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豨薟草
本刊資料室

【基原】

本 品 為 菊 科 Compositae 植 物 豨

薟 Sigesbeckia orientalis L. 、 腺 梗 豨 薟 

Sigesbeckia pubescens (Makino) Makino 或

毛 梗 豨 薟 Sigesbeckia glabrescens (Makino)

Makino 之乾燥地上部分。（《臺灣中藥

典》）

【品種考證】

豨薟始載於《新修本草》，謂：「葉

似酸漿而狹長，花黃白色。一名火薟，田

野皆識之。」又另出“豬膏莓＂條云：「葉

似蒼耳，莖圓有毛，生下濕地，所在皆

有。」《蜀本草》曰：「《圖經》云：葉

似蒼耳，兩枝相對，莖葉俱有毛，黃白色，

五月、六月採苗，日乾之。」《綱目》認

為豨薟、豬膏莓為一物，將其併為一條，

又云：「豬膏草素莖有直棱，兼有斑點，

葉似蒼耳而微長，似地菘而稍薄，對節而

生，莖葉皆有細毛。肥壤一株分枝數十。

八九月開小花，深黃色，中有長子如同蒿

子，外萼有細刺黏人。」上述型態特徵及

《本草圖經》、《本草綱目》附圖，均與

現今使用的豨薟相似。（《中華本草》）

【原植物】

1. 豨薟為一年生草本，高 30~100 cm。莖

直立，上部分枝常成複二歧狀，全部分

枝被灰白色短柔毛。葉對生；基部葉花

期枯萎；中部葉三角狀卵圓形或卵狀披

針形，長 4~10 cm，寬 1.8~6.5 cm，先端

漸尖，基部闊楔形，下延成具翼的柄，

邊緣有不規則的淺裂或粗齒，上面綠色，

下面淡綠，具腺點，兩面被毛，三出基

脈，側脈及網脈明顯；上部葉漸小，卵

狀長圓形，邊緣淺波狀或全緣，近無柄。

頭狀花序多數，集成頂生的圓錐花序；

花梗長 1.5~4 cm，密生短柔毛；總苞闊

鍾狀；總苞片 2 層，葉質，背面被紫褐

色頭狀具柄的腺毛；外層苞片 5-6 枚，

線狀匙形或匙形，開展，長 8~11 mm，

寬約 1.2 mm；內層苞片卵狀長圓形或卵

圓形，長約 5 mm，寬約 1.5~2.2 mm；外

層托片長圓形，內彎，內層托片倒卵狀

長圓形；花黃色；雌花花冠的管部長 0.7 

mm；兩性管狀花上部鍾狀，上端有 4~5

卵圓形裂片。瘦果倒卵圓形，有 4 棱，

先端有灰褐色環狀突起，長 3~3.5 mm，

寬 1~1.5 mm。花期 4~9 月，果期 6~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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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於海拔 100~2700 m 的山野、荒草

地、灌叢及林下。分佈於陝西、甘肅、

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台灣、

湖南、廣東、海南、廣西、四川、貴州、

雲南等地。(《中華本草》)

2. 腺梗豨薟又名毛豨薟 (《東北植物檢索

表》)。與豨薟的區別在於；花梗和分枝

的上部被紫褐色頭狀具柄的密腺毛和長

柔毛；中部以上的葉卵圓形或卵形，邊緣

有尖頭齒；分枝非二歧狀。總苞片背面

密被紫褐色頭狀具柄腺毛；舌狀花的花

冠管部長 1~1.2 mm，舌片先端 2~3 齒裂，

有時 5 齒裂。瘦果 4 棱，先端有灰褐色

環狀突起。花期 5~8 月，果期 6~10 月。

　　　 生 於 海 拔 100~3400 m 的 山 坡、 草

地、灌叢、林中或路旁。分佈於西南及

吉林、遼寧、河北、山西、陜西、甘肅、

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河南、湖北

等地。

3. 毛梗豨薟又名光豨薟 (《東北植物檢索

表》)，少毛豨薟 (《中藥誌》)。與前

2 種的不同點在於：花梗和枝上部疏生

平伏的短柔毛；葉片卵圓形，有時三角

狀卵形，邊緣有規則的齒；莖上部分枝

非二歧狀。總苞片背面密被紫褐色頭狀

有柄的腺毛；托片倒卵狀長圓形，背面

疏被頭狀具柄腺毛。花期 4~9 月，果期

6~11 月。

　　　 生 於 海 拔 200~1000 m 的 山 坡、 路

旁、草地及灌叢中。分佈於江蘇、安徽、

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廣東、

四川、貴州、雲南等地。(《中華本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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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材性狀】

1. 一般性狀：

　(1) 豨 薟： 本 品 長 30~120 cm， 直 徑

3~12mm，莖下部呈類圓柱形或扁圓柱

形，表面灰褐色，有時帶紫棕色，具明

顯縱溝及細紋，被灰白色柔毛，節明顯，

略膨大。莖上端分枝常成複二歧狀，密

生灰白色短柔毛。質輕而脆，易折斷。

斷面黃白色或淺綠色，髓中空或類白色。

葉對生，皺縮或捲曲，完整葉片展開

後，呈卵狀披針形，灰綠色，長 1.2~3.5 

cm，寬 2.5~7 cm，邊緣淺波狀或全緣。

有時可見頭狀花序，花序梗密生灰白色

柔毛。有時可見倒卵圓形瘦果，長約

3~3.5 mm。氣微，味微苦。

　(2) 腺梗豨薟：本品莖上部有較多對生分

枝。葉片展開後，呈卵圓形，邊緣有鈍

齒，被有灰白色柔毛。花序梗被深褐色

長柄腺毛或長柔毛。瘦果長約 3.5mm。

　(3) 毛梗豨薟：本品莖較細弱，長一般不

超過 80 cm。上部莖表面疏生灰白色短

柔毛。完整葉片呈卵圓形，邊緣有規則

細齒。瘦果長約 2 mm。

2. 組織：

　　　本品莖橫切面，表皮細胞 1 列，類

長方形，類多角形，外被角質層，具非

腺毛。外側皮層為 5~6 層厚角組織所組

成，類圓形、類多角形。其下為數 10 列

柔細胞所組成，內含黃棕色物質。中柱

鞘纖維束排列成不連續環狀，維管束排

列成環，形成層不明顯，木質部發達。

導管以有緣孔紋導管及網紋、螺紋導管

為主。葉橫切面，葉上表皮細胞垂周壁

略平直，下表皮細胞垂周壁呈波狀曲，

具氣孔及毛茸。非腺毛由 4~6 個細胞組

成，腺毛由 4 個細胞相對重疊而成，柵

狀組織 1 列，海綿組織 2~3 列，韌皮部

外側有少數纖維，木質部細胞木質化。

3. 粉末：

　　　本品粉末灰白色。非腺毛 1~6 個細

胞，頂端較細長，基部較大。腺毛頂面

觀類圓形，由 4~6 個細胞組成，細胞內

含淡黃棕色物質。柔細胞類多角形、類

方形、類圓形，內含黃棕色物質。導管

以有緣孔紋導管及網紋、螺紋導管為主，

直徑 12~88 μm。木纖成束或散離，孔紋

為裂縫狀。葉肉細胞含有草酸鈣簇晶，

直徑 8~14μm。偶見花粉粒，類圓形，

表面呈刺狀。(《臺灣中藥典》)

【採收加工】

夏季開花前或花期均可採收。割取地

上部分，曬至半乾時，放置乾燥通風處，

晾乾。（《中華本草》）

【藥性】

《中華本草》：「味苦、辛，性寒，小毒。

歸肝、腎經。」

《新修本草》：「味苦、寒。有小毒。」

《品匯精要》：「性寒泄，味厚於氣，陰

也。」「氣之薄者，陽中之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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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目》：「生則性寒，熟則性溫。」

《雷公炮製藥性解》：「入肝、腎二經。」

《本草匯言》：「入手足少陽經。」

《生草藥性備要》：「味辛、性溫。」

《本經逢原》：「苦微辛，寒。」

《藥性切用》：「入肝、胃。」

《本草再新》：「入心、脾二經。」

《萃金裘本草述錄》：「入足厥陰、陽明

太陰經。」

【炮製】

1. 豨薟草

　《本草圖經》：「去粗莖。」現行，取

原藥材，除去雜質、根及老莖，先抖下

葉，另放，將莖枝洗淨，潤透後連葉一

起切段，乾燥，篩去灰屑。

2. 酒豨薟草

　《醫方集解》：「揀去粗莖，留枝葉花實，

酒拌蒸曬九次。」《外科全生集》：「酒

炒曬乾。」現行，取豨薟草段，用黃酒

拌勻，悶潤至透，置適宜的蒸器內，加

熱蒸透呈黑色，取出，乾燥。每豨薟草

100 kg，用黃酒 20 kg。

3. 蜜豨薟草

　取豨薟草段加蜂蜜拌勻，晾半乾後，置

蒸籠內，蒸 1 小時，取出，曬乾。每豨

薟草段 100 kg，用蜂蜜 3 kg。

4. 酒蜜製豨薟草

　《本草圖經》：「採其葉，去根莖花實，

淨洗，曝乾，入甑中層層灑酒與蜜蒸之，

又曝。如此九過則已，氣味極香美，熬，

搗篩。」《本草蒙筌》：「枝葉花實俱

用，惟去粗莖，蜜酒層層和灑，九蒸九

曝完全，細末研，成蜜丸豆大，早起空

腹吞服。」《壽世保元》：「蜜同酒浸，

曬為丸服。」《本草乘雅半偈》：「採

葉洗淨曝乾，入甑中，每層灑潤蜜酒，

疊滿封固甑口，蒸一時許，取出曝乾，

如前法，蒸曝九次，則氣味香美。」《良

朋匯集》：「洗淨，用好酒拌蜜蒸曬乾，

蒸拌九次曬九次，研末。」現行，取豨

薟草葉揉碎，加酒拌勻，置蒸籠內，加

熱蒸 2 天，悶 1 夜，曬乾，再加酒蒸，

如此九蒸九曬，最後加蜜水炒乾。每

豨薟草 100 kg，用陳酒 24 kg，蜂蜜 50 

kg。

飲片性狀：酒豨薟草表面呈黑色，微

有酒氣；蜜豨薟草，微有光澤，略有黏性，

味甜；酒蜜豨薟草形如蜜豨薟草，微有酒

氣，味微甜。

貯乾燥容器內，炒豨薟草、蜜豨薟草、

酒蜜豨薟草密閉，置陰涼乾燥處。

【功能與主治】

《中華本草》：「祛風濕，通經絡，清熱

解毒。主治風濕痹痛，筋骨不利，腰膝無

力，半身不遂，高血壓病，瘧疾，黃疸，

癰腫瘡毒，風疹濕瘡，蟲獸咬傷。」

《新修本草》：「主熱匿蟲、煩滿不能食。」

「主金瘡，止痛、斷血、生肉，除諸惡瘡，

消浮腫。」

《本草拾遺》：「主久瘧、痰癊，生搗絞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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汁服，得吐出痰；亦碎敷蜘蛛咬、蟲蠶咬、

蠼螋溺瘡。」

《開寶本草》：「療虎及狗咬瘡。」

《履巉岩本草》：「醫軟癱風疾，筋脈緩弱。

為末，酒調服。」

《品匯精要》：「治中風失音不語，口眼

歪斜，時吐涎沫。補虛，安五臟，生毛髮，

明眼目，烏髭髮，壯筋力。」

《本草蒙筌》：「療暴中風行邪，口眼歪

斜者立效；治久滲濕痹，腰腳酸痛者殊

功。」

《綱目》：「治肝腎風氣，四肢麻痹，骨

痛膝弱，風濕諸瘡。」

《生草藥性備要》：「洗痔瘡，洗疳去腫。」

《醫林纂要．藥性》：「堅骨，行肝，燥脾，

去熱。」

《分類草藥性》：「滋陰養血。」

《貴州民間方藥集》：「潤肺止咳。」

《廣西中藥志》：「其葉外敷蝦鉗瘡（生

兩指隙間）。」

豨薟草植物圖

廣州部隊《常用中草藥手冊》：「安神降壓，

祛風止痛。治神經衰弱、失眠、高血壓、

風濕痹痛，蛇蟲咬傷。」

【用法用量】

內服：煎湯，9~12 g，大劑量 30~60 g；

搗汁或入丸、散。

外用：適量，搗敷；或研末撒；或煎

水熏洗。（《中華本草》)

【使用注意】

《中華本草》：「無風濕者慎服；生用或

大劑應用，易致嘔吐。」

《新修本草》：「多則令人吐。」

《本草經疏》：「凡病人患四肢麻痹、骨

間疼、腰膝無力。由於脾、腎兩虧、陰血

不足，不因風濕而得者，不宜服之」

《本草述》：「忌鐵。」

《藥性纂要》：「無風而類中者不可用也。」

《藥性切用》：「多服燥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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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千層
本刊資料室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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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原】

為 桃 金 孃 科 Myrtaceae 植 物 白 千

層 Melaleuca leucadendron L. [ Myrtus 

leucadendra Linn. ] 的葉及樹皮。

【型態特徵】

喬木，高達 18 m。樹皮灰白色，厚而

鬆軟，呈薄層狀剝落。嫩枝灰白色。葉互

生；葉柄極短；葉片革質，披針形或狹長

圓形，長 4 ～ 10 cm，寬 1 ～ 2 cm，兩端尖，

全緣，油腺點多，香氣濃郁；基出脈 3 ～ 7

條。花白色，密集於枝頂成穗狀花序，花

序軸常有短毛；萼管卵形，長 3 mm，有毛

或無毛，萼齒 5，圓形，長約 1 mm；花瓣 5，

卵形，長 2 ～ 3 mm；寬 3 mm；雄蕊多數，

綠白色，長約 1 cm，常 5 ～ 8 枚成束，花

葯背部着生，葯室平行，縱裂；子房下位，

與萼管合生，先端突出，3 室，花柱線形，

比雄蕊略長，柱頭多少擴大。蒴果近球形，

直徑 5 ～ 7 mm，種子近三角形。花期每年

多次。

生於較乾的沙地上，多為栽培。福建、

臺灣、廣東、海南、廣西等地均有栽培。

原產澳大利亞。

【採收加工】

葉：全年均可採，陰乾。樹皮：全年

均可採剝，洗淨，曬乾或鮮用。

【性味】

葉：味辛，性涼。樹皮：味淡，性平。

【功能】

葉：祛風解表，利濕止癢。樹皮：安神，

解毒。

【主治】

葉：主治感冒發熱，風濕骨痛，腹痛

泄瀉，風疹，濕疹。樹皮：失眠，多夢，

神志不安，創傷化膿。

【用法用量】

葉：內服：煎湯，6 ～ 15 g；外用：適量，

煎湯洗。樹皮：內服：煎湯，3 ～ 9 g；外用：

適量，搗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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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飲片炮製介紹 --- 麥芽

勝昌製藥技術部 魏昌福

前言：

依據《臺灣中藥典》與《中國藥典》記載，麥芽藥材來源為禾本科

植物大麥 Hordeum vulgare L. 的成熟果實經發芽乾燥之炮製加工品；

具有行氣消食，健脾開胃及回乳消脹的功效 1,2。麥芽始載於《名醫

別錄》，其炮製始見於唐《備急千金要方》，云 “ 炒 ”；歷代使用的

炮製品有麥芽、炒麥芽、焦麥芽、煨麥芽、巴豆製麥芽、麩炒麥芽

及麥芽炭等 3,4。現代炮製以麥芽、炒麥芽及焦麥芽較為常用，在此

介紹這三種飲片的炮製方法及相關資訊，以供同好參考。

一、炮製方法

1.麥芽 ( 生麥芽 )：

取成熟的淨麥芽，用水浸泡 6 ～ 7 成

透，置能排水容器內，用濕物蓋好，每日

淋水 2 ～ 3 次，保持濕潤，待幼芽長至約

5 mm 時，取出，曬乾或低溫乾燥，即得 2-7。

2.炒麥芽：

取淨麥芽，置炒製容器內，用文火加

熱，炒至表面棕黃色、偶有焦斑時，取出，

放涼，篩去灰屑，即得 2-7。

3.焦麥芽：

取淨麥芽，置炒製容器內，用中火加

熱，炒至有暴聲，表面焦褐色，取出，放

涼，篩去灰屑，即得 2-7。

二、飲片性狀

1.麥芽 (圖 1)：

本品呈梭形，長 8 ～ 12 mm，直徑 3 ～

4 mm。表面淡黃色，背面為外稃包圍，具

5 脈；腹面為內稃包圍。除去內外稃後，

腹面有 1 條縱溝；基部胚根處生出幼芽和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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鬚根，幼芽長披針狀條形，長約 5 mm。鬚

根數條，纖細而彎曲。質硬，斷面白色，

粉性。氣微，味微甘 2。

2.炒麥芽 (圖 2)：

本品形如麥芽，表面棕黃色，偶有焦

斑。有香氣，味微苦 2-7。

3.焦麥芽 (圖 3)：

本品形如麥芽，表面焦褐色，有焦斑。

有香氣，味微苦 2-7。

三、炮製研究

1.方法與品質研究：

現代炮製研究顯示，以澱粉酶為指

標，對麥芽發芽製程及其品質標準進行研

究，結果證明，麥芽的長度與酶的活性有

關，不同長度麥芽的澱粉酶活性各不相同；

最佳發芽長度應為麥粒本身長度的 70 ～

85%，發芽要求均勻，發芽率 95% 以上，

長度為 0.5 ～ 1 cm 的應佔 80% 以上。其次

對不同炮製品分解澱粉能力進行測定，發

現生麥芽作用最強，炒黃後仍保有一定的

作用，炒焦的時間遠較炒黃的要長，故麥

芽炒焦後，作用基本消失。還有學者以麥

芽中澱粉酶活性作用為指標進行品質控制

的研究，結果以 140℃加熱烘 20 分鐘的烘

製炮製品之品質最佳 8,9。

其次，試驗研究顯示以麥芽黃酮含量、

總黃酮含量為考察指標，優選的炒麥芽之

最佳條件為：炒製溫度以 200℃，炒製時間

20 分鐘，每分鐘翻炒 12 次。此外，也有學

圖 1  麥芽飲片圖

圖 2  炒麥芽飲片圖

圖 3  焦麥芽飲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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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研究以控制火侯為溫度 380 ～ 450℃下，

炒製焦麥芽的炮製過程中對於主要焦香氣

成分 5- 羥甲基糠醛 ( 簡稱 5-HMF) 之影響，

結果顯示麥芽在生品時含有微量 5-HMF，

證明麥芽在乾燥過程中會發生梅納反應

(Maillard reaction)，在 0 ～ 6 分鐘為反應第

一階段，炮製到 6 分鐘時出現轉變，5-HMF

含量急遽增加，此階段可能為梅納反應的

第二階段 9-10。

2.化學與藥理研究：

麥芽主要含 α- 及 β- 澱粉酶 (amylase)、

催 化 酶 (catalyticase)、 過 氧 化 異 構 酶

(peroxidisomerase) 等。 另 含 大 麥 芽 鹼

(hordenine)、 大 麥 芽 胍 鹼 A、B(hordatine 

A-B)、 腺 嘌 呤 (adenine)、 膽 鹼 (choline)、

蛋白質、氨基酸、細胞色素 C(cytochrome 

C)、維生素 B、D、E 等；此外，還含麥芽

毒素，即白栝樓鹼 (candicine) 等 3。

現代藥理研究顯示，麥芽中所含 α 及 β-

澱粉酶能將澱粉分解成麥芽糖與糊精；麥

芽煎劑對胃酸與胃蛋白酶的分泌似有輕度

促進作用，故麥芽具有助消化的作用。其

次，麥芽具有降血脂作用，以麥芽浸劑口

服可使家兔與正常人血糖降低。另外，麥

芽還具有催乳、降血脂、抗真菌及保肝等

藥理作用 3。

四、臨床應用

1.功效應用：

中醫理論認為麥芽具有行氣消食，健

脾開胃及回乳消脹的功效；常用於食積不

消，脘腹脹痛，脾虛食少，乳汁鬱積，乳

房脹痛，婦女斷乳，肝鬱脇痛，肝胃氣痛

等 2,3。現代一般認為，生麥芽以健脾和胃、

疏肝行氣為主，兼能通乳；炒麥芽開胃消

食作用較強，並能回乳；焦麥芽長於消食

化積，主治食積泄瀉 7,8。

在臨床應用方面，麥芽是治療食積不

化證的常用藥，麥芽具有較強的消食化積

作用，尤善消化米、麵、薯、芋類食物積

滯，單用即效；亦常與穀芽、山楂、神麴

等消導藥配伍，以加強消食導滯作用。另

外麥芽有獨特的回乳之功，凡婦女需斷奶

回乳者，可單以麥芽大劑量服用；對乳汁

鬱積，乳房脹痛者，小劑量麥芽又有通乳

的功效。臨床含有麥芽之常用方劑如人參

肥兒丸、加味平胃散、半夏天麻白朮湯、

香砂平胃散、鎮肝息風湯等，可隨證加減

應用。

2.用法用量：

內 服： 煎 湯，10 ～ 15 g， 回 乳 炒 用

60 ～ 120 g；或入丸、散 1-3。

使用注意：婦女哺乳期禁服，孕婦、

無積滯者慎服 3。

結語

綜上所述，麥芽常見的炮製有麥芽、

炒麥芽及焦麥芽三種方法，目的是要提高

飲片品質及改變藥性等，以達到安全、均

一與有效的用藥要求。在相關的炮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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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麥芽中所含的澱粉酶含量與發芽長

度有關，以發芽 0.5 ～ 1 cm 較佳，而炮製

品中澱粉酶含量以生麥芽最高，炒麥芽其

次，焦麥芽含量最少；另外藥理研究顯示

麥芽具有助消化、降血糖、保肝、降血脂

及抗真菌等藥理作用。因此，在臨床應用

麥芽時，應根據病情病況的需要，選用適

宜對證的飲片，才能讓藥物的療效發揮並

避免不良反應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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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谷有蓷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

有女仳離，嘅其嘆矣。

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

有女仳離，條其歗矣。

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

有女仳離，啜其泣矣。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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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出同一種藥用植物 ---

　　　　 益母草與茺蔚子

勝昌製藥技術部 鄧秀玫

 前言：

益母草，唇形科 Labiatae 植物益母草

Leonurus japonicus Houtt.， 原 名 茺 蔚， 始

載於《神農本草經》，列為上品；《本草

綱目》載：“ 此草及子皆茺盛密蔚，故名

茺蔚，其功宜於婦人及明目益精，故有益

母之稱 ”；… 夏至後即枯，故亦有夏枯之

名；” 益母草 ” 藥用之名，始見於宋代蘇頌

之的《本草圖經》；《別錄》載：” 葉如

荏 ( 指白蘇 )，方莖，子形細長，具三稜。”

《本草圖經》云：” 葉似荏，方莖，白花，

花生節間 … 節節生花，實似雞冠子，黑

色，莖作四方稜，五月採 ”；歷代本草多有

著錄，古今藥用品種一致 [ L. heterophyllus 

Sweet、L. sibiricus auct. non L.、L. artemisia 

(Lour.) S. Y. Hu ](3, 4, 6, 7, 8, 9)。

益母草屬 (Leonurus) 植物全世界約 20

種，分布於歐洲、亞州溫帶，少數種在美

洲、非洲各地逸生；中國有 12 種、2 變種、

2 變型；本屬現供藥用者有 5 種、2 變種、

1 變型；本種中國各地均有分布，主產於河

南、安徽、四川、江蘇、浙江、廣東、廣西、

河北等地區；廣布俄羅斯、朝鮮半島、日

本、台灣、亞洲熱帶地區、非洲、美洲等地；

生長於海拔 600 m 至 3,000 m 的山坡草地、

田埂、路旁、溪邊等處，尤以向陽處為多 (2, 

3, 4, 7, 9, 10, 12)。

益母草為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高

60 ～ 120 cm，莖直立，四稜形，微具槽，

被微毛，多分枝；葉對生，葉柄纖細，葉

形多種，裂片近披針形，中央裂片常再 3

《詩經》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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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兩側裂片再 1 ～ 2 裂，先端漸尖，邊

緣疏生鋸齒或近全緣，最上部葉不分裂，

線形，近無柄；輪繖花序腋生，具花 8 ～

15 朵，多數遠離而組成長穗狀花序；小苞

片針刺狀，比萼筒短，無花梗，花萼管狀

鐘形，外面貼生微柔毛，內面上部被柔毛，

先端 5 齒裂，齒闊三角形，具刺尖，宿存；

花冠唇形，白色、淡紅色或紫紅色，外被

柔毛，冠檐二唇形，下唇與上唇約等長，

3 裂，中裂片倒心形，先端微缺；雄蕊 4，

二強，著生在花冠內面近中部，花絲疏被

鱗狀毛；雌蕊 1，子房 4 裂，花柱絲狀，

略長於雄蕊，柱頭 2 裂；小堅果褐色，三

稜形，先端較寬而平截，基部楔形，長0.2～

0.3 cm，直徑約 0.2 cm；花期 6 ～ 9 月，果

期 7 ～ 10 月；益母草鮮品春季幼苗期至初

夏前期採割，乾品夏季莖葉茂盛、花未開

或初開時採割，曬乾或切段曬乾；茺蔚子

於秋季果實成熟時採割地上部，曬乾，打

下果實，除去雜質 (2, 3, 4, 5, 6, 8, 10, 12, 13)。益母草

不同物候期的總生物鹼含量不同，以營養

期至花初期含量較高，故宜在初夏開花初

期適時採收，以提高藥材質量 (9)。

益母草含有水蘇鹼 (stachydrine)，是治

療慢性氣管炎的有效成分，在此基礎上，

值得研究開發成新的製劑；《新修本草》

載有武則天益母保顏方，又名神仙玉女粉，

其原料為益母草；故傳統美容方開發成現

代中藥化妝品是值得探討的課題 (9)。

在中醫藥材裡，益母草乾燥地上部入

藥，中藥名為益母草，又名蓷、茺蔚、坤

草、九重樓、雲母草、森蒂、益母夏枯、

益母花、益母蒿、益母艾、紅花艾 … 等，

味苦、辛，性微寒，歸肝、心包、膀胱經，

具有活血調經、利尿消腫、清熱解毒，用

於月經不調、痛經經閉、惡露不盡、水腫

尿少、瘡瘍腫毒等效用 (1, 2, 4, 5, 7, 9, 11, 12, 13)；其

乾燥果實入藥，中藥名為茺蔚子，又名益

母草子、小胡麻 … 等，味辛、苦，性微寒，

歸於心包、肝經，具有活血調經、清肝明

目，用於月經不調、經閉痛經、目赤翳障、

頭暈脹痛等效用 (1, 3, 5, 7, 9, 11, 12)。

本文就益母草的常用藥用部位之外

觀性狀、化學成分、性味歸經、功能主治

等各方面做一介紹，使民眾得以瞭解其差

異性。

益母草藥材圖 茺蔚子藥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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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材名 益母草 茺蔚子

基原
為唇形科 Labiatae 植物益母草 Leonurus 
japonicus Houtt. 之乾燥地上部分。

為唇形科 Labiatae 植物益母草 Leonurus 
japonicus Houtt. 之乾燥成熟果實。

別名

蓷、茺蔚、坤草、九重樓、雲母草、森蒂、
益母夏枯、益母花、益母蒿、益母艾、紅花艾、
鐵麻干、溪麻、紅梗玉米膏、地母草、
紅花益母草、月母草、三角胡麻、四楞子、
野麻、甜麻萿 ( 山東方言 )、九塔花、山麻、
旋風草、地落艾、茺蔚草、郁臭草、豬麻、
四稜草和九節草。

益母草子、小胡麻、苦草子、野黃麻、
六角天麻、鴨兒蔑、茺玉子。

性味
歸經

味苦、辛，性微寒；
歸肝、心包、膀胱經。

味辛、苦，性微寒；
歸心包、肝經。

功能
主治

活血調經，利尿消腫，清熱解毒。
用於月經不調，痛經經閉，惡露不盡，
水腫尿少，瘡瘍腫毒。

活血調經，清肝明目。
用於月經不調，經閉痛經，目赤翳障，
頭暈脹痛。

化學
成分

【藥材】含鹽酸水蘇鹼 (C7H13NO2 • HCl) 不得少
於 0.50%。
含鹽酸益母草鹼 (C14H21O5N3 • HCl) 不得少於
0.050%。

【飲片】含鹽酸水蘇鹼 (C7H13NO2 • HC1) 不得
少於 0.40%，含鹽酸益母草鹼 (C14H21O5N3 • 
HCl) 不得少於 0.040%。

地上部含益母草鹼 (leonurine)、水蘇鹼
(stachydrine)、益母草定 (leonuridine)、
前益母草素 (prehispanolone)、益母草素
(hispanolone)、益母草寧 (leonurinine)、益母
草二萜 (leoheterin)、鼬辦花二萜 (galeopsin)、
leoheteronins A、B、C、D、E、leohteronones 
A、B、C、D、E、15-epileopersins B、C、
leopersins B、C、15-epileoheteronones B、D、
E、前益母草二萜 (perleoheterin)、益母草酮 A 
(heteronone A)、益母草環肽 A、B、C、D、E、
F (cycloleonuripeptides A-F)、山奈酚香豆醯基
吡喃葡萄糖苷 (tiliroside)、芹菜素 (apigenin)、
芫花素 (genkwanin)、盧丁 (rutin)、槲皮素
(quercetin)、異槲皮苷 (isoquercitrin)、山奈
素 (Kaempferol)、延胡索酸 (furmaric acid)、
益母草苷 A、B (leonurisides A-B)、益母草苷
(leonuride)、益母草醯胺 (leonuruamide)、筋骨
草苷 (ajugoside)，尚含月桂酸 (lauric acid)、亞
麻酸 (linolenic acid) 等。

【藥材】鹽酸水蘇鹼 (C7H13NO2 • HCl) 不得少
於 0.050%。

種子含益母草鹼 (leonurine)、益母草寧
(leonurinine)、水蘇鹼 (stachydrine)、芹菜素 -7-
O-β-D-(6"- 對香豆醯基 ) 葡萄糖苷 [apigenin-
7-O-β-D-(6"-p-coumaroyl) glucoside]、芹菜
素 -7- 雙對香豆醯基葡萄糖苷 (apigenin-7-O-
β-di-p-coumaroylglucoside)、芹菜素 -7- 甲醚
(apigenin-7-methylether)、木樨草素 -7- 甲醚
(luteolin-7-methylether)，尚含茺蔚子油 [ 油酸
(oleic acid)、亞麻酸 (linolenic acid)]、維生素 A
等。

辨識
要點

1. 莖呈方柱形，四面均有凹下的縱溝，灰綠色
或黃綠色，斷面中部有白色髓，

2. 莖上有稀疏分枝，莖葉均有細毛。
3. 葉對生，羽狀深裂 ( 多為 3 裂 )，裂片狹長。
4. 葉片上表面綠色，下表面類白色，有葉柄，

葉片皺縮多脫落或破碎殘存，節上可見殘存
的筒狀花萼。

5. 花 ( 商品通常已成果實 ) 腋生，2、3 配列成
輪繖形花序，苞成剛毛狀，萼先端 5 尖裂；
花冠唇形，紅紫色，下唇 3 裂；有濃紫色線
紋；二強雄蕊，花絲白色而有紅斑，子房 4
裂，成 4 室狀，每室含胚珠 1 枚。

6. 果實為小堅果，褐色，呈三稜狀，長 2~5 
mm，表面平滑，萼宿存。

7. 氣微，味微苦。

1. 乾燥果實呈三稜形，一端稍寬，一端漸窄而
鈍尖，有凹入的果柄痕，長 0.2~0.3 cm，寬
0.15 cm。

2. 表面灰棕色或褐色，具稀疏深色斑點，無光
澤。

3. 果皮薄，表面呈褐色，胚乳、子葉灰白色，
富油性。

4. 氣微，味苦。

【藥材介紹】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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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村野趣 
林坡旱地扯青麻，丘土乾田弄白沙。

出沒常尋百舌鳥，往來時見兩頭蛇。

村姑思佩宜男草，野齔刁銜益母花。

憶得童真多少趣，邀光聚影逐韶華。

漢族 .張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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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起抗疫 --- 防疫中藥茶
勝昌製藥技術部 游昕鑫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疫

情流行期間民眾聞風色變，除了做好勤洗

手、配戴口罩以及避免到人潮擁擠地區外，

最重要的還是要加強自身抵抗力，但想要

增加抵抗力還得從調節免疫著手。「肺者，

氣之本」，肺時刻不停地呼吸，才得以維

持人的生命活動，可是日常生活中，肺也

有害怕的敵人，只有知己知彼，才能有效

的保護肺。武漢肺炎初期常見的症狀包括

發燒、發冷、頭痛、乾咳、倦怠、有痰、

喉嚨痛，甚至會造成呼吸困難的狀況。因

此強化個人內在環境，藉由內外環境調整，

維持、增強個人免疫力達到最佳狀態，是

抵禦病毒干擾威脅的方法。

除了平時的適當運動、作息規律、飲

　　《黃帝內經》中記載「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邪之所湊，其氣

必虛」，人體正氣旺盛，臟腑功能正常，氣血流通，衛外固密，外

邪難以入侵，內邪難於產生，就不會發生疾病；而疾病的發生，一

定是因為人體正氣虛弱，衛外不固，防禦力低下，所以邪氣才能乘

虛致病。

食節律和情緒穩定的習慣，也可喝點防疫

茶增加免疫力。勝昌現代中醫診所中醫師

陳淑芬介紹幾種簡單方便的漢方藥茶方，

提供給大家做養生調理。

補氣藥茶
▲ 黃 耆 3 錢 + 白 朮 3 錢 +

防風 3 錢

▲ 黃 耆 3 錢 + 枸 杞 3 錢 +

紅棗 3顆

▲ 粉光參 ( 西洋參 )2~3 錢

▲ 人參 2~3 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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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補氣類中藥，清涼解毒類中藥也

是很好的選擇，不僅可以增加抵抗力，還

能清肝熱、疏散風熱，尤其口咽乾燥、常

常嘴破、懷疑有感冒或不適合補氣中藥者，

可以選擇服用：

清涼解毒藥茶
▲ 菊花 3 錢

▲ 金銀花 3 錢

▲ 魚腥草 3 錢

▲ 菊花 3 錢 + 枸杞 5 錢

▲ 玄參 3 錢 + 麥門冬 3 錢

益氣養陰藥茶
▲ 黃精 3 錢 + 何首烏 3 錢

+ 枸杞 5 錢

▲ 人參 3 錢 + 麥門冬 5 錢

+ 五味子 2 錢

補血藥茶

▲ 黃耆 1兩 + 當歸 2 錢

當歸補血湯

※ 以上皆為補氣、補血和養陰類的藥

茶，也能依照個人口味斟酌添加枸

杞、紅棗或桂圓等，增加甘潤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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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的睡眠也是增加抵抗力的方法之

一，如煩躁、口乾、易生口瘡、或入睡困

難者，可以服用安神藥茶，讓您清心瀉火

安神。

　　服用方法：需用 1 公升的水先開大火

至煮沸後，轉小火續煮，約 15 分鐘後即可

服用，溫熱服用較佳。或是將藥材放入保

溫瓶，再以沖入滾燙的熱水靜置 30 分鐘即

安神藥茶

甘麥大棗湯

▲蓮子心 1 錢

▲ 甘草 2 錢 + 紅棗 5 顆 +

浮小麥 1 兩

若您仍失眠多夢、心煩、悲傷欲哭、

呵欠頻頻、盜汗或睡眠障礙者，可換服

用甘麥大棗湯，也可加入桂圓及百合增

添風味。

可飲用，此方法可反覆 2~3 泡。另外，上

述皆為藥茶，服用前還需依照體質狀況進

行調整，若無法確定自己適合服用哪一種

漢方藥茶，可以請教中醫師後再遵行其指

示服用合適的藥茶。

※ 注意事項：此為預防方，若有喉嚨痛、

發燒等症狀時不宜服用，請先找醫生診

治。

‧ 慢性病患者及孕者請諮詢中醫師後再服

用。

‧ 服用期間或服用後感覺不適者，應立即

停止，並諮詢中醫師。

‧ 若有服用其他藥物 ( 包含中藥與西藥 )，

須間隔 30 分鐘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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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長鄭文燦今（23）日下午前往

中壢區，參訪勝昌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鄭市長表示，桃園是生技製藥產業重鎮，

勝昌製藥廠不僅是外銷日本第一的中藥品

牌，勝昌檢驗中心也是通過國際 TAF ISO/

IEC 17025 與國家 TFDA 的雙重認證實驗

室，並累積 30 年以上的檢驗經驗，成為中

藥科學化的典範；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

來，勝昌製藥廠推出許多清肺解毒的產品，

適合民眾提高免疫力使用，同時也感謝勝

昌製藥廠致贈抗疫清潔產品供學校單位使

用，與市府一齊對抗疫情。

 市長參訪勝昌製藥廠，

 優先製造國內製劑一齊對抗疫情

日期 :109.04.23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新聞處

陳志中董事長 ( 左 ) 致贈一萬顆「蜂膠晶柔皂」供學校單位使用，與市府齊心對抗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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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昌製藥總經理李威著表示，在疫情

爆發以來，許多國人採用西醫的治療方式，

其實中藥也能擔任重要角色，尤其桃園在

地有許多台灣最重要的中藥廠商，可以提

供協助，感謝鄭市長今天前來參訪勝昌，

同時也希望國內疫情可以盡快緩和。

經發局長郭裕信指出，勝昌製藥廠早

在去年 12 月疫情爆發前，已把藥材採購量

提升至最大產能，並將中壢廠產線調整成

優先製造國內中藥製劑，確保台灣中藥製

劑不缺貨，成為中醫同業堅強的後盾。

今日包括市議員徐景文、市府經發局

長郭裕信、教育局長高安邦、衛生局副局

長蘇柏文、中壢區長吳宏國、勝昌製藥董

事長陳志中、總經理李威著等均一同參訪。
勝昌製藥陳志中董事長致贈勝昌產品，
感謝市長蒞臨

勝昌設立防疫專區，展示相關中藥製劑及產品 市長 ( 右二 ) 參觀防疫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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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威著總經理 ( 左 ) 致贈由勝昌同仁精心製作之藥材畫「世外桃源」  ( 照片來源 : 桃園市政府 )

勝昌製藥與桃園市政府團隊大合照



※ 掃描上方 QRCode 完成「參觀資
格開通」後，即可於展期憑「入場
憑證 QRCode」入場參觀

勝昌製藥廠

臺北南港展覽館 2 館
7/23       -26(四 ) (日)

P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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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 (1) 日表示，

科技防疫在本次國內 COVID-19( 武漢肺炎 )

疫情防治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我國在疫

情初期，即以超前部署的概念，規劃可能

需要的防疫作為，從邊境管制到社區管理，

建置多項智慧防疫系統及訂定「實聯制措

施指引」，多方面保護民眾的健康及隱私。

指揮中心指出，我國智慧防疫系統包

括「入境檢疫系統」，從旅客入境健康聲

明即開始彙整相關資料，並拋轉至「防疫

追蹤系統」，提供第一線民、警、衛政人

員關懷防疫使用，並以透過電信定位訊號

的「電子圍籬系統」協助落實居家隔離 /

居家檢疫措施。針對系統取得的個人資料，

目前也依相關規定，規劃資料盤點及刪除

等作業，以保護民眾個資。

指揮中心進一步說明，隨著智慧防疫

系統功能持續強化及配套措施逐漸完善，

「入境檢疫系統」使用率從原先啟用時的

74% 提高 90%，入境到關懷的時間，也從

原本的 19 小時縮短為 4.5 小時；此外，「電

子圍籬系統」裡居家檢疫者出框的比率從

 建立健康安全防護網　

 持續優化科技智慧防疫

 日期 :109.06.01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30% 大幅度降低到 0.3%，協助防疫作業的

效果也更趨明顯。而我國智慧防疫系統也

成為世界各國觀注的焦點，包含澳洲、加

拿大、美國、英國、日本及新加坡等國都

來詢問運作機制及交流。

「入境檢疫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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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國內疫情趨緩，為讓民眾生活及

產業經濟能於一定的安全條件下，逐步恢

復正常運作，指揮中心規劃「實聯制措施

指引」，兼顧疫調需求及個人資料保護，

以個人資料最少侵害原則，著重在疫調時

可立即聯繫的資訊蒐集，並供各界因地制

宜，配合實際環境條件，掌握重點加以運

用。「實聯制措施指引」特別要求，應指

派專人辦理並善盡資料保護責任，所蒐集

個資最多只能存放 28 天，這些資料主要是

配合疫調需求時使用，不得為目的外之利

用等。

考量部分國家防疫措施鬆綁後有疫

情再起的情形，我國也持續運用科技技術

 ( 圖片來源：Yahoo 新聞 / 資料來源：衛福部疾管署、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

2019 新型冠狀病毒全球疫情（更新至 109.06.09)

確診人數

1 美　國 1,960,897 人
2 巴　西 707,412 人
3 俄羅斯 476,043 人
4 英　國 288,834 人
5 印　度 265,928 人
6 西班牙 241,717 人
7 義大利 235,278 人
8 秘　魯 199,696 人
9 法　國 191,313 人
-
-
141 臺　灣 443 人

整備相關的防疫措施，以因應未來可能的

疫情風險，例如：規劃使用人工智慧技術

與 GPS 技術，協助個人自主健康管理的

App，或使用藍牙技術的社交距離 App，降

低社區傳播的機會。目前國內疫情和緩，

雖無啟動這 2 個 App 的必要，但若世界各

國政府有需要，我國非常樂意提供原始碼，

為全球防疫盡一份心力。

我國智慧防疫能有如此卓著的成果，

都要歸功跨機關合作及民間企業協助，以

及民眾的全力支持及配合。指揮中心在此

表達萬分感謝，也希望能持續往前邁進，

以科技為台灣創造一個安全健康的生活

環境。 



勝昌藥品成方 GMP 製劑要覽
一、濃縮方劑
F01010 乙字湯
F01020 一貫煎
F02020 九味羌活湯
F02030 二朮湯
F02040 二陳湯
F02050 人參肥兒丸
F02060 人參敗毒散
F02070 人參養榮湯
F02080 八仙湯
F02090 八正散
F02100 八味地黃丸
F02110 八味帶下方
F02120 八珍湯
F02130 十六味流氣飲
F02140 十全大補湯
F02150 十味香薷飲
F02160 十味敗毒湯
F02170 十神湯
F02180 七寶美髯丹
F02190 七物降下湯
F03010 香薷飲
F03020 三痹湯
F03030 三黃石膏湯
F03040 三黃瀉心湯
F03050 上中下通用痛風丸
F03060 大承氣湯
F03070 大青龍湯
F03080 大建中湯
F03090 大柴胡湯
F03100 大秦艽湯
F03110 大黃牡丹皮湯
F03120 女科柏子仁丸
F03130 小半夏加茯苓湯
F03140 小承氣湯
F03150 小青龍湯
F03160 小建中湯
F03170 小活絡丹
F03180 小柴胡湯
F03190 小陷胸湯
F03200 小續命湯
F03210 川芎茶調散
F03220 大柴胡湯去大黃
F03230 小柴胡湯去參
F03240 小薊飲子
F04010 五皮飲
F04020 五苓散
F04030 五淋散
F04040 五積散
F04060 六君子湯
F04070 六味地黃丸
F04080 六和湯
F04090 分消湯
F04100 升陽益胃湯
F04110 升麻葛根湯
F04120 天王補心丹
F04130 木防己湯
F04140 木香檳榔丸
F04160 止嗽散
F04170 少腹逐瘀湯
F04180 天麻鈎藤飲
F05010 代赭旋覆湯
F05020 加味平胃散
F05030 加味逍遙散
F05040 半夏天麻白朮湯
F05050 半夏厚朴湯
F05060 半夏瀉心湯
F05070 右歸丸
F05090 四君子湯
F05100 四味香薷飲

F05110 四物湯
F05120 四逆散
F05130 四逆湯
F05140 左歸丸
F05150 平胃散
F05160 正骨紫金丹
F05170 玉女煎
F05180 玉屏風散
F05190 甘麥大棗湯
F05200 甘露消毒丹
F05210 甘露飲
F05220 生化湯
F05230 生脈散
F05240 白虎加人參湯
F05250 白虎湯
F05260 白頭翁湯
F05270 安中散
F05280 四神丸
F05290 瓜蔞枳實湯
F05310 玉泉丸
F05320 平肝流氣飲
F06010 托裏消毒飲
F06020 百合固金湯
F06030 竹葉石膏湯
F06040 血府逐瘀湯
F06060 竹茹溫膽湯
F07010 吳茱萸湯
F07020 抑肝散
F07030 折衝飲
F07040 杏蘇散
F07050 杞菊地黃丸
F07060 芍藥甘草湯
F07070 芍藥湯
F07080 芎歸膠艾湯
F07090 辛夷清肺湯
F07100 辛夷散
F07110 防己黃耆湯
F07120 防風通聖散
F07130 完帶湯
F07150 身痛逐瘀湯
F07170 沙參麥冬湯
F08010 兒科杏蘇散
F08020 定喘湯
F08030 治濁固本丸
F08040 炙甘草湯
F08050 知柏地黃丸
F08060 羌活勝濕湯
F08070 金水六君煎
F08080 金沸草散
F08090 當歸散
F08100 金鎖固精丸
F08110 附子理中湯
F08120 抵當湯
F08140 定志丸
F08170 肥兒八珍糕
F09010 保元柴胡清肝散 
F09020 保安腎
F09030 保和丸
F09040 保產無憂方
F09050 厚朴溫中湯
F09060 枳縮二陳湯
F09070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F09080 柴胡桂枝湯
F09090 柴胡桂枝乾薑湯
F09100 柴胡清肝湯
F09110 柴胡疏肝湯
F09130 柴陷湯
F09140 柴葛解肌湯
F09150 洗肝明目湯
F09160 胃苓湯

F09170 胃舒寧
F09180 苓甘薑味辛夏仁湯
F09190 苓桂朮甘湯
F09200 香芎湯
F09210 香砂六君子湯
F09240 香砂平胃散
F09220 香砂養胃湯
F09230 香蘇散
F10010 射干麻黃湯
F10030 桂枝加朮附湯
F10040 桂枝加芍藥湯
F10050 桂枝加龍骨牡蠣湯
F10060 桂枝芍藥知母湯
F10070 桂枝茯苓丸
F10080 桂枝湯
F10090 桃紅四物湯
F10100 桃核承氣湯
F10110 桑菊飲
F10120 桑螵蛸散
F10130 桔梗湯
F10140 消風散
F10150 消痔丸
F10170 烏藥順氣散
F10180 益血力
F10190 益氣聰明湯
F10200 真人活命飲
F10210 真武湯 
F10220 神秘湯
F10230 秦艽鱉甲散
F10240 茯菟丹
F10250 茵陳五苓散
F10260 茵陳蒿湯
F10270 荊防敗毒散
F10280 荊芥連翹湯
F11030 參苓白朮散
F11040 參蘇飲
F11050 啟脾丸
F11060 強補 
F11080 排膿散
F11090 涼膈散
F11100 清上防風湯
F11110 清上蠲痛湯
F11120 清心蓮子飲
F11130 清空膏
F11140 清肺湯
F11150 清肺飲
F11160 清胃散
F11190 清暑益氣湯
F11200 清燥救肺湯
F11210 理中湯
F11220 紫草根牡蠣湯
F11230 紫菀湯
F11240 逍遙散
F11250 連翹敗毒散
F11260 麥門冬湯
F11270 麻子仁丸
F11280 麻杏甘石湯
F11290 麻杏薏甘湯
F11300 麻黃湯
F11310 麻黃附子細辛湯
F11330 涼膈散去硝黃加桔梗
F11350 理冠丹參散
F11370 通竅活血湯
F11380 清心利膈湯
F11400 麥味地黃丸
F12010 散腫潰堅湯
F12020 普濟消毒飲
F12030 疏肝湯
F12040 疏經活血湯
F12050 腎著湯

F12060 華蓋散
F12070 萆薢分清飲
F12080 越婢加朮湯
F12090 越鞠丸
F12100 黃芩湯
F12110 黃耆五物湯
F12120 黃耆建中湯
F12130 黃連上清丸
F12150 黃連湯
F12160 黃連解毒湯
F12170 鈎藤散
F13010 復元活血湯
F13020 愈帶丸
F13030 溫清飲
F13040 溫經湯
F13050 溫膽湯
F13060 滋陰降火湯
F13070 滋腎明目湯
F13080 滋腎通耳湯
F13090 當歸六黃湯
F13100 當歸四逆湯
F13110 當歸芍藥散
F13120 當歸拈痛湯
F13130 當歸飲子
F13140 當歸龍薈丸
F13150 聖愈湯
F13160 葛花解酲湯
F13170 葛根湯
F13180 葛根黃連黃芩湯
F13190 補中益氣湯
F13210 補陽還五湯
F13220 過期飲
F13230 頓嗽湯
F13240 寧嗽丸
F13260 補陰湯
F14010 槐花散
F14020 蒼耳散
F14030 酸棗仁湯
F14040 銀翹散
F14050 鼻療
F14060 膈下逐瘀湯
F15010 潤腸湯
F15020 調胃承氣湯
F15030 調經丸
F15040 養心湯
F15050 養肝丸
F15060 養陰清肺湯
F16010 導水茯苓湯
F16020 導赤散
F16030 獨活寄生湯
F16040 橘皮竹茹湯
F16060 豬苓湯
F16070 七味白朮散
F16080 龍膽瀉肝湯
F16090 龜鹿二仙膠
F17010 濟生腎氣丸
F17020 薏苡仁湯
F17030 還少丹
F18010 歸耆建中湯
F18020 歸脾湯
F18030 瀉白散
F18040 瀉黃散
F18050 雙解散
F20010 藿香正氣散
F20020 蘇子降氣湯
F21010 續命湯
F21020 驅風解毒湯
F21030 鐵笛丸
F23010 蠲痹湯

二、錠劑
CT02170 十神湯
CT03040 三黃瀉心湯
CT04020 五苓散
CT04120 天王補心丹
CT04180 天麻鉤藤飲
CT05270 安中散
CT07110 防己黃耆湯
CT09070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CT09110 柴胡疏肝湯
CT10080 桂枝湯
CT12040 疏經活血湯
CT12160 黃連解毒湯
CT13170 葛根湯
CT15020 調胃承氣湯
CT17010 濟生腎氣丸
CM02100 八味地黃丸
CM04070 六味地黃丸
CM05030 加味逍遙散
CM05060 半夏瀉心湯
CM05150 平胃散
CM05190 甘麥大棗湯
CM07050 杞菊地黃丸
CM07060 芍藥甘草湯
CM07100 辛夷散
CM07120 防風通聖散
CM08050 知柏地黃丸
CM10070 桂枝茯苓丸
CM10100 桃核承氣湯
CM11030 參苓白朮散
CM11240 逍遙散
CM11270 麻子仁丸
CM13190 補中益氣湯
CM14030 酸棗仁湯
CM14040 銀翹散
CM16030 獨活寄生湯
CM16080 龍膽瀉肝湯
CM17030 還少丹
CM18020 歸脾湯
CM20010 藿香正氣散

三、膠囊劑
CH04070A 六味地黃丸
BC12210A 黃連
BC12210B 黃連

四、傳統丸劑
W02100 八味地黃丸
W02140 十全大補丸
W04050K 五子種玉丹
W04070 六味地黃丸
W04120 天王補心丹
W05110 四物丸
W05140 左歸丸
W07190K 延年回春丹
W07050 杞菊地黃丸
W08050 知柏地黃丸
W08100 金鎖固精丸
W11390 捷豹健步丸
W11400 麥味地黃丸
W12180K 斑龍丸
W17030 還少丸
W16080 龍膽瀉肝丸
W16090K 龜鹿二仙丸
W17010 濟生腎氣丸

五、傳統散劑
CS06070C 行血運功散
CS06050D 如意金黃散
CS11320C 健胃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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