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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
吳坤璋

「藥用植物的研究，是以介紹國產的

天然藥物和民間習用的藥用植物為主；而

以仔細考察自然，養成留心觀察植物治病

的顯著效驗的功能入手 (本刊創刊時 吳國

定理事長獻言 )」，以上顯然道出了本刊

編輯宗旨與會友所關心的焦點；此期刊物

在這樣的原則下，以糖尿病及其常見併發

症為主題，在不同篇幅中藉由各青草師傅

實際應用幾十年的經驗下，提供常用青草配方供大家參考；並邀稿編寫趣味的藥草

四句聯，增進學習趣味與藥用植物推廣。

台灣地域說大不大，各地區青草藥使用有其歷史與地域背景，導致同一植物 (藥

材 )在台灣北部、中部與南部有著不同的名稱，又甚或訴求的效果可能略有差異或

大不相同，舉例如刊內所提到的茜草科植物雞屎藤與蓼科植物紅雞屎藤，兩者明明

藥性略有不同，何以北部地區習用後者、中南部地區習用前者來當雞屎藤藥材使用。

因此，此次編輯過程，必親身採訪各青草師傅，在每篇文章【說明】段中力求讓各

位會友清楚明瞭所應使用的材料為何，避免有疑義產生，這樣的用意，實希望導入

「正確品種、正確基原」的概念，個人深深覺得惟有秉持這樣的概念才能從正確青

草材料、正確診斷、正確用藥、正確使用，逐步讓青草的使用品種明確、效果明確，

才能符合時代潮流，才能更加擴大應用層面。

最後，本人過去多從事於中藥真偽藥材鑑定研究 (協同著有臺灣常見易混淆中

藥材圖鑑 /臺中市藥師公會 )、藥用植物辨識教學，對於臨症應用的經驗極其不足，

本刊完成全賴理事長黃世勳先生及其領導的各級幹部協助與本會顧問李漢強先生、

學術組莊惠茹小姐、理事陳錫賢先生、活動組陳宏盛先生、理事郭銘洲先生、理事

楊介忠先生、後補理事林永達先生及學術組陳怡廷小姐各自發揮所長並不藏私地公

開方享個人獨到經驗，本人致上萬分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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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控制不良時，在短期或長時

間內都會發生合併症，糖尿病本身並不

可怕，可怕的是其併發症，常見的急性

併發症有高血糖高滲透壓狀態、酮酸中

毒、低血糖症、乳酸中毒等，若延遲送

醫，隨時有喪命的危險，而常見的慢性

併發症有血管硬化引起的腎臟特殊病變

（導致尿蛋白 -即小便有持續性泡沫產

生、尿毒症）、高血壓（導致中風）、

心臟病變（導致心肌硬塞、心絞痛）、

視網膜病變（視力減退、失明）以及神

經系統的病變（手腳酸麻刺痛、對冷熱

敏感變差等），以上均與血糖的控制是

否穩定有密切的關係，良好的糖尿病控

制，有助於減少或遏止各項慢性病變的

發生或進展，下面將慢性病變再說明介

紹如下，並將一些常用青草介紹給大家

參考了解：

壹、糖尿病常見慢性病變
一、 視網膜病變：

視網膜的基本變化為微血管的問題，

如出現出現滲出物、出血或增殖性視

網膜炎可看到血管增生的現象，增生

的結果，使得眼睛血管易破裂或視網

膜剝離。一般而言，成人型糖尿病患

者約在十年後有百分之十患有增殖性

視網膜病變。根據統計 ,失明患者約
有一半是因為糖尿病所引起 ,因此糖
尿病患者，一般建議每半年至眼科門

診接受檢查。

二、 腎臟病變：

糖尿病患者在發病十至十五年後，百

分之三十到四十會發生尿蛋白，若沒

有加強血糖的控制 ,可能會漸漸演變
成慢性腎功能衰退甚至惡化成尿毒

症，在國內尿毒症患者約有四分之一

是因為糖尿病所引起的併發症。

三、 神經病變：

糖尿病的控制與神經病變的發生關係

密切，其發生原因與血液循環有關或

與代謝異常有關。臨床症狀可能出現

膀胱無力、腹脹、便祕、瀉肚、陽

萎、對冷熱感覺差，另外造成手腳無

力酸麻刺痛，嚴重時連走路掉了鞋子

病人或有東西壓在腳上都因感覺遲鈍

而不自知 (如某促進血液循環廣告的
情節，孫女騎腳踏車壓到她睡夢中的

奶奶，奶奶沒反應，孫女還以為奶奶

過往了 )甚至當腳底出現傷口時，病
人也沒有感覺疼痛，因此糖尿病人要

特別注意足部的傷口護理照顧，自己

定時做檢視。

貳、糖尿病及其併發症常用青草
一、 糖尿病常用青草：

岡梅、破布子根、倒地苓 (鈴 )、鹿
仔樹根 (構樹根 )、白豬母乳、佛珠
草 (圖一 )、含羞草。

說明： 佛珠草：係指禾本科植物野薏苡

的乾燥全草，因其果實質地堅

糖尿病及其常見併發症的常用藥材介紹
                               文 /漢強百草行李漢強   圖 /吳坤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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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可製作為佛珠，故名佛珠草。

二、 糖尿病併發症常用青草 - 視網膜病

變：

千里光、枸杞根、山四英、龍吐珠、

辣椒頭、白埔姜。

說明：

1. 龍吐珠即為茜草科植物白花蛇舌草

(果實一束一顆 )，不建議使用外形相

近植物水線草 (果實一束多顆 )。

2. 草藥神奇的是辣椒多食傷眼睛，辣椒

根確是照顧眼睛。

三、 糖尿病併發症常用青草 -腎臟病變

五葉白花草、白龍船、白肉豆根 (圖
2)、白埔姜、白射榴、白粗糠、白九
層塔；若為女生，再加益母草、鴨舌

癀。

說明：

1. 使用所謂的「七白湯」，若使用者為

女性，可再酌加益母草、鴨舌癀，照

顧子宮。

2. 藥草「五葉白花草」，非指唇形科之

白花草 (虎咬癀 )，而是指十字花科的

白花菜 (五爪金龍 )。

四、糖尿病併發症常用青草 -神經病變

臭川宮、山粉圓根、藤根、虎杖 (土
川七 )。

說明：

1. 以上青草使用的思路為通血路、清血

油。

2. 臭川宮係指蔾科的臭杏 (蛇藥 )。

3. 藤根係指棕櫚科黃藤 (省藤 )。

4. 秤飯藤也叫土川七，但現在的秤飯藤

來自大陸，貨色較不正統 (有疑慮 )，

因此建議使用虎杖。

以上各青草治療主體為糖尿病，隨

併發症與需求者症候做加減，一帖抓起

來約 8兩到 9兩，以水煎煮，分兩天使

用。

圖 1：佛珠草 圖 2：白肉豆根 (正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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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的典型症狀為三多一少，三

多即多飲、多尿、多食，一少即體重減

輕。隨著病程發展，常見視力損傷、腎

功能損傷、神經病變、心肌梗塞、中風

等併發症。

壹、治療糖尿病的常用中藥：
1. 清熱瀉火藥：黃芩、黃連、知母、石

膏、黃柏、大黃、地骨皮、芒硝 (圖 3)

等。

2. 養陰生津藥：麥冬、石斛、玉竹、沙

參、五味子、玄參、花粉、葛根、女

貞子、烏梅、山萸肉、生地、熟地等。

3. 清熱解毒藥：白花蛇舌草 (圖 4)、紫

花地丁、牛蒡子、大青葉、金銀花、

蒲公英、連翹等。

4. 益氣健脾藥：山藥、蒼朮、白朮、人

參、黨參、黃耆等。

5. 活血化瘀藥：紅花、桃仁、丹參、赤

芍、川芎、益母草。

6. 降低尿糖藥：花粉、山藥、黃耆、生

地、烏梅、五味子等。

7. 降低血糖藥：生地、熟地、麥冬、黃

精、玉竹、花粉、五味子、枸杞子、

仙靈脾、玉米鬚、桑葉、虎杖、澤瀉、

蒼朮、白朮、人參、黃耆、知母、葛

根等。

8.溫陽固攝藥：覆盆子、金櫻子、桑螵

蛸、沙苑蒺藜、菟絲子、肉桂、附子、

鹿茸等。

貳、糖尿病併發症的治療原則，
以併發症症候辨症施治：
一、合併視力損傷：

1. 視網膜病變：加菊花、枸杞子、青葙

子、穀精草等。

2. 白內障：加青葙子、石決明、木賊等。

3. 眼底出血：加大小薊、茺蔚子、仙鶴

草或雲南白藥、三七粉等。

4. 諸眼病可用杞菊地黃丸、明目地黃丸

糖尿病併發症的中藥治療
                               文 /台中市藥用植物研究會莊惠茹   圖 /吳坤璋

圖 3.芒硝 (正品 ) 白花蛇舌草 (正品：一束一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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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二、合併腎功能損傷：

1. 併發蛋白尿者：加黃耆、川斷、白花

蛇舌草等。

2. 血尿者：加大小薊、生艾葉、生荷葉、

旱蓮草、車前草、血餘炭等。

3. 水腫者：加澤瀉、防己、玉米鬚等。

4.尿路感染者：

（1） 症見尿頻、尿急、尿痛：加滑石、

石韋、烏藥、車前子等。

（2） 症見尿混濁有沉澱者：加萆薢、射

干等。

三、合併心肌梗塞、中風：

1. 合併心肌梗塞，早搏頻繁者：加苦參、

麥冬、靈芝、仙靈脾等。

2.合併中風：

（1） 腦血管病變：加黃耆、人參等。

（2） 腦溢血者：加川芎、當歸、赤芍、

地龍等。

（3） 合併脈管炎，患肢脹痛，指甲及膚

色發黯者：加紅花、蘇木、地龍、

劉寄奴、雞血藤、穿心蓮等。

四、合併神經病變：

1.合併末梢神經炎，四肢竄痛，皮膚灼

痛者：加絡石藤、鈎藤、雞血藤、海

風藤、威靈仙等。

2.合併肢體麻木者：加白芍、當歸、生

黃耆、雞血藤等。

電話：(04)26994928、26992948

台中市大肚區沙田路 3段 734 巷 25 號

山源藥草行

青草藥材批發

粉碎、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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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方交流園地
(請注意！所有病症均需依個人體質來辨證論治，切不可盲目用藥 )

一、阿賢青草行 /陳錫賢提供

結石

【組成】 淡竹葉 3兩、含口草 3兩、化

石草 3兩、珠仔草 3兩 (圖 5)、

黃芩 1兩、白朮 1兩、甘草 1

兩、茯苓 2兩。

【用法】以上熬煮，當茶飲用。

【說明】

1.含口草：係指繖形科植物雷公根的乾

燥全草，常見別名有蚶殼草、含殼草、

老公根、積雪草。

2.珠仔草：係指玄參科植物甜珠草的乾

燥全草，常見別名有豎枝珠仔草、山

甘草、葉上珠、甜草。

結石

【組成】 香圓根、白花草、化石草、水

丁香、玉米絲、四米草。

【用法】以上各 1兩，熬煮，當茶飲用。

【說明】

1.香圓根：係指瓜科植物佛手瓜的乾燥

根，常見別名有香櫞根。

2.白花草：係指菊科植物山澤蘭的乾燥

全草，常見別名有大本白花仔草、六

月雪。

3.四米草：係指錦葵科植物賜米草的乾

燥全草，常見別名四美草、厝尾草、

金午時花。

食道癌

【組成】 龍葵 2兩、白英 2兩、白花蛇

舌草 2兩、蛇波 2兩、奇散子

2兩。

【用法】熬成茶；或 2500 CC煮成 1500 

CC，每次 250 CC，三餐飯後使用。

【說明】

1.蛇波：係指薔薇科植物蛇梅的乾燥全

草。

2.奇散子：係指棕櫚科植物蒲葵的乾燥

種子，常見別名奇扇子、葵扇子、浦

葵子、葵樹子。

鼻咽癌

【組成】 龍葵 2兩、石上柏 2兩 (圖 6)、

半枝蓮 1兩、白花蛇舌草 2兩、

魚腥草 3兩。

【用法】熬成茶，一帖服用兩天。

高血壓兼尿酸

圖 5：甜珠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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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 愛玉根 3兩、藤根 1兩、岡梅

1兩、哈哼草2兩、苦瓜根1兩、

毛冬青 1兩。

【用法】熬成茶，一帖服用兩天。

【說明】

1.哈哼草：係指爵床科植物哈哼花的乾

燥全草，常見別名小號蟑螂草、家蛇

草、正仆地菊、抱壁蟑螂、抱壁家蛇、

蟑螂草、貼壁家蛇。

※備註：

(1)大號蟑螂草為菊科植物黃鵪菜；
另貼壁蟑螂在中北部習用爵床科哈哼

花，中南部習用菊科黃鵪菜。

(2) 貼壁蟑螂名稱來自哈哼花的葉子
長得就像「蟑螂」。而「抱壁」用在

描述它生長喜貼壁而生。

(3) 哈哼花的主要特徵是葉背泛白，
只要觀察葉底，即可一目了然。

腎萎縮、尿毒 (方一 )

【組成】 三消草 2兩、地膽頭 1兩、水

丁香 1兩、小號化石草 1兩、

倒扣草 2兩、梔子根 1兩、青

花炮仔草 1兩 (圖 7)、埔姜豆

頭 1兩。

【用法】熬成茶，一帖服用兩天。

【說明】

1.三消草：係指爵床科植物消渴草，常

見別名蘆莉草、南洋蘆莉草。

2.地膽頭：係指菊科植物毛蓮菜的乾燥

地上部位，常見別名有大號毛蓮菜、

丁豎杇、地膽草、地塹頭、牛舌草、

白花燈豎杇。另外同屬植物還有開

紅花的天芥菜 (Elephantopus scaber 

Linn)，習稱紅花地膽草、小本燈豎杇；

兩者最大差別在花色，植株地膽草較

大一些，葉形亦略有不同。

3.倒扣草：係指莧科植物土牛膝的乾燥

全草，常見別名有印度牛膝、擦鼻草、

撮鼻草、牛掇草、土牛七、紫莖牛膝、

倒扣草、倒扣筋、倒鉤 (勾 )草。

4.青花炮仔草：係指豆科植物大葉野百

合的乾燥地上部位，常見別名大野百

合、青花炮仔草、玲瑯仔草、鈴龍豆、

大葉豬屎豆、大號玲瓏草、多疣豬屎

豆；此植物很特別，雖為豆科植物，

圖 6：石上柏 圖 7：青花炮仔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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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其幼枝會呈現四方莖。另應注意此

處非指茄科植物苦蘵 (豎叢博仔草、

燈籠草 )或無患子科植物倒地鈴 (趴

藤炮仔草 )。

5. 埔姜豆頭：係指豆科植物樹豆的乾燥

根，常見別名番仔豆頭、木豆頭、樹

豆頭。因本品葉子與馬鞭草科植物三

葉蔓荊 (埔姜仔 )很像，故名埔姜豆；

又因早期為原住民藥膳材料，故後來

之漢人習稱為番仔豆 (註：此為歷史

名稱，無不敬之意 )。

腎萎縮、尿毒 (方二 )

【組成】 腎葉山螞蝗 2兩、豆仔草 1兩

(圖 8)、水丁香 1兩、萱草 1兩、

地膽頭 1兩。

【用法】 2000 CC水煮成 800 CC，每次

飲用 100-150 CC，一天 3次。

【說明】 豆仔草：係指豆科植物蔓蟲豆

的乾燥地上部位。此處應注意

非指大號蒼蠅翅 (豆科植物煉

莢豆，別名山地豆、豆仔草 )。

腎虧 (方一 )

【組成】 白肉豆、白龍船、白九層塔、

白射榴、白甘仔根、白埔姜

【用法】各 1兩燉補，一日份。

【說明】 藥材名稱均見「白」字，意指

此方與腎虧 (蛋白尿 )有關。

腎虧 (方二 )

【組成】 牛奶埔、刺五茄、白龍船、白

肉豆、白花三腳破、九尾呆、

碎補。

【用法】各 1兩燉補，一日份。

【說明】 白花三腳破：係指錦葵科植物

梵天花的乾燥地上部位。

肺積水

【組成】下田菊、石碧癀 (圖 9) 。

【用法】 各 4 兩， 用 2000 CC 水 煮 成

800 CC左右，一日飲用 3-4次。

【說明】 石碧癀：係指鳳尾蕨科植物細

葉碎米蕨的乾燥全草。

肝積水

【組成】龍葵、山苧麻。

【用法】 各 4 兩， 用 3000 CC 水 煮 成

800 CC左右，一日飲用 3-4次。

慢性肝炎

【組成】 金針根 2兩、桶交藤 2兩、木

圖 8：豆仔草 (蔓蟲豆 ) 圖 9：石壁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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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根 1兩、小本山葡萄 2兩、

大本七層塔 1兩、山苧麻 1兩。

【用法】水煎當茶飲用，一帖吃 2天。

【說明】 大本 (號 )七層塔：係指唇形

科植物七層塔的乾燥根及根

莖，常見別名有山九層塔；另

小本 (號 )七層塔係指唇形科

植物荔枝草。

肝硬化初期 (方一 )

【組成】 山茶薯 4 兩、桶交藤 2 兩、

黃水茄 2兩、咸豐草 2兩 (圖

10)、大號七層塔 2兩。

【用法】 二日量，茶飲，可加冰糖或黑

糖。

【說明】 山茶薯：係指蕁麻科植物山苧

麻的乾燥地下根 (地下部位像

番薯一樣，會結薯 )，若是藥

材名寫山苧麻則是多使用地上

部位。

肝硬化初期 (方二 )

【組成】 牛奶埔 2兩、山茶薯 2兩、桶

鈎藤 2兩。

【用法】 一日量，茶飲，可加冰糖或黑

糖。

肝硬化初期 (方三 )

【組成】 五爪金英、龍葵、黃水茄、柳

仔茄。

【用法】 以上等量，一日量，茶飲，可

加冰糖或黑糖。

【說明】 以上肝硬化三方，一般有病或

症狀嚴重，宜把青草煮濃 (10

份煮成 3份 )，如當茶飲，宜

煮淡 (10份煮成 6-7份 )。

男人敗腎

【組成】 白粗糠、白肉豆、白龍船、

白石榴、山賜英、白花蓮 (圖

11)、王不留行。

【用法】等量，熬湯燉瘦肉或排骨。

【說明】 白花蓮：係指夾竹桃科植物山

馬茶等近緣植物的乾燥根及

莖。

小便白濁

【組成】 山四英 2兩、白粗糠 1兩、金

英根 1兩 (圖 12)、白椿根 1兩、

圖 10：咸豐草 (含風草 ) 圖 11：白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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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肉豆 2兩、白龍船 2兩、白

射榴 1兩。

【用法】半酒水燉服，一帖吃 2天。

【說明】 金英根：係指薔薇科植物大金

櫻的乾燥莖。

高血壓 (方一 )

【組成】 六月雪 (圖 13)、桑葉、水丁香、

魚腥草。

【用法】等量，水煎煮，當茶喝。

【說明】 六月雪：係指菊科植物山澤蘭，

常見別名有白花仔草、大本白

花仔草。

高血壓 (方二 )

【組成】 老仙草、四季春 (圖 14)、埔姜

豆頭。

【用法】等量，水煎煮，當茶喝。

【說明】 四季春：係指菊科植物黃花蜜

菜 (蟛蜞菊 )的乾燥地上部位。

高血壓 (方三 )

【組成】陳根、萱草根、棕根。

【用法】 等量，水煎煮，當茶喝。

【說明】

1.陳根即藤根，陳為藤的簡單寫法，在

中藥與草藥中很常見，如海風藤 (海

風陳 )、鈎藤 (鈎陳 )、桶鈎藤 (桶鈎

陳 )。

2.棕根：係指棕櫚科植物山棕的乾燥根。

高血壓 (方四 )

【組成】 金錢薄荷 2兩、地膽頭 2兩、

臭川芎 1兩。

【用法】水煎煮，當茶喝。

【說明】 金錢薄荷很常見，然在中藥店

常被混淆當作透骨草，所以，

圖 14：黃花蜜菜

圖 12：金英根

圖 13：六月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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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發生要買金錢薄荷跟買透

骨草，藥商均給同樣的東西。

高血壓 (方五 )

【組成】 菜瓜根 1兩、四米草 1兩、黃

花蜜菜 5錢、牛頓棕 5錢。

【用法】5碗水煎成 2碗，早晚服用。

【說明】 牛頓棕：係指禾本科植物牛筋

草的乾燥地上部位，常見別名

有牛頓叢、萬斤草。

高血壓 (方六 )

【組成】 黃鵪菜、紅柿葉、仙草、四季

春。

【用法】等量，水煎煮，當茶喝。

高血壓、血濁

【組成】 金針花、桑葉、含風草、車前

草、枸杞根、仙草。

【用法】 等量，水煎服，一日量 6兩 (以

上各 1兩 )。

【說明】 含風草：係指菊科植物咸豐草

的乾燥地上部位，市場品可能

以野外常見大花咸豐草為主。

神經衰弱、失眠

【組成】豨尖草、鈎陳、蒼耳子。

【用法】 等量，各 1.5兩，9碗水煎成 3

碗，再燉排骨或紅棗 7粒。

【說明】 豨尖草：係指唇形科植物魚針

草，為客家人民俗上所使用的

辟邪植物 (客家人抹草 )，台灣

中藥所使用的豨薟草 (菊科植

物 )幾乎都被藥商以此替代，

其原因大概為兩者台語音相

近。

淋巴肉瘤

【組成】 野山葡萄 1兩、夏枯草 2兩、

半枝蓮 1兩、海藻 1錢、昆布

1錢、臭獻頭 2兩。

【用法】 7碗水煎成 3碗，三餐飯後飲

用。

【說明】 臭獻頭：係指唇形科植物香苦

草，常見別名有狗母蘇、山香、

山粉圓。

淋巴腺腫大、甲狀腺腫大

【組成】 蒼耳根 2兩、魚腥草 2兩、青

殼鴨蛋 1粒。

【用法】半酒水燉服。

【說明】 青殼鴨蛋在驗方中，通常是拿

來當藥引使用，常可見於治療

腫瘤的驗方中。現代研究顯示

其蛋殼中含有一高抗氧化活性

成分「膽綠質」，能防止細胞

氧化。

胃出血

【組成】 生紅田芋 (烏 )或生鹿角草 (圖

15) 。

【用法】榨汁。

【說明】 鹿角草：係指石松科植物石松

的全草。

胃潰瘍

【組成】白花煮飯花頭。

【用法】 生品用半斤，乾品用 4兩；燉

排骨。

【說明】 據臨床使用，生品效果較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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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品藥效較不穩定。

風濕痛、筋骨痠痛

【組成】 丁公藤 5錢、風不動 5錢、椬

梧 1兩、穿山龍 1兩 (圖 16)、

小本山葡萄 1兩、双面刺 5錢、

小號牛奶埔 1兩、一條根 1兩、

九層塔頭 1兩。

【用法】 15碗水煎成 3碗，再加酒燉排

骨或瘦肉。

【說明】 穿山龍：係指衛矛科植物光果

南蛇藤。

眼睛有黑影 (飛蚊症 )

【組成】 山素英 1兩、枸杞根 1兩、葉

下珠 5錢、千里光 5錢、腎葉

山螞蝗 5錢、望江南 5錢、鼠

尾癀 5錢。

【用法】燉雞肝，一日數次。

眼睛濛霧 (白內障 )

【組成】 千里光、山四英、白龍船、枸

杞根、小號山葡萄、小號天仙

菓。

【用法】 各 2 兩，用 15 碗水 ( 約 4500 

CC)煮成 6碗 (1500 CC)，再燉

豬肝連膽一付，分兩天飲用。

婦女月內風 (方一 )

【組成】 土煙頭、臭刺、紅肉鐵雨傘、

香陳片、紅水柳、紅刺蔥 (食

茱萸 )。

【用法】各 1兩，半酒水燉老母雞。

【說明】

1.在傳統的習俗當中，將產婦從分娩到

滿月期間的三十天產褥期，稱之為

「月內」，在產褥期中的產婦，因為

在生產過程中耗盡了體力，並且在生

產時大量出血，所以正是處於「氣血

虛弱」的時期，在中醫的理論當中，

「月內風」並非指狹隘的產後頭痛、

腰痛或是筋骨關節酸痛等症狀，而是

指產婦在坐月子期間因為沒有遵守行

為的規範或是禁忌，所產生的各種病

痛。例如：頭痛、頭暈、全身軟弱無

力、腰痛、筋骨關節酸痛變形、容易

生病、手腳冰冷、怕冷等症狀。

2.土煙頭：係指茄科植物山煙草，常見

圖 15：鹿角草 圖 16：穿山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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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名有山番仔煙、土煙葉、假煙葉、

山煙頭。 

3.臭刺：係指豆科植物金合歡，常見別

名臭刺仔、番仔刺。 

4.香陳片：係指茜草科植物雞屎藤的乾

燥莖藤，常見名稱有雞矢藤、雞香藤。

婦女月內風 (方二 )

【組成】 走馬胎、刺桐根 (圖 17)、紅根

草頭、艾頭、臭雞屎藤、大風

草、埔鹽頭、大青頭。

【用法】 熬湯，燉瘦肉或排骨。一日三

次，三餐飯後飲用。

【說明】

1. 刺桐根：係指豆科植物刺桐的乾

燥根及莖；在中藥則是使用其莖

皮，藥材名稱為海桐皮 (圖 18)。

2.紅根仔草：係指茜草科植物紅藤仔

草的地上部位，常見別名有過山

龍、金劍草、茜草、紅茜草。

3.大風草：係指菊科植物艾那香，其為

原住民的辟邪植物，為原住民的抹草；

而客家人會用此洗身體，治療月內

風。

4.大青頭：係指爵床科植物馬藍的乾燥

根及莖。

預防傷口留疤痕藥方

【組成】山煙頭。

【用法】 泡酒，浸泡 3個月以上，在外

傷處擦拭，可讓受傷處不會留

下疤痕。

消渴症 (方一 )

【組成】 玉帶草 1兩、白肉豆 5錢、白

龍船 5錢、埔鹽頭 5錢、大青

頭 1兩、白粗糠 12兩、木棉根

5錢。

【用法】水煎服，12碗水煎成 3碗。

【說明】 玉帶草：係指桔梗科植物銅錘

玉帶草，常見別名有老鼠拉稱

錘、普拉特草。

消渴症 (方二 )

【組成】 玉帶草 1兩、破布子二層皮 1

兩、山藥 5錢、白龍船 5錢、

白肉豆 5錢。

【用法】水煎服。

圖 17：刺桐根 圖 18：海桐皮 (刺桐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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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破布子二層皮：「二層皮」的

意思為皮類藥材去除其外部之

粗皮 (如栓皮層 )後的樹皮。

喉腫痛 (方一 )

【組成】 鳳尾草 5錢、大青葉 5錢、桑

葉 1兩、百症草 5錢、射干 5

錢、油點草 (台灣溪蕉 )1兩。

【用法】 9碗水煎成 3碗，三餐飯後飲

用。

【說明】

1.大青葉：係指爵床科植物馬藍的乾燥

葉，在中藥習稱為南大青葉，另十字

花科植物菘藍的葉子，稱為北大青葉；

現在亦可看到有人採馬鞭草科觀音串

(鴨公青、大青 )的葉子當作大青葉

賣。

2.百症草：係指唇形科植物散血草的乾

燥地上部位，常見別名有白馬蜈蚣、

有苞筋骨草、臺灣筋骨草。

喉腫痛 (方二 )

【組成】 生左手香、生鹽酸草、生川心

蓮。

【用法】榨汁，加少許鹽，含漱。

皮膚癢

【組成】 羊代來、三角鹽酸、白花蓮、

百症草。

【用法】 各 4兩，煎煮後湯汁外洗患處，

可洗 2-3次。

民間常用的抗癌青草

生火巷、蒲公英、半枝蓮、白花蛇

舌草、百症草、金光藤、龍葵、白英、

生毛將軍、日日春、七葉一枝花、石上

柏、金銀花、夏枯草、敗醬草、煮飯花

頭、八月札、魚腥草。

【說明】金光藤：係指百合科植物菝葜。

青草茶的配伍：夏天常用煮涼茶的青草

鳳尾草、蕺菜、愛玉根、土牛膝、

滿天星、小飛揚草、南五味、蛇梅、水

丁香、化石草、岡梅、南香茹、一枝香、

埔鹽頭、大方草、馬蹄金、天胡荽、積

雪草、五斤草、甜珠草、白花草、黃花

蜜菜、荔枝草、枸杞、龍葵、六角英、

白鶴靈芝、忍冬藤、絞股藍、金絲草、

水蜈蚣、咸豐草、五爪金英等等，可挑

幾樣好用的煮煮看；可參考的配伍組成

如下：

1.清淡的 (不苦的 )

【組成】 香茹、桑葉、岡梅、仙草、含

鳳草、鳳尾草、五斤草、筆仔

草。

2.微苦的

【組成】 小金英、化石草、地膽頭、地

其人。

【說明】 地其人：係指七指蕨科植物錫

蘭七指蕨的乾燥根及根莖。

3.苦的

【組成】百症草、五爪金英葉、川心蓮。

以上三個組成可獨立組成煎煮，

也可兩兩組合搭配或三種全部合起來使

用。注重效果者，可加重某方面之青草，

如只在降火氣則味道宜淡。每種青草皆

有氣、味的分別，各種青草歸經有時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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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有的會比較專精。

二、台中市藥用植物研究會 /陳宏盛

腎結石驗方

【組成】朱蕉葉鮮品。

【用法】 一次 4-5片，水淹過，煮開後

轉小火 30分鐘，加適量黑糖。

【說明】 腎臟有結石性疼痛時，服下 2

天後就會感到舒服、痛感消

失，常服，腎結石不是很大者

會自然排出。

狗之急性腸炎、血痢嚴重虛脫者

【組成】鳳仙花鮮品。

【用法】 鳳仙花成株 1株 (高約 30公

分 )，以水約 500 CC大火煮開

後轉小火，再煮 20分鐘，酌量

給狗灌服，一日 3次，隔日狗

就能正常；此方人亦可用。

糖尿病引起眼睛双影 (複視 )

【組成】破布子二層皮。

【用法】 鮮品一次 2兩，以水 (約 1500 

CC)煮滾，滾後轉小火再煮 2

小時，當茶水喝。

眼中風

【組成】千里光 1兩、葉下珠 1兩。

【用法】 煮水 1小時，當水喝，效果出

來後 (約 3帖 )，見好即收。

【說明】 千里光係指豆科植物鐵掃帚的

乾燥地上部位。

正派房屋仲介有限公司
台 中 市 國 光 路 453 號
T E L : ( 0 4 ) 2 2 8 7 - 2 6 8 7 
F A X : ( 0 4 ) 2 2 8 6 - 0 5 1 1
統 一 編 號 : 2 3 2 0 9 5 4 3

專案經理

 林 明 星
0911-776298

住商
不動產

台中市國光加盟店

營業員證號：（94）登字第 051887號
Ε-mail：llms776298@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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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菊科

【學名】Vernonia amygdalina Delile

【別名】 桃葉斑鳩菊、杏葉斑鳩菊、尖

尾鳳、肝連、苦樹、神奇葉、

苦茶葉、南非葉、巴西國寶、

麗肝 (因民眾覺得對肝很好，

而自己取的名字 ) 。

【產地】 原產於熱帶非洲、南美洲。台

灣民間常見栽培。

【形態】 莖直立，基部即分枝、單枝或

上部多少分枝，嫩枝有皮孔，

幼枝密被白色短揉毛，以後

脫落，單葉互生，葉橢圓狀、

倒卵形、闊倒卵形、披針形，

先端漸尖或鈍狀，基部漸狹成

楔形，葉近全緣或疏鋸齒緣，

略波浪狀，上表面被粉狀短柔

毛，成熟葉光滑，葉背無毛或

延中肋被疏毛，不具托葉，具

葉柄，兩性花，上位花，頭狀

花序，盤狀，生於葉腋或枝頂，

在莖枝頂排列成繖房狀、圓錐

狀，花序梗纖細，被白色短柔

毛，花托扁平，無托片，總苞

鐘形、近球形、長橢圓形，多

輪，覆瓦狀排列，花萼冠毛狀、

鬚狀，花瓣合生管形或圓柱形

花冠，白至淡粉白色，先端鐘

狀，五裂，雄蕊五枚，著生於

花冠筒上，花絲離生，花藥二

室，縱裂，基部鈍形、圓形，

先端具附屬體，合生筒狀，包

圍花柱，雌蕊心皮二枚，合生，

花柱細長，長突出於花冠，柱

頭二分叉，分枝細長，先端錐

形，外被毛，柱頭二枚，子房

肝連：扁桃葉斑鳩菊介紹
                               文 /台中市藥用植物研究會陳宏盛   圖 /吳坤璋

圖 19：扁桃葉斑鳩菊

圖 21：扁桃葉斑鳩菊葉腋常有小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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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位，一室，底生胎座，瘦果，

圓柱形，褐色，果頂具冠毛，

鱗片狀、剛毛狀、糙毛狀，一、

二輪。

【採收加工】 葉全年可採，洗淨，鮮用

或曬乾備用。

【成分】味苦、澀，性寒。

【性味】味苦，性寒。

【功能】 清熱解毒、消腫止痛、祛風止

癢。

【主治】 降肝火、去尿酸、抗瘧原蟲、

保肝、促進胃酸分泌，可治肺

炎、咽喉腫痛、咽乾喉癢、肝

炎、胃腸炎、胃出血、痔瘡腫

痛、風濕神經痛、跌打腫痛、

腰骨酸痛、目赤眼痛、高血壓、

糖尿病、高血脂。

【用法用量】 內服：煎湯 9-15克，鮮品

30-60克。

【注意事項】脾胃虛寒者慎用。

【臨床應用】

一、尿酸

用法： 一把乾品，以約 1500 CC的水煮

開半小時，飲用。

二、解酒

用法：鮮葉 2片，含口中咀嚼。

三、糖尿病

用法： 桃葉斑鳩菊葉、枸杞葉、桑葉，

各適量，煎煮當茶水喝。

圖 20：民家盆栽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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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名青草藥解說
文 /山源藥草行郭銘洲；漢強百草店李漢強   圖 /吳坤璋

一、雞屎藤：雞屎藤與紅雞屎藤
藥材雞屎藤在台灣使用的品種有兩

種，別名亦互相混用，過去台中以北習

慣使用紅雞屎藤，台中以南習慣使用雞

屎藤；因一種具特殊味道 (俗稱臭 )，

另一個則無，所以，像藥材供應商訂貨

時最簡單區別為「會臭或不臭」，因兩

者分屬不同科屬植物之乾燥莖藤，兩者

雖均為治療咳嗽的用藥，但藥性明顯不

同，宜區別使用，分別介紹如下：

雞屎藤

【來源】 茜草科植物雞屎藤的乾燥莖藤

(圖 22) 。

【別名】 雞矢藤、牛皮凍、紅骨蛇、仁

骨蛇、五德藤、雞香藤、臭腥

藤、雞糞藤、解暑藤、狗屁藤、

皆治藤、五香藤。

【炮製】 雞屎藤本身橫斷面原為白色，

經「發汗」過成後，才變略帶

紅色。

※發汗：即某些藥材在加工過

程中，須堆悶起來發熱或微煮、

蒸後堆悶起來發熱，使其內部

水分外溢、變軟、變色或增加

香味，此方法有利於藥材乾燥。

【應用】 本身藥性較燥，吃多了會口乾、

便秘，應用於治療冷咳 (口水

多 )，除了使用乾品煎水喝，

民間亦常用鮮品煮豬腸來吃。

紅雞屎藤

【來源】 蓼科植物紅雞屎藤的乾燥莖藤

(圖 23) 。

【別名】 臺灣何首烏、雞屎藤、紅骨蛇、

蕹菜癀、應菜癀。

【應用】 本身藥性屬涼，應用於治療熱

咳 (口乾 )、乾咳。

二、大青：觀音串、染布青、板
藍根

圖 22：雞屎藤乾燥莖藤 圖 23：紅雞屎藤乾燥莖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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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認識植物時，我們常可看到馬

鞭草科植物大青 (藥材名實為觀音串 )，

購買藥材時容易與青草店習慣使用的大

青 (植物為馬藍 )或染布青 (植物為野木

藍 )混淆，因此，為避免植物名與藥材

名稱的混淆，本文加以介紹說明如下：

觀音串

【來源】 馬鞭草科植物大青的乾燥根及

莖。

【別名】臭腥公、臭腥仔、鴨公青。

【應用】 傳統民俗認為做月子婦女是不

能單純喝水的，常以觀音串加

荔枝殼煮水喝以止渴或代替水

飲用。

染布青

【來源】豆科植物野木藍的乾燥莖。

【別名】木藍、大青、山菁、蕃菁。

【備註】 野木藍全株有毒，莖葉可提煉

藍色染料，為民間熟知的靛藍

染料來源，又名染布青。

【應用】應用於癌症。

大青

【來源】 爵床科植物馬藍的乾燥根莖及

莖。 

【別名】 大青、山青、山藍、馬藍、板

藍根。

【說明】 青草應用習稱板藍根，中藥習

稱南板藍根，以與北板藍根 (十

字花科菘藍的乾燥根 )做區別。

【應用】抗病毒。

圖 24：觀音串 (藥材名 )/大青 (植物名 )

圖 25：染布青 (藥材名 )/野木藍 (植物名 )

圖 26：大青；南板藍根 (藥材名 )/馬藍 (植物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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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藍藥水 ~蝶豆與重瓣蝶豆花
文 /王春東；   圖 /吳坤璋

【來源】豆科植物蝶豆。

【釋名】 蝶豆因為它的花朵盛開時，遠

看宛如一隻隻藍紫色的彩蝶

【別名】 蝴蝶花豆、羊豆、豆碧、藍花

豆、茶豆。

【產地】 熱帶亞洲的爪哇、喜馬拉亞山、

印度、斯里蘭卡及摩六甲等

地。台灣於 1920 年代引進作為

綠肥植物。

【分布】 典型的熱帶植物，其原生族群

都生長在恆春半島及蘭嶼；小

琉球等離島上，生態環境是開

闊向陽的草生地；灌木叢乃至

裸露地間，日照越充足，生長

情形越良好。

【成分】 根 含 有 GABA， 種 子 具 黏

液 (mucilage)，花具花青素及

flavanol glycosides、ternatins，

圖 27：蝶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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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含黃酮類及黏液質。

【用途】

1. 食用：蝶豆的可食部位是葉、花及嫩

莢。較幼嫩的葉片及盛開的花朵，亦

可拿來煮湯、油炸等。嫩芽炒肉絲、

絞肉或煮熟後剝子食用，都十分可

口。

2.作食品的染料用：葉及花的萃取液，

可當食品的染料。

3.全草可作牧草及綠肥用。

4. 藥用：種子：甘、平。效用：種子及根：

止痛，催吐，利尿，通經，瀉下。治

便秘，腹水，關節疼痛，成熟種子有

微毒，藥用作為驅蟲劑、緩瀉劑、利

尿劑及通經劑。花治眼疾。可治眼疾、

慢性氣管炎、耳痛、關節疼痛、消腹

水。

【研究】

1.印度傳統醫藥：

 用根及種子作為滋養神經、體質改善

劑、瀉藥。葉子與根治療感染、生殖

泌尿道障礙及驅蟲藥。根具有辛辣味

及苦味，可通便、瀉下 (會造成胃腸

絞痛 )、利尿作用，可治療消化不良、

便秘、發燒、關節炎、眼睛的輕微病

痛。若與蜂蜜或精練奶油一起使用，

可改善孩童之心智機能、肌肉強度、

改善氣色、癲癇及精神錯亂。根的煎

煮液可治療風濕性關節炎及耳朵疾

病。種子的粉末可與薑一起使用當作

瀉藥，但會胃腸絞痛。
圖 30：重瓣蝶豆果實

圖 29：重瓣蝶豆

圖 28：重瓣蝶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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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巴

 單純根 (用量約一把 /握 )或根加花的

煎煮液，可用於通經 (促進子宮收縮，

所以孕婦禁用 )。

3.現代研究相關證實：

 (1)中樞神經疾病：用根或地上部分用

水萃取或用酒精萃取，莖、葉效果沒

根好，相關功效如下：A.改善學習能

力及記憶力；B.抗壓；C.抗焦慮；D.抗

抑鬱；E.抗痙攣；F.鎮靜。

 (2)鎮痛、抗發炎、解熱作用：使用根

或地上部位，用酒精抽提，相關功效

如下：A.退燒；B.鎮痛、抗發炎。

 (3)抗糖尿病：使用花，用酒精抽提，

吃三週，效果好。

 (4)利尿：用根，以酒精抽提。

 (5)血小板凝集抑制：用花的花青素成

分。

※開刀、行經時、懷孕或有吃通血路

藥者慎用。

 (6)血管平滑肌放鬆。

 (7)抗菌：用種子的成分。

【副作用】 大量使用，可能會想睡覺 (嗜

睡 )、拉肚子、精神沮喪、

上眼皮下垂。

【說明】 重瓣蝶豆廣泛認為為園藝栽培

種，據調查雲林土庫地區則使

用重瓣蝶豆的花朵泡水喝，用

於治療糖尿病，效果不錯，泡

出之茶色為藍紫色，煞是漂亮

又無特殊怪味，商品噱頭十足；

此外對於攝護腺肥大引起排尿

不順亦有效果。

圖 31：重瓣蝶豆 圖 32：重瓣蝶豆花泡開後茶色，泡濃
一點顏色更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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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土庫鎮為臺灣本土栽培青草

藥主要產地之一，此次在土庫鎮馬光村

產地業者王春東先生之介紹下，至附近

各青草藥田與栽培加工農戶認識本土藥

草的栽培與產業經營模式。

此次主要是參與益母草的採收，

第一次看到一大片的益母草煞是興奮，

立即下田參與割益母草與堆疊上車的工

作，其採收為幾位媽媽們以鐮刀割取開

花中的地上部位，有開白花與紅花的，

整片田地以白花為主，將割取之地上部

位，以人工整齊堆疊在貨車上，再載去

加工廠切段及乾燥。

採收完益母草後，又到鄰近田地繞

一繞，看到很多草藥栽培田地，如白鶴

靈芝、白馬蜈蚣、六神草、小金英、半

枝蓮等，也到附近農戶看藥草風乾的機

具，此次的產地學習，讓多在實驗室研

究的我們增廣見聞，也更了解臺灣這塊

青草產業。

臺灣本產益母草採收記實
文 /中國醫藥大學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張立嘉；   圖 /吳坤璋

圖 35：人工接力堆疊上車圖 33：益母草採收紅花、白花均有，以白花為
多

圖 34：益母草採收以鐮刀割取地上部位 圖 36：益母草採收後堆疊整齊後載往加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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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採收過程中我詢問農民有在分白花、

紅花益母草嗎 ?他回說：這無從分起，

就種子灑下去栽種，沒有在分，而且這

麼便宜的藥草，採收後更不可能分。益

母草 (學名：Leonurus japonicus Houtt.

或 Leonunrus sibiricus L.) 原種為粉紅

色小花，有人認為白花益母草 (學名：
Leonunrus sibiricus L. f. albiflora (Miq.) 

Hsieh)為其變種 (亦有人認為為不同品

系 (forma))，這種情形有點類似丹參與

白花丹參 (山丹參 )的情形，前者開紫

花而後者開白花，其餘植物特徵均相

同，而在臺灣植物誌第二版甚至認為兩

者為同一植物；所以，有人認為白花比

紅花效果好，臨床上的意義可能就不是

那麼大了。 

圖 39：白馬蜈蚣 (散血草 )圖：37半枝蓮種植地

圖 40：白馬蜈蚣 (散血草 )種植地圖 38：白鶴靈芝種植地，圖中機器為切段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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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中市藥用植物研究會 /楊介忠理

事

在演講交談中，穿插幾句俚語，會

讓氣氛情緒都生色不少，人講：「攬來

攬去大家卡有福氣，講來講去一直提高

士氣」，並且引起大家對台語與醫藥結

合的話語產生興趣，都會造成很多的迴

響。

台語與醫藥兩者結合通常是用在電

視的廣告詞和電台主持人的言語中，還

有直銷行銷的團隊話術，爽又有力，押

韻兼要會順，尤其是進入四、五十歲年

紀以上的中年人，聽到感受最深刻，勾

引起幼時情影，同時產生很多的共鳴，

紛紛要求能寫出來，分享眾人來欣賞，

筆者所知有限，才識不足，心有餘而力

不逮，講出幾句拋磚引玉，引起更多有

才有能之士，共同來關注這個區塊，集

合眾思，涓涓之流匯成大川，以便提昇

母語文化和台灣藥用植物界的重視，希

望能夠與結婚喜慶的四句聯並駕齊驅。

筆者正埋頭整理收集台灣藥用植物

和藥頭驗方資料，編寫以俚諺詩詞方式

表達出來，現在舉例幾條供大家參考並

批評指教。

(一 )茶

淋茶排毒兼降火，大家開講好作伙

茶香落喉留嘴尾，出門歡喜講再會

(二 )咖啡

雲林古坑出咖啡，白花歸穗對面開

淋到咖啡心花開，好朋友卡會結歸堆

(三 )台灣青草

台灣位置東南方，潮濕悶熱會生瘡

出產青草好地方，利水降火有藥方

(四 )青草寶島

台灣人講是寶島，野花野草滿全島

會曉青草人呵咾，照顧身體是上好

(五 )薑母頭擱菜頭

熱天要吃薑母頭，寒天要吃菜根頭

身中才勿會有火頭，腹內才勿會有病頭

(六 )金銀花

金銀花是忍冬花，厝前厝後種顧家

燒到身軀目睛花，降溫滅菌無毒火

(七 )金線連

金線連台灣藥虎，組織培養善存補

照顧身體是上好，精神百倍不堅苦

(八 )穿心蓮 

穿心蓮苦像 (那 )黃連，滅毒細菌卡
勿會延

身軀毒素減一層，淨化身體妙可言

(九 )朱蕉

紅竹歸叢利用葉，涼血止血用會到

止痛散血特效藥，乾嗽鼻血止會歇

(十 )青草街

鼓勵大家來逛街，藥用青草攏很濟

會曉使用沒幾個，推廣青草靠大家

(十一 )養生

囝仔要營養，少年靠粗勇

中年要保養，老年要修養

台灣醫藥俗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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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老要靜養

(十二 )進補

常吃東西 (物件 )要食補，平常運動
來氣補

打通關節要酒補，身苦病痛來藥補

調整情緒靠神補， 某身體要相補

(十三 )青草歌謠

台灣青草編歌謠

提供大家記牢牢

認識青草勿會無聊

爬山看草樂逍遙

(十四 )金門一條根

一條根專門顧筋，燉雞燉肉顧中筋

外用金門一條根，推拿按摩勿會抽筋

 (十五 )香椿

糖尿病魔纏入昏，苦瓜香椿降糖分

嘴苦喉乾沒你份，健康面色會青春

(十六 )魚腥草

魚腥草是臭磋草，肺炎細菌消滅頭

煮湯煎蛋好落喉，滋陰潤肺第一賢

(十七 )芙蓉加大風草

芙蓉大風草煉湯，參肉補藥做藥方

筋絡皮肉會發光，掃除全身無名酸

(十八 )香菇

香菇富有多醣株，吃齋吃素要吃菇

談天講地才不輸，誦經唸佛勿會咳口龜

(十九 )人面相

面皮是笑微微，面色是黃丕丕

摸到是冷吱吱，做到是身虛虛

拼下去，準備要吹打笛

(二十 )長壽泉

淋一嘴，活到九十九

淋兩嘴，百病攏趕走

淋三嘴，查某跟你走

淋四嘴，財神跟你跑

二、台中市藥用植物研究會 /林永達理

事

阿公傳阿媽傳

青草做藥丸

青草枝亦挭倒人

吃對藥青草一葉

吃不對藥人蔘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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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批發

貨真價實

道地藥材

昇隆參藥行昇隆參藥行

地址 :台中市中區成功路 249號
電話 :(04)22252958
傳真 :(04)22263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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