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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傷寒論》全書涉及人參的方劑共二十有餘，為其中較為重要的藥物。今人多着重於從

成分分析其精神情志方面之作用，本文將運用中醫藥基本理論，從補五臟、除邪氣、止驚悸、安

神定魂魄、開心益智五個方面具體論述方中含有人參的23個方劑，探究經方中人參調節精神情

志的作用規律。讓更多學者着眼於人參在精神情志方面的作用，對人參的多方面應用具有重要意

義。 

 

[關鍵詞] 經方；人參；補五臟；除邪氣；止驚悸；安神定魂魄。開心益智，精神情志 

《神農本草經》記載：人參，味甘，微寒。主補五臟，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除邪氣；

明目，開心益智。久服，輕身延年。一名人銜，一名鬼蓋。生山谷。[1]本文將結合《神農本草經》、

《黃帝內經》、《傷寒論》、《傷寒論類方》、《注解傷寒論》等書籍從補五臟、除邪氣、止驚

悸、安神定魂魄、開心益智，五個方面論述白虎加人參湯方、小柴胡湯方、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

兩人參三兩新加湯方、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方、茯苓四逆湯方、柴胡加芒硝湯方、柴胡加龍

骨牡蠣湯方、柴胡桂枝湯方、半夏瀉心湯方、生薑瀉心湯方、甘草瀉心湯、旋復代赭湯方、桂枝

人參湯方、黃連湯方、炙甘草湯、附子湯方、吳茱萸湯方、通脈四逆湯方、烏梅湯方、乾薑黃芩

黃連人參湯方、四逆加人參湯方、理中丸方、竹葉石膏湯方共22個方劑中人參在精神情志方面

的作用規律，探究人參在精神情志如抑鬱、煩躁、失眠、憂愁、心悸、精神萎靡、神疲乏力等方

面的作用。 

 

1 補五臟 

體虛則邪有機可乘，精神情志疾病生。人參補五臟，正氣存內則邪不可干，精神情志疾病

無所依從，其主要應用如下表： 

方濟 

 

應用 

 

桂枝新加湯方 

 

補五臟以生氣血則神有所養。 

 

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 

 

補脾氣，脾不虛則五臟安，精神正常。 

 



茯苓四逆湯 

 

補心陽、腎陰使心腎相交則煩躁安。 

 

四逆加人參湯 

 

補五臟之精氣血津液則精神魂魄得藏，不舒解。 

 

通脈四逆湯 

 

補益五臟陽氣，陽氣復則五志生成正常。 

 

半夏瀉心湯 

 

補脾胃則痰飲水濕去，心悸失眠解。 

 

生薑瀉心湯 

 

補脾胃則痰飲水濕食滯化，精神情志舒。 

 

甘草瀉心湯 

 

補脾胃則客氣不逆，心煩得安。 

 

旋復代赭湯 

 

補脾胃則痰氣痞證解，精神安。 

 

理中丸、理中湯 

 

補中焦、補脾肺之虛則情緒正常。 

 

桂枝人參湯 

 

補脾陽則寒去神安。 

 

炙甘草湯 

 

補心之氣血，心寧則心悸怔忡解。 

 

附子湯 

 

補五臟精氣，陰陽之氣協調則晝精夜瞑。 

 

吳茱萸湯 

 

補肝陽則肝溫寒去魂安。 

 

烏梅丸 

 

溫中補虛，上下寒熱調，蛔靜不擾則不煩。 

 

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 

 

補脾胃，後天之精化則精神得養。 

 

竹葉石膏湯 

 

補脾胃、補心，氣充、心寧則精神如常。 

 

黃連湯 補脾胃，陽氣生則神有所養。 



  

白虎加人參湯 

 

補五臟之津氣，真陰復則邪熱自退，心煩得解。 

 

 

1.1 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人參三兩新加湯方（62條） 

發汗後，邪已去卻身疼痛，加之脈沉遲，則不為表證，為在裏在臟也。故此為汗後氣血兩

虛之證。[2]上焦運化腐熟水穀以化氣用以溫煦皮膚、充養全身。中焦受納水穀之氣以化血。方中

人參補五臟，五臟和則上焦開發、中焦受氣取汁化生氣血之力來復。又氣血為人之神，即氣血充

則神可養，精神情志復常。 

1.2 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66條） 

發汗後，邪氣已除，仍覺腹脹滿是陽氣外泄，虛邪進入腹部，損傷脾胃或其人素脾虛，汗

後脾更虛之故。脾氣虛則四肢不用，五臟不安，實則腹脹，經溲不利。虛實併見，即脾虛已化實，

為本虛標實之證。人參補脾虛，脾虛解則無以化實，實之腹脹除。以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

怒悲憂恐。脾虛解則五臟安，五氣化生，五志生成復常，情志舒。 

1.3 茯苓四逆湯（69條）、四逆加人參湯（385條）、通脈四逆湯（317條） 

陳修園言：太陽底面是少陰，汗傷心液，下傷腎液，少陰之陰陽水火離隔所致也……煩者

陽不得遇陰，躁者陰不得遇陽也。[3]則茯苓四逆湯主證可解為：發汗傷心陽，下傷腎陰，心腎陰

陽不交而見煩躁。方中茯苓主要用於參濕利水而減輕水飲內停，寧心安神為其次要功效。[4]心在

上焦屬火，其陽下降至腎以溫養腎陽。腎在下焦屬水，其陰上升至心以涵養心陰。人參補心陽、

腎陰，則心火、腎水升降協調，陰陽相交，煩躁除。 

本有惡寒脈微為斂藏過度使陽氣不得升發，表陽不足所致。復有下利為陽虛固攝失司，釜

底之火、釜中之火俱不足，腐熟水穀功能障礙。利止並非好轉之象，而是下利太過，津液耗傷所

致。[5]津傷、血耗則脈微、惡寒、精神不振。中焦脾胃受納腐熟水穀，吸取其中的精微物質，即

汁，其中包含營氣和津液。腎藏精，精者血之所成也。[6]即血以水穀之精化生的營氣、津液和腎

精為生化之源。則四逆加人參湯中人參可補五臟，五臟藏精氣而不泄，精可化血、血可化津。故

人參收斂五臟精氣，以生精氣血津液，具溫陽生津之用。津液輸佈正常，血氣充足，精神復常。

又精氣可化神，則人參可通過補益五臟之精氣血津液影響精神情志。 

通脈四逆湯方主治陰盛格陽所致裏寒外熱之證。原方本有無人參存在爭議，但利止脈不出

時可加人參無疑。利止脈不出時津液已傷，脈微欲絕，陽氣欲竭。氣微則無以生五志，人參補益

五臟之氣，溫陽通脈，滋養津液化生，與乾薑、附子合用驅散內寒，回陽救逆。五臟得以溫養，

陽氣來復以生五志，精神狀態得以改善。 

1.4 三瀉心湯（149、157、158條）、旋復代赭湯方（161條） 

《方劑學》將第149條半夏瀉心湯歸為治療中氣虛弱、寒熱互結、升降失常之基礎方，又是

寒熱平調、辛開苦降、散結消痞法之代表方。劑運用時臨床醫生觀其脈症，知犯何逆，隨證治之，

其主治之證並未拘泥於痞證，亦廣泛用於口瘡、吞酸、呃逆、胃痞、胃脘痛、嘔吐、腹泄瀉、消

渴、便秘、虛勞、腰痛、眩暉、咳嗽、心悸、胸痹、失眠等病。傷寒學家劉渡舟認為半夏瀉心湯

所主之病關鍵在於內生痰飲。現今痰火擾亂，心神不寧。思慮過傷，火熾痰鬱，而致不眠者居多。



脾主升清，人參補脾可使其運化水飲功能正常，則痰飲水濕化，痰火不擾，心神得寧，不眠解。 

第157條生薑瀉心湯與半夏瀉心湯方證基本相同，同體別名。均為中焦寒熱錯雜，脾胃升降

失調，氣機痞塞不通。不同之處為本證兼有干噫食臭、脅下有水氣，即水飲食滯。脾虛不運，胃氣

上逆，水濕停滯於胃則干噫食臭。此方中脾胃升降之力更弱，與半夏瀉心湯類似，人參補脾胃，使

脾升胃降，緩解心悸、失眠。 

第158條甘草瀉心湯無人參，後世認為此為傳抄脫漏。傷寒中風本為表證而醫者誤下使痞證

更甚，此不為結熱，為胃中虛耳，胃氣上逆則陽陷陰凝，心煩不得安。人參與甘草協同共補脾胃，

則氣機升降有序，客氣不逆，飲食如常，心煩得安。 

王國慶編第九版《傷寒論選讀》將旋復代赭湯歸於治療痰氣痞證方，病機為脾胃虛、胃氣

上逆、痰飲內生，則此方中人參亦為補脾胃而解精神情志病。 

1.5 理中丸方（386、396條）、桂枝人參湯方（163條） 

第386條理中湯用於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寒不用水者。頭痛發熱，則邪自風寒而來。中

焦為寒熱相半之分，邪稍下者，居陰分，則為寒，寒多不用水者，與理中丸溫之。[7]即此為中焦虛

寒。人參溫補中焦，中焦溫則泌糟粕，蒸津液功能正常，津液得以化氣化血，氣血輸佈全身，則五

臟俱溫，身不疼，精神安。 

第396條理中湯用於大病後喜唾之人，後世認為此處之唾非為腎精所生之唾，而為脾精所化

之涎，喜唾即時時泛吐涎沫。涎液不收為脾虛所致，足太陰脾經與手太陰肺經相連，脾寒致肺寒，

肺寒則水氣不降，聚而為飲。脾肺虛寒，津液不化而泛溢，故多唾。脾在志為思，脾虛則不思飲

食，頭目眩暈。肺在志為悲，肺虛則產生悲憂的情緒。方之人參補脾肺，使脾肺不虛，則其主之

憂思、悲傷情緒調和，精神復常。 

理中湯加減在腹中痛時加人參。氣血得熱則行，得寒則凝，凝而不通則痛。即此為氣血得

寒而凝故痛。人參意為溫補中陽，使寒去痛解，緩解因疼痛而引發的情志不安。 

第163條桂枝人參湯為理中湯加桂枝四兩而成，病機為脾陽虛衰之證，與理中湯不同之處在

於其為表裏俱寒之證，故人參亦為溫中散寒補益脾陽之用。 

1.6 炙甘草湯（177條） 

傷寒為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利，脈陰陽俱緊者。炙甘草湯證之傷寒不

見惡寒發熱、脈緊，而見脈結代、心動悸、脈來緩而時一止復來為結，脈來動而中止，不能自還，

因而復動或幾動一息為代，皆為氣血兩虛而經隧不通，陰陽不交之故。心動悸，心主脈，脈之止息，

皆心氣不寧之故。[8]心氣不寧或陰陽失則血運失常，臟腑失養，常見心悸怔忡或心胸憋悶疼痛。

人參補心，心氣充則血運，臟腑得養，心悸怔忡得解。 

1.7 附子湯方（304條、305條） 

第304條：背為督脈循行流注之部位，督脈為陽脈之海，陽氣不足則背惡寒。口中和

即口中不渴、不苦、不燥、表明裏無邪熱，亦無水飲停聚胃脘及膀胱。 

第305條：四肢為諸陽之本，虛寒彌散及陽虛致四肢不得溫煦故手足寒。陽虛不能溫陽筋骨

肌肉，寒濕之氣不化，留滯於筋脈肌肉骨骼之間則骨節痛。 

即附子湯所主之證為少陰陽虛、氣素虛或感受寒邪後損傷陽氣，以致形成陽氣虛衰、寒濕

內盛之征象。《黃帝內經》曰：壯者之氣血盛，其肌肉滑，氣道通，榮衛之行不失其常，故晝精

而夜瞑。老者之氣血衰，其肌肉枯，氣道澀，五藏之氣相搏，其營氣衰少，而衛氣內代，故晝不



精，夜不瞑。即睡眠是陰陽之氣相互協調的結果，且陽氣起主導作用。陽氣虛衰則白天精神萎靡，

夜晚失眠。人參補五臟，於方中可溫補五臟陽氣，使營衛晝夜運行正常，則陰陽之氣相互協調，

恢復晝精夜瞑狀態。 

1.8 吳茱萸湯方（243、309、378條） 

綜合分析吳茱萸湯證現代臨床應用及《傷寒論》記載分析，吳茱萸湯可治療肝陽不足，脾

胃虛寒，肝寒犯肺，濁陰上逆之證。症狀以頭痛、頭目眩暈，嘔吐下利，脘腹疼痛為主，對病機

相同的痛經、陽痿、寒疝、遺尿、支氣管炎、失眠、多寐、青光眼、毒品戒斷症狀等也有治療作

用。[9]陽明、少陰、厥陰篇中的吳茱萸湯證根本病機為肝寒犯胃。《傷寒論三注》曰：「土虛必

木乘，乘之不下泄，必上逆，自然之理。」即吳茱萸湯證標為胃寒，本為肝寒內盛，橫犯脾胃。

肝寒循經上逆至頭頂則頭痛。肝主疏泄，可謂暢血和津液的運行和輸佈、脾胃的升降、膽汁的分

泌與排泄、精精排卵，肝寒使血和津液運不暢，手足不得溫則出現手足逆冷、肝藏血，血舍魂。

據河圖洛書載人參三兩之三為木之生數，故其以補肝之用，肝得以溫補則因肝寒而致血不足，血

不養魂，魂不守舍之失眠多夢、煩躁不安除。 

1.9 烏梅丸方（338條） 

第338條區別了臟厥與蛔厥並指明烏梅丸所主之證為蛔厥。蛔厥因上熱下寒，蛔蟲內擾所致。

胃中冷，必吐蛔。吐蛔有陰有陽，陽症吐蛔者為胃中空虛。[10]即該方證為上焦有熱，腸中虛寒，

蛔擾不安，上竄於胃。胃中虛冷則吐蛔、煩。結尾論述烏梅丸主久利，下利則脾胃虛，此處為胃

寒。人參補五臟，溫中補虛，改善胃中冷，則上下寒熱得調，蛔不上擾入膈則不煩。 

1.10 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方（359條）、竹葉石膏湯方（397條） 

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證為其人素體脾胃虛寒，醫生誤用吐下，使脾胃更虛，邪氣入裏化熱

形成上熱下寒之寒格。嘔吐下利使津液耗傷，脾胃虛無以運化水穀，後天之精缺乏，精虧則神疲。

人參補脾胃，與乾薑相伍，脾胃之寒得溫則運化功能改善。後天之精生則精氣不虧，神疲乏力，

精神不振解。 

傷寒解後，餘熱仍在，五臟之虛未復，氣少乏力，脾胃升降無力，氣逆而上引發嘔吐為竹

葉石膏湯證病機。竹葉、石膏清熱以除餘熱擾神之煩。人參補五臟之虛，補脾胃使之升降有力、

補心以改善熱擾心神之精神失常，故氣多有力，精神情志舒。 

1.11 黃連（173條） 

脾主肌肉，其病則肌肉痛。陽虛陰盛則寒中腸鳴腹痛。陰陽俱盛，若俱虛，則有寒有熱。

陰盛則下寒，陰虛則下熱；陽盛則上熱，陽虛則下寒。[11]即黃連湯證為胃中有邪氣為陽氣不足，

陰氣有餘，寒中腸胃而腹中痛。成無己言：濕家下後，舌上如苔者，以丹田有熱，胸中（醫統本

作「上」）有寒，是邪氣入裏，而為下熱上寒也；此傷寒邪氣傳裏，而為下寒上熱也。胃中有邪

氣，使陰陽不交，陰不得升，而獨治於下，為下寒腹中痛；陽不得降而獨治於上，為胸中熱，欲

嘔吐。與黃連湯，升降；俴陽之氣。[12]進一步描述了黃連湯證為上熱下寒之證。上熱可擾心神，

使心中煩悶。脾胃陽氣不足，引陽氣不得降而獨治於上，則脾胃受納腐熟水穀之力弱，營衛之氣

難生，五臟六腑、四肢百骸失養，精神萎靡。人參補心，心氣充則熱不擾心，情志不舒解；補脾

胃以生下之陽氣，改善失養所致精神不振。 

1.12 白虎加人參湯方（26、226、168、169、170條） 

《傷寒論》白虎加人參湯證病機為表裏有熱、裏熱熾盛，熱盛傷津耗氣，熱擾心神，表現



為口燥渴、心煩等證。有熱傷津擾神則加人參補五臟，脾、肺、腎、三焦為水液輸佈之官，其得

補則功能協調有序，津液生成輸佈正常，津生而真陰復，邪熱自退，心神不擾，心煩得解。 

查閱錢超尖版《傷寒論》發現第26、226條所附方中人參為三兩，第168、169、170條所附

方中人參為二兩且後注此方立夏後、立秋前乃可服。餘對其見解有三：一恐後人傳抄錯誤。二則

本方後注非仲景原文，應只要具白虎加人參湯證就宜使用白虎加人參湯，不必拘泥於季節時間。

人參的用量大小，隨津傷程度而定，亦不必拘泥。[13]三即仲景如此做法別有深意。以下為餘之

拙見。河圖洛書記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

四生金，天九成之；九五生土，地十成之。」人參用三兩時為木之生數，與肝相對應，肝主升發，

可謂暢血和津液的運行輸佈、脾胃之氣升降、情志，主藏血，即三兩人參主補肝使肝條達能力復

常，津氣生、真陰復，情志舒。人參用二兩時為火之生數，與心相應，心為五臟六腑之大主，主

血脈，主藏神，即人參二兩主補心，心功能正常則五臟六腑各司其職，氣血津液生，真陰復；神

有所主，精神正常。 

 

2 除邪氣 

邪祛則正自安，人參除邪氣亦可改善精神情志，其應用表如下： 

《傷寒論》中人參除邪氣應用表 

方劑 

 

應用 

 

小柴胡湯 

 

除入裏之邪，解肝膽氣鬱而

除煩。 

 

柴胡加芒硝湯 

 

除少陽陽明之邪，氣運則裏

實化，潮熱出。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除 少 陽 之 邪 ， 氣 運 則 痰 濕

化，熱祛神安。 

 

柴胡桂枝湯 

 

除太陽少陽之邪，肝膽氣舒

則心下支結緩，精神安。 

 

 

2.1 小柴胡湯（37、96、97、266條） 

經曰：邪正分爭，往來寒熱者，言邪氣之入也。而正氣不為之爭。則但熱而無寒也。乃有

熱而寒者。謂其正氣與邪氣分爭。於是寒熱作矣。爭則氣鬱不發於外。而寒熱爭焉。爭甚則憤然

而熱故寒已而熱作焉。[14]故第96條小柴胡湯主證中之嘿嘿不欲飲食，胸中煩、心煩喜嘔。第97



條之嘿嘿不欲飲食。為邪氣入裏，正邪相爭，爭則氣鬱不發，肝膽氣鬱則疏泄失常，克犯脾胃所

致。人參可除入裏之邪氣，使正邪不爭則肝膽不鬱，疏泄正常，不犯脾胃，人參亦可補脾胃，脾

胃功能復常則欲得飲食，心煩、胸煩得解。 

2.2 柴胡加芒硝湯方（104條） 

本為大柴胡湯證，醫者誤用丸藥攻下後反利，潮熱不去，病症未除，仍為少陽兼陽明裏實

證，但下後正氣已傷，故先用小柴胡湯再入柴胡加芒硝湯。柴胡加芒硝湯為小柴胡湯加芒硝，其

中芒硝用於瀉下熱結去實，則方中人參功用與小柴胡湯似，同為除邪氣，但此為除少陽、陽明之

邪，且補益下後已傷之正氣，邪祛正安則樞機運轉如常，裏實得化。即與芒硝相伍，共奏和解除

實之效，則潮熱得除，精神安。 

2.3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方（107條） 

太陽病，傷寒八九日，本應汗解，反而下之傷正，邪入少陽，表裏俱病，為虛實夾雜之病。

邪從太陽傳入少陽，邪雍少陽，經氣不舒故見胸滿，時時感覺胸悶不舒。肝鬱氣滯津凝，積聚成

痰濕，日久化熱，擾亂心神，故見煩、驚、譫語，整日思慮無窮，憂患不止，煩慮不已，或稍有

風吹草動即心驚肉跳，驚恐不安，在外膽怯，在家煩躁，甚至稍有不順則聲粗罵詈，甚至動粗，

或常做噩夢。[15]故方中人參除雍滯少陽之邪氣，使經氣得舒，肝疏泄正常，氣機升降出入合宜，

痰濕化則熱祛不擾心神，以上精神症狀得以改善。 

2.4 柴胡桂枝湯方（146條） 

柴胡桂枝湯為小柴胡湯半量加桂枝湯半量組合而成。為太陽外證未祛，並入少陽形成太陽

少陽合病之證。發熱微惡寒，肺節煩痛，為邪犯太陽，肌表不固所致。微嘔，心下支結為邪犯少

陽，機樞不利，肝膽氣鬱犯胃所致。人參可輔助桂枝湯除表邪而改善肢節煩痛，亦可除少

陽之邪，使機樞利，改善肝膽鬱證而緩解心下支結。表證除，少陽和解則精神不舒得以

解除。 

 

3 止驚悸、安神定魂魄、開心益智 

人參補五臟、除邪氣之功用可間接影響精神情志，下文將論述其止驚悸、安神定魂魄、開

心益智對精神情志之直接影響，應用表如下： 

《傷寒論》人參直接改善精神情志應用表 

方劑 

 

應用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止驚。 

 

炙甘草湯 

 

止心悸。 

 

白虎加人參湯、小柴胡湯 

 

安神而除煩。 

 



厚 朴 生 薑 半 夏 甘 草 人 參

湯、吳茱萸湯 

 

安神止煩躁。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安神、定魂魄以療胸滿

煩驚。 

 

柴胡桂枝湯 

 

安神止肢節煩痛。 

 

炙甘草湯 

 

安神定魂魄止心動悸。 

 

 

3.1 止驚悸 

人參止驚作用可體現於改善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之胸滿煩驚。止悸則見於止炙甘草湯之心動

悸。 

3.2 安神定魂魄 

人參安神定魂魄作用直接體現於改善白虎加人參湯方證之煩、小柴胡湯方證之嘿嘿不欲飲食，

心煩胸中煩、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方證之煩躁、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方證之胸滿煩驚、柴胡桂枝

湯方之肢節煩痛、炙甘草湯方證之心動悸、吳茱萸湯證之煩躁欲恐等。 

3.3 開心益智 

心為五臟六腑之大主，是精神之所。其臟堅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

神去則恐矣。故痰、熱蒙蔽心竅則神志失常。即人參開心益智，主要為除在心之邪，開心竅，補

心神，使心功能正常而智也。智者，知也。仁不輕絕，智不輕怨。 

柴胡證類方、白虎加人參湯中之煩躁、心煩，人參可除在心之熱、開心竅使蒙心之熱去，

心神不擾，精神復常。 

半夏瀉心湯、生薑瀉心湯、旋覆代赭湯均為在痰濕內停所致，若該痰濕擾心，人參可開心

竅排除其干擾而益精神。 

 

4 總結與展望 

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大病乃成。[16]即人參之補五臟、除邪氣對精神情志的

間接影響為補虛除邪而邪不能傷人。人參之安精神魂魄、止驚悸、開心益智功效則直接作用於人

體而影響精神情志。如同世上沒有完全相同的葉子，每味藥材都有其自我作用，目前人類對人參

作用的研究還只是冰山一角，其在精神情志方面的影響還需要更多的厘論與實驗以明晰其機制，

並靈活運用於臨床。目前抑鬱、心悸、癲癇等精神情志疾病嚴重影響着人類的健康、工作和生活，

望更多的人着眼於人參在精神情志方面的作用，探究人參的多方面應用以保護、促進和維護人類

健康。 



 

參考文獻： 

[1] 顧觀光輯. 神農本草經[M]. 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31. 

[2] 沈金鰲輯. 傷寒論綱目[M]. 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115. 

[3] 林慧光主編. 陳修園醫學全書[M]. 北京：中國中醫出版社，1999:397. 

[4] 趙致鏞, 李建才. 再議茯苓四逆湯證[J]. 四川中醫，2006,(12):35-36. 

[5] 裴倩. 從圓運動理論解析四逆湯類方證治規律的研究[D]. 廣州：廣州中醫藥大學，2011. 

[6] 南京中醫學院校釋. 諸病源候論校釋[M].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0:135. 

[7] 張機. 注解傷寒論[M].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1956:95. 

[8] 徐大椿. 傷寒論類方[M]. 北京：學苑出版社，2012:65. 

[9] 蕭喨綺. 吳茱萸湯治療頭痛的理論研究與應用探討[D]. 北京：北京中醫藥大學，2013. 

[10] 沈金鰲輯. 傷寒論綱目[M]. 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483. 

[11] 線裝經典編委會. 全本黃帝內經[M]. 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17:391. 

[12] 成無己. 注解傷寒論[M]. 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112. 

[13] 南京中醫藥大學編著. 傷寒論譯釋[M]. 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0:641. 

[14] 成無己. 成無己醫學全書[M]. 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4:158. 

[15] 劉春招, 曾慶明. 曾慶明運用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治療抑鬱症經驗[J]. 世界中醫藥，2014,9(10):1322-1324. 

[16] 線裝經典編委會. 全本黃帝內經[M]. 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17:493. 

 
 Shanghanlun contains more than twenty prescriptions including ginseng,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herbal medicine. At present, researchers focus more on the analysis of 

its components to explore its spiritual and emotional role. This paper will us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basic theory to explore classical prescriptions containing ginseng from fill the five 

zang, get rid of evil, stop terror, calm spirit and Hun-Po, open minded and puzzle. Trying to 

explore the rule by ginseng in mental and emotional illness. To make more scholars focus on 

the role of ginseng in the spiritual and emotional,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application of 

ginseng in many aspects. 

 classical presecriptions, ginseng, fill the fivezang,get rid of evil, stop terror, 

calmspirit and Hun-Po, open minded and puzzle, the spirit of emo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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