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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中的罌粟屬植物：食物、藥物、

毒物與文物 
 

張玉燕1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本會會員） 

 

摘要  罌粟屬植物至少有 250種，影響世界的植物、經濟、醫藥、健康、國際關係、

歷史文化深遠。談到罌粟，一般人立即想到鴉片戰爭與毒癮等負面形象，然而罌粟並

非清朝才傳入中國；此外，罌粟正面的影響與意義往往被忽視，值得深入思考。本文

整理罌粟相關資料，分析《救荒本草》中「御米花」一則資料，延伸收集古代文獻中

罌粟的別名與意涵；第二部分再由這些別名和資料中，摸索罌粟傳入中國的可能脈

絡，並討論中國古代醫藥與飲食中如何呈現罌粟之用途；第三部分思考罌粟對中國藝

術人文的影響。整體而言，罌粟屬植物在中國文化歷史中重疊食物、藥物、毒物與文

物等多層意涵，影響層面著實深遠。 

 

關鍵字：罌粟花、《救荒本草》、醫藥人文、植物圖像 

 

 

一、罌粟與其他別名 

古今中外，罌粟是塑造歷史的關鍵植物之一，影響農業、醫學、戰爭等各個面

向。鴉片罌粟（學名：Papaver somniferum）是罌粟科植物，是製作鴉片的主要原料，

同時也是多種鎮靜劑的來源，如嗎啡、蒂巴因、可待因、罌粟鹼、那可丁。

somniferum 的意思是催眠，反映出其具有麻醉性。罌粟花的古希臘文是 μήκων，在

《伊利亞特》和《奧德賽》都曾出現，在 Hippocrates 文獻中提到 poppy juice，餐點中

加入蜂蜜和罌粟種子，可作為生病後復原中常用的營養；Poppy juice （ ὀπός 

μήκωνos）一詞源自希波克拉底斯，希臘文的汁 ὀπός，拉丁文轉換為 opium，也是鴉片

一詞的英文來源。此外，從 Pliny 的文獻中可發現當時比較貧困的人甚至使用罌粟種子

為食物，希臘文與拉丁文原文典籍中也常見醫生使用罌粟作為食療的重要成分。不

過，除了鴉片罌粟（Papaver somniferum），歐洲常見的還有野罌粟（Papaver 

rhoeas），在歐美又稱穀物罌粟花（corn poppy）、穀物玫瑰（corn rose）、田野罌粟

花（field poppy）、法蘭德斯罌粟（Flanders poppy）、紅罌粟花（red poppy）、紅雜

草（red weed，在中國也稱做虞美人、麗春花、賽牡丹、滿園春、仙女蒿、虞美人草、

雛芥子、雛罌粟、小種罌粟花、蝴蝶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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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罌粟繁殖力強，常生長於農田。野生的罌粟花通常無法

提煉出鴉片。罌粟花、種子其實無毒，有毒的是種子莢滴出的

膠質。罌粟的種子罌粟籽是重要的食物產品，其中含有益健康

的油脂，廣泛應用於世界各地沙拉或菜餚，而罌粟花絢爛華

美，是一種很有價值的觀賞植物。因罌粟擁有製作毒品的危險

性，卻又有製作藥物及生產罌粟籽的價值，因此大多數國家會

規範與限制罌粟的種植。 

 《救荒本草》的理念與古希臘食療不盡相同，在於反映

中國在饑荒貧困頻仍的環境中產生的人文關懷精神。《救荒本

草》是中國第一部專門記錄可食用野生植物著作，作者朱橚，

成書於 15世紀初，初版 2卷，詳細描述 414種植物的特性、食

用部份及其食用方法。《救荒本草》第 334則是「御米花」 （圖一），記載如下： 

《本草》名甖子粟，一名象穀，一名米囊，一名囊子，處處有之。苗高一、二

尺。葉似靛葉色而大，邊皺，多有花义。開四瓣紅白花；亦有千葉花者。結殻似

骲箭頭。殻中有米數千粒，似葶藶子，色白。隔年種則佳。米味甘，性平，無

毒。救饑：採嫩葉煠熟，油鹽調食。取米作粥，或與麵作餅，皆可食。其米和竹

瀝煮粥食之，極美。 

 

引文中提到「開四瓣紅白花；亦有千葉花者」，可推論當時中國已種植不同顏色

的罌粟花，而且有重瓣的花系。朱橚將罌粟結的果實比喻成箭頭，內結數千粒種子，

罌粟葉子、種子都沒有毒性，可做食物，是救荒重要食材。依照倪根生校注本，御米

花就是罌粟科罌粟屬鴉片罌粟。由此筆資料推出，罌粟別名包含御米花、甖子粟，一

名象穀，一名米囊，一名囊子。罌粟的葉子和果實都可當救饑食材，其中果實食用是

以「米」為主，就是指去掉皮殼的種子或果仁。這筆資料還原罌粟的形象，原來不僅

僅是當鴉片的藥材，罌粟還可以是救荒食物，其嫩葉、果實等皆可食用，朱橚特別列

為飢荒時隨處可得的食材。《普濟方》中出現罌粟 156 次，配搭其他藥草，可運用在

治療心肺，肝膽、腸胃、感冒與婦科等多種疾病。《救荒本草》成書於 1406 年，而更

早的宋代唐慎微《證類本草》（1082 年）已記載甖子粟，如此可知，中國古代典籍中

已有罌粟作為本草功能的紀載。 

 明代著名醫家李梃編撰《醫學入門》提到「鴉片一名阿芙蓉，即罌粟花未開時，

用針刺十數孔，其津自出，次日以竹刀刮在瓷器內，待積取多了，以紙封固，曬二七

日，即成鴉片矣，遇急可多用。」可見明代已有取用罌粟汁液鴉片，別名是阿芙蓉，

此命名可能因為罌粟花開美如芙蓉，但是其他常見的名稱是阿夫榮、阿肥榮，應該是

受到阿拉伯語或波斯語的影響。 

 

二、罌粟何時傳入中國？ 

Bynum 在 Remarkable Plants 書中簡介，鴉片主要的成分取自鴉片罌粟（Papaver 

somniferum），可能自新石器時代就被大量種植，埃及、克里特、希臘、羅馬、印度等

地都有栽種。而「鴉片」製作雖然過程繁複，但這種技術在史前時期已存在地中海地

圖一《救荒本草》第

334則「御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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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從史前時代至今，早期地中海區域已知道鴉片製作與它的醫療功能，如

Hippocrates 學派已提到使用鴉片止痛、對抗腹瀉、與助眠等功效，而 Dioscorides 也提

到鴉片的去熱效果。使用鴉片可以產生愉悅之感（euphoria），但卻易造成藥物成癮，

過量會導致死亡，所以鴉片也被利用當成謀殺的工具，傳說中尼祿王（37-68）就是運

用此法殺人。 

自古罌粟屬植物已是重要的食材與藥材，除了鴉片可當止痛藥，乾燥的罌粟種子

可以當食物，而罌粟種子可以炸油。罌粟可能在古代青銅時期傳入埃及與希臘等地，

漸漸傳入歐洲，由從歐洲東傳到中國。早在明朝之前中國已有罌粟的紀載與圖像資

料。 

中國從漢朝起，與南越有往來，唐代時，正在急速擴展中的阿拉伯與中國的貿易

往來十分頻繁，據史書記載，阿拉伯向中國派遣正式使者的就有 37 次。北宋宋太祖開

寶四年（971 年）設廣州市舶司1，開始與大食（哈里發國，或阿拉伯帝國）正式通商

貿易，阿拉伯人航海至廣州等處海口，攜進象牙、乳香、白龍腦、白糖、琉璃、薔薇

水、與各種藥材，罌粟亦在藥材之中，並註記罌粟的功效為安心神、增飲食、助眠。 

依照比較確切的紀錄，罌粟製品的傳入，始於唐代。《舊唐書》列傳第 198 卷

載：「乾封二年（公元 667 年）拂霖2遣使獻底也伽。」底也伽，是當時西方的珍貴藥

品，而含有鴉片成分的底也伽，是阿拉伯人傳入中國的。《南方草木狀》亦收錄底也

伽一則資料。3 

郭橐駝在《種樹書》裡寫道：「鶯粟九月九日及中秋夜種之，花必大，子必

滿。」依據柳宗元撰寫傳記，郭橐駝住在長安西方豐樂鄉，依此可以推論，西元八世

紀，長安已有罌粟花。 

唐．雍陶的詩作《西歸出斜谷》： 

行過險棧出褒斜，出盡平川似到家。 

萬里客愁今日散，馬前初見米囊花。 

雍陶是四川成都人，因此可見在唐末，四川也已經引進並種植罌粟花。 

 根據潘富俊在《中國文學植物學》書中描述，罌粟原產地是歐洲，中國詩文中稱

作「米囊花」，在唐代詩文中大量出現，「應事先傳入波斯、印度等地區，再漸次東

傳入中國，引進目的是藥用，由於花色艷麗，也兼作觀賞」（頁 323）。唐．郭震《米

囊花》： 

開花空道勝于草，結實何曾濟得民。 

却笑野田禾與黍，不聞弦管過青春。 

由此詩可知，唐代江南地區也開始種植罌粟。宋．許及之《米囊花》： 

御米具體微，有罌無儲粟。 

妖艷耿春光，名佳不翅足。 

 
                                                           
1 市舶司是中國在唐、宋、元、及明初在各海港設立的海上對外貿易管理機構，相當於現在的海關。明清

兩朝反覆「海禁」。 
2 拂霖或弗林，伊蘭語 Frwm、突厥文 Purum等的譯音。拂霖也稱大秦，即東羅馬帝國，其中心位置約在

今敘利亞 
3 參考張玉燕，〈南方草木狀的乞力伽〉《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2期 (2017)：16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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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唐代起，詩文中常常出現米囊花，可以推論，唐代版圖擴大，中西文化交流密

切，罌粟即可能在此時期引進中國。自此，罌粟成為庭園的花朵之一。如明．王世懋

在《學圃雜疏》中提及：「芍藥之後，鸎粟，花最繁華，其物能變，加意灌植，妍好

千態，曾有作黃色、綠色者，遠視佳甚，近頗不堪，聞其粟可為腐，澀精物也。又有

一種小者曰虞美人，又名滿園春，千葉者佳」。 

 宋開寶六年（西元 973 年）成書的《開寶本草》4中稱罌粟為罌子粟、米囊子、御

米，紀載罌粟種子加竹瀝煮粥，具食療效果，專治服丹石中毒或食物不振的問題；此

外，罌粟種子研碎煮水加蜂蜜服用，可以治反胃、胸中痰滯等。這種「鶯粟湯」或

「罌粟粥」，出現在不同文獻或文學作品中，例如，蘇轍作品《種藥苗詩》中提到罌

粟熬成「佛粥」，是傳統的食療祕方： 

築室城西，中有圖書。窗戶之余，松竹扶疏。 

拔棘開畦，以毓嘉蔬。畦夫告予，罌粟可儲。 

罌小如罌，粟細如粟。與麥皆種，與稷皆熟。 

苗堪春菜，實比秋谷。研作牛乳，烹為佛粥。 

老人氣衰，飲食無幾。食肉不消，食菜寡味。 

柳槌石缽，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調養肺胃。 

三年杜門，莫適往還。幽人衲僧，相對忘言。 

飲之一杯，失笑欣然。我來颍川，如游盧山。 

依照此詩觀點，罌粟苗可煮粥品，對沒胃口的老人特別好，又稱作佛粥。如此特別的

粥品，參照蘇頌的《圖經本草》，食譜如下：「白罌粟米三合、人參末三錢、生山芋

五寸（切細），加水二升三合，煮成六合，再加生薑汁及鹽少許，和勻分服。」 

罌粟在唐代時還僅僅是觀賞植物，宋人對罌粟的植物特徵、種植及採摘已有一定

的認識，並且善用罌粟種子的食療功效。中國古代醫書裡均以罌粟的殼蒴為治病妙

劑，宋徽宗的中醫官通直郎寇宗奭在《本草衍義》中指出：「罌粟米性寒，多食利二

便動膀胱氣，服石人研此水煮，加蜜作湯飲甚宜。」除了罌粟粥，南宋名醫林洪還開

發罌粟餅，或稱作魚餅；作法是將罌粟洗淨磨乳，去渣然後煮沸，收聚後入極小囊壓

成塊，用時以紅曲水酒蒸後取出，製成薄而小的魚片餅狀。唐宋時期，罌粟可做成

餅、散、水服用，列在食療之譜。 

《職方外紀》記載【古名拂菻又名大秦唐貞觀中曾以經像來賔有景教流行碑刻可

考】： 

如徳亞之西，有國名：達馬斯谷，產絲綿、羢罽、刀劍、顏料，極佳。城有二

層，不用磚石，是一活樹，糾結無隙，甚厚而髙峻，不可攀登，天下所未有

也。土人製一藥，甚良，名的里亞加，能治百病，尤解諸毒。有試之者，先覓

一毒蛇咬傷，毒發腫脹，乃以藥少許嚥之，無弗愈者！各國甚珍異之。 

此藥物里亞加應該就是含有鴉片成分的底也加（Theriac），隨著景教傳入中國。 

                                                           
4 《開寶本草》，全稱《開寶重定本草》，宋開寶六年尚藥奉御劉翰、道士馬志，翰林醫官翟煦、張素、王

從蘊、吳復圭、王光祐、陳昭遇、安自良等九人編著。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4期（2019年 12月） 

63 

明朝跨越十五至十七世紀，當時與印度、阿拉伯、波斯往返頻繁。同時期也是阿

拉伯人廣推罌粟用藥鼎盛時期，古代歐洲已有使用鴉片的紀錄，但是之後鴉片的使用

銷聲匿跡約五個世紀，大約在 13 世紀左右再度引進歐洲。之間鴉片主要是由阿拉伯人

傳開，例如，波斯醫生 Avicenna在他的醫學文集 The Canon of Medicine中提到鴉片可

以治療痢疾、腹瀉與眼疾等。阿拉伯商人把鴉片當成極好的商品，因為鴉片製品價值

高、好包裝、且不容易壞掉，透過海陸西傳到地中海的西端西班牙等地、透過駱駝商

隊陸路傳到中國、並有擅長航海的商人藉著單軌帆船（dhow）傳到印度。值得注意的

現象是，只要阿拉伯商人的鴉片到達之處，罌粟花就會在當地大量栽種，因此，罌粟

花也遍及世界，包含傳入中國。永樂皇帝屢次遣鄭和航海越南洋群島西至紅海南口阿

丹地（Aden），阿拉伯商人也與中國貿易，輸入不少商品，鴉片也是船運送重要的商

品之一。明朝設置市舶司，並徵收進口商品的貨物稅，萬曆四十年（公元 1612 年）

時，依據記錄進口鴉片需繳稅：每十斤稅銀一錢七分三厘。 

明朝李挺著作《醫學入門》提到阿芙蓉的神奇藥效，此阿芙蓉就是鴉片。此外，

明朝醫生龔信也以鴉片為藥材，加入其他材料，混合著米粥，製作成藥丸，又稱作金

丹；龔信在他的書《萬病回春》提到，此金丹十分有效，若吃一顆病情好轉，可吃兩

顆，但不可多吃，以免導致死亡，服用金丹時不可飲用醋，免得導致腸胃出血、甚至

死亡。有趣的是，李時珍在《本草綱目》提到金丹的藥效多半是藥商的噱頭，已點出

古代廣告不實的具體例子。 

元代李杲，是名震一時的醫師，他善用罌粟治病，認為罌粟有收斂固氣的作用，

並可醫治骨頭疾病。在《回回藥方》裡，含有鴉片的藥方多達三十八方。可見，在元

代，鴉片已傳入中國。元代人既已認識了罌粟鹼的特效，同時又指出其有害的副作

用，對罌粟的毒性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並推測出那時社會上已有了不少因罌粟中毒而

死亡的事例了。元初，蒙古人遠征印度，那時的印度已盛產鴉片，因此蒙古人得勝而

返時，也帶回了大量的戰利品——鴉片，一時，士農工賈無不嗜者，吸鴉片成為當時

流行的風氣。 

 

三、中國人文與罌粟 

東西方的文獻與圖像呈現罌粟屬植物多元意象與豐富義涵，遠遠超過當作一種藥

品的價值。文俶（1511-1574）江蘇長洲人，從小生性聰慧，善繪畫，見物即能摹寫，

清代畫家張庚非常推崇文俶，稱她是三百年來江浙地區「閨秀畫家第一人」。鄭淑方

在〈韶秀雙璧—明末清初的閨閣與名妓繪畫藝術〉論文引用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畫《畫

鶯粟圖》說明女畫家文俶繪畫的風格： 

描繪罌粟花斜倚湖石，花卉苞萼鮮潤，枝條荏苒，深得迎風浥露之態。芳叢左側

湖石，以多層次的渲染技法表現光影變化，定止的石頭與迎風搖曳的花卉，動靜

相生，倩華娟秀之韵，溢於毫素。摺扇面多凹凸，金箋著色不，用筆忌重描，難

度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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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國女性畫家誠屬難得，《畫鶯粟圖》風格更別具一格，布局與技巧都高人

一等。更值得注意的是文俶的生物繪圖，寫實地呈現粟的花瓣、花苞、葉子與枝條；

但此圖重視意境勝過準確度，用意不再仔細記錄植物的資訊，從圖像中，甚至很難斷

定是屬於罌粟科花卉下的哪一屬或是哪一種植物。圖像中植物也似中國繪畫中常見的

虞美人，又稱作麗春花。南宋畫家《百花圖卷》繪四季花卉五十餘種，其中的「罌

粟」花也似虞美人。 

文俶畫作《畫鶯粟圖》描繪罌粟花細膩柔和之美；此

外，文俶為《金石昆蟲草木狀》畫插圖 （圖二），罌粟收在

作品中最後一筆料，引文選自《本草衍義》，提到「罌子

粟，其花亦多葉者，其子一罌數千萬粒，大小如葶藶子，其

色白。隔年種則佳。研子以水煎，仍加蜜，為罌粟湯，服石

人甚宜飲。」。《畫鶯粟圖》呈現中國關照自然美學的視

角，而《金石昆蟲草木狀》文字說明中還點出古代中國服用

五石散的文化。 

圖二《金石昆蟲草木狀》中罌粟插圖。 

 

明朝萬曆 45年，22歲的文俶跟隨夫婿隱居在山裡，她把李時珍《本草綱目》記錄

的各種昆蟲鳥獸和植物逐一繪像，並且對照真實環境裡的生物去描摹，花了三年的時

間，完成一千三百多幅的《金石昆蟲草木狀》，最後一幅是依照《本草衍義》所繪製

的「罌子粟」。 

《本草衍義》：「罌子粟，其花亦多葉者，其子一罌數千萬粒，大小如葶藶子，

其色白。隔年種則佳。研子以水煎，仍加蜜，為罌粟湯，服石人甚宜飲。」（頁 292） 

所謂「服石人」指的是服用五石散者。5張之傑在《詩說歷史》書中一篇文章〈目

送歸鴻，手揮五弦—竹林七賢〉，提到魏晉時期知識分子為了避禍和排遣苦悶，過著

荒誕頹廢生活，服食五石散（頁 82-87）。《本草衍義》中提到的罌粟湯，是以罌粟種

子為主，煎煮的湯汁，加入蜂蜜服用，推論可以避免服五石散產生的腸胃不適與便秘

等問題。 

比較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郎世寧的兩幅畫作《虞美人與蝴蝶花圖》（圖三） 與《畫

仙萼長春 冊（罌粟）》（圖四），兩者皆反映郎世寧結合中國工筆與西洋透視法的寫

實功力，色彩鮮豔、質感細膩、線條靈活。這兩幅畫透過不同葉子的展現，區分虞美

人與罌粟；雖然罌粟一圖中沒有畫出製作鴉片的果實汁液，但是垂下的花，已然暗示

內涵的種子之沉重，以及結果之後的負擔。 

                                                           
5 寒食散又稱五石散，起源於漢朝，是一種毒藥，長期服用者皆中毒死亡。初表現為產生巨大的內熱，所

以食用後需將藥中的毒性和熱力散發掉，如果散發不當，則有致命或殘疾的危險。且必須在服藥後多吃冷

飯，故稱寒食散，其中的「五石」，根據葛洪說法是：丹砂、雄黃、白礬、曾青、慈石；根據隋代名醫巢

元方是：鐘乳、硫黃、甶石英、紫石英、赤石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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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虞美人與蝴蝶花圖。 

縱 33.3厘米 横 27.8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圖四 罌粟圖絹本設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罌粟與鴉片影響甚巨甚廣，米華健 （Millward, James 

A.）著《嘉峪關外：1759–1864 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

國》記載著十九世紀鴉片影響新疆的經濟、錢幣與外交的

問題 （頁 246-48）；金門烈嶼上林的林屏洋樓彩色磁磚也

有罌粟花的圖像，根據林金榮撰寫著作《金門傳統建築之

美》，金門古洋樓興建年代，部分屋主也會拿鴉片煙膏犒

賞匠師，不少匠師師傅染上癮，洋樓彩色磁磚罌粟圖樣

（圖五） 除了璀璨耀眼，也記錄歷史記憶劃過的傷痕（頁

222-23）。 

 

 

四、結語 

在中國本草與文獻中的罌粟別名甚多，而且不是指單一種植物，基本上類似罌粟

屬植物的通稱；這些植物在中國文化歷史中重疊食物、藥物、毒物與文物等多種功

能，影響層面涵蓋醫藥、經濟、外交、戰爭與歷史等。中國繪畫與藝術中，罌粟與虞

美人是常見的體裁，呈現文人對此植物的喜愛與認識，透過仔細觀不同畫作，可見罌

粟深入中國人文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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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more than 250 species in the genus papaver, all of which have 

profoundly influenced global botany, economy, medicine, health,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history and cultures. Poppy, immediately associated with opium and with the correlated issues 

such as drug addictions and opium wars, had been imported to China much more earlier than 

Qing dynasty and must have carried substantial and positive significance worth deliberating.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varying names and meanings of the plants related to the 

genus papaver through sorting out ancient Chinese documents, which will be of help to grope 

for the way how poppy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and the extent how it mattered in Chinse 

medicine and foods. The final part of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mages of poppy in Chinese 

paintings and arts. All in all, diverse species of papaver sp. constantly play significant parts as 

foods, medicine, poisons, and artistic articles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and thus feature 

substantially.  

 

Key words：Poppy, Chiu Huang Pen Tsao, medical humanities, botanic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