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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用植物之有機栽培 

顏虎 

 

一、前  言 

（一）有機農作物的定義 

在市面上的有機農作場，依其法律而有實施準則及相關規定。在八十三年

起農林廳即積極推動釋作、果樹、蔬菜及茶葉等有機栽培，規定實施自然農法

「3 年以上無農業、無化學肥料的栽培物」「經認證機關審查合核之田壟上出

產的作物」均以「MOA」做為標示。 

．有機栽培：沒有使用化學合成農藥或化學肥料的栽培法。 

．無農藥栽培：沒有使用農藥的栽培法。 

．無化學肥料栽培：沒有使用化學肥料的栽培法。 

．減量使用農藥栽培法：限定使用農藥的種類，主要是使用天然的農業為主，

所使用化學合成農藥的次數，較該地區之相同時段栽培期間內，平常所慣用

次數的五成以下，所栽培生產者。 

．減量化學肥料栽培法：限制使用化學合成肥料的次數在一定次數的一半以下

的控制栽培法。 

（二）什麼是「自然農法」？ 

存在於自然界中的土壤、植物、昆蟲、動物、微生物等都互相有關連，互

相維持其平衡形成一個生態系。 

這個自然循環的運作，排除農藥或化學肥料，人工作業也儘可能除掉，以

雜草或昆蟲的共生的方式儘量在自然的狀態下培育作物，這就是「自然農法」。

特別的是這個農法沒有規則，與有機農法只是在想法上有所不同而已。 

利用輪作、綠肥(青草混於肥料中)或堆肥，雖然會增進地方的維持，但自

然農法是漸漸減少有機肥料的量，不拔除雜草利用土壤本身的力量，即使不翻

土也會有蔬菜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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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象環境因素 
 

藥用植物(即中草藥)的生長發育與氣候條件有著密切的關係。構成氣候條

件的主要因子有光、溫度、水分和空氣等。 

這些因子之間能夠互相影響，並引起綜合條件的改變。例如，光可以提高

溫；通風可以助長水分蒸發；降雨可以改變溫度；不同地勢、坡向對於溫度、

水分、光照、風力又有不同影響等。 

藥用植物的種類繁多，對於氣候因子各有不同的要求。例如，茛菪、北沙

參喜陽光充足的條件；細辛、人參宜生長在蔭蔽的地方；檳榔、古柯、胡椒在

高溫多濕的地區才能開花結實；黃蓮、當歸、五味子則適合於比較冷涼的氣候；

澤瀉、菖蒲、慈菇要求低窪濕地水分充足的環境，而麻黃、甘草、黃耆多分布

於乾燥的地區；等等。 

因此栽培藥用植物必須掌握其生長發育規律，因地制宜才能獲得優質高產。 

研究氣候條件對藥用植物的影響，其目的在於認識植物與氣候條件統一關

係的規律，從而掌握規律，創造有利的條件，以滿足藥用植物生長發育的要求。 

例如，原產於亞洲熱帶地區的穿心蓮，在中國北方各地由於生長季短，往

往在田間種子未能成熟即遇到霜凍，所以要使穿心蓮在北方各地收到成熟的種

子，就必須改變光照時數和創造有利於穿心蓮生長的小氣候條件。 

經過試驗證明：在春季提早培育壯苗，以短日照處理，使植株每天光照

12 小時。比自然日照的植株提早現蕾開花約 15～20 天，到 9 月中旬以後再加

蓋塑料薄膜防霜保溫，延長生育期，就能夠收到充實保滿的種子。 

又如採取煙燻、覆蓋、架棚、遮蔽以及設置籬笆、營造防護林等措施，可

以預防霜凍、日灼、風災、雨淋等自然災害。總之，應該認識自然、改變環境，

為藥用植物創造適宜生長的條件，以達到高產、優質的目的。 

 

三、土地環境因素 

（一）地勢 

藥用植物分布在丘陵、山區較多，對於地勢的不同引起的生態因子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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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往往非常明顯。 

地勢內容包括海拔高度、坡度和坡向偶及地形外貌等。在山地條件下不同

坡度和坡向所受輻射熱量不同，一般南坡所受熱量較北坡為多，當坡度超過

10 度時南坡日照的幅射強度逐漸加大，坡度超過 30 度時又逐漸減少。 

隨著海拔的增高，太陽的直射光多於漫射光，輻射強度雖大，但溫度卻減

低，一般海拔高度每升高 100 米，氣溫降低 0.4～0.6℃，因此海拔越高溫度越

低。雨量的分布隨高度的增加而增加，但到一定高度卻又逐漸減少。 

隨著海拔的升高，藥用植物的分布有明顯的成層現象，一般喜溫的植物達

到一定高度逐漸被耐寒植物所代替，從而形成了垂直分布帶。 

據四川省峨媚縣的調查，川芎分布在 700～800 米左右，川牛膝分布在

1,200～2,400 米；黃蓮分布在 2,000 米以上。 

藥用植物的物候期，隨著海拔的增高而不同，一般萌芽期隨著海拔增高而

延遲；生長結束期則隨海拔升高而提早。 

在海拔較高的地段生長的中草藥由於紫外光波的影響而相對矮化，枝幹伸

展緩慢，此外由於光照輻射、晝夜溫差大等原因對於植物的形態、成分含量也

都有一定的影響。 

坡度與坡向對藥用植物的栽培種植有很大關係，栽種之前應認真選坡、選

地、整地。 

例如，栽培黃蓮對於選擇地形十分重視，黃連雖喜冷涼氣候，可是山高谷

深，有寒風吹襲，往往造成害。 

要選東北向和西北向坡度緩又避風的地段。如選陽坡種植，早春氣溫回升

快，嫩葉也發得早，由於早春氣溫常不穩定，若遇寒流突然降溫，嫩葉常受凍

害。 

又如，中國東南培植砂仁的地區，在坡度 30 度以下三面環山，一面空曠。

坡向東南的坡斜地，首先修成梯田，保持水土，這種條件下砂仁花多，果多，

授粉昆蟲多，結實率高。 

由此可見大地形中選擇有利於中草藥生長的小地形十分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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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墾山坡地、丘陵地種藥，應注意護坡護林，保持水土。主要的措施是培

地埂、修梯田、挖魚鱗坑、築等高線和砌谷坊等辦法。 

利用坡地梯田造林、種糧、培植中草藥，既能保護野生植物資源，又可充

分挖掘土地潛力，做到林、糧、藥兼收。 

（二）土壤種類 

土壤是植物生長的基地，也是植物生命活動所需要的水分、營養元素和微

量元素的供應泉源，因而土壤的溫度、水汾、鹽類和不同的土類的結構特性等，

對於栽培藥用植物有直接的重大的關係。 

栽培藥用植物要根據不同的土壤性質、耕作層深淺、地下水位高低以及不

同的氣候條件，對於土壤改良採取適當的措施。 

藥用植物有以根部入藥的，也有以莖、葉、花、果實入藥的，但總的趨勢

是喜地勢平坦高燥、土層深厚、土質疏鬆肥沃、含有機質較多、理化性質良好、

保水保肥，排灌方便的土壤條件。 

但實際情況往往不易選到理想的土地，因此，在栽培中草藥時，要因地制

宜地改良不良的土壤。 

沙質土壤中一般質粒散碎，過分疏鬆，缺乏有機質，蒸發量大，保水性能低。 

對這類土壤可以種植北沙參、茛菪、王不留行等適於沙質土壤的中草藥，

與此同時應增施有機肥料，種植綠肥或豆科植物，逐步對土壤進行改良。 

瘠薄粘重土壤一般缺乏有機質，粘結閉塞，通透性極差，濕時泥濘，乾時

板結，這類土壤不太適宜種植中草藥，短期內可以考慮栽植杜仲、黃柏等木本

藥材，同時應增肥施料、深翻土地，客沙改良減低粘性。 

低窪鹽  土壤中鹽類含量較大，酸  反應在 ph7.5 以上，對這樣的土壤應

深翻曬土，多施有機肥料，增加排灌設備，改良土壤的理化性質。 

藥用植物的抗  能力一般較弱。枸杞、麻黃、甘草、薏苡等尚有一定的抗  

性能。 

（三）土壤酸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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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酸鹼度，使土壤更健康 

出現蔬菜生長不好的情形要檢查土壤的酸鹼度。酸鹼度以 PH 值表示，

PH7 是中性，低於 PH7 是酸性，超過 PH7 為鹼性。 

原則上使用石蕊試紙就可以知道。從數個畦中取出土壤，將 5～10g 的

土壤倒入 200cc 的蒸餾水或煮沸後冷卻的水均勻攪拌。趁著水還清徹時放入

試紙，青色石蕊試紙變為紅色凍是酸性，紅色石蕊試紙變為青色時是鹼性。 

酸性土用苦土石灰攪拌產生中和。在喜歡酸性土壤的雜草叢生之處，以

1m2 撒 3～5 把的苦土石灰，直到改良成可以種植蔬菜的田地，仍要放 1～2

把的苦土石灰，這樣做的話大部分的蔬菜就能生長起來。這時，為了使土質

變得更好，更要充分施予堆肥、腐葉土、泥炭土等的有機物。 

鈣會因雨水而流失，為了讓蔬菜能充分吸收，施撒石灰的次數依田地而

有不同，一年 2 次為標準。但是，施撒過多的話，會引起微量要素的缺乏，

因此要稍加留意。 

另一方面，在多雨的台灣，由於石灰質或苦土(硫酸鎂)等的鹼性物質被

水沖走，土壤便很容易變成酸性。雖然在作物方面有因種類而對土壤有酸性

或鹼性之好惡之分，但一般的作物，則在接近中性或弱酸性的土質中較能發

育良好，但隨著土壤中酸度之增強，對作物生長就有所妨礙。特別是菠菜、

豌豆等對酸性土壤更敏感，就像是在種植菠菜而不改良土壤的物理性和酸鹼

性，如土壤過於酸性，可以加入石灰、草木灰或施用其他鹼性肥料，來改良

酸性土壤的程度。 

 

四、基本栽培法與管理 

1.整地 

拔除地面上的雜草及清除大、小石頭，並翻鬆田地。 

2.放入石灰 

基本量為每塊田地之 1m2 放入半杯(約 120g)。作物對土壤酸鹼度雖依種

類而有所不同，但除了酸性較弱的作物以外，一般以這種基本量並無所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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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洒入苦土石灰加以耕作，並和土壤充分地混合。 

3.放入堆肥 

以全面施肥(在包含畦間之全部土地上放入堆肥)當作基肥。 

在作法上，記下「厚度─cm」乃是表示每一 1m2 有 4kg 之施肥量。所撒

下的堆肥，則事先與深土壤相混合。(雖和石灰同時放入但數量不多，然而堆

肥中的氮含量因而減少)。 

4.造畦 

種下種子、培育幼苗之處便叫「畦」。對水分要求不多的作物畦面可較

高，而對水汾較多無影響的作物畦面較低。平畦則儘可能做適當高。 

5.播種 

在有機質多的土壤中，其種子上可覆上土質，並以鋤頭背面加以鎮壓，

如此除可防止乾燥，並可使種子因乾燥而無法發芽。在乾燥土地上，可事先

灑入多量水分，然後再播種。 

種子之「播種期間」必須加以確認。不使用的種子，須放人瓶子或罐中

加以乾燥保存避免潮濕。 

6.中耕、培土 

幼苗在發育過程中，可輕輕地鬆耕畦間，利於氧氣送至根部(中耕)，來

促進根的伸長發育，另外，將畦間土壤集於每棵植株的基部，亦能支持較高

的作物，達到培土之功能。 

7.種植期間的給水管理工作 

．給水的差異會影響生長 

水分不只是加強空氣、養分在莖葉或根部的活動，也可調節植物的溫

度。給水過多或不足時，會影響蔬菜的生長，這是看起來簡單卻是重要的

工作。 

．知道給水的時間 

播種、移植、種植時給水是必需的，但是在種植後，根部發達的苗會

自行吸取土壤中的水分，因此若是地面太乾燥的話再給水，否則給水過多



 ～7～

會有反效果的。 

這與土壤的性質有關，雖然給水過多而冒出地面儲導致根部無法順利

生長，蔬菜的生長情形就會逐漸變得虛弱。 

判斷是否需要給水，只要確認基部的土壤就可以了。土壤變白且枯時

就是水分不足，需要給水了。 

若以花盆及大型育苗箱栽培時，由於土量很少，再加上沒有地下水的

供給，應給予更多的水分以供生長所需。 

．熟練的給水但有些情況要控制給水 

當給水的次數減少時，每一次給予充足的水量為其重點。地下 5～10cm 

深的土壤，在給水時可充分的吸收水分。 

就給水時間而言 ，寒冷期在溫暖的上午；酷熱期在清晨或傍晚進行。 

當根部的發育不完全時，若是給予多量的水會使土壤凝固，以致通氣

或排水變差時，對根的活動會有不良的影響。特別是堆肥少的土壤在連續

的晴天下容易變硬，即使給水也不會被吸收而整個流掉。像這樣的情形，

若發生在長形盆栽時，就輕輕的敲鬆表土，再以控制水壓的方式給水。 

 

 

 

 

 

 

 

8.間拔雖然麻煩但也不可忽略 

種子通常要比所種植的株數更多。虫種子不會全部發芽，即使剛開始會

有小苗密生的情形，也會隨著風雨等環境的變化而折損變少，最後留下來的

小苗才能長大。但是長大後，由於葉子重疊、導致日照、通風變差，苗株會

變得瘦弱，病蟲害也容易附著其上，生長便受到阻礙。因此，若時間上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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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應進行拔苗取間隔的工作。 

時間和次數依種類而有差異。子葉時期，以本葉為 1～2 枚、3～4 枚、5

～6 枚時為標準，為了避免葉子重疊過多，應分 2～4 次來拔苗取出間隔。 

9.幫助生長的支柱 

蔓性類的植物及結果易傾倒的植物，有立支柱支撐的需要。蔓性類的作

物如蕃茄、胡瓜等約 2m 左右，茄子、青椒等枝蔓會伸張開來的植物就要準

備 60～70cm 的支柱(竹子、塑膠支柱等)。支柱插入土中 20～30cm，橫向也

各綁一支，各支柱的交叉部用繩子緊緊的綁住以固定之。立支柱的方法也依

蔬菜的種類或田地的條件而有所不同。 

10.防止雜草叢生的有效方法 

為了促進植物的生長，在田地或苗株的基部處覆蓋上稻草、割除的雜草

或塑膠薄膜等，稱為「覆蓋栽培」。依其材料有許多不同的效果，可依其目

的或時期選擇其合適的方式。 

 

五、施肥管理 

施肥是促進藥用植物的生長發育，提高產量和質量的主要栽培措施，但是

如果施肥不當，不但會降低質量和產量，也會危害藥用植物的生長發育，甚至

造成死亡。 

所以，要根據下述特點合理施肥： 

（一）不同生長發育期和藥用植物的種類 

一般植物從發芽到第一片綠葉長成時，只需要水分，不需要養分。 

第一片綠葉長成以後，就需從土壤裡吸取養分，它需要的數量雖不多，但

是很迫切，如果缺少，就會影響藥用植物的生長和發育。 

因為這時根還弱小，不易從土壤裡吸收足夠的肥料，所以應該供給一些速

效性肥料，施號在種子旁邊，供給發芽後的直接吸收，這種肥料叫種肥。 

當藥用植物開始旺盛生長時，對養分需要很多，土壤供應往往很難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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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在返青、分裂、莖葉生長、開花、結實等不同生育階段前，都需要大量

肥料，這時候必須補加一些肥料，這種肥料叫做追肥。 

作追肥用的肥料多是速效性肥料，在播種移栽前耕地時施下的肥料，叫做

基肥(或稱底肥)，這是供應植物整個生長期的肥料，通常用遲效性肥料。 

不同種類的藥用植物對養料的要求也有些不同。各種藥用植物的藥用部分

不同，有葉、根、莖、花及果實種子等入藥。根據各部分對肥料的要求情況，

可適當增施某種肥料。 

一般說來，氮肥能增多葉子的生長，磷肥能提高種子產量，鉀肥能促進塊

根、塊莖的發育等。 

這些情況可作為施肥時參考，但不要單純施某一種肥料，氮、磷、鉀應合

理配合，根據不同時期合理施用，才能獲得高產。 

另外，一些豆類的藥用植物，因其根部具有固定氮素能力的根瘤菌，所以

氮肥除在幼苗期可以施用一些外，一般就不需多施，但它需要較多的磷、鉀肥，

故應多施磷、鉀肥料。 

（二）看土施肥 

由於土壤的性質不同，如土壤結構和化學成分、土壤中有效養分含量等，

都能影響施肥的效果。 

所以應該根據不同的土質進行合理施肥。如粘土板結不透氣，應多施有幾

肥料，需淺施以加速分解；沙質土保水保肥力差，應施用半腐熟的堆肥、廄肥，

不應施完全腐熱的肥料，以防流失，施速施效肥料時，應分多次施用，並控制

灌溉量，防止大水漫流。 

土壤的酸鹼性對肥料也有很大影響。有的肥料能溶於酸但不溶於水，如骨

粉、磷礦粉、鈣鎂磷肥等，這些肥料施入酸性土壤裡可以慢慢溶解，供植物吸

收。 

如施入鹼性土壤和石灰性土壤就不能溶解，因而效果不顯著。酸性過重的

土壤可適當施用石灰降低酸度。 

（三）因肥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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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肥料的種類很多，性質也各不相同，各種肥料的施用和配合要合適，

才能使肥料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要注意的問題： 

1.遲效性和速效性肥料： 

大多數的有機肥料如廄肥、堆肥、綠肥等以及磷礦粉、骨粉等都屬遲效

性肥料。 

這些肥料肥效慢、肥力長，施到地裡，逐漸分解，供植物吸收利用，它

們的後效可延至幾年(溫暖地區較短)，故多作基肥施用。 

多年生的藥用植物就應多施基肥。大多數的化肥以及有機肥料中的人糞

尿屬速效性肥料，它們肥效快，而耐力短，故多作追肥施用。 

施用速效性肥料要施用適量，多次分施。如施用過量，常引起流失或燒

苗，造成不必要的損失。 

2.肥料的性質和含量： 

在施肥前必須知道肥料的性質和含量，有的肥料只含一種或兩種肥分，

有的肥料氮、磷、鉀都含有，在施肥時，應當根據作物的需要選擇適當的肥

料，不要錯用。 

還要了解肥料所含的肥分數量，施肥量要按肥分數量計算。以免由於濃

度過高造成傷苗或不必要的流失。 

一般遲效性肥料施用量要大些，速效性肥料施用量要少點。 

在混合施用肥料時，要特別注意各肥料的化學性質，酸性和鹼性的肥料

不能同時混合，加入糞尿或硫酸銨等肥料，不能和草木灰混合施用，以免氮

素變為氨揮發掉，減少肥效。 

3.不能長期單施某種肥料： 

特別是單施某種化肥，容易使土壤的性質變壞。如氨水、草木灰這類鹼

性肥料能使土壤變成鹼性。 

粉狀過磷酸鈣能使土壤暫局部變酸。硫酸銨、氯化鉀等被植物吸收銨和

鉀以後，剩下硫酸根和氯根，也使土壤變酸變硬，若在酸性土中施用，要施

用石灰中和。 

最好有機肥料和無機肥料混合施用，才能更好地起田的作用。 



 ～11～

4.肥料的性質和氣候因子的關係： 

在高溫多雨的地區，肥料分解快，有機肥料的施入不宜過早。 

在低溫少雨的地區，有機肥料分解慢，應施腐熟後的肥料，同時應提早

施入。 

化肥與雨量的關係更大，雨水多易使化肥流失，減少肥效，所以不應該

在雨前或下雨時施用化肥，最好在晴天早晚進行。 

總之根據各種藥用植物的特點，恰當地安排其生長環境，並採取適合其

生長的技術措施，才能得到理想的收成。 

上述化學肥料在有機栽培時不採用。 

施用追肥 

依照作物或季節，若單只有基肥則會造成肥料不足現象。因此施用追肥

乃成為種植蔬菜必要過程。依照作物來區分，則可分為二大類。 

A 和 B 之製造方法 

在油渣(或米糠)和雞糞中，混合放入同量的土壤(可以的話若置入倍量，

則肥料分量之損失不多)。所加土壤之水分在普通田地之土壤狀態下則原封

不動；而在過份乾燥之狀態時，則加入少許的水加以混合。之後，每 2 週攪

拌一次，在 6 週後即可使用。一旦成熟，那股尿素臭味便變得很淡。 

※另外，事先製造鉀成分多的草木灰，並使用於根菜類、豆類上。 

※堆肥亦可當作追肥充分使用之。 

※一旦事先將豆腐渣及土壤混合，則會變成含氮很多的追肥。 

製作堆肥的方法─在田裡製作 

堆肥是由許多不同的微生物分解有機物而產生的。分解的速度依原料而

異，但若能增加氧氣的接觸面，可以使喜好氧氣的微生物的活動更為旺盛，

加速其分解，製造出優良的堆肥。製作堆肥的要點在於製作出微生物容易活

動的環境。 

為了微生物能更加活躍，對微生物而言平衡各種所需養分的份量是重要

的。並適度的給予原料水分。對於氮氣成分多的米糠、油粕、牛糞等為使其

儘快發酵，則需 2～3 次反覆的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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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利用市售的發酵輔助菌劑(「乳酸菌、溶磷菌、放線菌、EM 微生

物」「VS 囷」、「硝酸、亞硝酸菌、固氫菌、光合成菌、酵母菌、木黴菌等」)

能儘早發酵分解之。不需要氧氣的厭氣性原料則不用反覆的翻攪，若能挖坑

洞來製作堆肥就更加便利了。 

．製作堆肥的方法─在花盆裡製作 

發酵處理肥料或 EM 特性肥料(參考 28 頁)是利用花盆或水桶，在空間有

限的庭院或花盆中就可製作堆肥。 

此外，最近市面上也有出現庭院或花盆用的堆肥化裝置(環保廚餘高)，

利用廚餘、腐葉、剪下來的葉枝、雜草等就可以製作完成(參考 14 頁)。 

廚餘就是去除貝殼等的鹼性成分，用報紙包起，將水份瀝乾，再次號水

與廚餘同等量的土壤，以一層一層交替的方式放入。這時放入發酵輔助菌劑

(例如「台北市農會之環保 108」、「磊鉅公司的滿點 18 號」、「VS 囷」、「共榮

菌」等)，與土混和之後，使其發酵。 

將材料充滿於容器中，一週一次均勻攪拌之。約一個月左右臭味消失後

就可完成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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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堆肥不只氮、磷、鉀，也需有鐵、錳等的微量元素的補充，生長期

要適時地追肥，因為一下雨肥料的量會減少，要適時添加肥料的份量。 

．注意未腐熟的堆肥不可使用 

沒有成熟的堆肥，多含有帶病原菌的黴菌類(絲狀菌)。就這樣施肥的話

會傷害，造成生長上的障礙，也容易發生病蟲害。施肥時要區分未熟或成熟

堆肥，這是最重要的。 

未腐熟堆肥中留有有機物的原形，可用手捏緊加以確認一下。因為水分

蒸發不完全，會有水分跑出，也會有惡臭的氣味 。市售的堆肥當中，也會

有未熟的堆肥，需要經醱酵腐熟完全後，才能使用。 

．判斷堆肥腐熟的方法 

(1)顏色 

腐熟的堆肥外觀應該是鬆軟、深棕色至黑色。 

(2)溫度 

堆肥腐化過程中每次翻堆後溫度會急劇上升。故當翻堆後溫度上升

緩和，而只能達到接近室溫時(低於 40 度)，可視為趨近於腐熟之徵兆。 

(3)種子發芽試驗法 

於二百毫升燒杯內，5 公克風乾堆肥加一百毫升 60℃溫水，在 60℃

水浴中經 3 小時後，以細紗布過濾，2 張濾紙置於培養皿中，加入 10 毫

升濾液，約放 20 粒種子在濾紙上面。觀察種子發芽率及幼根生長情形。

另外以蒸餾水代替濾液進行試驗，做為對照組用。若試驗組種子發芽率

為對照組種子發芽率之 90%以上，且幼根的伸長不受抑制，則該堆肥可

以視為腐熟。 

．無堆肥時 

雖然堆肥尚未形成，但卻想開始栽培蔬菜時，則可購黰市面上的堆肥，

並將「腐葉土、雞糞、油渣」放入土壤內放置 2 週腐熟後加以種植也是可

以，只是市面上的堆肥，成分不佳的物質變多，而且雞糞、油渣不經腐熟

就放入土壤中，故較容易遭至病蟲害的危害。另外，請別忘記在其間堆積

堆肥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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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肥料成分 

有 機 無機 

 

稻

桿

稻

殼

雜

草

油

粕

米

糠

沙

丁

魚

粕

骨

粉

(

蒸

製

)

乾

肉

角

肥

雞

糞

雞

糞
(

乾

)

牛

糞
(

生

)
豚

糞

木

灰

草

木

灰

氮 0.6 0.6 0.4 5.1 2.0 9.0 .23 10 7 3.0 3.3 0.3 0.6   

磷 0.2 0.2 0.1 2.5 3.9 7.5 27.5 1.5 5.1 3.1 4.3 0.2 0.5 2.3 1.7

鉀 1.0 0.5 0.2 1.3 1.5 0.8    1.3 2.3 0.1 0.4 7.8 5.3

數
字 

％

 

土壤中加入微生物的功效 

土壤中加入有益微生物如：酵母菌、乳酸菌、放線菌、固氮菌、菌根菌、

光合成菌、溶磷菌、EM 微生物、木黴菌、枯草桿菌、螢光細菌等，這些有益

微生物；因種類不同其作用亦不同，其主要的功效如下： 

．分解有機物質 

有機質必需經過土壤中有益微生物，分解成可溶於水的營養分後，才能

為植物所吸收。 

．土壤改良 

促使土壤團粒化，疏鬆土質，使土壤不致硬化、增進土壤空隙度，可助

土壤通氣性、吸水力和保肥力。 

．防除病害 

土壤中如果含有足夠的拮抗微生物，例如：放線菌類、假球菌類、乳酸

菌、酵母菌類、木黴菌等，會分泌一些殺菌，溶菌物質對其他微生物，或

噬食、寄生其他微生物，如此植物體中的病源菌就會減少、滅絕，增加植

物抵抗病蟲害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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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肥作用 

使用微生物可以有效固氮(固氮菌)，溶磷(溶磷菌)，分解鉀肥，提高肥

料利用率。 

．解除毒素 

土壤中的有機物發酵時，會大量產生有害氣體，如硫化氫、氨氣等溶於

水中。另外長時間的雨後積水，使嫌氣性的硫酸原菌大量繁殖，產生硫化

氫，而將毒害組織，造成根部腐爛，同時使病菌侵入根部造成病害。 

土壤中的光合成菌，可以使這些有害氣體消失，並轉成有用的成分。 

．增進肥效 

有機質中的肥分必需經過微生物分解，平均而緩慢地將各種肥分，轉變

為植物可以吸收的成分。由於微生物的作用，土壤養分才能充分發揮它的

效果。 

．消除惡臭 

亞硝酸菌、硝酸菌能把惡臭的氨氣，氧化為硝酸態氮，消除惡臭，同時

供給植物作為氮肥。 

綠肥的種類及功效 

綠肥在生長期或成熟期，翻犁入土，以改良土壤，增加肥力的作物。 

．綠肥的種類 

綠肥一般以油菜及埃及三葉草為最普遍，其次為田菁、太陽麻、紫雲英、

苕子、魯冰(羽扇豆)及蕎麥等。 

油菜任何土壤均可栽種，且能耐秋冬氣溫。埃及三葉草是肥分效果最佳

的綠肥，不適於酸性土壤，但宜秋冬栽培。田菁以夏天栽培為最適和。紫

雲英唐魯冰可耐酸性土壤。 

．綠肥的功效 

1.增加土壤養分，並促進養分成為有效性。 

2.種植綠肥可增加土壤孔隙度、通氣性、透水性和保水力。 

3.綠肥生長容易，根部發達，可以被覆表上，防止土壤流失，以及雜草叢生。 

4.可增加土壤的有機質成分，改進土壤營養的平衡性，幫助消除連作的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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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並可抑制病源菌的繁殖。 

 

六、病蟲害防治 

藥用植物在生長過程中，常因有害生物的為害和不良環境的影響，引起生

長不正常，產量降低，品質變壞，甚至死亡。因此在藥用植物的引種，栽培過

程中，必須加強病蟲害的防治工作。 

1.藥用植物病蟲害的種類 

藥用植物病害根據發病原因，可分為傳染性病害和非傳染性病害兩大

類。傳染性病害是由病原生物的侵染引起的，能傳染蔓延擴大為害。 

根據病原生物的不同，可分為下列幾種病害： 

(1)【真菌性病害】 

由真菌侵染所致的病害種類最多，如板藍根、元胡的霜霉病；黨參、

薄荷、射干的銹病；黃耆白粉病；白朮白絹病等。 

真菌性病害一般在禍溫多濕時易發病。病菌多在病殘體、種子、土

壤中過。病菌孢子借風、雨傳播。在適合的溫、濕度條件下孢子萌發，長

出芽管侵入寄主植物內為害。 

可造成植株倒伏、死苗、斑點、黑果、萎蔫等病狀，在病部常有明

顯的霉層、黑點、粉末等病症。 

(2)【細菌性病害】 

由細菌侵染所致的病害如浙貝軟腐病、佛手潰瘍病、顛茄青枯病等。

侵害植物的細菌都是桿狀菌，大都具有一至數根鞭毛。 

可通過自然孔口(氣孔、皮孔、水孔等)和傷口侵入。借流水、雨水、

昆蟲等傳播。在病殘體、種子、土壤中過。 

在高溫高濕件下易發病。細菌性病害症狀表現為萎蔫、腐爛、穿孔

等，發病後期遇潮濕天氣，在病部溢出細菌粘液，是細菌病害的特徵。 

(3)【病毒病】 

如顛茄、纈草、白朮的花葉病；地黃黃斑病；澳洲茄、牛膝、蔓陀

蘿、泡囊草、洋地黃的病毒病等都是由病毒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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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病主要助帶毒昆蟲傳染，有些病毒病可通過線蟲傳染。 

病毒在雜草、塊莖、種子和昆蟲等活體組織內越冬。 

病毒病主要症狀表現為花葉、黃化、捲葉、畸形、簇生、矮化、壞

死。斑點等。 

2.藥用植物蟲害種類 

藥用植物的害蟲種類很多，絕大多數是昆蟲，還有　類、蛞蝓和鼠類等。

按害蟲為害藥用植物的部位，可分為以下幾類： 

(1)地下害蟲類 

主要包括蠐螬、地老虎、螻蛄、金針蟲，其次還有根蛆、擬地甲等。

地下害蟲食性很雜，是為害多種藥材的重要害蟲。 

藥材的幼苗及根部被地下害蟲為害，造成缺苗斷壟。蠐螬在幼苗根

際土下 1～2 寸深處咬斷根莖，斷口整齊，將根部吃成孔洞，甚至吃空。 

螻蛄常在藥材苗床內咬食種子，咬斷，並開掘土面成隧道，人吏幼

苗根和土壤分離而乾枯死亡。 

地老虎幼蟲齊地面將幼苗咬斷。地下害蟲為害不僅直接影響藥材的

產量和質量，同時造成傷口，容易導致根腐和線蟲病的發生。 

(2)為害地上部分葉、花、果類害蟲，根據口器不同可分為刺吸式口器和咀嚼

式口器兩類。 

a.刺吸式口器類； 

主要有蚜蟲、介殼蟲、葉蟬、蟬象和　類等。它們均具有刺吸式口

器，將口針插入植物組織，吸食其汁液，受害中草藥變黃、捲曲、皺縮，

嚴重者枯黃致死。 

刺吸式口器害蟲常為病毒病的傳染媒介。受蚜蟲為害的藥材很多，

如紅花、菊花、蒼朮、牛蒡、當歸、白薇、黃耆、板藍根等。 

受　類為害嚴重者有地黃、玄參、白朮等。介殼蟲在南方及北方的

溫室和木本藥材上發生較多。 

b.咀嚼式口器類 

為害藥材的咀嚼式口器害蟲種類很多，為害也相當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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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鱗翅目害蟲的幼蟲，如為害薄荷、紫蘇、荊芥、佩蘭、玄參

的銀紋夜蛾幼蟲；為害板藍根、白花菜的菜粉蝶幼蟲。 

為害白芷、防風、當歸的黃鳳蝶幼蟲；為害黃柏、蕓香、花椒的桔

黑黃鳳蝶幼蟲。 

為害地黃的蛺蝶幼蟲；為號週不換、水紅花、蓼科藥材的金花蟲等。 

這些害蟲具有咀嚼式口器，有發達的上顎，吃食中草藥的根、莖、

葉、花、果實，使被害植物形成缺刻、孔洞，或將葉片、花、果實食光，

如不及時防治，則使藥用植物大量減產，遭受嚴重損失。 

(3)鑽蛀性害蟲 

為害藥材的鑽蛀性害蟲種類也較多，主要有為害薏苡、蒼耳、白朮、

大麻仁等藥材的玉米螟；蛀食顛茄、穿心蓮、酸漿果實的棉鈴蟲。 

鑽蛀菊花莖秋的菊天牛；蛀食紅花花蕾的紅花實蠅；鑽入黃耆、決

明豆莢內為害種子的豆莢螟等。 

這些害蟲大都為咀嚼式口器，鑽入中草藥的根、莖、花蕾、果實中

為害，將藥材根莖，果實蛀空，造成腐爛或死亡。 

(4)線蟲病 

植物病原線蟲，體積微小，多數肉眼不能看見。由線蟲寄生引起植

物營養不良，生長衰弱、矮縮，甚至死亡。 

根結線蟲造成寄主植物受害部位畸形膨大。如人參、麥冬、川鳥、

牡丹的根結線蟲病。 

胞囊線蟲則造成根部鬚根叢生。地下部不能正常生長，地上部生長

停滯黃化，如地黃胞囊線蟲病等。 

線蟲以胞囊、卵或幼蟲等在土壤或種苗中越冬。主要靠種苗、土壤、

肥料等傳。 

非傳染性病害又叫生理性病害，是由不良環境所引起的。如營養不

良，栽培管理不善，水分供應失調，冷、熱、風、光、鹽  和有毒物質等

因素引起的生長不良而發生的病害。 

如砂仁日灼病、白朮傷水病等。這類病害不互相傳染，它能使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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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低對病原生物的抵抗力，誘發傳染性病害。 

 

病蟲害的防治原則及防治措施 

藥用植物的病蟲害防治工作必須把握「預防為主，綜合防治」的植保方針。

防治措施可歸納為下列幾種： 

（一）農業防治法 

加強栽培管理使中草藥生長健壯，而不利於病蟲的發生發展，以達到抑制

或消滅病蟲害的目的。 

如菊科植物白朮與禾本科植物玉米輪作，可減輕白朮的白絹病和根腐病的

發生。 

又如調節播種期，避開病蟲傳播和為害盛期，選育和種植抗病蟲品種，深

耕細耙，合理施肥和灌水，中耕除草，清潔田園，燒燬病殘株和枯枝落葉等措

施都可大大消滅越冬病菌和害蟲。 

（二）生物防治法 

生物防治是利用各種有益的生物來防治病蟲害的方法。包括以下幾個方

面： 

1.利用寄生和捕食性昆蟲防治害蟲，如利用寄生蜂、寄生蠅、小黃蜂寄生在害

蟲體內或卵內使害蟲致死；利用螳螂、草蛉幼蟲、苛行蟲、瓢蟲捕食害蟲等。 

2.利用真菌、細菌、病毒寄生於害蟲體內，使害蟲生病死亡或抑制為害植物的

病菌。如利用青蟲菌、殺螟桿菌防治為害蕓香科藥材的桔黑黃鳳蝶；應用「農

抗 74」防治白朮白絹病；病用風光霉素防治人參斑點病；病用桑毛蟲核多角

體病毒防治桑毛蟲等均獲得初步成功。 

3.利用有益動物，如益鳥、蛙類、雞、鴨等消滅害蟲。 

4.不孕昆蟲的應用，通過輻射或化學物質處理，使雄蟲喪失生育力再與天然雌

蟲交配，使其後代不能繁殖，而達消滅害蟲目的。 

生物防治法是防治病蟲害一種有發展前途的重要方法，由於使用化學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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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殘毒問題和對中草藥質量、有效成分有一定的影響，在藥用植物上採用生

物防治法就更具有重要意義。 

（三）物理、機械防治法 

是應用各種物理因素和器械防治病蟲害的方法。如利用害蟲的趨光性進行

燈光誘殺。 

根據有病蟲害的種子重量比健康種子輕，可採用風選、水選淘汰有病蟲種

子；利用溫水浸種等。近年來還採用物理學新技術如超聲波、放射線直接殺死

病菌及害蟲。 

（四）化學防治法 

應用化學農藥防治病蟲害的方法稱為化學防治法。優點是作用快，效果

好，使用方便，能在短期內消滅或控制大量發生的病蟲害，不受地區季節性限

制，是目前防治病蟲害常用的一種方法。 

但化學防治也有較大缺點，如長期使用農藥，病原生物易產生抗藥性，同

時傷害一些有益生物，不利於生物防治。 

另外，還有農藥殘毒、污染環境，影響藥材質量等缺點。化學農藥有殺蟲

劑、殺菌劑、殺線蟲菌等。殺蟲劑根據其性質有胃毒劑、觸殺劑、內吸劑、燻

蒸劑等。 

殺菌劑有保護劑、治療劑等。使用農藥的方法很多，有噴霧、噴粉、拌種、

浸種、熏蒸、土壤處理等。 

化學防治要注意合理安全的使用農藥，了解藥性，使用濃度，使用範圍，

對症下藥。 

上述化學農藥難有機栽培時不採用。 

如對咀嚼式口器害蟲玉米螟、鳳蝶幼蟲、菜青蟲等應使用胃毒劑敵百蟲

等。而對刺吸式口器害蟲應使用內吸劑磷胺、樂果等。 

另外要掌握病蟲發生規律，把握防治有利時機，及時用藥。還要注意農藥

合理混用，交替使用，注意安全，避免藥害和人、畜中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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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植物檢疫 

隨著藥用植物栽培面積的擴大，藥材種子種苗及產品的調運、藥材出口任

務的增加，藥材檢疫工作必須加強，以防止危險性病蟲雜草傳播蔓延到新區和

從國外引進新的危險性病蟲。 

不用農藥就能打敗病蟲害 

不用農藥就能對抗病蟲害的辦法如下： 

．徹底除去傷害根的害蟲 

除去看得見的夜盜蟲、青蟲、切根蟲等，像斜紋夜盜等生出圓塊的害

蟲去除。確實的進行後，傷害就會減少。 

另外，可防止疾病的擴大。 

．利用覆蓋或害蟲討厭的材料。 

為了防止傳染過濾性病毒的蚜蟲，在大部分受傷的蔬菜上覆蓋上紗

網。或者，因為蚜蟲討厭陽光的反射，可以在農作的附近張貼反射紙預防。 

．移植栽培 

為了防止毛豆、敏豆、玉蜀黍等的種子會被野鳥吃掉，及潛蠅吃食種

子、幼苗，不用直接播種改從培育苗開始移植。 

．用餌引誘之 

蛞蝓喜歡啤酒，將啤酒放入淺盤中，藉此溺死他們。還有，將馬鈴薯

切成二半，引誘蝸牛來寄居後再除掉。蟋蟀則喜歡隱藏在枯葉中，將枯葉集

中起來焚燒。 

．去除根瘤線蟲 

在土壤中的根瘤線蟲討厭金花根中的分泌物，在田中以 3 年一次的方

式全面種植一年生的金盞花，可達到不錯的效果。或是混和種植薄荷類、薤

類植物也是可以的。 

．利用天敵關係 

螳螂捕食蝗蟲、毛毛蟲、蝴蝶等。七星瓢蟲捕食蚜蟲等。在田車成一

個天敵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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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注意的木醋液 

防除病蟲害在有機作物中為首要的問題。在自然的情況下適應環境而健康

長大的蔬菜，依我們了解並不是全部都沒有病蟲害，有病蟲害會使收穫減少。

因此，挑戰無農藥蔬菜的農家，他們對付病蟲害辦法之一就是利用木酢液。 

木醋液是薰燒木屑、粗糠、稻殼、樹枝等之煙霧凝聚液，這個成分稀釋

300 倍以上。被認為具有消臭、殺菌、土壤消毒、治療皮膚等功效而受到注意。

因為有促進細菌活性的效果，因此運用在培育有機作物上就有殺菌、防蟲等效

用。成本雖高，成效卻不錯。 

此外亦可採用糖醋液防治病害，使土薰衣草精、菸沙等防治害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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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西部香草產業及栽培管理介紹 

張元聰 

 

前言 

大家是否有發覺這兩年來，不管是報紙雜誌或是電視媒體，均對香草植物

這個主題有相當多的報導及介紹，在歐美、日本等地芳香植物是一個相當龐大

的產業，而台灣的香草產業也逐漸發展起來，在各地香草的專業生產場及專賣

店包括餐廳、茶館等也已相繼成立，市面上的香草植物也在各個花卉賣場中佔

有一席之地，並吸引許多有興趣的民眾參觀選購，其實香草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中應用相當廣泛，或許您不曾注意過香草，但在一些日常用品中所使用的保養

品、沐浴乳、香水等就含有香草的成分，只是您不知道而已。因此在知道香草

的妙用之後，民眾對香草植物產生興趣，形成一股購買熱潮，香草產業儼然已

經成形。 

 

香草的定義 

香草是由英文 Herb 一詞翻譯而得，字面上以具有芳香味道的植物稱為”

香草”，由於 Herb 的原義尚包括藥用植物，常造成一般民眾的困擾，到底是香

草還是藥草？有些沒有味道甚至味道難聞的植物為什麼也在香草的範圍內？

以下作一個簡單的整理： 

Herb：譯為香草，凡新鮮植物體任何一部份具有明顯氣味或嚐起來有風味

的植物，而特別利用此特色。 

Spice：譯為香料，為具有香氣的植物材料經乾燥加工方便運輸及保存，

專做為料理調味應用者。舉例來說，胡椒粉的來源胡椒果，它是胡椒的果實乾

燥磨粉而成，所以是香料。但肉桂除了乾燥的肉桂皮外，新鮮的葉片也有相同

的用途所以是香草。 

大家也可能將香草與製作香草冰淇淋的香草蘭（Vanilla planifolia）混淆，

這是一種蘭科植物，爬藤狀的外形在開花後結出棒狀的果實，經發酵加工及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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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後就是香草味道的來源。只要將 Vanilla 翻譯成香草蘭便不致造成混亂，香

草蘭屬於香料的一種。 

既然 Herb 的原義尚包括藥用植物，那香草和傳統的藥草的差別在那裡

呢？可以這麼說，傳統的藥草是以治病或是調理身體為目的，比較注重實質上

的功效，而香草有些也有治病殺菌的效用，但我們在使用它的時候，比較注重

的是它所帶給我們精神上的愉悅感受，來放鬆緊繃的情緒，以達治療效果的芳

香療法（Aroma-therapy），這是兩者之間最大的區別。 

 

香草的產業介紹 

香草的利用方式有好幾種，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日用品都含有香

草的成份，您可以泡茶、沐浴、廚房料理調味、驅虫、佈置環境及觀賞等等，

目前台灣的香草產業有以下幾項：  

一、專業農民： 

在香草開始流行之初，有些農民開始以香草為主要的生產作物，由於一開

始市場並不明確，這些農民對於市場的開發也下了一番苦心，包括販賣通路的

開發，加工產品的製造。雖然過程很辛苦，但只要銷售通道建立生產壓力就會

減輕許多。此外針對國內的東南亞勞工及越南新娘，也有業者生產當地常用的

香草或香料專門供應，成功的開創自己的事業。成功的前題是能栽培出高品質

及安全的香草穩定的供貨，品質的提昇靠的是技術，安全的產品靠的是有機手

法，在虫害方面，香草即含有特殊的氣味，這些氣味對某些害虫而言，本身即

有忌避作用，但還是有一些害虫照樣會啃食葉片，如羅勒的某些品種會有夜盜

虫，此時寧可費一點心力以手抓除，或用防虫網罩住隔離。病害的防治則以預

防勝於治療，方法是盆栽時不要使用栽培過的舊土去種香草，因為內藏的病原

菌會成為感染源，另外就是在合適的環境或季節栽培香草，如此植株強壯自然

可抵抗病害的侵襲。記得新鮮香草使用時都是生食或短暫加熱而已，含有農藥

成分的話對健康會有不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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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食物調理及花草茶 

食物調理總是講究色香味，而香草便提供了食物之色香味，義大利人所喜

愛的藥草利口酒便是由香草所泡製，因為酒精是極佳的溶劑，因此香草的精油

及營養物質很容易被酒精萃取出來。當然為了調理食物，也有香草所調製的

鹽、醋等調味品，事實上新鮮香草也逐漸被利用於食物調理，歐美人多把香草

做為家庭草藥或調理菜餚之用，因此多在廚房附近栽培，香草也因此有廚房花

園或料理花園（Kitchen garden）之稱，美國曾統計一般家庭常栽培之香草高

達 19 種以上，除了調理食物使更加美味之外，也增加很多生活情趣。另外香

草本身也具有藥理上的作用，量少時可殺菌或改善不良狀況，量多時對身體即

有毒害作用，原理和我們使用中藥時是一樣的，根據文獻資料指出，羅勒、百

里香和迷迭香對孕婦、哺乳中的婦女、嬰兒、6 歲以下的小孩還是不要用比較

好。 

以香草製成之茶飲稱之為香草茶，許多人喜愛香草茶特殊之香味及風味，

當然許多香草具有醫療效果，便有不少養生茶的開發利用，西洋人所開發之薰

衣草茶或鼠尾草茶便有舒緩情緒的功能，而國人開發之牛蒡茶及蓮花茶也頗具

特色。由於香草不含咖啡因以及單寧酸，對於喝茶或咖啡會睡不著睡的人，不

失為另一最佳選擇，香草茶其香味清新淡雅，還具有健康療效。 

三、觀賞裝飾 

香草植物本身就是一種很好的觀賞植物，其中有很多種類還具有斑葉品

種，能夠增加觀賞價值，有些為匍匐性，為優良的地被植物，除了以單盆的方

式種植觀賞外，組合盆栽或以大型盆器側邊有開口可種植的草莓盆可依生長習

性將不同種類的香草種在一起，放在窗台或小庭院中，就是一個迷你小花園，

若是有庭園可以將香草植物直接種在地上，則不但可以長得更好，而且可以像

國外居家栽培一樣來營造氣派的規則式庭園。此外，隨意剪取幾枝小枝條綁成

一束，拿在手上把玩，既別緻又清香宜人，風乾後做成吊飾、編成花圈或製成

押花都可以長期觀賞並享受它的香氣。總之香草的價值不僅在實用，還可觀賞

裝飾，使我們的生活更有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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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休閒農場 

日本北海道的薰衣草及法國的普羅斯旺已成為世界聞名的景點，國內以香

草園為觀光目的的休閒農場有很多，如苗栗夢田農場、歡樂田園、台中新社的

香草園、高雄雅植香草園等，除了以香草植物為主題外，還結合美食、下午茶、

香草相關產品以及解說服務等等，不僅提供休閒娛樂的場所，並且兼具感性和

知性的收穫，香草休閒農場的開發應該對農業產業升級極有幫助。 

 

香草的栽培 

首先，栽培香草並不是很困難的事，只須記得幾項要點： 

一、認識所栽培的香草種類 

可當做香草使用的植物有很多，但最常用的種類大約在 10～20 種左右，

其中有些香氣國人較無法接受，例如天竹葵，有些較不適合台灣的氣候，如當

歸這一類的植物，有些本身香氣不濃，當作美容用的情形比較多，例如蘆薈，

因此，依目的選擇栽培的植物並瞭解它的特性是成功的第一步，您可以到花市

去選購想要栽培的種類，買回來後以扦插或分株來增加數量，或是去買種子回

來栽培。 

二、適宜的栽培環境 

這個項目包括正確的栽培場所或是季節，在購買香草回來栽培之前，要先

知道自己要在什麼地方種植，家中是否有庭院？日照條件如何？土壤質地或是

排水良好與否？要種在花盆中或是可以直接種在地上？這些都是要先了然於

胸，再由這些條件去選擇所要栽培的香草種類，就算不瞭解該種類的特性，也

可以請販賣者幫您選擇或是給您一些建議。有些一、二年生的種類在開完花後

會死亡，必須慎選合適的季節來種植，由於這些香草多原生於高緯度地區，在

台灣的氣候條件下，冬季的冷涼氣候對生長比較有利，這也是要先知道的地方。 

三、細心而且適當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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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草是活的植物，因此栽培時必須必須時時加以照顧才能生長良好，照顧

時，要先觀察植物的狀況再採取適當的作法，例如澆水時要等土壤完全乾後再

澆水，以免根部窒息而死，一些葉片肥厚的種類也不要澆太多水，適度的乾燥

有助於植株發育，收穫或修剪時，不要一次剪太多以免刺激太大新芽長不出來

而死，在快速生長的時期，用一些有機肥放在土壤表面，澆水時肥分滲入根部

吸收有助於生長發育良好，只要隨時注意它的生長狀況，每個人都可以試著在

家中種植，增加生活情趣。 

此外，大部份的香草植物喜好光線充足的環境，不適合在室內長期觀賞，

而且也不是放著就能滿室生香，而是必須以手撫觸葉片，擦破油胞後才能散發

味道。一般在市面上買的小盆香草，由於盆子太小，買回來經過一段時間後，

若不處理的話很快會因為根群長滿整個盆內而老化死去，必須定期換較大的盆

子種植或是直接種在地上，使根拓展開來才能生育旺盛。香草植物開花時同樣

具有觀賞的價值，但以利用葉片為目的時，應隨時將花摘除，以免開花後結子，

植株很快就會死掉。 

 

主要香草種類介紹 

香草植物種類繁多，以植物分類法中的科屬來認識這些香草較容易入門，

由於植物外形容易因栽培地點的氣候、肥料等環境而有不同的外形，不容易鑑

定，因此以花器構造來辨別植物的科屬名，只要能認清科屬的特徵，就能約略

瞭解它的特性。以下 10 種為最常見且容易栽培的香草： 

作物名 香氣特徵 生育概況及栽培注意事項 

薰衣草 

Lavender 

略帶甜味的

清新香氣。 

在冬天可生育良好，夏天生育較差不易栽培。種類以齒

葉薰衣草香氣類似檜木的味道最適合泡茶飲用，甜薰衣

草適合料理使用，羽葉薰衣草味道濃烈以觀賞為主。 

百里香 

Thyme 

溫 和 味 略

苦，草香味

濃，有少許

刺激性。 

植株矮小，高度不超過 20 公分，全年均可生育良好，

唯夏日須加以遮蔭，此時水分管理反而是最重要的因

素，因豪雨淹水很容易使植株死亡，宜使用高畦栽培。

採收或修剪宜分次進行，以免傷害過大使生長勢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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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迭香 

Rosemary 

香味強烈，

略帶一點苦

味及甜味。 

夏季高溫生長緩慢，冬季沒有寒流時的氣溫較適合它的

生長，在修剪時傷口流出的汁液沾在手上很快就會變成

黏膠，不易去除。 

香茅草 

Lemongrass  

具強烈的檸

檬香味。 

植株高大似草，可全年生長良好，採收時須戴手套，以

免被葉緣割傷皮膚。 

羅勒 

Basil 

香氣強烈有

點辣味。 

原產熱帶適合台灣栽培，以檸檬羅勒泡製香草茶風味較

佳，種植時應注意定時採收修剪，促進萌芽減少開花，

可增加採收量。 

香蜂草 

Lemon Balm 

稍帶檸檬香

的 溫 和 味

道。 

全年均可栽培生長，但因葉片薄，夏季宜遮蔭以免葉

燒，減少精油含量，莖部細長，生長伸長後會自然倒伏，

栽培株距以 50 公分為宜。 

薄荷 

Mint 

清涼刺激的

香味。 

在全日照下整年都能生長，栽培容易產量又高，大部分

的品種地下莖發達，將地上部全部割除也能很快長成一

片。 

奧勒岡及  

馬郁蘭 

Oregano & 

Marijoram 

溫暖而略苦

的清香，馬

郁蘭兼具香

甜的氣味。 

喜好排水良好的土壤，在台灣一年四季均能成長良好。

紅紫蘇 

Perilla 

如同杏仁茶

的芳香。 

生性強健，在全日照下栽培可生長良好，且葉色呈紫紅

色，色素含量高，泡製香草茶時茶湯色澤較佳。 

甜菊 

Stevia 

不含蔗糖的

甘甜但帶點

草青味。 

性喜高溫，植株冬天短日環境下會開花，此時會停止萌

發新葉，且越接近花穗葉片越細小狹長，開始結實後植

株死亡，因此平時宜多摘心修剪，以確保產量。 

 

新鮮香草茶的泡製 

在歐美日本等先進國家，香草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特別是香草茶

的利用，它溫和不刺激的特性，不像紅茶或咖啡含有咖啡因，長期飲用會有成

癮性，反而具有各種療效，可以調整體質，減輕不適症狀，正因為香草茶有這

些好處，國內餐飲業者常以下午茶的方式推薦給有興趣嚐試的人，然而這些香

草茶大多是由國外進口的乾燥材料或配方泡製而成，口感及品質較不新鮮，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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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內自行培育的新鮮香草，配合實物展示泡製香草茶，相信會更具有吸引

力，而新鮮香草茶泡製的步驟及注意事項如下： 

1.在沖泡前將材料在清水中刷過一次，去除沾附的塵土雜物，不要沖洗揉

搓，以免組織內的精油流失，影響沖泡後的風味。 

2.沖泡時以剛燒開的熱水沖泡或以小蠟燭點火保溫即可，因為 100℃的熱水

即可將香草中的精油及色素溶出，若再於火上煮滾的話，香氣會隨著水蒸

氣流失，同時將香草內的物質一次煮出，口味會比較重，也會有苦澀感。 

3.以玻璃壼沖泡較佳，因為香草的種類眾多，每一次用不同種沖泡時，玻璃

壼可以看到茶色的深淺，來調整自己喜歡的濃淡。 

4.沖泡時，一次不要放入太多量的香草，若覺得濃度不夠再加，一次泡太多

口感會比較澀。 

5.夏日飲用香草茶，若覺得熱茶燙口，也可以等茶冷卻後再放入冰箱，或以

冰塊搖成雪克，會有另一種口感。 

6.為使香草茶更加順口，可酌量加入蜂蜜或冰糖調味，或於沖泡時放入幾片

甜菊葉，使香草茶更為初次嚐試者所接受。 

香草茶講究的是色香味俱全，依其本身帶有獨特的茶色、香氣、口味而成，

其中香氣和口味只有濃淡的變化，而茶湯的顏色則是可以改變的，在每 100

毫升的熱水中加入 2 毫克的新鮮香草泡製 5 分鐘後，加入 1 毫升的檸檬原汁，

結果茶色變得澄清透明，只有紫羅勒和紫蘇呈現出原有的紅色底色，它的原理

是酸降低了茶湯的 pH 值，而使色素產生化學變化，使得茶湯顏色更加誘人，

這不僅無損於香草茶的香氣，更使香草茶泡製的過程能有更多的樂趣。值得一

提的是香草茶也可加入鮮奶泡製成香草奶茶，以每杯加入 1 毫升鮮奶油的結果

未加檸檬汁的處理鮮奶均能完全溶化，但已加入檸檬汁者，奶蛋白會因酸而凝

結析出，呈現顆粒狀懸浮於茶湯之中，不僅沒有鮮奶的香味，茶香與奶香也無

法融合，這些都是泡製香草茶的基本知識，有興趣的人不可不知。 

新鮮香草茶的種類：次要配方：使香草茶風味更好 

檸檬味----香茅草或香蜂草 

薄荷味----薄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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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味----甜菊  

主要配方：香草茶的主要功效 

如薰衣草茶、迷迭香茶等等 

綠色森林香草茶 

材料： 

迷迭香 2 枝、百里香 2 枝、鼠尾草 2 枝、甜菊 2 枝。 

製法： 

每 500cc 熱水加入材料泡 5 分鐘即可。 

功效：防治感冒，念書提神，增加記憶力。任何時候均可飲用。 

清秀佳人香草茶 

材料： 

甜薰衣草 2 枝、齒葉薰衣草 2 枝、甜菊 2 枝。 

製法： 

每 500cc 熱水加入材料泡 5 分鐘即可。 

功效：有改善膚質，鎮靜，幫助睡眠之功效。適合下午茶或睡覺前飲用。 

幽谷迴音香草茶 

材料： 

香蜂草 2 枝、香茅草 2 枝、薄荷 2 枝、甜菊 2 枝。 

製法： 

每 500cc 熱水加入材料泡 5 分鐘即可。 

功效：提神醒腦，整腸健胃，改善燥熱體質。適合上班時間飲用。 

 

結語 

台灣的香草產業已逐漸發展起來，大眾均能認識香草，使用香草，當有一

天朋友來訪時，所提供的飲料是從自己庭園或盆栽中摘來的香草直接沖泡而

成，那種感受及過程將成為聊天的話題，屆時外型雅致氣味芬芳的香草將在台

灣紮下深厚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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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藥之品質管制 

行政院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 林哲輝 

 

前    言 

中藥種類多，使用歷史悠久，產地遼闊，典籍相當豐富，近年來科技進步

神速，對於品質之辨別僅以經驗為憑已無法說服消費者。然而來自動物、植物、

礦物界之天然物除人為因素而有誤用、混用之情形外，本身受產地不同以及生

長環境、採收日期、調製法、貯藏運送條件之差異，均使其品質有所差異。藥

材原料再經工廠各種製程製造而有成品之產出。在一系列製造過程中，為達藥

物之安全性、有效性及一致性，建立完整之品質管理機制實為唯一途徑。 

 

中藥材之品質管制 

藥品之品質管制由原料起始，經嚴密的製程以至成品，每一階段均需制訂

嚴謹的控管，以求品質之完美。中藥原料藥材為天然物，在品質管理方面與化

學藥品相比，其複雜性有過之而無不及，例如防己、木通類之藥材，由於使用

之年代久遠，藥材採集者以其外觀相似即採集使用，以致有誤用或混用馬兜鈴

科植物廣防己或關木通者，再如常用中藥材甘草，由於使用量甚大，在中國即

以人工栽培方式生產，部分產品之甘草酸有含量不足之情形。因此，由國家衛

生機關以藥典加以訂定規格標準以供遵循方為上策。 

在中華中藥典公告之前，衛生署於民國 74 年完成「中華民國中藥典範」

之編著，然而因其未定位為法定典籍，僅為參考之用。因此，國內中藥製造業

者或中藥商等，時常參考此典範及日本藥典、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或其他中

藥材相關典籍，如中國藥材學或中藥大辭典等書籍，制定中藥材自主規格，以

致藥材之基原、規格等有所差異。 

在推動藥廠實施「優良藥品製造標準（GMP）」的時期，各中藥製藥廠均

制訂藥材規格，除確立各藥材基原外，鑑別方法更在呈色試驗之外增列具有特

異性之薄層層析鑑別法，在品質管理上為一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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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衛生署於 88 年 7 月 13 日以衛署中會字第 88037008 號公告自民國

88 年 10 月 10 日起，實施黃耆、白朮、當歸、熟地黃、白芍等五種進口及市

售中藥材飲片，其標籤或包裝應標示品名、重量、製造日期、有效期間、廠商

名稱及地址等事項。92 年 7 月 3 日署授藥字第 0920001231 號公告增列紅棗，

增列紅棗、甘草、川芎、檀香、肉桂、杜仲、黨參、烏梅、山楂、黃芩、陳皮、

柴胡、丹參、大黃、防風、小茴香、半夏、番瀉葉等十八種進口及市售中藥材

飲片，其標籤或包裝應標示，對於中藥材之管理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中華中藥典」經行政院衛生署於民國 93 年 3 月 9 日公告，並於同年 5

月 1 日起實施，此實為我國中藥管理之里程碑。中華中藥典收載實証資料，廣

納業界及學界之實務數據，就每一藥材之名稱、定其學名、註其基原、性狀、

鑑別、雜質檢查、含量測定、貯藏、用法、用途分類、用量及注意事項。正文

收載 200 品目、附錄收載中藥基準方 200 方及各種檢驗方法，藥廠之藥材基原、

規格有所遵循，藥材之品質將逐漸達成一致性之目標。所訂定各檢驗項目及規

格甚具品管的意義。分別敘述如下： 

1.基原、性狀：確立藥材之正確來源及藥用部位，並描述其形狀、顏色、臭

味以及組織及粉末之顯微鏡檢，作為藥材鑑別之基準。 

2.鑑別：利用中藥材所含主成分的特性進行試驗，有許多利用化學呈色反應

法，最近在中藥材的鑑別試驗中常用的薄層層析法（TCL 法）則更具特異

性。 

3.雜質：檢定中藥材內混雜不純物的方法，中藥材依動植物的基原及藥用部

位而異，有時混雜同種動植物之非藥用部位。另外甚至因採集時即混入其

它的異物，而乾燥減重則可供暸解水份含量多寡，以為妥當儲存參考。 

4.灰分：灰分含量高低雖然無法判定品質優劣，但中藥材灰分都有一定的含

量範圍，為中藥的特徵之一。另外酸不溶性灰分也是中藥本質特徵之一。

若因採收時根部附著太多土砂而含量明顯變化即可作為品質控制的指標。 

5.含量測定：包括抽提物及成分含量測定，為各中藥材用稀醇、水等溶媒抽

提流浸膏的評價方法，雖無法以抽提物之多少，對品質優劣作一定論，但

品質試驗中可說是一項重要的項目，例如精油含量以帖類為中心定量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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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代謝產物，這些精油成分為藥效部分，可利用本方法加以試驗。定量試

驗目前係以主成分之定量為主，今後若能以藥效相關成分進行定量試驗，

將更具品管意義。 

6.貯藏方法：中藥在切成飲片時為防止切碎，通常用水先加以軟化，或在保

存期間再吸潮，若水分過多會使成分變質、發霉、蟲害而品質劣化，因此

中藥在貯藏保管時，含水量及溫度均為重要的考量指標。 

 

中藥製劑之品質管制 

我國中藥廠之製藥水準與西藥廠同步，自民國 71 年 5 月 26 日頒佈「優良

藥品製造標準（GMP）」，並於 77 年 12 月 31 日完成，當時中藥濃縮製劑廠與

西藥劑型廠即同步實施。傳統製劑廠則採自由認證方式，惟衛生署中醫藥委員

會於 89 年 5 月 2 日公告傳統未實施藥品優良製造規範之中藥製造廠需於 94

年 2 月 28 日前全廠完成藥品優良製造規範，自 3 月 1 日起即將邁入全部中藥

廠符合藥品優良製造規範的時代。 

中藥藥品其處方製劑之製造及規範除需符合中藥藥品查驗登記各相關規

定之外，在品質管理之檢驗上亦應符合 78 年 1 月 26 日衛生署衛署字第 773493

號公告，即「中藥製劑符合中藥製劑規格及檢驗方法必須記載之項目及內容表」

（附表一）所列載之項目，制定各劑型所須之檢驗規格。亦即依其劑型之不同

制定檢驗項目及內容，包括下列五項： 

1.性狀：描述製劑之劑形、外觀、顏色及臭味。 

2.一般檢查：重(容)量差異、崩散度試驗、平均重量、pH 值、比重、尺寸。 

3.鑑別：薄層層析（TLC）鑑別。 

4.雜質檢查：乾燥減重、重金屬試驗、總灰分、酸不溶性灰分。 

5.含量測定：水抽提物、稀醇抽提物、含糖量測定、含醇量測定、指標成分

測定。 

另又於 79 年 12 月 3 日以衛署藥字第 901166 號公告，自民國 80 年元月 1

日起凡中藥廠經確認全廠所持有之藥品許可認證已制訂完整之成品檢驗規格

並據以實施者，始得申請中藥藥品查驗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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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到中藥品質一致性，衛生主管機關要求藥廠在品管方面不斷改進。例

如 75 年 12 月 29 日衛生署以衛署字第 636660 號公告，規定申請中藥藥品查驗

登記應檢附薄層層析檢驗資料（詳如附件一）；並自 76 年元月 1 日起實施。 

89年 7月 24日又以衛署中會字第 89040256號公告自民國 91元月 1日起，

申請葛根湯、小青龍湯、加味逍遙散、桂枝湯、甘露飲、麻杏甘石湯、補中益

氣湯、六味地黃丸、黃連解毒湯、獨活寄生湯等十方濃縮製劑之國產及輸入新

案藥品查驗登記及藥品許可證有效期間展延時，應依附件「中藥濃縮製劑制定

指標成分定量法及規格注意事項」（詳如附件二）檢附相關資料辦理，未能檢

附該項資料者，新案無法獲准查驗登記，藥品許可證有效期限不得展延。91

年 12 月 23 日又以衛署中會字第 0910079191 號公告自民國 92 年 2 月 1 日起，

除本署上述公告「葛根湯」等十方濃縮製劑外，知柏地黃丸、龍膽瀉肝湯、辛

夷清肺湯、血府逐瘀湯、杞菊地黃丸、消風散、清心蓮子飲、四逆湯、定喘湯、

柴葛解肌湯等十方濃縮製劑之國產及輸入新案藥品查驗登記及藥品許可證有

效期間屆滿申請展延，應依相同之規定辦理。 

為促進產業之發展及鼓勵業界之研發之措施，衛生署又於 90 年元月 4 日

衛署中會字第 0900002545 號公告，增修中藥酒劑基準方 22 方，並修正其原用

於浸泡該類酒劑所使用酒之種類、調味劑、防腐劑及其它相關規範，其中有關

品質管理部分即要求其申請藥品查驗登記，除需檢附原檢驗規格及方法外亦應

加作處方中兩個指標成分之高效液相層析法(HPLC)之定量分析(詳如附件三)。 

 

藥品之安全性 

中藥成分逐漸被闡明，其中部分不良成分被發現後亦應加以管制，最明顯

的如中醫藥委員會為因應馬兜鈴酸造成腎衰竭病變，而於 90 年 3 月 19 日以衛

署中會字第 09060118068 號公告由藥物食品檢驗局提供之「含馬兜鈴酸中藥材

（廣防己、青木香、木通及馬兜鈴等）之鑑別方法，並於 92 年 11 月 4 日以署

授藥字第 0920002349 號公告含廣防己、青木香、關木通、馬兜鈴、天仙藤等

中藥材之製劑，禁止製造、輸入、並註銷其藥品許可證；另以署授藥字第

0920002350 號公告禁用上述五種含馬兜鈴酸之中藥材，禁止製造、調劑、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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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輸出、販賣或陳列，其製造或輸入之業者，並應依規定於三個月內回收市

售品。93 年 2 月 27 日以署授藥字第 0930000756 號公告細辛中藥材暨其製劑

之相關管理規定： 一、細辛中藥材藥用部位由全草改用根部，並依本公告之

檢驗規格及方法檢驗合格後，始得供製造及調劑。二、含細辛製劑(一)濃縮製

劑：製程以水煎煮方式製造；成品依廠內既定之 HPLC 檢驗方法檢驗合格後，

始得販售。 (二)傳統製劑(丸、散、膏、丹)、內服及外用液劑：細辛原料藥材

應經水煎煮，或採用單味濃縮細辛製劑，與其他原料藥材合併製造；成品依廠

內既定之 HPLC 檢驗方法檢驗合格後，始得販售。含細辛之市售產品經檢出含

馬兜鈴酸者，應依藥事法相關規定論處。上開檢驗規格及方法，係參照日本藥

局方第十四版訂定。 

93 年元月 13 日署授藥字第 0930000211 號公告自九十三年二月一日起，

杜仲、枇杷葉、肉桂、桂枝、桂皮、白及及五加皮等七種中藥材，須加做重金

屬（鎘、鉛、汞）檢測，其限量標準為：鎘(Cd)2ppm 以下、鉛(Pb)30ppm 以

下、汞(Hg)2ppm 以下。 

以上各項措施足以顯現衛生主管機關對於用藥安全之重視與用心。 

 

新藥研發之化學製造管制 

衛生署曾於民國 87 年 6 月 29 日以衛署中會字第 87040917 號公告「中藥

新藥查驗登記須知」，由於客觀環境的變遷，彙集各方意見，於 88 年 10 月 20

日以衛署中會字第 88057924 號公告針對「執行臨床試驗之醫院資格」加以修

正；且開放「新藥材」、「藥材新藥用部位」、及「新複方」製劑之查驗登記，

以鼓勵業者研發中藥新藥，以進軍國際市場。 

新藥之研發由於其安全性、有效性及一致性都必需從新評估，因此其化學

製造管制（CMC）也有較詳細的規定（如附表二）。 

 

結    語 

藥物食品檢驗局本著保護消費者的立場，協助業者建立其品管體系，開發

各項品管檢驗方法，提升中藥品質，提供檢驗專輯十二冊包括：中藥材及其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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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薄層層析鑑別方法專輯六冊；中藥濃縮製劑指標成分定量方法二冊；中藥摻

加西藥檢驗方法及數據圖譜三冊以及易混淆及誤用藥材之鑑別乙冊供參，並舉

辦檢驗方法講習，如舉辦薄層層析方法、重金屬限量檢測方法、高效液相層析

方法及辨識易混淆及誤用中藥材研習會等各項訓練。如此，由提供專輯並加以

訓練，從薄層層析方法之推行，取代較不專一性之呈色鑑別，加列重金屬管制

項目，進一步確保安全性，緊接著推行指標成分定量，確保品質均一性。 

一般而言，傳統古方中中藥製劑之安全性經由長期臨床試驗，未有明顯之

副作用，而其有效性則經由中醫師之論證辨治處方使用，以達其有效性。因此

藥廠最重要的工作即在於品質之管理，使其產品品質達到相當程度之一致性，

使中醫師在使用該處方製劑時，療效可呈再現性。 

各國藥典對於中藥生藥規格，如基原、成分、雜質等均採實証科學數據論

述，已相當具体。在製程及工廠管理上則有「優良藥品製造規範」之實施，且

訂有成品檢驗方法與規格，中藥之品質管理已具有相當的規範與水準。然而涉

及藥材及製劑農藥殘留、重金屬、微生物限量尚無法全面訂定限量，這些課題

應透過委託學術研究機構進行背景值調查，依所得資料加以評估，顯示無顧慮

者建議不須逐項訂定，對有必要者予以規範。對於執行檢驗時為使業者易於有

效地落實，建議可採行簡單檢驗，倘總量有超過者，再進行分項檢測。 

此外，以聚合酵素鏈鎖反應(PCR) 建立中藥材 DNA 基因圖譜，且應用於

製劑組成藥材基原之鑑定，並加強藥材及製劑指標成分定量，確保品質，以提

升中藥之國際競爭力均為尚可努力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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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藥製劑組成藥材應制訂薄層層析(T.L.C.)鑑別資料 

(行政院衛生署 75.12.29.衛署藥字第 636660 號公告) 

1.收載於中藥典範及日本藥局方第 11 版，有薄層層析鑑別法之藥材：黃連、黃蘗、

薄荷、紅花、丁香、人參、甘草、黃芩、葛根、桂皮、柴胡、芍藥、生薑、乾薑、

大黃、蕃椒、牡丹皮、蘆薈。 

2.臨床常用之中藥材：蒼朮、白朮、芎藭、當歸、龍膽、梔子、茵陳蒿、陳皮、枳實、

枳殼、冰片、延胡索、附子、杏仁、桃仁、麻黃、丹參、苦參、蓁艽、厚朴、地黃、

薄荷腦。 

3.薄層層析鑑別藥材數目，應達處方中藥材數目二分之一以上，若前兩類藥材數目於

處方中仍未達二分之一時，應另行選定使其總數達二分之一以上。 

4.若能取得成分對照品時，應於檢驗時用以對照鑑別，若無成分對照品時，應選定具

有特殊性之斑點作為鑑別之依據。 

5.比對時應製作空白對照試驗。 

 

附件二： 

中藥濃縮製劑指標成分定量 

89 年 7 月 24 日衛署中會字第 89040256 號公告： 

自 90 年元月 1 日起，申請葛根湯、小青龍湯、加味消遙散、桂枝湯、甘露飲、麻

杏甘石湯、補中益氣湯、六味地黃丸、黃連解毒湯、獨活寄生湯等十方濃縮製劑之國產

及輸入新案藥品查驗登記及藥品許可證有效期間展延時，應依---中藥濃縮製劑制訂指標

成分定量法及規格注意事項---檢附相關資料辦理。 

---中藥濃縮製劑制訂指標成分定量法及規格注意事項--- 

1.配合促進中藥發展計畫，提升中藥製藥工業水準，及為確保中藥製劑品質之均一，

中藥濃縮製劑依本署 79 年 12 月 3 日衛署藥字第 901266 號公告所規定之各檢驗項

目外，必須制訂指標成分之定量法及規格。 

2.指標成分係為確保中藥濃縮製劑半製品、成品與標準湯劑具有同等性而做為定量指

標之成分。指標成分之選擇以具有生理活性成分為原則，若其生理活性成分無法測

定者，可另設定其他定量之成分。 

3.標準湯劑係以處方一日量藥材加二十倍量水，煮沸 30 分鐘以上，直至煎煮液為原

加入水之半量之湯液謂標準湯劑。 



 ～38～

4.每一處方中應選擇來自不同原料藥材之二種以上指標成分予以定量。 

5.一日量製劑之指標成分之規格範圍應為標誌量之±50%以內，且其規格範圍之下限值

不得低於標準湯劑下限值之 70%。該值由業者依多批次原枓藥材及標準湯劑之移行

率自行設定之。 

6.業者制訂第 5 項所列之製劑規格範圍報本署時，應提出至少三組不同批次原枓藥材

所調製之標準湯劑及成品指標成分定量之數據及層析圖譜，每組數據係為分析三次

之平均值。 

7.指標成分定量方法及規格中應檢附之資料應包括下列各項： 

(1)檢液之配製及計算式。 

(2)標準品溶液之配製法及標準曲線之製作 (含線性迴歸方程式，Y=mx+b， 及相關

係數) 。 

(3)高效液相層析條件 (含層析管、移動相、流速、檢測器及注入量)。 

(4)高效液相層析圖譜 (含標準湯劑、具對照空白湯劑及成品製劑)。 

(5)使用精確度類似之儀器時檢附資料比照上列項目。 

8.單味濃縮製劑亦應比照上列有關注意事項定量一種以上之指標成分，惟經本署認定

可免除者不在此限。 

 

附件三： 

增修中藥酒劑基準方二十二方，並修正原用於浸泡該類酒劑 

所使用酒之種類、矯味劑、防腐劑及其他相關規範 

行政院衛生署 90.1.4 衛署中字會第 0 九 0000 二五四五號公告 

1.藥廠以增修中藥酒劑基準方二十二方為處方依據製造中藥酒劑，其申請藥品查驗登

記，除需檢附原檢驗規格及方法外，並應加作處方中二個指標成分之高效液相層析

法（HPLC）之定量分析。 

2.製造方法以傳統浸泡或藥典規定之滲漉法為主，倘擬改變製造方法，需提供製程改

變之充分學理依據，以及成分、毒理、藥理及藥效等充分說明，由本屬藥物審議委

員會中藥製劑審議小組審核。 

3.調製中藥酒劑所使用酒之種類，得視需要自行選用。 

4.各藥廠如擬研製較易讓服用者接受之低含醇量製劑時，應先自行評估其安定性，以

及添加防腐劑之用量及安全性，防腐劑需符合食品添加物容許含量規定。 

5.添加矯味劑之種類及其含量，由各藥廠依芳香佐劑添加之原則，自行研製，惟應提

供其文獻資料供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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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中藥製劑規格及試驗方法必須記載之項目及內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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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狀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容)量差異試驗 ○ ○ ○ ○ ○ ○ ○ ○ ○  × ○ ○ ○ ○ ○ ○ ○  ×  × ○ 

 崩散度試驗 ○ ○  × ○  ×  ×  ×  ×  × ○  ×  ×  × ○  × ○Δ ○ ○ ○ ○ 

 平均重(容)量 ○ ○ ○ ○ ○ ○ ○ ○ ○ ○ ○ ○ ○ ○ ○ ○ ○ ○ ○ ○ 

 PH 值 Δ Δ Δ Δ × Δ ○ ○  × Δ  ×  × ○ Δ Δ Δ Δ Δ Δ Δ 

 比重  ×  ×  ×  ×  ×  × ○ ○ ○  ×  ×  × Δ  ×  ×  ×  ×  ×  ×  × 

一

般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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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寸  ×  ×  ×  ×  ×  ×  ×  ×  ×  × Δ  ×  ×  ×  ×  ×  ×  ×  ×  × 

鑑 別 ○ ○ ○ ○ ○ ○ ○ ○ ○ ○ ○ ○ ○ ○ ○ ○ ○ ○ ○ ○ 

 乾燥減重 Δ ○ ○ ○ ○  ×  ×  ×  × ○  ×  ×  × Δ ○ ○ ○ ○  × ○ 

 重金屬試驗 ○ ○ ○ ○ ○ ○ ○ ○ ○ ○  ×  ×  × ○ ○ ○ ○ ○ ○ ○ 

 總灰分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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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酸不溶性灰分 ○ ○ ○ ○ ○  ×  ×  ×  × ○  ×  ×  × ○ ○ ○ ○ ○ ○ ○ 

 水抽提物 Δ ○ ○ ○ ○  ×  ×  ×  × Δ  ×  ×  × ○ ○ ○ ○ ○ ○ ○ 

 稀醇抽提物 Δ ○ ○ ○ ○  ×  ×  ×  × Δ  ×  ×  × ○ ○ ○ ○ ○ ○ ○ 

 含糖量測定  ×  ×  ×  ×  ×  × ○ ○  ×  ×  ×  ×  ×  ×  ×  ×  ×  ×  × × 

 含醇量測定  ×  ×  ×  ×  ×  ×  ×  × ○  ×  ×  ×  ×  ×  ×  ×  ×  ×  × × 

含

量

測

定 
 指標成分測定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Δ 

   ○：原則要記載   ×：不必記載   Δ：必要時記載（依規定需檢驗者、可予檢驗者記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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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中藥新藥申請臨床試驗所需檢附之 CMC 資料 
 

A. Raw material；中藥藥材 

Phase  
項   目 

I/II III
1 俗名、同義名 yes yes
2 種 (或變種)、屬、科名稱；鑑定者的姓名 yes yes
3 形態和組織切片的描述及其照片；薄層層析 yes yes
4 每一批藥材的基原鑑定證明 yes yes
5 每一批藥材，應保留其標本 yes yes
6 說明藥材是否屬於 U.S. ESA 或 CITES 規定瀕臨絕種的生物 yes yes
7 檢驗規格及方法 no yes

8 

檢驗成績書 (三批)： 
1.光譜或層析指紋圖譜鑑定 (若可行) 
2.有效成分或指標成分之化學鑑定 (若可行) 
3.有效成分或 (一個以上) 指標成分之 (化學) 定量分析 (若可行) 
4.生物活性試驗 (若可行) 
5.總灰分 
6.酸不溶性灰分 
7.水抽提物 
8.稀醇抽提物 
9.醇抽提物 
10.含水量 
11.重金屬 (鉛、砷、汞、銅、鎘) 

no
 

yes
 

8 
12.農藥殘留(DDT、BHC) 
13.微生物限度：總生菌數、黴菌及酵母菌數、特殊病菌 (大腸桿菌、

沙門氏菌)  
no yes

9 參考標準品：每藥材必須有參考標準品供鑑別、指紋圖譜或其他檢驗
比對用 no yes

10 栽培者/供應者的名稱與地址 yes yes

11 來源：包括地理分布、栽培或自野外獲得 yes yes

12 收成：包括收成的地點與時間 yes yes

13 處理過程：包括收集、清洗、乾燥、保存方法、及炮製的過程等 yes yes

14 發貨：處理、運送及貯存 yes yes

備註 

1.申請國內臨床試驗者，可免提供 10~14 項資料 

2.欲達到國際標準者，應提供 10~14 項資料 

3.動物類或礦物類藥材，可依實際狀況，參考上述項目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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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Drug substance；中藥半製品  

Phase 
 項  目 

I/II III

1 定性描述：描述半製品之五官特徵及其狀態 (例如：固體，液體)  yes yes

2 定量描述：抽取率；說明已知並可測的有效成分或其他化學指標成分
之所在部位及含量；有添加賦型劑者，應加以說明。 yes yes

3 製造者：提供製造者的姓名和地址 yes yes

4 製程：提供該半製品的製程說明 (包括流程圖)；批次試製紀錄 (第三
期臨床試驗) yes yes

5 檢驗規格及方法 yes yes

6 

 

檢驗成績書 (三批) 
1.外觀 
2.光譜或層析指紋圖譜鑑定 
3.有效成分或指標成分之化學鑑定 
4.有效成分或至少二個指標成分之 (化學) 定量分析 
5.生物活性試驗 (若可行) 
6.抽取率 
7.總灰分 
8.酸不溶性灰分 
9.水抽提物 
10.稀醇抽提物 
11.醇抽提物 
12.含水量 
13.溶劑殘留 
14.重金屬 (鉛、砷、汞、銅、鎘) 
15.放射性元素污染 (若可行) 
16.農藥殘留 (DDT、BHC) 
17.微生物限度：總生菌數、黴菌及酵母菌數、特殊病菌(大腸桿菌、

沙門氏菌) 

yes yes

7 安定性資料：為確保臨床試驗期間，該半製品的安全性，應提出其足
夠的安定性資料。並應盡力建立一套安定性研究用之分析方法 yes yes

8 參考標準品：應提出一批半製品，做為指紋圖譜與其他對照試驗的參
考標準品 no yes

9 容器標示 yes yes

10 容器與封蓋： 
應提供包裝該半製品的容器與封蓋之說明 no yes

11 cGMP 或 GMP yes yes

備註 

1.欲開發國際市場者，應達到 cGMP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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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rug product 中藥藥品 

Phase  
項  目 

I/II III

1 定性描述：劑型與外觀 (例如：大小、形狀、顏色) yes yes

2 定量描述：藥品中所含半製品與賦型劑之名稱與含量，應以單位劑
量與單位批次量來表示 yes yes

3 製造者：提供製造者之姓名和地址 yes yes

4 製程：提供該藥品的製程說明 (包括其流程圖)；批次試製紀錄 (第
三期臨床試驗) yes yes

5 檢驗規格及方法 yes yes

6 

檢驗成績書 (三批) 
1.外觀 
2.光譜或層析指紋圖譜鑑定 
3.有效成分或指標成分之化學鑑定 
4.有效成分或至少二個指標成分之 (化學) 定量分析 
5.生物活性試驗 (若可行) 
6.抽取率 
7.總灰分 
8.酸不溶性灰分 
9.水抽提物 
10.稀醇抽提物 
11.醇抽提物 
12.含水量 
13.溶劑殘留 
14.重金屬 (鉛、砷、汞、銅、鎘) 
15.農藥殘留 (DDT、BHC) 
16.微生物限度：總生菌數、黴菌及酵母菌數、特殊病菌 (大腸桿

菌、沙門氏菌)   

yes yes

7 安定性資料：為確保臨床試驗期間，該藥品使用的安全性，應提出
其足夠的安定性資料，並應盡力建立一套安定性研究用之分析方法 yes yes

8 參考標準品：應提出一批藥品，做為指紋圖譜與其他對照試驗的參
考標準品 no yes

9 容器標示 yes yes

10 容器與封蓋：應提供包裝該藥品的容器及封蓋之說明 no yes

11 cGMP 或 GMP yes yes

備註 

1.對所用安慰劑之成分應加以描述 

2.除上列項目外，一般檢驗規格應符合藥典及現行中藥查驗登記之規定 

3.欲開發國際市場者，應達到 cGMP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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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植物藥草浴利用 

蕭玉田 

一、中國藥草浴的源流： 

我們知道每年端午節的時候，氣候開始變暖和，可以把冬天的衣服收藏起

來，也意味著細菌、黴菌的滋長、流行疾病的猖獗，所以民間便採集一些避邪

藥用的植物，像艾草、抹草…煮水之後，用它來沐浴浸泡，一方面避邪，一方

面殺菌，使人精神輕氣爽，以達到預防疾病，保養身體的效果，這種習俗在民

間流傳著，近年來更有逢蓬勃發展方興未艾之勢。 

二、藥草浴的原理： 

浸泡藥浴之所以能達到保健的效果，是因為藥物經由成千上萬的毛細孔滲

透到皮膚裡面，促進血液循環加速新陳代謝，排除一些毒素，做好體內環保的

工作，中醫有所謂"不通則痛、通則不痛″的說法，浸泡藥浴使得血管裡的血液

加速循環，氣血通暢，間接達到疏筯活血的效果。 

三、藥草浴的優點： 

(一) 可以改善虛弱體質，以及慢性痼疾有奇特效果，如高血壓、氣喘、風濕

關節痛、慢性肝炎，各種過敏性疾病都有神奇功效。 

(二) 增進全身血液及淋巴腺循環，增加抵抗力，對於心血管疾病有特效。 

(三) 可促進新陳代謝功能，對傷風感冒有特效。 

(四) 調整體內酸鹼平衡，可治胃酸過多、胃潰瘍、痛風及酸中毒所引發的疾

病。 

(五) 藉純植物性中藥之性味，對於各種皮膚病具有療效，如疥瘡、癬、香港

腳、富貴手及皮膚粗糙有特效。 

(六) 增加細胞活力，供給足夠養分使神經及內分泌系統功能正常化，可治療

失眠、焦慮不安、甲狀腺功能亢進及自律神經失調或婦女更年期等疾病。 

四、浸泡藥草浴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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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浴雖然是很平常的保健行為，但有些小細節還是不宜忽視 

(一) 孕婦不宜浸泡，以免影響胎兒。 

(二) 高血壓、心藏病者不宜浸泡溫度過高的藥浴以引起反效果。 

(三) 飯後、酒後要休息一段時間再浸泡，才有益身體。 

(四) 藥浴的溫度以 40℃最適合，但視個人的喜好可以低一點，但不宜過高，

同時要注意補充水份。 

(五) 浴室要通風良好。 

五、適合作為藥草浴的植物： 

(一) 植物特性： 

1.藥效良好。 

2.芳香植物有行氣作用。 

3.產量多，容易取得。 

(二) 常用藥浴植物： 

1.筋骨：威靈仙、臭川芎、艾草、九節荼、薑、紅剌蔥、楓香。 

2.香草：廣霍香、零陵香、樟樹、薄荷、迷迭香。 

3.美膚：白芷、紫茉莉、白蒲姜。 

4.減肥：荷葉、番瀉葉、大黃。 

5.皮膚癢：大青、山防風、蛇床子、紫苿莉、荼、七里香、白蒲姜、月桃。 

6.保溫：艾納香(大風草)、獨活。 

7.消炎避邪：金銀花、石菖蒲、魚針草、艾草。 

六、藥浴商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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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生藥簡介 

郭昭麟 徐素琴 闕甫伈 陳忠川 

中國醫藥大學院 中國藥學研究所 中藥資源學系 

 

「健康食品」之所以能在今日世界潮流中盛行有其文化背景與需求性。漢

民族自古以來即有『醫食同源』、『藥食同源』的傳統觀念且深植民心。藥膳保

健食品之食物療法是漢民族數千年來珍貴的寶藏，西元前一千多年的周朝，宮

廷醫生分為四科，其中的『食醫』，就是為帝王的養生調配膳食、保健服務之

專門人員。約成書於戰國時期的中醫經典著作黃帝內經，就載藥膳方數則。 

古籍中有關食療的寶貴書籍，如秦漢時期，我國現存最早的藥學專著神農

本草經，記載了許多既是藥物又是食物的食療種類，如大棗、薏仁、山藥、葡

萄、百合、生薑、芝麻等。東漢醫聖張仲景在傷寒雜病論中，亦載有一些藥膳

名方，如當歸生薑羊肉湯、百合雞子黃湯等，至今仍有實用價值。唐代名醫孫

思邈的《備急千金要方》和《千金翼方》則專列有『食治』、『養老食療』等門，

藥膳方藥十分豐富，當時作者感於時人不知食物對人之利害而作，其認為食物

用之得當則養生，用之不當則傷人。至隋唐時期，我國已有食療專著約六十餘

種，惜多散佚。唐代孟詵所著《食療本草》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食療專著，對後

世影響較大。宋代陳直的養老奉親書是我國現存的早期老年醫學專著。元代忽

思慧所著的藥膳專書飲膳正要在藥膳方和食療藥十分豐富，並有妊娠食忌、乳

母食忌、飲酒避忌等內容。明朝李時珍之本草綱目收載了許多藥膳方，僅藥粥、

藥酒就各有數十則。清代之藥膳專著更有特色，如王士雄的隨息居飲食譜介紹

了藥用食物三百餘種，章穆的調疾飲食辯所論及的食療植物更多，袁枚的隨園

食單指出多種藥膳的烹調原理和方法，曹庭棟的老老恒言中則列出老年保健藥

粥百種。由此可知漢民族之藥膳不是食物與中藥的簡單相加，而是在中醫辯證

配膳理論指導下，由藥物、食物和調料三者精製而成的一種既有藥物功效，又

有食品美味，用以防病治病、強身益壽的特殊食品。 

傳統的中醫學認為食即藥或相當於藥，因為它們同源、同用、同效。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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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藥物的性能一致，包括氣味、升浮沉降、歸經、補瀉等內容，並在陰陽五行、

臟腑、經絡、病因、病機、治則、治法等中醫基礎理論指導下應用。其補益作

用計有聰耳、明目、安神、增智、生發、增力、善走、健膚、美容、輕身、固

齒、肥人、強筋、壯陽、種子、益壽等；其治療作用則有解表、清熱、止咳、

化痰、平喘、利水、瀉下、行氣、補益、活血、止血、化瘀、消食、驅蟲、收

斂等。所以食物若運用得當，的確對人體有莫大的正面影響。 

今日健康食品之所以能引起全世界的風潮，正是歐美、日本將漢民族『醫

食同源』、『藥食同源』的傳統寶貴觀念加以發揚光大。日本學者不僅了解食物

是最好的藥物，更積極的研究食品對於人體機能之功效，進而將食品對人體之

機能性分為三大類：第一機能為「營養機能」或「初級機能」，即食品中之營

養成分具有維持生命的基本機能；第二機能為「感覺機能」或「次級機能」，

即食品可以提供人類美味、可口的機能；而第三機能為「體質調節機能」或「三

級機能」，即食品對身體狀況之調節機能，可以提供改善防禦功能、調節體能、

延緩老化、預防疾病、回復健康等機能。相對的現今人們對食品的需求也已由

單純的營養機能進步到體質調節機能的第三機能，有用來預防與解決現今文明

之慢性病，例如心血管疾病、糖尿病、癌症（腦血管疾病、心臟病、高血壓）、

慢性肝病、慢性腎臟病等。 

對人體有幫助的「健康食品」按常規分類，大致可分為口服的營養西藥、

保健食品、普通食品、功能食品，它們扮演著不同的角色。均指被用來代表具

有積極創造健康、保養身體與預防疾病的食品，早期並無相關法規管理，自從

民國八十八年二月三日總統令公布「健康食品管理法」後，「健康食品」四個

字變成為法定名詞。同年八月三日該法正式執行後，台灣健康食品之管理邁向

另一個新紀元。「健康食品管理法」之法律位階相當高，等同於「食品衛生管

理法」與「藥事法」，由此可知其重要性。 

「健康食品管理法」中第二條對於健康食品之定義為：本法所稱之健康食

品，係指提供特殊營養素或具有特定之保健功效，特別加以標示或廣告，而非

以治療、矯正人類疾病為目的之食品。即明確規定健康食品不可以宣稱療效，

以便與藥品區隔。「健康食品」是一種用來保養與強健身體的食品。其與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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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及藥品之分野在於，一般食品主要是被用來維持人體之基本生命與健康，

藥品是被用來救命的，而「健康食品」正是介於兩者之間，即被用來積極創造

健康、保養與預防疾病，因此在預防醫學的層面上應扮演著重要的地位。「健

康食品」四個字目前已成為法定名詞，因此若未通過健康食品審查認證之食

品，絕不可任意在食品外包裝上標示「健康食品」，以免觸法。依照「健康食

品管理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對於違法之健康食品製造廠商，得處三年以下

有期徒刑，或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的罰金。 

一、藥膳具有以下特點 

1.防治兼施，效果顯著 

藥膳既可治病，又可強身防病，這是有別於藥物治療的特點之一。

藥膳之藥物大多為平和之品，但其防冶疾病和健身養生的效果卻是非常

顯著。例如菊花枸杞茶能清肝明目，人參、靈芝能提高細胞免疫力，黃

耆、人參能延長細胞培養的壽命；首烏能預防冠心病，六味地黃丸可預

防糖尿病、高血壓及食道癌，刺五加可去除體內輻射量並增加肌肉蓄氧

力等。 

2.整體考量，辯證施食 

所謂『整體考量、辯證施食』，即在應用藥膳時，首先要全面分析

食用者的體質、健康狀況、患病性質、季節時令、處在環境等多方面情

況，判斷其需要，然後再確定相應的食療原則，給予適當的藥膳治療。

如慢性胃炎患者，若證屬胃寒者，宜服良薑燉雞塊（雞塊、陳皮、草果、

高良薑、胡椒、蔥白、食鹽），證屬胃陰虛者，則服地杞瘦肉湯等有良

好效果。 

3.服食方便，使藥可口 

由於中藥湯劑多有苦味，故民間有“良藥苦口”之說。有些人，特別

是兒童多畏其苦而拒絕服藥。而藥膳使用的多為藥、食兩用之品，且有

食品的色、香、味等特性；即使加入了部分藥材，由於注意了藥物性味

的選擇，並經由與食物的調配及精細的烹調，可製成美味可口的藥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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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藥可口，服食方便，例如通天草雞，當歸鴨、麻油雞及薑母鴨等。 

二、常用之保健生藥如下： 

1.海帶 Laminaria japonica ARESCH.低潮線下 2~3m 深岩礁上。一名昆布、

江白菜。葉狀體：鹹、寒，軟堅散結，化痰、利水，用於瘰癧、癭瘤、

痰飲水腫。（昆布科 Laminariaceae） 

2.石花菜 Gelidium amansii LAMOUROUX (綱目拾遺)低潮線下 5~15m 深岩

礁上。一名寒天、洋菜，土名紅絲、雪花菜。全草：甘、鹹、寒，清熱

解毒、治氣管炎、腸炎、腎炎、慢性便秘。可作為製備瓊脂(agar)的原料

之一，作為細菌培養基或製劑上用作懸浮劑。（石花菜科 Gelidiaceae） 

3.木耳 Auricularia auricula-judae (FR.) QUEL. (本經) 野生或栽培。子實

體：甘、平，涼血、止血，治痔瘡、瀉痢、吐血。（木耳科 Auriculariaceae） 

4.雲芝 Coriolus vesicolor (L. ex FR.) QUEL. (本經)生長於林下腐木上，偶見

於木麻黃及松樹之朽幹上。子實體：微甘、寒，清熱消炎、除濕化痰，

用於痰喘、腫瘤。（多孔菌科 Polyporaceae） 

5.靈芝 Ganoderma lucidum (LEYSS. ex FR.) Karst. (本經) 自生於平野至山

區林中相思樹等朽木。甘、微苦、平，補氣益血、養心安神、止咳平喘。

治神經衰弱、急性肝炎、腎虛腰痛。（多孔菌科 Polyporaceae） 

6.筋骨草 Lycopodium cernuum L. (圖考) 平野及山麓林陰下。一名伸筋草、

龍角草、過山龍。全草：甘、平，袪風濕、舒筋絡、活血、止血，治風

濕、肝炎、吐血、跌打、腰扭傷、乳腺炎。（石松科 Lycopodiaceae） 

7.卷柏 Selaginella tamariscina (BEAUV.) SPRING. (本經) 山區岩下。一名萬

年松。全草：辛、平，理氣疏風。生用治經閉、癥瘕、風濕痛、跌打損

傷、腹痛、哮喘。炒炭用治吐血、便血、尿血。（卷柏科 Selaginellaceae） 

8.海金沙 Lygodium japonica (THUNB.) Sw. (圖經) 平野及山麓林陰下。一名

鐵線草。全草及孢子：甘、寒，清熱解毒、利水通淋，治尿道感染、腎

炎水腫、濕熱黃疸、咽喉腫痛、燙傷、丹毒。（海金沙科 Lygodiaceae） 

9.鳳尾蕨 Pteris multifida POIR. (綱目) 平野及山麓林陰下。一名井邊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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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草：味苦、性微寒，清熱利濕、涼血解毒，治痢疾、肝炎、尿道炎、

咳血、牙痛、口腔炎。葉：治腸痔便血。（鳳尾草科 Pteridaceae） 

10.側柏 Thuia orientalis L. (本經) 庭園、圓環、路旁栽培。一名扁柏。嫩

枝及葉稱側柏葉：苦、澀、寒，涼血、止血、袪風濕、散腫毒，治吐

血、風濕、菌痢。種仁稱柏子仁：甘、平，養心安神、潤腸通便，用

於驚悸、失眠、遺精、便秘。樹脂：甘、平，解毒、消炎、止痛，用

於疥癬、丹毒。（柏科 Cupressaceae） 

11.楮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HERIT. (別錄) 零星見於平野、山坡，為原

生樹種。一名構樹，土名鹿仔樹。果實稱楮實：甘、寒，補腎清肝、

明目、利尿，治腰膝酸軟、虛勞骨蒸、頭暈目昏、目翳、水腫、脹滿。

（桑科 Moraceae） 

12.台灣天仙果 Ficus formosana MAXIM. 陰溼林中。全株：甘、微澀、平，

柔肝和脾、清熱利濕，治急慢性肝炎、急性腎炎、腰脊扭傷、泌尿道

感染。（桑科 Moraceae） 

13.桑 Morus alba L. (本經) 全境平野及山坡。一名白桑、家桑。葉：苦、

甘、寒,袪風清熱、涼血明目，治頭痛、目赤、水腫。桑椹：甘、寒，

補肝、益腎。根：暖，治風濕、高血壓。桑枝：苦、平，治風濕。除

去栓皮的根皮稱桑白皮：甘、寒，平喘、行水、利尿、降壓，治肺熱

喘咳、水腫。（桑科 Moraceae） 

14.山苧麻 Boehmeria frutescens THUNB. 林緣及山坡。根：甘、寒而滑，消

炎、解熱，治肝炎。（蕁麻科 Urticaceae） 

15.桑寄生 Scurrula parasiticus L. (本經) 偶見於中海拔山區，寄生於闊葉

樹枝幹上。性平、味苦、平。補肝腎、袪風濕、養血安胎、降壓，治

風濕關節炎、腰膝痠痛、四肢麻木、內傷久傷。果實：明目、輕身通

神，為保健藥材。（桑寄生科 Loranthaceae） 

16.虎杖 Polygonum cuspidatum S. & Z. (別錄) 平野及山野偶見。一名土川

七。根、莖：苦、平，袪風、利濕、破瘀、通經，治風濕痛、黃疸、

跌打。（蓼科 Polygon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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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紅雞屎藤 Polygonum hypoleucum THUNB. var . hypoleucum (OHWI) LIU 

全境平地、山野常見。土名紅骨蛇。根及藤：鎮咳、袪風、袪痰，治

感冒咳嗽、風濕。葉：治感冒，外敷刀傷。（蓼科 Polygonaceae） 

18.紫茉莉 Mirabilis jalapa L. (拾遺) 村落、庭院及路旁栽植。一名煮飯花。

塊根：治胃潰瘍、胃出血。根：為治肺癰之要藥。（紫茉莉科

Nyctaginaceae） 

19.番杏 Tetragonia tetragonoides (PALL.) O. KTZE 普遍見於海岸地區。全

草：甘、微辛、平，清熱解毒、袪風消腫，治腸炎、胃癌、食道癌、

疔瘡、目赤。（番杏科 Aizoaceae） 

19.藤三七 Boussingaultia gracilis MIERS var. pseudobaselloides BAILEY 庭園

栽培，村落附近常見。株芽：微苦、溫，散瘀消腫、壯腰膝、滋補，

治跌打、骨折、腰膝痛、糖尿病、肝炎、高血壓。（落葵科 Basellaceae） 

20.石竹 Dianthus chinensis L. (本經) 庭園栽培。土名剪絨花。帶花全草：

苦、寒，破血通經、利尿通淋，治經閉、小便不通、熱淋、血淋、水

腫。（石竹科 Caryophyllaceae） 

21.女婁菜 Silene aprica TURCZ. ex FISH. et MEY.平野及山野濕處。全草：

辛、苦、平，健脾利水、活血調經，用於乳汁少、體虛浮腫、小兒疳

積、月經不調。（石竹科 Caryophyllaceae） 

22.仙人掌 Opuntia dillenii (KER-GAWL.) HAW 各地海岸常見，栽培或逸為

野生。全株：苦、寒，行氣活血、清熱解毒、消腫止痛、健胃鎮咳，

治胃痛、痢疾、咳嗽；外用於腮腺炎、痛癤腫毒、燒燙傷。花：用於

吐血。果實：甘、平，補脾健胃、益腳力、除久瀉。莖中漿汁凝結物

稱玉芙蓉：淡、寒，用於便血、痔血、咽喉痛、疔腫。（仙人掌科 Cactaceae） 

23.肉桂 Cinnamomum cassia PRESL.栽培。樹皮稱肉桂：辛、甘、大熱，補

陽、溫腎、祛寒通脈、止痛，用於腰膝冷痛、陽萎、腹痛泄瀉、經閉。

枝稱桂枝：辛、甘、溫，發汗、通經脈、助陽化氣，用於風寒感冒、

經閉、關節痺痛、水腫。（樟科 Lauraceae） 

24.山胡椒 Litsea cubeba (LOUR.) PRES. (拾遺)。一名木薑子、山雞椒。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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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畢澄茄，辛、溫，暖脾胃、健胃，治食積、痢疾。根及根莖：辛、

溫，袪風除濕、理氣止痛，治風濕、胃痛。（樟科 Lauraceae） 

25.五加葉黃連（Coptis quiquefolia MIQ.）(本經) 味苦、性寒。有清熱燥濕、

瀉火解毒的功能。用於濕溫發熱、胸中痞痛、濕熱瀉痢、濕熱互結、

熱病發熱、高熱譫狂、熱盛迫血外溢的吐血、衄血、熱毒瘡瘍、心火

亢盛、失眠心煩、胃熱嘔吐、消穀善飢、目赤腫痛、肝火上炎、口舌

生瘡、耳腫耳膿、濕疹、燙傷等。（毛茛科 Ranunculaceae） 

26.蓮 Nelumbo nucifera GARETN. (本經) 各地水庫、池沼。一名荷。果實或

種子稱蓮子：甘澀、平，養心、益腎、補脾、澀腸，治遺精、久痢。

成熟花托稱蓮房：苦、澀、溫，消瘀、止血、去濕，治血崩、痔瘡。

花蒂稱蓮花：苦、甘、溫、活血止血、去濕消風，治跌打嘔血。雄蕊

稱蓮鬚：甘、澀、平，清心、益腎、澀精、止血，治遺精、血崩、瀉

痢。成熟種子之綠色胚芽稱蓮子心：苦、寒，清心、去熱、澀精，治

心煩、口渴、遺精、目赤、吐血。（睡蓮科 Nymphaeaceae） 

27.蕺 Houttuynia cordata THUNB. (別錄) 林務所附近及村落庭院栽植。一

名魚腥草。土名臭蒫草。全草：辛、微寒，清熱解毒、消癰排膿、利

尿通淋，治痰熱喘咳、熱痢、癰腫瘡毒。（三白草科 Saururaceae） 

28.茶 Thea sinensis L. (新修) 栽培。芽葉：苦、甘、涼，強心利尿、清頭

目、除煩渴、消食、解毒，治小便不通、心煩口渴、熱毒下痢。（山茶

科 Theaceae） 

29.萊菔 Raphanus sativus L. (新修) 田圃栽培。種子：化痰止咳、下氣平喘、

消食止痛，治痰喘咳嗽、食積脹滿、消渴。莖、葉：可清熱解毒、消

食解渴，治胸脅脹悶、咽喉痛。（十字花科 Cruciferae） 

30.楓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HANCE (新修) 為行道樹樹種之一。土名楓

仔。果實稱路路通：苦、平，袪風通絡、利水除濕，治手足拘攣、水

腫、經閉、濕疹。葉：辛、苦、甘，治痢疾、癰腫。樹脂及樹根：辛、

苦、平，治癰疽、瘡疥。（金縷梅科 Hamamelidaceae） 

31.虎耳草 Saxifraga stolonifera (L.) MEERB. (綱目) 庭園栽培。一名猪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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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石荷葉。全草：微苦、辛、寒，小毒，袪風、清熱、涼血、解毒，

治風疹、吐血。（虎耳草科 Saxifragaceae） 

32.枇杷 Eriobotrya japonica (THUNB.) LINDLEY (別錄) 栽培。果：甘、酸、

涼。潤肺、止咳，治肺萎咳血、燥渴。葉：苦、涼，清肺化痰，治痰

嗽、慢性氣管炎。花：治寒咳。種子及根：治咳嗽。（薔薇科 Rosaceae） 

33.梅 Prunus mume S. et Z. (本經)栽培。乾燥未成熟果實稱烏梅：酸、溫，

收斂生津、驅蛔蟲，治久咳、虛熱繁咳、久瀉、鉤蟲病。（薔薇科 Rosaceae） 

34.玫瑰 Rosa rugosa THUNB. 栽培。花：微苦、溫，理氣解鬱、活血散瘀，

治胃氣痛、新久風痺、吐血、月經不調、赤白帶下、赤白痢疾、乳癰

腫毒、跌打損傷。（薔薇科 Rosaceae） 

35.相思子 Abrus precatorius L. (綱目) 偶見於平野及山麓。一名雞母珠。

根莖及葉：甘、平，解熱毒，治肝炎、癰腫、支氣管炎、瘧疾、毒蛇

咬傷。種子苦、平，有毒，催吐殺蟲，治疥癬、癰瘡、皮膚炎、濕疹。

（豆科 Leguminosae） 

36.落花生 Arachis hypogaea L. (綱目拾遺) 田園栽培。土名土豆。枝葉：

治失眠、高血壓、跌打損傷。種子：甘、平，潤肺、和胃，治燥咳、

反胃。花生油：甘、平，潤腸，治痢疾。（豆科 Leguminosae） 

37.決明 Cassia tora L. (本經) 各地平野及山坡。一名草決明。種子：苦、

甘、涼，緩下通便、清肝明目、利水、通便，治風眼暴赤、高血壓、

肝炎、習慣性便秘。全草及葉：苦、甘、涼，袪風、清熱、明目，治

感冒、皮膚病。（豆科 Leguminosae） 

38.菲律賓千斤拔 Flemingia philippinensis MERR. ROLFE. (L.) D. KUNTZ (開

寶) 原野及山區。一名千觔拔、一條根。根：袪風除濕，治風濕病、關

節炎、補血氣、助陽道。為金門一條根藥材來源植物之一。（豆科

Leguminosae） 

39.澎湖大豆 Glycine tabacina (LAB.) BENTH.原野。土名一條根。根：民間

用於治風濕病、關節炎。為金門一條根藥材來源植物之一。（豆科

Leguminos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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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闊葉大豆 Glycine tomentella HAYATA 原野或農園栽培。土名一條根。根：

民間用於治風濕病、關節炎。為金門一條根藥材來源植物之一。（豆科

Leguminosae） 

41.野葛 Pueraria lobata (WILLD.) OHWI (本經) 海岸、平野及山野。一名葛

藤。塊根稱葛根：甘、辛、平，升陽解肌、透疹止瀉、除煩止渴，治

傷寒溫熱頭痛項強、煩熱消渴、泄瀉、斑疹不透。葛花：甘、涼，解

酒醒脾，治傷酒發熱煩渴。（豆科 Leguminosae） 

42.重陽木 Bischofia javanica BLUME 原生植物，數量不多，為綠化樹種之

一。 一名茄冬。樹皮、枝葉：微辛、澀、涼，袪風、行氣活血、消腫

解毒，治風濕、氣血鬱結。（大戟科 Euphorbiaceae） 

43.巴豆 Croton tiglium L. (本經) 栽培。土名落水金光。種子：辛、熱，有

毒，瀉寒積、逐痰、行水、殺蟲，治冷積凝滯、痰癖、水腫。外用治

惡瘡、疥癬。（大戟科 Euphorbiaceae） 

44.大甲草 Euphorbia formosana HAY. 庭園栽培。土名五虎下山。全草或

根：解毒、消炎，治蛇傷、風濕、疥癬、跌打。 

45.扛香藤 Mallotus repandus (WILLD.) MUELL. - ARG.山麓及海岸灌叢。土

名桶鉤藤、石岩楓。根或莖、葉：甘、微苦、寒，袪風、解熱、驅蟲，

治風濕痺腫、慢性潰瘍、毒蛇咬傷、蛔蟲病。（大戟科 Euphorbiaceae） 

46.蓖麻 Ricinus communis L. (綱目)各地普遍可見，有綠莖、紅莖兩種。種

子：甘、辛、平，有毒，消腫拔毒、瀉下，治癰疽腫毒、水腫，含毒

蛋白，抗腹水癌。根：淡、微溫，治破傷風。蓖麻子油：治大便燥結。

葉：有毒，治咳嗽痰喘、腳氣。（大戟科 Euphorbiaceae） 

47.臭節草 Boenninghausenia albiflora (HOOK.) MEISSN. (圖考) 山野。全

草：辛淡、寒，清熱、涼血、活血、消炎，治肝病。（芸香科 Rutaceae） 

48.橘 Citrus nobilis LOUR. (本經) 農園栽培。成熟果實：甘、酸、涼，開

胃理氣、止咳潤肺，治嘔逆、消渴。橘核：苦、平，理氣、止痛，治

疝氣。成熟果實：用蜜糖漬製稱橘餅，辛、甘、溫，寬中、下氣、化

痰、止咳，治食滯、咳嗽。（芸香科 Rut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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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楝 Melia azedarach L. (本經) 為原生樹種，普遍見於平野及山麓，為大

量造林之樹種。一名苦楝。根皮或幹皮稱苦楝皮：苦、寒，有毒，清

熱、燥濕、殺蟲，治蛔蟲、疥癬。楝葉：苦、寒，有小毒，止痛、殺

蟲， 治跌打疔瘡。果實稱苦楝子：苦、寒，小毒，止痛、殺蟲，治傷

寒。（楝科 Meliaceae） 

50.龍眼 Euphoria longana LAM. (本經) 農園栽培。一名桂圓。假種皮稱龍

眼肉：甘、溫，益心脾、補氣血、安神，治虛勞嬴弱、失眠、健忘、

怔忡。（無患子科 Sapindaceae） 

51.無患子 Sapindus mukorossi GAERTN. (拾遺) 海邊林內。種子稱無患子：

苦、涼，有毒，清熱。（無患子科 Sapindaceae） 

52.岡梅 Ilex asprella (HOOK. & ARN.) CHAMP. ex BENTH. (圖考) 生山野。土

名釘秤仔、秤星樹。根：苦、甘、寒，清熱、生津、活血、解毒，治

熱病燥渴。葉：治疔瘡、跌打。（冬青科 Aquifoliaceae） 

53.棗 Zizyphus jujuba MILLER (本經) 栽培。棗仁：甘、平，寧心、養肝、

安神、斂汗，治虛煩不眠、驚悸怔忡、煩渴、虛汗。（鼠李科 Rhamnaceae） 

54.酸棗 Zizyphus jujuba MILLER. var. spinosa (BUNGE) HU ex H. F. CHOW.栽

培。種子：甘、酸、平，補肝、寧心、生津，用於虛煩不眠、驚悸怔

忡、虛汗、失眠健忘。根皮：澀精止血，用於便血、高血壓症、遺精、

帶下。（鼠李科 Rhamnaceae） 

55.落神葵 Hibiscus sabdariffa L. 栽培。一名玫瑰茄、紅梅果。根：為強壯

劑。花：為清涼飲料。種子：為緩下、利尿、強壯劑。（錦葵科 Malvaceae） 

56.番木瓜 Carica papaya L. (圖考) 栽培。土名木瓜。果實：甘、平，治胃

痛、痢疾、二便不暢。葉：搗敷潰瘍。（番木瓜科 Caricaceae） 

57.冬瓜 Benincasa hispida (THUNB.) COGN. (本經) 農田栽培。果實：甘、

淡、涼，利水、消痰、清熱，治水腫、咳喘、消渴。冬瓜子：甘、涼，

潤肺、化痰、利水，治肺癰、水腫。冬瓜皮：甘、涼，利水消腫，治

水腫。（葫蘆科 Cucurbitaceae） 

58.南瓜 Cucurbita moschata DUCH. (綱目) 栽培。一名金瓜。果實：甘、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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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中益氣、消炎、止痛、解毒、殺蟲。種子：甘、平，治蛔蟲、痔瘡。

（葫蘆科 Cucurbitaceae） 

59.絞股藍Gynostemma pentaphyllum (THUNB.) MAKINO (救荒) 栽培或野生

於山野陰溼地。一名七葉膽。全草：苦、寒，消炎解毒、止咳袪痰，

治氣管炎、高血壓、糖尿病、風濕。（葫蘆科 Cucurbitaceae） 

60.栝樓 Trichosanthes kirilowii MAXI. (本經) 山野。果實：甘、苦、寒。種

子及果皮：甘、寒，潤肺、化痰、利氣、滑腸，治痰熱咳嗽、胸痺、

便祕。根稱天花粉：甘、苦、酸、涼，生津止咳、降火潤燥、排膿消

腫，治熱病口渴、肺燥、癰腫。（葫蘆科 Cucurbitaceae） 

61.番石榴 Psidium guajava L. (圖考) 栽培，農園及村落附近常見。根：倒

陽，為制慾劑。果實：驅蟲。葉：甘、澀、平，收斂止瀉，治痢疾。

果皮：治糖尿病。未成熟之乾燥幼果：酸、澀、溫，止瀉，治痢疾。（桃

金孃科 Myrtaceae） 

62.安石榴 Punica granatum L. (別錄) 庭園栽培。一名石榴。果皮：酸、澀、

溫，有毒，澀腸、止血、驅蟲，治久瀉、便血、蟲積腹痛。根：苦、

澀、溫，殺蟲、止帶，治蛔蟲、赤白帶下。花：治鼻衄。葉：搗敷跌

打。（石榴科 Punicaceae） 

63.三葉五加 Acanthopanax trifoliatus (L.) MERR. 山野及濱海地區。根或根

皮：苦、辛、涼，清熱解毒、袪風除濕、舒筋活血，治風濕、跌打。

嫩枝葉：苦、辛、微寒，消腫解毒，治胃痛、疔瘡。（五加科 Araliaceae） 

64.人參 Panax ginseng C. A. MEY. 能益氣健脾、大補元氣；現代醫學藥理

認為，人參有強壯、強心、鎮靜及增強消化系統的作用。其主要成分

包括：人參皂苷、揮發精油、醣類、皂素、維生素 B1、B2 及澱粉酶等。

（五加科 Araliaceae） 

65.人參三七 Panax notoginseng WALL (BURKILL) HOOK & TSENG 味甘、微

苦，性溫。有化瘀止血、鎮痛活血的功能。用於吐血、衄血、便血及

各種瘀滯腫痛、跌打傷痛、月經過多、外傷出血等。還用於冠心病，

心絞痛。（五加科 Arali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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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花旗參 Panax quinquefolius L. 扶助正氣,清熱降火，生津止渴，潤肺療

咳，舉凡虛火旺盛,久病煩渴，煙酒過多，肺虛咳嗽，精神煩躁，容易

睏倦皆可療治，尤其是習慣夜生活人士,作茶常飲，對調理身體有莫大

好處。（五加科 Araliaceae） 

67.濱當歸 Angelica hirsutiflora LIU. CHAO & CHUANG 海濱。根：袪風、去

濕、散寒、止痛，治感冒、頭痛、眩暈、齒痛、氣管炎、風寒痺痛、

手腳攣痛、月經不調、經閉腹痛、崩漏、癰疽瘡瘍。（繖形科 Umbelliferae） 

68.老公根 Centella asiatica (L.) URBAN (本經) 庭園、路邊或河溝旁溼潤

地。一名積雪草、蚶殼仔草。全草或帶根全草：苦、辛、寒，清熱利

濕、消腫解毒，治黃疸、跌打。（繖形科 Umbelliferae） 

69.珊瑚菜 Glebnia littoralis F. R. SCHMIDT ex MIQ.海邊沙地。一名北沙參。

根：甘、微苦、微寒，潤肺止咳、養腎生津，治咳嗽、口渴。（繖形科

Umbelliferae） 

70.防葵 Peucedanum japonicum THUNB. (本經) 分布於海濱。根：鎮靜、鎮

咳、利尿、袪風、行氣、止痛、強壯，治感冒頭痛、痛風、泄瀉、膀

胱結熱、小便不利、小腹漲滿、皮膚搔癢。（繖形科 Umbelliferae） 

71.補血草 Limonium sinense (GIRARD) O. KUNTZE.海岸沙鹹地。一名海芙

蓉、海赤芍。全草：微鹹、涼，清熱袪濕、止血，治血淋、便血、痛

經、白帶。（藍雪科 Plumbaginaceae） 

72.烏芙蓉 Limonium wrightii (HANCE) KTZE. 海岸地區。一名海芙蓉。全

草：袪風、治降血壓、風濕病、哮喘。（藍雪科 Plumbaginaceae） 

73.長春花：Catharanthus roseus (L.) G. DON. (圖考) 庭園、公園及路旁栽

培。土名日日春。全草：微苦、涼，鎮靜、安神、平肝降壓、抗癌，

治高血壓、白血病、肺癌、淋巴腫瘤。（夾竹桃科 Apocynaceae） 

74.咖啡 Coffea arabica L. 栽培。種子稱咖啡豆：健胃、興奮劑。（茜草科

Rubiaceae） 

75.槴 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 (本經) 野生或栽培，自生於平野及山

野。一名山槴。果實：稱槴子，苦、寒，清熱瀉火，治黃疸。花：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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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清肺、涼血，治肺熱咳嗽、衄血。葉：苦、澀、消腫，治跌打。

根：苦、寒，清熱、涼血，治黃疸、衄血。（茜草科 Rubiaceae） 

76.水線草 Hedyotis corymbosa (L.) LAM. 全境平野、田間。全草：清熱解

毒，治高熱、腫毒。（茜草科 Rubiaceae） 

77.白花蛇舌草 Hedyotis diffusa WILLD. 全境平野潮溼地。土名龍吐珠、定

經草。帶根全草：苦、甘、寒，清熱、利濕、解毒，治肺熱喘咳、痢

疾、黃疸、毒蛇咬傷、癌症。（茜草科 Rubiaceae） 

78.檄樹 Morinda citrifolia L. 海岸地區。根：為解熱，強壯藥。治熱症、

肺結核、赤痢、濕疹、跌打損傷。鮮葉：搗敷潰瘍、刀傷。（茜草科

Rubiaceae） 

79.鉤藤 Uncaria rhynchophylla (MIQ.) JACKS 山野林下。性味、主治功能同

毛鉤藤。（茜草科 Rubiaceae） 

80.破布子 Cordia dichotoma FORST. f. 平野、村落旁至山野。根：行氣止

痛、化痰止咳，治心胃氣痛，樹皮或根皮：治子宮炎、跌打。果實：

鎮咳、緩下。（紫草科 Boraginaceae） 

81.康復力 Symphytum officinale L. 栽培。葉：含生物鹼，補血、抗炎，治

癌症、高血壓。（紫草科 Boraginaceae） 

82.單葉蔓荊 Vitex rotundifolia L. f. (本經) 普遍見於海岸及平野。土名海埔

姜。果實稱蔓荊子：苦、辛、涼，疏散風熱、清利頭目，治風熱感冒、

頭痛、齒齦腫痛、目赤多淚、頭暈目眩。（馬鞭草科 Verbenaceae） 

83.散血草 Ajuga bracteosa WALL. 平野至山野。一名苞筋骨草。全草：清

熱涼血、消腫解毒，治肺熱咳血、咽喉炎、金瘡、腫毒、毒蛇咬傷、

跌打。（唇形科 Labiatae） 

84.金瘡小草 Ajuga decumbens THUNB. (拾遺) 山野路旁、陰溼地。土名筋

骨草、四季香。全草：苦、甘、寒，清熱、止咳、化痰、消腫、解毒，

治氣管炎、赤痢、咽喉腫痛。（唇形科 Labiatae） 

85.金錢薄荷 Glechoma hederacea var. grandis (A. GARY) KUDO 村落中少量

栽培。一名金錢草。全草：辛、苦、溫，解熱、行血、消腫、止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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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尿、袪風、止咳，治感冒、腹痛、跌打、膀胱結石、咳嗽、頭風、

惡瘡、腫毒。（唇形科 Labiatae） 

86 益母草 Leonurus heterophyllus SWEET (本經) 野生或栽培。一名茺蔚。

全草：辛、苦、涼，活血、消水，治月經不調、水腫。花：微苦、甘、

消水、行血，治婦人胎產諸病。果實稱茺蔚子：甘、辛、涼，清熱，

治月經不調。（唇形科 Labiatae） 

87.薄荷 Mentha arvensis L. 各地山野。全草或葉：辛、涼，疏風、散熱、

解毒，治外感風熱、頭痛、目赤、咽喉腫痛、食滯氣脹、牙痛。（唇形

科 Labiatae） 

88.仙草 Mesona procumbens HEMSL. (綱目拾遺) 栽培。全草：乾淡、涼，

清暑解渴、涼血降壓，治中暑、消渴、高血壓、腎臟病。（唇形科 Labiatae） 

89.羅勒 Ocimum basilicum L. (嘉祐) 栽培。一名九層塔。全草：辛、溫，

疏風、消食、活血、解毒，治外感頭痛、食滯、月經不調、跌打、蛇

蟲咬傷。（唇形科 Labiatae） 

90.紫蘇 Perilla frutescens BRITT. var. crispa DECAISE f. purpurea MAKINO 

(別錄) 栽培。全草：辛、溫，發表散寒、下氣消痰、理氣疏鬱、安胎，

治感冒、咳嗽、咳逆、痰喘、氣鬱、食滯、胎氣不和。（唇形科 Labiatae） 

91.夏枯草 Prunella vulgaris L. (本經) 山野。果穗：苦、辛、寒，清肝、散

結，治乳癰、黃疸、眩暈。（唇形科 Labiatae） 

92.半枝蓮 Scutellaria rivularis BENTH. 平野溼地。土名向天盞。全草：辛、

平，清熱、解毒、散瘀、止血、止痛，治吐血、黃疸、癌症、跌打、

毒蛇咬傷。（唇形科 Labiatae） 

93.大花蔓陀羅 Datura suaveolens HUMB. & BONPL. ex WILLD. (綱目) 栽

培。葉：治哮喘。花：止痛、解毒，治喘息、腫瘤。（茄科 Solanaceae） 

94.枸杞 Lycium chinense MILL. (本經) 全區各地常見，尤其在村落周圍，

以烈嶼所見最多。成熟果實稱枸杞子：甘、平，滋腎、潤肺、補肝、

明目，治肝腎陰虛、腰膝痠軟、目眩、消渴、遺精。根皮稱地骨皮：

甘、寒，清熱、涼血，治肺熱咳嗽、高血壓。（茄科 Solan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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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番茄 Lycopersicum esculentum MILL. (圖考) 栽培。土名甘仔蜜，果實：

甘、酸、微寒，生津止咳、健胃消食，治口渴、食慾不振、高血壓。

葉：治頭痛、腫毒。（茄科 Solanaceae） 

96.黃水茄 Solanum incanum L. 庭園栽培或平野自生，偶見於村落周圍。

全草：袪風、止痛、消炎，治肝炎、肝硬化、淋巴腺炎。（茄科 Solanaceae） 

97.鈕仔茄 Solanum indicum L. (圖考) 海濱至山野路旁、斜坡。一名刺茄。

根：苦、平，袪瘀除濕，治跌打、風濕。果實、種子、葉：止痛，治

牙痛。（茄科 Solanaceae） 

98.白英 Solanum lyratum THUNB. (本經) 各地山野。全草：甘、苦、寒，

清熱、利濕、抗腫瘤、解毒，治子宮頸癌、風濕、黃疸、疔瘡。根：

苦、辛、平，治風火牙痛、頭痛。果實：酸、平，治目赤、牙痛。（茄

科 Solanaceae） 

99.龍葵 Solanum nigrum L. (新修) 全境原野及山野常見。土名黑子仔菜。

全草：苦、寒，有小毒，清熱、解毒、活血、消腫，治癌症、疔瘡、

跌打。成熟果實：甘、溫，治扁桃腺炎、疔瘡。根：苦、微甘、寒，

治痢疾、跌打。（茄科 Solanaceae） 

100.雙鋸齒葉玄參 Scrophularia yoshimurae YAMAZAKI (本經) 苦鹼微寒無

毒。入肺、腎二經。功效：滋陰降火，潤燥生津，滋養強壯，消炎解

毒，軟堅散結。主治熱病煩渴，便祕，斑疹，高熱稽留，骨蒸勞熱，

咽喉腫痛，扁桃腺炎，癰疽瘰。（玄參科 Scrophulariaceae） 

101.胡麻 Sesamum indicum L. (本經) 栽培。種子：甘、平，滋補肝腎、養

血潤腸、通乳，治肝腎不足、虛風眩暈、貧血、風痺、癱瘓、大便燥

結、病後虛嬴、鬚髮早白、婦人乳少。（胡麻科 Pedaliaceae） 

102.穿心蓮 Andrographis paniculata (BURM. f. ) NEES 村落中零星栽培。一

名一見喜。莖、葉：苦、寒，清熱解毒、涼血、消腫、止痛，治感冒

發熱、咽喉腫痛、口腔潰爛、熱淋澀痛、痛腫瘡瘍。（爵床科 Acanthaceae） 

103.白鶴靈芝 Rhinacanthus nasutus (L.) KURZ 栽培。全草：甘、淡、平，

平肝降火、潤肺止咳、消腫解毒、殺蟲止癢，治高血壓、糖尿病、肝



 ～60～

病、肺結核、脾胃濕熱、結核、濕疹。（爵床科 Acanthaceae） 

104.車前 Plantago asiatica L. (本經) 平野至山麓路旁、開闊地。一名車前草

及車前子：甘、微寒，清熱利尿、滲濕通淋、明目、袪痰，治水腫脹滿、

熱淋澀痛、暑濕泄瀉、目赤腫痛、痰熱咳嗽。（車前科 Plantaginaceae） 

105.忍冬 Lonicera japonica THUNB. (別錄) 平野至山麓林緣、灌叢間。莖、

葉稱忍冬藤：甘、寒，清熱、解毒、通絡，治肝炎、筋骨痛。花蕾稱

金銀花：甘、寒，清熱、解毒，治熱毒血痢。果實稱銀花子：苦、澀、

涼，清血，治腸風。（忍冬科 Caprifoliaceae） 

106.台灣黨參 Campanumaea lancifolia (ROXB.) MERR. 高海拔山野。根：

甘、微苦、平，理氣、補虛、潤肺、止咳、袪痰、止痛，治跌打、腸

絞痛、氣虛、咳嗽。（桔梗科 Campanulaceae） 

107.半邊蓮 Lobelia chinensis LOUR. (綱目) 各地原野。土名鐮刀仔草、蜈

蚣草。帶根全草：辛、平，利尿消腫、清熱解毒，治黃疸、水腫、毒

蛇咬傷、跌打、痢疾、疔瘡。（桔梗科 Campanulaceae） 

108.牛蒡 Arctium lappa L.(別錄) 栽培。根：苦、辛、涼，清熱解毒、疏風

利咽、消腫，治風熱感冒、咳嗽、咽喉痛、瘡癤腫毒、濕疹。莖、葉：

甘，用於頭風痛、煩悶、乳痛、皮膚風癢。果實：辛、苦、涼，疏風

散熱、解毒利咽，用於風熱感冒、頭痛、咽喉痛、腮腺炎、癰癤瘡瘍。

（菊科 Compositae） 

109.茵陳蒿 Artemisia capillaris THUNB. (本經) 海岸林緣、沼澤濕地及山

野。土名蚊仔煙草。幼嫩莖葉：苦、辛、涼，清熱利濕，治黃疸、小

便不利、瘡疥。（菊科 Compositae） 

110.艾 Artemisia princeps PAMPANINI var. orientalis (PAMPANINI) HEAR (別

錄) 各地平野、山野常見。艾葉：苦、辛、溫，理氣血、逐寒濕、溫

經、止血、安胎，治心腹冷痛、久痢、月經不調、胎動不安。老葉：

製艾絨，供針灸用。（菊科 Compositae） 

111.紅花 Carthamus tinctorius L.僅見於金城鎮郊某寺廟邊草地，可能為種

子逸生。花序：辛、溫，活血通經、散瘀止痛，治經閉、難產、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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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絞痛、跌打。種子：解毒止痛，治痘疹不出、產後中風。苗：治浮

腫。（菊科 Compositae） 

112.野菊 Chrysanthemum indicum L.(拾遺)各地山野。土名白菊花。全草及

根：苦、辛、寒，清熱解毒，治溫熱頭痛、癰腫、疔瘡。（菊科 Compositae） 

113.菊 Chrysanthemum morifolium RAMATE (本經) 栽培。花：甘、苦、涼，

清熱解毒、疏風明目，治頭痛、眩暈、目赤、腫毒。葉：辛、甘、平，

治疔瘡、頭風、目眩。（菊科 Compositae） 

114.雞角刺 Cirsium albescens KITAMURA 普遍見於各地荒野至山區路旁、

草原。根或全草：涼血、活血、袪瘀、消腫、解毒、利水、補虛，治

吐血、衄血、虛弱、水腫、淋病、瘡癬、腸癰、燙火傷。（菊科 Compositae） 

115.中國薊 Cirsium chinense GARDN. et CHAMP. 山野草叢中。全草：清熱、

解毒、涼血、活血、止血，治暑熱煩悶、跌打出血、婦女崩漏、丹毒、

疔瘡。（菊科 Compositae） 

116.蘄艾 Crossostephium chinense (L.) MAKINO 栽培。一名芙蓉菊。土名

芙蓉。葉：辛、苦、微溫，袪風濕、消腫毒，治風寒感冒、癰疽。根：

辛、苦、微溫，袪風濕、治風濕、胃寒疼痛。（菊科 Compositae） 

117.漏蘆 Echinops grilisii HANCE (本經) 各地平野。土名山防風。全草：

苦、鹹、寒，清熱解毒、排膿消腫、下乳，治癰疽發背、乳汁不通、

惡瘡。（菊科 Compositae） 

118.鱧腸 Eclipta prostrata L. (新修) 各地陰濕處常見。土名旱蓮草。全草：

甘酸、寒，滋腎補肝、涼血止血，治眩暈耳鳴、腰膝酸軟、陰虛血熱、

吐血、尿血、血痢、崩漏下血、外傷出血。（菊科 Compositae） 

119.兔兒菜 Lactuca chinensis (THUNB.) NAKAI 全境平野廢耕地都有分

布。土名小金英。全草：解熱、消炎、解毒、瀉肺火、涼血、止血、

消腫、止痛、止瀉、活血調經，治肺炎、肺癰、尿結石、毒蛇咬傷、

跌打損傷。（菊科 Compositae） 

120.豨薟 Siegesbeckia orientalis L. (新修) 平野至山野。土名苦草。全草：

辛、苦、寒，袪風濕、利筋骨、解毒，治風濕痺痛、筋骨無力、腰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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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軟、四肢麻痺、半身不遂、風疹濕瘡。（菊科 Compositae） 

121.台灣蒲公英 Taraxacum formosanum KITAMURA (新修) 各地原野。帶根

全草：苦、甘、寒，清熱解毒、消腫散結、利尿通淋，治疔瘡腫毒、

乳癰、目赤、咽痛、肺癰、腸癰、濕熱黃疸、熱淋澀痛。（菊科 Compositae） 

122.五爪金英 Tithonia diversifolia (HEMSL.) A. GARY 平野至山野，道路旁

及村落周圍常見。一名假向日葵。葉：清熱解毒、消腫止痛，治急、

慢性肝炎、癰瘡腫毒、糖尿病。（菊科 Compositae） 

123.蒼耳 Xanthium strumarium L. var. japonica (WIDDER) HARA (本經) 全

區原野、海岸。土名羊帶來。莖、葉：苦、辛、寒，有毒，袪風、解

毒，治頭風、瘡瘍。果實：甘、溫，有毒，散風、止痛、殺蟲，治風

寒頭痛、風寒頭痛、風寒濕痺、疥癩。（菊科 Compositae） 

124.東澤瀉 Alisma plantago-aquatica L. var. orientalis SMUELS 栽培。根莖：

寒、甘、鹹，清熱、利尿、滲濕，治腎臟炎水腫、小便不利、淋濁、

白帶。（澤瀉科 Alismataceae） 

125.蘆薈 Aloe vera L. var. chinensis (HAW) BERG. 栽培。根：治小兒疳積、

淋症。葉：苦、澀、寒，有小毒、瀉火、通經、殺蟲、解毒，用於白

濁、尿血、經閉、帶下、痔瘡痛腫。花：用於咳嗽、嗑血、吐血、白

濁、尿血。（百合科 Liliaceae） 

126.天門冬 Asparagus cochinchinensis (LOUR.) MERR. (本經) 山野及沙質

地，以所見最多。一名天冬。有滋陰、潤燥、清肺、降火，治陰虛發

熱、咳嗽吐血、肺癰、喉嚨腫痛。（百合科 Liliaceae） 

127.黃花萱草 Hemerocallis fulva L. (拾遺) 庭園、農園零星栽培。根：利

尿、涼血，治水腫、小便不利。嫩苗：利濕熱、寬胸膈、消食，治胸

膈煩熱、黃疸、小便赤熱。花：具利濕熱、寬胸膈，治胸膈煩熱、黃

疸。（百合科 Liliaceae） 

128.百合 Lilium brownii F. E. BR. ex NIELLEZ.見於及庭園栽培。一名山蒜

頭。為清涼解毒、止咳劑。主治肺炎、咳嗽、支氣管炎。（百合科 Liliaceae） 

129.麥門冬 Liriope spicata (THUNB.) LOUR.山野林下。根：甘、微苦、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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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陰潤肺、益胃生津，用於肺燥乾咳、吐血、喀血、消渴、咽乾口燥、

便秘。（百合科 Liliaceae） 

130.沿階草 Ophipogon japonicus (L. f.) KER-GAWL.山野林下。根：甘、微

苦、微寒，養陰潤肺、益胃生津，用於肺燥乾咳、吐血、喀血、肺痛、

消渴、咽乾口燥、便秘。（百合科 Liliaceae） 

131.薯蕷 Dioscorea opposita THUNB.栽培。一名山藥薯。塊莖：補脾養胃、

生津益肺、補腎澀精，用於脾虛食少、久瀉、喘咳、腎虛遺精、帶下、

虛熱消渴。（薯蕷科 Dioscoreaceae） 

132.射干 Belamcanda chinensis (L.) DC. (本經) 開闊草生地及海岸灌叢

中。根、莖：苦、寒，有毒，降火、解毒、散血、消痰，治喉脾咽痛、

咳逆、莖閉、癰瘡。（鳶尾科 Iridaceae） 

133.穀精草 Eriocaulon buergerianum KOERN. (開寶) 平野、田邊、溝渠濕

處。全草：辛、甘、平，疏散風熱、明目、退翳，治風熱目赤、眼生

翳膜、風熱頭痛。（穀精草科 Eriocaulaceae） 

134.鳳梨 Ananas comosus MERR.栽培。果實：驅蟲、利尿。（鳳梨科

Bromeliaceae） 

135.香茅 Cymbopogon nardus (L.) RENDLE var. genuinus HONDA (開寶) 栽

培或野生。葉：苦溫，去風止癢、清熱涼血，治皮膚病、疥瘡。（禾

本科 Gramineae） 

136.金絲草 Pogonatherum crinitum (THUNB.) KUNTH 山野、溪床。土名筆

仔草。全草：甘、涼，清熱、利水、抗癌，治黃疸型肝炎、熱病煩渴、

糖尿病、淋濁、小便不利、尿血。（禾本科 Gramineae） 

137.半夏 Pinellia ternate (THUNB.) BLUME. (本經) 中海拔山野。燥濕化痰，

和胃止嘔，消痞散結。主治：除濕痰，發聲音，嘔吐反胃，咳喘痰多，

急慢性氣管炎，慢性胃炎，神經性嘔吐，妊娠嘔吐，胸膈脹滿，痰厥

頭痛，眉稜骨痛，頭暈不眠，外用消腫。（天南星科 Araceae） 

138.東方香蒲 Typha orientalis PRESL (本經) 池沼。潤燥涼血、去脾胃伏火，

治小便不利、乳癰。（香蒲科 Typh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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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莎草 Cyperus rotundus L.(別錄) 山野至海濱沙地。一名土香。根莖稱

香附：辛、微苦、甘、平，理氣解鬱、止痛調經、月經不調、氣鬱不

舒。莖、葉：行氣、開鬱、袪風，治胸悶、癰腫。（莎草科 Cyperaceae） 

140.月桃 Alpinia speciosa (WENDL.) K. SCHUM.(圖考) 山野。種子稱月桃

子、本砂仁：辛、澀、溫，燥濕袪寒、除痰截瘧、健脾暖胃，治心腹

冷痛、胸腹脹滿、痰濕積滯、嘔吐腹瀉。（薑科 Zingiberaceae） 

141.莪朮 Curcuma aeruginosa ROXB. (綱目拾遺)少量栽培。根狀莖：苦、

辛、溫，散瘀行氣、消積止痛，用於氣血凝滯、食積漲滿、血瘀經閉、

跌打損傷。（薑科 Zingiberaceae） 

142.薑黃 Curcuma longa L.(唐本草)少量栽培。根狀莖：苦、辛、溫，破血

行氣、通經止痛，用於氣血凝滯、經閉腹痛、跌打腫痛、風痺臂痛。

塊根：辛、苦、寒，行氣化瘀、利膽退黃，用於經閉腹痛、熱病神昏、

癲癇發狂、黃疸尿赤。（薑科 Zingiberaceae） 

143.南薑 Languas galanga (L.) STUNTZ 零星栽培。味辛、性溫，根莖：溫

胃、散寒、止痛，治心胃氣痛、胃寒冷、傷食吐瀉。（薑科 Zingiberaceae） 

144.薑 Zingiber officinale ROSCOE (本經) 農田栽培或野外自生。辛、溫。

生薑：溫中、散寒、袪風、發表、袪痰、止嘔、消瘀、利濕、健胃，

治風寒感冒、嘔吐、脹滿、消化不良、風濕疼痛。乾薑：溫中去寒、

散瘀止痛、回陽通脈，治心腹冷痛、嘔吐泄瀉、肢冷脈微、風寒濕痺。

薑皮：行水去濕、消腫、和脾胃。薑葉：去濕、散瘀消積，治食積、

跌打損傷。（薑科 Zingiberaceae） 

145.金線蓮 Anoectochilus formosanus HAY. 栽培。全草：消炎、解熱，治

高血壓、腦膜炎、肺炎。（蘭科 Orchidaceae） 

146.石斛 Dendrobium nobile LINDL.(綱目)栽培。莖：甘、微寒，益胃生津、

滋陰清熱，用於陰傷津虧、口乾煩渴、病後虛弱、目暗不明。（蘭科

Orchidaceae） 

147.盤龍參 Spiranthes sinensis (PERS.) AMES 平野草原地。一名綬草。全

草：治吐血、血熱頭痛、腦膜炎、腎臟炎。（蘭科 Orchid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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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植物之種源及基原鑑定 

郭昭麟 徐素琴 闕甫伈 陳忠川 

中國醫藥大學院 中國藥學研究所 中藥資源學系 

 

一、何謂生藥學 

(1) 1815 年束德意志人 Halle C. A. Seydler 氏首先提起 pharmakognosie 一字，

即 pharmaco (drug), gonsis (knowledge)，即藥之知識。 

(2) drug.=droge(德文)=druge(德文)=droog(荷語)=dry，即乾燥之有機素材，而英

語之 drug 仍指藥品。crude drug：生藥乃指其原料、素材之意。 即"生貨

原藥 

(3) Biogenic Drug (生合之藥)：由生活細胞所得之產物，拿來治療疾病，供醫

藥用者。 

(4) Curing Process：有些生藥，須先經過發酵的過程，改變其中的成分，此特

殊乾燥的過程稱之，如香莢蘭。 

 

二、生藥學之定義 

(1) 三大自然界之自然物，取其全形或一部分，就其原態或施以簡單之加工供

用於醫藥者。 

(2) 1832 年 Maritius，對生藥學之定義:「生藥學乃商品學之一部分，就得自三

大自然界之藥物，研究其基原及品質，試驗其所度，以發現其混入物，膺

偽物之學問。 

(3) 1926 年瑞士 Tshirch 教授：經由生藥學吾人得以通曉自然科學，其課題係

將來源於動、植物性生藥之所有科學知識一一生理作用除外一予以正確敘

述並概括的從歷史觀點加以印證。 

(4) 1950 年美國生藥學元老 Heber W. Youngken.：生藥學乃論述由來自植物、

動物之生藥及其他經濟物質之歷史、生產、貿易、採集、選材、鑑定、評

價、儲藏以及利用等之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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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藥之現代道地藥材論 

在比較世界傳統藥物學基礎上提出道地藥材思想是中藥學重大特色之

一；在藥材研究思路的現狀分析的基礎上提出研究種內生物多樣性和品質評價

極為迫切，應分為古典的、現代科學和道地性三方面來評價。 

道地藥材的學術思想是內經“天人相應”理論的延伸，動、植、礦物藥材的

形成無不依賴於環境(地質背景、土壤、氣候、水文、地貌、植被、生物圈和

馴化技術等)。故唐新修本草有句至理名言：『離其本土，則質詞而效異』。 

以現在的觀點中藥材研究的方向為：按照新類緣關係和分類學知識去擴大

資源；調查整理混亂(淆)品種、代用品、習用品的現狀及其鑑別；加工炮製的

經驗調查研究；有效成分和品質評價；藥理活性和安全性評價。早期中藥材品

種整理和質量研究，基本上沒有考慮產地因素對質量的影響，因此認為藥材道

地性的研究仍處於空白狀態或是薄弱環節。近幾年來農、林、地質部門意識到

名特產品與產地有密切關係。由於環境因素是極為複雜的，所謂道地應不僅只

是無機和稀有元素的含量的多寡，而是要從藥材產品的形態學、生態學、化學、

光譜學方面去比較不同產地的異同，並需個別進行臨床療效和藥理作用比較，

即道地性不僅表示優劣，有時也存在真偽問題。在文獻研究、產地調查、形態

研究和實驗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現代道地論”對保證和提高藥材之品質，以及

在國際貿易中的信譽有極重要性，其社會效益、學術水準和潛在的經濟效益，

得到了同行專家的肯定和好評。 

 

四、保健植物之基原鑑定 

商品中藥材的植物來源複雜，規格繁多，外型鑑定部分有困難。為了準確

鑑定中藥材的品種，對常用中藥材之藥用部位進行顯微鑑定，利用其內部組織

的特徵鑑別藥材之來源植物。 

中藥材鑑別的目的，在於辨別藥材的真偽、摻雜和品質的優劣，以保證藥

材的確實療效。因為偽藥或劣藥，不但不能治好病，反而會誤病甚至害人。同

一種藥材，往往因生長的自然條件不同，或栽培技術不一，採集加工方法有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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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會影響到藥材本身的有效成分含量及療效的強弱。 

目前，由各種原因造成的中藥材商品混亂的情況時有發生，直接關係到廣

大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請看下面的實例： 

1.基原複雜，難於掌握藥用黃耆，在全國各地使用的有兩屬（Astragalus、

Hedysarum）近 10 種，貴州省曾誤用圓葉錦葵的根，並大量銷往安徽。廣

東省少數地區，曾誤用猪屎豆的種子作沙苑子，發生死亡事故等。 

2.外形相似品多，難於辨識  1958 年部分地區誤將白信石粉（有劇毒）當貝

母粉販售出，由於及時發現未出現事故。1978 年，在湖南省發生服用六一

散中毒 13 起，有 103 人中毒，其中 61 人死亡，究其原因是誤將信石當滑

石投藥。近年，四川省蓬溪縣製作川貝枇杷糖漿,，因誤將老鴉瓣當貝母給

藥，致使 6 萬餘瓶糖漿遭受污染。誤將莽草當八角茴香使用，致發生中毒，

湖北省長縣某食堂的一次中毒，就有 55 人，其中 1 人死亡。誤將茛菪根

當黨參。 

3.以偽充真，謀財害命中藥常因暫時短缺，不法分子乘機販賣假藥。有些

進口藥材或經香港購進的中藥偽藥也常有發生。或國外商人將丁香抽取

揮發油之後，再將丁香販賣，實已無藥用之價值。著者近年檢驗經香港

購併的一批川貝沖劑，據說在香港十分暢銷，檢驗結果摻假品達 10 餘

種，而川貝量甚微。 

4.因本草記載與現今用藥不同造成的混亂、同名異物或同物異名造成的混

亂、各地習用品交叉使用造成的混亂，或因加工保管貯藏不當，造成的

品質受損等也是造成混亂品種繁多和質量不合要求的重要因素。 

藥材鑑別的目的，在於辨別藥材的真偽、摻雜和品質的優劣，以保證藥材

的確實療效。因為偽藥或劣藥，不但不能治好病，反而會誤病甚至害人。在國

外進口的貴重藥材如犀角、番紅花等有時發現有假品。同時，我國藥材品種繁

多，產區廣泛，難免有同時異物或同物異名的藥材普遍存在，有的因形狀相似

而不易辨識。 

藥材的鑑別方法很多，通常可分為原植物（或原動物）鑑定、藥材外表性

狀、顯微觀察（組織、粉末）、物理及化學分析法、生物測定、PCR 以及藥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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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記載的有關生藥分析法等。 

要達到熟練地應用各種科學方法來解決藥材的鑑別問題，除了首先要具有

一定的與鍵別有關的各門基礎學科知識以外，必須對各類藥材具有豐富的實際

知識。因為藥材學本身就是一門理論與實踐密切配合的科學，沒有理論依據就

不能更好的鑑定技術，反之，脫離實際也不能真正解決藥材鑑別的問題。同時，

在藥材鑑別工作中，對中藥老師傅的經驗鑑別，應重視其經驗，體認這些經驗，

吸取其中精華，並加以理論化，必然會提高藥材的鑑別知識。 

中藥的經驗鑑別是我國藥業自古以來普遍應用的綜合方法。他們利用感

官，根據豐富的經驗，不但能辨別藥材的真偽，而且還可以決定藥材的品質和

是否為”道地藥材”。他們的經驗是長期累積、師徒相傳亦不失為好方法。這些

寶貴經驗，雖很少有系統記載，但卻能解決實際問題。現在鑑別方法詳述如下： 

(1)原植物（或原動物）的鑑定： 

原植物（或原植物）的鑑定，是藥材根源的鑑定。也就是用分類學的

方法，確定每一種藥材的植物（或動物）來源（基原），即鑑定其學名，以

明瞭在植物界（或動物界）的位置。一種藥材如果學名沒弄清楚，就很難

保證在應用中沒有差誤。各種藥材必須要有明確的原植物或原動物來源，

學名鑑定清楚了，就容易製訂藥材的鑑別標準，以保證確切的療效。 

鑑定藥材原植物品種時，首要工作是採集完整的植物標本（種子植物

之花葉等俱全，在以果實為分類的重要器官的植物，則必須有果實和地下

部分；蕨類植物鑑定主要依據孢子囊群與孢子囊的構造與葉脈等；苔蘚植

物的鑑定主要依據孢子囊的構造）壓製成數份臘葉標本做好採集記錄，並

同時採取藥用部份，一併供鑑定研究之用。通常所用器具除採集工具中，

一具備解剖針、解剖刀、刀片、擴大鏡等，最好備有解剖顯微鏡。在鑑定

工作過程中，要學會熟練地應用植物分類檢索表。在應用檢索表時，須不

斷地培養判斷能力與耐心，經常標本與檢索表上查出的科屬描述相比較，

以免在有些例外情況下誤查，而得不到結果。此外，在鑑定植物學名時，

依據所探植物地區，決定參考何種書籍，也是很重要的。除了根據書本記

載的文字敘述外，還應盡量利用著名的植物標本室，將所欲鑑定標本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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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分類學家定名標本作詳細對照比較，這對就能更準確地和更順利地鑑定

更多的標本。 

(2)外部形態及性狀的鑑定： 

根據藥材的形狀、大小（長短、厚薄）、表面特徵、色澤、折斷面的特

徵和氣味等來鑑別藥材。利用肉眼鑑別完整的、破碎藥材或藥材的飲片，

是每個藥師所必須具備技術，在藥材學中，對藥材外表性狀的描述和觀察，

佔著重要的位置。由於藥材種類繁多，藥用部位不一，因此觀察的方法和

重點也不完全相同。例如葉、花、草類藥材有時需要濕潤以後將葉剪平來

觀察，必要時需用擴大鏡，輔解剖的方法，才能審視其特徵。樹皮、莖、

根莖及根類藥材也往往需要用擴大鏡觀察。由於藥材種類繁多，要經常實

際觀察實物，才有鑑別能力。 

(3)顯微鏡檢觀察的鑑定： 

是利用顯微鏡觀察藥材內部組織、細胞的特徵。顯微觀察是一種專門

的技術。通常在下列情況需要用顯微鏡觀察： 

藥材外表性狀相似時，可利用顯微觀察法作進一步鑑別。 

外形特徵不易區分的破碎藥材。 

粉末狀的藥材。 

粉末藥材的檢查，在鑑定藥材的品質和真偽上，有其重要性。因為藥

材在實際應用時，須先磨成碎粉，藥材磨碎後，外表形態大部消失，亦無

法製作切片，剩餘的僅為破碎的組織和細胞，肉眼不易辨識，因此粉末藥

材常有不純品摻雜。此外，中藥丸、散、片、丹等成藥的鑑別，也依靠顯

微鏡進行粉末的細胞組織觀察。此法簡便準確。在粉末藥材檢查中，除觀

察細胞的形態和特徵，如纖維、石細胞、導管、毛茸……等外，對草酸鈣

結晶、澱粉粒的有無、形狀，以及細胞壁等都很重要。利用顯微鏡觀察藥

材粉末（或藥材的手切片），須將目的物放在載玻片上，滴加適當試劑或經

加熱處理以溶去某些細胞的內含物，驅除氣泡，增加透明度，蓋上蓋玻片，

進行觀察。 

(4)化學和物理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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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材的化學成分是藥材發揮治療作用的主要依據。因此用化學的方法

或物理儀器，檢查藥材中有效成分的有無及含量，或者利用藥材中某種化

學成分的特殊反應來決定藥材的真偽及品質，是很重要的工作。一般常用

的方法有下列幾種： 

定性分析方法利用藥材中有效成分或可資鑑別的成分，和某些試劑發生

特殊的臭味、顏色、結晶等反應，作為鑑別藥材真偽的依據，其方法不

外有下列數種： 

A.將檢體(切片或粉末)裝置在玻片上，滴加各種試液，使藥材的成分結

晶析出，或成為鹽類析出，有時觀察其顏色反應。例如含生物鹼藥

材的結晶及沉澱反應、顯色反應，鞣質、澱粉的顏色反應及細胞壁

的化學反應等等。 

B.取微量的粉末藥材於小玻管中，加適當溶劑，提取其成分，然後將

溶液滴加於玻片上，作種種試驗和觀察。 

C.利用微量昇華法，將可行昇華的成分分出，在顯微鏡下觀察結晶的

性狀及化學反應。如大黃中 emodin 及茶葉中 caffeine 等的微量升華

結晶及化學反應。 

定量分析法是測定藥材中有效成分的含量是否合乎一般規定，以保證

一定計量的藥材能發生一定的藥效，含生物鹼藥材的生物鹼含量測

定，含鞣質藥材的鞣質含量測定，含揮發油藥材的揮發油含量測定等，

都是為了達到這個目的。 

層析法利用柱形或紙上層析法，將藥材浸液或製劑與標準品在同一條

件下進行比較試驗，可準確的得到真偽和品質的結論，所以在藥材鑑

別上很有價值。 

螢光分析法某些物質經紫外光照射後，除吸收一部份光線外，能重新

放出一種波長較長的光線，如果將光源移去，則重放光線將很快消失，

這種重放光線，稱為“螢光”。實驗證明，能發出螢光的物質在日光下

所出現的螢光，除少數例外，都是微弱的，而波長短的光線下易產生

較強的螢光。因此紫外光就成為螢光分析中常用的光源。藥材的某些

成分，也具有產生螢光的性質，故螢光分析可以作為這些藥材的簡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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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方法。 

生物測定法生物測定法又稱為“生物檢定”，是利用生物體的反應來測

定各種藥物的療效和毒性的方法。在藥材中如鴉片、麻黃、金雞納皮

等，其主要有效成分的含量，可用分析化學的方法加以測定，因此，

可以根據其含量來決定劑量。但有些藥材，如毛地黃、腦垂體後葉等，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找到一種比較合適的化學分析方法，來決定他們

的有效成分含量或效價。特別是一些維生素、內分泌製劑更是如此。

所以，就宜用生物測定法進行效價測定。生物測定法的主要原則是將

需檢定的藥物，與標準品（藥材、純成分或製劑）在嚴格規定的條件

下，比較他們對生物體所產生的反應強度，再計算出藥材或其製劑的

計量標準。藥材的效價通常以 1 gm 藥材中所具有的“作用單位”數來表

示。這種單位試紙再一定條件下所表現一定生理作用的最少劑量。例

如毛地黃在中國藥學書中規定 1 gm 藥材的效價應與 10 的毛地黃國際

單位相當。 

藥材商品分析藥材商品分析的目的，是利用藥典中所記載的“生藥分

析”方法，規定出藥材的品質標準，作為測定藥材的強度和品質是否合

乎藥用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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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膳保健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 副教授 李世滄 

 

前    言 

藥膳是傳統膳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藥膳既能以食養身，又能以藥防病、

治病，具有營養和防病、治病的雙重保健功能。其中營養成分（如稀粥、山藥、

芋頭、茯苓）依照中國傳統醫藥學的「藥食同源」觀念在攝生與防病、治病之

間形成一種內在聯繫關係，更且運用了中國傳統醫藥學的理論、膳食製備技術

及現代科學知識，在理論和製作上進行探討和改進，使得膳食運用得以更加系

統化、理論化和科學化。 

藥膳在增進健康、改善體質、增強體力、預防疾病、延緩老化、抗病防癌

或減肥、美容等方面具有特色。它的內容主要涵蓋在「食療」、「食治」及其它

有關的典籍資料內，並蒐集了各地民間流傳的食療方和典籍經驗方。在注重食

品營養對健康價值提昇的觀念下，進一步要求天然性食品其所含的營養成分與

藥物的有用成分(即主要有效成分和營養成分)相融合，相須為用、相互補充、

相互加強，使有用成分增加、促進營養成分的吸收、提高機體的代謝功能、且

有利於防治疾病。 

保健藥膳又稱「食養」、「食療」。戰國時期的醫家已經非常重視食療防治

疾病的方式，如扁  鵲云：「為醫者，當須先洞曉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

食療不癒，然後命藥。」 

唐．孫思邈對飲食保健（即食養）頗爲重視，他在《備急千金要方．卷第

二十六．食治．序論第一》中強調：「安身之本，必資於食；……不知食宜者，

不足以存生也」，意思是說食養不僅可以強身，而且可以預防、治療疾病。他

認爲「食能排邪而安臟腑，悅神爽志，以資氣血。若能用食平　，釋情遺疾者，

可謂良工」。他十分推崇食療，僅在《食治》中就列舉果實、菜蔬、穀米、鳥

獸等四大類食物。如他在關於浦桃（即葡萄）記載中指出：「（浦桃）益氣，倍

力，強志，令人肥健，耐飢，忍風寒；久食輕身不老，延年。治腸間水，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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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酒，常飲益人，逐水、利小便。」孫思邈的這些觀點不僅可使我們瞭解古

人的飲食保健原則，而且對我們今天的生活也大有益處，是足資借鑒的。葡萄

依據現代科學對其營養素及特殊物質的多種作用原理得知，葡萄可以健腦、強

心、利尿、除煩止渴、開胃化石、增氣力、降膽固醇及三酸甘油脂，預防動脈

粥樣硬化、心臟病發作、中風、更年期綜合症及消除致癌物等功效。 

宋．婁居中《食治通說》亦云：「食治則身治，此上工醫未病之術也。」

亦即飲食方法得當，便可以防、治疾病。事實上，許許多多的天然食物本身又

可當作藥物，此即「藥、食同源」的說法。如所謂的「上品」藥材，就這麼記

載：「上藥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不傷人，輕身益氣，不老延年。」 

我國早在 2000 年前就對飲食防、治疾病有專門的論述，如《黃帝內經．

素問．藏氣法時論》提到：「毒藥攻邪，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益、五

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精益氣」，明確地指導人們對四大類食物的食用，

即是藥治需與食療結合，且需以補充營養、增強體質的飲食配合為主要原則。 

藥膳運用源遠流長，如戰國時期的枸杞子燉猪肉、漢代時的當歸羊肉羹及

張仲景《傷寒論》當歸生薑羊肉湯、晉代的杏仁奶酪、清代的冬蟲夏草燉老鴨

及茯苓餅等，都是保健防病、延年益壽的美味佳肴。 

 

藥食同源的原料來源 

中國醫藥學的產生即是在人類謀求生存而尋找食物的過程中，發現了能用

於防、治疾病的原料，如粟米、山藥、茯苓、麻仁等，因而產生了「藥、食同

源」或「醫、食同源」的學術思想。由「食物本草」的形成為始，逐漸發展成

為「食治」和「食療」的專門學科，成為傳統醫藥學的一個獨特分支。其中藥

膳食療方劑是核心組成部分，它是在中醫藥理論指導下，依據食物與藥物的性

味及中國傳統醫藥學的組方原則，並結合辨證論治的長期臨床經驗總結歸納出

來的。 

依據傳統中國醫藥學中養生學理論，應用現代醫、藥、營養學知識，實施

營養保健是健康飲食養生的主要內容。其依個人體質（包括年齡、性別）的因

人、因時、因地制宜調配膳食。強調平衡膳食，食物多樣化，質量兼顧，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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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當，營養全面，比例適當，使營養素的供應能滿足生理需求，能量攝入與其

相適應，保持適宜體重，進而達到輕身益氣、益壽延年。 

最早的藥學典籍《神農本草經》，記載了許多既是藥物又是食物的材料，

如薏苡仁、紅棗、蓮藕、山藥、蜂蜜……等。漢．張仲景的學術思想，既重視

「祛邪」又注重「扶正」，不只豐富和發展了中醫藥理論和治療方式，也在其

《傷寒論》中記載了臨床上對粳米、藥物合用（如白虎湯）的經驗，間接促進

了食療的發展。 

唐、宋時期，食養與食療得到更進一步的發展與應用，是食養與食療發展

的重要階段。唐．孫思邈認爲「食能排邪而安臟腑，悅神爽志以資氣血。若能

用食平  ，釋情遺疾者，可謂良工」。他的弟子孟  詵在《千金．食治》基礎

上，更進一步地增補了許多食物藥，寫成了《補養方》一書，是集唐以前食療

之大成。後來又經孟  詵的弟子張  鼎改寫為《食療本草》，這是中國最早的

藥膳食療著作。 

至元．忽思慧編寫了藥膳和營養著作《飲膳正要》，書中記載藥膳菜餚 94

種、湯類 35 種、抗老藥膳處方 29 種。不僅介紹了烹調和飲食的合理搭配，而

且也提到了飲食中加入藥材對人體的幫助，該書對常見食物醫病的原理、性

味、功效等，有精辟的論述。 

明、清時期對於食療學又有進一步的發展，明．李時珍《本草綱目》記載

1892 種藥材。其中，穀、菜、果類有 300 多種；蟲、介、禽獸有 400 種以上。

書中同時介紹了眾多藥膳，如可以治病又可以飲食的藥粥就有 42 種，藥酒多

達 75 種。 

在日常生活中得以當作藥、食同源者，例如葛根、天門冬、荊芥、薄荷、

忍冬、金銀花、龍眼肉、鳳尾草、車前草、車前子、月桃、山藥、梔子、百合、

海帶、海藻、昆布、魚腥草、絞股藍、茭白筍、蕃茄、紫蘇葉、草決明、大棗、

萊菔子、桑葉、桑椹、生薑、乾薑、竹茹、薏苡仁、球蕨、海金沙、芋、麥門

冬、苧麻、金線連、綬草、蕺菜、細辛、馬齒莧、桃、千斤拔、龍膽、茵陳蒿、

柑橘、芭蕉、甘藷、粟米、蕃木瓜、金絲桃、台灣小蘗、土肉桂、台灣黃蘗、

明日葉、菊花、桑椹、山葡萄、洛神葵、檸檬、金橘、蘆筍、楊桃、草梅、蓮



 ～76～

子、白蘿蔔、木瓜、玉米、綠豆、刀豆、蠶豆、胡蘿蔔、藕節、冬瓜、絲瓜、

黃瓜、苦瓜、辣椒、香菇、猴頭菇、苜蓿、蘑菇、西瓜、香焦、柿子、栗子、

梨、蘋果、香椿、大蒜、洋蔥、荔枝、文旦柚、鳳梨、芒果、花生、紅豆、青

梅、茶葉等，皆是台灣島上皆有者。 

 

使用說明 

中醫食療用方，突出中醫辨證論治的特色。依據陰陽五行學說、臟象學說、

經絡學說、病因和病理學說及診法治則等原理。用藥有據：根據藥物的五味四

氣、升降浮沉、歸經。組藥有方：按君臣佐使的組方原則。方必依法：有汗、

吐、下、和、溫、清、補、瀉等。尤其在具體運用中，還必須在正確辨證的基

礎上進行選藥組方或選食配膳。如果寒溫不分，虛實不顧，濫用補品，不但達

不到食療的效果，往往還會產生相反的作用。所以，藥膳食療方劑，包括一部

分來自民間的傳統驗方，都是經過歷代中醫的篩選，具有理論根據，並在臨床

上得到印證的有效方劑。 

食療與單純用食物補充營養是有本質差別的。因為人體對營養成分的吸收

必需考慮兩個方面：一是營養成分雖然豐富，但因著機能受損，或消化吸收功

能下降，若急於大量補充營養，卻往往出現胃不納食、脾不運化，反而造成嘔

吐、泄瀉、胸滿、腹痛諸症，適得其反；二是食物雖含豐富的營養，但其營養

成分的形式未經轉化，不利於消化吸收，大量食之卻補益甚微。若施以中醫食

療，於食物中針對性地配伍藥物，進行調治，既可以減少上述弊病，亦可以較

充分的發揮食物的營養作用。 

中醫食療是取藥物之性(氣)，用食物之味，所謂「食藉藥力，藥助食威」

(如薑糖、當歸生薑羊肉湯)。適宜年老體弱、病體虛損、某些慢性疾病及常見

多發性疾病的治療保健，極為適宜。根據現代藥理研究證明：大部分滋補藥膳，

確有增強人體的生理功能，改善細胞的代謝和營養，並能增強免疫系統功能，

改善心、肺和造血系統功能，促進血液循環，促進抗體形成作用，達到滋補強

身，防病治病，延年益壽的功效。 

在合理的中醫食療配伍中，食物與藥物的相互作用，還可能產生新的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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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物或新的有用成分（如大蒜可以和維生素 B1 合成一種叫大蒜硫胺素

（Allithiamine）的物質。大蒜硫胺素的作用比維生素 B1 的作用還要強），因

而獲得更佳的食療效果。 

 

呈現中醫學整體觀的學術思想 

食療用方在實際應用中，基本呈現了中國醫學整體觀的學術思想，注意到

人與自然的關係；注意到四時氣候、地理環境對人的影響，因而針對不同的具

體情況，做出整體的分析。不僅對藥物的選擇，尤其對食物的配膳，都要做到

互相輔佐，適時為用。如風寒感冒，在冬季常用蔥白、生薑輔以熱粥，或加配

麻黃、桂枝等辛溫之品以發汗解表；而在夏季，則宜用藿香、薄荷、金銀花等

與冰糖煎水代茶飲服，以祛散表邪，達到辛涼解表之效。所以，食療的用方，

是全面掌握病人情況，在結合天時、氣候、地理環境、生活習慣等條件做出整

體分析後，才選用適宜的方劑，進行配膳的。 

 

注重消化功能的保養 

食療方劑非常注重保養脾胃之氣（泛指胃腸消化功能）。中國醫學理論認

為脾胃為人體「後天之本」，故歷代醫家都非常注重保養脾胃的思想，認為脾

不同於其它內臟，《素問．六微旨大論》云：「升降息，則氣立孤微。……故非

升降，則無以生長化收藏。」，它不獨立於一個時令，而是分主於四季，隨時

轉輸胃中水穀之精氣，因而得出「脾旺，四季不受邪」的精辟論斷，這一觀點

在中醫營養學中的體現更為突出。故無論是無病之人的養身健體；或對於老年

人的補益延年；或對於幼者的增長體智，以及婦人的養育胎元等；尤其對於不

同疾病中的膳食調治、飲食營養，無一不首先注重保養脾胃。用食物調養脾胃

之氣，在《內經》中就有「以食代藥」的主張，並明確指出「藥補不如食補」，

這些學術思想合乎現代營養學的觀點。《本草綱目》收載穀、菜、果類就有 300

餘種；收載蟲、介、禽、獸達 400 種以上。同時，在食療方劑的製作上亦多採

用流體的形式，以羹、粥、湯、煎、酒、飲、汁等為主，有利於脾胃消化和人

體對營養成分的吸收、轉輸，符合現代科學規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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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現代營養學觀點 

食療可以說是一種特殊的食品。它是取藥物之性（氣），用食物之味，所

謂「食藉藥力，藥助食威」（如薑糖、當歸生薑羊肉湯），二者相輔相成，相得

益彰。它既不同於一般的中藥，又有別於普通的飲食。它是一種具有食品美味

而又富含營養及保健功效的一種特殊飲食。適宜年老體弱、病體虛損、某些慢

性疾病及常見多發性疾病的治療保健，極為適宜。食療運用扶正固本（《內經》

云：「正氣存內，邪不可干；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的基本思想，以補氣、

血、陰、陽，增強正氣為主，據此選用藥物和食物，同時結合中醫的病因病理

學說，進行辨證配膳。並採用恰當的製作方法和形式。如燉、燜、煨、蒸、煮、

熬、炒、鹵、燒等，製成湯、羹、膏、飲、酒、粥、麵、糕、餅以及菜餚等，

適應於不同的具體情況，故具有廣泛的適用性，既適合於家庭食品的製作，又

可作為餐館的美食佳餚。所以，近年來食療在在都引起廣泛注意。 

根據現代藥理研究證明，中醫食療所選用的大部分滋補藥膳，確有增強人

體的生理功能，改善細胞的代謝和營養，並能增強免疫系統功能，改善心、肺

和造血系統功能，促進血液循環，促進抗體形成的作用，其所含營養成分能有

效地補充人體能量和改善人體的營養狀態，調節人體內物質代謝平衡，達到滋

補強身，防病、治病，延年益壽的功效。此種補益作用，係質基於「寓瀉於補」

的消其有餘與「寓補於瀉」的補其不足，使「消補兼施」畢其功於一役之法，

即營養健康要求之「消化、吸收、代謝、分佈、排泄」，亦即《素問．六微旨

大論》云： 

「出入廢，則神機化滅。……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老已。」 

 

保健藥膳舉例 

山藥龍蝦冷盤 

原料：山藥 300g、四神粉（山藥、茯苓、蓮子、芡實）、沙拉、龍蝦 

功效：健脾益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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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蘇雞絲拌 

原料：里肌肉 300g、山蘇 100g、陰豉 50g、破布子 50g、生薑 20g、食鹽少許 

功效：健脾胃、益氣。 

 

破布子蒸鱸魚 

原料：破布子 60g、陰豉 40g、鱸魚 1 尾、爛瓜 40g、山苦瓜 60g 

功效：健脾胃、益氣。 

 

羊肉刀豆湯 

原料：羊肉 500g、白鳳豆 120g、土肉桂 30g、食鹽適量 

功效：滋補肝腎。 

 

刀豆猴頭菇燜雞肉 

原料：雞肉 150g、白鳳豆 120g、猴頭菇 180g、山藥粉 30g、紅棗 8 個 

功效：健脾益氣，化濁降脂。 

 

枸杞甲魚盅 

原料：鱉肉 500g、枸杞葉 250 克、山藥 200g、山苦瓜 100g、七層塔 20g 

功效：補益肝腎。適於體質虛弱，腰腳痠痛。 

 

結    語 

民以食為天，飲食營養與人體健康的關係非常密切，唐．孫思邈《千金食

治》強調：「安身之本，必資於食；……不知食宜者，不足以存生也」，故正確

合理的攝取食物營養素，可以促進生長發育、增進健康、提高機能、防治疾病

和延緩衰老等。宋．婁居中《食治通說》亦云：「食治則身治」。所以，只要飲

食方法得當，亦可防、治疾病。事實上，許許多多的天然食物本身又可當作藥

物，此即「藥、食同源」的說法。1980 年代後期，人們已明知飲食可引起人

類死亡的疾病，如心血管病、癌症、慢性消耗性疾病等，所以當前的考慮已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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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是營養是否均衡，而且考慮飲食應如何來防止慢性疾病的發生。 

保健藥膳是取藥物之性，用食物之味，所謂「食藉藥力，藥助食威」，二

者相輔相成，相得益彰。它既不同於一般的中藥，又有別於普通的飲食，而是

具有特殊功效的健康食品。它是一種具有食品美味而又富含營養及保健功效的

一種特殊飲食。所以，近年來保健藥膳在在都引起廣泛注意。 

合理的營養來自於合理的膳食，依據營養學的原則，是食物要多樣化，以

穀類爲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類；常吃乳類、豆類及其製品；經常吃適量魚、

禽、蛋、瘦肉，少吃肥肉和葷油；吃清淡少鹽的膳食；吃清潔衛生、不變質的

食物。以上皆與《黃帝內經．素問．藏氣法時論》所云：「毒藥攻邪，五穀為

養、五果為助、五畜為益、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精益氣」，不謀而

合，即是藥治需與食療結合，且需以補充營養、增強體質的飲食配合為主要原

則。如此便可以對高血壓、心臟病、腦血管意外、糖尿病以及腫瘤等，都可以

從保健藥膳上找到病因並找出預防措施。 

而在應用各地的保健藥用植物資源經由保健藥膳推廣的同時，我們也在進

行植物資源整體性之了解，此也將為各地區提供自然資源經營及保育之基礎，

而各項設施之環境影響評估等，亦無不賴其提供資料以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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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植物加工產品之開發與利用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作者：羅李烟 

作物環境課  副研究員兼課長 

 

摘    要 

國人自古即有食補觀念，各國也有所謂偏方、強壯劑等，近二十年研究發

現飲食與健康有密切關係。而一般對食品所期待的功能(Function)，可分為一

次機能食品：營養機能(Nutritional function)、二次機能食品：嗜好機能(Tasteful 

function)、三次機能食品：生理機能能(Physiological function)、四次機能食品：

文化機能 (Culfurce Funcfiom) 。我國於民國八十八年二月三日公佈健康食品

管理法，有關保健機能性食品(Functional Health Food)，係指具有調節人體生

理功能，適宜特定人群食用，不以治療疾病等目的之食品，食品加工所添加之

保健植物需經衛生署核準之項目，才可添加使用，非經核準之藥材依藥物相關

法規管理列入處方用藥不得任意添加，故在開發保健植物加工產品時應特別注

意，以免觸法，同時在加工時應經毒物研究及食材之安全性和醫理進行審慎評

估，不可冒然添加使用，戕害國民健康。 

 

前  言 

保健食品為世界潮流，我國保健食品之發展深受美、日之影響。近年保健

植物之風行，帶來無限商機與財富，目前市場之產品琳瑯滿目，如紫雜草

( Echinacea )、銀杏葉、金銀花、高麗人參、孔薊 ( Milk Thisfle ) 、當歸、台

灣天仙果、刺五加、白鶴靈芝、魚腥草、土肉桂、山藥等產品。 

國人在健康意識抬頭之下，對保健食品之需求殷切，激發保健食品蓬勃發

展，同時也帶動保健植物之種植、栽培及加工產品之開發與利用，提昇保健植

物附加價值，增加農民收益活絡消費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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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膳即食餐包加工技術之開發 

自古國人就有以中藥材配合食物烹調的食補習性，而在中醫營養學「藥食

同源、藥食同理；藥食同用」之理論每一種食物和藥物一樣都具有一定性能和

氣味：即寒、熱、溫、涼等，對人體的陰陽氣血具調節功能。 

藥膳食品富含食材之自然營養成份，更具有特殊生理活性元素，故可增進

健康、改善體質、增強體力、預防疾病延緩老化和美容養顏等特性，因此當今

坊間有關藥膳食品種類：如當歸羊肉、藥燉排骨、四物雞、十全大補烏骨雞等

藥膳調理食品。提供消費者多樣化新選購，同時也帶動藥膳食品之研究開發利

用等行業。 

一、藥膳即食餐包的性質 

以保持食品色、香、味和質地和便於長期貯藏不受劣變為主要目的，同時

必需具備營養、風味佳、安全衛生便於貯藏、攜帶、食用便利性，以及融合保

健植物的特殊風味於食物中將〝良藥苦口〞昇華為〝良藥可口〞深受消費者青

睞的美味佳餚等性質。 

二、提昇藥膳即食餐包加工品質 

為了防止貯藏、運輸、銷售等過程中發生劣變，必需應用食品基本加工原

理及技術和加工方法等。如原料之洗滌、截切、磨碎、萃取、濃縮等，在製程

中應防止酵素之變化及貯藏時脂肪氧化變質，加熱與殺菌溫度條件之設計及選

擇最適包裝材質。 

三、配方之設計 

依據作用可分為滋補強身類、治療疾病類和保健益壽類，必需深入了解原

料之特性進行配方設計及醫理之研究和食用的安全評估，如當歸羊肉養生即食

餐包，應使用何種羊肉、羊肉之部位、羊肉規格等。而保健植物之種類、性能、

安全劑量、毒性、風味、色澤、口感等。湯汁之設計固形物與湯汁之比例，口

味之濃淡、顏色之穩定度，以及消費者官能品評，整體接受度等。 



 ～83～

四、加工製程條件之設計 

當選定產品之屬性後，依產品之容量與包裝之材質設計產品之加工製程及

條件，如產品內容物及外包裝式樣和各項條件等。以台灣天仙果養生雞即食餐

包之產品，運用台灣天仙果保健植物，經截切、洗淨、乾燥為備用藥材。取雞

肉(整隻或雞塊)洗淨、川燙，依配方材料進行烹煮、調理、充填、封口、包裝、

殺菌等加工製程。所研發之產品必需進行各項安全測試，並通過衛生安全檢驗

及有效營養成份評估和消費者喜好性品評與舉辦試吃等安全無虞，才可進入行

銷。 

 

未來展望 

台灣地區正進入高齡化社會，銀髮族人口佔總人口數 9%又因工商繁忙緊

張的生活，因即食餐包富含保健養生之成分，為美味可口之佳餚及食用便利

性、易貯藏(一般室溫可貯藏二年)、易運輸和衛生安全等優點。爾後將取代傳

統繁雜、費時、費力的家庭式燉補烹調等工作，因此積極開發相關產品，如坐

月子藥膳即食餐包、銀髮族、素食族群和一般消費者之藥膳食補等即食餐包，

未來將財源廣進〝錢〞途無可限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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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草植物繁殖栽培技術與應用 

蔡月夏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前    言 

香草植物為任何具有特殊香味的植物總稱，可提供人類醫療、美容、食品、

觀賞、觀光休閒之所需，對提昇人類生活有幫助；近年來國人對於人體保健之

相關產品極為重視，香草精油之引進與芳香療法之應用等，逐漸為國人所接受

並蔚為一股風潮，引起產官學各界重視。東部地區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與景

觀，先天具備有相當優渥的觀光休閒條件，加上自然環境較少受到工業化之污

染，除了適合於發展有機農業之外，也具備有發展香草植物產業的優勢。香草

植物的利用方式極具多樣性，主要可歸納為香草精油(美容產品、芳香療法)、

調理食物、香草飲品、觀賞盆栽與乾燥花材、及觀光休閒等五大類。 

香草植物在東部地區之發展策略首先必須結合產官學各界共同努力;以市

場為導向，適地適種為原則，篩選適合於本地栽培的香草植物種類;應用高科

技研究香草植物成份及其效用，增加產品附加價值;研發香草萃取產品，並將

技術轉移給業者，以企業帶動產業發展;最後要鼓勵開設各種香草休閒農園，

以結合觀光休閒活動，讓轉型中的傳統農業進入香草植物的繽紛世界。本文針

對香草植物應用在休閒園區之建立，並以羅勒、迷迭香、薰衣草及薄荷為例，

闡述其繁殖、栽培技術與利用方式。 

 

如何建構休閒香草園區 

緣起 

花蓮縣自然資源極為豐富，適合於發展以休閒為主的觀光事業，結合農業

與休閒，將是未來地區產業發展的主軸。香草植物為本場發展休閒產業計畫中

重要工作項目之一，其目的在開發以休閒為導向的香草植物產業，以創造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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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新契機。香草植物，感覺上好像是西方傳來的東西，實際上東方人很早就

已運用在生活之中，與其關係密不可分，如我們所熟悉的紫蘇、薑、蔥、花椒、

當歸、芹菜等，或為烹飪上的調味品，或為餐桌上的季節蔬菜，如何將香草植

物開發出更多樣化的功能與用途，為當前重要課題。本場首先自台灣各地及國

外蒐集具特殊味道之香草植物種原，並在場區內建立展示園區，進行種植、觀

察試驗，研究植株生育特性，及其應用於休閒與加工之特性，以作為將來推廣

之依據。 

園區之規劃 

庭園規劃的理論風格，探討起來非常複雜，簡單的說可區分為中國庭園及

西方庭園，西方庭園多為人工幾何圖案，注重視覺透視的構圖與效果，而中國

庭園則以散點透視為基礎，注重觀賞過程之整體感。本場香草植物展示園區設

計理念乃依照歐洲傳統庭園之幾何式造園哲學，著重在「外在的形式美」及「人

工創造美」的表現，其意境在於美就是和諧與比例，創造出「直觀而寫實」的

美感，有別於中國庭園的「含蓄而抒情」。園區主要以花崗石板為步道，區隔

出左右兩邊對稱幾何造型共 18 小區，中庭配置造型花缽，盡頭再以木質棚架

營造出視覺的美。本園區更巧妙的在於因地借景，遠借中央山脈高聳山峰，讓

大自然生命象徵之植物融入其中。茲就本場建構香草園區之步驟敘述如下： 

一、首先必須先測量好整個園區的大小尺寸，把它描繪在紙上，出現一個基本

的基地形圖，然後將主要步道路線標記出來，如此就形成動線規劃圖了，

這個步驟非常的重要，再根據動線規劃，加進大小不等的圓形、半圓形、

三角形及梯形的區塊，完成香草園架構之鋪面草圖。接著就是依照這張手

繪圖樣，選擇各式各樣的地面材料及顏色來搭配，就可開始進行施工。 

二、先將整個園區整平，測量出主要步道的長度與寬度後壓實，步道兩側要做

好水平，將來才會有利於灌排水。園區內營造出一條步道，使用花崗石板

是不錯的選擇，在鋪設時石板與石板之間必須留些間隔(大約 5 公分左

右)，感覺上會比較自然美觀與生動。施工方法很簡單，只要在整平的表

土上撒上一層薄薄河砂，將花崗石板放置妥當，站上去踩踏看看是否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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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 

三、步道完成後就是進行主要區隔佈置，運用不同色彩與材質作為園區內幾何

造型的區隔，較能突顯圖形之界限並強化地面上之圖案。 

四、香草植栽配置： 

本場蒐集有唇形花科、菊科、繖形花科、紫草科、薔薇科、桔梗科、十字

花科、錦葵科、牻牛兒苗科、桃金孃科、百合科、石竹科、豆科、蓼科、

車前科、馬齒莧科、芸香科、藜科、禾本科、罌粟科、茜草科、藤黃科、

千屈菜科、柳葉菜科、馬鞭草科、茄科、毛茛科、木犀草科、續斷科等

29 科 200 餘種香草植物，進行適應性觀察、優良品種選拔及種苗繁殖；

而後再將適應性良好之種類，依適合生長之季節種植於園區內，以展現香

草植物之魅力與風貌。 

五、除了主要的香草植物外，在幾個可停留駐足的地點配置色彩豔麗的草花，

會讓整個庭園在視覺上較為生動活潑，看起來也較具親和力；為了讓整個

園區有高低錯落之感覺，周圍種植高大而造形優雅的喬木，中庭配置造型

花缽，盡頭再以木質棚架營造出整體的美，不但可讓視覺平衡，又能相互

襯托。 

六、最後一個步驟就是草皮舖蓋工作了，首先是步道石板與石板之間空隙將草

皮切成條狀植入，並充分澆水；另外園區在施工期間因不斷來回走動，地

面土層已經緊密，必須先行將土壤耙鬆耙平後再將草皮舖蓋上去，最重要

是水份要充足並不斷踩踏，讓草皮緊緊的與土壤密合，如此便已大功告

成，一個夢幻般的香草園就呈現在眼前了。 

園區之維護與管理 

整個香草園區規劃的重點，當然就是各形各色不同種類用途的香草植物，

因為植物本身是活的，而且不同種類或不同品種其植株生育特性不盡相同，要

讓它恰如其分的生長在規劃的區隔內並不容易；也就是說，當我們將植物栽種

後，因天然的氣候環境變化或土壤、溫度、病蟲害等因素之影響，其生長狀況

往往不如預期理想，因季節不同大小也很難控制。因此在規劃時，我們必須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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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之分類，如生長期長或短，開花與否，草本或灌木，可否宿根栽培等等應充

分掌握與瞭解，在管理上就會簡單多了。大部份的香草植物未開花之前，均為

綠色，僅有深綠與淺綠之差別而已，雖然綠色可讓人們放鬆緊張的心情使精神

得到舒緩，但整體考量時，為使庭園更生動、更引人注目，必須配置色彩繽紛

的開花植物。在園區維護上只要兼顧各種植物枝葉色彩，與其它物件相互的關

係，判斷植株的生長穩定時期、形狀及大小，隨時加以替換與修剪，就容易掌

握與管理。 

 

香草植物栽培管理技術 

羅勒生長習性與繁殖栽培 

香草植物(Herbs)種類繁多且用途多樣化，在廣義的解釋上：舉凡對人類

生活上如外在視覺感觀娛樂、嗅覺芳香以及內在身體與心理醫療保健有幫助的

草木，不管是根、莖、葉片、花朵、種子及樹皮等皆可稱之為香草植物。香草

植物其吸引人的魅力在於變化無窮的利用方法，如可以聞香、嚐味、染色、栽

培、觀光休閒等等。本場為了進行香草植物栽培利用之研究，自國內、外蒐集

引進 200 多個品種香草植物培育種植，篩選適合東部地區不同季節可栽培的種

類。在眾多的香草植物中，「羅勒類」植物一年四季都可種植，適應性極為良

好，且具有特殊芳香氣味，值得加以開發利用。 

羅勒(Basil)屬唇形花科(Labiatae)羅勒屬(Ocimum)的植物，原產於東印度或

歐洲，羅勒被稱為『香草之王』，也是高產值的香草香料，應用範圍廣泛包括

運用在芳香香料(aromatic)、廚房烹調(culinary)、化妝品美容美髮(cosmetic)及

醫療(medicinal)方面，因為在歐美的羅勒品種中有些品種的葉片及花穗可利用

水蒸氣蒸餾法來萃取精油；在台灣民間俗稱為「九層塔」，主要是作為香辛調

味來使用，常見的地方品種有二種，一種全株呈淡綠色，俗稱白骨，另一種莖

及葉脈部份呈紫色，俗稱紅骨。 

歐美國家所見的羅勒品種則非常多，本場 2002 年自美國引進 7 個品種，

包括：香球羅勒、甜羅勒、檸檬羅勒、紫羅勒、西洋九層塔、萵苣羅勒、桂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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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勒等；另從英國引進 14 個品種，包括桂皮羅勒、紫紅羅勒、希臘羅勒、綠

皺葉羅勒、聖羅勒-綠、聖羅勒-紅、檸檬羅勒、萵苣羅勒、萊姆羅勒、紫皺葉

羅勒、甜羅勒、暹羅羅勒、馬賽羅勒等。分別在春、秋季進行田間栽培試驗，

其結果列如表 1、表 2 所示。 

從美國引進的 7 個羅勒品種，品種之間株高與株寬差異最為明顯，西洋九

層塔最高，達 122.6 公分，香球羅勒最矮，僅 32.5 公分。株寬方面，以桂皮羅

勒最寬，達 92.8 公分，紫羅勒最小，僅 39.8 公分。植株鮮重方面，以桂皮羅

勒最重，達 3942.8 公克，紫羅勒最輕，僅 442.8 公克。而在整個生長季節中以

檸檬羅勒生長勢最強，開花期最早。 

除了上述植株性狀差異頗大之外，各品種均別具特色，檸檬羅勒全株除了

有淡淡的羅勒味道之外，還帶有濃厚的檸檬香味，葉子綠色，花序綠色，花為

白色。西洋九層塔葉面平滑，深綠色，花序綠色，花白色。紫羅勒葉子大而具

有深缺刻，分枝少，全株紫色，花序淡紫色，花淡紫色，有濃厚羅勒香味。暹

邏羅勒葉子綠色，花序多分歧，花序紫色，花淡紫色。香球羅勒葉綠色，全株

呈圓球狀，葉子多而細小，花序短且小，味道特殊。甜羅勒葉子深綠色，葉大

而厚，高溫季節葉片容易產生皺摺，羅勒味輕淡。 

表 1.美國引進之羅勒品種植株生育狀況比較(2002 春作) z,y 

品種 植株高度(cm) 植株寬度(cm) 單株鮮重(g) 單株乾重(g)

香球羅勒 32.5e 44.7d 1,869.8b 199.3d 

甜羅勒 110.2b 68.9c 1,991.5b 331.0bc 

檸檬羅勒 96.9c 87.6ab 2,454.8b 406.3b 

紫羅勒 60.3d 39.8d 442.8c 43.0e 

西洋九層塔 122.6a 82.1b 1,813.8b 254.0cd 

萵苣羅勒 92.2c 71.1c 1,922.3b 203.8d 

桂皮羅勒 107.1b 92.8a 3,942.8a 685.3a 
z 種植日期: 2002.04.16, 調查日期: 2002.08.22. 
y 表列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示差異不顯著。 

從英國引進的 14 個羅勒品種，同為羅勒屬但不同種，其中屬於 Ocimum 

basilicum 的有茴香羅勒、桂皮羅勒、紫紅羅勒、希臘羅勒、綠皺葉羅勒、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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皺葉羅勒、萵苣羅勒、萊姆羅勒、甜羅勒、暹羅羅勒、馬賽羅勒，屬於 Ocimum 

sanctum 的有聖羅勒-紅、聖羅勒-綠，另外 Ocimum basilicum var. citriodorum

則有檸檬羅勒。 

品種間株高與株寬差異極為明顯，其中以甜羅勒植株最高，平均達 67.1

公分，紫皺葉羅勒植株最矮，僅 32.9 公分。株寬方面以聖羅勒-綠最寬，達 71

公分，紫皺葉羅勒最窄，僅 22.1 公分。 

除了植株生育性狀差異頗大之外，品種各具特色，檸檬羅勒及萊姆羅勒全

株除了有淡淡的羅勒味道之外，還帶有濃厚的檸檬香味，葉子淡綠色，具有綠

色花序開白色花，開花期最早。希臘羅勒與馬賽羅勒其葉面平滑，葉子多而細

小，花序短且緊密，開花期晚，全株株型呈圓球狀，頗適合於園藝觀賞盆栽之

利用。紫紅羅勒及紫皺葉羅勒葉子大而具有深缺刻，分枝少，全株紫色，花序

紫色，開淡紫色花，有濃厚羅勒香味，不易分枝且生長勢亦較弱。其他品種中

適合做為生菜沙拉食用者有甜羅勒、萵苣羅勒及綠皺葉羅勒，葉片大而厚，羅

勒味輕淡；而聖羅勒其株型非常挺拔直立性佳，但香味較為怪異。 

表 2.英國引進之羅勒品種植株生育狀況比較(2002 秋作) z,y 

品種 植株高度(cm) 植株寬度(cm) 

茴香羅勒 57.7b 50.0de 
桂皮羅勒 52.8bcd 55.1cd 
紫紅羅勒 42.0ef 39.1f 
希臘羅勒 44.1ef 54.4cd 
綠皺葉羅勒 40.0efg 43.6ef 
聖羅勒-綠 58.3b 71.0a 
聖羅勒-紅 52.1bcd 48.1de 
檸檬羅勒 46.8cde 57.8bc 
萵苣羅勒 45.5de 49.4de 
萊姆羅勒 54.1bc 62.7b 

紫皺葉羅勒 32.9g 22.1g 
甜羅勒 67.1a 48.2de 
暹羅羅勒 42.7ef 40.1f 
馬賽羅勒 36.5fg 48.5de 

z.種植日期: 2002.10.9, 調查日期: 2002.11.21. 
y.表列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示差異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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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勒植物性喜日照充足及排水良好的栽培環境，可採用種子繁殖及扦插方

式來進行；在本省栽培一般採用播種育苗，以春秋兩季播種最為合適，低溫季

節則生長緩慢。播種前先整地作畦，作法和一般蔬菜相同，每 10 公畝施用有

機質肥料 1,000 公斤，與土壤充分混合後作高畦，畦寬 60 公分，之後將種子

條播在畦床上，再略為覆土與澆水以進行育苗，或利用育苗盤及穴盤以撒播或

點播方式育苗，大約經過一個月後，幼苗長出二對本葉，此時可行移植作業，

將整株羅勒根部連土掘起，直接移到栽培畦上定植，或假植至 3 寸盆缽(作為

觀賞用途)，栽培用之畦寬為 60 公分，株距 40 公分。羅勒定植田間後生長快

速，當主莖發育生長到約 20 公分高或本葉達 12 片時，保留 6-8 片葉給予摘心，

以促進分枝產生。 

羅勒生性強健，且因具有特殊芳香味道，很少發生病蟲為害，栽培時不須

採取特別防治措施，況且香草植物作為保健用途，最好採行有機栽培，不要噴

施化學藥劑。羅勒的採收方式因利用性不同而異，當做烹調或蔬菜食用時，可

直接用手採摘未抽花序的嫩心葉，如此可不斷促進側芽產生，以便日後繼續採

收；若為加工用途或萃取精油，宜待花序抽出開花初期採收最為適當，此時植

株含油量最多且風味最佳。當運用於休閒香草觀光園區時，則任其生長與開

花，以欣賞不同羅勒品種的花色與花姿。 

迷迭香生長習性與繁殖栽培 

「迷迭香」近年來較常見於報章雜誌而廣為人知；迷迭香英名

「Rosemary」，有「瑪利亞的玫瑰」之稱，原產於地中海沿岸，有直立性品種

也有匍匐性品種，直立性品種高度可達一公尺以上，葉片深綠色，濃密而細長，

外表看來像針葉樹，全株分泌具粘性之精油，有特殊的香味，且大多數人均能

接受其味道。迷迭香精油據國外研究能強化心臟和大腦功能，增強活力，強化

中樞神經並促進血液循環，此外，更有抗菌、保護毛髮的作用，可說是難能可

貴的香草植物，在台灣適應性良好，可週年栽培。 

迷迭香原產於地中海沿岸，屬於唇形花科植物，其生長的習性和薰衣草相

似，偏好冷涼氣候，但其適應性較佳，在花蓮吉安鄉一年四季都能生長得很好。



 ～92～

迷迭香可用種子或扦插法繁殖，用種子繁殖時，第一年的生長非常緩慢，春天

播下的種子到秋天才能長到可以定植的大小，但隔年開始就會蓬勃生長。利用

扦插法繁殖，其生長較為迅速。 

根據花蓮區農業改良場研究結果顯示，迷迭香種子播種可在春秋二季進

行，但以春天播種的效果比較好，秋播成活率較低。由於迷迭香的種子很小，

最好用穴植盤來育苗，取市面上常見的 50 格穴植盤，填入泥炭土加真珠石混

合而成的育苗土，每一植穴播入 2~3 粒種子，表面上再覆蓋一層薄薄的育苗土

即可，以防止幼苗出土後過於乾燥。種子萌芽之後必須勤於管理，定期澆水，

育苗期長達 3~4 個月。 

迷迭香扦插時，也可以採用上述的 50 格穴植盤，管理上較為方便省工，

取迷迭香當年生的枝條（不要取老化枝條）約 15 公分長，再細剪成三小段，

每段約 5 公分長，作為插穗，或只取頂芽部份作為插穗，直接扦插入裝有育苗

土的穴植盤內即可，扦插後穴盤必須置於有自動噴霧裝置的栽培床架上，保持

高濕狀態，以增進成活率，大約經過 45~60 天以後，迷迭香的根系長滿整個植

穴，此時即可取出上盆或移到田間定植。利用盆栽栽培時，直接將扦插苗種植

於裝有培養土的 6 寸盆內，每盆 3 株；若行露地栽培時每 10 公畝施用有機質

肥料 1,000 公斤，與土壤充分混合後即可進行定植工作，利用作畦栽培，畦寬

(含畦溝) 130 公分，畦面 90 公分，採單行植，株距為 40 公分，每公頃約可種

植 19,250 株。迷迭香種植於田間或庭園中，只要注意排水問題，且因具有特

殊芳香味道，很少發生病蟲為害，栽培時不須採取特別防治措施，況且香草植

物作為保健用途，最好採行有機栽培，不要噴施化學藥劑。定植田間 6 個月後

可行第一次採收，剪取地上部具有葉片部份約 20 公分，單株產量 350～400

公克間，一年可採收 2～3 次；一年生植株公頃產量約為 20,000～23,000 公斤。 

迷迭香花的顏色有藍、淡紫、粉紅及白色等，花形是唇形花科特有的唇形。

引入本地種植這幾年，僅見少數幾株有開花的情形，但植株生育良好已形成小

灌木型態，在歐洲的開花狀況因品種而異，有些即便在冬夏之際亦能花團錦簇。 

迷迭香全株均具有香味，可利用植株自然散發的芳香，作成盆栽植物擺在

室內，有提神醒腦的功效，或可種植庭院作為觀賞之用。作為香辛料時，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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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義大利料理及法國料理中。此外還可調製成淡香水、頭髮用的潤絲精、護

髮劑、化妝水及肥皂等。 

花蓮區農業改良場對於迷迭香的利用研究，首先運用在日常生活上，例如

在一般家庭，可直接將迷迭香綠色枝條及葉片放在肉類上，放入烤箱中燒烤；

或與肉類一起醃數小時之後燒烤或煮熟，使其特殊味道融入肉中，口感特佳。

在農業生產上則透過技術研發創造加工產品，如沐浴乳、洗髮精、化妝品、沐

浴包等，或可摘取新鮮葉片或乾燥葉片，作成茶包泡成香草茶等。 

薰衣草生長習性與繁殖栽培 

在所有的香草植物中，名氣最大的就是「薰衣草」了，每年到了薰衣草開

花季節，整片紫藍色的花朵隨風搖曳，伴隨著淡淡花香，令人陶醉而流連忘返。 

薰衣草為唇形花科植物，由於具有清爽甘甜的香味，自古以來便為人類所

喜愛，其原生種有五大類二十八種以上，分佈的範圍從地中海沿岸到中東、西

亞、印度、北非、加那利群島等地。目前廣為栽培的品系，可大略分為真薰衣

草、法國薰衣草、齒葉薰衣草、羽葉薰衣草、以及雜交薰衣草等五大品系。薰

衣草的花有藍色、深紫色、粉紅色、白色等，有些品種含精油量多，適合於提

煉香草精油，有些則花形花色美觀，適合作為觀賞用。 

目前引進國內的薰衣草種類很多，有甜薰衣草、羽葉薰衣草、蕨葉薰衣草、

齒葉薰衣草、寬葉薰衣草、狹葉薰衣草等等。由於這些薰衣草品種均由歐、美、

日等溫帶國家引進，性喜冷涼氣候，在台灣平地栽培時受季節性的限制，以初

冬至春季較適合種植，六月以後的高溫季節，則生長不佳。本場進行栽培觀察

試驗結果以「甜薰衣草」 (Lavandula heterophylla)品種及「齒葉薰衣草」 

(Lavandula dentate)在花蓮的適應性最強，植株高度及寬幅皆可達 60 公分以

上，花期長達 3 個月之久，觀賞期極長，值得加以發展。甜薰衣草及齒葉薰衣

草開花期為三至五月間，開完花之後進入夏季，植株生長較為遲緩停頓，七至

九月間平地氣溫很高，大多數植株很難度過炎熱的高溫期，其莖葉將逐漸枯

萎。若是利用盆植栽培置於半遮蔭處，或是在大面積之田區栽培進行適度的修

剪，並配合適當的管理，則可延長栽培期及開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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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管理技術 

一、種子繁殖 

薰衣草種子可以直接撒播到田間，惟其容易受到外界環境影響，發

芽率不高，又有雜草競爭問題，管理上較為困難，因此以先行育苗再移植

的方式較佳。播種的方式可分為二種：一為利用平底育苗盤，採撒播方式，

另一為利用穴植盤，採點播方式。育苗之介質必須經過適當調配，根據本

場試驗結果，以泥炭土加真珠石，體積比為 9：1 混合之效果最佳。薰衣

草種子細小，且屬於好光性，播完種子後，覆土不宜太厚，澆水時更應小

心，以免種子沖失，也可以採行育苗盤底部吸水法，或以噴霧方式進行灌

溉。播種後 1～2 週種子可發芽，經過約 4～6 週，幼苗長出 2～4 枚本葉

時，可行移植作業，將幼苗假植於 50 格穴植盤或 3 寸盆缽。假植後之幼

苗可行葉面施肥加以補充肥料，使地上部及根系更加健壯。 

二、扦插繁殖 

薰衣草除了種子繁殖之外，還可利用扦插方式來進行無性繁殖，扦

插繁殖法有許多優點，一般薰衣草春天播種要經過半年之後才能定植田

間，需時甚久，繁殖速度極為緩慢，利用扦插繁殖法，則可大幅縮短供應

種苗時間，有利於商業生產。此外，利用種子繁殖時，每株幼苗的遺傳性

狀多少會有差異，生長狀況較不整齊，母株優良的特性也可能無法完全保

留下來，扦插繁殖的幼苗性狀與母株完全一樣，則可避免上述之缺點。扦

插用之介質以保水及通氣性良好之無土介質為佳，例如泥炭土加真珠石，

以體積比 9：1 混合。可選擇採用 50 格穴植盤，或 3 吋塑膠盆缽放置於

24 格端盤上之栽培容器，在管理上較為方便、省工且節省空間。選取當

年生枝條（老化枝條不宜）之頂芽，約 10 公分長，作為插穗，直接插入

裝有育苗土的容器內即可，不必沾發根劑。扦插後必須放置於有自動噴霧

裝置的栽培床架上，保持高濕狀態，以促進發根，增加插穗成活率。扦插

環境之溫度以 25～28℃較佳。通常薰衣草扦插時程只需 3～4 週，根部發

育完全後可進行移植。 

三、田間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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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衣草於田間大面積栽培時，宜採用高畦以利灌排水，水份過多或

土壤通氣性不佳時，將使根部通氣不良，造成根部無法呼吸，吸收水份與

葉片蒸散水份間無法達成平衡，容易發生植株突然枯死之現象。一般栽培

地以砂質壤土較為適當，種植時期以 10 月中旬以後為佳，種植植株較高

大之甜薰衣草品種與齒葉薰衣草品種，可採行畦寬(含畦溝)130 公分，畦

面 90 公分，株距 40 公分，單行植，每公頃約可種植 19,250 株；若是種

植較矮小之狹葉薰衣草品種如孟斯泰德，則可採雙行三角植法栽培，節省

土地面積。種植前宜適量的施用腐熟之有機質肥料，定植後 45 天可施用

複合肥料行第一次追肥，爾後每個月視生育狀況給肥即可。薰衣草可行露

地栽培或覆蓋 PE 塑膠布，其生長勢極強，栽培期間無須摘心，每一葉腋

間都可產生新枝條，種植田間 4 個月後薰衣草植株即可覆蓋整個畦面並開

花。如果在高溫期，將開完花的枝條適度修剪，並注意田間水份管理，避

免栽培田區積水，則可行宿根栽培。 

加工利用 

在農業生產上則透過技術研發創造加工產品，薰衣草植物體因為本身能散

發出不同的香味，在嗅覺上是一種享受，其精油應用在芳香療法上，則已行之

多年。除此之外，經過乾燥後的薰衣草植物體，可長時間保存，隨時可取出以

熱水浸泡，散發出芳香味道。甜薰衣草在花蓮地區容易栽培，且可週年不斷的

採收，因此本場利用乾燥處理後的薰衣草植物莖葉，研發製作成沐浴包；使愛

戀薰衣草的民眾，能分享栽培經驗的喜悅與樂趣。 

薄荷生長習性與繁殖栽培 

在香草植物種類中，「薄荷」是廣為人知的大家族；根據國外研究報告薄

荷精油內約 80﹪成分為薄荷腦，具有防腐、助消化及止痛之效果，在台灣適

應性良好，一年四季都可種植，值得加以發展。 

薄荷(Mint)為唇形花科薄荷屬之多年生草本香草植物，原產於歐洲及地中

海沿岸，由於品種不同，植株有匍匐性(普列薄荷與科西加薄荷)及直立性(綠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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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胡椒薄荷、萊姆薄荷、斑葉鳳梨薄荷及瑞士薄荷等)，植株高度可從 10 公

分到 50 公分以上，莖方型、葉對生、花著生於莖上成一簇，花色則有白色、

粉色或紫色深淺不一因品種而異。薄荷類植物喜歡日照充足、排水良好之栽培

環境，可利用容器栽植或露地栽培，採用種子或枝條及根莖扦插繁殖，利用播

種繁殖育苗期較長且幼苗生長緩慢，增加苗期管理工作，因此經濟栽培時，大

多採用枝條扦插其生長較為迅速。 

根據花蓮區農業改良場試驗結果顯示，薄荷種子播種可在春秋二季進行，

但以春天播種的效果比較好，最好用穴植盤來育苗，採用市面上常見的 50 格

穴植盤，填入泥炭土加真珠石混合而成的育苗土，每一植穴播入 2~3 粒種子，

表面上再覆蓋一層薄薄的育苗土即可，以防止幼苗出土後過於乾燥。種子萌芽

之後必須勤於管理，定期澆水，育苗期長達 2 個月。 

薄荷扦插時，採用 3 吋塑膠盆缽放置於 24 格端盤上，管理上較為方便省

工，取薄荷當年生的枝條約 15 公分長，再剪成三小段，每段約 5 公分長，或

只取頂芽部份作為插穗，直接插入裝有育苗土的盆缽內即可，每盆 3 個插穗。

扦插後端盤必須放於有自動噴霧裝置的栽培床架上，保持高濕狀態，以增進成

活率，大約經過三星期以後，薄荷的根系長滿整個盆缽，此時即可取出上盆或

移到田間定植。利用盆栽栽培時，直接將扦插苗種植於裝有培養土的 6 寸盆

內；若行露地栽培時每 10 公畝施用有機質肥料 1,000 公斤，與土壤充分混合

後即可進行定植工作，栽培時畦面寬 90 公分採雙行植，行株距為 40 公分×40

公分，可利用作畦栽培或平畦栽培，每公頃約可種植 38,500 株。薄荷種植於

田間或庭園中，只要注意排水問題，且因具有特殊芳香味道，很少發生病蟲為

害，栽培時不須採取特別防治措施。定植田間 3 個月後可行第一次採收，剪取

地上部具有葉片部份約 20 公分，一年可採收 4～5 次。 

薄荷全株均具有香味，可利用植株自然散發的芳香，作成盆栽植物擺在室

內或窗台上，有提神醒腦的功效，或可種植庭院作為觀賞之用。運用在日常生

活上，例如在一般家庭，可直接將新鮮的薄荷葉片與麵糊、蛋及牛奶和在一起

放入烤箱中烘焙成餅干及麵包類食品；並可摘取新鮮葉片或乾燥葉片，作成茶

包泡成香草茶等。當種植於庭園中的薄荷植株生長太茂盛時，可於地上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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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處剪下，將其枝條整理乾淨後綁成一束一束的，然後倒吊在陰涼且通風的

地方，可淨化室內空氣；也可以將乾燥後之葉片剝取下來置入深色密封玻璃罐

內儲藏保存，隨時取用非常方便又實際。而且市面上有許多利用薄荷萃取之精

油廣泛地使用添加在口香糖、牙膏、巧克力及喉糖等之運用。另外也可以剪取

不同品種的薄荷枝條插入透明水瓶中，擺放室內觀賞發根情形亦是一種調劑身

心的趣味栽培。或者在炎炎夏日，摘取新鮮薄荷葉片放進製冰盒中，然後加滿

水再置入冰箱冷凍庫，就成了自製薄荷冰塊，添加在飲料中，是一個很棒的點

子，既可消暑又可帶來滿口芬芳，尤其以斑葉鳳梨薄荷是最佳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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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植物之多樣性與栽培利用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張同吳 

 

前言 

台灣地區境內之地形多樣，從海濱、平原、丘陵乃至高山皆有分佈，氣候

更涵蓋溫帶、亞熱帶及熱帶等三帶，故蘊育著極為豐富的植物種原，據文獻資

料記載，台灣之維管束植物種類屬於自生種類為 4480 餘種，外來植物種類為

2500 餘種，合計約 7000 餘種，植物資源相當豐富，其中估計約有 2000 種以

上之植物供為先人及原住民之保健、藥用及醫療使用。由於環境的過度開發、

人為破壞及野生採集等因素，許多珍貴之植物資源亦瀕臨絕種之危機。為保存

珍貴之自然植物資源，除了積極從事復育的工作外，亦必須選擇重要的本土植

物種類，進行栽培及大量繁殖之研究，以確保植物種原不致滅絕，另一方面也

可提供給農民種植，尤其是台灣農業在加入世界貿易組織之後造成的影響及衝

擊相當大，勢必要調整國內目前之農業產銷結構，朝多元化及精緻化的方向發

展，而藥用及保健植物是台灣目前最具發展潛力的生技產業之一，故如何篩選

具發展潛力之保健植物，建立繁殖栽培體系、提升保健植物之附加價值，開發

利用多元化之保健產品為當前重要之課題。 

許多野生植物經由人為之蒐集、馴化、栽培而後為具經濟價值之作物，例

如山藥、柴胡、青脆枝等已成為重要之保健作物，對於身體有保健之效用。台

灣目前之保健植物產品日益蓬勃發展，據統計近年來年國內保健食品市場均在

200 億元左右，與植物類相關保健食品則高達 50 餘億元，其中與農產品有密

切關係的植物類保健產品有人參、刺五加、西洋參、絞股藍、明日葉、山楂等，

但大多以國外進口為主，市場之潛力相當大。 

台灣之地理環境卓越及擁有豐富的自然植物資源，在行政院生物技術產業

策略（Strategic Review Board，簡稱 SRB）等會議中，針對如何推動農業生技

產業，為本土農業開創新契機，並就台灣農業生技產業之優勢與發展利基、策

略與面臨之問題及發展政策與研發體系之革新深入討論，而許多專家學者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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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藥用及保健植物是台灣最具競爭力的生技產業之一。因此，發展本土性之

保健植物為當務之急，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研究計畫選

定了本土之台灣金線連、霍山石斛、山藥、海藻、台灣紅豆杉、冬蟲夏草、高

氏柴胡等作物，有系統進行基源鑑定、抗氧化活性、提升免疫力及抗病中藥生

物製劑等之研究，期望以這些作物之研究，作為發展保健植物之依據。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針對目前較有發展潛力、種植面積較大之本土藥用植

物：台灣金線連、細葉山葡萄、杭菊、洛神茶、香茹草、桑椹、山藥、枸杞、

白鶴靈芝、苧麻、紫蘇、絲瓜露（水）、麥門冬、七葉膽、香蘭、仙草、白鳳

豆、愛玉子、魚腥草、靈芝、鳳尾草、一條根、明日葉、盧會、山防風、甜菊、

決明子、益母草、黃水茄、咸豐草、香椿、五爪金英、土肉桂、欖仁葉、倒地

蜈蚣、七層塔、破布子、通天草、青脆枝、苜蓿等，進行保健植物基源鑑定、

成分分析、抗氧化作用、抗致突變性測試、急性及亞毒性、免疫系統調控及重

金屬等評估，來推展保健植物，此不僅有助於發展國內中草藥產業，亦可使這

些保健植物逐步開發利用為具高經濟價值的農作物，進而帶動農業之發展，增

進農民之收益。 

 

保健植物之栽培 

台灣的氣候高溫多濕，農作物的栽培上易罹病蟲害，過去為了增加產量，

大量使用化學合成農藥及肥料，造成農業生態環境日益惡化，另外農藥殘留問

題嚴重危害人體健康。因此近幾年來農政單位致力於有機農業之推展，合理的

施用肥料或利用生物性藥劑，少施或不施化學農藥及肥料，來生產清潔農產

品。在保健植物方面，目前國內正著重在優良栽種方法（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簡稱 GAP）的耕作方式的實施，期能透過 GAP 的栽培模式的建立，

生產符合市場所需，具安全保障及高品質之保健植物原料。GAP 的栽培首重

於栽種植物之基源選定，栽培環境不受污染，栽種作物的土地，包括灌溉溝渠

之水質、土壤的理化性質、重金屬含量、肥料的施用、藥劑的使用及病蟲害防

治等，均須合乎規定標準。保健植物在收穫、加工炮製、貯藏、運輸等過程須

注意品質管制，合乎國家食品衛生標準，如此才能有助於保健植物之推廣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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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地藥材」是指中草藥在一定的產地及環境之下所生產之藥材原料，其

具有特殊有效成分及品質優良等特性，如吾人所熟知的寧夏枸杞、川歸等，故

適地適作是生產優質中草藥的關鍵因素之一。台灣之植物種原相當豐富，可以

作為保健植物使用之種類相當多，但目前中草藥的生產面臨到迫切問題，即在

於中草藥指標成分之分析，如何建立藥用植物成分與栽培環境之關係，以生產

所謂「道地藥材」，符合市場之需求。所以必須篩選具發展潛力之本土性保健

植物，建立藥用植物之指標成分分析，使保健植物能夠適地適作，生產更優質

之保健植物農產品。茲以目前重要且具發展潛力之保健植物介紹如後： 

■山藥 

山藥俗名淮山，屬於薯蕷科（Dioscoreaceae）薯蕷屬（Dioscorea）之蔓性

多年生宿根植物，山藥自古以來即以優良的中藥材而著稱，有強身滋補的功

效，『神農本草經』將山藥列為上品，具有「主傷中，補虛，除寒熱邪氣，補

中益氣力，長肌肉，久服耳目聰明」；『本草綱目』則認為山藥能「益腎氣，健

脾胃，止泄瀉，化痰涎，潤皮毛，久服聰耳明目，輕身不飢延年」。現代之研

究指出山藥有降血糖、抗氧化、降低膽固醇等生理功能。山藥的營養豐富，含

有大量的澱粉及蛋白質，粘液質（mucin）、尿囊素（allantoin）、膽鹼（choline）、

纖維素、脂肪、維生素 A、B1、B2、C 及鈣、鐵、磷等礦物成份，為一營養

價值極高的保健農產品。 

分布在台灣的薯蕷屬植物種類有 14 種 5 變種，山藥主要食用部位為其地

下塊莖，塊莖依形狀可分為長形、圓形及塊狀等，每年春季萌芽，夏秋時地下

塊莖迅速肥大，入秋後莖葉逐漸萎黃凋落，藤枯後為採收適期。 

山藥之栽培以溫暖之氣侯為宜，山藥耐旱性甚強，但過份乾旱時亦不能正

常生長，在莖蔓及薯塊發育期中，土壤中須有適當的水份，一般在年雨量 600

～3,000 公釐之地方均可栽培山藥。山藥栽培對土壤之適應範圍甚廣，土壤宜

疏鬆、深厚且排水良好，一般以富含有機質之砂質壤土較佳。土壤 pH 值以近

中性較宜。此外，山藥忌連作，否則將導致土壤養分不平衡、病蟲為害、及藤

苗早枯等現象，將嚴重影響山藥之產量與品質，因此，宜與水田、豆類等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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輪作。 

山藥以 4 月種植為宜，遲至 6 月份以後種植者，因為植株的營養生長期較

短，地上部發育並未十分旺盛，即已進入結薯期，使得塊莖的產量較低。栽培

山藥通常利用塊莖進行無性繁殖，以不同種薯重量進行產量試驗，結果以種薯

重量 60g 之公頃產量最佳。 

長形山藥塊莖形如長棍棒為其特點，薯條長達 1 公尺以上，故以往除少數

農友在土層深厚的砂質壤土栽培外，多是採用築高畦栽培，而此二種栽培方式

在採收挖掘時較費工，塊莖常易受損，致影響其商品價值及貯藏期限，因此，

可利用塑膠管誘導栽培，其方法為採用現有且價廉之塑膠天溝(即一般用於屋

簷之導水塑膠管)予以製作成栽培用管誘導栽培，栽培田區經深耕、碎土後，

依行距 120 公分、開溝深約 20 公分，然後依株距 30-40 公分埋下栽培管，栽

培管與地面約成 15~20 度之斜角，將催芽後之種薯，芽點向上埋入塑膠管前端

內，然後再於兩側開溝、覆土、作畦，栽培管之上端必須保持覆土約為 5 公分，

以此種栽培法所栽植的長形山藥，在採收時較為方便，薯條外觀光滑平直，且

不易受損，可提高商品價值及延長貯藏期限。 

■山防風 

山防風（Echinops grilissii）為菊科植物，別名漏蘆、東南藍刺頭等，『神

農本草經』列為上品藥，主皮膚熱、惡創、疽痔、下乳汁，久服輕身益氣，耳

目聰明，不老、延年。有清熱解毒、消腫、涼血、通乳之效。主要分布在台灣

北部曠野、山區等。山防風為多年生草本植物，植株上部分枝密生白色絨毛，

葉互生，葉片具深裂，葉緣具緣毛及細刺，頭狀花序，花球形，頂生或腋生，

花冠筒狀，白色，瘦果長橢圓形，花期夏至秋之間，果期秋、冬之間。以種子

繁殖，利用部位為根部，近年來學者之研究發現從植株中萃取而得之「多塞吩」

及其衍生物成分，對腎癌、大腸癌、卵巢癌等多種癌症具效用，引起世人之重

視。 

■忍冬 

忍冬（Lonicera japonica）為忍冬科植物，又名金銀藤、金銀花、忍冬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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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醫別錄』列為上品，主治寒熱、身腫，久服輕身，長年，益壽。含揮發油、

木犀草素（luteolin）、肌醇（inositol）及綠原酸（chlorogenic acid）等成分，

有消炎軟堅、清熱解毒、治咽喉炎等功效。 

忍冬分布在臺灣全境平野、山區之向陽地。為多年生常綠藤本植物，全株

被有短毛，葉對生，全緣，葉片卵形至橢圓形，莖中空，多分枝，花初開時花

冠呈長筒狀、白色，後轉至金黃色，故名金銀花，花期在春、夏季，花期很長，

漿果球形，成熟時呈黑色。利用之部位為含苞未開之花蕾、莖、葉等。 

金銀花繁殖方式分為利用種子或枝條扦插等兩種，目前主要以扦插為主；

以扦插繁殖時，插穗以健康而成熟之枝條為宜，每一插穗之長度約 20~30 公分

並帶有 2 個節，扦插適期為春季 2~3 月，待插穗長根發芽後，即可定植於田間。

盛花期為 3~6 月，此時可進行採收，收穫後之花蕾可陰乾或烘乾使用。金銀花

為蔓性藤本植物，種植時可搭立支架，此利於植株生長，採收花蕾時較為方便。

秋、冬時期割取帶葉之藤蔓，曬乾，稱忍冬藤或金銀花藤。 

■柴胡 

柴胡（Bupleurum spp.）為繖形科植物，目前在台灣當作中藥材使用之柴

胡主要為北柴胡（B. chinense）、三島柴胡（B. falcatum）及台灣原生之特有種

高氏柴胡（B. kaoi）。柴胡在『神農本草經』中列為上品生藥，為『傷寒論』

少陽病之主藥，有解熱、鎮痛、解毒、消炎等效用，主治胸脅苦滿、往來寒熱、

黃疸、肝炎、胃腸炎、膽囊炎等，著名方劑為小柴胡湯，用於肝膽疾病、增強

肝機能、增強免疫功能等，利用的部位以根部為主，根部含柴胡皂素

(saikosaponin)、黃酮類（flavonoid）、醣類、脂肪、固醇（sterol）等成分。研

究指出高氏柴胡之根部所含之柴胡皂素量為三島柴胡之 2~3 倍，為進口北柴胡

之 10 倍，保肝效果最佳，高氏柴胡地上部分(莖葉) 亦含有少量柴胡皂素，全

株皆可供為藥用植物資源。 

柴胡栽培地理環境以排水良好之砂質壤土為佳，利用種子繁殖，播種適期

為春季 3-4 月及秋季之 9-10 月，播種方法採種子直播或以育苗盤育苗，後者

較前者為佳。種子播種後，苗長 10 公分即可移至田間定植，定植前本田先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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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地碎土，作畦，行距 1.2 公尺，一畦兩行，株距 30 公分。地上部漸枯萎時

為收穫適期，採收後之植株，除去地上部莖葉，根部用水洗淨後烘乾，即可供

為藥材使用。 

■土肉桂 

土肉桂(Cinnamomum osmophioeum)為樟科、樟屬之木本植物，中喬木，

單葉互生或近對生，葉片形狀為卵狀橢圓形，基部鈍，革質，全緣，表面綠色，

有光澤，葉背顏色較淡，三出脈近葉緣，表面脈較不明顯。花序為聚繖狀之圓

錐花序，腋生。果實橢圓形，成熟時為紫黑色。樟屬之植物在全世界約有 250

種，主要分布在熱帶亞洲及熱帶美洲，台灣則分布於中海拔的天然林中，但因

人為濫採之結果，數量日益減少。中藥材中所使用之肉桂為箘桂（C. cassis），

土肉桂根皮具有之肉桂醛（cinncmaldehyde）與箘桂相似，故民間多以之為肉

桂之代用品。 

土肉桂利用扦插繁殖，插穗之選澤以生長健壯的當年生枝條為佳，插穗長

度約為 10 公分，每一插穗至少含 2 節與 3 片葉子以上，扦插時剪除一半之葉

片，扦插至栽培介質的育苗床中，待根長出及上部新芽長出，即可定植田間。

栽培環境以通風、排水良好之壤土為宜，本田整地時宜深耕並充分碎土，施用

有機質肥料，作畦，於整地種植前後，可利用塑膠布或雜草抑制蓆覆蓋畦面，

可保持土壤濕潤及防除雜草之效果，幼苗定植後應即澆水或噴灌灑水，以提高

幼苗成活率。行株距可依目的的不同作調整，栽培田間時行株距 150×120 公

分，若為景觀之用則行株距可加寬。 

土肉桂之葉部含有豐富的桂皮醛及香豆素，可採收葉片提煉精油，故將來

在食品之開發利用上可直接從葉中萃取精油利用，或以陰乾或新鮮之葉片直接

泡飲用，再者土肉桂亦可提供為桂皮與桂粉之來源，同時亦可發展具有前途的

綠化樹種，因此，土肉桂甚具發展潛力。 

■台灣天仙果 

台灣天仙果（Ficus formosana），為桑科植物，別名天仙果、小本牛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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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號牛乳埔等，分布在台灣全境山麓至低海拔山區之陰濕地闊葉林內或荒野灌

木叢中，在東部地區低海拔山區亦可發現它的蹤跡，其植株為常綠性灌木，全

株內含白色乳汁，葉互生具短柄，葉片形狀有長橢圓形、披針形或長菱形，全

緣或具有疏鋸齒，形態變異很大，雌雄異株，隱花果生於葉腋處，果實呈卵形

或倒卵形，果實未成熟時為綠色，表面有白色斑點，果實成熟時為紫黑色。據

甘偉松教授所著之『藥用植物學』記載，全株皆可為藥用，有袪風活血，治風

濕病等效用。 

台灣天仙果之繁殖方法以利用種子播種為主，亦可使用扦插法繁殖。以種

子繁殖時，採果皮呈黑紫色成熟果實，取出種子，洗淨後陰乾，播種時以育苗

盤繁殖，以一般之栽培介質育苗即可，在植株的葉片長至 4-6 片時即可移植，

播種適期以 4 月份之發芽率最高。台灣天仙果之栽培以選擇通風良好、潮濕冷

涼且低日照量，並以排水良好之壤土為宜，整地時宜深耕並充分碎土，施用有

機肥，作畦，畦高 30 公分，畦寬 120 公分，一般採一畦種植兩行，行株距 120

×50 公分。種子播種後，待苗長至本葉 4~6 片，苗高約 15~20 公分，即可定植

於田間，利用塑膠布或雜草抑制蓆覆蓋畦面，可保持土壤濕潤及防除雜草之效

果，幼苗定植後應即澆水或噴灌灑水，以提高幼苗成活率。台灣天仙果於定植

後約二年以上，可進行採收，將鮮葉烘乾，製成茶包，莖幹及根部洗淨乾燥後

以作為藥膳食品或浸酒用。 

 

保健植物之開發與利用 

保健植物應朝有科學證據之保健食品、具中醫理論之保健食品、有特定族

群需求之保健食品及具功能性之健康食品之方向發展。生物體中存在之自由基

有超氧自由基(O2－
․)、氫氧自由基(OH－)及脂質過氧化自由基，根據研究指出

自由基是細胞老化及許多疾病的原因之一，同時醫學界業已證實超氧歧化酶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具清除自由基及延緩細胞老化之作用。黃酮類

(flavonoids)是色素的天然化學物質，廣泛存在於保健植物之中，可清除人體之

自由基，調節免疫力，因此對於癌細胞具有抑制之效果，並且可以防止心血管

疾病等與自由基相關之保健。蒐集原生保健植物種原，建立 GAP 栽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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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篩選具發展潛力之保健植物，建立加工技術，提升保健植物之附加價值，並

開發利用多元化之保健產品。 

■保健植物茶包之開發 

保健作物及其加工產品，近年來在市場上頗受歡迎，據邱年永先生所著「百

草茶原植物」專書中指出，在台灣可作青草茶之植物種類約 200 多種，可針對

保健作物進行茶包之研發，同時配合加工技術之改進，開發利用為具高附加價

值之保健農產品，市面上已有很多的保健植物茶包產品上市，如刺五加、絞股

藍、白鶴靈芝等產品。 

■機能性保健食品之研發 

食品之機能性分為三種：第一種機能是指生存所必須之營養素如：蛋白

質、脂肪、碳水化合物、礦物質等；第二種機能是指食用時可以感覺到色、香、

味等機能；第三種機能(三次機能性)即一般所謂之機能性食品，其經過特殊的

加工處理後，食品中所含特定成份符合食用者的特殊需求，且其來源必須是天

然食品，並且可以每天食用者。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以山藥、

黃耆、黨蔘等保健植物及小麥、蕎麥、薏仁、糙米等穀類作物，利用發酵技術，

精製萃取，已成功研發山藥複方保健產品－山藥萫奶茶。山藥萫奶茶富含多種

人體所需之營養，尤其是含有超氧歧化酶（SOD），並經過保健產品之安全性

檢驗，無毒性，亦不含重金屬，總生菌數合乎食品安全標準，超氧歧化酶有清

除自由基及延緩細胞老化之作用，對於人體保健有莫大之助益。 

中草藥原料供應 

台灣中草藥產業以傳統劑型、濃縮製劑及西藥劑型等三大類為主，其中又

以生產濃縮製劑為最大宗產品，目前台灣的中草藥產品所需之原料，仍大部分

仰賴進口，故在藥材之基源、品質之管控方面無法確保，因此，以 GAP 的栽

培模式，生產符合市場所需，具安全保障及高品質之保健植物原料，可供應中

草藥市場之需求。 

抗氧化等保健食品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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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未來發展趨勢，以防癌保健食品成長率最高，其次依次是減肥減

脂、美容、糖尿病、性功能、改善肝臟機能、預防骨質疏鬆症、免疫調節、調

整胃腸及腎臟機能改善等之類的產品。以原料面未來發展趨勢來看，瘦身及減

重食品之原料最被看好，依序為整腸的乳酸菌、食物纖維、免疫調節的蜂膠、

預防骨質疏鬆的鈣、抗氧化作用的天然抗氧化劑、預防骨質疏鬆的大豆異黃酮

(isoflavone)、抗氧化作用的萃取物及有美容作用的膠原蛋白等。 

 

結論 

目前台灣中草藥之產業發展，品質雖優於中國或東南亞國家，卻不及於日

本及歐美，顯示台灣之中草藥仍有極待努力之空間。目前台灣中草藥產品所需

原料，仰賴中國進口為最大宗，在藥材之基源、品質之管控無法確保，因此，

建立本土化之中草藥生產，從基源植物之鑑定、栽培制度之建立，中草藥之收

穫、炮製加工等，亟需建立一套準則，以確保中草藥藥材之品質。從不同栽培

環境條件下，對中草藥生長、有效成分、品質之影響，以瞭解作物之生長、成

分與環境之關係，達到適地適作之目的，生產所謂「道地藥材」。從基源植物

之鑑定、栽培繁殖體系之建立，包括播種、育苗、種植、施肥、病蟲害管理、

收穫適期、成分分析及收穫後之調製、加工、貯藏及包裝等，建立一個符合

GAP 之標準化模式，生產高品質藥材，期能建立一個中草藥生產基地，提升

台灣在全球中草藥市場的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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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學概論 

臺中健康暨管理學院 生活應用科學學系 闕甫伈 

 

研究中國藥材時，最宜重視之資料為古來之本草。本草乃中國古代之藥

書，其中可視為相當於現今之藥典 Pharmacopeia 者。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

的寶庫，蘊藏著許多珍貴的科學遺產。這個偉大的寶庫，是數千年來中國人民

在與疾病作鬥爭中創造出來的。古代中國長期積累起來的藥物學知識，大部分

都載入了歷代本草書中，也有許多保留在民間流傳。藥物學的發展是與化學分

不開的，因此在中國古代遺留下來的本草著作中蘊藏著豐富的化學知識。自古

以來，本草學與醫學在其產生、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一直是相輔相成的，由本草

及本草學而產生的本草文化，自然地接受著民族文化的影響和薰陶。 

「本草」是我國一類專門記載藥物學知識的書籍，它包括植物藥、動物藥、

礦物藥等，因其中植物藥佔絕大多數，故名本草。我國本草藥源遠流長。先民

在尋找食物，接觸和採集野生植物的過程中，發現許多動、植物有生理作用可

用來治病的，因而有「醫食同源」之說。據記載，神農氏嘗百草，一日遇七十

毒，這充分說明我們的祖先在和自然鬥爭過程中，運用人的感官去識別天然藥

物的情況。通過長期而廣泛的識藥、采藥和醫療實踐的過程，本草學的知識逐

漸豐富起來了。 

在人類早期文字尚未發明前，有關藥物知識只能依靠師承口傳。文字發明

後，便用文字記錄下來，出現了藥物書籍——本草。我國最早的本草著作是《神

農本草經》，它的著作年代，眾說紛紜。據考證，神農本草經最初僅一卷，是

戰國時扁鵲弟子子儀所著，其餘部分是後人增補的。神農本草經總結戰國以前

以至秦漢時期的藥物知識，對以後藥物學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該書共載藥物

365 種，全書分上、中、下三品，對每種藥物的性質、產地、採集方法、主治

病症等均有詳盡的記載，對藥物相互配合應用、簡單製劑——丸、散、膏、酒

以及包括主治內科、外科、婦科等 170 多種疾病的配方等都有記述。該書記述

的一些特效藥，如麻黃治咳喘，大黃治瀉下，莨菪治癲癇等，至今仍在臨床上

廣泛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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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北朝的南朝梁武帝期間，陶弘景（公元 452～536 年）在總結前人經

驗的基礎上，編寫了神農本草經集注一書。書中記載了 730 種，比神農本草經

增加一倍多，他將這些藥物按自然屬性分成玉、石、草、蟲獸、果菜、米食等

類，這種分類雖很粗糙，但比神農本草經的「三品」分類是個進步；對原有的

性味、功能與主治作了補充，並增加了產地、採集時間和加工方法等內容。本

書不僅豐富了神農本草經的內容，更重要的是為我國本草學的發展起著承前啟

後的作用。 

到了唐代，由於生產的發展和對外交流的增加，國外藥物相繼輸入，藥物

品種增加，為了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由宮廷支持，派李勣等人集體修編了新

修本草，於顯慶四年（公元 659 年）由政府頒行。新修本草由當時的政府主持

和頒行，是我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藥典。新修本草共 54 卷，收載藥物 844

種，並繪製藥物圖譜，開創了我國本草圖文對照的先例，這不僅對我國的本草

藥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而且刊印不久就流向國外，對世界藥物的發展也作出

了重要的貢獻。 

本草學發展到宋代進入一個高潮，本草著作相繼出版，其中開寶六年（公

元 973 年）有開寶本草、嘉祐五年（公元 1060 年）有嘉祐本草。兩者比新修

本草各增加百餘種藥物。嘉祐六年，蘇頌在嘉祐本草的基礎上撰寫了本草圖

經，共 21 卷，收載藥物 1082 種。北宋後期蜀醫唐慎微編成經史證類備急本草

（簡稱證類本草）該書將嘉祐本草和本草圖經合併，增加藥物 620 餘種，並收

集了醫學和民間的許多單方和驗方，補充了經史文獻中大量的藥物資料。該書

圖文並茂，圖主要按實物繪出，文字方面不僅記述了藥物的性味、功效，還敍

述了名稱、形態、產地、生活習性、生境、採集加工等。全書包含了宋以前許

多本草學著作，是研究本草學以及醫學、生物學、化學等學科的重要文獻。證

類本草日後官府又先後派人修訂三次，分別加上「大觀」、「政和」和「紹興」

年號，作為官書刊行。 

到了明代，由於採礦業、農業生產的發展，內外交通頻繁，提供了不少新

的藥物。偉大藥物學家李時珍（公元 1518～1593 年）集歷代本草學大成的巨

著本草綱目就是在這個時期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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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綱目於明萬曆十八年（1590 年）刻版刊出，是作者歷時三十年、書

考八百餘家，稿凡三易而成的。全書共 52 卷，載藥 1892 種，其中新增藥物

370 餘種；共分 16 部，屬植物藥的有草、穀、菜、果、木 5 部，共 1195 種，

占藥物總數的 63％。本書十分重視藥物的命名，並按時代先後為序，著錄較

早者為「正名」，其餘為「別名」，且分別註明名稱的來源，列於「釋名」之

下；在藥物分類方面，不再使用上、中、下三品，而根據藥物的特徵、用途分

類，這在當時來說也是極為可貴的；特別是對每種藥物的名稱、產地、形態、

栽培、收集方法，以及藥物的「性味」、「主治」、「炮炙」方法等都有詳細

記載。全書收錄古代醫學家及民間流傳的方劑 11000 餘首和 1100 餘幅藥物形

態圖。由於本草綱目內容十分豐富，是我國藥物學、植物學的寶貴遺產，對國

內外藥物學的發展起著重大的作用，全書刊出後不久就傳入日本，17 世紀傳

入歐洲，並有拉丁、日、英、德、法、俄等譯本，日本、朝鮮、英國、美國、

德國、法國、意大利、瑞典、比利時、荷蘭等國圖書館都珍藏著不同版本的本

草綱目。本草綱目問世至今已逾 400 年了，時間的推移並未使它黯然失色。它

仍然是國內外醫學和藥物研究者必須查考的重要文獻。 

我國本草著作很多，僅列舉「飲膳正要」代表性著作。飲膳正要作者忽思

慧，一作和思輝。回族人，或說是蒙古族人，迄難定論。忽思慧曾任元仁宗宮

中的飲膳太醫。任職期間，他結合自己的實踐，參閱諸家本草、名醫方術、民

間飲食，終於在元至順元年（1330）寫出了飲膳正要。 

飲膳正要共三卷。第一卷分「養生避忌」、「妊娠食忌」、「飲酒避忌」、

「聚珍異饌」等六部分；第二卷分「諸般湯煎」、「神仙服食」、「食療諸病」、

「食物利害」、「食物相反」、「食物中毒」等十一部分；第三卷分「米穀品」、

「獸品」、「魚品」、「果品」、「菜品」、「料物性味」七部分。 

（一）理論聯繫實際，廣收食療單方。忽思慧認為，人的「保養之道」重

在「攝生」和「養性」。攝生要「薄滋味，省思慮，節嗜欲，戒喜

怒，借元氣……」；而養性則要「充饑而食，食勿令飽，先渴而飲，

飲勿令過……」類似論述，是古人養生食療方面經驗的總結。在書

中，他收錄了近二百五十種湯飲、麵點、菜肴方面的食療方。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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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肉、草果、官桂、回回豆子製作的具有「補氣、溫中、順氣」作

用的馬思答吉湯；用鹿腰子、豆豉等製作的「治腎虛耳聾」的鹿腎

羹；傳說曾治癒唐太宗痢疾的「牛奶於煎蓽撥法」；補中益氣的「經

帶面」；治心氣驚悸、鬱結不樂的「炙羊心」等等，實用性很強。 

（二）對民族飲食交融的研究，有較高的史料價值。本書收錄了上百種回、

蒙、漢等民族的菜點，如在「聚珍異饌」中收有「春盤面」。立著

吃「春盤」原是漢族的習俗。春盤多由薄餅、生菜組成。而在此書

中．「春盤面」已改由麵條、羊肉、羊肚肺、雞蛋煎餅、生薑、蘑

菇、蓼芽、胭脂等十多種原料構成，由此，可以看出春盤在少數民

族中間的變化、發展。書中一些少數民族的肴饌制法頗為獨特，以

酥油、水和麵，包水劄（一種水鳥），入爐內烤熟的燒（即烤）水

劄，將羊放在地坑中烤熟的柳蒸羊，均能給人以啟發。 

（三）為飲食文化積累了重要資料。如「回回豆子」、「赤赤哈納」等原

料均由本書第一次收錄。而新疆產的「哈昔泥」，來自西番的「咱

夫蘭」等，也是在其他書中所罕見的。更為重要的是，該書卷三中

記有「阿刺吉酒」：味甘辣，大熱，有大毒。主消冷堅積，去寒氣。

用好酒蒸熬取露，成阿刺吉。這是關於我國燒酒——蒸餾酒的迄今

已知的最早的文字記載，對於研究中國酒史具有重要的參考價值。 

 

 

 

 

 

 

 

 

 

 



 ～113～

本草系統圖                    ﹝ ﹞內係收載藥品數  (   )內係年代  

 

(醫學博士 岡西為人教授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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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膳食譜之開發與製作 

林妙娟 

 

藥膳是指將食材烹製成具有藥效作用之食品，食之能發揮對人體有養生、

保健甚至對疫病有療效的功能。為了保有藥膳的功效，在烹調方法的運用，必

須適宜；為了增強效用，在食材的選擇與搭配必須能相輔相成；同時要因着食

用者的體質、症狀、健康等情況之不同，在調配上應有所區別，亦即「因證施

膳」。調製成的產品在色、香、味、形上均亦有所考究，以引起食用者的食慾，

獲致歡喜心進食，方能達到「食借藥力，藥助食威」的食用藥膳之效果。 

藥膳食譜開發時，必須以「四氣」為「辨證施膳」的依據，考慮到「五味」

對人體的臟腑功能具有獨到的功效。「四氣」是指食物的性味：寒熱、溫、涼

等四氣。「五味」包含酸、辛、甘、苦、鹹等五味。 

常見食物一般分為溫熱、寒涼、平和等三類。 

(一)溫熱食物 

1.動物類：牛肉、羊肉、鱔魚、草魚、白帶魚、烏骨鷄、蝦仁、鵝蛋等。 

2.植物類：胡蘿蔔、南瓜、蔥、薑、蒜、韭、辣椒、芥菜、油菜、香菜、

茴香、九層塔、龍眼、桃子、芒果、金棗、榴槤、桑椹、紅糖、

糯米、麵粉、羊奶等。 

(二)寒涼食物 

1.動物類：猪肉、鴨肉、鵝肉、牡蠣、螃蟹、海蜇、田鷄、鴨蛋、牛奶等。 

2.植物類：菠菜、白菜、豆芽菜、芥菜、蘿蔔、蓮藕、冬瓜、黃瓜、苦瓜、

竹筍、絲瓜、莧菜、茄子、甘藷葉、紫菜、海帶、薏仁、梨、

西瓜、柑橙、柚、柿子、草莓、鳳梨、椰子、綠豆、小米、白

砂糖、大麥、小麥、菊花、仙草等。 

(三)平和食物 

1.動物類：鷄肉、鷄蛋、墨魚、鱸魚、鯧魚、海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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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植物類：黑豆、黃豆、馬鈴薯、甘薯、甘藍、紅鳳菜、玉米、花生、山

藥、木耳、蓮子、百合、枇杷、梅、香蕉、蘋果、甘蔗、木瓜、

蕃石榴、菠蘿蜜、枸杞子、芝麻等。 

食物五味對人體的作用： 

(一)酸味：具有收歛固澀，但多食會痙攣。 

(二)辛味：具有發散、行氣、和血，但多食會氣散。 

(三)甘味：具有和緩、補養，能養陰和中，但多食會雍塞、滯氣。 

(四)苦味：具有燥和瀉的作用，但多食會滑瀉。 

(五)鹹味：具有軟堅潤下的作用，能散結，但多食則令血凝。 

藥膳在食材的選擇搭配、烹調方及調味的運用，對於藥膳之功效影響甚

大，在食譜開發上不可忽略。 

藥膳烹調要領： 

(一)藥膳的形式以「湯」為主。 

(二)烹調方法以火敦、蒸、煮為主，並宜慢火時間。 

(三)調味以保有食材原味為主，不適宜用調味品改變原有的鮮味，如有必要亦

宜於上桌前或食用時才加入。 

(四)考量成本，以少棄用，多採用節令，本地產品。 

(五)注意清潔衛生，以選購新鮮，不可有發黴腐敗現象，並符合食品衛生安全

原則為要。 

藥膳食譜製作：以山藥為例。 

 



 ～117～

君達香草健康世界園區香草資料 

 

紅花百里香 (Creeping Wild Thyme)--有香味的草坪 

1.常綠匐匐性小灌木 

2.全日照植物 

3.頂生花序粉紅色,原產地北歐,又名鋪地香 

4.肉類料理殺菌防腐,搭配蕃茄製作醬料 

5.泡花草茶,製作餅乾及甜點 

檸檬百里香(Thyme)  

1.常綠小灌木,全日照植物花期在晚春至夏季 

2.此品種因帶有檸檬香味而廣受歡迎 

3.殺菌防腐,埃及木乃伊使用的防腐藥材之一 

4.適合肉類料理,常與蕃茄醬搭配 

5.泡茶與薄荷或果汁搭配皆很適合 

蘋果香草(Chamomile)--聞得到香味的草皮植物 

1.菊科多年生草本植物,全株散發蘋果的香氣 

2.屬於羅馬甘菊中的匐匐性品係 

3.在先進國家用於老人及盲人公園的草坪,其香味可提振精神,並活化其他植物 

4.製作按摩油及各式沐浴用品 

5.作成飲料及甜點 

貓百里香(Cat Thyme)  

1.多年生草本植物,雖稱為百里香,外型也很像但卻不是百里香屬(Thymus) 的

植物,而是與地膠苦草同屬 

2.有很強的辛辣味,葉子是很特殊的藍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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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是一種觀賞用植物,適合在岩縫中生長 

4.濃烈的氣味容易招引貓 

羅馬洋甘菊 Roman Chamomile 

1.羅馬洋甘菊具有止痛的功能，可緩和肌肉疼痛，尤其是因神經緊張引起的疼

痛，對下背部疼痛也很有幫助。同樣的作用還能鎮定頭痛、神經痛、牙痛、

耳痛 

2.可規律經期，減輕生理痛，常被用來減輕經前症候群和更年期的種種惱人症狀 

3.使胃部舒適，減輕胃炎、腹瀉、結腸炎、胃潰瘍、嘔吐、脹氣、腸炎，各種

不舒服的腸疾 

4.刺激白血球的製造，進而抵禦細菌，增強免疫系統 

5.幫助改善溼疹、面皰、皰疹、乾癬、超敏感皮膚，及一般的過敏現象。平復

破裂的微血管，增進彈性，對乾燥易癢的皮膚極佳。消除浮腫，強化組織，

是非常優良的皮膚淨化保養品 

德國甘菊(Annual Chamomile) 

1.菊科一年生草本植物,全日照栽培,開白色花有蘋果香味 ,又名春黃菊(羅馬甘

菊則是多年生草本植物,且全株都有香味,成份及用途則大致相同) 

2.泡花茶飲用可以幫助消化,幫助入睡 

3.花的煎劑可用於護膚及護髮 

4.精油常被添加於沐浴用品,洗髮精及漱口水中 

5.適合與牛奶搭配製成飲料及甜點 

甜萬壽菊(Sweet Marigold)--墨西哥龍艾 

1.菊科多年生草本植物,全日照栽培,香味較濃而甜美 

2.花金黃色單瓣,葉全緣(大多數的萬壽菊是羽狀葉) 

3.味道和法國龍艾很像,可作為替代品,所以又稱作墨西哥龍艾. 

4.生性強健,適合庭園栽種,可觀賞可採收利用,還兼具驅蟲的功效,也適合作插

花的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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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嫩葉泡茶作飲料 

6.熱帶地區法國龍艾不易栽培,用甜萬壽菊取代用於廚房烹調 

馬郁蘭(Sweet Marjoram) 

1.多年生草本植物,全日照 

2.又稱花薄荷,牛至 

3.花期在夏季 

4.與奧勒岡同屬不同種 

5.幫助消化 

6.義大利廚房最常用的香料草之一 

7.用以沐浴減少疲勞 

8.提取精油 

蒲公英(Dandelion)  

1.菊科多年生草本植物 

2.嫩葉含豐富的維他命 A,C 及礦物質,可拌沙拉(西洋蒲公英較適合)或煮食,並

可補充鋰離子. 

3.根部烘焙可煮成不含咖啡因的咖啡代用品 

4.花可以釀酒 

5.根可以提取洋紅色染料 

蜂蜜桉(Honey Eucalyptus) 

1.桃金孃科常綠喬木,葉色較深 

2.枝葉有蜂蜜的芳香,含豐富精油,提取作為香料,及驅蟲劑. 

檸檬桉(Eucalyptus citriodora)  

1.桃金孃科常綠喬木 

2.葉片芳香含豐富精油,被大量提取作為香料 

3.全株散發強烈的香氣,有殺菌及驅蚊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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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乾燥的葉片常被用於混合香料,作為芳香劑 

5.作為廚房烹煮的調味料 

甜香桃木(Sweet Myrtle)  

1.桃金孃科常綠小灌木,開乳白色的花,在台灣幾乎全年開花. 

2.枝葉與花芳香,是百花香的材料,花可以製花露水 

3.花可以製作甜點,葉片用於烹調,用法與月桂葉接近,醃.燉.滷皆可 

4.編織成新娘花環,象徵貞潔與美麗 

澳洲茶樹 Tea Tree 

1.桃金孃科常綠大喬木原產地為澳洲溼地 

2.樹形優美,芳香宜人,是受歡迎的庭園樹,在澳洲則是一項重要的經濟作物,大

量提供工業化提煉精油 

3.提取精油是強力殺菌劑 

4.鮮嫩的枝葉可以泡茶飲用. 

天使薔薇(Rosa chinensis) 

1.新鮮的花瓣可以製作甜點或作菜,乾燥後也可以保有香氣,花與葉皆可泡茶 

2.提取香精,是一種高級的香水原料,也可以添加於化妝品中 

藍桉(Eucalyptus)  

1.桃金孃科常綠喬木,具灰藍色脫落性樹皮,嫩芽藍綠色,葉無比柄 

2.枝葉芳香含豐富精油,殺菌力很強,已被工業化大量提取作為香料/醫療用品及

驅蟲劑 

檸檬馬鞭草(Lemon Verbena) 

1.馬鞭草科小型灌木,有濃烈的檸檬香氣 

2.泡茶飲用,芳香好喝,幫助消化 

3.烹調料理,醃漬泡酒或製作甜點皆可添加 

4.直接添加於洗澡水中泡浴, 芳香滋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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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煉精油,是香水的原料,也常被添加於沐浴用品 

洋葵(Geranium) 

1.牻牛兒苗科，多年生草本植物 

2.學名：Pelargonium hortorum 

3.產地：南非、歐洲 

4.花期：12～5 月 

5 花色：紅、粉紅、橙紅、白、複色 

6.用途：花壇、盆栽〈此為觀賞用品種〉 

柳葉馬鞭草(Vervain)  

1.馬鞭草科多年生草本全日照植物,花期在夏季 

墨西哥奧勒岡(Mexican Oregano) 

1.雖然稱為奧勒岡,但是與唇形科的 Oregano 並沒有親緣關係,而是屬於馬鞭草

科的多年生草本植物,與檸檬馬鞭草較接近. 

2.在中南美洲,因地處熱帶氣候,並不出產奧勒岡,常以墨西哥奧勒岡取代使用. 

3.在墨西哥是一種民間常用的烹調素材,可以添加於辣椒醬或做出道地的墨西

哥料理. 

4.適當的修剪,可以長成一株小樹的模樣. 

荷蘭芹(Curled Parsley) 

1.繖形科,原產地歐洲 

2.寒豐富維生素及礦物質 

3.可作盤飾,也可用於魚及肉類烹調,濃湯或醬汁中也經常使用,也可加於沙拉調味 

結球茴香(Fennel,Bulb)  

1.繖形科多年生草本植物 

2.在歐美是一種常見的蔬菜,生吃/水煮或搭配其他食物,也可以用來熬煮高湯 

3.具除臭功能,常與魚類及帶腥味的肉類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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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來蒸臉,或製作沐浴精 

5.花已被廣泛利用於花藝設計 

紫茴香(Fennel,Purpurascens)  

1.繖形科多年生草本植物 

2.此品種為紫銅色,兼具觀賞性. 

3.在歐美是一種常見的蔬菜,生吃/水煮或搭配其他食物,也可以用來熬煮高湯 

4.具除臭功能,常與魚類及帶腥味的肉類搭配 

5.用來蒸臉,或製作沐浴精 

6.花已被廣泛利用於花藝設計 

刺芫荽(Eryngium foetidum) 

1.繖形花科草本植物 

2.全株散發強烈的芫荽氣味,最適合種於山邊溝作為驅蛇及防蚊蟲植物 

3.栽培容易可取代芫荽作為廚房窗檯的常備植物 

4.用法和芫荽相同唯在使用前先用剪刀將刺剪除 

5.根部可以用來燉肉及燉湯 

愛爾蘭萬壽菊(Irish lace Marigold) 

1.菊科多年生草本植物,全日照栽培,葉片有茴香味 

2.花白色細小而不明顯,葉型呈優美的絲狀 

3.生性強健,適合庭園栽種,可觀賞有可採收利用 

4.嫩葉可以泡茶作飲料也可以用於廚房烹調 

5.可以做染色劑 

紫蘇 Penilla  

1.唇形科一年生草本植物原產地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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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花期在秋季至初冬全日照半日照皆可 

3.用於醃不但可以增添風味還兼具殺菌效果 

4.常與海鮮類配合食用 

5.沖泡或熬煮成茶飲 

6.生食可配合壽司或與其他蔬菜調配成生菜沙拉 

7.青紫蘇口感較嫩,適合生吃,而紅紫蘇較適合醃漬 

檸檬天竺葵(Lemon-Scented Geranium) 

1.多年生草本植物,全日照或半日照皆宜 

2.全株散發濃烈的檸檬香氣 

3.花期從早春到秋末,開粉紅色花 

4.芳香的葉片可以製作果醬/糖漿/飲料,也可以添加於蛋糕或用於廚房烹調 

5.精油含量高,常用於芳香療法 

6.常被添加於面霜中 

檸檬玫瑰天竺葵(Rober's Lemon-Rose)  

1.多年生草本植物,全日照或半日照皆宜 

2.全株散發濃烈的玫瑰香氣,稍帶有檸檬味,葉三角形五瓣深裂,生性強健栽培容易 

3.花期從早春到秋末,開粉紅色花 

4.芳香的葉片可以製作果醬/糖漿/飲料,也可以添加於蛋糕或用於廚房烹調 

5.精油含量高,常用於芳香療法 

6.常被添加於面霜中 

7.可替代玫瑰,沖泡有玫瑰味道的香草茶或咖啡 

玫瑰天竺葵(Rose-scented Geranium)  

1.多年生草本植物,全日照或半日照皆適合 

2.全株散發濃烈的玫瑰香氣,生性強健栽培容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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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花期從早春到秋末,開粉紅色花 

4.芳香的葉片可以製作果醬/糖漿/飲料,也可以添加於蛋糕或用於廚房烹調 

5.精油含量高,常用於芳香療法 

6.常被添加於面霜中 

7.可替代玫瑰,沖泡有玫瑰味道的香草茶或咖啡 

孔雀天竺葵(Peacock Geranium)  

1.尨牛兒苗科多年生草本植物,全日照或半日照皆適合 

2.全株散發濃烈的玫瑰香氣,葉片較大型有皺折,白色斑紋 

3.芳香的葉片可以製作果醬/糖漿/飲料,也可以添加於蛋糕或用於廚房烹調 

4.精油含量高,常用於芳香療法 

5.常被添加於面霜中 

6.可替代玫瑰,沖泡有玫瑰味道的香草茶或咖啡 

椰香天竺葵(Coconut)  

1.多年生草本植物,全日照或半日照皆宜 

2.葉片較小深綠色,圓形,有椰奶的味道 

3.花期從早春到秋末,開紫紅色小花 

4.芳香的葉片可以製作果醬/糖漿/飲料,也可以添加於蛋糕或用於廚房烹調 

5.精油含量高,常用於芳香療法 

6.常被添加於面霜中 

7.可替代椰奶,沖泡有椰香味道的香草茶或咖啡 

薰衣草天竺葵(Old spice) 

1.多年生草本植物,全日照或半日照皆宜 

2.葉片較小,圓形,有薰衣草的味道 

3.花期從早春到秋末,開白色花,花瓣上有兩個小紅點 

4.芳香的葉片可以製作果醬/糖漿/飲料,也可以添加於蛋糕或用於廚房烹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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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精油含量高,常用於芳香療法 

6.常被添加於面霜中 

7.可替代薰衣草,沖泡有薰衣草味道的香草茶或咖啡 

杏果天竺葵(Apricot Geraniums)  

1.牻牛兒苗科多年生草本植物,全日照或半日照皆宜 

2.全株散發杏果的香氣,生性強健栽培容易 

3.花期從早春到秋末,開花較大型,玫瑰紅色,葉色濃綠 

4.芳香的葉片可以製作果醬/糖漿/飲料,也可以添加於蛋糕或用於廚房烹調 

5.精油含量高,常用於芳香療法 

6.常被添加於面霜中 

芸香(Ruta) 

1.小灌木全日照植物 

2.夏天開黃色花 

3.生性強健栽種容易 

4.莖的汁液會引起皮膚疹,應避免在陽光普照但潮濕的天氣中修剪芸香,可於開

花後修剪較好 

5.庭園栽種可降低蚊蟲密度 

6.葉片曬乾後比較香,可作為殺蟲殺菌劑,驅螞蟻的效果很好 

7.少量添加於食品增加麝香味,可去魚腥 

茴香菖蒲(Licorice flag)  

1.多年生草本全日照植物,全日照及半日照栽培皆可,適合濕度較高的環境. 

2.全株散發茴香的香氣,具有甘草的風味 

3.泰國料理使用的香料之一,可促進消化 

琉璃苣(B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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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紫草科草本植物,開星狀紫藍色的花 

2.原產地在歐洲,陽光充足的開闊地 

3.新鮮的花常被用來點綴糕點/冰品及沙拉 

4.葉子含豐富的礦物質,在作菜或調製飲料時少量添加,可減少鹽的用量. 

5.種子的油,是一種重要的健康食品 

金銀花/忍冬(Soneysuckle) 

1.忍冬科木質藤本植物 

2.庭園香花植物 

3.花/葉可以泡茶,芳香怡人 

4.黑色槳果有毒 

肥皂草(Soapwort)  

1.石竹科多年生草本植物,夏天開粉紅色花 

2.花可以拌沙拉,在啤酒的釀造過程中添加使產生泡沫 

3.全株皆含皂素,可以軟化硬水 

4.可作為溫和的洗潔劑,用於皮膚及頭髮 

5.用於清洗珍貴的衣料/織品 

魚腥草/戢菜 Houttuynia cordata 

1.匐匐性多年生草本植物 

2.全草有很濃的腥臭味,但是煮熟後味道變香 

3.煮成青草茶很好喝 

4.嫩葉燙熟拌生菜沙拉,或炒蛋皆宜. 

野生三色堇(Viola tricolor)  

1.一年生草本全日照植物,花期在春夏 

1.地上部份可以泡茶及食用,花可以作成甜點 

2.花型可愛,是一種受歡迎的庭園觀賞植物,也被普遍用於押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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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香蔥/蝦夷蔥(Chive) 

1.多年生草本植物,全日照,開粉紅色花 

2.庭園栽培既可觀賞又可食用 

3.新鮮葉可作沙拉/煮湯/煎蛋/主馬鈴薯 

4.添加於乳酪/優格,製作奶油調味醬 

5.新鮮的花泡醋,是一種使用方便的調味料 

6.含胡蘿蔔素,鈣質,礦物質,維生素 A,C 

金蓮花(Nasturtium)  

1.一年生草本全日照攀緣植物,花期在春夏 

2.全株有芥末味,含豐富的維生素 C 

3.新鮮的葉片及花朵可以烹調及作生菜沙拉,綠色的種莢可以醃製泡菜 

4.可以製作護髮用品 

5.花與葉皆美,具觀賞價值,也可用於押花 

檸檬香茅 Lemon Grass 

1.禾本科多年生草本植物,全日照植物,原產地在印度,氣溫越高生長越快速 

2.氣味芳香,被廣泛用於烹調料理,可熬煮高湯或作為火鍋的湯頭 

3.很適合泡茶,常與薄荷及西洋甘菊搭配 

4.精油常被添加於化妝品及食品,芳香且有殺菌功效,作成噴霧劑,可能清淨空氣 

*本品種與本土長見的香茅味道不同,香茅的味道較嗆,主要用途是驅蟲 

素馨(Jasmine) 

1.木犀科蔓生灌木,同屬 Jasminum sp.植物超過 200 種,其中 20 種被廣泛栽培,如

台灣生產的茉莉香片使用的是其中一種 J.sambac 品種 

2.素馨所提煉的精油,就是現在市面上所售的進口茉莉花精油,價格非常昂貴,是

香水的主要原料 

3.沖泡花茶芳香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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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芳香療法中,可減少疲勞,放鬆心情 

5.黑色漿果有毒 

烏面馬(Plumbaga zaylanica) 

1.藍雪科多年生草本植物,花白色枝條柔軟 

甜菊(Stevia)  

1.菊科草本植物 

2.甜度是蔗糖的 200-300 倍,適合作為代糖 

3.常用於果汁/茶/甜點及沙拉的調味 

4.烹調作為味精替代品 

5.製成有機肥料,可增加作物甜度,延長柑橘的儲藏壽命 

甜羅勒(Sweet Basil)  

1.一年生草本全日照植物 

2.俗稱九層塔 

3.植株大型葉片較厚 

4.防蟲植物 

5.各式料理 

桂皮羅勒(Basil-Cinnamon ) 

1.唇形科草本全日照植物。 

2.有桂皮氣味 

3.晾乾後可作櫥櫃芳香防蟲劑 

4.烹調各式料理，並提煉精油用於芳香療法。 

檸檬羅勒(Lemon Basil )  

1.唇型科一年生草本全日照植物。 

2.原產地印度 

3.添加於食物中可驅風開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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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乾燥後可作為櫥櫃芳香防蟲劑 

5.此品種最適合泡茶及烹調海鮮料理 

紫羅勒(Basil--Purple Ruffles)  

1.一年生草本全日照植物 

2.屬皺葉品種，適合作為盤飾 

3.防蟲植物 

4.烹調各式料理，並提煉精油用於芳香療法 

5.此品種泡酒為民間滋補品 

綠薄荷(Spearmint) 

1.唇形科年生草本植物,陽光直射栽培味道較濃郁 

2.精油被廣泛利用--添加於沐浴保養品,口腔清潔用品,藥水,藥膏及糖果 

3.氣味芳香溫和,有一股綠草香,葉較圓顏色翠綠 

4.外型討喜常被當作觀賞植物,也被當作杯盤的裝飾品,泡茶/咖啡/果汁甜點/拌

沙拉及烹調皆可 

義大利馬郁蘭(Italian Oregano)  

1.唇形科多年生全日照草本植物,花期在夏季又稱義大利牛至,味道與馬郁蘭較

接近,但是栽培比較容易且耐高溫 1.殺菌幫助消化 

2.義大利廚房最常用的香料草之一 

3.用以沐浴減少疲勞 

冬季香薄荷(Winter Savory) 

1.唇形科常綠亞灌木,全日照植物 

2.與歐洲香薄荷(Savory Summer)同屬不同種,用途相近 

3.與豆類同煮很對味,也常被用來作魚類及肉類料理的調味料 

4.製作醬料及藥酒的調味品 

5.因為具殺菌效果,常被用來調製漱口水或利用於護膚蒸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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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手香(Patchouli) 

1.唇形科多年生草本植物 

2.在印度是一種受歡迎的薰香劑,並可驅蟲防蛀 

3.外敷可緩和蚊蟲咬傷/消炎 

4.在中國被利用於製造印尼 

鳳梨薄荷(Pineapple Mint)  

1.唇形科年生草本植物,陽光直射栽培味道較濃郁 

2.精油被廣泛利用--添加於沐浴保養品,口腔清潔用品,藥水,藥膏及糖果 

3.葉緣齒狀有乳白色斑紋,被柔毛全株散發鳳梨味 

4.泡茶/咖啡/果汁甜點/拌沙拉及烹調皆可 

瑞士薄荷(Swiss Mint) 

1.唇形科年生草本植物,陽光直射栽培味道較濃郁 

2.精油被廣泛利用--添加於沐浴保養品,口腔清潔用品,藥水,藥膏及糖果 

3.溫和薄荷香味,是瑞士地區常用的品種 

4.瑞士喉糖的重要原料,可泡茶作甜點及料理 

澳洲薄荷(Austrian Mint) 

1.口感及香味較溫和與綠薄荷風味及外型較接近 

2.在澳洲地區偏好此品種,其他如泡茶/咖啡/果汁甜點/拌沙拉及烹調皆可 

巧克力薄荷(Chocolate Mint)  

1.莖與葉脈深褐色,早期被鑑定為水薄荷 

2.芳香怡人,口感較清涼,適合生食 

銀薄荷(Silver 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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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氣味芳香溫和,表面有銀白色絨毛,植株較大型,精油含量高 

2.提煉精油,泡茶,咖啡,果汁甜點 

3.葉表面有銀白色絨毛 

日本薄荷(Japanese Mint) 

1.唇形科年生草本植物,陽光直射栽培味道較濃郁 

2.精油被廣泛利用--添加於沐浴保養品,口腔清潔用品,藥水,藥膏及糖果薄荷腦

含量很高,有強烈的涼味提煉精油廣泛利用於醫藥及食品工業,所以不適合直

接食用 

羅馬薄荷(Emperor's Mint) 

1.唇形科年生草本植物,陽光直射栽培味道較濃郁 

2.有檸檬味 

3.可以泡茶及作料理,原產於羅馬附近,是當地人烹調料理的常用品 

檸檬香蜂草(Lemon Balm) 

1.唇形科草本植物,葉片帶有檸檬味 

2.可泡茶作料理,也可加入油醋或果汁裡 

3.泡澡有助減輕壓力及舒緩心情,也是製作香水的材料之一 

4.精油提煉不易所以價格昂貴,用於美容按摩/薰香/沐浴及芳香療法 

斑葉艾草(Artemisia)  

1.菊形多年生草本植物,全日照植物 

2.薰香,並可驅蟲 

3.可用於泡澡或蒸氣浴 

4.添加於米製糕點-艾草粿 

5.和入麵粉製成各樣的麵食-艾草麵/艾草水餃 

6.孕婦應避免大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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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迭香 Rosemary 

1.唇形科全日照常綠小灌木 

2.原產地地中海沿岸,花期夏至初冬 

3.香氣濃郁,歐洲人視為避邪之物,能除惡氣、有興奮、殺菌作用 

4.烹調(適紅肉)、泡花草茶、調果汁、泡香草醋、泡澡 

3.製作保養皮膚及護髮產品 

香茅 Grass 

1.禾本科植物 

2.香茅可以提煉香茅油，是製造香水的原料，也可作為霍亂預防劑 

3.在民國四十年前後，台灣香茅油產量世界第一，因此當時全世界的香茅油期

貨和現貨市場 

4.花色有紫、粉紫、白色等多種色彩 

薑薄荷(Ginger mint)-學名 Mentha arvensis"Variegata 

1.唇形科年生草本植物,陽光直射栽培味道較濃郁 

2.精油被廣泛利用--添加於沐浴保養品,口腔清潔用品,藥水,藥膏及糖果 

3.有淡淡的果香及薑味,葉片有金色斑紋 

4.外型討喜常被當作觀賞植物,也被當作杯盤的裝飾品,泡茶/咖啡/果汁甜點/拌

沙拉及烹調皆可 

鳳梨薄荷(Pineapple Mint 

1.唇形科年生草本植物,陽光直射栽培味道較濃郁 

2.精油被廣泛利用--添加於沐浴保養品,口腔清潔用品,藥水,藥膏及糖果 

3.葉緣齒狀有乳白色斑紋,被柔毛全株散發鳳梨味 

4.泡茶/咖啡/果汁甜點/拌沙拉及烹調皆可 

柳橙薄荷(Orange Mint) 學名：Mentha x aquattca "Citrata"  

1.多年生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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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日照栽培味道濃郁 

3.夏季開花，耐寒性強 

4.全株有柳橙香味 

5.莖葉可做果凍、西點、沙拉、泡茶、涼拌豆腐、調果汁、蒸肉 

6.能健胃、增食慾、解熱 

7.降血壓、定神使心情開朗、助安眠 

8.葉片貼於傷口處可殺細菌 

9.全株可提煉精油，作沐浴用品 

加那利薰衣草 Canary Island Lavender 

1.唇形科小灌木,全日照植物,屬熱帶品種,在台灣幾乎全年開花,花淡紫色,有很

濃的松脂味 

2.庭園觀賞植物 

3.押花及插花 

4.此品種不適合使用於食品及芳香療法是純觀賞品種 

西班牙薰衣草-白色苞片(Lavendula stoechas)  

1.唇形科半耐寒小型灌木,在台灣平地花期為 2-5 月,中高海拔山區花期為 4-10

月. 

2.花形特殊,謝後有宿存苞片,常被製成乾燥花,既芳香又美觀. 

3.提煉精油品質佳,是高級的香水原料 

4.花/葉皆可泡茶,製作糕點及廚房烹調料理 

5.在芳香療法中,可緩和鬆弛 

狹葉淑女薰衣草(Lavendula angustifolia"Lady") 

1.唇形科小型灌木全日照植物,香味濃郁 

2.較不耐熱較耐寒花期 5-9 月(國外),播種繁殖第一年就會開花 

3.植株低矮,屬小型品種,花序較短 

4.適合庭園趣味栽培,觀賞盆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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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芳香療法中可緩和情緒/幫助入睡 

6.製作沐浴保養品及香水 

7.花/葉皆可泡茶,製作糕點及廚房烹調料理 

狹葉希德薰衣草(Lavendula angustifolia"Hidcote") 

1.唇形科小型灌木全日照植物,香味濃郁 

2.較不耐熱較耐寒花期 7-8 月(國外) 

3.植株低矮,屬大花品種,花序較長 

4.花色濃豔的紫藍色,最具觀賞價值 

5.在芳香療法中可緩和情緒/幫助入睡 

6.製作沐浴保養品及香水 

7.花/葉皆可泡茶,製作糕點及廚房烹調料理 

齒葉薰衣草 Lavendula dentata  

1.唇形科小型灌木全日照植物 

2.耐高溫多濕,是在台灣比較容易栽培的品種 

3.香味較淡 

4.在芳香療法中可緩和情緒幫助入睡 

5.製作沐浴保養品 

6.可泡茶,製作糕點及廚房烹調料理 

羽葉薰衣草(Lavendula pinnata)--花期最長的純觀賞品種 

1.庭園觀賞植物 

2.押花及插花 

3.此品種因為樟腦成份太高不適合使用於食品及芳香療法是純觀賞品種 

4.全年皆可開花 

狹葉薰衣草 Lavendula angustifolia  

1.唇形科小型灌木全日照植物,適合露天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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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唐山園藝"多年試種選拔出較耐高溫且花期特長品種,只要營養生長不停

滯就能開花不斷,可從春季開至冬初,花色鮮豔,香味濃郁,適合南部秋冬至早

春栽培,高海拔地區則適合在春季定植. .在芳香療法中可緩和情緒/幫助入睡 

3.製作沐浴保養品及香水的原料,薰香,泡澡 

4.花/葉皆可泡茶,製作糕點及廚房烹調料理 

5.提煉精油的品質最佳但產量較少所以很珍貴. 

6.採集鮮花自然乾燥後,放置於櫥櫃中可以維持一年以上的芳香. 

真薰衣草 Lavendula angustifolia"Vera"  

1.唇形科小型灌木全日照植物,香味濃郁 

2.較不耐熱較耐寒花期 7-8 月 

3.植株大型,花序較長,栽培第二年才會開花,是晚生種 

4.在芳香療法中可緩和情緒/幫助入睡 

5.製作沐浴保養品及香水 

6.花/葉皆可泡茶,製作糕點及廚房烹調料理 

7.精油含量高,香味極濃, 是提煉高級精油的指定品種 

法國薰衣草 Lavendula stoechas  

1.唇形科半耐寒性小灌木 

2.提煉精油品質佳,是高級的香水原料 

3.花形特殊,謝後有一對宿存苞片有如兔子的耳朵,常被製成乾燥花,既芳香又美

觀 

4.夾葉皆可泡茶,或添加於甜點中 

甜薰衣草(Lavendula x heterophylla)  

1.唇形科小灌木 

2.是雜交種,同時具有狹葉薰衣草的芳香及齒葉薰衣草的耐熱及耐濕特性,是在

本省極具發展潛力的品種 

3.花/葉皆可泡茶,或添加於料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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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第薰衣草(Lavendula Xallardii"Devantville")--又名"大甜薰衣""德克斯特" 

1.唇形科小型灌木 

2.是雜交種(為寬葉薰衣草 L.latifoliax 齒葉薰衣草 L.dentata),具有寬葉薰衣草

的特性,葉片較厚,植株強壯而耐旱,也具有齒葉薰衣草的鋸齒葉緣,是新引進

的品種 

3.花/葉皆可泡茶,製作糕點及廚房烹調料理 

紫花貓薄荷 (Cat Mint)  

1.多年生草本植物 2.全日照植物 3.播種或扦插繁殖 4.開紫色花 

2.庭園觀賞 2.製作貓的玩具(花葉曬乾製成芳香包)3.製作沐浴保養品 4.泡茶 

胡椒薄荷(Peppermint) 

1.唇形科年生草本植物,陽光直射栽培味道較濃郁 

2.精油被廣泛利用--添加於沐浴保養品,口腔清潔用品,藥水,藥膏及糖果 

3.精油含量高,清涼而芳香,葉色較濃綠(亦有斑葉品種),生長快速,因為品種優良

而被廣泛栽培 

4.是使用最普遍的品種,用於各種食物的調味料,尤其泡薄荷茶,是許多愛好者的

指定品種 

柳橙薄荷(Orange Mint) 

1.唇形科年生草本植物,陽光直射栽培味道較濃郁 

2.精油被廣泛利用--添加於沐浴保養品,口腔清潔用品,藥水,藥膏及糖果 

3.有很濃的柳橙味 

4.精油的含量很高,可提取 

5.泡茶/咖啡/果汁甜點/拌沙拉及烹調皆可 

普列薄荷(Pannyroyal Mint) 

1.唇形科年生草本植物,陽光直射栽培味道較濃郁 

2.匐性,氣味強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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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煉精油是防蚊液的重要成份 

4.可以驅除跳蚤和螞蟻 

5 作為草皮地被植物,芳香美觀又可驅蟲,一舉數得 

葡萄柚薄荷(Grapefruit Mint)  

1.唇形科年生草本植物,陽光直射栽培味道較濃郁 

2.精油被廣泛利用--添加於沐浴保養品,口腔清潔用品,藥水,藥膏及糖果 

3.有很濃的葡萄柚味道,葉片較大型 

4.泡茶/咖啡/果汁甜點/拌沙拉及烹調皆可 

黃金薄荷(Mentha spicata)  

1.唇形科年生草本植物,陽光直射栽培味道較濃郁 

2.精油被廣泛利用--添加於沐浴保養品,口腔清潔用品,藥水,藥膏及糖果 

3.氣味芳香溫和,有一股綠草香,葉有黃色斑紋,是在台灣由唐山園藝培育出穩定

的黃金斑葉品種. 

4.外型討喜常被當作觀賞植物,也被當作杯盤的裝飾品,泡茶/咖啡/果汁甜點/拌

沙拉及烹調皆可 

蜂香薄荷(Bergamot)  

1.唇形科麝香薄荷屬多年生草本植物 

2.夏季開紅色花,是極佳的蜜源植物 

3.香味與佛手柑(Citrus bergamia)類似所以又常被稱為佛手柑 

4.在美洲被用來替代紅茶,或與紅茶搭配使用 

5.嫩葉拌生菜沙拉,或作為調味料 

香蕉薄荷(Banana Mint)  

1.唇形科年生草本植物,陽光直射栽培味道較濃郁 

2.精油被廣泛利用--添加於沐浴保養品,口腔清潔用品,藥水,藥膏及糖果 

3.有淡淡的香蕉氣味,葉片有絨毛,植株較矮 

4.泡茶/咖啡/果汁甜點/拌沙拉及烹調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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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草/貓鬚草(Orthosiphon aristatus) 

1.唇形科多年生草本植物,原產地爪哇 

2.花絲很長,向上微翹伸出花冠外,有如貓咪的鬍鬚,非常可愛.生性強健栽培容

易 

芳香萬壽菊(Marigold) 

1.菊科多年生草本植物,全日照栽培,葉片有類似糖果的香氣 

2.花較小型,黃色單瓣 

3.生性強健,適合庭園栽種,可觀賞有可採收利用,還兼具驅蟲的功效 

4.嫩葉可以泡茶作飲料也可以用於廚房烹調 

5.可以做染色劑 

金色鼠尾草(Sage) 

1.唇形科小灌木,全日照植物 

2.原產地地中海沿岸 

3.抗菌助消化 

4.製作火腿餡餅及油炸料理 

5.製作沐浴用品 

6.乾燥或煎煮過味道較香,為西餐料理中最常用的香料之一 

7.孕婦忌大量食用 

巴格旦鼠尾草(Bergarrten Sage)  

1.唇形科小灌木,全日照植物,花期在春季 

2.此品種耐熱性及抗病性較佳,市未來栽培的主流品種 

3.葉片較厚氣味較淡 

4.乾燥或煎煮過味道較香,為西餐料理中最常用的香料之一,可幫助消化 

5.製作火腿餡餅及油炸料理 

6.製作沐浴用品 

7.孕婦忌大量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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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鼠尾草(Fruit Sage) 

1.唇形科小灌木,全日照植物,全株披絨毛 

2.全株散發綜合水果的香氣,開粉紅色花 

3.是製作百草香或其他混合香料的重要素材 

4.可以泡茶作飲料,有如綜合水果茶 

5.煙薰有除臭功能 

6.廚房烹調料理的調味料 

鳳梨鼠尾草(Pineapple Sage)  

1.唇形科小灌木,全日照 

2.全株散發鳳梨的香氣,開紅花,花期較長 

3.嫩葉沾粉油炸非常可口 

4.可以泡茶飲用 

5.煙薰有除臭味的功能 

粉萼鼠尾草 Salvia farinacea 

1.唇形科全日照常綠小灌木 

2.花壇裡常見的紫色花卉，本種常被誤指為薰衣草 

3.不具香味，僅供觀賞用 

4.花色有紫、粉紫、白色等多種色彩 

弦葉鼠尾草 Lyreleaf Sage  

1.唇形科全日照多年生草本植物，氣味較淡，開藍紫色花 

2.是印地安人的傳統藥草 

3.適合做庭院觀賞植物 

墨西哥鼠尾草(Mexican Bush Sage) 

1.唇形科多年生草本植物,氣味較淡,開花粉紫色,有如絲絨的質感,花期很長. 

2.花色豔麗,花期很長,適合做庭園觀賞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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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適合當作切花栽培,可以做成乾燥花 

4.添加於百草香中提味,並增添顏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