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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口合谷收」是針灸臨床診療規律認識的升華，是中醫上病下治的重要典範。本文分析了其現代研究

成果，認為「面口合谷收」體現了經脈體表特異性聯繫的生物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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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口合谷收」，即手陽明經原穴合谷與口面部之間的聯繫，是經絡學說所揭示的人體體表上下特定部位

聯繫規律的重要內容，「經脈所過，主治所及」，一直是指導後代醫家臨床實踐的准則。合谷穴其臨床應用廣

泛，用於頭面五官疾病的治療，如對頭痛、三叉神經痛、顏面腫痛、目赤腫痛、牙痛、耳鳴、耳聾、下頜關節

炎、面神經麻痹等均有明顯療效。本文從現代神經解剖、神經肌電圖研究、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經穴效應特異

性和臨床應用總結如下。 

1 現代神經解剖研究 

十五國家規劃教材《經絡腧穴學》[1]中，合谷定位「在手背，第1、2掌骨間，當第2掌骨橈側的中點處」，

其解剖「皮膚→皮下組織→第一骨間背側肌→拇收肌。淺層布有橈神經淺支，深層分佈有尺神經深支的分支等。

即合谷穴淺層屬橈神經，深層則屬尺神經。十五教材《神經解剖學》[2]中，尺神經源於臂叢的C8~T1，橈神經源

於屭叢C5~T1，總之，合谷穴神經源於臂叢神經。陳淑莉等[3]發現，合谷穴與面口部的初級傳入纖維可經頸髓到

達腦干孤束核和網狀結構。蔡德亨等[4]報道，脊髓上行纖維可投射至網狀結構。景向紅等[5]發現口面部與「合

谷」穴區的感覺傳入在脊髓背根節、丘腦及大腦皮質三個部位內的投射終止區相鄰或重疊，可能發生會聚。羅

明富等[6]報道，在大腦皮層體感區同一部位記錄到相當於合谷穴區傳入與同側面口部傳入刺激所引發的誘發電

位。即在大腦皮層合谷穴與面口部有相同的投射點。朱在波等[7]研究表明，合谷穴區與面口部的感覺傳入可能

在頸部脊髓、網狀結構、丘腦及大腦皮質均有交匯。綜上，「面口合谷收」合谷穴治療面口部疾患的特異性是

有其神經解剖學基礎的。 

2 神經肌電圖研究 

神經肌電圖（electromyography, EMG）是應用電子學儀器記錄肌肉靜止或收縮時的電話動，及應用電刺激

檢查神經、肌肉興奮及傳導功能的方法。通過此檢查可以確定周圍神經、神經元、神經肌肉接頭及肌肉本身的

功能狀態。我國的肌電圖學起步於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8]，近年來神經肌電圖在針灸研究周圍性面癱中預後的

評估發揮了重要作用。周圍性面癱，是指苤乳孔內非化膿性炎症所引起的周圍性面神經麻痹，16％的患者會留

有明顯的後遺症[9]。李從陽等[10]通過測定周圍性面癱患者面神經頰支的誘發電位波幅，發現患側面神經波幅程

度降低，而針刺合谷穴5min後，再測面神經誘發電位波幅得到顯著提高。實驗證明針刺合谷穴能影響受損面神

經的即時誘發電位波幅，影響面神經的功能。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合谷穴能治療面口部疾病的原因。 

3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fMRI技術是一種無侵入、無創傷、具有可視性、可精確定位人腦高級功能的研究技術，目前運用該技術探

究針灸機制已經成為一大研究熱點。針刺合谷穴激活的腦功能區，研究認為，針灸的治療作用，與針刺得氣情

況及腦功能激活的結果有關[11]。因此，若要研究「面口合谷收」的機制，可以從針刺合谷穴引起的腦功能變化

入手。合谷穴針刺對健康志願者腦功能成像的影響：陳鳳英等[12]通過fMRI觀察到，手法針刺健康者合谷穴激活



的腦區主要在邊緣系統，其中信號升高區有雙側丘腦、豆狀核、殼核等，而雙側扣帶回前部則表現為信號降低。

可以認為針刺合谷所引發腦內相關區域的激活和降低都與「面口合谷收」的機制有關。也有學者觀察到針刺合

谷穴的腦功能成像小腦多個區域被激活，卻未發現小腦有負激活[13]。合谷穴針刺對周圍性面癱患者腦功能成像

的影響：針刺健康受試者合谷穴腦功能成像的研究為病理狀況下的研究提供了基礎。唐宏圖等[14]通過fMRI觀察

到，電針左側周圍性面癱患者的左側合谷穴信號升高區為右側中央前回、雙側中央後回、左側顳上回、右側腦

島；信號降低區為雙側額中回、左扣帶回。但是他們近期的實驗研究顯示，電針周圍性面癱患者左側合谷穴引

起左側中央前回、中央後回及多個腦區信號的變化[15]。前後兩次實驗結果存在明顯差異。從上述文獻可以看出

針刺合谷穴所引起的大腦變化的區域比較多，而且不同的實驗者、甚至同一實驗者不同時期對不同受試者腦功

能變化的差異都很大。推測比較針刺健康者與周圍性面癱患者的合谷穴引起腦功能（激活與降低）之間差異的

存在，可能是「面口合谷收」的中樞機制，即當周圍性面癱康復後，針刺合谷穴應當與健康志願者針刺時得到

的腦功能成像接近。 

 

4 經穴效應特異性 

經穴效應特異性是針灸理論與臨床的核心內容[16]，是研究針灸臨床療效、治病機理的基礎[17]，也是針灸現

代研究的熱點問題[18]。經穴效應特異性是經穴接受刺激後的最終體現和最終結局[19]，其基本要點可以理解為不

同的穴位對某一或某些內臟或軀體的功能或病痛具有有別於其它穴位的反映和（或）調整功能[20]。同時，要特

別指出的是現有的研究多強調經穴與效應部位之間的雙向聯繫，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經穴和效應部位之間的

雙向聯繫不是對等的雙向聯繫，而可以描述為「雙向單通路聯繫」。以合谷和面口部的聯繫為例，我們知道面

口部疾病可在合谷穴產生病理反應，刺激合谷穴區可對面口部疾病有調整和治療作用。那麼將合谷和面口部的

位置對調是不是也可以呢？也就是說合谷部的疾病會在面口部出現病理反應，刺激面口部可對合谷部的疾病有

調整和治療作用。這種推論顯然是缺乏臨床根據的。因而，合谷穴和面口部雙向聯繫的準確描述應該「雙向單

通路聯繫」，即合谷穴只能是病理反應和治療部位，而面口部只能是效應部位。因而在解釋其聯繫途徑時，就

不應該只是找到了他們之間有神經聯繫就認為找到了其產生特異性效應的根據[3, 21]。理解和掌握經穴和效應部

位之間的這種「雙向單通路聯繫」將有助於避免研究中的盲目性，有利於促進經穴效應特異性的研究。 

「經穴－部位特異性」是指某一經穴對人體特定部位的調整或治療作用。例如針灸學中的四總穴歌：腰背

委中求，肚腹三里留，頭項尋列缺，面口合谷收。四總穴歌就明顯的體現了「經穴－部位特異性」。即合谷可

以治療面口部病症。「經穴－部位特異性」體現的是經穴對與之相應的特定部位疾病的特異性治療作用，不論

由於何種原因造成的該部位的疾病都可以用該經穴來治療。已有研究以合谷與面口部的特異性聯繫為基礎，對

經穴效應的「經穴－部位特異性」進行了初步的研究，研究者從解剖[3, 5]和腦功能成像[22, 23]方面研究認為合谷

穴區與面口部的聯繫可能是通過脊髓以及腦內的神經纖維投射實現的。但其確切的機制尚需進一步研究的證

實。 

 

5 臨床應用 

張棟[24]等使用紅外熱象方法，對面癱患者進行了針刺合谷穴前後的面部溫度變化的觀察，結果溫度明顯升

高，差別極其顯著，且以口唇部位升溫最明顯。康蓮英[25]使用紅外熱像方法，觀察針刺合谷穴前後面癱患者面

部溫度的變化，發現針刺合谷穴後面部升溫效果最好，升溫幅度最高的部位依次為口、鼻、患側嘴角等。這說

明合谷穴與面、口部位確有特異的對應關係。有學者利用紅外熱像技術對正常人進行了觀察，進一步驗證了上

述發現[26]。陳冰俊等[27]觀測發現周圍性面癱患者面部穴位溫度值存在明顯差異，左右側溫度對稱性較差，可以

通過針灸進行調整。陳邦國[28]採用針刺面神經幹與合谷穴（瀉法）治療面肌痙攣，有效率為97％。根據「經脈

所通，主治所及」的理論，臨床治療面癱習慣取對側合谷，很少刺同側合谷。但現代研究認為合谷穴與同側面

口部有聯繫，這與傳統經絡理論是不一樣的，這種差異或許與大腦基底節或內囊的不同損傷核團相關，因而指

出運用合谷穴治療頭面部疾病時，應注意同側或對側的差異性，而不能僅局限於傳統的手陽明經脈的循行部位

和聯繫[29]。張建斌[29]曾報道兩例中風偏癱患者，經CT檢查一例為右腦基底節區大量出血，一例為右基底節區大

面積梗塞。基底節大量出血患者的左側上下肢肌力為0度，有左側中樞性面癱症狀，無語言障礙。在針刺康復治



療時發現每次只是在針左合谷穴（針刺還選用患側的百會、肩髃、禾髎、曲池、足三里、承漿、豐隆、太沖等

穴，但沒有這種反應）時，患者都能感覺到左面頰部有非常明顯而強烈的酸脹麻木感，但並未出現明確的感覺

傳導過程。這種現象在此後的每次治療過程中均能出現（但在針合谷穴時並未出現口面部的不自主肌肉運動，

針禾髎穴也未出現合谷穴區明顯的感覺和運動變化）。這位患者從神經病學的觀點來看，其實也是符合掌一頦

反射病理變化的一個例子。另一位右腦基底節大面積梗塞的患者有左側肢體活動不利、左上下肢肌力為Ⅳ級；

左手指月麷關節活動較差，左拇指無自主屈肌活動，伴左側中樞性面癱。針刺選穴基本同上，但只是在每次針

刺左口禾髎穴時，左拇食兩指攣動不已，並在留針期間左拇指能作一定程度的自主屈伸活動，起針後即消失。

這種現象在此後的幾十次針刺禾髎時都能重復出現，其它穴位無效；針刺時也不伴隨禾髎與合谷穴區間感覺上

的傳導。這兩例病例是「面口合谷收」的典型案例。 

 

6 展望 

「面口合谷收」是針灸臨床診療規律認識的升華，是中醫上病下治的重要案例。同側顏面部的病痛，特別

是牙痛和面神經麻痹，通過一定的針刺手法刺激合谷穴可收到良好的治療效應是針灸治療史上的共識。然而根

據現代神經科學的經典理論，合谷穴屬於外周脊神經所支配，而面頰部為顱神經所司，位於前肢手腕部的合谷

穴區和口面部在體表相距遙遠，因此很難理解合谷與面口的聯繫，故長期以來關於「面口合谷收」的神經科學

機制的探尋一直困擾着針灸研究人員。對合谷穴與口面部的相互聯繫及聯繫途徑的深入研究，不但可以證實古

代醫學家所創立的經絡學說有豐富的臨床診療規律作為科學依據，同時也為人們更科學地認識腦功能、揭示神

經信息的傳導規律和腦的聯絡、整合原理提供新的、有價值的研究思路。 

「面口合谷收」的刺激部位是否具有穴位的特異性尚需做進一步研究。合谷穴區與面口部的特異性聯繫規

律在神經系統的發育、成熟、退化過程的可塑性也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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