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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一. 中草藥的商機與未來發展

二. 化粧品法規概述

三. 相關產品開發與運用





中草藥的商機與未來發展
• 2014 年藥品的全球市場規模是 1 兆 1 千億

美金，保養品全球產值為 4,645 億美元、
保健品全球產值為 1,140 億美元和醫療材料
全球產值為 3,460 億美元

• 美容保養品部分，臺灣約佔 37 億美金（約
合 1,110 億臺幣）產值，其中臺灣國內生產
的部分約佔 100 億臺幣

• 預估 2017年全球美容保養品市場將達6,508 
億美元，其中海洋天然物佔的比例約 13%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教授-溫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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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根

• 一條根是台灣地區民間草藥及中醫師常用藥
材。泛指根部細長的野生大豆類植物。

• 台灣「一條根」之同名異物藥材雜多，其來
源可追溯計分屬於5科12屬19種的不同植物
。4種「千斤拔屬」、2種「大豆屬」以及僅
產於金門的「蠅子草屬」女婁菜等7種。

• 蔓莖葫蘆茶， 又名龍舌黃、一條根。豆科葫
蘆茶屬（台灣植物志）





Trehalose 海藻糖

從海草或椎茸等植物中萃取出來，與人體內
水份結構十分相似，替代水分子提供細胞造
水功能，讓生物薄膜連結，使肌膚處於飽水
狀態，能迅速補充皮膚水份，從而保護皮膚
，維持肌膚長效的保濕效果，解決肌膚乾燥
缺水、黯沉的現象，並增加角質層的防護，
也可以保護我們皮膚的敏感構造防止脫水，
其效果如同「鎖鑰」般將水份鎖在皮膚上，
是一種絕佳的草本保濕原料。





International Nomenclature of 
Cosmetic Ingredients (INCI)



化學品安全資料表
(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

• 世界各國無論是國內貿易還是國際貿易，
賣方都必須提供產品說明性的法律檔。由
於各個國家，甚至美國各個州的化學品管
理及貿易的法律檔不一樣

• MSDS 的編寫質量是衡量一個公司實力、形
象以及管理水平的一個重要標誌



品管檢測項目

藥品原料試驗 容器材料試驗 包裝材料試驗 (半)成品試驗

基原鑑定： 外觀性狀、組織切片顯微鑑別、理化鑑別、指紋圖譜

灰份與酸不溶性灰份：檢驗是否夾雜泥沙或雜物

水抽提物與稀醇抽提物 ：產品中成分有否被不當抽提

微生物檢測：生菌數.大腸桿菌.沙門氏桿菌.綠膿桿菌.金黃色葡萄球菌

TLC鑑別：利用薄層層析成分鑑定

HPLC檢驗：主成分及指標成分的定量檢測

黃麴毒素檢測：螢光偵測儀檢測

重金屬檢驗：以AA、 ICP重金屬檢測儀測定砷、汞、鎘、鉛、銅

於安全值之下

農藥殘留檢測：以GC/MS 、 LC/MS/MS分析及判定是否有農殘，可偵

測微量極限至0.01 ppm (μg/g)

馬兜鈴酸有毒生物鹼的檢測：以 LC/MS/MS分析及判定

產品加速安定性測試、原料留樣、產品安定性測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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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中醫藥司-屬性認定



慈禧-玉容散

16

【組 成】白芷白蘞白茯苓白朮白芍白蘚皮
白菊花

【功能主治】促進皮膚新陳代謝、美白、淡斑

【備 註】

–敷太久，乾燥僵硬不易撕下，傷害肌膚。

–白芷有光敏感作用，須避免陽光照射。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

• 新增產品登錄(PIF)

• 納入非藥用牙膏、漱口水

–影響溫和，施用對象為正常人

• 專業人員監製規定(資格、年資)



化粧品之定義

• 係指施於人體外部，以潤澤髮膚，刺激嗅
覺，掩飾體臭或修飾容貌之物品。

• 指施於人體外部、牙齒或口腔黏膜，用以
潤澤髮膚、刺 激嗅覺、改善體味、修飾容
貌或清潔身體之製劑。(107.5.2)



化粧品GMP優良製造(ISO 22716)

• 人員與物料進出動線分離

• 無塵室作業區(一萬級)

–溫度控制在20 ± 2 ℃，溼度50-55RH%

• 生產履歷(微生物鏡檢)、留樣



空氣浴塵室(Air shower)





HEPA



化粧品的安定性

• 變質：化學性(變色、結晶)、物理性(沉澱)

• 光安定性：瓶器、包材

– 噴霧產品：腐蝕、漏洩、堵塞

• 藥劑含量規格：90%~110%

– 小規模試製→試批量產→批次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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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蘆薈藥材之鑑別及品質評估

Identification and Quality Evaluation of Aloe in Taiwan

指 導 教 授：張永勳 教授

共同指導教授：何玉鈴 副教授

學 生：黃皓澤



植物分類學

•藥材之來源植物：中華人民共和國藥
典2015版記載中藥材蘆薈為百合科植
物葉的汁液濃縮乾燥物

–庫拉索蘆薈Aloe barbadensis Miller

(老蘆薈)

–好望角蘆薈Aloe ferox Miller (新蘆薈)

或其他同屬近緣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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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蘆薈植物學分類 

Phylum Angiospermae 被子植物門 

Class Monocotyledoneae 單子葉植物綱 

Oder Liliflorae 百合目 

                Family Liliaceae 百合科 

                  Genus Aloe 蘆薈屬 

                    Aloe barbadensis Miller(庫拉索蘆薈) 

  Aloe ferox Miller(好望角蘆薈) 



• 殺菌、抗炎作用：蘆薈的緩激肽酶可抵抗炎症；多糖類可
增強人體對疾病的抵抗力，治癒皮膚炎

• 健胃下泄作用：蘆薈中的蘆薈苷、蘆薈大黃素等有效成分
增進食慾、大腸緩泄作用。服用蘆薈，能強化胃功能，增
強體質

• 免疫和再生作用：蘆薈苷、創傷激素和聚糖肽甘露等具有
抗病毒感染，促進傷口癒合復原的作用，有消炎殺菌、消
腫、軟化皮膚，凝膠多糖具有癒合創傷活性

• 抗衰老作用：蘆薈中的粘液，是以多糖類為核心，防止細
胞老化和治療慢性過敏的重要成分

藥理活性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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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成分分析

蘆薈苷
(Aloin)

(C21H22O9) 

MW: 418.39

異蘆薈大黃苷
(Isobarbaloin)

(C21H22O9) 

MW: 418.39

蘆薈大黃素
(Aloe-emodin)

(C15H10O5) 

MW: 27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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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雲膏

【組 成】紫草當歸麻油 黃蠟

【功能主治】

–中醫常用之燙傷要藥。

–緩解癢疹、促進傷口癒合、改善手
掌或腳掌龜裂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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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konin

Melting Point：147 ℃



化粧品成分使用

• 一般品(精油貼布)

• 化粧品

• 含藥化粧品(用途、限量)





銀離子防護噴霧

• 銀離子抗菌(針灸銀針)

• 促進傷口癒合(親生物金屬)

• 防腐添加劑



皮膚用化粧品得宣稱詞句



化粧品不適當宣稱詞句例示

一、涉及醫療效能(ex.平撫肌膚疤痕)

二、涉及虛偽或誇大(ex.促進/刺激膠原
蛋白合成)

三、不屬於化粧品效能之宣稱(ex. 消除
贅肉、瓦解脂肪)



Saccharomyces屬

• 釀酒過程後，將
發酵完的產品經
過濾壓榨得到的
半泥狀固態物

• 製程及純度都沒
有一定的規範



Pitera

• SKII研發公司在35年前在300多種天然酵母
裡面的Saccharomycopsis sk種酵母的濾過液

– 至今無法被取代的肌膚保養品

• 發酵過程當中「不會製造出酒精」

– 護膚成份：維他命B群、礦物質、有機酸、蛋
白質和胺基酸



清潔肌膚用化粧品類得宣稱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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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貼布

• 高分子聚合物當基劑，所含水分高，厚度
較厚

– 優點是不容易產生過敏反應

– 缺點是黏性較差，容易脫落

• 如果皮膚較敏感，容易因為貼久產生癢或
不舒服的人，可以優先選擇水性貼布來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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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貼藥調劑法 中醫傷科針灸科 蘇秀如

1.以醋調能散瘀解毒。

2.以酒調的，取其助行藥力，並可行
氣血散瘀。

3.以雞蛋清調的，取其解毒並可緩和
刺激，減少皮膚過敏。

4.以蜂蜜調的，取其清涼解毒，潤膚
生肌。



精油貼布



活血化瘀

• 冇骨消葉

• 拎壁龍



風濕

• 椬梧

• 雞屎藤

• 走馬胎

• 菊花木



青春痘院方製劑

【劑 型】自製軟膏

【組 成】枯礬硫黃薄荷腦 PEG

【功能主治】青春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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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用A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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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作用：

紅斑、灼熱感、搔癢及乾燥、落屑

注意事項：

1. 謹慎使用孕婦或哺乳婦女

2. 光敏性

3. 易燃凝膠形式

4. 前 3 到 6 週爆痘期



一分鐘快乾，清爽不黏膩

高醫、高榮，中榮、長庚中醫部指定使用



結合現代科技的中草藥複方化粧品

–根據古代方書記載，傳統中醫長久使用的

皮膚保養品

–進行現代化研發，以科學化藥劑新製程技

術調製

–現代生物科技護膚新元素— 玻尿酸 更能

提供多重修護、美白、抗老化效果。





適用族群

上班族、職業婦女、應考生、
小朋友轉骨期間外食族、學生、上班族

老闆們、應考生、上班族、
小朋友轉骨期間

應考生、上班族、夜班職

老菸槍、外食人口

喜愛天然草藥的消費者
嬰幼兒與皮膚敏感族群
清爽不黏膩，沒有抗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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