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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探討以雙叉桿菌與克弗爾粒為菌
元所生產之克弗爾發酵乳，在克弗爾發酵期
間雙叉桿菌、乳酸球菌、白色念珠菌及酵母
菌的生長，及雙叉桿菌對克弗爾品質與抗氧
化能力之影響。結果顯示雙叉桿菌可與克弗
爾粒在 21℃下共同發酵，雙叉桿菌菌數可
達 107~108 CFU/ml，其中以 B. longum 及 B. 
adolescentis 菌數為最高。B. longum 不會影
響克弗爾粒中之菌相及酒精產量。此外，接
種雙叉桿菌之處理組較控制組可縮短發酵時
間，其最終可滴定酸度為 1.6-1.7%，可揮發
性酸度為 0.038-0.047%。雙叉桿菌在 30 及
37℃生長雖較佳，但因其快速生長導致克弗
爾發酵乳產生不良風味且在 pH4.7 即造成乳
清分層現象。

克弗爾菌體之胞內萃出物具有抑制抗壞
血酸自氧化作用、螯合亞鐵、銅離子及清除
羥自由基之能力。接種雙叉桿菌製備之萃出
物雖無法抑制抗壞血酸自氧化作用，但可增
加克弗爾螯合亞鐵、銅離子及清除羥自由基
能力。接種雙叉桿菌之牛乳發酵液普遍較
MRS 發酵液之抗氧化力高，兩者皆在抑制
抗壞血酸自氧化作用、螯合銅離子及清除羥
自由基能力方面顯示具有抗氧化能力。在螯
合亞鐵離子方面，以 MRS 培養液培養之發
酵液，沒有螯合亞鐵離子之能力，但牛奶之
發酵液則有螯合亞鐵離子能力。

關鍵詞：克弗爾、抗氧化、雙叉乳酸桿
菌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growth of bifidobacteria, lactococci, 

leuconostocs and yeast during kefir 
fermentation, using bifidobacteria and kefir 
grain as starters. The influence of bifidobacteria 
to the quality and the antioxidative property of 
kefir were also investigated.

Results indicated that bifidobacteria could 
co-cultivate with kefir grain at 21℃ and their 
cells numbers were from 107~108 CFU/ml, B. 
longum and B. adolescentis gave the highest 
cell numbers. B. longum did not affect the 
original microbial flora and ethanol content of 
kefir. Furthermore, the fermentation time of 
bifidobacteria treatments were shorter than  
control, titratable acidity of final fermentation 
broth were from 1.6 to 1.7%, volatile acidity 
were from 0.038 to 0.047%. Bifidobacteria 
grew rapidly at 30 and 37℃; however, the 
higher growth rate caused off-flavor and whey 
separation of kefir when fermentation pH 
reached to 4.7.

Antioxidative property of kefir indicated 
that intracellular extracts of kefir flora could 
inhibit ascorbate autooxidation, metal ion 
chelation for Fe+2 and Cu+2, and scavenge of 
free hydroxyl radical. Bifidobacteria 
inoculation could increase chelation ability for 
Fe+2 and Cu+2, hydroxyl radical scavenging 
ability, but couldn’t increase the inhibition to 
ascorbate autooxidation. Milk fermentation 
broth inoculation with bifidobacteria showed 
higher antioxidative property than MRS broth. 
Inhibition rates of ascorbate autooxidation, 
Cu+2 chelation and hydroxyl radical scavenge 
were also found in milk and MRS fermentation 
broth. The supernatant obtained from MRS 
broth didn’t show Fe+2 chelating ability. 

Keywords: kefir, antioxidative property, 
bifido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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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傳統發酵乳飲料—克弗爾(kefir)，源於
西元 1300 年之北高加索區，為著名的酒精
發酵乳，主要由乳酸菌與酵母菌發酵牛乳製
成，除具有一般發酵乳的風味外，更含有微
量酒精與二氧化碳所產生之獨特口感。其具
有預防病原菌感染、抑制腸內有害菌、促進
腸的蠕動、促進胃液分泌、提高肝功能、降
低膽固醇、溶解血拴、緩和精神壓力及抑制
癌細胞等功效，因而於日常生活中被廣泛飲
用。

隨著現代人飲食習慣改變，尤其是對於
脂肪的攝取量逐日遽增，造成體內自由基過
多，引起老化與慢性病的發生。近年來則發
現許多乳酸菌具有抗氧化功能，而克弗爾是
由乳酸菌與酵母菌共同發酵製成，有關其抗
氧化之功效值得研究。乳酸菌中又以雙叉桿
菌的抗氧化效果較顯著，且其為人體之益生
菌，所以本研究嘗試將其與克弗爾粒(kefir 
grain)共同發酵，以期增強克弗爾之抗氧化
及健康功效。此外，雙叉桿菌發酵過程中會
產生醋酸(乳酸：醋酸﹦2：3)，使發酵產品
產生不良風味，因此如將雙叉桿菌與其他乳
酸菌共同發酵當可減少風味不佳之問題。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接種雙叉桿菌於克弗
爾發酵期間，雙叉桿菌與其他克弗爾中菌叢
間的消長與存活情形，雙叉桿菌對克弗爾品
質及抗氧化性質的影響。

三、結果與討論

一、測定接種雙叉桿菌於克弗爾發酵期間之
微生物菌數

本實驗探討雙叉桿菌與克弗爾粒共同發
酵對克弗爾微生物菌數的影響。結果顯示雙
叉桿菌在 30 及 37℃生長最佳，在 21℃則生
長較差。在 30 及 37℃下，B. adolescentis、
B. infantis 及 B. longum 最終菌數為最高，B. 
bifidum 則最低，但其菌數皆到達 107-108

CFU/ml 左右。在 21℃則雙叉桿菌普遍生長
不佳，但以 B. longum 菌數最高，達 108

CFU/ml 左右; B. adolescentis、B. infantis 次
之，菌數在 107-108 CFU/ml 左右; B. bifidum
則最低，為 107 CFU/ml 左右。37℃及 30℃
分別在第 20 小時及第 25 小時菌數達到最大
值，21℃則在第 30 小時菌數才達到最大
值。而在 21、30 及 37℃的培養下，雙叉桿

菌在 30℃及 37℃的最終菌數較高，在 21℃
的最終菌數則較低。

      
二. 克弗爾品質之測定

本實驗探討以雙叉桿菌與克弗爾粒為菌
元對克弗爾品質的影響。在 21℃下，控制
組之 pH 值較接種雙叉桿菌的處理組為高，
可滴定酸度則較低。在可滴定酸度方面，處
理組之最終可滴定酸度大約為 1.6-1.7%，B. 
longum 的 酸 度 最 高 ， B. bifidum 、 B. 
adolescentis 與 B. infantis 則較低。在 30 及
37℃下，克弗爾之產酸趨勢大致上與 21℃
相同，控制組之 pH 值皆較接種有雙叉桿菌
的處理組為高，可滴定酸度則較低。但在
30 及 37℃下，雙叉桿菌產酸的能力似乎較
21℃強，此乃因雙叉桿菌在 30 及 37℃生長
較好所致。在 30℃下，接種不同雙叉桿菌
之處理組 pH 值無明顯差異，最終 pH 值為
4.5-4.6; 但在可滴定酸度方面則以 B. longum
及 B. bifidum 的酸度較高，其最終酸度為
1.2%及 1.1%。在 37℃下，pH 值較低的為 B. 
longum 及 B. bifidum，最終 pH 值為 4.3; 但
酸度則以 B. infantis 1.5%較高，B. longum 及
B. bifidum 為 1.4%次之，B. adolescentis 則
最低為 1.1%。由此可知，溫度越高隨著菌
之生長越快產酸能力也越快，此外也發現
30 及 37℃之克弗爾不管有無雙叉桿菌參與
發酵其皆會產生不良的風味，使克弗爾品質
下降。

比較在 21、30 及 37℃下，雙叉桿菌與
克弗爾粒共同發酵之處理組，其產酸會較控
制組快。其可能原因有二，一為酸是由雙叉
桿菌產生的；另一原因為處理組之起始菌數
與控制組不同，這是因為處理組接種雙叉桿
菌 105-106 CFU/ml 的關係，使得處理組的發
酵時間縮短較快到達發酵終點 pH4.5-4.6，
而控制組則仍未到達發酵終點所致。此外也
發現克弗爾在 30 及 37℃發酵時，在 pH4.7
左右就有乳清分層的現象，且溫度越高分層
現象越嚴重。

酒精為克弗爾風味之一，因其可產生微
量酒精，本試驗因而探討接種雙叉桿菌後對
克弗爾酒精產量之影響。結果顯示 B. 
longum 的接種並不會影響酵母菌的生長，
最初控制組之酵母菌長得較處理組快，但最
終酵母菌菌數則無差異，其最終菌數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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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CFU/ml 左右。
克弗爾中之酒精主要是由酵母菌生產，

雖然 leuconostocs 利用乳糖時也會產生酒
精，但在共同代謝乳糖與檸檬酸下，
leuconostocs 無法產生酒精。在本實驗中發
現接種 B. longum，對克弗爾的酒精產量並
不會造成影響，其最終酒精含量為 2.7g/L 左
右。又本實驗中也發現隨著酵母菌的生長，
克弗爾的酒精產量亦隨之增加，尤其是在發
酵末期酒精含量增加較快。

三.抗氧化活性
(1)抑制抗壞血酸自氧化能力

本實驗則利用抗壞血酸自氧化(ascorbate 
autooxidation)系統進行抗氧化測試。結果顯
示以牛乳培養的菌體胞內萃出物對抗壞血酸
自氧化抑制力(16.5-18.2%)明顯較以 MRS 培
養液培養者(28.3-30.8%)為低，接種不同雙
叉桿菌之處理組間則不具顯著性差異。有可
能是因為以牛乳培養的樣品其沈澱物為凝
乳，而所萃出的胞內菌體萃出物則是將此凝
乳以超音波振碎所製成的，造成萃出物內有
許多微小懸浮物而影響實驗值。所以，為了
去除牛乳中凝乳所造成的誤差，另外以
MRS 培養液培養，以確認菌體是否真的具
有抑制抗壞血酸自氧化能力。結果顯示克弗
爾(控制組)本身即具有抑制抗壞血酸自氧化
能力(28.3%)，另外接種雙叉桿菌之處理組
實驗值與控制組無顯著性差異，但接種 B. 
adolescentis 之處理組其抑制抗壞血酸之自氧
化作用明顯為所有樣品中之最高者，其抑制
力達 30.8%。

在測定克弗爾發酵液抑制抗壞血酸自氧
化能力方面，則是以牛乳發酵液的抑制能力
較高(16.0~20.1%)，這是因為其含有許多蛋
白質或其他物質具有抗氧化能力所致。而以
MRS 培養液的樣品中，證實雖然克弗爾本
身具有抑制抗壞血酸自氧化能力(7.12%)，
但雙叉桿菌的接種可明顯提高其發酵液的抗
氧化活性，其中以 B. adolescentis 及 B. 
bifidum 能力最高分別為 11.4%及 11.1%，B. 
infantis 次之，B. longum 則與控制組無顯著
差異。此外，不管有無接種雙叉桿菌，克弗
爾皆表現出抑制能力，而根據上述實驗條件
推論，其抑制能力的表現應是克弗爾菌體胞
內萃出物及發酵液具有清除或降低溶液中溶

氧而抑制抗壞血酸自氧化的進行。
(2)金屬離子螯合能力

研究指出雖有多種金屬離子可促進氧化
反應但其中以鐵、銅離子最具代表性，因此
在金屬離子螯合能力的測試以此二者為研究
材料。

本試驗首先針對亞鐵離子螯合力進行測
試，在菌體胞內萃出物中，以牛乳培養之樣
品螯合亞鐵離子能力明顯高於 MRS 培養液
者。這是因為牛乳中含有各式各樣的蛋白
質 ， 其 中 一 種 為 人 熟 知 的 乳 鐵 蛋 白
(lactoferrin)是種運鐵蛋白(transferrin)，具有
鐵離子結合能力的醣蛋白。乳鐵蛋白為人體
攝食後可在小腸腔中藉由結合鐵離子的能
力，幫助腸細胞吸收鐵離子，同時也可排除
因催化自由基反應生成的多餘鐵離子，所以
造成以牛乳培養者測出的數值較高之原因。
此外，克弗爾菌體胞內萃出物本身亦具有螯
合亞鐵離子能力，而接種雙叉桿菌可大幅提
高其螯合亞鐵離子能力，其中又以 B. 
adolescentis、B. infantis 及 B. longum 能力最
強。Kot(1995)發現雙叉桿菌可將亞鐵離子轉
至細胞內，並經由胞內鐵氧化 (ferroxidase)
轉成 Fe(OH)3，以保持細胞內的亞鐵離子濃
度較低而有利於細胞外亞鐵離子進入細胞
內。至於克弗爾發酵液對亞鐵離子的螯合能
力方面，則以 MRS 培養液者並未測得有此
能力，但在以牛乳培養者則有測得，且接種
雙叉桿菌之處理組 (60-82.0ppm)與控制組
(58.4ppm)有顯著差異。

銅離子螯合能力試驗結果，不管是在菌
體胞內萃出物或發酵液方面，牛乳培養者與
MRS 培養液培養者並無顯著差異，所以，
牛乳以此方法測試，可能並不含銅離子螯合
物質。其主要可能是來自菌體內部，或菌體
代謝物所具有的能力。以 MRS 培養液培養
之菌體胞內萃出物及發酵液處理組中，可發
現雙叉桿菌可提高克弗爾的螯合銅離子能
力，其中在萃出物以 B. adolescentis 及 B. 
longum 能 力 較 強 ， 發 酵 液 則 是 以 B. 
adolescentis、B. bifidum及 B. infantis 較強。
(3)對羥自由基之清除能力

克弗爾對羥自由基的清除能力以同樣具
有清除能力的尿酸作為標準物質表示，以牛
乳培養者胞內萃出物清除能力較高(4.23-4.57 
mM)，MRS 培養液培養的較低 (0.9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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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在發酵液方面也有相同的結果，牛乳
發酵液之清除能力範圍由 2.1-3.63 mM，
MRS 培養液發酵液則為 0.38-0.45 mM。這
可能是因為牛乳內許多蛋白質具有抗氧化能
力所致。接種雙叉桿菌於克弗爾中，不管是
以牛乳或 MRS 培養液培養及胞內萃出物或
發酵液方面，大致上 B. longum 及 B. 
adolescentis 處理組的羥自由基的清除能力均
為較高者，且與控制組有明顯差異。而胞內
萃出物及發酵液為一混合物，無法得知何種
物質發揮捕捉羥自由基的能力。
(4)還原力

菌體胞內萃出物及發酵液之還原力的測
定以半胱胺酸(cysteine)為標準物，實驗結果
發現在胞內萃出物方面，以牛乳為基質者所
測出的值較 MRS 培養液者為高，其範圍分
別為 89.3-114 μΜ及 57.6-89.4 μΜ。這有
可能是因為牛乳中的許多胺基酸、 及蛋
白質具有還原力的關係。胞內萃出物之還原
力中又以 B. longum、B. adolescentis 及 B. 
infantis 為較高，且可明顯的提高克弗爾的
還原力，而克弗爾本身亦具還原力。

在發酵液方面則是以 MRS 培養液之還
原力較牛乳者高，但接種不同雙叉桿菌之處
理組間卻無明顯差異。所以對未發酵新鮮之
MRS 培養液的還原力進行探討，結果發現
其測值高達 586 μΜ，這有可能是 MRS 培
養液本身即具有還原力，而至於 MRS 培養
液的還原力到底是不是克弗爾菌體所產生的
就無法得知，因為 MRS 培養液本身的測值
即太高，易造成測出的吸光值產生誤差，即
使克弗爾菌體所產生的物質具有還原力也不
易測出。在牛乳方面也具有相同情形，但礙
於所使用的方法無法對原有牛乳進行檢測，
因為未發酵牛乳呈混濁狀，易造成實驗誤
差，所以在此沒有進一步做探討。雖然克弗
爾菌體所產生的物質到底具不具有還原力在
此無法測出，但可以肯定的是克弗爾牛乳發
酵液具有還原力。

同其他生物體一般，克弗爾菌體胞內物
及發酵液含有多種抗氧化劑。實驗結果指
出，克弗爾菌體胞內萃出物及發酵液均表現
出還原力的存在，而此種還原力的表現應是
體內抗氧化劑及蛋白等綜合表現的結果。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計畫成果報告內容與原申請研究
計畫書內容相符，並達成預期目標。

研究成果具學術及應用價值，適合在學
術期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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