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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性論文

日治時期的臺灣藥用植物研究回顧

—以蕨類門為例

黃信麒 1、蔡忠志 2、蘇奕彰 1, 2, *

1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中醫學系，臺中，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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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台灣的藥用植物研究，主要為臺灣總督府殖民地統治與殖產開發之

需，有計畫地調查臺灣自然資源的歷史背景下展開。這一時期學者不僅全面而有

系統的調查記錄臺灣各地漢人、原住民族的藥用植物，還引進了近代博物學的分

類方法，深深影響了二十世紀中後葉台灣的藥用植物研究。

日治時期所遺留下的相關調查報告書或出版品數量不小，本研究是以國家臺

灣圖書館收錄的舊籍，作為研究分析的母資料庫，將其中與藥用植物相關的出版

品及期刊以「醫」、「藥」、「漢醫」、「漢藥」、「植物」、「疾病」等關鍵

字篩出，再逐一蒐集、閱讀、瀏覽、輯錄以及分析藥用蕨類植物的相關材料。本

文選擇以藥用蕨類作為研究的代表對象，主要著眼於臺灣地理環境溫暖多濕，是

蕨類植物的良好生長環境，也是先民生活經驗中非常重要的藥用植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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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博物學方法的引進與日

治時期的有用植物調查

十九世紀的中葉，「科學的帝國主義」

（Scientific imperialism）使「科學發展」與「帝

國殖民事業」兩者產生共生關係，西方人的

田野博物學研究伸展到中國大陸，藉由以軍

事力量為後盾的領事機構、海關、商務團體

以及傳教組織，推展博物學研究 [1]。舉清領

時期來臺最偉大博物學家Robert Swinhoe （西

元 1836-1877，中譯：史溫侯）為例，他在

1854年擔任香港英國領事館臨時翻譯職務，

1856年轉任廈門及上海英國領事館副領事，

同年 3月第一次搭乘船隻來臺，於 Heongsan

（新竹香山附近） 停留二週，進行博物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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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觀察。Swinhoe前後居留臺灣約近四年，

足跡遍及本島各地，其主要的採集與觀察研

究對象包含哺乳類、鳥類、魚類、兩棲爬蟲

類、昆蟲類、陸棲及少數海產動物相關研究

論文多達 25篇。因個人對臺灣動物學研究之

興趣，曾將 1864年所修的《續修臺灣府志．

物產》有關鳥獸內容，翻譯成為英文及註解，

發表於上海學會（Society at Shanghai），

譯文中記載了41種鳥類及13 種 哺 乳 類； 此

份英文譯文隨後則被 G. von Frauenfeld 轉

譯成德文。Swinhoe的主要興趣是以動物為

主，然而他也曾於 1863年發表《台灣植物

目 錄（List of plants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 

or Taiwan）》，記錄台灣植物 246種，所以

他也是近代第一位發表台灣植物研究的學者

[2]。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基於殖民地統治

與殖產開發之需，有計畫地對臺灣的自然與

人文資源展開調查。而臺灣近代博物學隨著

這股殖民地博物學研究熱潮，遂於 1911（明

治 44）年 1月 14日成立博物學會，以推動殖

民地臺灣之動物學、植物學、鑛物學、人類

學、地學及氣象學等六大學科的調查與研究

為其創會目的 [3]。這一時期學者的研究動機

即使不一定是出自於單純的學術興趣，然而

所留下的知識寶庫卻是不可抹滅的。

日治時期博物學家的植物學探索，可粗

略劃分為較前期的「有用植物」與略晚的純

正學術立場的植物調查兩大方向。這兩大研

究取向，從 1910年起，到臺灣光復為止，一

直都是並行不悖的。上段所謂不是出自純正

學術興趣的博物學研究，就是指「有用植物」

的調查而言。然而，對本文的研究範疇而言，

與日治時期相關的蕨類本草材料，卻多出自

於「有用植物」的相關文獻之中。

1895年臺灣被劃入日本帝國的版圖，

1904年新渡戶稻造受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

長官後藤新平之邀，來台擔任殖產局長，並

於翌年 1905年成立「有用植物調查」的臨時

單位。在這之前的十年間，日本博物學家與

西方博物學家的研究成果並無太大的差別，

也可以說沒有太大的突破。所謂的「有用植

物」是指經濟價值而言，包括了「食用」、「藥

用」、「工業」、「纖維」、「木材」、「觀賞」

六大類別。日治時期臺灣藥用植物的代表性

著作：佐佐木舜一氏《林業試驗場特別報告．

臺灣藥用植物調查報告書》（1919年）與《綱

要臺灣藥用植物誌》（1924年，載藥用植物

579種）；山田金治氏《高砂族調查報告書．

藥用草根木皮》（1939年，載藥用植物 300

種）都是在「有用植物調查」的歷史背景下

完成的專著。

日治時期藥用植物調查成果

概況

日治時期所遺留下的相關調查報告書或

出版品數量不小，本研究是以國家臺灣圖書

館收錄的舊籍，作為母資料庫，將其中與藥

用植物相關的出版品、調查報告書及期刊以

關鍵字的方式以「醫」、「藥」、「漢醫」、「漢

藥」、「植物」等篩出，兼及其他單位散藏、

學術著作引用，做成清冊，再逐一蒐集、閱

讀、瀏覽。以下將蒐集所及的專著、調查報

告書與期刊論文，與藥用植物相關度較高者，

編錄如表一。

根據民族植物學學者李瑞宗先生，在

1999年對日治時期台灣民族植物學研究文獻

的整理，日治早期的明治年間，人類學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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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日治時期收錄藥用植物的相關調查報告書與出版品一覽表 

編號 出版資訊

01
伊能嘉矩：〈アミス族の治病法〉，日．東京市：《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4（159）:346-348，
1899年。

02
伊能嘉矩：〈台灣土蕃の自然物利用〉，日．東京市：《東京人類學會雜誌》21（242）:294-300，
1906年。

03
伊能嘉矩：〈台灣蕃人の食物の限制〉，日．東京市：《東京人類學會雜誌》22（257）:479，
1907年。

04
伊能嘉矩：〈紅頭嶼の土蕃に傳ふる采の神話〉，日．東京市：《東京人類學會雜誌》，

22（258）:516-517，1907年。

05
臺灣農友會：《臺灣農家便覽》（改訂增補第六版），日．東京市：臺灣農友會，明治 41
年（1908）10月 22日

06 澤田兼吉：〈台東に於ける植物の蕃名〉，台北市：《台灣博物學會會報》4:95-96，1911年。

07 佐山融吉，《蕃族調查報告書》，日．東京市：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1913-21年。

08 臺灣醫學會：《臺灣衛生概要》，台北市：臺灣醫學會，大正 2年（1913）3月 30日。

09
金平亮三：〈樹木に關する台灣人の迷信〉，台北市：《台灣博物學會會報》17:186-189，
1914年。

10
小島由道、安原信三：《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台北市：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15-
1922年。

11
作者不詳：《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　分析成績彙篡》(出版第九九號，大正五年（1916）
5月 )。

12 森丑之助：〈蕃人の主食物〉，日．東京市：《台灣農事報》103:86-90，1915年。

13 森丑之助：《臺灣蕃族志》，臺北市：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17年。

14
瀧澤豐吉、岩松秋一：〈阿緱廳管內蕃人間に使用せらる藥草調〉，台北市：《台灣博物

學會會報》36:71，1918年。

15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林業試驗場：《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附屬 林業試驗場植物要覽》，台北市：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林業試驗場，大正 7年（1918）3月 18日。

16 林學周：〈本島人の植物に對する傳說一班〉，《藝林會報》2(2):52，1918年。

17 刈米達夫：《臺灣產藥用植物調查報告》，內務省衛生局，1918年 12月 21日。

18
澤田兼吉：〈嘉義廳下にて土民よク聞きたる野生植物の利用〉，台北市：《台灣博物學

會會報》42:20-21，1919年。

19
佐佐木舜一：〈臺灣民間藥用植物としての毒蛇咬傷藥〉，台北市：《台灣博物學會會報》

41:29-59，19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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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出版資訊

20
佐々木舜一：《林業試驗場特別報告　臺灣藥用植物調查報告書》，台北市：臺灣總督府

殖產局林業試驗場，大正 8年（1919）3月 30日。

21
田中一二：《大正八年度二版　臺灣產業總覽》，台北市：太陽通信社臺灣支局，大正 8
年（1919）11月 1日。

22 澤田兼吉：〈アミ蕃の食用野草〉，台北市：《台灣博物學會會報》41:79，1919年。

23 佐佐木舜一：〈キンマ紅頭嶼に產す〉，台北市：《台灣博物學會會報》47:152，1920年。

24 島田彌市：《台灣たいヤル蕃族利用植物》，台北市：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20年。 

25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台灣タイヤル蕃族利用植物》（島田彌市調查），台北市：臺灣總

督府殖產局，1920年。

26
堀川安市：《臺灣に於ける 有用植物》，台北市：臺灣圖書刊行會，大正 9年（1920）10
月 25日。

27
堀川安市：《台灣同族との關係（一）（二）に於ける有用植物》，台北市：台灣圖書館

刊行會，1920年。 

28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林業試驗場植物目錄》，台北市：臺灣總督府殖
產局，大正十年（1921）7月 30日。

29 門間幸造、井上武雄：《臺灣博物教授資料解說》，出版單位不詳，大正 11年（1922）。

30 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バイヮン蕃族利用植物》（山田金治調查），1923年。

31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 林業部彙報 第壹號パイワン蕃族利用植
物》，台北市：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大正 12（1923）年 1月 31日 。

32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　林業部彙報　第貳號パイワン蕃族利

用植物》，台北市：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大正 12年（1923）2月 23日 。

33 山田金治：〈蕃地開發と有用植物の栽培〉，花蓮縣：《台灣時報》10：9-14，1933年。

34
山田金治：〈恆春地方にて食用に供する野生植物の一〉，台北市：《台灣博物學會會報》

68:40，1924年。 

35 佐佐木舜一：《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臺北市：晃文館，大正 13年 (1924)。

36
牧茂市郎： [大正十四年訂正五版 ]《臺灣博物教科書　植物》，台北市：晃文館：大正 13
年（1924）12月 28日。

37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大正十四年版 ]《臺灣衛生要覽》，台北市：臺灣總督府警務局，大
正 14年（1925）7月 18日。

38
伊藤武夫：《臺灣植物圖說 正編》，日本．三重縣：臺灣植物圖說發行所，昭和 2年（1927）
2月 15日。

39
深堀為助 ：〈病名による藥用植物集〉，台北市：《臺灣藥友會誌》，昭和 2年（1927）1
月 1日，第 37-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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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出版資訊

40
伊藤武夫：《續臺灣植物圖說》，日本．三重縣：臺灣植物圖說發行所，昭和 3年（1928）
3月 10日。

41
佐々木舜一：〈藥用植物研究及皇漢醫學〉，《漢文皇漢醫界》，台北：東洋醫道會臺灣支部，

昭和 5年（1930）6月 20日。

42 宮川次郎：《臺灣常識》，台北市：臺灣實業界社營業所，昭和 5年（1930）。

43 鈴木作太郎：《臺灣蕃族研究》，台北市：臺灣史籍刊行會，1932年。

44 佐藤會哲：《臺灣衛生年鑑》，台北市：臺衛新報社，昭和 7年（1932）。

45 小泉鐵：《臺灣土俗誌》，日．東京市：建設社，1933年。

46 大谷光瑞：《臺灣島之現在》，日本．大阪市：大乘社，昭和 10年（1935）10月 15日。

47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原語による灣高砂族傳說集》，日本．東京市：臺北帝國大學言

語學教室，1935年。

48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蕃人所要地調查書》，1935年。

49
岩城龜彥：〈台灣蕃地に於ける藥用草根木皮に就て〉，《台灣農事報》，東京：臺灣農友會，

35(1):62-72，1939年。 

50 池水清：《臺灣ニ於ケル藥用植物ニ關スル調 》（手稿），1940年。 

51 安江政一：《臺灣產藥用植物一覽表》（未見，出版資料不明），1944年。

52
丸山芳登：《日本領時代に遺した臺灣の医事衛生業績》，日本．橫濱市：出版單位不詳，

昭和 32年（1957）9月 10日。

53 作者不詳：《熱帶產業調查會調查書　熱帶病ノ調查研究》，出版單位、出版時間皆不詳。

少都曾調查台灣原住民族所利用的植物，其

中最有成就，當推鳥居龍藏（1898）、伊能

嘉矩（1899）、森丑之助（1901）等三人，

他們的文章大都發表於《人類學雜誌》[4]。

從上述表列中，可以看到即使到了大正年間

的中期，原住民族的民族用藥，依然是殖民

政府關注的大宗。博物學會成立之後（1911

年），學者對原住民族的民族用藥依然關注，

主要研究者有山田金治（12篇）、佐佐木舜

一（11篇）、澤田兼吉（8篇）、島田彌市（6

篇）與鹿野忠雄（6篇）等，這些短篇的論文，

主要刊載於《台灣博物學會會報》。此外，

有些學者亦從「臺灣」藥用植物的角度，開

始了藥用植物第一手知識的普查與紀錄。    

藥用蕨類相關紀載的輯錄

日治時期以藥用植物為名，或在章節綱

目中列入藥用植物專章的專著，並不始於佐

佐木舜一氏。表一中所列的《臺灣衛生概要》

（1913）就是一例。由大正七年（1918）《臺

灣產藥用植物調查報告》，可以得知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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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計劃布局中就已有藥用植物的調查活

動，當時的專責單位不一定是殖產局。以《臺

灣產藥用植物調查報告》為例，其專責單位

是日本的內務省衛生局。類似的例子，還出

現於明治 41年（1908年）臺灣農友會所出

的《臺灣農家便覽》（時已出至第六版）。

繼佐佐木氏之後，參與臺灣藥用植物資源的

整理與介紹也不乏其人。諸如：1919年田中

一二所著大正八年第二版《臺灣產業總覽》；

1920年堀川安市的《臺灣に於ける 有用植

物》；1921年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的《林業試

驗場植物目錄》；1922年門間幸造、井上武

雄《臺灣博物教授資料解說》；1923年臺灣

總督府中央研究所一系列的林業彙報《パイ

ワン蕃族利用植物》；1925年臺灣總督府警

務局的《臺灣衛生要覽》；1927年伊藤武夫

《臺灣植物圖說 正編》；1927年深堀為助〈病

名による藥用植物集〉；1932年佐藤會哲《臺

灣衛生年鑑》；以及出版時間不詳的熱帶產

業調查會《熱帶病ノ調查研究》等等。

承上述，不同的權責單位，代表了不同

的著作動機與背景。譬如：殖產局代表殖民

地經濟；內務省衛生局與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就有衛生管理的目標；農友會與農產栽培的

策略及技術相關；《臺灣植物圖說》、《臺

灣博物教授資料解說》代表的是正統博物學

研究；深堀為助〈病名による藥用植物集〉，

與熱帶產業調查會《熱帶病ノ調查研究》，

則是醫學性的著作；最後，《パイワン蕃族

利用植物》與《高砂族調查報告書．藥用草

根木皮》，則很明顯是在「理蕃」以及「有

用植物」的雙重動機之下的產物。由此管窺，

日治時期日本的殖民活動是在多向、長遠與

周詳的計畫之下進行的。

表一所載列各項文獻對臺灣藥用植物品

項與內容的記載詳略不一，為了清楚呈現當

時文獻對臺灣藥用植物研究記錄的實際情

況，我們選擇具亞熱帶原生植物的「蕨類」

為例，根據臺灣蕨類植物研究前輩學人郭城

孟先生的觀點，近九成的蕨類植物科屬在台

灣都有分布，所以臺灣有蕨類王國或蕨類天

堂之稱，而開發區域性道地藥材必須滿足至

少兩道先決條件：當地豐富的藥材基原分布，

以及當地豐富的使用經驗。台灣蕨類藥用植

物不但滿足這兩大條件，而且也是固有藥材

中相當重要的藥材基原來源。以下將蕨類門

藥用植物在相關文獻內容的原文輯錄，並翻

譯如表二。

表二引述的著作之中，最具代表性當屬

佐佐木舜一氏的兩部著作。佐佐木舜一為

1905年殖產局創立之初，有用植物調查計畫

三名正職人員之一。在臺期間，先後曾任職

於總督府博物館、阿里山作業所、中央研究

所與總督府山林課。他在 1930年擔任中央

研究所技正年代的 5月份，曾應邀演講，講

述他過去藥用植物調查的歷程，與成書的始

末。講稿在隔月（6月）被整理成文字稿刊

登於《漢文皇漢醫界》上，為日治初期的藥

用植物調查史留下了寶貴的一手資料。文中

他說道：「於臺灣最初調查民間藥者，乃醫

學專門教授春原先生（根據臺灣總督府職員

錄，從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到昭和十三

年（1938年）之間，擔任臺灣總督府醫學專

門學校教職的春原教授僅有一人，即春原三

壽吉氏（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臺灣總

督府職員錄系統」）。與現在第二師範之川

安吉氏。前者為藥草之調查研究，後者為動

物性藥之研究。然前者惜調查未成。」；「大

正四年，呈殖產局林業試驗場長，命余調查

全島民間藥。其藥之數量及其本質，固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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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日治時期博物學家調查報告書蕨類藥用植物輯錄與翻譯一覽表

出處 植物品項 本文與翻譯

臺灣衛生概要．

藥用及有毒植

物（ 大 正 2 年
（1913）3 月 30
日）

ヒカゲノカヅラ 學名：Lycopodium clavatum L.
漢名：石松

ノキシノブ 學名：Polypodium lincare Thunb.
漢名：瓦韋

ワラビ 學名：Pteridium aquilinum Kuhn.
漢名：蕨

臺灣產藥用植物

調 查 報 告（ 大

正七年（1918）
十二月）

ミヤコジマハナ

ワラビ

漢名：過路蜈蚣

科目：瓶爾小草科

用途：解熱、止咳

用法：服煎汁

ホコシダ 漢名：鳳尾草

科目：瓦韋科

用途：止下痢

用法：與赤糟、蔦枝三種同煎服效果著

臺灣藥用植物調

查報告書（大正

8 年（1919）3
月 30日）

かたひば 編號 .547
學名：Selaginella caulescens Spring
科目：卷柏科

植物型 態：從略（為簡省篇幅，以下同。以下表格中，之所以
將有關「型態」與「附圖」部份省略，是為了簡省篇幅。

其實「型態」的描述與「附圖」在本草學的研究是極為

重要的。我們可以從中與現有之藥用植物作為比對，

以確定其在目前應用上之名（包括歷代典籍名或本土

名），在實際應用上更能準確與客觀。這一點期待能結

合中藥學者、民間藥專家、及文獻學者共同作跨領域之

研究，當更能突顯其價值。）

方言及 漢名（案：原書此一項目的書寫體例，或列有方言項，
或有漢名，或兩者具有，或兩者具無）：龍鱗草（臺南）、

卷柏（嘉），袞州卷柏（漢）

功效：婦人通經妙藥

用法：莖葉水煎服

いはひば（いわ

ひば）

編號 .548
學名：Selaginella involvens Spring
科目：卷柏科

植物型態：從略

方言及 漢名：萬年松（府誌、臺北、南投、阿、臺中）、卷柏
（桃）、卷柏、湯湯青、豹足、求股、交時、萬歲、長

生草（漢）

功效： 治小兒腦膜炎，改善血行，治婦人疾病，治刀傷為外用
藥

用法：燒葉將成灰，加茶油搓揉後塗抹，或葉水煎服



8 日治時期的臺灣藥用植物研究回顧—以蕨類門為例

出處 植物品項 本文與翻譯

ひかけのかづら

（ひかげのかず

ら）

編號 .549
學名：Lycopodium claratum L.
科目：石松科

植物型態：從略

漢名：石松、伸筋、小伸筋

功效： 在本島與ミズスギ（Lycopodiella cernuum）同樣用，為
腳病及咳嗽藥

用法：用孢子

原卷缺頁 303-306，內容缺編號 550-556

ひかげへご 編號 .559
學名：Alsophila latebrosa Hook. 
科目：桫羅科

植物型態：從略

方言：貫眾（臺南、桃）、筆筒樹（樹木、全島）

功效：促進血液循環，止咳嗽

用法：細切木質部而清洗，與蜂蜜炒後水煎服

たかわらび 編號 .560
學名：Cibbotium Barometz Sm.
科目：桫羅科

植物型態：從略

方言：骨碎補（桃）、狗脊（臺中、南投）

功效：治腎臟病，治腰背寒濕及痹膝疼痛

用法：莖基部水煎服

はんげつくじゃ

く

編號 .561
學名：Adiantum lunulatum Burm.
科目：瓦韋科

植物型態：從略

方言：龍蘭草（阿）

功效：當刀傷藥

用法：搗碎葉而局部貼用

ほくとあみしだ 編號 .562
學名：Aspidium nokutense Hay.
科目：瓦韋科

植物型態：從略

方言：鳳尾草（阿）

功效：治風熱及感冒

用法：莖葉水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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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 植物品項 本文與翻譯

ひりうしだ（ひ

りゅうしだ）

編號 .563
學名：Blechnum orientale L.
科名：瓦韋科

植物型態：從略

方言：山過貓（臺北）

功效：治腫物

用法：搗碎嫩芽而局部貼用

ひとつばまめづ

た

編號 .564
學名：Cyclophorus adnascens Desv.
科名：瓦韋科

植物型態：從略

方言：風不動（臺北）、樹龍（阿）

功效：去熱而對於火藥傷奇效，又治類風濕病、神經痛

用法：揉葉漿成液而塗抹，水煎服

ひとつば 編號 .565
學名：Cyclophorus Lingua Desv.
科名：瓦韋科

植物型態：從略

方言及漢名：石劍（臺北）、石韋（桃、漢）

功效：治腫物，止出血，有效於利尿益精氣，治淋病及赤尿

用法：細切葉而水煎服

たかさごしのぶ 編號 .566
學名：Davallia divaricate Bl.
科名：瓦韋科

植物型態：從略

方言：鳳尾草（桃）、馬尾絲（阿）

功效：治肋脾之熱

用法：莖葉水煎服

くはれしだ（く

われしだ）

編號 .567
學名：Diplazium esculentum Sw.
科目：瓦韋科植物型態：從略

方言：過山貓（臺北）、過溝菜（臺北）

功效：解熱，去鬱

用法：煮嫩葉而吃

たましだ 編號 .568　
學名：Nephrolepis cordifolia Presi.
科目：瓦韋科

植物型態：從略

方言：山豬生弗（臺北）

功效：解熱

用法：塊莖水煎服



10 日治時期的臺灣藥用植物研究回顧—以蕨類門為例

出處 植物品項 本文與翻譯

ほらしのふ（ほ

らしのぶ）

編號 .569
學名：Odontosoria chinensis J. Sm. Var. tenuifolia Mak.
科目：瓦韋科

植物型態：從略

方言：鳳尾草（臺北）、土川連（臺南）

功效：治暑熱，止下痢

用法：莖葉水煎而當茶代用服

きじのをしだ

（きじのおし

だ）

編號 . 570
學名：Plagiogyria adnata Bedd.
植科目：瓦韋科

植物型態：從略

漢名：貫眾、鳳尾草

功效：防婦人崩血、流出血塊，治白禿

用法：炒根莖成粉而與醋服，燒根莖成粉後融與生油而貼

みつでうらぼし 編號 .571
學名：Polypodium hastatum Thunb.
科目：瓦韋科

植物型態：從略

方言及 漢名：鴨腳把（臺北）、鴨蹄草（新）、金雞腳、鵝掌
金星草（漢）

功效：治熱病

おほきしのぶ

（おおきしの

ぶ）

編號 .572
學名：Polypodium kawakamii（Hay.）Tag.
科目：瓦韋科

植物型態：從略

方言：金石韋（南投）

功效：治淋病

用法：葉根水煎服

のきしのぶ 編號 .573
學名：Polypodium lineare Thunb.
科目：瓦韋科

植物型態：從略

漢名：瓦韋、滿天星、劍丹

功效：服用為疝氣、風邪、淋病藥

用法：葉水煎服

かなわらび 編號 .574
學名：Polypodium amabile Sin.
科名：瓦韋科

植物型態：從略

功效：含煎汁為漱口劑

用法：用全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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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 植物品項 本文與翻譯

やぶそてつ 編號 .575
學名：Polystichum falcatum Diels. Var. Fortumei Bak.
科名：瓦韋科

植物型態：從略

功效：去腹中邪熱，用於婦人產後之血氣、腹痛

用法：根煎服

わらび 編號 .576
學名：Pteridium aquinum Kuhn.
科名：瓦韋科

植物型態：從略

漢名： 蕨、米蕨草、鱉、虌、蕨萁、龍頭菜
功效： 脫肛、腳氣、類風濕病、小兒頭瘡、螯毒、咽喉病、鼻

瘡、痢病、利尿、解熱、暴熱等，為內外用藥，嚴禁與

豌豆同食或內服在中風、腳氣當中

用法：將乾葉體狀燒黑，與醋和服，或塗敷為外用藥

ほこしだ 編號 .577
學名：Pteris ensiformis Burm.
科目：瓦韋科

植物型態：從略

方言：鳳尾草（臺北、宜、桃、南投、嘉、臺南、阿）

功效： 有效於解熱，即治風邪、瘧疾等，有效於赤痢及下痢、
淋病、眼病等

用法： 細切全草以清水煎服。對眼病，五兩加水成一合而煎，
點服用

臺灣に於ける 有
用 植 物． 藥 用

植物（大正 9年
（1920）10 月
25日）

ミヤコジマハナ

ワラビ

漢名：過路蜈蚣

科目：瓶爾小草科

用途：解熱、止咳

用法：服煎汁

ホコシダ 漢名：鳳尾草

科目：瓦韋科

用途：止下痢

用法：與赤糟、蔦枝三種同煎服效果著

臺灣總督府殖

產局 林業試驗
場植物目錄．恆

春地方野生藥用

植物（大正十年

（1921）7 月 30
日）

ホウライクジャ

ク サ ウ（ ホ ウ

ライクジャクソ

ウ）（團羽鐵線

蕨）

學名：Adiantum capillus- Junonis Rupr.
漢名：烏骨毛

使用法與療效：貼用於小兒頸部腫瘤

シマトクサ（節

節草）

學名：Equisetum ramossimum Desf. 
漢名：接骨草

藥用部位與療效：用枝為發汗、利尿藥



12 日治時期的臺灣藥用植物研究回顧—以蕨類門為例

出處 植物品項 本文與翻譯

綱要臺灣民間藥

用植物誌（大正

13年 (1924)）

（《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主要是由 1918年《臺灣藥用植物調查報告書》改
編得來，為節省篇幅，以下省略本書相關內容）

病名による藥用

植物集（昭和 2
年（1927）1 月
1日）

ワラビ 漢名：蕨

有效部：地下莖

使用法：煎用

適應症：解熱

科目名：水龍骨科

カニクサ（つる

しのぶ）

漢名：海金沙

有效部：葉莖

使用法：以煎汁洗

適應症：赤鬼瘡

科目名：海金沙科

ヒカゲノカヅラ 漢名：石松

有效部：葉莖

使用法：塗布

適應症：發疹

科目名：石松科

スギナ 漢名：問荊

有效部：孢子

使用法：塗布

適應症：刀傷

科目名：木賊科

臺灣植物圖說．

水龍骨科（昭和

2 年（1927）2
月 15日）

はまほらしのぶ 科目：水龍骨科

植物型態：從略

藥用部位與療效：煎葉而喝代用茶，去暑熱、止下痢

附圖（編號 .1059）：從略

たましだ 科目：水龍骨科

植物型態：從略

藥用部位與療效：球塊水煎服，解熱

附圖（編號 .1062）：從略

ひつじしだ 科目：水龍骨科

植物型態：從略

藥用部 位與療效：鱗片葉稱為「金狗毛」用止血，以葉柄作模
小狗樣玩具，鱗片葉煎服治腎臟病

附圖（編號 .1078）：從略

臺灣衛生年鑑．

藥用植物（昭和

7年（1932））

ヒカゲノカヅラ 編號 .270
學名：Lycopodium clavatum L.
漢名：石松

科目：石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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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 植物品項 本文與翻譯

ノキシノブ 編號 .271
學名：Polypodium lincare Thunb.
漢名：瓦韋

科目：瓦韋科

ワラビ 學名：Pteridium aquilinum Kuhn.
漢名：蕨

科目：瓦韋科

臺灣常識．藥用

植物（昭和 5年
（1930））

ワラビ 科目：瓦韋科

漢名：蕨

功用： 脫肛、腳氣、類風濕病、小兒頭瘡、螯毒、咽喉病、鼻
瘡、痢病、利尿、解熱、暴熱等，為內外用藥，嚴禁與

豌豆同食或內服在中風、腳氣當中

高砂族調查報告

書．第六編．藥

用草根木皮（昭

和 14 年（1939
年）4月 5日）

とりのはかたひ

ば

科名：Selaginellaceae 卷柏科
學名： Selaginella plana Hieron.  ( 改 Selaginella repanda (Desv. 

ex Poir) Spring高雄卷柏 )
蕃名：ナバリロン（ブヌン族施武群蕃）

效果、用途、並使用社名：

頭痛： 把葉貼附頭部（台東應關上郡內本鹿社マスホワズ，同
タンシキ）。

ひりゅうしだ 科名：Polypodiaceae 瓦韋科
學名：Blechnum orientale Linn. 烏毛蕨
蕃名：カルンギレ（タイヤル族屈尺蕃）

　　　ホアイギリ（タイヤル族ガオガン蕃）

　　　タタール（タイヤル）

　　　ギイシ（タイヤル族大嵙崁前山蕃）

　　　イヨゲレ（タイヤル族大嵙崁前山蕃）

　　　ギリ（タイヤル族大嵙崁前山蕃，上坪前山蕃）

　　　 ギイリ（タイヤル族大嵙崁前山蕃，上坪前山蕃，タロ
コ蕃）

　　　ゲーリ（タイヤル族タロコ蕃）

　　　ラアーサン（サイセット族合蕃）

　　　アソイ（サイセット族合蕃）

　　　マータアゾ（サイセット族南庄蕃）

　　　トリゴゴ（バイワン族傀儡蕃）

效果、用途、並使用社名：

頭痛： 煎服新芽（新竹州大湖郡社，ペンサンハ社，マリン
社）。

腹痛： 煎服新芽（新竹州大湖郡社，ペンサンハ社，マリン
社）。

腫瘤：1.塗布患部新芽的碎汁（台北州羅東郡崙埠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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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 植物品項 本文與翻譯

　　　2.  塗布患部新芽和根的碎物（台北州文山郡リモガン
社）。

　　　3.  （台北州文山郡ラハウ社，新竹州大溪郡角板山社，
コーヨー社，チクトウカク社，ケイフィ社，大湖郡

ロッカホ社，ムケラカ社，ヤバカン社，竹南郡ソロ

社，ガラワン社）。

　　　4.  新芽與たいわんつるそば（ナニハイ）、たいわんこ
すみれ（キニアラダン）一起搗碎後塗布患部（高雄

州屏東郡上バイワン社トクブン社キヌジャロワン

社）。

負傷：1.  塗布患部根的碎物（新竹州大溪郡カウボー社，竹東
郡シイガオ社）。

　　　2.  塗布患部新芽的碎物（新竹州大湖郡ハンテウ社，ペ
ンサンハ社，マリン社，花蓮港應花蓮郡モツクエ

社）。

　　　3.  打撲充血時，用浸熱水的新葉摩擦患部（花蓮港應花
蓮郡サカヘン社）。

おおはなわらび 科名：Ophioglossaceae瓶爾小草科
學名：Botrychium japonicum Undrew. 華東陰地蕨
蕃名：イエイ（ツオウ族タッパン蕃）

效果、用途、並使用社名：

眼病：用打碎葉洗眼（台南州嘉義郡サビキ社）。

たましだ 科名：Polypodiaceae瓦韋科
學名：Nephrolepis cordifolia Presl. 腎蕨
蕃名：ゲーリ（タイヤル族南澳蕃）

　　　ゲーレリ（タイヤル族タロコ蕃）

　　　カルモーナイ（タイヤル族タロコ蕃）

效果、用途、並使用社名：

眼病：1.  用碎根洗眼（台北州蘇澳郡クバボー社，キルモアン
社，キンヤン社，キガヤン社，ビヤハウ社）。

　　　2.  用新芽打碎汁洗眼（花蓮港應花蓮郡サカダン社，ホ
ーネス社，シラガン社，バチガン社，シツクイ社）

のうかうはなわ

らび

科名：Ophioglossaceae 瓶爾小草科
學名： Botrychium lanuginosun Wall. var. leptostachyum Nakai.阿

里山蕨萁

　　　var. leptostachyum, Nakai.
蕃名：エイエ（ツオウ族タツバン蕃，トツヤ蕃）

　　　エイエイ（ツオウ族タツバン蕃，タクブヤン蕃）

效果、用途、並使用社名：

眼病：用絞葉汁洗眼（台南州嘉義郡サビ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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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 植物品項 本文與翻譯

腹痛：1.  根和ころばうまのすずぐさ（マユム）、いもばかん
あおい、（ソオソソアナ）一起煎服（台南州嘉義郡

チヨクチヨクヌ社，チブウ社，ララウヤ社，メヨイ

ナ社）。

　　　2.  煎服根（台南州嘉義郡ツアツアヤ社，タクブヤン
社，サビキ社）（台北州文山郡リモガン社）。

負傷： 根和ころばうまのすずぐさ（マユム）、いもばかんあ
おい、（ソオソソアナ）一起煎服而用煎汁洗滌患部

（台南州嘉義郡チヨクチヨクヌ社，チブウ社，ララウ

ヤ社，メヨイナ社）。

たちしのぶ 科名：Polypodiaceae 瓦韋科
學名：Onychium japonicum (Thunb.) Kuntze.日本金粉蕨
蕃名：ソオソベエニ（ツオウ族タツバン蕃）

效果、用途、並使用社名：

胸痛：煎服葉（台南州嘉義郡サビキ社）。

腹痛：煎服葉（台南州嘉義郡サビキ社）。

たいわんやうら

くかづらひもや

うらくひば

科名：Lycopodiaceae 石松科
學名： Lycopodium formosanum W. Herter.（異名 Huperzia 

salvinioides (Herter) Holub 小垂枝石松）
蕃名：デルスム（バイワン族恒春上蕃）

效果、用途、並使用社名：

腹痛： 和にら（クツアイ）、せきしょう（シャボルボル）一
起擩碎，加蜂蜜服用（高雄州潮州郡內シタウ社，外シ

タウ社，ブリイツ社，ボンブラン社）。

ひろはのこぎり

しだ

科名：Polypodiaceae 瓦韋科
學名：Diplazium maximum (Don.) C. Chr. 廣葉深山雙蓋蕨
蕃名：ゲレ（タイヤル族大嵙崁前山蕃）

效果、 用途、並使用社名：皮膚病，擩碎葉而塗布患部（新竹
州大溪郡シツケイ社，ヨウハブン社，ウライ社，ギヘ

ン社）。

おほたにわたり 科名：Polypodiaceae 瓦韋科
學名：Asplenium nidus Linn. 台灣巢蕨
蕃名：ラウヘン（タイヤル族汶水蕃）

效果、 用途、並使用社名：負傷，擩碎新芽而塗布患部（新竹
州大湖郡バカリー社）。

しのぶ 科名：Polypodiaceae 瓦韋科
學名：Davallia bullata Wall. 海州骨碎補
蕃名：カナバスマオン（サモセット族南庄蕃）

效果、 用途、並使用社名：負傷，碎新芽而塗布患部（新竹州
竹南郡ワロ社，ガラワ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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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 植物品項 本文與翻譯

ほそばのいはひ

めわらび

科名：Polypoidaceae 瓦韋科
學名：Hypolepis tenuifolia (Forst.) Bernh.細葉姬蕨
蕃名：レレ（ブヌン族施武群蕃）

效果、用途、並使用社名：

負傷： 葉和やなぎやぶまを（サンブクン）一起搗碎而塗布患
部（台東應關上郡內本鹿社マスララ）。

ほそばのいはひ

めわらび

科名：Polypoidaceae 瓦韋科
學名：Hypolepis tenuifolia (Forst.) Bernh.細葉姬蕨
蕃名：レレ（ブヌン族施武群蕃）

效果、 用途、並使用社名：負傷，葉和やなぎやぶまを（サン
ブクン）一起搗碎而塗布患部（台東應關上郡內本鹿社

マスララ）。

ながばのいのも

とそう

科名：Polypoidaceae 瓦韋科
學名：Pteris longipinna Hayata.長葉鳳尾蕨
蕃名：パシハベット（プヌン族高山蕃）

效果、 用途、並使用社名：毒蛇咬傷：服用鮮根（台東應關上
郡カナスオイ社，ポクラブ社）。

ほうらいしだ 科名：Polypoidaceae 瓦韋科
學名：Adiantum capillus Veneris Linn.鐵線蕨
蕃名：ラブツブツ（パイワン族傀儡蕃）

效果、用途、並使用社名：毒蛇咬傷，炙葉後擩潰，塗布患部（高

雄州潮州郡クワルス社，トクブン社）。

易得知，故十分細詳為之調查研究。」[5]

在佐佐木氏之前，殖民政府已啟動民間藥用

植物的調查，在此又從佐佐木氏的敘述中得

到證實。春原氏（春原三壽吉）時任台灣總

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助教授，教授理科學。佐

佐木氏本身非醫學專業訓練背景。而植物學

調查之所以能在博物學六大範疇之下一枝獨

秀，實則也與殖產局博物館館長、博物學會

發起人兼任第一任理事長川上瀧瀰的植物學

背景有關。可以推知，這一時期博物學家對

藥用植物的興趣首在「有用」（經濟效益），

其次是「植物」（物種的調查、發現與分類）。

佐佐木氏在文中續說道：「當時臺灣行

政區域，劃分為十二廳。乃與諸廳長打合，

就其地方知本島人調查之。爰雇一採藥者兼

通譯，歷踏全島，約費兩個年間。調查至終，

判明其種類者，有五百七十九種。依其調查

之結果，竟獲多量藥草，其中有良質者亦不

尠。然余固非醫者，亦非化學者，惜不知其

用途。」；「當時所採集之藥草，余欲分類

發表於世，乃費一年功夫，作成原稿。因官

廳經費有限，不得已刪除插畫，僅簡單說明

以成此冊。」他所謂以成此冊，當指 1919年

刊行的《林業試驗場特別報告．臺灣藥用植

物調查報告書》。《林業試驗場特別報告．

臺灣藥用植物調查報告書》「自序」中，詳

列本書的參考文獻 45種，其中有近代博物家

的植物學著作、傳統博物家的植物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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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藥學著作、中國本草、臺灣地方志、和

漢藥名對照及療效著作、化學參考書等等。

參照他在文中，提到的「乃與諸廳長打合，

就其地方知本島人調查之」，以及「歷踏全

島」，文獻的蒐羅、地方行政單位普查、親

自田野訪查、標本的鑑別四大資料來源，構

成了他這具時代代表性的巨著；而他實地採

集的藥用植物標本，則收藏於殖產局博物館

之中。書成之際適逢所屬權責單位經費短縮，

不得已去掉插圖，佐佐木氏頗引以為憾，因

此在五年後，才有臺北晃文館為其重新出版

新修訂版之舉，新修訂版名為《綱要臺灣民

間藥用植物誌》。新修訂版與原版差別應當

不多，就上表所摘述的內容則完全一致。

佐佐木氏《藥用植物調查報告書》，為

後來臺灣藥用植物的撰述立下了相當重要的

典範。首先他的調查報告書是以植物學為立

基點，因此在編號之下依序為藥用植物和名、

拉丁學名、所屬科名、植物型態與分佈、方

言及漢名項、效用與方法。植物分佈與型態

項以前的部份，是典型的植物學內容；同時

也是近代博物學與傳統博物學最大的分野－

分類與命名，對藥物植物基原的判明，留下

相當重要的參照點。特別是他在書籍的撰寫

過程中，兼採傳統名物學著作《植物名實圖

考》、地方志《續修臺灣府誌》、本草學《本

草綱目》等傳統文獻。有意無意之間，為考

訂傳統本草與臺灣地方志所載藥物的基原，

架設了溝通的橋樑。這點也為未來臺灣本草

的編修，可提示了相當良好的模式。以上節

所談的「馬尾絲」為例，「馬尾絲」與「土

川連」分別見於編號 566「Davallia divaricate 

Bl.」（案：原書作 BL.，今從慣例訂正為

Bl.）與編號 569「Odontosoria chinensis J. Sm. 

Var. tenuifolia Mak.」。佐佐木氏所處年代的

植物分類，於今已經有所變遷，但是透過「臺

灣植物資訊整合查詢系統」，可分別查詢得

出骨碎補科的「大葉骨碎補」與陵齒蕨科的

「烏蕨」。若就植物型態而言正好與《重修

臺灣府志》所載「有大、小二本，生陰濕地」

相符。若論及療效，烏蕨（即水雞爪）在民

間用藥經驗有治療毒蛇咬傷之用，也與《重

修臺灣府志》相合。又編號 569條註明「土

川連」藥名的地緣是臺南，也與《重修臺灣

府志》的臺灣府衙所在地（臺南）符合。大

幅度縮減了「馬尾絲」植物基原的可能範圍。

方言及漢名項以下則與傳統博物學無

異，重點在以廣徵博物的視角來紀錄民間用

藥經驗或民族用藥經驗。民族用藥的部份則

兼具有人類學與醫療的價值。事實上，早在

1899年伊能嘉矩氏就曾以人類學的角度，發

表過與原住民醫療相關的論文〈アミス族（阿

美族）の治病法〉。緊接著 1913年，以探

討原住民藥用植物「烏面馬」的專文〈烏面

馬を利用する民俗〉同樣發表在《人類學雜

誌》。不過，接下來 1918年瀧澤豐吉、岩松

秋一〈阿緱廳管內蕃人間に使用せらる藥草

調〉，與 1919年佐佐木舜一〈台灣民間藥用

植物としての毒蛇咬傷藥〉，就都發表在《臺

灣博物學會會報》[6-9]。若就上文提到佐佐

木氏自述他在大正四年（1915年）這個時間

點，投入臺灣民間藥物的調查，稱呼佐佐木

氏為最早系統性調查原住民藥用植物的學者

一點都不為過。不僅如此，1939年由臺灣總

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為權責單位，署名山田金

治編著的《高砂族調查書．第六編．藥用草

根木皮》，在出版項上佐佐木氏與當時理番

課技師岩城龜彥共同被註明為「主查」（相

當於項目負責人）的身份。

日治時期民族用藥的調查一直是由「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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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政策所主導。1898年「臺灣蕃情調查會」

成立，其宗旨在匯集官方、民間對原住民生

活內涵與情境有接觸經驗的人士，並透過「蕃

情調查委員會」的調查行動匯聚相關知識，

並對官方原住民政策提出建議。「蕃情調查

委員會」是調查會的下轄單位，1898年的成

員共計 34人，成員包括民族學、語言學、建

築、宗教、撫墾、農業、衛生醫藥、地質礦物、

林事植物等各方面專才。上述的伊能嘉矩即

以民族學專長加入調查委員會。在此一背景

下的「蕃情調查委員會」，實則是結合社會

人文與博物學的專業團隊 [10]。山田金治是

1912年到臺任職，歷任殖產局勤務等基層職

位，到升任林業試驗所技師職位。他從 1921

年開始發表有關民族植物相關研究，至 1939

年之前共計發表 19筆與民族植物相關的研究

論文。1939年《高砂族調查書．第六編．藥

用草根木皮》可說是他學術成就的最高峰。

從書名上看，「藥用草根木皮」與「綱要臺

灣藥用植物誌」的立意宗旨顯然不同。《藥

用草根木皮》是以各該藥用植物適用之疾病

為分類大綱，其編著的著眼點似乎就在其醫

療價值上。其病名計有 1.頭痛 2.眼病 3.齒

痛 4.胸痛 5.腹痛 6.中毒 7.赤痢 8.蛔蟲驅

除 9.感冒 10.咽喉痛 11.喘息 12.熱病 13. マ

ラリア（瘧疾）14.腫瘍 15.皮膚病 16.毒蟲

螫傷 17.漆負 18.足痛 19.黴毒 20.フランベ

ヂャ（熱帶肉芽腫）21.毒蛇咬傷 22.神經痛

23. レウマチス（風濕性關節炎）24.日射病

25.出產 26.乳部疾患 27.疲勞 28.衰弱 29.傳

染病等 29類。這些症候，表現的不僅是臺灣

原住民的常見疾病，也是當時日本博物學家

視野下的常見疾病譜狀態。山田金治的出身

背景也是植物學，但是為什麼他所採取的思

維不同於佐佐木舜一呢？特別是這位前輩還

參與了這個調查計畫。在上文中，我們曾提

過不同的權責單位，代表了不同的動機與背

景。上述「蕃情調查」的專業團隊組成，具

植物學背景者佔十一位，幾近三分之一強。

然而，不可忽略的「蕃情調查委員會」在成

立之初也有專業醫療背景專家的參與。更重

要的是不僅止於原住民，包括臺灣全民在內

的衛生管理，都由其權責單位「警務局」掌

理。呈現出與殖產局以「有用」植物為背景

下的調查報告，也是想當然爾。那麼如果我

們再追問，難道醫療的效益不在「有用」的

經濟效益考慮的範圍之內嗎？這答案當然是

肯定的，佐佐木氏在《臺灣藥用植物調查報

告書》中從未忘記這點。在調查報告之末，

佐佐木氏又針對「藥用」，編列了兩份表格。

其一在附錄中，以常用藥物的學名、和名、

藥名、用途編列成簡表，其二置於索引項中，

另作「效用別索引」，以日文發音為綱，疾

病為目，將全書與該疾病相關的藥用植物頁

碼歸納其下。這兩項成果所使用的疾病名，

同樣足以表現出當時博物學家視野下的疾病

圖像。

結論

日治時期的藥用植物調查，最明顯的特

色之一就是引進近代博物學家的「記述」與

「分類」之學。「記述」與「分類」兩大學

術方法，雖然通用於傳統與近代博物學，但

是傳統博物學一直缺乏普遍而通用的分類

法。這一點令以「藥用」為首要考量的傳統

本草學，一直難以擺脫「同名異物」與「異

物同名」藥材基原考訂的困境。相較之下，

日治時期至今即使植物分類法，經過百年的

修訂與變遷，本文的研究對象蕨類植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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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分類的脈絡依然清晰可見（詳見附錄

一）。因此，雖然日治時期各種調查報告書

及專書收錄之蕨類藥用植物相較載錄藥用植

物的總數不多，但戰後各時期的代表性著作，

諸如：上一世紀 60到 70年代，甘偉松先生

的《臺灣藥用植物誌》、《台灣植物藥材誌》；

80到 90年代一系列的臺灣各縣市藥用植物資

源調查，邱年永先生《原色臺灣藥用植物圖

鑑》；2003年《臺灣藥用植物資源名錄》，

乃至 2018年《臺灣原住民藥用植物彙編》等

等，無論國家或私人編纂的藥用植物相關著

作，無不承接了日治時期藥用植物調查的餘

緒而來。

回歸到本文所研究的對象—蕨類門藥用

植物，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有幾處。首先是

不論在短論文、調查報告書或出版品，皆不

見毒性的相關記載，並且在具毒性植物的相

關類別，也不見收錄蕨類門相關植物，這點

對用藥安全的考量應該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其次，解熱、外傷、蟲蛇咬傷、皮膚疾病等

適用用途的記載偏多，這點一方面與醫藥衛

生比較不發達的時代背景有關，另方面也與

一般印象臺灣青草藥偏清熱解毒藥居多的印

象相符。此外，功效相同的藥用蕨類之間，

也可以列入同一病症代用藥物的考量選擇。

其三，同一藥物在民間用藥、民俗用藥、清

領時期的方志紀載與日治時期調查報告書之

間，其適用範圍或有差異，這到底是區域性、

時間性，乃至「同名異物」造成的用藥差異，

或代表了這些藥用植物適用範圍還有拓展的

空間呢？還有待作更進一步的探索。最後，

從瓦韋科的「鳳尾草」的同名異物具有相似

療效記載的現象，對拓展臺灣藥材的基原品

類，應該有相當的研究價值。

從總數來看，雖然日治時期約僅收錄 30

種蕨類藥用植物，與現今已發掘的約 250種

差距甚大，但日治時期是臺灣有系統、有計

畫藥用植物調查的初始階段，就正面的影響

而言，其所引進的現代植物分類學方法，文

獻、田野調查資料互證等學術方法，為光復

後的臺灣藥用植物普查開創了良好的典範。

但不可諱言，此時期的研究仍有相當程度的

疏漏，舉例而言：日籍學者不諳臺灣地方及

原民方言，又不能深入真正使用藥用植物的

族群做實地訪查，各地慣用的俗名也無清楚

的辨明⋯⋯這幾點至今依然是臺灣藥用植物

調查需要相當留意的地方。

最後要提出本文研究上的限制，由於我

們採用國家臺灣圖書館收錄的舊籍，作為研

究分析的母資料庫，因此對於當時學者若發

表於未被國家臺灣圖書館收錄之日本乃至其

他國家地區出版之作品，有可能造成遺漏，

未來將再探尋是否有國外（尤其是日本）典

藏之相關議題著作，以使整體研究更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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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日治時期博物學家調查報告書蕨類藥用植物藥名與現代分類對照表

原書載日文名 原書載漢名 出處（西元年份） 可能之現代學名

ミヤコジマハナ

ワラビ
過路蜈蚣

臺灣產藥用植物調查報告

（1918）

H e l m i n t h o s t a c h y s 
zeylanica Hook

臺灣に於ける有用植物．藥用

植物（1920）

みやこじまはな

わらび

蜈蚣草、地蜈蚣、倒麒

麟、過路鵝江、倒地蜈

蚣

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編
號 .554（1924）

かたひば
龍鱗草、袞州卷柏、卷

柏

臺灣藥用植物調查報告書 編
號 .547（1919） Selaginella involvens 

Spring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編
號 .547（1924）

いはひば

（いわひば）

萬年松、湯湯青、長生

草、卷柏、豹足、求股、

交時、萬歲

臺灣藥用植物調查報告書 編
號 .548（1919） Selaginella tamariscina 

Spring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編
號 .548（1924）

みづすぎ（みず

すぎ）

貓公刺、鐵骨毛、鹿絨

草、伸筋草、小伸筋、

鹿角英、筋骨草、過山

龍、金不換、七寸金、

蛇足草

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編
號 .550（1924）

Lycopodiella cernuum L.

とりのはかたひ

ば
高雄卷柏

高砂族調查報告書．第六編．

藥用草根木皮（1939）
Selaginella plana Hieron

ひかけのかづら

（ひかげのかず

ら）

小伸筋、伸筋、石松

臺灣藥用植物調查報告書 編
號 .549（1919）

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編
號 .549（1924）

和 5年）；20：8-9。

  6.  伊能嘉矩，アミス族の治病法。人類學雜誌。

1899；14(159)：346-348。 

  7.  撰人不詳，烏面馬を利用する民俗。人類學雜

誌。1913；28(6)：362-363。

  8.  瀧澤豐吉、岩松秋一，阿緱廳管內蕃人間に使

用せらる藥草調。臺灣博物學會會報。1918；

36：71。

  9.  佐佐木舜一，台灣民間藥用植物としての毒蛇

咬傷藥。臺灣博物學會會報。1919；41：29-

59。

10.  吳佰祿，藏品的歷史面相：記山田金治考古採

集遺物與臺博館典藏。臺灣博物。2012；113：

8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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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書載日文名 原書載漢名 出處（西元年份） 可能之現代學名

ヒカゲノカヅラ 石松

臺灣衛生概要．藥用及有毒植

物（1913）

Lycopodium clavatum L.
病名による藥用植物集（皮膚

疾病）（1927）

臺灣衛生年鑑．藥用植物 編
號 .270（1932）

たうげしば（と

うげしば）
龍鱗草

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編
號 .551（1924）

Huperzia serrata
 (Thunb.) Trevis.

たいわんやうら

くかづら（ひも

やうらくひば）

小垂枝石松
高砂族調查報告書．第六編．

藥用草根木皮（1939）

Lycopodium formosanum 
W. Herter. 
Lycopodium salvinioides 
(Herter) Tagawa

たかわらび

骨碎補、狗脊

臺灣藥用植物調查報告書 編
號 .560（1919）

Cibotium barometz Sm.
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編
號 .560（1924）

ひつじしだ 臺灣植物圖說．水龍骨科

（1927）

はまほらしのぶ 骨碎補
臺灣植物圖說．水龍骨科

（1927）
Odontosor ia  b i f lora 
(Kaulf.) C.Chr.

しのぶ 海州骨碎補
高砂族調查報告書．第六編．

藥用草根木皮（1939）
D a v a l l i a  m a r i e s i i 
T.Moore ex Baker

はなやすり 瓶爾小草
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編
號 .555（1924）

Ophioglossum vulgatum 
L.

てんじさう（て

んじそう）

水鹽酸、四葉菜、田字

草、四賢葉、苤菜

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編
號 .556（1924）

Marsilea quadrifolia L.

はんげつくじゃ

く
龍蘭草、龍鱗草

臺灣藥用植物調查報告書 編
號 .561（1919） Adiantum lunula tum 

Burm.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編
號 .561（1924）

ひとつばまめづ

た
風不動、樹龍

臺灣藥用植物調查報告書 編
號 .564（1919） Pyrrosia adnascens (Sw.) 

Ching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編
號 .564（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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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書載日文名 原書載漢名 出處（西元年份） 可能之現代學名

ひとつば 石劍、石韋

臺灣藥用植物調查報告書 編

號 .565（1919）

Cyclophorus  L ingua 

Desv.

Pyrrosia lingua (Thunb.) 

Farw
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編

號 .565（1924）

たましだ 山豬生弗、腎蕨

臺灣藥用植物調查報告書 編

號 .568（1919）

Nephrolepis cordifolia 

Presl.

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編

號 .568（1924）

臺灣植物圖說．水龍骨科

（1927）

高砂族調查報告書．第六編．

藥用草根木皮（1939）

みつでうらぼし
鴨腳把、鴨蹄草、金雞

腳、鵝掌金星草

臺灣藥用植物調查報告書 編

號 .571（1919） Polypodium hastatum 

Thunb.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編

號 .571（1924）

おほのきしのぶ

（おおのきしの

ぶ）

金石韋

臺灣藥用植物調查報告書 編

號 .572（1919） Lepisorus kawakamii 

(Hayata) Tagawa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編

號 .572（1924）

のきしのぶ 滿天星、瓦韋、劍丹

臺灣藥用植物調查報告書 編

號 .573（1919）

Lepisorus thunbergianus 

(Kaulf.) Ching

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編

號 .573（1924）

ノキシノブ 瓦韋

臺灣衛生概要．藥用及有毒植

物（1913）

臺灣衛生年鑑．藥用植物 編

號 .271（1932）

わらび

臺灣藥用植物調查報告書 編

號 .576（1919）

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編

號 .576（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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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書載日文名 原書載漢名 出處（西元年份） 可能之現代學名

ワラビ
蕨、蕨萁、虌、鱉、米

蕨草、龍頭菜

臺灣衛生概要．藥用及有毒植

物（1913）

Pteridium aqui l inum 

Kuhn.

病名による藥用植物集（感

冒）（1927）

臺灣衛生年鑑．藥用植物

（1932）

臺灣常識．藥用植物（1930）

ながばのいのも

とそう
長葉鳳尾蕨

高砂族調查報告書．第六編．

藥用草根木皮（1939）
Pteris longipinna Hayata.

かなわらび 鳳尾蕨

臺灣藥用植物調查報告書 編

號 .574（1919） Arachniodes rhomboidea 

(Wall. ex C.Presl) Ching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編

號 .574（1924）

ほくとあみしだ

鳳尾草

臺灣藥用植物調查報告書 編

號 .562（1919）
Aspidium hokutense Hay.

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編

號 .562（1924）

ほこしだ

臺灣藥用植物調查報告書 編

號 .577（1919）

Pteris ensiformis Burm.

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編

號 .577（1924）

ホコシダ

臺灣產藥用植物調查報告

（1918）

臺灣に於ける 有用植物．藥

用植物（1920）

たかさごしのぶ 鳳尾草、馬尾絲

臺灣藥用植物調查報告書 編

號 .566（1919）
Davallia divaricata Bl.

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編

號 .566（1924）

ほらしのふ

（ほらしのぶ）
鳳尾草、土川連

臺灣藥用植物調查報告書 編

號 .569（1919）
Odontosoria chinensis J. 

Sm. Var. tenuifolia Mak.

Sphenomeris chinensis 

(L.) Maxon
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編

號 .569（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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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書載日文名 原書載漢名 出處（西元年份） 可能之現代學名

きじのをしだ

（きじのおし

だ）

鳳尾草、貫眾

臺灣藥用植物調查報告書 編

號 .570（1919） Plagiogyria japonica 

Nakai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編

號 .570（1924）

ひかげへご 貫眾、筆筒樹

臺灣藥用植物調查報告書 編

號 .559（1919） Cyathea lepifera (J.Sm.) 

Copel.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編

號 .559（1924）

やぶそてつ 貫眾

臺灣藥用植物調查報告書 編

號 .575（1919） Polystichum falcatum 

Diels. var. Fortunei Bak.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編

號 .575（1924）

たちしのぶ 日本金粉蕨、馬尾絲
高砂族調查報告書．第六編．

藥用草根木皮（1939）

Onychium japonicum  

Kunze

ひりうしだ

（ひりゅうし

だ）

山過貓、山蕨貓

臺灣藥用植物調查報告書 編

號 .563（1919）

Blechnum orientale L.
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編

號 .563（1924）

ひりゅうしだ 烏毛蕨
高砂族調查報告書．第六編．

藥用草根木皮（1939）

くはれしだ

（くわれしだ）
過山貓、過溝菜、蕨貓

臺灣藥用植物調查報告書 編

號 .567（1919） Diplazium esculentum 

Sw.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編

號 .567（1924）

ホウライクジャ

クサウ

（ホウライクジ

ャクソウ）

烏骨毛、團羽鐵線蕨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林業試驗

場植物目錄．恆春地方野生藥

用植物（1921）

A d i a n t u m  c a p i l l u s - 

junonis Rupr.

シマトクサ 接骨草、節節草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林業試驗

場植物目錄．恆春地方野生藥

用植物（1921）

Equisetum ramosissimum 

Desf.

たいわんいぬと

くさ

接骨草、木賊草、接骨

筒、木賊

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編

號 .552（1924）
Equisetum debile Ro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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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書載日文名 原書載漢名 出處（西元年份） 可能之現代學名

カニクサ

（つるしのぶ）
海金沙

病名による藥用植物集（皮膚

疾病）（1927）
Lygodium japonicum Sw.

スギナ 問荊
病名による藥用植物集（打撲

及其他傷害）（1927）
Equisetum arvense L.

おおはなわらび 華東陰地蕨
高砂族調查報告書．第六編．

藥用草根木皮（1939）

Botrychium japonicum 

Undrew.

ふゆのはなわら

び
陰地蕨

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編

號 .553（1924）
Botrychium ternatum Sw.

のうかうはなわ

らび
阿里山蕨萁

高砂族調查報告書．第六編．

藥用草根木皮（1939）

Botrychium lanuginosum 

Wall. var. leptostachyum 

Nak.

ひろはのこぎり

しだ
大葉雙囊蕨

高砂族調查報告書．第六編．

藥用草根木皮（1939）

Diplazium di la tatum 

Blume

おほたにわたり 台灣巢蕨
高砂族調查報告書．第六編．

藥用草根木皮（1939）

Asplenium ant iquum 

Makino

ほそばのいはひ

めわらび
細葉姬蕨

高砂族調查報告書．第六編．

藥用草根木皮（1939）

Hypolepis  tenui fo l ia 

(Forst.) Bernh.

ほうらいしだ 鐵線蕨
高砂族調查報告書．第六編．

藥用草根木皮（1939）

A d i a n t u m  c a p i l l u s -

veneris Linn.

按： 現代植物學分類依據以《台灣植物誌》第二版為第一優先。不載於本書者，則依序以郭城孟《臺灣
維管束植物簡誌》、郭城孟《臺灣蕨類圖鑑》、甘偉松《藥用植物學》作為分類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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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rticle

Review on Pharmaceutical Plant Study in Taiwan in 
Japanese Ruled Period—A Case Study on Filicales

Xin-Qi Huang 1, Chung-Chih Tsai 2, Yi-Chang Su 1, 2, *

1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2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Taipei, Taiwan

In Japanese ruled period, the systematical study of pharmaceutical pla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in Taiwan is promoted by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Taiwan to enhance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colony. The academic results of the period, featured by the 
comprehensive study on pharmaceutical plant used by Chinese and indigenous groups 
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 of studying natural history, did deeply impact the study of 
pharmaceutical plant after recession. 

Lots of studies or reports published in the Japanese ruled period, and the study 
utilized the collections in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and filter the data with key words 
of “treatment” “medicine”, “traditional Asian medicine”, “traditional Asian treatment”, 
“plant”, and “disease”, picking up and reviewing literature related to pharmaceutical 
Filicales. The study aims to the analysis of pharmaceutical Filicales is that Filicales is 
a critical medical resource for the ancient residence in Taiwan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aiwan, which is warm and humid, is also suitable for the growth of the plant.

Key words:  Japanese ruled period, pharmaceutical plant in Taiwan, Filical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