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猴頭菇、燕窩、魚

翅和熊掌並列為中國四

大名菜，猴頭菇更與燕

窩有「山珍猴頭、海味

燕窩」之盛名，古時因

為野生稀少，民間又有

「多食猴頭菇，返老還

童」之傳說，在還無

法人工栽培的明朝

與清朝，被當作是

進獻給皇帝的貢品，

在著名的韓劇《大長今》

中還有從明朝特地引進珍貴

的猴頭菇給生病的朝鮮國王

中宗李懌進補的情節呢！幸

好現在已經可以人工大量栽

培，所以不必貴為王公貴族

也可常常吃到猴頭菇。

猴頭菇的菇體成塊狀，人

工栽培一般約為拳頭大小採

收，在野外可以長到整個子

實體直經超過 20 公分，東
方人以其外觀布滿倒刺狀齒

針且形狀像猴子的頭顱而名

之為猴頭菇，學名 
Hericium erinaceus，

猴頭菇種名 erinaceus 的
原始拉丁文意思是刺蝟狀，

描述的就是子實體表面如刺

蝟狀形狀 (圖 1)，其實亦有
人稱它做刺蝟菌。西方有些

人覺得它的外型如獅子的鬃

毛，因此取名為獅鬃 (lion's 
mane)，日本有些地方將其稱
為山伏茸 (Yamabushitake)。
野生猴頭菇多長在溫帶地區

低海拔或是熱帶、亞熱帶區

域的高海拔森林中，主要是

生長在闊葉木上。在分類

學上猴頭菇屬於真菌

界 (Fungi)、擔子菌門 
(Basidiomycota)、傘菌
綱 (Agaricomycetes)、
紅菇目 (Russulales)、猴
頭菇科 (Hericioideae)。
猴頭菇的栽培可以

利用太空包的袋栽 (圖 
2) 或是塑膠瓶的瓶栽方

式生產 (圖 3)，栽培主要的
原料是木屑，再添加少許的

米糠、粉頭或玉米粉等輔料

做為氮素源，經過高溫高壓

滅菌後接種猴頭菇的菌種，

菌絲長滿栽培基質之後就可

以進出菇室進行開包或開蓋

刺激出菇，由於出菇溫度控

制在 20∼22℃，因此國內的
農民若在傳統菇舍種植多集

中在秋冬栽培，少數以環控

菇舍栽培則可以全年生產，

不過環控菇舍的通風量如果

不足的話，菇體表面的菌刺

通常不長，形狀會比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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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猴頭菇菇
體表面為長長
的菌刺，因此
又名刺蝟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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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饅頭，這一點在傳統

菇舍中較易有良好通風，因

此菌刺長，菇體在形狀上也

會比較好看。猴頭菇因為對

於溫差非常敏感，在傳統菇

舍中太空包接種後直接擺放

出菇架上養菌，由於傳統菇

寮通常建在有適合溫度的處

所，加上傳統菇寮內散射光

不強，只要環境濕度也夠

高，小菇便會迫不及待從棉

塞處長出，此時菌絲往往還

長不到基質的三分之一，形

成一邊走菌一邊出菇的特殊

情況。

猴頭菇的菇體為白色，

但在常溫下放置容易變成

褐色，並且會帶有苦味，影

響商品價值，因此保存時間

很短，部分菇農會將菇體冷

凍再行販售。依據中國大陸

福建農林大學程丹的碩士論

文探討猴頭菇的褐變原因，

發現多酚氧化酶會催化菇體

酚類物質產生氧化作用而是

造成菇體的褐變，貯存溫度

如果越高，褐變的程度也會

越大，建議貯存的溫度在 
1±0.5℃。而包裝的材質建
議是可以阻隔 O2 或是 CO2  

的 PVC 材質，需要 O2 濃度
約為 6％ 或是 CO2 濃度為 
15％才能有效減緩猴頭菇菇
體的褐變。

在藥理方面，《本草綱

目》記載：「猴頭菇性平

味甘，有利五臟和助消化功

能」。透過現代科學研究發

現猴頭菇可以調節免疫力、

抗腫瘤、保護肝臟、降血

糖、降血脂、抗氧化、抗疲

勞、保護胃黏膜、抗憂鬱、

神經保護及抗衰老等功效。

和其他菇類的多醣體一樣，

猴頭菇也含有豐富的多醣

體，可以增加巨噬細胞的吞

噬能力，增強免疫系統的機

能，達到調節免疫力及抗腫

瘤的效果。在消化道疾病方

面，研究學者發現猴頭菇所

含的多醣體和胺基酸可以保

護胃黏膜，甚至可以修復胃

黏膜，因而增加胃黏膜的保

護功能免於發炎或壞死，降

低潰瘍的發生，在中國大陸

利用猴頭菇配合治療胃潰瘍

的藥劑雷尼替丁於臨床上治

療消化性潰瘍的效果良好，

達到 90％ 以上的治療效果。
國內也有生技業者結合猴頭

菇的菌絲體和益生菌製成胃

部的保健食品。

一般的保健食品常做成

↑圖2. 以太空包方式裝填殺菌過的木屑等基質栽培猴頭菇 ↑圖3. 以塑膠瓶栽培猴頭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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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液或膠囊，讓人有吃

藥的感覺。日本 Nagano 等
人  (2010) 則是發揮創意，
以猴頭菇做成的餅乾進行抗

憂鬱人體試食試驗，實驗對

象為 30 位女性，年齡約在 
41 歲上下，試驗分成兩組，
15  位每天吃猴頭菇  (每片
含 0.5 克乾燥猴頭菇粉末，
一天 4 片)，另外 15 位則是
給予安慰劑，連續進行 4 個
星期。結果顯示吃猴頭菇餅

乾的這組在吃完之後比實驗

之前，顯著降低憂鬱的指數

與焦慮的指，和吃安慰劑的

對照組比較，明顯改善憂鬱

的症狀，因此猴頭菇被認為

具有進一步開發為抗憂鬱健

康食品的潛力。筆者認為國

內有許多輕度憂鬱患者，礙

於情面不會就診或求助心理

醫生，如有類似這種隨手可

以買到的舒緩情緒產品應該

不錯。國內有農民將猴頭菇

作成類似猴頭菇素香鬆的產

品，如果可以進一步經動物

試驗認證其功效，亦有機會

成為值得推廣的保健零食。

另外，猴頭菇對於抗氧

化、神經保護和抗衰老的功

效值得進一步關注，尤其是

對於改善認知障礙或是預防

阿茲海默症應深具潛力。二

○○八年日本學者 Kawagishi 
和 Zhang 就以冷凍乾燥之猴
頭菇加入湯中連續餵食失智

症患者 6 個月 (5 克／天)，
在 7 個受測者中均明顯改善
了他們的生活功能獨立量

表 (Functional independence 
measure, FIM score)，而在二
○○九年 Mori 等人則以 30 
個 50∼80 歲的日本具輕微認
知障礙的男女進行試驗，經

過初步的測試後將受試者隨

機分成 2 組，每組 15 人，試
驗組每天食用猴頭菇粉末所

製成的錠劑 (250mg，一天三
次連續 16 週)，對照組則是
服用安慰劑，試驗持續 8、
12 及 16 週後連續食用猴頭
菇粉末製成錠劑的試驗組比

起對照組，可以明顯增加認

知功能的級數，但是停止攝

取之後 4 週，試驗組的認知
指數又會再度下降。Zhuang 
等人  (2009) 以酒精萃取猴
頭菇子實體酯溶性成分，並

以轉基因老鼠證實此萃取物

可以改善阿茲海默症，並已

申請美國專利。筆者等人和

靜宜大學王銘富老師的合作

團隊以遺傳老化小鼠為試驗

對象，連續餵食 3 個月的猴
頭菇萃取物，結果發現猴頭

菇萃取物可以提高老化小鼠

肝臟抗氧化酵素的活性，包

含超氧岐化酶、活性過氧化

氫酵素和麩胱甘肽過氧化酵

素。同時降低肝臟和腦部脂

質過氧化物濃度，和對照組

相比，食用猴頭菇萃取物的

老化小鼠腦部  β-類澱粉白
的百分比相對較低。國內生

技公司利用噸級發酵槽生產

猴頭菇菌絲體，並證實菌絲

體所含的猴頭菇素 (erinacine) 
可以改善動物模式所誘導的

阿茲海默症。

美國  Spelman 博士等人 
(2017) 提出猴頭菇可以預防
或治療阿茲海默症之可能

作用機制至少有下列 4 點： 
1. 增加大腦海馬迴中神經生
長因子 (Nerve growth factor, 
NGF) 的轉錄作用；2. 降低大
腦中樞神經類澱粉蛋白Aß之
負擔；3. 減少大腦皮層及海
馬迴中小膠質細胞和星形膠

質細胞的斑塊沉積；4.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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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和下丘腦中乙醯膽鹼酶

和乙醯膽鹼轉移酶之濃度。

由此可知猴頭菇在抗老化的

功效上確實值得進一步開發

成為保健產品，如能擴大應

用於安養機構，將可降低許

多家庭的照顧負擔。

現代人越來越長壽，也

希望擁有良好品質的老年生

活，基於預防重於治療的理

念，建議可以多吃猴頭菇。

在素食料理中常可見到猴頭

菇入菜，有些素食業者將乾

燥的猴頭菇做成素牛排，或

是加入麻油、何首烏做成藥

膳，很有大口吃肉的感覺，

相當受到消費者的喜愛。網

路上有一推薦藥膳為黃耆燉

雞，材料很簡單，只有猴頭

菇、黃耆和雞肉，素食者可

以將雞肉換成素肉，這道料

理可以作為日常調理脾胃的

保健料理，也可以加入少許

的紅棗與枸杞。在國內消費

者可以在冬季和春季買到新

鮮的猴頭菇，如果沒有馬上

要煮，建議先放冰箱冷藏，

如果要放置超過 1 星期，則
是建議放置在冷凍庫中保存

較佳。新鮮的猴頭菇烹煮時

很快就軟化了，通常撕成小

塊，大約煮 2∼3 分鐘即可
食用，因為菇體容易吸水，

所以稍為去除附著在表面的

灰塵或木屑即可，不須泡水

處理。乾燥的猴頭菇比較有

咬勁，但因為帶有苦味，必

須反覆泡水才能將其苦味去

除。

自己料理猴頭菇可以加入

麻油及青菜拌炒成猴頭菇炒

飯 (圖 4) 或是如素食餐廳中
加入其他青菜製成蔬食料理 
(圖  5)，口感與風味都很不
錯！如果對稍微複雜的料理

方式有所畏懼，以下介紹一

道「猴頭菇炒蛋」，簡單易

做，生手下廚也難以燒焦炒

糊的！首先把蛋打成蛋汁，

撕開猴頭菇泡入  (如果泡水
洗過，記得把水先捏乾)，浸
著讓汁液吸收，這時切好蔥

花備用，等蛋汁都吸收進猴

頭菇後，用一瓣大蒜切片爆

香，再倒入吸滿蛋汁的猴頭

菇煎炒，加鹽調味 (或一開始
即加鹽在蛋汁內)，蛋汁都凝
固後加入蔥拌炒到蛋汁轉金

黃色即可 (圖 6)。

4. 猴頭菇素食炒飯，將復水後的猴頭菇和高麗菜、紅蘿蔔和豇豆先以
麻油和少許薑絲 (或薑片) 炒熟，之後再加入白飯拌炒調味即可

5. 猴頭菇炒時蔬。乾燥復水後的猴頭菇可以和甜椒、白蘿蔔、木耳、
青花菜和豆皮一起拌炒，最後撒上少許黑芝麻

6. 猴頭菇炒蛋，先讓新鮮猴頭菇吸滿蛋液之後再下鍋一起拌炒，最後
撒上少許蔥花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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