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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藥品種繁多，產地廣闊，由於
歷代本草記載、地區用藥名稱和使用
習慣的不同，類同品、代用品和民間
用藥的不斷出現，中藥材的同名異物、
品種混亂現象普遍存在，直接影響到
藥材品質。其它如栽培、產地、採收
和加工方法的不同，也與藥材品質有
關。所以，對基原複雜的常用中藥材
進行系統的品種整理和品質研究，是
保證和提高藥材品質，促進中藥標準
化，發展中醫藥的重要課題。 



4 

    在中藥的整理研究過程中，中藥的鑑定是一
項必須進行的基礎工作。中藥品種繁多，產地
廣泛，應用歷史悠久，由於歷代本草記載、地
區用語、使用習慣的不同，類同品、代用品和
民間用藥的不斷涌現，以及同科屬藥材外形相
似等因素，中藥的同名異物、同物異名等品名
混淆現象普遍存在，影響到化學成分、藥理作
用等研究的科學性和製劑生產、臨床應用的正
確性。例如，“白頭翁”藥材（抗阿米巴痢疾
藥）有16種以上的植物來源，分屬於4科12屬，
而正品白頭翁應是唐本草所記述的，即毛茛科
植物白頭翁(Pulsatilla chinensis)的根，含
三萜皂苷，治療阿米巴痢疾有效，有些“白頭
翁”不含三萜類成分，並無抗痢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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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藥鑑別方法 

•品種鑑別 

•性狀鑑別 

•顯微鑑別 

•化學鑑別 

•活性鑑別 

•基因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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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種鑑別 

   中藥的原植（動）物鑑定，是應用分類
學的方法，把各種植（動）物藥的生物
來源加以科學鑑定，確定學名。這是中
藥鑑定研究的首要工作，也是中藥資源
開發、利用的依據。 

    中藥大多取自植物界。在鑑定中藥
基原的工作中掌握植物分類學的知識和
方法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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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狀鑑別 
    中藥的性狀鑑定，主要是利用人的
感官，即用看、摸、聞、嘗等方法，
觀察藥材的形狀、大小、色澤、表面
特徵、質地及折斷面特徵，並辨別其
氣味，以鑑定其真實性和純度。這種
方法具有簡便、易行、迅速的特點。
中藥界由於長期的經驗積累，創造了
生動形象的鑑別用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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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外形時，常用頭（根、根
莖的上端）、蘆（根端短縮的根
莖）、身（主根部分）、梢（根下
部或支根）、鬚（根鬚或小根）、
紋、皺、槽、溝、連珠（根、根莖
膨大部成連珠狀）等描述；觀察斷
面特徵或飲片時，常用心（中心
部）、菊花紋、車輪紋、雲紋、網
紋、朱砂點、粉塵（指澱粉）、霜
（指析出的結晶）等詞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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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鑑別認為黨參是皮鬆肉緊有
獅子頭；何首烏斷面有雲紋（皮部
有異型複合維管束）；蒼朮斷面有
朱砂點（棕紅色油室）；丹皮以皮
細肉厚，亮星點（丹皮酚結晶）多
者為佳等，都與組織構造特徵及所
含化學成分有關，有一定的科學意
義。在鑑定工作中，應把傳統的經
驗鑑別和現代科學方法結合起來，
以提高性狀鑑定水準。 



10 

顯微鑑別 
    中藥的顯微鑑定，主要是利用顯微鏡觀
察藥材的內部組織構造及細胞內含物，描
述顯微特徵，以鑑定藥材的真實性和鑑別
類似品、代用品的一種方法。通常應用於
單憑性狀不易識別的藥材、性狀相似不易
區別的多來源藥材、切碎的和粉末狀態的
藥材，以及分析鑑定用粉末藥材製成的中
藥成方製劑等。 



11 11 

•顯微鑑別 = 基原鑑定 

需比對標準品藥材或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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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鑑別 
   利用藥材中存在的某種化學成分的性質，
通過化學方法或儀器分析來鑑定藥材的真
偽和純度。 

    近幾年來，理化分析鑑別已成為中藥
材和中藥製劑品質評價和真偽鑑定的重要
檢驗方法。薄層層析和掃描、氣相層析、
高效液相層析等已廣泛應用於中藥之鑑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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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鑑別 
    活性鑑別又稱為生物測定，是利用藥物
對於生物（整體或離體組織）所起的作
用，以測定藥物的效價或作用強度的一種
方法。它是以藥理學為基礎的。此法適用
於一些因缺乏適當的準確理化分析方法來
決定其有效成分的含量或效價，必須通過
藥理作用的觀察用效價單位來表示，如洋
地黃含強心苷成分的測定等。 

    生物測定通常採用標準品和檢品對照
的方法來確定檢品的效價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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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因  鑑  定 
Genetic DNA Identification 

• Tissue/cell lysis 
• Genomic DNA isolation 
• Purification 
• Alcohol precipitation 
• PCR amplification 
• DNA 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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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分子鑒定技術 

新版藥典對於蘄蛇、烏梢蛇蛇類
藥材及貝母，採用了DNA分子鑒定
技術。 

 

2015年版中國藥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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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度鑑別 
• 乾燥減重 

• 灰分測定 

• 酸不溶性灰分 

• 稀醇抽提物之含量測定 

• 主成分含量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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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燥減重 
   藥材中水分含量的多少，是貯藏過程中保證
品質的一項重要條件，水分含量超過一定限
度，藥材容易霉壞，且能使有效成分分解。規
定藥材的水分限度是為了保證藥材所含水分不
因超過限度而發霉變質。水分測定的方法分烘
乾法和甲苯法。供測定的藥材樣品，一般先破
碎成直徑不超過3mm的顆粒或薄片，直徑在3mm
以下的花類，種子和果實類藥材，可不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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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分測定 
    藥材中灰分的來源，包括藥材經灰化後的
不揮發性無機鹽，及藥材附著或摻雜的不揮
發性無機鹽類。同一品種的同一藥用部分，
其固有的灰分量應該近似，故規定藥材的灰
分限度，可鑑別藥材品質及潔淨程度。"灰
分"包括總灰分及酸不溶性灰分等。總灰分
係藥材完全灰化後的不揮發性無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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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不溶性灰分 
    酸不溶性灰分係指總灰
分中不溶於酸（稀鹽酸）
的灰分，酸不溶性灰分的
限制，對容易附帶泥沙的
藥材質量特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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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重  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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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粉 
• 據悉，硫酸鎂為白色細小的斜狀或斜柱狀結晶，
無臭、味苦，易溶于水，密度比較大。中藥材、
中藥飲片在硫酸鎂水溶液裏浸泡後，硫酸鎂就會
吸附到中藥材、中藥飲片內部。“加重後的藥材
晾乾後，重量至少可以增加20%，多的可以增加幾
倍。不是內行人，很難分辨出來。”亳州市一位
不願透露姓名的藥商告訴記者，“亳州市市場上
出售的硫酸鎂大多來自上海、連雲港、大連和青
島的化工廠，其中一個品牌還對外出口，這個品
牌價格最高，使用後也最難辨別。”據記者調查，
目前亳州市市場上硫酸鎂價格在30-38元一袋，每
袋100公斤，換算成一公斤也就是6毛錢左右。
“就算是10元一公斤的藥材，使用加重粉加重一
倍後，6角一公斤的硫酸鎂按10元賣，一算就知道
能賺到多少非法利潤。”這位藥商說，“暴利是
不法藥商使用加重粉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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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重  粉 

• 在亳州市市中藥材市場發現有16個易於
使用硫酸鎂加重的中藥材，分別是黃連、
豬苓、小通草、白朮、草豆蔻、百部、
黃芩、白鮮皮、升麻、木香、威靈仙、
射幹、蒼朮、丹參、紫河車、白豆蔻等
品種，這些大都是一些質地較鬆散的藥
材。(金銀花、 防風、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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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藥材的成分尚不清楚或尚無確
切的測量方法時，則可依據已知成
分的溶解性質，選擇適當的溶劑作
浸出物的含量測定，以判定藥材的
品質。通常選用一定濃度的乙醇作
浸出物測定，凡供測定的藥材樣
品，均須粉碎使能通過2號篩，並
混合均勻。 

稀醇抽提物之含量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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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分含量測定 
    有效成分或主要成分等的定
量。含量測定的方法以精密、準
確、簡便、快速為原則，並注意新
儀器、新技術的應用；含量限度的
規定，緊密結合藥材商品規格、等
級及多來源的實際情況，規定合理
的範圍。含揮發油的藥材，可規定
揮發油含量。 



什麼是好的中藥材? 

 

好看之中藥材 



什麼是好的藥材 

1. 傳統上除注重道地藥材外，都重視藥材的外觀    
，以五官判別，要個頭大、顏色美觀，特別是飲
片要切得漂亮來區分等級，也因此耗費大量人力
。民眾在煎藥之前，能看得到藥材之外觀。 

2. 近年重視要材有效成分之多寡及藥理活性之優劣
，特別是最終產品已看不到原藥材之外觀。 

3. 另也重視藥材中農殘、重金屬、微生物、黃麴毒
素、二氧化硫之含量。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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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麗參種別 

天參 

地參 

良參 

切參 

尾參 



中藥廠 VS 中藥房、中醫院所 

1. 中藥廠與中藥房、中醫診所藥材選購之差                    
異 

2. 中藥廠安心飲片、日本漢方藥材飲片與中
藥房、中醫診所藥材飲片外觀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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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麴毒素限量基準2016 
Aflatoxin Limit for 37 Herbs, 2016 

• 黃麴毒素限量：  

– 適用品項(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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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總黃麴毒素為10 ppb(含黃麴毒素B1、B2、G1及G2之總
量)，黃麴毒素B1為5 ppb。 

Total Aflatoxin 10 ppb and 5 ppb for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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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硫限量標準  2016 
 

 
  400 ppm  25 種常燻硫磺之藥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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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ppm 除前款以外之中藥材 

 

 



臺灣中藥材重金屬通則規範（10/1/2017） 
The General Limit for TCM Heavy Metal 

  
 
  As (砷) ≦ 3.0 ppm 
  Pb (鉛) ≦ 5.0 ppm 
  Cd (鎘) ≦ 1.0 ppm 
  Hg (汞) ≦ 0.2 ppm 
 



推動中藥材之包裝標示 
 •   為解決民眾若買到不良的中藥材，無法追溯產品責

任歸屬之問題，衛生署自88年起以分批公告方式，共指定
324種進口及市售中藥材飲片，其標籤或包裝應標示「品
名、重量、製造日期、有效期限、廠商名稱及地址」等事
項，強化廠商對產品把關的責任，並使民眾對於所購買之
中藥材，可藉由包裝標示，認明產品的質量與廠生的責任
歸屬。各縣市衛生局亦不定期進行中藥材包裝標示之查核，
以確保民眾購買到的中藥材，均符合規範。101年度共抽
查到507件檢體，合格率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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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十三日  

發文字號：衛署中會字第八八０三七００八號  

主旨：公告黃耆、白朮、當歸、熟地黃、白芍等五種進口及市售中
藥材飲片，其標籤或包裝應標示品名、重量、製造日期、有效期
間、廠商名稱及地址等事項，並自民國八十八年十月十日起實施  

說明： 

1.藥事法第七十五條規定，藥物之標籤、仿單或包裝，應依規定事
項刊載。  

2.未依規定標示者，依藥事法第九十二條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罰鍰，輸入者倘未依規定標示，應不准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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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材包裝標示-1 

•品名 

•重量 

•廠商名稱及地址 

•製造日期及有效期間或保存期限 

•批號 

•類別 

•炮製方式(屬毒劇中藥材之應標示項目)  

•產地(國家) 

•保存方法與使用建議注意事項 

104年8月1日起實施修正「中藥材飲片之標籤或包裝應標示事項處
理原則」 

自104年8月1日起，產製之產品，均須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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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材包裝標示-2 
– 中藥材類別分一般中藥材及毒劇中藥材等二類。 

– 毒劇中藥材品項依臺灣中藥典規定。 

• 生千金子、生川烏、生天仙子、生巴豆、生半夏、 

   生甘遂、生白附子、生附子、生南星、生狼毒、 

   生草烏、生馬錢子、升藤黃、白降丹、芫花、 

   洋金花、砒石、砒霜、斑蝥、雄黃、蟾酥。  
 

– 未依規定標示者，依藥事法第92條第1項，以違
反第75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200萬
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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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包裝中藥飲片調劑 



小包裝中藥飲片的概念 

• 小包裝中飲片一般是指中藥飲片廠特製的
以全透明聚乙烯塑料或無紡布等作為包裝
材料的小規格包裝的中藥飲片。 

• 中藥飲片廠按所需定制了3g 、6g 、9g 、
12g 、15g 、30g 等不同規格的小包裝。
中藥飲片配方人員再根據臨床醫生的處方
直接“數包”配方。 



傳統散裝飲片存在的主要問題 

• (一)稱不準、分不勻 

• (二)效率低 

• (三)複核難 

• (四)養護難 

• (五)浪費大 

• (六)衛生差 

 



小包裝中藥飲片的特點與優勢 

• (一)保持傳統特色 
• (二)質量控制提高 
• (三)劑量準確 
• (四)調劑簡易化 
• (五)易於複核 
• (六) 提高效率 
• (七)減少浪費 
• (八)改善環境  
• (九)利於貯存 
• (十)有利管理 
• (十一)提高透明度 



小包裝中藥飲片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1.一藥多名問題 

2.規格問題 

3.白色污染問題 

4.質量控制不足問題 

5.患者使用不便問題 

6.成本問題 

7.場地問題 

 
 



中藥材的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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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材的儲存 

 台灣目前所使用的中藥材（飲片）都是經過加工處理的

天然藥物。依其性質分為： 

(1)植物類：此類型中藥材所佔比例為百分之九十五。 

(2)動物類：通常取自於動物的皮、甲、骨、生殖器或是昆

蟲類，藥性較強。 

(3)礦石類：天然礦石經加工後提取之部份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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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材的儲存 

 中草藥採收後，絕大多數尚呈鮮品，因藥材內部含水量

高，若不及時加工處理，很容易霉爛變質，其藥用的有效成

分亦隨之分解散失，嚴重影響藥材品質和療效。 

 所以，除了少數要求鮮用或保持原狀外，大部分藥材必

須在産地初步加工。藥材經産地加工乾燥，剔除了雜物和藥

材的劣質部分後再嚴謹包裝，保證了藥材品質，同時可防止

霉爛腐敗，便於貯藏和運輸，從而可以提高藥材在臨床上的

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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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藥材質量的外界因素  

       中藥的性狀及其所含成分是決定該藥材品質
的主要標誌。貯藏保管的好壞，直接影響到中藥的成
分和性狀的變化，這些變化發生的外界因素，主要是
濕度、溫度、陽光和空氣。如空氣乾燥，會使藥材失
水而出現風化、酥脆、碎裂以及乾枯等性狀改變；在
溫度較高的情況下，含澱粉、蛋白質、糖類多的藥材
易於分解，發霉變質，改變中藥的性味；一些樹脂類、
浸膏中藥易於黏連、變形，藥材含的揮發油易於揮發，
失去原有的香氣。空氣中濕度大，會使藥材吸濕而增
加水分，造成藥材生霉、蟲蛀，含鹽質多的藥材，易
於潮解而出現泛潮流水現象。在日光和空氣的影響下，
對含有色素的藥材易發生褪色現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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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藏過程中藥材的主要變質現象 

蟲  蛀  

發  霉  

泛  油 

變  色  

散  氣  

失  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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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    蛀 
• 蟲蛀乃是指害蟲侵蝕藥材所造成的破壞作

用，由於大部分的藥材都含有醣類、蛋白

質、脂肪、澱粉等營養成分，便提供蛀蟲

良好的生長環境。 

• 害蟲最適合生長發育的條件為： 
    溫度在 15 ～ 35 ℃ 之間 

 相對濕度在 60 ﹪以上 

 藥材本身的含水量在 11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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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霉 
• 發霉，乃泛指中草藥藥材、飲片在受潮
後在藥材表面或內部引起黴菌滋生的現
象。 

• 主要是因為在空氣中飄浮著許多真菌的
孢子，一旦落在藥材之表面，再配合適
當的溫濕度條件，便可萌發成菌絲並進
而深入藥材組織分泌酵素，導致藥材破
壞，而失去藥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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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霉 
        發黴亦會讓中藥材受到黴菌類毒素
的 污 染 ， 最 常 見 的 赭 麴 毒 素
(Ochratoxin )與黃麴毒素(Aflatoxin)
都屬於黴菌類毒素，赭麴毒素可由
Aspergillus ochraceus產生，黃麴毒素
則由Aspergillus flavus，Aspergillus 
parasiticus等黴菌產生。Aspergillus
屬黴菌喜歡高溫多濕的生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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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霉變 

  黃麴毒素限量： 

總黃麴毒素為10 ppb（含黃麴毒素B1、 B2、G1及

G2之總和），黃麴毒素B1為5 p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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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atoxin B1 Alfatoxin B2 Alfatoxin G1 Alfatoxin G2 



發  霉 
• 一般防止藥材發霉的方法最重要是經

常保持藥材本身的乾燥，環境要陰涼

且通風，並使藥材所含的水分儘量減

少(15﹪以下)，相對濕度保持在70﹪

以下。 

• 氣調貯藏法以充氮氣，減少氧氣的方

式來防止發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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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霉 
• 容易發霉的藥材： 

–根及根莖類：牛膝、天門冬、玉竹、黃

精、當歸、百部、知母、紫菀 、黃芩。 

–果實種子類：龍眼肉、五味子。 

–花類：金銀花、菊花、款冬花、槐花。 

–草及葉類：馬齒莧、蒲公英、大青葉。 

–莖、皮、藤類：桑白皮、苦楝皮、雞血

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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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麴毒素限量基準2016 
Aflatoxin Limit for 37 Herbs, 2016 

• 黃麴毒素限量：  

– 適用品項(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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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總黃麴毒素為10 ppb(含黃麴毒素B1、B2、G1及G2之總
量)，黃麴毒素B1為5 ppb。 

Total Aflatoxin 10 ppb and 5 ppb for B1 



泛  油 
• 泛油一般乃是指中藥材所含的油
質由內部外溢的現象，當糖質或
黏液質在藥材表面呈油狀泛出時
，亦視為泛油。 

• 常見到泛油的原因包括藥物性質
、高溫多濕、不當擠壓、貯藏過
久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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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  油 
• 泛出的油脂常會因氧化作用而分解，進
而產生醛、酮產物，造成臭油埃等令人
不悅的味道。 

• 容易泛油的藥材，例如杏仁、桃仁、柏
子仁、枸杞子、天門冬、玉竹、牛膝等。 

• 可考慮在5～8℃低溫下貯藏，以防止藥
材泛油或泛糖等現象，並保持成分的安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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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色 
• 變色乃是指藥材、飲片在貯藏的過程發生

顏色改變的現象。 

• 藥材變色的原因最主要是受到酵素作用、

光線照射、氧化作用及溫濕度的影響；一

般含有flavonoids 、 anthraquinones 、

tannins等成分的藥材，易在酵素的作用

下形成大分子有色化合物，而使藥材變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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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色 
• 常見會變色的藥材，如玫瑰花、菊花、
槐花、紅花、麻黃、大黃、黃柏、番
瀉葉。 

• 儲藏時，除了要考慮避光之外，可以
低溫，低溼度防止藥材變色。商業的
包裝則可考慮以脫氧充氮的方式來防
止氧化作用引起的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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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氣 
• 散氣乃是專指一些含揮發性成分的中

草藥因貯存不當而造成揮散走氣，致

使藥材氣味發生改變的現象，氣味的

喪失則直接影響了藥效。 

• 氣味濃烈的植物科別，例如薑科、芸

香科、繖形科、木蘭科、樟科等植物

藥材所含的揮發油均屬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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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氣 
• 容易揮散走氣的藥材： 

– 根及根莖類：當歸、木香、獨活、川芎、

羌活、白朮、蒼朮、香附。 

– 果實種子類：小茴香、枳實、枳殼、砂仁

、肉豆蔻。 

– 草類：藿香、荊芥、薄荷、香薷、細辛。 

– 其他：乳香、麝香、降真香、檀香、沉香

、丁香、桂皮、厚朴、冰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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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藥材貯藏保存方法 

乾燥法 

冷藏法 

氣調節貯藏法 

輻射滅菌法 

化學藥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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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燥法 

• 害蟲對高溫的抵抗力較差，於環境溫度升高
到48 ℃以上時，害蟲在短時間內即死亡，
因此以日曬或烘箱烘乾即可達到良好的殺蟲
效果，又乾燥可減低藥材含水量，亦可防止
發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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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藏法 

• 利用5～8 ℃之低溫冷藏藥材，除了可
以抑制害蟲、黴菌的生長，尚有防變
色、防走油、防散氣、防發酵等作用；
高貴藥材及易受熱變質之藥材適合以
此方式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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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調貯藏法 

• 將藥材置於密閉容器內，有效控制容器內氧
氣的含量，以充填氮氣或二氧化碳方式，使
氧氣存留不到2%，除可殺蟲、防霉，又可避
免氧化作用造成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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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滅菌法 

• 應用鈷60Co- γ射線輻射滅菌，具有顯著的滅菌
殺蟲效果，可達到防霉、防蛀、防走油等防變質
的目的。 

• 優點：穿透力強、藥材溫度變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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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射製程的應用： 

一、滅菌產品： 

1.無菌醫療器材類(Medical Device)： 

2.藥品製劑類(Pharmaceutical)： 

3.無菌包材類(Packaging)： 

4.化妝品(Cosm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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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射製程的介紹 



照射製程的應用： 
二、保鮮殺蟲： 

   1.香辛料(Spices)、脫水蔬菜(Dry vegetable)
殺菌 

   2.中藥材殺菌除蟲(Herbs) 

   3.大蒜抑制發芽(Garlic) 

   4.冷凍食品殺菌 (Frozen Foods)  

三 、 工 業 產 品 的 交 鏈 聚 合 ： 熱 敏 電 阻 片
(Resistance)、電線電纜(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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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射製程的介紹 



中藥輻射滅菌探討 
Decontamin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with Gamma Irradiation 
  

周鳳英  鍾曉萍 

Chou Fong-In, Chung Hsiao-Ping   
  

國立清華大學原子科學技術發展中心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enter,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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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藥材貯存問題及醫療衛生需求 
 
1. 台灣每年進口大量中藥材，在高溫多濕的環境下，微生 
    物易於中藥材中大量滋生，將耗損藥材、抑低療效，甚 
    或產生不良物質，影響食用者之衛生安全。 
 
2. 常有大批中藥材因微生物污染而銷毀，由經濟及衛生安 
    全觀點，發展有效抑低藥材中微生物以達良好貯存品質 
    之方法具有必要性。 
 
3. 基於實際需求，國內部分廠家已進行中藥輻射滅菌: 
    甘草、當歸、冬蟲夏草、西洋參、黃耆、枸杞、靈芝、 
     珍珠粉、六味地黃丸等科學中藥方劑及四物湯包、人參 
     綜合茶包等。 

68 



            結 論 
1. 各中藥材及各中藥方劑中之微生物含量與微生物種 

    類有明顯差異。  
 

2.中藥輻射照射後之微生物殘存以直接置於培養基上 

   觀察微生物相及測其浸液中之懸浮菌數二種方式比 

   對，具互補作用，可確切了解其生菌數及微生物相。 
  

3.多數中藥材樣品以10 kGy之加馬線照射後可達完全滅 

   菌；而中藥方劑因其中多為孢子態菌落，因此以10 

    kGy劑量照射尚未完全無菌， 將提高劑量測試之。 
  

4. 經輻射照射後中藥成份無明顯改變且無輻射物質產，  

    輻射照射適中藥滅菌之理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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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  熏 

         有些藥材為了保持色澤潔白

、防止霉蛀，應在乾燥前用硫黃

薰一次。如山藥、澤瀉等，或近

乾時加熏一次，如天麻、川貝母

等。 



     中藥材在貯存加工過程中
常發生蟲蛀、發霉或變色等
質變現象，中藥業者因此常
施以燻硫磺之加工，以保存
藥材，唯燻硫磺後其硫磺或
硫化物殘留量是否過量或危
害人體，值得重視。 



      二氧化硫又稱亞硫酸酐，在室溫條
件下是一種無色氣體，具有強烈的刺
激性和窒息性臭氣。由於二氧化硫溶
於水中生成亞硫酸，因此，是一種腐
蝕性強的氣體，能侵蝕金屬及纖維，
還具脫色漂白作用。對倉蟲毒性亦高，
對於成蟲的致死性比殺滅幼蟲、蛹、
卵強。硫磺若不完全燃燒，則一部分
可昇華，並以光澤的小結晶顆粒沉降
在藥材表面不易除去，此現象會影響
藥材品質。 



不適用硫磺加工法藥材 

• 變酸：如枸杞、紅棗、黑棗等含有多量糖分
之藥材於燻蒸後，味易變酸。 

• 脂肪油受質：如杏仁、桃仁、柏子仁、酸棗
仁等含有脂肪油之藥材，經燻蒸後，其脂肪
油被氧化，而出現臭油味。 

• 變色：如菊科之紅花，經燻蒸後，其紅色變
成紫色；人參、菊花等經燻蒸後則被漂白。 

• 變形及變質：如菊花經燻蒸後，花瓣散開；
蓮子經燻蒸後，不易煮爛，難於供食用。 



      早期硫磺燻製加工在一般開
放室式空間，僅以帆布或塑膠
布等物加以遮蓋即進行燻蒸，
但由於所產生之二氧化硫氣體
具強烈之刺激性，因此逐漸改
為密閉式空間（燻櫥）加工，
但在大陸安國等地尚有利用馬
路旁人行道進行燻硫磺加工。 



二氧化硫殘留之檢驗（鹼滴定法） 

• 裝置：通氣蒸餾裝置 

 

• 混合指示劑：甲基紅0.2 g及
亞甲藍0.1 g溶於乙醇，使成
100 mL。 



氮氣 

中藥檢體5.0公克 
乙醇2 mL 
Silicon oil 2滴 
水20mL 
25%磷酸10 mL 

冷卻水 

0.3%過氧化氫10 mL 
混合指示劑二滴(溶液變成紫色) 
0.01 N氫氧化鈉溶液，使溶液顏
色成橄欖綠色 
 

二
重
冷
卻
管 

通氣蒸餾裝置 

A 

B 

SO2 ↑+ H2O2 → H2SO4 [SO2↑ + H2O  H2SO, H2SO3 + H2O2+ H2O  H2SO4 + 2H2O] 



實驗步驟 

↓卸下梨形瓶(A)以0.01 N氫氧化鈉滴定 

↓直到變橄欖綠色為止，同時作一空白對照試
驗，以測定出檢體中二氧化硫之含量。 

衛生署規定食品之安全容許量標準為 

    0.1~4 g/kg。 

 0.01 N氫氧化鈉溶液1 mL = 0.32 mg SO2 

 0.32 × 滴定mL數 ÷ 檢體重量 ＝ g/kg 



藥材長期保存與殘留二氧化硫之關
係檢驗結果 

• 二氧化硫殘留量與儲藏時間長短有關，儲藏時
間愈久二氧化硫殘留量愈少。 

• 白蘞經兩個月之儲藏期後，二氧化硫殘留量仍
高於0.5 g/kg 。 

• 川牛膝、廣防己及黃芩經一個月之儲藏期後，
二氧化硫殘留量仍高於0.5 g/kg 。 

• 天門冬及芡實經兩週之儲藏期後，二氧化硫殘
留量仍高於0.5 g/kg 。 

• 而山楂雖經硫磺燻蒸，但未檢測出有二氧化硫
殘留。  



中藥之二氧化硫之殘留許可量？ 

• 行政院衛生署對各類食品中二氧化硫之殘
留許可量在0.10~4.0 g/kg以下，唯對中
藥中硫磺殘留量一直未訂出標準，本研究
根據三年之實際檢驗測得結果，擬建議將
中藥之二氧化硫之殘留許可量訂在0.5 
g/kg以下。 

• 另建議業者儘量以冷藏方式儲存藥材，非
必要不要用硫磺燻蒸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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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中藥典的特色 

二氧化硫 ( SO2) 

 山藥、白果、百合─ 

重金屬 (Heavy metals) 

 白及、杜仲、桂皮─ 

 

農藥殘留限量 (Pesticide residues) 

 番瀉葉(總BHC量與總DDT量分別不得超過 (0.2 ppm)。 

鎘(Cd)：限量 2 ppm以下。 
鉛(Pb)：限量30 ppm以下。 
汞(Hg)：限量 2 ppm以下。 

殘留量不得高於50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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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硫限量 
• 韓國 2008 
  約300種中藥不得超過30 ppm 
 
• 大陸(2011) 
下列10 種常薰硫黃藥材不得超過 400 ppm 
  山藥、牛膝、葛根、天冬、天麻、天花粉、
白及、白芍、白术、黨参等  

   
 其他藥材一律不得超過15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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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針花（黃花菜，金針菜，萱草） 

二氧化硫限量標準 

最早規定二氧化硫限量: 500 ppm 
 

因農民反對，目前二氧化硫限量: 4000 ppm   
 

教育民眾，煮金針菜時，要先用水浸泡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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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二氧化硫限量 , 2016 
  

下列25 種常薰硫黃藥材不得超過 400 p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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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藥材一律不得超過15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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