及

治療疾病等用途。印度傳統醫學阿育吠陀中，常

用薑黃來治療發炎性疾病。明代李時珍的《本草

綱目》記載：「薑黃、鬱金、述藥(莪朮)三物，
形狀功用皆相近。但鬱金入心治血；而薑黃兼入

脾，兼治氣；述藥則入肝，兼治氣中之血，為不

同爾。」就中藥學而言，三者是不同的藥材；根

據2006年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的調查研究指出，在
台灣的中藥市場，薑黃、鬱金、莪朮三者常被混

用。中醫常用薑黃來治療：血淤氣滯、經閉、產

後腹痛、跌打損傷等、風濕臂痛、牙痛、癰腫疔

毒等症。

類薑黃素 ( c u rc u m i n oi d s )是薑黃主要活
性成分的統稱，占薑黃重量的3%。以薑黃素
(curcumin, diferuloylmethane)含量最多約占
77%；去氧甲基薑黃素(demethoxycurcumin) 
17%；去雙氧甲基薑黃素(bisdemethoxycurcumin) 
3%(1)。早在1810年薑黃素就被分離出來，1870年
純化出其結晶體，1910年定出化學結構式。1937
年Lancet發表了一篇用薑黃素治療肝膽疾病的報
告，這是有關薑黃素最早發表在醫學期刊的文章
(2)。2018年3月為止，有關的英文醫學文獻多達
7,849篇，顯見薑黃素長久以來受到學界重視的
程度。

氧化壓力 ( ox i d at i v e  s t r e s s )、慢性發炎
(chronic inf lammation)、和多數的慢性疾病

(chronic disease)，三者之間密切相關聯。氧化
壓力經由活化核因子κB (nuclear factor-κB, NF-
κB)和腫瘤壞死因子-α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引起慢性發炎反應，進而引起各種
慢性疾病。薑黃素具有抗氧化(anti-oxidant)及
抗炎症反應(anti-inflammation)的功效，能抑制
NF-κB和TNF-α活性，因而對於癌症(cancer)、
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腎臟病、肥胖症、

骨質疏鬆症、失智症等慢性疾病，具有預防及

治療的功效。另外，薑黃素能逆轉癌細胞的多

重抗藥性(multi-drugs resistance)，因而能增強抗
癌藥物的療效(3)。薑黃素作用的目標分子(target 
molecules)包括：轉錄因子(transcription factor)、
生長因子(growth factor)、蛋白激酶(protein 
kinase)、發炎細胞素(inflammatory cytokine)、及
環氧合酶(cyclooxygenase)等(4)。

本文擬探討，薑黃素對常見慢性疾病的療

效、作用機轉、及影響的目標分子與訊號路徑。

薑黃與癌症 (cancer)
薑黃素透過調控多種目標分子及訊號

路徑，能抑制癌細胞生長、促進癌細胞凋亡

(apoptosis)、降低癌細胞的侵犯性(invasiveness)
和轉移性(metastasis)，因而對於多種癌症都有
預防和治療的效果。薑黃素經由抑制活化蛋

白-1(activating protein-1)、週期素(cyclin)D1/ E
的表現；促進p21、p27、p53等腫瘤抑制蛋白的
表現，抑制癌細胞的增生和存活，而不會影響正

常細胞的存活。這種選擇性細胞毒性的機轉之

一，是由於癌細胞內的麩胱甘肽(glutathione)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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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低、NF-κB活性強，薑黃素在癌細胞內的濃
度高，因而選擇性地加速細胞的凋亡(5)。

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rcinoma, 
NSCLS)是肺癌中最常見的型態，約占所有肺癌
的85-90%。約有50% NSCLS的病例，細胞膜上的
AxL受體酪氨酸激酶(AxL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AxL RTK)的基因發生突變，而增強活性，刺激
癌細胞增生及誘發對化療藥物的抗藥性。薑黃素

能有效降低AxL RTK活性，增加化療藥物的治療
效果(6)。整聯蛋白-β4 (integrin-β4)是一種傳遞
細胞和細胞外環境之間訊息的跨細胞膜受體。整

聯蛋白-β4棕櫚酸脂化(palmitoylation)的程度越
高，乳癌細胞的侵犯性就越高。薑黃素能抑制整

聯蛋白-β4的棕櫚酸化，降低乳癌侵犯周邊組織
或轉移的風險(7)。

人體藉著調控細胞凋亡，以維持細胞的

恆定(cellular homeostasis)。當細胞凋亡機轉受
到異常的抑制，不能清除損傷的細胞，這些

損傷細胞就可能發展成癌細胞。在攝護腺癌

(prostate cancer)細胞中，薑黃素能刺激傾凋亡
蛋白如Bax, Bim, Bak, Puma, Noxa等和死亡受體
(death receptor)的表現；另一方面，則可抑制
抗凋亡蛋白的表現，如B-細胞淋胞腫瘤蛋白-2 
(B-cell lymphoma protein, Bcl-2)、Bcl-XL、存活
素(survivin)、以及細胞凋亡抑制蛋白 (inhibitor 
of apoptosis protein, IAP)。透過這些作用機轉，
薑黃素能促使癌細胞的凋亡(8)。

垂下核酸內切酶-1（f lap endonuclease-1, 
F E N - 1），是一種能將雙股DNA切開的酶。
FEN-1的過度表現會促進乳癌的發生，促進乳癌
細胞對抗癌藥物cisplatin產生抗藥性。薑黃素能
抑制乳癌細胞FEN-1的過度表現，和cisplatin同
時使用，可以逆轉癌細胞的抗藥性，增加癌細胞

對藥物的敏感性(9)。

薑黃與心臟血管疾病

高血壓心臟病和心肌梗塞引起的心臟衰

竭，是心血管疾病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心臟細

胞肥大(cardiomyocyte hypertrophy)和心臟肥大
(cardiac hypertrophy)兩者，是心臟衰竭的主要病
理特徵。高血壓或主動脈狹窄都會增加左心室的

壓力負荷，誘發胎兒時期的心臟基因進入重新

編程(reprogramming)，啟動心肌細胞肥大/心臟
肥大/心臟衰竭的訊號路徑(signaling pathway)。
細胞周期蛋白依賴性激酶-9 (cyclin-dependent 
kinase 9,  Cdk-9)活性增加，磷酸化心肌細胞
的p 3 0 0，增強p 3 0 0組蛋白乙醯化酶 ( h i s ton e 
acetyltransferase, HAT)活性，將轉錄因子GATA4
乙醯化，強化GATA4和DNA之間的結合，誘發
多種心肌細胞肥大因子，最後引起心臟肥大(10)。

薑黃素能抑制p 3 0 0組蛋白乙醯化酶的活
性，阻斷GATA4的乙醯化，減少GATA4和DNA
的親和力，因而能抑制心肌細胞肥大，延緩高血

壓或心肌梗塞所引起的心臟衰竭(11)。

薑黃與糖尿病 (diabetes mellitus, DM)及慢
性腎臟病 (chronic kidney diseases)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全世界大約3.2
億人口患有第二型糖尿病，罹病人數依然持續

增加中。一項隨機對照臨床研究顯示，薑黃素能

有效減少糖尿病前症(pre-diabetes)轉變成糖尿病
的風險(12)。在印度和中國的傳統醫學中，薑黃用

來治療糖尿病已有數千年的歷史。1972年就有醫
學文獻報導，用薑黃治療糖尿病的個案。薑黃

素能有效降低血糖和糖化血色素、尿糖及改善

胰島素敏感性。薑黃素能減少NF-κB、游離脂
肪酸(free fatty acids)、抑制NF-κB活性，因而減
少發炎和過氧化現象。另外，薑黃素可以刺激

脂小體增生活化受體-γ (peroxisome proliferator-
activated receptor –gamma, PPAR-γ)、增加胰島
素及脂蛋白脂肪酶(lipoprotein lipase)的分泌。由
於薑黃素具有以上的多元性的作用，因此對於糖

尿病血糖控制、血脂肪異常等異常，都能發揮治

療的效果(12)。

慢性腎臟病是一種炎症反應的疾病，常

併發心血管等疾病。由於體內多種酵素、轉

錄因子、生長因子的過度表現，增加發炎性

分子的生產和作用，引起過度的發炎反應，

使得腎功能持續惡化。糖尿病腎病變(diabetic 
nephropathy)，是末期腎臟衰竭(end-stage renal 
failure)最常見的病因。高血糖誘發腎絲球細胞
的NF-κB過度表現，刺激細胞間粘著分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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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和單核細胞趨
化蛋白-1 (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1)的分
泌，吸引大量的單核細胞(monocyte)和巨噬細
胞(macrophage)堆積在腎絲球內，分泌過量的
TNF-α、IL-1β等炎性細胞素，造成細胞死亡及
腎臟纖維化。薑黃素經由抑制NF-κB的表現，
減少巨噬細胞和單核細胞的浸潤，得以減緩腎功

能衰退的速度。

當腸道壁細胞之間的緊密結合蛋白

(tight junction protein)和鹼性磷酸酶(alkaline 
p h o s p h a t a s e )表現減少時，腸道的通透性
(permeability)增加，使得更多發炎性分子穿過腸
壁，進入血液而引起全身性發炎反應。薑黃素能

增加腸道鹼性磷酸酶及緊密結合蛋白的表現，恢

復腸道正常的通透性。類花生酸(eicosanoid)經
環氧合酶-2 (cyclooxygenase, COX-2)的作用，成
為發炎性的前列腺素(prostaglandins)，引起全身
性氧化壓力和發炎反應。薑黃素能有效阻斷腎臟

COX-2的表現，因而能減緩腎功能的惡化(13)。另

外，薑黃素經由抑制轉化生長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的表現，能減緩腎臟組織纖維化及
減緩腎功能的衰退 (14)。

薑黃素與其他疾病相關症狀

一、肥胖症(Obesity)
2008年體重過重的人數，估計全球多達14億

人，其中有50%屬於肥胖。近幾十年來肥胖人口
快速增加，嚴重威脅人類健康。和體重正常的人

比較，肥胖者的死亡風險是1.6倍；缺血心臟病
是2.0倍；中風是1.5倍；糖尿病是5.5倍；大腸直
腸癌及乳癌等各種癌症的風險是1.3-2.5倍。全球
每年因肥胖而增加的死亡人數，高達280萬人之
多(15)。

當體重增加時，體內白脂肪(white adipose 
tissue)隨之增加，同時白脂肪的細胞組成及所分
泌的因子都發生變化：促炎性巨噬細胞M1 (M1 
macrophage)增加、促炎性脂肪因子(adipokines)
分泌增加。另一方面，抗炎性巨噬細胞M2減
少、抗炎性的脂聯素(adiponectin)也減少。因
此，肥胖讓人體處在發炎的狀態，進而增加罹患

慢性疾病的風險(15)。

薑黃素能直接作用在白脂肪上，減少白

脂肪內巨噬細胞M 1的浸潤，減少N F -κB、
TNF-α、STAT3等促炎性蛋白的表現。另外，薑
黃素能抑制脂肪前細胞(pre-adipocytes)分化、刺
激脂肪細胞(adipocytes)脂聯素的分泌、強化抗氧
化力等作用。由於薑黃素具有這些抗發炎及抗氧

化的作用，因而對於肥胖及相關慢性病具有預防

和治療的功效(15)。

二、骨質疏鬆(osteoporosis)
骨質疏鬆是一種慢性進行性的疾病，骨

質量 ( b one  mass )減少和骨骼顯微構造 ( b one 
microstructure)退化為兩大病理特徵。骨質疏鬆
相關的髖關節、脊椎、和腕關節骨折，嚴重降低

病人的生活品質，且造成社會沉重的經濟負擔。

2008年美國用在骨質疏鬆和相關骨折的醫療費
用，高達220億美元之多。

醣皮質素(glucocorticoids)常用來治療氣喘、
類風濕性關節炎(rheumatoid arthritis)、全身性
紅斑狼瘡(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但也是
骨質疏鬆症最常見的原因。醣皮質素抑制Wnt/ 
β-catenin訊號路徑，誘導蝕骨細胞(osteoclast)的
增生及抑制造骨細胞(osteoblast)的增生，而引起
骨質疏鬆。薑黃素則可以再活化這個路徑，恢復

造骨細胞的增生，緩解骨質疏鬆症的嚴重度(16)。

三、失智症(dementia)
2010年全世界有3,560萬例的失智症病人，

盛行率為5-7%，預估2030年盛行率將會倍增。
60%以上的失智症，是阿茲海默症所引起。乙型
類澱粉(amyloid-β)在腦部沉積並形成斑塊，刺
激發炎細胞分泌過多的IL-6，促使神經細胞凋亡
及神經元聯會(synaptic)失能，因而引發失智症。

薑黃素透過多種機轉，能預防或治療失智

症。薑黃素除了抗氧化及抗發炎作用之外，還能

分解沉積在腦組織的類澱粉斑塊，因而減少腦細

胞的壞死。一項研究中發現，薑黃素能緩解腦

組織的氧化壓力，及解集類澱粉斑塊(17)。類乙型

澱粉會誘發大量IL-6，以及破壞PIK3/Akt和Wnt/
β-catenine等訊號路徑的平衡，導致神經細胞凋
亡。薑黃素可抑制乙型類澱粉所引起的異常反

應，減少神經細胞凋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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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乾癬(psoriasis)
乾癬是一種由於細胞免疫異常引起的慢

性炎症疾病，盛行率約為2-4%。根據臨床表
徵區分為五種症型，其中以尋常乾癬(psoriasis 
vulgaris)最常見約佔90%。主要症狀是身上出現
發紅、發癢、以及脫屑的塊狀皮膚損傷；皮膚受

傷時常會誘發傷口處發生乾癬病變，稱作寇柏納

現象(Koebner phenomenon)。類固醇軟膏、膽鈣
化醇軟膏、紫外線光照治療等都是常用的局部治

療選擇，但都無法達到痊癒的效果；口服或注射

藥物如methotrexate則受限於毒副作用，而不適
合長期使用。

薑黃素的抗氧化作用可減少乾癬病兆的

氧化壓力、抑制磷酸化酶激酶(phosphorylase 
kinase)的活性；調降發炎細胞素(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分泌，抑制皮膚細胞的異常增生，同
時改善皮膚的隔絕功能。薑黃素抗炎的特性，可

降低血清中50%的發炎因子，如TNF – α和干擾
素-γ (interferon-γ, IFN- γ)等(19)。

結  語
由於薑黃素的化學性質不穩定、腸胃道

吸收不易、在肝臟快速代謝，使得生物可用性

(bioavailability)低，不容易在作用部位達到有效
的濃度。另外，從研究分析方法上來看，薑黃

素的代謝產物可能會干擾分析結果，因而影響

了藥物效力學(pharmacodynamics)及藥物動力學
(pharmacokinetics)的結果。最後，有關薑黃素的
研究文獻雖然數量很多，但大多侷限於動物實驗

及細胞培養；臨床試驗的數量和研究品質，仍然

相當薄弱。部分學者甚至認為，薑黃素只不過是

「泛分析的干擾化合物」(pan-assay interference 
compound)，或「無效代謝物萬靈丹」(invalid 
metabolic panaceas)而已，不值得投入如此龐大
的人力和經費資源(20)。

簡言之，雖然薑黃素擁有廣泛療效及安全

性高的優點，但受限於生物可用性、研究設計、

分析方法等問題，限制了臨床上的使用價值。因

此，如何突破這些問題，都是薑黃素臨床應用上

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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