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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中藥大多是

直接將藥材加入水、或

是半酒水煎煮而成湯藥 
(水煎劑)，縱然中藥中
有辛甘酸苦鹹等五味，

不過還是「良藥苦口」

居多，某些處方即使加

入甘草、黑棗或紅棗等

材料而有些許甜味，仍

難掩飾中藥中那股讓許

多人吞不下嚥的氣味，常常

讓小朋友或是大朋友望之卻

步。不過帶苦味的中藥有其

功能性，包含抗菌、消炎、

解熱、祛暑、提神、除煩與

健胃等，因此聰明的古人基

於藥食同源以及利用不同藥

的性味相輔，發展了許多藥

膳食譜，以養生為出發點，

讓藥物與食物相互搭配，以

「藥借食味」來化解藥物的

苦味與異味，讓人易於服用

且樂於服用，此外讓「食借

藥力」使藥物可以到達五臟

六腑，達到有病治病，沒病

強身的效果。

關於本文的主題「茯苓」

在網路上有幾個有趣的傳

說，正和上述的藥借食味、

食借藥力相符，而且巧合都

是和清朝有關，第一個是有

關茯苓膏的由來，話說在康

熙皇帝小時候曾得過天花，

好不容易從鬼門關前救回

來，不過身體卻很虛弱，再

加上長期服藥，因此小阿哥

對於湯藥頗為畏懼，因

此他的皇阿瑪順治帝非

常憂心，於是召集御醫

們開會，最後御醫們把

相關中藥和茯苓一起製

成茯苓膏，康熙以為是

好吃的小點心，沒有抗

拒的每日服用，身體便

逐漸好起來，可以繼續

研讀詩書及練習武功，

因此後來茯苓膏成為清朝宮

廷的御用食品。第二個傳說

則是風流倜儻的乾隆皇帝下

江南，遊山玩水體察民意之

際，可把身邊重要的四個大

臣累出病來了，於是找來民

間高手開出「芡實、蓮子、

淮山 (山藥)、茯苓等四種藥
材燉豬肚的藥方，四個忠心

耿耿的臣子服用之後隨即藥

到病除，乾隆龍心大悅，

「四臣湯」從此在民間廣為

流傳，而在臺灣民間因以閩

茯苓菌核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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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在中藥店中可以買到切好的茯苓片



南語發音流傳，「臣」與

「神」同音，且路邊攤書寫

錯誤而成「四神湯」，日據

時代《台日大辭典》即已收

錄成「四神湯」，終而積非

成是。最後一個則是和慈禧

太后有關，大家都知道慈禧

太后善於養生，留下不少膾

炙人口的宮廷食譜，不過人

到了晚年還是逃不了年老體

衰，最後病痛折磨，虛弱的

狀況下又對食物沒有胃口，

御醫們面臨沒醫好可能要被

殺頭的生死交關，於是又得

腦力激盪一下，因此把中藥

和茯苓製成茯苓夾餅，既可

以促進太后的食慾又可以治

療太后的疾病，深得太后喜

愛，最後茯苓夾餅就在北京

流傳下來，只是中間的中藥

做了一些改良，變成一般人

平常也可以吃的小點心。

以上三個傳說的主角「茯

苓」，是眾人熟知的一種中

藥材，為中藥「四君八珍」

之一，超過 80％ 的中藥處
方中都會加入茯苓，如果

自己煎水藥中看到一小片薄

薄的白色藥材，那就是茯苓 
(圖 1)。不過很多人不知道它

竟然也是菇類家族的成員之

一，茯苓又稱為白茯苓、朱

茯苓、茯菟、雲茯苓、松茯

苓等名，在秦漢時期的《神

農本草經》中便把茯苓列為

上藥，其味甘性平，具有滲

濕利水、健脾和胃、寧心安

神等功效，另外，對於一些

腸胃不適、發寒、發熱、咳

嗽、口乾舌燥、小便不順等

也都有改善的效果，還能安

定精神，以補養心神，所以

在許多方子內都可以看到添

加少許的茯苓。

野生茯苓通常寄生或是腐

生於針葉植物的樹木根部，

主要分布區域包含亞洲、美

洲和大洋洲，在分類上茯

苓屬於真菌界、擔子菌門、

非褶菌目、多孔菌科。茯苓

作為藥用的主要部份並不是

菇體 (子實體)，而是其在地
表下所形成巨大圓形至卵圓

形的菌核，直徑最大可達數

十公分，重量可達數公斤，

甚至數十公斤，外表深褐

色，剖開內部則為白色，中

藥中茯苓還因為與植物根系

的關係而分成三種，一種是

茯神，指的是茯苓菌核中還

連著松樹根系的部分，第二

是茯苓皮，指的是在菌核外

層褐色至黑色的外皮，第三

個部分為通常食用或藥用的

部分稱為白茯苓。茯神又名

「抱木神」、「茯神木」，

功效與白茯苓大致相同，可

以入脾腎之用，但其對心神

有較大的功效，因此屬於安

神之良藥。在中醫使用上具

治療小便不利  (惟功效略遜
於茯苓皮 )、驚悸、開心益
智、養精神與安魂魄等功

效，但因腎虛導致小便不利

或不禁、虛寒滑精者需遵從

醫師指示服用茯神。而茯神

與茯苓兩者乾燥的菌核形態

相同，惟茯神中間有一松樹

根貫穿。但商品多已切成方

形的薄片，質地堅實，具粉

質，切斷的松根呈棕黃色，

表面有圈狀紋理 (年輪)。一
般以茯神肉厚實，松根小者

為佳。

茯苓皮又名「苓皮」，為

茯苓菌核的外皮，中藥材之

茯苓皮多製成長條狀，大小

不一，其外觀為黑褐色或棕

褐色，表面有疣狀突起，內

面則為白色或灰棕色，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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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鬆，具有彈性。性味與茯

苓同，主治利水消腫，可用

於治療水腫與小便不利。目

前已知茯苓皮內具有利尿之

成分主要是利用酒精萃取後

之四環類三萜化合物，其利

尿作用機制可能是通過競爭

醛固酮受體來抑制腎小管不

同部位的吸收，從而增加排

尿量。

(白) 茯苓中的主要生理活
性成分為茯苓酸、層孔酸、

去氫層孔酸、β -茯苓聚醣
等多種成分，具有抗發炎、

抗氧化、調節免疫系統、鎮

靜、利尿、止吐等作用，其

中β-茯苓聚醣約占菌核的乾
重  9.3％，茯苓多醣能提高
人體免疫功能，具有

抗腫瘤作用。另有報

導茯苓菌核中的三萜

類成分具有抗發炎、

抗腫瘤等功效，菌

核中還含有豐富的膳

食纖維，它在小腸具

有抗消化和抗吸收的

特性，因而可以作為

通便劑、同時減緩血

糖和膽固醇的吸收，

對於許多慢性疾病，如冠狀

動脈心臟病、糖尿病、直腸

癌、便秘等有保護的效果。

在中國大陸目前已有人工

栽培茯苓的方式，可利用包

含松樹段木、活樹或是樹篼

等材料來栽培，活樹一般容

易破壞生態，所以較少建議

做為主要栽培方式。茯苓菌

核適合生長在氣候涼爽，排

水良好之沙質土壤，且多生

於乾燥之向陽坡地，樹種主

要以馬尾松、赤松、黑松等

植物之根上最多，菌核一般

產生在土深 50∼80 公分之
植物根部，生長區域主要在

海拔 700∼1000 公尺，坡度 
10∼35 度之坡地，最適合菌

核的產生。茯苓的栽培可分

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菌

絲生長階段，第二階段是菌

核形成階段，茯苓菌核是其

生物為度過不良環境所衍生

出來的特化構造，因此茯苓

利用菌核儲存大量的營養物

質，因此可讓菌絲度過如高

溫、嚴寒或是乾旱等不良環

境，然後在等待適宜的環境

條件之後，可再利用這些儲

存的養分重新產生菌絲或是

子實體以繁衍後代。在中國

大陸湖北、安徽、河南、廣

東、廣西和福建等省均有人

工栽培茯苓之紀錄，並可用

已採收的茯苓作為接種的菌

種，或是以自茯苓菌核中所

分離之菌絲進一步純

化培養後，再如一般

菇類製作菌種的方式

製作木屑或是段木菌

種，作為接種源藉以

穩定接種。在室外人

工栽培茯苓的地方稱

為苓場，栽培時先選

擇好場地後，開挖至 
65∼80 公分深，然
後將裁切好的段木放

↑圖2. 在松樹段木上長出的茯苓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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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再接種茯苓的菌

種，之後將土覆回至

表面平坦，覆土之後

要在外圍挖好排水

溝，以利大雨時的排

水，不至於讓土壤底

下的茯苓菌絲泡水而

窒息，同時也要注意

段木主要害蟲白蟻之

防治。大約過了一

年左右，松樹段木

上就會開始產生茯苓，稱為

結苓，這時地面會因乾旱而

出現裂紋，需要盡速補土填

縫，以避免水分散失，以讓

茯苓菌核可以在適宜環境繼

續生長。

由於中國大陸茯苓都栽培

在戶外，且廣受白蟻危害，

故需要使用化學藥劑防治，

因此有許多學者進而發展室

內段木栽培法，如日本以小

段木放入塑膠盆中滅菌後接

種栽培，而筆者之研究則以

松樹木塊滅菌後接種茯苓菌

種，經過覆土之後，最快約 
一個月即可見到茯苓菌核的

形成 (結苓)，約三至四個月
即可採收，所穫之茯苓菌核

最大可長至 1.5∼2 公斤。
中國歷代醫書對於茯苓

的記載是入心、脾、肺、

腎四經，具有滲濕、利水、

健脾、安神和生津之功能，

在大陸或香港地區，常將

茯苓的菌核磨粉加工做成

茯苓糕、茯苓餅、茯苓

包子或茯苓茶等食品或

飲料，為非常受歡迎的

滋補名品。由於自中國

大陸進口的茯苓價位不

高，因此國內並無人工

栽培之紀錄，惟因大陸

有使用化學藥劑防治白

蟻，在安全上難免會有

些疑慮。而國內山區常

有人工造林，在造林之

際需要疏伐，以讓栽種的林

木可以有足夠的空間長成大

樹，這些疏伐的松木即可作

為茯苓栽培之用，如此既不

會破壞自然生態，還可生產

養生的食材，讓疏伐之松樹

木得到進一步的利用。

↑圖3. 以新鮮茯苓煮成藥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