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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板藍根
本刊資料室

【基原】

為 爵 床 科  A c a n t h a c e a e 植 物 馬 藍 

Strobilanthes cusia (Nees) Kuntze 之乾燥根

莖及根。

本品之稀乙醇抽提物不得少於 6.0%，

水抽提物不得少於 8.0%。（《臺灣中藥

典》）

【原植物】

多年生草本，高 30~70 cm。乾時莖

葉呈藍色或墨綠色。根莖粗壯，斷面呈藍

色。地上莖基部稍木質化，略帶方形，

稍分枝，節膨大，幼時被褐色微毛。葉

對生；葉柄長 1~4 cm；葉片倒卵狀橢圓

形或卵狀橢圓形，長 6~15 cm，寬 4~8 

cm；先端急尖，微鈍頭，基部漸狹細，

邊緣有淺鋸齒或波狀齒或全緣，上面無

毛，有稠密狹細的鍾乳線條，下面幼時脈

上稍生褐色微軟毛，側脈 5~6 對。花無

梗，成疏生的穗狀花序，頂生或腋生；苞

片葉狀，狹倒卵形，早落；花萼裂片 5，

條形，長 1~1.4 cm，通常一片較大，呈

匙形，無毛；花冠漏斗狀，淡紫色，長

4.5~5.5 cm，5裂近相等，長 6~7 mm，先

端微凹；雄蕊 4，2 強，花粉橢圓形，有

帶條，帶條上具兩條波形的脊；子房上

位，花柱細長。蒴果為稍狹的匙形，長

1.5~2 cm。種子 4顆，有微毛。花期 6~10

月，果期 7~11月。

生於山地、林緣潮濕的地方，野生或

栽培。分佈於江蘇、浙江、福建、湖北、

廣東、廣西、四川、貴州、雲南等地。(《中

華本草》)

【藥材性狀】

1. 一般性狀：

　　　本品根莖圓柱形略方，有分枝， 

直徑 2~6 mm。表面灰棕色，有膨大的

南板藍根飲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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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節上生多數細長彎曲的根，直徑

約 1 mm；上部帶地上莖，有時莖上有

對生分枝。質堅脆，折斷面不平坦，

中心髓部大。氣弱，味淡。

2. 組織：

　　　本品根莖橫切面，表皮細胞 1 層。 

皮層較寬，細胞切向延長；鐘乳體細

胞較多，類圓形或橢圓形，直徑 17~33 

μm；纖維單個散在或成束；內皮層明

顯。韌皮部較窄；纖維單個散在或成束，

壁微木質化或無木質化。木質部導管單

個散在或數個相聚；木纖維較發達，壁

木質化。髓線寬，2~8 層細胞。髓部細 

胞紋孔明顯；鐘乳體細胞少數。

3. 粉末：

　　　本品粉末黃棕色。無特殊臭氣，味

略苦。表皮細胞呈類圓形、類方形或類

長方形，切線性排列。皮層由薄壁細胞

組成，為卵圓形、橢圓形、長橢圓形、

類方形、類長方形或長多角形等，含鐘

乳體及澱粉粒。髓線細胞呈橢圓形、長

橢圓形、方形、長多角形，放射狀排列。

形成層細胞呈長方形、長扁平形，切線 

性延長。木質部薄壁細胞呈類圓形、略

等徑角形，膜厚，強木質化。木質部髓

線細胞呈類方形、類長方形、橢圓形或

長橢圓形。木質部纖維具隔膜，呈類圓

形、長橢形或略等徑多角形，膜壁厚化，

馬藍植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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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木質化。導管，強木質化，以有緣孔

紋及網紋為主。具纖維狀與管狀假導管。

髓細胞呈類圓形、等徑性多角形或長多 

角形，有細胞間隙，含鐘乳體及澱粉粒。

(《臺灣中藥典》)

【採收加工】

初冬採挖，除去莖葉，洗淨，曬乾。

（《中華本草》）

【藥性】

《中華本草》：「味苦，性寒。歸心、肝、

胃經。」

《本草述》：「苦，寒。無毒。」

《四川中藥志》1960年版：「入肝、胃

經。」

《重慶草藥》：「味苦、鹹，性寒。」

《廣西本草選編》：「味甘、苦，性寒。」

《雲南中草藥》：「微苦，寒。」

《中國藥典》2020年版：「苦，寒。歸心、

胃經。」

《臺灣中藥典》：「苦，寒。歸心、胃經。」

【炮製】

取原藥材，除去雜質，搶水洗淨，悶

潤，切成薄片，乾燥，篩去灰屑。

飲片性狀 : 為類圓形、大小不一的薄

片。外表皮灰棕色或暗棕色。切斷面顯纖

維性，中部有白色海綿狀的髓。質硬而韌。

氣微，味微苦。

貯乾燥容器內，置通風乾燥處，防蛀。

（《中華本草》)

【功能與主治】

《中華本草》：「清熱解毒。涼血消腫，

主治溫毒發斑，高熱頭痛，大頭瘟疫，丹

毒，痄腮，病毒性肝炎，流行性感冒，肺

炎，瘡腫，疱疹。」

《本草圖經》：「( 馬藍 ) 連根採之，焙，搗，

下篩，酒服錢匕，治婦人敗血。」

《現代實用中藥》：「清涼解熱，解毒。

用於丹毒，產褥熱，大頭瘟，產後傷寒，

馬藍植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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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游丹。」

《四川中藥志》1960 年版：「清熱解毒，

避疫殺蟲。治傷寒發斑，丹毒，瘟疫發頤

及大頭瘟。」

《廣西中草藥》：「涼血止血，清熱解毒。

治乙腦，流感，流腦，肝炎，腮腺炎，咽

喉炎，口腔炎，扁桃體炎，丹毒，毒蛇咬

傷。」

《廣西本草選編》：「治鈎端螺旋體病，

上呼吸道感染。」

《雲南中草藥》：「治小兒疳積，痢疾，

血吸蟲病。」

《中國藥典》2020 年版：「清熱解毒，涼

血消斑。用於溫疫時毒，發熱咽痛，溫毒

發斑，丹毒。」

《臺灣中藥典》：「清熱解毒，涼血利咽。」

【用法用量】

內服：煎湯，15~30 g，大劑量可用至

60~120 g；或入丸、散。

外用：適量，搗敷或煎湯熏洗。（《中

華本草》)

【使用注意】

《中華本草》：「脾胃虛寒、無實火熱毒

者慎服。」

《四川中藥志》1960 年版：「凡非實熱及

虛弱作瀉者慎用。」

馬藍植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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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塘蛇
本刊資料室

【基原】

為 柳 葉 菜 科 Onagraceae 植 物 水 龍 

Ludwigia adscendens (L.) Hara [ Jussiaea 

adscendens L.; J. repens L.] 的全草。

【型態特徵】

多年生水生草本，莖匍匐或上升，高

30~60 cm。根莖甚長，橫走泥中，具白色

囊狀呼吸根，節上有鬚根；浮水莖伸長達

4 m。植物體通常無毛，但在陸地上的分

枝幼時密被長柔毛。葉互生；葉柄長達 1.5 

cm，有時近無柄；葉片倒披針形或橢圓形，

長 1.5~5 cm，寬 0.5~2.5 cm，先端鈍或渾

圓，基部漸窄成柄，全緣，上面綠色，下

面紫紅色。花兩性，單生於葉腋，白色，

基部淡黃色，花梗長 2~3 cm，先端常有鱗

片狀小苞片 2；花萼裂片 5，披針形，長 6~7 

mm，外面疏被長柔毛，萼筒與子房貼生；

花瓣 5，乳白色，基部黃色，倒卵形，長

1~1.2 cm，寬 6~8 mm；雄蕊 10，不等長；

子房下位，外面疏被長柔毛，柱頭頭狀，

膨大，5 淺裂。蒴果細長圓柱形，長 2~3 

cm，直徑約 3 mm，有時散生長柔毛，具

多數種子。花期 5~8 月。

 生於海拔 500~1500 m 的水田或淺

水池塘中。分布於浙江、江西、福建、廣

東、海南、廣西、四川、雲南等地。

【採收加工】

夏、秋季採收，洗淨，鮮用或曬乾。

【性味】

味苦、微甘，性寒。

【功能與主治】 

清熱，利尿，解毒。主治感冒發熱，

燥熱咳嗽，高熱煩渴，淋痛，水腫，咽痛，

喉腫，口瘡，風火牙痛，瘡癰疔腫，燙火

傷，跌打傷腫，毒蛇、狂犬咬傷。

【用法用量】

內服：煎湯，10~30 g；或搗汁。

外用：適量，搗敷或燒灰調敷；或煎

湯洗。

【使用注意】

脾胃虛寒者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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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仙茅
本刊資料室

【基原】

為 仙 茅 科 植 物 大 葉 仙 茅 Curculigo 

capitulata (Lour.) O.Kuntze [Leucojum 

capitulata Lour.] 的根莖。

【型態特徵】

多年生草本，高達 1 m 多。根莖粗厚，

塊狀，具細長的走莖。葉基生，通常 4~7 片；

葉柄長 30~80 cm，上面有槽，側背面均被

短柔毛；葉片長圓狀披針形或近長圓形，

長 40~90 cm，寬 5~14 cm，紙質，全緣，

先端長漸尖，具折扇狀脈，背面脈上具短

柔毛或無毛。花葶從葉腋發出，通常短於

葉，長 (10~)15~30 cm，密被褐色長柔毛；

總狀花序強烈縮短成頭狀，球形或近卵形，

俯垂，長 2.5~5 cm，具多數排列密集的花；

苞片卵狀披針形至披針形，長 1.5~2.5 cm 

被毛；花黃色，具長約 7 mm 的花梗；花

被裂片6，卵狀長圓形，長約8 mm，寬3.5~4 

mm，先端鈍，外輪的背面被毛，內輪的僅

背面中脈或中脈基部被毛；雄蕊 6，花絲

長不及 1 mm，花藥線形，長約 5 mm；花

柱比雄蕊長，纖細，柱頭近頭狀，有極淺

的 3 裂，子房長圓形或近球形，被毛。漿

果近球形，白色，直徑約 4~5 mm，無喙；

種子黑色，表面具不規則的縱凸紋。花期

5~6 月，果期 8~9 月。

生長於海拔 850~2200 m 的林下或陰濕

處。分佈於臺灣、華南、西南及江西、福

建、西藏等地。

【採收加工】

夏、秋季採挖，除去葉，洗淨，切片

曬乾。

【性味】

味辛、微苦，性溫。

【功能與主治】 

補腎壯陽，祛風除濕，活血調經。主

治腎虛咳喘，陽痿遺精，白濁帶下，腰膝

痠軟，風濕痹痛，宮冷不孕，月經不調，

崩漏，子宮脫垂，跌打損傷。

【用法用量】

內服：煎湯，6~9 g；或入丸、散。

外用：適量，研末調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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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飲片炮製介紹 --- 山茱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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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茱萸藥材來源為

山茱萸科植物山茱萸 Cornus offcinalis Sieb. et Zucc.的乾燥成熟果肉；

具有補益肝腎，收澀固脫的功效 1,2。山茱萸始載於《神農本草經》，

列為中品。其炮製於南北朝《雷公炮炙論》，曰 “ 須去內核。每修

事去核子一斤，取肉皮用，只秤成四兩以末，緩火熬之，方用 ”；歷

代使用的炮製品有山萸肉 ( 山茱萸肉 )、炒山茱萸、麩炒山茱萸、鹽

炒山茱萸、醋炒山茱萸、酒潤山茱萸、清蒸山茱萸、酒萸肉 ( 酒蒸

或酒燉山茱萸 )、醋蒸山茱萸及蜜蒸山茱萸等 1-8。現代炮製以山萸肉

及酒萸肉較為常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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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萸肉 ( 別名：山茱萸、山茱萸肉、萸肉 )：

除去雜質和殘留果核 2-8。

2.酒萸肉 ( 別名：酒蒸山茱萸、酒燉山茱萸、

酒山茱萸 )：

取淨山茱萸肉，用黃酒拌勻，待酒被

吸盡，裝罐內或適宜的蒸製容器內，密閉，

放水鍋內，用武火加熱，隔火燉或蒸籠蒸

至色變黑潤，取出，乾燥。每 100 kg 山茱

萸肉，用黃酒 20 kg 2-8。

二、飲片性狀

1.山萸肉 (圖 1)：

本品呈不規則的片狀或囊狀，長 1 ～

1.5 cm，寬 0.5 ～ 1 cm。表面紫紅色至紫黑

色，皺縮，有光澤。頂端有的有圓形宿萼

痕，基部有果梗痕，質柔軟。氣微，味酸、

澀、微苦 1,2。

2.酒萸肉 (圖 2)：

本品形如山茱萸，表面紫黑色或黑色，

質滋潤柔軟。微有酒香氣 2-8。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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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炮製研究

1.方法與品質研究：

現代炮製研究顯示，山茱萸果核、果

肉均含有沒食子酸、蘋果酸等多種成分。

用薄層掃描儀測定的結果顯示，果肉含沒

食子酸 0.0623 %，含 d,l- 蘋果酸 0.907 %；

果核含沒食子酸 0.1276 %，含 d,l- 蘋果酸

0.544 %。果核 (LD50，生藥含量 90.8 g/kg)

比果肉 (LD50，生藥含量 53.55 g/kg) 更低，

二者對金黃色葡萄球菌和痢疾桿菌等均顯

示有相當的抑菌作用。由於傳統山茱萸用

藥均強調去核用肉，但也有文獻記載果核

可以打碎入藥，因此關於山茱萸藥材是否

去核的研究，雖然有研究顯示果核與果肉

的化學成分相似等，但因相關的研究尚未

成熟，故目前仍維持去核用果肉的傳統用

藥習慣 7。

其次，關於優化酒燉山茱萸炮製條件

的研究，有學者採用 HPLC 法測定樣品的

莫諾苷及馬錢子苷含量，以黃酒的加入量、

悶潤時間、炮製時間三因素進行評估，結

果顯示酒燉山茱萸的最佳條件為：取淨山

茱萸肉加 20 % 黃酒，悶潤 1 小時，隔水

加熱燉 6 小時，所得的酒燉山茱萸飲片中

的莫諾苷及馬錢子苷含量最高。此外，還

有文獻報導山茱萸不同炮製品所得多糖含

量：總糖含量是清蒸品最高、鹽蒸品最低，

糖醛酸含量是鹽蒸品最高、醋蒸品最低，

蛋白質含量是醋蒸品最高、鹽蒸品最低。

從多糖的得率及各成分的含量與補益功效

綜合評估，以酒蒸方法最佳，醋蒸、清蒸

其次，而鹽蒸則不宜採用。還有學者以正

交試驗優選加壓酒製山茱萸炮製工藝的研

究，以山茱萸中馬錢子苷、莫諾苷、熊果

酸及齊墩果酸作為評價指標，採用加酒量、

悶潤時間、蒸製溫度及蒸製時間對炮製工

藝的影響，結果顯示最佳的炮製程序為：

加酒量為藥材的 25%，悶潤時間為 30 分

鐘，蒸製溫度為 115℃，蒸製時間為 60 分

圖 1 山萸肉飲片圖 圖 2  酒萸肉飲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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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此項研究所得酒萸肉飲片外觀紫黑色

有光澤，品質穩定，是一種能夠適用於山

茱萸企業規模化生產的炮製方法 8,9。

2.化學與藥理研究：

山茱萸的果肉含有環烯醚萜類成分，

如馬錢子苷 (loganin)、莫諾苷 (morroniside)、

7-O- 甲基莫諾苷 (7-O-methyl morroniside)、

7- 脫 氫 馬 錢 素 (dehydrologanin)、 山 茱

萸 苷 (cornin)、 山 茱 萸 新 苷 (cornuside)、

獐 芽 菜 苷 (sweroside) 等； 還 含 三 萜 類 化

合 物， 如 熊 果 酸 (ursolic acid)、 齊 墩 果

酸 (oleanolic acid) 等； 還 含 鞣 質 類 成 分，

如 異 訶 子 素 (isoterchebin)、 山 茱 萸 鞣 質

Ⅰ-Ⅱ(tellimagrandinsⅠ-Ⅱ)、1,2,3- 三 -O- 沒 食

子醯基 -β-D- 葡萄糖 (1,2,3-tri-O-galloyl-β-D-

glucose)、路邊青鞣質 D(gemin D)、喜樹鞣

質 A、B(camptothins A-B)、棶木鞣質 A、B、

C、D、E、F、G(cornusiins A-G) 等； 尚 含

有機酸類成分，如酒石酸 (tartaric acid)、蘋

果酸 (malic acid)、檸檬酸 (citric acid)、琥珀

酸 (amber acid)、沒食子酸 (galic acid)等 1,3,10。

現代藥理研究顯示，山茱萸水煎劑腹

腔給藥使小鼠胸腺明顯萎縮，減慢網狀內

皮細胞對碳粒的廓清率，可抑制綿羊紅血

球 (SRBC) 或 2,4- 二 硝 基 氯 苯 (DNCB) 所

致小鼠遲發性超敏反應和減輕 2,4- 二硝基

氯苯 (DNCB) 所致接觸性皮炎，但它也能

升高小鼠血清溶血素抗體含量及血清抗免

疫球蛋白 G(IgG) 含量，顯示出具有免疫調

節作用。其次，山茱萸水煎劑對醋酸引起

的小鼠腹腔毛細血管通透性增高，大鼠棉

球肉芽組織增生、二甲苯所致的小鼠耳廓

腫脹以及蛋清引起的大鼠足蹠腫脹等炎症

有抑制作用，還能降低大鼠腎上腺內抗壞

血酸的含量，顯示具有抗炎作用。此外，

山茱萸還具有抗心律失常、強心、抗休克、

抑制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降血糖及

抗菌等作用 3,10。

四、臨床應用

1.功效應用：

中醫理論認為山茱萸具有補益肝腎，

收澀固脫的功效。常用於眩暈耳鳴，腰膝

酸痛，陽痿遺精，遺尿尿頻，崩漏帶下，

大汗虛脫，內熱消渴 2,3。山茱萸的炮製作

用，一般認為生用以斂陰止汗力勝，多用

於自汗盜汗；蒸製以補腎澀精，固精縮尿

力強，多用於眩暈陽痿；酒蒸，借酒性溫

通，有助藥勢，可增強溫補肝腎作用 3,6-8。

在臨床應用上，山茱萸為治肝腎不足

者的常用藥，如肝陰虛，暈眩耳鳴，骨蒸

潮熱，腰膝痠軟，常與地黃、丹皮同用，

滋補肝腎而清虛熱，如《小兒藥證直訣》

六味地黃丸；若腎氣不足，腰痛腳弱，下

肢覺冷，少腹拘急，小便不利或頻數，常

與地黃合附子、桂枝同用，使 “ 陽得陰助 ”，

以補腎氣，如《金匱要略》腎氣丸。其他

常用方劑如右歸丸、左歸丸、杞菊地黃丸、

知柏地黃丸、麥味地黃丸、濟生腎氣丸、

山茱萸散、山茱萸丸、草還丹、定心湯及

還少丹等，可隨證加減應用。

2.用法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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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服：煎湯，6 ～ 12 g；或入丸、散 2,3。

使用注意：命門火熾、素有濕熱、小

便淋澀者禁服 3。

結語

綜上所述，山茱萸常見的炮製有山萸

肉及酒萸肉二種方法，目的是要提高飲片

品質與增加療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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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輔料炮製山茱萸對多糖得率及各成

分的含量綜合評估，以酒蒸方法最佳，醋

蒸、清蒸其次；同時以正交試驗優選加壓

酒萸肉飲片的炮製工藝，認為加壓可縮短

炮製時間且酒萸肉飲片品質穩定，可適用

於企業規模化生產的方法；另外藥理研究

顯示山茱萸具有免疫調節、抗心律失常、

降血糖、抗炎及抗菌等藥理作用。因此，

在臨床應用山茱萸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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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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清熱降火良藥 - 寒水石

勝昌製藥技術部 許哲綸

一、寒水石名字的由來

相傳有一支商隊在沙漠途中，水喝光

了，數人因不勝天氣炎熱而中暑，便搭起

帳篷，領隊令人照顧中暑病人，並帶著兩

人去尋找水源。

他們在方圓幾里地找遍了也不見水

源，此時天已將黑，他們便回到營地。眼

看病人病情越來越重，在休息了半個時辰

之後，他們決定連夜繼續尋找水源。這一

次他們在數十里外，繞營地尋找。在他們

精疲力竭時，終於找到了水源，只見水邊

遍布黃白色半透明晶石，此水喝起來甘甜

清涼，甚覺寒涼，飲後頓感神清氣爽。喝

足後便用器皿盛水，爾後趕回營地。原先

奄奄一息的中暑病人喝了水後，片刻即愈，

生龍活虎，且此水只喝一點便解渴。

後來他們回到城中與一名郎中朋友提

及此事，郎中覺得奇怪，便觀察他們的水

壺，發現裡面有許多他們夜裡在水源地見

到的半透明細碎晶石，並發覺此晶石有清

熱解暑之功，因其見於寒涼水石之地，便

取名寒水石，爲後人所用 1。

二、寒水石的史料記載

寒水石始見於《吳普本草》，別名凝

水石、白水石。《綱目》：唐宋諸醫不識

此石，而以石膏、方解石為註，誤矣。唐

前言：

　　依據《中華本草》記載，寒水石又稱凝水石、白水石、凌水石、

鹽精等，藥材來源為硫酸鹽類石膏族礦物石膏 Gypsum 或為碳酸鹽

類方解石族礦物方解石 Calcite，石膏採出後選出粉紅色、灰白色、

塊狀或纖維狀集合體即紅石膏藥用，稱北寒水石；方解石採出後多

選無色、透明或白色解理狀塊體藥用，稱南寒水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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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以來，相承其誤，通以二石為用，而鹽

精之寒水，絕不知用，此千載之誤也。由

此可知如今的寒水石與先前的寒水石具有

很大的區別，並且以產地區分成北寒水石

與南寒水石，前者產區在於山東、新疆、

內 蒙 古 等 地， 為 硫 酸 鹽 類 礦 物 - 紅 石 膏

(Gypsum fibrosum)，主要成分為含水硫酸

鈣 (CaSO4‧2H2O)，顏色為粉紅色，雖與常

用藥材 - 石膏同名且成分相同，但可依顏

色 ( 白色、灰色或淡黃色 ) 區分；後者產

區為河南、浙江、西藏等地為碳酸鹽類礦

物 - 方解石 (Calcite)，主要成分是碳酸鈣

(CaCO3)，具有清熱降火、除煩止咳功能，

可用於壯熱煩渴、口乾舌燥、牙痛、小便

不利。兩者成分不同，但於用藥的習慣及

地區，曾一度被混用 2,3,4。

三、寒水石的性狀特徵

1. 北寒水石 ( 圖一 )：本品為纖維狀集合

體，呈扁平塊狀或厚板狀。大小不一，

厚 0.5~3.5 cm。淡紅色，有的為白色；

條痕白色。表面凹凸不平，側面呈縱細

紋理，具絲絹光澤。質較軟，指甲可刻

劃成痕；易砸碎，斷面顯直立纖維狀，

粉紅色。氣微，味淡 4。

2. 南寒水石 ( 圖二 )：本品主為菱面體集

合體，成斜方扁塊狀、斜方柱狀。白色，

有的帶淺黃或淺紅色調。表面光滑，有

稜。透明至半透明；玻璃光澤，用小刀

可刻劃成痕。體較重，質硬而脆，易砸

碎，碎片成斜方形或斜長方形。無臭，

無味 4。

四、寒水石的功能與主治

《中藥大辭典》：「清熱降火，利竅，消

腫。治時行熱病，積熱煩渴，吐瀉，水腫，

尿閉，齒衄，丹毒，燙傷。5,6,7」

《本經》：「主身熱，腹中積聚邪氣，皮

中如火燒，煩滿，水飲之。」

《本草經集注》：「解巴豆毒。」

《別錄》：「除時氣熱盛，五臟伏熱，胃

中熱，煩滿，口渴，水腫，小腹痺。」

圖一、北寒水石藥材圖 圖二、南寒水石藥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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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入門》：「治小兒丹毒，燒為末，

醋調敷之。」

《綱目》：「治小便白，內痺，涼血降火，

止牙疼，堅牙明目。」

《醫林纂要》：「除妄熱，治天行大熱及

霍亂吐瀉，心煩口渴，濕熱水腫。」

《本草求真》：「敷湯火傷。」

《本草求原》：「治心腎實熱。」清熱降

火；利竅；消腫。

五、寒水石的炮製

1. 炮製方法 8

(1) 寒水石：取原材料，挑去雜質，洗淨

後搗碎即可。

(2) 煅寒水石：取寒水石塊放在爐子的鍋

上，於鍋蓋上稍開一小縫，煅約 1 小

時至酥為度。或取寒水石放入坩鍋

內，用炭火或無菸火煅至通紅。

(3) 醋寒水石：取寒水石裝入瓦罐內，

置炭火上煅至紅或紅透，倒出，用

醋拌勻後碾碎，或投入醋中浸 1~2

分鐘曬乾。

(4) 炒寒水石：取寒水石粉，用大火炒約

1 小時，放冷即可。

(5) 薑寒水石：先將生薑搗碎取汁，略加

清水，再加寒水石入鍋內並煮至汁

乾，取出曬乾，研磨即可。

2. 炮製目的 9

《總微》記載「火煅，埋土中，出

火毒。」寒水石煅製後失去結晶水，降

低大寒之性，消除了伐脾陽的副作用，

緩解清熱瀉火的功效，增加了收斂固澀

的作用。並且煅製後質地鬆散，易於粉

碎及煎出有效成分。

(1) 北寒水石炮製後硫酸鈣的變化：

北寒水石是一種主要成分為硫

酸鈣的礦物藥，多在蒙醫藥中使用。

北寒水石研究結果顯示，炮製品 ( 奶

製與酒萃 ) 鈣離子含量均顯著高於相

應生品 (P<0.01)，其中酒萃法樣品含

量升高較多，奶製法含量升高較小，

可能是牛奶中的物質與鈣離子形成錯

合物所致。（表一）

(2) 南寒水石煅製後碳酸鈣的分解反應：

南寒水石的主要成分為碳酸鈣，

不同煅製火侯對於寒水石炮製品的性

樣品編號
樣品中鈣離子百分含量 (%)

生品 奶製品 酒製品

A 23.64±0.01 27.28±0.08* 30.41±0.06*

B 24.18±0.03 29.66±0.52* 30.03±0.05*

C 23.51±0.06 28.53±0.37* 29.53±0.07*

表一、北寒水石主成分 (硫酸鈣 )含量測定 9 (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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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鈣離子的溶出量及總成分煎出量

均有明顯影響。隨著煅製溫度由低到

高，寒水石煅製品的外觀顏色變化：

黃白色 → 灰褐色 → 淺灰色 → 灰白

色 → 白色，外觀色澤由深變淺，而

脆度則隨溫度升高而增長，並逐漸破

碎成粉末狀。

隨著煅製溫度的增加，炮製品收

率逐漸下降，於 800℃ 的條件下，變

化較為明顯，說明在此條件下寒水石

其主要成分 CaCO3 遇強熱產生反應。

隨著溫度的升高寒水石煅製品煎劑的

Ca2+ 溶出量、總成分煎出率也逐漸增

加。在 800℃ 以下煅製 Ca2+ 溶出量

均很小，僅增加 1~3 倍，總成分煎出

率僅增加 1.4~2.1 倍；但在 800℃ 以

下煅製 Ca2+ 溶出量大幅增加，增加

幅度為 19~43 倍，總成分煎出率也增

加 7~11 倍之多。（表二）

(3) 寒水石炮製後的藥效變化 10：

南、北寒水石均為難溶性礦物

藥，體內的溶解度與藥效發揮密切

相關。採用人工模擬胃腸液的方法

研究南北寒水石生品、炮製品中鈣

溶出情況。

結果顯示，南、北寒水石在胃環

境 (pH=2.0) 中溶出較好，均在 70%

以上，生品、水萃製品在 7 h 即全溶，

北寒水石萃製品在 7 h 前溶出率均低

於生品、高於奶萃製品，而南寒水石

奶萃製品溶出率一直顯著低於生品、

水萃製品。( 圖三 )

胃排空時間為 3~5 h，在胃內酸

性條件下未能溶解的寒水石隨著胃

腸蠕動進入小腸，在腸環境 (pH=6.8)

內寒水石溶出度顯著降低，南寒水

石溶出率低於 10%，北寒水石低於

20%，南寒水石溶出率為生品 < 水萃

< 奶萃，北寒水石為水萃 < 奶萃 < 生

品。( 圖四 )

六、結語

寒水石初始來源與現今大有不同，如

今常以紅石膏或方解石作為使用，前者多

溫度 (℃) 時間 (min) 煅得率 (%) Ca2+ 溶出量 (mg/L) 總成分煎出率 (%) 性狀

生品 - - 0.02±0.01 0.03±0.02 黃白色、質堅硬

600 60 98.09 0.03±0.02 0.04±0.01 灰褐色、質較硬

700 60 97.31 0.09±0.03 0.06±0.01 淺灰色、質較脆

800 60 86.44 0.48±0.05 0.18±0.02 灰白色、質酥脆

900 30 73.57 1.11±0.16 0.32±0.04 白色、質鬆散、易碎

表二、不同火候南寒水石煅製品性質、鈣離子溶出量及總成分煎出率比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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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北方，而後者多用於南方，故有北、

南寒水石之稱，寒水石生品具有清熱降火、

除煩止咳功能，經過炮製後，雖緩解清熱

瀉火的功效，但增加了收斂固澀的作用，

可用於改善胃腸功能。而炮製後的寒水石

會增加鈣離子的濃度與煎劑溶出量，北寒

水石炮製後失去結晶水形成無水硫酸鈣，

南寒水石則分解成氧化鈣，兩者皆具吸濕

性，可在胃中降低胃液的分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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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寒水石在人工胃液中溶出率 10

(A. 南寒水石；B. 北寒水石 )
圖四、寒水石在人工腸液中溶出率 10

(A. 南寒水石；B. 北寒水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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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子臨床用法探義
臺北市傳愛經典中醫診所 鄭宏足院長

※附論

壹、乾薑附子湯、茯苓四逆湯的差異

《傷寒論》曰：「下之後，復發汗，

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

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

湯主之。」本條文說明了經過汗下後，身

體陽氣已虛，陰氣盛，故造成格陽於外的

情形而產生熱症（雖稱無大熱，但亦當有

微熱的情形，故其曰不嘔不渴，無表證以

排除三陽病熱證的可能）。陰盛陽微，故

以乾薑、生附子散其陰壅以回其陽。

《傷寒論》曰：「發汗若下之，病仍

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本條

文說明了經過汗下後，陽虛陰亦較虛，故

除了使用乾薑、生附子之外，其亦用茯苓

（四兩）、人參（一兩）以益陰氣，如《本

經疏證 ‧ 茯苓》曰：「陰壅陽微，故振其

陽可癒，然徒振其陽，恐致求直反曲，陽

雖轉而陰液消亡，故用茯苓以轉陽樞而化

陰。」「又恐茯苓不足獨當其任，故益以

人參於陰中化津者為之殿，於此見茯苓不

特能使陰隨陽化，並能使陽藥不至耗陰，

陰藥不至抑陽，其斡旋之妙，有非他物所

能並者。」茯苓可以轉陽樞而化陰，其機

理如《本經疏證 ‧ 茯苓》曰：「下焦之陰

能引陽」腎氣得用則可化陰以滋茯苓四逆

湯證中陰之不足。除茯苓四逆湯中用茯苓、

人參益陰之外，四逆加人參湯證亦屬陽虛

陰不足，故以人參一兩益陰。如《傷寒論 ‧

霍亂篇》曰：「惡寒脈微而復利，利止，

亡血也，四逆加人參湯主之。」此外通脈

四逆湯證若見利止脈不出者，知其陰液亦

已不足，故以人參二兩益之。

由上觀之，茯苓除可使陰益之外，其

亦可「使陽藥不至耗陰」，因乾薑、附子

均為大溫熱之藥，用之恐傷陰，故以茯苓

益陰。

貳、配伍用藥（人參）合證則益陰，不合

則壅滯的情形

以上茯苓四逆湯證、四逆加人參湯證、

通脈四逆湯證加人參可益陰。但小柴胡湯

證稱若胸中煩而不嘔者（去半夏、人參加

栝蔞實）；若不渴，外有微熱者（去人參

加桂枝）；若咳者（去人參、大棗、生薑

加五味子、乾薑），以上諸加減之所以去

（下）

《接續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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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參，均為邪盛所致，故去人參以免造成

壅滯，柴胡桂枝乾薑湯證之不用人參其理

亦同。正如理中湯證中若臍上悸者，腎氣

動也（去朮加桂枝）；吐多者（去朮加生

薑）；腹滿者（去朮加附子），以上諸加

減陽虛甚者或邪盛者均不用白朮，以免其

壅滯，苓桂草棗湯之不用朮，其理亦在此。

可見用藥對證則可益氣益陰，若不對證則

恐壅滯。

參、諸方附子之加減

四逆散證若腹中痛者加附子，越婢湯

證若惡風者加附子，竹葉湯證若頸項強者

加附子，千金三黃湯若先有寒者加附子。

《本經疏證》稱其作用機理為：「附子之

治風寒，非直治風寒也，陽氣不榮，風寒

侵侮，陽振而風寒自退，附子之利關節，

非直利關節也，筋得寒則攣，得熱則弛，

筋弛則關節自舒。」

小青龍湯證若噦者去麻黃加附子。《本

經疏證》稱：「附子之治水，非直治水也，

水寒相搏為噦，是中寒，非外寒也，去中

寒而水無與搏矣。」

理中丸證若腹滿者去朮加附子。《本

經疏證》稱：「附子之治滿，非直治滿也，

濁氣上則脹，是陰逆非氣盛也，陽見睍則

陰翳消矣。」

真武湯若吐者去附子加生薑。《本經

疏證》稱：「夫水本趨下，過顙在山，非

其性也，必有激之使然，能激水使上，非

陽不能，故嘔病必胃中有火，胃中有火者，

宜散不宜行。」

寒熱並用：

《金匱要略》稱先便後血用黃土湯，

其屬虛證，故以附子、白朮、黃土溫之，

但其內有濕熱夾雜，故以黃芩、地黃、阿

膠療血分之熱，黃土湯內之附子用至三兩，

黃芩亦用三兩，他方絕無僅有。《傷寒論》：

「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

主之。」其內以大黃、黃連、黃芩瀉裏之

鬱熱，以附子溫表寒，亦屬寒熱並用之方。

《金匱要略》：「脅下偏滿痛，發熱，其

脈緊弦，此寒也，宜溫藥下之，以大黃附

子湯。」大黃附子湯內有大黃、附子、細

辛，亦為寒熱並用之方。他方如薏苡附子

散、薏苡附子敗醬散、竹葉湯均為寒熱並

用之方，而以附子溫之。

肆、風濕相摶用方機理

《金匱要略》：「傷寒八、九日，風

濕相摶，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

渴，脈浮虛而澀者，桂枝附子湯主之；若

大便堅，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朮湯主

之。」

《金匱要略》：「風濕相摶，骨節疼煩，

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

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

甘草附子湯主之。」

《傷寒論》：「少陰病，身體痛，手

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湯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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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諸方，桂附湯、朮附湯用炮附子

三枚；草附湯、附子湯用炮附子二枚，為

何前二方痛至體表附子較多，後二方痛至

骨節附子反較少，如《本經疏證》稱：「風

寒濕之氣，惟其在表，斯為尤猛。」「目

前雖急迫，愈期反可早。」故以附子三枚

輔以薑棗以速癒之，如桂附湯、朮附湯用

法下注云：「一服覺身痺，半日許再服，

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即是朮附並

走皮中，逐水氣未得除故耳！」《本經疏

證》解釋曰：「他方下則不言冒，可見兩

方取效，視諸證為捷矣。」《本經疏證》

稱骨節痛為：「深入之深，則出不能速。」

故以附子二枚以緩其功，其下注云：「初

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出復煩者，服五

合，恐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為妙。」

桂附湯條文中稱不嘔不渴，知寒濕襲

表較重，侵脾較少，如小青龍湯證有「乾

嘔，發熱而渴」，其有寒濕侵脾，故有嘔、

渴見症。再如真武湯證見嘔，其亦為寒濕

侵脾的結果。

總結以上，附子的功能可內入關節、

外達肌表作用於四肢關節，治痛治腫，如

真武湯之治四肢沉重疼痛，附子湯、桂附

湯、朮附湯、草附湯、桂枝芍藥知母湯、

烏頭湯之治四肢疼痛；越婢湯加附子之治

肢腫，麻黃附子湯之治腫脹。其亦可作用

於胸腹治痛，如附子粳米湯之治腹中寒氣

雷鳴切痛，九痛丸之治心痛，烏頭赤石脂

丸之治胸痛，薏苡附子散之治胸痺，薏苡

附子敗醬散之治腸癰，大黃附子湯之治脅

下痛，四逆散證若腹中痛者加附子，以上

諸方用附子均取其溫中止痛之效。附子可

溫陽利水，如真武湯、麻黃附子湯、越婢

湯加附子、栝蔞瞿麥圓。附子可溫陽治虛，

如附子瀉心湯之治表虛、桂枝加附子湯之

治四肢微急，難以屈伸、桂枝去芍藥加附

子湯之治惡寒、芍藥甘草附子湯之治惡寒、

附子瀉心湯之治惡寒汗出、麻黃附子細辛

湯、麻黃附子甘草湯之治太少兩感，烏梅

丸諸方中使附子即取其溫腎陽之功以治

虛，《金匱要略》中之用濟生腎氣丸之治

腎氣不足，竹葉湯之治產後中風，方中用

附子亦屬同功。《金匱要略》中黃土湯（三

兩）之用附子即取其溫陽止血之功。附子

配乾薑可回陽救逆。

由上可知，附子可治四肢胸腹之腫痛，

其亦可溫陽利水，並且有溫陽散陰霾固腎

治虛之功，可配乾薑回陽救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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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颱風來襲，大家心中就會想到護

國神山 - 中央山脈，相同的問起臺灣人心

中的國家級女神是誰，大家一定會想到『媽

祖』。她是臺灣最強天后，不僅深植人心，

更是大家生活心靈的寄託，因此長年都有

著『三月瘋媽祖』這句諺語持續在臺灣社

會流傳著。勝昌此次跟隨大甲媽除了用行

動深耕在地，更重要的是祈求中藥產業推

動順利，你和我都要平安健康。

大甲媽祖繞境不僅是全球最具規模的

宗教慶典之一，也是勝昌製藥首次參與大

型跨界宗教活動。我們轉型不限於通路與

商品，還必須具備與時俱進的目標，因此

繞境行前也特地前往大甲鎮瀾宮參拜，向

大甲媽稟報今年會參與繞境，祈求團隊旅

途平安，勝昌製藥諸事順利，筊杯後求得

媽祖娘娘的進香旗。進香旗又稱隨香旗，

為隨香客隨神祇進香時所隨身攜帶的旗

幟，主要的目的在於標示自己參與進香活

動時的身分，並祈請神祇護佑，回程後供

奉也能保佑隨香客諸事平安。

勝昌製藥是臺灣外銷日本第一的中藥

品牌，更是國內第一家通過三階段確效查

廠的中藥濃縮製劑廠。勝昌製藥廠陳志中

董事長強調，勝昌製藥秉持「救人一命」

的企業精神，與媽祖慈悲為懷，濟世救人

　　臺灣中藥權威勝昌製藥廠頭一遭！跨界參加全臺最大媽祖繞境

活動，分別於 4/11~ 4/12 ( 嘉義新港奉天宮 )、4/13 ( 雲林西螺福興

宮 )、4/14 ( 彰化北斗奠安宮 ) 等四天與各方香燈腳一同恭迎大甲媽

祖。同時，勝昌製藥也與旗下連鎖通路 (屈臣氏、大樹藥局、藥健康 ) 

擴大合作，一同推出媽祖限定檔期活動，於繞境期間至勝昌製藥廠

攤位，領取限量勝昌保庇包，還能獲得指定通路 50 元購物金。

勝昌製藥與大甲媽同心，
健康守護媽祖ㄟ囝仔
中藥產業同心同行，一步一腳印深耕土地

勝昌製藥營業部 潘昶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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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近期國內疫情升溫，勝昌製藥已於

今年 2 月中超前佈署，捐贈桃園市、新北

市共 1,200 罐臺灣清冠一號給予大型醫院

使用，包括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新北市

聯合醫院等，提供醫護人員、軍警消最安

心的漢方防疫後盾，同時也與全體國人共

度疫情難關。勝昌製藥廠李威著總經理表

示，勝昌首次跨界參與媽祖繞境活動，除

了與大甲媽同心外，也用行動力推廣新漢

方生活，為國人健康做把關。

勝昌製藥以「大醫精誠」為創業初衷，

對於所有漢方品質必須以最高規格的製程

回饋社會，讓全民享有最安心的漢方商品。

為因應國際藥品製造規範，勝昌提前將中

藥濃縮製劑水準再升級，已具備更有效且

系統化的確效作業，不僅在品質管控上更

加嚴格，也能讓消費者在用藥上得到最安

全的保障。更多勝昌商品，民眾可上勝昌

美顏樂活館 (https://shop.herb.com.tw/) 查詢

購買。

繞境民眾熱情參與

勝昌製藥向媽祖娘娘求得的進香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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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長鄭文燦今（1）日下午前往中

壢區，參訪勝昌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瞭

解藥材儲備情形及藥劑製程。鄭市長表示，

勝昌製藥廠 1946 年創立以來已超過 70 年，

致力於漢方中藥科學化，也研發許多藥妝

產品外銷各國，感謝勝昌製藥廠在疫情期

間，多次與政府合作防疫，更是國內少數

取得「臺灣清冠一號」臨時藥證生產製造

的中藥廠，許多輕症患者經由中醫師遠距

 參訪「臺灣清冠一號」製藥廠
 鄭市長感謝勝昌製藥擴大產能
 全力守護國人健康

日期 :111 年 6 月 1 日

資料來源 :桃園市政府新聞處

勝昌製藥廠總經理李威著致詞。鄭市長感謝勝昌製藥廠擴大產能，全力守護
國人健康。

看診後，開立處方箋服用清冠一號，並有

海外臺僑及臺商回國購買，深受國人信賴，

期許勝昌製藥廠及中醫團隊建立品牌，讓

臺灣的中醫領域更加進步。

鄭市長談到，「臺灣清冠一號」由衛

福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中醫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及數家醫學中心進行臨床測試，並

獲得衛福部「緊急使用授權」（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EUA）。相較於 Paxlo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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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藥有年齡限制，「臺灣清冠

一號」適用於全年齡患者，經

中醫師看診後開立使用，對新

冠肺炎具有良好的療效，目前

國內製作「臺灣清冠一號」的

GMP 中藥濃縮製劑廠共計 8

家，其中 2 家座落於桃園；因

應需求提升，勝昌製藥廠也全

力採購相關藥材，並調整產線

優先製造中藥製劑，以最大產

能紓解國內藥材供應問題。

鄭市長提及，去（110）

年疫情期間，勝昌製藥廠捐贈

市府萬顆蜂膠晶柔皂，提供本

市各公私立高國中小學、市立

幼兒園學生，共同落實勤洗手

防疫措施；此外，也捐贈部立

桃園醫院 500 份中藥防疫茶及

1,000 罐「臺灣清冠一號」，

與市府齊心對抗疫情。全市目

前有 33 家觀光工廠及產業文

化館，「勝昌中草藥探索館」

是桃園第 31 家觀光工廠，也

市長參觀勝昌製藥廠產線。

市長參觀製藥流程。

是第一家由中藥廠成立的觀光工廠，未來

可安排戶外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對於用藥

安全及漢方中草藥的認識。

勝昌製藥廠總經理李威著表示，勝昌

製藥廠自 1946 年成立，2000 年後在桃園

發展，2021 年成為全臺第一家也是目前唯

一通過三階段確效廠的 PIC/S 中藥製劑廠，

並於 2022 年成為「臺灣清冠一號國家隊」。

由於「臺灣清冠一號」可用於孕婦、小朋

友及年長者，預估 5 年內治療新冠肺炎人

數可達 350 萬，可創造出將近新台幣 200

億產值。

李總經理也談到，在藥材庫存充足的

情況下，勝昌「臺灣清冠一號」產能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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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安排 20 批，共計 7,200 公斤；其中 80%

供應臺灣市場，只保留 1 批供應國外市場。

由於目前確診人數多，確診者可先透過衛

福部「健康益友」APP，查詢備有「臺灣

清冠一號」的中醫診所，並呼籲未確診的

「臺灣清冠一號」適用於全年齡患者，獲得
衛福部「緊急使用授權」（EUA）。

「臺灣清冠一號」藥材。

市長與貴賓參訪勝昌製藥廠。

民眾毋須囤積，將藥物保留給確診者使用。

今日包括立法委員黃世杰、市府經發

局長郭裕信、衛生局長王文彥、中壢區長

鄭詩鈿、勝昌製藥廠總經理李威著等均一

同參訪。



資料來源 : 食品藥物管理署 / 食品藥物安全週報第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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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