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醫藥源遠流長，悠久的歷史積澱了豐富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蘊，花草
樹木、飛禽走獸、金石鱗介等自然之物，不單成為中藥材資源的寶庫，
更蘊釀了中國文化的詩詞歌賦，如「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等等詩
句，傳唱千年。 

在香港，成行成市的藥材舖、街頭巷尾的涼茶舖、郊遊時欣賞的花草樹
木及家家戶戶的老火湯，中醫藥文化已融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與我們
的健康息息相關。

但中醫藥知識通常給人古老深奧、艱澀難明的印象，為了向普羅大眾推
廣中醫藥的知識，衞生署特別匯聚了中藥專家製作《中藥趣談》系列，
以趣談的方式，透過詩詞典故切入主題，融合每味中藥的來源習性、性
味藥效、醫典古方、現代研究或用藥注意等，再配以精美的圖片，彙集
成冊，呈現給大家。

我們衷心希望這本深入淺出、通俗易懂、趣味盎然的中藥小冊子，能增
進您對中醫藥的了解，讓中醫藥提昇大家的健康生活素質。

衞生署署長 
陳漢儀醫生
201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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萹蓄與射干萹蓄與射干
萹蓄為蓼科植物萹蓄的地上部分，射干為鳶尾科植物射干的根莖，但香港藥材市場
曾發現萹蓄與射干有混淆的情況。市售的萹蓄多數為腋花蓼（小萹蓄），其次為射
干，再次為萹蓄，偶有以瞿麥作萹蓄者。市售的射干有用其根莖者，也有用射干苗
（射干的地上莖葉）者。這種情況還需追本溯源，加以釐正。

萹蓄是一種古老中藥，漢代《神農本草經》記載，主治「浸淫疥瘙疽痔，殺三蟲。」

後來《本草經集注》稱萹蓄：「處處有之，佈地生，節間花白，葉細綠，人亦乎為

扁竹。」因其「葉細綠」如竹葉，故別稱為「扁竹」。

射干也是一種古老中藥，《神農本草經》稱其主治喉痹咽痛。明代《本草綱目》稱

射干：「其葉叢生，橫鋪一面，如鳥翅及  腋花蓼原植物圖

扇之狀⋯⋯俗呼扁竹，謂其葉扁生而根如

竹也。」這裡是說射干的根如竹，而葉扁

生，故別稱為「扁竹」。

可見，萹蓄以其葉似竹，射干根似竹，都

有「扁竹」的別名，同名異物，容易混淆。

萹蓄原植物圖

射干原植物圖-鳥翅及扇狀的葉及較剪的花

清代嶺南地方本草《生草藥性備要》，對

萹蓄與射干在植物的科屬種以及功能主治方面都截然不同，不可混為一談!由此可見，中藥在千百年使用的歷史過程中，在不同的地域發生名稱、讀音、用藥部位或習慣用藥等方面的混淆，不得不辨。所以中藥材應正本清源，才可安全使用。 

嶺南地區的用藥影響很大。該書記載「扁
蓄頭」有兩種：「黃者入藥用，一名較剪
花，以上有載，但扁頭，如薑花。」「較
剪花，味腥，性寒，有小毒。一名黃花扁
蓄。」其實，這裡所說的「扁蓄頭」是射
干的根頭，「較剪花」（黃花扁蓄）就是
射干帶花的地上部份。

在粵語中萹蓄(cu)與扁竹(zu)讀音相近，

於是便有了嶺南地區以射干作萹蓄的誤

用。

至於偶有以瞿麥用作萹蓄者，恐與宋代的
《圖經本草》「萹蓄，苗似瞿麥」的記載
有一定關係。

射干 - 葉扁生而根如竹

射干藥材及飲片1 cm 1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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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豆種種 

赤豆原植物圖

 赤豆食材 赤豆別名紅豆，為豆科一年生直立草本，小葉闊卵形，莢果扁圓

筒狀，種子矩圓形，種臍平而不突起，中央也不凹陷。赤豆除了

直接煮食外，是做食品用豆沙的主要原料。它作為食材被製成各

式美味佳餚，亦是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高營養雜糧。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

多採擷，此物最相思。」唐代詩人

王維的「相思」一詩，讓紅豆成了

多情的信物。但你可知道，有多少

植物假「紅豆」之名?

赤豆 

因赤小豆的利尿和消腫功效比赤豆強

些，所以中醫入藥多用赤小豆；而赤豆

澱粉含量較高，蒸後呈粉沙性，且有獨

特的香氣，故多供食用。

赤小豆藥材

赤小豆原植物圖

赤小豆也有紅豆的別名，卻為一年生半

攀援草本，小葉披針形，莢果線狀扁圓

柱形，種子暗紫色，米粒狀長圓形，

種臍突起，中央凹陷。赤小豆具有利水

消腫、退黃、清熱解毒和消癰的作用。

赤小豆配伍赤茯苓，可用於濕熱蘊結、

小便不利、尿血、下肢浮腫或瀉痢；配

伍當歸，可用於濕熱便血、尿血；配伍

連翹，可治濕熱黃疸；赤小豆煮鯉魚

湯，可治腳氣及腹水腫。

宋代詩人蘇軾的紅豆詩：「綠

畦過驟雨，細束小虹霓。錦帶

千條結，銀刀一寸齊。貧家隨

飯熟，餉客借糕題。五色南山

青，幾成桃李溪。」寫的就是

赤小豆。

赤小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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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思豆

相思子原植物圖

另外，被賦予浪漫色彩的相思豆，也稱紅豆，正名則為相思子，是豆科的

一種纏繞藤本，種子橢圓形，上部2/3鮮紅色，下部1/3為黑色。但須注意

，相思子有毒，所含毒蛋白對黏膜強烈刺激，出現噁心、嘔吐、腹痛、腹

瀉、呼吸困難、皮膚青紫，最後出現溶血、血尿，因循環衰竭和呼吸性窒

息而死亡。中醫用作湧吐、殺蟲之藥，通常只可外用，不宜內服。新近發

現相思子的毒蛋白對皮膚癌有抑制作用，也是中醫「以毒攻毒」原理的應

用。

海紅豆飾品

那麼「相思」一詩中的紅豆究竟是何種? 據考證，多數傾向認為所指是一種

《本草綱目》木部35卷「相思子」釋

名：相思之豆「或雲即海紅豆之類」。

海紅豆的藥性微苦、辛，微寒，有小

毒，具有疏風清熱、燥濕止癢及潤膚

養顏的功效，主治面部黑斑、痤瘡、

鼻等。

海紅豆 

樹，叫海紅豆，而不是赤豆、赤小豆、相思豆之類的草本藤本。因為海紅豆

不僅生於古南粵國，而且它紅而發亮，從不褪色，像一粒心形的紅寶石。若

仔細觀察，會發現它的紅色是由邊緣向內部逐步加深的，最裏面特別艷紅的

部分又呈心形，真是心心相印，不愧為愛情和友誼的象徵及信物，現有多種

海紅豆飾品應市。

海紅豆花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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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麻仁火麻仁
大麻的果實

火麻仁為桑科植物大麻的種仁，是中醫常用的潤燥滑腸藥。廣東涼茶「火麻仁糊」能

緩解便秘，就是將火麻仁和芝麻用慢火炒到金黃色後，放入攪拌機，加水打成糊狀，

用紗布濾渣，加糖調味後，煮滾即成。又如東漢《傷寒論》中的「麻子仁丸」，就是

以火麻仁為君藥，配以杏仁等藥合用，潤腸通便，沿用至今。

火麻仁榨出的油可以食用，它含有一種特殊的氨基酸，可吸

收體內多餘的脂肪、膽固醇以及毒素，並將其排出體外。

火麻仁的來源植物大麻，在原產地中國已有六千多年的種植

歷史。大麻莖皮中有大量長而韌的麻纖維，是古老的製衣、

製繩和造紙的原料。

一提起大麻，就讓人聯想到毒品。但原來

大麻是一種奇特雌雄異株植物，在全球分

佈很廣，生長在溫帶的是「普通大麻」，

即中藥材火麻仁的原植物；而生長在熱帶

的是大麻的一個亞種，特別稱為「印度大

麻」。

大麻雌株上部的嫩葉、幼嫩果序和毛狀體

含多種大麻酚類的樹脂樣物質，主要成份

是四氫大麻酚（ tetrahydrocannabinol），

有致幻作用。「普通大麻」含樹脂極少，

沒有人把它的雌株作為毒品使用。「印度

大麻」的雌株則含樹脂較多，其嫩葉和幼

嫩果序可製成毒品大麻煙，因此被政府禁

止種植及使用。可見，同是大麻，不同的

地理分佈，形態差異不大，但其化學成份

差異很大，真可謂大異其趣也。
印度大麻

多年前，海關人員先後在香港的西貢、大嶼山附近

發現零星的大麻，懷疑為毒品歹徒所為，故試以中

藥「火麻仁」播種，發現可以發芽生長，引起香港

禁毒委員會的重視，曾考慮提出管制中藥店出售火

麻仁。後經調查，證實為「普通大麻」，並不含有

毒成份四氫大麻酚；而香港中醫師處方火麻仁潤腸

通便，涼茶店製售火麻仁糊，已有很久的歷史，並

未發現類似毒品的不良反應。

大麻的雄株 

08 

大麻的雌株

大麻的雌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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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首烏是蓼科一種多年生纏繞藤本植物，
地下有塊狀的根，因生長年限、地形或地
勢的不同，生成形狀各異的塊根。何首烏
的名稱有不同的傳說，相傳唐代農民何田
兒三代吃這種東西，使白髮變黑，故將這
種植物取名「何首烏」。

何首烏確實有治人鬚髮早白的效果。古有
以何首烏為主藥配伍的「七寶美髯丹」傳
承至今，現代的許多抗衰老製品和美髮護
髮產品都配有何首烏。現代研究證實，何
首烏主要含卵磷脂，卵磷脂是構成神經組
織，特別是腦脊髓和細胞膜的主要成分，
能促進血細胞的新生及發育，改善毛髮的
營養。

何首烏的開花植株     

何首烏何首烏 

何首烏藥材橫切面的雲紋

普通條塊狀的何首烏 略似人形的何首烏

坊間有誤傳「千年人形何首烏，吃了可以成仙」，

因此偶見有人形何首烏高價兜售。其實，通常都是

芭蕉或薯類雕刻或模具栽培的偽造品，真品何首烏

不管外形如何，橫切面具雲朵狀的紋理是鑒別真偽

的重要特徵，故應當小心分辨，謹防受騙。

至於千年何首烏可成仙一說，可能與何首烏擅長養血補肝，固腎益精有關。歷代醫家都
把何首烏用於治療鬚髮早白、脫髮、早衰、視物昏花等。值得注意的是，中藥何首烏有
生首烏與製首烏之分。生首烏功能解毒、潤腸通便、消癰；製首烏是加黑豆久蒸炮製過
的，功能益精血和烏鬚髮。

近年發現長期大量服用何首烏及其製品後可能出現不良反應，表現肝功能受損的特
徵，包括黃疸、尿色變深、噁心、嘔吐、乏力、虛弱、胃痛、腹痛及食慾減退。若出現
以上症狀，建議停止服用何首烏，並及時就醫。有肝病史或者其他嚴重疾病的患者，要
慎用，且不要與其它會損害肝功能的藥合用。用藥前請諮詢醫療專業人員的意見，以確
保安全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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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川
烏烏
、、
附附
子子
與與
草草
烏烏

子與生草烏均屬《中醫
藥條例》附表1的毒性中
藥，必須由註冊中醫處

方才可配發，而有關川

烏、附子或草烏等烏頭

鹼類中藥中毒的個案也

時有報導。它們究竟是

靈丹妙藥還是虎狼之品?

川烏、附子與草烏都是古老的

傳統中藥，具有祛風除濕、溫

經止痛及回陽救逆的功效。可

分別用於治療風寒濕痹、諸寒

疼痛及跌打損傷。常用處方有

「小活絡丹」、「四逆湯」

等。

在香港，生川烏、生附

早在漢代的《神農本草經》就有烏頭  (即現在的川烏)藥用的記載。漢末三國時，蜀國大將關羽在戰鬥中不幸中箭，因為箭頭上塗有烏頭膏，當時的名醫華佗為關羽刮骨療毒，其毒就是烏頭毒。東漢醫聖張仲景著《傷寒論》，書中對附子的運用圓機活法，有二十多個藥方含有附子，這些古方沿用至今。

烏頭的花枝 

川烏、附子 烏頭的母根

川烏是毛茛科植物烏頭 (川烏)

的母根，旁邊的子根則

加工成為附子，兩者是

同一植物不同的藥用部 烏頭的子根

位，以四川江油為道地 (附子)

產區。

川烏藥材

三種不同的製附子

鹽附子

白附片

黑順片

鹽附子

藥理研究表明，川烏具有強心、抗心肌損傷、抗炎、鎮痛等作用；附子有致心律失

常和抗心律失常、升血壓和降血壓的雙向調節作用，以及抗炎、鎮痛、抗腫瘤和局

部麻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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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烏 附子、川烏與草烏主要中毒症狀包括口舌、四肢及全身麻痺、頭暈、心悸、嘔吐、
草烏的來源比較複雜，《中國藥典》規定使用北烏頭的塊根，但中國西南部一些 腹痛、腹瀉、心律紊亂及血壓下降、昏迷等，最終可因心臟麻痺而死亡。
地方習慣用野生烏頭或瓜葉烏頭等幾種野生烏頭類植物的塊根。

生草烏

製草烏

北烏頭的花枝

川烏、附子與草烏等烏頭屬植物的主要毒

性成分為烏頭類生物鹼，如烏頭鹼、中烏

頭鹼、次烏頭鹼等。故這些藥材未經炮製
的生品毒性很大，只可供外用，若處方內
服，多用經過炮製的製川烏、製附子或製

草烏。這是因為在炮製過程中，毒性很強

的雙酯型烏頭鹼，被水解為毒性較小的單

酯生物鹼，從而降低毒性。
烏頭鹼分子結構 

最常見的中毒原因是炮製不當、用量過大、煎

熬時間不夠、與酒同服或體質敏感等。所以，

中醫師應對症下藥，嚴格控制藥量，詳細解釋

煎服方法；病人則應謹遵醫囑，以策安全。另

外，曾發現某些烏頭類植物含毒性更大的滇烏

鹼，在採收時被不慎混入其他藥材之中，從而

導致中毒。因此，藥材從採收到使用的全過程

，都須加強全面質量管理。

川烏、附子與草烏用藥注意事項：

．生川烏、生附子與生草烏必須由註冊中醫處方才可配發。

．生品有大毒，只宜研末調敷外用，炮製後方可內服。

．黑順片及白附片可直接入藥，製品內服藥量宜輕(建議參考藥典用量)，入

湯劑要先煎及久煎。

．不宜與貝母類、瓜蔞類、半夏、天花粉、白及、白蘞等同用。

．浸酒或酒煎服易致中毒，應慎用。

．孕婦、陰虛陽盛及熱證疼痛者禁服。

．服藥後若出現麻痺、頭暈、心悸、嘔吐、腹痛等不良反應，應立即求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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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茱萸果枝

山茱萸花枝

茱萸有山茱萸和吳茱萸之分，二者在植物來源、性味和功能上相去甚遠，作為藥用，
兩者均始載於漢代的《神農本草經》。

唐朝詩人王維「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詩句，膾炙人口，引起無數遊子的思鄉之情。你可知道詩中的茱萸到底是何物?

山茱萸屬山茱萸科，具酸甘之味，功能補益肝腎，澀精固脫。山茱萸配伍桑螵蛸和山
藥，可治老人尿頻；若配伍黃芪、黨參和五味子，可治陽虛所致的自汗。

山山
茱茱
萸萸
與與
吳吳
茱茱
萸萸
 

吳茱萸屬芸香科，具芳香辛烈之氣，功能散寒止痛，降逆止嘔。吳茱萸配伍黃連，可
清肝和胃；配黨參，可溫中補氣；配五味子，可溫斂固澀；配當歸，可溫經止痛。

吳茱萸芳香濃烈、幽深飄遠，作為祭祀和佩戴用的歷史則更加久遠。遠在周代以茱萸
為祭祀之物；漢朝是將茱萸切碎裝在香袋裏佩戴；晉朝之後，則重陽登高瞻遠，暢飲
菊花酒，身插茱萸，芳香泌扉，還可驅邪避惡，那時就稱茱萸。據唐代《本草拾遺》
記載：「茱萸南北總有，入藥以吳地者為好，所以有吳之名也。」故吳茱萸之名應是
後來的事。由此看來，王維詩中的茱萸應為吳茱萸。

吳茱萸藥材

吳茱萸果枝

山茱萸沒有香濃的氣味，但其俏黃的花兒使人過目不忘。每年三四月間，酷似臘梅
的花朵綻放出萬點金黃；在九、十月間，山茱萸鮮紅的果實綴掛枝頭，點染霜天，
煞是可觀。所以也有人認為王維詩中所提到的茱萸是指山茱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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棗類知多少
大棗

酸棗仁藥材為鼠李科植物棗的成熟果實，
原產中國，早在戰國時期已有
記載。大棗藥食兩用，藥用大
棗主要是山西大棗(稍長形)和河
南大棗(稍短圓形)。

大棗作為藥用，藥性甘、溫，
具有補脾胃、益氣血、安心
神、調理氣血及緩和藥性的功
能，可治療脾胃虛弱、氣血不足、食少便溏、倦怠乏力、心悸失眠等。大棗配伍生薑，

酸棗植物

可散寒解表；配伍浮小麥，可止汗；配伍甘草，可補益調和。 又名山棗，是與大棗同科的另一野生種。酸棗的果實酸而微澀，核大肉少，
一般不作食用；其種子可藥用，稱為「酸棗仁」，有鎮靜安神作用。

大棗作為食用，自古就是「五果」(桃、李、梅、杏和棗)之一，全國目前已知的700
餘個棗品種中，主要有泗洪大棗（果大如蛋、肉質酥脆和甘甜核小）、金絲小棗（個
小而味甜）和冬棗（大圓香脆的晚熟鮮果）。大棗還有許多製品，如烏棗（經水煮、
窰燻、陰乾的大棗）、蜜棗（以蜜糖浸製或再加阿膠的大棗）和酒棗（在酒中打滾，

青棗是鼠李科植物毛葉棗的果實，具蘋果、
梨和棗的風味，有「熱帶小蘋果」的美譽。青

青棗

再放入罈中密封半年以上的大棗）。 棗營養豐富，能益胃生津及養顏美容。南棗就
是由青棗經煮、焙、曬等工序精製而成的，尤
以烏黑發亮、花紋細密、肉肥厚細膩和味甜的

泗洪大棗 金絲小棗 冬棗

河南大棗

山西大棗植物 河南大棗植物

酸棗

浙江義烏南棗最為地道。

義烏南棗 

18 

青棗鮮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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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棗類」

功效與用法來源名稱

是漆樹科喬木植物南酸棗的成熟果

實。果肉味酸和具黏液質。核近卵

形，頂端有5個明顯的小孔。

乾果可以藥食兩用，具有行氣活

血和養心安神功能。廣棗亦是蒙古

族習用藥材，蒙古族的驗方「七味

廣棗丸」就是以它為主要成分，用

於治療胸悶疼痛、心悸氣短、心神

不安和失眠健忘。

作為主要食品，可鮮食或作蜜

餞。伊拉克是世界上種植棗椰樹

最多的國家之一。

黑棗中含有豐富的維生素、礦物

質、膳食纖維和果膠，可以幫助

消化和通便，以及清熱止渴。

黑棗

椰棗

又名軟棗，為柿樹科喬木君遷子的

果實。其果實成熟後由紅色變為紫

黑色，乾果為黑色。

是棕櫚科植物棗椰樹的果實，又名

海棗，呈長橢圓形，原產北非的沙

漠綠洲或波斯灣周圍地區。

廣棗 

沙棗植物

胡頹子科植物沙棗的果實，它分佈在中國西北各省區，是能在沙漠和荒原上生存的耐旱樹種。沙棗果實長圓狀橢圓形，直徑約1厘米，果肉粉質，果皮早期銀白色，後期鱗片脫落，呈黃褐色或紅褐色。

沙棗
沙棗具有養肝益腎，健脾調經的功能。用於治療
肝虛目眩、腎虛腰痛、脾虛腹瀉和消化不良，以
及婦女帶下病和月經不調。將沙棗煮沸後加入適
量蜂蜜調服，可健脾潤肺。

枳椇植物

枳椇子藥材

拐棗
鼠李科植物枳椇的肉質果梗。枳椇的果實
為圓珠形，果皮薄，內有1-2粒紅棕色光
亮的種子；果梗拐曲，肉質，成熟後紅褐
色，味甜，可生食或釀酒。

種子入藥稱「枳椇子」，有補益生津、保
肝解酒、止渴除煩及通利二便的功效。用
它來泡酒服，還能舒筋絡和祛風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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菟絲子

菟絲子是旋花科一年生纏繞性寄生
草本，菟絲子藥材的來源除菟絲子
外，尚有南方菟絲子的種子，同等
藥用。根據藥典記載，菟絲子功能
補益肝腎、固精縮尿、安胎、明
目、止瀉，外用消風祛斑。用於肝
腎不足、陽痿遺精、腰膝酸痛、遺
尿 尿 頻 、 胎 動 不 安 、 目 昏 耳
鳴、脾腎虛瀉，外治白癜風。例如
古方「五子衍宗丸」以枸杞子、菟
絲子、覆盆子、五味子及鹽車前子
組成，達到補腎益精的功效。

現代研究顯示，菟絲子是通過延長細胞生存期、調節機體免疫功能、改善代謝及應激

能力而達到抗衰延年作用；菟絲子也可促進生殖細胞的活性、防治心血管疾病及具有

保肝明目等作用。 

菟絲子的吐絲現象

古代北齊時的謝朓寫了詠菟絲詩：「輕絲既難理，細縷竟無織。爛漫已萬條，連綿復一色。安根不可知，縈心終不測。所貴能卷舒，伊用蓬生直。」此詩生動地描述了菟絲子有趣的生活習性。

菟絲子的種子無胚根，只有胚莖，如將種子浸入沸水，即可看到旋卷的絲狀胚莖從破

皮的種子吐出，俗稱「吐絲」，由於這種現象很特別，可以把「吐絲」 作為中藥菟絲

子的鑒別方法。

菟絲子的種子發芽時，旋卷的胚莖藉
著胚乳的營養迅速生長，幼莖即作旋
轉運動，以尋找近旁的植物，一但接
觸到某種植物，它就迅速纏繞其上，
在接觸處形成吸根，刺入寄主植物的
組織，吸取寄主的養分和水分，並向
四周擴大蔓延，甚至在寄主植物頂端
形成蓬蓋，既遮蓋了陽光，又吸收其
營養，對寄主植物形成致命的威脅。
菟絲子自己卻長得十分繁茂，很快開
花結果，果實成熟時爆裂，彈射出許
多小球形的種子，嚴冬時莖藤枯萎，
結束一年的生命週期。彈射出的種子
又會在適當時候發芽生長，開始更多
新一代的生命。

菟絲子的藤蔓

菟絲子的花枝 

值得注意的是，菟絲子本身無毒性，
但它若寄生在有毒的植物(例如馬桑樹)
上，則可能因吸收毒性成分(例如馬桑
毒素)，而導致服用後產生與寄主有關
的中毒現象。所以登山或郊遊時，切
勿隨意採摘植物，以免中毒。

菟絲子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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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瓜是葫蘆科一年生蔓生草本植物，各個部份都有
藥用，亦可藥食兩用。南瓜具有補中益氣的功能，
但也不宜多食，以免引起腹脹不適；南瓜瓤能解毒
斂瘡，搗爛敷患部，可治療燙傷；南瓜葉能清熱、

南瓜南瓜 解暑；南瓜花能清濕熱消腫毒、治黃疸及痢疾；南
瓜卷鬚能溫經、止痛；南瓜根能利濕熱、通乳汁；
南瓜蒂能解毒、利水、安胎，治療瘡瘍、水腫及胎
動不安；南瓜莖(藤)能清肺虛熱、平肝和胃；南瓜
子可驅蟯蟲和絳蟲等體內的寄生蟲，也可治療產後
手足浮腫及通乳。

南瓜子是中醫處方常用藥物之一，例如：南瓜子配
伍檳榔，可殺蟲、行氣消積；配伍茯苓，可健脾除
濕、利中帶補；配萊菔子，可順氣化痰、平咳喘、
消食積；配伍桑白皮，可瀉肺火、潤肺燥、平肺止
嗽；配伍雞內金，可健脾和胃、驅蟲，攻補兼施。

南瓜雄株 
南瓜子

南瓜

 南瓜雌株

現代研究證明，南瓜營養豐富，富含南瓜多糖、維生素、氨基酸、抗壞血酸、β- 胡蘿蔔素及豐富的微量元素等人體生命活動所必需的物質。糖尿病一般由於人體內胰島素分泌不足，而南瓜所含的微量元素鋅、錳和鉻具有改善胰島素的功能，促進糖類和蛋白質的代謝，可輔助降血糖。同時南瓜亦可降血壓和降血脂，中年男性常吃炒南瓜子，還可預防前列腺肥大。

南瓜大致分為三大類，中國南瓜，原產地亞洲南部；美國南瓜，原產地中南美洲；印度
南瓜，原產地則在非洲。南瓜品種繁多，故果實大小、形狀及顏色也各異其趣。最大的
南瓜重達數百公斤，最小的南瓜只有乒乓球大小。

中國江南有「八月半吃南瓜」的風俗，就是中
秋節吃老南瓜燒糯米飯。南瓜在西方的萬聖節
常被刻成燈籠，在裡面點上蠟燭，鬼影幢幢，
稱為「傑克南瓜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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薜荔

薜荔攀援在牆上的營養枝

薜荔是桑科一種有趣的攀援植物，它的營養枝上長出許多攀援根，很容易地攀援在
石頭、牆壁或樹上生長，它的莖、葉、花和果可作藥食之用，以下為大家逐一介紹：

薜荔的莖與葉絡石而生，故稱「薜荔絡石藤」。

具有祛風除濕、活血通絡及解毒消腫的功能；主

治風濕痹痛、水腫、咽喉腫痛、癰瘡腫毒等。

薜荔饅頭狀的花序托去除種子後，可作通乳藥，

稱為「 廣東王不留行殼 」，它是廣東及香港等地

的習慣用藥，雖然與正品「王不留行」行血通

經、下乳及消腫的功效相似，但「王不留行」的

原植物為石竹科植物麥藍菜的成熟種子，兩藥來

源相去甚遠，應區別使用。
王不留行藥材

薜荔繁殖枝直立，隱花果成熟時紫黑色

薜荔與榕小蜂相依為命的秘密：

薜荔的花和無花果一樣是隱頭花序，

許多的小花聚生在內陷的花序托內。

薜荔為了延續和擴大種群，請榕小蜂

專門為它傳粉，在饅頭狀的花序托開

口處，設立了旋轉式的通道，只有榕

小蜂能夠識別這個秘密通道而進入。

雄花序托內設有癭花，專門為榕小蜂

提供產卵場所，並代為孵化。孵出的

榕小蜂飛出時，會將成熟的花粉傳播

出去。這是一種植物和動物在長期的

進化過程中建立的共生關係。薜荔在

香港也有野生分佈，你觀察過它奇特

的生活習性嗎？

廣東王不留行藥材

雄花與癭花同存於一個花序托內，
癭花中孵出的榕小蜂爬出欲飛。

薜荔的成熟果實含一種能夠溶於水的果膠，溶水後形成半透明的凝膠，因此人們將薜荔種子製成清涼飲料。愛玉子為薜荔的變種，種子的果膠更為豐富，是臺灣特產「愛玉凍」的原料。

榕小蜂

雄花

榕小蜂

癭花

雄花

癭花

旋轉式通道旋轉式通道

麥藍菜原植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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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羊花與洋金花

羊躑躅花枝 白花曼陀羅的花枝

鬧羊花是杜鵑花科的木本植物羊躑躅的花，有大毒，可用於祛風除濕；而洋金花是茄科
草本植物白花曼陀羅的花，也有大毒，可用於平喘解痙。它們都是香港《中醫藥條例》
附表1規管的毒性中藥，怎麼會發生混淆呢?

這還須從用藥歷史的考證入手。鬧羊花原名羊躑躅，始載於漢代《神農本草經》，列為
下品。主治溫瘧、惡毒和諸痹。《本草經集注》稱「花似鹿蔥，羊誤食其葉，躑躅而
死，故以為名。」此後，《蜀本草》進一步指出：羊躑躅「樹高二尺，葉似桃葉。」所
述樹高二尺，葉似桃葉，花似鹿蔥（萱草）的鬧羊花與杜鵑花科植物羊躑躅相符。

洋金花原名曼陀羅花，《本草綱目》稱：「葉
如茄葉，八月開白花，凡六瓣，狀如牽牛花而
大，攢花中折，駢葉外包，而朝開夜合，結實 花冠

圓而有丁拐，中有小子。⋯⋯八月采此花，七
月采火麻子花，陰乾，等分為末，熱酒調服三 花絲

錢，少頃昏昏如醉。割瘡灸火，宜先服此，則 花藥

不覺其苦也。」所述可作麻醉藥的曼陀羅花即
是茄科植物白花曼陀羅的花。 雌蕊

花萼

凌霄花解剖圖

花冠
洋金花商品

雌蕊

花絲
花藥

花萼

花萼成筒狀，長度約為花冠1/2 

洋金花在香港也曾誤稱為「鬧羊花」，可能與《生草藥性備要》稱白花曼陀羅為「大鬧楊花」
有關，書中記載：大鬧楊花「食能殺人、迷悶人，少服止痛、通關利竅、去頭風，⋯⋯花形如
喇叭，其子如茄，周身簕釘。」所述大鬧楊花顯然是指曼陀羅花，即洋金花。這種同名異物的
情況容易混淆，造成藥材市場上誤以洋金花當作鬧羊花使用，必須正本清源，迅速糾正。

凌霄的花枝

藥材市場偶見將有毒的洋金花誤作無毒的凌霄花者，這
是因為兩者的乾品外形十分相似，不仔細鑒別容
易混淆。中藥商在批發或零售中藥材時要具備
專業知識，小心分辨。市民郊遊遠足時，切
勿隨便採摘野花，更不可食用這些山野植
物，以免中毒！

凌霄花商品

白曼陀羅(花)解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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鈎吻鈎吻

斷腸草根橫切面

鈎吻的名稱自古以來十分混亂，《神農本草經》正名鈎吻，陶弘景解釋是「言其入
口則鈎人喉吻。或言吻作挽字，牽挽人腸而絕之。」中毒時有劇烈的腸絞痛和腸斷
裂的感覺，故又名斷腸草。但自《神農本草經》始有「野葛」的別名，易與豆科的
野葛發生混淆。唐代詩人白居易的有木詩曰：「有木香苒苒，山頭生一蕟。主人不
知名，移種近軒闥。愛其有芳味，因以調麹糵。前後曾飲者，十人無一活。豈徒悔
封植，兼亦誤采掇。試問識藥人，始知名野葛。」「前後曾飲者，十人無一活」，
多麼慘痛的教訓！ 

斷腸草根

鈎吻花枝 鈎吻又名斷腸草，是馬錢科一種藤本植物。鈎吻全株有大毒，有認為是第一大毒的中藥。傳說古代「嚐百草」的神農，最後就是嚐到鈎吻而中毒死亡的。

據查證，「葛」應為「猲」，古時猲是指大
的狼。鈎吻別稱野猲，是指其毒性猛烈。鈎
吻中毒可出現眩暈、言語含糊、肌肉弛緩無
力、吞咽困難、瞼下垂、瞳孔散大、口腔、
咽喉灼痛、噁心、嘔吐、腹痛、呼吸困難等
症狀。

香港曾發生市民在郊外採摘玉葉金花作涼茶，
卻誤將有毒的鈎吻誤當無毒的玉葉金花，服用
後發生中毒事故。玉葉金花為茜草科植物，開
花時，有一花萼擴大成白色葉狀，花黃色，它
可治療感冒、扁桃腺炎、腸炎和蛇咬。而鈎吻
花黃色、五瓣裂和微香，為有毒植物，外用治
療頑癬和瘡毒，嚴禁內服。這兩種草藥的花朵
均是五瓣裂的黃花，但玉葉金花的花朵較小，
花心緊閉，旁邊有一至三枚白色萼片；鈎吻則
花朵較大，花心敞開，應注意區別。

另外，由於鈎吻在嶺南地區分佈廣泛，
也可能和桑科的五指毛桃同地生長，又
因兩者根的外形略似，採挖五指毛桃根
時，如不小心，有可能混入有毒的鈎吻
根，故偶有五指毛桃煲湯發生鈎吻鹼中
毒的個案。五指毛桃根皮有絲狀纖維，
無環裂紋；鈎吻根皮無絲狀纖維，有環
裂紋，可以區別。

可見，市民購買和使用任何中藥前都應
先請教中醫師，並按中醫師指示服用。
市民亦不應隨便採挖山邊植物服用，以
免中毒。

玉葉金花的花枝

五指毛桃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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麝香是名貴的中藥，它源自雄性的鹿科動物林麝、馬麝或原麝陰部香囊的分泌物。每年秋後，雄麝大量分泌麝香，濃烈的香氣飄散於山野，吸引雌麝聞香而至。

麝香對中樞神經系統表現為大劑量鎮靜及小劑量興奮
的雙向調節作用，對心血管系統則有擴張冠狀動脈緩
解心絞痛、強心及抗凝血的作用，同時，也具有消炎
止痛的作用。

麝香的常規用量為0.03至0.1克，多入丸散用，或適量
外用。但因有活血通經等興奮子宮的功效，故孕婦禁
用，以防止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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麝香
《神農本草經》將麝香列為上品，認
為它「味辛溫，主辟惡氣」。麝香具
有開竅醒神、活血通經及散瘀止痛的
功效，是治療熱病神昏、中風痰
厥、氣鬱暴厥等神志昏迷的要藥，例
如：「安宮牛黃丸」、「至寶丹」、
「紫雪丹」等中成藥，就是以麝香配
伍製成的清熱開竅藥；又如「蘇合香
丸」，就是以麝香配伍袪寒藥製成的
溫通開竅藥。

雄性林麝（有獠牙）

麝香是棕色及暗棕色顆粒狀物質，香極而臭，只有經高度稀釋之後，才會發出特有的香
氣，成為天然的高級香料定香劑，使香氣變得更柔和、圓熟和持久。

麝香是一種十分稀缺的天然資源。在香港，麝香受《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
例》管制。國家也已禁止獵麝取香，代之以圈養林麝人工活體取香。人工合成的麝香酮
產量有限，價格高昂，而且不能全面代替天然麝香。

養麝取香，早在唐代的《酉陽雜俎》已有記載：「唐天寶初，虞人嘗獲一水麝，詔養於
囿中，每取以針刺其臍，撚以真雄黃，則其創復合。」是說唐代天寶初年，獵人曾捕獲
一麝，圈養取香，以針刺其臍(指香囊)，取香後以雄黃消毒，後囊孔復合。此與現代的
養麝取香法大體相同。

麝香的類似品，如倉鼠科動物的雄性麝鼠產生的類似麝香的分泌物，即麝鼠香；另有靈
貓科動物雄性大靈貓香腺囊中的分泌物，稱靈貓香。

雌性林麝（無獠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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砒霜是天然礦物砒石（紅砒石或白砒石）經昇華煉製而成的粉霜狀的加工製品，主要
化學成份是三氧化二砷（As2O3）。

砒霜有劇毒，是香港《中醫藥條例》附表1列明的毒性中藥，必須由註冊中醫師處方
才可獲配發。同時，持牌的中藥材零售商在配發這類毒性中藥時，也會記錄該處方的
有關資料，以策安全。

砒霜

砒霜砒霜

砒霜塊片 

煉製砒霜的原料 -- 紅砒石和白砒石

砒霜是毒藥，但使用得當又是一種很好的治療藥物。砒霜具有蝕瘡去腐、祛痰截瘧
等功效。主治寒痰哮喘、瘧疾、痢疾、痔瘡、癬瘡、癰疽惡瘡等。若配明礬、雄
黃和乳香為細末，可治疔瘡及枯痔等，如其製劑「三品一條槍」。17世紀英國用砷
的多種化合物來製造防腐劑。19世紀用以治梅毒及其他螺旋菌感染，直到20世紀中
期才被青黴素所代替。

上世紀70年代起，用砒霜的主要成分三氧化二砷治療白血病，特別是治療急性早幼

砒霜因毒性極強，內服要非常謹慎，體虛者及孕婦忌服。成人口服三氧化二砷 

5-50毫克就會中毒（對體質敏感者口服1毫克即可中毒）， 70 -180毫克可致死亡。
砒霜的中毒症狀包括以下兩種：

（1）急性中毒：中樞神經症狀表現為頭痛、眩暈、煩躁不安、意識模糊、驚厥等；
血管舒縮中樞及周圍毛細血管麻痺，可出現「七竅流血」，或肝、腎功能衰竭
和呼吸中樞麻痺；消化道症狀表現為口渴、咽喉有燒灼感、劇烈嘔吐、腹痛及
腹瀉，出現脫水症狀，導致休克，因循環衰竭而死亡。

（2）慢性中毒：因長期少量攝入砒霜，主要表現食慾不振，多發性神經炎，如麻
木、痛覺敏感、如針刺樣、視神經受損、肌肉萎縮、四肢無力、毛髮脫落。手
心和腳底皮膚加厚，皮疹，少數可發生剝落性皮炎，皮膚色素沉着。肝腎損害
或引致皮膚癌和內臟腫瘤等。

粒細胞白血病，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而有關的科研工作也不斷深入，從臨床治療
方案研究、分子機制的藥理學研究，以及對基因表達影響的研究等；並進一步發現
三氧化二砷同樣也可以應用到相關的腸癌等多種癌腫。目前國際白血病診療標準將
三氧化二砷列為復發治療的首選藥物。用砒霜治白血病是應用中醫「以毒攻毒」治
療原則，結合現代科研技術，所取得的中醫藥創新成就！

由於砒霜的毒性大，為粉狀物、無味、易溶於水及隱蔽性
強，古今中外常有砒霜毒殺的案件發生：如 1821年拿破
崙死於被流放的聖赫勒拿島，有傳拿破崙死前有失眠、虛
弱腿腫、脫髮、痙攣和一直口渴的症狀，後來科學家們從
他身上檢驗出砷，有認為是死於慢性砒霜中毒；而現代檢
測技術已為百年疑案「1908年光緒皇帝之死」解謎—證實
他是被砒霜毒死的；許多著名的文學作品也賦予砒霜神祕
的色彩，謂其可殺人於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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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豆種種 赤豆原植物圖 赤豆食材赤豆別名紅豆，為豆科一年生直立草本，小葉闊卵形，莢果扁圓筒狀，種子矩圓形，種臍平而不突起，中央也不凹陷。赤豆除了直接煮食外，是做食品用豆沙的主要原料。它作為食材被製成各式美味佳餚，亦是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高營養雜糧。「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唐代詩人王維的「相思」一詩，讓紅豆成了多情的信物。但你可知道，有多少植物假「紅豆」之名?赤豆 
	因赤小豆的利尿和消腫功效比赤豆強些，所以中醫入藥多用赤小豆；而赤豆澱粉含量較高，蒸後呈粉沙性，且有獨特的香氣，故多供食用。赤小豆藥材赤小豆原植物圖赤小豆也有紅豆的別名，卻為一年生半攀援草本，小葉披針形，莢果線狀扁圓柱形，種子暗紫色，米粒狀長圓形，種臍突起，中央凹陷。赤小豆具有利水消腫、退黃、清熱解毒和消癰的作用。赤小豆配伍赤茯苓，可用於濕熱蘊結、小便不利、尿血、下肢浮腫或瀉痢；配伍當歸，可用於濕熱便血、尿血；配伍連翹，可治濕熱黃疸；赤小豆煮鯉魚湯，可治腳氣及腹水腫。宋代詩人蘇軾的紅豆詩：「綠畦過驟雨，細束小虹霓。錦帶千條結，銀刀一寸齊。貧家隨飯熟，餉客借糕題。五色南山青，幾成桃李溪。」寫的就是赤小豆。赤小豆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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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思豆
	相思子原植物圖

	另外，被賦予浪漫色彩的相思豆，也稱紅豆，正名則為相思子，是豆科的一種纏繞藤本，種子橢圓形，上部2/3鮮紅色，下部1/3為黑色。但須注意，相思子有毒，所含毒蛋白對黏膜強烈刺激，出現噁心、嘔吐、腹痛、腹瀉、呼吸困難、皮膚青紫，最後出現溶血、血尿，因循環衰竭和呼吸性窒息而死亡。中醫用作湧吐、殺蟲之藥，通常只可外用，不宜內服。新近發現相思子的毒蛋白對皮膚癌有抑制作用，也是中醫「以毒攻毒」原理的應用。
	海紅豆飾品那麼「相思」一詩中的紅豆究竟是何種? 據考證，多數傾向認為所指是一種《本草綱目》木部35卷「相思子」釋名：相思之豆「或雲即海紅豆之類」。海紅豆的藥性微苦、辛，微寒，有小毒，具有疏風清熱、燥濕止癢及潤膚養顏的功效，主治面部黑斑、痤瘡、鼻等。海紅豆 
	樹，叫海紅豆，而不是赤豆、赤小豆、相思豆之類的草本藤本。因為海紅豆不僅生於古南粵國，而且它紅而發亮，從不褪色，像一粒心形的紅寶石。若仔細觀察，會發現它的紅色是由邊緣向內部逐步加深的，最裏面特別艷紅的部分又呈心形，真是心心相印，不愧為愛情和友誼的象徵及信物，現有多種海紅豆飾品應市。
	海紅豆花枝  
	海紅豆花枝  

	Figure

	火麻仁火麻仁
	火麻仁火麻仁
	火麻仁火麻仁

	大麻的果實
	火麻仁為桑科植物大麻的種仁，是中醫常用的潤燥滑腸藥。廣東涼茶「火麻仁糊」能緩解便秘，就是將火麻仁和芝麻用慢火炒到金黃色後，放入攪拌機，加水打成糊狀，用紗布濾渣，加糖調味後，煮滾即成。又如東漢《傷寒論》中的「麻子仁丸」，就是以火麻仁為君藥，配以杏仁等藥合用，潤腸通便，沿用至今。
	火麻仁榨出的油可以食用，它含有一種特殊的氨基酸，可吸收體內多餘的脂肪、膽固醇以及毒素，並將其排出體外。
	火麻仁的來源植物大麻，在原產地中國已有六千多年的種植歷史。大麻莖皮中有大量長而韌的麻纖維，是古老的製衣、製繩和造紙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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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一提起大麻，就讓人聯想到毒品。但原來大麻是一種奇特雌雄異株植物，在全球分佈很廣，生長在溫帶的是「普通大麻」，即中藥材火麻仁的原植物；而生長在熱帶的是大麻的一個亞種，特別稱為「印度大麻」。大麻雌株上部的嫩葉、幼嫩果序和毛狀體含多種大麻酚類的樹脂樣物質，主要成份是四氫大麻酚（ tetrahydrocannabinol），有致幻作用。「普通大麻」含樹脂極少，沒有人把它的雌株作為毒品使用。「印度大麻」的雌株則含樹脂較多，其嫩葉和幼嫩果序可製成毒品大麻煙，因此被政府禁止種植及使用。可見，同是大麻，不同的地理分佈，形態差異不大，但其化學成份差異很大，真可謂大異其趣也。印度大麻多年前，海關人員先後在香港的西貢、大嶼山附近發現零星的大麻，懷疑為毒品歹徒所為，故試以中藥「火麻仁」播種，發現可以發芽生長，引起香港禁毒委員會的重視，曾考慮提出管制中藥店出售火麻仁。後經調查，證實為「普通大麻」，並不含有毒成份四氫大麻酚；而香港中醫師處方火麻仁潤腸通便，涼茶店製售火麻仁糊，已有很久的歷史，並未發現類似毒品的不良反應。大麻的雄株 08 
	大麻的雌株
	大麻的雌株

	大麻的雌花
	何首烏是蓼科一種多年生纏繞藤本植物，地下有塊狀的根，因生長年限、地形或地勢的不同，生成形狀各異的塊根。何首烏的名稱有不同的傳說，相傳唐代農民何田兒三代吃這種東西，使白髮變黑，故將這種植物取名「何首烏」。何首烏確實有治人鬚髮早白的效果。古有以何首烏為主藥配伍的「七寶美髯丹」傳承至今，現代的許多抗衰老製品和美髮護髮產品都配有何首烏。現代研究證實，何首烏主要含卵磷脂，卵磷脂是構成神經組織，特別是腦脊髓和細胞膜的主要成分，能促進血細胞的新生及發育，改善毛髮的營養。何首烏的開花植株     何首烏何首烏 
	何首烏藥材橫切面的雲紋
	何首烏藥材橫切面的雲紋
	普通條塊狀的何首烏略似人形的何首烏坊間有誤傳「千年人形何首烏，吃了可以成仙」，因此偶見有人形何首烏高價兜售。其實，通常都是芭蕉或薯類雕刻或模具栽培的偽造品，真品何首烏不管外形如何，橫切面具雲朵狀的紋理是鑒別真偽的重要特徵，故應當小心分辨，謹防受騙。

	至於千年何首烏可成仙一說，可能與何首烏擅長養血補肝，固腎益精有關。歷代醫家都把何首烏用於治療鬚髮早白、脫髮、早衰、視物昏花等。值得注意的是，中藥何首烏有生首烏與製首烏之分。生首烏功能解毒、潤腸通便、消癰；製首烏是加黑豆久蒸炮製過的，功能益精血和烏鬚髮。
	近年發現長期大量服用何首烏及其製品後可能出現不良反應，表現肝功能受損的特徵，包括黃疸、尿色變深、噁心、嘔吐、乏力、虛弱、胃痛、腹痛及食慾減退。若出現以上症狀，建議停止服用何首烏，並及時就醫。有肝病史或者其他嚴重疾病的患者，要慎用，且不要與其它會損害肝功能的藥合用。用藥前請諮詢醫療專業人員的意見，以確保安全用藥。
	Figure
	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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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烏
	、、
	附附
	子子
	與與
	草草
	烏烏

	子與生草烏均屬《中醫藥條例》附表1的毒性中藥，必須由註冊中醫處方才可配發，而有關川烏、附子或草烏等烏頭鹼類中藥中毒的個案也時有報導。它們究竟是靈丹妙藥還是虎狼之品?
	川烏、附子與草烏都是古老的傳統中藥，具有祛風除濕、溫經止痛及回陽救逆的功效。可分別用於治療風寒濕痹、諸寒疼痛及跌打損傷。常用處方有「小活絡丹」、「四逆湯」等。
	在香港，生川烏、生附早在漢代的《神農本草經》就有烏頭 (即現在的川烏)藥用的記載。漢末三國時，蜀國大將關羽在戰鬥中不幸中箭，因為箭頭上塗有烏頭膏，當時的名醫華佗為關羽刮骨療毒，其毒就是烏頭毒。東漢醫聖張仲景著《傷寒論》，書中對附子的運用圓機活法，有二十多個藥方含有附子，這些古方沿用至今。烏頭的花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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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烏、附子
	川烏、附子
	川烏、附子
	烏頭的母根川烏是毛茛科植物烏頭的母根，旁邊的子根則加工成為附子，兩者是同一植物不同的藥用部烏頭的子根位，以四川江油為道地產區。
	(川烏)
	(附子)

	川烏藥材
	Figure

	三種不同的製附子
	三種不同的製附子
	三種不同的製附子

	鹽附子白附片黑順片鹽附子
	藥理研究表明，川烏具有強心、抗心肌損傷、抗炎、鎮痛等作用；附子有致心律失常和抗心律失常、升血壓和降血壓的雙向調節作用，以及抗炎、鎮痛、抗腫瘤和局部麻醉的作用。
	藥理研究表明，川烏具有強心、抗心肌損傷、抗炎、鎮痛等作用；附子有致心律失常和抗心律失常、升血壓和降血壓的雙向調節作用，以及抗炎、鎮痛、抗腫瘤和局部麻醉的作用。

	附子、川烏與草烏主要中毒症狀包括口舌、四肢及全身麻痺、頭暈、心悸、嘔吐、草烏的來源比較複雜，《中國藥典》規定使用北烏頭的塊根，但中國西南部一些
	草烏
	腹痛、腹瀉、心律紊亂及血壓下降、昏迷等，最終可因心臟麻痺而死亡。

	地方習慣用野生烏頭或瓜葉烏頭等幾種野生烏頭類植物的塊根。
	生草烏製草烏
	Sect
	Figure
	北烏頭的花枝

	川烏、附子與草烏等烏頭屬植物的主要毒性成分為烏頭類生物鹼，如烏頭鹼、中烏頭鹼、次烏頭鹼等。故這些藥材未經炮製的生品毒性很大，只可供外用，若處方內服，多用經過炮製的製川烏、製附子或製草烏。這是因為在炮製過程中，毒性很強的雙酯型烏頭鹼，被水解為毒性較小的單酯生物鹼，從而降低毒性。烏頭鹼分子結構 
	最常見的中毒原因是炮製不當、用量過大、煎熬時間不夠、與酒同服或體質敏感等。所以，中醫師應對症下藥，嚴格控制藥量，詳細解釋煎服方法；病人則應謹遵醫囑，以策安全。另外，曾發現某些烏頭類植物含毒性更大的滇烏鹼，在採收時被不慎混入其他藥材之中，從而導致中毒。因此，藥材從採收到使用的全過程，都須加強全面質量管理。川烏、附子與草烏用藥注意事項：．生川烏、生附子與生草烏必須由註冊中醫處方才可配發。．生品有大毒，只宜研末調敷外用，炮製後方可內服。．黑順片及白附片可直接入藥，製品內服藥量宜輕(建議參考藥典用量)，入湯劑要先煎及久煎。．不宜與貝母類、瓜蔞類、半夏、天花粉、白及、白蘞等同用。．浸酒或酒煎服易致中毒，應慎用。．孕婦、陰虛陽盛及熱證疼痛者禁服。．服藥後若出現麻痺、頭暈、心悸、嘔吐、腹痛等不良反應，應立即求醫。
	山茱萸果枝
	山茱萸果枝

	山茱萸花枝茱萸有山茱萸和吳茱萸之分，二者在植物來源、性味和功能上相去甚遠，作為藥用，兩者均始載於漢代的《神農本草經》。
	唐朝詩人王維「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詩句，膾炙人口，引起無數遊子的思鄉之情。你可知道詩中的茱萸到底是何物?
	山茱萸屬山茱萸科，具酸甘之味，功能補益肝腎，澀精固脫。山茱萸配伍桑螵蛸和山藥，可治老人尿頻；若配伍黃芪、黨參和五味子，可治陽虛所致的自汗。



	山山
	山山
	山山
	茱茱
	萸萸
	與與
	吳吳
	茱茱
	萸萸 

	吳茱萸屬芸香科，具芳香辛烈之氣，功能散寒止痛，降逆止嘔。吳茱萸配伍黃連，可清肝和胃；配黨參，可溫中補氣；配五味子，可溫斂固澀；配當歸，可溫經止痛。
	吳茱萸屬芸香科，具芳香辛烈之氣，功能散寒止痛，降逆止嘔。吳茱萸配伍黃連，可清肝和胃；配黨參，可溫中補氣；配五味子，可溫斂固澀；配當歸，可溫經止痛。
	吳茱萸芳香濃烈、幽深飄遠，作為祭祀和佩戴用的歷史則更加久遠。遠在周代以茱萸為祭祀之物；漢朝是將茱萸切碎裝在香袋裏佩戴；晉朝之後，則重陽登高瞻遠，暢飲菊花酒，身插茱萸，芳香泌扉，還可驅邪避惡，那時就稱茱萸。據唐代《本草拾遺》記載：「茱萸南北總有，入藥以吳地者為好，所以有吳之名也。」故吳茱萸之名應是後來的事。由此看來，王維詩中的茱萸應為吳茱萸。

	Figure
	吳茱萸藥材
	吳茱萸藥材

	吳茱萸果枝
	山茱萸沒有香濃的氣味，但其俏黃的花兒使人過目不忘。每年三四月間，酷似臘梅的花朵綻放出萬點金黃；在九、十月間，山茱萸鮮紅的果實綴掛枝頭，點染霜天，煞是可觀。所以也有人認為王維詩中所提到的茱萸是指山茱萸。
	山茱萸沒有香濃的氣味，但其俏黃的花兒使人過目不忘。每年三四月間，酷似臘梅的花朵綻放出萬點金黃；在九、十月間，山茱萸鮮紅的果實綴掛枝頭，點染霜天，煞是可觀。所以也有人認為王維詩中所提到的茱萸是指山茱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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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棗類知多少
	棗類知多少
	大棗
	大棗
	大棗
	酸棗仁藥材
	為鼠李科植物棗的成熟果實，原產中國，早在戰國時期已有記載。大棗藥食兩用，藥用大棗主要是山西大棗(稍長形)和河南大棗(稍短圓形)。

	大棗作為藥用，藥性甘、溫，具有補脾胃、益氣血、安心神、調理氣血及緩和藥性的功能，可治療脾胃虛弱、氣血不足、食少便溏、倦怠乏力、心悸失眠等。大棗配伍生薑，
	酸棗植物

	又名山棗，是與大棗同科的另一野生種。酸棗的果實酸而微澀，核大肉少，一般不作食用；其種子可藥用，稱為「酸棗仁」，有鎮靜安神作用。
	可散寒解表；配伍浮小麥，可止汗；配伍甘草，可補益調和。

	大棗作為食用，自古就是「五果」(桃、李、梅、杏和棗)之一，全國目前已知的700餘個棗品種中，主要有泗洪大棗（果大如蛋、肉質酥脆和甘甜核小）、金絲小棗（個
	小而味甜）和冬棗（大圓香脆的晚熟鮮果）。大棗還有許多製品，如烏棗（經水煮、窰燻、陰乾的大棗）、蜜棗（以蜜糖浸製或再加阿膠的大棗）和酒棗（在酒中打滾，青棗是鼠李科植物毛葉棗的果實，具蘋果、梨和棗的風味，有「熱帶小蘋果」的美譽。青青棗
	小而味甜）和冬棗（大圓香脆的晚熟鮮果）。大棗還有許多製品，如烏棗（經水煮、窰燻、陰乾的大棗）、蜜棗（以蜜糖浸製或再加阿膠的大棗）和酒棗（在酒中打滾，青棗是鼠李科植物毛葉棗的果實，具蘋果、梨和棗的風味，有「熱帶小蘋果」的美譽。青青棗
	小而味甜）和冬棗（大圓香脆的晚熟鮮果）。大棗還有許多製品，如烏棗（經水煮、窰燻、陰乾的大棗）、蜜棗（以蜜糖浸製或再加阿膠的大棗）和酒棗（在酒中打滾，青棗是鼠李科植物毛葉棗的果實，具蘋果、梨和棗的風味，有「熱帶小蘋果」的美譽。青青棗


	再放入罈中密封半年以上的大棗）。棗營養豐富，能益胃生津及養顏美容。南棗就是由青棗經煮、焙、曬等工序精製而成的，尤
	再放入罈中密封半年以上的大棗）。棗營養豐富，能益胃生津及養顏美容。南棗就是由青棗經煮、焙、曬等工序精製而成的，尤
	再放入罈中密封半年以上的大棗）。棗營養豐富，能益胃生津及養顏美容。南棗就是由青棗經煮、焙、曬等工序精製而成的，尤


	以烏黑發亮、花紋細密、肉肥厚細膩和味甜的
	以烏黑發亮、花紋細密、肉肥厚細膩和味甜的

	Figure
	泗洪大棗金絲小棗冬棗
	河南大棗
	河南大棗

	Figure
	Figure
	山西大棗植物 
	山西大棗植物 
	河南大棗植物


	酸棗
	酸棗
	酸棗

	Figure
	Sect
	Figure
	浙江義烏南棗最為地道。義烏南棗 18 
	青棗鮮果


	其他「棗類」
	其他「棗類」
	功效與用法
	功效與用法
	來源
	名稱

	是漆樹科喬木植物南酸棗的成熟果實。果肉味酸和具黏液質。核近卵形，頂端有5個明顯的小孔。乾果可以藥食兩用，具有行氣活血和養心安神功能。廣棗亦是蒙古族習用藥材，蒙古族的驗方「七味廣棗丸」就是以它為主要成分，用於治療胸悶疼痛、心悸氣短、心神不安和失眠健忘。作為主要食品，可鮮食或作蜜餞。伊拉克是世界上種植棗椰樹最多的國家之一。黑棗中含有豐富的維生素、礦物質、膳食纖維和果膠，可以幫助消化和通便，以及清熱止渴。黑棗椰棗又名軟棗，為柿樹科喬木君遷子的果實。其果實成熟後由紅色變為紫黑色，乾果為黑色。是棕櫚科植物棗椰樹的果實，又名海棗，呈長橢圓形，原產北非的沙漠綠洲或波斯灣周圍地區。廣棗 
	Sect
	Figure
	沙棗植物

	胡頹子科植物沙棗的果實，它分佈在中國西北各省區，是能在沙漠和荒原上生存的耐旱樹種。沙棗果實長圓狀橢圓形，直徑約1厘米，果肉粉質，果皮早期銀白色，後期鱗片脫落，呈黃褐色或紅褐色。沙棗沙棗具有養肝益腎，健脾調經的功能。用於治療肝虛目眩、腎虛腰痛、脾虛腹瀉和消化不良，以及婦女帶下病和月經不調。將沙棗煮沸後加入適量蜂蜜調服，可健脾潤肺。
	Figure
	枳椇植物
	枳椇子藥材
	枳椇子藥材


	拐棗
	拐棗
	拐棗
	鼠李科植物枳椇的肉質果梗。枳椇的果實為圓珠形，果皮薄，內有1-2粒紅棕色光亮的種子；果梗拐曲，肉質，成熟後紅褐色，味甜，可生食或釀酒。
	種子入藥稱「枳椇子」，有補益生津、保肝解酒、止渴除煩及通利二便的功效。用它來泡酒服，還能舒筋絡和祛風濕。

	Figure


	菟絲子
	菟絲子
	菟絲子

	菟絲子是旋花科一年生纏繞性寄生草本，菟絲子藥材的來源除菟絲子外，尚有南方菟絲子的種子，同等藥用。根據藥典記載，菟絲子功能補益肝腎、固精縮尿、安胎、明目、止瀉，外用消風祛斑。用於肝腎不足、陽痿遺精、腰膝酸痛、遺尿尿頻、胎動不安、目昏耳鳴、脾腎虛瀉，外治白癜風。例如古方「五子衍宗丸」以枸杞子、菟絲子、覆盆子、五味子及鹽車前子組成，達到補腎益精的功效。現代研究顯示，菟絲子是通過延長細胞生存期、調節機體免疫功能、改善代謝及應激能力而達到抗衰延年作用；菟絲子也可促進生殖細胞的活性、防治心血管疾病及具有保肝明目等作用。 
	菟絲子的吐絲現象古代北齊時的謝朓寫了詠菟絲詩：「輕絲既難理，細縷竟無織。爛漫已萬條，連綿復一色。安根不可知，縈心終不測。所貴能卷舒，伊用蓬生直。」此詩生動地描述了菟絲子有趣的生活習性。
	菟絲子的種子無胚根，只有胚莖，如將種子浸入沸水，即可看到旋卷的絲狀胚莖從破皮的種子吐出，俗稱「吐絲」，由於這種現象很特別，可以把「吐絲」 作為中藥菟絲子的鑒別方法。
	菟絲子的種子發芽時，旋卷的胚莖藉著胚乳的營養迅速生長，幼莖即作旋轉運動，以尋找近旁的植物，一但接觸到某種植物，它就迅速纏繞其上，在接觸處形成吸根，刺入寄主植物的組織，吸取寄主的養分和水分，並向四周擴大蔓延，甚至在寄主植物頂端形成蓬蓋，既遮蓋了陽光，又吸收其營養，對寄主植物形成致命的威脅。菟絲子自己卻長得十分繁茂，很快開花結果，果實成熟時爆裂，彈射出許多小球形的種子，嚴冬時莖藤枯萎，結束一年的生命週期。彈射出的種子又會在適當時候發芽生長，開始更多新一代的生命。
	菟絲子的種子發芽時，旋卷的胚莖藉著胚乳的營養迅速生長，幼莖即作旋轉運動，以尋找近旁的植物，一但接觸到某種植物，它就迅速纏繞其上，在接觸處形成吸根，刺入寄主植物的組織，吸取寄主的養分和水分，並向四周擴大蔓延，甚至在寄主植物頂端形成蓬蓋，既遮蓋了陽光，又吸收其營養，對寄主植物形成致命的威脅。菟絲子自己卻長得十分繁茂，很快開花結果，果實成熟時爆裂，彈射出許多小球形的種子，嚴冬時莖藤枯萎，結束一年的生命週期。彈射出的種子又會在適當時候發芽生長，開始更多新一代的生命。
	Figure
	菟絲子的藤蔓
	Figure
	菟絲子的花枝 
	值得注意的是，菟絲子本身無毒性，但它若寄生在有毒的植物(例如馬桑樹)上，則可能因吸收毒性成分(例如馬桑毒素)，而導致服用後產生與寄主有關的中毒現象。所以登山或郊遊時，切勿隨意採摘植物，以免中毒。
	菟絲子藥材

	南瓜是葫蘆科一年生蔓生草本植物，各個部份都有藥用，亦可藥食兩用。南瓜具有補中益氣的功能，但也不宜多食，以免引起腹脹不適；南瓜瓤能解毒斂瘡，搗爛敷患部，可治療燙傷；南瓜葉能清熱、
	子可驅蟯蟲和絳蟲等體內的寄生蟲，也可治療產後手足浮腫及通乳。
	南瓜南瓜
	解暑；南瓜花能清濕熱消腫毒、治黃疸及痢疾；南瓜卷鬚能溫經、止痛；南瓜根能利濕熱、通乳汁；
	解暑；南瓜花能清濕熱消腫毒、治黃疸及痢疾；南瓜卷鬚能溫經、止痛；南瓜根能利濕熱、通乳汁；

	南瓜蒂能解毒、利水、安胎，治療瘡瘍、水腫及胎動不安；南瓜莖(藤)能清肺虛熱、平肝和胃；南瓜
	南瓜蒂能解毒、利水、安胎，治療瘡瘍、水腫及胎動不安；南瓜莖(藤)能清肺虛熱、平肝和胃；南瓜


	南瓜子是中醫處方常用藥物之一，例如：南瓜子配伍檳榔，可殺蟲、行氣消積；配伍茯苓，可健脾除濕、利中帶補；配萊菔子，可順氣化痰、平咳喘、消食積；配伍桑白皮，可瀉肺火、潤肺燥、平肺止嗽；配伍雞內金，可健脾和胃、驅蟲，攻補兼施。
	南瓜雄株 
	南瓜雄株 
	Figure
	南瓜子

	南瓜 南瓜雌株現代研究證明，南瓜營養豐富，富含南瓜多糖、維生素、氨基酸、抗壞血酸、β- 胡蘿蔔素及豐富的微量元素等人體生命活動所必需的物質。糖尿病一般由於人體內胰島素分泌不足，而南瓜所含的微量元素鋅、錳和鉻具有改善胰島素的功能，促進糖類和蛋白質的代謝，可輔助降血糖。同時南瓜亦可降血壓和降血脂，中年男性常吃炒南瓜子，還可預防前列腺肥大。
	南瓜大致分為三大類，中國南瓜，原產地亞洲南部；美國南瓜，原產地中南美洲；印度南瓜，原產地則在非洲。南瓜品種繁多，故果實大小、形狀及顏色也各異其趣。最大的南瓜重達數百公斤，最小的南瓜只有乒乓球大小。
	南瓜大致分為三大類，中國南瓜，原產地亞洲南部；美國南瓜，原產地中南美洲；印度南瓜，原產地則在非洲。南瓜品種繁多，故果實大小、形狀及顏色也各異其趣。最大的南瓜重達數百公斤，最小的南瓜只有乒乓球大小。

	中國江南有「八月半吃南瓜」的風俗，就是中秋節吃老南瓜燒糯米飯。南瓜在西方的萬聖節常被刻成燈籠，在裡面點上蠟燭，鬼影幢幢，稱為「傑克南瓜燈」。

	薜荔
	薜荔
	薜荔
	薜荔攀援在牆上的營養枝

	薜荔是桑科一種有趣的攀援植物，它的營養枝上長出許多攀援根，很容易地攀援在石頭、牆壁或樹上生長，它的莖、葉、花和果可作藥食之用，以下為大家逐一介紹：
	薜荔的莖與葉絡石而生，故稱「薜荔絡石藤」。具有祛風除濕、活血通絡及解毒消腫的功能；主治風濕痹痛、水腫、咽喉腫痛、癰瘡腫毒等。
	薜荔饅頭狀的花序托去除種子後，可作通乳藥，稱為「 廣東王不留行殼 」，它是廣東及香港等地的習慣用藥，雖然與正品「王不留行」行血通經、下乳及消腫的功效相似，但「王不留行」的原植物為石竹科植物麥藍菜的成熟種子，兩藥來源相去甚遠，應區別使用。
	王不留行藥材
	Sect
	Figure
	薜荔繁殖枝直立，隱花果成熟時紫黑色

	薜荔與榕小蜂相依為命的秘密：
	薜荔的花和無花果一樣是隱頭花序，許多的小花聚生在內陷的花序托內。薜荔為了延續和擴大種群，請榕小蜂專門為它傳粉，在饅頭狀的花序托開口處，設立了旋轉式的通道，只有榕小蜂能夠識別這個秘密通道而進入。雄花序托內設有癭花，專門為榕小蜂提供產卵場所，並代為孵化。孵出的榕小蜂飛出時，會將成熟的花粉傳播出去。這是一種植物和動物在長期的進化過程中建立的共生關係。薜荔在香港也有野生分佈，你觀察過它奇特的生活習性嗎？
	廣東王不留行藥材雄花與癭花同存於一個花序托內，癭花中孵出的榕小蜂爬出欲飛。薜荔的成熟果實含一種能夠溶於水的果膠，溶水後形成半透明的凝膠，因此人們將薜荔種子製成清涼飲料。愛玉子為薜荔的變種，種子的果膠更為豐富，是臺灣特產「愛玉凍」的原料。榕小蜂雄花榕小蜂癭花雄花癭花旋轉式通道旋轉式通道
	麥藍菜原植物圖 
	麥藍菜原植物圖 


	鬧羊花與洋金花
	鬧羊花與洋金花
	Figure
	Sect
	Figure

	白花曼陀羅的花枝
	羊躑躅花枝

	鬧羊花是杜鵑花科的木本植物羊躑躅的花，有大毒，可用於祛風除濕；而洋金花是茄科草本植物白花曼陀羅的花，也有大毒，可用於平喘解痙。它們都是香港《中醫藥條例》附表1規管的毒性中藥，怎麼會發生混淆呢?
	這還須從用藥歷史的考證入手。鬧羊花原名羊躑躅，始載於漢代《神農本草經》，列為下品。主治溫瘧、惡毒和諸痹。《本草經集注》稱「花似鹿蔥，羊誤食其葉，躑躅而死，故以為名。」此後，《蜀本草》進一步指出：羊躑躅「樹高二尺，葉似桃葉。」所述樹高二尺，葉似桃葉，花似鹿蔥（萱草）的鬧羊花與杜鵑花科植物羊躑躅相符。
	洋金花原名曼陀羅花，《本草綱目》稱：「葉如茄葉，八月開白花，凡六瓣，狀如牽牛花而大，攢花中折，駢葉外包，而朝開夜合，結實圓而有丁拐，中有小子。⋯⋯八月采此花，七月采火麻子花，陰乾，等分為末，熱酒調服三錢，少頃昏昏如醉。割瘡灸火，宜先服此，則不覺其苦也。」所述可作麻醉藥的曼陀羅花即是茄科植物白花曼陀羅的花。雌蕊
	花冠
	花絲
	花藥

	花萼
	花萼
	Figure
	凌霄花解剖圖
	洋金花商品雌蕊花絲花藥
	花冠

	花萼

	花萼成筒狀，長度約為花冠1/2 洋金花在香港也曾誤稱為「鬧羊花」，可能與《生草藥性備要》稱白花曼陀羅為「大鬧楊花」有關，書中記載：大鬧楊花「食能殺人、迷悶人，少服止痛、通關利竅、去頭風，⋯⋯花形如喇叭，其子如茄，周身簕釘。」所述大鬧楊花顯然是指曼陀羅花，即洋金花。這種同名異物的情況容易混淆，造成藥材市場上誤以洋金花當作鬧羊花使用，必須正本清源，迅速糾正。
	凌霄的花枝藥材市場偶見將有毒的洋金花誤作無毒的凌霄花者，這是因為兩者的乾品外形十分相似，不仔細鑒別容易混淆。中藥商在批發或零售中藥材時要具備專業知識，小心分辨。市民郊遊遠足時，切勿隨便採摘野花，更不可食用這些山野植物，以免中毒！
	凌霄花商品
	凌霄花商品
	凌霄花商品


	Figure
	白曼陀羅(花)解剖圖
	白曼陀羅(花)解剖圖


	鈎吻鈎吻
	鈎吻鈎吻
	鈎吻鈎吻
	鈎吻鈎吻


	斷腸草根橫切面鈎吻的名稱自古以來十分混亂，《神農本草經》正名鈎吻，陶弘景解釋是「言其入口則鈎人喉吻。或言吻作挽字，牽挽人腸而絕之。」中毒時有劇烈的腸絞痛和腸斷裂的感覺，故又名斷腸草。但自《神農本草經》始有「野葛」的別名，易與豆科的野葛發生混淆。唐代詩人白居易的有木詩曰：「有木香苒苒，山頭生一蕟。主人不知名，移種近軒闥。愛其有芳味，因以調麹糵。前後曾飲者，十人無一活。豈徒悔封植，兼亦誤采掇。試問識藥人，始知名野葛。」「前後曾飲者，十人無一活」，多麼慘痛的教訓！ 
	斷腸草根鈎吻花枝
	鈎吻又名斷腸草，是馬錢科一種藤本植物。鈎吻全株有大毒，有認為是第一大毒的中藥。傳說古代「嚐百草」的神農，最後就是嚐到鈎吻而中毒死亡的。
	據查證，「葛」應為「猲」，古時猲是指大的狼。鈎吻別稱野猲，是指其毒性猛烈。鈎吻中毒可出現眩暈、言語含糊、肌肉弛緩無力、吞咽困難、瞼下垂、瞳孔散大、口腔、咽喉灼痛、噁心、嘔吐、腹痛、呼吸困難等症狀。
	據查證，「葛」應為「猲」，古時猲是指大的狼。鈎吻別稱野猲，是指其毒性猛烈。鈎吻中毒可出現眩暈、言語含糊、肌肉弛緩無力、吞咽困難、瞼下垂、瞳孔散大、口腔、咽喉灼痛、噁心、嘔吐、腹痛、呼吸困難等症狀。
	香港曾發生市民在郊外採摘玉葉金花作涼茶，卻誤將有毒的鈎吻誤當無毒的玉葉金花，服用後發生中毒事故。玉葉金花為茜草科植物，開花時，有一花萼擴大成白色葉狀，花黃色，它可治療感冒、扁桃腺炎、腸炎和蛇咬。而鈎吻花黃色、五瓣裂和微香，為有毒植物，外用治療頑癬和瘡毒，嚴禁內服。這兩種草藥的花朵均是五瓣裂的黃花，但玉葉金花的花朵較小，花心緊閉，旁邊有一至三枚白色萼片；鈎吻則花朵較大，花心敞開，應注意區別。
	另外，由於鈎吻在嶺南地區分佈廣泛，也可能和桑科的五指毛桃同地生長，又因兩者根的外形略似，採挖五指毛桃根時，如不小心，有可能混入有毒的鈎吻根，故偶有五指毛桃煲湯發生鈎吻鹼中毒的個案。五指毛桃根皮有絲狀纖維，無環裂紋；鈎吻根皮無絲狀纖維，有環裂紋，可以區別。
	可見，市民購買和使用任何中藥前都應先請教中醫師，並按中醫師指示服用。市民亦不應隨便採挖山邊植物服用，以免中毒。
	Figure
	玉葉金花的花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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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指毛桃根
	五指毛桃根

	麝香是名貴的中藥，它源自雄性的鹿科動物林麝、馬麝或原麝陰部香囊的分泌物。每年秋後，雄麝大量分泌麝香，濃烈的香氣飄散於山野，吸引雌麝聞香而至。
	麝香對中樞神經系統表現為大劑量鎮靜及小劑量興奮的雙向調節作用，對心血管系統則有擴張冠狀動脈緩解心絞痛、強心及抗凝血的作用，同時，也具有消炎止痛的作用。麝香的常規用量為0.03至0.1克，多入丸散用，或適量外用。但因有活血通經等興奮子宮的功效，故孕婦禁用，以防止流產。 31 

	麝香
	麝香
	麝香

	《神農本草經》將麝香列為上品，認為它「味辛溫，主辟惡氣」。麝香具有開竅醒神、活血通經及散瘀止痛的功效，是治療熱病神昏、中風痰厥、氣鬱暴厥等神志昏迷的要藥，例如：「安宮牛黃丸」、「至寶丹」、「紫雪丹」等中成藥，就是以麝香配伍製成的清熱開竅藥；又如「蘇合香丸」，就是以麝香配伍袪寒藥製成的溫通開竅藥。
	雄性林麝（有獠牙）
	雄性林麝（有獠牙）

	麝香是棕色及暗棕色顆粒狀物質，香極而臭，只有經高度稀釋之後，才會發出特有的香氣，成為天然的高級香料定香劑，使香氣變得更柔和、圓熟和持久。
	麝香是一種十分稀缺的天然資源。在香港，麝香受《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管制。國家也已禁止獵麝取香，代之以圈養林麝人工活體取香。人工合成的麝香酮產量有限，價格高昂，而且不能全面代替天然麝香。
	養麝取香，早在唐代的《酉陽雜俎》已有記載：「唐天寶初，虞人嘗獲一水麝，詔養於囿中，每取以針刺其臍，撚以真雄黃，則其創復合。」是說唐代天寶初年，獵人曾捕獲一麝，圈養取香，以針刺其臍(指香囊)，取香後以雄黃消毒，後囊孔復合。此與現代的養麝取香法大體相同。
	麝香的類似品，如倉鼠科動物的雄性麝鼠產生的類似麝香的分泌物，即麝鼠香；另有靈貓科動物雄性大靈貓香腺囊中的分泌物，稱靈貓香。
	雌性林麝（無獠牙）
	雌性林麝（無獠牙）

	Figure
	砒霜是天然礦物砒石（紅砒石或白砒石）經昇華煉製而成的粉霜狀的加工製品，主要化學成份是三氧化二砷（As2O3）。
	砒霜有劇毒，是香港《中醫藥條例》附表1列明的毒性中藥，必須由註冊中醫師處方才可獲配發。同時，持牌的中藥材零售商在配發這類毒性中藥時，也會記錄該處方的有關資料，以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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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砒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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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砒霜塊片 
	煉製砒霜的原料 -- 紅砒石和白砒石

	砒霜是毒藥，但使用得當又是一種很好的治療藥物。砒霜具有蝕瘡去腐、祛痰截瘧等功效。主治寒痰哮喘、瘧疾、痢疾、痔瘡、癬瘡、癰疽惡瘡等。若配明礬、雄黃和乳香為細末，可治疔瘡及枯痔等，如其製劑「三品一條槍」。17世紀英國用砷的多種化合物來製造防腐劑。19世紀用以治梅毒及其他螺旋菌感染，直到20世紀中期才被青黴素所代替。
	上世紀70年代起，用砒霜的主要成分三氧化二砷治療白血病，特別是治療急性早幼
	砒霜因毒性極強，內服要非常謹慎，體虛者及孕婦忌服。成人口服三氧化二砷 5-50毫克就會中毒（對體質敏感者口服1毫克即可中毒）， 70 -180毫克可致死亡。砒霜的中毒症狀包括以下兩種：
	砒霜因毒性極強，內服要非常謹慎，體虛者及孕婦忌服。成人口服三氧化二砷 5-50毫克就會中毒（對體質敏感者口服1毫克即可中毒）， 70 -180毫克可致死亡。砒霜的中毒症狀包括以下兩種：
	粒細胞白血病，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而有關的科研工作也不斷深入，從臨床治療方案研究、分子機制的藥理學研究，以及對基因表達影響的研究等；並進一步發現三氧化二砷同樣也可以應用到相關的腸癌等多種癌腫。目前國際白血病診療標準將三氧化二砷列為復發治療的首選藥物。用砒霜治白血病是應用中醫「以毒攻毒」治

	（1）急性中毒：中樞神經症狀表現為頭痛、眩暈、煩躁不安、意識模糊、驚厥等；血管舒縮中樞及周圍毛細血管麻痺，可出現「七竅流血」，或肝、腎功能衰竭和呼吸中樞麻痺；消化道症狀表現為口渴、咽喉有燒灼感、劇烈嘔吐、腹痛及腹瀉，出現脫水症狀，導致休克，因循環衰竭而死亡。
	（2）慢性中毒：因長期少量攝入砒霜，主要表現食慾不振，多發性神經炎，如麻木、痛覺敏感、如針刺樣、視神經受損、肌肉萎縮、四肢無力、毛髮脫落。手心和腳底皮膚加厚，皮疹，少數可發生剝落性皮炎，皮膚色素沉着。肝腎損害或引致皮膚癌和內臟腫瘤等。
	療原則，結合現代科研技術，所取得的中醫藥創新成就！由於砒霜的毒性大，為粉狀物、無味、易溶於水及隱蔽性強，古今中外常有砒霜毒殺的案件發生：如 1821年拿破崙死於被流放的聖赫勒拿島，有傳拿破崙死前有失眠、虛弱腿腫、脫髮、痙攣和一直口渴的症狀，後來科學家們從他身上檢驗出砷，有認為是死於慢性砒霜中毒；而現代檢測技術已為百年疑案「1908年光緒皇帝之死」解謎—證實他是被砒霜毒死的；許多著名的文學作品也賦予砒霜神祕的色彩，謂其可殺人於無形。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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