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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文獻 

 

1．【黃帝內經】 

黃帝內經成編于兩漢之際，總結了春秋至戰國時期的醫療經驗和學術

理論，並吸收了秦漢以前有關天文學、曆算學、生物學、地理學、人類學、

心理學，以及哲學等多種學科的重要成就，確立了中醫學獨特的理論體系，

成爲中國醫藥學發展的理論基礎和源泉。 

黃帝內經包括素問 81 篇、靈樞 81 篇，其內容是以陰陽五行學說爲理

論方法，以整體觀念爲主導思想，用以闡釋人體內在活動的規律性，人體

與外在環境的統一性，對人體的解剖形態、藏腑經絡、生理、病理、疾病

的診斷和防治等各方面，都作了全面而系統的闡述，其偽托為黃帝和其臣

子岐伯、雷公、鬼臾區等論醫之書，一般將其視為中醫理論著述中現存最

早的醫學專著。 

 

2．【難經】 

爲秦越人所著，成書於漢以前，共 81 難，其內容亦十分豐富，包括了

生理、病理、診斷及治療等各方面，補充了黃帝內經之不足，並對三焦、

命門學說，奇經八脈理論等治療原則多所創見。 

 

3．【傷寒雜病論】 

漢末名醫張仲景在黃帝內經及難經的基礎上，進一步總結前人的醫學

成就，並結合自己的臨床經驗，寫成中國第一部臨床醫學專著"傷寒雜病論

"，倡導以六經辨證和臟腑辨證等方法，對外感疾病和內傷雜病進行辨證論

治，確立了中醫臨床學的辨證論治體系和理、法、方、藥的運用原則，爲

後世臨床醫學的發展，奠定了良好的基礎。後經晉代醫家王叔和將該書再

編篡成【傷寒論】及【金匱要略】兩書流傳於世。 

 

4．【本草綱目】 

本草綱目係由李時珍，終其畢生之力，有系統地總結了明代以前的所

有藥物成就，全書近二百萬字，共五十二卷。卷一、卷二爲本草序列，卷

三、卷四爲百病主治藥，卷五到卷十二，將所收集的一八九二種藥物劃歸

十六部、六十類分述。書中附方達一萬餘首，插圖一千多幅，每種藥物之

下依次分爲釋名、集解、正誤、修治、氣味、主治、發明、附方等項，可

謂條理清晰，內容完備。 



 

各時期的發展 

 

在內經、難經、傷寒論、金匱要略的基礎上，有很多歷代的醫家從不同的角

度及經驗加以延伸，不但豐富了中醫學，更在基礎理論上作出一定的貢獻。 

 

1．晉隋時期 

【針灸甲乙經】：皇甫謐著，對經絡學說進行了深入的探討，系統地論述十

二經脈、奇經八脈，爲後世針灸學奠定了基礎。 

【諸病源候論】：巢元方著，爲中醫學第一部病理學專著，對以後的病症分

類學有很大的發展。 

 

2．宋朝時期 

【小兒藥證直訣】：錢乙著，開創臟腑診治的先河，並對小兒生理、病理論

述甚詳。 

【三因極一病證方論】：陳言著，提出著名的三因學說，對發病原因進行較

具體的分類概括。 

 

3．金元時期 

著名醫家有：劉完素、張從正、李杲、朱丹溪、張景岳、張元素。「寒

凉派」的劉完素，「攻下派」的張從正，「補土派」的李杲，「滋陰派」的朱

震享，為當時各派學術思想的代表。 

 

4．明清時期 

【溫疫論】：吳又可著；【外感溫熱論】：葉天士著；【溫病條辨】：吳鞠通著； 

【濕熱病篇】：薛生白著；【溫熱經緯】：王孟英著：他們系統地總結了外感

傳染性熱病的發病規律，及從口鼻而入的傳染途徑，而非經由體表侵襲的

創新觀念，對病因學有很大的突破和發展。 

【醫林改錯】：王清任著，改正古醫書在人體解剖方面的錯誤。 

 

5．近代時期 

近數十年來，隨著整個中醫學術的發展，並充分運用現代科學之研究

技巧，在探討臟腑經絡的本質，及有關陰虛、陽虛、寒熱的研究上，已顯

示出許多可喜的成就，確信隨著中醫學基礎理論科學研究的突破和發展，

勢必將促進和推動整個傳統醫藥學術的迅速成長，並將爲中醫學理論體系

的現代化作出重要的貢獻。 

  



重視預防醫學 

素問四氣調神論：「聖人不治以病治未病，不治已亂治未亂，夫病已成而後

藥之，亂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鬥而鑄兵，不亦晚乎！」 

 

1、適應四時氣候和精神方面的修養： 

素問上古天真論：「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淡虛無，真氣從之，精神內守，

病安從來。」 

素問刺法論：「正氣存內，邪不可干。」 

人的生活方式必須與外界環境相適應，保持正常精神活動，才能防止疾病。 

 

2、飲食起居的調節： 

古人對於養生預防方面的具體方法：（1）隨著四時氣候的變化，採取適宜的

養生方法。（2）做適當的運動。（3）飲食要有節制，生活要有規律，避免過

度的疲勞。這是摘取素問上古天真論：「法於陰陽，和於術數，飲食有節，起

居有常，不妄作勞」的經文意思。 

 

3、體格鍛鍊： 

古語說：「戶樞不蠹，流水不腐」。 

金匱要略：「見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 

 

4、古代的衛生防疫措施： 

1、環境衛生 

2、飲水衛生 

3、防疫措施：春節的飲用屠蘇酒，歲終的大掃除，端午節飲雄黃酒、焚燒艾

葉、蒼朮、白芷。 

4、消滅傳染疾病的動物和昆蟲 

 

辨證論治 

辨證論治為中醫普遍應用的診療規律。 

辨證論治的意義：辨，就是分析、鑒別；證，就是症狀、現象；論，就是討

論、考慮；治，就是治療的方針。症和治是現實的，辨和論是靈活的，要通過分

析和思考，疾病的發生必然有某種因素，某種因素就表現出某種症狀，離開症狀

是無從辨別疾病的性質。同時僅僅注意症狀也還不可能全面了解病情，有時症狀

的表現不一定反映真相，中醫稱之為「假象」，這就要求必須做到細緻的辨證。 

總而言之，辨證，就是從疾病過程中求得症狀和病因的統一。故中醫治病有



一定步驟，觀察症狀－>決定病因－>然後處方用藥。因而，中醫對任何疾病在

沒有辨明症狀了解病因以前，是無法確定治法，更談不到處方用藥，辨證求因的

重要性就在於此。  

（1）辨證 

四診 

望、聞、問、切稱為四診。 

八綱 

陰、陽、表、裏、寒、熱、虛、實，就是八綱。 

證候 

證候分類，是由疾病的具體證候來進行分類，從而掌握疾病變化發展

的規律，是根據傷寒、溫病和內婦各科疾病的病變規律而總結出來的辨證

理論。這種辨證的理論，對於診斷治療有很大的幫助。傷寒用六經（太陽、

少陽、陽明、太陰、少陰、厥陰）辨證，溫病以衛氣營血或三焦（上焦、

中焦、下焦）辨證，內外婦兒各科以臟腑經絡辨證。三者相輔相成，都是

辨證重要理論。 

 

診斷的整體性 

中醫診斷，是從整體著眼的。分幾個方面來說明： 

 

一、人體的整體性：中醫認為人體各部都是有機的聯繫。首先把內臟

分為五臟、六腑，從作用上把一臟一腑分別結合，稱做「表裏」。這種內臟

的歸納劃分，不等於各自為政，恰恰相反，而是把生理活動或病理變化，

理解作相互之間有不可分割的關係。這種關係不僅表現在臟腑，同時表現

在臟腑和形體的各組織各器官方面。例如：（1）心主脈、主舌。（2）肝主

筋、主目。（3）脾主肉、主口。（4）肺主皮毛、主鼻。（5）腎主骨、主耳；

再如：脾主四肢，腎司二便…等等，都是說臟腑的功能和臟腑與形體關係。

更重要的，通過經絡有系統的分佈全身，循環往復，成為體內和體表的聯

絡路線，這樣，使人體在功能上保持內外相關的整體。 



 

二、人體和氣候：大自然的一切，特別是生物的生存和發展，直接受

到環境的影響。中醫十分重視這個關係，認為人體健康和環境、氣候不能

分開，必須和自然環境相適應才能無病和長壽。因而，從一年中找出春溫、

夏熱、秋涼、冬寒等四季的特性，以及四季裏的風、寒、暑、濕、燥、火

等六種不同氣候的變化，並指出應該怎樣適應環境的方法和違背氣候變化

後可能招致的疾病，還根據這些原理演繹出診斷和治療等方法。例如非其

時而有其氣，即春應溫而反寒或熱，就是不正之氣，稱做「虛邪賊風」。這

些不正之氣，必須及時迴避。至於四時氣候有規律的變化，這對人體是有

利的，稱為「正氣」。因此，常常利用春、夏、秋、冬四季的氣候正常轉變

來觀察疾病。 

 

三、人體與地土方宜:不同的水土，不同的生活習慣，可以產生不同的

疾病。一些地區氣候寒冷地高多燥；一些地區氣候溫和，地卑多濕。因而

不同地區常有不同的病症，這在診斷時必須注意的。 

 

四、 其他：稟賦的強弱，形體的肥瘦，性情的愉快、憂鬱、急躁，以

及精神刺激等，中醫也是非常注意的，認為對疾病的發生和發展很有關係，

在診斷時必須顧及。 

（2）論治 

八法 

汗、吐、下、溫、清、補、消、和就是中醫治療的基本八法。 

 

（3）中醫藥美學 

肌膚、瘡疥 

唇齒、耳目 

鬢毛、鬚髮 

身形、儀態 



草部-血藥 

一、當歸（補血、潤燥、滑腸。） 
性味：甘辛苦溫。 
功能：甘溫和血，辛溫散內寒，苦溫助心散寒。 
      入心肝脾，為血中之氣藥。 

潤腸胃，澤皮膚。 
養血生肌。排膿止痛。 
使氣血各有所歸。 

主治：虛勞寒熱，欬逆上氣。 
溫瘧。澼痢。 
頭痛腰痛，心腹諸痛。 
風痙無汗。痿痺癥瘕。癰疽瘡瘍。 
衝脈為病，氣逆裏急。帶脈為病。腹痛，腰溶溶如坐水中。 
及婦人諸不足，一切血證，陰虛而陽無所附者。  

禁忌：然滑大腸，瀉者忌用。 
命名：使氣血各有所歸故名。 

（血滯能通，血虛能補，血枯能潤，血亂能撫。蓋其辛溫，能

行氣分，使氣調而血和也。 
東垣曰：頭止血而上行，身養血而中守，尾破血而下流，全活

血而不走。 
時珍曰：治上用頭，治中用身，治下用尾，通行全用。） 

藥材：川產力剛，善攻，秦產，力柔，善補；以秦產頭圓尾多，肥潤

氣香者良，名馬尾當歸；尾粗堅枯者，名鑱頭當歸，只宜發散

用。 
用法：治血酒製，有痰薑製。 
配伍：菖畏蒲、海藻、生薑。惡濕麵。 

 
二、芎藭（補血、潤燥，宣，行氣，搜風。） 

性味：辛溫升浮。 
功用：潤肝燥而補肝虛，助清陽而開諸鬱。 

上行頭目，下行血海，搜風散瘀，調經止痛。 
主治：風濕在頭，血虛頭痛。腹痛脇痛，氣鬱血鬱，濕瀉血痢，寒痹

筋攣，目淚多涕。 
及癰疽瘡瘍，男女一切血證。 

禁忌：香竄辛散，能走泄真氣，單服久服，令人暴亡。 
藥材：蜀產為川芎，秦產為西芎，江南為撫芎。 



以川產大塊，裡白不油，辛甘者勝。 
配伍：白芷為使，畏黃連、硝石、滑石，惡黃耆、山茱萸。 

 
三、白芍（補血，瀉肝，濇，歛陰。） 

性味：苦酸微寒。 
功用：瀉肝火，安脾肺，固腠理。 

和血脈，收陰氣，歛逆氣，散惡血。 
緩中止痛。益陰除煩，歛汗安胎，補勞退熱。 

主治：瀉痢後重。脾虛腹痛。心痞脇痛。肺脹喘噫，廱腫疝瘕。 
其收降之體，又能入血海而至厥陰。治鼻衂、目濇，肝血不足，

婦人胎產，及一切血病。 
禁忌：產後忌用。 
藥材：赤白各隨花色，單辦者入藥。 
炮製：酒炒用，婦人血分醋炒，下痢後重不炒。 

 
四、生地黃（大瀉火。） 

性味：甘苦大寒。 
功用：入心腎，瀉丙火。清燥金。消瘀通經，平諸血逆。 
主治：吐衂崩中。傷寒陽強，痘證大熱。 
禁忌：多服損胃。 
炮製：生掘鮮者，搗汁飲之，或用酒製，則不傷胃。 

 
五、乾地黃（補陰，涼血。） 

性味：甘苦而寒，沉陰而降。 
功用：滋陰退陽，生血涼血。 
主治：血虛發熱，勞傷咳嗽。痿痹驚悸。血運崩中，吐衂尿血。 

足下熱痛，折跌絕筋。填骨髓，長肌肉，利大小便，調經安胎。 
又能殺蟲，治心腹急痛。 

藥材：江浙生者，南方陽氣力微。 
北方生者，純陰力大。以懷慶肥大菊花心者良。 

炮製：酒製則上行外行，薑製則不泥膈。 
配伍：惡貝母，畏蕪荑。 

忌萊菔、葱、蒜、銅、鐵器。 
得酒、門冬、丹皮、當歸良。 

 
六、熟地黃（平補肝腎，養血，滋陰。） 

性味：甘而微溫。 
功用：滋腎水，補真陰，填骨髓，生精血，聰耳明目，黑髮烏髭。 



主治：勞傷風痹，胎產百病，為補血之上劑。 
炮製：以好酒拌砂仁末，浸蒸曬九次用。 

 
七、何首烏（平補肝腎，益精。） 

性味：苦甘溫。 
功用：苦，堅腎。溫，補肝。甘，益血。濇，收斂精氣。 

添精益髓，養血祛風。強筋骨，烏髭髮，令人有子，為滋補良

藥。 
主治：氣血太和，則勞瘦風虛，崩帶瘡痣，瘰癧癰腫，諸病自已。 

止惡瘧。（益陰補肝，瘧疾要藥，而本草不言治虐。） 
藥材：有赤白兩種，夜則藤交，一名交藤，有陰陽交合之象。 

赤雄入血分，白雌入氣分，以大如拳，五瓣者良。 
三百年者，大如栲栳，服之成地仙。 

炮製：凡使赤白各半，泔浸，竹刀刮皮切片，用黑豆與首烏拌勻，鋪

柳甑，入砂鍋，九蒸九曬用。 
配伍：茯苓為使。忌諸血、無鱗魚、萊菔、葱、蒜、鐵器。 

 
八、牡丹皮（瀉伏火而補血。） 

性味：辛甘微寒。 
功用：瀉血中伏火，和血涼血而生血。 

破積血，通經脈，為吐衂必用之藥。  
主治：中風五勞，驚癇瘛瘲。除煩熱，療癰瘡。下胞胎。 

退無汗之骨蒸。 
藥材：單瓣花紅者入藥。 
炮製：肉厚者佳。酒拌蒸用。 
配伍：畏大黃、貝母、菟絲，忌蒜、胡荽，伏砒。 

 
九、續斷（補肝腎，理筋骨。） 

性味：苦辛溫。 

功能：苦溫，補腎。辛溫，補肝。 

能宣通血脈，而理筋骨。主傷中，補不足，暖子宮，縮小便，

破瘀血。 

主治：治腰痛胎漏，崩帶遺精，腸風血痢，癰痔腫毒。 

又主金瘡折跌，止痛生肌，女科外科，需為上劑。 

藥材：川產良，狀如雞腳，皮黃皺，節節斷者真。 

炮製：去向裏硬筋，酒浸用。 

配伍：地黃為使。 

命名：主金瘡折跌，以功命名。 



藥事人員中藥執業相關法規 (節錄) 

 

藥師法 

 

第 1 條 中華民國人民經藥師考試及格者，得充藥師。 

 
第 2 條 具有下列資格之一，得應藥師考試： 

一、公立或立案之私立大學、獨立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

國外大學、獨立學院藥學系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

領有畢業證書者。 
二、本法中華民國一百零一年六月五日修正施行前，於專科學校

藥學科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領有畢業證書者。 

 
第 15 條 藥師業務…中藥製劑之製造、供應及調劑，除依藥事法有關規

定辦理外，亦得經由修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之藥師為之；其標

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之。 

 
第 41 條 中藥之販賣、監製及調劑，由中央主管機關依藥事法有關規定，

訂定辦法管理之。 

 

藥事法 

 

第 1 條 藥事之管理，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依其他有關法律之

規定。但管制藥品管理條例有規定者，優先適用該條例之規定。 
前項所稱藥事，指藥物、藥商、藥局及其有關事項。 

 
第 4 條 本法所稱藥物，係指藥品及醫療器材。 

 
第 6 條 本法所稱藥品，係指左列各款之一之原料藥及製劑： 

一、載於中華藥典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其他各國藥典、

公定之國 
    家處方集，或各該補充典籍之藥品。 
二、未載於前款，但使用於診斷、治療、減輕或預防人類疾病之

藥品。 
三、其他足以影響人類身體結構及生理機能之藥品。 



四、用以配製前三款所列之藥品。 

 
第 8 條 本法所稱製劑，係指以原料藥經加工調製，製成一定劑型及劑量

之藥品。 
製劑分為醫師處方藥品、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成藥及固有

成方製劑。 
前項成藥之分類、審核、固有成方製劑製售之申請、成藥及固有

成方製劑販賣之管理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定之。 

 
第 10 條 本法所稱固有成方製劑，係指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選定公告具

有醫療效能之傳統中藥處方調製 (劑) 之方劑。 

 
第 14 條  本法所稱藥商，係指左列各款規定之業者： 

一、藥品或醫療器材販賣業者。 
二、藥品或醫療器材製造業者。 

 
第 15 條 本法所稱藥品販賣業者，係指左列各款規定之業者： 

一、經營西藥批發、零售、輸入及輸出之業者。 
二、經營中藥批發、零售、調劑、輸入及輸出之業者。 

 
第 19 條 本法所稱藥局，係指藥師或藥劑生親自主持，依法執行藥品調

劑、供應業務之處所。 
前項藥局得兼營藥品及一定等級之醫療器材零售業務。 
前項所稱一定等級之醫療器材之範圍及種類，由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定之。 

 
第 28 條 西藥販賣業者之藥品及其買賣，應由專任藥師駐店管理。但不

售賣麻醉藥品者，得由專任藥劑生為之。 
中藥販賣業者之藥品及其買賣，應由專任中醫師或修習中藥課

程達適當標準之藥師或藥劑生駐店管理。 

 
第 29 條 西藥製造業者，應由專任藥師駐廠監製；中藥製造業者，應由

專任中醫師或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之藥師駐廠監製。中藥

製造業者，以西藥劑型製造中藥，或摻入西藥製造中藥時，除

依前項規定外，應由專任藥師監製。 

 
第 35 條 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之藥師，親自主持之藥局，得兼營中



藥之調劑、供應或零售業務。 

 
第 37 條  藥品之調劑，非依一定作業程序，不得為之；其作業準則，由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調劑應由藥師為之。但不含麻醉藥品者，得由藥劑生為之。 
醫院中之藥品之調劑，應由藥師為之。但本法八十二年二月五日

修正施行前已在醫院中服務之藥劑生，適用前項規定，並得繼續

或轉院任職。 
中藥之調劑，除法律另有規定外，應由中醫師監督為之。 

 
第 51 條 西藥販賣業者，不得兼售中藥；中藥販賣業者，不得兼售西藥。

但成藥不在此限。 

 
第 102 條 醫師以診療為目的，並具有本法規定之調劑設備者，得依自開

處方，親自為藥品之調劑。 
全民健康保險實施二年後，前項規定以在中央或直轄市衛生主管機關公告 
無藥事人員執業之偏遠地區或醫療急迫情形為限。 

 
第 103 條 本法公布後，於六十三年五月三十一日前依規定換領中藥販賣

業之藥商許可執照有案者，得繼續經營第十五條之中藥販賣業

務。 
八十二年二月五日前曾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審核，予以列冊登記

者，或領有經營中藥證明文件之中藥從業人員，並修習中藥課程

達適當標準，得繼續經營中藥販賣業務。 
前項中藥販賣業務範圍包括︰中藥材及中藥製劑之輸入、輸出及

批發；中藥材及非屬中醫師處方藥品之零售；不含毒劇中藥材或

依固有成方調配而成之傳統丸、散、膏、丹、及煎藥。 
上述人員、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或在未設中藥師之前曾聘任中醫

師、藥師及藥劑生駐店管理之中藥商期滿三年以上之負責人，經

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領有地方衛生主管機關證明文件；並

經國家考試及格者，其業務範圍如左︰ 
一、中藥材及中藥製劑之輸入、輸出及批發。 
二、中藥材及非屬中醫師處方藥品之零售。 
三、不含毒劇中藥材或依固有成方調配而成之傳統丸、散、膏、

丹、及煎 
四、中醫師處方藥品之調劑。 
前項考試，由考試院會同行政院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