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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菔子
本刊資料室

【基原】

為十字花 科  C r u c i f e r a e  植 物蘿蔔 

Raphanus sativus L. 之乾燥成熟種子。

本 品 之 稀 乙 醇 抽 提 物 不 得 少 於

13.0%，水抽提物不得少於 16.0%，所含芥

子鹼硫氰酸鹽 (Sinapine thiocyanate) 不得少

於 0.40%。（《臺灣中藥典》）

【原植物】

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高 30~100 

cm。直根，肉質，長圓形、球形或圓錐形，

外皮綠色、白色或紅色。莖有分枝，無毛，

稍具粉霜。基生葉和下部莖生葉大頭羽狀

半裂，長8~30 cm，寬3~5 cm，頂裂片卵形，

側裂片 4~6對，長圓形，有鈍齒，疏生粗毛；

上部葉長圓形，有鋸齒或近全緣。總狀花

序頂生或腋生；萼片長圓形；花瓣 4，白色、

紫色或粉紅色，直徑 1.5~2 cm，倒卵形，

長 1~1.5 mm，具紫紋，下部有長 5 mm的

爪；雄蕊 6，4長 2短；雌蕊 1，子房鑽狀，

柱頭柱狀。長角果圓柱形，長 3~6 cm，在

種子間處縊縮，形成海綿質橫膈，先端有

喙長 1~1.5 mm；種子 1~6顆，卵形，微扁，

長約 3 mm，紅棕色，並有細網紋。花期 4-5

月，果期 5-6月。

原產中國，中國各地均有栽培，且有

大量的栽培品種。(《中華本草》)

【藥材性狀】

1. 一般性狀：

　　　本品呈類圓形、類卵形，稍扁，長

約 0.3~0.6 cm，寬 0.25~0.3 cm。表面呈

光滑黃棕色，一側有數條縱溝，一端有

種臍，呈褐色圓點狀突起。質硬，破開

後可見黃白色種仁，頗肥厚，具油性。

氣微，味略辛。

2. 組織：

　　　本品種子橫切面，最外 1 層為表皮

細胞，下皮為 1 層薄壁性的半月形巨細

胞，再下 1 層為柵狀細胞，呈紅棕色，

木質化，寬 11 μm 左右，高 10~20 μm。

再下層為色素層，內含紅棕色物質。內

胚乳細胞 1 列，呈扁平狀。子葉及胚根

細胞中均含糊粉粒及脂肪油。

3. 粉末：

　　　本品粉末黃棕色。種皮柵狀細胞成

片，呈紅棕色，類多角形。內胚乳細胞

呈扁平狀，內含糊粉粒及脂肪油滴。

(《臺灣中藥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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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收加工】

翌年 5~8月，角果充分成熟時採收曬

乾，打下種子，除去雜質，放乾燥處貯藏。

（《中華本草》）

【藥性】

《中華本草》：「味辛、甘，性平。歸脾、

胃、大腸經。」

《寶慶本草折衷》：「味辛，微寒，無毒。」

《滇南本草》：「味辛，性溫。入脾、肺

二經。」

《綱目》：「辛、甘，平。」

《本草正》：「味大辛，氣溫，氣味俱厚，

降也。」

《本草滙言》：「可升可降，陰中陽也。」

《藥品化義》：「味甘、辛，性溫而銳，

入脾、胃二經。」

《玉楸藥解》：「辛，熱。」

《本草再新》：「入肝、肺二經。」

【炮製】

1. 萊菔子

　《勝金方》：「淘擇洗焙乾。」《衛生

家寶產科備要》：「研。」《景岳全書》：

「生搗。」《中華本草》：「現行，取

原藥材，除去雜質，洗淨，乾燥。用時

搗碎。」

2. 炒萊菔子

　《聖惠方》：「炒令熟，搗細羅取末，微

黃。」《活幼心書》：「用屋瓦慢火焙。」

《藥品辨義》：「略炒香研用，不宜經

久。」《中華本草》：「現行，取淨莱

菔子，置鍋內，用文火加熱，炒至微鼓

封
面
植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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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有香氣逸出，取出放涼。炒後藥性

緩和，擅長於下氣化痰，消食除脹。」

飲片性狀：種子類圓形或橢圓形，略

扁，長 2~4 mm，寬 2~3 mm。種皮薄。表

面紅棕色、黃棕色或深灰色，放大鏡下觀

察有細密網紋，種子一側現數條縱溝，一

端有黑色種臍。子葉 2 片，乳白色，肥厚，

縱摺。氣微，味略辛。

【功能與主治】

《中華本草》：「消食導滯，降氣化痰。

主治食積氣滯，脘腹脹滿，腹瀉，下痢後

重，咳嗽多痰，氣逆喘滿。」

《日華子》：「水研服，吐風痰，醋研消

腫毒。」

《寶慶本草折衷》：「《續說》云：張松

謂蘿蔔子治氣結成塊，心腹脹滿，小腸氣

痛及下水滯，消宿食。今多炒用。」

《滇南本草》：「下氣寬中，消膨脹，消

痰涎，消宿食，消面積滯，降痰，定吼喘，

攻腸胃積滯，治痞塊、單腹疼。」

《綱目》：「下氣定喘，治痰，消食，除脹，

利大小便，止氣痛，下痢後重，發瘡疹。」

《藥性切用》：「服參作脹，非此不消。」

《醫林纂要．藥性》：「生用吐風痰，寬

胸膈，托瘡疹。熱用，下氣消痰，攻堅積，

療後重。」

《本草再新》：「化痰除風，散邪發汗。」

《隨息居飲食譜》：「治痰嗽，齁喘，氣鼓，

頭風，溺閉，及誤服補劑。」

【用法用量】

內服：煎湯，5 ～ 10 g；或入丸、散，

宜炒用。

外用：適量，研末調敷。（《中華本草》)

【使用注意】

《中華本草》：「無食積痰滯及中氣虛弱

者慎服。」

《本草經疏》：「凡虛弱人忌之。」

《本草正》：「中氣不足，切忌妄用。」

《本草從新》：「虛弱者服之，切忌妄用。」

《得配本草》：「服補藥者忌之。」

《飲片新參》：「氣虛血弱者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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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子金
本刊資料室

臺
灣
常
用
中
草
藥

【基原】

為 遠 志 科 Polygalaceae 植 物 瓜 子 金

Polygala japonica Houtt. 的根及全草。

【型態特徵】

多年生草本，高 15 ～ 20 cm。莖直立

或斜生，綠褐色或綠色。枝圓柱形，具縱

棱，被卷曲短柔毛。單葉互生；葉柄長約 1 

mm，黃褐色，被短柔毛；葉紙質至近革質，

卵形至卵狀披針形，長 1 ～ 2.3 cm，寬 5 ～

9 mm，綠色，先端鈍，基部圓形至闊楔形，

全緣，反卷，兩面近無毛或被短柔毛；主脈

在上表面凹陷，並被卷曲短柔毛，側脈 3 ～

5 對。花兩性，總狀花序與葉對生，葉腋外

生；花少，長約 7 mm，具早落披針形小苞片；

萼片 5，宿存，外面 3 枚少，披針形，長 4 

mm，外面被短柔毛，裏面 2 枚大，花瓣狀，

卵形至長圓形，長約 6.5 mm，基部具爪；花

瓣 3，白色至紫色，基部合生，側生花瓣長

圓形，長約 6 mm，基部內側被短柔毛，龍

骨瓣舟狀，頂端背部具條裂雞冠狀附屬物；

雄蕊8，長達6 mm，花絲幾乎全部合生成鞘，

1/2 以下與花瓣貼生，鞘之兩側具緣毛，花

藥卵形，頂孔開裂；子房倒卵形，直徑約 2 

mm，具翅，花柱肥厚，彎曲，長約 5mm，

柱頭 2，間隔位於花柱先端。蒴果圓形，綠

色，直徑約6 mm，具闊翅，無毛。種子卵形，

長約 3 mm，直徑約 1.5 mm，黑色，密被白

色短柔毛。花期 4-5 月，果期 5-7 月。

【採收加工】

秋季採集全草，洗凈，曬乾。

【性味】

味苦、微辛，性平。

【功能與主治】

祛痰止咳，散瘀止血，寧心安神，解

毒消腫。

主治咳嗽痰多，跌打損傷，風濕痹痛，

吐血，便血，心悸，失眠，咽喉腫痛，癰

腫瘡瘍，毒蛇咬傷。

【用法用量】

內服：煎湯，6 ～ 15 g，鮮品 30 ～ 60 g；

或研末；或浸酒。

外用：適量，搗敷或研末調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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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飲片炮製介紹 --- 甘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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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藥材來源為豆

科植物甘草 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脹果甘草 Glycyrrhiza inflata 

Bat. 或光果甘草 Glycyrrhiza glaba L. 的乾燥根或根莖；具有補脾益氣，

清熱解毒，袪痰止咳，緩急止痛，調和諸藥的功效 1, 2。甘草入藥始

載于《神農本草經》，列為上品，其炮製始見於《雷公炮炙論》；

歷代使用的炮製品有甘草、炒甘草、煨甘草、甘草炭、炙甘草、酒

甘草、醋甘草、鹽製甘草、膽汁製甘草、烏藥汁製甘草、麩炒甘草

及薑甘草等 3, 4。現代炮製以甘草及炙甘草較為常用，在此介紹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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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 (甘草片 )：

除去雜質，洗淨，潤透，切厚片，乾

燥 2-7。

2.炙甘草 (蜜甘草 )：

取煉蜜用適量開水稀釋後，加入甘草片

拌勻，悶透片刻，置炒制容器內，用文火加

熱，炒至表面現深黃色，不黏手為度，取出

放涼。每 100 kg 甘草片，用煉蜜 25 kg2-7。

二、飲片性狀

1.甘草 (圖 1)：

本品呈類圓形或橢圓形的厚片。外表

皮紅棕色或灰棕色，具縱皺紋。切面略顯

纖維性，中心黃白色，有明顯放射狀紋理

及形成層環。質堅實，具粉性。氣微，味

甜而特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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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甘草飲片圖 圖 2  炙甘草飲片圖

2.炙甘草 (圖 2)：

本品呈類圓形或橢圓形切片。外表皮

紅棕色或灰棕色，微有光澤。切面黃色至

深黃色，形成層環明顯，射線放射狀，略

有黏性。具焦香氣，味甜 2-7。

三、炮製研究

1.方法與品質研究：

現代炮製研究顯示，甘草的加工多數

是經過二次加工完成，若是於產地直接將

鮮甘草一次加工成甘草片，則可以減少成

分流失，增加療效。傳統蜜炙甘草皆用煉

蜜，煉蜜黏性較強，浸潤時難滲透到甘草

組織內部，所以有研究提出添加適量的白

酒與冷開水稀釋煉蜜後，蜜比較容易滲入

甘草組織中，有利於炒製並得到較好的飲

片；也有以煉製的中蜜用文火加熱，再加

入甘草片拌炒均勻後，直接用烘箱烘烤至

不黏手方式炮製，此法優點為效率高、產

品色澤一致，不黏手，外觀質量好 8, 9。

另外，對甘草及其炮製品的甘草酸含

量進行分析，實驗證明，清炒甘草水溶液

中甘草酸含量有所升高，而炙甘草中甘草

酸含量有所下降，約減少 20% 左右，甘草

次酸的含量相對增高。通過炒製法、烘製

法、微波法不同方法製備炙甘草，發現烘

製法製得的炙甘草中甘草酸含量高。還有

學者採用 HPLC-DAD 法建立甘草及其炮製

品的指紋圖譜，比較炮製前後水煎液中甘

草苷的含量變化，發現蜜炙可以顯著增加

甘草苷的含量 (P<0.01)，清炒甘草以及蜜

潤甘草中甘草苷的含量均低於炙甘草 8, 9。

2.化學與藥理研究：

甘草的根及根莖含有三萜皂苷類成

分： 主 要 含 甘 草 甜 素 (glcyrrhizin)， 是 甘

草酸 (glycyrrhizic acid) 的鉀、鈣鹽，為甘

草的甜味成分；甘草酸水解後生成甘草次

酸， 又 名 18β- 甘 草 次 酸 (18β-glycyrrh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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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d)。其他的三萜皂苷有：烏拉爾甘草

皂 苷 A、B(uralsaponins A-B)、 甘 烏 內 酯

(glycyrrhizin)、甘草皂苷 A3、B2、C2、D3、

E2、F3、G2、H2、J2、K2(licoricesaponins 

A3、B2、C2、D3、E2、F3、G2、H2、J2、K2) 等；

另含有黃酮類成分：甘草苷 (liquiritin)、

甘 草 苷 元 (liquiritigenin)、 新 甘 草 苷

(neoliquiritin)、異甘草苷 (isoliquiritin)、異

甘 草 苷 元 (isoliquiritigenin)、 新 異 甘 草 苷

(neoisoliquiritin)、 甘 草 利 酮 (licoricone)、

芒 柄 花 素 (formononetin)、 異 芒 柄 花 苷

(isoononin)、烏拉爾醇 (uralenol)、新烏拉爾

醇 (neouralenol)、烏拉爾新苷 (uralenneoside)

等；還含有香豆素類成分：甘草香豆素

(glycycoumarin)、 甘 草 醇 (glycyrol)、 異 苷

草酚 (isoglycyrol)、新甘草酚 (neoglycyrol)

等 3, 11。

現代藥理研究顯示，甘草具有腎上腺

皮質激素樣作用，例如：以甘草及製劑中

的甘草酸及甘草次酸可抑制腎臟 11-β 羥甾

脫氫酶 (11-OHSD) 活性，使腎臟局部皮質

醇或皮質酮水平增多而超過局部醛固酮水

平繼而作用於醛固酮受體而產生鹽皮質激

素樣作用。另外對消化系統具有抗潰瘍、

保肝及促進胰液分泌的作用，此外還具有

抗炎、抗菌、抗病毒、抗心律失常、鎮咳

祛痰、解毒及抗腫瘤等作用 3, 11。

四、臨床應用

1.功效應用：

中醫理論認為甘草具有補脾益氣，清

熱解毒，祛痰止咳，緩急止痛，調和諸藥

的功效。常用於脾胃虛弱，倦怠乏力，心

悸氣短，咳嗽痰多，脘腹、四肢攣急疼痛，

癰腫瘡毒，緩解藥物毒性、烈性 2, 3。甘草

的炮製作用，一般認為生品味甘偏涼，長

於瀉火解毒，化痰止咳；多用於痰熱咳嗽，

咽喉腫痛，癰疽瘡毒等。經蜜炙後藥性偏

溫，以補脾和胃，益氣復脈力勝；多用於

脾胃虛弱，倦怠乏力，心悸脈結代等 3, 6, 7。

在臨床應用上，甘草味甘，入脾胃以

補益中氣。凡脾胃虛弱，食少倦怠，面黃

肌瘦，大便溏薄者，常配人參、白朮等同

用，以補氣益中而調脾胃，如《局方》四

君子湯。若脾虛日久，中氣下陷，久瀉不

止，內臟下垂者，則須與黃耆、升麻、柴

胡等同用，共奏補中益氣，升陽舉陷之效，

如《脾胃論》補中益氣湯。其他常用方劑

如炙甘草湯、二陳湯、八正散、十全大補

湯、十神湯、三痹湯、小青龍湯、小柴胡

湯、止嗽散、半夏瀉心湯、導赤散、甘麥

大棗湯、玉泉丸、血府逐瘀湯、芍藥甘草

湯、苓桂朮甘湯、桂枝湯、麻杏甘石湯、

疏經活血湯、葛根湯及酸棗仁湯等，皆可

隨證加減應用。

2.用法用量：

內服：煎湯，2 ～ 10 g，調和諸藥用

量宜小，作為主藥用量宜稍大。凡入補益

藥中宜炙用，入清瀉藥中宜生用。

外用：適量，煎水洗、漬；或研末敷 3。

使用注意：濕濁中阻而脘腹脹滿、嘔

吐及水腫者禁服，長期大量服用可引起脘



- 11 - 第五十二卷第四期

107

悶、納呆、水腫等，並可產生假醛固酮症。

不宜與海藻、京大戟、紅大戟、甘遂、芫

花同用 2, 3。

結語

綜上所述，甘草常見的炮製有甘草及

炙甘草二種方法，目的是要提高飲片品質

及增加療效等，以達到安全、均一與有效

的用藥要求；在相關的炮製研究指出，炙

甘草炮製前後的化學成分變化顯著，能使

甘草苷、次甘草酸等成分之含量提升，使

甘草酸之含量降低；另外藥理研究顯示甘

草具有腎上腺皮質激素樣作用、鎮咳祛痰、

抗菌、抗病毒、抗炎及抗腫瘤等藥理作用。

因此，在臨床應用甘草時，應根據病情病

況的需要，選用適宜對證的飲片或處方，

才能讓藥物的療效完全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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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出同一種藥用植物 ---

　　　　     葛根與葛花

勝昌製藥技術部 鄧秀玫

 【前言】

葛 為 豆 科 Leguminosae 植 物 野 葛

Pueraria lobata (Willd.) Ohwi 或 甘 葛 藤

Pueraria thomsonii Benth.， 葛 主 要 以 根 入

藥，「葛根」藥用之名，葛根味甘，粉性

足者為佳，故有甘葛、粉葛之名，始載於

《神農本草經》，列為中品；《本草圖經》

曰：今處處有之，江浙尤多；春生苗，引

藤蔓，長一二丈，紫色，葉頗似楸葉而青，

七月著花似豌豆花，不結實；根形大如手

臂，紫黑色，五月五日午時採根，曝乾；

以入土深者為佳，今人多以作粉食之，甚

益人；葛花，始載於《名醫別錄》，李時

珍曰：葛有野生，有家種，其蔓延長，取

治可作絺綌，其根外紫內白，長者七八尺，

其葉有三尖，如楓葉而長，面青背淡，其

花成穗，纍纍相綴，紅紫色，其莢如小黃

豆莢，亦有毛，其子綠色，扁扁如鹽梅子

核，生嚼豆腥氣，八九月採之，《神農本

草經》所謂葛穀是也 (4, 6, 8, 9, 12, 14)。

葛屬 (Pueraria) 植物全世界約 35 種，

分佈於印度至日本，南至馬來西亞；中國

產 8 種及 2 變種，主要分佈於西南、中南

至東南部各省區，現供藥用者約 5 種；野

葛主產於湖南、河南、廣東、浙江、四川、

貴州等地，除新疆、青海、西藏外，全國

各地均有分佈，生於山坡、草叢或疏林中

及較陰濕的地方；甘葛藤主產於廣西、廣

東等地，四川、雲南等省亦有分佈，多為

栽培，常為栽培或生於野生於山坡草叢和

疏林中 (2, 3, 4, 5, 6, 8, 13, 14,，15, 16, 17, 19)。粉葛花一般

為栽培，主產於廣東、廣西、雲南；野葛花，

除新疆、青海、西藏外，全國各地均有分

佈，主產於湖南、河南、浙江、安徽、廣東、

廣西等地 (6, 9)。

野葛為多年生落葉性纏繞性藤本，長

        葛覃 

 葛之覃兮，施於中穀，維葉萋萋。

 黃鳥於飛，集於灌木，其鳴喈喈。

 葛之覃兮，施於中穀，維葉莫莫。

 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

 薄浣我衣。害浣害否，歸寧父母。

先秦：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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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10 m，全株莖葉密被黃褐色硬毛，塊根

呈圓柱狀肥大，外皮灰黃色，內部粉質，

纖維性很強；莖基部粗壯，上部多分枝；

3 出複葉，互生，小葉片菱狀卵形，長 5 ～

19 cm，寬 4 ～ 18 cm，頂生小葉柄較長，

葉片菱狀圓形，先端漸尖，基部圓形，有

時淺裂，側生小葉較小，斜卵形，兩邊不

等，背面蒼白色，有粉霜，兩面均被白色

伏生短柔毛；托葉盾狀著生，卵狀長橢圓

形，小托葉針狀；總狀花序腋生，花冠藍

紫色或紫色苞片狹線形，早落，小苞片卵

形或披針形；萼鐘狀，長 0.8 ～ 1 cm，萼

齒 5，披針形，上面 2 齒合生，下面 1 齒

較長；旗瓣近圓形或卵圓形，先端微凹，

基部有兩短耳，翼瓣狹橢圓形，較旗瓣短，

常一邊的基部有耳，龍骨瓣較翼瓣稍長；

雄蕊 10，二體；子房線形，花柱彎曲，莢

果線形，扁平，種子卵圓形，赤褐色，有

光澤；花期 4 ～ 8 月，果期 8 ～ 10 月 (2, 3, 4, 6, 

7, 8, 10, 14, 16, 17, 19)。

甘葛藤為多年生落葉性藤本，塊根肥

大，呈紡錘形，內色白，粉性重，莖匍伏

細長，全株莖葉密被黃褐色粗，葉互生，

總葉柄基部具托葉 2 枚，三出複葉，小葉

片菱狀圓形或寬卵形，2 深裂或淺裂及波

緣呈琴形，有時 3 裂，長 9 ～ 21 cm，寬 8 ～

18 cm，先端短漸尖，基部圓形，3 複葉葉

面綠色，葉脈兩面隆起；總狀花序腋生，

單出，花著生疏鬆，每節 3 ～ 5 朵，惟 1 ～

2 朵結果，總苞片 2 枚，長橢圓披針形，

小苞片長橢圓狀披針形；花萼小，短鐘形，

萼片 4 枚，大小不等，上片最大，廣卵形，

紫褐色，下片最長，橢圓狀披針形，其餘

3 片和綠色，其中 2 片近相等，花冠蝶形，

紫色，莢果長橢圓形，扁平，密被黃褐色

長硬毛；種子腎形或圓形；花期 6 ～ 9 月，

果期 8 ～ 10 月 (2, 4, 6, 8, 10, 14, 16, 17, 19)。

葛根的藥理研究指出，葛根具有保護

缺血心肌、抗心律失常、擴張血管、降血

脂、降血糖、抗骨質流失、保肝、抗腫瘤

和解熱等作用，中醫理論認為葛根具有解

肌退熱、發表透疹、生津止渴的功效；且

葛根是中國衛生部規定的藥食同源品種之

一，從葛根中製備的高級優質澱粉 — 葛

粉，富含鈣、鋅、鐵、銅、磷、鉀等 10 多

種人體所必需的微量元素及多種氨基酸、

維生素等；野葛在中國分佈廣泛，儲量豐

富，在中國和日本有長期食用的歷史，因

此對野葛進行食物添加劑和保健食品的開

發具有良好的潛力和市場前景 (15)。

葛根全株均有利用價值，根部於秋、

冬間採收，掘起塊根、洗淨、削除外皮、

縱切成塊或切片、乾燥或烘乾，稱葛根，

具解肌退熱，生津止渴，透疹，升陽止瀉，

通經活絡，解酒毒之效；藤莖稱葛蔓，治

癰腫、喉痹之效；葉片稱葛葉，主金瘡止

血之效；花於 7 ～ 8 月開花期，採收待開

放的花蕾，或把花穗一起剪下，陰乾後除

去枝梗雜質，稱葛花，有解酒醒脾之效；

種子稱葛穀，有解酒毒之效；塊根採製之

澱粉稱葛粉，具生津止渴、清熱除煩之效 ( 

6, 7, 13, 14, 15)；葛根除了根部可以供藥用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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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材介紹】1-19

花、葉、藤莖、種子也具有藥用價值，中

醫認為葛花、種子具有解酒健脾的功效，

因此對葛花、種子進行開發和研究製解酒

藥具有廣闊的前景 (15)。

在中醫藥材裡，葛根是指豆科植物野

葛 ( 商品名稱柴葛 ) 或甘葛藤 ( 商品名稱粉

葛 ) 的乾燥根，野葛又名葛條、粉葛、甘葛、

葛藤 … 等，甘葛藤又名粉葛、甘葛、葛根、

葛麻藤 … 等，味甘、辛，性涼，歸脾、胃

經，為解表藥 ( 辛涼解表 )，具有解肌退熱，

生津止渴，透疹，升陽止瀉，通經活絡，

解酒毒，用於外感發熱頭痛，項背強痛，

口渴，消渴，麻疹不透，熱痢，泄瀉，眩

暈頭痛，中風偏癱，胸痹心痛，酒毒傷中

等效用 ( 2, 5, 6, 7, 8, 9, 11, 12, 14, 15, 16, 17, 19)；其乾燥花，

中藥名為葛花，又名葛條花、葛藤花、甘

葛花、野葛花、粉葛花，味甘，性平，歸脾、

胃經，為清熱藥 ( 清熱瀉火 )，具有解酒毒，

除胃熱，用於酒後煩渴，頭痛頭暈，嘔吐，

濕熱便血等效用 ( 6, 9, 11, 12, 14, 17)。

本文就葛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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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葛飲片圖

粉葛飲片圖

葛花飲片圖

藥材名 葛根 葛花

基原
為豆科 Leguminosae 植物野葛 Pueraria lobata 
(Willd.) Ohwi 或甘葛藤 ( 又稱粉葛 )Pueraria 
thomsonii Benth. 之乾燥根。

為豆科 Leguminosae 植物野葛 Pueraria lobata 
(Willd.) Ohwi 或甘葛藤 ( 又稱粉葛 ) Pueraria 
thomsonii Benth. 之乾燥花及花蕾。

別名
野葛又名葛條、粉葛、甘葛、葛藤 … 等
甘葛藤又名粉葛、甘葛、葛根、葛麻藤、鹿豆、
家葛 … 等

葛條花、葛藤花、甘葛花、野葛花、粉葛花

性味
歸經

味甘、辛，性涼；
歸脾、胃經。

味甘，性平；
歸脾、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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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材名 葛根 葛花

功能
主治

解肌退熱，生津止渴，透疹，升陽止瀉，通經活
絡，解酒毒。
用於外感發熱頭痛，項背強痛，口渴，消渴，麻
疹不透，熱痢，泄瀉，眩暈頭痛，中風偏癱，胸
痹心痛，酒毒傷中。

解酒毒，除胃熱。
用於酒後煩渴，頭痛頭暈，嘔吐，濕熱便血。

用途
分類

解表藥 ( 辛涼解表 ) 清熱藥 ( 清熱瀉火 )

成分
含量

【臺灣中藥典第三版】
所含葛根素 (Puerarin) 於野葛不得少於 2.5%，甘
葛藤不得少於 0.16%。

【臺灣中藥典第三版】
含鳶尾苷 (Tectoridin) 和鳶尾苷元 (Tectorigenin) 的
總量不得少於 1.40%。

化學
成分

野葛根含大豆苷元 (daidzein)、大豆苷
(daidzin)、葛根素 (puerarin)、3’- 羥基葛根
素 (3’-hydroxypuerarin)、3’- 甲氧基葛根素
(3’-methoxypuerarin)、6”-O-D- 木糖基葛根素
(6”-O-D-xylosylpuerarin)、鷹嘴豆素 A (biochanin 
A)、刺芒柄花素 (formononetin)、染料木素
(genistein)、鳶尾黃素 (tectorigenin)、7, 4’- 二氧
甲基鳶尾黃素 (7, 4’-di-O-methyltectorigenin)、
3’- 羥基葛根素 -4’-O- 去氧己糖苷 (3’-methoxy-
6”-O-D-xylosylpuerarin)、皂苷類成分：槐花二醇
(sophoradiol)、廣東相思子三醇 (cantoniensistriol)、
大豆皂醇 A、B (soyasapogenols A, B)、葛根
皂醇 A、C (kudzusapogenols A, C)、葛根皂
醇 B 甲酯 (kudzusapogenol B methylester) 為苷
元的三萜皂苷；此外，尚有 4’- 甲氧基葛根素
(4’-methoxypuerarin)、大豆苷元 -4’,7- 二葡萄糖
甙 (daidzein-4’,7-diglucoside)、大豆苷元 -7-(6-O-
丙二醯基 )- 葡萄糖苷 [daidzein-7-(6-O-malonyl)-
glucoside]、大豆苷元 -8-C- 芹菜糖基 (l→6)- 葡萄
糖苷 [daidzein-8-C-apiosyl(1→6)-glucoside]、染料
木素 -8-C- 芹菜糖基 (1→6)- 葡萄糖苷 [genistein-
8-C-apiosyl(1→6)-glucoside]、葛根素木糖苷
(puerarinxyloside, PG-2)、4’-O- 葡萄糖基葛根素
(4’-O-glucosyl puerarin, PG-6)、葛根酚 (puerarol)、
葛根苷 A、B、C (pueroside A, B, C)、刺芒柄
花素 -7- 葡萄糖苷 (formononetin-7-glucoside)、
羽扇烯酮 (lupenone)、紫檀烷 (tuberosin)、β-
穀固醇 (β-sitosterol)、二十二烷酸 (docosanoic 
acid)、二十四烷酸 (tetracosanoic acid)、1- 二十
四烷酸甘油酯 (glucerol-1-monotetracosanoate)、
尿囊素 (allantoin)、β- 穀甾醇 -β-D- 葡萄糖苷
(β-sitosteryl-β-D-glucoside)、6, 7- 二甲氧基香
豆精 (6, 7-dimethoxycoumarin)、5- 甲基海因
(5-methylhydantoin) 等。

野葛新鮮花中提得揮發油，其中性油中含 1- 辛
烯 -3- 醇 (1-octen-3-ol)、丁香油酚 (eugenol)、芳
樟醇 (linalool)，酸性油中含苯甲酸甲酯 (methyl 
benzoate)、丙酸甲酯 (methylpropionate)、異
戊酸甲酯 (methyl isovalerate)、正己酸甲酯
(methyl caproate)；異黃酮類化合物含尼泊爾
鳶尾素 (irisolidonce)、染料木素 (genistein)、
大豆素 (daidzein)，槲皮素 (quercetin)、葛花苷
(kakkalide)、鷹嘴豆芽素 (biochanin) A、刺芒柄
花素 (formononetin)、芒柄花苷 (ononin)，降紫香
苷 (sissotrin)，又從中提得三萜皂苷：槐花二醇
(sophoradiol)、槐花皂苷 (kaikasaponin) Ⅲ；此外，
尚有鳶尾苷 (tectoridin)、鳶尾苷元 (tectorigenin)、
β- 穀固醇 (β-sitosterol)、β- 穀固醇 -3-O-β-D- 葡萄
糖 (β-sitosterol-3-O-β-D- glucose)、葛花異黃酮 ( 即
6, 4’- 二羥基 -7- 甲氧基異黃酮 )(kakkatin) 等。

辨識
要點

野葛
1. 根呈圓柱形，常為斜切、縱切的塊片，類白色

或淡棕色，表面有時可見殘留的棕色栓皮。
2. 切面黃白色，粗糙，纖維性強，橫切片可見同

心性環層 ( 由纖維與導管形成 )。
3. 質輕鬆。
4. 氣微，味淡。
甘葛藤
1. 根呈圓柱形、類紡綞形，習稱「粉葛」，有的

為縱切或斜切厚片，大小不一。
2. 纖維較弱，有的呈綿毛狀。
3. 質堅硬而重，富粉性。
4. 氣微，味微甜。

1. 花呈不規則扁長圓形或略呈扁腎形。
2. 萼片灰綠色，基部連合成筒狀，萼齒先端 5 裂，

裂片披針形，其中 2 齒合生，內外均被明顯的
黃白色細柔毛，基部有 2 片披針形成鑽形的小
苞片，有時有小花梗。

3. 花瓣 5 片，近等長，稍突出於萼外或被花萼包
被，淡藍紫色或淡棕色，很少散落。

4. 雄蕊 10 個，其中 9 個基部連合；雌蕊細長扁線
形，微彎曲。

5. 氣微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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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臺灣旅遊景點再添生力軍！國內濃

縮中藥權威勝昌製藥廠成立勝昌中草藥探

索館，於 109 年 12 月 24 日舉辦盛大開幕

記者會，由勝昌製藥廠董事長陳志中、總

經理李威著率領團隊熱列歡迎桃園市長鄭

文燦、桃園市林志強議員、徐景文議員、

梁為超議員、桃園市經濟發展局局長郭裕

信、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司長黃怡超、簡

任技正林美智、科長陳昭蓉蒞臨指導。桃

國旅新選擇！

勝昌製藥轉型觀光工廠！
桃園第 31 間觀光工廠 - 勝昌中草藥探索館

勝昌製藥營業部 潘昶佑

園觀光工廠促進發展協會理事長林世閎、

中藥商全聯會理事長馬逸才、中國醫藥大

學張永勳教授、天童康旅集團董事長楊世

宇、臺灣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理

事長許文憲、台灣生醫電子工程協會理事

長何彥毅、臺灣中獸醫學會理事長吳忠信

等一同出席這場盛會。

勝昌中草藥探索館是北臺灣結合親子

共遊、漢方體驗、知識傳承的複合式創意

勝昌製藥廠董事長陳志中與貴賓一同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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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工廠，也是桃園地區首座漢方中草藥

體驗生活館。勝昌以不同學習觀點來活化

中醫藥文化之美，從館內陳設、知識圖卡、

製藥巡禮、藥材體驗、營銷導購，系統式

地將傳統藥廠整裝翻新，讓臺灣中醫藥產

業更顯其魅力所在！

勝昌製藥是臺灣唯一傳承中草藥古法

炮製的中藥製劑廠，也是外銷日本第一的

臺灣中藥品牌，我們的轉型有助於中藥現

代化與整體漢方事業推廣，用企業行動來

詮釋台灣漢方文化價值的所在！因此，我

們將中醫藥五行，規劃金、木、水、火、

土等五行中藥展示區，遊客能盡情的在各

展示區探索百種藥材及認識漢方醫藥文

化，宛若一座迷你版的『漢方故宮』。除

了靜態展示外，館內也設有數種多媒體遊

戲，運用互動式體驗來認識濃縮中藥的製

程與中醫藥新知。而在硬體塑造上，團隊

運用地處優勢增加網美打卡區，將對流旺

盛的露天陽台打造成 24 小時運轉的五行風

車牆，達到心情愉悅放鬆的優美景緻。

適逢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延燒

影響，開幕記者會實施高規格的防疫措施，

以自動化體溫量測、酒精乾洗手及實名制

進出廠，全程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防疫規範，確保防疫零死角。為因應中央

防疫政策，勝昌製藥用企業行動回饋地方，

於今年四月捐贈一萬顆蜂膠晶柔皂後，桃

市長致詞。

勝昌製藥廠董事長陳志中致詞。( 桃園市政府提供 )

勝昌製藥廠再次捐贈一萬顆香皂。( 桃園市政府提供 )

市長致贈貴賓雲集匾額。( 桃園市政府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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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市各國中小教育體，已貫徹用肥皂勤洗

手的防疫觀念。隨著勝昌觀光工廠開幕活

動，與全球疫情再受第二波襲擊，勝昌再

次捐贈一萬顆蜂膠晶柔皂，不僅延續企業

責任，隨時提供防疫資源，也讓桃園年輕

學子免於新冠病毒的侵害。

在親子共遊的體驗上，館內安排三種

不同年齡層的漢方體驗 DIY 課程，運用特

製的中藥材來激發小朋友們的創意靈感，

同時也對民眾傳達中醫藥所蘊藏的養生之

道。此外，我們也開放預約參觀符合 PIC/S 

GMP 中藥濃縮製劑產線，與國家級、國際

級雙認證品質檢驗實驗室，使參觀的民眾

實質了解臺灣濃縮中藥的製程及漢方製藥

規範，不僅能傳遞中醫藥正確訊息，也讓

更多人知道臺灣中藥製劑有非常嚴格的品

質掌控，讓消費者使用是非常安心的！

勝昌中草藥探索館，位於桃園市中壢

區民族路六段 436 號，是免費參觀的桃園

在地觀光工廠，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09:00 

至 17:00，特殊休館日會在官方網站另行公

告。每天開放預約兩個場次深度導覽 10:00 

及 15:00，歡迎喜歡中醫藥的大小朋友一同

前來參觀吧！若您有觀光工廠相關問題，

可撥打 0800-588-995 由專人為您服務，或

上勝昌中草藥探索館官方網站 (https://www.

scherb.com.tw/) 查詢相關資訊唷！

市長與貴賓合影。

市長與小朋友一起體驗 DIY 課程。( 桃園市政府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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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北市政府指導，財團法人夢想社

區文教發展基金會、臺灣中獸醫藥學會主

辦「2020 夢想嘉年華」( 註 1) 於 10 月 9 日舉

行，活動內容多彩多姿，包含：「健康樂

活市集」、「夢想狂歡派對晚會」、「花

車遊行」。勝昌製藥廠不僅贊助了此次的

公益活動，還積極參與「健康樂活市集」，

與新北市政府所屬各局處、臺北市陪伴犬

協會、新北庇護工場、視障按摩協會、化

石先生共襄盛舉，一起提供各類健康公益

服務，現場不但可體驗勝昌製藥廠中草藥

DIY，還可在其他友好單位享有免費骨密

度檢測、中醫諮詢、中高齡寵物免費健檢

等。

勝昌製藥廠發揮中藥材本身的優勢，

將丁香、艾葉、白芷、紫蘇葉、石菖蒲、

薄荷、廣藿香、陳皮、蒼朮等揮發性精油

較高的藥材，增加驅蚊效果，現場小朋友、

大朋友取適量的九種藥材放入手掌般大小

的棉袋，獨特的味道飄著醒腦的草藥香，

「2020 夢想嘉年華」

　     翻轉逆境，串連各領域能量

勝昌製藥營業部 蔡侑娟

勝昌製藥廠李威著總經理接受媒體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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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身攜帶方便小巧，利於放置居家通風處

與玄關處，達到降低蚊蟲的干擾。當 " 蚊

GO 囉 " 使用一段日子後，還能將藥材們浸

漬於 75% 的酒精，經時間的萃取後，轉化

成天然的防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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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與民眾熱情參與活動

「春天養生，夏天養長，秋天養收，

冬天養藏。」，勝昌製藥廠因應四季更迭，

在乍寒的時節，特別準備了溫熱的幸福茶，

以紅茶為基底，融入橘皮、小茴香、甘草、

五味子、葫蘆巴，以真誠的心奉茶給現場

民眾，適時地喝杯溫暖的漢方草本飲，是

簡單的養生法則，將往下行的寒邪收斂，

避免冷飲傷害到肺，肺氣受損傷到脾胃，

脾胃的受損又傷到肉。除了幸福茶，舒心

茶與輕盈茶也獲得民眾的喜愛，不同的口

味，多元選擇。

除了重視人體的養生之道，勝昌製藥

廠預計為毛小孩提供漢方保健，以產學合

作的方式與「臺灣中獸醫藥學會」攜手投

入高齡化毛小孩保健食品研製。我們帶著

愛著毛小孩的心，透過陪伴，透過對話，

體現生命給彼此的精神意義。也希望應用

中草藥對高齡毛小孩妥當照顧，由內而外

獲得溫潤的調整，善終需要各層面的準備，

讓高齡毛小孩以最佳的姿態度過餘生，也

是一門健康課題。「臺灣中獸醫藥學會」

於活動現場頒贈國寶級大師李國欽打造的

陶瓷藝術品給勝昌製藥廠李威著總經理以

茲感謝。

勝昌製藥廠李威著總經理接受現場

媒體採訪表示：「對於寵物來講，他們本

身也是有經絡，想想怎麼樣可以讓我們臺

灣的這些伴侶動物，可以享受到中醫藥這

種便利。寵物老了之後牠可能有關節的問

題、可能有些是心血管的問題，希望可以

把這個中藥納入寵物本身常在用的一些食

品裡面，我們會依照法規，透過臺灣中獸

醫藥學會的合作，期待未來可以有些好的

產品。」



- 23 - 第五十二卷第四期

除了於「健康樂活市集」接觸多元的

保健與漢方能量，「2020 夢想嘉年華」

主軸為健康與歡樂，讓民眾暫時拋下全球

疫情不減反增的苦悶感，跟著踩街遊行盡

情享受藝術饗宴。這次花車遊行最大的亮

點是 3 台高 6 公尺以上的大型動力花車，

這些花車由世界各國 30 餘名藝術家打造

而成，其中「佛手花車」由被譽為「藝術

界奧斯卡」之稱的美國『火人祭』所打

造而成，僅美國及臺灣各有 1 輛，全車以

竹子精緻編織成「佛手」造型，象徵庇

護全球遠離疫情。另有「虎克熊花車」、

「ROBOGAN 鋼鐵機器人」等大型花車，

還有 40 多個隊伍來自全國各地的表演團隊

踩街演出，足以媲美巴西嘉年華的遊行。

臺灣中獸醫藥學會頒贈李國欽大師打造的陶瓷藝術品給勝昌製藥廠李威著總經理 ( 左 2)。

「2020 夢想嘉年華」雖然在新型冠狀

病毒威脅下舉行，現場各項防疫措施確切

執行，民眾也井然有序的配合，大型活動

亮眼登場，整合政府和民間的資源，跨足

企業與非營利組織的力量，展現了逆境中

的續航力和堅韌力，勝昌製藥廠一直與臺

灣、與世界站在第一線，臺灣加油，世界

加油。

註 1: 夢想嘉年華 - 夢想社區於 2000 年誕生於新

北汐止，在地居民成立夢想社區文教發展基金

會並創辦「夢想嘉年華」活動，已邁入第 19 年，

經過多年耕耘努力，「夢想嘉年華」已享有「世

界最大華人嘉年華」的美譽，成為臺灣每年的

一大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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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於迪化街舉辦為期九天的活動。

勝昌製藥廠於永樂市場前廣場擺攤活動。

中藥．妙用．新生活

後疫情時代，來一趟臺北大稻埕中藥

文化巡禮，穿梭於懷舊的街道上，循著藥

香，發現更多屬於您的實用生活妙方。中

藥文化底蘊豐富，是華人傳承千年的智慧

109 年度中藥本草文化節

　     [ 中藥．妙用．新生活 ]

勝昌製藥技術部 林冠汝

瑰寶，中藥材是國人應用在養生保健的飲

食習慣，但是，隨著現代人生活步調加快，

老祖先的養生妙方，卻逐漸被遺忘，傳統

中藥房也在民眾心中日漸式微。

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黃怡超司長表

示，為了推動中藥文化傳承，振興國內中

藥產業多元發展，增進民眾與傳統中藥房

的互動交流。衛生福利部特別舉辦「109

年度中藥本草文化節」活動，希望以寓教

於樂方式，帶您走進大稻埕與全臺各縣市

中藥房，領略厚實的歷史脈絡，輕鬆體驗

中藥的創新與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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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醫開講，體味中藥之趣

109 年度中藥本草文化節於 11 月 14

日至 11 月 22 日，在臺北市大稻埕的迪化

商圈展開為期九天的精彩活動。開幕活動

現場貴賓雲集，邀請到衛生福利部常務次

長 - 石崇良次長、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 - 黃

怡超司長、中國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

國聯合會 - 馬逸才理事長、中華民國中醫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 蔡三郎秘書長等人，

蒞臨致詞剪綵。更於活動期間之週末安排

一連串精彩活動，請來知名中醫師分享健

康講座，使中藥輕鬆融入日常保健中；中

醫泰斗解析用韻語編成詩歌賦體的湯頭歌

訣，言簡意賅，便於頌記；難得一見的水

泛丸製作示範，讓您近距離觀賞幾近失傳

的傳統炮製技術；另外，還有知名導演葉

天倫分享在大稻埕拍攝戲劇的精采點滴。

除了上述節目外，文化節也與大稻埕周邊

各中藥房商家合作，舉辦闖關遊戲，集章

更可抽大獎。

湯頭歌訣解說。

勝昌製藥廠保健品 - 固關四珍、每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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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體驗中藥足浴包、" 蚊 GO 囉 " 製作。

手作 DIY，勝昌與您同樂

勝昌也於永樂市場廣場設攤，提供免

費的 " 蚊 GO 囉 "、足浴包 DIY 製作，以

及按讚臉書粉絲團即贈送小禮物的活動，

要與民眾共襄盛舉中藥本草文化節！以驅

蚊首選的九種中藥材：丁香、白芷、石菖

蒲、艾葉、蒼朮、陳皮、紫蘇、廣藿香及

薄荷，讓民眾自製喜愛香氣的中草藥 " 蚊

GO 囉 "，不管是隨身攜帶還是置於門口皆

能安心驅蚊沒煩惱；以祛風活血、排除寒

濕的各式中藥材：乾薑、大風藤、油松節、

艾葉、紫蘇、紅花做成的足浴包，泡腳時

能夠促進血液循環、預防手腳冰冷，在寒

冷的冬日裡，帶給您溫暖又抒壓的享受。

感謝民眾熱心參與及提問，現場有專業的

勝昌同仁細心講解各類藥材功能及製作協

助，讓活動圓滿結束。

溫馨本草情，中藥暖人心

中藥本草文化節結合現代科技及傳統

智慧，中藥不再遙不可及。勝昌製藥十分

榮幸受邀參加，也大力支持此活動，肩負

傳承傳統漢藥文化的責任，及秉持將其發

揚光大的精神，期望中醫藥能更貼近國人

生活，將這份人情味繼續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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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臺 第 一 家 以 健

康調養、旅遊為主的天

童 康 旅 會 館， 於 109

年 10 月 15 日頭屋鄉明

德水庫湖畔正式開幕，

將針對 50 歲以上「亞

健康」族群推動醫養服

務，並延伸縣府慢活政

策，成為發展苗栗大健

康 產 業 起 手 式， 地 方

人士也樂見帶動商機，

活絡相關產業發展。

防疫新生活國旅大進化

　     全臺首間漢方體驗養生旅館

本刊資料室

會理事長賴瑟珍、中華醫養總會長黃松雄及

多位縣議員、醫學界代表都到場致賀。開幕

活動以禪坐、太極拳、平甩功及明華園表演

開場，並邀請縣長徐耀昌、前行政院長毛

治國各栽植一棵松樹、柏樹盆景，以松柏

長青儀式詮譯「天童」理念，期許民眾經

由專業的身心靈的養護與調理，能夠如「天

之驕子」般「返老還童」，健康又幸福。

天童康旅與大專院校產學合作，並聯

手各校相關科系推動康旅服務；勝昌製藥

天童康旅會館記者會現場 ( 苗栗縣政府提供 )

苗栗縣政府標租明德水庫明湖水漾

會館，由天童康旅接手經營，董事長楊世

宇看好水庫自然資源豐饒、會館建築具禪

風人文感，將提供專業健康調養的「康元

素」，搭配苗栗地方文化旅遊的「旅特

色」，提供民眾健康養生休閒好去處。

開幕式會場冠蓋雲集，包括縣長徐耀

昌、前行政院長毛治國、苗栗縣議會議長

鍾東錦、中華民族發展基金會董事長林中

森、前衛生署長楊志良、臺灣旅遊交流協



非常榮幸也參與了臺灣大健康產

業整合聯名簽署，宣示以康旅為

核心的大健康整合觀光產業的新

商業模式在苗栗正式啟動。勝昌

製藥在此次合作中，提供了養生

藥膳、藥浴包及草本洗髮沐浴組，

並將勝昌製藥旗下獨有的品牌

「MAMORI」、「燕皙」、「傳

鈺膳品」與中醫藥經驗與資源結

合，將臺灣中醫藥文化發揮得淋

漓盡致。

苗栗天童康旅臺灣大健康產業整合簽署儀式。

明華園表演開場 ( 苗栗縣政府提供 )

縣長徐耀昌指出，苗栗縣山水秀麗，

非常適合健康、旅遊產業發展，感謝天童

康旅進駐，在明德水庫湖畔打造一座融合

健康、文化、美學及生活品味的人文地標，

盼能帶動地方產業及觀光發展，創造多贏。

( 部分內容取自苗栗縣政府新聞稿 )

天童康旅以健康為主軸，整合健康醫

療資源及飯店產業，提供 50 歲以上族群

養生調理、學習新知、諮詢、檢測，到健

康調理餐、AI 智慧檢測等客製化服務，

在調養過程也能感受苗栗客家文化與自然

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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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尋找有效治療或緩解心臟功能障礙

的中藥配方，吳教授選擇由人參、丹參、

搭配五味子、麥門冬研製而成的科學中藥

B307，實驗結果發現科學中藥 B307 對於

心臟功能衰竭的模式動物的心臟組織具有

活血補氣、抗氧化壓力、發炎與細胞凋亡

等保護心肌細胞的顯著功效 ( 請參見發表

論文 7)；此外，研究結果也發現科學中藥

B307 可以有效緩解癌症化療模式動物的心

毒性傷害 ( 請參見發表論文 8)。

為尋找有效治療或緩解失眠打鼾的中

藥配方，吳教授選擇由地骨皮、天麻搭配

桂皮研製而成的科學中藥 B210，實驗結果

發現科學中藥 B210 對於失眠打鼾的模式動

物具有促進吸氣以及降低鼾聲等顯著功效

( 請參見發表論文 9)。上述有關科學中藥有

效緩解神經退化、心臟功能障礙、失眠打

鼾、與男性陽痿等疾病的研究成果已經刊

登在國際 SCI 期刊；科學中藥 B401 有效

緩解神經退化疾病的研究成果也獲得專利

證書 ( 中華民國發明字第 I571263 號 )。

吳忠信表示，古代中藥都是依照經驗

法則，發現吃了有效之後開始運用，但如果

是純中藥，可能會有重金屬或農藥，現在藉

助科學方式找出在生物體內的生理與分子

機制，希望找出背後效果的原因，並萃取成

分與驗證其效果，以建立系統化的科學研

究，除了能吃到有效成分，還能減少副作

用、降低毒性，因而在與科學中藥業者的合

作，相信未來科學中藥會變成主流。

【科學中藥研究 系列 1】

針對中藥功能性評估方法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專業學院 吳忠信教授

（下）

師大吳忠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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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師大吳忠信教授團隊為尋找有效治療或緩解心臟功能障礙的中藥配方，選擇由人參、丹參、
搭配五味子、麥門冬研製而成的科學中藥 B307，右圖則為科學中藥 B307 有效成分的液相層
析儀 (HPLC) 分析結果。科學中藥 B307 是吳教授從傳統中藥的生脈飲配方加上丹參，希望能
應用在癌症化療病人身上並降低化療引發的心臟毒性。

臺師大吳忠信教授團隊研究發現科學中藥 B307 對於亨丁頓舞蹈症模式動物可以透過促進心臟
組織內皮型一氧化氮合成酶以及血管內皮生長因子的表現、抑制腦部 mHtt 異蛋白聚集、緩解
心肌組織發炎反應、氧化壓力、與細胞凋亡、以及降低內質網壓力以及粒線體功能失調等機
制，達到保護心臟功能的顯著效果。
( 請參考吳忠信教授發表論文：7. Lin CL, Wang SE, Hsu CH, Sheu SJ, Wu CH* (2015) Oral 
treatment with herbal formula B307 alleviates cardiac failure in aging R6/2 mice with 
Huntington's disease via suppressing oxidative stress, inflammation and apoptosis. 
Clinical Interventions in Aging 10:907-918. (SCI, 通訊作者 ) 科學中藥 B307 透過降低氧化
壓力、抑制發炎與細胞凋亡機制有效緩解亨丁頓氏舞蹈症 (HD) 基因轉殖鼠的心臟功能退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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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師大吳忠信教授團隊研究發現科學中藥 B307 可以透過促進心臟組織內皮型一氧化氮合成酶
以及血管內皮生長因子的表現、緩解心肌組織發炎反應、氧化壓力、與細胞凋亡、以及降低內
質網壓力以及粒線體功能失調等機制，有效緩解癌症化療模式動物的心毒性傷害。
( 請參考吳忠信教授發表論文：8. Lien CY, Chuang TY, Hsu CH, Lin CL, Wang SE, Sheu SJ, 
Chien CT, Wu CH* (2015) Oral treatment with the herbal formula B307 alleviates cardiac 
toxicity in doxorubicin-treated mice via suppressing oxidative stress, inflammation, and 
apoptosis. OncoTargets and Therapy 8:1193-1210 (SCI, 通訊作者 ) 科學中藥 B307 透過降
低氧化壓力、抑制發炎與細胞凋亡機制可以有效緩解癌症化療小鼠因為注射阿黴素導致的心臟
毒性 )

臺師大吳忠信教授團隊選擇由地骨皮、天麻搭配桂皮研製而成的科學中藥 B210，實驗結果發
現科學中藥 B210 對於失眠打鼾的模式動物具有 (A) 降低鼾聲；(B) 促進喉部肌肉血流；(C) 促
進吸氣時聲門開啟面積等機制，有效調節上呼吸道神經活性緩解大鼠打鼾。
( 請參考吳忠信教授發表論文：9. Chung KT, Hsu CH, Lin CL, Wang SE, Wu CH* (2017)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formula B210 relieves snoring through modulating activities 
of upper airway related nerves in aged rats. Drug Design, Development and Therapy 12: 
1165–1171. (SCI, 通訊作者 ) 科學中藥 B210 透過調節上呼吸道神經活性緩解大鼠打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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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