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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扁豆
本刊資料室

【基原】

為豆科 Leguminosae 植物扁豆 Dolichos 

lablab L. 之乾燥成熟種子。

本品之稀乙醇抽提物不得少於 8 %，水

抽提物不得少於 9 %。（《臺灣中藥典》）

【原植物】

一年生纏繞草質藤本，長逹 6 m。莖

常呈淡紫色或淡綠色，無毛或疏被柔毛。

三出複葉；葉柄長 4 ～ 14 cm；托葉披針

形或三角狀卵形，被白色柔毛；頂生小葉

柄長 1.5 ～ 3.5 cm，兩側小葉柄較短，長 

2 ～ 3 mm，均被白色柔毛；頂生小葉寬三

角狀卵形，長 5 ～ 10 cm，寬約與長相等，

先端尖，基部廣楔形或截形，全緣，兩面

均被短柔毛，沿葉脈處較多，基出 3 主脈，

側脈羽狀；側生小葉斜卵形，兩邊不均等。

總狀花序腋生，長 15 ～ 25 cm，直立，

花序軸較粗壯； 2 ～ 4 花或多花叢生於花

序軸的節上，小苞片舌狀， 2 枚，早落；

花萼寬鐘狀，先端 5 齒，上部 2 齒幾乎完

全合生，其餘 3齒近相等，邊緣密被白色

柔毛；花冠蝶形，白色或淡紫色，長約 2 

cm，旗瓣廣橢圓形，先端向內微凹，翼瓣

斜橢圓形，近基部處一側有耳狀突起，龍

骨瓣舟狀，彎曲幾成直角；雄蕊 10 ， 1 枚

單生，其餘 9 枚的花絲部分連合成管狀，

將雌蕊包被；子房線形，有絹毛，基部有

腺體，花柱近先端有白色髯毛，柱頭頭狀。

莢果鐮形或倒卵狀長橢圓形，扁平，長 5 ～

8 cm，寬 1 ～ 3 cm，先端較寬，頂上具一

向下彎曲的喙，邊緣粗糙。種子 2 ～ 5 顆，

扁橢圓形，白色、紅褐色或近黑色，長 8 ～

13 mm，寬 6 ～ 9 mm，厚 4 ～ 7 mm，種

臍與種脊長而隆起，一側邊緣有隆起的白

色半月形種阜。花期 6 ～ 8 月，果期 9 月。

臺灣及中國各地均有栽培。(《中華本

草》)

【藥材性狀】

1. 一般性狀：

　　　本品呈扁橢圓形、扁卵圓形或略呈

腎形，長 8 ～ 13 mm，寬 6 ～ 9 mm， 

厚 4 ～ 6 mm。表面黃白色或淡黃色，平

滑，略有光澤，有的散有棕黑色斑點，

一側具白色隆起的種阜，呈新月形，長 

7 ～ 10 mm，習稱「白眉」。剝去種阜

可見凹陷的種臍，近種臍端有珠孔，另

端有短的種脊。種皮薄而脆，子葉 2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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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厚。氣微， 味淡，嚼之有豆腥氣。

2. 組織：

　　　本品橫切面，種皮表皮柵狀細胞 1 

層，種臍部位 2 層，側壁自內向外漸增

厚；支持細胞 1 層，種臍部位 3 ～ 5 層，

啞鈴狀；薄壁細胞 10 數層，多切向延

長，內側細胞呈脫落狀。子葉表皮細胞

類方形；葉肉細胞含眾多澱粉粒。種臍

部位柵狀細胞外側有種阜，種阜細胞類

圓形或不規則長圓柱形，含眾多澱粉粒；

內側有假導管，細胞壁網狀增厚，其兩

側有星狀組織，細胞星芒狀，細胞間隙

大。

3. 粉末：

　　　本品粉末黃白色。澱粉粒單粒類圓

形、卵圓形、廣卵形、腎形、圓三角形 

或不規則形，長約至 46 μm，直徑 3 ～

39 μm。種皮表皮柵狀細胞斷面觀，長 

26 ～ 214 μm，寬 5 ～ 6 μm，外壁極厚，

有較多縱溝紋，側壁上部增厚，中、下

部稍厚，內壁薄，光輝帶位於細胞近外

緣；頂面觀類多角形，壁極厚，孔溝細

密；底面觀類圓形，壁較厚，胞腔大。

種皮支持細胞數個成群或單個散離。斷

面觀啞鈴狀，長 20 ～ 125 μm，外壁和

內壁薄，側壁中部厚至 14 μm；表面觀

類圓形或卵圓形，直徑 20 ～ 68 μm，可

見環狀增厚壁是側壁中部增厚部分，胞

腔明顯。種阜細胞呈柵狀，類長圓形或

不規則形，長至 280 μm，直徑 9 ～ 70 

封
面
植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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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m，壁稍厚，有的可見細小橫向紋孔，

胞腔內充滿細小澱粉粒。星狀細胞分枝

較寬而短，壁稍厚，胞腔內含棕色物。

此外有子葉細胞。(《臺灣中藥典》)

【採收加工】

秋季種子成熟時，摘取莢果，剥出種

子，曬乾，揀淨雜質。（《中華本草》）

【藥性】

《中華本草》：「味甘、淡，性平。歸脾、

碎。」《醫宗粹言》：「搗碎。」現行，

取原藥材，除去雜質，洗淨，乾燥。用

時搗碎。

2. 炒白扁豆

　《博濟方》：「慢火炒。」現行，取淨

白扁豆，置鍋內，用文火炒至微黃色，

略具焦斑時，取出放涼。用時搗碎。炒

白扁豆具健脾化濕功能，常用於脾虛泄

瀉、白帶過多。

3. 光白扁豆

　《女科百問》：「湯浸去皮。」現行，

134

白扁豆植物圖

胃經。」

《別錄》：「味甘，微溫。」

《食療本草》：「微寒。」

《日華子》：「平，無毒。」

《品滙精要》：「氣之厚者，

陽也。」

《綱目》：「入太陰氣分。」

《本草經疏》：「入足太陰、

陽明經氣分。」

《藥品化義》：「屬陽，味

甘，性溫，能升能降，性氣

與味俱清和，入脾、胃、肺

三經。」

《醫林纂要 ˙藥性》：「甘，

鹹，溫。」

【炮製】

1. 白扁豆

　《品滙精要》：「去莢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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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淨白扁豆，置沸水鍋內，至種皮微微

鼓起又鬆軟時，迅速撈起，倒入冷水中，

搓去種皮，乾燥。

4. 土白扁豆

　取伏龍肝細粉置鍋內炒熱，加入淨白扁

豆，炒至表面掛有土色，取出，篩去輔

料，放涼。每白扁豆 100 kg，用伏龍肝 

25 kg。

5. 麩炒白扁豆

　取麩皮撒在搗鍋中，加熱至冒煙時，投

入淨白扁豆，迅速翻炒，直至表面現黃

褐色時，取出，篩去麩皮，放涼。每白

扁豆 100 kg，用麩皮 10 kg。

【功能與主治】

《中華本草》：「健脾，化濕，消暑。主

治脾虛生濕，食少便溏，白帶過多，暑濕

吐瀉，煩渴胸悶。」

《別錄》：「主和中，下氣。」

《藥性論》：「主解一切草木毒，生嚼及

煎湯服，取效。」

《食療本草》：「療霍亂吐痢不止，末，

和醋服之。」「主嘔逆，久食頭不白。」

《日華子》：「補五臟。」

《本草圖經》：「主行風氣，女子帶下，

兼殺一切草木及酒毒，亦解河豚毒。」

《寶慶本草折衷》：「《續說》云：張松

謂白扁豆又治脾胃虛弱，心忪滿悶，身熱

煩渴，傷暑伏熱，口苦舌乾，倦不思食。」

《滇南本草》：「治脾胃虛弱，反胃冷吐，

封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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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瀉不止，食積痞塊，小兒疳積，解酒毒，

調五臟。」

《綱目》：「止泄痢，消暑，暖脾胃，除

濕熱，止消渴。」

《隨息居飲食譜》：「安胎。」

【用法用量】

內服：煎湯， 10 ～ 15 g；或生品搗研

水絞汁；或入丸、散。

外用：適量，搗敷。

健脾止瀉宜炒用；消暑養胃解毒宜生

用。（《中華本草》)

【使用注意】

《中華本草》：「不宜多食，以免壅氣傷

脾。」

《本草經集注》：「患寒熱病者不可食。」

《食療本草》：「患冷氣人勿食。」

柴裔《食鑒本草》：「多食壅氣。」

《隨息居飲食譜》：「患瘧者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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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葵
本刊資料室

【別名】

丈菊、西番菊、迎陽花、太陽花、草

天葵、望日葵、向陽花、葵花。

【基原】

為菊科植物向日葵 Helianthus annuus 

L. 的花、葉及果實。

【型態特徵】

一年生草本，高 1 ～ 3 m。莖直立，

粗壯，中心髓部發達，被粗硬剛毛。葉互

生；有長柄；葉片寬卵形或心狀卵形，長 

10 ～ 30 cm 或更長，寬 8 ～ 25 cm，先端

漸尖或急尖，基部心形或截形，邊緣具粗

鋸齒，兩面被糙毛，具 3 脈。頭狀花序單

生於莖端，直徑可達 35 cm；總苞片卵圓

形或卵狀披針形，先端尾狀漸尖，被長硬

剛毛；雌花舌狀，金黃色，不結實；兩性

花筒狀，花冠棕色或紫色，結實；花托平；

托片膜質。瘦果倒卵形或卵狀長圓形，稍

扁，淺灰色或黑色；冠毛具 2 鱗片，呈芒

狀。脫落。花期 6 ～ 7 月。

【採收加工】

花：夏季開花時採摘，鮮用或曬乾。

葉：夏、秋兩季採收，鮮用或曬乾。果實：

秋季果實成熟後，割取花盤，曬乾，打下

果實，再曬乾。

【性味】

花：味微甘，性平。葉：味苦，性涼。

果實：味甘，性平。

【功能】

花：祛風，平肝，利濕。葉：降壓，

截瘧，解毒。果實：透疹，止痢，透癰膿。

【主治】

花：頭暈，耳鳴，小便淋瀝。葉：高

血壓，瘧疾，疔瘡。果實：疹發不透，血痢，

慢性骨髓炎。

【用法用量】

花：內服：煎湯， 15 ～ 30 g。葉：內服：

煎湯， 25 ～ 30 g，鮮品加量；外用：適量，

搗敷。果實：內服： 15 ～ 30 g，搗碎或開

水燉；外用：適量，搗敷或榨油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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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抱蛋
本刊資料室

【別名】

一帆青、飛天蜈蚣、哈薩喇、竹葉伸

筋、竹根七、土裡蜈蚣、地雷公。

【基原】

為 百 合 科 植 物 蜘 蛛 抱 蛋 Aspidistra 

elatior Bl. 的根莖。

【型態特徵】

多年生常綠草本，高達 90 cm。地下

根莖橫生，粗硬，生有多數鬚根。葉單生；

葉片革質，從地下根莖上長出，直立；橢

圓狀披針形或寬披針形，寬 7.5 ～ 11 cm，

先端急尖，基部狹窄，形成溝狀綠色的窄

長葉柄；葉片綠色有光澤，常有少數大小

不等的淡黃色斑跡，有多條明顯的平行脈。

花單個從根莖生出，貼近地面，花葶短；

花被鐘形，內面紫褐色，外面有紫褐色斑

點；雄蕊 8 個，生於花被筒的近下部，柱

頭呈明顯 4 裂，較大，直徑約 14 mm。漿

果卵圓形，含種子 1 顆。花期 3 ～ 5 月。

各地常見栽培，主要分布中國長江以

南地區。

【採收加工】

全年均可採，除去鬚根及葉，洗淨，

鮮用或切片曬乾。

【性味】

味辛、甘，性微寒。

【功能】

活血止痛，清肺止咳，利尿通淋。

【主治】

跌打損傷，風濕痹痛，腰痛，經閉腹

痛，肺熱咳嗽，砂淋，小便不利。

【用法用量】

內服：煎湯，9 ～ 15 g。鮮品 30 ～ 60 

g。或作酒劑。

外用：適量，搗敷。

【使用注意】

《貴州草藥》：「忌生冷食物，孕婦

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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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姑草
本刊資料室

【別名】

牛毛粘、瓜槌草、蛇牙草、牙齒草、

沙子草、大龍葉、羊兒草、小葉米粞草、

踏地草、風米菜。

【基原】

為石竹科植物漆姑草 Sagina japonica 

(Sw.) Ohwi [Spergula japonica Sw.] 的全草。

【型態特徵】

一年生小草本，高 10 ～ 15 cm。莖纖

細，由基部分枝，叢生，下部平臥，上部

直立，無毛或上部稍被腺毛。單葉對生；

葉片線形，長 5 ～ 20 mm，寬約 1 mm，具 

1 條脈，基部抱莖，合生成膜質的短鞘狀，

先端漸尖，無毛。花小形，通常單一，腋

生於莖頂；花梗細小，直立，長約 1 ～ 2.5 

cm，疏生腺毛；萼片 5 ，長圓形乃至橢圓

形，長 1.5 ～ 2 mm，先端鈍圓，稍微呈兜

狀依附於成熟的蒴果，背面疏生腺毛乃至

無毛，具 3 條脈，邊緣及先端為白膜質；

花瓣 5 ，白色卵形，先端圓，長約為萼片

的 2/3 左右；雄蕊 5 ；子房卵圓形，花柱 5 

。蒴果廣橢圓狀卵球形，比宿存萼片稍長

或長出 1/3 左右；通常 5 瓣裂，裂瓣橢圓狀

卵形，先端鈍。種子微小，褐色，圓腎形，

長 0.4 ～ 0.5 mm，兩側稍扁，背部圓，密

生瘤狀突起。花期 5 ～ 6 月，果期 6 ～ 8 月。

生於山地或田間路旁陰濕草地。分佈

于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南及陝西、

廣西等地。

【採收加工】

4 ～ 5 月間採集，洗淨，鮮用或曬乾。

【性味】

味苦、辛，性。歸肝、胃經。

【功能】

涼血解毒，殺蟲止癢。

【主治】

用於漆瘡，禿瘡，濕疹，丹毒，瘰癧，

無名腫毒，毒蛇咬傷，鼻淵，齲齒痛，跌

打內傷。

【用法用量】

內服：煎湯， 10 ～ 30 g；研末或絞汁。

外用：適量，搗敷；或絞汁塗。



- 12 -

　    ／勝昌藥誌140

中藥飲片炮製介紹 --- 白扁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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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扁豆藥材來源為

豆科植物扁豆 Dolichos lablab L. 的乾燥成熟種子；具有健脾化濕，

和中消暑的功效 1,2。白扁豆始載於《名醫別錄》，原名藊豆，列為

中品，其炮製始見於宋《博濟方》；歷代使用的炮製品有白扁豆、

光白扁豆、炒白扁豆、土白扁豆、砂燙白扁豆、白扁豆炭、麩炒白

扁豆、醋白扁豆及陳皮製白扁豆等 3,4。現代炮製以白扁豆及炒白扁

豆較為常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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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扁豆：

除去雜質。用時搗碎 2-7。

2.炒白扁豆：

取淨白扁豆，置炒製容器內，用文火

加熱，炒至表面現微黃色，略具焦斑時，

取出放涼。用時搗碎 2-7。

二、飲片性狀

1.白扁豆 (圖 1)：

本品呈扁橢圓形或扁卵圓形，長 8 ～

13 mm，寬 6 ～ 9 mm，厚約 7 mm。表面

淡黃白色或淡黃色，平滑，略具有光澤，

一側邊有隆起的白色眉狀種阜。質堅硬。

種皮薄而脆，子葉 2 片，肥厚，黃白色。

氣微，味淡，嚼之有豆腥味 1,2。

2.炒白扁豆 (圖 2)：

本品形如白扁豆，表面微黃色，略帶

焦斑，有香氣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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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白扁豆飲片圖 圖 2  炒白扁豆飲片圖

三、炮製研究

1.方法與品質研究：

現代炮製研究顯示，炒白扁豆健脾止

瀉作用明顯，且毒性降低，與生白扁豆比，

既有效又安全。傳統炒白扁豆是用清炒法，

即用清水浸泡，捻去皮曬乾，置鍋內清水

炒至微黃色略帶焦斑。由於沸水浸泡捻去

皮，既費工又損耗有效成分，且所得的炒

白扁豆外表火色不均勻，有焦黑斑點，也

不易炒熟，尚有豆腥味，影響飲片品質。

現代炒白扁豆改用砂燙法時，可改善傳統

製法的缺點且提升品質與效率，其具體方

法是：取淨扁豆，用清水浸泡 ( 冬天可用

溫水 ) 約 1 小時，待種皮稍軟後撈起，置

容器中潤至膨脹時，晾乾表面水分，備用。

取經過處理的潔淨河砂置炒製容器內加熱

至 180 ～ 220 ℃，投入適量的白扁豆不斷

炒至多數種皮爆裂，透出香氣時，篩去砂

即得 4,8,9。

另外，生白扁豆其毒性成分是植物性

血球凝集素 (phytohemagglutinin)，植物性

血球凝集素有 A、B 兩種，凝集素 A 不溶

於水，有抗胰蛋白酶活性，可抑制實驗性

動物生長，屬於有毒成分。凝集素 B 溶於

水，能非競爭性的抑制胰蛋白活性，蒸氣

加熱或水煮 1 小時，活性損失約 86 ～ 94  

%。因此認為炒製加熱可降低部分的凝集

素的活性，從而達到降低部分的白扁豆毒

性的目的 4,8,9。

2.化學與藥理研究：

白 扁 豆 含 蛋 白 質、 油 脂、 磷 脂、 豆

甾醇、三萜皂苷及糖類等成分。油脂內

有 棕 櫚 酸 (palmitic acid)、 亞 油 酸 (linoleic 

acid)、 反 油 酸 (elaidic acid)、 油 酸 (oleic 

acid)、硬脂酸 (stearic acid) 等。又含葫蘆

巴鹼 (trigonelline)、蛋氨酸 (methionone)、

亮氨酸 (leucine)、蘇氨酸 (threonine)、維生

素 B1(vitamin B1)、 維 生 素 C(vitamin C)、

胡蘿蔔素 (carotene)、蔗糖 (sucrose)、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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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 (glucose)、 水 蘇 糖 (stachyose)、 麥 芽 糖

(maltose)、還含具有毒性的植物性血球凝

集素 (phytohemagglutinin) 等 3,10,11。

現代藥理研究顯示，白扁豆具有抗氧

化及增強免疫的作用，以白扁豆多糖所進

行的實驗研究顯示，可使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及穀胱甘肽過氧化物酶 (GSH-Px)

的活力升高，可顯著提高正常小鼠腹腔巨

噬細胞的吞噬百分率和吞噬指數，促進溶

血素形成。另外白扁豆中膳食纖維成分能

顯著地降低血清和肝臟中低密度脂蛋白 -

膽固醇，提高高密度脂蛋白 - 膽固醇的水

平，具有降血脂的作用，此外還具有抗

菌、抗腫瘤、抗胰蛋白酶及紅血球凝集等

作用 3,10,11。

四、臨床應用

1.功效應用：

中醫理論認為白扁豆具有健脾化濕，

和中消暑的功效。常用於脾胃虛弱，食慾

不振，大便溏瀉，白帶過多，暑濕吐瀉，

胸悶腹脹 2,3。白扁豆的炮製作用，一般認

為生品長於清暑化濕，多用於暑濕內蘊、

嘔吐泄瀉或消渴飲水等。經炒製後性味溫

香，能啟脾和胃，偏於健脾止瀉，用於脾

胃泄瀉，白帶過多等 3,6-8。

在臨床應用上，白扁豆能健脾除濕，

味薄氣輕，多作佐使之品。治脾虛腹瀉或

食少便溏，可助茯苓、白朮、山藥等共奏

補脾止瀉之功，如《局方》參苓白朮散中

用之。若傷暑身熱無汗，噁心嘔吐，腹痛

瀉泄，白扁豆常佐香薷、厚朴，以祛暑化

濕，如《局方》香薷飲。其他常用方劑如

十味香薷飲、六和湯、四味香薷飲、沙參

麥冬湯、肥兒八珍糕等，可隨證加減應用。

2.用法用量：

內服：煎湯， 9 ～ 15 g；或生品搗研

水絞汁；或入丸、散。健脾止瀉宜炒用，

消暑養胃解毒宜生用。外用：適量，搗敷 2,3。

使用注意：不宜多食，以免壅氣傷脾 3。

結語

綜上所述，白扁豆常見的炮製有白

扁豆及炒白扁豆二種方法，目的是要提高

飲片品質、降低毒性及增加療效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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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白扁豆以砂燙法炮製

所得之飲片外觀與品質優於傳統炮法，

且能降低生白扁豆中植物性血球凝集素

(phytohemagglutinin) 毒性成分之含量；另

外藥理研究顯示白扁豆具有抗氧化、增強

免疫、抗菌、抗腫瘤及降血脂等藥理作用。

因此，在臨床應用白扁豆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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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避免不良反

應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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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昌中草藥探索館」於 2020 年 9 月

正式通過觀光工廠評鑑，以中醫五行元素

為主架構，參藥金、桐柏綠、姜杞黃、山

楂紅、青黛藍等五大輔助色彩貫穿館內。

企業吉祥物 「忠一獅」 無所不在現身館內：

文展區陳列「中藥材的樣貌」，另有一窺

濃縮中藥製成的「中藥製程小遊戲」，以

及複合式休憩概念空間的「茶飲吧」，並

規劃「意想不到中藥材」的多媒體互動區，

勝昌中草藥探索館

　　打造迷你「漢方故宮」

勝昌製藥營業部 蔡侑娟

讓人們認識中藥不一定都是植物提煉，鼯

鼠的糞便、烏賊的內殼、甚至雞的砂囊內

壁都可製成。「勝昌中草藥探索館」是值

得玩味的探索空間，積極開創一條獨樹一

格的中藥產業之路，期許中藥能成為一種

日常文化與美好的生活風格。

「勝昌中草藥探索館」以〝拈花惹

草牆〞做為迎賓的形象牆，搭配木、火、

土、金、水五部方藥，一目了然、五行色

勝昌中草藥探索館吉祥物 - 忠一獅，歡迎您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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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點綴的插畫，以及生動有趣的聯想，像

是「水」，在五臟上對應腎，腎主水，水

是生命之源。水部方藥是滋補類的，以滋

腎的地黃為代表，地黃是多年生的草本植

物，根部入藥，它的根很大，深深扎進土

裡吸收大地的精華，同時收藏養分，地黃

得到土氣特別重，以土剋水，剋，是一種

有必要的節制，腎水得到合理的制約才能

更好的封藏，腎精才能得到更好的養護」。

眼尖的您或許還發現了同為水部方藥的玉

竹、枸杞子。〝拈花惹草牆〞具東方五行

意涵，線條符合當代型式的簡約美學，還

收錄了金部方藥的黃芩、木部方藥的五加

皮、桑寄生，火部方藥的巴戟天、仙茅、

麻黃，土部方藥的白朮、九節菖蒲，讓遊

客輕鬆進入中藥材的世界！

不同中藥，因其生長特性，北從新疆、

內蒙，西至青海、西藏，東至浙江山東，

南至雲南、海南島等，都有分布，由於臺

灣屬於亞熱帶氣候，許多中藥品種無法在

臺灣生長、栽培，因此一般人很少看到常

見中藥的原植物樣貌。「勝昌中草藥探索

館」展示上百種實體中藥材，部份藥材還

可直接觸摸，感受藥材的質地與紋理，不

論是中藥領域的新手或老手，置身於文展

區，絕對能弄懂並充分吸收中醫藥成長史、館內提供三款 DIY 課程。

館內展示上百種中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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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八法論治、四診辯證、著名中醫典籍、

中獸醫學方面的知識，超越了藥材的層次，

延伸並豐富了中醫傳統的認識。

五靈脂、雞內金、地龍、桑螵蛸、海

螵蛸、白殭蠶，有想過這些中藥原來是從

哪兒來的呢？透過〝多媒體互動區〞揮一

揮手，從漢方角度看到藥材的原型，對應

的性味歸經、功效主治，例如：地龍的原

形是蚯蚓的乾燥體，性寒，味鹹，歸肝、

脾、膀胱經，可止痙息風，主治發熱狂燥、

驚癇等。白殭蠶為家蠶幼蟲感染白僵菌而

死的蟲體，性平，味辛、鹹，歸肝、肺、

寬敞明亮的販售區。

戶外休憩區。

多媒體互動區 - 神奇中藥材。

文展區蘊藏豐富的中醫藥知識。

胃經，主治祛風定驚、咽喉腫痛、顏面神

經麻痺。〝中藥製程小遊戲〞深入淺出的

將製程步驟轉化為互動遊戲，觸碰進入後

畫面出現勝昌嚴選道地的藥材，用最新儀

器檢測有害物質，並遵循古法，以現代化

設備進行各種炮製加工，嚴謹把關優良產

品。接下來，進入幾個關鍵環節：萃取、

濃縮、造粒、包裝。

對於凡走過必購買伴手禮的您，〝販

售區〞陳列了林林總總運用中藥材萃取的

保養品及保健品，無論外服、內用，從裡

到外的保養滿足老、中、少的需求，「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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皙系列」、「MAMORI 系列」、「本草觀

系列」以不同的元素為基底，並搭配多種

中藥材配方，從頭到腳細心照顧，守護您

的身、心、靈，帶來自然舒適的感受。不

管從哪一系列品牌選購，相信都能得到滿

滿的收穫。一個轉身「販售區」旁的「打

卡區」即看到忠一獅的身影，充滿智慧與

活力的中醫師，無論拿著南剪剪著珍稀藥

材亦或悠閒敷著燕晳水嫩面膜，給予無比

療癒感，更貼近於漢方的日常。

「勝昌中草藥探索館」設計生動活潑

的五感探索：用聽覺，進入中草藥的奇幻

世界。用嗅覺，連結對味道的想像。用觸

勝
昌
新
聞

新北市精英國際幼兒園參訪。

覺，感受藥材的能量與質地。用味覺，享

受純粹健康的滋養。用視覺，觀察藥材的

紋理與外貌。希望能啟發出一種生活態度，

增進對自身以及對世界的敏感度和理解

力，藉由中草藥之哲理打造的漢方多樣性，

不僅讓我們更健康、幸福，也讓我們的生

活更多采多姿，勝昌中草藥探索館歡迎您

的到來。

校外教學的新選擇 小小主人翁來報到

勝昌中草藥探索館開幕不到一年，已

晉升為小小朋友的校外教學熱門選項之一

囉 ! 館內為此打造專屬小小朋友的中草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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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課程，導覽人員的解說內容不僅貼近

日常生活且淺顯易懂；中藥文化薪傳廳內

還有學習中草藥的互動遊戲，導覽人員也

會在旁指導教學，讓小小朋友玩得開心、

中草藥的知識也學得輕鬆愉快，深具寓教

於樂。

現場還有適合小小朋友的 DIY 課程 

( 藥材許願瓶 )，在手作過程中，可學習到

中藥材的名稱，以及每味中藥材獨具特有

的深遠含意，將自己的願望或是對他人的

祝福通通裝入瓶中，留在身邊也可給予最

親愛的家人、朋友。

小小朋友體驗多媒體互動區。

中草藥學習互動遊戲！

導覽人員帶小小朋友參觀中草藥探索館。

中草藥學習互動遊戲小小朋友玩得不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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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日春幼兒園參訪。

藥材許願瓶，自己動手做。

　小小朋友全神貫注的聆聽 DIY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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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Y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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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專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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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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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中藥研究 系列 2】

預防新冠肺炎的另類思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專業學院 吳忠信教授

師大吳忠信教授發表研究成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專業學院吳忠信教授 2019 年執行科

技部計畫，研究成果發現，利用科學中藥可以有效預防並且保護動

物呼吸道與腸胃道的細菌與病毒感染，因此吳教授認為，科學中藥

可能是預防新冠肺炎的另類思維。

吳忠信教授選用具有呼吸系統與腸

胃功能保健功能的科學中藥作為飼料添加

劑，並且將 120 頭四週大離乳仔豬分成空

白對照組、抗生素處理組、以及科學中藥

處理組，進行為期 6 週的田野研究與紀錄

分析。結果發現，許多空白對照組的仔豬

在生長過程中，有半數會因為罹患肺炎而

導致上呼吸道發炎咳嗽以及肺部發炎積水

浸潤，也有下痢的症狀，最後會有超過三

成的仔豬會因為引發呼吸困難或是敗血休

克而死亡。雖然仔豬的肺炎可能是細菌或

病毒所引發疾病，惟仔豬罹患肺炎所表現

的症狀與死亡的情形，與 2019 年的新冠肺

炎病徵，卻有著許多相似之處。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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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病徵常見發燒、咳嗽有痰、以及腹瀉

等症狀。當發展為重症，會出現急性呼吸

道窘迫症候群、敗血性休克、更嚴重甚至

導致死亡。死者解剖遺體，可以發現肺部

組織因為肺炎受到損傷而產生大量黏液與

發炎細胞，加上呼吸道被黏液堵住，臨床

才會出現缺氧窒息。

反觀選用科學中藥作為飼料添加劑

的仔豬，結果發現科學中藥對於呼吸系

統與腸胃道，確有保護並且兼具抗發炎、

緩解氧化壓力、以及防止細胞凋亡的功

能。仔豬餵食含科學中藥的飼料添加劑，

生長速度與健康功效甚至比餵食含抗生

素飼料添加劑的仔豬更加顯著。吳教授在

研究科學中藥的過程中，發現許多科學中

藥由於富含動物必需的營養物質，有些

中藥可調節脾胃功能使其能促進動物生

長，有些科學中藥可以抵抗病毒、細菌、

寄生蟲等多種微生物，有些科學中藥甚

至可以提高動物的免疫力與抗氧化能力，

這些功效都是中藥作為研發寵物健康食

品的重要優勢。

吳教授為增進經濟飼養動物的健康與

生長性能，並且減少傳統化學藥物和飼料

選用科學中藥作為飼料添加劑的仔豬生長速度與健康功效均較空白對照組仔豬為佳。

選用科學中藥作為飼料添加劑的仔豬較空白組與抗生素組可以抑制過敏原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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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用科學中藥作為飼料添加劑的仔豬對上呼吸道與肺炎感染確實有預防與保護的功效。

中抗生素的添加，嘗試從科學中藥中尋找

可以替代西藥與抗生素的動物藥。實驗結

果發現，餵食科學中藥的離乳仔豬，生長

效果以及健康狀況顯著優於空白對照組的

仔豬，與餵食含抗生素的仔豬比較，效果

也有顯著的效果。此研究結果認為科學中

藥可以有效替代抗生素作為飼料添加物，

這成果將有助於協助業界研發優質經濟動

物保健飼料添加劑。

吳教授指出，科學中藥中有許多可以

有效預防或是抑制病毒感染，例如金銀花

對流感病毒、皰疹病毒有抑制作用，能抑

制病毒的複製，延緩病毒所致細胞病變的

發生，並有一定的抗炎解熱、抗內毒素作

用。而連翹具有抗病原微生物、解熱、抗

發炎效果。臨床上常用於治療流行性感冒、

肺炎、急性傳染性肝炎等。此外，板藍根

的提取物對出血熱病毒、單純皰疹病毒有

明顯的破壞作用，對流感病毒、腮腺炎病

毒也有明顯的抑制作用。

在 SARS 期間，魚腥草的萃取物也因

為能夠百分之百殺死 SARS 病毒，而被廣

泛應用在 SARS 病人的替代治療上，魚腥

草抗病毒的功效目前也廣泛應用在治療上

呼吸道感染、慢性支氣管炎、肺炎等疾病。

而柴胡多用於流行性感冒、病毒性肝炎、

腮腺炎的替代治療。另外，在中醫上，甘

草素對人體免疫性缺陷病毒（愛滋病病毒，

HIV）、肝炎病毒、腺病毒、單純皰疹病毒、

牛痘病毒等也有明顯的抑制作用。

吳教授研究科學中藥發現，有一種可

以抗病毒作用的綠原酸普遍存在許多可以

預防病毒感染的科學中藥，如金銀花、牛

蒡、杜仲、咖啡與咖啡葉。綠原酸對多種

致病菌和上呼吸道感染致病的病毒有較強

的抑制力，對新城雞瘟病毒具有阻斷、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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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或中和作用。吳教授回顧過去研究報告

發現科學中藥對抗病毒的方式主要有阻止

病毒進入宿主細胞、抑制病毒複製以及調

節宿主細胞免疫反應。目前已知靈芝、甘

草、五味子可以抑制病毒附著和滲透，藉

此阻止病毒進入宿主細胞，夏枯草藉由抑

制 HIV 病毒螺旋束形成，進而使得 HIV

病毒無法與宿主細胞細胞膜進行融合作

用；而黃芩可抑制病毒聚合酶，丹參、五

味子、牛蒡、甘草可抑制病毒複製，紅景

天則可以抑制病毒蛋白酶；黃精、魚腥草

可以調節宿主細胞免疫反應抑制單純疱疹

病毒感染，五味子可以調節宿主細胞免疫

反應抑制 B 型肝炎病毒感染，黃耆則可以

調節宿主細胞免疫反應抑制口蹄疫病毒病

毒的感染。

目前大陸地區引述研究指出「雙黃

連」可以抑制新型冠狀病毒，而雙黃連口

服液實際上是由科學中藥製成。雙黃連口

服液是由金銀花、黃芩、連翹三味中藥組

成，現代醫學研究指雙黃連口服液具有抵

抗病毒感染、抑制病菌、提高免疫力的功

效。此外，人口位居全球第 2 的印度，新

冠肺炎確診個案很少，這可能是印度食物

添加咖哩的薑黃素可以有效預防病毒感

染，在臺灣的研究發現薑黃生物碳對病毒

具高結合能力、高抗氧化與抗發炎能力。

許多報告指出揮發油能有效抑制病毒的生

長，一些科學中藥萃取揮發性精油成分，

對 呼 吸 道 融 合 病 毒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RSV) 有直接的抑制作用，對於流

行性感冒病毒亦有直接消滅的作用。吳教

科學中藥中有許多可以有效預防或是抑制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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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中藥中有許多可以有效預防或是抑制病毒感染。

雙黃連口服液由金銀花、黃芩、連翹三味中藥組成，具有抵抗病毒感染的功效。

授實驗室目前也正在研究紅薑萃取物以及

精油是否可以有效預防病毒感染，初步結

果認為紅薑萃取物以及精油有很強的抗發

炎以及緩解氧化壓力的能力，因此對於預

防病毒感染，應該具有相當經濟價值得開

發潛力。

吳教授認為，科學中藥可以藉由增強

免疫力，抗發炎、緩解氧化壓力、以及防

止細胞凋亡等多途徑的方式，來預防或是

抑制病毒的感染。由於科學中藥富含許多

抗病毒活性成分，如黃酮類、萜類、蒽醌

類、多酚類、多醣體、生物鹼等，這種有

效成分的多元化，使得病毒難以對其產生

抗藥性。此外，科學中藥與現有抗病毒藥

的併用，也能夠降低抗病毒藥物的使用量，

進而減少副作用的產生，同時增加抗病毒

的效果。因此，科學中藥在治療病毒感染

性疾病方面顯然具有明顯的優勢，而對於

預防新冠肺炎的感染，也是極具潛力而值

得投注資源與人力進行研究。



資料來源：食品藥物管理署 / 食品藥物安全週報第 8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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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食品藥物管理署 / 食品藥物安全週報第 799 期

在臺灣，許多長輩都在服用慢性病

藥物。對慢性病患而言，除了遵循醫囑，

按時服藥之外，最重要就是「注意用藥安

全」。像秋冬進補，民眾常吃藥膳，當西

藥遇到中藥是否會產生影響，食品藥物管

理署（下稱食藥署）特邀請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教授侯鈺琪為民眾進一步說明。

中、西藥或食品，吃進身體一視同仁

「坊間存在一種說法，認為中藥和西

藥不同，即使都吃也不妨礙，這是偏差的

觀念。」侯鈺琪教授指出，從身體的角度，

中、西藥與食品並無差別，全是外來物

（Xenobiotics）。

她以烹調手法為例，同樣的食材，分

別用西餐與中餐手法烹調，吃進肚子後，

身體不會分辨這是西餐或中餐，因此，啟

動的消化吸收機制是相同的。

中藥、西藥同時服用，可能會有風險

食藥署提醒，服用三高（高血脂、高

血壓、高血糖）或慢性肝炎等慢性病用藥

時，若同時食用中藥或不適合之食品，可

能使藥效打折或加重，影響到用藥安全。

像吃藥時應搭配溫開水，避免與葡萄柚汁

共服，主要是因為葡萄柚汁含有影響肝臟

代謝和藥物運送蛋白的成分，使血中藥物

濃度過高，引起藥物不良反應。侯教授提

醒民眾：「中藥裡也有與葡萄柚類似基原

的藥材，如：枳實、枳殼與化橘紅，當藥

方中有此類藥材，就應避免與西藥併用。」

享受美食，注意內容、用量與頻率

冬季來臨，民眾喜歡各種藥膳補品，

侯教授建議食用前，要注意「內容」、「用

量」與「頻率」。以當歸鴨而言，其中的

當歸、川芎都是活血類的中藥材，當它們

與抗凝血藥（Warfarin）併用時，就有可能

增加病人出血的風險。因此，「鴨肉可以

淺嚐，湯建議不要喝，享受香氣即可，才

可避免副作用的風險。」此外，侯教授強

調，食用頻率也是關鍵，再好的東西也不

要常吃或過量。

食藥署叮囑，若對服用的中藥或食材

有疑慮，可在領藥時諮詢藥師，評估是否

適合一併使用，才能確保用藥療效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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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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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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麻鈎藤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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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