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耳穴貼壓治療失眠的文獻研究 
Literature research on the use of auricular-plaster therapy for insomnia 

李青霖 劉農虞 LEE Ching Lam Jessica, LIU Nongyu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 

 
[摘要] 目的 評價耳穴貼壓治療失眠的療效。 方法 檢索中國知網包括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碩博學位論文數據
庫、萬方數據庫，納入以耳穴貼壓治療失眠的隨機對照試驗研究論文，檢索時間由2005年1月~2015年3月，採
用Review Manager 5.3版及Excel 2013進行分析。 結果 Meta分析的結果顯示耳穴貼壓治療失眠比西藥及心理
治療療效佳。 結論 耳穴貼壓治療失眠具有優勢，方法簡單，操作方便，副作用少，相比西藥及心理治療療效佳，
比針刺更易被患者接受，患者更可隨時根據病情需要及時按壓耳穴而激發或維持、增強療效，有助改善症狀。 

 

[關鍵詞] 耳穴；耳穴貼壓；失眠；不寐 
失眠，中醫稱之為「不寐」、「不得眠」、「不得臥」、「目不瞑」，是以經常不能獲得正常睡眠，或入

睡困難，或睡眠時間、深度的不足。本證輕重不一，輕者入睡困難、時醒時眠，重者醒後入睡困難，常常徹夜
難眠，次日會出現精神萎頓，常影響正常生活及工作等，嚴重影響患者的身心健康[1]。據世界衛生組織研究指
出全球人口中有睡眠障礙佔27%[2]，預計於2020年全球將約有超過7億失眠者[3]，除了中醫中藥外，針灸採用耳
穴貼壓治療越來越普及，通過系統的收集和分析，評價耳穴貼壓治療失眠的療效。 

 

1資料方法 
1.1納入標準  
納入以耳穴貼壓治療失眠的隨機對照試驗研究論文，干預組採用單純耳穴貼壓、耳穴貼壓結合中藥或針刺

治療，貼壓物料為王不留行籽或磁珠，排除重複發表及重複檢出的論文。 
1.2檢索策略  
1.2.1 以電子檢索中國知網包括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碩博學位論文數據庫、萬方數據庫，納入以耳穴貼

壓治療失眠的隨機對照試驗研究論文，檢索時間由2005年1月~2015年3月。 
1.2.2 檢索詞的選擇檢索詞包括：耳穴；耳穴貼壓；失眠；不寐。 
1.2.3 文獻篩選輸入以上檢索詞，得出檢索結果，下載題錄，整理題錄，删除不符合納入標準的論文題錄。

然後下載納入論文的全文。如果論文根據題錄不能辨識，則閱讀全文進行篩選。 
1.3 資料分析  
採用Review Manager 5.3版及Excel 2013進行分析。 
 

2 結果 
根據檢索策略，共納入56篇相關中文論文[4-59]。干預組含2368例，對照組含2072例，共4440例。56篇論文

中基線資料均具有可比性。 
2.1 耳穴主穴頻次： 
耳穴貼壓冶療失眠主穴按使用頻次從高到低分別是：神門（50篇/2259病例數）、心（42篇/1719病例數）、

皮質下（37篇/ 1496病例數）、交感（29篇/1253病例數）、腎（22篇/861病例數）。 
 
 



 

 

圖一：耳穴主穴頻次（篇） 

 

 
圖二：耳穴主穴頻次（病例數） 

 

2.2 辨證取穴： 
部分研究採用辨證取穴，最常見耳穴治療不寐為：心脾兩虛證（18篇/763病例數）、陰虛火旺證（13篇/584

病例數）、心虛膽怯證（11篇/370病例數）、痰熱內擾證（10篇/328病例數）、胃腑不和證（5篇/201病例數）、
肝火上炎證（4篇/265病例數）及心腎不交證（4篇/132病例數）。 

 
圖三：辨證取穴（篇） 

 



 

 

圖四：辨證取穴（病例數） 

 

18篇心脾兩虛證中，選穴以脾為主（18篇/778病例數）、心（9篇/476病例數）、胃（7篇/383病例數）、
小腸（4篇/122病例數）；13篇陰虛火旺證中，多取腎（13篇/505病例數）、肝（6篇/319病例數）、內分泌（4
篇/261病例數）；11篇心虛膽怯證中，配穴主要為膽（10篇/340病例數）、肝（4篇/158病例數）、心（3篇/128
病例數）。10篇痰熱內擾證中，選脾穴（9篇/298病例數）、胃（5篇/176病例數）、內分泌（2篇/60病例數）。
5篇胃腑不和證取胃（5篇/201病例數）、脾（3篇/132病例數）。 4篇肝火上炎證中主穴以肝（4篇/265病例數）、
膽（3篇/205病例數）。4篇心腎不交證取腎（3篇/92病例數）、心（2篇/72病例數）。 

 

 
圖五：耳穴療法治療穴位頻次表（篇） 



 

 

 

圖六：耳穴療法治療穴位頻次表（病例數） 

 

 2.3 Meta分析 
2.3.1 耳穴貼壓治療失眠具有其優勢，從Meta分析總有效率中，單純王不留行籽貼壓明顯優於心理療法

[OR=0.13, 95%, CI（0.08, 0.22），P＜0.00001]；單純王不留行籽貼壓明顯優於西藥療法[OR=0.29, 95%, CI
（0.16, 0.54），P＜0.0001]。 

王不留行籽對心理療法的總有效率（圖七） 



 

 

 

7篇研究[19,21-26]共個496病例，Meta分析顯示各研究中具有同質性（P＝0.43，I2＝0%），採用固定效應模
型，總有效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OR=0.13, 95%, CI（0.08, 0.22），P＜0.00001]，王不留行籽明顯優於心理療
法。 

 
王不留行籽對西藥的總有效率（圖八） 

 

7篇研究[13-19]共個425病例，Meta分析顯示各研究中具有同質性（P＝0.53，I2＝0%），採用固定效應模型，
總有效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OR=0.29, 95%, CI（0.16, 0.54），P＜0.0001]，王不留行籽貼壓明顯優於西藥療
法。 

2.3.2 王不留行籽貼壓結合體針研究方面，Meta分析顯示其總有效率明顯優於單純體針療法[OR=0.24, 
95%, CI（0.14, 0.41），P＜0.00001]；王不留行籽貼壓結合體針明顯優於西藥療法[OR=0.18, 95%, CI（0.11, 
0.28），P＜0.00001。 

 
王不留行籽結合針刺對體針的總有效率（圖九） 

 

9篇研究[28-31,33-36,38]共個630病例，Meta分析顯示各研究中具有同質性（P＝0.74，I2＝0%），採用固定效
應模型，總有效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OR=0.24, 95%, CI（0.14, 0.41），P＜0.00001]，王不留行籽貼壓結合針



 

 

刺明顯優於針刺療法。 
 
王不留行籽結合體針對西藥的總有效率（圖十） 

 

8篇研究[28-31,33-36,38,41]共807個病例，Meta分析顯示各研究中具有同質性（P＝0.88，I2＝0%），採用固定
效應模型，總有效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OR=0.18, 95%, CI（0.11, 0.28），P＜0.00001]，王不留行籽貼壓結合
體針明顯優於西藥療法。 

2.3.3磁珠貼壓總有效率明顯優於西藥療法[OR=0.32, 95%, CI（0.15, 0.67 ），P=0.002]；磁珠貼壓綜合療
法明顯優於心理療法[OR=0.32, 95%, CI（0.15, 0.67），P=0.003]。 

 
磁珠對西藥的總有效率（圖十一） 

 

3篇研究[5-7]共200個病例，Meta分析顯示各研究中具有同質性（P＝0.70，I2＝0%），採用固定效應模型，
總 有 效 率 差 異 有 統 計 學 意 義 [ O R = 0 . 3 2 ,  9 5 % , 
CI（0.15, 0.67），P=0.002]，磁珠貼壓明顯優於西藥療法。 

 
磁珠綜合療法對心理療法的總有效率（圖十二） 

 

4篇研究[40,49-50,59]共294個病例，Meta分析顯示各研究中具有同質性（P＝0.92，I2＝0%），採用固定效應
模型，總有效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OR=0.32, 95%, CI（0.15, 0.67），P=0.003]，磁珠綜合療法明顯優於心理
療法。 

 



 

 

3 討論 
3.1 耳穴貼壓治療失眠療效佳 
綜上所述，現今臨床常用的西藥療法、心理認知行為療法，Meta分析總有效率中顯示耳穴貼壓治療更優勝。

單獨使用王不留行籽貼壓及單獨使用磁珠貼壓總有效率皆優於西藥療法（P<0.0001，P=0.002）；王不留行籽
貼壓結合體針同樣優於西藥（P <0.00001），均於統計學上具有明顯差異性。 

臨床治療失眠以鎮靜安眠西藥為主，雖短期對症狀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但實際上缺乏研究數據証明其長期
效果。長期服用後，出現頭痛、頭暈、噁心、胃腸不適及身軟無力等副作用。若長期使用者，更易受其不良副
作用影響，包括延續效應、蓄積作用、耐藥性、依賴性及戒斷反應等，甚至對認知功能一定程度的損害。 

相比之下，中醫耳穴貼壓治療失眠不但安全、療效更佳、副作用少，不會造成依賴性或成癮性。中醫認為
隨著自然界陰陽變化，人體自身的陰陽之氣會升降出入，陽入陰則寐，陽出陰則寤，陰陽之氣的升降出入形成
寐寤的規律交替變化。《靈樞‧口問》篇：「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 陰氣
獨加於身則目瞑，陽氣獨加於身則寤。反之，若臟腑陰陽失調、氣血失和，神機紊亂或神失所養則不寐。《素
問‧標本病傳論》：「治病必求於本」。《素問‧陰陽應像大論》：「本者，本於陰陽也。人之臟腑氣血，表裏上
下，皆本乎陰陽。」在傳統中醫理論基礎下辨證論治，通過耳穴刺激可調節相關經絡的功能，運行氣血，調理
陰陽臟腑，達至陰平陽秘，精神乃治，改善治療失眠症狀。 

3.2 王不留行籽貼壓刺激量適中，適合長期使用 
臨床研究貼壓物料以王不留行籽為主，納入研究中共佔45篇研究，磁珠貼壓僅佔11篇研究。王不留行籽味

苦性平，歸肝、胃經，性善下行，善於通利血脈，走而不守，行而不留。李時珍‧《本草綱目》曰：「王不留行
能走血分，乃陽明衝任之藥[60]。」其相應耳穴的刺激量適中，適合不同證型的失眠患者，使患者較易接受，達
到調整臟腑機能，促進相關代謝，既能改善睡眠，副作用又較少出現。對於醫者來說，其優勢在於偏性少，適
合大部分失眠患者長期使用，故臨床上最為廣泛採用。 

3.3 單獨使用耳穴貼壓較結合體針療法更易被患者接受 
由於失眠症的病因複雜，除了軀體性及生理性外，心理性因素亦相當影響患者睡眠質量，部分患者兼見焦

慮、抑鬱、緊張或恐懼等。對於針刺治療刺激量較強，個別患者不易接受，尤其對於這類受心理因素困擾的失
眠患者，容易產生恐懼，加重精神壓力，甚至治療時出現暈針現象，反而會因害怕針刺影響夜間睡眠質量。加
上針灸治療失眠具有時效性，其療效及持續性受限於患者接受治療時間及頻次。對於反覆失眠患者及容易情緒
波動的患者出現突發性、間隔性失眠，未必能適時進行針灸治療。慢性失眠患者要接受長療程的針灸治療，相
對增加了患者的精神壓力，治療費用支出也不輕。 

3.4 耳穴選穴分析 
3.4.1 最常用的耳穴主穴的心、神門可鎮靜安神。內分泌、交感可調節陰陽。肝、脾、腎可滋補肝腎，健

脾養心安神。從現代解剖學分析，耳穴貼壓是通過刺激耳部神經進行治療。耳部分佈的神經及動脈特別豐富，
神門分佈在三角窩內，三角窩內神經分佈豐富，包括了大部分支配耳廓的神經的分支；耳甲腔內有迷走神經的
耳支，耳穴心、脾、肝均分佈於其中。藉著局部的穴位刺激，相關的神經核調節中樞神經系統的功能，可使心
率減慢，體溫下降，肌肉鬆弛，代謝率降低，使人體機能得以調整及恢復，致使鎮靜和催眠。 

3.4.2 辨證取穴時最常使用為脾，脾藏意主思，思則氣結而不寐；脾為後天之本，化生氣血，健脾益氣，
養血安神。虛證、實證如心脾兩虛證、痰熱內擾證、胃腑不和證皆適用。次之為胃，中醫認為「胃不和則臥不
安」，耳穴取胃能和胃安眠，適用於心脾兩虛證、痰熱內擾證、胃腑不和證。腎藏志，腎陰虧損不能上濟於心
則不寐；腎主骨，生髓通於腦，腦為髓之海，取腎穴可滋陰降火，心腎相濟，調和陰陽，多見用於陰虛火旺證、
心腎不交證；肝藏魂，肝血虛，則魂不安而不寐；肝主疏泄，取肝穴有助舒肝解鬱。肝膽者互為表裏，兩穴相
配能鎮驚安神，以陰虛火旺證、心虛膽怯型及肝火上炎證失眠患者有顯著療效。心藏神，心氣虛，則神不安而
不寐；心主血脈、主神明，取心穴能寧心安神，多用於心脾兩虛證、心虛膽怯證及心腎不交證。內分泌能助疏



 

 

肝理氣，乃調節內分泌紊亂的經驗穴，與諸穴合用，神安而寐，適用陰虛火旺證、痰熱內擾證患者。 
3.5 操作方法 
3.5.1 耳穴探穴方法：納入研究中提及耳穴探穴共21篇，主要以人手操作耳穴探針，以研究對象主觀感覺，

刺激量及疼痛程度作為定位、取穴標準；僅1篇研究中採用耳穴數字式腧穴探測儀作探穴，增加探穴的客觀性及
準確性。 

3.5.2 重視耳穴望診：納入研究中提及耳穴望診僅5篇。朱丹溪根據《靈樞‧本臟篇》：「視其外應，以知其
內臟，則知其所病矣」，強調「有諸內，必形諸外」，闡述內臟與體表有密切相關性。故取穴時必須重視望診，
必要觀察取穴區有無變形、隆起、血管充盈等。 

3.5.3 干預療法：干預療法主要多以單耳貼壓、雙耳交替（54篇/2270病例數），採用雙耳同時貼壓者不多
（2篇/98病例數。更換頻次以每週2次最多（24篇/908病例數），次之每週3次或以上（16篇/795病例數），即
耳穴更換頻次以每週2次或以上者合計為40篇/1703病例數。 

3.5.4 耳穴操作：以每天按壓耳穴3-5次為最多，（41篇/1786病例數）；每次按壓各穴1-3分鐘（29篇/1260
病例數）；提及每晚睡前按壓耳穴者佔13篇/416病例數），以臨睡前30分鐘（5篇/160病例數）按壓多見。耳穴
貼壓刺激量及刺激強度，以酸、麻、脹、痛、熱感，患者能耐受為度共18篇。 

 

4 結論 
中醫耳穴貼壓治療失眠具有優勢，方法簡單，操作方便，副作用少，相比西藥及心理治療療效佳，比

針刺更易被患者接受，且患者可隨時根據病情需要及時按壓耳穴而激發或維持、增強療效，有助改善症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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