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自古以來，藉類即是人們所食用
的農產品。一般而言，藉類具有三項
食品機能性：一次機能性（營養特性

）、二次機能性（嗜好特性）及三次
機能性（生理特性）。在一次機能性
方面，持類含有豐富的膳食纖維、蛋

白質、幾丁質、維生章及礦物質，加
上低脂質、低熱量、無膽固醇，而為

良好的健康素材，亦被西方學者封上

「蔬菜牛排」的美譽。在二次機能性
方面，擇類中所舍的鮮味核苦酸如鳥

莘酸（ GMP ）和肉苦酸（ IMP ）、鮮
味胺基酸如數胺酸和天冬胺酸，再加
上一些有機酸如唬珀酸和蘋果酸以及

二、食藥用菇類

1 ：羊話與 ~i& 話：
洋藉［ Agaricus bisporus ( Lange

) Imbach 〕在分頰上屬於其茵中擔子
菌門之傘菌目、傘茵科，又稱雙祖蘆
擇、蘆擇、松草（閩南語）。洋擇是
目前世界上栽培最廣，產量最多的食
用錯，而可分為四種：雪白、近由、

褐色及雜交混種。台灣洋藉產期主要

為每年的 12 月至翠年的 4 月，由於
現在一些持農巴採用環控持會生產洋
錯，因此全年皆可買到洋擇。目前台

灣已不再出口洋藉罐頭，而洋擇產量
以大不如前，主要供應鮮銷市場。

可溶糖和塘醇的調和，造就捧類的美

味。在三次機能性方面，嘉類的多聘
萃取物具有抗腫瘤活性、免疫增強、

抗炎症、降血糖、降膽固醇、抗愛滋
病毒等作用。因此，擇類除作為健康
會品外，巴在探究其醫藥功能。
食藥用藉類的子實體和菌絲體，
甚至袍子體皆可用來作為食品、調味

醬料及生產特殊化學物質（如水溶性
多彈、維生素、有機酸、核菩酸和酵

素）和醫藥用物質（如抗生素、抗癌
和抗病藥物），因 此食藥用掃類巴在
世界各國中競相發 展為育經濟及高保
健價值的農產品。 以干簡介圍內常見

的一些會藥用擇類 ，包括國內生產及
自國外進口的，亦 包括栽培的子實體

及以生物技術發酵而產生的菌絲體。

園一、洋菇（毛正倫攝）

高溫藉〔 Agaricus

bitorquis (

Quelet) Sacc缸，do ］又稱雙環蘆婦、
大肥蘆錯，最迪生長溫度為 30°C ，主
要產期在 6 至 9 月，且外觀 極酷似洋
錯，因此可填補洋捧的淡季 o 此外，
高溫藉在香味與品質上皆與 洋藉相﹛

，目前歐美巴在推廣栽培。
2 香話：

食藥用菇類產品之加工利用

與大食科系毛正倫

。草捧煮湯十分清淡可口，新鮮草嘉

香捧［ Lentinula edodes ( Berkeley) Pegler 〕在分類上屬於擔子茵之

亦適合炒食，而有著獨特的風味和咬

傘茵固、口蘆科 F 又稱香草、椎草（

感。

日語）。香擇是古今中外極為著名會

用擇之一，其產量僅次於洋藉 F 在台
灣則為產量最多的食用藉。台灣目前

以木屑塑膠包（俗稱太空包）種植為
主 F 一年四季皆有生產，而以夏秋為

盛產期。產地集中在台中和南投，其

Sta皂C

I Stage 2 Stage 3 Stage 4 Stage 5

餘各地則有零星栽植。香掃除鮮擇外

，主要以乾捧為主，市面上亦可見到

圖三、草搭（毛正倫攝）

來自大陸、日本等國的乾香藉。香持

有著濃濃香郁的獨特風味，能熬成一
鍋美味的湯頭，亦能在塘、妙、烤、

油炸中提供其風味，而為持中上選。

4 金軒話：

金針持［

Flamm ulina velutipes (
Curti曰： Fries) Singer J 在分類上屬於

擔子茵之傘茵目、口蘆科，又稱冬菇
。目前台灣有雪白和微黃兩種金針錯

，其在環控下使用培養瓶栽培，因此
一年四季皆有銷售，產地集中在中部

地區。由於在低溫下培養，栽培的金
針藉有著纖細的錯柄和細小末開傘的

草董。新鮮的錯柄有著輕折易斷的脆
度。雪白種的氣味較濃郁、甘甜適中
圖二、香菇（陳勁扣攝）

且菇體較小，而微黃種則有著較大的

捧體及更甘甜的風味。雖然金針捧常

3 草話：

草捧〔 Volvariella vol vacea ( B叫－
1i血吐： Fries) Sin皂白，〕在分類上屬於擔

子茵之傘茵田、光柄持科，又稱中國

用來作 k 鍋食用，但：~＇食時，亦有不
同的風味。目前除鮮食外，亦有乾捧
上布。

蘆擇。其形態在初期成卵形，中國菜
即使用此時期的持體，短發育後在隆

起處展開直徑的 7-13 公分之草傘，其
表面成灰褐色纖維狀，中央為暗色，
周邊呈白 色。台灣目前一年四季皆有

草擇生產 。草持不可生食，選購最好
選茵傘未 張闊的，不過市售多半巳剝

闊，若巳 剝開可以其味道作辨別，或
者還外表 水分剛好飽合不會出水者。
因為草藉極不耐時存 F 不宜放置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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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金針苦 （曾格誘攝）

5 柳松菇：

cylindracea (
de Candolle: Fries ) Maire 〕在分類上

而得名，國內常見的有以下四種。夏

季飽魚捧（

Pleurotus cystidiosus Mil-

屬於擔子茵之傘茵目、糞傘科，又稱
柱狀回頭藉。依其軍傘外觀色澤可分

ler ）有著較厚實的草傘組織，其葷傘

為褐色（柳松擇）、金黃色（茶樹擇

由於有耐高溫的特性 F 故極適合在台

、白楊擇）和白色（雪草）三種。台

灣栽培，目前主要產地集中在彰化與

灣的柳松持係於民國 75 年自日本引

表面呈灰褐色，而背面則呈乳白色。

嘉義一帶。

進栽培，主要在環控干使用培養瓶栽

秀珍捧［ Pleurotus 口S仕eatus (

培，因此一年四季皆可生產。柳松菇

Jacquin: Fries) Kummer 〕原稱蝶藉。

為新興的高級會用蟬，其香味濃郁，

在栽培時因太空包平躺而使其持體形

而市面上所販售的是不開傘的，捧柄

狀如嚎而得名，其為叢生、個體小 F

細細長長的，以吃柄的脆感為主。而

烹調簡單而脆感十足。秀珍菇在中低

其特色在於者再久也能保持其脆度﹔

溫下出錯，集中在冬天生產，夏天則

一般咸龍為比飽魚揮更具咬感，比香

為環控栽培 F 目前產地在台中一帶。

藉更具味覺。目前主要產於台中縣石

同鄉，其他亦有零星生產。

圖七、秀珍搭（黃仕政攝）
團五、柳松菇（莊文豐攝）

6 鮑魚諾類：

飽魚擇類在分類上屬於搶手茵之

臥孔茵目、柔韌揮科，又稱平藉。其
因葷柄為側生的且形狀及風味如鮑魚

杏飽捧〔 Pleurotus

Candolle: Fries)

eryngii (de

Quelet 〕原稱杏仁飽

魚錯，又稱千貝錯，為鮑魚藉屬中風
味最佳的菇，而以草柄粗大著稱，具
有杏仁味，質地細膩滑嫩且口感極佳

圖六、夏季鮑魚 搭（曾？搭車會攝）

圈人、杏鮑菇（毛正倫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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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松擇〔 Agrocybe

。杏飽籍的軍柄縱切成薄片，口感似

飽魚，而草柄橫切數段，則似干貝，
適合一般家庭調理。杏鮑捧主要以罐

ica ( Dickso叫 Pers。on ］的表面有毛
、背面常是粉白的袍子層，在乾燥時

更明顯，而泡水後呈紅褐色。

頭及鮮嘉銷售餐廳或飯店，而一般超

紅木耳〔 Auricularia pol ytricha (

市或傳統市場不多見。此為農試所推
廣的新興捧類之一，目前中部地區巳

Montagr叫 Sacchardo 〕又稱毛木耳
。紅木耳的外觀與黑木耳極類似，而

有大量栽培。

其在表面有許多草毛，乾燥品泡水後

金頂側耳（

Pleurotus citrinopile-

呈現黑褐色。

atus Singer ）又稱珊瑚擇、輸黃蘆。
金頂側耳的葷蓋色澤金黃、內部則呈

白色、味道鮮美，為國內的新興掃類

之一，原產地大陸東北省份，目前在
台灣中部地區已有栽培。

圖十一、紅木耳（吳寬澤攝）

斤耳〔 Auricularia fuscosuccinea
( Montagne) Farlow 〕的質地非常薄
，表面光滑無毛，而鮮藉煮食身熟爛

。然而，乾燥斤耳泡水後極富彈性，
且美味可口。
圖九、金頂側耳（黃仕政攝）

7 木宵典章良宵類：

木耳類在分類上屬於擔子茵之朮
耳目、木耳科﹔而銀耳則屬於銀耳目
、銀耳科。圍內常見的木耳類有以下

四種。黑木耳［ Auricularia mesenter

團十二、斤耳（吳寬澤攝）

雪耳為斤耳的穩定白色變種，在
色澤上有如銀耳一 般的雪白透明，在

質地上又如斤耳一 般的富有咬感，其
兼具兩者的優點， 能在傳統木耳烹調

中提供不一樣的感 覺，而深受消費者

的喜愛。雪耳為圍 內的新興捧類之一
， 目前正推廣栽培 中。

圖十、黑木耳（吳寬澤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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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感，在煮食時宜大火快吵，才能顯
現出其脆度與原味。鴻喜捧為國內的

新興持類之一－除桃園外，其他地區
目前正推廣栽培中。

9 猴E頁話：

猴頭捧［ Hericium 且inaceus (
圖十三、雪耳（吳寬澤攝）

銀耳（ Trem ell a

fucifonnis Berke-

ley ）又稱白木耳，一般皆以乾燥品販
售，而乾燥銀耳應為乳黃色。會用前

先以溫水泡開使煮脅。中醫認為此銀

耳為滋補品，有著甚多的醫療效用。

Bulliard: Fries ) Persoon 〕在分類上屬
於擔子茵之猴頭茵目、猴頭茵科。猴
頭持在成熟時有著一根根的針刺而長
得像猴頭，目前仍以傳統的持會栽培

F 在冬天至入春時栽培生產 F 而產地
集中在北部和中部山區。猴頭持不耐
財存，故常製成乾燥品販售。

國十六、猴頭答（黃仕政攝）

圖十四、銀耳（吳寬澤攝）

8.

3串串起：

10. 竹課、聶語、金種語及紫 7
香唐書：

鴻喜藉〔 H ypsizigus m ann oreus

( Peck ) Bigelow 〕在分類上屬於擔

子茵之傘茵目、口蘆科，又稱松草擇
、輸草。鴻喜捧為叢生、葷傘表面有

團十七、廿轟（曾格輯攝）

圖十五、鵡喜措（曾格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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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紋、秀氣可愛。鴻事持有著特殊的

什森 （ Dictyophora i吋usia個 Fis

為新興捧類之一，目前正在推廣中。

cher ）在分類上屬於擔子茵之鬼筆目
、鬼筆科，又稱竹笙。常有人誤以為
什賽是竹子裡面剝下來的內膜，其有
如穿長裙的皇后，又稱為「躇后」
而為宴會上的佳備。台灣有野生竹賽

的蹤跡，但無法達到供應市場的需求

，市面主所見到的乾燥竹蘇皆來自大
隆。

舞擇〔 Grifola 仕ondosa

( Dickson

: Fries ) Gray 〕在分頰上屬於擔子茵

之臥孔茵目、革蓋茵科，又稱灰樹花
。舞擇是大型叢生且多分枝的傘形擇

，其咬感極佳且相當可口。舞捧為新
興捧類之一，目前正在推廣中。由於
研究報告指出舞持有著極佳的增強免

疫與抗疾病功能，而為食用與藥用兼
具的錯類。

圖十九、金福菇（毛正倫攝）

柴 τ 香蘆［ Lepista

nuda ( Bul-

hard ex Fries ）〕在分類上屬於搶手菌

之傘茵田、口蘆科。紫丁香蘆有著藍
柴色草蓋，纖毛狀草柄及同樣為藍紫
色的葷柄基部，而為上選的食物。紫

T 香蘆為新興藉類之一，巴經商業化
栽培，目前正在推廣中。

圈，二十、紫 T 香屠（曾裕誘攝）

11 ..足與松耗量E 芝：
重芝〔 Ganoderma lucidum

tis: Fries ) Karsten 〕在分類上屬於擔

團十八、弄錯（黃仕政攝）

金福掃（ Tricholoma

(Cur-

giganteum

Massee ） 在分頰 上 屬於擔子茵之 傘 茵
目、口蘆 科，又稱囊口蘆、牛鞭擇、
白松章。 金福捧為本省大型食用擇，
經馴化栽 培後，有著甘鮮的風味，在
烹調時不 需加入任何強烈的調味料，

即可享用 其新鮮的獨特風味。 金 福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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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茵之靈芝目、靈芝科，又稱赤芝。

靈芝的葷傘狀似腎臟，表面具有光潭
，有一層革質，初 長時為黃白色、逐

漸變成黃褐、赤褐 ，最後變成柴褐色
。靈芝自古以來為 中國吉祥的象徵，

且為中葉中珍貴的 藥 材。目前靈芝巳
能利用人工栽培生 產 ，在產量及品質
上相當穩定。研究報告指出其所舍的

巴西洋藉（ Agaricus blazei M ur-

靈芝子實體乾燥品、萃出物及茵絲體

rill ）在分類上屬於擔子茵門之傘茵固

目前巴有商品上市。

、傘茵科，又稱姬松草，而與洋菇同

松杉靈芝（ Ganodenna 臼ug加

屬，原產於南美洲的巴西，是近年來

Mm過1 ）與靈芝同屬、不同種，其外

在日本市場逐漸竄起的保健食品。巴

型與靈芝相似，但于實體較為厚實且

西洋持在外觀上有著長又粗的白色柄

產量更高，而在台灣成為靈芝的主要

，短簡狀的淺褐色葷蓋，具有強烈的

栽培種。

杏仁味。巴西洋持有著甘甜又脆的風
味，適合中、西或自式料理。據研究

證實巴西洋擇有著醫療效用，而目前
除進口乾燥品外，巴在台灣栽培推廣

中，而且亦採用發酵方法產生茵絲體
。

事實

品

圖二十一、靈芝（黃仕政攝）

一 ，I

12 . 早起：
.·,

雲芝［ Coriolus versicolor ( Fries
) Quelet 〕在分類上屬於搶手茵之臥

巴

:-

圖二十三、巴西洋菇（陳動扣攝）

孔茵圓、革蓋茵科，又稱彩絨革蓋苗
。雲芝在世界上分布最廣，葷傘表面

樟芝（ .Antrodia camphora個 Zang

被有草毛、帶有年輪般的環狀，傘下

&Su ）在分類上屬於搶手茵之臥孔茵

有密孔。白雪芝子實體分離出的「雲

目、革蓋茵科，又稱牛樟芝、牛樟擇

芝多醋」經證實具有抗癌功效，目前

。樟芝持台灣所特有的野生藥用藉類

巳有商品上市。

，其生長在台灣的保育類樹種－牛樟
樹的樹洞中。于實體具有強烈的黃樟

香氣味 F 外形成塊狀（層紋板狀）或

是鐘乳石狀（鐘狀）。子實體為多年
生、無柄、葷蓋半圓形，頂部表面褐
色至黑褐色，腹部為桶色貨局部黃部

F 有許多細孔 F 味極苦。台 灣民間認

為樟芝為珍貴的藥材，而其 醫藥功能

目前正在進行試驗證實中。 由於樟芝
圖二十二、雷芝 （葡萄玉企業提供）

的栽培技術尚未達量產，因 此採用發
酵方法產生茵絲體，目前巳 有茵絲體

13. 巴西洋話及 樟是：

商品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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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芝多酷和三帖類有著醫藥功效，故

2 乾﹔操于實體：
香菇、木耳、銀耳、什蒜、猴頭
菇及藥用藉類等皆是以乾燥子實體販

售，在食用前 F 先以溫水復水後再行
烹調。

3 具宜油﹔坤點也食品：
真空油炸菇類點心食品製作流程

圖二十四、樟芝（陳動和攝）

包括將新鮮擇體切片、浸潰在調味料

中，而後在其空油炸機組中進行真空

三、新鮮菇額及其加工產田
洋菇罐頭曾是我國主要出口農產

加工品之一，但隨著圍內生產成本的
增加及幣值的升值，早巴被亞洲的開

發中國家所取代。然而，隨著國人的
保健意識目益提昇’而對具有生理機
能特性的錯類的需求亦隨著增加。如

上新鮮洋藉及其他錯類具有容身腐敗

油炸，接著在連墉式熱風旋轉脫油機
中除去附著的油炸油，最後經篩選、
包裝即成產品。由於在短時間內完成
生產，可保持捧類原色原味 F 且含有

極低量的油脂 F 在市面上巳廣受消費
者喜愛。目前以上市的錯類產品有香

持、秀珍藉及柳松婦等。

、不耐久時及畏途運輸的特性，因此

成為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後，尚可抵抗國外進口的新鮮農產品

之一，因此鮮藉產銷在台灣仍是值得
發展的產業。以下為一般常見的錯類
產品及其加工品。
圖二十五、真空油炸菇頻點心食品（毛正倫

l 新鮮子骨髓：

攝）

新鮮藉類正如新鮮農產品一樣，
是活的生物。捧類屬於吏性（

climac-

teric ）蔬菜 F 在探收後有著很高的呼

4. 翻 E星空~ :
持類調理包的製作極為簡單，即

吸速率，而在第 2～3 天達到呼吸峰。

將新鮮藉體先用沸水殺菁後切片，然

高呼吸速率的錯類需要低溫保存，以

後放入高湯內煮沸，再加入少許醬油

免造成微生物生長及藉類老化，包括

、糖調味，最後再加入香油即可。裝

葷蓋擴張、開傘和形成袍子。在室溫

入調理包後，在殺茵瑩中以高壓蒸氣

下藉類的 保存期限約 2～3 天，而在冷

殺茵的半小時即完 成。另一種方式為

藏溫度下 F 則可達 7 至 10 矢。新鮮

鹽水法，即將切片 菇體以 2% 鹽水煮

持類不宜 以水清洗，雖可去除表面土

開後，包裝並殺菌 。調理包的食用十

塊，但更 身造成腐敗。購買後立即將

分簡單，只要撕開 或剪開封口倒入碗

持類放入 冰箱中保存，在烹調前才可

中即可食用，或整 袋在熱水中青沸後

以水或鹽水清洗。

，或將其內容物裝入碗中在微波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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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供作保健食品的基質，或製成膠

屬不宜直接放入微波爐中。

囊。

圖二十八、路囊產品（毛正倫攝）

圖二十六、調理色（毛正倫攝）

5. 罐頭：

7. 調味替料：

持類的于實體或茵絲體可製成調

洋捧罐頭製造是個成熟的技術，
故其他捧類也能依其標準作業程序製

味醬料，如香捧醬、章含捧類沙茶醬

成罐頭，以利保存。捧類經洗 j棒、截

或牛排醬等。香捧醬是探用蠍煮的方

切、教菁後填充入罐頭、在加入鹽液

式，將香持香味顯現出來，再配上其

後密封、再在教茵蚤中以高壓蒸氣殺

他調味料而成。章含捧類沙茶醬則探

茵的半小時即完成。罐頭製成後，需

用快妙的方式，以哭顯出其特殊的風

放置 10～ 14 天，在這期間捧類會吸收

味。持類的于實體或茵絲體皆含有商

鹽滾而能顯現出更自然的外觀。

量鮮味胺基酸及鮮味軾莘酸，而成為
美味的調味料，若能力口上其他調味料

，可製作成風味獨特的調味醬料，目
前除香擇的調味醬料外，亦有重主牛

排醬上市。
五、結論

捧類于實體滋鮮味美、營養豐富
圖二十七、罐頭（毛正倫攝）

6. 粉末且膠彙：
藥用捧類的于實體或茵絲體，甚
至祖于體皆可以熱 風或冷凍乾燥法乾

燥，再經研磨成粉 末，供作保健食品
的基質，或與賦形 劑混合使製成膠囊

販售。重主或雲芝 等藥用捧類的于實
體、茵絲體或祖子 體亦可以熱水抽出

其水溶性成分，再 經真空乾燥製成粉

，其保健食品的功能，符合現代健康

意識﹔如上栽培過程不施用農藥，故

無殘留的農藥，且運送過程低溫保鮮
、品質穩定，是值得推廣的農產品。

現生物發酵技術相當成熟而能產生捧
類的茵絲體供作一般食品、 調味料、

保健食品或保健補充品。多 食用捧類

可享受美食、增進用餐氧氣 ，又能提
昇人體免疫力，對抗及預防 疾病，而
保持健康，這是令人快樂的 事情，不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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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熱幾分鐘即可熱脅。調理包含有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