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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six major themes of There are six major themes of HelouHelou
Traditional Medicine culture in Taiwan:Traditional Medicine culture in Taiwan:

河洛人河洛人——河洛文化河洛文化——從事中藥業者從事中藥業者——河洛中藥文化河洛中藥文化------66大特色大特色

(1) the retention of TCM names which maintain 
the ancient pronunciation of Western Han 
Dynasty, 

(2)the characters of TCM traders, 
(3)the TCM proverbs, 
• (1)保留西 漢中原古音

• (2)保守溫良恭儉讓的中藥商特質• (2)保守溫良恭儉讓的中藥商特質

• (3)中醫藥保健養生俸老顧囝囡諺語



• (4)the drug identification knowledge and 
terminology of the authentic and superior 
Chinese material medica 

• (4)鑑別品質優良道地藥材的豐富知識(4)鑑別品質優良道地藥材的豐富知識
及專業術語諺語

• (5)the folk herbal medicine.

(5)草藥 在台灣發展本土藥材資源採‧(5)草藥，在台灣發展本土藥材資源採
收、種植 (過去、現在、未來)



自自秦代秦代 250 B C250 B C 迄今，迄今，自自秦代秦代 250 B.C.250 B.C.迄今，迄今，
治病治病就就重視用良藥重視用良藥，鑑別，鑑別良藥良藥治病治病就就重視用良藥重視用良藥 鑑別鑑別良藥良藥

‧秦．《呂氏春秋》(約247~238B C )曰:‧秦．《呂氏春秋》(約247~238B.C.)曰:
「若用藥者得良藥則活人，得惡藥則殺
人矣！得良藥避惡藥首重『識辨 ！能人矣！得良藥避惡藥首重『識辨』！能
識藥辨藥始能鑑真偽、斷品質、得良藥
！能得良藥而後有良醫也！」，在遠古
時秦代，就強調治病找醫、選良藥。時秦代 就強調治病找醫 選良藥



台灣河洛中醫藥文化全面傳承保留下來從‧台灣河洛中醫藥文化全面傳承保留下來從
秦漢時代的薪傳。

‧所以日治時代 (1895-1945)，習稱漢醫、
漢藥 漢藥房，以別於洋醫西醫西藥漢藥、漢藥房，以別於洋醫西醫西藥。

‧民國38年(1949)，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台灣
，頒佈法令，都稱中醫中藥。，頒佈法令，都稱中醫中藥。



(6)(6)Let the west physicians admire famous old(6)(6)Let the west physicians admire famous old 
Chinese medical doctor for medicine
66 讓西醫師讓西醫師昂首欽佩昂首欽佩的名老中醫師醫術的名老中醫師醫術6.6.讓西醫師讓西醫師昂首欽佩昂首欽佩的名老中醫師醫術的名老中醫師醫術

台灣已實施全民健保20年 西醫醫院 診‧台灣已實施全民健保20年，西醫醫院、診
所全部都是靠健保給付。但卻有約5%二百
多家的中醫診所是自費，不看健保。

‧病人每月已繳政府健保費，可到任何中西病人每月已繳政府健保費 可到任何中西
醫院診所，但卻寧願「再自費看中醫」，
就因其療效卓越 請尚{敖力}的醫生來治就因其療效卓越，請尚{敖力}的醫生來治
病，就因其療效卓越，這是市場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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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phasis on the authentic and superior 
Chinese material medica is one of theChinese material medica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Helou 
( i ) Chi di i C l i(Taiwanese)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n 
Taiwan.a wa .

• 重視「道地藥材」是台灣河洛中藥文化最
重要的特質重要的特質，



P l k h ill h i• People know, when ill, choosing an 
expert physician as well as using a p p y g
good remedy is the best policy for 
treatment And only with the well-treatment. And only with the well
selected, good quality drugs can 
attain the best curative effectattain the best curative effect. 

• 「看病找名醫，治病用良藥」，有好藥，
才有好功效，精選品質優良的藥材才能達
到最佳的療效。



• Such kind of the knowledge of crude 
drug sele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is notdrug sele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is not 
only valuable but also hard to pass on, 
b h kill d ibecause those skills and experiences are 
treasured as private secrets or know-how e su ed s p v e sec e s o ow ow
of the experienced Chinese herbal master.
這種鑑別知識 一直中藥房老師傅的袖裡• 這種鑑別知識，一直中藥房老師傅的袖裡
乾坤，不輕易道出的秘門絕學。



• About thirty years ago the Great• About thirty years ago,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mainland China had caused a lot of 
hemorrhage of such architectonicshemorrhage of such architectonics.

• 大陸卅多年前文化大革命，傳統質優道地
藥材經驗鑑別知識流失很大藥材經驗鑑別知識流失很大，



• Fortunately with the deep lode of the• Fortunately, with the deep lode of the 
Heluo Traditional Medicine Culture, 
thos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 
have been handing down andhave been handing down and 
retaining completely in Taiwan just as 

llwell.
• 有幸蘊涵河洛中藥文化的深厚基礎的台灣，有幸蘊涵河洛中藥文化的深厚基礎的台灣
很完整保留下來。有幸有一位學者，從黑
髪做到白髪，三十多年的訪談、調查、拍髪做到白髪，三十多年的訪談、調查、拍
照，收集這珍貴的知識，記錄下來，用相
片寫歷史片寫歷史。



The knowledge ofThe knowledge of Authentic and Authentic and 
Superior Chinese Material MedicaSuperior Chinese Material Medica

質優道地藥材的知識質優道地藥材的知識質優道地藥材的知識質優道地藥材的知識

在台灣各地中藥房的門檻 或展示櫥窗上 常見‧在台灣各地中藥房的門檻、或展示櫥窗上，常見
「道地藥材」的匾額，標語

或「精選道地藥材 遵古法炮製 醒目的標語‧或「精選道地藥材，遵古法炮製」醒目的標語，

‧飲片包裝袋印「道地藥材，信譽保證，品質第
一 以此為河洛中藥文化的金科玉律一」，以此為河洛中藥文化的金科玉律。

‧ 30年以前，病人都懂的常識。





中藥櫃上額，道地藥材中藥櫃上額，道地藥材中藥櫃上額，道地藥材中藥櫃上額，道地藥材



Identification TerminologyIdentification TerminologyIdentification Terminology Identification Terminology 
道地藥材的鑑別術語道地藥材的鑑別術語

• 在這師徒相傳的知識中領域中，發展了
很多專業術語，很多專業術語，

• 這些通俗的術語，其中隱含了很多珍貴
的道地藥材品選的重點的道地藥材品選的重點。

• 他們憑這些術語，很容易鑑別出何種藥
材是療效佳的質優好貨。

• 在我們三十多年的中藥商訪問田野調查，在我們三十多年的中藥商訪問田野調查，
在與老師傅的品茶訪談中，



‧我們發現台灣河洛中藥文化，除了上述
所論藥名外，更保留了非常珍貴的道地
藥材的鑑別內容，尤其是長年累積形成藥材的鑑別內容 尤其是長年累積形成
的專業術語，

這些朗朗上口的俗語術語 竟是幾百年• 這些朗朗上口的俗語術語，竟是幾百年
來，大陸台灣長期交流，經驗累積的瑰
寶寶。



例如人參 質優療效好有 蝴蝶蘆 黃馬例如人參 質優療效好有 蝴蝶蘆 黃馬‧‧例如人參，質優療效好有「蝴蝶蘆、黃馬例如人參，質優療效好有「蝴蝶蘆、黃馬
掛、貢緞面、草螟腿、菊花心、下刀爽爽掛、貢緞面、草螟腿、菊花心、下刀爽爽
，不黏刀、不回軟、老高麗」，品質差者，不黏刀、不回軟、老高麗」，品質差者
有「草皮有「草皮((薑皮、薑皮、 黃皮黃皮))、甜粿腳、白心、、甜粿腳、白心、有 草皮有 草皮((薑皮薑皮 黃皮黃皮)) 甜粿腳 白心甜粿腳 白心
冇心、黑心、下刀黏刀、易回軟」等術語冇心、黑心、下刀黏刀、易回軟」等術語
。。

‧‧高麗參「大頭蘆、鐵蘆、草螟腿」，石柱高麗參「大頭蘆、鐵蘆、草螟腿」，石柱
參「三長，蘆長身長腿長」，撫松參「倒參「三長，蘆長身長腿長」，撫松參「倒
捲腳」，集安參「毛筆管、老鼠尾」，日捲腳」，集安參「毛筆管、老鼠尾」，日捲腳」 集安參 毛筆管 老鼠尾」 日捲腳」 集安參 毛筆管 老鼠尾」 日
本雲州參「本雲州參「 倒吊鬚」等等。倒吊鬚」等等。



• The author has been devoted to• The author has been devoted to 
explore and investigate the 
inheritance of TCM experiences all 
over the Taiwan for the last 30 yearsover the Taiwan for the last 30 years 

‧為了不讓這珍貴鑑別知識失傳，作者卅多
年來致力於探索傳統中藥經驗鑑別的傳承，年來致力於探索傳統中藥經驗鑑別的傳承
走遍南北各地，中藥房實地調查訪問，從
老師傅搜集資料老師傅搜集資料



• Further more, I also visited the TCM drugs , g
stores to proceed field research and 
interview recorded those oral records andinterview, recorded those oral records, and 
collected the knowledge that scattered in 
th f lk t k d ti hthe folk master worker and apprentice who 
know deeply about the identification 
knowledge and terminology of TCM.

‧宿老口述田野記錄，搜集散落在民間師徒面傳古宿老口述田野記錄 搜集散落在民間師徒面傳古
老的口傳眼觀活知識，師傅辨別品質優良藥材老
袖裡乾坤的珍藏秘訣，口中習言的辨藥竅門、眉袖裡乾坤的珍藏秘訣 口中習言的辨藥竅門 眉
角、術語等等。



• Besides that, I had taken many , y
Chinese herbal pictures for 22 years 
and chosen about 3 400’s throughand chosen about 3,400 s through 
30,000 photos. 

‧1. 1970-1987用Nikon單眼135幻燈片，拍
照數千張，不用來製版，不算。照數千張，不用來製版，不算。

‧2. 1987後，用Rollei 大相機，120軟片，
22年精心拍攝，三萬多張精選出三千多張
照片，攝影家捕捉優美藥材圖像的高深功
夫， 才能達到呈現這套大著作。



• The ability of a professional y p
photographer is to capture a beautiful 
picture use camera lens to focus thepicture, use camera lens to focus the 
properties, color tones and quality of 
the material.

• 攝影家捕捉優美圖像功夫，拍出犀利正確攝影家捕捉優美圖像功夫 拍出犀利正確
的性狀、色調、紋路、質感。

•



• Then, we use such beautiful herbal 
photos which are nearly the same asphotos which are nearly the same as 
real material objects, and it is our 
teaching material through these 20 
years.years.

• 放眼天下，無人可比的藥材攝影之美，達
到「見圖完全等同見實物」，到 見圖完全等同見實物」

• 二十多年來，我們以此為教學教材。



• On the other hands my valuable TCMOn the other hands, my valuable TCM 
studies have been turned into precious 
pictures information and teachingpictures, information and teaching 
materials. Then, I started to build up such 
an extraordinary teaching databasean extraordinary teaching database 
through my 36 years’ teaching in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Medical University. 

‧把傳統中藥傳承的經驗知識，實物圖片化、
口述內容文字資料化 學習教材化 溶入口述內容文字資料化、學習教材化。溶入
36年在中國醫藥大學與學生互動的藥材實
務教學經驗 建立這套傳承教學資料庫務教學經驗，建立這套傳承教學資料庫，



• Recently the database has been• Recently, the database has been 
arranged to the monograph named 
“Color Atlas for the Authentic and 
Superior Chinese Material Medica”Superior Chinese Material Medica
（A4 size, totally 6 books）which is 
fi ll bli h d i 2007finally published in 2007.

‧2007年終於把資料庫整理出版《道地藥材
圖鑑》A4版6冊 中藥精品之著圖鑑》A4版6冊，中藥精品之著，



• This extraordinary monograph y g p
contains excellent pictures and details 
which record the historical testimonywhich record the historical testimony 
for Taiwan’s Helou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 中藥精品之著，圖文並茂，看圖說故事，中藥精品之著 圖文並茂 看圖說故事
為台灣河洛中藥文化寫下歷史見證，



•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experiences p
and knowledge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generation.

• Besides this, it can also provide other 
t i t l icountries to use as a learning 

reference.

• 傳統中藥經驗知識得以傳承，薪火延續，• 傳統中藥經驗知識得以傳承，薪火延續，

• 供各國借鏡參考。



中醫治病五大原則，中醫治病五大原則，

‧1 望聞問切 (四診)1. 望聞問切 (四診)

‧2. 辨證論治 (八綱、八法)

‧3. 臨證開方 (十劑、八陣)

‧4 隨證對證用藥 (方藥加減)‧4. 隨證對證用藥 (方藥加減)

‧5. 精選細製 (藥材、炮製)

‧中醫診療是很細心嚴謹的統程。‧中醫診療是很細心嚴謹的統程。



「辨證論治，對症下藥，「辨證論治，對症下藥，辨證論治 對症下藥辨證論治 對症下藥
理法方藥，藥到病除」理法方藥，藥到病除」

‧中醫治病是從全身來看，不是局部，診斷
病人身體八綱辨證是很重要的工作 醫師病人身體八綱辨證是很重要的工作，醫師
理清病人的證型，根據中醫診療理法方藥，
才開方對症下藥 藥到病除才開方對症下藥，藥到病除。



學中藥學中藥必須熟必須熟識藥材識藥材學中藥學中藥必須熟必須熟識藥材識藥材

‧ 學中藥如果不識藥材，只憑藥名，文字背
功效，虛空浮幻，陌生隔層紗，無法深入。功效，虛空浮幻，陌生隔層紗，無法深入。

‧所以中藥課程修過了，事後就忘了。

但若認識藥材 圖物合一 見名即見物‧但若認識藥材，圖物合一，見名即見物，
紮根，有實物感，記得牢，學得深，故學
藥起步首在於熟諳實物性狀 在師徒相授藥起步首在於熟諳實物性狀。在師徒相授
的傳統教學，天天臨場配藥，必然熟識。



精精 選選 細細 製製精精 選選 細細 製製

即為了發揮用藥的最佳療效，更講究：

(1)精選道地藥材、2)遵古法細心炮製(1)精選道地藥材、2)遵古法細心炮製

老中醫師、中藥房賣藥，非常重視道地藥
材，藥材市場品之品級貨色等級區分，材，藥材市場品之品級貨色等級區分，
價格亦因藥品商品化，而各有差異



藥藥 材材 鑑鑑 別別藥藥 材材 鑑鑑 別別

一 選品質優良的好藥 道地藥材 鑑別‧一、選品質優良的好藥---道地藥材，鑑別
術語

‧二、 鑑別：台灣市場品 誤用、代用、混
用 冒充 偽假用、冒充、偽假

‧三、一藥多品種：是歷史流傳，從本草切
入來瞭解，有很多不同科屬，並非誤用混
淆品淆品



四本書，詳述藥材鑑別四本書，詳述藥材鑑別四本書，詳述藥材鑑別四本書，詳述藥材鑑別

第 冊 道地藥材圖鑑‧第1~2冊《道地藥材圖鑑》

‧--彩色3700圖，含常用草藥，A4版，950頁彩色3700圖 含常用草藥 A4版 950頁
。增補400圖。全部重排版。

第3冊《特徵圖解說藥材鑑別》‧第3冊《特徵圖解說藥材鑑別》

‧--老師傅認藥辨藥的眉角老師傅認藥辨藥的眉角

‧第4冊《草藥暨藥材誤用混淆品真偽鑑別》



韓韓 高麗參高麗參 黃馬褂黃馬褂 貢緞面貢緞面
馬蹄蘆馬蹄蘆((大頭蘆、鐵蘆大頭蘆、鐵蘆))

黃馬褂黃馬褂

馬蹄蘆馬蹄蘆((大頭蘆大頭蘆 鐵蘆鐵蘆))馬蹄蘆馬蹄蘆((大頭蘆大頭蘆、鐵蘆、鐵蘆))



吉林參吉林參 次品次品 草皮草皮((薑皮薑皮) ) 甜糕腳甜糕腳
干章干章 ((乾漿乾漿::乾癟漿水不足）乾癟漿水不足）

草皮草皮

甜糕腳甜糕腳甜糕腳甜糕腳



菊花心菊花心



無菊花心無菊花心無菊花心無菊花心



不良品人參（斷頭不良品人參（斷頭 白心白心 黑心黑心 冇心冇心))不良品人參（斷頭不良品人參（斷頭,,白心白心,,黑心黑心,,冇心冇心))



白心白心 黑心 冇心 空心黑心 冇心 空心白心、白心、 黑心、冇心、空心黑心、冇心、空心



珍貴野生人參（鮮品）珍貴野生人參（鮮品）珍貴野生人參（鮮品）珍貴野生人參（鮮品）







工藝參工藝參 1 1 斤斤50005000元元



三長、大頭蘆、蝴蝶蘆、倒吊鬚三長、大頭蘆、蝴蝶蘆、倒吊鬚三長、大頭蘆、蝴蝶蘆、倒吊鬚三長、大頭蘆、蝴蝶蘆、倒吊鬚



石柱參三長石柱參三長石柱參三長石柱參三長



菊花心菊花心菊花心菊花心





黑線紋黑線紋 鏽黃色鏽黃色 野生西洋參野生西洋參黑線紋黑線紋 鏽黃色鏽黃色 野生西洋參野生西洋參





半野半野 野生西洋參野生西洋參半野半野 野生西洋參野生西洋參



正副正副 粉光粉光正副正副 粉光粉光



銅皮鐵骨銅皮鐵骨獅子頭獅子頭 川七川七銅皮鐵骨銅皮鐵骨獅子頭獅子頭 川七川七



鐵皮鐵骨鐵皮鐵骨獅子頭獅子頭 川七川七鐵皮鐵骨鐵皮鐵骨獅子頭獅子頭 川七川七



粗溝濃郁嗆味粗溝濃郁嗆味 老木香老木香粗溝濃郁嗆味粗溝濃郁嗆味 老木香老木香



老翁面九蒸九曬老翁面九蒸九曬 老熟地老熟地老翁面九蒸九曬老翁面九蒸九曬 老熟地老熟地





腊面腊面 雲綿紋何首烏雲綿紋何首烏腊面腊面 雲綿紋何首烏雲綿紋何首烏



雞肉絲雞肉絲 北柴胡北柴胡雞肉絲雞肉絲 北柴胡北柴胡



蹲坐正節蹲坐正節((明本草綱目明本草綱目)) 黑附子黑附子蹲坐正節蹲坐正節((明本草綱目明本草綱目) ) 黑附子黑附子



關公耆關公耆 張飛草張飛草關公耆關公耆 張飛草張飛草



獅子盤頭獅子盤頭 皮鬆肉緊皮鬆肉緊 紋黨紋黨獅子盤頭獅子盤頭 皮鬆肉緊皮鬆肉緊 紋黨紋黨



錦紋星點錦紋星點 大黃大黃錦紋星點錦紋星點 大黃大黃



鸚哥嘴鸚哥嘴,,蟾蜍皮蟾蜍皮,,圓底盤圓底盤 天麻天麻



羊眼半夏羊眼半夏 ((宋宋 圖經本草圖經本草))羊眼半夏羊眼半夏 ((宋宋 圖經本草圖經本草))



雞爪黃連雞爪黃連雞爪黃連雞爪黃連



黃金色紋清味苦老泥（黃連）黃金色紋清味苦老泥（黃連）黃金色紋清味苦老泥（黃連）黃金色紋清味苦老泥（黃連）



觀音座、懷中抱月觀音座、懷中抱月 松潘貝松潘貝觀音座、懷中抱月觀音座、懷中抱月 松潘貝松潘貝



田蛙嘴田蛙嘴 平貝平貝田蛙嘴田蛙嘴 平貝平貝





虎斑紋虎斑紋 爐貝爐貝虎斑紋虎斑紋 爐貝爐貝



元寶新月浙貝元寶新月浙貝元寶新月浙貝元寶新月浙貝



放大圖片放大圖片9494張，鏡頭下更瞭解張，鏡頭下更瞭解放大圖片放大圖片9494張，鏡頭下更瞭解張，鏡頭下更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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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年從黑髪工作到白髪年從黑髪工作到白髪2222年從黑髪工作到白髪年從黑髪工作到白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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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地藥材鑑別術語 特徵重點圖說道地藥材鑑別術語 特徵重點圖說道地藥材鑑別術語、特徵重點圖說道地藥材鑑別術語、特徵重點圖說

在這師徒相傳的知識中領域中 發展了• 在這師徒相傳的知識中領域中，發展了
很多專業術語，

• 這些通俗的術語，其中隱含了很多珍貴
的道地藥材品選的重點。

• 他們憑這些術語，很容易鑑別出何種藥
材是療效佳的質優好貨。材是療效佳的質優好貨。

• 在我們三十多年的中藥商訪問田野調查，
在與老師傅的品茶訪談中 太多了太珍在與老師傅的品茶訪談中，太多了太珍
貴了



第第1~21~2冊彩圖，冊彩圖，第第33冊《特徵圖解冊《特徵圖解
說藥材鑑別說藥材鑑別》》創造創造教學教學特徵重點特徵重點說藥材鑑別說藥材鑑別》》創造創造教學教學特徵重點特徵重點

圖說圖說 眉角眉角圖說圖說——眉角眉角
‧中醫師看病要抓病證眉角中醫師看病要抓病證眉角

‧中藥老師傅看藥材要抓特點眉角

‧把這套不輕易道出的袖裡乾坤，拍照片外

‧更箭頭指示，重點圖說，資料化，精簡化‧更箭頭指示，重點圖說，資料化，精簡化

‧投入藥材教學，希望學生最 少時間，學習
珍貴的傳流知識



①① ③③

精選紅參
5 精選紅參 (彩圖 1 36 )

①①

④④

③③

5. 精選紅參 (彩圖 1-36 )
1985年以來，精選質優鮮水參，
加工紅參，再經二次加工精製
壓製而成。其選種、育種、栽壓製而成。其選種、育種、栽
培、採收、選材、加工、分檔，
都很嚴格，比照韓國高麗參的
條件，選材區分，天地良(再分
10、15、20、30、40)分檔

台灣進口商，對於大陸精選紅
參及韓高麗參都在台灣或大陸，
貯藏3年以上 有以菊花襯底貯藏3年以上，有以菊花襯底，
稱之「養參」，才賣出。對氣
味、質地、療效都很大增進。

①本品具有蘆短、質實、色深、
③③

①本品具有蘆短、質實、色深、
有壓製痕跡等特點。

②其表面積較普通紅參縮小40
％以上，密度增加1倍。％以上 密度增加1倍
③單支呈不規則長棱柱形，有
明顯壓痕，長9～16㎝，蘆較短
(經縮蘆作業，一部分縮入肩部)，



②②

③③
⑤⑤①①

④④

韓國參
⑦⑦⑥⑥

韓國參：
南韓貨分天、地、良、切等四種
規格，北朝鮮分天、地、人。(彩 ⑧⑧規格，北朝鮮分天、地、人。(彩
圖 1-70~1-84   )
①蘆頭上挺粗大而短圓
②頂部有大的凹窩呈碗狀莖痕
（蘆碗）

⑧⑧

（蘆碗）
③蘆頭的脖子粗而短
④蘆碗大，邊緣無纖維狀物，殘
莖部分去除乾淨，俗稱「油燈盞」
⑤蘆頭的質地堅硬 稱鐵蘆 依

⑤⑤

⑤蘆頭的質地堅硬，稱鐵蘆，依
其形狀稱「四方蘆、蝴蝶蘆(雙蘆)、
馬牙蘆、圓蘆(石頭蘆) 
⑥蘆頭與參體正身接連處平直不
凹陷 因年份較久 根的上端肩

⑨⑨
凹陷，因年份較久、根的上端肩
部有明顯橫環紋
黃色的栓皮紋，習稱「薑皮、黃
皮、草皮」



②②

③③
⑤⑤①①

④④

韓國參韓國參：
⑦肩部寬闊，呈方肩或圓肩，習

⑦⑦⑥⑥

⑦肩部寬闊，呈方肩或圓肩，習
稱「將軍肩、端肩膀、寬肩膀、
平肩」
⑧中部有縱縐紋和淺縱溝
⑨下部參腿(支根)一般為1 3條 ⑧⑧⑨下部參腿(支根)一般為1～3條，
粗壯，長度大於或接近主根，參
條越粗的質量越好
⑩肩部環紋細，有的不明顯，其
溢縮線細淺，皮紋細膩，顯黃色

⑧⑧

溢縮線細淺，皮紋細膩，顯黃色
與紅棕色交錯的網狀不規則細縱
紋，習稱「蟋蟀紋」
⑪上部均勻的黃色栓皮稱為「黃
馬褂」，

⑤⑤

馬褂」，
⑫若規格差的參體表面往往會有
黃色的栓皮紋，習稱「薑皮、黃
皮、草皮」 ⑨⑨



再版再版 增補增補藥材形態特徵圖說特徵圖說

對應易學對應易學有效學習 石柱參石柱參﹕﹕



石柱參(邊條紅參)
6 石柱參(邊條紅參)：

③③

6.. 石柱參(邊條紅參)：
(彩圖 1-36，補1-36~1-41  )
是中國人參中的優良品種，已有三
百多年的歷史。石柱參原產於遼寧
省寬甸滿族自治縣下露河鄉石柱子

⑤⑤

省寬甸滿族自治縣下露河鄉石柱子
村，因此得名。1976年首先，叫邊
條參。現在普遍「石柱參、邊條參」
2名同一物。
石柱參具有蘆長、體靈、皮老紋深、

⑥⑥
①①

石柱參具有蘆長、體靈、皮老紋深、
皮條鬚、鬚根上生有較多的珍珠疙
瘩，體形酷似野山參等優點。
①三長：蘆長、體長、腿長
②上端蘆頭粗大修長 蘆碗非常明②上端蘆頭粗大修長，蘆碗非常明
顯，有多個半月形的蘆碗交互著生
③呈雁脖蘆、女王蘆等，蘆碗小，
蘆碗間有一定距離
④表面紅棕色或棕黃色 有肉嫩感④表面紅棕色或棕黃色，有肉嫩感，
肩部橫紋顯著，整體具備「有皮有
肉」之特點
⑤參體呈長圓柱形，肩部較圓滑呈
「溜肩膀「溜肩膀」
⑥上部呈土黃色，習稱為「黃馬褂」
⑦體靈、皮老紋深、皮條鬚、鬚根
上生有較多的珍珠疙瘩



普通紅參1. 普通紅參(一般吉林參)：特

①①

⑦⑦

⑧⑧
( )

徵圖說 (彩圖 1-42~1-45 )
①蘆頭(根莖)，短，圓柱形，
小圓蘆。

⑦⑦

②參體圓柱形、短圓柱形或紡
錘形，形狀不規則。

③下端參腿，三至五條，表面
棕紅色或棕黃色 半透明

②②

棕紅色或棕黃色，半透明

④參體表面有數條長縱溝，皺
紋及根痕，環紋不很明顯

⑤飲片沒有菊花紋

④④

⑤飲片沒有菊花紋

⑥以刀子切片時，落刀處黏膩
不易分離，飲片不耐久燉，極
易腐化，若煮成湯餚，湯液顏易腐化，若煮成湯餚，湯液顏
色混濁不透明。

⑦若規格差的參體表面往往會
有黃色的皮紋，習稱「黃皮、

③③
有黃色的皮紋 習稱 黃皮
薑皮、草皮」

⑧參蘆折曲壓倒，緊縮扭曲形
成墩蘆



無菊花心無菊花心無菊花心無菊花心



撫松參
2 撫松參(撫壽參)2. 撫松參(撫壽參)
產地：吉林省撫松縣。(彩圖
1- )

①①
②②

①參體比較短，體形較粗，呈
圓方棱形，

②參體環紋多，縱皺不明顯。

①①

②

③根較短，多數，聚生，有反
捲。

③③③③



集安參
3 集安參

⑥⑥

3. 集安參

產地：吉林省集安縣

(彩圖 1 47 1 48 )(彩圖 1-47~1-48 )
④參體細圓柱形、根較撫
松參細。順左而長，上下

④④

松參細 順左而長 上下
粗細相近或下部稍細。

⑤上粗下細，形似“老鼠
尾”
⑥肩部環紋較多，紋較粗，
體縱皺不明顯體縱皺不明顯。

⑤⑤



菊花心

菊花心菊花心

無菊花心無菊花心無菊花心無菊花心



干章參
4 干章參：次等貨 乾漿即取4..干章參：次等貨，乾漿即取
其鮮參乾癟漿水不足之義。(彩
圖 1-46 )
干章參是紅參商品規格中檔次

②②

干章參是紅參商品規格中檔次
最差的品種，是紅參加工生產
中所不希望產生的等外品。這
是因為新鮮水參在「分檔、選
參」挑選不夠嚴格，使「走漿」
的或人參內含物質嚴重損耗的
鮮人參，混雜於紅參原料之中，
加工後失去紅參的固有特徵，

①①
加工後失去紅參的固有特徵，
價格低。

①根圓柱形，體質輕，色暗、
乾枯，癟瘦，或多抽溝。 ④④乾枯 癟瘦 或多抽溝

②表面棕黃色或黃白色，表皮
皺褶。表面往往會有黃色的皮
紋，習稱「黃皮、草皮、薑
皮」。

③下刀切片時，如切年糕，會
黏刀，稱「甜粿腳」



吉林參吉林參 次品次品 草皮草皮((薑皮薑皮) ) 甜糕腳甜糕腳
干章干章 ((乾漿乾漿::乾癟漿水不足）乾癟漿水不足）

草皮草皮

甜糕腳甜糕腳甜糕腳甜糕腳



人參不良品人參不良品人參不良品人參不良品



‧放眼天下，無人可比的藥材攝影之美，
比英日文西醫、牙醫名著圖片照得更美，
原藥材實物大小圖片，精美印出，達到
「見圖完全等同見實物」。

‧把散落在民間老師傅的古老質優道地藥把散落在民間老師傅的古老質優道地藥
材鑑別知識，資料化、圖像化、教材化，
溶入36年在中國醫藥大學與學生互動的溶入36年在中國醫藥大學與學生互動的
藥材實務教學經驗，建立傳承資料庫，
圖文並茂，看圖說故事，大家受益無窮。圖文並茂，看圖說故事，大家受益無窮。



• This monograph has not only 
excellent pictures but also abundant 
materials Moreover the more thanmaterials. Moreover, the more than 
one million words elaboration of the 
thi d f th d fifth b k lthird, fourth and fifth books also 
contain my research and teaching y g
experiences over the last 36 years.
本書不僅照片拍得非常好 搜集材料無比‧本書不僅照片拍得非常好，搜集材料無比
豐富，第3~6冊百萬字的論述，更是36年來
研究、教學的心得精華，



• The author is practiced in every p y
subject which has thorough 
elaboration in each item for exampleelaboration in each item, for example, 
the Helou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the TCM names which maintain the 
ancient pronunciation of Western Hanancient pronunciation of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TCM proverbs,

‧專精主題，每項都有深入的論述。如河洛
中藥文化、中藥名西漢中原古音、中醫藥中藥文化 中藥名西漢中原古音 中醫藥
諺語、



• author’s teaching contribution about 
learning TCM, 
i t ti th d f l i• interesting method of learning 
formulae and herbs

• 教學心得貢獻「學中藥、方劑漫畫趣味記憶
法法」

‧1. 四十多年來，在爬山、釣魚、品茶、靜
思、深思中，精心編趣記小故事，不斷修改，
一改再改，從藥名方名開始聯想小故事一改再改 從藥名方名開始聯想小故事

‧2. 為了達到文中有圖的特別效果，請漫畫
家繪圖家繪圖。



再從 圖片 選 標示允許再利‧3. 再從Google 圖片，選「標示允許再利
用」(2015/3/20以前舊稱即「使是商業用」(
途，亦可任意使用或分享」，首先要符合
Google的規定，再找出有思維、能意想、Google的規定 再找出有思維 能意想
連想的情境，能配合小故事的繪圖，照片
不要 這是很費時費心尋找的工作不要，這是很費時費心尋找的工作。

‧從中藥功效、方劑組成到諺語，終於完成
了這漫長的路。



中藥功效方劑組成漫畫趣味記憶法

‧紙本書，全部文字太單調、無趣了，打
破傳統的呆板生硬，教了四十多年書的破傳統的呆板生硬，教了四十多年書的
經驗，創造引人入 勝的漫畫學習法，文
中有畫 畫中有情趣 讓人讀了想再讀中有畫，畫中有情趣，讓人讀了想再讀
。

‧每一篇，抓到每個方藥的特色，有具體
的情境，各個關鍵字編了小故事，短短的情境，各個關鍵字編了小故事，短短
幾個字，維妙維巧情境的思維，就能心
領神會領神會。



看看圖說故事圖說故事看看圖說故事圖說故事

‧容易聯想背誦，說得入心，聽得貼心，容易聯想背誦，說得入心，聽得貼心，
朗朗上口，簡單易念易背，清晰記牢，
這是別人做不到的中文文字創作藝術。這是別人做不到的中文文字創作藝術。

‧讓學習者得以見文，冥想默思，讀書背
誦 事半功倍誦，事半功倍。

‧一個小故事，就記熟方的組成藥、藥的
功效。

‧將來透過英譯專家翻譯，帶給全世界學將來透過英譯專家翻譯 帶給全世界學
中醫的人，最捷徑易有效的橋樑。創造
了 Prof Chang TCM Memory Methods了 Prof.Chang TCM Memory Methods



背誦背誦方藥方藥的目的的目的背誦背誦方藥方藥的目的的目的

背誦 是為了書 熟 書 熟 是為‧「背誦」是為了書「熟」 ，書「熟」是為
了理明，理明是為了識清，識清是為了準
確地臨床辨證。

‧總之背誦的目的是要實用‧總之背誦的目的是要實用。

• 名老中醫早年在背誦方面的功底之深

年青醫學生 必用來借鏡• 年青醫學生，必用來借鏡



熟讀八經熟讀八經熟讀八經熟讀八經

‧台灣河洛諺語：「熟讀八經，才能爬上去
做醫生」(八爬同近音，八經：《內經、做醫生」(八爬同近音 八經：《內經
難經脈經、傷寒、金匱、溫病、本草、方
劑 針灸》)劑、針灸》)。

‧諺語：「本草讀嘸好，方義{勿會}清楚，
開方就潦草，沒法做尚{敖力}的醫生」，開方就潦草，沒法做尚{敖力}的醫生」，

‧大陸諺語：「不讀本草經，用藥總不精」
。



日本江戶後期 著名的醫師大槻玄澤對‧日本江戶後期，著名的醫師大槻玄澤對
學生們的開堂訓誡語：「未讀本草愧為
醫醫」。

‧學方劑中藥，最重要就是瞭解中藥的效學方劑中藥 最重要就是瞭解中藥的效
用，懂得在中醫理論下各藥的特性，深
黯本草、瞭解方義，才能掌握中藥與方黯本草、瞭解方義，才能掌握中藥與方
劑，隨證用藥自如，臻於至善。



老中醫熟背本草 方劑古籍 熟悉自如‧老中醫熟背本草、方劑古籍，熟悉自如，
潛移默化，融會貫通，心有靈犀一點通，
舉一反三，運用自如。

‧但年青醫師，已沒有這種用功的精神，沒‧但年青醫師，已沒有這種用功的精神，沒
法這樣深入背書。

‧作者用數年時間，撰寫本書，為年青新一
代，建立背熟的橋樑，一看即會，讀得熟代 建立背熟的橋樑 一看即會 讀得熟
，省了數年辛苦的工夫，就有名老中醫的
活用境界。活用境界。



中藥中藥600600種、方劑種、方劑500500方、草藥方、草藥400400種種
、本書彩圖、本書彩圖37003700圖，太多圖，太多!!

如何選重要來讀如何選重要來讀如何選重要來讀如何選重要來讀
‧在拙作《本草備要解析1979》《中藥炮製在拙作《本草備要解析1979》《中藥炮製
學1984》《道地藥材圖鑑2007》，

對各藥 方劑都有重要性排行分類 Ⓐ最‧對各藥、方劑都有重要性排行分類，Ⓐ最
常用、Ⓑ常用、Ⓒ通用、Ⓓ少用、Ⓔ罕用
、Ⓕ稀用

‧現在所有中藥、方劑的書都沒有這種分類現在所有中藥 方劑的書都沒有這種分類



這是從 中藥店 進口商訪查‧這是從(1)中藥店、進口商訪查、(2)2005
年後，再加上查《中華醫典》、健保2年6《 》
千萬病歷SAS統計、Google，來統計資料。
很可靠的數據很可靠的數據

‧選方藥Ⓐ Ⓑ各約120種，讀熟，就可以了

‧彩圖， Ⓐ Ⓑ Ⓒ藥，再選第三部，特徵圖‧彩圖， Ⓐ Ⓑ Ⓒ藥，再選第三部，特徵圖
解說的附圖，來看，初學者，就夠了。



ⒶⒶ 藥藥 50種

人參 大棗 紅棗 黑棗 大黃 山藥‧人參、大棗 (紅棗、黑棗)、大黃、山藥、
升麻、天花粉(栝樓根、瓜蔞根)、牛膝 (( ) (
川牛膝、懷牛膝)、半夏、甘草、白朮、白
芍、白芷、石膏、地黃 (生地黃、乾地黃芍 白芷 石膏 地黃 (生地黃 乾地黃
、熟地黃)、肉桂、西洋參、杜仲、芎藭 (
川芎) 知母 羌活 阿膠 附子 厚朴川芎)、知母、羌活、阿膠、附子、厚朴、
枳殼、枸杞子、紅花 (川紅花、藏紅花)、
香附香附、



柴胡 桂枝 桔梗 荊芥 乾薑 生薑‧柴胡、桂枝、桔梗、荊芥、乾薑、生薑、
梔子 、細辛、連翹、陳皮、麥門冬、麻黃
、菊花、黃柏、黃耆、黃連、當歸、葛根
、蒼朮、澤瀉、薄荷、檳榔、黨參、靈芝蒼朮 澤瀉 薄荷 檳榔 黨參 靈芝
。



ⒷⒷ藥藥 70種ⒷⒷ藥藥 70種

丁香 附母丁香 三七 女貞子 山茱萸‧丁香(附母丁香)、三七、女貞子、山茱萸
、山楂、丹參、天門冬、天麻、巴戟天、
木通、冬蟲夏草、玄參、白芥子、石斛、
冰片、地骨皮、百合、何首烏、吳茱萸、冰片 地骨皮 百合 何首烏 吳茱萸
杏仁、沉香、牡丹皮、牡蠣、赤芍、車前
子 防己 防風 延胡索 枇杷葉 玫瑰子、防己、防風、延胡索、枇杷葉、玫瑰
花、花椒(川椒)、金銀花、青皮、前胡、
枳實 珍珠 砂仁 胡麻 壁蝨胡麻 黑芝枳實、珍珠、砂仁、胡麻(壁蝨胡麻、黑芝
麻)、香薷、栝樓(瓜蔞，附栝樓皮)、



桃仁 桑白皮 烏梅 烏頭 川烏 秦艽‧桃仁、桑白皮、烏梅、烏頭(川烏)、秦艽
、茵陳(綿茵陳、北茵陳)、鹿茸、犀角禁( )
、菖蒲(石菖蒲、九節菖蒲)、菟絲子、黃
芩、滑石、補骨脂(破故紙)、遠志、蓮子(芩 滑石 補骨脂(破故紙) 遠志 蓮子(
附石蓮子、蓮心)、蔥白、猪苓、燕窩、獨
活 龍骨 龍眼肉 龍膽 龜板 殭蠶活、龍骨、龍眼肉、龍膽、龜板、殭蠶、
薏苡仁、雞內金、藿香、續斷、鬱金。



ⒶⒶ 方方 5050方方ⒶⒶ 方方 5050方方

小青龍湯 小柴胡湯 川芎茶調散 六味‧小青龍湯、小柴胡湯、川芎茶調散、六味
地黃丸、天王補心丹、止嗽散、加味逍遙
散、半夏瀉心湯、平胃散、玉屏風散、甘
露飲、安中散、血府逐瘀湯、杏蘇散、杞露飲 安中散 血府逐瘀湯 杏蘇散 杞
菊地黃丸、芍藥甘草湯、辛夷清肺湯、辛
夷散 防風通聖散 炙甘草湯 知柏地黃夷散、防風通聖散、炙甘草湯、知柏地黃
丸、香砂六君子湯、柴胡加龍骨牡蠣湯、
柴葛解肌湯柴葛解肌湯、



‧桂枝茯苓丸、桃核承氣湯、桑菊飲、消風
散、荊防敗毒散、參苓白朮散、清上防風散、荊防敗毒散、參苓白朮散、清上防風
湯、清心利膈湯、疏經活血湯、麥門冬湯
麻子仁丸 麻杏甘石湯 溫膽湯 當歸、麻子仁丸、麻杏甘石湯、溫膽湯、當歸

芍藥散、當歸拈痛湯、葛根湯、補中益氣
湯、寧嗽丸、蒼耳散、酸棗仁湯、銀翹散
、獨活寄生湯、龍膽瀉肝湯、濟生腎氣丸獨活寄生湯 龍膽瀉肝湯 濟生腎氣丸
、歸脾湯、藿香正氣散。



ⒷⒷ方方 5454方方ⒷⒷ方方 5454方方

九味羌活湯 二陳湯 八味地黃丸 十神‧九味羌活湯、二陳湯、八味地黃丸、十神
湯、三仁湯、上中下通用痛風丸、小柴胡
湯去人參、五苓散、六君子湯、天麻鉤藤
飲、少腹逐瘀湯、牛黃清心丸、半夏白朮飲 少腹逐瘀湯 牛黃清心丸 半夏白朮
天麻湯、半夏厚朴湯、右歸丸、四物湯、
左歸丸 正骨紫金丹 甘麥大棗湯 甘露左歸丸、正骨紫金丹、甘麥大棗湯、甘露
消毒丹、生脈散、安宮牛黃丸、百合固金
湯 芎歸膠艾湯 身痛逐瘀湯 羌活勝濕湯、芎歸膠艾湯、身痛逐瘀湯、羌活勝濕
湯、保和丸、胃苓湯、苓桂朮甘湯、



柴胡桂枝湯 柴胡清肝湯 柴胡疏肝散‧柴胡桂枝湯、柴胡清肝湯、柴胡疏肝散、
柴陷湯、桂枝湯、桃紅四物湯、桔梗湯、
真人活命飲、荊芥連翹湯、涼膈散、清心
蓮子飲、清肺湯、清胃散、清燥救肺湯、蓮子飲 清肺湯 清胃散 清燥救肺湯
逍遙散、普濟消毒飲、黃耆五物湯、黃連
解毒湯 溫經湯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解毒湯、溫經湯、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
湯、葛根黃芩黃連湯、補陽還五湯、鉤藤
散 潤腸丸 蠲痺湯散、潤腸丸、蠲痺湯。



每藥有數種不同的功效，到底那每藥有數種不同的功效，到底那
一種功效，最重要一種功效，最重要??

這答案 一直沒人說出來 我用各藥各種‧這答案，一直沒人說出來。我用各藥各種
不同功效的方劑數做依據，《道地藥材圖《
鑑》，第四部中藥功效篇，就有「方群解
析」條列出來，加以統計、比較，排行榜析」條列出來 加以統計 比較 排行榜
，代表這功效的重要性。再加上方藥排行
榜Ⓐ Ⓑ Ⓒ Ⓓ Ⓔ Ⓕ 一目瞭然榜Ⓐ Ⓑ Ⓒ Ⓓ Ⓔ Ⓕ ，一目瞭然，

‧將來把本草功效正文，在常用250方中，當
君臣藥的歷代古籍方義，比對出來，一貫
連綴起來，正是所謂方藥肉粽捾的學習法連綴起來 正是所謂方藥肉粽捾的學習法
。



本書特殊貢獻本書特殊貢獻----藥名方名趣記藥名方名趣記本書特殊貢獻本書特殊貢獻----藥名方名趣記藥名方名趣記

包括： (1)藥名拆字趣味聯想心象記憶法‧包括： (1)藥名拆字趣味聯想心象記憶法、
(2)方劑組成趣記。

‧把一個主題，各個關鍵字編了小故事，很
有情境易背的趣記，用維妙維巧情境的思
維，巧思精妙的附圖，看字看圖說故事，
容易聯想背誦，清晰記牢

‧讓學習者得以見文，冥想默思，讀書背誦，
事半功倍。事半功倍

‧舉例如下



中藥功效方劑組成漫畫趣味記憶法

‧紙本書，全部文字太單調、無趣了，打
破傳統的呆板生硬，教了四十多年書的破傳統的呆板生硬，教了四十多年書的
經驗，創造引人入 勝的漫畫學習法，文
中有畫 畫中有情趣 讓人讀了想再讀中有畫，畫中有情趣，讓人讀了想再讀
。加 諺語共四千多圖。

‧每一篇，抓到每個方藥的特色，有具體
的情境，各個關鍵字編了小故事，短短的情境，各個關鍵字編了小故事，短短
幾個字，維妙維巧情境的思維，就能心
領神會領神會。



看看圖說故事圖說故事看看圖說故事圖說故事

‧容易聯想背誦，說得入心，聽得貼心，
朗朗上口，簡單易念易背，清晰記牢，
這是別人做不到的中文文字創作藝術。

‧讓學習者得以見文，冥想默思，讀書背讓學習者得以見文，冥想默思，讀書背
誦，事半功倍。

一個小故事 就記熟方的組成藥 藥的‧一個小故事，就記熟方的組成藥、藥的
功效，圖中有文。

已專家翻譯完成 將來出版帶給全世界‧已專家翻譯完成，將來出版帶給全世界
學中醫的人，最捷徑易有效的橋樑。創
造了Prof. Chang TCM Memory Method 



背誦背誦方藥方藥的目的的目的背誦背誦方藥方藥的目的的目的

背誦 是為了書 熟 書 熟 是為‧「背誦」是為了書「熟」 ，書「熟」是為
了理明，理明是為了識清，識清是為了準
確地臨床辨證。

‧總之背誦的目的是要實用‧總之背誦的目的是要實用。

• 名老中醫早年在背誦方面的功底之深

年青醫學生 必用來借鏡• 年青醫學生，必用來借鏡



老中醫熟背本草 方劑古籍 熟悉自如‧老中醫熟背本草、方劑古籍，熟悉自如，
潛移默化，融會貫通，心有靈犀一點通，
舉一反三，運用自如。

‧但年青醫師，已沒有這種用功的精神，沒‧但年青醫師，已沒有這種用功的精神，沒
法這樣深入背書。

‧作者用數年時間，撰寫本書，為年青新一
代，建立背熟的橋樑，一看即會，讀得熟代 建立背熟的橋樑 一看即會 讀得熟
，省了數年辛苦的工夫，就有名老中醫的
活用境界。活用境界。



第第55冊《中藥漫畫趣記暨方群解冊《中藥漫畫趣記暨方群解
析臨床應用》析臨床應用》

欄名分‧欄名分

‧編號、藥名、出典、排行編號 藥名 出典 排行

‧(1)釋名，(2)本草特效，(3)諺語，(4)趣
記 附圖 (5)性味 歸經 (6)功能(不記、附圖，(5)性味、歸經、 (6)功能(不
加欄名)、(7)治療(用於)、(8)臨床配藥、
(9)方藥解析。

‧方劑解析從組成藥分析而得，各功效統計‧方劑解析從組成藥分析而得，各功效統計
，分2大類，(a)當君臣藥，(b)當佐使藥。



人參人參《《本經上品本經上品》》[A][A]人參人參《《本經上品本經上品》》[A][A]

趣記 形狀如人形 大補人之元氣 參深‧趣記：形狀如人形，大補人之元氣，參深
同音shen借意，參=深=活得久，人參大補
元氣，身體強壯，活得長久。以補氣再延
伸下列功能各種主功效。伸下列功能各種主功效







滋補強壯 大補元氣 益肺 滋補協佐鎮‧滋補強壯、大補元氣，益肺，滋補協佐鎮
咳、生津止渴，補脾胃、安神增智，協佐
安神、補氣、補血。



本草特效本草特效：： BencaoBencao special special 
indications:indications:

治男婦一切虛證‧(1) 治男婦一切虛證。

‧(2) 【 人參】甘苦溫 其體重實 專補脾(2) 【 人參】甘苦溫﹐其體重實﹐專補脾
胃元氣﹐因而益肺與腎﹐故內傷元氣者宜
之之。

‧(3)大補肺中元氣。



諺語：諺語：諺語：諺語：

人虛就要補 人參 大補肺中元氣‧(1)人虛就要補，【人參】大補肺中元氣。

‧(2)【人參】是千草之靈，百藥之長



學中藥，一定要知道學中藥，一定要知道學中藥，一定要知道學中藥，一定要知道
(1)(1)這個藥，在五百多種中藥中，這個藥，在五百多種中藥中，( )( )
在重要性排行分類，它是屬於在重要性排行分類，它是屬於AA最最
常用常用 BB常用常用 CC通用通用 DD少用少用 EE常用、常用、BB常用、常用、CC通用、通用、DD少用、少用、EE
罕用、罕用、FF稀用、那一類。稀用、那一類。罕用罕用 FF稀用 那一類稀用 那一類
(2)(2)凡是常用藥，都常有幾種功效，凡是常用藥，都常有幾種功效，
何種功效臨床上 用最多何種功效臨床上 用最多「何種功效臨床上，用最多」。「何種功效臨床上，用最多」。

這重要資料一般書上都沒有。這重要資料一般書上都沒有。這重要資料一般書上都沒有。這重要資料一般書上都沒有。
這這22者，在本草、中藥一書上，都者，在本草、中藥一書上，都
不會有這種論述的記錄。不會有這種論述的記錄。



《《圖鑑圖鑑))中藥功效 方藥解析中藥功效 方藥解析《《圖鑑圖鑑))中藥功效，方藥解析，中藥功效，方藥解析，
有詳細列出，各類的用方有詳細列出，各類的用方有詳細列出 各類的用方有詳細列出 各類的用方

‧‧如人參：如人參：(1-1) 滋補強壯(益氣、補氣)：21方

‧ (1-2) 以「益氣、補氣」協佐各方之各種主
功效：19方

‧(2-1) 補脾胃、滋補：20方

‧ (2-2) 以「補脾胃」協佐各方之各種主功效：
9方

‧(3-1) 補氣補血，氣血相並說，以補氣增強補血
養血的功效：5方



補氣補血 以補氣增強補血養血(3-2) 補氣補血：以補氣增強補血養血，
再協佐各方的主功效：7方

‧(4) 協佐止咳：5方

(5) 協佐瀉火清熱 11方‧(5) 協佐瀉火清熱：11方

‧(6) 協佐安神：8方(6) 協佐安神 8方

‧(7) 生津止渴

其他 非上述諸方 方‧(8) 其他(非上述諸方)：13方。



人參人參 (1(1--1)1) 滋補強壯滋補強壯((益氣、補氣益氣、補氣人參人參 (1(1 1) 1) 滋補強壯滋補強壯((益氣 補氣益氣 補氣
)21+19=40)21+19=40



身體強壯身體強壯身體強壯身體強壯



強壯強壯



一 滋補強壯一 滋補強壯一、滋補強壯一、滋補強壯

11 元氣元氣 衰微衰微 體虛欲脫 脈微欲紀之證體虛欲脫 脈微欲紀之證•• 11．元氣．元氣 衰微衰微 體虛欲脫，脈微欲紀之證。體虛欲脫，脈微欲紀之證。

•• 22．甘溫．甘溫 大補元氣大補元氣 氣虛體衰重症。氣虛體衰重症。

•• (1)(1)大病，大失血，大吐瀉，虛勞內傷，病後元氣大病，大失血，大吐瀉，虛勞內傷，病後元氣
虛脫，體虛脫，體 力衰弱。力衰弱。

•• (2)(2)工作勞累，過度疲勞，老人氣虛衰老。工作勞累，過度疲勞，老人氣虛衰老。

•• (3)(3)有病治病，無病養身。有病治病，無病養身。

•• 33．方劑，人參養榮湯，人參固本丸，八珍湯，十．方劑，人參養榮湯，人參固本丸，八珍湯，十
全大補湯，全大補湯， 兩儀膏，炙甘草湯，補中益氣湯，獨兩儀膏，炙甘草湯，補中益氣湯，獨
參湯，參附參湯，參附 湯，三才封髓丹。湯，三才封髓丹。



人參 榮湯 氣 榮 補心安 互• 011C人參養榮湯(益氣養榮,補心安神,互益
五臟,補血養血)、, 養 )

• 016A★八珍湯(氣血雙補)、
018A★十全大補湯(補血益氣 溫補氣血 升• 018A★十全大補湯(補血益氣,溫補氣血,升
陽滋陰,養氣育神)、

• 055B★六君子湯(補氣和中,健脾養胃,燥濕
化痰)、化痰)、



四君子湯 益氣健脾 養胃 和中‧076A★四君子湯(益氣健脾,養胃,和中)、
089C玉泉丸(生津止渴,益氣養陰)、096B★( , ) ★
生脈散(益氣生津,歛陰止汗)、

‧129A★炙甘草湯(益氣補血 滋陰復脈)‧129A★炙甘草湯(益氣補血,滋陰復脈)



參苓白朮散 補氣健脾 滲溼和胃‧188A★參苓白朮散(補氣健脾,滲溼和胃)、
、

‧261A★補中益氣湯(丸)(補中益氣,調補脾
胃 升陽益氣舉陷)胃,升陽益氣舉陷)、

‧289D龜鹿二仙膠(滋陰補血,養精助陽,益氣
)、

‧419B★參附湯(回陽救逆 益氣固脫)、‧419B★參附湯(回陽救逆,益氣固脫)、



‧(1-2) 以「益氣、補氣」協佐各方之各
種主功效：

‧A ★健脾丸(益氣健脾,和胃消食)

★敗毒散(益氣解表)‧A ★敗毒散(益氣解表)

‧B ★清心蓮子飲(清心火,益氣養陰)B ★清心蓮子飲(清心火,益氣養陰)

‧A ★獨活寄生湯(祛風溼,止痹痛,益肝腎,
補氣血)補氣血)

‧A ★歸脾湯(健脾寧心,益氣補血)。397★ ( , )

‧A ★附子湯(溫經助陽,袪寒化濕,溫陽利
水)水)。



(2 1) 補脾胃 滋補：‧(2-1) 補脾胃、滋補：

‧B ★六君子湯(補氣和中,健脾養胃,燥濕
化痰)

‧B ★半夏白朮天麻湯(健脾祛濕 化痰熄‧B ★半夏白朮天麻湯(健脾祛濕,化痰熄
風)

‧A ★半夏瀉心湯(和胃降逆,開結消痞,除
滿)滿)

‧A ★四君子湯(益氣健脾,養胃,和中)

★香砂六君子湯(健脾養胃)‧A ★香砂六君子湯(健脾養胃)

‧A ★健脾丸(益氣健脾,和胃消食)A ★健脾丸(益氣健脾,和胃消食)



A ★參苓白朮散(補氣健脾 滲溼和胃)‧A ★參苓白朮散(補氣健脾,滲溼和胃)

‧A ★補中益氣湯(丸)(補中益氣,調補脾
胃,升陽益氣舉陷)

‧A ★歸脾湯(健脾寧心 益氣補血)‧A ★歸脾湯(健脾寧心,益氣補血)

‧(2-2) 以「補脾胃」協佐各方之各種主
功效：功效：

‧A ★小柴胡湯(升陽達表,養陰退熱,和解
少陽 扶正祛邪 和胃降逆)少陽,扶正祛邪,和胃降逆)

‧A ★麥門冬湯(滋養肺胃,降逆和中,益胃A ★麥門冬湯(滋養肺胃,降逆和中,益胃
生津)



‧(1-2) 以「益氣、補氣」協佐各方之各
種主功效：

‧A ★健脾丸(益氣健脾,和胃消食)

★敗毒散(益氣解表)‧A ★敗毒散(益氣解表)

‧B ★清心蓮子飲(清心火,益氣養陰)B ★清心蓮子飲(清心火,益氣養陰)

‧A ★獨活寄生湯(祛風溼,止痹痛,益肝腎,
補氣血)補氣血)

‧A ★歸脾湯(健脾寧心,益氣補血)。397★ ( , )

‧A ★附子湯(溫經助陽,袪寒化濕,溫陽利
水)水)。



‧‧(1(1--3) 3) 補氣補氣→→增強活血通絡：增強活血通絡：

‧‧B B ★★補陽還五湯補陽還五湯((補氣補氣,,活血活血,,通絡通絡,,祛瘀祛瘀))。。

‧‧(1(1--4) 4) 補氣益氣補氣益氣→→升陽：升陽：

‧‧A A ★★十全大補湯十全大補湯((補血益氣補血益氣,,溫補氣血溫補氣血,,升升
陽滋陰陽滋陰,,養氣育神養氣育神))陽滋陰陽滋陰,,養氣育神養氣育神))

‧‧A A ★★補中益氣湯補中益氣湯((丸丸)()(補中益氣補中益氣,,調補脾調補脾
胃胃 升陽益氣舉陷升陽益氣舉陷))胃胃,,升陽益氣舉陷升陽益氣舉陷))。。



二、二、(2(2--1) 1) 補脾胃、滋補：補脾胃、滋補：2020方方
+9=29+9=29



補脾胃 滋補 增強胃腸消化功能‧(2-1) 補脾胃、滋補、增強胃腸消化功能
：20方。

‧(2-2) 以「補脾胃」協佐各方之各種主功
效：9方效：9方。



增強胃腸消化功能吃大菜增強胃腸消化功能吃大菜





六君子湯 補氣和中 健脾養胃 燥濕‧055B★六君子湯(補氣和中,健脾養胃,燥濕
化痰)、)

‧071B★半夏白朮天麻湯(健脾祛濕,化痰熄
風)風)、

‧073A★半夏瀉心湯(和胃降逆,開結消痞,除
滿)、

‧076A★四君子湯(益氣健脾 養胃 和中)、‧076A★四君子湯(益氣健脾,養胃,和中)、
149A★香砂六君子湯(健脾養胃)、4



參苓白朮散 補氣健脾 滲溼和胃‧188A★參苓白朮散(補氣健脾,滲溼和胃)

‧261A★補中益氣湯(丸)(補中益氣 調補脾261A★補中益氣湯(丸)(補中益氣,調補脾
胃,升陽益氣舉陷)、

293A★歸脾湯(健脾寧心 益氣補血‧293A★歸脾湯(健脾寧心,益氣補血



‧(2) 健脾胃：

‧A ★歸脾湯(健脾寧心,益氣補血)

‧B ★半夏白朮天麻湯(健脾祛濕,化痰熄
風)風)

‧A ★補中益氣湯(丸)(補中益氣,調補脾
胃 升陽益氣舉陷)胃,升陽益氣舉陷) 

‧五行說 脾屬土



(2 1) 補脾胃 滋補：‧(2-1) 補脾胃、滋補：

‧B ★六君子湯(補氣和中,健脾養胃,燥濕
化痰)

‧B ★半夏白朮天麻湯(健脾祛濕 化痰熄‧B ★半夏白朮天麻湯(健脾祛濕,化痰熄
風)

‧A ★半夏瀉心湯(和胃降逆,開結消痞,除
滿)滿)

‧A ★四君子湯(益氣健脾,養胃,和中)

★香砂六君子湯(健脾養胃)‧A ★香砂六君子湯(健脾養胃)

‧A ★健脾丸(益氣健脾,和胃消食)A ★健脾丸(益氣健脾,和胃消食)



A ★參苓白朮散(補氣健脾 滲溼和胃)‧A ★參苓白朮散(補氣健脾,滲溼和胃)

‧A ★補中益氣湯(丸)(補中益氣,調補脾
胃,升陽益氣舉陷)

‧A ★歸脾湯(健脾寧心 益氣補血)‧A ★歸脾湯(健脾寧心,益氣補血)

‧(2-2) 以「補脾胃」協佐各方之各種主
功效：功效：

‧A ★小柴胡湯(升陽達表,養陰退熱,和解
少陽 扶正祛邪 和胃降逆)少陽,扶正祛邪,和胃降逆)

‧A ★麥門冬湯(滋養肺胃,降逆和中,益胃A ★麥門冬湯(滋養肺胃,降逆和中,益胃
生津)



A A ★★歸脾湯歸脾湯((健脾寧心健脾寧心,,益氣補血益氣補血
) ) 舊舊

趣記 聯想 四君 龍涎香‧趣記 (1)聯想：四君，龍涎香。

‧ (2)四君齊歸找龍涎香(耆歸棗龍遠香)。(2)四君齊歸找龍涎香(耆歸棗龍遠香)
﹝白朮人參,茯苓,炙甘草，黃耆,當歸,酸
棗仁 龍眼肉 遠志 木香﹞棗仁,龍眼肉,遠志,木香﹞

‧<理氣>：木香；<安神>：炒酸棗仁、遠志
。 齊歸：當歸補血湯。 齊歸：當歸補血湯



(2(2--2) 2) 以「補脾胃」協佐各方之以「補脾胃」協佐各方之
各種主功效：各種主功效：

麥門冬湯 滋養肺胃 降逆和中 益胃生‧A ★麥門冬湯(滋養肺胃,降逆和中,益胃生
津))

‧B ★大建中湯(補虛祛寒,降逆止痛,溫中)



‧(2 1) 補脾胃、滋補：‧(2-1) 補脾胃、滋補：

‧B ★六君子湯(補氣和中,健脾養胃,燥濕
化痰))

‧B ★半夏白朮天麻湯(健脾祛濕,化痰熄
風)風)

‧A ★半夏瀉心湯(和胃降逆,開結消痞,除
滿)滿)

‧A ★四君子湯(益氣健脾,養胃,和中)

‧A ★香砂六君子湯(健脾養胃)

‧A ★健脾丸(益氣健脾 和胃消食)A ★健脾丸(益氣健脾,和胃消食)



A ★參苓白朮散(補氣健脾 滲溼和胃)‧A ★參苓白朮散(補氣健脾,滲溼和胃)

‧A ★補中益氣湯(丸)(補中益氣,調補脾
胃,升陽益氣舉陷)

‧A ★歸脾湯(健脾寧心 益氣補血)‧A ★歸脾湯(健脾寧心,益氣補血)

‧(2-2) 以「補脾胃」協佐各方之各種主
功效：功效：

‧A ★小柴胡湯(升陽達表,養陰退熱,和解
少陽 扶正祛邪 和胃降逆)少陽,扶正祛邪,和胃降逆)

‧A ★麥門冬湯(滋養肺胃,降逆和中,益胃A ★麥門冬湯(滋養肺胃,降逆和中,益胃
生津)



三、補氣補血三、補氣補血三、補氣補血三、補氣補血

•• 11．氣血相併說．氣血相併說 血虛。血虛。

•• 22．方劑，人參養榮湯，十全大補湯，．方劑，人參養榮湯，十全大補湯，•• 22．方劑，人參養榮湯，十全大補湯，．方劑，人參養榮湯，十全大補湯，
參歸湯。參歸湯。

如黃耆 當歸的當歸補血湯如黃耆 當歸的當歸補血湯•• 如黃耆、當歸的當歸補血湯。如黃耆、當歸的當歸補血湯。



三、三、(3(3--1) 1) 補氣補血，氣血相並補氣補血，氣血相並
說，以補氣增強補血養血的功效說，以補氣增強補血養血的功效說，以補氣增強補血養血的功效說，以補氣增強補血養血的功效

：：55方方+7=12+7=1255方方+7 12+7 12





人參養榮湯 益氣養榮 補心安神 互益‧011C人參養榮湯(益氣養榮,補心安神,互益
五臟,補血養血)、, )

‧018A★十全大補湯(補血益氣,溫補氣血,升
陽滋陰 養氣育神)陽滋陰,養氣育神)、

‧129A★炙甘草湯(益氣補血,滋陰復脈)、
257C聖愈湯(補氣養血,攝血)、

‧289D龜鹿二仙膠(滋陰補血 養精助陽 益氣‧289D龜鹿二仙膠(滋陰補血,養精助陽,益氣
)。



補氣補血 氣血相並說 以補氣增‧(3-1) 補氣補血，氣血相並說，以補氣增
強補血養血的功效：5方。

‧(3-2) 補氣補血：以補氣增強補血養血，
再協佐各方的主功效：7方再協佐各方的主功效：7方。

•



‧(3-1) 補氣補血，氣血相並說，以補氣
增強補血養血的功效：

‧A ★十全大補湯(補血益氣 溫補氣血 升‧A ★十全大補湯(補血益氣,溫補氣血,升
陽滋陰,養氣育神)

‧A ★炙甘草湯(益氣補血,滋陰復脈)



‧(3-1) 補氣補血，氣血相並說，以補氣
增強補血養血的功效：

‧A ★十全大補湯(補血益氣 溫補氣血 升‧A ★十全大補湯(補血益氣,溫補氣血,升
陽滋陰,養氣育神)

‧A ★炙甘草湯(益氣補血,滋陰復脈)



(3 2) 補氣補血 以補氣增強補血養血‧(3-2) 補氣補血：以補氣增強補血養血，
再協佐各方的主功效

‧B ★溫經湯(溫經養血,活血調經,散寒,
化瘀)化瘀)

‧A ★歸脾湯(健脾寧心,益氣補血)

‧B ★續命湯(祛風清熱,理氣養血)



補氣補血 氣血相並說 以補氣增‧(3-1) 補氣補血，氣血相並說，以補氣增
強補血養血的功效：5方。

‧(3-2) 補氣補血：以補氣增強補血養血，
再協佐各方的主功效：7方再協佐各方的主功效：7方。



貧血女孩貧血女孩貧血女孩貧血女孩



‧(3-1) 補氣補血，氣血相並說，以補氣
增強補血養血的功效：

‧A ★十全大補湯(補血益氣 溫補氣血 升‧A ★十全大補湯(補血益氣,溫補氣血,升
陽滋陰,養氣育神)

‧A ★炙甘草湯(益氣補血,滋陰復脈)



(3 2) 補氣補血 以補氣增強補血養血‧(3-2) 補氣補血：以補氣增強補血養血，
再協佐各方的主功效

‧B ★溫經湯(溫經養血,活血調經,散寒,
化瘀)化瘀)

‧A ★歸脾湯(健脾寧心,益氣補血)

‧B ★續命湯(祛風清熱,理氣養血)



四、四、 協佐止咳：協佐止咳：55方方四、四、 協佐止咳：協佐止咳：55方方



咳嗽、止嗽咳嗽、止嗽



‧(4) 協佐止咳：

‧D竹茹溫膽湯(解熱 止咳 安眠)‧D竹茹溫膽湯(解熱,止咳,安眠)

‧參蘇飲

‧竹葉石膏湯

‧人參蛤蚧散



竹茹溫膽湯 解熱 止咳 安眠‧106D竹茹溫膽湯(解熱,止咳,安眠)、231D
紫菀湯(補肺止咳,清熱化痰)、( , )

‧353E人參清肺湯(益肺止咳)、

354E人參蛤蚧散(補肺止咳)‧354E人參蛤蚧散(補肺止咳)、

‧451D滌痰湯(益氣袪痰,化濁宣竅)。451D滌痰湯(益氣袪痰,化濁宣竅)



五、五、 協佐瀉火清熱：協佐瀉火清熱：1111方方五、五、 協佐瀉火清熱：協佐瀉火清熱：1111方方



042A★小柴胡湯(升陽達表 養陰退熱 和‧042A★小柴胡湯(升陽達表,養陰退熱,和
解少陽,扶正祛邪,和胃降逆)、

‧098C白虎加人參湯(益氣,清熱瀉火,生津
))

‧107C竹葉石膏湯(清熱生津,益氣和胃,降
逆)

‧165B★柴胡桂枝湯(和解少陽 發散表邪165B★柴胡桂枝湯(和解少陽,發散表邪,
表裡兩解,寒熱兼除)

169B★柴陷湯(清熱滌痰 寬胸散結‧169B★柴陷湯(清熱滌痰,寬胸散結
200B★清心蓮子飲(清心火,益氣養陰)

•



六、扶正袪邪凊熱六、扶正袪邪凊熱六、扶正袪邪凊熱六、扶正袪邪凊熱

•• 11．邪實正氣虛．邪實正氣虛 與解表解熱藥加強與解表解熱藥加強
抗病能力。抗病能力。抗病能力。抗病能力。

•• 22．方劑，人參敗毒散，小柴胡湯，．方劑，人參敗毒散，小柴胡湯，22 方劑 人參敗毒散 小柴胡湯方劑 人參敗毒散 小柴胡湯
柴胡桂枝湯柴胡桂枝湯。



( ) 協佐瀉火清熱‧(1) 協佐瀉火清熱：

‧A ★小柴胡湯(升陽達表,養陰退熱,和解A ★小柴胡湯(升陽達表,養陰退熱,和解
少陽,扶正祛邪,和胃降逆)

B ★柴胡桂枝湯(和解少陽 發散表邪 表‧B ★柴胡桂枝湯(和解少陽,發散表邪,表
裡兩解,寒熱兼除)

‧B ★柴陷湯(清熱滌痰,寬胸散結)

B ★清心蓮子飲(清心火 益氣養陰)‧B ★清心蓮子飲(清心火,益氣養陰)



清熱清熱







清虛熱‧(2) 清虛熱：

‧D 十六味流氣飲(理氣活血 益氣通絡 養血D 十六味流氣飲(理氣活血,益氣通絡,養血
活血,清熱解毒,排膿消腫)



七、安七、安 神神七、安七、安 神神

• 1．大補元氣 充足 神安智聰。

• (1)神經衰弱，精神煩燥不安。• (1)神經衰弱，精神煩燥不安。

• (2)虛證失眠，多夢，驚悸健忘。( )
• 2．方劑，天王補心丹，定志丸，桑螵
蛸散 溫經湯 歸脾湯蛸散，溫經湯，歸脾湯。



(6) (6) 協佐安神：協佐安神：88方方



安神安神安神安神



天王補心丹 滋陰潤燥 補心安神‧061A★天王補心丹(滋陰潤燥,補心安神)、

‧163A★柴胡加龍骨牡蠣湯(和解少陽 鎮驚163A★柴胡加龍骨牡蠣湯(和解少陽,鎮驚
安神)、

200B★清心蓮子飲(清心火 益氣養陰)‧200B★清心蓮子飲(清心火,益氣養陰)、
266B★鉤藤散(平肝祛鬱,順氣安神)、280C
養心湯(補血養心,安神定志)、293A★歸脾
湯(健脾寧心,益氣補血)、373A★牛黃清心湯(健脾寧心,益氣補血) 373A★牛黃清心
丸(鎮驚安神,化痰熄風)。



BB ★★清心蓮子飲清心蓮子飲((清心火清心火 益氣養益氣養B B ★★清心蓮子飲清心蓮子飲((清心火清心火,,益氣養益氣養
陰陰))

年輕人騎車賣甘味青草茶 好清心喔
陰陰))

‧(2)年輕人騎車賣甘味青草茶，好清心喔，
但卻令人低估他沒前途。

‧(年輕人騎車賣甘草，令人低估

蓮芩人耆車麥甘草 苓人地骨)‧=蓮芩人耆車麥甘草，苓人地骨)



八、生津止渴八、生津止渴八、生津止渴八、生津止渴

•• 11．氣足．氣足 津液盈潤。津液盈潤。

(1)(1)高熱病後津氣兩傷 汗多囗渴高熱病後津氣兩傷 汗多囗渴•• (1)(1)高熱病後津氣兩傷，汗多囗渴。高熱病後津氣兩傷，汗多囗渴。

•• (2)(2)消渴症消渴症•• (2)(2)消渴症消渴症

•• 22．方劑，生脈散，白虎加人參湯，．方劑，生脈散，白虎加人參湯，22 方劑 生脈散 白虎加人參湯方劑 生脈散 白虎加人參湯
玉泉丸，消渴飲玉泉丸，消渴飲。。



十、十、 生津生津→→止渴止渴：： 白虎加人參白虎加人參
湯湯



白虎加人參湯白虎加人參湯白虎加人參湯白虎加人參湯

組成 臣 知母 甘草 炙甘草 佐 粳米‧組成 [臣]知母,甘草(炙甘草), [佐]粳米
,[君]石膏,[臣]人參。(5)      炮製:炙,[ ] ,[ ] ( )
甘草

‧白虎湯+人參‧白虎湯+人參

‧主結構 白虎湯(知母,石膏,甘草,粳米)＋
人參。(5)  <補氣>：人參。

‧釋名 白虎湯＋人參‧釋名 白虎湯＋人參

‧主結構 白虎湯＋人參補氣增其功效。



玉泉丸 生津止渴 益氣養陰‧089C玉泉丸(生津止渴,益氣養陰)、

‧098C白虎加人參湯(益氣 清熱瀉火 生津)098C白虎加人參湯(益氣,清熱瀉火,生津)
、



九、補氣益腎九、補氣益腎九、補氣益腎九、補氣益腎

• 1．補元氣補元氣 益腎壯陽益腎壯陽 腎虛陽痿。腎虛陽痿。

•• 22．方劑，人參鹿茸丸，參茸衛生丸，．方劑，人參鹿茸丸，參茸衛生丸，•• 22．方劑，人參鹿茸丸，參茸衛生丸，．方劑，人參鹿茸丸，參茸衛生丸，
至寶三鞭丸。至寶三鞭丸。



‧(5) 內托消癰瘡：

‧C托裡消毒飲(益氣養血,排膿解毒,消散
瘡毒 托膿生肌)瘡毒,托膿生肌) 



其他 非上述諸方‧(7) 其他(非上述諸方)：

‧B ★大建中湯(補虛祛寒 降逆止痛 溫中)B ★大建中湯(補虛祛寒,降逆止痛,溫中)

‧B ★四磨湯(破滯降逆,順氣扶正)

‧B ★附子理中湯(溫中散寒)

‧B ★烏梅丸(溫臟安蛔)‧B ★烏梅丸(溫臟安蛔)

‧B ★清燥救肺湯(清燥潤肺)





丹 參 《本經上品》 {B}

釋名 形似參而色赤‧釋名 形似參而色赤。

‧本草特效 調經脈，除煩熱，功兼四物，本草特效 調經脈 除煩熱 功兼四物
為女科要藥。《備要》

諺語 一味丹參散 功同四物湯《備要》‧諺語 一味丹參散，功同四物湯《備要》

‧趣記 丹參=單身女郎，(1)婦人病，月經趣記 丹參 單身女郎 (1)婦人病 月經
， (2) 單身，無聊→心煩不眠。 (3)功
能通經→就是有活血化瘀的功能→能治癰能通經→就是有活血化瘀的功能→能治癰
瘡。



丹參丹參 單身女郎單身女郎丹參丹參 單身女郎單身女郎



單身女郎單身女郎



心煩心煩



不眠不眠



活血化瘀、心血管疾病活血化瘀、心血管疾病



11  11  巴戟天巴戟天 《本經上品》《本經上品》
{B}{B}

釋名 生於巴郡 葉上有刺似戟天之謂‧【釋名】生於巴郡，葉上有刺似戟天之謂

‧本草特效 治一切風，療水脹（《日華》）本草特效 治一切風 療水脹（《日華》）
。《綱目》

趣記 巴戟天 補幾天 腰膝風濕疼痛‧ 趣記 巴戟天=補幾天，腰膝風濕疼痛，
補幾天就好。

‧趣記 1.同音，巴戟天=補幾天。 2.腎陽
虛，腰膝風濕疼痛，補幾天就好。 3 根虛，腰膝風濕疼痛，補幾天就好。 3.根
多補益。



巴戟天巴戟天→→補幾天巴戟天巴戟天→→補幾天



風溼痛風溼痛



白芍(芍→嫂嫂經痛、諸痛)白芍(芍→嫂嫂經痛、諸痛)



調熱病、止瀉痢調熱病、止瀉痢



方劑趣記方劑趣記



四君子湯四君子湯四君子湯四君子湯

趣記 白人服甘 白人佩服甘草好用 白人‧趣記 白人服甘=白人佩服甘草好用 (白人
茯甘))

‧趣記 四君四物八珍湯，家以妻為貴(耆桂)
，照顧家人真安全，照顧家人真安全

‧八珍湯 四物湯+四君子湯=八種珍貴藥來
調補。八珍氣血雙補

‧以妻為貴(耆桂)，就能十全大補。‧以妻為貴(耆桂)，就能十全大補。

‧十全大補，給你全家健康顧到真安全



四君子四君子四君子四君子



白人佩服甘草好用白人佩服甘草好用 ((白人茯甘白人茯甘))白人佩服甘草好用白人佩服甘草好用 ((白人茯甘白人茯甘))



白人佩服甘草好用白人佩服甘草好用 ((白人茯甘白人茯甘))白人佩服甘草好用白人佩服甘草好用 ((白人茯甘白人茯甘))



078078 四物湯四物湯 {B}{B}078078 四物湯四物湯 {B}{B}

公公歸家來掃地 芎歸芍地‧(2)公公歸家來掃地(芎歸芍地)。

‧﹝川芎 當歸 白芍 熟地黃﹞﹝川芎,當歸,白芍,熟地黃﹞



諺語：諺語： 人呷老有三好人呷老有三好諺語：諺語： 人呷老有三好人呷老有三好

有了中藥調補養生保健 就是 人呷老人‧有了中藥調補養生保健，就是「人呷老人
有三好，帶孫好、顧厝掃地好，健康不死
更卡好！」

‧趣記：阿公歸家掃地 (四物，芎歸芍地)，‧趣記：阿公歸家掃地 (四物，芎歸芍地)，
垃圾車來，與乖孫一起倒垃圾



我家金孫我家金孫 多麼可愛多麼可愛 嘀嘀嗒嗒嘀嘀嗒嗒 多貼多貼
心多窩心心多窩心







016016 八珍湯八珍湯 {C}{C}016016 八珍湯八珍湯 {C}{C}

趣記 聯想 四君四物八‧趣記 (1)聯想：4+4=8    (2)四君四物八
珍湯，氣血雙補，加減可變數個方。



018018 十全大補湯十全大補湯 {C}{C}018018 十全大補湯十全大補湯 {C}{C}

趣記 聯想 八珍 妻為貴‧趣記 (1)聯想：八珍+妻為貴

‧(2)(1)八珍加耆桂就能十全大補。(2)(1)八珍加耆桂就能十全大補

‧(2)四物四君三佐甘薑棗。以妻為貴(耆桂)，
就能十全大補就能十全大補。

‧十全給你全家健康真安全十全給你全家健康真安全



001001 一貫煎一貫煎001001 一貫煎一貫煎

〈宜肝煎 黃狗〉 鍊黃狗 當地殺賣‧〈宜肝煎，黃狗〉 鍊黃狗，當地殺賣。
鍊(楝)黃狗(枸)當地殺(沙)賣(麥)   楝
枸當地沙麥 川楝子枸杞當歸熟地沙參
麥門冬麥門冬





008 二陳湯 {B}008 二陳湯 {B}

釋名 成方便讀 局方陳皮 半夏釋名 (1)《成方便讀》：「局方陳皮、半夏
貴陳久，則少燥烈之性，故名二陳湯」，」
此二藥辛溫，有燥濕化痰，利氣寬中之功
效，但燥散之氣過猛，二藥以貯存陳久者效 但燥散之氣過猛 二藥以貯存陳久者
烈氣已消，可防止燥散之弊，溫中而不燥
烈 越陳久功效越好 故名 為治痰之總烈，越陳久功效越好，故名。為治痰之總
劑。



‧趣記 (1)聯想：二臣貪污受皇帝嚴厲的
抄家處罰。 (2)二臣貪污，下令抄家。

‧(3)二臣，下令抄家=陳，夏苓草薑。 二(3)二臣 下令抄家 陳 夏苓草薑 二
臣，下(夏)令(苓)抄(草)家(薑)       ﹝
陳皮 半夏 茯苓 甘草 生薑﹞陳皮,半夏,茯苓,甘草,生薑﹞ 

‧(4)背誦： 〈二臣下=陳夏〉→二臣貪污
，下令抄家

‧(5)連接：二陳，陳皮：理氣健脾、燥濕化‧(5)連接：二陳，陳皮：理氣健脾、燥濕化
痰；半夏：和胃降逆、止嘔、燥濕化痰。



漫畫漫畫



008 二陳湯

二臣貪污 下令抄家=陳 夏苓草薑• 二臣貪污，下令抄家=陳， 夏苓草薑。
二臣，下(夏)令(苓)抄(草)家(薑)



二陳→二臣貪污二陳→二臣貪污



貪污→下令抄家貪污→下令抄家



028 大承氣湯028 大承氣湯

‧釋名 (1)承氣，意即承蒙接受順氣，
承順胃氣。消化系統炎症，脘腹痞滿承順胃氣 消化系統炎症 脘腹痞滿
者，都因於氣之不順，胃氣鬱滯，痞
滿實燥 必用氣分之藥攻積 使氣之滿實燥，必用氣分之藥攻積，使氣之
運行順暢，使實證閉塞者腹滿與便秘運行順暢 使實證閉塞者腹滿與便秘
通利。胃主通降，胃氣得以舒通，以
達到承系胃府本來下降之氣的目的達到承系胃府本來下降之氣的目的，
故名承氣湯。



• 方分大、小者，有二義：厚朴倍大黃，是方分大 小者 有二義 厚朴倍大黃 是
氣藥為君，名大承氣；大黃倍厚朴，是氣
藥為臣，名小承氣。味多性猛，制大其服藥為臣，名小承氣。味多性猛，制大其服
，欲令大洩下也，因名曰大，味寡性緩，
制小其服 欲微和胃氣也 因名曰小 小制小其服，欲微和胃氣也，因名曰小。小
承氣湯在不用芒硝，瀉下力較小，用於不
見燥證。



‧趣記 (1)聯想：早晨練氣功，就能承受朝
陽之氣 練完氣功 要大笑數聲 就能消陽之氣。練完氣功，要大笑數聲，就能消
陽明實熱證滿肚脹氣。

‧(2)大笑不止。

‧(a3)大笑不止=大硝朴枳，﹝大黃 芒硝 厚‧(a3)大笑不止=大硝朴枳，﹝大黃,芒硝,厚
朴,枳實﹞。

‧(4b)不笑(=無硝)，小承氣。﹝大黃,厚朴,
枳實﹞ (4c)大猴子(大厚枳)很小氣，小承枳實 ( )大猴子(大厚枳)很小氣 小承
氣。﹝大黃,芒硝,枳實﹞



‧(5d)大笑後，吵架，就要甘草來調和，。﹝大黃,
芒硝,甘草﹞。 (5e)考試打小抄(=大硝草)，﹝
大黃,芒硝,甘草﹞被抓到，就要家長來調和，調
味承氣湯。

‧(4)背誦： 〈〉氣功，大笑。→大笑不止=大硝(4)背誦 〈〉氣功 大笑 大笑不止 大硝
朴枳。大承氣湯 不笑(=無硝)，小承氣湯。吵
架，→就要甘草來調和，調味承氣湯。架 就要甘草來調和 調味承氣湯

‧(5)連接：承氣，意即承蒙接受順氣，大能承順胃
氣。治消化系統炎症，氣。治消化系統炎症，

‧功能 峻下熱結，消痞除滿，潤燥攻實通腸。







考試打小抄(=大硝草)考試打小抄( 大硝草)
被抓到，就要家長來調和，

調味承氣湯。



038 小承氣湯 {D}038 小承氣湯 {D}

趣記 大猴子‧趣記 大猴子

‧(1)聯想：小承氣→小氣。大猴子很小氣。(1)聯想：小承氣 小氣 大猴子很小氣

‧(2)大猴子=大厚枳，很小氣，香蕉自已吃
吃太多吃到瀉下 攻積瀉熱 吃完留下，吃太多吃到瀉下→攻積瀉熱。吃完留下

很多香蕉皮→「痞」，消痞除滿。

‧(3)大猴子=大厚枳。 大猴(厚)子(枳)    
﹝大黃 厚朴 枳實﹞﹝大黃,厚朴,枳實﹞





大猴子很小氣大猴子很小氣→→小承氣湯小承氣湯大猴子很小氣大猴子很小氣→→小承氣湯小承氣湯







三大眉角三大眉角((抓重點抓重點))三大眉角三大眉角((抓重點抓重點))

名醫看病 抓眉角‧名醫看病，抓眉角

‧藥房頭家認藥辨藥挑藥，看眉角藥房頭家認藥辨藥挑藥 看眉角

‧藥房拆藥，君臣藥選良藥，煎藥大效的眉
角 為什麼要摺出四方包角—為什麼要摺出四方包



君臣藥君臣藥，，看病看病、拿藥單、、拿藥單、拆拆藥的藥的
眉角眉角、挑、挑藥材、藥材、四方包四方包

‧「君臣藥」是從前藥店的常用名詞

拆藥(合藥)時老闆常說君臣藥是主藥‧拆藥(合藥)時老闆常說君臣藥是主藥，
一定要選良藥用好藥，這是到好藥店拆
藥，治病大有效的眉角(重點)，

‧藥包「四方包 規規距距，四四方方，‧藥包「四方包」規規距距，四四方方，
有明顯的眉眉角角。告訴病家，這包藥
完全符合拆藥的眉角 選良藥完全符合拆藥的眉角---選良藥。



「君臣藥」是河洛中醫藥的特色「君臣藥」是河洛中醫藥的特色，延續，延續
《《呂氏春秋呂氏春秋》》用良藥的古訓，栽培好藥用良藥的古訓，栽培好藥

店有良藥良醫的店有良藥良醫的溫床溫床店有良藥良醫的店有良藥良醫的溫床溫床

‧但一般方劑書都沒寫出本方的君臣藥，無但一般方劑書都沒寫出本方的君臣藥 無
從查到

這也是為何作者要花費巨大的五年的時間‧這也是為何作者要花費巨大的五年的時間
，查尋、整理、釐清，本草方義，精心來
完成《250方歷代君臣佐使方義解析》，



‧單一方劑《中華醫典》查到的研究樣本，
如小柴胡湯11,506,484字，二陳湯
7,577,570，五苓散9,759,646，250方，全7,577,570 五苓散9,759,646 250方 全
部約15億以上，從這數字，就可想出這是
多大的工程，工作之辛苦多大的工程，工作之辛苦

‧160萬字巨著，才能講清楚說明白。這也是
本書遲完成的主因之一。

‧這是為了喝牛奶，養了一隻乳牛的憨事，‧這是為了喝牛奶，養了一隻乳牛的憨事，
終於快完成了。



君臣藥要用良藥 四方包規規距距君臣藥要用良藥 四方包規規距距君臣藥要用良藥，四方包規規距距君臣藥要用良藥，四方包規規距距







第第66冊《方劑君臣佐使、漫畫趣冊《方劑君臣佐使、漫畫趣
記、臨床綜合分析》記、臨床綜合分析》全部欄位全部欄位

編號 方名 排行榜‧編號 方名 (排行榜)

‧出典出典

‧別名

‧組成 (藥名[君][臣][佐][使]

‧君臣佐使，從上述160萬字大書中，擷取每‧君臣佐使，從上述160萬字大書中，擷取每
方的君臣藥，其方義及君臣功效連結。(
其他160萬字 另出版網路版)其他160萬字，另出版網路版)



‧趣記 提綱句

‧(1)聯想…從方名某一字一句，或組成的君(1)聯想 從方名某一字一句，或組成的君
臣藥的藥名、功效，來聯想到這小故事 (
寒假現在要做的)寒假現在要做的)

‧(2) 小故事的全部詳細內容

‧(3) 小故事簡字與組成藥名，比對

(4)背誦 從簡字簡句來背熟‧(4)背誦 從簡字簡句來背熟

‧(5)君臣連接( )

‧漫畫 (1)手繪，(2)Google 選圖拼小故事



‧功能

‧效用 (含證治)

‧辨證要點‧辨證要點

‧藥理

‧現代應用

(一)排榜( 30本方劑書排行榜)‧(一)排榜( 30本方劑書排行榜)

‧(二)健保3年統計

‧禁忌



比較 全部繪表格‧比較 全部繪表格

‧同組成藥單元結構比較(在中藥功效篇)同組成藥單元結構比較(在中藥功效篇)

‧(一)同小方組成藥比較

‧(二)同功近似類方比較

‧(三)同名類方比較‧(三)同名類方比較

‧加減



• other items such as crude drugs, functions, 
folk herbal medicine, formulae, etc. There 

h t hi h thare many chapters which use the 
computer to analysis and

h h t b ti• each chapter can be a creative paper as 
well as an extraordinary monograph which 
is a bridge to the inheritance of TCMis a bridge to the inheritance of TCM.

• 其他「藥材、功效、草藥、方劑」等篇，• 其他 藥材、功效、草藥、方劑」等篇，
書中很多章節，電腦分析，單獨就是一篇
創見的論文，很多創意，不可多得之著作，創見的論文 很多創意 不可多得之著作



• As a result the series of the books gainedAs a result, the series of the books gained 
applause, we decided to popularize them 
to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isto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is 
needs everyone especially the TCM 
scholars physician specialists and tradersscholars, physician, specialists and traders 
to put more effort into such a greatness 
workwork.

• 為傳統中藥經驗的傳承建立寬廣的橋樑。
讓台灣中藥文化得以此傳承並推廣至世界讓台灣中藥文化得以此傳承並推廣至世界
各國，有待中醫藥學者、醫師、專家、執
行業務業者的努力行業務業者的努力。



創造方藥電腦分析，創造方藥電腦分析，創造方藥電腦分析創造方藥電腦分析
邁向名老中醫之路，邁向名老中醫之路，
讓大家擁有臨床方藥資料庫讓大家擁有臨床方藥資料庫讓大家擁有臨床方藥資料庫讓大家擁有臨床方藥資料庫

將名老中醫的思維結構‧將名老中醫的思維結構

‧溶入電腦程式中，用現代歸納、分析
、統計、比較的方法學，電腦程式高
超的功能，精心完成的成果，為臨床超的功能，精心完成的成果，為臨床
醫生擴展思路、提高療效提供幫助，
為邁向名老中醫之路建立捷徑為邁向名老中醫之路建立捷徑，



第第77冊《辨病辨證辨方專病論治冊《辨病辨證辨方專病論治
電腦分析》電腦分析》

種疾病‧300種疾病

‧病名病名

‧現代醫學病名及定義

‧中醫學上的病名

‧綜論‧綜論



臨床症狀‧臨床症狀

‧病因、病機、症狀、中醫辨證、證型、治病因 病機 症狀 中醫辨證 證型 治
則 (辨證論治是中醫的診治特色，專欄論
述)述)

‧用方

‧(1)健保年1億筆病歷SAS統計

(2)30本方劑書主治統計分析‧(2)30本方劑書主治統計分析

‧(3)台灣2位名醫病歷用方



很多中醫師中藥商說很多中醫師中藥商說

• 這是當年他們跟隨老師傅必恭必敬
亦步亦趨，才能學到師傅不輕易道亦步亦趨，才能學到師傅不輕易道
出袖裡乾坤的珍藏知識。

• 現在有這套書開卷即得，看圖說故
事，開卷即得」。

值得一讀再讀的『傳世藏書• 值得一讀再讀的『傳世藏書』。



就擁有：‧就擁有：

‧(1)名中藥老師傅鑑別秘訣、‧(1)名中藥老師傅鑑別秘訣、

‧(2)名老中醫診貴知識的資料庫、(2)名老中醫診貴知識的資料庫
(3)44年教學經驗的老教授畢生的
努力精華 翻書即得努力精華，翻書即得。

(4)電腦分析的成果‧(4)電腦分析的成果。

‧臨床方藥指歸捷徑，值得一讀再臨床方藥指歸捷徑，值得一讀再
讀的中藥頂級精品之書『傳世藏書
』」。



‧第一版 2007年

‧１－２冊 彩色圖 中藥563種，草藥１ ２冊 彩色圖 中藥563種，草藥
250種，共3408圖

‧３－6冊 河洛中藥文化（諺語）３ 6冊 河洛中藥文化（諺語）

‧ 藥材 功效 草藥 方劑

‧文字論述 一百餘萬字

‧A4 版，彩圖721頁，文字1100頁A4 版 彩圖721頁 文字1100頁



精美照片，見圖如見藥精美照片，見圖如見藥精美照片，見圖如見藥精美照片，見圖如見藥

以實物大小印出 或加註• 以實物大小印出，或加註

• 放大圖94張，更清晰更瞭解放大圖94張 更清晰更瞭解

• 搜集材料之多，3408種
• 圖下有老師傅珍藏的質優道地藥材鑑別眉
角、術語角 術語



方藥方藥電腦分析，整理出別家方藥電腦分析，整理出別家方藥
書，看不到的珍貴精確成果，書，看不到的珍貴精確成果，

‧從藥、方，功能、效用、適應病禁忌、方
義 加減 對藥 一系列的主題 用電義、加減、對藥 ……一系列的主題，用電
腦來精確歸納、比較、統計、分析。

‧讓大家猶如手握IBM大電腦程式，彈指即得，
翻開書即見你想要的分析內容。

‧本書不僅照片拍得好，內容更是教了36年
書老教授，深諳學生需要何種資料，如何書老教授 深諳學生需要何種資料 如何
學習，為有效學習撰寫精心之著



4444年教學經驗年教學經驗 &&老師傅泡茶老師傅泡茶4444年教學經驗年教學經驗 &&老師傅泡茶老師傅泡茶

深瞭解怎麼教如何學 才能事半功倍學好深瞭解怎麼教如何學，才能事半功倍學好

1. 河洛中藥文化的七百多句諺語---溝通橋樑

2. 珍藏的質優道地藥材鑑別眉角、術語

3 台灣草藥師療效的融合、精華3. 台灣草藥師療效的融合、精華

4. 用電腦分析方藥的功能、效用、適應症、方義、
加減 禁忌 對藥 更深入瞭解方藥加減、禁忌、對藥，更深入瞭解方藥

5. 拆藥名即懂功效。最難背的方組成，從本書「方
劑名命名規律 組成分析 各藥分類 趣味情境劑名命名規律、組成分析、各藥分類、趣味情境
記憶法 」，配合繪圖說明，就能輕易記窂，運用
揮灑自如揮灑自如



可供研究中醫中藥的學者 老師 學生‧可供研究中醫中藥的學者、老師、學生、
中醫師、藥師、中藥生產銷售從業人員、
病人、家屬、重視保健養生的社會大眾參
考用，考用

‧是學術研究、治病、保健、養生必看的寶
鑑 是藥店與客人的溝通最方便橋樑 讓鑑，是藥店與客人的溝通最方便橋樑，讓
客人瞭解的捷徑。



方藥臨床應用電腦分析資料庫方藥臨床應用電腦分析資料庫方藥臨床應用電腦分析資料庫方藥臨床應用電腦分析資料庫
整理出別家書，整理出別家書，

看不到的珍貴精確成果看不到的珍貴精確成果看不到的珍貴精確成果，看不到的珍貴精確成果，

‧從藥、方，功能、效用、適應病 一系 列‧從藥、方，功能、效用、適應病……一系 列
的主題，用著者開發20年，聘請電腦工程師，
改了6次的「中醫藥典籍電腦分析程式系統」，」
加上著名軟體如 SAS, SPSS等，來精確歸納、
比較、統計、分析。
讓大家猶如手握IBM大電腦程式 彈指即得‧讓大家猶如手握IBM大電腦程式，彈指即得，
翻開書即見你想要的分析內容。

‧本書不僅照片拍得好，內容更是教了44年書老‧本書不僅照片拍得好，內容更是教了44年書老
教授，深諳學生需要何種資料，如何學習，為
有效學習撰寫精心之著



4444年教學經驗年教學經驗 &&老師傅泡茶老師傅泡茶4444年教學經驗年教學經驗 &&老師傅泡茶老師傅泡茶

深瞭解怎麼教如何學 才能事半功倍學好深瞭解怎麼教如何學，才能事半功倍學好

1. 河洛中醫藥文化的七百多句諺語---溝通橋樑

2. 珍藏的質優道地藥材鑑別眉角、術語

3 台灣草藥師療效的融合、精華3. 台灣草藥師療效的融合、精華

4. 用電腦分析方藥的功能、效用、適應症、方義、
加減 禁忌 對藥 更深入瞭解方藥加減、禁忌、對藥，更深入瞭解方藥

5. 拆藥名即懂功效。最難背的方組成，從本書「方
劑名命名規律 組成分析 各藥分類 趣味情境劑名命名規律、組成分析、各藥分類、趣味情境
記憶法 」，竟能輕易記窂，運用揮灑自如



可供研究中醫中藥的學者 老師 學生‧可供研究中醫中藥的學者、老師、學生、
中醫師、藥師、中藥生產銷售從業人員、
病人、家屬、重視保健養生的社會大眾參
考用，考用

‧是學術研究、治病、保健、養生必看的寶
鑑 是藥店與客人的溝通最方便橋樑 讓鑑，是藥店與客人的溝通最方便橋樑，讓
客人瞭解的捷徑。



增補再版各冊書名增補再版各冊書名增補再版各冊書名增補再版各冊書名

第 冊 道地藥材圖鑑 彩色 圖‧第1~2冊《道地藥材圖鑑》彩色3700圖，A4
版，950頁。增補400圖。

‧第3冊《特徵圖解說藥材鑑別》

第4冊《草藥暨藥材誤用混淆品真偽鑑別》‧第4冊《草藥暨藥材誤用混淆品真偽鑑別》

‧第5冊《中藥漫畫趣記暨方群解析臨床應用第5冊《中藥漫畫趣記暨方群解析臨床應用
》



1~71~7冊，皆冊，皆A4A4版精裝，合併一套版精裝，合併一套
出售出售

‧第6冊《方劑君臣佐使、漫畫趣記、臨床綜第6冊《方劑君臣佐使 漫畫趣記 臨床綜
合分析》

第7冊《辨病辨證辨方專病論治電腦分析》‧第7冊《辨病辨證辨方專病論治電腦分析》



8~98~9冊，諺語，另外印冊，諺語，另外印2525開開平裝平裝8 98 9冊 諺語 另外印冊 諺語 另外印2525開開平裝平裝
，另外分開，另外分開出售出售

‧第8冊《漫畫台灣中醫藥保健生活諺語》‧第8冊《漫畫台灣中醫藥保健生活諺語》

‧第9冊《漫畫大陸中醫藥保健生活諺語暨成
語》



珍貴中醫藥諺語，二千多句圖說珍貴中醫藥諺語，二千多句圖說珍貴中醫藥諺語，二千多句圖說珍貴中醫藥諺語，二千多句圖說

諺語 生活經驗與智慧的結晶 地方風土民情‧諺語，生活經驗與智慧的結晶，地方風土民情
與思想信仰的縮影，短短數字，說得拈心，聽
得入心，

‧以前中醫師中藥商是最會用諺語的行業，建立‧以前中醫師中藥商是最會用諺語的行業，建立
了很好的醫病關係，生意源源不斷，但現在遺
失太大了 重拾回這夕陽文化瑰寶金礦失太大了，重拾回這夕陽文化瑰寶金礦。

‧放在診所，讓等待病人看，有趣。

‧醫師白天忙碌之餘，晚上看看本書，好茶、好
咖啡 放鬆 放空 一大享受咖啡，放鬆、放空、一大享受。



一香二茶三藥材，這三門知識高如山深
如海，學徒拜師學藝要三年四個月才能

出師，學醫更加倍出師，學醫更加倍



為何圖鑑增補為何圖鑑增補55年還沒完成年還沒完成為何圖鑑增補為何圖鑑增補55年還沒完成年還沒完成

本書 年初版 年二刷‧本書2007年初版，2009年二刷

‧2010年二刷賣完後，想大家這麼歡迎，我2010年二刷賣完後 想大家這麼歡迎 我
的資料太珍貴了，要簡體、英日韓譯文版
，這是我畢生的傳世名著，應增補到最好，這是我畢生的傳世名著，應增補到最好
的文創內容，給讀者。就毅然決定不再三
刷 專心投入增補工作刷，專心投入增補工作。

‧如上述所創的學藥材老師傅的眉角，特徵如上述所創的學藥材老師傅的眉角 特徵
圖說，中藥及方劑趣記漫畫、漫畫中醫藥
諺語、成語等等，都是很費心費力的文創諺語、成語等等，都是很費心費力的文創
大工程



方的正確君臣藥 為了喝杯牛乳 養了‧250方的正確君臣藥(為了喝杯牛乳，養了
母牛，費時5年，寫了160萬字的君臣佐使
方義研究)、

‧常見300種疾病辨論辨病辨方電腦分析‧常見300種疾病辨論辨病辨方電腦分析、

‧台灣健保病歷3年億筆SAS分析、名醫病歷
分析

‧這書中有太多專業知識，助理們沒法完成‧這書中有太多專業知識，助理們沒法完成
，必須作者親自來，請大家等待



•THANKS 
•謝 謝•謝 謝

E M il h t @ il• E-Mail: hcctcm@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