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藥品質管制現況 

食品藥物管理署 研究檢驗組 

 



中藥品質管理目標 

安全性 

•原料(藥材) 

•源頭管理 

有效性 

•製程 

• GMP 

均一性 

•成品 

•品質 

規格依據：藥典、法規、公告、廠規 



中藥品質現況 

中藥製劑查驗登記檢驗 

不法中藥檢驗 

中藥品質監測-中藥製劑 

中藥品質監測-中藥材 



中藥品質現況 

中藥製劑查驗登記檢驗 

1.依據藥事法第39條，
經核准發給藥品許
可證後，始得製造
或輸入 

2.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針對廠商
上市前送驗原料，
釐清藥材基原正確
性，揪出誤用狀況，
嚴格把關以避免流
入中藥製劑生產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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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品質現況-中藥製劑查驗登記檢驗 

中藥製劑不准登記原因分析 

原料藥材 

中醫藥司來函通知不准登記 

廠商未能於期限內補正資料 

廠商產品不合格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製劑查驗登記檢驗 

原料藥材 

藥材基原誤用 

藥材名稱混淆 

非藥用部位過多 

夾雜物過多 

偽製品 

炮製方法有誤 

藥材成分含量不足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製劑查驗登記檢驗 

解剖顯微鏡 光學顯微鏡 

電子顯微鏡 自動定序儀 

外觀

性狀 

組織

解離 

分生

鑑別 

粉末

鑑別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製劑查驗登記檢驗 

中藥製劑查驗登記檢驗案(規格審查及藥材鑑定-單、複方) 

 
       項目 
年度 完成案件數 誤用件數 誤用藥材種類 誤用藥材次數 

2015 572 15 14 17 

2016 409 15 15 18 

2017 273 12 16 16 

2018 377* 9 9 10 

註：*規格變更69件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製劑查驗登記檢驗 

107年查驗登記藥材誤用分析 

 

誤用情形 藥材品目(發生次數) 

基原誤用 
石斛(1) 、藿香(1)、山葡萄(1)、鶴蝨(1)、
蘄艾(1)、皂莢(1)、阿膠(1) 

炮製方法有誤 大棗(2) 

其他 白芍(1)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製劑查驗登記檢驗 

藥    材 基       原 誤用情形 

石    斛 

本品為蘭科植物石斛Dendrobium nobile Lindl.、粉花石
斛Dendrobium loddigesii Rolfe.、黃草石斛
Dendrobium chrysanthum Wall.、馬鞭石斛
Dendrobium fimbriatum Hook. var. oculatum Hook
或鐵皮石斛Dendrobium candidum Wall. ex Lindl等之
新鮮或乾燥莖。 

誤用藥材有
假鱗莖，正
品則無 

正 品 
廠商送驗 假鱗莖 鐵皮石斛 黃草石斛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製劑查驗登記檢驗 

藥    材 基   原 誤用藥材 基原 

藿    香 
唇形科植物藿香Agastache 
rugosa (Fisch. et Mey.) O. 
Kuntze之乾燥地上部分 

廣 藿 香 

唇形科Labiatae植物
廣藿香Pogostemon 
cablin (Blanco) 
Benth.乾燥地上部分 

正 品 廠商送驗 

莖斷面白色，髓部中空； 
葉表面被毛稀少 

莖斷面中部有髓；葉表
面被灰白色茸毛 



補充說明 

100年行政院衛生署中藥製劑小組第9次會議記錄 

 
 藿香 

案由三：台灣區製藥工業同業公會函詢，中藥材「藿香」可

否用「廣藿香」替代乙案，提請討論。 

 

決議：同意「藿香」可用「廣藿香」替代，惟藥品查驗登記

申請書之藥材名稱、工廠生產批次紀錄、藥材品管檢驗規格

要與送驗藥材一致。 

 



藥    材 基       原 誤用情形 

山葡萄 
葡萄科植物細本山葡萄Vitis 
thunbergii Sieb. & Zucc.的根 

送驗藥材斷面中部有髓，
經判定為葡萄屬(Vitis 
spp.)植物之莖部 

正 品 

斷面中部不具隨部 
斷面中部有隨部 

廠商送驗 

分子生物檢驗(PCR)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製劑查驗登記檢驗 



補充說明 

106年行政院衛生署中藥製劑小組第2次會議記錄 

 
 山葡萄濃縮細粒 

案由三：○○○公司申請「”○○”山葡萄濃縮細粒」查驗登

記1案，是否准予登記，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廠商所送原料規格，查所用基原為葡萄科細本山葡萄

Vitis thunbergii Sieb. & Zucc.的根，略以。 

 

 



藥    材 基   原 誤用藥材 基   原 

鶴  蝨 

菊科植物天名精
Carpesium 
abrotanoides L.的乾
燥成熟果實 

華南鶴蝨 
繖形科植物竊衣Torilis 
japonica (Houtt.) DC.
的乾燥成熟果實 

正 品 

廠商送驗 

背面密生鈎刺 

橫切面 

圓柱狀，細小，直
徑不及1 mm。表面
具多數縱棱 

橫切面 

頂端收縮呈細喙狀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製劑查驗登記檢驗 



正 品 
廠商送驗 

藥    材 基       原 誤用情形 

蘄艾 
菊科Crossostephium 
chinense之全草 

非正品 

(藥材皺縮捲曲，經展平後未
呈長橢圓狀，倒卵形，且邊緣
有不規則的粗鋸齒) 

原植物全株被白色短
毛，葉柔革質，長橢
圓狀，倒卵形，全緣，
往往頂端3中裂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製劑查驗登記檢驗 



藥    材 基   原 誤用藥材 基   原 

皂莢 

豆科植物皂莢
Gleditsia sinensis 
Lam.之乾燥成熟果
實。習稱「皂角」 

豬牙皂 
豆科植物皂莢Gleditsia 
sinensis Lam.之乾燥不
育果實 

廠商送驗 
正 品 

縱向剖開見整齊凹
窩，很少見種子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製劑查驗登記檢驗 



廠商送驗 

正 品 

藥    材 基       原 誤用情形 

阿膠 
馬科動物驢Equus asinus L. 的
乾燥皮或鮮皮經煎煮、濃縮製成
的固體膠 

未檢出阿膠 

m/z 539.8→612.4及m/z 
539.8→923.8之離子對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製劑查驗登記檢驗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製劑查驗登記檢驗 

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2015年版 

 
【鑑別】 

↓ 秤取0.1 g檢體及對照藥材 

↓分別加入1%碳酸氫銨溶液50 mL 

↓ 超音波震盪30分鐘，以0.45 μm filter過濾 

↓ 各取續濾液100 μL，分別加胰蛋白酶溶液20 μL 

 (取Modified Trypsin，加1%碳酸氫銨溶液製成每1 mL

中含有1 mg的溶液)，搖勻 

↓ 37℃恆溫酶解12小時，即為檢品溶液及對照藥材溶液 

↓ 利用LC/MS/MS (ES+模式)進行多反應監測(MRM) 



LC/MS/MS層析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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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膠對照品 

送驗藥材 



LC/MS/MS層析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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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膠對照品 

送驗藥材 



藥    材 基       原 誤用情形 

大   棗 
鼠李科Rhamnaceae植物棗
Ziziphus jujuba Mill.之乾燥成熟
果實 

經炮製加工後之黑棗 

廠商送驗 正 品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製劑查驗登記檢驗 



藥    材 基       原 誤用情形 

白   芍 
毛莨科植物芍藥Paeonia lactiflora 
Pall.之去皮乾燥根 

所送「白芍」藥材之外袋標
示為「甘草」藥材 

正 品 

廠商送驗 

甘草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製劑查驗登記檢驗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製劑查驗登記檢驗 

中藥製劑不准登記原因分析 

原料藥材 

中醫藥司來函通知不准登記 

廠商未能於期限內補正資料 

廠商產品不合格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製劑查驗登記檢驗 

廠商未能於期限內補正資料 

無法提供原始檢驗相關數據及圖譜等資料 

檢驗方法欠妥適 

無法說明產品數據不合理原因，廠商申請重新試製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製劑查驗登記檢驗 

廠商產品不合格 

 

TLC依原廠檢驗方法操作，無廠商所指之判斷斑點 

檢出處方外澱粉 

無法說明產品數據不合理原因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製劑查驗登記檢驗 

檢出處方外澱粉 

 
 起因：廠商申請中藥製劑變更查驗登記案，擬變更處方為浸膏加生藥

粉末，並無添加澱粉作為賦形劑 

 懷疑：審查廠商送驗規格，發現水抽提物偏低，請廠商補送檢體 

 檢驗結果：成品檢出處方外之澱粉，與申請變更登記事項不符 

 

對照藥材磨粉 送驗檢體-白光 送驗檢體-偏光 



中藥品質現況 

不法中藥檢驗 

為防止不法中藥在
市面流通，危害民
眾健康，食藥署收
受各地方衛生機關、
警察單位、調查局、
地檢署、法院及關
務署等單位，查緝
或稽查送驗之不法
中藥檢體 

組織鏡檢 

分子生物檢驗(PCR) 

薄層層析法(TLC) 

高效液相層析法(HPLC) 

液相串連式質譜層析法(LC/MS/MS) 

氣相層析法(GC)  

氣相質譜層析法(G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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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107年度 

中藥材 

異常物質 

中藥成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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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件數 

13 
33 

129 

106年度 

檢出：118 (91.5%) 檢出：61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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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品質現況 

107年不法中藥檢驗 



中藥品質現況 

107年不法中藥檢驗 



中藥品質現況-不法中藥檢驗 

107年水蛭案 

起因：民眾向中醫藥司檢舉市面上水蛭藥材多為偽品 
因應： 107年5月中旬，中醫藥司函請衛生局抽驗水蛭藥材，共抽得6件 
臺灣中藥典：水蛭為水蛭科動物螞蟥Whitmania pigra Whitman、水蛭Hirudo 

nipponia Whitman或柳葉螞蟥Whitmania acranulata Whitman之乾燥體 

1 2 3 4 5 6 

菲擬醫蛭 菲擬醫蛭 菲擬醫蛭及
棒紋牛蛭 

菲擬醫蛭
及棒紋牛
蛭 

海地瓜 
(非水蛭類) 

外觀具蛭類特
徵，惟無法以
分子生物技術
鑑定其物種 



中藥品質現況 

中藥品質監測-中藥製劑 

• 檢體種類：中藥濃縮製劑(單、複方)及中藥傳統 

                        製劑(22方)，共249件 

• 檢體來源：各縣市衛生局至轄內中藥廠、中醫院 

                        (診所)、藥局抽查中藥製劑 

• 檢驗項目：重金屬、微生物限量試驗及農藥殘留 

• 判定依據：原廠規格或主管機關公告 

 



行政院衛生署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0年8月29日 

發文字號：署授藥字第1000002752號 

 
主旨：公告修正「中藥濃縮製劑含異常物質之限量」之適 
            用範圍及其實施日期，如附表。 
 

依據：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第八十六條及本署99年5月28日 

            署授藥字第0990003141號公告。 
 

公告事項： 
一、本署99年5月28日署授藥字第0990003141號公告，與本

公告規定有牴觸之部分，自發布日起停止適用。 
三、持有前述許可證者，應依本公告修正檢驗規格並留廠備

查，毋須向本署報備，惟本署將加強上市後產品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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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物質 限量 適用範圍 
檢驗 

方法 

備
考 

總重金屬 30以下(ppm)  

一、複方製劑。 
二、三七等100 項(註1)單味製劑，自 
         100年12 月1 日起實施。 
三、其餘單味製劑，應於101年7月
1 

         日起符合本標準。 

台灣傳統
藥典、中
華藥典、
日本藥局
方、歐洲
藥典、美
國藥典、
中華人民
共和國藥
典或藥廠
自行開發
檢驗方法
(需提依據)
等，藥典
以最新版
本或前一
版本為限。  

特
殊
情
形
者 

，
另
行
公
告 

。 

砷 3以下(ppm)  一、33 項基準方(註2)。 
二、九味羌活湯等67 項(註1)基準方， 
        自100年12月1 日起實施。 
三、已公告200基準方之其餘製劑， 
         應於 102年7月1日起符合本標 
         準。 

鎘 0.5以下(ppm)  

汞 0.5以下(ppm)  

鉛 10以下(ppm)  

微生物 
總生菌數 

105以下(cfu/g)  一、複方製劑。 
二、三七等100 項(註1)單味製劑， 
        自100年12 月1 日起實施。 
三、其餘單味製劑，應於101年 

         7月1日起符合本標準。 

大腸桿菌 
不得檢出  

沙門氏菌 

中藥濃縮製劑含異常物質之限量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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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濃縮製劑含異常物質之限量(續)                           附表  

註1：100項單味製劑與67項基準方如附表二。(略) 

註2：33方中藥濃縮製劑包括：葛根湯、小青龍湯、加味

逍遙散、桂枝湯、甘露飲、麻杏甘石湯、補中益氣

湯、六味地黃丸、黃連解毒湯、獨活寄生湯、四逆

散、血府逐瘀湯、杞菊地黃丸、辛夷清肺湯、定喘

湯、知柏地黃丸、柴葛解肌湯、消風散、清心蓮子

飲、龍膽瀉肝湯、炙甘草湯、八味地黃丸、川芎茶

調散、逍遙散、藿香正氣散、香砂六君子湯、荊防

敗毒散、疏經活血湯、止嗽散、濟生腎氣丸、防風

通聖散、二陳湯、六君子湯。 



衛生福利部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6日 

發文字號：衛部中字第1021881313號 

 

藥事法第二十一條第三款所稱「藥品中一部或
全部含有污穢或異物者」，於天王補心丹等二
十二項中藥傳統製劑部分，係指該製劑含有附
表內各類物質超出限量者，並自一百零三年七
月一日起生效。 

 

附「天王補心丹等22項中藥傳統製劑含異常 

        物質限量標準及其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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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物質 限量 適用範圍 

總重金屬 30以下(ppm)      天王補心丹、龜鹿二仙丸、
養肝丸、消痔丸、龍膽瀉肝
湯、六味地黃丸、上中下通
用痛風丸、調經丸、寧嗽丸、
獨活寄生湯、杞菊地黃丸、
還少丹、參苓白朮散、八味
地黃丸、濟生腎氣丸、斑龍
丸、知柏地黃丸、加味逍遙
散、藿香正氣散、黃連解毒
湯、桑螵蛸散及川芎茶調散
等22項內服方劑製劑(包括各
種傳統劑型及其加減方) 

砷 3以下(ppm)  

鎘 0.5以下(ppm)  

汞 0.5以下(ppm)  

鉛 10以下(ppm)  

微生物 
總生菌數 

106以下(cfu/g)  

大腸桿菌  
不得檢出  

 沙門氏菌 

附表：天王補心丹等22項中藥傳統製劑含異常物質限量標準及其
適用範圍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濃縮 61 75 83 76 187 202 222 219

不合格(件) 2 0 2 2 0 3 0 0

不合格率(%) 3.3 0 2.4 2.6 0 1.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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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品質現況-中藥製劑後市場監測 

中藥濃縮製劑(單、複方) 

歷年抽驗件數分布及不合格率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製劑後市場監測 

項    目 限量標準 檢驗結果 

好氧性微生

物總數 

1.0 × 105以下

(CFU/g) 

219件均在限量範圍內 

(檢測值：介於< 10 ~ 

8.5 × 104 CFU/g之間) 

大腸桿菌 不得檢出 未檢出 

沙門氏桿菌 不得檢出 未檢出 

107年度微生物檢驗結果 

中藥濃縮製劑(單、複方)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製劑後市場監測 

項目 限量標準 檢出件數(檢測值) 未檢出件數 檢驗結果 

鉛 30 ppm以下 4 (0.5 ~ 1.9 ppm) 2 符合規定 

鎘 2 ppm以下 4 (0.1 ~ 0.3 ppm) 2 符合規定 

汞 2 ppm以下 0 6 符合規定 

107年度重金屬檢驗結果 

備註：1. 定量極限：鉛0.5 ppm、鎘0.1 ppm、汞0.1 ppm及砷0.3 ppm 

2. 抽驗107件單方濃縮製劑，其中6件具限量規範；另非屬公告之101件
檢體，若以複方濃縮製劑之規範來比對，則有1件檢出鎘1.3 ppm，
超出規範 

中藥濃縮製劑(單方)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製劑後市場監測 

項目 限量標準 檢出件數(檢測值) 未檢出件數 檢驗結果 

鉛 10 ppm以下 18 (0.5 ~ 1.7 ppm) 83 符合規定 

鎘 0.5 ppm以下 19 (0.1 ~ 0.3 ppm) 82 符合規定 

汞 0.5 ppm以下 1 (0.1 ppm) 100 符合規定 

砷 3 ppm以下 16 (0.3 ~ 2.8 ppm) 85 符合規定 

107年度重金屬檢驗結果 

備註：1. 定量極限：鉛0.5 ppm、鎘0.1 ppm、汞0.1 ppm及砷0.3 ppm 

2. 抽驗112件複方濃縮製劑，其中101件屬公告200方製劑；另非屬公告 
    200方之11件檢體，若以現有規範為標準來比對，均符合其規範 

中藥濃縮製劑(複方)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製劑後市場監測 

104107年農藥殘留檢驗分析【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留分析方法(五) 】 

【 104-106年310項；107年373項】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檢出件數 30 28 39 49

未檢出件數 135 174 183 170

檢出率(%) 18.2 13.9 17.6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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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濃縮製劑(單、複方)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製劑後市場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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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項) 

農藥品項數 檢出次數 

104107年農藥殘留檢驗分析【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留分析方法(五) 】 

【 104-106年310項；107年373項】 

中藥濃縮製劑(單、複方)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傳統 0 74 61 58 59 46 28 30

不合格(件) 0 7 3 2 2 0 1 0

不合格率(%) 0 9.5 4.9 3.4 3.4 0 3.6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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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品質現況-中藥製劑後市場監測 

好氧性微生物總數 

中藥傳統製劑 

歷年抽驗件數分布及不合格率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製劑後市場監測 

項   目 限量標準 檢驗結果 

好氧性微生

物總數 

1.0 × 106以下

(CFU/g) 

30件符合限量範圍 

 (檢測值：介於< 10 ~ 

9.8 × 105  CFU/g之間) 

大腸桿菌 不得檢出 28件均未檢出 

沙門氏桿菌 不得檢出 28件均未檢出 

107年度微生物檢驗結果 

中藥傳統製劑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製劑後市場監測 

項目 限量標準 檢出件數(檢測值) 未檢出件數 檢驗結果 

鉛 
10 ppm 以

下 
11 (0.6 ~ 2.2 ppm) 19 符合規定 

鎘 
0.5 ppm 以

下 
4 (0.1 ~ 0.2 ppm) 26 符合規定 

汞 
0.5 ppm 以

下 
0 30 符合規定 

砷 3 ppm以下 4 (0.3 ~ 0.4 ppm) 26 符合規定 

107年度重金屬檢驗結果 

定量極限：鉛0.5 ppm、鎘0.1 ppm、汞0.1 ppm及砷0.3 ppm 

中藥傳統製劑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製劑後市場監測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檢出件數 14 9 6 17

未檢出件數 44 37 22 13

檢出率(%) 24.1 19.6 21.4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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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7年農藥殘留檢驗分析【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留分析方法(五) 】 

【 104-106年310項；107年373項】 

中藥傳統製劑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製劑後市場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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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農藥品項數 檢出次數 

104107年農藥殘留檢驗分析【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留分析方法(五) 】 

【 104-106年310項；107年373項】 

中藥傳統製劑 



中藥品質現況 

中藥品質監測-中藥材 

• 檢體種類：30品項中藥材，共340件 

• 檢體來源：各縣市衛生局至轄區內中藥房抽查 

• 檢驗項目：重金屬、二氧化硫及農藥殘留 

• 判定依據：主管機關公告 

 



衛生福利部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月14日 

發文字號：衛部中字第1051860028號 

 
訂定藥事法第二十一條第三款所稱「藥品中一
部或全部含有污穢或異物者」，於菊花、蓮
子、白木耳、龍眼肉、烏梅乾、百合、枸杞、
山藥、薄荷、芡實、山楂、肉豆蔻、草豆蔻、
砂仁、黃精、絞股藍(七葉膽)、小茴香及八角茴
香等市售中藥材，其異常物質限量基準及檢驗
方法比照食品安全衛生管理等相關標準及規
定，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三月一日生效。 



衛生福利部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5月10日 

發文字號：衛部中字第1051860702號 

 

訂定藥事法第二十一條第三款所稱「藥品中一
部或全部含有污穢或異物者」，有關中藥材含
二氧化硫、黃麴毒素限量基準，並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五年八月一日生效。 

 

附「中藥材含二氧化硫、黃麴毒素限量基準」  

 



衛生福利部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5月10日 

發文字號：衛部中字第1051860702號 

 

一、為確保民眾用中藥用藥安全，特訂定本基準。 
 

二、中藥材含二氧化硫與黃麴毒素等異常物質依本基準

辦理。但礦物類中藥材除外，菊花、蓮子、白木

耳、龍眼肉、烏梅乾、百合、枸杞、山藥、薄荷、

芡實、山楂、肉豆蔻、草豆蔻、砂仁、黃精、絞股

藍(七葉膽)、小茴香及八角茴香等十八項市售中藥

材，依衛生福利部一零五年一月十四日衛部中字第

一○五一八六○○二八號令辦理。 

 

中藥材含二氧化硫、黃麴毒素限量基準                     附件 



衛生福利部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5月10日 

發文字號：衛部中字第1051860702號 

 

中藥材含二氧化硫、黃麴毒素限量基準(續)            附件 

三、中藥材含二氧化硫限量如下： 
 

1. 牛膝、葛根、天麻、天門冬、栝樓根(天花粉)、白

及、白芍、赤芍、白朮、山藥、百合、白果、龍眼

肉、烏梅、枸杞、山楂、大棗、黨參、當歸、芎藭

(川芎)、知母、山柰、蓮子、白木耳及芡實：400 

ppm。 

2. 除前款以外之中藥材：150 ppm。 

 



衛生福利部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5月10日 

發文字號：衛部中字第1051860702號 

 
中藥材含二氧化硫、黃麴毒素限量基準(續)            附件 

四、中藥材含黃麴毒素限量如下： 
 

1. 大腹皮、女貞子、山茱萸、胡椒、麴類、延胡索、橘皮、

黃耆、紅耆、柏子仁、使君子、檳榔、麥芽、決明子、遠

志、薏苡仁、地龍、蜈蚣、水蛭、全蠍、白殭蠶、酸棗

仁、桃仁、胖大海、陳皮、苦杏仁、香附、甘草、玄參、

射干、大棗、八角茴香、小茴香、山楂、枸杞、蓮子及防

風。 

2. 總黃麴毒素：10 ppb (黃麴毒素B1、B2、G1及G2之總量)。 

3. 黃麴毒素B1 ：5 ppb 。                                             (以下略) 



衛生福利部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8月10日 

發文字號：衛部中字第1051861110號 

 
一. 訂定藥事法第二十一條第三款所稱「藥品中一部或全部

含有污穢或異物者」，有關中藥材含重金屬限量基準詳
如附件，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月一日生效。 

二. 行政院衛生署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署授藥字第一
○一○○○五八六三號公告、一百零一年五月三十日署
授藥字第一○一○○○二三七一號令、九十八年七月二
十二日署授藥字第○九八○○○一九三二號令、九十五
年十一月十日署授藥字第○九五○○○三三四六號令及
九十三年一月十三日署授藥字第○九三○○○○二一一
號公告等規定與本基準有牴觸部分，自本基準生效日起
停止適用。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材監測 

品    項  件數 品    項 件數 品    項 件數 

三七 13 金銀花 15 連翹 11 

五味子 14 厚朴 10 菟絲子 8 

天門冬 13 枳實 8 黃芩 11 

地骨皮 13 香附 10 黃柏 13 

艾葉 14 夏枯草 11 蒼朮 11 

西洋參 14 柴胡 12 酸棗仁 11 

何首烏 11 桔梗 14 澤瀉 12 

芍藥(1) 14 茵陳 10 獨活 7 

貝母(2) 11 荊芥 7 續斷 11 

延胡索 12 梔子 9 骨碎補 10 

107年度中藥材監測品項(30)及件數(340)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材監測 

年  度 品 項/抽驗件數 誤用藥材 誤用件數 

105 

五加皮/10 香加皮 9 

黃    耆/10 紅    耆 6 

懷牛膝/12 味牛膝 1 

中藥材鑑定結果 

106 
黃    耆/11 紅    耆 2 

澤    漆/1 彎蕊開口箭 1 

107 

枳    實/11 綠衣枳實 4 

骨碎補/10 大葉骨碎補 10 

茵    陳/10 北茵陳(牛至) 1 

菟絲子/8 多類種子混合及偽製品 1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材監測 

年  度 品 項/抽驗件數 
非藥用部位過多 

(件數) 
檢查結果 

(%) 

107 

柴    胡(1)/12 9 16.8~91.2 

夏枯草(2)/11 9 65.9~96.9 

菟絲子(2)/7 6 9.4~19.3 

中藥材鑑定結果 

註：(1)臺灣中藥典第二版：所含柴胡莖及葉不得超過10.0%  
(2) 中藥藥物諮詢委員會中藥製劑小組98年第7次會議紀錄決議：中
藥材之夾雜物，基於藥品品質及安全考量，非毒劇類之藥材，若
臺灣中藥典或其他各國藥典未收載其夾雜物限量者，應不得超過
5%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材監測 

酸橙 

【枳實】 

芸香科植物酸橙
Citrus aurantium L.
及甜橙Citrus 
sinensis L. Osbeck
的乾燥幼果 

【綠衣枳實】 

芸香科植物枸橘
Poncirus trifoliata (L.) 
Raf.之乾燥幼果 

甜橙 

綠衣枳實 果實表面具
絨毛，果實
瓢囊8瓣以下 

果實表面不具
絨毛，果實瓢
囊8瓣以上 

果實表放大圖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材監測 

107年市售中藥材檢體 

綠衣枳
實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材監測 

骨碎補 

【骨碎補】 

水龍骨科植物槲蕨Drynaria 
fortunei (Kunze) J. Sm. 之
乾燥根莖 

【大葉骨碎補】 

骨碎補科植物大葉骨碎補
Davallia formosana 
Hayata之乾燥根莖 

大葉骨碎補 

橫切面維管束呈
黃色，點狀排列
成環 

橫切面維管束
呈黃色，點狀
排列成環，中
間呈半月形 

縱切中間維管束呈線形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材監測 

107年市售中藥材檢體 

大葉骨
碎補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材監測 

茵陳蒿 

【茵陳】 

菊科(Compositae)植物
濱蒿Artemisia scoparia 
Waldst. et Kit.或茵陳蒿
A. capillaris Thunb.之乾
燥地上部。春季採收的幼
苗習稱綿茵陳 ，秋季採
割帶花蕾習稱茵陳蒿  

【北茵陳】 

唇形科科植物牛至
Origanum vulgare 
L. 乾燥地上部 

北茵陳(牛至) 

葉對生，卵形葉 

聚繖花序頂生 

線形葉 頭狀花序卵形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材監測 

107年市售中藥材檢體 

北茵陳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材監測 

菟絲子 

【菟絲子】 

旋花科植物南方菟絲子Cuscuta 
australis R. Br.或菟絲子Cuscuta 
chinensis Lam.之乾燥成熟種子 

 

【多類種子混合及偽製品】 

市售檢體 偽製品 

偽製品
橫切面
及內部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材監測 

市售檢體 
放大圖 

非藥用部分 

(雜質及其他種子) 

中藥材鑑定結果-非藥用部位過多 

【菟絲子】 

旋花科植物南方菟絲子Cuscuta australis R. Br.或菟絲子Cuscuta 
chinensis Lam.之乾燥成熟種子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材監測 

【柴胡】 

繖形科植物柴胡 Bupleurum chinense DC.

或狹葉柴胡Bupleurum scorzonerifolium 

Willd.之乾燥根 

虛線以上為地上部(非藥用部位) 

中藥材鑑定結果-非藥用部位過多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材監測 

市售檢體 

中藥材鑑定結果-非藥用部位過多 
【柴胡】 

繖形科植物柴胡  Bupleurum chinense DC.或狹葉柴胡
Bupleurum scorzonerifolium Willd.之乾燥根 

非藥用部位 
地上部位(莖)-有環節及髓部 藥用部位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材監測 

【夏枯草】 

唇形科植物夏枯草 Prunella vulgaris L. 之乾燥果穗 

地上部 

(非藥用部位) 
果穗 

夏枯草 

中藥材鑑定結果-非藥用部位過多 

市售檢體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材監測 

品    項  件數 品    項 件數 品    項 件數 

三七 13 金銀花 15 連翹 11 

五味子 14 厚朴 10 菟絲子 7 

天門冬 13 枳實 4 黃芩 11 

地骨皮 13 香附 10 黃柏 13 

艾葉 14 夏枯草 11 蒼朮 11 

西洋參 14 柴胡 12 酸棗仁 11 

何首烏 11 桔梗 14 澤瀉 12 

芍藥(1) 14 茵陳(3) 9 獨活 7 

貝母(2) 11 荊芥 7 續斷 11 

延胡索 12 梔子 9 共計 324 

進行中藥材異常物質檢測品項及件數 

註：(1)芍藥：包含11件白芍及3件赤芍；(2)貝母：包含7件平貝母及4件浙貝母 
            (3)茵陳：9件均為綿茵陳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材監測 

編號 品項/抽驗件數 不合格件數(檢測值 ppm) 限量規範(ppm) 

1 天門冬/11           6 (544~1036) 400 

2 貝母/11           5(a) (262 ~1334) 150 

3 延胡索/11           10 (442~1927) 150 

4 柴胡/12           1 (189) 150 

5 桔梗/10           2 (942、1002) 150 

6 連翹/8           2 (179、625) 150 

7 黃柏/10           5 (264~1103) 150 

8 蒼朮/9           1 (299) 150 

9 獨活/7           5 (500 ~ 1442) 150 

10 續斷/11           7 (571~2927) 150 

107年度二氧化硫監測結果(295件檢體) 

衛生福利部令  中華民國105年5月10日衛部中字第1051860702號 

44件 
註：(a) 貝母：包含3件平貝母及2件浙貝母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材監測 

編  號 品項/抽驗件數 檢出件數(檢出值；ppm) 

1 天門冬/2  2 (1058、1718) 

2 芍藥/4  3 (112~169) 

3 延胡索/1  1 (577) 

4 枳實/1  1 (62) 

5 桔梗/4  3 (122、641、795) 

6 連翹/3  3 (30~141) 

7 黃柏/3  2 (415、504) 

8 蒼朮/2  2 (16、373) 

107年度二氧化硫監測結果(產品製造日期在公告前；30件) 

註：未檢出品項(件數)：三七(2)、五味子(1)、地骨皮(2)、厚朴(1)、 
        茵陳(綿)(1)、黃芩(2)、澤瀉(1) 

8件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材監測 

鉛 鎘 汞 砷 

N.D. ~ 4.1 ppm N.D. ~ 3.1 ppm* N.D.  N.D. ~ 2.1 ppm 

107年度重金屬監測結果(324件檢體) 

鉛 鎘 汞 砷 

N.D. ~ 5.2 ppm N.D. ~ 0.4 ppm N.D.  N.D. ~ 0.9 ppm 

衛生福利部令  中華民國105年5月10日衛部中字第1051860702號 (283件檢體適用) 

行政院衛生署令  中華民國98年7月22日署授藥字第0980001932號 (23件檢體適用) 

鉛 鎘# 汞 砷 

N.D. ~ 4.1 ppm N.D. ~ 2.7 ppm N.D.  N.D. ~ 1.1 ppm 

不具限量規範 (18件檢體) 

註：*續斷1件及茵陳(綿)3件超出限量基準 

註： #茵陳(綿) 2.7 ppm 

註：定量極限：鉛0.5 ppm、鎘0.1 ppm、汞0.1 ppm及砷0.3 ppm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材監測 

編  號 
品  項/ 
抽驗件數 

DDT總量 
(1.0 ppm以下) 

BHC總量 
(0.9 ppm以下) 

PCNB (Quintozene) 
(1.0 ppm以下) 

1 
西洋參/ 

14 
N.D.~0.2 N.D.~0.1 N.D. ~1.4* 

107年度農藥殘留監測結果(具限量規範) 

註：*2件超出限量基準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材監測 

編號 品名 檢體件數 檢出件數 檢出率(%)  

1 三七 13 13 100 

2 西洋參 14 14 100 

3 金銀花 15 15 100 

4 枳實 4 4 100 

5 茵陳(綿) 9 9 100 

6 澤瀉 12 12 100 

7 艾葉 14 13 93 

8 貝母 11 10(a) 91 

9 延胡索 12 7 58 

10 夏枯草 11 6 55 

107年度農藥殘留監測結果『106年8月31日衛授食字第

1061901690號公告修正之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留分析方法(五) 373項』 

註：(a) 貝母：包含6件平貝母及4件浙貝母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材監測 

編     號 品     名 單件檢出農藥品項數 件   數 

1 金銀花 15 1 

2 金銀花 13 4 

3 三七 13 1 

4 金銀花 12 2 

5 金銀花 11 2 

6 三七 11 2 

107年度農藥殘留監測結果『106年8月31日衛授食字第

1061901690號公告修正之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留分析方法(五) 373項』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材監測 

• 324件之中藥材檢體，120件檢出農藥殘留，共計

77品項農藥 

• 檢出頻率以Carbendazim (貝芬替；46件)最高，

其次為Chlorpyrifos (陶斯松；42件)，

Procymidone (撲滅寧；29件)， Triadimenol 

(三泰隆；26件)，Imidacloprid (益達胺；22件) 

107年度農藥殘留監測結果『106年8月31日衛授食字第

1061901690號公告修正之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留分析方法(五) 373項』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材監測 

108年市售中藥材檢體 

品項/預定抽驗件數 目前誤用情形 

桑寄生/14 槲寄生、桑枝 

王不留行/14 野牡丹 

木通/12 川木通 

白花蛇舌草/11 水線草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材監測 

桑寄生 

【桑寄生】 

桑寄生科植物桑寄生
Taxillus chinensis (DC.) 
Danser之乾燥帶葉莖枝 

【槲寄生】 

桑寄生科植物槲寄生
Viscum coloratum 
(Komar.) Nakai之乾
燥帶葉莖枝 

槲寄生 

表面皮孔縱橫交錯 

 

斜切飲片形成層
環明顯，射線類
白色 

皮部黃棕色，
有明顯縱皺紋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材監測 

桑寄生 

【桑寄生】 

桑寄生科植物桑寄生
Taxillus chinensis (DC.) 
Danser之乾燥帶葉莖枝 

【桑枝】 

桑科植物桑Morus 
alba L.之乾燥枝條 

桑枝 

表面皮孔縱橫交錯 

 

生長快、年輪寬，
質地較為鬆散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材監測 

王不留行 

【王不留行】 

石竹科植物麥藍菜
Vaccaria segetalis (Neck.) 
Garcke之乾燥成熟種子 

【野牡丹】 

野牡丹科植物野牡丹
Melastoma candidum 
D. Don之乾燥粗莖及根 

野牡丹(莖) 

種臍側有
一凹溝 

可見年輪 

有皮部殘留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材監測 

木通 

【木通】 

木通科植物五葉木通Akebia 
quinata (Thunb.) Decne.、三葉
木通Akebia trifoliata (Thunb.) 
Koidz.或白木通Akebia trifoliata 
(Thunb.) Koidz. var. australis 
(Diels) Rehd.之乾燥藤莖 

【川木通】 

毛茛科植物繡球藤Clematis 
montana Buch.-Ham.或小木
通Clematis armandii Franch.
之乾燥莖 

川木通 

表面灰棕色，有多數
不規則裂紋。皮部黃
棕色，木部黃白色，
導管束作放射狀排列 

木部淺黃棕或淺黃
色，呈放射形狀，
有排列緊密、大小
不等的小孔導管 



中藥品質現況-中藥材監測 

白花蛇舌草 

【白花蛇舌草】 

茜草科植物白花蛇舌草
Hedyotis diffusa 
Willd.之乾燥全草 

【水線草】 

茜草科植物水線草
Hedyotis corymbosa 
(L.) Lamk.之乾燥全草 

水線草 

托葉頂端 

有1~4小齒 

蒴果對生，具
短梗 

蒴果2~5，果梗纖細而長 

托葉頂端 

有短刺毛數條 



結              論 

• 中藥原料藥材混誤用情形仍不斷發生，
應由源頭管理方可獲得正確基原及品質
良好之中藥材。 

• 市面上仍有販售些許不法中藥，應提醒
周遭親朋好友切勿購買來路不明藥品。 

• 中藥製劑係經由GMP藥廠嚴格管控其製
程及品質，製劑之不合格率明顯低於中
藥材。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