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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不正確藥材的檢視
台北長庚紀念醫院中醫藥劑部藥師  林佩蓉、王秀菊、沈馨仙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中醫藥劑部藥師  童承福、楊榮季

摘要

臺灣藥材來源多來自中國大陸，由於各地區用藥習慣不同，常有品種來源複雜或

一藥多名容易與他藥名稱重疊的情形，再加上環境及人為等因素，導致一些不正確藥

材於市場上流通，嚴重影響臨床療效，此就目前市售易誤用藥材做進一步了解，並以

基礎性狀辨別選擇正確中藥飲片以確保用藥的安全與品質。

關鍵字： 混淆品、誤用藥材、正偽鑑別

壹、前言

市場上中藥材會出現偽劣品、混淆品、

代用品的原因很多，相關地方慣用中藥或藥

材因資源分布不同、名稱相近或性狀相似而

造成誤用，也有因市場供不應求或相對價廉

的他種藥材冒充貴重藥材所致，所以針對各

藥材的天然屬性及用部不同應掌握藥材鑑別

特點，以辨別品種的正偽與品質的優劣。

貳、藥材不正確的原因 

藥材是濃縮製劑與飲片的原料，也是

傳統醫學於臨床應用的基礎，由於歷代文獻

對藥材植物形態描述不夠詳盡且品種繁多，

因此對其來源品質的控管具有相當重要的角

色，常見藥材不當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基原誤用1,2

藥材來源由於基原不同，明顯會造成有

效成份及功效各異，以防己為例，自古使用

複雜，其主要來源有防己科植物粉防己、漢

防己、木防己，尚有馬兜鈴科植物廣防己，

但其因含馬兜鈴酸會造成腎毒性，故已禁

用。依據臺灣中藥典記載是以防己科粉防己

為正品 (圖一)，有利水滲濕的功效，然近來

藥材市場常見偽品小果微花藤，其為民間藥

且未有藥理作用記載，故不宜代用。

二、非藥用部位或異物過多1,3

藥用部位混淆會影響臨床療效，如藥材

藕節基原為睡蓮科植物蓮，真正藥用部位為

乾燥根莖節部，然中藥市場常誤以整個蓮藕

入藥 (圖二)。另以紫蘇為例，同一基原植物

其葉、梗、果實都可入藥為不同藥材，其作

用各異，更不宜互摻。

三、藥材名稱標示不清或混淆1,4

古書所載基準方中的組成藥材與目前市

售藥材也常有名稱混淆的現象，如沙苑蒺藜

又名沙苑子、潼蒺藜，常見名稱與藥材蒺藜

易混淆 (圖三)，其別名為刺蒺藜，兩者基原

用部及功效各異，然臨床處方使用常皆記載

為白蒺藜，以方劑為例：明目地黃丸所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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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品 )  防己科粉防己S tephan ia 
tetrandra S. Moore的乾燥根

馬兜鈴科廣防己  A r i s t o l o c h i a 
fangchi Y. C. Wu ex L. D.Chou et S. 
M. Hwang 的乾燥根.

茶茱萸科小果微花藤 Iodes ovalis 
Bl. var. vitiginea (Hance) Gagnep.乾
燥根及根莖

圖一  (正品) 粉防己、廣防己、小果微花藤的外觀比較

(正品) 藕節-睡蓮科植物蓮 Nelumbo nuifera Gaertn. 之
乾燥根莖節部

- 睡蓮科植物蓮 Nelumbo nuifera Gaertn. 之乾燥根莖

圖二  (正品) 藕節和蓮藕的外觀比較

(正品 )  沙苑蒺藜 -  豆科植物扁莖黃耆As t raga lus 
complanatus R. Br 的乾燥成熟種子

(正品) 蒺藜- 蒺藜科植物蒺藜 Tribulus terrestris L. 的乾
燥成熟果實

圖三  沙苑蒺藜和蒺藜的外觀比較

正確藥材為沙苑蒺藜，而洗肝明目散、當歸

飲子、還睛丸則是以蒺藜為正確藥材，所以

應用正名以避免名稱混亂。

參、常見易誤用中藥材的辨識

中藥材品種多有不同的科屬，有些中藥

材除常用商品名外，還有原植物名、植物形

態名、地方用名、以及其他別名，所以會造

成同名異物或同物異名易混淆的現象，又有

些藥材更因外觀相近就更不易辨識了。此就

常用且近年市售易發生誤用之藥材5，其藥

用部位之不同性狀特徵加以鑑別探討。

一、同名異物或同物異名

（一） 五加皮/香加皮/刺五加/紅毛五

加 (圖四)

五加皮因其藥用部位、性狀、治療作

用與香加皮有相似之處，習稱“南五加”

和“北五加”常易混淆，且正品藥源匱乏

不易購得，因此有些地區在臨床配伍過程

中也有代用的情形，但香加皮含杠柳毒苷 
(periplocin)，具有毒性不可過量或長期服用
6，此外尚有五加皮之同名異物刺五加及紅

毛五加的誤用，因此藥材的辨別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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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品) (南)五加皮- 五加科細柱五加 Acanthopanax 
gracilistylus W. W. Smith 的乾燥根皮

(北) 香加皮- 蘿藦科杠柳 Periploca sepium Bge. 的乾燥
根皮

鑑別特徵：

不規則捲筒狀，具橫長皮孔樣斑痕及稍扭曲的皺

紋，斷面不整齊，氣微香味辛而苦。

鑑別特徵：

捲筒狀槽狀，根表較厚，鬆軟栓皮易成片狀剝落，

斷面較平坦，有特殊濃香味苦。

刺五加- 五加科刺五加 Acanthopanax senticosus Ruper.
et Maxim. 根及根莖

紅毛五加- 五加科紅毛五加 Acanthopanax giraldii 
Harms 的乾燥莖皮

鑑別特徵：

結節不規則圓柱形，表面粗糙具細縱皺紋，氣香特

異味微辛稍苦。

鑑別特徵：

細長筒狀，表皮密被紅棕色毛刺，斷面粗糙，氣微

味弱。

圖四  (正品) 五加皮、香加皮、刺五加、紅毛五加的鑑別比較

（二）佩蘭/澤蘭 (圖五)
佩蘭的植物屬名及別名謂澤蘭，與藥

材澤蘭同名，因而存有混用或互為代用情况
7，但兩者基原相差遠且功能主治也不同。

由於菊科植物來源同屬多品種，形態性狀相

似多也常見摻用，應就其葉形變化，被毛情

況等特徵不同予以區別。

(正品) 佩蘭- 
菊科植物佩蘭 Eupatorium fortunei Turcz. 的乾燥全草

(正品) 澤蘭- 
唇形科植物為毛葉地瓜兒苗或地瓜兒苗  Lycopus 
lucidus Turcz. 的地上部位

鑑別特徵： 
莖為圓形，有明顯的節，葉對生常為3裂，全株幾
乎無毛。

鑑別特徵：

莖成方柱形，四面有淺縱溝，葉片呈披針形有鋸齒

緣，具腺點兩面有短毛。

圖五 佩蘭和澤蘭的鑑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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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品) 石菖蒲- 
天南星科植物石菖蒲 Acorus gramineus Soland. 的乾燥
根莖

九節菖蒲- 
毛茛科植物阿爾泰銀蓮花 Anemone altaica Fisch. ex C. 
A. Mey 的乾燥根莖

鑑別特徵： 
扁圓柱形，表面灰棕色，環節梳密不均，節間有殘留

鬚根或圓點狀突起根痕，三角形葉痕，毛鱗狀物。

鑑別特徵：

根莖微彎曲呈紡綞狀，表面棕黃色，有多數橫向之

半環狀突起的鱗葉痕，斷面白色。

圖七 (正品) 石菖蒲和九節菖蒲的鑑別比較

(正品 )  骨碎補 -  水龍骨科槲蕨 
Drynaria fortune (Kunze ) J. Sm. 的
乾燥根莖

光葉槲蕨 -  水龍骨科光葉槲蕨
Drynaria propinqua (Wall. ex Mett.) 
Bedd. 的乾燥根莖

大葉骨碎補- 骨碎補科大葉骨碎補 
Davallia formosana Hayata 的乾燥根
莖

鑑別特徵： 
根莖表面密被深棕色三角形之小

鱗片，柔軟如毛平伏緊貼於表

面，橫斷面紅棕色有小黃點呈圓

圈狀排列。

鑑別特徵：

根莖表面被棕色鱗片，除去麟片

之表面有凹陷之圓狀痕跡，橫斷

面棕色可見灰黑色排列成環。

鑑別特徵：

根莖表面呈紅棕色，斷面堅硬呈

有多數小點排列成環，中間有二

個維管束呈新月形相互對映。

圖六 (正品) 骨碎補、光葉槲蕨、大葉骨碎補的鑑別比較

二、名稱混淆

（一）石菖蒲/九節菖蒲 (圖七)

石菖蒲為多年生植物有分枝，其入藥部

位為根莖，有環節，自古有一寸九節者為良

的記載，為石菖蒲瘦根密節的特點9，因此

近代有與偽品九節菖蒲混淆的現象，然其於

歷代本草並無記載且未見有相似功效，不宜

誤用。

（三）骨碎補/光葉槲蕨/大葉骨碎補 
(圖六)

骨碎補為補肝腎強筋骨、善於活血續傷

的常用藥，本草書籍中記載可入藥的骨碎補

不只一種，其歷來科屬多複雜且有地區慣用

品同名不同物或近緣植物的混亂品種。現今

藥典收載之正品為水龍骨科植物槲蕨，與誤

用品的成分有所差異，然其藥材性狀相似極

易混淆8，可就蕨類植物根莖之表面鱗片的形

態顏色、質地及其基部著生等特點來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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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品) 桑寄生- 
桑寄生科植物桑寄生 Taxillus chinensis (DC.) Danser 的
乾燥帶葉莖枝

槲寄生- 
桑寄生科植物槲寄生 Viscum coloratum (Komar) Nakai 
的乾燥帶葉莖枝

鑑別特徵：

莖枝呈細長圓柱形，外表皮呈灰褐色，具點狀棕色

皮孔，節部稍膨大。

鑑別特徵：

莖枝呈圓柱形，外表皮金黃色，有明顯皺紋，具分

枝且節部膨大。

圖八 (正品) 桑寄生和槲寄生的鑑別比較

（二）桑寄生/槲寄生 (圖八)
桑寄生原名為桑上寄生又名寄生、廣寄

生，其莖枝細長似桂枝為半寄生性植物具多

樣性，常見混用藥材槲寄生別名北寄生、柳

寄生，自古兩藥名稱較為混亂且同科不同屬

植物功效有相似之處，因此臨床上一直有互

代的現象10。

（三）青蒿/茵陳蒿/北茵陳 (圖九)11,12

青蒿名稱相似而常見混淆品有茵陳蒿

及北茵陳。蒿屬同科植物多種且外部形態相

似，茵陳蒿春季採收的幼苗習稱綿茵陳，而

秋季採割的花蕾習稱茵陳蒿，然茵陳蒿與青

蒿葉屬雖相似但為不同種，可就其花序、葉

形特徵等不同予以辨別。北茵陳是民間用

藥，其又名土茵陳而易誤用，但其形態與功

效差異大更不應使用。

(正品 )  青蒿 -  菊科植物黃花蒿 
Artemisia annua L. 之乾燥地上部分

(正品) 茵陳蒿-菊科植物濱蒿 Artemisia 
scopar ia  Walds t . e t  K i t  或茵陳蒿
Artemisia capillaries Thumb. 地上部分

北 茵 陳 -  唇 形 科 植 物 野 薄
荷  Origanum vu lgare  L .  va r 
formosanum Hayata 之乾燥全草

鑑別特徵：

莖圓柱形，頭狀花序球形均為

管狀花黃色，羽狀葉互生為3回
深裂，裂片短圓或長橢圓形。

鑑別特徵：

密被白色茸毛，莖細縱紋理，頭狀

花序含苞待放長方形，線形葉為

1~3回羽狀深裂。

鑑別特徵：

莖方形，葉對生卵圓形，紫棕

色至淡棕色。

圖九 青蒿、茵陳蒿、北茵陳的鑑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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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品) 川貝母(松貝)-百合科暗紫貝母 
F. unibracteata Hsiao et K. C. 之乾燥
鱗莖

(正品) 浙貝母(珠貝)-
百合科浙貝母 F. thunbergii Miq. 
之乾燥鱗莖

平貝母-
百合科平貝母 F. ussuriensis Maxim
之乾燥鱗莖

鑑別特徵：

類圓錐型或近球形，外層鱗葉2瓣
大小不同，大瓣緊抱小瓣，未抱

部分呈新月形，又稱懷中抱月。

鑑別特徵： 
扁圓形外層鱗葉2瓣，肥厚略
似腎形，大小相等，互相抱

合。

鑑別特徵： 
扁球形外層鱗葉2瓣大小相等，
對抱，頂端略平或微。

圖十  川貝母 (松貝)、浙貝母 (珠貝)、平貝母的鑑別比較

三、形態相似

（一）川貝母/浙貝母/平貝母 (圖十)

川貝母是中醫藥常用藥材，具清熱

化痰，潤肺止咳的功效，基原有百合科

植物卷葉貝母 (Fritillaria cirrhosa)、暗紫

貝母 (Fritillaria. unibracteata)、甘肅貝母 

(Fritillaria. przewalskii) 和梭砂貝母 (Fritillaria. 

delavayi)，根據藥材的大小、顏色、形態等

又分為松貝、青貝、爐貝等，是川貝母的正

品。貝母類藥材是以其不同鱗葉抱合為特

徵，因市場需求量大，所以常有將外觀性狀

或名稱近似充當作川貝母藥材使用的現象13。

表一  菟絲子和紫蘇子的鑑別比較

藥材 形狀 表面 質地 熱水泡煮沸後

(正品) 菟絲子 圓形或扁球形，

兩側微凹陷。

紅棕色或棕黃色，微粗

糙，一端有淡色圓點，

其中央有線形種臍，有

細密小點。

質堅硬，不易

壓碎。

表面有黏性，煮沸

後有吐絲現象，黃

白色。

(正品) 紫蘇子 圓形或圓球形，

兩側微凸。

灰棕色或暗棕色，較尖

的一端有果柄痕，有隆

起網狀花紋。

果皮薄而脆，

易壓碎。

表面無黏性，煮沸

後無吐絲現象。

（二）菟絲子/紫蘇子

菟絲子為旋花科植物菟絲子  Cuscuta 

chinensis Lam 的成熟種子，紫蘇子為唇形科

植物紫蘇 Perilla frutescens (L.) Britt 的成熟果

實，因外形特徵近似，常有誤用發生，然兩

者功用完全不同，紫蘇子是止咳平喘藥，能

降氣除濕溫中，而菟絲子是補陽藥，為保健

品常用藥，目前市場也見摻雜品或混有人工

偽製品14，其外觀不論形狀大小及顏色都與

正品類似卻嚴重影響藥材品質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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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品) 枳實 (酸橙) Citrus aurantium L. 綠衣枳實 (枸橘) Poncirus trifoliate (L.) Raf.

鑑別特徵：

外表皮暗棕綠色，有突起顆粒狀皺紋，切面中果皮

略隆起較厚，邊緣有油室，果實瓢囊8瓣以上。

鑑別特徵：

果皮較薄，表面灰 色，有短柔毛，油腺點較細密

的而稍平滑，果實瓢囊8瓣以下。

圖十一  (正品) 枳實和綠衣枳實的鑑別比較

（三）枳實/綠衣枳實 (圖十一)1

枳實的原生植物來源廣泛以致品種繁

多，藥用品種為芸香科酸橙 Citrus aurantium 

L .  及其栽培變種或甜橙  Citrus  s inens is 

Osbeck. 的乾燥幼果，近來常有偽品綠衣枳

實的誤用，為同科植物因其飲片形狀、色澤

及切面特徵與酸橙枳實相近易混淆。

肆、結論

中藥的質量建立於品質穩定的藥材原料

上，而藥材來源的準確性是以原植物基原為

依據，標準收載品種及特定藥用部位，對藥

材的名稱進行統一且規範化可反映各藥材的

特點，並能清楚掌握藥材的性狀鑑別及選擇

正確的中藥飲片，避免不當藥材的使用，以

確保臨床療效與病人用藥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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