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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高級講師，主要從事以中
日傳統醫學的比較研究為中心的臨床文獻學研究，以及
中藥學和中醫內科學等教學和研究。先後於北京中醫藥
大學獲得學士（中醫學）、碩士（中醫內科學）學位，
於中國中醫科學院獲得博士（醫學）學位。1989年開始留
學日本，曾任東京有明醫療大學保健醫療學部副教授。

現任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教學科研部一級講師，中
藥學和中藥鑒定學專家。先後於成都中醫藥大學獲得學
士（中藥學）、碩士（生藥學）和博士（中藥學）學位。
郭博士自1989年起一直在中國和海外的中醫藥高等教育
機構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曾作為笹川醫學獎學金中國
醫學研修生，在富山大學和漢醫藥學綜合研究所從事世
界傳統醫學和藥物的調查研究。

□趙中振

【【作者簡介作者簡介】】

現任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副院長，
教學科研部講座教授。香港註冊中醫師
，兼任香港中藥標準科學委員會與國際
顧問委員會委員，香港中醫中藥發展委
員會委員，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委員
，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區傳統醫藥顧問，
國際傳統藥物學會執委會委員，美國藥
典委員會顧問，歐盟中藥發展項目專家
，中國藥典委員會委員等。長期致力於
中醫藥教育、研究及國際交流。

乳香的來源 □郭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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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識小知識

趙中振教授趙中振教授

郭平藥學博士郭平藥學博士

戴昭宇醫學博士戴昭宇醫學博士

1990年，應阿曼蘇丹國衛生部的邀請，中國醫藥學術專家組
到阿曼進行了為期一周的學術考察。考察組共三人，年齡最大的是
中國中醫科學院針灸研究所的薛崇成教授，另一位是衛生部的阿拉
伯語翻譯邢漢平先生。我那時剛碩士畢業不久，這次的任務是側重
對當地草藥資源進行初步考察。臨行前我認真學習了一番阿曼及阿
拉伯的有關知識，期待能夠實地長長見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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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蘇丹國（簡稱阿曼），位於阿拉伯半島的
東南端，地處海灣的咽喉要道。面積30.95萬

平方公里。阿曼西部與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大
公國相鄰，南與也門共和國接壤，東北與東南瀕臨
阿曼灣和阿拉伯海。阿曼境內除東北部山地外，皆
為熱帶沙漠氣候。

風土民情
阿曼現代化騰飛的契機，是1967年鑽探出來地

下石油。已探明的石油儲量近7.2億噸，天然氣儲
量33.4萬億立方英尺。此外，還有豐富的銀及優質
石灰石等資源。

1990年我們去的時候，阿曼全國人口不過150
萬。20年間人口激增，截至2013年2月底的最新統
計資料顯示，已經達到383萬。

目前阿曼的經濟仍然多依賴石油開採，全國可
耕地面積僅有十萬公頃，已經開墾了60%，但糧食
仍不能自給。阿曼的糧食作物以小麥、大麥、高粱
為主，其他經濟作物主要是椰棗、檸檬等水果。椰
棗便是我們常說的伊拉克蜜棗，來源於棕櫚科植物
，當地人招待遠來的客人時作為待客之品，我們也
享用了。由於阿曼晝夜溫差大，椰棗的含糖量很高
，吃起來很像北京的蜜餞果脯。阿曼的公路兩側，
可以見到很多的椰棗樹。

阿拉伯醫藥
提到阿拉伯醫學，我便想到了中國歷史上的兩

部醫藥古書──《海藥本草》與《回回藥方》。
香料傳入中國除經過西域的陸路之外，更多的

是通過海運從廣州等港口輸入，故被稱為 「海藥」
。《海藥本草》是唐末五代時由經營香藥的波斯人
後裔、文學家、藥物學家李珣所著。李珣，字德潤
，生於蜀中，祖籍波斯，因此也稱李波斯。該書收

藥124種，以阿拉伯藥物居多，其中對香藥的記載
多達50餘種，包括了丁香、乳香、安息香、紅豆蔻
、沒藥等。

《回回藥方》的內容多來自元代阿拉伯醫書，
是阿拉伯醫藥方劑的彙編。原文為阿拉伯文，明初
經翻譯木刻印刷成書，著、譯者均未署名。現存的
《回回藥方》為殘本四卷，約20萬字，共載方劑
450餘個，兼以病理治療分析。有研究者推斷《回
回藥方》全書的方劑約有7000餘個。《回回藥方》
的傳入，極大地豐富了中醫的本草學。

阿拉伯與中國很早就有藥物交流。晉人張華所
著《博物志》載： 「張騫使西域還，乃得胡桃種。
」漢代張騫及其隨員出使西域，帶回的植物種子除
胡桃外，還有葡萄、安石榴、胡瓜、胡豆、苜蓿、
蒜葫、胡荽、西瓜、無花果等藥用植物。在明代的
《本草品匯精要》中可以看到，香料進口商人有阿
拉伯人的面容與服飾。

波斯及中亞諸國向中國進獻、或與中國交易的
藥物有琥珀、珍珠、朱砂、水銀、熏陸香、鬱金、
蘇合香、青木香、胡椒、香附、雌黃等多種。唐代
段成式（803-863年）撰寫的博物學專著《酉陽雜
俎》中，記錄了數十種阿拉伯動物和植物藥的名稱
，對其性狀描述得非常具體。

阿拉伯醫學在傳統中醫學的經典著作中也有反
映。明初朱橚《普濟方》和李時珍的《本草綱目》
均錄有阿拉伯醫方。這些醫書中有的藥名使用的便
是阿拉伯藥名的譯音，如訶黎勒（訶子）、庵摩勒
（余甘子）、朵梯牙（天然硫酸鋅）、安咱蘆（波
斯樹膠）、可鐵刺（西黃耆膠）、阿飛勇（鴉片）
、咱甫蘭（藏紅花、番梔子花）等。

阿拉伯帝國時期的醫學成就在人類社會的發展
過程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在人類文明史上
佔有重要的篇章。

荒漠醫藥
我們參觀了位於首都馬斯喀特的皇家醫院，該

院外科主任穆罕穆德．阿里．加法和麻醉師阿里布
．穆罕穆德與中國專家進行了座談。他們對中國的
針灸抱以極大的興趣，對於針刺原理方面的研究情
況更為關注。在該院的圖書館內，我看到了我國出
版的一幀針灸穴位掛圖。

我們還得知，阿曼本國醫護人員不能滿足需要
，醫護人員多數從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英
、美、德等國聘請。城鄉居民均享受免費醫療，有
的疑難病患者還可以公費出國就診。

考察中我們還走訪了新開業的兩家中醫門診。
那裡的中國醫生告訴我，他曾經給阿曼的短跑運動
員進行過針灸治療，後來那名運動員在亞運會上取
得了冠軍，隨後報刊上有所報道，診所的門診量大
增。

在阿曼，性功能障礙、糖尿病、風濕關節痛、
黃疸、偏癱、蛇咬傷、瘙癢等疾病患者及外傷病人
較多。在西方醫學傳入阿曼之前，主要靠傳統醫學
來進行保健，有不少獨特療法。以正骨為例，與我
國所用手法類似，復位後多以棉花、雞蛋、石膏粉
固定。阿曼也有針刺療法，主要在頭、頸部和上、
下肢部位使用，針前先行局部按摩，然後進針。也
有提插旋轉手法，行針約五分鐘左右。所用針為普
通常用之1.5寸縫衣針，稍粗於我國的常用針。據
稱只治痛症，效力顯著。

在阿曼民間，還流行一種 「火灼療法」，即用
在炭火中燒紅的鐵條鈎，直點在人體腹、背固定穴
位上，灼焦皮膚以治療黃疸、風濕等疾病，因此在
阿曼不少患者身上可見到被灼傷的疤痕。一些地區
對病人的治療過程中，尚輔以精神療法，如將《古
蘭經》寫在布條上，縛於患者膀臂，以行 「意念導
引」的心理治療。

我們還參觀了首都馬斯喀特的一家阿曼傳統醫
學診所。此診所由國家經營，共有三名醫生，年門
診量為3500人，全部採用傳統療法。診所內珍藏一
部阿拉伯文的醫學典籍，為醫生應診必參之書，同
時備有常用中藥和其他乾品草藥約百種。

阿曼境內的植物大都為荒漠或早生植物，有

100餘科，500多屬，1000餘種。阿曼政府為改善惡
劣的自然環境，不惜花重金，大搞海水化淡澆灌，
甚至進口土壤。在阿曼境內的高速公路兩旁，可見
到引種、栽培的印度膠樹、五色梅、紅花夾竹桃、
長春花、歐薄荷、葉子花、棕櫚、木麻黃、箭麻、
雞蛋花、鳳凰樹、秋豆樹、椰棗等，全無荒漠之感。

在阿曼臨床應用的植物藥中，既有與我國相同
的，如乳香、番瀉葉、丁香、高良薑等，也有不少
療效獨特的當地藥用品種，主要集中於夾竹桃科、
馬兜鈴科、蘿藦科、衛矛科、菊科、大戟科、十字
花科、唇形科、豆科、百合科、蒺藜科、茄科等。
如獨莖霸王Zygophyllum simplex L.葉的浸汁滴治紅
眼病；駱駝蓬Peganum harmala L.的種子促進性興
奮；阿勒頗芸香Ruta chalepensis L.的葉子外敷治蛇
傷；絨毛蘆薈Aloe tomentosa Deflers的汁液治療皮
膚病；灰毛豆Tephrosia purpurea（Linn.） Pers.的
種子浸液用於利尿；紅瓜Coccinia grandis （L.）
Voigt的葉子治耳疾和扁桃體炎；阿索千里光
Senecio asirensis Boul.的葉子煎劑退燒等。這些植
物的藥用價值還有待科學研究進一步證實，而對這
些異域草藥的認識，也可成為中醫藥研究的借鑒。

儘管阿曼有不少傳統醫藥的知識和藥用植物，
但未開展現代科學研究。政府對民間藥物的使用採
取的是 「不肯定，不否定」的態度，任其自由發展
。阿曼尚無以天然藥為原料的成藥生產。

我們走訪阿曼藥政管理局時，當地藥政官員對
從不同管道湧入阿曼市場的中藥和隨之而來的管理
問題極為關注，並就有關問題向我們進行了諮詢。
他們同時還出示了大量進口的中成藥樣品，如烏雞
白鳳丸、牛黃降壓片、華佗膏、天王補心丹、逍遙
丸、冰硼散、馬應龍麝香痔瘡膏、人參蜂王漿、龜
齡集等。這些中成藥大多無英文說明，也無有效成
分及副作用的標示。有的只有生產日期但無有效期
，或只有有效期卻無生產日期，有的甚至連生產批
號也沒有。而台灣、尼泊爾、新加坡等地生產的中
成藥看上去要好得多。對這種情況，我不禁感到汗
顏，我深切感到，這種情況如不解決，中藥將難於
打入國際市場，即使偶然流入也難於立足。

結語
阿曼的短短學術考察之旅過去二十多年

了，乳香的氣味依稀縹緲、椰棗的香甜猶在
舌尖；中醫藥在阿曼的發展情況仍掛在我的
心間……

橄欖科（Burseraceae）乳香屬（Boswellia）
植物全世界有近30種，主要分布於阿拉伯地區
，非洲和印度，其中多種小喬木均被稱為乳香
樹（frankincense trees）。當地人用特製的刀
具在乳香樹的樹幹上鑿掉部分樹皮，不久後傷
口就會滲出白色的乳狀液，暴露於空氣中顏色
逐漸加深並凝結成乳突狀、淚滴狀，或者塊狀
的樹脂，這就是乳香（frankincense）。

乳香既是宗教獻祭的重要焚香（incense）
也是常用生藥（習慣上以olibanum作為其藥材
名）。國際市場上的商品乳香主要來自阿曼，
也門，索馬里，埃塞俄比亞和印度，其質量參
差不齊。

乳香自秦漢時期傳入中國，其後逐步總結

出以活血，行氣，止痛，消腫，生肌為其主要
功效，作為活血化瘀藥至今廣泛應用於中醫臨
床。中藥乳香的原藥材依賴從國外進口，其原
植物主要包括：乳香樹Boswellia sacra Flueck.
，商品名：阿拉伯乳香（Arabian frankincense）
，是中國習用的索馬里乳香的主流品種；紙乳
香樹B. papyrifera（Caill. ex Delile）Hochst.，
商品名：蘇丹乳香（Sudanese frankincense）
，是中國習用的埃塞俄比亞乳香；齒葉乳香樹
B. serrata Roxb. ex Colebr.，商品名：印度乳
香（Indian frankincense），是印度習用的乳香
；弗里乳香樹B. frereana Birdw.，商品名：科
普特乳香（Coptic frankincense），不堪藥用，
可能混入中國習用的索馬里乳香。

小時候讀《一千零一夜》，令我對在那神秘的、香氳繚
繞的阿拉伯宮殿中，夜復一夜地將斑斕多彩的故事演繹到月
闌星稀的聰穎王后，深感崇敬。後來我推想，烘托那天方夜
譚中引人入勝之香氳的，無疑應是乳香。

乳香又名熏陸香。芳香療法的研究表明，由乳香薰燒散
發的芬芳香氳，可以避穢殺菌、退蚊驅瘟；還能緩解焦躁或
抑鬱情緒，化解敵意，撫慰緊張的神經。當年喜聽故事卻又
殺妻成性的國王，竟或也因此 「迷魂」 而放下屠刀？

聖經記載，耶穌誕生時，有東方三賢前去祝賀，禮物是
黃金、乳香、沒藥。黃金代表財富，乳香代表健康，沒藥則
代表靈魂的永生。乳香和沒藥都來源於橄欖科植物的樹脂，
中醫看來二者同為 「香藥」 ，藥效也大同小異，均可活血止
痛、消腫生肌。且常合用為 「藥對」 ，使效果相得益彰。中
醫使用乳香、沒藥，或研末外用於跌打損傷與瘡瘍癰腫，或
煎湯內服治瘀血阻滯的心腹瘀痛、關節痹痛以及腫瘤積聚。
以此二藥構成的處方，中文名為 「海浮散」 ，寓意源自海上
舶來。相關背景是：從西元11世紀開始，由盛產乳香、沒藥
的阿曼至廣州、泉州的海上香路（也稱 「海上絲綢之路」 ）
就已開通，大量乳香、沒藥作為香料和藥品得以輸入中國。

多年前，我曾運用含有乳香、沒藥的處方進行胃與十二
指腸潰瘍的治療研究。那時發現服用乳香、沒藥原末各1至
2g，就可與塊狀的二藥各10g煎服之藥效相當，顯示有良好
的鎮痛和促進潰瘍修復作用。既節約藥材，還可避免多量應
用引起噁心或胃脹等副作用。近年來，國外又有新的研究提
示：乳香可以抑制幽門螺旋桿菌，其抗潰瘍效果堪比新藥奧
美拉唑（Omeprazole）。

我國古代對外經濟貿易交流大致有三條通路：一是位於北方的絲綢之路，二是四
川雲南的茶馬古道，再一條就是南方的海上絲綢之路。古代阿曼素以擅航海與造船聞
名於世，為開闢我國唐朝和阿拉伯帝國之間的海上貿易和溝通海上絲綢之路，做出了
積極貢獻。

唐、宋時期，特別是宋代以後，中國的上層階級盛行熏香之風，常從阿拉伯半島
盛產香料的地區大量進口香料，故由阿拉伯到中國南方的海路被稱為香料之路。

據《明史》記載，鄭和下西洋到達阿曼時，其國王曾曉諭國人，要大家拿出乳香
、沒藥、蘇合香油、安息香等香料同中國客人進行貿易。國王還派使臣攜帶乳香、鴕
鳥等當地特產到中國來回贈。現今阿曼歷史博物館中仍珍藏有我國宋代的瓷碗和當年
的乳香，這些是兩國歷史上友好交往的實證。我們在阿曼首都的公路旁，見到了這艘
古船的巨型模型。

世界上最優質的乳香─銀香產於阿曼南部佐法爾
山脈北端的內格德高原。歷史上乳香的價值曾等同於黃
金，是統治者權力和財富的象徵。在漫長的四千年裡，
乳香貿易一直是阿曼的經濟支柱。北宋初年，中國與大
食（阿拉伯）商人的海上貿易再度興起。當時，一次輸
入的阿拉伯乳香就達數十萬斤。

同時，乳香還是送給來賓的國禮，我們在阿曼訪問
期間也收到了這樣一份國禮。只見這顆乳香白色半透明
，狀似乳頭，香氣四溢。據說放在水中研磨後，水會變
得如牛奶一般；如果用火點燃，清香會繞樑三日不絕。

乳香作藥材使
用最廣泛的是在中
醫學和印度阿育吠
陀 （Ayurvedic）
醫學中。在中國，
乳香的藥名始載於
《名醫別錄》。中
醫主要將其用於活
血止痛；阿育吠陀
醫學則主要將其用
於關節炎的治療。
近年研究發現了乳

香在抗腫瘤方面的作用。
乳香主要含三萜類成分，其中乳香酸類成分為特徵

性成分，還含有揮發油。藥理研究表明，乳香具有降低
血小板黏附、鎮痛、抗潰瘍、抗腫瘤、抗炎、抗菌、調
節免疫等作用。

乳香在西方的宗教場合也很常用，通常作為香薰料
祭拜神靈。古人相信乳香的煙霧會把他們的祈禱帶入天
堂，因此乳香被廣泛應用於宗教祭祀和喪葬儀式等活動
中。人們亦常用乳香燃燒產生的煙去熏衣物，以防蟲蛀
。阿曼人擦肩而過時，往往有一股神秘的濃香撲鼻而來
，原來他們的衣服用乳香熏過。舊時阿拉伯醫生出診時
，都要把衣服薰上濃烈的乳香氣味，認為這樣可以消毒
防疫。阿曼當地人還喜歡把乳香當口香糖放在嘴裡咀嚼
，使口氣清新。

據說，1603至1666年，英國爆發黑死病，奪去無
數生命，而香料商卻不受瘟疫的侵擾，原因是他們時常
接觸乳香香精。

千百年來，乳香還有許多其他功用，如古埃及人用
乳香做防腐劑，阿拉伯人用乳香入藥，用來幫助消化、
治療心臟和腎臟等疾病。

如今，乳香的芬芳仍飄盪在阿曼城鄉的家家戶戶，
阿曼享有 「乳香之邦」 的美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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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本草品匯精要》中一組阿拉伯人與香藥的彩繪

▼阿曼國禮乳香

▲到皇家醫院參觀

◀與阿曼草藥
醫生交談

椰棗樹椰棗樹

◀▲阿曼公路兩
側種滿了椰棗樹
，產量豐富

▲作者（左二）與阿曼兒童在城堡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