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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部中藥科臨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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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查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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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文獻調查分析

浸泡30~60min

加水6~12倍
煎煮40~4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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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二、中醫經典怎麼記載

一、從一件不良反應事件說起

三、傷寒論湯劑煎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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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殊煎煮法

五、煎煮時間、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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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傷寒論(兩) 基準方劑(183傷寒雜病論)

半夏 2.5合(0.6) 半夏 3

大棗 6枚(0.4) 大棗 2

柴胡 4(2.67) 柴胡 5(2.5)

生薑 1.5(1) 生薑 2(1)

人參 1.5(1) 人參 2(1)

龍骨 1.5(1) 龍骨 2(1)

桂枝 1.5(1) 桂枝 2(1)

茯苓 1.5(1) 茯苓 2(1)

大黃 2(1.33) 大黃 2.5(1.25)

牡蠣 1.5(1) 牡蠣 2(1)

黃芩 1.5(1) 黃芩 2(1)

鉛丹 1.5(1)

科中
半夏 2.1(1)

大棗 2.1(1)

柴胡 2.1(1)

生薑 2.1(1)

人參 2.1(1)

龍骨 2.1(1)

桂枝 2.1(1)

茯苓 2.1(1)

大黃 2.8(1.33)

牡蠣 2.1(1)

黃芩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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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傷寒論如何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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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寒論科學化新註-- 承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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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醫經典怎麼記載

一、從一件不良反應事件說起

三、傷寒論湯劑煎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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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殊煎煮法

五、煎煮時間、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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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四部經典巨著

 以六經論傷寒，以臟腑論雜病

確立了辨證論治原則

《黃帝內經》、《難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



 《傷寒論》是中國醫學史上最早的一部完整系統的臨床醫學著作。

它以理、法、方、藥相結合的形式，記述了多種外感病和內傷雜病

的辨證論治方法。

 「眾方之宗、群方之祖」~喻嘉言

傷寒論中的方劑，被尊為「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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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內經》理論為依據，以《神農本草經》中記述的藥物分

類、四氣五味及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則為組方用藥的基礎。



 成書于東漢末年(約為西元200 ～ 205 年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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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多年前流傳到朝鮮、日本，成為這兩個國家的傳統醫藥學
的主要內容。

 台灣中藥典收載的200方基準方中有55方出自《傷寒雜病論》

 歷代醫藥著作引用其內容作為論據，目前仍為中醫院校的必修課程

 唐肅宗時就被列為醫師的必考科目



大 黃
《傷寒論》中含大黃的湯劑處方共有12方，根據大黃在湯劑中的作用
，或蕩滌腸胃，或瀉下結熱，或下瘀血，或開血閉，或瀉實，

15∮先煎(大陷胸湯)

∮湯漬(大黃黃連瀉心湯、附子瀉心湯)

∮後下(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大承氣湯、茵陳蒿湯)

∮同煎(調胃承氣湯、大柴胡湯、桃核承氣湯、抵當湯、桂枝加大黃湯)

相應的煎煮方法有以下四種：



大黃成分
• 主要為dianthrone、tannin、anthraquinone三大類。anthraquinone類為大黃

鑑別試驗與品質測定時的指標成份。Anthraquinone類化合物有大黃素（
Emodin）、大黃酸（Rhein）、蘆薈大黃素（Aloe-emodin）、大黃酚（
Chrysophanol）以及大黃素甲醚（Physcion）。

• 大黃根狀莖含大黃酸、大黃素、大黃酚、蘆薈大黃素、大黃素甲醚等游
離蒽醌衍生物，均無致瀉作用。

• 另含以上物質的葡萄糖苷及番瀉葉苷 A、B、C等結合狀蒽醌衍生物，均
有致瀉作用。

• 此外尚含鞣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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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煎(調胃承氣湯、大柴胡湯、桃核承氣湯、抵當湯、桂枝加大黃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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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下(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大承氣湯、茵陳蒿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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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漬(大黃黃連瀉心湯、附子瀉心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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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煎(大陷胸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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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藥之法，最宜深講，藥之效與不效，全在乎此……”

--徐靈胎(清)

“凡服湯藥，雖品物專精，修治如法，而煎藥者鹵莽造次，水火

不良，火候失度，則藥亦無功。”--李時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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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醫經典怎麼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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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傷寒論湯劑煎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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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殊煎煮法

五、煎煮時間、次數



•全書記載10卷22篇，立法397條，載方113首

•丸劑共5種、散劑共8種、湯劑共98首。

• 煎煮使用溶媒量各不同：

3升以下→3方，3升→12方，4升→10方，5升→7方，

6升→9方，7升→19方，8升→6方，9升→3方，

一斗水→22方，一斗以上→7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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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湯劑的煎煮法主要包括：

器具、溶媒、特殊煎煮法、煎煮時間、加水量、火候、 煎煮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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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寒論》的提取溶媒
 依湯劑可分為：

• a.以清酒作溶媒:

• 《別錄》云：“主行藥勢”故水酒溶劑多取其引藥暢行、通脈活血、

驅寒破結之功。

補陰劑>>>通藥性之遲滯，

散寒劑>>>破伏寒之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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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寒論》中用清酒做溶媒的方劑如炙甘草湯，

用白酒做溶媒的方劑如瓜蔞薤白白酒湯。
炙甘草湯用於治療脈結代、心動悸，煎藥時在其中加入清酒，增強它的推動血行、通
心陽的作用，還可減弱方中養陰藥的滋膩之性。

張仲景用清酒煎藥：

一者借其清純溫通之性，用以助藥力溫養陽氣，通達血脈，使離亂之血行恢復正常;

二者借其辛香溫散之性，用以煎煮補養陰血之品，可使補藥藥力得以散佈，而不至於

壅滯。

此外，水酒並用做溶媒可使方劑中的有效成分能夠最大限度地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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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酒合煮之湯有三方

1.炙甘草湯：

甘草四兩（炙）生薑三兩（切）人參二兩 生地黃一斤 桂枝二兩 （去皮）阿膠二兩

麥門冬半斤（去心） 麻仁半升 大棗十二枚（擘）

右九味，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內膠
烊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

28



2.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
原文：“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若其人內有久寒者
，宜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

當歸四逆湯方：
當歸三兩芍藥三兩 桂枝三兩（去皮） 細辛三兩 通草二兩 甘草二兩（炙）大棗二十五枚（劈）

上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方：
當歸三兩 芍藥三兩 桂枝三兩（去皮）細辛三兩 通草二兩 甘草二兩（ 炙）大棗二十五枚（劈）

吳茱萸二升 生薑半斤。
右九味，以水六升，清酒六升，和煮取五升，去滓，溫分五服。

因為“久寒”屬於陳寒痼冷，非酒之溫通升發，不足以將鬱於血脈深處之寒邪拔出。29



3.膠艾湯方：

地黃六兩 芎藭二兩 阿膠二兩 艾葉三兩 當歸三兩芍藥四兩 甘草二兩

上七味，以水五升，清酒三升，煮六味，取三升，去滓，納膠烊
消，溫服一升，日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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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以苦酒(即醋)為溶媒:如苦酒湯方；

半夏，雞子(去黃）二味，內半夏，著苦酒中，以雞子殼置刀環中，安
火上，令三沸，去滓，少少含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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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以一般水為溶媒:

如四逆湯；

甘草二兩（炙） 乾薑一兩半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強人可大附子
一枚，乾薑三兩。

“藥之治病也，貴擇水而煎湯液，若非合其水性，則藥制雖妙，亦難收愈病之全功” --陳嘉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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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以甘瀾水為溶媒:

如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茯苓半斤 桂枝四兩（去皮） 甘草二兩（炙） 大棗十五枚（擘）

右四味，以甘瀾水一斗，先煮茯苓，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三升
，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甘瀾水法：取水二升，置大盆內，以杓揚之
，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顆相逐，取用之)。

“蓋水性本鹹而體重，勞之則甘而輕，取其不助腎氣而益脾胃也”
--《本草綱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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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以清漿水作溶媒:如枳實梔子豉湯；

枳實三枚（炙） 梔子十四個（擘） 香豉一升（綿裹）

右三味，以清漿水七升，空煮取四升，內枳實、梔子，煮取二升
，下豉，更煮五六沸，去滓，溫分再服，覆令微似汗，若有宿食者
，內大黃如博碁子五六枚，服之愈。

(又名酸漿水是米團用清水浸泡7日以上至其味變酸水面起白花即成)

其性涼善走，能調中宣氣，通關開胃，解煩渴，化滯物。若浸至敗者害人
‒‒‒清代吳儀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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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以潦水(雨水所積)為溶媒:如麻黃連軺赤小豆湯；

麻黃二兩（去節） 連軺二兩 杏仁四十個（去皮尖） 赤小豆一升 大棗十二枚（擘）

生梓白皮一升（切） 生薑二兩（切） 甘草二兩（炙）

“右八味，以潦水一斗，先煮麻黃再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
升，去滓 ，分溫三服，半日服盡。

李時珍云:“潦水甘平無毒，煎調脾胃，去濕熱之藥”。
尤在徑云:“用潦水者，取其味薄而不助水氣也”。

故麻黃連軺赤小豆湯用之，不助濕氣而退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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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以麻沸湯(又稱百沸湯即開水)作溶媒:如大黃黃連瀉心湯；

大黃二兩 黃連一兩

右二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分溫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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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煎煮法

1.先煎

2.後下

3.浸漬

4.去滓重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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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煎
某些藥物先於其他藥物進行煎煮，煎煮一段時間後再放入其他藥物共同
煎煮的方法，稱為先煎。

如大陷胸湯：
大黃六兩（去皮） 芒硝一升 甘遂一錢七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黃減二升，去滓，內芒硝，煮一兩沸，內甘遂末
，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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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藥先煎
仲景書中共有6藥先煎，多與病情、藥物特異性及方藥配伍等密切相關。

其意義大致有二:

其一、去掉藥物某種副作用或悍烈之性，如麻黃諸方(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

、葛根湯、大青龍湯等方，。

其二、將某些主藥有效成分完全煎出，如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方之
茯苓、葛根湯之葛根、茵陳蒿湯之茵陳、小陷胸湯之瓜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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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煎煮法

1.先煎

2.後下

3.浸漬

4.去滓重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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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藥物在其他藥物煎煮一定時間後再加入共煎的方法叫後煎，也稱為後下。

《傷寒論》中後下的藥味有豆豉、大黃、桂枝、粳米等。

後下

42



後下又分為

a.先煎某些藥物去渣，再用藥液去煎另外後下的藥物

b.先煎某些藥物到一定時間，再下另外後下的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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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先煎某些藥物去渣，再用藥液去煎另外後下的藥物

如小陷胸湯；

黃連一兩 半夏半升（洗） 栝蔞實大者一枚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栝蔞取三升，去滓，內諸藥，煮取一升，
去滓，分溫三服。

後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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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先煎某些藥物到一定時間，再下另外後下的藥物

如葛根湯；

葛根四兩 麻黃三兩（去節） 桂枝二兩（去皮） 生薑三兩（切） 甘草二兩（炙） 芍藥二兩

大棗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白沫，內諸藥，
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余如桂枝法將息及禁忌，諸
湯皆仿此。

後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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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煎煮的次第先後，其意義不在先煎之藥而在後入藥：

a. 梔子豉湯

梔子十四個（擘） 香豉四合（綿裹）

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得二升半，內豉，煮取一升半，
去滓，分為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綿裹是因為其藥質地疏鬆易脫落使溶劑呈糊狀，影響他藥有效成份的溶出。

~~後入煎煮時間短，意在取輕活之“氣”以宣上。因豆豉味辛，輕浮上行，

化濁為清，功能宣透解鬱，後下取其味輕氣薄不宜久煎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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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大黃後入則取“生者氣銳”，以增強瀉下攻滯之力

大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酒洗） 厚朴半斤（炙、去皮） 枳實五枚（炙） 芒硝三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內大黃，更煮
取二升，去滓，內芒硝，更上微火一二沸，分溫再服，得下，餘勿
服。

→三承氣湯唯大承氣湯大黃後入。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之大黃後入只“更煮一二沸” 與大黃黃連瀉心湯用“麻沸湯漬之”的意義

類同~~不是取其厚味以攻下，而取其薄氣以治中。

∮ 另外桃核承氣湯、抵當湯、大黃牡丹湯中之大黃均不後煮，是取其走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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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桂枝人參湯→桂枝後煮。

桂枝四兩別切 甘草四兩炙 白朮三兩 人參三兩 乾薑三兩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內桂更煮，取三升，去
滓，溫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仲景諸桂枝湯方，僅此方桂枝後入

“先煮四味，後納桂枝，使和中之力饒，而解肌之力銳，於以奏雙解表裡之功”。清·何韻伯

∮ 桂枝湯、桂枝加厚朴杏子湯→以微火共煮，

∮ 桂枝加桂湯、桂枝加芍藥湯、桂枝加大黃湯→桂枝既不後入，亦不用微火煮，只取普通煎法

• 各有所宜，多本之于患者的病情與藥味的主次，採取不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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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煎煮法
1.先煎

2.後下

3.浸漬

4.去滓重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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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將藥物用沸水浸泡一定時間，然後絞滓取液的特殊方法

如大黃黃連瀉心湯

大黃二兩 黃連一兩

右二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分溫再服。

功效在於清熱而不在苦泄，故以麻沸湯浸漬藥物，僅得其無形之氣
，不重其有形之味，是取其氣味俱薄，而不大瀉下。

50



《傷寒論》第154條:

“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大黃二兩，
黃連一兩。上二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分溫再服。

《金匱要略·驚悸吐 下血胸滿瘀血病脈證治》原條文:

“心氣不足，吐血， 血，瀉心湯主之。大黃二兩，黃連一兩，黃芩一
兩。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頓服之。

中焦氣分不暢，邪熱擾亂脾胃升降，當瀉熱消痞。病機清淺，故大黃瀉心湯亦以

麻沸湯泡服，且須臾取汁，熱水泡藥時間極短且分兩次服完，誠不欲病輕而藥重
，免傷中焦正氣

病位更深，病機亦重。故相對久煎，

以三升煮取一升，且一次服完，用藥與上條相比更為峻猛。

邪熱病機深淺是 “湯泡”或“煎煮”不同煎服法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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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煎煮法

1.先煎

2.後下

3.浸漬

4.去滓重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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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滓重煎(濃縮)
是指將藥物加一定量的溶劑後置於火上加溫煮沸至一定時間後去滓

取得藥液，而後將所得藥液重新置於火上加熱煮沸，使其容量減少，
藥液濃度提高的方法。如小柴胡湯、柴胡桂枝乾薑湯、大柴胡湯、半
夏瀉心湯、生薑瀉心湯、甘草瀉心湯、旋覆代赭湯等；

小柴胡湯；

柴胡半斤 芩三兩 人參三兩 半夏半升（洗）甘草（炙）生薑各三兩（切）大棗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
一升，日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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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二、中醫經典怎麼寫

一、從一件不良反應事件說起

三、傷寒論湯劑煎煮法

54

四、特殊煎煮法

五、煎煮時間、次數



煎煮時間與濃縮

《傷寒論》中煎藥時間，主要是藉由觀察耗水量(即加水量與
煮取量之差)來掌控湯劑煎煮時間的長短。

煎煮過程中蒸發掉的水量，反應煎煮時間的長短，藥液相對
濃縮的程度，當比值越大則相對濃縮的程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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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寒論》中湯劑加水量(A)與煮取量(B)的差值、比值

A-B(升) 

差值

A/B(升/升) 

比值

方數 方 例

0.7 1.5/0.8 1 十棗湯

1.5
3/1.5 3 甘草湯、甘草乾薑湯、芍藥甘草湯

4/2.5 4 梔子柏皮湯、梔子豉湯、梔子甘草豉湯……

1.8 3/1.2 4 四逆湯、通脈四逆湯、四逆加人參湯……

2.5 5/2.5 1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
十棗湯

芫花熬 甘遂 大戟 大棗十枚
右三味等分，分別搗為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棗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內藥末。

強人服一錢匕，羸人服半錢，溫服之，平旦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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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寒論》中湯劑加水量(A)與煮取量(B)的差值、比值

A-B(升) 

差值

A/B(升/升) 

比值

方數 方例

2

5/3 2 茯苓四逆湯、抵當湯

4/2 3 茯苓甘草湯、柴胡加芒硝湯、豬苓湯

3/1 6 調胃承氣湯、乾薑附子湯、桔梗湯……

3.5/1.5 2 梔子乾薑湯、梔子厚朴湯

2.8 4/1.2 1 小承氣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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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寒論》中湯劑加水量(A)與煮取量(B)的差值、比值

A-B(升) 

差值

A/B(升/升) 

比值

方數 方例

3
6/3 2 苓桂朮甘湯、甘草附子湯

5/2 2 桂枝二麻黃一湯、桂枝二越婢一湯

3.2 5/1.8 1 桂枝麻黃各半湯

3.5 5/1.5 1 芍藥甘草附子湯

4.5 7/2.5 1 桃核承氣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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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寒論》中湯劑加水量(A)與煮取量(B)的差值、比值

A-B(升) 

差值

A/B(升/升) 

比值

方數 方例

4

7/3 11 桂枝湯、小建中湯、柴胡桂枝湯、麻黃附

子甘草湯……

6/2 7 黃連阿膠湯、大陷胸湯、小陷胸湯……

8/4 1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10/6 1 黃連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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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寒論》中湯劑加水量(A)與煮取量(B)的差值、比值

A-B(升) 

差值

A/B(升/升) 

比值

方數 方例

5
8/3 5 真武湯、當歸四逆湯、理中湯……

7/2 4 麻杏石甘湯、吳茱萸湯、白頭翁湯……

6
9/3 2 大青龍湯、桂枝人參湯

8/2 1 葛根芩連湯

6.5 9/2.5 1 麻黃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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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寒論》中湯劑加水量(A)與煮取量(B)的差值、比值

A-B(升) 

差值

A/B(升/升) 

比值

方數 方例

7
10/3 15 葛根湯、小青龍湯、麻黃附子細辛湯……

12/5 1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

8 10/2 1 大承氣湯

9 12/3 6 小柴胡湯、柴胡桂枝乾薑湯、茵陳蒿湯……

12 15/3 1 炙甘草湯

炙甘草湯
右九味，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內膠烊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 61



• 以水沸起計時，煮藥時200 mL(東漢1升)水完全蒸發所用的時
間大致相同，以此時間作為一個時間單位-“升蒸”。平均
每升蒸為19.33 min。

• 經計算，納入研究的《傷寒論》97首湯方-平均煎煮時間
為4.44升蒸，19.33 min/升蒸x4.44=85.83min。

《傷寒論》湯劑用量、煎法研究 陳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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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升蒸) 時間(min) 方 名

12 231.96 炙甘草湯

9 173.97
大柴胡湯、小柴胡湯、柴胡桂枝乾薑湯、桂枝去芍藥加蜀
漆牡蠣龍骨救逆湯、桂枝新加湯、茵陳蒿湯

8 154.64 大承氣湯

7 135.31

當歸四逆加吳茱英生薑湯、白虎加人參湯、白虎湯、小青
龍湯、厚樸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葛根加半夏湯、生薑瀉
心湯、甘草瀉心湯、旋覆代赭石湯、葛根湯、半夏瀉心湯、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桂枝加葛根湯、黃芩加半夏生薑湯
麻黃升麻湯、黃芩湯、麻黃細辛附子湯

煎煮時間最長的25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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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經“陰陽應象大論”：

四氣屬陽，五味屬陰，按其氣或味的厚薄再分陰陽。

味厚者為陰，薄為陰之陽；

氣厚者為陽，薄為陽之陰。

在煎煮湯藥時，與其治療作用相應，有些方劑重在取其氣(薄或厚)，
有些方劑重在取其味(薄或厚)。

陽性耗散，陰性內斂，故取其氣者煎煮時間短，取其味者煎煮時間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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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煎湯劑，必先以主治之為君藥，先煮數沸，然後餘藥文火緩緩熬之
，得所勿揭蓋，連罐取起，坐涼水中，候溫熱服之，庶氣味不泄……

• 凡煎湯藥，初欲微火，令小沸。其水數根據方多少，大略藥二十四兩
，用水一斗，煮取四升，以此為准。然利湯欲生，少水而多取汁；補
湯欲熟，多水而小取汁。

-- 煎藥則例(炮炙大法) 明 繆希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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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煎藥，各有法度

表藥以氣勝，武火驟煎；

補藥以味勝，文火慢煎”

--趙晴初《存存齋醫話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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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景煮藥是“一劑一煎”即“一次煮成”，第二煎藥材成分性質與首

煎不盡相同→→不是煎出率的問題。

--煎一次，水只加一次，有效成分是在同一時間與溫度下析出，其成分也均勻分佈在煎液中

--藥物加溶劑(水…)在一次煎取(頭煎)有效量後，再加水再加熱，二次煎取(二煎)的煎服法，

量效關係變複雜(三煎…)。

一煎=300c.c.    頭煎+二煎=300c.c.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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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煮次數



• 孫思邈：“湯熟，用新布兩人以尺木絞之，澄
去濁，分再服、三服……。”

→將一副湯藥煎煮一次，煮熟後分為兩次或三次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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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東垣：“藥有君臣佐使，味有輕重厚薄，令
人複煎其渣，不知既經煎沸，則輕且薄者
，業已無味。重且厚者，不減初煎。君臣
佐使之宜，果安在哉。病淺者猶無大害，
病深者切勿為之。”

→煎煮次數應視病情和藥物性味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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