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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方》，又名《千金要方》。成书于652年。作者孙思邈。方济之，德逾于此”，所以千

金名其书。 

  《备急千金要方》自唐代到现代，中外翻刻版本有四十余种，大致可分为两类。 

  此书 30卷本内容，卷1为医学总论，包括医学伦理、本草、制药等；卷 2～4为妇科病；卷 5为儿科病；卷 6为

七窍病；卷7～8论诸风脚气；卷9～10为伤寒；卷11～20为脏腑病论；卷21论消渴淋闭诸症；卷22为疮肿痛疽；

卷 23系痔漏；卷 24论解毒并杂治；卷 25为备急诸术；卷 26～27 系食治并养性；卷 28平脉；卷 29～30针灸孔穴

主治，总计 233门，含方论 5300 余首，创分证列方的编写体例。 

  书中系统总结了唐代以前的医学成就，取材广泛，内容丰富，遍涉临床各科及针灸、食疗、药物、预防、卫生

保健等。该书有述有作，验方经方兼备，是中国第一部理法方药俱全的医学巨著，是继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后，

中国医学的又一次总结，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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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二 (妇人方上) 178 方 

《备急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 

【收藏此页】 【小 中 大】 【打印正文】 【打印本页】 【关闭】  

  1 七子散治丈夫風虛目暗，精氣衰少無子，補不足方 o五味子、牡荊子、菟絲子、車前子、菥子、石斛、署預、

乾地黃、杜仲、鹿茸、遠志（各入銖）、附子、蛇閑子、芎藭（各六銖）、山茱萸、天雄、人參、茯苓、黃耆、牛膝（各

三銖）、桂心（十銖）、巴戟天（十二銖）、蓯蓉（十銖）、鍾乳粉（八銖）o右二十四味，治下篩酒服方寸匕，日二，不

知增至二匕，以知為度，禁如藥法，不能酒者，蜜和丸服亦得，一方加覆盆子八銖，求子法，一依後房中篇 o（備

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婦人方上）178 方） 

 

  2 朴消盪胞湯治婦人立身己來全不產，及斷緒久不產三十年者方 o朴消、牡丹、當歸、大黃、桃人（生用各三

銖）、細辛、厚朴、桔梗、赤芍藥、人參、茯苓、桂心、甘草、牛膝、橘皮（各一銖）、蟲（十枚）、水蛭（十枚）、附子

（六銖）o右十八味〔口父〕咀，以清酒五升，水五升合煮，取三升，分四服，日三夜一，每服相去三時，更服如常，

覆被取少汗，汗不出，冬日著火籠之，必下積血，及冷赤膿如赤小豆汁，本為婦人子宮內有些惡物令然，或天陰

臍下痛，或月水不調？為有冷血不受胎，若斟酌下盡，氣力弱大困，不堪更服，亦可二三服即止，如大悶不堪，

可食酢飯冷漿一口即止，然恐去惡物不盡不大得藥力，若能忍能服盡大好，一日後仍著導藥 o（千金翼不用桔梗

甘草）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婦人方上）178 方） 

 

  3 治全不產及斷緒，服前朴消湯後，者坐導藥方 o皂莢、山茱萸（千金翼作苦瓠）、當歸（各一兩）、細辛、五味

子、乾薑（各二兩）、大黃、礬石、戎鹽、蜀椒（各半兩）o右十味末之，以絹袋盛，大如指長三寸，盛藥令滿，內婦

人陰中，坐臥任意，勿行走急，小便時去之，更安新者，一日一度，必下青黃冷汁，汁盡止即可幸御？自有子，

若未見病出，亦可至十日安之，一本別有葶藶砒霜各半兩，此藥為服朴消湯恐去冷惡物出不盡，以導藥下之，

值天陰冷不疼，不須著導藥，亦有著鹽為導藥者，然不如此藥，其服朴消湯後，即安導藥，經一日外，服紫石門

冬丸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婦人方上）178方） 

 

  4 紫石門冬丸，治全不產及斷緒方 o 紫石英、天門冬（各三兩）、當歸、芎藭、紫葳、卷柏、桂心、烏頭、乾地黃、



牡蒙（千金翼作牡荊外臺作牡蒙）、禹餘糧、石斛、辛夷（各二兩）、人參、桑寄生、續斷、細辛、厚朴乾薑、食茱萸、

牡丹、牛膝（各二十兩）、柏子人（一兩）、署預、烏賊骨、甘草（各一兩半）o右二十六味末之，蜜和丸，酒服如梧

桐子大十丸，日... ... 

卷第三 (妇人方中) 200 方 

《备急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 

【收藏此页】 【小 中 大】 【打印正文】 【打印本页】 【关闭】  

  1 亦產訖可服四順理中丸方 o甘草（二兩）、人參、白朮、乾薑（各一兩）o 右四味末之，蜜和丸如梧子，服十丸，

稍增至二十丸，新生藏虛，此所以養藏氣？（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三（婦人方中）200 方） 

 

  2桃人煎，治婦人產後百疾，諸氣補益悅澤方o桃人一千二百枚，擣令細熟，以上好酒一斗五升，研濾三四遍，

如作麥粥法，以極細為佳，內長項瓷瓶中，密塞以麵封之，內湯中煮一伏時不停火，亦勿令火猛使瓶口常出在

湯上，無令沒之，熟訖出溫酒服一合，日再服，丈夫亦可服之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三（婦人方中）200 方） 

 

  3治婦人虛羸短氣， 逆滿悶，風氣石斛地黃煎方o石斛四兩、生地黃汁八升、桃人半升、桂心二兩甘草四兩、

大黃八兩、紫菀四兩、麥門冬二升茯苓一斤、淳酒八升 o右十味為末，於銅器中炭火上熬，內鹿角膠一斤，耗得

一汁，次內飴三斤，白蜜三升和調，更於銅器中，釜上煎微耗以生竹攪，無令著，耗令相得，藥成先食酒服，如

彈子一丸，日三，不知稍加至二丸，一方用人參三兩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三（婦人方中）200 方） 

 

  4 治婦人產後欲令肥白，飲食平調，地黃羊脂煎方 o生地黃汁（一斗）、生薑汁（五升）、羊脂（二斤）、白蜜（五

升）o右四味，先煎地黃令得五升，次內羊脂合煎，減半，內薑汁復煎，令減，合蜜著銅器中，煎如飴，取雞子大

一枚投熱酒中服，日三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三（婦人方中）200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5 地黃酒，治產後百病，未產前一月，當預釀之產訖蓐中服之方 o地黃汁（一升）、好麴（一斗）、好米（二升）o

右三味，先以地黃汁漬麴令發，準家去醞之，至熟，封七日，取清服之，常使酒氣相接，勿令斷絕，慎蒜生冷酢

滑豬雞魚，一切婦人皆須服之，但夏三月熱不可合，春秋冬並得合服地黃，升滓內米中炊合用之，一石十石一

準此一升為率，先服羊肉當歸湯三劑，乃服之佳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三（婦人方中）200 方） 

 

  6 治產後虛羸喘乏，白汗出腹中絞痛羊肉湯方 o肥羊肉（三斤去脂）、當歸（一兩姚氏用蔥白）、桂心（二兩）、

芍藥（四兩子母秘錄作 白）、甘草（二兩）、生薑（四兩）、芎藭（三兩子母秘錄作豉一升）、乾地黃（五兩）o右八味

〔口父〕咀，以水一斗半，先煮肉，取七升，去肉，內餘藥，煮取三升？分三服，不差重作 o（千金翼有 白一斤子

母秘錄若 中微熱加黃芩麥門冬各一兩頭痛加石膏一兩中風加防風一兩大便不利加大黃一兩小便... ... 



卷第四 (妇人方下) 127 方 

《备急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 

【收藏此页】 【小 中 大】 【打印正文】 【打印本页】 【关闭】  

  1腹中冷痛，經候不調，吸吸少氣無力，補益溫中方o鍾乳、紫石英、礬石（各壹兩半）、白石英、赤石脂當歸、

甘草（各肆拾貳銖）、石膏、陽起石乾薑（各貳兩）、澤蘭（貳兩陸銖）、蓯蓉、龍骨、桂心（各貳兩半）白朮、芍藥、

厚朴、人參、蜀椒山茱萸（各參拾銖）、柏子人、本（各壹兩）、蕪荑（拾捌銖）o 右二十三味為末，蜜和丸如梧子大，

酒服二十丸，加至三十丸，日三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四（婦人方下）127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2增損澤蘭圓治產後百病，理血氣，補虛勞方o澤蘭、甘草、當歸、芎藭（各肆拾貳銖）附子、乾薑、白朮、白芷、

桂心細辛（各壹兩）、防風、人參、牛膝（各參拾肆）、柏子人乾地黃、石斛（各參拾陸銖）、厚朴、本蕪荑（各半兩）、

麥門冬（貳兩）o右二十味為末，蜜和丸如梧子，空腹酒下十五丸至二十丸 o大補益當歸圓治產後虛羸不足，中

少氣，腹中拘急疼痛，或引腰背痛，或所下過多，血不止，虛竭乏氣，晝夜不得眠，及崩中，面目脫色，唇乾口燥，

（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四（婦人方下）127 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3亦治男子傷絕，或從高墮下，內有所傷，藏虛吐血，及金瘡傷犯皮肉方o當歸、芎藭、續斷、乾薑、阿膠甘草

（各肆兩）、白朮、吳茱萸、附子、白芷（各參兩）桂心、芍藥（各貳兩）、乾地黃（拾兩）o右十三味為末，蜜和丸如

梧子大，酒服二十丸，日三夜一，不知加至五十丸，若有真蒲黃加一升絕妙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四（婦人方下）

127 方） 

 

  4 白芷圓治產後所不過多，及崩中傷損，虛竭少氣，面目脫色，腹中痛方 o 白芷（伍兩）、乾地黃（肆兩）、續斷、

乾薑當歸、阿膠（各參兩）、附子（壹兩）o右七味為末，蜜和丸如梧子大，酒服二十丸，日四五服，無當歸，芎藭

代，入蒲黃一兩妙，無續斷，大薊根代 o紫石英柏子人圓治女子遇冬天時行溫風，至春夏病熱頭痛，熱毒風虛，

百脈沈重，（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四（婦人方下）127 方） 

 

  5 下赤白，不思飲食，而頭眩心悸，酸 恍惚，不能起居方 o紫石英、柏子人（各參兩）、烏頭、桂心當歸、山茱

萸、澤瀉、芎藭、石斛遠志、寄生、蓯蓉、乾薑、甘草（各貳兩）蜀椒、杜蘅（一作杜仲）、辛夷（各壹兩）、細辛（壹兩

半）o右十八味為末，蜜和丸如梧子，酒服二十丸，漸加至三十丸，日三服，一方用牡蠣一兩o鍾乳澤蘭圓治婦人

久虛羸瘦，四肢百體煩疼，臍下結冷，不能食，面目瘀黑，（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四（婦人方下）127 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6 憂恚不樂，百病方 o鍾乳（參兩）、澤... ... 

 

卷第五上 (少小婴孺方上) 82 方 

《备急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 

【收藏此页】 【小 中 大】 【打印正文】 【打印本页】 【关闭】  



1哺乳不進，乳則吐，食先寒後熱者方o代赭﹑赤石脂（各一兩）﹑巴豆（三十枚）﹑杏人（五十枚）o右四味末之，

巴豆杏人別研為膏，相攪更檮二千杵，當自相得，若硬，少蜜同擣？蜜器中收，三十日兒服如麻子一丸，與少乳

汁令下，食頃後，與少乳勿令多，至日中當小下熱除，若未全除，明旦更與一丸，百日兒服如小豆一丸，以此準

量增減，夏月多熱，喜令發疹二三十日輒一服佳，紫丸無所不療，雖下不虛人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五上（少小

嬰孺方上）82 方） 

 

  2 黑散，治小兒變蒸中挾時行溫病或非變蒸時而得時行者方o麻黃（半兩）大黃（六銖）杏人（半兩）o右三味，

先擣麻黃大黃為散，別研杏人如脂，乃細細內散，又擣，令調和，內密器中，一月兒服小豆大一枚，以乳汁和服，

抱令得汗，汗出溫粉粉之，勿使見風，百日兒服如棗核，以兒大小量之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五上（少小嬰孺方

上）82 方） 

 

  3 大黃湯治少小風 積聚腹痛夭矯二十五 方 o大黃﹑人參﹑細辛﹑乾薑﹑當歸o甘皮（各三銖）o右六味〔口

父〕咀，以水一升，煮取四合，服如棗許，日三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五上（少小嬰孺方上）82 方） 

 

  4白羊鮮湯，治小兒風，中有疾方o白羊鮮（三銖）﹑蚱蟬（二枚）﹑大黃（四銖）﹑甘草﹑釣藤皮細辛（各二銖）

﹑牛右八味〔口父〕咀，以水二升半，煮取一升二合，分五服，日三，若服巳盡而可更加大黃釣藤各一銖，以水漬

藥半日，然後煮之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五上（少小嬰孺方上）82方） 

 

  5增損續命湯，治小兒卒中風惡毒，及久風四肢角弓反張不隨，并 僻不能行步方o麻黃﹑甘草﹑桂心（各一

兩）﹑芎藭﹑葛根升麻﹑當歸﹑獨活（各十八銖）﹑人參﹑右十二味〔口父〕咀，以水六升煮麻黃，去上沫，乃內

諸藥煮，取一升二合，三歲兒分為四服，一日令盡，少取汁，得汁以粉粉之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五上（少小嬰孺

方上）82 方） 

 

  6石膏湯，治小兒中風，惡痱不能語，口服了戾，四肢不隨方o石膏o（一合）﹑麻黃（八銖）﹑甘草﹑射干﹑桂

心芍藥﹑當歸（各四銖）﹑細辛（二銖）右八味〔口父〕咀，以水三升半先煮麻黃，三沸，去上沫，內餘藥，煮取一

升，三歲兒分為四服，日三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五上（少小嬰孺方上）82 方） 

 

  7 治少小中風，狀如欲絕湯方 o大黃﹑牡蠣﹑龍骨﹑栝蔞根﹑甘草 o桂心（各十二銖）﹑赤石脂﹑寒水石（各

六銖）o右八味〔口父〕咀，以水... ... 

 

卷第五下 (少小婴孺方下) 242 方 

《备急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 

【收藏此页】 【小 中 大】 【打印正文】 【打印本页】 【关闭】  

  1得吐下，發便大折，其間猶稍稍與竹瀝汁，竹瀝湯方o竹瀝（五合）、黃芩（三十銖）、木防巳、羚羊角（各六銖）

大黃（二兩）、茵芋（三銖）、麻黃、白薇桑寄生、萆薢、甘草（各半兩）、白朮（六銖一方作白鮮）o右拾貳味口父〕咀，



以水貳升半，煮取藥減半，內竹瀝，煎取壹升，分服貳合相去壹食久，進壹服 o（一方無萆薢）紫菀湯，治小兒中

冷及傷寒暴嗽，（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五下（少小嬰孺方下）242方） 

 

  2 或上氣喉咽鳴氣逆，或鼻塞清水出者方 o紫菀、杏人（各半兩）、麻黃、桂心橘皮、青木香（各六銖）、黃芩、

當歸甘草（各半兩）、大黃（一兩）o右拾味〔口父〕咀，以水三升，煮取玖合，去滓，六十日至百日兒，一服二合半

一百日至二百日兒，一服三合 o 五味子湯，治小兒風冷入肺，上氣氣逆，面青喘迫欬嗽，晝夜不息，食則吐不下？

五味子、當歸（各半兩）、麻黃、乾薑桂心、人參、紫菀、甘草（各六銖）細辛、款冬花（各三銖）、大黃（一兩半）o右

拾壹味〔口父〕咀，以水貳升半，煮取玖合，去滓，兒陸拾日至百日，壹服貳壹百日至貳百日，壹服參合，其大黃

別浸壹宿下 o（壹方無款冬大黃有大棗參枚）治小兒大人欬逆短氣， 中吸吸，呵出涕唾，（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五

下（少小嬰孺方下）242 方） 

 

  3 嗽出臭膿方 o燒淡竹瀝，煮貳拾沸，小兒壹服壹合，日伍服，大人壹升，亦日伍服，不妨食，息乳哺 o（備急

千金要方卷第五下（少小嬰孺方下）242 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4治小兒寒熱欬逆，膈中有癖，乳若吐，不欲食方o乾地黃 o（四兩）、麥門冬、五味子、蜜各（半升）大黃、消石

（各一兩）o 右陸味〔口父〕咀，以水參升，煮取壹升，去滓，內消石蜜，煮令沸，服貳合？中當有宿乳汁壹升許出，

大者服伍合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五下（少小嬰孺方下）242方） 

 

  5 射干湯，治小兒欬逆，喘息如水雞聲方 o射干（一兩）、半夏（五枚）、桂心（五寸）、麻黃紫菀、甘草、生薑（各

一兩）、大棗（二十枚）o右捌味〔口父〕咀，以水柒升，煮取壹升伍合，去滓，內蜜伍合，煎壹沸，分？日參 o（備急

千金要方卷第五下（少小嬰孺方下）242 方） 

 

  6 又方 o半夏（四兩）、紫菀（貳兩）、款冬花（二合）、蜜（一合）桂心、生薑、細辛、阿膠甘草（各二兩）o右玖味

〔口父〕咀，以水壹升，煮半夏取陸升，去滓，內諸藥，煮取貳升伍合，伍歲兒服壹升，貳歲服陸合，量大小多少

加減之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五下（少小嬰孺方下）242方） 

 

卷第六上 (七窍病上) 217 方 

《备急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 

【收藏此页】 【小 中 大】 【打印正文】 【打印本页】 【关闭】  

1神麴丸，主明目，百歲可讀注書方o神麴（四兩）、磁石（二兩）、光明砂（一兩）o右三味末之，鍊蜜為丸，如梧子，

飲服三丸，日三，不禁，常服益眼力，眾方？學者宜知此方神驗不可言，當秘之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六上（七竅

病上）217 方） 

 

  2補肝治眼漠漠不明，瓜子散方，亦名十子散方o冬瓜子、青葙子、茺蔚子、枸杞子、牡荊子蒺蔾子、菟絲子、



蕪青子、決明子、地膚子柏子人（各二合）、牡桂（二兩）、蕤人（一合一本云三兩）、細辛（半兩一本云一兩半）蘡

薁根（二兩）、車前子（一兩）o右十六味治下篩，食後以酒服方寸匕，日二神驗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六上（七竅

病上）217 方） 

 

  3 補肝丸，治眼暗方 o 青葙子、桂心、葶藶子、杏仁細辛、茺蔚子、枸杞子、五味子（各一兩）茯苓、黃芩、防風、

地膚子澤瀉、決明子、麥門冬、蕤人（各一兩六銖）車前子、菟絲子（各二兩）、乾地黃（二兩）、兔肝（一具）o右二

十味末之，蜜丸，飲下二十丸，如梧子，日再，加至三十丸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六上（七竅病上）217 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4 補肝丸，治眼暗 不明，寒則淚出，肝痺所損方 o兔肝（二具）、柏子人、乾地黃、茯苓細辛、蕤人、枸杞子

（各一兩六銖）、防風芎藭、署預（各一兩）、車前子（二合）、五味子（十八銖）甘草（半兩）、菟絲子（一合）o右十四

味末之，蜜丸，酒服如梧子，二十丸，日再服，加至四十丸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六上（七竅病上）217 方） 

 

  5 補肝散，治目失明漠漠方 o青羊肝（一具去上膜薄切之以新瓦軛子未用者淨拭之內肝於中炭火上炙之令極

乾汁盡決明子（半升）、蓼子（一合熬令香）o右三味合治下篩，以粥飲，食後服方寸匕，日二，稍加至三匕，不過

兩劑，能一歲服之，可夜讀細書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六上（七竅病上）217 方） 

 

  6 補肝散，治三十年失明方 o細辛、鍾乳粉（鍊成者）、茯苓、雲母粉（鍊成者）遠志、五味子（等分）o右六味治

下篩，以酒服，五分匕，日三，加至一錢匕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六上（七竅病上）217 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7補肝蕪菁子散，常服明目方o蕪菁子三升淨淘，以清酒三升煮令熟，暴乾，治下篩以井花水和服方寸匕，稍

加至三匕，無所忌，可少少作服之，令人充肥，明目洞視，水煮酒服亦可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六上（七竅病上）

217 方） 

 

  8（千金翼為用水煮三易水）又方 o胡麻一斗，蒸三十遍，治下篩，每日酒服一升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 ... 

 

 

卷第六下 (七窍病下) 223 方 

《备急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 

【收藏此页】 【小 中 大】 【打印正文】 【打印本页】 【关闭】  

  1治齲齒及蟲痛方o白附子、知母、細辛（各六銖）芎藭、高良薑（各十二銖）o右五味末之，以綿裹少許著齒上，

有汁吐出，一日兩度含之，亦治口氣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六下（七竅病下）223 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2 又方 o切白馬懸蹄如米許，以綿裹著痛處孔中，不過三度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六下（七竅病下）223方） 

 



  3 治 齒蟲齒，積年不差，從少至老方 o雀麥草一名杜姥草，似牛毛草，以苦瓠葉四十枚淨洗，露一宿，平旦

取草屈長二寸廣一寸，厚五分，以瓠葉裹縛之，作五六十裹子，取三年釅醋浸之，至日中取兩裹內火中，炮令極

熱，內口中齒外邊熨之，冷則易之，取銅器以水內中解裹於水中洗之，得蟲長三分，老者黃赤色，小者白色，多

者得三四十枚，少者？一二十枚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六下（七竅病下）223方） 

 

  4 治蟲齒方 o莨菪子三合，如無，蔥子韭子並得，以青錢七文，燒令赤，取小口甖子，令可口含得者，將錢內

甖子中，取一撮許莨菪子安錢上，令炮烢聲，仍與半合許水淋，令氣上，從甖出，將口含甖口，令氣莫出，用熏

齒，冷復更作取三合藥盡為劑，非止蟲齒得差，或風齒齲齒齒中病悉主之，口中多津，即吐之 o（備急千金要方

卷第六下（七竅病下）223 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5 又方 o白楊葉切一升，水三升煮，取一升，含之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六下（七竅病下）223 方） 

 

  6 又方 o大醋一升煮枹杞根白皮一升，取半升含之，蟲立出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六下（七竅病下）223方） 

 

  7 又方 o取桃人少許，以釵頭穿向燈上燒之，煙出，經少時吹滅，即內入口安蟲齒上咬之，不過五六度，一方

作胡桃人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六下（七竅病下）223 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8治疳蟲蝕齒根方o地龍置石上著一撮鹽，須臾化為水，以麵展取，卻待凝厚，取以內病上，又以皂莢去皮塗

上，蟲即出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六下（七竅病下）223 方） 

 

  9 又方 o純麻子燭燼研，以井花水塗之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六下（七竅病下）223 方） 

 

  10 又方 o黑羖羊脂莨菪子各等分，先燒鐵鋤斧銎令赤，內其中，煙出，以布單覆頭，令燒氣入口熏之 o（備急

千金要方卷第六下（七竅病下）223 方） 

 

  11治齒齗腫痛，及蟲痛方o黃芩、甘草、桂心當歸、細辛、蛇床子（各一兩）o右六味〔口父〕咀，以醋漿水七升，

煮取三升，去滓含之，日三夜二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六下（七竅病下）223 方） 

 

  12 治齒有孔，不得食，面腫方 o莽草（十葉）、... ... 

 

卷第七 (风毒脚气) 67 方 



《备急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 

【收藏此页】 【小 中 大】 【打印正文】 【打印本页】 【关闭】 

  1或轉筋皮肉不仁，腹脹起如腫，按之不陷，心中惡不欲食，或患冷方o竹瀝（五升）、甘草、秦艽、葛根、黃芩

麻黃、防巳、細辛、桂心、乾薑（各一兩）防風、升麻（各一兩半）、茯苓（二兩）、附子（二枚）、杏人（五十枚）o右十

五味〔口父〕咀，以水七升合竹瀝，煮取三升，分三服，取汗 o（千金翼無茯苓杏人有白朮一兩）第二大竹瀝湯，治

卒中風，口噤不能言，（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七（風毒腳氣）67 方） 

 

  2四肢緩縱，偏痺孿急，風經五藏，恍惚恚怒無常，手足不隨方o竹瀝（一斗四升）、獨活、芍藥、防風、茵芋甘

草、白朮、葛根、細辛、黃芩芎藭（各二兩）、桂心、防巳、人參、石膏麻黃（各一兩）、生薑、茯苓（各三兩）、烏頭

（一枚）o右十九味〔口父〕咀，以竹瀝煮取四升，分六服，先未汗者取汗一，狀相當即服 o第三竹瀝湯，治風毒入

人五內，短氣，心下煩熱，手足煩疼，四肢不舉，皮肉不（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七（風毒腳氣）67 方） 

 

  3 口噤不能語方 o竹瀝（一斗九升）、防風、茯苓、秦觀（各三兩）當歸、黃芩（千金翼作芍藥）、人參芎藭（千金

翼作防巳）、細辛、桂心、甘草升麻（千金翼作通草）、麻黃、白朮（各二兩）、附子（二枚）蜀椒（一兩）、葛根（五兩）、

生薑（八兩）o右十八味〔口父〕咀，以竹瀝煮取四升，分五服，初得病即須摩膏，日再，痺定（千金翼無麻黃蜀椒

生薑）治惡風毒氣，腳弱無力，頑痺，四肢不仁，失音不能言（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七（風毒腳氣）67 方） 

 

  4 毒風衝心有人病者，但一病相當，即服，第一服此麻黃湯，次服第二第三第四方 o麻黃（一兩）、大棗（二十

枚）、茯苓（三兩）、杏人（三十枚）、防風白朮、當歸、升麻、芎藭、芍藥黃芩、桂心、麥門冬、甘草（各二兩）o右十

四味〔口父〕咀，以水九升，清酒二升合煮，取二升半，分四服，日三夜一覆令小汗，粉之，莫令見風 o（備急千金

要方卷第七（風毒腳氣）67方） 

 

  5 第二服獨活湯方 o獨活（四兩）、乾地黃（三兩）、生薑（五兩）、葛根桂心、甘草、芍藥、麻黃（各二兩）o右八

味〔口父〕咀，以水八升，清酒二升合煎取二升半，分四服，日三夜一，腳特忌食瓠子蕺菜，犯之一世治不愈 o（備

急千金要方卷第七（風毒腳氣）67 方） 

 

  6 第三服兼補厚朴湯，井治諸氣欬嗽逆氣嘔吐方 o厚朴、芎藭、桂心、乾地黃芍藥、當歸、人參（各二兩）、黃

耆甘草（各三兩）、吳茱萸（二升）、半夏（七兩）、生薑（一斤）o右十二味〔口父〕咀，以水二斗，煮豬蹄... ... 

 

 

卷第八 (诸风) 60 方 

《备急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 

【收藏此页】 【小 中 大】 【打印正文】 【打印本页】 【关闭】  



  1神情悶亂，諸風服之皆驗不令人虛方o麻黃、防巳（崔氏外臺不用防己）、人參、黃芩、桂心、甘草、芍藥、芎

窮、杏人（各一兩）、附子（一枚）、防風（一兩半）、生薑（五兩）o右十二味〔口父〕咀，以水一斗二升，先煮麻黃三

沸去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三服甚良，不差，更合三四劑必佳，取汗隨人風輕重虛實也有人腳弱服此方至六

七劑得差，有風疹家天陰節變合服之，可以防瘖，一本云恍惚者加茯神遠，如骨節煩疼，本有熱者，去附子倍芍

藥，（小品千金翼同深師古今綠驗有白，木不用杏人救急無芎窮杏人止十味延年無防風）大續命湯治肝厲風迕

然瘖啞依古法用（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八（諸風）60方） 

 

  2大小續命二湯通治五藏偏枯賊風方o麻黃（八兩）、石膏（四兩）、桂心、乾薑、芎窮（各二兩）、當歸、黃芩（各

一兩）杏人（七十校）、荊瀝（一升）o右九味〔口父〕咀，以水一斗，先煮麻黃兩沸，掠去，沬下諸藥，煮取四升去滓

又下荊瀝煮數沸，分四服能言未差，後服小續命湯，舊無荊瀝，今增之效如神 o（千金翼有甘草）o小續命湯，治

中風冒昧，不知痛處，拘急不得轉側，四肢緩急遺失便，利此此與大續命湯同偏宜產後失血井老小人o麻黃、桂

心、甘草（各二兩）、生薑（五兩）、人參、芎窮、白朮、附子、防巳、芍藥、黃芩（各一兩）、防風（一兩半）o右十二

味〔口父〕咀，以水一斗二升煮取三升，分三服（古今錄驗無桂名續命湯明給千金翼同）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八

（諸風）60 方） 

 

  3治風歷年歲或歌或哭大笑言語無所不及，宜服小續命湯方o麻黃（三兩）、人參、桂心、白朮（各二兩）、芍藥、

甘草、防巳、黃芩、芎窮、當歸（各一兩）o右十味〔口父〕咀，以水一斗二升，煮取三升，分三服，日三，覆取汗，

大續？（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八（諸風）60 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4治大風經藏，奄忽不能言，四肢垂曳皮肉痛癢不自知方o獨活、麻黃（各三兩）、芎窮、防風、當歸、葛根、生

薑、桂心（各一兩）、茯苓、附子、細辛、甘草（各一兩）o右十二味〔口父〕咀，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四升，分五服，

老小半之，若初得病便自大汗者減麻黃不汗者依，方上氣者，加吳茱萸二兩厚朴一兩乾嘔者倍加附小一兩 者

加橘皮一兩，若胸中吸吸少氣者，加大棗十二枚心下驚悸者，加茯苓一兩，若熱者可除生薑，加葛根初得風未

須加減便且作三劑停四五日以後更候視病虛實平論之行湯針依穴灸之 o西州續命湯治中風痱，（一作入藏）身

體不知自收，（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八（... ... 

 

卷第九 (伤寒上) 99 方 

《备急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 

【收藏此页】 【小 中 大】 【打印正文】 【打印本页】 【关闭】  

  1 辟疫氣，令人不染溫病及傷寒，歲旦屠蘇酒方 o大黃（十五銖）、白朮（十八銖）、桔梗、蜀椒（各十五銖）、桂

心（十八銖）、烏頭（六銖）、菝 （十二銖）、一方有防風（一兩）o右七味〔口父〕咀，絳袋盛，以十二月晦日日中懸



沈井中，令至泥，正月朔日平？置酒中煎數沸，於東向戶中飲之，屠蘇之飲，先從小起，多少自在，一人飲一家

無疫，一家飲一里無疫飲藥酒得三朝，還滓置井中，能仍歲飲，可世無病當家內外有井，皆悉著藥辟溫氣也 o

（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九（傷寒上）99 方） 

 

  2 辟溫氣，太一流金散方 o雄黃（三兩）、雌黃（二兩）、礬石（一兩半）、鬼箭羽（一兩半）、羖羊角（三兩燒）o右

五味治下篩，三角絳袋盛一兩帶心前，并掛門戶上，若逢大疫之年，以月旦青布裹一刀圭，中庭燒之，溫病人亦

燒熏之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九（傷寒上）99方） 

 

  3 辟溫氣，雄黃散方 o雄黃（五兩）、朱砂（一作赤朮）、菖蒲、鬼曰（各二兩）o右四味治下篩，以塗五心額上鼻

人中及耳門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九（傷寒上）99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4 天氣不和，疾疫流行，預備一物柏枝散方 o取南向社中柏東南枝，暴令乾，擣末，酒服方寸匕，神良 o（備急

千金要方卷第九（傷寒上）99 方） 

 

  5 辟溫病，粉身散常用方 o芎藭，白芷， 本（各等分）o右三味治下篩，內米粉中以粉身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

九（傷寒上）99 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6 辟溫氣，殺鬼燒藥方 o雄黃、丹砂、雌黃（各一斤）、羚羊角（羖羊角亦得）、蕪荑、虎骨、鬼臼、鬼箭羽、野丈

人、石長生、猳豬屎、馬懸蹄（各三兩）、青羊脂、菖蒲、白朮（各八兩）、蜜蠟（八斤）o右十六味末之，以蜜蠟和為

丸如彈許大，朝暮及夜中，戶前微火燒之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九（傷寒上）99 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7辟溫，虎頭殺鬼丸方o虎頭（五兩）、朱砂、雄黃、雌黃（各一兩半）、鬼臼、皂莢、蕪荑（各一兩）o右七味末之，

以蜜蠟和為丸如彈子大，絳袋盛繫臂，男左女o右，及懸屋四角，晦望夜半，中庭燒一丸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九

（傷寒上）99方） 

 

  8 辟溫殺鬼丸，熏百鬼惡氣方 o雄黃、雌黃（各二兩）、羖羊角、虎骨（各七兩）、龍骨、龜甲、鯪鯉甲、蝟皮（各

三兩）、樗雞（十五枚）、空青（一兩）、芎藭、真朱（各五兩）、東門上雞頭（一枚）o右十三味末之，烊蠟二十兩，併

手丸如梧子，正旦門戶前燒一丸，男左女 o右，辟百惡，獨宿弔喪問病各吞一丸小豆大，天陰大霧日，燒一丸於

戶... ... 

 

卷第十 (伤寒下) 144 方 



《备急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 

【收藏此页】 【小 中 大】 【打印正文】 【打印本页】 【关闭】  

  1 治濕氣病欲死方 o苦參一兩以酒二升煮，取一升盡飲之，當吐則除諸毒病，服之覆取汗皆愈，（備急千金要

方卷第十（傷寒下）144 方） 

 

  2（張丈仲及附後云治熱毒氣垂死破棺千金湯）治熱病五六日已上苦參湯方 o苦參（三兩）、黃芩（二兩）、生地

黃（八兩）o右三味〔口父〕咀，以水八升，煎取二升，適寒溫服一升，日再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傷寒下）144方） 

 

  3 凝雪湯，治時行毒病七八日，熱積聚 中煩亂欲死，起死人搨湯方 o芫花一升以水三升，煮取一升，漬故布

薄 上，不過三薄，熱即除 o當溫煖四肢護厥逆也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傷寒下）144 方） 

 

  4治傷寒中風五六日已上，但 中煩乾嘔，栝樓湯方o栝樓實（一枚）、黃芩、甘草（各三兩）、生薑（四兩）、大棗

（十二枚）、柴胡（半斤）o右六味〔口父〕咀，以水一斗二升，煮取五升，絞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日三 o（備急千金

要方卷第十（傷寒下）144 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5治傷寒後嘔噦反胃，及乾嘔不下食，蘆根飲子方o生蘆根（切青）、竹筎（各一升）、粳米（三合）、生薑（三兩）

o右四味以水七升先煮千里鞋底二隻，取五升，澄清下藥煮取二升半o隨便飲，不差，重作取差o（備急千金要方

卷第十（傷寒下）144 方） 

 

  6 治傷寒後嘔噦方 o通草（三兩）、生蘆根（切一升）、橘皮（一兩）、粳米（三合）o右四味〔口父〕咀，以水五升，

煮取二升，隨便稍飲，不差，更作取差止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傷寒下）144 方） 

 

  7 治傷寒後虛贏少氣嘔吐方 o石膏（一升）、竹葉（二把）、麥門冬（一升）、人參（二兩）、半夏（一升）o右五味

〔口父〕咀，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內粳米一升，米熟湯成o飲一升，日三服，一方加生薑五兩，此方正是仲

景竹葉湯方前卷汗後 o門中已有此方仍少甘草分兩小別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傷寒下）144 方） 

 

  8 治毒熱攻手足，赤腫焮熱疼痛欲脫方 o煮馬屎若羊屎汁漬之，日三度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傷寒下）144

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9 又方 o豬膏和羊屎塗之亦佳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傷寒下）144方） 

 

  10 又方 o濃煮虎杖根，適寒溫以漬手足，令至踝上一尺止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傷寒下）144 方） 



 

  11 又方 o取酒煮苦參以漬之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傷寒下）144方） 

 

  12 又方 o稻穰灰汁漬之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傷寒下）144 方） 

 

卷第十一 (肝脏) 62 方 

《备急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 

【收藏此页】 【小 中 大】 【打印正文】 【打印本页】 【关闭】  

  1 治肝實熱，目痛滿，氣急塞，瀉肝前胡湯方 o前胡秦皮細辛梔子人黃芩升麻蕤人決明子各三兩苦竹葉切一

升車前葉o切一升芒消三兩o右十一味〔口父〕咀，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去滓下芒消，分三服o又一方有柴胡三

兩共十二味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一（肝藏）62方） 

 

  2治肝實熱，夢怒虛驚，防風煮散方o防風茯苓萎蕤白朮橘皮丹參各一兩三分細辛二兩甘草一兩升麻黃芩各

o一兩半大棗三七枚射干一兩酸棗人三分 o右十三味治下篩為麤散以方寸兩匕帛裡，以井花水二升煮，時時動

裹子，煎取一升？分服之，日二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一（肝藏）62 方） 

 

  3 治肝邪熱，出言反常，乍寬乍急，遠志煮散方 o遠志射干杏人大青各一兩半茯神葛根甘草麥門冬各二兩芍

藥二兩三分o桂心三分石膏二兩知母升麻各五分o右十三味治下篩為麤散，以水二升五合煮竹葉一升，取汁用

煮藥壹匕半，煎取捌合為壹服，日貳，以綿裡散煮之，治邪熱傷肝，好生悲怒，所作不定自驚？（備急千金要方

卷第十一（肝藏）62 方） 

 

  4 飛地黃煎方 o生地黃淡竹葉生薑車前草乾藍各切一升丹參玄參各四兩茯苓貳兩石膏 o五兩赤蜜壹升 o右

拾味〔口父〕咀，以水玖升，煮取參升，去滓停冷下蜜更煎參兩沸，分參服o肝膽俱實 o左手關上脈陰陽俱實者，

足厥陰與少陽經俱實也，病苦胃脹嘔逆，食不消，名曰肝膽俱實也 o肝虛寒o左手關上脈陰虛者，足厥陰經也，

病苦脅下堅寒熱，腹滿不欲飲食o腹脹悒悒不樂，婦人月經不利，腰腹痛，名曰肝虛寒也，治肝氣不足兩脅下滿，

筋急不得大息，四肢厥冷發搶心腹痛，目不明了，及婦人心痛乳癰，膝熱消渴，（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一（肝藏）

62 方） 

 

  5 爪甲枯，口面青者，補肝湯方 o甘草桂心山茱萸各一兩千金翼作烏頭細辛桃人千金翼作？o人柏子人茯 o

苓防風各二兩大棗二十四枚 o右玖味〔口父〕咀，以水玖升，煮取伍升，去滓，分參服 o補肝散，治左脅偏痛久，

宿食不消并目 ，風淚出，見物不審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一（肝藏）62 方） 



 

  6而逆風寒偏甚，消食破氣止淚方o山茱萸桂心署預天雄茯苓人參各五分芎藭白朮獨活五加皮大黃各七分o

防風乾薑丹參厚朴細辛桔梗各壹兩半甘菊花甘草各壹兩 o貫眾半兩橘皮三分陳麥麴大麥蘗各一升 o右二十三

味治下篩，酒下方寸匕，日二，若食不消，食後服，若止痛，食前服之（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一（肝藏）62 方） 

 

  7 補肝酒，治肝虛寒，或高風眼淚等雜病... ... 

 

卷第十二 (膽腑) 68 方 

《备急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 

【收藏此页】 【小 中 大】 【打印正文】 【打印本页】 【关闭】  

  1治膽腑實熱，精神不守，瀉熱半夏千里流水湯方o半夏宿薑各三兩生地黃五兩酸棗人五合黃苓一兩遠志茯

苓各二兩秫米o一升o右八味〔口父〕咀，以長流水五斗煮秫米，令蟹目沸，揚之三千遍，澄清取九升？取三升半，

分三服，集驗方治虛煩悶不得眠無地黃遠志有 o麥門冬桂心各二兩甘草人參各二兩 o中膽病，灸濁浴隨年壯，

穴在俠膽輸傍行相去五寸 o膽虛寒 o左手關上脈陽虛者，足少陽經也，病苦眩厥痿 o足指不能搖躄不能起，僵

仆，目黃失精，名曰膽虛寒也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二（膽腑）68 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2治大病後虛煩得眠，此膽寒故也，宜服溫膽湯方o半夏竹筎枳實各二兩橘皮三兩生薑四兩甘草一兩o右六

味〔口父〕咀，以水八升，煮取二升分三服 o膽虛，灸三陰交各二十壯，穴在內踝上一夫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

二（膽腑）68方） 

 

  3 千里流水湯，治虛煩不得眠方 o半夏麥門冬各三兩茯苓四兩酸棗人二升甘草桂心黃苓遠志萆薢人參生 o

薑各三兩秫米一升 o 右十二味〔口父〕咀，以千里流水一斛煮米，令蟹目沸，揚之萬過澄清取一斗煮藥取二升半，

分三服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二（膽腑）68方） 

 

  4 酸棗湯，治虛勞煩擾，奔氣在 中不得眠方 o酸棗人三升人參桂心生薑各二兩石膏四兩茯苓知母各三兩甘

草一兩半o右八味〔口父〕咀，以水一斗先煮酸棗人，取七升，去滓下藥煮，取三升o分三服，日三o（備急千金要

方卷第十二（膽腑）68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5治虛勞煩悶不得眠方o大棗二十枚 白七莖o右二味以水三升，煮火取一升，去滓頓服o治大下後，虛勞不

得眠，劇者顛倒懊 欲死，梔子湯方，仲景云發汗 o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 梔子湯主之 o

大梔子十四枚豉七合 o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取二升半，內豉更煮三沸，去滓一服一升，安者勿更服若上



氣嘔逆，加橘皮二兩，亦可加生薑二兩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二（膽腑）68方） 

 

  6 治煩悶不得眠方 o生地黃枸杞白皮各五兩麥門冬甘草前胡各五兩茯苓知母各四兩人參二 o兩豉粟米各五

合 o右十味〔口父〕咀，以水八升，煮取三升七合，三服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二（膽腑）68方） 

 

  7 治虛勞不得眠方o酸棗榆葉各等分o右二味末之，蜜丸，服如梧子十五丸，日再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二

（膽腑）68 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8 又方 o乾薑四兩末，湯和頓服，覆取汗病愈 o咽門論第三o論曰，夫咽門者，應五藏六腑，往還神氣，陰陽

通塞... ... 

 

卷第十三 (心脏) 157 方 

《备急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 

【收藏此页】 【小 中 大】 【打印正文】 【打印本页】 【关闭】  

  1 治心熱實或欲吐，吐而不出，煩悶喘急頭痛，石膏湯方 o石膏一斤地骨皮五兩梔子人三七枚淡竹葉一升茯

苓三兩小麥三升香豉o一升o右七味〔口父〕咀，先以水一斗五升煮小麥竹葉，取八升澄清，下諸藥，煮取二？分

三服，外臺名瀉心湯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三（心藏）157 方） 

 

  2治老小下痢，水毇不消，腸中雷鳴，心下鳴，心下痞滿，乾嘔不安瀉心湯方o人參一兩半夏三兩黃連二兩黃

芩甘草各一兩乾薑一兩半大棗十二枚 o右七味〔口父〕咀，以水八升，煮取二升半分三服，并治霍亂，若寒加附

子一枚？若渴加栝樓根二兩，嘔加橘皮一兩，痛加當歸一兩，客熱以生薑代乾薑 o心小腸俱實 o左手寸口人迎

以前脈陰陽俱實者，手少陰與巨陽經俱實也，病苦頭痛身熱，大便難？心腹煩滿不得臥，以胃氣不轉水穀實也，

名曰心小腸俱實也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三（心藏）157 方） 

 

  3治心實熱，驚夢喜笑恐畏悸懼不安，竹瀝湯方o淋竹瀝一升石膏八兩芍藥白朮梔子人人參各三兩知母茯神

赤石脂紫菀o各二兩生地黃汁一升o右十一味〔口父〕咀，以水九升煮十味，取二升少合去滓，下竹瀝更煎，取三

升？若須利入芒消二兩，去芍藥，分三服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三（心藏）157 方） 

 

  4 治心實熱，口乾煩渴，眠臥不安，茯神煮散方 o茯神麥門冬各三十六銖通草昇麻各三十銖紫菀桂心各十八

銖知母一兩o赤石脂四十二銖大棗二十枚淡竹筎雞子大一枚o右十味治下篩，為麤散，以帛裹方寸匕井華水二

升半，煮取九合，時動裹子，為一服，日再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三（心藏）157 方） 



 

  5 瀉心湯，治心氣不定，吐血 血方 o大黃二兩黃連黃芩各一兩 o右三味〔口父〕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服之，

亦治霍亂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三（心藏）157 方） 

 

  6治心熱滿煩悶驚恐，安心煮散方o遠志白芍藥宿薑各二兩茯苓知母紫菀赤石脂石膏麥門冬各四十二銖桂o

心麻黃黃芩各三十銖萎蕤三十六銖人參二十四銖甘草十銖o右十五味治下篩，為麤散，先以水五升淡竹葉一升，

煮取三升去滓煮散一方寸匕，牢以絹裹煮，時動之，煎取八合為一服，日再o不能食， 中滿膈上逆氣悶熱，灸心

輸二七壯，小兒減之，心虛寒 o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陰虛者，手少陰經也，病苦悸恐不樂，心腹痛難以言，心如

寒恍忽，名曰心虛寒也 o治心氣不足，善悲愁恚怒， 血，面黃煩悶，五心熱，或獨語不覺 o喉咽痛，舌本強，冷

涎出，一作汗出善忘恐，走不定，婦... ... 

 

 

卷第十四 (小肠腑) 85 方 

《备急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 

【收藏此页】 【小 中 大】 【打印正文】 【打印本页】 【关闭】  

  1 治小腸熱脹口瘡柴胡澤瀉湯方 o柴胡、澤瀉、橘皮（一方用桔梗）、黃芩、枳實、旋復花、升麻、芒消（各二

兩）、生地黃（切一升）o右九味〔口父〕咀，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下芒消，分三服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

四（小腸腑）85 方） 

 

  2 大黃丸，調小腸熱結滿不通方 o大黃、芍藥、葶藶（各二兩）、大戟、朴消（各三兩）、杏人（伍拾枚）、巴豆（柒

枚）o右七味末之，密和丸飲服，如梧子大，大人七丸，小兒二三丸日二 o熱去，日一服 o小腸熱滿灸陰都，隨年

壯，穴俠中管兩邊相去一寸 o小腸泄痢膿血灸魂舍一百壯，小兒減之，穴在俠臍兩邊相去各一寸 o（翼六相去一

寸）o灸小腸腧七壯o小腸虛寒o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陽虛者，手太陽經也，病苦顱際，偏頭痛，耳頰痛，名曰小

腸虛寒也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四（小腸腑）85方） 

 

  3小腸虛寒痛下赤白腸滑腸中懊 補之方o乾薑（參兩）、當歸、黃蘗、地榆（各肆兩）、黃連、阿膠（各貳兩）、石

榴皮（參枚）o右七味〔口父〕咀，以水七升，煮取二升五合，去滓下膠煮，取膠烊盡分三服 o舌論第三 o論曰，凡

舌者心主小腸之候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善用機衡，能調五味也，凡有所啖，若多食鹹則舌脈凝而

變色，多食苦則舌皮槁而外毛焦枯，多食辛則舌筋急而爪枯乾，多食酸則舌肉肥而唇揭，多食甘則舌根痛而外

髮落，又曰，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腎欲鹹，此五味內合五藏之氣也，若藏熱則舌生瘡，引唇揭赤 o

若腑寒，則舌本縮，口噤唇青，寒宜補之，熱宜瀉之，不寒不熱，依藏腑調之，舌縮口噤唇青，升麻煎主之，方在



第六卷中 o風眩第四（論三首方十首灸禁法二首）o徐嗣伯曰，余少氶家業，頗習經方，名醫要治，備聞之矣，自

謂風眩多途，諸家未能必驗，至於此術，鄙意偏所究也，少來用之，百無遺策，今年將衰暮，恐奄忽不追，故顯

明證論，以貽於後云爾 o夫風眩之病，起於心氣不定， 上蓄實，故有高風面熱之所為也，痰熱相感而動風風心

相亂則悶瞀，故謂之風眩，大人曰癲，小兒則為 ，其實是一，此方為治，方無不愈，但恐證候不審，或致差違，

大都忌食十二屬肉，而賁豚為患，發多氣？氣急則死，不可救，故此一湯是輕重之宜，勿因此便謂非患，所治風

胘湯散丸煎，（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四（小腸腑）85方） 

 

  4 凡有十方 o凡人初發，宜急與續命湯也，困急時但度灸穴，便火針針之，無不差者，初得針竟便灸，最良，

灸法次列於後，... ... 

 

 

卷第十五上 (脾臟上) 70 方 

《备急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 

【收藏此页】 【小 中 大】 【打印正文】 【打印本页】 【关闭】  

  1 治舌本強直或夢歌樂而體重不能行宜瀉熱湯方 o前胡、茯苓、龍膽、細辛、芒消（各三兩）、杏人（四兩）、玄

參、大青（各二兩）、苦竹葉（切一升）o右九味〔口父〕咀，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三服，食後服o射干煎方，主治

同前 o射干（八兩）、大青（三兩）、石膏（十兩一作一升）、赤蜜（一升）o右四味〔口父〕咀，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

合去滓，下蜜，煎取二升，分三服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五上（脾臟上）70 方） 

 

  2治脾熱面黃目赤，季脅痛滿方o半夏（八兩一）、枳實、梔子、茯苓、芒消（各三兩）、細辛（五兩）、白朮、杏人

（各四兩）、生地黃（切一升）、淡竹葉（切一升）、母薑（八兩）o右十一味〔口父〕咀，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去滓，

下芒消，分三服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五上（脾臟上）70 方） 

 

  3 治脾橫方 o若赤黑發如瓜大煎羊脂摩之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五上（脾臟上）70 方） 

 

  4 又方 o末赤小豆和雞子白傅之 o四肢寒熱，腰疼不得俛仰，身黃，腹滿，食嘔，舌根直，灸第十一椎上及左

o右各一寸五分三處各七壯 o俾胃俱實 o右手關上脈陰陽俱實者，足太陰與陽明經俱實也，病苦脾脹腹堅槍脅

下痛，胃氣不轉，大便難時，反泄利，腹中痛上衝肺肝，動五臟立喘鳴多驚，身熱汗不？喉痺精少，名曰脾胃俱

實也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五上（脾臟上）70 方） 

 

  5 瀉熱方 o大黃、麻黃、黃芩（各四兩）、杏人赤、茯苓、甘草、橘皮、芒消、澤瀉（各三兩）o右九味〔口父〕咀，



以水九升，煮取三升，絞去滓，內大黃，煮兩沸去滓o下芒消，分三服o治脾脈厥逆，大腹中熱切痛，舌強腹脹，

身重食不下，心注脾急痛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五上（脾臟上）70 方） 

 

  6 大黃瀉熱湯方 o 大黃（三兩細切水一升半別漬一宿）、澤瀉、茯苓、黃芩、細辛、芒消（各二兩）、甘草（三兩）、

橘皮（二兩）o右八味〔口父〕咀，以水七升，煮取三升三合，去滓，下大黃，更煎兩沸o去滓，下芒消，分三服o（備

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五上（脾臟上）70方） 

 

  7治脾熱脅痛，熱滿不歇，目赤不止，口唇乾裂方o石膏（一斤碎）、生地黃（汁赤）、蜜（各一升）、淡竹葉（切五

升）o右四味，先以水一斗二升煮竹葉，取七升，去滓澄清，煮石膏，取一升五合，去下地黃汁兩沸，次下蜜煎取

三升，細細服之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五上（脾臟上）70 方） 

 

  8 治脾熱偏一邊痛， 滿 偏脹方 o茯苓、橘皮、澤瀉（各三兩... ... 

 

 

卷第十五下 (脾臟下、热痢七) 103 方 

《备急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 

【收藏此页】 【小 中 大】 【打印正文】 【打印本页】 【关闭】  

  1狀如溫瘧或小便不利，氣滿嘔逆下痢不止方 o水中陟釐（五兩）、漢中木防已（六兩）、紫石英（三兩）、厚朴

（一兩）、隴西當歸（肆兩）、黃連（二兩）、三歲醇苦酒（五升）、上好豉（三升）o右八味，皆取真新者，以苦酒二升

漬防已，極令潤出之，留苦酒，置以利刀切防？厚令一分，使厚薄悉等，以板瓦，覆著炭火上，以厚紙藉瓦上，

布成，切防已著紙上訖，從頭依次反，周而復始，令色槁燥 o 復漬向餘苦酒中更出，著瓦上熬之，如此盡苦酒止，

勿令火猛，徐徐熬，令極燥？各擣下篩畢，都合擣千杵，以餘二升苦酒漬豉一宿，明旦以瓦盆盛之，以一盆覆之

蒸五升土下，須土氣通流，熟出之於盆中研豉，以新布絞取其濃汁，如棘膏法以和藥擣三千杵，頓丸皆如水中

雞頭子大，分著數囊中懸令陰乾，取燥，乃更盛著，亟以蠟密封其際 o勿令見風塵，此藥以三丸為一劑，平且以

井華水服一劑，晝服一劑o暮服一劑皆以水服之，初服寧少食，當餔食水飧，欲服藥若食飲消腹中調和者，日可

一服，若已差者，二三日可一服，消息以意，若病重藥力未行者，但益服之？日可四五劑，或時下不止者，當復

更增，令腹中有藥力，飲食消，是其效也，新服藥未安調，當水飧助藥力，心中了然，然後可作羹臛，但當冷食

之耳，若有時不喜冷食，百正是藥力盡耳，復益服藥至一宿許，則復欲進冷也，若欲不復藥者，但稍溫食，藥力

自盡矣，服藥不必須強多飲水也，自隨體調耳，久下虛，服之如法，禁熱食生魚豬肉蒜生菜酒，緣酒發藥力，令

病者煩熱也，又禁辛物，及諸肥膩難消物，皆勿食也 o若有風病，加防風一兩，人虛贏，可加石斛一兩，若宿有

下痢，腸胃損弱者，可加太一餘糧二兩半，取石中黃軟香者，若婦人產後疾加石硫黃二兩，小便黃赤不利加蒲



黃一兩，依方消息之，無不得效也，（胡洽云舊有五石赤石脂白石英鍾乳礬石井禹餘糧各四兩常以二月合之）o

（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五下（脾臟下、熱痢七）103 方） 

 

  2 下痢熱諸治不差方 o烏梅（一升）o黃連（二斤金色者）o右二味末之，蜜和服如梧子二十丸，日三，夜二，神

妙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五下（脾臟下、熱痢七）103 方） 

 

  3治積久三十年常下痢神方o赤松皮去上蒼皮，切一斗為散，麵粥和一升服之，日三，差即止，不過服一斗永？

（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五下（脾臟下、熱痢七）103 方） 

 

  4三十年痢服之，百日羊，治熱毒痢苦參橘皮丸方o苦參、橘皮、獨活、阿膠、藍青、黃連、鬼臼（一作鬼箭羽）、

黃藥、甘草 o右九味，等分末之，以... ... 

 

卷第十六 (胃腑) 117 方 

《备急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 

【收藏此页】 【小 中 大】 【打印正文】 【打印本页】 【关闭】  

  1 汗不出如溫瘧，唇口乾善噦，乳癰缺盆腋下腫痛，名曰胃實熱也，瀉胃熱湯方 o梔子人、射干、升麻、茯苓

（各二兩）、芍藥（四兩）、白朮（五兩）、生地黃汁、赤蜜（各一升）o右八味〔口父〕咀，以水七升煮取一升半，去滓

下地黃汁煮兩沸，次下蜜煮取三升分三服，老小以意加減o胃中熱病，灸三里三十壯，穴在膝下三寸o胃虛冷o

右手關上脈陽虛者，足陽明經也，病苦脛寒不得臥，惡風寒灑灑o目急腹中痛虛鳴，（外臺作耳虛鳴）o時寒時熱，

唇口乾面目浮腫名曰胃虛冷也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六（胃腑）117 方） 

 

  2治少氣口苦身體無澤補胃湯方o防風、柏子人、細辛、桂心、橘皮（各二兩）、芎藭、吳茱萸、人參（各三兩）、

甘草（一兩）o右九味〔口父〕咀，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為三服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六（胃腑）117方） 

 

  3補胃虛寒身枯絕諸骨節皆痛人參散方o人參、甘草、細辛（各六兩）、麥門冬、桂心、當歸（各十分）、乾薑（二

兩）、遠志（一兩）、吳茱萸（二分）、蜀椒（三分）o右十味治下篩，食後，溫酒服方寸匕 o喉嚨論第三 o論曰，喉嚨

者脾胃之候也，重十二兩，長一尺二寸，廣二寸，其層圍十二重，應十二時，主通利水穀之道，往來神氣，若臟

熱，喉則腫塞氣不通，烏翣膏主之？方在第六卷中，若腑寒，喉則耿耿如物常欲窒癢痺涎唾，熱則開之，寒即通

之，不熱不寒，依臟調之，其方具第六卷中 o反胃第四（脈三條，灸法三首，方十六首）o寸緊尺澀其人胸滿不能

食而吐，吐出者為下之，故不能食，設言未止者，此為胃反故尺為之微澀 o 跌陽脈浮而澀，浮即為虛，澀即傷脾，

脾傷即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穀不化，名為胃反，跌陽脈緊而澀，其病難治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六



（胃腑）117 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4 治胃虛反食下喉便吐方 o人參（一兩）、澤瀉、甘草、桂心（各二兩）、橘皮、乾薑（各三兩）、茯苓（四兩）、青

竹筎（五兩）、大黃（六兩）o右九味〔口父〕咀以水八升煮取三升，一服七合，日三夜一，已利者去大黃 o（備急千

金要方卷第十六（胃腑）117 方） 

 

  5 治反胃而渴方 o茯苓、澤瀉、半夏（各四兩）、桂心、甘草（各三兩）o右五味〔口父〕咀，以水五升煮取二升，

分三服，一方入生薑四兩，（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六（胃腑）117 方） 

 

  6 治胃反吐逆不消食吐不止方 o人參、澤瀉、桂心（各二兩）、茯苓（四兩）、橘皮、甘草、黃耆（各三兩）、大黃

（一兩半）、生薑（八兩）、半夏（一升）、麥門冬（三升）... ... 

 

卷第十七 (肺臟) 128 方 

《备急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 

【收藏此页】 【小 中 大】 【打印正文】 【打印本页】 【关闭】  

  1治肺實熱 憑仰息泄氣除熱方o枸杞根皮（切二升）、石膏八兩、白前、杏人（各三兩）、橘皮、白朮（各五兩）、

赤蜜（七合）o右七味〔口父〕咀，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下蜜煮三沸，（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七（肺臟）128方） 

 

  2 分三服治肺熱言音喘息短氣好唾膿血方 o生地黃（切二升）、石膏（八兩）、麻黃（五兩）、杏人（四兩）、淡竹

筎（雞子大一枚）、升麻、羚羊角、芒消（各三兩）、赤蜜一升 o右九味〔口父〕咀，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下蜜，

煮兩沸，分三服，治肺熱悶（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七（肺臟）128 方） 

 

  3 中喘急驚悸，客熱來去欲死不堪，服藥泄 中喘氣方o桃皮芫花（各一升）o右二味〔口父〕咀，以水四斗煮取

一斗五升，去滓以故布手巾內汁中，薄胸溫四肢不盈數日即歇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七（肺臟）128方） 

 

  4 治肺熱氣上咳息奔喘橘皮湯方 o橘皮、麻黃（各三兩）、乾紫蘇、柴胡（各二兩）、宿薑、杏人（各四兩）、石膏

（八兩）o右七味〔口父〕咀，以水九升煮麻黃兩沸，去沫下諸藥，煮取三升，去滓分三服？與兩劑 o（備急千金要

方卷第十七（肺臟）128 方） 

 

  5治肺熱喘息鼻血方o羚羊角、玄參、射干、雞蘇、芍藥、升麻、柏皮（各三兩）、淡竹筎（雞子大一枚）、生地黃

（切一升）、梔子人（四兩）o右十味〔口父〕咀，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三服，須利者消三兩，更煮三沸o（備急千金



要方卷第十七（肺臟）128 方） 

 

  6治肺熱飲酒當風風入肺，膽氣妄泄目青氣喘方o麻黃（四兩）、五味子、甘草（各三兩）、杏人（五十枚）、母薑

（五兩）、竹葉（切一升）o右六味〔口父〕咀，以水七升先煮麻黃去沫，下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三服 o瀉肺散治

酒客勞倦，或出當風，喜怒氣舍於肺，面目黃腫起即頭眩咳逆上氣時忽忽欲絕，心下弦急不能飲食，（備急千金

要方卷第十七（肺臟）128 方） 

 

  7或吐膿血 痛引皆支滿欲嘔方o百部、五味子（各二兩）、半茯苓、附子、蓯蓉、當歸、石斛、遠志、續斷（各一

兩）、細辛、甘草（各七分）、防風、蜀椒、紫菀、桂心、款冬花、乾薑（各二兩）、半桃人（六十枚）、杏人（三十枚）o

右十九味治下篩，以酒服方寸匕，日三，稍加至二匕 o肺脹氣搶脅下熱痛，灸陰都，隨年壯，穴在俠胃管兩邊相

去一寸，胃管在心下三寸肺脹脅滿嘔吐上氣等病，灸大椎并兩乳上第三肋間，各止七，肺與大腸俱實 o右手寸

口氣... ... 

 

 

卷第十八 (大肠腑) 142 方 

《备急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 

【收藏此页】 【小 中 大】 【打印正文】 【打印本页】 【关闭】  

  1 治大腸實熱腹脹不通口為生瘡者生薑泄腸湯方 o生薑、橘皮、青竹筎、黃芩、梔子人、白朮（各三兩）、桂心

（一兩）、茯苓、芒消（各三兩）、生地黃（十兩）、大棗（十四枚）o右十一味〔口父〕咀，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下芒

消，分二服，腸中臚脹不消，灸大腸輸四十九壯 o大腸有熱，腸鳴腹滿俠臍痛，食不化喘不能久立，巨虛上廉主

之 o大腸虛冷 o右手寸口你杏以前脈陽虛者，手陽明經也 o病苦 中喘腸鳴虛渴唇乾目急善驚泄白，名曰大腸

虛冷也，治大腸虛冷痢下青白，（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八（大腸腑）142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2 腸中雷鳴相逐黃連補湯方 o黃連（四兩）、茯苓、芎藭（各三兩）、酸石榴皮（五片）、地榆（五兩）、伏龍肝、雞

子大（一枚）o右六味〔口父〕咀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去滓下伏龍肝末，分三服 o腸中雷鳴相逐痢下，灸承滿五

十壯，穴在俠巨闕相去五寸，巨闕在心下一寸，灸之者俠巨闕兩邊各二寸半 o姇飲不下，腹中雷鳴，大便不節，

小便赤黃，陽綱主之o腹脹腸鳴氣上衝 ，不能久立，腹中痛濯濯，冬日重感於寒則泄，當臍而痛，腸胃間遊氣切

痛，食不化，不嗜食，身腫俠臍急，天樞主之 o腸中常鳴時上衝心灸臍中 o腸鳴而痛，溫留主之 o肛門論第三 o

論曰，肛門者，主大行道，肺大腸候也，號為通事令史，重十二兩長一尺二寸，廣二寸二分，應十二時，若臟傷

熱，則肛門閉塞，大行不通，或腫縮入生瘡，若腑傷寒，則肛門大行洞寫，肛門凸出良久乃入，熱則通之，寒則

補之，虛實和？依經調之，方在第二十四卷中 o皮虛實第四（論一首方二首）o論曰，夫五臟六腑者，內應骨髓，



外合皮毛膚肉，若病從外生，則皮毛膚肉關格強急，若病從內發，則骨髓痛疼，然陰陽表裡，外皮內髓其病源不

可不詳之也，皮虛者寒，皮實者熱凡皮虛實之，應主於肺大腸，（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八（大腸腑）142 方） 

 

  3 其病發於皮毛，熱則應臟寒則應腑治皮虛主大腸病寒氣關格蒴藋蒸湯方 o蒴藋根葉（切三升）、昌蒲葉（切

二升）、桃葉皮枝（剉三升）、細糠（一斗）、秫米（三升）o右五味，以水石五斗煮取米熟為度，大盆器貯之，於盆上

作小竹床子單盆人身坐床中，四面周迴將蓆薦障風，身上以衣被蓋覆，若氣急時開孔對中泄氣，取通身接汗可

得兩食久許，如此三日，蒸還溫藥足汁用之？若盆裡不過熱，盆下安炭火，非但治寒，但是皮膚一切勞冷悉皆

治之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八（大腸腑）142方） 

 

  4 治皮實主肺病熱氣梔子煎方 o梔子人、枳實... ... 

 

 

卷第十九 (肾臟) 112 方 

《备急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 

【收藏此页】 【小 中 大】 【打印正文】 【打印本页】 【关闭】  

  1 氣急，瀉腎湯方 o芒消（三兩）、大黃（切一升水？器中宿漬）、茯苓、黃芩（各三兩）、生地黃汁、昌蒲（各五

兩）、磁石（八兩）（碎如雀頭）、玄參、細辛（各四兩）、甘草（二兩）o右十味〔口父〕咀，以水九升煮七味，取二升半，

去滓下大黃內藥汁中更煮，減？去大黃內地黃汁微煎一兩沸，下芒消，分三服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九（腎臟）

112 方） 

 

  2 治腎熱，好怒好忘，耳聽無聞四肢滿急腰背轉動強直方 o柴胡、茯神（外臺作茯苓）、黃芩、澤瀉、升麻、杏

人（各一兩）、磁石（四兩）、碎羚羊角（一兩）、地黃、大青、芒消（各三兩）、淡竹葉（切一升）o 右拾貳味〔口父〕咀，

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下芒消，分三服，治腎熱，（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九（腎臟）112 方） 

 

  3小便黃赤不出如梔子汁，或如黃蘗汁，每欲小便即莖頭痛方o榆白皮（切一升）、滑石（八兩）、碎子、芩通草、

瞿麥（各三兩）、石韋（四兩）、冬葵子（一升）、車前草（切一升）o 右八味〔口父〕咀，以水一斗先煮車前草，取一斗，

去滓澄清，取九升，下諸藥取三升五合去滓分四服 o腎膀胱俱實 o左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陰陽俱實者，足少陰

與太陽經俱實也病苦脊強反折戴眼，氣上搶心，脊痛不能自反側名曰腎膀胱，俱實也 o右手尺中神門以後，脈

陰陽俱實者，足少陰與太陽經俱實也，病苦癲疾，頭重與目相引，痛厥欲走，反眼，大風多汗名曰腎膀胱俱實也

o腎虛寒 o左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陰虛者，足少陰經也病苦心中悶下重足腫不可以按地，名曰腎虛寒也 o右手

尺中神門以後，脈陰虛者，足少陰經也，病苦足脛小弱，惡寒o脈代絕時不至足寒上重下輕，行不可按地小腹脹



滿，上搶 痛引 下，名曰腎虛寒也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九（腎臟）112方） 

 

  4 治腎氣虛寒陰痿腰脊痛，身重緩弱，言音混濁，陽氣頓絕方 o生乾地黃（五斤）、蓯蓉、白朮、巴戟天、麥門

冬、茯苓、甘草、牛膝、五味子、杜仲（各八兩）、車前子、乾薑（各五兩）o右十二味治下篩，食後酒服方寸匕，日

三服 o治腎風虛寒，灸腎輸百壯，對臍兩邊，向後俠脊相去各一寸五分 o腎膀胱俱虛 o 左手尺中，神門以後，脈

陰陽俱虛者，足少陰與太陽經俱虛也病苦小便利，心痛背寒時時少腹滿，名曰腎膀胱俱虛也 o右手尺中，神門

以後，脈陰陽俱虛者，足少陰與太陽烴俱虛也，病苦心痛苦下重不自收篡反出時時苦洞泄，寒中泄，腎心俱痛，

名曰腎膀胱俱虛也 o腎勞第三（論一首方五首）o論曰，凡腎勞... ... 

 

卷第二十 (膀胱腑) 25 方 

《备急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 

【收藏此页】 【小 中 大】 【打印正文】 【打印本页】 【关闭】  

  1婦人難產亦同此方o治膀胱急熱小便黃赤滑石湯方，滑石（八兩）、子芩（三兩）、榆白皮（四兩）、車前子、冬

葵子（各升）o右五味〔口父〕咀，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三服 o治虛勞尿白濁方，榆白皮切二斤，水二斗，煮取五

升，分五服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胱胱腑）25方） 

 

  2 又方 o擣乾羊骨末，服方寸匕，日二 o虛勞尿白濁，灸脾輸一百壯 o又灸三焦輸百壯 o又灸腎輸百壯 o又

灸章門百壯在季肋端 o凡飽食訖忍小便，或飽食走馬，或忍小便大走及入房，皆致胞轉臍下急滿不通治之方，

亂髮急纏如兩拳大，燒末，醋四合，和二方寸匕服之訖，即炒熟黑豆葉蹲坐上 o治胞轉方，榆白皮（一升）、石韋

（一兩）、鬼箭（三兩）、滑石（四兩）、葵子、通甘草（各一兩）o右七味〔口父〕咀，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三服 o治

丈夫婦人胞轉不得小便八九日方，滑石、寒水石（各一斤）、葵子（一升）o右三味〔口父〕咀，以水一斗煮取五升，

分三服o治胞轉小便不得方， 白（四七莖）、阿膠（一兩）、琥珀（三兩）、車前子（一升）o右四味〔口父〕咀，以水一

斗煮取三升，分三服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胱胱腑）25方） 

 

  3 又方 o阿膠三兩，水二升，煮取七合，頓服之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胱胱腑）25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4 又方 o豉五合，以水三升，煮數沸，頓服之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胱胱腑）25 方） 

 

  5 又方 o麻子煮取汁，頓服之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胱胱腑）25 方） 

 

  6 又方 o連枷關燒灰，水服之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胱胱腑）25 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7 又方 o筆頭灰，水服之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胱胱腑）25 方） 

 

  8 又方 o內白魚子莖孔中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胱胱腑）25 方） 

 

  9 又方 o燒死蜣蜋二枚末，水服之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胱胱腑）25方） 

 

  10 又方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胱胱腑）25 方） 

 

  11 又方 o香葇一把水四升煮取一升，頓服之，青木香亦佳o霍亂吐下痛方，以桃葉冬用皮煎汁服一升立止 o

霍亂引飲飲 乾嘔方，生薑五兩〔口父〕咀，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半，分二服，高？治霍亂杜若丸久將遠行防備方，

杜若、藿香、白朮、橘皮、乾薑、木香、人參、厚朴、瞿麥、桂心、葧荷、女萎、回香、吳茱萸、雞舌香o右十五味等

分末之，蜜丸如梧子，酒下二丸 o治霍亂使百年不發丸方，虎掌、薇銜（各二兩）、枳實、附子、人參、檳榔、乾薑

（各三... ... 

 

 

卷第二十一 (消渴淋闭尿血水肿) 78 方 

《备急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 

【收藏此页】 【小 中 大】 【打印正文】 【打印本页】 【关闭】  

  1又方o栝樓根、生薑（各五兩）、生麥門冬（用汁）、蘆根（切各二升）、茆根（切三升）o右五味〔口父〕咀以水一

斗煮取三升，三服 o治胃腑實熱引飲常渴，洩熱止渴茯神湯方，茯神（二兩外臺作茯苓）、栝根、生麥門冬（各五

兩）、生地黃（六兩）、萎蕤（四兩）、小麥（二升）、淡竹葉（切二升）、大棗（二十枚）、知毌（四兩）o右九味〔口父〕咀，

以水三斗煮小麥竹葉取九升，去滓下藥，煮取四升，分四服？服不問早晚，但渴即進，非但正法胃渴，通治渴患

熱即主之 o 豬肚丸治消渴方，豬肚（一枚治如食法）、黃連、梁米（各五兩）、栝樓根、茯神（各四兩）、知毌（三兩）、

麥門冬（二兩）o右七味為末，內豬肚中縫塞，安甑中蒸之極爛，接熱及藥木臼中擣可丸，若強與蜜和之，丸如梧

子，飲服三十丸，日二，加至五十丸，隨渴即服之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一（消渴淋閉尿血水腫）78 方） 

 

  2 又方 o栝樓根、麥門冬、鈆丹（各八分）、茯神（一作茯苓）、甘草（各六分）o 右五味治下篩，以漿水服方寸匕，

日三服，（外臺無茯神）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一（消渴淋閉尿血水腫）78 方） 

 

  3 又方 o黃耆、茯神、栝樓根、甘草、麥門冬（各三兩）、乾地黃（五兩）o右六味〔口父〕咀，以水八升煮取二升



半，去滓分三服，日進一劑，服十劑佳 o治消渴浮萍丸方，乾浮萍、栝樓根（等分）o右二味末之，以人乳汁和丸

如梧子，空腹飲服二十丸，日三，三年病者三日愈，治虛熱大佳o治消渴日飲一石水者方，栝樓根（三兩）、鈆丹

（二兩）、葛根（三兩）、附子（一兩）o右四味末之，蜜丸如梧子飲服十丸，日三，渴則服之，春夏減附子 o治渴黃

蓮丸方，黃連（一斤）、生地黃（一斤張文仲云十斤）o 右二味絞地黃取汁，浸黃連出暴之，燥復內之，令汁盡乾之，

擣末蜜丸如梧子，服二十丸，日三，食前後無在，亦可為散，以酒服方寸匕 o 栝樓粉治大渴秘方，深掘大栝樓根，

厚削皮至白處止，以寸切之，水浸一日一夜，易水經五日，取出爛擣碎研之，以絹袋濾之，如出粉法乾之，水服

方寸匕，日三？亦可作粉粥乳酪中食之，不限多少，取差止 o治渴方，栝樓粉和雞子暴乾，更杵為末，水服方寸

匕，日三丸服，亦得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一（消渴淋閉尿血水腫）78 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4又方o水和栝樓散，服方寸匕，亦可蜜丸，服三十丸，如梧子大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一（消渴淋閉尿血

水腫）78 方） 

 

  5 又方 o取柒家井索近桶口結，燒作灰，井花水服之，不過三服必差 o（備急... ... 

 

卷第二十二 (丁肿癰疽) 183 方 

《备急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 

【收藏此页】 【小 中 大】 【打印正文】 【打印本页】 【关闭】  

  1 至於丁腫，若不預識，令人死不逮辰，若著訖乃欲求方 o其人巳入木矣，所以養生之士，須早識此方，凡是

瘡痍無所逃矣，凡療丁腫，皆刺中心至痛，又刺肆邊拾餘下令血出，去血傅藥，藥氣得入針孔中佳，若不達瘡裏，

療不得力 o又其腫好著口中頰邊舌上，看之赤黑如珠子，磣痛應心是也，是秋冬寒毒久結皮中？變作此疾，不

即療之，日夜根長，流入諸 數道，如箭入身捉人不得動搖，若不慎口味房室，死不旋踵，經伍陸日不差，眼中

見火光，心神惛口乾心煩即死也壹曰麻子丁，其狀肉上起頭，大如黍米，色稍黑肆邊微赤多癢，忌食麻子及衣

布并入麻田中行 o二曰石丁，其狀皮肉相連，色烏黑如黑豆甚硬，刺之不入，肉內陰陰微疼，忌瓦礫塼石之屬 o

三曰雄丁，其狀皰頭黑黶，四畔仰蒼皰漿起，有水出色黃，大如錢孔形高，忌房？四曰雌丁，其狀瘡頭稍黃，向

裏黶亦似灸瘡，四畔皰漿起，心凹色赤，大如錢孔？忌房事 o五曰火丁，其狀如湯火燒灼，瘡頭黑黶，四邊有皰

漿又如赤粟米，忌火灸爍o六曰爛丁，其狀色稍黑有白斑，瘡中潰潰有膿水流出，瘡形大小如匙面，忌沸熱食爛

臭物 o七曰三十六丁，其狀頭黑浮起，形如黑豆，四畔起大赤色，今日生一，明日生二？至三日生三乃至十，若

滿三十六，藥所不能治，如未滿三十六者可治，俗名黑皰，忌嗔怒畜積愁恨 o八曰蛇眼丁，其狀瘡頭黑皮上浮，

生形如小豆，狀似蛇眼，大體硬，忌惡眼人看？并嫉妒人見及毒藥 o九曰鹽膚丁，其狀大如匙面，四邊皆赤，有

黑粟粒起，忌鹹食o十曰水洗丁，其狀大如錢形或如錢孔大，瘡頭白裏黑黶，汁出中硬，忌飲漿水水洗渡河o十



一曰刀鎌丁，其狀瘡闊狹如薤葉大，長一寸，左側肉黑如燒爍，忌刺及刀鎌切割鐵刃所傷，可以藥治o十二曰浮

漚丁，其狀瘡體曲圓少許不合，長而狹如薤葉大，內黃外黑，黑處刺不痛內黃處刺之則痛o十三曰牛拘丁，其狀

肉皰起掐不破o右十三種瘡，初起必先癢後痛，先寒後熱，熱定則寒，多四肢沈重，頭痛心驚眼？若大重者則嘔

逆，嘔逆者難治，其麻子丁一種始末惟癢，所錄忌者不得犯觸，犯觸者即難療，其浮漚丁牛拘丁兩種，無所禁忌，

縱不療亦不能殺人，其狀寒熱與諸丁同，皆以此方療之，萬不失一，欲知犯觸，但脊強瘡痛極甚，不可忍者，是

犯之狀也 o治十三種丁方，用枸杞，其藥有四名，春名天精，夏名枸杞，秋名卻老，冬名地春三月上建日採葉，

夏三月上建日採枝，秋三月上建日採子，冬三月上建日採根，凡四時初逢建日，取枝葉子根等四味並暴乾，若

得五月五日午時合和大良，如... ... 

 

卷第二十三 (痔漏) 187 方 

《备急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 

【收藏此页】 【小 中 大】 【打印正文】 【打印本页】 【关闭】  

  1氣上不得下，其根在肝，（一作肺）空青主之，商陸為之佐散方o空青蝟腦（各二分）、蝟肝一具（干之）、芎藭

（半分）、，獨活、乳婦蓐草、黃芩、虌甲、斑貓、乾薑、商陸、地膽、當歸、茴香、礬石（各一分）、蜀椒（三十粒）o

右十六味治下篩，以酒服方寸七，日三，十五日服之 o治鼠漏，始發於頸，無頭尾如鼷鼠，使人寒熱脫肉，此得

之食於鼠毒不去，（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三（痔漏）187方） 

 

  2 其根在胃，狸骨主之，知毌為之佐散方 o狸骨、鯪鯉甲、知母、山龜殼、甘草、桂心、雄黃、乾薑（各等分）o

右八味治下篩，以飲服方寸七，日三，仍以蜜和內瘡中，無不差，先灸作瘡，後以藥傅之，巳作瘡，不用灸o治螻

蛄漏，始發於頸項狀如腫，此得之食瓜果，實毒不去，其根在大腸荏子主之，（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三（痔漏）

187 方） 

 

  3桔梗為之佐丸方o荏子、龍骨（各半兩）、附子（一兩）、蜀椒（百粒）、桂心、乾薑、桔梗、礬石、獨活、芎藭（各

一分）o右十味末之，以棗二十枚合擣，醋漿和丸如下大豆，溫漿下五丸至十丸o治蜂漏始發於頸瘰 ，三四處俱

相連以潰，此得之飲流水，水有蜂毒不去，（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三（痔漏）187 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4 其根在脾雄黃主之，黃芩為之佐散方 o雄黃、黃芩（各一兩）、蜂房（一具）、鱉甲、茴香、吳茱萸、乾薑（各半

兩）、蜀椒（二百枚）o右八味治下篩，傅瘡口上，日一，十日止 o治蚍蜉漏，始發於頸，初得如傷寒，此得之因食

中有蚍蜉毒不去，其根在腎，（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三（痔漏）187 方） 

 

  5 礜石主之，防風為之佐散方 o礜石、防風、桃白皮、知母、雌黃、乾地黃、獨活、青黛、斑貓、白芷、松脂（一



作柏脂）o芍藥、海藻、當歸（各一分）、白朮、蝟皮（各四分）、蜀椒（百粒）o右十七味治下篩，飲服一錢七，日三

服 o治蠐螬漏、始發於頸下無頭尾，如棗核塊累移在皮中，使人寒熱心滿，（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三（痔漏）

187 方） 

 

  6 此得之因喜怒哭泣，其根在心礬石主之，白朮為之佐散方 o 礬石、白朮、空青、當歸（各二分）、細辛（一兩）、

蝟皮、斑貓、枸杞、地膽（各一分）、乾烏腦（三大豆許）o右十味治下篩，服方寸七，日三，以酢漿服之，病在上側

輪臥，在下高枕臥，使藥流下，治浮沮漏，始發於頸如兩指，使人寒熱欲臥，此得之因思慮憂懣，（備急千金要方

卷第二十三（痔漏）187 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7 其根在膽，地膽主之，甘草為之佐散方 o地膽、雄黃、乾... ... 

 

 

卷第二十四 (解毒井雜治) 131 方 

《备急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 

【收藏此页】 【小 中 大】 【打印正文】 【打印本页】 【关闭】  

  1 又方 o含貝子一枚須臾吐食物差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四（解毒井雜治）131 方） 

 

  2又方o服生韭汁數升o治飲食中毒煩懣方，苦參三兩口父〕咀，以酒二升半煮取一升頓服之，取吐愈o治食

六畜肉中毒方各取六畜乾屎末，水服之佳，若是自死六畜肉毒，水服黃蘗末方寸七，須臾復與佳 o（備急千金要

方卷第二十四（解毒井雜治）131 方） 

 

  3 又方 o燒小豆一升末，服三方寸七神良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四（解毒井雜治）131 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4 又方 o水服 底黃土方寸七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四（解毒井雜治）131方） 

 

  5 治食生肉中毒方 o掘地深三尺，取下土三升，以水五升煮土五六沸，取上清飲一升立愈 o（備急千金要方卷

第二十四（解毒井雜治）131 方） 

 

  6 治食牛肉中毒方 o狼牙灰水服方寸七良，一作豬牙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四（解毒井雜治）131 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7 又方 o溫湯服豬脂良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四（解毒井雜治）131 方） 



 

  8 又方 o水煮甘草汁飲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四（解毒井雜治）131 方） 

 

  9 治食牛馬肉中毒方 o飲人乳汁良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四（解毒井雜治）131 方） 

 

  10 治食馬肉血洞下欲死方 o豉二百粒杏人二十枚 o右二味〔口父〕咀，蒸之五升米下，飯熟擣之，再服令盡 o

（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四（解毒井雜治）131方） 

 

  11又方 o蘆根汁飲以浴即解o治食狗肉不消，心中堅或腹脹口乾大渴心急發熱，狂言妄語o或洞下方，杏人

一升合皮研，以沸湯三升和，絞取汁，分三服，狗肉皆完片出即？良驗 o治食豬肉中毒方，燒豬屎末服方寸七，

大屎亦佳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四（解毒井雜治）131 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12 治食百獸肝中毒方 o頓服豬脂一斤佳亦治陳肉毒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四（解毒井雜治）131 方） 

 

  13 治生食馬肝毒殺人方 o牡鼠屎二七枚兩頭尖者是，以水研飲之不差更作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四（解

毒井雜治）131 方） 

 

  14 治食野菜馬肝肉諸脯肉毒方 o取頭垢如棗核大吞之，起死人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四（解毒井雜治）

131 方） 

 

  15 又方 o燒狗屎灰，水和絞取汁，飲之立愈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四（解毒井雜治）131 方） 

 

  16 又方 o燒豬骨末之，水服方寸七，日三服 o治漏脯毒方，張文仲云茅室漏水沾脯為漏脯 o擣韭汁服之良，

大豆汁亦得 o治鬱肉濕脯毒方，張文仲云肉閉在密... ... 

 

卷第二十五 (备急) 329 方 

《备急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 

【收藏此页】 【小 中 大】 【打印正文】 【打印本页】 【关闭】  

  1卒死無 ，無他形候，陰陽俱竭故也，治之方o牽牛臨鼻上二百息，牛舐必差，牛不肯舐，著鹽汁塗面上，即

牛肯舐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五（備急）329 方） 

 



  2又方o牛馬矢絞取汁飲之，無新者水和乾者亦得，（肘後方云乾者以人溺解之此扁鵲法）o（備急千金要方卷

第二十五（備急）329 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3又方 o灸熨斗熨兩 下，（備急方云又治尸厥）o卒死，針間使各百餘息o又灸鼻下人中，一名鬼客廳，（肘後

方云又治尸厥）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五（備急）329 方） 

 

  4 治魘死不自覺者方 o慎燈火勿令人手動，牽牛臨其上即覺，若卒不能語，取東門上雞頭末之，以酒服 o（備

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五（備急）329 方） 

 

  5治卒魘死方o擣韭汁灌鼻孔中，劇者灌兩耳（張仲景云灌口中）o治鬼魘不悟方，末伏龍肝吹鼻中o（備急千

金要方卷第二十五（備急）329 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6 又方 o末皂莢如大豆許，吹鼻中，嚏則氣通，起死人（集驗方云治中惡）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五（備急）

329 方） 

 

  7辟魘方o雄黃如棗大，係左腋下，令人終身不魘，（張文仲云男左女o右）o魘灸兩足大指叢毛中各二七壯，

（肘後方云華陀法又救卒死中惡）o治中惡方，蔥心黃剌鼻孔中，血出愈，（肘後方云入七八寸無苦使目中血出佳

崔氏云男左女 o右）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五（備急）329 方） 

 

  8 又方 o大豆二七粒末，雞子黃并酒相和，頓服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五（備急）329 方） 

 

  9又方 o使人尿其面上愈，（肘後方云此扁鶴法）o治中惡并蠱毒方，冷水和伏龍肝如雞子大服之必吐o（備急

千金要方卷第二十五（備急）329 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10 又方 o溫二升豬肪頓服之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五（備急）329 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11又方 o車蠱脂如雞子大，酒服之o中惡灸胃管五十壯愈o治卒忤方，（此病即今人所謂中惡者與卒死鬼擊

亦相類為治皆參取而用之）o鹽八合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分二服，得吐即愈，（備急方云治鬼擊）o若小便不

通，筆頭七枚燒作灰末，水和服之即通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五（備急）329 方） 

 

  12又方o犢子屎半盞酒三升，煮服之，亦治霍亂，（肘後方云治鬼擊大牛亦可用）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五

（備急）329 方） 



 

  13 又方 o臘月野狐腸燒末，以水服方寸匕，死鼠灰亦佳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五（備急）329 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14 又方 o書思末之，水... ... 

 

卷第二十六 (食治) 1 方 

《备急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 

【收藏此页】 【小 中 大】 【打印正文】 【打印本页】 【关闭】  

  1 肺金白色，宜辛，腎水黑色宜鹹，內為五藏，外主五行，色配五方 o五藏所合法，肝合筋，其榮爪，心合 ，

其榮色，脾合肉，其榮脣，肺合皮，其榮毛腎合骨 o其榮髮 o五藏不可食忌法，多食酸則皮槁而毛夭，多食苦則

筋急而爪枯，多食甘則骨痛而髮落，多食辛則肉胝而脣褰，多食鹹則 凝泣而色變o五藏所宜食法，肝病宜食麻

犬肉李韭，心病宜食麥羊肉杏薤，脾病宜食稗米牛肉棗葵，肺病宜食黃黍雞肉桃蔥腎病宜食大豆黃卷豕肉栗藿，

（素問云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心色 o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胛

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粟藿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蔥皆辛）o五味動病法，酸走筋，筋病勿食酸，苦走骨，骨病勿

食苦，甘走肉，肉病勿食甘辛走氣，氣病勿食辛，鹹走血，血病勿食鹹o五味所配法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六

（食治）1方）... ... 

 

卷第二十七 (养性) 14 方 

《备急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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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去三蟲方 o生地黃汁三斗，東向 葦火煎三沸，內清漆二升，以荊匕攪之，日移一尺，內真丹三兩，復移一

尺，內瓜子末三升，復移一尺，內大黃末三兩微火勿令焦，侯之可丸，先食服如梧子大一丸，日三，濁血下鼻中，

三十日諸蟲皆下，五十日百病愈，面色有光澤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七（養性）14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2又方o漆（二升）、蕪菁子（三升末）、大黃（六兩末）、酒（一升半）o右四味以微火合煎可丸，先食服如梧子三

丸，十日濁血下出鼻中，三十日蟲皆爛下？五十日身老澤，一年行及奔馬，消息四體安穩，乃可服草藥o其餘法

在三蟲篇中備述 o（三蟲篇在第十八卷中）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七（養性）14方） 

 

  3 服天門冬方 o 天門冬暴乾，擣下篩，食後服方寸匕，日三，可至十服，小兒服尤良，與松脂若蜜丸服之益善，



惟多彌隹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七（養性）14方） 

 

  4 又方 o擣取汁，微火煎，取五斗，下白蜜一斗胡麻炒末二升，合煎，攪之勿息，可丸即上火，下大豆黃末和

為餅，徑三寸厚半寸，一服一枚，日三，百日巳上得？此方最上，妙包眾方，一法釀酒服，始傷多無苦，多即吐

去病也，方在第十四卷？蒯道人年近二百，而少常告皇甫隆云，但取天門冬，去心皮，切乾之，酒服方寸？日三，

令人不老，補中益氣，愈百病也，天門冬生奉高山谷，在東嶽名淫半食，在中嶽名天門冬，在西嶽名管松，在南

嶽名百部，在北嶽名無不愈，在原陸山阜名顛棘，雖然處處有之，異名其實一也，在北陰地者佳，取細切，烈日

乾之，久服令人長生，氣力o百倍，洽虛勞絕傷，年老衰損羸瘦，偏枯不隨，風濕不仁，冷痺心腹積，聚惡瘡癰疽

腫癩疾，重者周身膿壞鼻柱敗爛，服心皮脫蟲出，顏色肥白，此無所不治，亦治陰痿耳聾日闇，久服白髮黑，齒

落生延年益命，入水不濡，服二百日後，恬泰疾損拘急者緩，羸劣者強，三百日身輕，三年走及奔馬，三年心腹

固疾皆去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七（養性）14方） 

文章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ivcn.com 

  5 服地黃方 o生地黃五十斤擣之，絞取汁，澄去滓，微火上煎，減過半，內白蜜五升，棗脂一攪之令相得，可

丸乃止，服如雞子一枚，日三，令人肥白 o（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七（養性）14 方） 

 

  6 又方 o地黃十斤細切，以淳酒二斗漬三宿，出暴乾，反復內之取酒盡止，與甘草巴戟天厚朴乾漆覆盆子各

一斤擣下篩，食後酒服方寸匕，日三，加至二匕，使人老者還少，強力無病延年 o作熟乾地黃法 o採地黃，去其

鬚葉及細根，擣絞取汁以漬肥者，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