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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藥材的理論概念

中藥材是中醫理論下所應用的藥物，伴隨着中醫發展。自遠古開

始，醫師根據多年經驗，採用自然界各類物種，按照病人情況，配合

氣候、地理、水土、體質及配伍選取合適的藥材，諸如植物、動物或

礦物入藥，讓病人服用後在體內產生調和作用以痊癒。醫師研究物種

入藥，需要考慮其來源、採製、性能、功效及臨床應用，把研究結果

統整為醫理和實用理論。中藥學理論眾多，基礎理論有四氣、五味、

毒性、升降浮沉、歸經、禁忌及配伍等類別。

	◎ （一）四氣五味

藥的四氣，又稱四性，指寒、熱、溫、涼四種藥性，溫熱屬陽，

涼寒屬陰，當中相同性質的亦有不同的程度，寒涼藥物的作用有涼

血、瀉火、滋陰及清熱等，常見寒涼藥材包括板藍根、慈姑、膨大

海、石膏及魚腥草等；溫熱藥物則有驅寒、助陽及補火的作用，常見

藥材包括川烏、胡椒、礬石、附子及肉桂等。

至於五味，指酸、甘、鹹、苦及辛，不同「味」的藥材有不同的

功效，概見下表：

中藥材的「五味」

功效 藥材

酸
止 汗 、 止 咳 、 止
瀉、固精

白芍（苦酸）、赤小豆（甘酸）、馬齒莧、山楂、
橄欖（酸甘澀）等

甘
滋 補 、 止 痛 、 補
虛、調和藥性

阿膠、巴㦸天（甘辛）、甘草、枸杞子、海馬
（甘鹹）等

鹹
軟化堅硬、消散結
塊、瀉下通便

壁虎、海帶、玄參、鹿筋、土附子等

苦
清 熱 、 瀉 火 、 通
便、祛濕

白朮（苦甘）、板藍根、扁豆衣（苦甘）、黃蓮、
莪術（苦辛）等

辛
行氣、活血、發散
解表

巴豆、白豆蔻、牛蒡（苦辛）、牛至、細辛等

除五種味道之外，本亦有「淡」及「澀」兩種味道，但一般人大

多將淡附於甘，澀附於酸，所以一般都以五味概括。從藥材例子可

見，一種藥材可有多於一味，藥味最早以口嚐而得，且藥同時有氣亦

有味，隨着用藥的發展，慢慢以藥效來論定藥味。

	‥藥的四氣 	‥藥的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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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毒性

從大自然提取的中藥，除有「性味」針對不同症狀而有藥效外，

某些藥物還有毒性。這些藥物的藥性十分強烈，其成分中亦有毒性元

素，煎煮及服食時需嚴格按照劑量及服法。《本草綱目》中將藥物的

毒性分為大毒、有毒、小毒及微毒，假如誤服容易導致中毒，包括腹

瀉、嘔吐、噁心、燒灼腹痛、大便出血、呼吸困難、心律不正、昏迷

等，嚴重會導致死亡。

	◎ （三）升降浮沉

此外，中藥亦有「升降浮沉」的理論，它是指藥物作用的不同趨

向，藉以進一步理解藥性的理論。因為人體的病變從部位來說，有

上、下、表、裏的分別，用藥時要針對不同部位，所謂趨向升浮，是

指藥物的作用向上向外，相反沉降指藥物向內向裏。顧名思義，升是

指有提升性質的藥物，主要針對病勢下陷的病症；降是指有鎮壓作

用的藥物，治療上逆或邪火上升的病症；浮指上浮發散，治療病位在

表、在上的病症；沉則是下行泄利，治療病位在下、在裏的病症。藥

物升降浮沉的性質，跟藥的質地、性味多有關係。

此外，也有所謂「君臣佐使」，這是方劑學的術語，是方劑配伍

組成的基本原則，借用君主、臣僚、僚佐、使者四種人分別起着不同

的作用，解釋中藥處方的各味藥的不同作用。此詞最早見於《內經》

《素問•至真要大論》：「主藥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神

農本草經》也說：「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中藥一百二十種

為臣，主養性；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為佐使，主治病；用藥須合君臣佐

使。」元代李杲在《脾胃論》中再次申明：「君藥分量最多，臣藥次

之，使藥又次之。不可令臣過於君，君臣有序，相與宣攝，則可以禦

邪除病矣。」清代吳儀洛進一步解釋：「主病者，對症之要藥也，故

謂之君。君者味數少而分量重，賴之以為主也。佐君以為臣，味數稍

多，分量稍輕，所以匡君之不迨也。應臣者謂之使，數可出入，而分

量更輕，所以備通行嚮導之使也。此則君臣佐使之義也。」此乃「君

氏佐使」之義，下表對「君臣佐使」有清晰的說明。

「君臣佐使」釋義

君藥 起主要治療作用，方劑中不可缺少的藥物。

臣藥
．輔助君藥，加強治療作用。
．針對治療併發症。

佐藥
．一是佐助藥，加強君、臣藥的治療作用。
．二是佐制藥，消除或減輕君、臣藥的烈性和毒性。
．三是反佐藥，與君藥性味相反，在治療中起到相乘作用。

使藥
．引藥，將藥力引到身體內發病處。
．調和藥，調和方劑中所有藥物的治療作用。

一般而言，性質溫熱、味辛、甘的藥物多有升的性質，而質地較

輕的藥物如花、葉等則多屬升浮，礦物類、介穀及種子等就屬於沉

降，當然，這不能一概而論，單味藥材如牛蒡子的質地較重，卻有升

浮發散的作用，芫花也能瀉下，卻沒有上升的性質，而且，藥物會經

過炮製和配伍，結果導致藥性不同，若然沉降藥物與升浮藥物配伍，

其升降浮沉的性質會互相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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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歸經

中醫強調調和五臟六腑，藥物的作用亦針對不同的臟腑而產生作

用，這叫做歸經。歸是指藥物作用的歸屬，經是臟腑經絡的統稱。在

臟腑經絡理論下，不同藥物用於不同的部位，例如同有清熱作用的藥

物，就可以分作清肝熱（龍膽草、決明子等）、肺熱（魚腥草、羅漢

果等）、大腸熱（黃蓮、黃芩等）等；補益藥又可分為補腎（枸杞、

淫羊藿等）、補腦（何首烏、核桃等）、補血（熟地黃、阿膠等）。

中藥的歸經學說，是經過藥物作用於人體後所產生的效果而慢慢歸納

出來的理論。

	◎ （五）配伍與禁忌

由於藥材之間各有性味、毒性等不同的藥性，藥材的配伍就舉足

輕重。很多時候病症並不能由一味藥材的單方所治（道醫中的藥籤例

外），而需要兩種或以上的藥材才能成方，所以在藥材各有藥性及歸

經的前提下，處方就十分講究配伍。簡單理解的話，配伍的作用就是

為了要處理在不同體質而複雜的病情，藥材配伍可互相提升藥性，或

者抑制某種藥物的毒性和副作用。1 

關於用藥的禁忌，中醫亦多有着墨。某些藥材不能混合使用，即

配伍「七情」中的相反及相惡。同時，禁忌當中還有「十八反」和

1	 《神農本草經．序例》中指出，各種藥物的配伍關係中，可以歸納為「七情」，意指
單行、相須、相使、相畏、相惡、相反及相殺。除「單行」外，其餘六情都關乎到
配伍。

「十九畏」之說。2「十八反」指兩種藥物混合使用會產生副作用或毒

性，例如甘草反甘遂、大㦸、海藻及芫花；「十九畏」則是指兩味藥

配伍同用，卻會使藥性及藥效減退，如巴豆畏牽牛及丁香畏鬱金等。

此種藥材的配伍與禁忌，其實也出現在日常的飲食當中，例如有

皮膚疾病的人不適宜吃芒果這種「發物」；正在服用溫補藥如人參的

人，不適合食白蘿蔔這種耗氣的食材。

	◎ （六）炮製

炮製是指藥材加工，中醫按照治療、調製、貯藏及藥性，將藥材

加工為成可煎煮的飲片。

中藥炮製的主要作用：

2	 「十九畏」的「畏」，跟七情中的「相畏」意義並不一樣，七情中的「相畏」指一種
藥物的副作用可以被另一種藥物所抑制，例如生薑可以抑制半夏「㦸人咽喉」的副作
用，此謂生薑半夏「相畏」，並不是十九畏中一種藥物使另一種藥物藥性減退的意思。

	‥《雷公炮炙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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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藥物的毒性和刺激性；

．調整藥性，包括改變性味、作用趨勢、歸經、緩和藥性及增加

藥效；

．改善藥物的貯藏性，保護藥物內含的有效成分；

．促進藥物有效成分的可溶性。

炮製方法會因應藥材的質地及藥性而異，主要有五種，包括一般

修製、水製、火製、水火共製及其他製法。一般修製指以人手肉眼的

工序，諸如揀、篩、去毛、搗及磨等，多屬去除雜質，或將藥材的體

積變小。水製包括淘、泡、漂、洗及去心等，主要是為藥材洗去泥

沙，漂去有毒成分，以及泡軟藥材。火製則是烘、焙、炒、煆、煨及

炙等，多是將藥材加熱烘乾，並根據不同藥性調節不同溫度，達致不

同的效果，炙指以不同液體作輔料共同炒製，務求發揮最大的藥效。

水火共製是指蒸煮，除了用水，亦會用酒或醋等配合高溫炮製，亦以

燀或淬去皮或改善藥材質地。此外，其他製法如製霜、發酵及發芽

等，則歸納為第五種炮製方法。

中藥炮製有分為生藥及熟藥。一般修製稱為生藥，經過水製、火

製及水火共製的稱為熟藥。一些藥材舖會以所售的藥材，劃分為生藥

業或熟藥業。

《雷公炮炙論》是中國最早的中藥炮製學著作，為劉宋 3 學者雷斅

所撰，共三卷，原載藥物 300 種，是中藥鑑定學之重要文獻。原書

已佚，但有佚文存於其他醫藥書籍中，其中大量內容被收入《證類本

草》4，清末學者張驥所輯的《雷公炮炙論》為此書最早輯佚本。

3	 公元 420 年，宋武帝劉裕取代東晉政權而建立。國號宋，定都建康（今江蘇省南京
市），因國君姓劉，為與後來趙匡胤建立的宋朝相區別，故又稱為劉宋或南朝宋。

4	 《證類本草》，全稱《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宋代的一部重要醫書，共 32 卷，60 萬
字，列載 1,558 種藥物，此書開創方藥對照的新形式，收集了不少方劑，對古代的
臨床用藥很有幫助。

	‥揀篩藥材

	‥擠壓、剪、削藥材 	‥烘曬藥材

	‥七情配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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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七）中藥材煎煮方法

中醫施藥，最重要是令病人藥到病除，因此煎煮藥材的方法也十

分講究。一般而言，應用中藥材時，會先用冷水浸泡一段時間，使藥

材充分吸收水分，然後放於砂鍋或瓦罐等藥煲，加水後用大火煮沸，

再轉小火慢慢煎煮，這樣才能發揮最大藥效。中藥不適宜用金屬製的

器皿，以免藥材在受熱過程中釋放的物質跟金屬產生化學反應。在煎

煮過程中，醫師也會依據藥性，指示不同藥材有不同的煎法，例如

「後下」指某種藥材在整煲藥煎開約十五分鐘後才下；「包煎」指需用

紗袋包着才煎的藥材；「另煎」指需分開單獨煎煮的藥材。這些做法

均能發揮最大的藥效，讓病患盡快康復。

	◎ （八）中藥材產地

中醫按照不同的地理環境及氣候都有不同的治療概念。中藥亦

然，即使是同一種藥材，也會因原產地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藥效，此稱

為「地道藥材」。各個地區都會產出不同藥材，按香港進出口商藥材

來源一般分類，可以劃分三大藥材產區：

．北藥材：北方地區，安徽、河北、山東及山西等省所產的北

藥，例如：黃芪、黨參、黃芩及甘遂等；以及四川、重慶地

區的川藥，例如：麝香、冬蟲夏草、川芎、石斛及天麻等；

．西土藥：廣東及廣西地區的廣藥，例如：廣藿香、巴㦸天、陳

皮、雞血藤及三七等；以及雲南、貴州地區的雲貴藥，例如：

茯苓、杜仲、雲木香、巴豆及雄黃等；

．南藥（環球進口草本藥）：乳香、沒藥、砂仁、豆蔻、玉寇、

丁香、血竭、大海子、沒石

子、宜茶、阿魏、胡連、安息

番、沉香、降香、蘇合香、檀香、蓽

茇、膨大海、番瀉葉、雞冠花、等。

．中華民族藥：如藏藥、苗藥與回藥等，

但在香港較少人購買。5

藥材多屬野生植物，有過千種類，香港亦少有人工種植。開埠

前，香港人用藥以本地草藥及廣東鄰近地區輸入為主。1930 年代

後，香港的轉口貿易成熟，交通及貿易發達，中藥材進出口頻繁，

更開拓貿易路線至東南亞及美洲等地，香港成為中藥材的主要集散

地。本地山草藥甚多，然而藥材產量甚少，現時主要是供學習和導

賞用途。  

	◎ （九）道地藥材

道地藥材，又稱為地道藥材，指在一特定自然條件和生態環境的

區域內出產的藥材，與其他地區同種藥材相比，品質和療效更好，

且品質穩定。道地藥材一詞，最早出現於元代湯顯祖《牡丹亭．調

藥》篇「好道地藥材」一語。「道」原指漢唐時的行政區劃，「地」

是「道」以下的具體產地。這種提法一直延續到今天，成為不可分割

的名詞術語。唐藥王孫思邈在《千金翼方．藥出州土篇》中就專門記

載了十道各州的地產藥材。地道藥材的藥名前，多冠以地名，以示

其產區，例如霍山石斛。

5	 參考書後附錄遊走香港中醫中藥博物館、草藥園。

	‥傳統中藥砂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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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可見內地各個地區出產藥材種類：

內地主要來港各個地區出產藥材種類

江蘇
菊、太子參、蘆葦、荊芥、栝樓、百合、菘藍、半夏、丹參、夏枯
球、牛蒡、紫花地丁、南沙參、鹿銜草。

河北
知母、黃芩、防風、菘藍、柴胡、遠志、菊、北蒼術、白芷、桔
梗、槁本、紫菀、金蓮花、酸棗仁。

山西
黃芪、黨參、遠志、杏、小茴香、連翹、麻黃、秦艽、防風、豬
苓、知母、蒼術、甘遂、酸棗仁。

遼寧
人參、細辛、五味子、槁本、黃芩、黨參、升麻、柴胡、蒼術、遠
志、酸棗仁、桔梗、地榆、知母、黃精、玉竹、白附子。

吉林
人參、五味子、桔梗、黨參、黃芩、地榆、紫花地丁、知母、黃
精、玉竹、白薇、穿山龍。

浙江
浙貝母、延胡索、芍藥、白術、玄參、麥冬、菊、白芷、厚朴、百
合、山茱萸、夏枯草、烏藥、益母草。

安徽

芍藥、牡丹、菊、太子參、南沙參、女貞、白前、獨活、側柏、木
瓜、前胡、土茯苓、半夏、杜仲、金錢草、黃精、山楂、金銀花、
白蘞、白薇、萆解、地榆、防己、蒿本、葛根、茜草、青木香、三
稜、商陸、射幹、天麻、烏藥、香附、玉竹、紫菀、蓽澄茄、金櫻
子、蔓荊、山茱萸、桑椹、葶藶子、紫蘇子、合歡皮、淡竹葉、枸
骨葉、蓮須、夏枯草（球）、野菊花、半邊蓮、大薊、翻白草、鹿
銜草、華細辛、淫羊藿、魚腥草、龜甲、紅娘子、蜈蚣、石斛。

福建
穿心蓮、澤瀉、烏梅、太子參、酸橙、龍眼、栝樓、金毛狗脊、虎
杖、貫眾、金櫻子、厚朴、巴戟天、石斛、銀耳。

江西
酸橙、梔子、荊芥、香薷、薄荷、鉤藤、防己、蔓荊子、青葙、車
前、澤瀉、夏天無、蓬蘽。

山東
忍冬、北沙參、栝樓、酸棗、遠志、黃芩、山楂、茵陳、香附、牡
丹、徐長卿、靈芝、天南星、翻白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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