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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經衍義本草》與道教醫學：以菖蒲為例
張陽（廣西民族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
段學敏（內蒙古大學哲學學院）

摘要 《圖經衍義本草》流傳於世的主要有《道藏》本。全書共 47 卷，其中序例 5 卷，
正文 42 卷，集中了前世諸醫書的序例，正文收藥共 1082 種。《圖經衍義本草》集中體
現了道教醫學的醫學思想，「菖蒲」在道教醫學中有着「仙藥」的美譽，在《道藏》本
《圖經衍義本草》中更有着詳細的記載，以此為例，可見道教醫學的價值。
關鍵詞：
關鍵詞 《圖經衍義本草》、道教醫學、菖蒲

一、前言
宋‧寇宗奭撰《圖經衍義本草》四十七卷，流傳至今的本子較少，主要有《道藏》
本。張繼禹主持整理的《中華道藏》曾將《圖經衍義本草》進行了校對，其底本採用《正
統道藏》洞神部，校本參用《重修政和經史政類備用本草》張氏（存慧）刻晦明軒本，
即晦明軒本。
《圖經衍義本草》全書共有 47 卷，其中序例 5 卷，正文 42 卷。此書成於宋徽宗政
和六年（1116 年）
。書中前五卷為序例，卷一由〈補註總敘〉
、
〈圖經序〉
、
〈開寶重定序〉、
〈唐本序〉及〈梁陶隱居序〉等多篇序文組成。卷二是〈序例〉，論述了「諸藥採造之
法」，介紹了散、湯、丸、膏等藥物的製作方法，並附錄了〈重廣補註神農本草並圖經
序〉
、
〈雷公炮灸論序〉
。卷三是寇宗奭〈衍義總序〉與序例兩篇，說明《圖經衍義本草》
這部書的研究寫作情況和用藥的基本原則和方法。卷四與卷五雖仍為〈序例〉
，
「抄病源
所主藥名」
，備載了風症、霍亂、傷寒、消渴、積聚、虛勞、好眠、失眠、安胎、墮胎、
出汗、止汗、淋症、金瘡、痔瘡等 90 多種病的對症藥名數種至數十種不等。
正文 42 卷共收藥 1082 種，共 10 個部分。卷一至卷二為玉石部上品；卷三至卷四
為玉石部中品；卷五至卷六為玉石部下品，玉石部共收藥 163 種；卷七至卷十一、卷十
九為草部上品，卷十二至卷十五為草部中品，卷十六至卷十八為草部下品，共計 345 種；
卷二十至卷二十一為木部上品，卷二十二至卷二十三為木部中品，卷二十四至卷二十五
為木部下品，共收藥材 172 種。卷二十六為人部，收藥 13 種；卷二十七為獸部上品，
卷二十八為獸部中品，卷二十九為獸部下品，共收藥 54 種；卷三十為禽部上品，收藥
40 種。卷三十一為蟲魚部上品，卷三十二為蟲魚部中品，卷三十三為蟲魚部下品，卷三
十四為蟲部下品，共收藥 111 種；卷三十五為果部上品，卷三十六為果部中品，共收藥
42 種；卷三十七為米穀部上品，卷三十八為米穀部中品，卷三十九為米穀部下品，共收
藥 41 種；卷四十為菜部上品，卷四十一為菜部中品，卷四十二為菜部下品，共收藥 62
種。各藥都列明詳細的產地，藥物圖形，並有詳細的性能，同時引用了《圖經》
、
《唐本
草》
、
《外台秘要》
、
《聖惠方》
、
《經驗方》
、
《千金方》
、
《肘後備急方》
、
《齊民要術》
、
《藥
張陽，廣西民族大學，科學技術史專業碩士研究生.電郵：hstzhangyang@gmail.com。
段學敏，內蒙古大學技術哲學專業碩士研究生.電郵：42002098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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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論》
、
《酉陽雜俎》
、
《太平廣記》
、
《續齊諧記》
、
《丹房鏡源》
、
《博物志》
、
《述異記》
、
《南
方草木本狀》
、
《泰淸石壁記》等上百種醫方書。同時，還引入了陶弘景、孫思邈、青霞
子等道教名醫的論述，都有注釋和辯證，具有很高的理論和運用價值，
《圖經衍義本草》
有着豐富的醫學科技思想，同時也是道教醫學的集中體現。

二、道教醫學的概念
道教醫學的定義一直以來就存在着許多爭議，將其拆分開來，道教、醫學這兩個詞
語，同樣個存在不同的爭議。對於道教的定義，「歐美學者將以老莊思想為中心的道教
1
與作為宗教的道教視為一體，而在日本則區分為道家與道教。」 而中國學者對道教的定
義與日本學者基本相同，將道家與道教有所區別開來，卿希泰主編的《中國道教史》將
道教定義為：
道教是以「道」為最高信仰而得名，相信人們經過一定修煉可以長生不死，得道成
仙。道教以這種修煉成仙思想為核心，神話老子及其關於「道」的學說，尊老子為教主，
奉為神明，並以老子《道德經》為主要經典，對其中的文詞做出宗教性的闡釋。道家思
想便成為它的思想淵源之一。與此同時，它還吸取了陰陽家、墨家、儒家包括讖緯學的
一些思想，並在中國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礎上，沿著方仙道、黄老道的某些思想和修持方
2
法而逐漸形成。
醫學一詞，主要是中醫學的概念，不能以西方現代醫學的角度來加以定義。對道教
醫學的定義，《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定義為：「道教為追求長生成仙，繼承和汲取
中國傳統醫學的成果，在內修外養過程中，積累的醫藥學知識和技術。它包括服食、外
丹、內丹、導引以及帶有巫醫色彩的仙丹靈藥和符咒等，與中國的傳統醫學既有聯繫又
有區別，其醫學和藥物學的精華，為中國醫藥學的組成部分。」3這是首次將道教醫學作
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分支列入正式的條目。
日本學者對於道教醫學的概念，影響較大的是吉元昭治的《道教與不老長壽醫學》
，
書中對道教的定義：「所謂道教醫學，可以說就是以道教為側面的中國醫學。這些被看
作是道教經典中的主要內容。不過現在，就像道教淹沒在民間信仰（民俗宗教）之中那
樣，道教醫學可以在民間醫療，或民間信仰中的信仰療法中見到其蹤跡。」4他的認識是
「理論方面為道教理論，實踐方面是中國醫學的內容。」5可以看作是「借醫弘道」的一
種方式，但是把道教和醫學截然分開了，在起源上，道教和中醫學都是從古代的巫發展
而來，巫術中蘊含的思想，對以後的中國文化的影響是巨大的。張光直6通過對考古學的
研究，發現儒家的思想可以上推至新石器時期，在仰韶、龍山文化中都有著某些反映。
同樣，道教醫學也必然萌芽在遠古的巫中。因此道教與中醫願為一體，本身就有着內在
的關聯，而不是到後來道教為了其宗教目的而再與中醫學相結合。道教與中醫學不能用
「二元論」將其截然的分開。
《中華道教大辭典》對道教醫學的定義是：「道教醫藥學是在道教文化中發展起來
的醫藥學。這不僅是因為道士以醫術布道促進了它的發展，而且是由於這類醫術和藥物
本身就含有道教修煉的特徵。……道教醫藥學是以長生成仙為最高目標的醫學，……是
1 [日]吉元昭治，楊宇〈中國傳統醫學與道教〉《宗教學研究》(四川)，1988 年，第 1 期頁 76-79。
2《中國道教史》頁 1。
3《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頁 73。
4《道教與長壽不老醫學》頁 1。
5 [日]吉元昭治，楊宇〈中國傳統醫學與道教〉，《宗教學研究》，1988 年，第 1 期，頁 76-79。
6 [美]張光直，華裔美國人類學家，哈佛大學人類學考古組及東亞語言文明系教授，著有《中國
古代考古學》、《中國青銅時代》、《早期周秦文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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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社會醫學和宗教醫學。」 這一定義是從道教追求的長生目的來吸收中醫學的理論，
同時也注意到了「借醫弘道」的一面，使得道教與中醫學的結合成為必然。
誠然，任何定義都是相對意義上的，不能絕對的將某一個定義判定為對或錯，不同
的學者從其自身的研究視角看待道教醫學，必然也就有着自己的認識和體會。中醫和道
教都是發源於中國本土，二者的結合有着其必然性。
第一，都是源自於古代的巫，巫集祭祀、醫術、方術、咒術、卜術為一體，隨著社
會的進步和發展，巫包含的內容開始專門化，醫術漸漸成為一個獨立的行業，而祭祀的
禮儀，神仙方術等僅僅形成了後世的教。這種專業的分工，並不是絕對的，《史記‧扁
鵲傳》：「六不治……信巫不信醫者不治」，有些學者認為醫、巫已經分離。但《素問》
中出現了「祝由」，以後的中醫學中仍有方術色彩很濃的咒術治療，頗類似與現代的心
理治療，但從中夾雜了許多神幻色彩的成份，即「祝由科」，巫醫一直存在，並且延續
8
至今。 道教醫學在許多方面也對其有所體現。
第二，從歷史發展角度看，二者都汲取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土壤的營養，特別是前秦
百家文化，包括春秋戰國時期道家老莊的思想、易學、巫術、方術的文化，這就使得道
教醫學的發展有了內在的環境和條件。
第三，生老病死是醫學和宗教學共同關心的話題，「許多人出於對生的渴望而求助
於醫學，出於對死的恐怖而信奉宗教。可見，醫學與宗教的關係，就是這種『渴望』與
9
『恐怖』的統一。」 追求長生不老的信仰，是道教的教義，道教的一切活動都是圍繞着
修道成仙展開。「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蕩意平心，同死生
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10道教的生死觀講求「重生惡死」，「生為第一」11，「早亡非
道也！」12道門（道家文化所屬）也常常標榜「仙道貴生」13，道教以精神之術救治眾人，
而中醫則以醫藥來救治人的肌體，所以，道教追求長生，也必然崇尚醫藥，
「百病不愈，
14
15
安得長生？」 「養生者以不損為本，進道以無病為先。」 這其中也體現了「己欲達而
達人」的仁道關懷，即如道門所言「道人寧施人，勿為人所施。」16這同樣算是一種「無
欲」的恕道，體現一種對他者的人文關切。
第四，道教為了廣納信徒和傳道，採用了「以醫傳道」的方式。如葛洪所言「古之
初為道者，莫不兼修醫術」17。五斗米教「以治病卻禍為務」
，太平道、全真教均採用了
「借醫弘道」的方式，其影響力也是驚人的。東漢末年的黄巾軍起義，加速了東漢王朝
的覆滅。

三、以菖蒲為例看《
以菖蒲為例看《圖經衍義本草》
圖經衍義本草》中的道教醫學科技
道教是發源於中國本土的宗教，道教中關於中醫養生學的知識，無疑是道教區別於

7《中華道教大辭典》頁 878。
8 吉元昭治先生也有過累死的見解，詳見吉元昭治，楊宇〈中國傳統醫學與道教〉
，
《宗教學研究》，
1988 年，第 1 期，頁 76-79。
9 《道教與長壽不老醫學》頁 1。
10《漢書》卷三十，〈藝文志·方技略〉頁 1780。
11《太平經合校》頁 613。
12《抱朴子內篇校釋》頁 271。
13 《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卷一，《道藏》頁 5。
14《抱朴子內篇校釋》頁 245。
15 《道樞》卷九，《道藏》頁 654。
16《老子想爾註校正》頁 46。
17《抱朴子內篇校釋》頁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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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宗教的一大特點，這在道教集大成的經典巨著《道藏》中體現的尤為明顯。根據朱
越利先生《道藏分類題解》的統計，
《道藏》中共有 8 種醫學基礎理論著作。
（詳見表一）
由上可見，《道藏》中占了很大比重。如今，隨著人們物質文化生活水準的提高，
在解決了溫飽問題後，逐漸開始追求更高品質的生活，更加注重道教醫學中的中醫養生
知識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而道教中的許多本草和方劑經典，很大一部分是對前人關於
中醫養生學成就的總結，值得深入的去研究、探索。菖蒲是一種常見的醫用本草，多次
出現在《道藏》中，許多地方對其都有涉及，足可見道家對醫藥本草的記載之詳細。下
面以菖蒲為例，論證道教對中醫的重視程度。
表一
著作名稱
《黄帝內經素問補註釋文》
《素問六氣玄珠密語》
《黄帝內經靈樞集註》
《黄帝內經靈樞略》
《素問入式運氣論奧》
《黄帝內經素問遺篇》
《黄帝八十一難經纂圖句解》
《淵源道妙洞真繼篇》

卷數
50 卷
17 卷
23 卷
1卷
3卷
5卷
7卷
3卷

（一）「神草」
神草」菖蒲
《道藏》中，菖蒲有「仙藥」之美譽，「武帝上嵩山，見仙，長二丈。問曰：吾九
18
嶷山人也，聞中嶽有石上菖蒲，一寸九節，食之長生，故採之。忽然不見。」 這條記
載雖有神話色彩，不可信，但卻可以看出，菖蒲被古人視為「神草」。在史書中也有着
對「神草」菖蒲的記載，「文獻張后生武帝方孕，忽見庭前菖蒲花光采非常，驚報侍者
皆云不見，后曰常聞見菖蒲花者當富貴，因取吞之是月生武帝。」19在民間，菖蒲也被
百姓用來辟鬼驅邪，「乙卯，入東直門，都城人家戶懸赤靈符、菖蒲、艾葉，儼是重午
行役之人初不知也。」20清人高士奇所撰，東直門為今北京東直門，可見，清代北京的
民戶菖蒲、艾葉並用，艾葉，又名五月艾。
《本草綱目》曰：
「五月五日連根刈取，暴乾
21
收葉 」
，所謂得此名稱。因此我國有在端午時將艾葉懸於門上辟邪的習俗，故又稱之為
「端陽艾」
。
《孟子·離婁上》
：
「尤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22古人認為艾以陳久者為上
品。
菖蒲在整個《道藏》中基本是以藥用本草的形式出現。「椒薑禦濕，菖蒲益聰，巨
勝延年，威喜辟兵。」23道出了菖蒲的藥用價值。在《道藏》中收錄了大量的醫藥經典。
菖蒲主要見之於〈太一胎精菖蒲圓散方〉24「菖蒲一斤，取石上生，一寸有八九節，削

18《圖經衍義本草》，《道藏》頁 343。
19《北史識小錄》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0《松亭行紀》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1《本草綱目》頁 967。
22《孟子注疏》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3《抱朴子內篇》，《道藏》第二十八冊頁 208。
24《上清太上帝君九真中經》，《道藏》第三十四冊，頁 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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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外皮，秤取一斤，以著白蜜一斗中，漬之一日一宿，出曝菖蒲另燥，燥又內蜜中，漬
曝取盡一斗蜜乃止。挫切菖蒲，搗為散，以溫和五臟，補耳目不足，塞諸腠理，美華色。」
《神仙服食靈草菖蒲丸方傳》25「夫菖蒲者，水之精，神仙之靈草，大聖之珍方，遊山
隱士。循世潛人，皆服之。」

（二）菖蒲的性狀辨識
菖蒲又名石菖蒲，古代常稱九節菖蒲，為常見中藥，其原名昌蒲，始見於《神農本
草經》，列為上品。《圖經衍義本草》曰：「菖蒲，世又謂之蘭蓀，生水次，失水則枯，
26
根節密者氣味足。」 李時珍釋其名曰：
「菖蒲，乃蒲類之昌盛者，故曰菖蒲。」又《呂
氏春秋》云：「冬至後五十日，菖蒲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於是始耕。則菖蒲、昌陽
又取此義也。」《典術》云：
「要是天降精於庭為韭，感百陰之氣為菖蒲。故曰堯韭也。
方士隱為水劍，因葉形也。」27《神農本草經》到宋代《圖經本草》所載為菖蒲係天南
星科植物水菖蒲（Acorus calamus L.）
，宋代《本草別說》開始有石菖蒲（Acorus tatarinovii
Schott）入藥的記載。古代所稱「九節菖蒲」不同於現在所謂的九節菖蒲，現在命名的
九節菖蒲始載於民國《藥物出產辨》
，係毛莨科植物阿勒泰銀蓮花(Anemone altaica Fisch
exe C.A.Mey)的根莖。異名：菊形雙瓶梅。
《道藏》中所稱菖蒲應為「石菖蒲」和「水菖
蒲」
，而且應以石菖蒲為主。
「老君曰：菖蒲生澤，附近深淵，下濕之地，浦漬水濱，有
生高山，石上結根，一寸九節，是謂靈身。固得之一，含氣萬元，故能生人，保養精神，
逐水辟濕，厭鬼消患」，28一般生長在山澗淺水石上，以及溪流旁的岩石縫中。

菖蒲圖，出自《道藏》第 17 冊，
第 343 頁。
「菖蒲，其根盤屈有節，狀如馬齦大，一根傍引三四根，傍根節尤密，一寸九節者
佳，亦有十二節者。」29根狀莖於地下匍匐橫走，細長而彎曲，分枝、密生環節，其上
還生鬚根（名虎須）。它的葉從基部生出，似劍狀，細條形，常綠而光亮。肉穗狀花序
圓柱形，花很小，四、五月時開黄綠色的花。
「石菖蒲，人家以砂栽之一年。至春剪洗，

25《神仙服食靈草菖蒲丸方傳》，《道藏》第十八冊，頁 502-504。
26《圖經衍義本草》，《道藏》第十七冊版社，頁 343。
27《本草綱目》頁 1379。
28《太上洞玄靈寶五符序》，《中華道藏》第四冊，頁 63。
29《圖經衍義本草》，《道藏》第十七冊，頁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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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愈剪愈細。高四五寸，葉如韭，根如匙，柄粗。此草新舊相代，四時常青。」 民間栽
培非常普遍，極易成活，頗受世人喜愛，《詩經》中有「彼澤之坡，有蒲與荷。」的
詩句。《增學圃雜疏》：「菖蒲，以九節為寶，以虎須為美，江西種為貴，本性極愛陰，
31
清明前後剪之，冬則以缸覆之，不惟明目，兼助幽人之致。」
菖蒲是多年生常綠草本植物，一般 4-5 月開花，取其根莖藥用。菖蒲（石菖蒲）呈
扁圓柱形，多彎曲，常有分枝，長 3-20cm，直徑 0.3-1cm 。表面棕褐色或灰棕色，粗
糙，有疏密不勻的環節，節間長 0.2-0.8cm，具細縱紋，一面殘留鬚根或圓點狀根痕；
葉痕呈三角形，左右交互排列，有的其上有毛鱗狀的葉基殘餘。質硬，斷面纖維性，類
白色或微紅色，內皮層環明顯，可見多數維管束小點及棕色油細胞。氣芳香，味苦、微
辛。

（三）菖蒲的採摘方式
「淵明曰：但以九月九日，採取菖蒲，炎日乾之，杵為散，以糯米糊，合之成丸。
又一法，《太清經》說：神仙靈草菖蒲採取法，以三月三日，四月四日，五月五日，六
月六日，七月七日，八月八日，九月九日，十月十日，採之時，須是清靜石上水中生者，
仍須南流水者，北流水者不堪。又一法，揀淨地生處採之，當日收採，於當處去根上毛，
令淨，以物盛之，水中淨洗，去濁汁，堅頭薄切，以好日色曝乾，杵羅，好日合之作糊，
法用陳糯米，經宿浸淘，去泔汁，沙盆中細研，澄渣煮熟，以散攪合熟溲，眾人為丸，
如梧桐子大，曝乾，合中貯之，初服十丸，嚼一口飯，和丸一時咽下，後即酒下。」32又
有「昔陶潛五月五日採之，以蜜為丸，有功無忌。若飯丸，絕妙，老幼服之，永無患害，
百無所忌。每日早晨二十五丸，日午二十五丸，晚後三十丸，不得闕廢時日，一年已後，
出三尸九蟲，無復搔擾。」33

（四）《圖經衍義本草
）《圖經衍義本草》
圖經衍義本草》中記載的菖蒲藥用價值
菖蒲，「味辛，溫，無毒。主風寒濕痹，咳逆上氣，開心孔，補五臟，通九竅，明
耳目，出音聲，主耳聾，癱瘡，溫腸胃，止小便利，四肢濕痹，不得屈伸，小兒溫瘧，
身積熱不解，可作浴湯。久服輕身，聰耳目，不忘，不迷惑，延年，益心智，高志不老。」
34
其主要藥用價值：
一、
《日華子》云：
「除風下氣，丈夫水藏，女人血海冷敗，多忘長智，除煩悶，止
心腹痛，霍亂轉筋，治客風瘡疥，澀小便，殺腹藏蟲及瘙虱。耳痛作末炒，承熱裹署甚
35
驗。忌飴糖、羊肉。」
二、對於產婦，菖蒲也有着良效「《千金方》：日月未足而欲產者，搗菖蒲根汁一、
二升，灌喉中。又方：治產後崩中下血不止。菖蒲一兩半剉，酒二盞，煎取一盞去滓，
分三服，食前温服。」36
三、《肘後方》：「扁鵲云：中惡與卒死，鬼撃亦相類，為治皆叅取而用之。已死，
搗菖蒲生根，絞汁灌之，立瘥。又方：耳聾。菖蒲根一寸，巴豆一粒去心，二物合搗，
30《御定月令輯要》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1 仝上。
32《神仙服食靈草菖蒲丸方傳》，《道藏》第十八冊，頁 503。
33 仝上
34《圖經衍義本草》，《道藏》第十七冊，頁 343。
35 仝上，頁 344。
36 仝上
49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16 期（2011 年 12 月）

分作七丸。綿裹塞耳，日著一丸，效。又方：卒胎動不安，或腰痛胎轉搶心，下血不止。
37
菖蒲汁三升服之。」
四、菖蒲益聰，使人明目。
「治好忘，久服聰明益智。七月七日取菖蒲酒服三方寸，
38
匕飲酒不醉，好事者服而驗之。不可犯鐵，若犯之，令人吐逆。」 此方不但講明瞭要
用的方法，還指出了忌諱，經過古代醫術家門的長期實踐，是有其科學性的。
五、解毒。
「巴豆毒 煮黄連汁、大豆汁、生藿汁、菖蒲汁、煮寒水石汁。大戟毒菖
39
蒲汁。」
同時《道藏》中也論及了不適合藥用的菖蒲性狀，「一名昌陽，生洛池澤及蜀郡嚴
道。一寸九節者良，露根不可用。一名堯韭，今處處有之，生石磧上，五月、十二月採
40
根，陰乾。秦皮、秦艽為之使，惡地膽、黄麻。」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菖蒲在道教醫學中受到極大的重視，在中醫養生學中發揮着
重要的作用。同時，像菖蒲這樣的中醫本草，在道教經典《道藏》中仍有許多，大多集
中在其收錄的《圖經衍義本草》一書中。對各藥附產地、圖形並加以解釋其藥用方法、
性理。並對各種要用本草的性能、製造、諱忌都一一加以注釋。

四、結語
《圖經衍義本草》序例中，除以醫方救治病人機體外，還體現着一種「仁道」的關
懷。
《圖經衍義本草》卷二：
「凡建中，腎濕諸補湯，滓合兩劑，加水煮，渴飲之，亦敵
一劑新藥，貧人可當依次用，皆應生曝令燥。」許多不經意的語言中，即流露出道教的
這種人文情懷。中醫養生文化是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醫學文化，道教將其合理的引用幷
加以改進，促進了中醫養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有著積極的作用。而如今，中醫養生學
又成為世人樂意接受的一種生活內容，因此，應當大力的去發掘道教中的傳統的中醫養
生文化的內涵，發掘其積極健康的養生文化，同時，應當用現代科學的方法去驗證過去
中醫醫方的合理與否，使中醫科學更加科學化。
道教醫學中的養生文化，目前還需要進一步的開發和研究，從《圖經衍義本草》中
去發掘科學合理的中醫養生知識，才能進一步的將道教醫學文化展示給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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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 Jing Yan Yi Ben Cao and Taoist Medicine
Zhang Yang（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Duan Xue-min（Department of Philosophy，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ain exist version of Tu Jing Yan Yi Ben Cao is Dao Zang. It includes 47
volumes, and 5 volumes sequences, 42 volumes texts. The introduction is the collection of
prefaces of major medical books in ancient China, and it refers to 1082 kinds of drugs. Tu
Jing Yan Yi Ben Cao reflects the medical ideas in Taoism Medicine. Calamus had the
reputation of “magic medicine” in Taoist medicine, it was explained more detail in Dao Zang.
In this sense, we can see the value of Taoist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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