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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草木狀的乞力伽 
 

張玉燕1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本會會員） 

 

 

一、乞力伽與劉涓子 

淸末近現代初．鄭孝胥所寫的詩〈題西村真琴博士所寫滿蒙草類蟲類〉：「古有《南

方草木狀》，誰從北地考芳蕪；西村博物應難及，何異親披《爾雅》圖。」 

在中國植物學史上，《南方草木狀》地位不可動搖，但是很多學者質疑晉．嵇含是

此書的作者。指出《南方草木狀》不是晉．嵇含的著作，最明顯的理由是「乞力伽」一

則提到劉涓子：「藥有乞力伽，木也，瀕海所產，一根有至數斤者。劉涓子取以作煎，

令可丸，𩚵之長生。」 

《鬼遺方》由晉朝劉涓子撰，南齊龔慶宣整理。成書於 483 年，該書是中國現存最

早的外科學專著。全書 5 卷，總論外科癰與疽的鑑別，卷 2－5 論述金瘡外傷治法、雜

病，並載列外科常用方劑 140 餘首。劉涓子，晉末至南朝時期江蘇京口（鎮江）人。晉

安帝（397-405 年）時，曾任彭城內史，並精於醫藥。後隨宋武帝劉裕北征（420-422

年），在軍中善治金瘡癰疽, 奠定了外科消、托、補三法基礎。《鬼遺方》年代比嵇含

（263-306）晚，因此，不少學者認為這說明《南方草木狀》不是嵇含所寫。 

當然這也不表示《南方草木狀》是一本抄襲之偽書；李約瑟的推論比較周全，他的

論點如下： 

a. the work is authentic for the date in question; 

b. it is authentic on the whole, but with some later interpolations; alternatively 

c. it was constructed by the collection of texts from other sources in the Thang period; or 

d. as late as the Southern Sung. （p.447） 

第一個可能是此書成書時間待商榷；也有可能是正確的，但「劉涓子」的典故是後

人加進去。我認為這說法也很有可能，根據陳連慶的研究《南方草木狀》全書 80 條，

有 69 條可在其它書籍中找到「出處」，但是有 11 條找不到出處，極可能是原創，而非

抄襲。此外，也有可能其他書籍引用《南方草木狀》資料或是相互引用。 

李約瑟推論，若是此書非晉．嵇含的作品，那可能是唐或南宋時代成書。與陳連慶

的說法相符，依照陳連慶的推論，《南方草木狀》引用資料的來源可以約略推敲此書成

書於南宋時代，再讀范成大的詩《紅豆蔻花》寫作年代約在公元 1170-1174： 

綠葉焦心展，紅苞竹籜披。貫珠垂寶珞，剪綵倒鸞枝。 

且入花欄品，休論藥裹宜。南方草木狀，爲爾首題詩。 

依此說法，《南方草木狀》在此期間發行的可能性極高，至少可以說明是公元 1174

年之前出版。陳連慶並引用尤袤（1127-1194），著作《遂初堂書目》中錄《南方草木狀》

於地理類中為例，說明《南方草木狀》極可能是 1174 年之前，也就是南宋初年成書。

                                                 
張玉燕，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本會會員。電郵：yuyenc@mail.c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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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則資料，確實比較具說服力。 

 

二、乞力伽與東西方的萬靈丹 

《南方草木狀》記載的乞力伽（圖一）提到劉涓子製作

的「長生丸」，劉涓子的典故與引用，打破《南方草木狀》

的作者是晉．嵇含的說法；此外，這筆資料還暗藏玄機。一

般說法，乞力伽，別名有：白朮，貢術，杭術，於潛術，仙

居術，吃力伽，炒白朮，焦術，焦白朮，山薊 ，天薊，山

連，山精，冬白朮，浙術， 種術，楊枹薊，山芥，於術，

冬術，是菊科植物，學名：Atractylodes macrocephala（白朮）。 

依照李惠林（Li, Hui-Lin）在 Nan-fan Ts’ao-mu Chuang: 

A Fourth Century Flora of Southeast Asia.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Commentaries 中的註解乞力伽也可能是

Atractylodes lancea（蒼朮）；但是，無論是白朮或蒼朮，都

是中國常見藥品，主要是北方的植物，非來自南方： 

This is a medicinal plant widely distributed in China, but it 

is primarily a northern plant and not found in southern China. I believe this may refer to 

theriaca, the panacea of the ancient Western world and the account quoted above is 

probably the earliest in China. （p.64） 

李惠林的說法，乞力伽可以視作英文 theriaca 的音譯，也就是西方的「萬靈丹」；

李惠林還引用李約瑟的說法佐證。此論點，把西方的萬靈丹和東方的長生藥連結一起，

值得討論的議題又更繁複了。 

《南方草木狀》中的乞力伽是西方的萬靈丹 theriaca 嗎? theriaca 比較常見的中文翻

譯是底也迦，例如，鄭曼青, 林品石編撰的《中華醫藥學史》提到格林（Galen）丸，就

是底也迦（theriaca），可能成分有野茴香、薰香、大茴香、小茴香、洋芫荽與鴉片。由

東羅馬帝國（大秦）傳入中亞細亞，再傳入中國（頁 280）。《舊唐書》第 210 卷記載： 

貞觀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等物，太宗降璽書答慰，賜以綾

綺焉。自大食強盛，漸陵諸國，乃遣大將軍摩栧伐其都城，因約為和好，請每歲輸

之金帛，遂臣屬大食焉。乾封二年，遣使獻底也伽。大足元年，復遣使來朝。開元

七年正月，其主遣吐火羅大首領獻獅子、羚羊各二。不數月，又遣大德僧來朝貢。  

貞觀十七年，公元 643 年，拂菻王開始進貢禮物給唐太宗。乾封二年，公元 668

年，唐高宗攻滅高句麗，令唐朝版圖達至最大，拂菻王遣使贈送的禮物是珍貴藥品底也

伽。此時唐朝疆域西至裏海，東至日本海，南至越南北部。吳玉貴翻譯的《唐代的外來

文明》也是翻譯成底也迦： 

667 年（乾封二年）拂林國使臣向唐朝皇帝獻「底也迦」，這是一種貨真價實的萬

能解毒藥。（頁 399） 

如果乞力伽就是底也迦，也就是 Pliny 記載的萬靈藥 theriaca，又證實《南方草木狀》

是唐代以後的著作。《南方草木狀》主要收集的是來自南方的植物，但是，此萬靈丹是

圖一、《南方草木狀》

附圖乞力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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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林國使臣進獻，歸為「來自」南方，不盡合理。 

直到清代仍有西方進貢底也迦。例如，董少新在《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

稿》提到 1714 年為慶祝康熙皇帝六十大壽，澳門聖保羅學院進貢大量西方藥品，清單

當中也有底也迦：「底野迦解毒劑（teriaga magna otomana） 二阿拉特爾」（頁 114-115）。

阿拉特爾是古代重量單位，二阿拉特爾約 918 公克。 

 

三、乞力伽的多種異名 

《南方草木狀》提到的乞力伽如果是西方萬靈藥 theriaca 一字的音譯，應該有不同

的中文譯名。李惠林還提到中國古籍中可能的幾種中譯：底也伽、須那伽、的里也加、

德力雅噶 （p.64-p.65）。本書的介紹十分詳盡，引用出處包含《唐本草》、《日華本草》、

艾儒略的《職方外紀》等。 

目前可以看到 theriaca 的中文翻譯可能有：乞力迦、底也迦、格林丸、底也伽、須

那伽、的里也加、德力雅噶。先假設《南方草木狀》提到的乞力伽是西方萬靈藥 Theriac

一字的音譯，討論可能的不同音譯；但是乞力伽也可能是中藥常見的白朮，如果乞力伽

是白朮，還有一個常見的中文異名：吃力伽；而白朮的別名還有：貢術、杭術、於潛術、

仙居術、炒白朮、焦術、焦白朮、山薊、天薊、山連、山精、冬白朮、浙術、種術、楊

枹薊、山芥、於術、冬術。總表整理如下： 

 

表一、乞力伽的異名： 

指西方的 theriaca 指中藥常見的白朮 

乞力迦、底也迦、格林丸、底也伽、須那

伽、的里也加、德力雅噶、德利雅噶 

吃力伽、貢術、杭術、於潛術、仙居術、

炒白朮、焦術、焦白朮、山薊、天薊、山

連、山精、冬白朮、浙術、種術、楊枹薊、

山芥、於術、冬術 

 

如李惠林等學者的觀察，《南方

草木狀》提到的乞力伽如果是西方萬

靈藥 theriaca 一字的音譯，而此字的

中文名稱有：乞力迦、底也迦、格林

丸、底也伽、須那伽、的里也加、德

力雅噶；當中最常見的音譯是底也

迦，那麼應該與我最近翻閱的《金石

昆蟲草木狀》當中一筆資料「底野迦」

是一樣的音。 

《金石昆蟲草木狀》是明代女畫

家文俶的畫作集結。文俶以《本草品

匯精要》為底稿，繪成《金石昆蟲草

木狀》（圖二） 石、昆蟲、草、外草、

圖二、文俶，《金石昆蟲草木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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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木蔓、木、菜、果、米穀，共計一千三百一十六幅彩圖。界書局出版，一千三百多幅

珍貴彩圖善本珍藏於國家圖書館。《金石昆蟲草木狀》第一冊中的資料「底野迦」，文字

說明如下： 

底野迦取自牛黃。見《圖經本草》：「凡牛有黃者，毛皮光澤，眼如血色，時復鳴吼，

又好照水，人以盆水承之，伺其吐出，乃喝迫，即堕水中，既得之，陰乾百日……

又有底野迦，是西戎人用諸膽和合作之，狀似久壞丸藥，赤黑色，今南海或有之。」

（頁 124） 

  依照引用《圖經本草》的文字，底野迦可能來自西戎人，也就是古代對西方部落的

通稱，依照文俶畫的圖片，獻給帝底野迦藥丸的人穿著確實不同，很像是「西戎人」。

可以推論，古代來自西方的萬靈藥，傳到中亞，透過「西戎人」，引介到中國。 

《圖經本草》的文字中還提到「今南海或有之」，可見在明代，甚至更早，南方已

有底野迦；依此推論，《南方草木狀》提到的乞力伽是底野迦或是西方萬靈藥 theriaca

的可能性極高。 

  

四、結語 

《南方草木狀》乞力伽一則資料，提到劉涓子，引發學者探討本書的作者問題。更

耐人尋味的是乞力伽可能是中國藥草一種，但更有可能是西方的萬靈丹底也迦

（theriaca）。底也迦是西方中古世紀常見的萬靈藥，混雜多種成分和蜜糖的「萬能解毒

藥」，因為內含鴉片，因此這筆文獻也被部分學者視作早期鴉片傳入中國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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