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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題目及中英文摘要、關鍵詞 

研究題目：台灣產九層塔精油的化學型態研究及指紋圖譜建立 

 

摘要： 

台灣產的九層塔屬於唇形花科(Lamiaceae)植物，在學名上與歐洲的甜羅勒 

(Ocimum basilicum L.) 相同，乃為唇形花科的同屬近緣植物。九層塔精油具有治療、

舒緩、殺菌與消毒的特性，且對人體溫和無毒性，為許多台灣料理所普遍使用。由

於台灣近年來已有農場大量種植九層塔，甚至自行蒸餾萃取九層塔精油與純露，且

由於在網路上曾謠傳九層塔中含有致癌成分，因此引起本研究動機，希望對台灣產

的九層塔精油所含的化學成分進一步了解，並與近年由歐洲傳來的甜羅勒精油做一

比較。 

 

關鍵詞：九層塔，羅勒，精油，化學型態，指紋圖譜 

 

Abstract 

Ocimum basilicum L. in Taiwan which belongs to Lamiaceae, though different 

appearances and smell with the one produced in Europe, they are close varieties. Since 

Taiwanese variety has been known for its properties of curing, calming, sterilizing, and 

disinfecting, with no harm to human body, and are also used in many Taiwanese cuisines. 

In recent years, this plant has been vastly grown and it could be distilled for essential oils 

and aerosols by some farms in Taiwan. However, it has been notorious for containing a 

carcinogenic component by an web rumor. Hence, the goal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nspect 

the local essential oils of basils of Taiwanese variety, including its Chemo-type and finger 

prints, and the chemical components of its essential oils to be compared with the variety 

from Europe.  

 

Keywords: Ocimum basilicum, essential oil, Chemo-Type, Finger 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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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背景及動機  

 

以前菜農極少有大量專業栽培，菜攤上很不容易多量買到，現今為香酥雞不可

或缺的調味菜，需求量激增才有大量專業栽培。近年台灣也開始興起萃取天然精油

的風潮，許多農場紛紛自行利用簡易的蒸餾設備來萃取台灣地區的植物精油，但這

些農場對於精油的化學缺乏瞭解，國內亦少有相關的研究機構協助建立相關資訊。

由於同一品種植物生長於不同地區，受土壤、氣候、光照、水、肥料等環境或其他

影響因素，精油的化學形態會產生變化。因此種植在台灣的香藥草植物，其植物精

油的化學組成甚至型態與國外生產者可能有所不同。由於精油常應用在芳香療法，

不同化學型態的精油在芳香療法的應用上有很大的差距，比如常見的唇形科香草植

物迷迭香(Rosmarinus officinalis)即有三種類型，桉油醇迷迭香（CT Cineol），馬鞭

草酮迷迭香（CT Verbenone），樟腦迷迭香（Camphor）其精油在芳香療法上的應用

也有所不同，例如樟腦成分易對神經系統造成影響，因此在使用上就有安全性的顧

慮等。另外如百里香(Thymus vulgaris)、羅勒(Ociymum basillicum)等植物即便一個品

種亦有多種化學型態的存在。尤其，近年來在網路上流傳著九層塔精油含黃樟素，

使用時會對人體產生毒性的文章，然而九層塔卻是台灣名間料理常用香草，因此期

能在本研究期能藉由 GC-MS 的指紋圖譜，進一步了解台灣九層塔的化學成分組

成，以及與甜羅勒精油的差異。 

 

三、參考文獻之整理  

 

植物精油廣泛應用於食品、化粧品等各方面，用量極大，近年來芳香療法盛行，

因標榜直接使用於人體有各種好處，更需求純正無污染的純植物精油(摩利，1997；

卓芷聿，2006)。然而真正來自天然植物萃取的精油產量有限，品質好的更是難得，

價格較高。由於精油來自天然植物蒸餾或壓榨萃取，即便單一植物精油也含有數百

種化學成分(Parry, 1922)，僅由外觀及氣味上無法分辨品質良莠，與各精油書籍記載

之成分內容比對(Tisserand, 2003; 卓芷聿，2006)，期能找出合宜的分析條件，簡易

且迅速的瞭解精油中所含有的化學成分。 

精油成分比對只能參考文獻，有關精油中的化學組成，坊間有些芳療的書籍可

供參考(Braunschweig, 2002；Tisserand，2003；卓芷聿，2010)，但這些書對於化學

成分的論述較為薄弱，僅能在比對精油主要成分時作為參考依據。國際標準化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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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4 技術委員會（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Technical 

committees，ISO TC54）對於多種精油的來源植物、化學成分及含量比例、檢測方

法等均有詳細的規範，是精油鑑別時最詳盡的參考資料 (ISO TC54 Essential Oils, 

ISO)。例如規定甜羅勒(Ocimum basilicum L.)精油的 ISO 11043:1998, 對精油(Oil of 

basil, methyl chavicol type)中多種成分的含量比例有規定。如同規範真正薰衣草精油

的 ISO3515：2002 對於真正薰衣草精油的 13 種成分含量比例有範圍，且依產地而

有別。但 ISO 對於精油品質的規範往往與特定產地有關，有些精油因來自不同產地，

可能無法達到 ISO 對於多種成分含量比例的特定要求，但這些精油本身品質並無問

題。此外，歐洲以及英國藥典(European Pharmacopoeia/ British Pharmacopoeia) 對於

幾種常用的藥用精油亦有規範，如尤加利精油、甜橙精油、薰衣草精油等精油的成

分含量、分析方法均有詳述，可作為比對精油真偽時的文獻依據。 

目前在科學研究上對精油成分的鑑定與品質控管目前仍是以氣相層析儀搭配

火燄離子偵測器(GC-FID)以及氣相層析儀搭配質譜儀(GC-MS)為最能提供幫助的儀

器(Howes, 2004；Bassolé, 2011；Maggie, 2010)。 

 

(一) 台灣九層塔簡介 

 相傳九層塔是在四百多年前由荷蘭人傳入臺灣，當時不清楚植物的名稱，但是因

為它迷人的香氣及層層疊疊如寶塔狀的花朵，顧名思義稱之為「九層塔」。在臺灣

九層塔四季都有生長，但是冬季氣溫偏低時生長速度較慢。國人飲食習慣中常用來

料理三杯雞、各類海鮮、九層塔蛋等，來增加食物香氣層次。在台灣九層塔還是可

以入藥的植物，中國古詩經上則稱為蕙、菌，《本草綱目》記載：今俗人呼為翳子

草，以其子治翳也。常以魚腥水、米滑水、泥溝水澆之則香而茂，不宜糞水；全草

具疏風解表、化濕和中、行氣活血、解毒消腫之效。北宋《嘉佑本草》記載：羅勒，

按《鄴中記》云，石虎諱言勒，改羅勒為香菜。此有三種；一種堪作生菜；一種葉

大，二十步內聞香；一種似紫蘇葉；調中消食，去惡氣，消水氣，宜生食。又療齒

根爛瘡，為灰用甚良。又動風，發腳氣，取汁服半合定，冬月用干者煮之。台灣中

醫使用多用紅莖九層塔，全株採收並陰乾磨細使用，發汗解表、散瘀止痛、風寒感

冒、頭痛，腸胃系統問題，消腫止痛，風濕關節痛；外用治蛇咬傷，濕疹，皮炎(張

定霖, 2003)。台灣九層塔的植物學分類與外觀詳如表一。 

 

  表一、 臺灣九層塔植物背景 

學名 
Ocimum basilicum L. var. pilosum(Willd.) Benth. 

Ocimum bullatum Lam.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86156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86156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86156
http://big5.wiki8.com/zhongxiao_5204/
http://big5.wiki8.com/shuiqi_8008/
http://big5.wiki8.com/chigen_17700/
http://big5.wiki8.com/chigen_17700/
http://big5.wiki8.com/jiaoqi_13642/
http://big5.wiki8.com/quzhi_116509/
http://big5.wiki8.com/sanyu_9539/
http://big5.wiki8.com/fenghanganmao_15935/
http://big5.wiki8.com/fenghanganmao_15935/
http://big5.wiki8.com/toutong_7289/
http://big5.wiki8.com/fengshi_15838/
http://big5.wiki8.com/fengshi_15838/
http://big5.wiki8.com/sheyaoshang_37155/
http://big5.wiki8.com/shizhen_3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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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字 basil 

界 植物界 

門 被子植物門 

綱 雙子葉植物綱 

目 唇形目 

科 唇形科 

屬 羅勒屬 

種 羅勒種 

植株 一、二年生草本植物 

原產地 印度東北部 

生長季節 四季皆可，低溫氣候生長速度較緩慢 

溫度 
20~35度 C最適合生長 

4度 C以下易霜害，7~10度 C可能寒害 

栽種高度 全島低海拔栽培 

光照 陽光充足，全日照 

繁殖方式 播種或扦插 

開花 夏季開花，修剪花苞以延長生長週期 

水分管理 水分充足、忌潮濕或淹水 

土壤條件 
排水良好、孔隙度高、有機質土壤 

pH 5~8 適應力佳、少病蟲害 

採收 移植後約 30 至 45 天即可收穫，離地 10~15cm 採收 

精油萃取 
每公頃新鮮香草產量 15~25 公噸 

乾草 2.5~7.5 公噸（美國加州為例） 

花序 頂生或腋生假總狀疏散輪生聚繖花序，綠、紫色 

花萼 鐘狀、腺點，基部被柔毛、內部被長毛，上唇闊卵形，銳形，

下唇 4 齒裂，2 側裂片廣三角形，另 2 裂片三角形 

花冠 筒形；花穗狀，每５朵花環生於花軸上，如寶塔狀 

花瓣 花瓣光滑，邊緣唇狀，先端凹入 

花梗 
小細毛長 2~3 毫米，小苞片橢圓形長 4~6 毫米、寬 1~2 毫

米，邊緣具細毛 



 6 

莖 
一或二年生草本，株高 50~ 90 公分，莖木質化，幼莖呈四

稜形，綠色或紫色 

葉 

單葉，對生，具葉柄 

柄長 1~1.5 公分，光滑或疏被細毛 

葉片長 3~5 公分，寬 1.5~2 公分，橢圓形至卵形，葉基楔

形至鈍形，葉尖銳形，上部葉緣細鋸齒狀，上下表面光滑，

散布腺點，主脈明顯 

種子 
小堅果橢圓形，長約 1.5公釐，暗褐色 

種子沾到水時，會因吸水而表皮產生一層膠質 

 

 

(二) 台灣九層塔與歐洲甜羅勒的比較 

羅勒屬植物，由於種間雜交與適應環境因素。而且存在著亞種(subspecies)、

變種(variety)和型(form)和外表型態相似的化學型(chemo-type)，造成許多羅勒品種

在分類上產生混亂，也很難瞭解品種間的遺傳關係（李明银, 2008; 楊永裕, 1973; 

Bharathi, 2012）。Burzo 研究結論分析之後得到的結論是不同羅勒品種、種類，不

僅是外表型態不同而且是生理結構和生物化學結構都不同（Burzo, I、Mihaiescu, D 

E，2005）。莊雯綾在 2008 運用分子標誌方法解讀羅勒 DNA，歸納出：台灣的九

層塔與國外羅勒品種有很大的差異性。然而傳統上區分羅勒植物會使用外表型態

或者化學成分來作為區分方法，但這兩種區分方式都會受到栽種環境、條件的不

同而受到影響（王勇, 2010; 周榮, 2010）。徐憶齡在 2013 年台灣好食材網站提到(徐

憶齡, 2013)：九層塔是羅勒的眾多品種之一，義式料理中青醬所使用的羅勒是「甜

羅勒」，因為兩者由於氣味有很大的差異，用於料理上甜羅勒植物本身氣味較九層

塔清淡，因此適合搭配氣味較為清淡的食材，如果以九層塔做青醬，口感會像綠

草般的青澀、氣味也厚重許多。本文想進一步釐清台灣品種九層塔與歐洲品種甜

羅勒兩者不管在植物型態、生理結構與芳香精油化學成分都大逕相庭，以相同的

學名要如何區分兩者的差異性，方能在使用台灣的九層塔品種時能確保品質與安

全性。 

 

(三) 台灣九層塔與歐洲甜羅勒的化學成分蛋形圖 

 

歐洲甜羅勒(Ocimum basilicum)與熱帶羅勒(Ocimum basilicum)有著相當的

http://203.64.136.178:2146/pqrl/indexinglinkhandler/sng/au/Burzo,+I/$N?accountid=10090
http://203.64.136.178:2146/pqrl/indexinglinkhandler/sng/au/Mihaiescu,+D+E/$N?accountid=10090
http://203.64.136.178:2146/pqrl/indexinglinkhandler/sng/au/Mihaiescu,+D+E/$N?accountid=1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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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Braunschweig、溫佑均著，2003，精油圖鑑，商周出版社，p.94 與 p.158），

詳如下圖，台灣地區所種植的九層塔雖然與甜羅勒有相同的拉丁學名，但其外觀

與氣味卻跟甜羅勒有相當大的差異，一般芳療界人士卻多聲稱九層塔屬於神聖羅

勒品種，本研究希望能以 GC-MS 進一步了解其化學成分。 

 

 

 

 

 

 

 

 

 

 

 

 

 

                圖一、甜羅勒化學成分蛋形圖 

 

 

 

 

 

 

 

 

 

 

 

 

              圖二、九層塔化學成分蛋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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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內容與方法  

(一) 測試樣品： 

95%乙醇購自台灣博納特國際有限公司（規格符合中華藥典）、Ethyl acetate

購自J. T. Baker（Ultra Resi-analyzed® ）、DichloroMethane 購自Merck

（LiChrosolv® ）、測試精油由不同單位提供或自市場購買，精油樣品採直接進樣

或先稀釋於95%乙醇中。 

 

(二) 氣相層析指紋圖譜 

 

氣相層析質譜儀（Gas Chromatograph-Mass Spectrometer；GC-MS）GC 型號： 

SHIMADZU GC-2010， Detector ：GCMS-QP2010，AutoInjector：AOC-20i。  

精油指紋圖譜參數：Column Flow : 1.0 mL/min ； 線性流速：40℃停留 2 分鐘後，

以 5 ℃/min 上升至 260℃ ，停留 4 分鐘 。注射口溫度 ：260℃，偵測器溫度：

300℃ 分流比(SPILT Ration)：50:1。 

 

(三)多變量分析 

收集本省不同產地九層塔精油多批，計算各 ISO 指標成分，以 SPSS 軟體之

多變量分析方式來鑑別精油成分組成，並與市售之進口甜羅勒精油比較。 

 

五、預期成果與經費預算  

 

(一) 預期成果 

相對於歐洲產之甜羅勒精油，擬建立台灣產九層塔精油之 GC 指紋圖譜以及化學

型態、化學組成等，並嘗試以多變量分析方式來鑑別九層塔精油因產地不同而導致的

差異。 

 

(二) 經費預算   

項目 品名 單價(元) 數量 金額 

儀器使

用費 

GC-MS 使用費 2000 20 40000 

合計    4,0000 

 



 9 

 

六、參考文獻 

 

卓芷聿(2010)，精油大全：圖說與應用(新修版)，大樹林出版社，台灣。 

 

摩利(1997)，摩利夫人的芳香療法-再創生命活力與青春，世茂出版社。 

 

張定霖、洪進雄和吳昭祥(2003)，香藥草植物圖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

殖場。 

 

莊雯綾(2008)。利用外表性狀與 ISSR 分子標誌評估羅勒屬之遺傳變異(碩士)。中興

大學農藝學系所學位論文，臺中市。 

 

徐憶齡，台灣好食材網站：

http://www.fooding.com.tw/article-content.php?aid=100059&type= 

 

李明银(Ming-Yin Li)、張孜為(Zhi-Wei Zhang)、龚成长(Cheng-Zhang Gong)、成龙

(Long Cheng)、袁媛(Yuan Yuan)(2008)。欧洲羅勒的引种栽培研究。綿陽師範學院學

報，27(5)，54-59。 

 

楊永裕(Yeong-Yuh Yang)(1973)。藥用植物引種栽培試驗（第一報）。中華農業研究，

22(4)， 290-313。 

 

王勇(Yong Wang)、陈英、曾军、刘园、王昊、刘兴(2010)。不同补光条件对冬季栽

培甜罗勒生物学性状及精油成分的影响。安徽農業科學，38(11)， 5647-5648+5722。 

 

周荣(Rong Zhou)、王艳(Yan Wang)、任吉君(Ji-Jun Ren)、周小梅(Xiao-Mei 

Zhou)(2010)。罗勒挥发油超临界 CO2 萃取及 GC-MS 分析。湖南農業大學學報，

36(5)，585-588。 

 

Bassolé, I., Lamien, A. et al. (2011).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antimicrobial activity of 

Cymbopogon citratus and Cymbopogon giganteus essential oils alone and in 

combination. Phytomedicine, 18(12), 1070-1074.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44711311001565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44711311001565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44711311001565


 10 

Bharathi, V., Priya, A, Firdous, S. (2012). Antibacterial activity of stem extracts of 

Ocimum basilicum。 Journal of Chemical, Biological and Physical Sciences (JCBPS) 2.1  

(Nov 2011-Jan 2012): 298-301. 

 

Braunschweig, R. (2002). 精油圖鑑，商周出版社，台灣。 

 

Burzo, I；Mihaiescu, D E. (2005). Contributions to the data concerning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processes of Ocimum BasilicumL. falseAnalele Stiintifice ale Universitatii 

"Al. I. Cuza" din Iasi , 51 , 47-52. 

 

Howes, M., Simonds, M. et al. (2004). Evaluation of the quality of sandalwood essential 

oils by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J Chromat. A, 1028(2), 307-312. 

 

ISO TC 54, Essential Oils, retrieved from: 

http://www.iso.org/iso/home/standards_development/list_of_iso_technical_committees/i

so_technical_committee.htm?commid=48956 

 

ISO 11043:1998, Oil of basil, methyl chavicol type (Ocimum basilicum L.), retrieved 

from: 

http://www.iso.org/iso/home/store/catalogue_tc/catalogue_detail.htm?csnumber=19023 

 

Maggi, F. et al. (2010). Characterisation of the mushroom-like flavour of Melittis 

melissophyllum L. subsp. melissophyllum by headspace solid-phase microextraction 

(HS-SPME) coupled with gas chromatography (GC–FID) and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GC–MS). Food Chem. 123(4), 983-992. 

 

Parry, E J. (1922). The chemistry of essential oils and artificial perfumes, 4
th

 ed. Scott, 

Greenwood, London, vols 1 and 2. 

 

Shellie, R. et al. (2002). Characterization of lavender essential oils by using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with correlation of linear retention indices and 

comparison with comprehensive two-dimensional gas chromatography. J Chromat. A, 

970(1-2), 225-234. 

 

Tisserand, R. (2003). Essential Oil Safety (精油安全指南), Elsevier  Pte Ltd. 

(Singapore)。 

 

http://203.64.136.178:2146/pqrl/indexinglinkhandler/sng/au/Bharathi,+V/$N?accountid=10090
http://203.64.136.178:2146/pqrl/indexinglinkhandler/sng/au/Priya,+A+Shanmuga/$N?accountid=10090
http://203.64.136.178:2146/pqrl/indexinglinkhandler/sng/au/Firdous,+S+Janathul/$N?accountid=10090
http://203.64.136.178:2146/pqrl/pubidlinkhandler/sng/pubtitle/Journal+of+Chemical,+Biological+and+Physical+Sciences+$28JCBPS$29/$N/1036410/DocView/1022330941/fulltext/3B8CC7987B7846D5PQ/1?accountid=10090
http://203.64.136.178:2146/pqrl/pubidlinkhandler/sng/pubtitle/Journal+of+Chemical,+Biological+and+Physical+Sciences+$28JCBPS$29/$N/1036410/DocView/1022330941/fulltext/3B8CC7987B7846D5PQ/1?accountid=10090
http://203.64.136.178:2146/pqrl/indexinglinkhandler/sng/au/Burzo,+I/$N?accountid=10090
http://203.64.136.178:2146/pqrl/indexinglinkhandler/sng/au/Mihaiescu,+D+E/$N?accountid=10090
http://203.64.136.178:2146/pqrl/pubidlinkhandler/sng/pubtitle/Analele+Stiintifice+ale+Universitatii+$22Al.+I.+Cuza$22+din+Iasi/$N/1556340/DocView/1078974033/fulltext/3B8CC7987B7846D5PQ/7?accountid=10090
http://203.64.136.178:2146/pqrl/pubidlinkhandler/sng/pubtitle/Analele+Stiintifice+ale+Universitatii+$22Al.+I.+Cuza$22+din+Iasi/$N/1556340/DocView/1078974033/fulltext/3B8CC7987B7846D5PQ/7?accountid=10090
http://203.64.136.178:2146/pqrl/indexingvolumeissuelinkhandler/1556340/Analele+Stiintifice+ale+Universitatii+$22Al.+I.+Cuza$22+din+Iasi/02005Y01Y01$232005$3b++Vol.+51/51/$N?accountid=10090
http://www.iso.org/iso/home/standards_development/list_of_iso_technical_committees/iso_technical_committee.htm?commid=48956
http://www.iso.org/iso/home/standards_development/list_of_iso_technical_committees/iso_technical_committee.htm?commid=48956


 11 

七、個人五年內與研究主題相關之成果發表或任何相關活動 （含任何專

刊、發表、著作、海報、產學、計畫、校內外活動、教學內容等與本

計畫相關之部份，請條列之，可以簡短文字加以描述）  

 

期刊論文： 

1. 林靖哲，吳秋燕，莊麗貞，市售天然精油不當攙混與稀釋之檢測，長庚學報，

2013，DOI: 10.6192/CGUST.2013.12.19.5。 

2. Bor-Sen Wang, Lih-Jeng Juang, Jeng-Jer Yang, Li-Ying Chen, Huo-Mu Tai and 

Ming-Hsing Huang, Antioxidant and antityrosinase activity of Flemingia 

macrophylla and Glycine tomentella root,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2012, doi:10.1155/2012/431081.  (SCI). 

3. Ming-Hsing Huang , Heuy-Ling Chu, Lih-Jeng Juang, Bor-Sen Wang, Inhibitory 

effect of sweet potato leaves on nitric oxide production and protein nitration, Food 

Chem., 2010, 121, 480-486.  (SCI) 

 

研討會論文: 

1. 莊麗貞、蔡琦、陳玟瑾，探討不同油脂對防曬劑之穩定性與防曬係數的影響，

2013， 2013 南台灣健康照護暨健康產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美和科技大

學)，p.96。 

2. 蔡琦、莊麗貞、王羿雯，探討不同高分子膠對防曬產品穩定性及防曬係數之影

響，2013，美和科技大學 2013 南台灣健康照護暨健康產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p.97。 

3. 莊麗貞、蔡琦、許玉萱，探討不同比例對奈米二氧化鈦及二氧化矽兩種物理性

防曬劑之防曬係數影響，2013，萬能科技大學 2013 風潮設計與休閒美容產業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p.124。 

4. 蔡琦、莊麗貞、黃綉媛，幾丁聚醣添加於防曬乳液中之防曬係數的影響，2013，

萬能科技大學 2013 風潮設計與休閒美容產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125。 

5. 蔡琦、莊麗貞、陳奕婷，不同比例組合的二氧化鈦與氧化鋅對防曬乳物理性質

影響之探討，2013，萬能科技大學 2013 風潮設計與休閒美容產業國際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p.126。 

6. 蔡琦、莊麗貞，奈米負離子材料添加在美容保養品之研究，2013，2013 經國管

理暨健康學院教學觀摩研討會論文集。 

7. 莊麗貞、吳欣宜，台灣北部消費者對天然化妝品的認知與購買需求研究，2012

美容科學研討會論文集(建國科大)，2012。 

8. 莊麗貞、陶長麟，穿著足弓墊前後對人體自律神經的影響初探，2012 美容科學

研討會論文集(建國科大)，2012。 

9. 莊麗貞、胡亞文，楊梅果實萃取條件之比較，中華民國化妝品科技學會一百年

度年會論文手冊(靜宜大學)，2011。 

10. 莊麗貞、楊韓貞，台灣北部消費者對 BB 霜接受度的探討，中華民國化妝品科



 12 

技學會一百年度年會論文手冊(靜宜大學)，2011。 

11. 莊麗貞、張寧恬，市售 BB 霜產品功能性探討，中華民國化妝品科技學會一百

年度年會論文手冊(靜宜大學)，2011。 

12. 莊麗貞、朱浚峰、蔡敏郎，馬藍葉萃取天然藍色色素之安全性探討，2011 美容

科學研討會論文集(建國科大)，2011。 

13. 莊麗貞、朱浚峰、蔡敏郎，馬藍葉萃取天然藍色色素之安定性探討，2011 美容

科學研討會論文集(建國科大)，2011。 

14. 邱秀娟、葛建培、蕭淑藝、莊麗貞，休閒農場人力發展之個案研究－以宜蘭地

區創意生活之休閒農場為例，北區教學資源中心 2009 健康美容創意教學學術

研討會，2009，249-263。 

15. 莊麗貞、易庭筠、邱秀娟，自覺性敏感肌膚酸鹼值之探討，北區教學資源中心

2009 健康美容創意教學學術研討會，2009，164-168。 

16. 莊麗貞、蘇男錡、蓬春菊、黃明星，天然植物油防曬效果研究，北區教學資源

中心 2009 健康美容創意教學學術研討會，2009，169-171。 

 

政府補助計畫: 

1. 98年度建置及營運產業別電子商務分項計畫先期規劃-台灣香藥草應用產業(經

濟部中小企業處)，98/2/12~98/11/30，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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