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良方集錦
講員

趙正睿(0958-707202)

全聯會中藥發展委員會

輔導常務理事

藥師周刊 社長

大新兄弟藥局 藥師E-Mail.  crchao@pchome.com.tw
2015/11/9 全聯會常務理事趙正睿 1



2015/11/9 全聯會常務理事趙正睿 2

骨質疏鬆症
是一種常見的骨頭代謝性疾病，

同時也是中老年人的健康殺手。

何謂骨質疏鬆？
世界衛生組織(WHO)將骨質疏鬆症定義:

骨量減少及骨密度降低而使骨骼微細結構發生
破壞的疾病，將導致骨骼脆弱，並使骨折的危
險性明顯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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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密度因年齡的增長下降，在正常生理
狀態下，每年約有0.75%-1.5%的骨質流失率，
而逐漸下降。

造成骨質疏鬆症的危險因子如：
飲食（過量的濃茶、咖啡）、生活習慣

（煙、酒、熬夜），內分泌疾病(甲狀腺,副甲
狀腺或性腺疾病),甚至長期使用藥物(含鋰、利
尿劑或癲癇,類固醇藥物)，都會引起骨質疏鬆
症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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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罹患骨質疏鬆症比例較男性高，發病

年齡也較早。女性停經卵巢功能衰退、雌激素

減少缺乏，加速骨質的流失，是為主因。

根據研究指出, 50歲以上的美國婦女約有

二分之一的人會因為骨質疏鬆症而發生骨折。

台灣地區,65歲以上老年人發生骨質疏鬆

症比率亦相當高。骨質疏鬆症是造成老年腰酸

背痛和骨折的潛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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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骨質疏鬆症最重要的是
「預防勝於治療」：
因此在年輕時期就應儲存最高的骨骼質與量。

1. 攝取足夠的鈣質-
鈣質是人體骨頭最主要的成份,從小就可攝

取 高鈣飲食，如牛奶、起司、優格等乳製品。
根據衛生服部建議：
國人每人每天鈣質的攝取量為1000毫克，
停經後的婦女需增加至每日1500mg的鈣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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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補充維他命D－
維他命D對於鈣質的吸收以及骨骼的修

補都具有增強的作用。人體可以經由兩個途徑
獲得維他命D，一種是透過食物來取得維他命
D，另一種則是由身體經由陽光照射間接生成。

3.適度的運動－
增加骨骼肌肉系統強度，對骨骼健康最

有益的運動是負重運動，如：步行、慢跑、網
球和跳舞等運動來促進骨骼系統的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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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健康的生活習慣－
保持正常的飲食起居作息，避免過量煙

酒與熬夜及太鹹的食物。
5. 重視居家安全，避免跌倒－

老年人或是已經罹患骨質疏鬆症者
要重視居家安全，改善居家環境以避免跌倒等
意外發生。

6. 治療本身相關內分泌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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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疏鬆症的治療藥物:

(一)雙磷酸鹽類

(二)抑鈣素(Calcitonin)

(三)選擇性雌性激素調節器( SERMs)

(四)賀爾蒙補充療法(HRT )：。

(五) 維他命D

(六)鈣質



2015/11/9 全聯會常務理事趙正睿 9

中醫學理論角度:

因氣血不足，虛勞．或大病後，導致

腎精虧損，骨枯髓減，就是中醫的「骨痿」。

主要是由於病理機轉為腎虛。

因為腎主骨，腎虛則骨不壯，筋不強，

而腰為腎之府，腎虛則腰痛。

骨質疏鬆症的臨床症狀以腰痛為主，

所以病因也與腎虛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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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千年前，中醫並無骨質疏鬆的名詞，
只知膠質之類有補骨的功效，與現代醫學骨
骼需鈣來供給營養不謀而合；鈣對骨骼的生
長及保健非常重要，
尤其對人體到達「更年期」時更需要補充。



將龜板(取腹甲)浸入水中，使殘肉腐
爛與骨甲分離，表面的膜多脫落，然後洗
淨，用清水漂至無氣味為止，曬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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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鹿二仙膠
公元1425年，我國最大的一部方書

《普濟方》就有收載。
最早見於明代 (1569年)

王三才等輯的《醫便》卷一，
原方名為【延齡育子龜鹿二仙膠】。

【攝生祕剖 卷四】
簡稱為龜鹿二仙膠，

【雜病源流犀燭】更略為二仙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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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便》稱此方試極效﹗

專治男、婦真元(指腎所藏之元氣，即人

的元氣。)虛損、久不孕育、或多女少男，

服此膠百日，即有孕生男，應驗神效。

並治男子酒色過度、消鑠真陰(腎陰)。

婦人七情傷損血氣、諸虛百損、五勞七傷，

並皆治之。

《成方切用說》 此方治瘦弱少氣、夢泄遺精、

目視不明，精極(指臟腑精氣衰竭等疾患)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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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情，即喜、怒、憂、思、悲、恐、驚
七種情志變化。七情與臟腑的功能活動有著密
切的關係。

喜與心、怒與肝、思與脾，憂悲與肺、恐
驚與腎相對應。

七情波動能影響人的陰陽氣血平衡和運行，
更與人體的生理、病理變化密切相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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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情是人體對外界客觀事物的不同反映，
是生命活動的正常現象，不會使人發病。

如果在突然、強烈或長期性的情志刺激下，
超過了正常的生理活動範圍，而又不能適應時，
使臟腑氣血功能紊亂，就會導致疾病的發生，
這時的七情就成為致病因素，而且是導致內傷
疾病的主要因素之一，故稱為內傷七情。



【醫便】提到特殊的服藥法:

每服初一錢五分，十日加五分，

加至三錢止。空心酒化下。

此方專主無子，全要專精，常服乃可。

這是說明此方的藥效強大而須謹慎小心，

慢慢增加劑量，細心觀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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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醫藥研究所 2006.10.02年度成果報告:

長庚醫院中醫部主任楊賢鴻發表「龜鹿二仙膠

對人體的安全性及免疫影響」。

楊主任說明:

「醫方集解」中把龜鹿二仙膠視為補氣血、

大補精髓、益氣養神之藥。

目前臨床則用於治療退化性關節炎或緩解更年

期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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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長庚醫院中醫藥劑部主任楊季榮指出，國

外曾以小鼠試驗歸納龜鹿二仙膠的病理學作

用，發現有四大功效：

1.補血

2.抗輻射、增強免疫

3.抗衰老

4.補腎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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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上:

常用於補陽、補陰、補氣血。

主要適應症:

龜鹿二仙膠屬滋補藥力較強的方劑。

用以治療:

精神萎靡、骨質疏鬆、男性精子不足、

或罹癌後接受放射治療導致白血球降低患者，

療效極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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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鹿二仙 膠 現代 臨床應用:

1.強精壯陽，提高性能力。

本品甘溫，補腎陽、益精血、強督脈，

為壯陽起痿，促進精子生成，補精填髓要藥。
可調整內分泌及促進性機能之作用，

並可防 止老化。
亦適用於 久婚不孕，精子不足：

子宮虛冷，無法受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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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陝西省西安市中醫醫院男科李曉陽主
任於2010年12月發表，「以龜鹿二仙膠治療
60名男性精蟲不足的臨床經驗」:。

龜鹿二仙能改善精蟲發育環境，
「龜鹿二仙含有膠質、磷酸鈣、氮化物，可增
強免疫機能，調節DNA的合成，促進細胞再
生，提高身體對於內外環境的適應能力，改善
精子生成及精蟲發育的環境。」



2. 養陰補血

月經失調、更年期障礙、養顏美容養生等適用。

臨床評估:

(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部、 長庚大 醫中醫學系、
長庚紀念醫院婦產部 、長 庚大學 生物醫學系 )

台灣 ( 101 年07月30日接 受刊載為 :

龜鹿二仙膠對於治療更年期綜合症
(熱潮紅、記憶力衰退、失眠、手腳冰冷、

容易情緒不穩定、焦慮、多疑、失眠等現象)是
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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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骨骼發育不良，促進骨骼發育。

龜鹿二仙膠可增加骨質密度，強筋健骨，

促進骨折癒合及再生。

可補充鈣質，刺激骨髓及促進造血功能，

幫助改善小兒及青少年發育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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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抗衰防老，改善骨質疏鬆症。

龜鹿二仙膠能補充人體鈣質和膠質，

還能促進軟骨細胞增殖，及增加膠原的合成

和蛋白多醣的分泌,來延緩軟骨的退化及病

變，因此對骨質疏鬆症和退化性膝關節炎，

有良好的改善作用。所以龜鹿二仙膠

為一良好之膝關節保養劑，

若能經常服用，有助於延緩膝關節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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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病後調養。

由於龜鹿二仙膠根據古獻記載是「補氣

養血，填精益髓」，能使氣血化生於脾胃

，精血化生肝腎。

含有多量膠質、蛋白質、鈣、磷、

人參皂甘、多醣體、氨基酸等多種物質。

能消除疲勞，促進紅血球，血紅蛋白新生，

改善造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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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做月子婦女：

加強腰部薦椎肌腱的韌性、恢復子宮壁

肌肉群的強度與伸展性、子宮頸復舊，

防止陰道發炎或感染、會陰裂傷復舊、

補充鈣質及蛋白質，預防而後腰酸背痛。

消除因生產失血過多，導致頭眩暈，口

渴等症。龜鹿二仙膠對身體的恢復及滿月後

的免疫力，血液循環等均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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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癰疽瘡口不得痊癒或組織再生不良：

本品可溫補精血，外托瘡毒，

可用於治療瘡瘍久潰不散或

癰疽內陷不起之症。

2015/11/9 全聯會常務理事趙正睿 27



類固醇被稱為美國仙丹，常用於治療

各種自體免疫疾病，也是此類疾病的一種救

命仙丹，但雖然好用，但:

現代醫學在臨床上發現類固醇的使用

常造成甚多的後遺症，如免疫能力降低、

白內障、高血壓、骨頭壞死及骨質疏鬆症等，

以骨質疏鬆症而言，它更是長期使用

類固醇患者的一種常見的併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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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患者又必需服用類固醇時該怎麼辦？

我們以中醫學的角度來討論服用類固醇引起

的骨鬆症的證型以及討論在中國醫學的理論

基礎下是否能以”中國仙丹”來彌補”

美國仙丹” 的罩門(骨質疏鬆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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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角 十斤 龜板 五斤 枸杞 二斤 人參 一斤
先將鹿角龜板，鋸截刮淨，水浸，桑火熬鍊
成膠，再將人參枸杞熬膏和入，

每晨酒服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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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板 五斤 1
鹿角 十斤 2 (醫方集解)
龜板 : 鹿角 1 : 2

枸杞 二斤 2/5
人參 一斤 1/5

市坊
1:1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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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鹿含量比率

二仙膠

四珍膠



用法用量
每服初起4.5克，每日加1.5克，加至9
克止，空腹時用酒化下。

若體質屬實熱證的人，口乾、便
秘或長痘痘的症狀，食用龜鹿二仙膠則
症狀會更加嚴重，應避之。

感冒、腹瀉或有慢性肝腎炎的人
也不適合用補藥，否則發炎症狀會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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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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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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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水加熱
濃縮



市面上龜鹿的產品相當多，品質也參差不齊，

真假 品質優劣如何辨識 。

龜鹿含量比率
顏色 透光度
溶解性
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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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鹿二仙膠 真假 品質優劣 !？



查了很多資料都說 :

說法 一 顏色、透光度

真正品龜鹿二仙膠

對光照視下，可以透光，是以前分辨真假龜

鹿二仙膠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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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

※ 放進熱水浸泡1hr就會融化 才是真品。

※必須熬煮很久才能溶解 才是最純的真品。

※以電鍋燉10分鐘之後 再悶10分鐘

打開來看 還是一樣塊狀 ~ 只是變的軟趴趴

很像海參 咀嚼起來又有點嚼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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腥味

礙於設備及技術或基於成本的考量，對於龜

板及鹿角的清洗並不確實，而導致有嚴重的

腥味。

有些品牌燉出來則是腥味有點重 喝起來不太

好喝 ~!!

有些喝起來又有點甘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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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骨、龜板熬煮一般正常熬出膠質量：

鹿骨 1斤(600gm)  NT:1000元

熬出膠質4兩(150gm) 

龜板 1斤(600gm) NT:800元

熬出膠質1兩(37.5gm)

鹿骨:龜板 1:1      5兩(187.5gm)

2:1      4.5兩(168.75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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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製成(龜:鹿 1:2)龜鹿二仙膠 1斤(600gm) 

需藥材: 

龜 800 × 1.78斤＝ 1424元(1.78兩)

鹿 1000 × 3.56斤＝ 3560元 (14.24兩)

合計:4984元

其他費用未計入。

※售價低者一定不是優質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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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鹿二仙膠的檢驗

利用巢式PCR與DNA定序方法

鑑定龜鹿二仙膠中龜板與鹿角.,可以準確

且靈敏地鑑別檢體中龜與鹿成分的有無及

物種。



龜鹿二仙膠 DIY
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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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板(300gm) 、鹿角(600gm)

鋸切成小塊與小段。
2015/11/9 全聯會常務理事趙正睿 44



龜板(300gm)鹿角
(600gm)藥材
1. 洗淨，龜鹿藥材移

置 水鍋內。
2. 加入蒸餾水，水位

高於藥材1~ 2cm 。
3. 浸泡30mins 。

4. 開大火至沸騰， 上鍋蓋轉小火沸騰5mins。
5. 關火，悶置至水溫等同室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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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

1.填加蒸餾水，維持
水位 高於藥材 1~ 2cm 。

2. 開大火至沸騰，
上鍋蓋轉小火保持沸騰5mins。

3. 關火，悶置至水溫
等同室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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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上列熬煮龜鹿藥材之程序，直到龜鹿藥
材以手捏之即成粉狀及小碎片塊。

倒取龜鹿熬煮液，過濾備用 。
(以下稱為原膠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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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膠液所含膠質量

鹿骨、龜板熬煮一般正常熬出膠質量：

鹿骨 1斤(600gm)     熬出膠4兩(150gm) 

龜板 1/2斤(600gm) 熬出膠1/2兩(18.75gm)

龜板(300gm)鹿角(600gm)藥材

熬出之原膠液所含膠質量 168.75gm

(約18天用量)

常用劑量:  9~12gm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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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煮人參、枸杞藥材:
1.人參(60gm)、枸杞(120gm)

填加蒸餾水(600ml) 。
2. 開大火至沸騰， 轉小火保持沸騰。
3. 煮取藥液200ml，關火，過濾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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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鹿二仙膠(四珍膠)膏、膠

原膠液以中火煮沸，
轉小火保持沸騰，
濃縮原膠液
至約6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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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鹿二仙膠膏
取濃縮原膠液
以水浴法再濃縮
成稠膏。
龜鹿(四仙膠)膏
取濃縮原膠液
加入人參、枸杞
藥液，以水浴法
再濃縮成稠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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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鹿二仙膠(琥珀色)
取濃縮原膠液以水浴法再濃縮，至滴水成
珠，倒入合適容器。

龜鹿四仙膠(黑色)
取濃縮原膠液加入人參、枸杞藥液，以水
浴法再濃縮，至滴水成珠，倒入合適容器，
置待凝結成硬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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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鹿二仙膠(四仙膠)酒

龜鹿二仙膠酒
取濃縮原膠液加入酒(各隨喜好)，倒入合
適容器， 備用。
龜鹿四仙膠(黑色)
取濃縮原膠液加入人參、枸杞藥液，加入
酒(各隨喜好)， 倒入合適容器， 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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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板(300gm)鹿角(600gm)藥材熬出之

原膠液，濃縮成600cc.所含膠質量

168.75gm(約18天用量)

加入58高粱酒300cc. 總量900cc

(酒精濃度:約20度)

常用劑量:  50cc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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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選擇:
取龜鹿二仙膠(僅含龜板與鹿角)

依據劑量加入人參3gm、枸杞 3 ~ 5gm

加熱開水燉煮。

腥味去除:

加少許當歸與枸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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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複方龜鹿二仙膠，自古以來即被視為補
氣血良方，更是預防骨質疏鬆的聖品，就連
強調「顧筋骨」的葡萄糖胺類保健食品中，
都宣稱含有龜鹿成分，以吸引更多消費者購
買。



以膝關節腔來說，
上下有兩塊硬骨，中間存
在一片軟骨，作為緩衝的
墊片，而關節腔中必須有
潤滑的液體潤滑，以減少
硬骨與軟骨的磨擦。

而葡萄糖胺就是這些關節潤滑液的一種。
所以補充葡萄糖胺能減少骨與骨之間的磨擦。



早期發表在美國及英國期刊上的研究，

證實每日1,500毫克的葡萄糖胺服用量，

能緩解退化性關節炎的疼痛感，增加關節

活動力，降低關節發炎的現象。 -



葡萄糖胺製劑

亞利桑納大學一篇研究「口服葡萄糖胺
對於關節結構變化影響」(The Joints on 
Glucosamine Study: The effect of oral 
glucosamine on Joint structure, a 
randomized trial)，首次利用核磁共振攝影
(MRI) 評估葡萄糖胺對軟骨及骨髓損傷的效果
:『研究結果指出：使用葡萄糖胺製品對於膝
蓋軟骨、骨髓、關節疼痛並沒有好處』。



龜 鹿 二 仙 膠 療 效 更 勝 葡 萄 糖 胺 製 劑

龜板、鹿骨含多量膠原蛋白，為關節結締組

織的主要成分，也是修復關節不可或缺的材

料。

龜鹿二仙膠主要作用是補充可以促進骨質生

成與再造的「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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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兒 遺 尿 症
小兒遺尿是指3歲以上的小兒睡中小便

自遺,醒後方覺的一種病症,又稱尿床,是兒童常
見病、多發病,多見於10歲以下兒童。

遺尿多發生在上半夜,嚴重者每晚必遺,
甚至多次。 有遺尿症的患兒必須及早治療,
如病延日久,會影響兒童的發育及其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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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鹿角霜結合黃酒調服治療遺尿,
方法是取鹿角霜,粉碎成細粉,取鹿角霜粉
2~5g用溫開水送服,
每日2次,早、晚各1次,晚上睡前2h服用。
每次的服用量可隨年齡的大小和病情的輕重
而適量增減,療程最短20天,最長60天,
可得良好效果,總有效率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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