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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鬚
本刊資料室

【基原】

為禾本科 Gramineae 植物玉蜀黍 Zea 

mays L. 之乾燥花柱和柱頭。

本品之稀乙醇抽提物不得少於 4 %，

水抽提物不得少於 5 %。（《臺灣中藥

典》）

【原植物】

玉蜀黍為高大的一年生栽培植物，稈

粗壯，直立，高 1 ～ 4 m，通常不分枝，

基部節處常有氣生根。葉片寬大，線狀披

針形，邊緣呈波狀皺折，具強壯之中脈。

在稈頂著生雄性開展的圓錐花序；雄花序

的分枝三棱狀，每節有 2 雄小穗，1 無柄，

1 有短柄；每 1 雄小穗含 2 小花；穎片膜

質，先端尖；外稃及內稃均透明膜質；在

葉腋內抽出圓柱狀的雌花序，雌花序外包

有多數鞘狀苞片，雌小穗密集成縱行排列

於粗壯的穗軸上，穎片寬闊，先端圓形或

微凹，外稃膜質透明。花、果期 7 ～ 9月。

全國各地廣泛栽培。(《中華本草》)

【藥材性狀】

1. 一般性狀：

　　　本品花柱呈線狀或鬚狀，常集結

成疏鬆團簇。長多為 5 ～ 10 cm ～ 30 

cm 直徑約 0.05 cm。淡黃色至棕紅色，

微有光澤。柱頭 2 裂，叉開 3 mm。質

柔軟。

2. 粉末：

　　　本品粉末黃棕色。花柱碎片紅棕色，

表面有眾多非腺毛，花柱兩側具導管，

非腺毛無色，由數個至 10 餘個細胞組

成，為多列性分枝狀毛，各分支單細胞，

呈手指狀，非腺毛基部 1 ～ 3 列細胞，

頂部 1 列，導管多為螺紋及環紋導管。

(《臺灣中藥典》)玉米植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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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收加工】

於玉米成熟時採收，摘取花柱，曬乾。

（《中華本草》）

【藥性】

《臺灣中藥典》：「味甘，性平。歸膀胱、

腎經。」

《中華本草》：「味甘、淡，性平。歸腎、

胃、肝、膽經。」

《滇南本草》：「味甜，性微溫，入陽明

胃經。」

《現代實用中藥》：「味甘、性平。」

南藥《中草藥學》：「入肝、腎經。」

《四川中藥誌》1982年版：「味甘、淡，

性平。」

【功能與主治】

《中華本草》：「利尿消腫，清肝利膽。

主治水腫，小便淋瀝，黃膽，膽囊炎，膽

結石，高血壓，糖尿病，乳汁不通。」

《滇南本草》：「寛腸下氣。治婦人乳結

紅腫，乳汁不通，紅腫疼痛，怕冷發熱，

頭痛體困。」

《嶺南採藥錄》：「和豬肉煎湯治糖尿病。

又治小便淋瀝砂石，若痛不可忍，煎湯頻

服。」

《現代實用中藥》：「為利尿藥，對腎臟病，

浮腫性疾患，糖尿病等有效。又為膽囊炎、

膽石、肝炎性黃膽等的有效藥。」

《民間常用草藥滙編》：「能降低血壓，

利尿消腫。治鼻血、紅崩。」

《中國藥用植物圖鍳》：「主治急性及慢

性膀胱炎、尿道炎。」

《全國中草藥滙編》：「利尿消腫，平肝

利膽。治急慢性腎炎，水腫，急慢性肝炎，

高血壓，糖尿病，慢性副鼻竇炎，尿路結

石，膽結石，並預防習慣性流產。」

《福建藥物誌》：「治糖尿病、高血壓、

肺結核、百日咳、腎炎、泌尿道感染、乳

糜尿、白帶。」

【用法用量】

內服：煎湯，15 ～ 30g；大劑量 60 ～

90g；或燒存性研末。

外用：適量，燒煙吸入。（《中華本草》)

玉米植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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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馬胎
本刊資料室

【別名】

雙合劍葉草、黃龍參 ( 臺灣 )、千頭艾、

走馬草、火油草。

【基原】

為 菊 科 植 物 千 頭 艾 納 香 Blumea 

lanceolaria (Roxb.) Druce 的葉。

【型態特徵】

高大草本或亞灌木，高 1 ～ 3 m。莖

分枝，有棱條，幼枝和花序軸的毛較密，

節間長 0.6 ～ 2 cm，在上部達 5cm 或更長。

下部和中部的葉有長 2 ～ 3 cm 的柄；葉片

倒披針形，狹長圓狀披針形或橢圓形，長

15 ～ 30 cm，寬 5 ～ 8 cm，先端短漸尖，

基部漸狹下延，或有時有短的耳狀附屬物，

邊緣有細或粗齒，上面有泡狀突起，下面

無毛或被微柔毛；側脈 13 ～ 20 對，網脈

明顯；上部葉狹披針形或線狀披針形，長

7 ～ 15 cm，寬 1 ～ 2.5 cm，基部漸狹下延

成翅狀。頭狀花序多數，常 3~4 個簇生，

排成頂生、塔形的大圓錐花序；總苞圓柱

形或近鐘形；總苞片 5 ～ 6 層，綠色或紫

紅色，彎曲，外層卵狀披針形，背面被短

柔毛，中層狹披針形或線狀披針形，內層

線形，被疏毛；花托蜂窩狀，被白色密柔毛；

花黃色，雌花多數，花冠檐部 3 齒裂；兩

性花少數，花冠檐部 5 淺裂，裂片披疏毛。

瘦果圓柱形，有 5 條棱，披毛；冠毛黃白

色至黃褐色，糙毛狀。花期 1 ～ 4 月。

生於海拔 420 ～ 1500 m 的山坡、林緣、

路旁草地或溪邊。分布於華南及臺灣、貴

州、雲南等地。

【採收加工】

春、夏季採葉，鮮用或曬乾。

【性味】

味辛，性平。

【功能與主治】

 祛風活血，通絡止痛。主治頭風痛，

風濕痹痛，跌打腫痛。

【用法用量】

內服：煎湯，15 ～ 30g，鮮品加倍。

外用：適量，鮮品搗敷；或煎水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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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水葛
本刊資料室

【別名】

膿見消、拔膿膏、啜膿膏、地消散、

石薯仔。

【基原】

為 蕁 麻 科 植 物 霧 水 葛 Pouzolzia 

zeylanica (L.) Benn. 的帶根全草。

【型態特徵】

多年生草本，長 30 ～ 90 cm。不分枝

或下部有 1 ～ 3 對分枝，莖細弱常呈匍匐

狀，無毛或疏被粗毛。葉對生，或莖頂部

的葉互生；葉柄長 0.3 ～ 1.6 cm；托葉卵

狀披針形，脫落；葉片膜質，卵形至寬卵

形，長 1.5 ～ 4 cm，寬 0.5 ～ 2.5cm 先端短

尖，基部圓形或鈍，全緣，兩面疏被貼伏

的粗毛，通常下面較密，上面鐘乳體點狀，

稠密，基出脈 3 條。花小，組成腋生的團

傘花序，雌雄花混生；雄花淡綠色或帶紫

色，花被片卵圓形，長約 1mm，先端急尖

或呈短芒狀，疏被短柔毛，雄蕊 4，突出；

雌花花被壺狀，長約 1.5 mm，上部 2 齒裂，

被柔毛。瘦果卵形，長約 1mm，先端尖，

黑色，有光澤。花期 4 ～ 9 月，果期 5 ～

10 月。

生於潮濕的山地、溝邊和路旁或低山

灌叢中或疏林中。分布於甘肅、安徽、浙

江、福建、湖北、湖南、廣東、海南、四川、

雲南及臺灣等地。

【採收加工】

全年均可採收，洗淨，鮮用或曬乾。

【性味】

味甘、淡，性寒。

【功能與主治】

清熱解毒，消腫排膿，利水通淋。主

治瘡瘍癰疽，乳癰，風火牙痛，痢疾，腹

瀉，小便淋痛，白濁。

【用法用量】

內服：煎湯，15 ～ 30g，鮮品加倍。

外用：適量，搗敷；或搗汁含漱。

【使用注意】

瘡瘍無膿者勿用之，以免增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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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必應
本刊資料室

【基原】

為 冬 青 科 植 物 鐵 冬 青 Ilex rotunda 

Thunb. 的樹皮或根皮。

【型態特徵】

常綠喬木或灌木，高 5 ～ 15 m。枝灰

色，小枝多少有棱，紅褐色。葉互生；葉

柄長 7 ～ 12 mm，葉片紙質，卵圓形至橢

圓形，長 4 ～ 10 cm，寬 2 ～ 4 cm，先端

短尖，全緣，上面有光澤，側脈 5 對，兩

面明顯。花單性，雌雄異株，排列成具梗

的傘形花序；雄花序花梗長 2 ～ 8 mm，花

柄長 2 ～ 4 mm；萼長約 1mm；花瓣 4 ～

5，綠白色，卵狀矩圓形，長 3 ～ 5mm；

子房上位。核果球形至橢圓形，長 4.5 ～ 6 

mm，熟時紅色；先端有宿存柱頭。花期 5 ～

6 月，果期 9 ～ 10 月。

常生於山下疏林或溝、溪邊。分佈於

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臺灣、

湖南、廣東、廣西、雲南。

【採收加工】

全年均可採，鮮用或曬乾。

【性味】

味苦，性寒。

【功能】

清熱解毒，利濕，止痛。

【主治】

感冒發熱，咽喉腫痛，胃痛，暑濕泄

瀉，黃疸，痢疾，跌打損傷，風濕痹痛，

濕疹，瘡癤。

【用法用量】

內服：煎湯，9 ～ 15g。

外用：適量，搗敷；或熬膏塗。

上圖：鐵冬青雄花；下圖：鐵冬青雌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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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飲片炮製介紹 --- 艾葉

勝昌製藥技術部 魏昌福

前言：

　　依據《臺灣中藥典》記載，艾葉藥材來源為菊科植物艾 Artemisia 

argyi H. Lév. et Vaniot. 的乾燥葉；具有溫經止血，散寒止痛等功效 1。

艾葉入藥始載於《金匱要略》，其炮製較早見於唐《食療本草》，謂

“ 炙熟 ”；艾葉為臨床常用的炙療藥，也有內服的，歷代使用的炮製

品有艾葉 ( 生艾葉 )、艾絨、炒艾葉、艾葉炭、醋艾葉、酒艾葉、米

泔製艾葉、糯米製艾葉、醋艾炭 ( 醋艾葉炭 ) 及硫磺艾等 3,4。現代炮

製以艾葉及醋艾炭較為常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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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葉 (生艾葉、淨艾葉 )：

除去雜質及梗。篩去灰屑 2-7。

2.醋艾炭 (醋艾葉炭 )：

取淨艾葉，置炒製容器內，用中武

火加熱，炒至表面焦黑色，噴醋，炒乾，

取出放涼。每 100 kg 艾葉，用醋 15 kg

得 2,7,9。

二、飲片性狀

1.艾葉 (圖 1)：

本品為多皺縮、破碎，有短柄。完整

葉片展平後呈卵狀橢圓形，羽狀深裂，裂

片橢圓狀披針形，邊緣有不規則的粗鋸齒；

上表面灰綠色或深黃綠色，有稀疏的柔毛

和腺點；下表面密生灰白色絨毛。質柔軟。

氣清香，味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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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艾葉飲片圖 圖 2  醋艾炭飲片圖

2.醋艾炭 (圖 2)：

本品呈不規則的碎片，表面黑褐色，

有細條狀葉柄，具有醋香氣 2,7,9。

三、炮製研究

1.方法與品質研究：

現代炮製研究顯示，傳統艾葉炭炮製

方法多採用武火清炒至表面焦黑色、噴淋

清水少許，滅盡火星，炒乾，放涼，即得。

但艾葉質輕，火侯不易掌握，即使立刻噴

水，也容易黏鍋；在炒製過程中艾葉易成

團受熱不均，有的炭化、有的生片，成品

質差。因此，有報導將清炒改為砂燙法炮

製，先將艾葉揀去雜質，再將淨河砂置鍋

內用武火加熱 150 ～ 170℃ 時，倒入艾葉

不斷翻炒，至外表成焦褐色，立即過篩，

噴水，攤開晾涼，即得；此法可改善傳統

炮製受熱不均等問題。此外，也有學者對

艾葉炭的清炒法、砂炒法及電烘砂燙法進

行比較，認為砂炒品及電烘砂燙品由於熱

度穩定、均勻，製品品質易於控制，葉片

完整性符合質量要求，成品收得率相對較

高，同時砂炒和砂燙可以減輕濃煙汙染，

縮短製炭時間提高工作效益 8,9。

另外，研究顯示艾葉經加熱炮製後揮

發油含量明顯降低。艾葉炒炭或烘製後有

明顯的止血作用，其中以 180℃ 烘 10、20

分鐘和 200℃ 烘 10 分鐘所得樣品，水煎液

止血作用最明顯，與生品組比較，有顯著

性差異，進一步證實艾葉製炭後可加強其

止血作用 9。還有學者研究以 HPLC 方法建

立艾葉飲片的指紋圖譜 (fingerprints)，此方

法共檢測了不同產地 10 批艾葉飲片，以異

澤蘭黃素為參照峰，共標定了 12 個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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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指紋峰，為艾葉的品質管制提供更全

面的資訊 10。

2.化學與藥理研究：

艾葉中主要含有揮發油，其中含量較

高的成分有萜品烯 -4- 醇 (terpinen-4-ol)、

1,8- 桉葉素 (1,8-cineole)、樟腦 (camphor)、

龍 腦 (borneol)、 蒿 醇 (artemisia alcohol)、

檸檬烯 (limonene)、石竹烯 (caryophyllene)

及 薄 荷 醇 (piperitol) 等。 又 含 有 黃 酮 類

成分如異澤蘭黃素 (eupatilin)、金合歡素

(jaceosidin)、芹菜素 (apigenin)、甲氧基木

犀草素 (chrysoeriol)、高車前素 (hispidulin)、

槲皮素 (quercetin) 及柚皮素 (naringenin) 等。

還含有萜類化合物如木栓酮 (friedelin)、α-

香樹脂醇 (amyrin)、羽扇烯酮 (lupenone)、

羊齒烯酮 (ferneone) 等 3,11,12。

現代藥理研究顯示，艾葉具有凝血及

止血的作用，以生艾葉水提物灌胃能縮短

小鼠的凝血時間，醋艾炭、艾葉炭、煅艾

葉炭水提物灌胃均能縮短小鼠斷尾的出血

時間和凝血時間。另外艾葉還具有抗菌作

用，以試管法和濾紙擴散法結果顯示，艾

葉油對大腸桿菌、金黃色葡萄球菌、白色

念珠菌、綠膿桿菌、枯草芽孢桿菌等均有

強烈的抑菌作用。此外艾葉還具有平喘、

止咳、祛痰、抗病毒、增強免疫、抗疲勞、

抗腫瘤、及抗氧化等作用 3,11,12。

四、臨床應用

1.功效應用：

中醫理論認為艾葉具有溫經止血，散

寒止痛；外用袪濕止癢的功效。常用於吐

血，衂血，崩漏，月經過多，胎漏下血，

少腹冷痛，經寒不調，宮冷不孕；外治皮

膚瘙癢 2,3。艾葉的炮製作用，一般認為生

品芳香，長於理氣血、散風寒濕邪；經製

炭後辛散之性大減，溫經止血力強，多用

於虛寒性出血等 2,6-8。

在臨床應用上，艾葉性溫，能溫經止

血，尤宜用於虛寒出血。婦女崩漏、妊娠

下血，常配阿膠、當歸、地黃等溫經散寒，

養血止血，如《金匱要略》芎歸膠艾湯。

若衝任虛寒，小腹冷痛，月經不調，日久艾植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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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者，常配香附、吳茱萸、當歸、肉桂

等，散寒止痛，養血調經，如《直指方》

艾附暖宮丸。其他常用方劑如四生丸、柏

葉湯、保產無憂方、婦寶丹、艾煎丸等，

可隨證加減應用。

2.用法用量：

內服：煎湯，3 ～ 9 g；或入丸、散；

或搗汁。

外用：適量，搗絨作炷或製成艾條薰

炙；或搗敷；或煎水薰洗；或炒熱溫熨 2,3。

使用注意：陰虛血熱者慎服 3。

結語

綜上所述，艾葉常見的炮製有艾葉及

醋艾炭二種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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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葉炭以砂燙法炮製所得之飲片外觀與品質

優於傳統炮法，且能提高工作效益；另外

藥理研究顯示艾葉具有止血、抗菌、抗腫

瘤及止咳祛痰等藥理作用。因此，在臨床

應用艾葉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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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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中藥研究 系列 3】

研發製成寵物食品，
　　　　可延緩毛小孩老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專業學院 吳忠信教授

寵物吃的保健食品 竟然吃的比人還要好

有鑒於許多飼主已經把寵物當成家

人一般的寵愛，特別針對臺灣地區伴侶動

物 ( 貓、犬 ) 主要疾病與死因積極研發寵

物保健飼料添加劑，篩選可以有效增強營

養吸收、骨骼保健、運動功能、血脂調

節、延緩衰老、抗發炎、腸胃功能、免疫

調節的寵物保健飼料添加劑，期能將本計

劃研發之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成果技轉給

業界開發成為商業產品，製成兼具養生保

健功能寵物食品，藉此提高動物保健飼料

添 加 劑 的 高 經 濟 產 值。 根 據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2017 年 4 月市場調查報告指出，

伴侶動物產業發展越來越趨近於人類的快

速消費，在犬糧或貓糧的研發目前都著重

於減緩老化及認知衰退，為此，選用一些

可以有效減緩老化及認知衰退的珍貴中藥

材研發製成寵物保健飼料添加劑。其中，

中藥複方的龜鹿二仙膠自古以來即被視為

補氣血良方，更是預防骨質疏鬆的聖品，

主要藥材包括龜板與鹿角，另外加入枸杞、

人參，從現代醫學角度來看，龜板有免疫

調節、延緩衰老及中樞神經影響作用，鹿

角富含膠質等元素，可以預防骨質疏鬆症，

並增強免疫力；人參可興奮中樞神經、加

強免疫力及造血機能、抗疲勞和強心；枸

杞則具有增加造血機能、提高免疫力及抗

衰老作用。此外，過去研究發現，以人參

為主的生脈散複方加入丹參，可以有效提

高腦力和體力，緩解心肌與骨骼肌的發炎

以及氧化壓力，對於抵抗肌肉疲勞具有極

佳功效。為此，將龜鹿、人參、丹參等漢

方研發製成寵物保健食品，當老化實驗動

物連續餵食寵物保健食品一個月以後，確

實可以有效達到活血補氣、緩解骨質疏鬆，

並且大大的增強骨骼肌與心肌的收縮力

量。當年邁的寵物給予含漢方的寵物保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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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補充後，應該可以有效延緩老化症狀，

讓如同家人般的毛小孩活得更健康、更有

尊嚴，另一方面，寵物餵食保健食品應該

可以有效緩解寵物的老化與器官退化，以

及提昇免疫力來對抗疾病，大大降低飼主

對於高齡寵物的健康醫療費用支出。

研究團隊發現老化的實驗動物在餵食含龜鹿、人參、丹參等漢方的寵物保健食品一個月
以後，確實可以有效達到緩解骨質疏鬆並且大大的增強骨骼肌的收縮功能。

餵食寵物漢方保健食品對於高齡老化小鼠腿骨具有強化的效果

預防中獸醫藥

正常老化小鼠 ( 控制組 ) 運動處理老化小鼠 ( 運動組 )
漢方寵物保健食品處理
老化小鼠 ( 龜鹿組 )

龜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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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方寵物保健食品對於鴿子的胸大肌血流及胸大肌收縮力量之比較

漢方寵物保健食品促進鴿子胸大肌活血補氣的神經機制

漢方寵物保健食品

未餵食漢方寵物保健食品
鴿子飛行胸大肌的血流

漢
方
處
理
組

漢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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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方寵物保健食品對於動物的骨頭 3D 掃描及骨密度之比較

各式各樣的漢方寵物保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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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臺灣中獸醫藥學會 致力傳統中醫藥應

用於動物保健與疾病治療

在研究科學中藥的過程中，發現許多

傳統中醫藥多可以應用於動物保健與疾病

治療。為此，邀集許多學有專長的中醫師、

獸醫師、科學中藥與寵物食品相關企業的

主管、以及動物科學專家學者們，籌組臺

灣中獸醫藥學會，學會以弘揚傳統中獸醫

藥技術、匯聚臺灣中獸醫藥發展經驗，促

進中獸醫藥學術交流功能、推動中獸醫藥

產業之良性互動機制、並建置有利中獸醫

藥發展環境為宗旨。中獸醫藥源自中國古

代，有諸多中醫及中藥典籍提及，有趣的

是古代的動物和人看的是同一個醫生，同

一套醫學理論可治療人與所有動物，後來

才有所畫分。根據古籍紀錄，人類使用中

醫藥治療動物的歷史已有兩千年，包括使

用針灸、草藥等，中獸醫藥以陰陽和五行

的學說為基礎，而動物的經脈都是以一對

對組成和有陰陽之分，而五行理論是以金，

木，水，火和土所組成，他們認為彼此是

能夠相生相剋，而且是循環不息。中獸醫

藥在明代到達最高峰，李時珍的《本草綱

目》曾記載動物針灸療法；明朝萬曆年間

出版的《元亨療馬集》更是內容最豐富、

流傳最廣的一部中獸醫經典著作，清代至

今俗稱《牛馬經》。反觀現代的中獸醫藥，

漢方寵物保健食品龜鹿組緩解骨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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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盛行在西方國家，包括美、法等國在

1970 年代紛紛設立國家獸醫針灸協會，鑽

研獸醫針灸術，不少西方獸醫師把針灸治

療作為搭配西醫療程的重要部分。與西方

獸醫學相比，中醫方式治療寵物，優點是

治病迅速、效果顯著，治療範圍廣闊，可

以疏通經絡，調整氣血。對於高齡寵物而

言，針灸及中藥能減緩疼痛，讓牠們有更

舒服的生活品質。

綜合上述，面對臺灣寵物高齡化以及

抗生素濫用的嚴重問題，我們應該學習老

祖宗的智慧，從傳統的中藥尋找可以替代

西藥與抗生素的動物藥，以及從傳統的中

醫尋找可以替代西醫的獸醫治療方式。如

此一來，將能夠讓高齡的寵物活得更健康、

更有尊嚴。

中獸醫藥在明代到達最高峰，明朝萬曆年間出版的《元亨療馬集》是內容最豐富、流傳最廣
的一部中獸醫經典著作，清代至今俗稱《牛馬經》。

吳教授研究成果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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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邱勇嘉

一、硫磺的歷史與本草考察

硫磺，原名石硫黃，始載本草為《神

農本草經》，主治婦人陰蝕，疽痔惡血，

堅筋骨，除頭禿，能化金銀銅鐵奇物。生

山谷中。歷代本草中如《神農本草經》、

《本草經集注》、《新修本草》、《本草

圖經》、《名醫別錄》、《政類本草》、

《本草綱目》、《雷公炮製藥性解》及《本

草備要》對于其性味記載大多爲味酸，性

溫或熱，有毒；主治陰寒邪氣冷癖病症、

殺蟲、疥癬等 ( 詳如表一 )、而從《本草經

集注》開始有分產地來源：「今第一出扶

南 ( 今柬埔寨 )、林邑 ( 今越南 )，色如鵝

子初出殼，名昆侖黃。次出外國，從蜀中

來，色深而煌煌。」到《本草圖經》及《本

前言：

硫磺 ( 黃 ) SULFUR

　　硫磺為一種中藥，其始載於《神農本草經》，味酸溫有毒。傳統

功效為內服壯陽通便，外用殺蟲止癢。現代內服使用已罕見，較常見

應用在外用皮膚的製劑裡。此外，燻硫磺為傳統上用來使用在食材或

藥材保存的技術，但由於燻蒸過量的硫黃的藥材或食材可能會有殘留

過量的二氧化硫和亞硫酸鹽類物質之現象，使用者易産生噁心、嘔

吐…等胃腸道的不良反應，亦對眼、呼吸道黏膜具刺激性，而産生咳

嗽、氣喘等現象。近年來人們對健康意識、用藥及食品安全的觀念提

升，各國政府也對於硫磺的使用上及二氧化硫殘留量進行限量管制。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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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綱目》皆有紀載不同產地的硫黃。而首

次記載硫黃燻蒸殺蟲是明朝《本草綱目》：

草部第十四卷草之三牡丹，「牡丹，惟取

紅白單瓣者入藥。其千葉藝品，皆人巧所

致，氣味不純，不可用。《花譜》載丹州、

延州以西及褒斜道中最多，與荊棘無異，

土人取以爲薪，其根入藥尤妙。凡栽花者，

根下著白蘞末辟蟲，穴中點硫黃殺蠹，以

烏賊骨針其樹必枯，此物性，亦不可不知

也 ”。」直到約西元 1900 年鄭門莊人使用

硫磺燻蒸在産地使用與山藥的加工上，並

記錄在《溫縣志》中 (1)。1930 年 ( 民國十

九年 ) 陳存仁醫師所撰寫的《藥物出産辨》

中有明確指出平貝母、桔梗、花粉 ( 栝蔞

根 )、乾葛 ( 甘葛 ) 及百合等藥材有燻硫磺

的紀錄並提出其品質之優劣，詳細紀載內

容如表二 (2)。

朝代 作者 書名 內容

秦漢 佚名 神農本草經

玉石部中品，稱硫黃味酸溫有毒。主治婦人陰蝕，疽

痔惡血，堅筋骨，除頭禿，能化金銀銅鐵奇物。生山

谷中。

南朝 ‧ 梁 陶弘景 本草經集注

藥不宜入湯酒者。味酸，溫、大熱，有毒。主治婦人

陰蝕，疽，痔，惡血，堅筋骨，除頭禿。治心腹積聚，

邪氣冷癖在脅，咳逆上氣，腳冷疼弱無力，及鼻衄，

惡瘡，下部䘌瘡，止血，殺疥蟲。能化金、銀、銅、

鐵奇物。生東海牧羊山谷中，及太山、河西山，礬石

液也。

東海郡屬北徐州，而箕山亦有。今第一齣扶南林邑，

色如鵝子初出殼，名昆侖黃。次出外國，從蜀中來，

色深而煌煌。世方用之治腳弱及痼冷甚良。《仙經》

頗用之。所化奇物，幷是《黃白朮》及合丹法。此雲

礬石液，今南方則無礬石，恐不必爾。

唐 蘇敬 新修本草

味酸，溫、大熱，有毒。主婦人陰蝕，疽痔，惡血，

堅筋骨，除頭禿。療心腹積聚，邪氣冷癖在脅，咳逆

上氣，腳冷疼弱無力，及鼻衄，惡瘡，下部匿瘡，止

血，殺疥蟲。能化金銀銅鐵奇物。生東海牧羊山谷中，

及太山、河西山，礬石液也。

東海郡屬北徐州，而箕山亦有。今第一齣扶南林邑，

色如鵝子初出殼，名昆侖黃。次出外國，從蜀中來，

色深而煌煌。俗方用之療腳弱及痼冷甚良。《仙經》

頗用之。所化奇物，幷是《黃白朮》及合丹法。此雲

礬石液，今南方則無礬石，恐不必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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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 作者 書名 內容

北宋 蘇頌 本草圖經

生東海牧羊山谷中及泰山、河西山，礬石液也。今惟

出南海諸蕃。嶺外州郡或有，而不甚佳。以色如 鵝 

子初出殼者爲真，謂之昆侖黃。其赤色者名石亭脂，

青色者號冬結石，半白半黑名神驚石，幷不堪入藥。

又有一種土硫黃，出廣南及榮州溪澗水中流出。其味

辛性熱腥臭，主治疥瘡，殺蟲毒。又可煎煉成汁，

以模作器，亦如鵝子黃色。謹按古方書未有服餌硫黃

者。《本經》所說功用，止於治瘡蝕，攻積聚冷氣，

腳弱等。而近世燧火煉治，爲常服丸散，觀其制煉服

食之法，殊無本源，非若乳石之有論議節度。故服之，

其效雖緊，而其患更速，可不戒之。

晉 陶弘景 名醫別錄

大熱，有毒。主治心腹積聚，邪氣冷癖在脅，咳逆上

氣，腳冷疼弱無力，及鼻衄，惡瘡，下部䘌瘡，止血，

殺疥蟲。生東海牧羊中，及大山及河西山，礬石液也。

宋 唐慎微 政類本草

味酸，溫、大熱，有毒。主婦人陰蝕，疽痔，惡血，

堅筋骨，除頭禿，療心腹積聚，邪氣冷癖在脅，咳逆

上氣，腳冷疼弱無力，及鼻衄，惡瘡，下部䘌瘡，止

血，殺疥蟲。能化金、銀、銅、鐵奇物。生東海牧羊

山谷中，及太山、河西山，礬石液也。

明 李時珍
本草綱目

( 節錄 )

硫黃，秉純陽火石之精氣而結成，性質通流，色賦中

黃，故名硫黃。含其猛毒，為七十二石之將，故藥品

中號為將軍。外家謂之陽侯，亦曰黃牙，又曰黃硇砂。

凡產石硫黃之處，必有溫泉，作硫黃氣。《魏書》雲：

悅般有火山，山旁石皆焦熔，流地數十裏乃凝堅，即

石硫黃也。張華《博物志》雲：西域硫黃出且彌山。

去高昌八百里，有山高數十丈，晝則孔中狀如烟，夜

則如燈光。《庚辛玉册》雲：硫黃有二種：石硫黃，

生南海琉球山中；土硫黃，生於廣南。以嚼之無聲者

為佳，舶上倭硫黃亦佳。今人用配硝石作烽燧煙火，

為軍中要物。

凡用硫黃，入丸散用，須以蘿蔔剜空，入硫在內，合

定，稻糠火煨熟，去其臭氣；以紫背浮萍同煮過，消

其火毒；以皂莢湯淘之，去其黑漿。一法：打碎，以

絹袋盛，用無灰酒煮三伏時用。又硝石能化硫為水，

以竹筒盛硫埋馬糞中一月亦成水，名硫黃液。

主虛寒久痢，滑泄霍亂，補命門不足，陽氣暴絕，陰

毒傷寒，小兒慢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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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李中梓
雷公炮製

藥性解

味酸，性大熱有毒，入命門經。主下焦虛冷，陽絕不

起，頭禿，疽痔癬疥，心腹痃癖，脚膝冷疼，虛損泄

精。瑩淨無夾石者良，甘草湯煮過用，畏樸硝、細辛、

飛廉，忌百般禽獸血。

清 汪昂 本草備要

燥，補陽，殺蟲。味酸有毒。大熱純陽（硫黃陽精極

熱，與大黃極寒，並號將軍），補命門真火不足。性

雖熱而疏利大腸，與燥澀者不同（熱藥多秘，惟硫黃

暖而能通；寒藥多泄，惟黃連肥湯而止瀉），若陽氣

暴絕，陽毒傷寒，久患寒瀉，脾胃虛寒，命欲垂盡者

用之，亦救危妙藥也。治寒痹冷癖，足寒無力，老人

虛秘（《局方》用半硫丸），婦人陰蝕，小兒慢驚。

暖精壯陽，殺蟲療瘡，闢鬼魅，化五金，能幹汞（王

好古曰：太白丹、來復丹皆用硫黃佐以硝石：至陽佐

以至陽，與仲景白通湯佐以人尿、豬膽汁意同。所以

治內傷生冷，外冒暑濕、霍亂諸病。能除扡格之寒，

兼有伏陽，不得不爾。如無伏陽，只是陰虛，更不必

以陰藥佐之。《夷堅志》雲：唐與正亦知醫，能以意

治病。吳巡檢病不得溲，臥則微通，立則不能涓滴，

遍用通藥不效。唐問其平日自製黑錫丹常服，因悟曰：

此必結砂時，硫飛去，鉛不死，鉛砂入膀胱，臥則偏

重猶可溲，立則正塞水道故不通。取金液丹三百粒，

分十服，瞿麥湯下，鉛得硫則化，水道遂通。家母舅

童時亦病溺澀，服通淋藥罔效，老醫黃五聚視之曰：

此乃外皮竅小，故溺時艱難，非淋症也。以牛骨作楔，

塞于皮端，竅漸展開，勿藥而愈。使重服通利藥，得

不更變他證乎？乃知醫理非一端也。硫能化鉛爲水，

修煉家尊之爲金液丹）。番舶者良（難得）。取色黃

堅如石者，以萊菔剜空，入硫合定，糠火煨熟，去其

臭氣，以紫背浮萍煮過，消其火毒，以皂莢湯淘其黑

漿。一法絹袋盛，酒煮三日夜。一法入豬大腸爛煮三

時用。畏細辛、諸血、醋。

表一、歷代本草硫磺相關記載摘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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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材 藥材 頁碼

平貝母

產奉天新立屯為最好。船廠、洮南次之。六月新。又有一種名西貝，

產山西、陝西兩種均屬價平，代川貝木用。實不適合藥。以西貝爲

最劣，因其出新時，用灰水鹽水浸過，使其膠汁盡出再用硫磺燻白。

與廣東製乾葛者同一辦法。貪其色不顧其精，致其味變爲酸鹼，如

此劣品，應當早日淘汰之。

20

桔梗
産安徽滁州府、廣西各屬亦有出産。每年春秋兩次收成。近日有因

色舊用硫磺燻之者，與製花粉同弊。
22

花粉

( 栝蔞根 )

産廣東陽江爲最。本質最幼滑，可惜用硫黃燻過致其變味。所謂貪

其好色，遂至轉性而不適於用。廣西八屬等均有出，質略粗，亦用

硫磺燻之，惟不亞於陽春也。又有產自安徽安慶府、亳州等處，個

頭略細、質粗、但無硫磺味，最宜用之。又名栝蔞根。醫生用治咳

症，以爲可以除痰清熱，孰料製造花粉者，不惜硫黃工本，燻至質

味轉酸，不獨無益，而又害之。

68

乾葛

( 甘葛 )

各省均有産。惟以廣東境所沽者最不合用，此葛由喃嘸莊客切開，

用一匙約可容葛七八擔者，葛放池中，用蚝殼灰、生鹽兩味，開

水浸之，所有葛內精汁盡行漂出，浸兩晝夜，取出用山坑水泡之，

泡後畧為曬爽，即入硫黃櫃燻之。務使其色白，不計其合用與否。

造起開片食之，酸且鹹，清甜之味全無。想葛根乃表散清凉之品，

其味既鹹且酸，不斂已幸矣，尚望其能解表乎 ? 此等乾葛，應在淘

汰之列。正當造法，將葛去皮，用水洗淨，用大盆滿貯清水，將

葛切片如骨牌型，放落清水盆略浸五分鐘。取起曬乾用。服食覺

煎成之水，有甘涼之味，實無上之珍品也。何必多端弄巧，貪奇

好色貽害多人。故須從速改良為要。兩湖、安徽、江浙均有到過

港沽，原枝開直片，煎水飲之，猶有原葛清甜之味，惟開片不好看，

故無人買之。可知乾葛一味，各省均合制法，獨廣東弄巧取色，

至爲不合衛生。

70

百合

湖南湘潭、寶慶産者，名揀片外合，爲最佳。由湘潭經北江
到廣州在北江棧沽以龍牙合爲最，揀片次之。一産湖北麻城，
名麻城合，用硫黃燻至其味酸，不適用。有産四川者，名川
合，亦可用。有産江蘇省，名蘇合，味略苦。均夏季出新。

84

表二、《藥物出產辨》中有燻硫磺之藥材內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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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硫黃的來源與生成 (4)

自然元素類礦物硫族自然硫，採集後，

加熱使其熔化，除去雜質；或用含硫礦物

經加工而成。主要可分為三種類型：

1. 昇華硫，在火山噴發過程產生，由硫氣

孔噴出之硫蒸氣經凝結作用行成硫化氫

(H2S)，經不完全的氧化或和二氧化硫反

應而成自然硫，陽明山大油坑即為昇華

硫之代表。

2. 浸染硫，通常含硫量較少，主要形成在

裂縫或空隙處，係因硫氣體和圍岩的礦

物成分産生置換作用而沉澱，常致使岩

石呈淺黃色或黑色，常與矽化、明礬石

化和黃鐵礦化作用伴生，含硫量雖較少

但分布較爲廣泛，陽明山焿子坪為浸染

硫之代表。

3. 沉澱硫，形成於火山湖，從硫氣孔産出

的含硫物質直接以粒狀或粉狀，與黏土

粉砂或砂一起沉澱在湖中或經由自然界

之細菌有機作用形成，形成含硫黏土或

含硫泥層，陽明山冷水坑即為沉澱硫之

代表。

三、硫黃的外觀與性狀 (5)

外觀呈不規則塊狀。色黃道綠黃色。

表面不平坦，呈脂肪光澤，常有多數小孔。

體輕，質鬆，易碎，斷面常呈針狀結晶形。

味臭，加熱易熔融，燃燒時火焰成紫藍色，

且增強其烈刺激性臭味。

四、硫黃的應用 (5-6)

硫黃傳統上當藥用時，外用常製成膏

劑殺蟲、治療疥癬；內服則需經與豆腐共

煮（炮製）後陰乾再入丸劑或散劑，用於

陽痿足冷，虛喘冷哮，虛寒便秘，孕婦需

慎用，不宜與芒硝，玄明粉同用。

燻硫黃作爲一種常用的中藥材産地加

工方法，已有 100 多年的歷史。硫磺燻蒸

中藥材是一種傳統的藥材產地加工方法，

一般稱為「打硫」，在中藥材的保存上發

揮著一定的作用 (7)。

藥材在產地採收後需盡快加工處理以

保持藥材的外觀完整性，通常影響藥材的

因素可分為內在及外在，內在為本身之成

分、含水量之特性；外在為陽光、空氣、水、

蟲及微生物。爲了减少蟲、微生物對藥材

的傷害，燃燒硫磺燻蒸藥材就成了一般産

地常見的加工方式，燃燒硫磺生成的二氧

化硫氣體燻藥材，能直接殺死藥材內部的

害蟲，抑制微生物的生長，硫在藥材內部

形成的亞硫酸鹽具還原作用，達到抑制細

菌、黴菌及殺死藥材內蟲害的效果，同時

可以避免藥材變色之現象，兼具漂白作用，

是傳統慣用、簡便易行的中藥材乾燥保存

方法。

燻硫黃造成藥材成分變化的原因有

二，其一為經加熱産生的二氧化硫是一種

强還原劑，能與中藥材中含酮基、羥基等

的成分發生化學反應，引起藥材中化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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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變化。另一為當中藥材硫燻後，藥材

中 H2SO3 含量增加，藥材變白，藥味變酸，

pH 下降，對不同藥材的成分有不同的影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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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道地藥材圖鑑 ( 二 ) / 張賢哲 著圖片來源：道地藥材圖鑑 ( 二 ) / 張賢哲 著

硫磺 ( 塊狀 ) 硫磺粉

《下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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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近期民眾詢問：「蠶豆症（G6PD 

deficiency）患者可以服用清冠一號嗎？」、

「清冠一號裡面有薄荷，所含的薄荷醇會
不會造成蠶豆症患者發生溶血呢？」茲說

明如下：

回應 : 可以服用清冠一號。理由如下：

1. 截至目前的國際學術研究資料中，只有

「蠶豆」（或被蠶豆污染的食品）、「萘」

（化學合成樟腦所含的成份）與「苯胺染

料」這三項物質，確定會有引起蠶豆症

患者溶血的可能。薄荷醇並無列在其中。

2. 截至目前的國際學術研究資料中，「薄

荷醇」是被列為「沒有證據禁止」使用

的食品 / 化學品。

3. 「臺灣清冠一號」所使用的是「天然的

薄荷」而非「薄荷製品」；依照臨床經驗，

適當劑量的天然薄荷，並無引起溶血的

風險。

綜上，蠶豆症患者可以服用「臺灣
清冠一號」而無引起溶血之風險，請民

眾放心。

參考資料：What G6PD deficient individuals 

should really avoid（Br J Clin Pharmacol. 

2017 Jan; 83(1): 211–212.）

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公告

資料來源：110 年 07 月 21 日 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蠶豆症」患者能否服用「臺灣清冠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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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壯陽藥尚讚 ?!食藥署說別信

在公園的老王跟老李窸窸窣窣地講著

話，「查埔人千萬毋湯賰一支嘴，我和你

講這草藥仔咖啡真好用！我啉了暗時攏麻

ㄅㄧㄥ ˋ ㄅㄧㄤ ˋ 叫！」「遮厲害，你莫給

我騙喔！」「真的啦，內底有馬來西亞國

寶草藥，天然的尚好閣有效！這有一包你

拿去喝看覓，有效再做伙買。」「有影嘸！

按呢我試看覓 ……」這種常見的對話內容，

有沒有覺得哪裡怪怪的呢？

壯陽成分不單純，誤食恐傷身

多數人都知道，對於過度誇大或來路

不明的食品都要提高警覺！然而，搭著養

身熱潮與天然ㄟ尚好的心態，標榜珍貴動

植物成分、純漢藥或國寶草藥的壯陽食品，

讓不少男性躍躍欲試。然而，許多壯陽食品

往往不只是單純的食品，還可能含有未標

示的成分，例如：抗菌劑、興奮劑、壯陽

藥與重金屬等，或者是為了規避查緝而添

加具療效，但毒性並未經臨床證實的西藥

類緣物成分，以此獲取「非西藥」的身分。

所謂的藥品「類緣物」，是指藥品在

合成過程中產生非天然存在的副產品，它

的毒性與副作用可能都大於其所產生的療

效。因此，凡膠囊錠狀食品、糖果、咖啡

飲料，無論添加西藥成分或是其類緣物成

分都屬非法藥品，若在追求天然且深信效

果的情況下誤食，可能會對身體造成危害。

聽聞神奇療效，更應冷靜思考判斷

食藥署提醒 : 身體有恙請諮詢專業醫

師，倘若服用不符合規定的產品，發生 不

可逆的傷害時，將求償無門、花錢又傷身。

對於親友「善意推薦」具神奇功能的不明

食品時，應冷靜思考判斷，可利用食藥署

「食藥膨風廣告專區」（網址：http://www.

fda.gov.tw/TC/news.aspx?cid=5085） 與「 違

規食品、藥物、化粧品廣告民眾查詢系統」

（ 網 址：http://pmds.fda.gov.tw/illegalad/）

查詢商品是否有誇大不實之嫌。

資料來源：食品藥物管理署 /藥物食品安全週報第 824 期

圖片來源：藥物食品安全週報第 82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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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