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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金黃散
撰稿：宋思頤藥師；校稿：吳宗修組主任、梁雅惠主任

壹、前言
如意金黃散收錄於明朝的《外科正宗》一書中，此書由當代著名外科醫家陳實功所著，
此藥善治熱毒瘀滯肌膚所致潰瘍腫痛、丹毒…等，亦可用於跌打損傷。

貳、如意金黃散之組成與方義
如意金黃散又名金黃如意散、金黃散、金黃膏，其組成包含天花粉、白芷、薑黃、黃柏、
大黃、蒼朮、厚朴、陳皮、生天南星、甘草。其具有消腫、止痛、解毒等功效。本方常製做
成藥布外敷使用，因其內含苦寒性，佐以辛溫之藥像是：薑黃、白芷、天南星，可以達到溫
散走竄的促滲作用，幫助藥品經皮吸收，1 詳細方義解析見表一。
表一、如意金黃散之方義 2
組方原則

效能

組成

性味暨適應症

君

瀉火解毒、活血消腫

天花粉

苦寒，清熱瀉火、消散癰腫，治熱毒瘡癰要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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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方原則

效能

組成

性味暨適應症

臣

助君藥化瘀止痛、解

白芷

辛香溫散，消腫排膿而療瘡腫

毒消腫

薑黃

辛散苦泄溫通，善活血行氣、消腫止痛

黃柏

苦寒清泄，善瀉火解毒、燥濕

大黃

苦寒攻下，活血祛瘀消腫，導熱外出

溫燥行氣活血，助君

蒼朮

辛苦溫燥，善燥濕

臣藥散結消腫止痛

厚朴

苦辛燥散溫通，善行氣燥濕

之功

陳皮

辛散苦燥溫通，善理氣燥濕化痰

生天南星

苦燥辛散溫化，善燥濕化痰、散結消腫

甘草

甘平解毒，且調和藥性

佐

使

調和諸藥

叁、如意金黃散之現代藥理作用
根據現代許多藥理研究指出，如意金黃散具有抑菌、抗炎、解痙、止血、解毒等作用。
一、抑菌
方中大黄、黄柏、厚朴、白芷、陳皮、甘草有較强的抗金黄色葡萄球菌作用；天南
星、大黄、白芷則具有抗溶血性鏈球菌的作用；另對大腸桿菌，綠膿桿菌均有不同程度
的抑菌作用。3、4
二、抗炎
方中薑黃可通過抑制主要炎症因子，如：環氧化酶（COX-1，COX-2）
、脂氧化酶
（LOX）
、腫瘤壞死因子 α（TNF-α）
、干擾素 γ（IFN- γ）
、誘導一氧化氮合成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 iNOS），以及轉錄因子，如：核轉錄因子 κB（nuclear transcription
factor-κB, NF-κB）和激活蛋白- 1（activator protein 1, AP-1）產生抗炎作用；5 方中甘草
可通過抑制核蛋白高遷移率族蛋白 B1（High mobility group box1 protein, HMGB1）、抗
氧化凋亡、抑制炎症因子生成、抑制细胞黏附。6
三、解痙
方中厚朴內含厚朴酚，對組織胺所致十二指腸痙攣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厚朴鹼、木
蘭箭毒鹼和厚朴酚有鬆弛橫紋肌的作用；7 方中陳皮內含揮發油，對消化道有緩和刺激
的作用，有利於胃腸積氣排出，能促進胃液分泌有助消化，對腸胃平滑肌有鬆弛的作用。
7

四、止血
方中大黃內含大黃酚，能縮短凝血時間，使纖維蛋白原增加，促進骨髓製造血小
板，促進血液凝固。7
五、解毒
方中甘草內含甘草酸，可與毒物結合，使其轉化為毒性較小或無毒性物質以達解毒
功能。另甘草甜素也可吸附毒物以解毒，其解毒作用與吸附率成正比關係，甘草甜素水
解後生成的葡萄糖醛酸，則具有保肝解毒和誘導酶加工處理毒物之功能。甘草甜素和甘
草次酸具有腎上腺皮質激素樣作用，可提高機體對外界刺激的適應性，並能起到保護機
體作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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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如意金黃散之近代治療
近代使用如意金黃散所治療的相關疾病說明如下：
一、糖尿病足
與金創膏併用，藉由清熱解毒、活血化瘀的中藥而達到祛腐生肌的功效。方中
大黃含大黃酸，大黃素和蘆薈大黃素的抑菌作用最強，故生用可以抑制菌體擴散及
調節糖代謝作用。9、10
二、靜脈炎
其發病機理是氣血不暢以及血瘀氣滯，因此在治療環節可用如意金黃散，其功
效有散瘀鎮痛、清熱除濕以及行氣活血。11
三、流行性腮腺炎
流行性腮腺炎中醫稱做”痄腮”，由風溫邪毒引起的，以發熱、耳下腮部漫腫疼
痛為特點。全方有清熱解毒，消腫止痛之功效，正切中痄腮的風溫邪毒之病因，所
以如意金黃散外敷，對治療流行性腮腺炎有較好療效。12
四、甲溝炎
中醫多認為甲溝炎多由於濕邪鬱積局部，久聚不散鬱積火熱，熱鬱互結，聚於
肌膚之間，故疼痛現，如意金黃散則起到解毒清熱、化瘀散結、行氣活血、消腫止
痛的作用。13
五、急性痛風性關節炎
在中醫辨證多屬濕熱阻絡，臨床症狀可以如意金黃散外敷治療，效果較好。本
方是目前治療急性痛風性關節炎最常用的外用成藥，方中大黃有清熱瀉火，涼血解
毒之效，同時藥理研究表明，大黃素能夠抑制黃嘌呤氧化酶和尿酸生成，還具有抗
炎，鎮痛等作用；部分藥物還具有利尿作用，從而促進尿酸排出，降低尿酸值，減
少痛風復發。14

伍、如意金黃散使用之注意事項與藥物不良反應
本方為外敷藥膏，不可內服，皮膚潰瘍破損時慎用，使用時忌食辛辣刺激性食物，兒童、
孕婦、哺乳期婦女、年老體弱者應在醫師指導下使用，每次貼敷 4-6 小時，如遇不適請立即
撕除。15 外用一般較無副作用，但曾有案例引起過敏反應，可能與方中天花粉、黃柏有關，
天南星對皮膚也有一定的刺激性，因該病患非過敏體質，也無藥物與食物過敏史。因此臨床
使用時應即時觀察病人有無過敏反應，及早發現以減少病人的傷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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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安全資訊
撰稿: 林宛萱藥師

校稿: 張伶祝總藥師

Codeine 及 tramadol 成分之藥品造成嚴重呼吸問題
成分之藥品造成嚴重呼吸問題

壹、 Codeine 及 tramadol 成分藥物介紹
成分藥物介紹
Codeine 與 tramadol 皆屬於弱效類鴉片藥物（weak opiates）
。Codeine 可抑制延髓咳嗽中
樞，其代謝產物包括 morphine，因此 codeine 也具中樞性鎮痛作用，衛福部核可之適應症為
鎮咳、鎮痛。Tramadol 止痛作用機轉有二，其一為 tramadol 及其活性代謝物 desmetramadol
是中樞神經系統 µ、δ 與 κ-opioid 受體的致效劑（agonist）
，可阻斷神經傳導物質的釋放達到
中樞性的止痛效果，其二是因為 tramadol 是神經元的血清素再吸回抑制劑（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 SRI）和正腎上腺素回收抑制劑（norepinephrine reuptake inhibitor, NRI）
，可在神經突
觸抑制血清素及正腎上腺素的再吸收，進而增加這些抑制痛覺神經傳導物質的濃度，達到止
痛效果。衛福部核可本藥的適應症為中度至嚴重性的急慢性疼痛。

貳、 美國 FDA 對含 codeine 及 tramadol 成分藥品發布的安全性資訊
美國 FDA 統計 1969 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間，有 64 件因使用 codeine 發生嚴重呼吸問
題，其中 24 件死亡案例為小於 18 歲的兒童。1969 年 1 月至 2016 年 3 月，有 9 件因使用 tramadol
造成嚴重呼吸問題，其中 3 件死亡案例為小於 18 歲的兒童。統計結果發現這兩種成分導致的
嚴重副作用，大部分發生於小於 12 歲的兒童。1
此外美國 FDA 回顧相關的醫學文獻，發現許多母親於哺乳期間服用 codeine，造成嬰兒
出現嗜睡與嚴重呼吸問題的案例，其中 1 例甚至導致嬰兒死亡。雖然哺乳期間服用 tramadol
沒有類似副作用的報告，但有鑑於 tramadol 及其活性代謝物皆會出現在乳汁中，且 tramadol
與 codeine 有相同的 CYP2D6 超快速代謝（ultra-rapid metabolism）機轉，帶有 CYP2D6*2x2
基因型之超快速藥物代謝者（ultra-rapid metabolizers, Ums）會很快將 codeine 與 tramadol 分別
代謝為具有藥理活性的 morphine 與 desmetramadol，故哺育母乳的婦女使用 codeine、tramadol
應特別注意，此兩種成分與其各自的活性代謝物均可透過乳汁到達嬰兒體內，而引起嚴重副
作用。
因此美國 FDA 於 2017 年 4 月 20 日發布，1 含 codeine 及 tramadol 成分藥品具有導致呼
吸緩慢、呼吸困難等嚴重風險，且用於兒童之風險更高。本藥用於哺乳婦女亦可能對哺餵之
嬰兒產生不良影響，故要求廠商於仿單加註相關禁忌與警語如下：
一、 含 codeine 成分藥品禁用於未滿 12 歲兒童之止痛或止咳；含 tramadol 成分藥品禁用於
未滿 12 歲兒童之止痛。
二、 含 tramadol 成分藥品禁用於未滿 18 歲兒童之扁桃腺及腺樣體切除術後止痛。
三、 含 codeine 及 tramadol 成分藥品不建議用於肥胖、具有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嚴重
肺部疾病等情形之病人，因可能增加嚴重呼吸問題之風險。
5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藥訊

四、 使用含 codeine 及 tramadol 成分藥品期間不建議哺乳，因可能對哺餵之嬰兒產生嚴重
不良反應，包括：異常嗜睡、哺乳困難或嚴重呼吸問題。

參、 我國食品藥物管理署（
）說明
我國食品藥物管理署（TFDA）
我國的 TFDA 分析臨床效益及風險評估，分別於 106 年 8 月 2 日、106 年 9 月 12 日針對
含 codeine 與 tramadol 成分藥品發布相關公告。統整如下：2, 3
一、醫療人員應注意事項：
1. 含 codeine 及 tramadol 成分藥品具有導致呼吸緩慢、呼吸困難等嚴重風險，且用於兒童
之風險更高。
2. 含 codeine 及 tramadol 成分藥品不建議使用於下列病人，除非無其他較安全之替代藥品，
且使用之臨床效益大於風險。
(1)未滿 12 歲兒童。
(2)肥胖、具有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嚴重肺部疾病等情形之病人。
(3)未滿 18 歲兒童之扁桃腺及腺樣體切除術後止痛。
(4)哺乳婦女。
3. 倘經評估後，需處方含 codeine 或 tramadol 成分藥品給未滿 18 歲病人或哺乳婦女，應
特別提醒病人及其照護者，注意病人或哺餵之嬰兒是否有出現呼吸相關不良反應之徵
兆，包括：呼吸緩慢或微弱、呼吸困難或呼吸聲嘈雜、意識混亂、異常嗜睡、哺乳困
難或癱軟等。如發生上述情形，應立即停藥並就醫。
二、 病人及其照護者應注意事項：
1. 部分市售止咳藥品（含藥水）含有 codeine 成分（可檢視藥品外包裝標示），應經醫師
評估後才使用於下列病人：
(1) 未滿 12 歲兒童。
(2) 肥胖、有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嚴重肺部疾病等情形之病人。
(3) 哺乳婦女。
2. 應確認醫師處方之止咳或止痛藥品是否含有此二種成分，這可經由檢視藥袋上標示之
藥品名稱，如不清楚可詢問醫師或藥師。
3. 家中若有正在使用含 codeine 或 tramadol 成分藥品之兒童，或可能因哺乳而接觸到該兩
成分藥品之嬰兒，用藥期間請密切注意病人或哺餵之嬰兒是否有出現呼吸相關不良反
應之徵兆，包括：呼吸緩慢或微弱、呼吸困難或呼吸聲嘈雜、意識混亂、異常嗜睡、
哺乳困難或癱軟等。如發生上述情形，應立即停藥並就醫。

6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藥訊

肆、 本院院內含 codeine 成分及含 tramadol 成分藥品列表
醫令代碼

商品名

成分/含量

中文名

OCODE2

Codeine Phosphate
Tablet

Codeine Phosphate /15mg

磷酸可待因錠,

OCAMA2

Camadol Capsule

Tramadol HCL /50mg

服安痛膜衣錠

ITRAM1

Tramtor Injection

OTRAC3

Traceton FC Tablet

Acetaminophen /325mg
Tramadol HCL /37.5mg

服安痛膜衣錠

OTRAM2

Tramacet FC Tablet

Acetaminophen /325mg
Tramadol HCL /37.5mg

妥美亭膜衣錠

Tramadol HCL /50mg/ml
2ml/amp

頓痛特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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