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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坤璋學經歷

◎學歷 
■ 中國醫藥⼤大學/藥學系四⼗十四屆/90.9~95.6 
■ 中國醫藥⼤大學/中國藥學研究所碩⼠士/98.9~100.6 
■ 中國醫藥⼤大學/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博⼠士候選⼈人/100.9~ 

◎⼯工作經歷 
■ 友裕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品管主任暨監製藥師/96.10~98.4 
■ 朝陽科技⼤大學銀髮產業管理理學系/兼任講師/100.9~103.1 
■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理系/兼任講師/103.2~103.6 
■ 中藥廠‧中藥商/藥師‧顧問/102.7~ 

◎社會團體經歷 
■ 台灣藥⽤用植物雜誌總編輯(現任) 
■ 中華藥⽤用植物學會顧問(現任) 
■ ⽇日⽉月潭頭社活盆地休閒農業區顧問(現任)  
■ 台中市藥⽤用植物研究會理理事 
■ 藥師公會全國聯聯合會第⼗十⼆二屆中藥發展委員會委員 
■ 台中市中國醫藥⼤大學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總幹事



常⽤用補養⽅方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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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歸補⾎血湯 
出    典：內外傷辨惑論 
組    成：黃耆25公克、當歸5公克。 
效    能：補氣⽣生⾎血。 
適應症：脈⼤大⽽而虛，氣弱⾎血虛，勞倦內傷。 
⽤用    量量：⼀一⽇日飲片量量30公克。

四物湯 
出典：太平惠⺠民和劑局⽅方 
組成：熟地黃7.5公克、⽩白芍7.5公克、當歸7.5公克、川芎7.5公克。 
效能： 補⾎血調⾎血。 
⽤用量量：⼀一⽇日飲片量量30公克。

四君⼦子湯 
出典：醫⽅方集解 
組成：⼈人參參6公克、茯苓6公克、炙⽢甘草3公克、⽩白朮6公克、⽣生薑3公克、⼤大棗2公克 
效能：益氣健脾。 
適應症：脾胃氣虛、消化不良、⾯面⾊色蒼⽩白、食少便便溏。 
⽤用量量：⼀一⽇日飲片量量26公克。



疏肝解鬱⽅方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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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逍遙散 

出    典：證治準繩 

組    成：當歸4公克、⽩白朮4公克、⽩白芍4公克、柴胡4公克、茯苓4公

克、炙⽢甘草2公克、牡丹丹⽪皮2.5公克、⼭山梔⼦子2.5公克、煨薑4公克、 

                薄荷2公克。 

效    能：疏肝解鬱、清熱涼⾎血。 

適應症：肝鬱⾎血虛發熱、⽉月經不調、怔忡不寧。 

⽤用    量量：⼀一⽇日飲片量量33公克。



燒燙傷製劑

5

紫雲膏 

出    典：外科正宗 

組    成：紫草5公克、當歸5公克、蜜蠟15公克、胡⿇麻油13公克、油質基劑適

量量。 

效    能：潤膚、⽌止癢、⽣生肌。 

適應症：⽪皮膚燥癢、⼿手⾜足皸裂、燙傷、凍傷。 

⽤用    量量：外⽤用，每次適量量塗抹於患處，⼀一⽇日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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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歸

•傳統：以主根長、油潤、外⽪皮⾊色黃棕、⾁肉質飽滿、斷⾯面⾊色黃⽩白、 
              氣濃香者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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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來來
源
：
網
路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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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耆
藥材名稱 基原

黃耆 ⾖豆科植物蒙古黃耆Astragalus membranaceus (Fisch.) 
Bge. var. mongholicus (Bge.) Hsiao 或膜莢黃耆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Fisch.) Bge.之乾燥根

晉耆 
(紅耆)

⾖豆科植物多序岩黃耆Hedysarum polybotrys Hand.-
Mazz.之乾燥根

黃耆 晉耆

『油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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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金井⽟玉欄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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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耆、晉耆作⽤用比較
藥材名稱 性味與歸經、功能與效⽤用

黃耆 ⽢甘，微溫。歸肺、脾經。 
補氣升陽，固表⽌止汗，利利⽔水消腫，⽣生津養⾎血，⾏行行
滯通痹，托毒排膿，斂瘡⽣生肌。⽤用於氣虛乏⼒力力，
食少便便溏，中氣下陷，久瀉脫肛，便便⾎血崩漏，表
虛⾃自汗，氣虛⽔水腫，內熱消渴，⾎血虛萎黃，半⾝身
不遂，痹痛⿇麻⽊木，癰疽難潰，久潰不斂。

晉耆 
(紅耆)

⽢甘，微溫。歸肺、脾經。 
補氣升陽，固表⽌止汗，利利⽔水消腫，⽣生津養⾎血，⾏行行
滯通痹，托毒排膿，斂瘡⽣生肌。⽤用於氣虛乏⼒力力，
食少便便溏，中氣下陷，久瀉脫肛，便便⾎血崩漏，表
虛⾃自汗，氣虛⽔水腫，內熱消渴，⾎血虛萎黃，半⾝身
不遂，痹痛⿇麻⽊木，癰疽難潰，久潰不斂。

CP2010



13

⼈人參參(紅參參,⽩白參參)-⼲干章參參

菊花⼼心/有紋

無菊花⼼心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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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鬚

栽仔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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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啊鬚（菜鬚），⼀一般為⼈人參參移植過程打掉的參參苗，可⾒見見蘆頭與胖胖的鬚⾝身。



16
‧傳統：以個⼤大、體重、質堅、表⾯面光滑、“銅⽪皮鐵骨”者為佳。 
                斷⾯面灰綠⾊色或黃綠⾊色者為佳。

川七
採收加⼯工： 

種後第3~4年年秋季開

花前或冬季果熟後

採挖。除去莖葉、

泥⼟土，剪下蘆頭(商

品習稱剪⼝口)、側根

(商品習稱筋條)、鬚

根(商品習稱絨根)，

曝曬⾄至半乾，反覆

搓揉，以後每⽇日邊

曬邊搓，待⾄至全乾

放入⿇麻袋內撞⾄至表

⾯面光滑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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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品

①⽩白⼼心

②冇⼼心

③⿊黑⼼心

④斷頭 
⑤斷腿

①

③

④

⑤

①

②

資料來來源：張賢哲教授‧中藥炮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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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參參

• ⼲干章參參：次等貨，乾漿即取其鮮參參乾癟漿⽔水不⾜足之義。

⽩白乾章/乾章參參

『後場，頭⼿手⼀一⼑刀⼆二⼑刀三⼑刀四⼑刀五⼑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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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參參

•傳統：以條粗長、質柔潤、氣味濃、“化渣” 者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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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參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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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梁外草)

•傳統：以外⽪皮細緊、紅棕⾊色、質堅實、體重、斷⾯面黃⽩白⾊色、粉性⾜足、 

      味甜者為佳。 
•炮製：(⽣生⽤用)清熱瀉火，袪痰⽌止咳，調和諸藥。 

              (蜜炙)補中益氣，復脉，⽤用於脾胃虛弱，倦怠乏⼒力力，⼼心動悸，脉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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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以表⾯面紅棕⾊色或灰棕⾊色、切⾯面黃⾊色⾄至深黃⾊色。質稍黏。具焦
香氣，味甜者為佳。

•炮製：(⽣生⽤用)清熱瀉火，袪痰⽌止咳，調和諸藥。 
              (蜜炙)補中益氣，復脉，⽤用於脾胃虛弱，倦怠乏⼒力力，⼼心動悸，脉結代。

炙⽢甘草(炙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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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芎

•傳統：以個⼤大飽滿、質堅實、斷⾯面黃⽩白⾊色、油性⼤大、香氣濃者佳。



24

‧傳統：以根粗、堅實、斷⾯面⽩白⾊色、無⽩白⼼心或裂隙者為佳。 

‧藥典規範：芍藥苷(Paeoniflorin)不得少於1.0%。

⽩白芍

1.煮⽩白芍可使⽩白芍澱粉粒糊化⽽而⾓角質化，利利於儲存。 
2.⽔水煮⾄至透⼼心並發黏：⼩小根5~10分鐘；中根10~15分鐘；⼤大根：15~20分鐘。 
3.去⽪皮⽔水燙⽩白芍芍藥苷含量量僅為帶⽪皮者的⼀一半。 
4.去⽪皮曬乾的⽩白芍其芍藥苷含量量為煮後曬乾⽩白芍的10倍。 
5.苯甲酸(安息香酸；Benzoic acid)主存⽩白芍⽪皮部。 
6.硫磺燻製⽩白芍，芍藥苷在有⽔水條件下和SO2反應產⽣生新成分：芍藥苷亞硫酸酯(Paeoniflorin sulf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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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芍藥材通SO2氣體不同時間後的定量量分析表明，反應

1h時，芍藥苷已有40％轉化為芍藥苷亞硫酸酯，2h和
4h，轉化率分別為47％和53％。該結果說 明芍藥苷與
SO2的反應在室溫即可發⽣生，且反應速度較快。

●對芍藥苷亞硫酸酯的活性進⾏行行了了測試 ，發現： 

該化合物無抗⾎血⼩小板凝集作⽤用。2×10-3mol/L的芍藥苷

亞硫酸酯⽔水溶液對⼩小鼠⼦子宮平滑肌和給與縮宮素後的

⼩小鼠⼦子宮平滑肌均無舒張和收縮作⽤用。豚鼠回腸平滑

肌試驗表明，芍藥苷亞硫酸酯對豚鼠回腸平滑肌和分

別給於氯化鋇試液和阿托品試液的豚鼠回腸平滑肌既

無舒張作⽤用 ，也無收縮作⽤用。以上結果初步表明，芍

藥苷亞硫酸酯不具有芍藥苷的抗⾎血⼩小板凝集和鬆弛平

滑肌的作⽤用 ，其他藥理理作⽤用需進⼀一步驗證。

A.未经磺熏 ⽩白芍；B.硫磺 熏制 ⽩白
芍；C.通 SO2⽓气体后⽩白芍；D.芍药
苷对照品；E.通SO2芍药 苷；2.芍
药 苷亚硫 酸酯

資料來來源：王巧等⼈人，加⼯工炮製對 ⽩白芍化學成分 的影響，中国中藥雜誌，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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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S (VAR00002) 
and PF (VAR00003) 

PS: Paeoniflorin sulfonate; AF: Albiflorin; PF: Paeoniflorin 

芍藥苷亞硫酸酯(PS)的含量量與芍

藥苷(PF)的含量量呈負相關

資料來來源：黃⼭山君、楊莉、王錚濤等⼈人，硫磺燻製⽩白芍的安全性評價初步研究，藥學學報，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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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來源：九珍九寶養⽣生食品

熟地黃(舊地、⾅臼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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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等⽣生地蒸透⾄至呈菊花⼼心後，再以烘箱烘⾄至半
乾，以10⽄斤地黃加2兩兩砂仁末、1兩兩陳⽪皮末、1⽄斤
米酒拌勻吸盡，再蒸⼀一天，切片烘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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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地黃 
⽢甘  寒 
⼼心經  肝經  腎經 
清熱涼⾎血  養陰⽣生津

熟地黃 
⽢甘  微溫 
肝經  腎經 

養⾎血濟陰  補精益髓

Catalpol ↓ 
Verbascoside ↓ 
Stachyose...↓ 

Manninotriose↑ 
5-HMF ↑ 

melanoidins ↑

鮮地黃 
⽢甘苦   寒 

⼼心經  肝經  腎經 
清熱⽣生津  涼⾎血⽌止⾎血

◎manninotriose活化腸內益⽣生菌 (如雙叉桿菌)，
改善腹瀉及便便秘、調節⼈人體免疫機能、及降低⾎血
中膽固醇含量量。 

◎5-HMF 強化⼼心⾎血管機能、降低⾎血壓、及控制
糖尿尿病併發症。 

◎melanoidins具有類似食物纖維之⽣生理理機能，可
降低膽固醇、促進腸內益⽣生菌繁殖、並且具有抗
氧化。 

◎單醣類物質，⼈人體可直接吸收利利⽤用，降低不易易
消化的多醣含量量，減少脹氣等腸胃不適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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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蒸九曬可能變因： 
◎酒：黃酒、米酒。 

◎酒的添加⽅方式：酒拌、噴灑、酒炒。 

◎砂仁的添加⽅方式：放蒸籠底部舖上步
再放上⽣生地黃、拌砂仁。 

◎每次蒸煮時間：4、8⼩小時。 

◎⽇日曝時間：⾄至亁硬、3~4⽇日、20⼩小時。

◎炮製：黃酒佐砂仁(或加陳⽪皮)蒸
熟地，借酒⾏行行藥勢，通⾎血脉，
更更具滋陰補⾎血，益精填髓的功
能，加入砂仁(或加陳⽪皮)利利
氣，既防泥膈，⼜又能引藥歸
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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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以塊⼤大、軟潤、內外烏⿊黑有光澤者為佳。

市售熟地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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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熟地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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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桂(桂⽪皮)

桂⼼心

桂⼼心

偽桂⼼心(⾁肉桂枝⽪皮)

桂⼼心

商品規格：(桂⼼心)外層桂⽪皮刮除乾淨，內外表⾯面棕黃⾊色，有油分，無黴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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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桂(桂⽪皮)

• 傳統：以不破碎、⽪皮厚體重、外表⾯面細緻、油性⼤大、香氣濃、味甜濃⽽而
微辛、嚼之渣少者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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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來源：中藥道地藥材‧胡世林林主編‧1989年年7⽉月⿊黑龍江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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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棗

• 傳統：以個⼤大、⾊色紅、⾁肉質、油潤者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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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路圖片



40圖片來來源：http://blog.xuite.net/jin117/blog



41

⼭山梔⼦子

•傳統：以⽪皮薄、飽滿、⾊色紅黃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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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胡

•柴胡皂苷a, c, d總合不得少於0.8%。 

•傳統：以條粗、無殘留留鬚根者為佳。

圖片來來源：中藥鑑定圖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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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喀(合)頭

1.軟枝、硬枝(豎欉) 

2.細枝.粗枝 

3.頭.根

⼤大藥頭 ⼭山葡萄

⽺羊奶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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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號⼭山葡萄 
⼩小本⼭山葡萄

■ 本品為葡萄科植物⼩小本⼭山葡萄
Vitis thunbergii Sieb. & Zucc.
的乾燥藤莖。 

■ 性味：根：⽢甘、平。 
■ 功能：解毒，利利尿尿，袪濕。 

■老年年筋骨退化：⼩小號⼭山葡
萄、⽜牛奶埔、宜梧各2兩兩，泡酒或
燉排骨。 

■ 眼睛退化：⼩小號⼭山葡萄2兩兩、枸杞
根2兩兩、千⾥里里光2兩兩，燉雞肝。



雞喀頭(雞合頭、⼭山雞合) 
■本品為胡頹⼦子科植物椬梧Elaeagnus oldhamii Maxim.
的乾燥根及莖。 
■別名：椬梧、硬枝椬梧、樹叢椬梧。 
■性味：性平，味微苦、澀。 
■效⽤用：根莖有化瘀和⾎血、⽌止⾎血⽌止痛、散 結消腫、祛
風利利濕、解熱鎮咳之功效。 
■說明：雞喀頭(雞合頭)為客家話⾳音譯⽽而來來，在苗栗與
新⽵竹的觀光地區，可⾒見見客家⼈人販賣藥膳或藥材飲片，
即為椬梧的乾燥莖，根幾不採挖銷售。 
■風濕痠痛：宜梧根、⽜牛奶埔、⼭山葡萄、骨碎補各2
兩兩，泡酒或燉排骨。 
■關節退化、四肢無⼒力力：宜梧根、⼀一條根、骨碎補、⽜牛
奶埔，燉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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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奶頭 
⼩小號⽜牛奶埔、⼭山芭樂

■ 本品為桑科植物台灣天仙果Ficus 

formosana Maxim.的乾燥根及莖枝。 

■ 性味：⽢甘、微澀、平。 

■ 功能：柔肝和脾，清熱利利濕。 

■ 筋骨退化：⽜牛奶埔4兩兩，加酒燉尾椎

骨。 

■ 筋骨保養基本⽅方：⽜牛奶埔2兩兩、⼭山

葡萄2兩兩、宜梧2兩兩，泡酒或燉排骨。



■ 市售⽺羊奶頭飲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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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藥頭 
⼤大羅漢、鐵銅⼈人

■ 本品為茜草科植物雞屎樹Lasianthus 

obliquinervis Merr.的乾燥莖枝。 

■ 性味：根：⽢甘、澀、平。 

■ 功能：補腎活⾎血，⾏行行氣祛風，⽌止痛。 

■筋骨痠痛：雞屎樹2兩兩，加酒燉排

骨。



烏⾥里里乃(烏尼耐、⿊黑⾥里里乃) 
■本品為鼠李科植物⼩小葉黃鱔藤Berchemia lineata 

(L.) DC.的乾燥根及藤莖。 
■別名：鐵包⾦金金、⿊黑龍根、老鼠耳。 
■性味：性平，味微苦、澀。 
■效⽤用：根莖有化瘀和⾎血、⽌止⾎血⽌止痛、散結消腫、
祛風利利濕、解熱鎮咳之功效。 

■說明：⼩小葉黃鱔藤成熟果實為紫⿊黑⾊色，據稱烏⾥里里
(烏尼)在客家話的意思即為⿊黑⾊色果實，乃(耐)為語
助詞。 

■筋骨痠痛：⼩小本烏⾥里里乃2兩兩、骨碎補1兩兩、雙⾯面
刺刺5錢、釘地蜈蚣1兩兩，8碗⽔水煮剩2碗，分3次喝。 

■筋骨保養：⼩小本烏⾥里里乃2兩兩、骨碎補1兩兩、⼩小本
⽜牛奶埔2兩兩、⼩小號⼭山葡萄2兩兩、⼀一條根2兩兩，泡酒或
燉排骨。

50



酸痛類疾病分類⽤用藥 
筋骨酸痛、筋膜炎是需要分部位⽽而治的，分⼈人體左側、右側、上半部(如肩

頸)、下半部(如腰椎以下)，各有不同的青草藥選擇，分享如下： 

⼀一、右側腰酸痛、右側筋膜炎：⼤大葉千⽄斤拔。 

說明： 

■⼤大葉千⽄斤拔為⾖豆科植物⼤大葉千⽄斤拔Flemingia macrophylla (willd.) Merr.的乾

燥根及莖。常⾒見見藥材名有⽩白⾺馬屎、紅藥頭、⼤大號⼀一條根。 

■入經體會：右腎、脾胃。 

■注意：⾏行行氣作⽤用太強，氣虛者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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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痛類疾病分類⽤用藥
■ ⼆二、左側腰酸痛、左側筋膜炎：天仙果、構樹。 
■ 說明： 
■ 天仙果為桑科植物天仙果Ficus formosana Maxim.的乾燥根及莖枝。常⾒見見
藥材名有⽺羊奶頭、⼩小本⽺羊奶埔、⼭山芭樂。 

■ 入經體會：入左腎、走肝經，藥性平和。 
■ 具腎上腺放鬆作⽤用，對於情緒問題、恐慌症亦有效。 

■ 構樹為桑科植物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erit. ex Vent.的乾燥莖。常
⽤用藥材名為構樹、鹿仔樹(因葉片可供作豬、⽜牛、⽺羊、鹿的飼料)。 

■ 種名 papyrifera 意思是指葉片可以⽤用來來造紙，供製宣紙、棉紙及印鈔票的
⽤用紙，⽽而有「紙⽊木、楮樹」之稱。 

■ 果實除去灰⽩白⾊色膜狀狀宿萼後，即為中藥材楮實⼦子。 
■ 構樹具有⾏行行氣、補肝腎效果，其治療範圍是全⾝身，包括胸椎、腰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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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痛類疾病分類⽤用藥
■ 三、上半部(肩、頸)酸痛、筋膜炎：黃⾦金金桂、萬點⾦金金(頸部)。 
■ 說明 
■ 黃⾦金金桂為桑科植物柘樹Maclura cochinchinensis (Lour.) Corner的乾燥莖。常⾒見見藥材
名有黃⾦金金桂、(南)⼤大丁黃。 

■ 青草藥⼤大丁黃在北部及南部各有使⽤用品種，宜注意區別。北部使⽤用的⼤大丁黃為衛
⽭矛科植物疏花衛⽭矛Euonymus laxiflorus Champ. ex Benth.或厚葉衛⽭矛(源⼀一
⽊木)Euonymus carnosus Hemsl.的乾燥莖；南部習慣使⽤用的⼤大丁黃的基原則為上述桑
科植物柘樹。 

■ 萬點⾦金金為冬青科植物燈稱花Ilex asprella (Hook.& Arn.) Champ的乾燥根、莖或枝。
常⾒見見藥材名有萬點⾦金金、崗梅梅、⽩白⽢甘草、⼟土⽢甘草。 

■ 藥性平和、不寒。 
■ 臨臨床上，萬點⾦金金常⽤用於頸部酸痛；⽤用於喉嚨痛效果也非常好，具散⾎血作⽤用，可以
促使⾝身體把發炎組織代謝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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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售構樹飲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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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售萬點⾦金金(枝)飲片 ■ 市售萬點⾦金金(莖)飲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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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點⾦金金 
燈稱仔根、⼭山⽢甘草、⽩白⽢甘草、燈稱花

■ 本品為冬青科植物崗梅梅的乾燥莖。 
■ 性味：苦、微⽢甘、涼。 
■ 功能：祛傷、⽌止咳、消暑、解熱。 

■預防⼼心⾎血管疾病：萬點⾦金金、⿂魚
腥草各2兩兩，⽔水煎服。 

■ 清⾎血降壓：萬點⾦金金、藤根1兩兩、走
⾺馬胎1兩兩，⽔水煎服。 

■ 久咳不癒：萬點⾦金金4兩兩，燉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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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冬青 
⽣生⽑毛燈稱 

■ 冬青科植物⽑毛冬青的乾燥莖。 

■ 功能：活⾎血通絡、⼼心⾎血管疾病。

■腦⾎血管栓塞、⼼心⾎血管疾
病：⽑毛冬青4兩兩，⽔水煎服。(可
加丹丹參參) 

■ ⾼高⾎血壓：萬點⾦金金2兩兩、⽑毛冬青2
兩兩，⽔水煎，當茶茶飲⽤用。



通天草 
■通天草為⾖豆科植物狗尾草Uraria 

crinita (L.) Desv. ex DC.的新鮮或乾
燥根及根莖。 
■常⾒見見藥材名有狗尾草、狗尾帶、狐
狸尾、通天草。 
■⺠民間常⽤用於顧脾胃、轉骨⽅方。 
■通天草具有擴充腦⾎血管的作⽤用，約
略略等於⽔水蛭，對於腦部循環不良、
腦震盪、腦中風後遺症具有很好的
改善效果，對於不能⽤用動物藥⽔水蛭
的素食患者，通天草是⼀一個很好的
替代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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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草街販售的新鮮⽺羊奶頭(左)、通天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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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尾雞做法

■ 1.狗尾草⼀一把⼩小火煮1⼩小時煉湯汁。
■ 2.雞⾁肉切洗汆燙後泡冷⽔水備⽤用。
■ 3.將狗尾草湯汁加入汆燙後雞⾁肉⼤大火滾開後轉⼩小火
煮約１⼩小時。

■ 4.可酌量量加調味料與少許的米酒。

■可酌加中藥材，如:黃耆+枸杞+紅棗。亦可狗尾草
和雞⾁肉同時熬煮 。



含殼草 
蚶(ㄏㄢ)殼仔草、積雪草、老公根

■ 繖形科植物雷公根Centella asiatica 
(L.) Urban的新鮮或乾燥全草。 

■ 健胃整腸：含殼草半⽄斤，⽔水煎服。 

■ 胃脹氣：含殼草鮮品切碎煎蛋。 

■ ⼩小孩轉骨：含殼草、九層塔頭、狗

尾草各2兩兩，燉雞早晚服⽤用。 

■ 含殼草煎蛋，連莖切成細碎，⼝口感

雖帶苦味，還是挺好吃的。 

■ 紅骨蚶殼仔草、⽩白骨蚶殼仔草。









再⽣生肌膚能⼒力力很強，在芳療⽤用油裡，雷公根浸泡油根本就等於回春的代名詞 



抗焦慮、憂鬱、學習及記憶損傷

■ Evaluation of the anxiolytic and antidepressant effects of asiatic acid, a 
compound from Gotu kola or Centella asiatica, in the male Sprague 
Dawley rat.    

   【AANA J. 2015 Apr;83(2):91-8.】 

■ Effect of Centella asiatica Leaf Extract on the Dietary Supplementation 
in Transgenic Drosophila Model of Parkinson's Disease.   

   【Parkinsons Dis. 2014;2014:262058】 

■ Study of ameliorating effects of ethanolic extract of Centella asiatica on 
learning and memory deficit in animal models.   

   【J Med Assoc Thai. 2014 Feb;97 Suppl 2:S68-76.】 

■ Centella asiatica Extract Improves Behavioral Deficits in a Mouse Model 
of Alzheimer's Disease: Investigation of a Possible Mechanism of Action.   

    【Int J Alzheimers Dis. 2012;2012:381974】



降⾎血脂、降⾎血糖

■ Hypolipidemic and hypoglycemic effects of Centella 
asiatica (L.) extract in vitro and in vivo.   

  【Indian J Exp Biol. 2014 Oct;52(10):965-71.】



Centella asiatica in cosmetology.
■ The active compounds include pentacyclic triterpenes, mainly 

asiaticoside, madecassoside, asiatic and madecassic acids. 

■Centella asiatica is effective in improving 
treatment of small wounds, hypertrophic 
wounds as well as burns, psoriasis and 
scleroderma.  

■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involves promoting fibroblast proliferation and 
increasing the synthesis of collagen and intracellular fibronectin content 
and also improvement of the tensile strength of newly formed skin as 
well as inhibiting the inflammatory phase of hypertrophic scars and 
keloids.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it can be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photoaging skin, cellulite and striae. 



Asiaticoside  積雪草苷 
■ Triterpene glycoside. Stimulates collagen biosynthesis and 

glycosaminoglycan synthesis. Displays wound-healing activity. 
Antiaging and anti-infective agent. Active in vivo and in vitro. 



Madecassoside 
羥基積雪草苷  Cas No：34540-22-2

■ 抗氧化劑、肌膚調理理劑，積雪草萃取物，能
幫助肌膚組織再⽣生  

■ ⾰革新除皺配⽅方─95%純化Madecassoside 積雪
草萃取物，純化濃度⾼高達95%，可幫助結締
組織再⽣生及重建(膠原蛋⽩白I及III)達到⽪皮膚組
織修復效果。 

位於法國的 LA ROCHE-POSAY 理理膚寶⽔水藥劑研究室 



抗胃潰瘍

■ Centella asiatica Leaf Extract Protects Against 
Indomethacin-Induced Gastric Mucosal Injury in Rats.  【J 
Med Food. 2015 Oct 15.  】



傷⼝口癒合
■ Wound-healing effect of electrospun gelatin nanofibres containing Centella 

asiatica extract in a rat model. 【J Tissue Eng Regen Med. 2015 Feb 25.】 

■ Identification of Major Active Ingredients Responsible for Burn Wound 
Healing of Centella asiatica Herbs. 【Evid Based Complement Alternat 
Med. 2012;2012:848093】 

■ Wound healing activities of different extracts of Centella asiatica in incision 
and burn wound models: an experimental animal study.  【BMC 
Complement Altern Med. 2012 Jul 20;12:103.】 

■ Plectranthus amboinicus and Centella asiatica Cream for the Treatment of 
Diabetic Foot Ulcers.  【Evid Based Complement Alternat Med. 
2012;2012:418679】



九層塔頭

■ 唇形科植物羅勒勒Ocimum basilicum 

L.的乾燥根及根莖。 

■   

■ ⼩小孩轉骨：九層塔頭加酒燉雞，早

晚服⽤用。 

■ ⼩小孩轉骨：九層塔頭、含殼草各4

兩兩，加酒燉雞。 

■ 氣⾎血不⾜足、酸痛、祛傷解鬱：九層

塔頭燉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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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小本 ⽜牛奶埔頭、⼤大葉千⽄斤拔、
雞屎藤、狗尾 草、九層塔各 1 兩兩
以上，⽤用於轉骨是⼀一 帖藥燉雞，
⼀一週⼀一帖，吃兩兩週，有效的話，兩兩
週就要看出效果。 

■ 如 果都沒有增⾼高，就改為治療劑
量量是兩兩天吃⼀一帖，加⼀一些烏骨雞 ( 
有就好，不⽤用 多，把⽪皮拿掉 ) ⼀一起
燉，喝藥湯，這樣 吃⼀一週有效的
話，之後沒吃還是會繼續 長⾼高； 

■ 若若治療劑量量吃⼀一週還是沒有增⾼高， 
就要很認真去檢查找出原因。



冇骨消(陸英)

■ 本品為忍冬科植物冇骨消Sambucus 
chinensis Lindl. (Sambucus formosana 
Nakai)的乾燥莖及根莖。 

■ 性溫，味苦。 

■ 活⾎血散瘀，祛風活絡，發汗利利尿尿。⽤用

於跌打損傷、風濕痛、脫⾅臼、腎炎⽔水

腫、腳氣⽔水腫、蕁⿇麻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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冇骨消-⽩白冇骨消
冇骨消 ⽩白冇骨消

來來源
忍冬科植物冇骨消Sambucus 
formosanum Nakai的乾燥莖及根
莖。

唇形科(Labiatae)植物⽩白冇骨消
Hyptis rhomboides Mart & Gal.的
乾燥地上部位。

性味 味⽢甘、淡、微苦，性微寒。 味⽢甘、淡，性涼。

效⽤用
消腫散瘀，舒經活絡祛風，消炎解
毒；外⽤用治跌打損傷。

清熱利利濕，消腫解毒，利利尿尿。

品質鑑別
以無泥⼟土雜質，無黴蛀者為佳。且
⼀一般認為冬春採集者品質較好。

以⾝身乾，枝葉青綠，完整者為佳。

說明

冇骨消為⺠民間常⽤用之藥⽤用植
物，均為野外採集⽽而得，無⼈人
⼯工栽培；藥農為永續利利⽤用及成
本效益，均採⽤用莖及根莖以為
藥⽤用。

本品因外形似開花時期的芝⿇麻，⼜又

莖四⽅方中空，⺠民間亦多稱之冇廣
⿇麻(冇指中空；廣同管，指莖)。
本品多應⽤用於青草藥店，若若在青草
藥店購買冇骨消，不少藥店即給⽩白
冇骨消之乾品或鮮品。



⽩白冇骨消



⾺馬⽒氏濱藜
■本品為藜科植物⾺馬⽒氏濱藜Atriplex 

maximowicziana Makino的乾燥地上部分。 

■別名：海海芙蓉、⽩白芙蓉莖。 

■在鰲⿎鼓濕地當地就是稱⾺馬⽒氏濱藜為「海海芙

蓉」，主要⽤用途為摘取葉⼦子煎蛋，治療膀胱

無⼒力力、夜尿尿症。



芙蓉 
芙蓉頭、海海芙蓉

■ 菊科植物蘄艾的乾燥根、莖或葉。 
■ 功能：風濕酸痛、祛傷解鬱、⼩小兒發育。 
■ 經濟部⼯工業局推動「⾦金金⾨門⼀一條根，⾺馬祖海海芙蓉」，
⾺馬祖當地使⽤用之海海芙蓉⽬目前為菊科植物芙蓉菊。 

■ 說明：臺灣市⾯面賣的海海芙蓉藥材⾄至少有三種，藍藍
雪科的藍藍花磯松、藜科植物⾺馬⽒氏濱藜、菊科植物
芙蓉菊(蘄艾) 。 

■風濕痠痛：芙蓉頭、⼀一條根、⽜牛奶埔、

宜梧，燉排骨。 
■頭風、⽉月內風：芙蓉頭、艾草頭、⼤大

風草頭各2兩兩，燉排骨。







海海芙蓉
■本品為藍藍雪科植物藍藍花磯松Limoiun 

wrightii (Hance) ktze.的乾燥根及根

莖。 

■別名：⿊黑芙蓉、烏芙蓉。 

■風濕痠痛：海海芙蓉1兩兩、⼀一條根2兩兩，

⼀一條龍2兩兩，加酒燉排骨。 

■⼩小孩轉骨：海海芙蓉1兩兩、九層塔2兩兩，

⽜牛奶埔2兩兩，燉雞服。



海海當歸
■來來源：藍藍雪科植物黃花磯松Limonium sinense (Girard) Ktze

的乾燥根及根莖。 

■別名：中國補⾎血草、⽯石蓯蓉。 

■說明： 

1、海海當歸，⺠民間多⽤用於風濕酸痛、⽉月經不調、氣⾎血不⾜足。 

2、在此次的鰲⿎鼓濕地調查中，當地耆老稱黃花磯松為「不

凋花」、「湯匙草頭」，主要使⽤用其根部燉青⽪皮鴨蛋，主

排毒作⽤用，治療疔阿、粒阿(台語)。此⽤用法與傳統⺠民間⽤用

於治療風濕痠痛不同。 

■風濕痠痛：海海當歸1兩兩、⽜牛奶埔2兩兩、⼭山葡萄2兩兩，加酒燉

排骨。 

■氣⾎血不⾜足：海海當歸1兩兩、雞⾎血藤2兩兩、九層塔頭2兩兩，燉雞

⾁肉或排骨。





傷燙傷

■ 104年年6⽉月27⽇日於八仙樂園發⽣生塵爆事件，瞬間造成
⼤大量量的⼤大⼩小⾯面積傷燙傷患者，⼤大家思索著⼿手邊的中
草藥能盡上⼀一份⼼心⼒力力，減少傷患⾝身上的痛楚。 

■ 處置燒燙傷的思路路包括：(1)⾼高溫引起的⽪皮⾁肉筋膜
熱損傷；(2)熱邪侵入⼈人體之火毒、癀；(3)燒燙傷
預後。茲分享⼀一則常⽤用油膏劑處⽅方，並說明各藥物
之使⽤用原理理，了了解藥理理後，劑型變化則由⾃自⾏行行發揮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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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紫雲膏

■ 加味紫雲膏 處⽅方 
■ 當歸2兩兩、紫草3兩兩、烏梅梅2兩兩、地榆2兩兩、地蜈蚣2兩兩、虎仗

2兩兩、正板藍藍根2兩兩、梅梅片末5錢、⿇麻油、凡⼠士林林、蜂蠟。 

■ 加味紫雲膏 做法 
■ ⽂文火溫熱⿇麻油後，加入打碎的當歸、紫草、烏梅梅、地榆、
地蜈蚣、虎仗、正板藍藍根浸泡3天後，加熱後過濾，再加入
凡⼠士林林及⽺羊⽑毛脂溶化攪勻，當溫度約降⾄至60℃，加入梅梅片
末，攪勻後分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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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地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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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雷公根萃取物之⻄西藥外⽤用製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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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板藍藍根、北板藍藍根、⼤大青根、染布青

南板藍藍根(爵床科：⾺馬藍藍)

北板藍藍根(⼗十字花科：菘藍藍) 北板藍藍根(⼗十字花科：菘藍藍)

染布青(⾖豆科：野⽊木藍藍)



紫草
■ 本品為紫草科多年年⽣生草本植物紫

草 (Lithospermum erythrorhizon 
Sieb. et Zucc.) 和新疆紫草 
(Arnebia euchroma (Royle) 
Johnst.) 或內蒙紫草 (Arnebia 
guttata Bunge.) 的根。

■ ⽤用於癰疽瘡瘍，濕疹陰癢，⽔水火燙

傷。可單⽤用以植物油浸泡，濾取油

液，製成紫草油浸劑，外塗患處；

或與當歸、⽩白芷、⾎血竭等配伍，熬

膏外敷，如⽣生肌⽟玉紅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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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力力 (comfrey) 
■ 本品為康復⼒力力科植物康復⼒力力 

Symphytum officinale Linn.的
新鮮地上部分。

■ 全草：補⾎血，⽌止瀉，防癌。治

⾼高⾎血壓，出⾎血，瀉痢。長期服

⽤用易易致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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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科植物： 
    千⾥里里光、款冬花、佩蘭蘭、⽩白鳳菜、紅鳳菜、⼭山紅鳳菜、⼭山茼蒿、⼀一
點紅、⼤大吳風草、⽩白花藿香薊。 

■ ⾖豆科植物： 
    青花炮仔草、本沙苑⼦子、農吉利利、含羞草。 

■ 紫草科植物： 
    耳鈎草、⼩小⽩白花、紫草、康復⼒力力。 

■ 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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釘地蜈蚣 
【來來源】瓶爾⼩小草科植物錫蘭蘭七指蕨Helminthostachys zeylanica (L.) 

Hook.的乾燥根及根莖。 

【別名】倒地蜈蚣、地蜈蚣、過路路蜈蚣、蜈蚣草、倒麒麟、其⼈人草。 
【效⽤用】根莖有解熱、去瘀、活⾎血、消炎、⽌止痛、⽣生肌之效。為燙火
傷要藥。治燙火傷、跌打損傷、打撲內傷、瘀⾎血疼痛、癆熱咳嗽、肺
結核、百⽇日咳、肺炎、發熱、痢疾、癭瘤。 
【說明】 
■錫蘭蘭七指蕨之根莖具多數粗根，全形狀狀似蜈蚣，故有「蜈蚣」諸名。 
■北部習慣稱此種為釘地蜈蚣；南部習慣稱為其⼈人草、麒麟草。 
■科學中藥藥品名稱為地蜈蚣或倒地蜈蚣。 
■可搭配⼤大丁癀(北部使⽤用源⼀一⽊木Euonymus carnosus Hemsl.，在宜蘭蘭採
收，但採藥的⼈人年年紀也⼤大了了，⼜又少有⼈人採收，以致近年年貨源減少)、
虎咬癀，⽤用於蜂窩性組織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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釘地蜈蚣 
■ 臺灣⺠民間廣泛應⽤用於消腫退癀，多單味藥(1~2兩兩)煎⽔水飲⽤用。 
■ 消炎、消腫、退火，有傷⼝口、沒傷⼝口均可飲⽤用。 
■ 醫美醫師也會給病⼈人服⽤用。 
■ 外科術前預防性投藥，術後亦可使⽤用。 
■ 性較寒涼，中病即⽌止。可加減味調和或矯味：如加青果根、狗尾
草、⽢甘草等。 

■ 薄葉⼤大陰地蕨(台灣陰地蕨) Botrychium formosanum Tagawa臺灣
⺠民間亦有稱之為釘地蜈蚣，效⽤用與中藥店所售釘地蜈蚣(錫蘭蘭七指
蕨) 相同，建議買中藥店的釘地蜈蚣(即可。原因有⼆二：⼀一、台灣
新鮮的薄葉⼤大陰地蕨太稀少了了，⽽而市售釘地蜈蚣藥材多從印尼進
⼝口；⼆二、100元(釘地蜈蚣藥材2兩兩量量)可辦到藥效，為什什麼要花好
幾千元去達到呢。 

■ 薄葉⼤大陰地蕨⺠民間應⽤用以全草煎⽔水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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釘地蜈蚣中藥商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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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於台灣惠蓀林林場的錫蘭蘭七指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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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黑骨錫蘭蘭
七指蕨藥材

市售紅骨錫蘭蘭
七指蕨藥材

台灣市售錫蘭蘭七指蕨藥材-⿊黑骨與紅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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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之錫蘭蘭七指蕨⽣生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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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鹹蝦花(本雙柳柳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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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nongblog.blogspot.tw/2008/11/blog-post_04.html 111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30&t=3260162 112



http://beautyguide.com.tw/news-86b25a3a-d5e4-7dfb-db4f-0d16c6779046.html 113



http://www.ai-beauty.com.tw/service1_dtl.php?id=116 114



http://hi.baidu.com/matinfeng/item/69cbc3cca227ed60f6c95d7d

黃古仔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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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t.fashionguide.com.tw/index.php/forum/post_list?topic_id=254021&per_page=2116



http://chicing.pixnet.net/blog/post/20559390-%E8%9C%88%E8%9A%A3%E5%9C%A8%E8%8D%89%E5%9C%B0%E4%B8%8A%E6%98%8F%E5%80%92%E4%BA%86
117



https://www.ptt.cc/man/facelift/D47E/D49E/DA09/D639/M.1139236868.A.866.html118



http://mypaper.pchome.com.tw/trueshin/post/1320554024 119



http://lisa2008year.pixnet.net/blog/post/219936404-
%E3%80%8B%E8%9C%88%E8%9A%A3%E8%8D%89%E4%BB%8B%E7%B4%B9(%E8%A1%93%E5%BE%8C%E6%B6%88%E8%85%AB%E8%BC%94%E5%8A%A9) 120



http://www.babyhome.com.tw/mboard/topic.php?bid=6&sID=12057 121



網路路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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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葉⼤大陰地蕨

※臺中花市販售的⼤大葉陰地蕨(習稱釘地蜈蚣)，    
---鮮品每⽄斤5,000元。(2014年年底價格)

■ 本品為瓶爾⼩小草科植物薄葉⼤大陰地蕨
Botrychium formosanum Tagawa的全草。 

■ 臺灣⺠民間亦稱之為釘地蜈蚣，效⽤用與中
藥店所售釘地蜈蚣(錫蘭蘭七指蕨相同)，建
議買中藥店的即可。原因有⼆二：⼀一、⼤大
葉陰地蕨太稀少了了；⼆二、C/P值不⾼高。 

■ ⺠民間應⽤用以全草煎⽔水飲⽤用。

孢⼦子囊

⾁肉質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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蜈蚣草
【來來源】⽲禾本科植物⽵竹節草Chrysopogon aciculatus (Retz.) Trin.的乾燥地上部分。 
【別名】草蜈蚣(萬安)、蜈蚣草(漢強)、過路路蜈蚣(弘順)。 
【說明】 
■ 因由安全島長到⾺馬路路上了了，稱之過路路蜈蚣。市售⽬目前均為混淆品。⽵竹節草開花似⾺馬唐。 
■ 過路路蜈蚣3~4兩兩，⽤用於治療肺積⽔水。 
■ 正統青草界之蜈蚣草。

125



■ 青草街之蜈蚣草標⽰示 ■ 青草街販售之蜈蚣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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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地蜈蚣
【來來源】⽞玄參參科植物釘地蜈蚣Torenia concolor Lindl. var. 

formosana Yamazaki的新鮮或乾燥地上部分。 

【別名】釘地蜈蚣、蜈蚣草、四⾓角銅鐘、過路路蜈蚣(萬安)。 

【說明】 
■ 過去叫倒地蜈蚣，現在也叫過路路蜈蚣(萬安)。 
■ 因為便便宜(零售⼀一兩兩10元)，⺠民間多⽤用於煮青草茶茶、⽤用於中
暑、肝病、中毒。 

■ ⺠民間亦有以鮮品搗汁外敷治療帶狀狀疱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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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售倒地蜈蚣藥材(⽞玄參參科植物釘地蜈蚣)

128



⼤大本蜈蚣草 
【來來源】蓼科植物⽵竹節蓼Muehlenbeckia platyclada (F. V. Muell.) 

Meisn.的地上部分。 

【別名】扁節蓼、蜈蚣草、蜈蚣⽵竹、⾶飛天蜈蚣、鵞紅草、⼤大本
蜈蚣草。 

【說明】 
■ 鮮品倒碎外敷，⽤用以治療帶狀狀疱疹。 
■ 因其分枝扁平⽽而多節  故以名之  形似蜈蚣  故有蜈蚣草、蜈蚣
⽵竹、⾶飛天蜈蚣、百⾜足草之稱。 

■ 連成帶狀狀的看似「葉⼦子」的部分，事實上是植物的上部
「莖」，枝呈現扁平⾄至薄片狀狀  下部則成⽊木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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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節蓼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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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尾蜈蚣(⽩白花蜈蚣草) 
【來來源】唇形科植物散⾎血草Ajuga taiwanensis Nakai ex Murata等
的新鮮或乾燥地上部分。 

【別名】有苞筋骨草、臺灣筋骨草、八正草、百症草、⽩白尾蜈
蚣。 

【說明】 
■ ⽤用於結膜炎(眼紅)、眼睛出⾎血、嘴破、喉嚨痛、退肝火，可榨
汁或乾燥後研成極細粉後服⽤用。亦為⼝口腔癌、咽咽喉癌及肝癌
常⽤用植物。 

■ 青草店可能會稱「⽩白花的蜈蚣草、⽩白花蜈蚣草」來來確認客⼈人
是指⽩白尾蜈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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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草街販售之鮮品⽩白尾蜈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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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天蜈蚣 
【來來源】菊科植物洋蓍草Achillea millefolium L.的新鮮或乾燥
地上部分。 

【別名】鋸仔草、蜈蚣草。 
【說明】洋蓍草⺠民間單味研粉使⽤用，⽤用於肝硬化、肝臟腫瘤。

■ 洋蓍草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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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蜈蚣 
【來來源】莎草科植物短葉⽔水蜈蚣Kyllinga brevifolia Rottb.的新鮮或乾燥
全草。 

【別名】無頭⼟土香。 
【說明】⽔水蜈蚣主要作⽤用是利利⽔水消腫，對於胃脹氣或感冒咳嗽亦有效
果。

■⽔水蜈蚣植株

135



帶狀狀皰疹 
‧⾺馬⿒齒莧（豬⺟母乳） 
■ ⾺馬⿒齒莧科植物⾺馬⿒齒莧

Portulaca oleracea Linn.
的新鮮地上部分。

‧⽩白⾺馬蜈蚣(⽩白尾蜈蚣)
‧⾁肉粽草(趴藤炮仔草) 
■ 無患⼦子科植物倒地鈴

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L.的新鮮或
乾燥地上部分。

‧倒爬麒麟 
■ 紫草科植物藤紫丹丹

Tournefortia sarmentosa 
Lamarck的新鮮或乾燥
地上部分。

‧九股藤(⿊黑藤) 
■ 防⼰己科植物台灣⼟土防⼰己

Cyclea ochiaiana 
(Yamamoto) H. S. Lo的
新鮮或乾燥藤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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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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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草藥界的敏肝寧：九股藤 
⿊黑藤、烏藤仔、⼟土防⼰己、台灣⼟土防⼰己

139

■ 1.解毒、抗癌：九股藤2兩兩、粉藤薯2
兩兩，燉瘦⾁肉。 

■ 2.各種排毒：九股藤4兩兩，泡酒或加冰
糖，⽔水煎服。



青草藥界的療黴舒、益可膚：  
六神草、⾦金金鈕扣、鐵拳頭

■ 本品為菊科植物六神草
Spilanthes acmella Linn. var. 
oleracea Clarke的乾燥葉⼦子或花
序。

■ 效⽤用： 
■ 花：鎮痛。治牙痛，胃痛；葉：
利利尿尿； 

■ 全草：消腫⽌止痛。治咳嗽，腹
瀉，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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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草藥界的080：⼭山菸草(⼭山菸仔、蚊仔煙、假菸葉)

■ 本品為茄科植物⼭山菸草
Solanum erianthum D. Don的
粗枝條。

143

■ 茄科植物⼭山菸草的乾燥根或莖。 
■ 功能：根莖有祛風、解熱、除濕。葉能
消腫、⽌止痛及治療⽪皮膚炎、跌打損傷。 

■ 婦⼈人⽉月內感著：⼟土煙頭1兩兩、⼤大風
草頭1兩兩、⼟土⽜牛七1兩兩，⽔水煎服。 

■ 感冒頭痛：⼟土煙頭1兩兩、雞屎藤1兩兩，
艾草頭1兩兩，⽺羊帶來來5錢，無頭⼟土香1兩兩，
⽔水煎30分鐘，溫熱喝。 

■ 客家⼈人會砍下枝條泡酒，是去腫消炎良
藥。 

■ ⽜牛⽪皮癬：⼟土煙頭葉、巴⾖豆葉浸半酒醋約
10來來天後擦患處。



■ 茄科植物在茄屬(Solanum)植物含有固醇類醣苷⽣生物鹼，此類⽣生物鹼統
稱為茄鹼(Glycoalkaloids)，不同種類茄科植物，所含茄鹼種類不同，並
有不同的毒性。 

■ 茄鹼的毒性： 
■ 1.胃腸系統的毒性，由於固醇類的茄鹼，其結構與極性和構成腸胃細胞

膜中的固醇類似，因此茄鹼在進入胃腸系統後，能插入腸胃細胞的胞膜
上，並且進⽽而吸引極性相近的固醇類，⽽而排斥另⼀一胞膜結構成分-磷脂
膽鹼，使腸胃細胞細胞形成圓形凸起，破壞細胞膜的完整性，影響腸胃
系統功能，會造成腹痛、腹瀉等症狀狀； 

■ 2.影響神經傳導系統功能，茄鹼會抑制神經傳導系統中的⼄乙醯膽鹼酯酶
活性，使得⼄乙醯膽鹼累積，造成神經系統紊亂，可能症狀狀有輕微發汗、
⼼心悸、呼吸和⼼心跳先快後慢、噁⼼心、嘔吐、頭暈暈、頭痛、昏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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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來來說，茄科植株⽣生物鹼含量量⾼高低依序排列列為： 

■ 未成熟果實→成熟果實→根部→葉⼦子→枝幹，且含量量差異異⼤大 

■ 若若以市售品有黃⽔水茄根、莖枝、成熟果實來來看，驗⽅方裡或左鄰右舍
⼝口耳相傳的劑量量，就要了了解到底是指根、莖枝、成熟果實，不同部
位、不同成熟狀狀態，也都是影響使⽤用者是否會產⽣生中毒現象的重要
影響因⼦子。所以，建議 好能在驗⽅方中註明使⽤用部位，如寫明黃⽔水
茄枝、黃⽔水茄果，加⼯工販賣業者亦應分檔歸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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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患⼦子

■ 本品為無患⼦子科植物無患⼦子Sapindus mukorossii 

Gaertner的乾燥成熟果實。 

■ 效⽤用： 

■ 果⾁肉：有⼩小毒。清熱化痰，⾏行行氣消積。治喉痹，

⼼心胃氣痛，蟲積，食積腹痛，毒蛇咬傷，無名腫

毒；種⼦子：有⼩小毒。清熱袪痰，消積殺蟲。治⽩白

喉，咽咽喉腫痛，乳蛾，咳嗽，頓咳，食滯蟲積； 

■ 外⽤用治陰道滴蟲；種仁：清熱解表，化痰⽌止咳。

消積避惡惡。治疳積，蛔蟲病，腹中氣脹，⼝口臭。

146



苦藤

■ 本品為防⼰己科植物寬筋藤Tinospora 
crispa (L.) Miers的新鮮或乾燥全草。 

■ 功能：舒筋活⾎血、降⾎血糖。 

■ 糖尿尿、尿尿酸：苦藤⼀一兩兩，⽔水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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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芙蓉 
千⾯面美⼈人 

■ 錦葵科植物⼭山芙蓉的新鮮或乾

燥莖。 
■ 根及莖：微辛、平。效⽤用：根

及莖：可入藥，⽤用以清熱解毒，

消炎⽌止痛，消腫排膿，清肺涼

⾎血。可治療癰疽腫毒，肺癰膿

胸，浮癰肋膜炎，關節炎，創

傷不癒，無名腫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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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茶⾖豆

■ ⾖豆科植物蝶⾖豆Clitoria 

ternatea Linn.或重瓣蝶⾖豆

(蝶⾖豆的園藝栽培品)。  

■ 1. 雲林林⼟土庫地區，⽤用於治療

糖尿尿病，此外對於攝護腺肥

⼤大引起排尿尿不順亦有效果。 

■ 2. ⾺馬來來⻄西亞吉隆隆坡，⽤用於舒

緩疲勞及壓⼒力力、幫助入眠、

平復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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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草茶茶、養肝茶茶

■青草茶茶：含風草、仙草、七層塔、黃花蜜菜、
風茹草、桑葉、五⽄斤草、筆仔草、薄荷、崗
梅梅、甜珠草、鳳尾草、紅乳仔草。 

■ 苦茶茶：五爪⾦金金英、⽩白尾蜈蚣、穿⼼心蓮。 

■ ⾊色澤：⽩白鶴靈芝、⿊黑⾎血藤。



產地動態 黃⽔水茄種植採收加⼯工介紹

■黃⽔水茄、鈕仔茄、刺刺茄為台灣⺠民間治療肝臟疾患的著名青草藥，其中黃⽔水茄
更更是中醫師常使⽤用的青草藥之⼀一。



黃⽔水茄基本資料
■基原：茄 科 植 物 黃 ⽔水 茄 Solanum 

incanum L. 的乾燥根、莖枝或果實。 

■別名：野茄、丁茄。 

■性味：味苦、辛，性涼。 

■功能與主治：具⽌止咳平喘、解毒消腫、⽌止

痛之功效。⽤用於咳嗽、哮喘、風濕性關節

炎、熱淋淋、睪丸炎、牙痛、癰瘡潰爛。 

■⽤用法⽤用量量：內服，煎湯，9-15g。外⽤用，

適量量，搗敷或煎⽔水洗。 

■⺠民間應⽤用：黃⽔水茄清肝解毒，為⺠民間治療

肝炎、肝硬化、肝癌著名之青草藥。

•經驗⽅方： 
1、治痔瘡：⼩小號刺刺波 2 兩兩、⽩白刺刺杏 1 兩兩、⼭山芙蓉 
1 兩兩、黃⽔水茄 1 兩兩，⽔水煎服，可加⿊黑糖飲⽤用。 

2、治肝炎：黃⽔水茄 2 兩兩 5 錢，紅糖 20公分，⽔水煎
服。 

3、治急性肝炎：黃⽔水茄、化⽯石草各約 2兩兩，紅糖 
20 公分，⽔水煎服。 

4、治慢性肝炎：黃⽔水茄、桶交藤各3兩兩，⾦金金針頭 6 
錢，燉⾚赤⾁肉服。 

5、肝火⼤大、⼝口亁、⼝口臭：黃⽔水茄、⽊木棉、⼭山苧
⿇麻、桶鈎藤等量量，⽔水煎服。 

6、肝病、肝指數過⾼高：黃⽔水茄 2 兩兩、七層塔 1 
兩兩、⽯石上柏 1 兩兩，⽔水煎服。 
※ ⽊木棉、⼭山苧⿇麻、桶鈎藤、七層塔、⽯石上柏亦均為
肝炎、肝病常⽤用青草藥。 

7、治⿐鼻竇炎：黃⽔水茄根、苦瓜根，⽔水煎服，殊
效。 

8、治⽪皮膚癢、瘡癤：黃⽔水茄 40 公分，燉⾚赤⾁肉服，
或與狗頭芙蓉 75 公分，半酒⽔水燉⾚赤⾁肉服。



茄科植物基本資料

■茄科植物在茄屬(Solanum)植物含有固醇類醣苷⽣生物鹼，此類⽣生物鹼統稱
為茄鹼(Glycoalkaloids)，不同種類茄科植物，所含茄鹼種類不同，並有不
同的毒性。 

■茄鹼的毒性： 
■1.胃腸系統的毒性，由於固醇類的茄鹼，其結構與極性和構成腸胃細胞膜
中的固醇類似，因此茄鹼在進入胃腸系統後，能插入腸胃細胞的胞膜上，
並且進⽽而吸引極性相近的固醇類，⽽而排斥另⼀一胞膜結構成分-磷脂膽鹼，使
腸胃細胞細胞形成圓形凸起，破壞細胞膜的完整性，影響腸胃系統功能，
會造成腹痛、腹瀉等症狀狀； 

■2.影響神經傳導系統功能，茄鹼會抑制神經傳導系統中的⼄乙醯膽鹼酯酶活
性，使得⼄乙醯膽鹼累積，造成神經系統紊亂，可能症狀狀有輕微發汗、⼼心
悸、呼吸和⼼心跳先快後慢、噁⼼心、嘔吐、頭暈暈、頭痛、昏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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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科植物基本資料

■⼀一般來來說，茄科植株⽣生物鹼含量量⾼高低依序排列列為： 

■未成熟果實→成熟果實→根部→葉⼦子→枝幹，且含量量差異異⼤大 

■若若以市售品有黃⽔水茄根、莖枝、成熟果實來來看，驗⽅方裡或左鄰右舍⼝口耳
相傳的劑量量，就要了了解到底是指根、莖枝、成熟果實，不同部位、不同
成熟狀狀態，也都是影響使⽤用者是否會產⽣生中毒現象的重要影響因⼦子。所
以，建議 好能在驗⽅方中註明使⽤用部位，如寫明黃⽔水茄枝、黃⽔水茄果，
加⼯工販賣業者亦應分檔歸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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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地動態 黃⽔水茄種植採收加⼯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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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綠茄⼦子！?



市售⼤大號鈕仔茄 
萬桃花Solanum torvum Swartz 166

市售⼩小號鈕仔茄 
鈕仔茄Solanum indicum L.

市售黃⽔水茄(莖枝) 
Solanum incanum L.

市售黃⽔水茄(果實) 
Solanum incanum L.



⽊木棉 
班芝根、班芝棉

■ 本品為⽊木棉科植物⽊木棉
Bombax malabarica L.的花及
乾燥根莖。 

■ 功能：肝炎、糖尿尿、利利⽔水。 
■ 肝炎：⽊木棉根4兩兩，⽔水煎服。 
■ 肝炎：⽊木棉根2兩兩、⼭山苧⿇麻根

2兩兩，⽔水煎服。 
■ 糖尿尿病：⽊木棉根4兩兩，⽔水煎
服。



苧⿇麻 
⼭山苧⿇麻、袋絲仔頭、⼭山袋薯

■ 本品為蕁⿇麻科植物⽊木棉
Boehmeria nivea (L.) Gaudich. 
var. tenacissima (Gaudich.) Miq.
的新鮮或乾燥根及根莖。 

■ 功能：肝炎、肝病、安胎。 
■ 肝火⼤大：⼭山袋頭單味，⽔水煎服。 
■ 肝炎、肝硬化：⽊木棉根2兩兩、⼭山
苧⿇麻根2兩兩，⽔水煎服。 

■ 肝炎：⼭山袋頭、⼤大本七層塔、桶
勾藤、⽊木棉根，⽔水煎服。



桶勾藤 
畚箕藤

■ 本品為⼤大戟科植物扛香藤Mallotus 
repandus (Willd.) Mull. Arg.的新鮮
或乾燥莖。 

■ 功能：肝炎、⼝口苦、舒筋通絡。 
■ 熬夜、容易易疲勞：桶鈎藤半⽄斤、⾦金金
針根2兩兩、⽯石上柏2兩兩，⽔水煎服。 

■ 肝炎：桶鈎藤2兩兩、五爪⾦金金英2兩兩、
七層塔2兩兩、⽔水雞爪1兩兩，⽔水煎服。 

■ 肝指數過⾼高：桶鈎藤半⽄斤燉排骨後
去油，再加⾦金金針花燉。



⼭山九層塔 
⼤大本七層塔

■ 本品為唇形科植物印度羅勒勒
Ocimum gratissimum Linn.的乾
燥莖或葉。 

■ 功能：肝炎、消腫⽌止痛。 
■ ⺠民間治療肝炎著名藥材。 
■ 肝炎、肝病：⼤大本七層塔，⽔水煎
服。 

■ 肝硬化、腹⽔水：⼤大本七層塔、五
爪⾦金金英各4兩兩，⽔水煎服。 

■ 養肝茶茶：⼤大本七層塔、黃⽔水茄、
桶鉤藤、黃花蜜菜，煮⽔水當茶茶喝。



七層塔 
⼟土荊芥、荔枝草

■ 本品為唇形科植物賴斷頭草Salvia 
plebeia R. Brown的新鮮或乾燥全
草。 

■ 功能：肝炎、降火。 
■ ⺠民間治療肝炎著名藥材。 
■ 肝炎、肝病：七層塔，⽔水煎服或榨
汁。 

■ 容易易疲勞：七層塔1兩兩、桶鉤藤2兩兩、
黃⽔水茄2兩兩、五爪⾦金金英1兩兩，⽔水煎服。 

■ 急性肝炎：荔枝草(⼩小號七層塔)鮮品
打汁喝，或者配合菊科⼩小⾦金金英 ( 兔兒
菜 ) 使⽤用。乾品則⽤用煎煮，建議煮 6 
⼩小時。 

■ 臨臨床效果觀察，⽤用鮮品效果⼤大於乾品。



五爪⾦金金英 
王爺葵、樹菊

■ 本品為菊科植物王爺葵Tithonia 
diversifolia (Hemsl.) A. Gray的新
鮮或乾燥根、莖、葉。 

■ 功能：⼝口苦、肝炎、肝硬化。 
■ 肝炎、肝病：五爪⾦金金英加冰糖，
⽔水煎服。 

■ 肝硬化腹⽔水：五爪⾦金金英鮮品榨
汁，調冬蜜服。 

■ 苦茶茶原料：五爪⾦金金英葉、穿⼼心
蓮、⽩白尾蜈蚣、萬點⾦金金，⽔水煎2
⼩小時。



⿂魚針草 
客⼈人抹草、希尖草

■ 本品為菊科植物⿂魚針草
Anisomeles indica (L.) Ktze的乾
燥全草。 

■ 功能：袪風除濕、解毒。 
■ 清肝解毒：客⼈人抹草，⽔水煎服。 
■ 不孕症：客⼈人抹草⽤用酒炒雞⾁肉
服。

豨薟(hiam)草 
(ㄒㄧ，ㄒㄧㄢ，xī xiān cǎo )  

苦草
■ 本品為菊科植物豨薟草

Sigesbeckia orientalis L.的乾燥全
草。 

■ 功能：風濕酸痛、肝炎、降壓。 
■ 肝炎、肝火：豨薟草1兩兩、七層
塔、桶鉤藤、五爪⾦金金英各2兩兩，⽔水
煎服。 

■ 清⾎血、降脂：豨薟草2兩兩，鉤藤1
兩兩，⽔水煎服。





官真癀 
⼟土地公拐、官真菇(菰)、⼲干秦菇、⾦金金鎖匙

■ 本品為列列當科植物野菇
(菰)Aeginetia indica L.的乾
燥全草。 

■ 功能：肝炎、降火。 
■ 肝炎、肝火：野菇、七層
塔、桶鉤藤、⽩白鶴靈芝各2
兩兩，⽔水煎加冰糖飲⽤用。 

■ 淋淋巴腺腫：野菇2兩兩，⽔水煎
服。



⽯石壁癀
■ 本品為鳳尾蕨科植物細葉碎米蕨

Cheilanthes mysuriensis Wall.的
新鮮或乾燥全草。 

■ 功能：⼝口苦、肝炎、肝硬化。 
■ 肝炎：⽯石壁癀2兩兩，⽔水煎服。 
■ 肝炎：⽯石壁癀1兩兩、⽩白花蛇舌草1
兩兩、釘地蜈蚣5錢、⼀一葉草5錢，
⽔水煎服。 

■ 肝指數過⾼高：⽯石壁癀、七層塔、
野菇、黃⽔水茄各2兩兩，⽔水煎服。



⼤大七厘 
雞爪癀

■ 本品為景天科植物伽藍藍菜
Kalanchoe laciniata  (L.) 
Pers.的新鮮全草。 

■ 功能：肝炎、活⾎血化瘀。 
■ 跌打損傷：⼤大七厘鮮品榨
汁，早晚各100c.c.，加米酒
服⽤用。 

■ 肝炎：⼤大七厘鮮品榨汁， 
稀釋加蜂蜜或⽔水煎服。



伸筋草 
鹿⾓角草

■ 本品為⽯石松科植物伸筋草
Lycopodium japonicum 
Thunb.的新鮮或乾燥全草。

龍麟草 
(青龍麟草、⽣生根卷柏)⽯石上柏、 

(紅骨⽔水雞爪、密葉卷柏)硬枝⽔水雞爪、 
(龍麟草、全緣卷柏)軟枝⽔水雞爪

■ 本品為卷柏科植物
Selaginella spp. 的新鮮或乾
燥全草。

萬年年松 
九死還魂草

■ 本品為卷柏科植物萬年年松
Selaginella tamariscina 
(Beauv.) Spring的新鮮或乾
燥全草。



⺠民間⽅方例例

■ 性味：(全草)味⽢甘、性平。 
■ ⽤用於：眼結膜炎、咽咽喉腫痛、急性扁桃腺炎、上呼吸道炎、氣管炎、肺
炎、風熱咳喘、肝炎、濕熱黃疸、膽囊炎、肝硬化腹⽔水、乳腺炎、癌症、
瘡癤。 

■ 急性扁桃腺炎、眼結膜炎：⽯石上柏30克，加豬瘦⾁肉30克，⽔水煎服 。 
■ 呼吸道疾病：⽯石上柏五錢⾄至⼀一兩兩，⽔水煎服。 
■ 肝指數⾼高、容易易疲勞：⽯石上柏4兩兩，⽔水煎當茶茶喝。 
■ 肝炎：⽯石上柏、⽊木棉根、桶鉤藤各2兩兩，⽔水煎服。 
■ 肝硬化、腹⽔水：⽯石上柏半⽄斤，8碗⽔水煮剩2碗，分兩兩次喝。 
■ 肝癌：⽯石上柏2兩兩，半枝蓮1兩兩、⽩白花蛇舌草2兩兩，⼭山防風2兩兩，⽔水煎服。 
■ 肝癌：⽯石上柏1⽄斤、⼭山防風1⽄斤，紅棗18顆，15碗⽔水煮剩8碗，分4天喝。



欖仁葉 
雨傘樹

■ 本品為使君⼦子科植物欖仁樹
Terminalia catappa Linn.的
⾃自然落落葉。 

■ 功能：肝炎、降火。 
■ 肝炎、肝火：欖仁葉乾品

1~2葉，泡茶茶喝。 
■ ⺠民間傳說： 
■ 以⾃自然落落下的葉片為主，顏
⾊色越紅越好。



彩葉草 
八卦草、⼀一點紅

■ 本品為唇形科植物彩葉草
Coleusx hybridus Voss的⾃自然
落落葉。 

■ 功能：肝炎、降火。 
■ 肝炎、肝火：彩葉草煮⽔水
喝。 

■ 急性肝炎：彩葉草榨汁，三
餐飯後食⽤用。 

■ 草酸









■ 中毒症狀狀：⼝口服種⼦子油引
起嘔吐、腹瀉、下肢⽔水腫、
全⾝身⽪皮膚有強烈疼痛感。 

■ 主治：全草治⽩白濁、黃膽
⽔水腫，種⼦子消炎⽌止痛治檀
毒、牙痛，根治淋淋病、條
蟲 



鈕仔茄 

■ 吳先⽣生因腹脹及雙腳浮腫，聽從朋友意⾒見見，⾃自⾏行行取⽤用鈕仔

茄曬乾的根、莖及葉，共300 gm放進3000 c.c.的⽔水滾煮，⼀一

⽇日分七次服⽤用，在服⽤用約⼆二週後造成多尿尿、⼝口渴現象，每

⽇日尿尿量量約達10,000 c.c.，同時也飲⽤用10,000 c.c.的⽔水來來補充其

流失的⽔水份，因此⾄至醫院求診。經診斷屬中樞神經性尿尿崩

症，⽽而非⼀一般常⾒見見的腎炎性尿尿崩症，醫師給予合成的抗利利

尿尿激素治療，指數漸恢復正常，⽬目前仍在追蹤治療中。 



蘆薈(Aloe) 
■ ⼀一位雲林林的六⼗十歲老先⽣生，為了了急於治療慢性肝炎的老⽑毛病，由親戚處得

知:「蘆薈的作⽤用很多，尤其對肝炎有效，⽽而且連⽪皮食⽤用效果更更佳」，老

先⽣生於是連續喝了了⼀一個半⽉月帶⽪皮的蘆薈汁，結果狂拉肚⼦子不說，尿尿毒指數

還比正常⼈人⾼高出許多，送到醫院時已呈現虛脫狀狀態，結果還必須洗腎。 

■ 蘆薈⽪皮內膜含有⼤大黃素苷，連⽪皮吃要非常⼩小⼼心！因為它是⼀一種容易易導致腹

瀉與⽪皮膚過敏的物質，雖然蘆薈內部透明的果⾁肉本⾝身含有豐富的營養素與

纖維質，對腸胃的調整有不錯的效果，但蘆薈可食⽤用的種類不多，⽽而且要

經過削⽪皮的處理理，因為⽪皮是療效的成分所在，但也是能造成不適症狀狀的部

位。 





感謝聆聽 
歡迎賜教

~聯聯絡⽅方式~  
 

E-mail：johnwu0919@gmail.com 
 

痞客邦：坤璋藥師的中藥材探討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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