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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人參非「人參」，是「商陸」

香港新聞



◎有毒植物是指某種植物對人類或家畜造成某種的傷
害，如死亡或某些組織器官等暫時性至長期性的傷害。

◎部分常見的園藝植物對人會產生致命的傷害，尤其
對兒童最具危險性。許多有毒植物如果食用相當大量
時，是會產生毒性(雖然不至於死亡)。這些植物之葉
片、花、果實或種子具有誘人色澤，嚐起來，因味道
不可口，誤食者通常會立刻將其吐出；或因誤食時，
口腔會產生類似灼燒般的疼痛，而將其吐出，除此之
外尚會使吞食者產生過敏的現象，由於以上的情況，
所以通常吞食不致過量時，對生命不會發生危害。

何謂有毒植物？



◎因食用或藥用而中毒
某些藥用植物（如杏仁、毛地黃），若食用過量，或
無意中利用有毒植物當材料來用（如以夾竹桃當筷
子），很容易造成中毒現象。

◎因吸入而中毒
如白千層花粉，人吸入後，常造成呼吸道不適，夾竹
桃燃燒後所產生之氣體，也很容易造成中毒現象。

◎因接觸而中毒
有許多植物（如漆樹）之汁液碰觸到人體後，往往會
造成紅腫或潰爛現象。

有毒植物中毒途徑



◎先採一小片置於舌尖，如有麻辣或強烈之辛味者，
最好不要食用。
◎手摸會癢者。
◎有乳汁的植物(除了您熟悉的桑科、菊科等成員外)，
很多種類或多或少具有毒性，在確認之前，不要隨便
採食。
◎野鼠、松鼠、鼯鼠、鳥類或其他哺乳動物食用的野
生蔬菜水果，通常我們人類也可以食用。
◎菜蟲吃的植物，亦可食用。

如何判斷有毒植物

●菜蟲



海檬果 (海芒果)
科名：夾竹桃科
有毒部位：全株，果實和
果仁的毒性最強。
中毒症狀：噁心、嘔吐、
腹痛、腹瀉、手腳麻木、
冒冷汗、血壓下降、呼吸
困難、心跳停止等。
(註)：海檬果的毒素為強
心配醣體，主要存在於果
實之中(有文獻指出吃半
個果仁，即可致死)

具白色乳汁





新聞剪輯

2006年12月9日：連吞三顆海檬果，險上西天。(自由時報)

台北榮總日前輾轉接獲一位病患吞下有毒的海檬果企圖自殺，
病患共吞下3顆海檬果，到院時，心跳每分鐘只剩下22下
（正常人約為60至80下），過去國內曾發生誤食一、兩顆海
檬果中毒的案例，刻意吞下毒果自殺，還是頭一次碰到。台
北榮總毒物科主治醫師楊振昌指出，這名自殺的病患摘了3
顆海檬果的果實剝開後吞下肚，結果立即出現臉麻、上肢麻、
胸悶、噁心、嘔吐、幻覺及心跳減慢的中毒症狀，由於痛苦
難耐，自己跑到醫院就醫。



黃花夾竹桃

科名：夾竹桃科
有毒部位：全株。
中毒症狀：舌頭有灼痛及
麻木之感，接著喉嚨乾燥、
刺痛，中毒的情形是噁心、
嘔吐、腹瀉、昏睡、瞳孔
放大、血壓升高，心跳變
慢且不規則，隨即心臟阻
塞。

具白色乳汁



夾竹桃

科名：夾竹桃科
有毒部位：全株。
中毒症狀：噁心、嘔吐、
腹部抽筋、暈眩、昏睡、
脈博微弱、心律不整、瞳
孔放大、瀉血、痙攣、呼
吸系統麻痺、失去知覺、
死亡。

具白色乳汁



2006年新聞(夾竹桃的致死人數最多)



馬茶花

科名：夾竹桃科
有毒部位：全株。
中毒症狀：誤食枝葉或
花朵，引起嘔吐、腹痛、
腹瀉等症狀。

具白色乳汁



小花黃蟬

科名：夾竹桃科
有毒部位：全株。
中毒症狀：誤食造成嘔吐、
腹瀉、發燒、噁心、嘴唇
紅腫、心跳加快、循環系
統障礙等。具白色乳汁



軟枝黃蟬

葉輪生

具白色乳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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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利筋

科名：蘿藦科
有毒部位：全株，乳
汁的毒性最強。
中毒症狀：誤食乳汁
引起虛弱、腫脹、無
法站立或行走，發高
燒、脈搏加速但微弱，
呼吸困難、瞳孔放大
等。

具白色乳汁



(樺斑蝶)幼蟲以藦蘿科植物為食，最喜歡馬利筋。由
於馬利筋有毒，這些毒性留在樺斑蝶幼蟲體內，使小
鳥吃後會不舒服。幼蟲身體呈黑黃相間的警戒色，有
六根黑色肉刺，三齡後肉刺基部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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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木

科名：豆科
有毒部位：花及種子。
中毒症狀：誤食種子中
毒後有頭暈、流口水、
腹脹、下痢等症狀。莖
皮的抽出物對家畜有催
吐作用和中樞神經的抑
制作用。



苦楝(諧音/可憐)

科名：楝科
有毒部位：根、莖皮及
成熟果實。
中毒症狀：噁心、嘔吐、
劇烈腹痛、下痢、頭痛、
昏睡、全身無力、體溫
上升、瞳孔放大、抽搐、
發抖、血壓下降、最後
因為呼吸麻痺而死亡。



白千層

科名：桃金孃科
有毒部位：花粉。
中毒症狀：敏感者吸入
花粉，往往造成呼吸道
過敏，猛打噴嚏、頭痛，
噁心、氣喘等，有時臉
部會出現小紅疹。



孔雀椰子

科名：棕櫚科
有毒部位：果肉及果汁。
中毒症狀：誤食果肉引起
腸胃發炎；誤觸果汁造成
皮膚發癢及發炎。

常被誤認成檳榔



福祿桐

科名：五加科
有毒部位：汁液。
中毒症狀：接觸其汁液，
可能引發紅疹；碰到口部
時，有時會引起腫痛而無
法吞嚥。



杜鵑花

科名：杜鵑花科
有毒部位：全株。
中毒症狀：誤食會產生
噁心、嘔吐、血壓下降、
呼吸抑制昏迷及腹瀉等
症狀。



變葉木

科名：大戟科
有毒部位：汁液。
中毒症狀：誤食汁液，有
腹痛及腹瀉等症狀。 。



烏桕

科名：大戟科
有毒部位：木材、乳
汁及葉片。
中毒症狀：誤食有腹
痛、腹瀉、腹鳴、頭
昏、四肢及口舌麻木、
耳鳴、面色蒼白、四
肢發冷等症狀。皮膚
過敏者接觸乳汁會引
起紅腫、糜爛等。

具白色乳汁



金剛纂 (火巷、火烘)

科名：大戟科
有毒部位：莖葉及乳汁。
中毒症狀：乳汁中的樹
脂接觸到皮膚後造成發
炎、起泡、接觸眼睛會
劇痛甚至失明；誤食小
量時引起劇烈下瀉、腹
痛，大量則刺激口腔黏
膜，引起嘔吐、頭暈、
昏迷、肌肉顫動等症狀。

具白色乳汁



聖誕紅(猩猩木)
科名：大戟科
有毒部位：全株。
中毒症狀：乳汁會引起皮
膚紅腫發炎，對眼睛亦有
相當的毒害。孩童吸食莖
部或嚼食葉子、花蕾、苞
片等，會引起喉頭燒痛乃
至嘔吐、腹瀉等。

具白色乳汁



猩猩草

具白色乳汁



麒麟花

科名：大戟科
有毒部位：全株。
中毒症狀：誤食引起口部、
喉部、及胃部不適，嚴重
時有嘔吐，腹瀉及衰弱等
現象。

具白色乳汁



曼陀羅類
科名：茄科
有毒部位：全株。
中毒症狀：出現抗乙醯膽鹼中毒症狀，
如：(1)中樞神經症狀：發熱、躁動不
安、焦慮、譫妄、視幻覺、運動失調、
眼球震顫、肌肉抽搐、痙攣、定向力
缺失、健忘、無法言語、精神混亂、
嗜睡，甚至昏迷。(2)週邊神經症狀：
血管擴張、皮膚泛紅、皮膚發乾、氣
管分泌減少、口乾舌燥、腹脹、便秘、
解尿困難、瞳孔放大、心跳加快、血
壓上升或下降。(3)一般食後0.5〜2小
時出現症狀，可能為口咽發乾、吞咽
困難、聲嘶、脈快、瞳孔放大、皮膚
乾燥潮紅、發燒等。食後2〜6小時可
能出現譫妄、幻覺、躁動、抽搐、意
識障礙等精神症狀。嚴重者常於12〜
24小時出現昏睡、呼吸淺慢、血壓下
降，以至發生休克、昏迷及呼吸麻痺
等。



2002年12月13日新聞(治咳嗽 誤食曼陀羅花中毒)



新聞剪輯

2012年3月29日：摘曼陀羅煮蛋花湯，3人下肚神經中毒。

苗栗縣苑裡鎮彭姓鄰長(男性)採摘自宅前栽種的大花曼陀羅
花苞，加香菇頭煮蛋花湯和2名友人一起食用，結果引發神
經性中毒，送醫時3人皆已呈現「譫妄症」現象，神智不清、
心跳加速且瞳孔放大，醫師緊急施打副交感神經抑制劑之
「拮抗劑」才撿回性命。其中彭先生和劉小姐分別喝了2碗，
症狀較嚴重；負責烹調的王小姐將湯汁摻入飯裡食用，症
狀較輕。(王小姐表示食用後沒多久，開始覺得全身暈眩、
四肢無力。她說「只知道以前曾經吃過，沒甚麼事」)



2006年3月17日：聽信草藥可治癌？夫婦誤食大花曼陀羅中
毒。

台中縣一對夫妻，因太太罹癌，而聽信朋友介紹某種草藥
可治療癌症，先生便取該藥草兩根(大約都12〜15公分)，加
里肌肉煮來吃，由於湯頭不錯，自己也就喝了兩碗，老婆
也喝了一碗半，不料喝完5分鐘後，兩人就出現頭昏目眩、
臉色發白等現象，陳先生的瞳孔也有放大情形，家人緊急
將他們送到童綜合醫院急診室，醫師將家人所帶來的草藥
進行比對，發現患者是誤食「大花曼陀羅」引起中毒。(醫
師表示由於家人將他們所吃的藥草一併帶到醫院，所以很
快就可找出病因)



2004年5月14日：採錯藥！母子誤服曼陀羅中毒送醫。

宜蘭40多歲的高先生，充滿孝心上山採草藥，熬湯給70多
歲的老媽媽喝，不料卻誤採到有毒的「曼陀羅」，兩人喝
了險些送命，幸好及時送醫母子兩人才撿回小命。【高先
生說吃這個喉嚨很乾燥，快要束起來…(台語)】

2002年12月13日：曼陀羅花誤作曇花，兩童誤食昏迷。

楊梅有一家人因為小孩久咳不癒，媽媽就嘗試用傳統療法
「曇花煮冰糖」，沒想到兩個孩子各喝1碗，不到半小時就
意識不清，連窗簾都看成爸爸，才知道原來草藥店賣的不
是曇花，而是有強毒性的曼陀羅花。





顧氣管之藥草 (無毒)
曇 花



霸王花(火龍果)

顧氣管之藥草 (無毒)

http://jh.fsbhh.com/upfile/20100828130356.jpg�


南非葉

科名：菊科
藥用部位：全株或葉。
中毒症狀：過量可能導致
猛爆性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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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露花

科名：馬鞭草科
有毒部位：果實。
中毒症狀：誤食會造成腹
痛、腹瀉、昏昏欲睡、發
燒、痙攣等症狀。



馬纓丹

科名：馬鞭草科
有毒部位：枝葉及未成熟
果實。
中毒症狀：誤食會造成慢
性肝中毒、有腹瀉、發燒、
衰弱、嘔吐、步履不穩、
呼吸急促、昏迷、黃疸等
症狀。

乳黃馬纓丹(栽培種)

攝影(比賽)好題材



黃馬纓丹(栽培種)

橙紅馬纓丹(變種)

花色多變化，栽培容易
俗稱五色梅、珊瑚球等



西洋白花菜

科名：白花菜科
有毒部位：全株。
中毒症狀：食用多量之莖
葉，引起視覺模糊，四肢
無力、頭痛、頭暈、瞳孔
中度放大、對光反射遲頓
等症狀，嚴重者在１〜２
日後完全失明、癱瘓等。



粗肋草
科名：天南星科
有毒部位：全株。
中毒症狀：誤食莖葉會造
成口舌發炎、腹瀉、胃痛
等症狀。

黃金葛
科名：天南星科
有毒部位：汁液。
中毒症狀：汁液經常引起
皮膚炎；如接觸到口部，
會造成嘴唇紅腫，甚至腹
瀉等症狀。



海 芋
科名：天南星科
有毒部位：塊莖、佛焰苞
及肉穗花序。
中毒症狀：咀嚼一小塊塊
莖後即可引起喉部腫痛及
嘴部麻醉。

姑婆芋
科名：天南星科
有毒部位：汁液。
中毒症狀：誤食易引起口
部、喉部及胃部灼痛。



見青即是藥 藥即是毒





咬人貓

科名：蕁麻科
有毒部位：全株各部位之
焮毛。
中毒症狀：人的皮膚若觸
及焮毛，有立即的刺痛或
灼痛感，十分難受，大約
要半日後才逐漸恢復。
解毒：用姑婆芋的葉子搗
碎、或鹼性的肥皂水、尿
液來酸鹼中和，就可以解
毒、消腫止癢。



蠍子草

咬人狗

解藥 / 姑婆芋





如果發現有誤食或觸摸有毒植物時，應儘速送醫並根據以下
原則予以適當的治療：

◎一般治療
給誤食有毒植物者治療之原則，應以阻止或減慢毒素的吸收
為首要目的，並立即設法除去毒素。所以其步驟為：清洗，
催吐，洗胃，導瀉，灌腸，服用沉澱劑、吸清劑和保護劑，
輸液排毒及加速排洩。

◎服用解毒劑
解毒劑的主要解毒原理是氧化或是中和毒素。

◎對症下藥
誤食有毒植物時，人體內各器官的功能往往發生嚴重的障礙，
必須儘速處理（如注射強心劑，人工呼吸等等)，才有復原的
機會。

中毒之治療原則



謝謝聆聽

敬祝 闔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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