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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汪慧敏博士長期專注針灸婦科研究，頗具成效。在「國際針灸高峰論壇」的學術演講中，她從古代文獻
針灸治療婦科疾病的歷史沿革談起，並進一步論析現代針灸治療婦科疾病的研究進展，尤以針灸治療不孕症、
多囊卵巢綜合征、子宮內膜異位症、流產、引產、催產、妊娠惡阻、更年期綜合征、卵巢早衰、功能性子宮出
血、痛經、盆腔炎、子宮腺肌瘤的驗效穴位及臨證體會，對香港中醫業界在臨床實踐中起到啟蒙作用。 

 

[關鍵詞] 針灸婦科；名醫論析；汪慧敏 
汪慧敏博士，現任香港中醫學會會長，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註冊事務組委員。汪會長原是浙江中醫藥大

學教授，長期專注針灸婦科研究，主持或參與國家、省部級課題二十餘項，著作十餘部，其中英文版的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for Endometriosis》、《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for Dysmenorrhea》由
人民衛生出版社海外發行，為第四批全國老中醫專家學術經驗繼承人，全國婦科流派何氏婦科第五代傳人。她
於2018年6月17日在香港召開的「國際針灸高峰論壇」的學術演講，深得香港業界的贊許，並廣泛要求《香港
中醫雜誌》從新整理發表，供大家分享。 

 

1 古代針灸治療婦科疾病的歷史沿革 
古代文獻針灸治療婦科疾病的資料非常豐富，汪慧敏教授複習古代醫史與有關文獻，指出春秋戰國時期《黃

帝內經》有關婦女生理病理的系統論述，是針灸治療婦科疾病的基礎。在西漢《黃帝明堂經》記載：「中渚‥…
灸三壯，主女子赤淫時白氣隆，月事少」。「中極……主女子禁中癢，腹熱痛，乳餘疾，絕子內不足，子門不
端，少腹苦寒，陰癢及痛，經閉不通」。「水道……灸三壯，主少腹脹滿，痛引陰中，月水至則背痛，胞中瘕……」。
書中列舉的近二十個腧穴可治如月事少、絕子、胎衣不出等，擴大了針灸婦科的治病範圍。東漢時期張仲景豐
富了針灸婦科學的理綸，他在《金匱要略》中記載「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此為熱入血室也，當
刺期門，隨其實而取之」。「婦人傷胎……當刺瀉勞宮及關元，小便微利則愈」。名醫華佗針藥並用下死胎的
案例被《三國誌‧方技傳》詳細記載：「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脈。曰：『傷娠而胎不去』……今當與湯，並針
一處，此死胎必出……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許」。晉代王叔和的《脈經》第九卷裏記載：「尺
脈滑，血氣實，婦女經脈不利宜服螵蛸大黃湯下去經血，針關元瀉之」。另外還有多條條文涉及脈、證和針灸
治法。晉代著名針灸家皇甫謐的《針灸甲乙經》，敘述了五十三種婦科疾病的針灸冶療方法，「乳子下赤白，
腰俞主之」、「絕子灸臍中，令有子」。《針灸甲乙經》第一次使針灸婦科獨立成篇，說明針灸在婦科方面運
用已經到達比較高的程度。王維一《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宋太子出苑，逢妊婦……，文伯瀉三陰交，補合
谷，胎應針而下，果如文伯之診，後世遂以三陰交，合谷為妊婦禁針。」詳細記截名醫徐文伯下胎穴位，補瀉，
病機，近代很多實驗和研究支持「補合谷，瀉三陰交」一處方有催產，下胎作用。隋代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
八卷有「崩中之病是傷沖任之脈，……，沖任氣虛不能制約經血，故忽然崩下謂之崩中……」。巢元方這一理
論，對於針灸治療婦科疾病起到較大指導作用。唐代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方》列婦人三卷，對婦人的經、帶、
胎、產諸疾論述詳細，如「難產針兩肩井並入一寸瀉之，須臾即分娩」。「催生難產及死胎，刺太衝八分百息，
合谷並補之」以及逐月養胎論都促進了針灸婦科的發展。宋代《太平聖惠方》：「天樞二穴夾臍兩傍各二寸陷
者中，灸五壯，女子漏下赤白」。《聖濟總錄》：「女子下赤白，腰俞主之」。「絕子陰癢，陰交主之」。「女



子不孕經水瀑下，然谷主之」。陳自明《婦人大全良方》：「夫肺主氣而稟於胃，蓋產後脾胃傷損，風冷所搏
故呃噫也，急灸期門三壯必癒，此穴乃胃之大絡」。王執中的《針灸資生經》「治月事不利見赤白而有身，則
敗陰寒，穴行間」、「治月水不利見血而有身，則敗乳腫，穴足臨泣」、「治婦人產後渾身疼，針百勞穴，運
痛處即針，運筋骨及禁穴，產後未滿百日不能灸」、「治陰挺出，穴大敦」。以上古代針灸治婦科病的記載[1]，
說明歷代醫家針灸治療婦科疾病的內容豐富，對後世醫家起到很大的啟蒙作用。 

 

2 針灸治療婦科疾病的現代運用 
針灸在婦科病的治療和機理研究方面，在近50年取得了迅速的發展。汪教授告訴大家：70年代針灸治療婦

科的常見病主要是痛經、月經不調、盆腔炎、功能性子宮出血、子宮脫垂、乳汁不足等[2]，80年代治療範圍逐
漸擴大，不孕症、妊娠惡阻、胎位不正、產後尿瀦留、帶下病、女陰白斑、子宮肌瘤、催產、引產等[3]，90年
代後增加了子宮內膜異位症、多囊卵巢綜合征、圍絕經期綜合征[4]。汪慧敏教授在2006年中國針灸學會第七屆
全國中青年針灸學術研討會上做「針灸治療婦科疾病及針灸婦科科室的建議」的演講中，提出子宮內膜異位症、
多囊卵巢綜合征、慢性盆腔炎等應是針灸婦科優勢病種，由于針灸冶療婦科疾病範圍日益廣泛療效顯著，建議
擴大運用並設立針灸婦科科室[5]。汪博士進一步指出：隨着國際針灸在不孕症、輔助生殖領域的運用的深入，
針灸婦科形成學科趨勢日趨成熟，現把針灸治療的現代研究進展綜述如下。 

 
2.1 針刺促排卵 
女性排卵功能正常，是確保受孕的重要基礎。汪教授指出，針刺促進排卵，在針灸治療婦科病發展中佔有

重要的地位。根據俞瑾等1960年按照經絡學說肝脾腎衝任督與月經不調、不孕症相關的理論，取穴關元、中極、
子宮、三陰交，對無排卵型月經失調患者的治療，其針刺促排卵率為52.3%[6]。1973年又重複上述工作促排卵
率達51.6% [7]；之後在原有基礎上，對無排卵的不孕症或月經失調患者做了很多相關實驗和機理研究，結果提
示針刺通過調節下丘腦－垂體對促性腺激素的分泌而引起排卵[8]；且卵巢反應好的無排卵患者，可明顯提高其
促排卵效果；針刺有啟動中樞、促進垂體分泌而促濾泡生長排卵的作用；針刺特異穴位可誘導GnRH脈衝分泌
促使卵泡發育等機理[9]。汪教授強調，上述對俞瑾教授針刺促排卵的介紹，特別是針刺在多囊卵巢綜合征的運
用，廣受臨床家的贊許，並得到國際認可。 

 
2.2 針灸治療不孕症 
2.2.1 輸卵管阻塞性不孕：汪博士告訴大家，對輸卵管阻塞性不孕的治療，單純運用針灸冶療者較少，往

往結合中藥及輸卵管通液術等綜合治療，療效常優於單純西醫藥治療的對照組[10-13]。汪教授介紹國內學者選取
針刺石關、水道、府舍、歸來、三陰交、太溪、關元、中極等穴，配合中藥內服和灌腸治療62例患者，輸卵管
再通率為95.1% [10]；有報導針刺氣海、關元、中極、子宮、足三里、三陰交、中脘、腎俞、志室、承山、昆侖
等穴，同時配合中藥，輸卵管通液術治療輸卵管阻塞性不孕症，療效優於對照組[11-12]。 

2.2.2 排卵障礙性不孕：成熟卵子自卵泡逸出，可與精子結合成孕卵。若卵巢由於某些原因影響，出現排
卵功能障礙，而未能排卵及影響精子與卵子結合而導致不孕者，稱排卵功能障礙性不孕症。 汪教授指出，針灸
治療排卵障礙性不孕，常從腎虛、肝鬱、痰濕及血瘀進行辨治，並以針刺配中藥、灸法、理療等綜合治療，常
可提高療效。國內學者收集1996年至2015年針刺治療排卵障礙性不孕的臨床文獻[14]，其中以關元、三陰交、中
極、子宮等作為主穴構成基礎組方針刺，同時配合中藥、灸法、理療等，可進一步提高療效 [15]。 

2.2.3 黃體功能不全性不孕：黃體酮又名孕酮，是由卵巢黃體分泌的一種天然孕激素，在體內對雌激素
激發過的子宮內膜有顯著形態學影響，也是維持妊娠所必需。汪教授指出，黃體功能不全是指卵巢排卵後
沒有完全形成黃體，以致孕激素分泌不足，使子宮內膜未能及時轉換，而不利於受精卵的著床，因此往往
導致不孕或習慣性流產。汪博士清淅地介紹湯海霞等 [16]從患者BBT上升第2天開始，針刺關元、氣海、三



陰交、足三里穴，經治療後，患者的BBT明顯改善。又介紹劉麗等[17]針刺關元、大赫、中極、腎俞、次髎、
商丘、三陰交、足三里穴，同時配合中藥治療，對治療黃體功能不全性不孕和早期自然流產，均起到治療
作用。 

2.2.4 免疫性不孕：免疫性不孕是指由於生殖系統抗原的自身免疫或同種免疫而引起的不孕症。其中包含
有抗精子抗體，抗子宮內膜抗體，抗卵子抗體等各類免疫性不孕。而臨床上 多見的則為抗精子抗體產生所導
致的免疫性不孕。汪教授指出，由於女方生殖道炎症，使局部滲出增加，免疫相關細胞進入生殖道，同時生殖
道粘膜滲透改變，增強了精子抗原的吸收，且細菌病毒等感染因數又可能作為天然佐劑，增強機體對精子抗原
的免疫反應，則生殖道局部及血清中出現抗精子抗體影響精子活力，干擾阻礙受精而導致不孕。國內有報道免
疫性不孕治療時應以補腎為主，配合益氣養血，活血化瘀及清利濕熱等方法 [18]，但針灸在免疫性不孕研究報道
較少，有待深入研究。 

2.2.5 針灸在輔助生殖技術中的運用：輔助生殖技術是人類輔助生殖技術（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的簡稱，此類技術可在一定程度上治療不育夫婦以達到生育的目的，也是生育調節的主要
組成部分。包括人工授精、體外受精-胚胎移植、卵胞漿內單精子注射、胚胎植入前遺傳學診斷、精液冷凍、胚
胎冷凍等技術。汪教授指出，2002年德國Paulus首次用體針和耳針輔助體外受精與胚胎移植。（IVF-ET，簡稱
IVF），針刺組與對照組臨床懷孕率分別為42.5%和26.3%[19]。之後世界各地的生殖醫生進行相關各種臨床和研
究，如有研究指出，IVF患者黃體期接受針灸治療受孕率、繼續妊娠率都較高[20]；胚胎植入子宮的當天接受針灸
治療，受孕率 高，第二天就降低[21]；也有報道系統評價和meta分析針刺幹預對提高IVF-ET的總體妊娠率沒有
幫助[22]。因為IVF的成功率 終和年齡、新鮮胎、解凍胎、優質胎、植入胚胎的數目，以往是否容易懷孕，針灸
的穴位、次數、手法等太多因素相關，結果顯示正反兩方面存在爭議也屬正常[23]。 

汪慧敏教授在針灸輔助IVF發表過多篇文章，主要針對IVF病人基礎疾病、子宮內膜容受性、胚胎植入前後
針灸的選穴、手法以及針灸對卵巢過度刺激的預防等[24]。國內也有文獻報導[25] 關於子宮內膜容受研究指出：精
滿、血足可能是子宮內膜容受性的物質基礎，胞宮溫暖是環境基礎，精虛、血少、宮寒、燥熱則是導致子宮內
膜容受性差的病理基礎；針灸對子宮內膜容受性作用機制主要在於改善子宮內膜形態，子宮內膜微循環等多環
節；針灸改善子宮內膜容受性的循證醫學證據也有待於進一步提高。 

 
2.3 針灸治療多囊卵巢綜合征 
多囊卵巢綜合征（PCOS）是生育年齡婦女常見的一種複雜的內分泌及代謝異常所致的疾病，以慢性無排

卵（排卵功能紊亂或喪失）和高雄激素血症（婦女體內男性激素產生過剩）為特徵，主要臨床表現為月經週期
不規律、不孕、多毛和/或痤瘡，是 常見的女性內分泌疾病。汪教授指出，國內學者近年在多囊卵巢綜合征方
面的研究令人矚目[26]，其中針刺聯合炔雌醇環丙孕酮片（達英35）治療多囊卵巢綜合征的臨床療效觀察，針刺
穴位為氣海、關元、子宮、中脘、天樞、歸來、合谷、血海、足三里、三陰交、太沖。結果顯示針刺聯合炔雌
醇環丙孕酮片冶療多囊卵巢綜合征安全有效，且很大程度降低了服用炔雌醇環丙孕酮片可能會出現體重增加的
副作用[27]。也有文獻報導針刺中脘、下脘、氣海等穴，經觀察肥胖型多囊卵巢綜合征治療可有療效[28]。汪慧敏
教授、林靜等研究團隊查閱學術文獻共78篇[29]，總結多囊卵巢綜合征的主要證型為腎虛型、痰濕型、腎虛痰濕
型，針灸使用頻次 高的5個穴位是三陰交、闢元、子宮。氣海，中極穴，值得推薦。 

 
2.4 針灸治療子宮內膜異位症 
子宮內膜異位症（Endometriosis）是婦科常見病，在正常情況下，子宮內組織是生長於子宮腔內。若子宮

內膜出現在子宮腔以外的位置，則稱為子宮內膜異位。汪教授指出，子宮內膜對於生殖週期的女性荷爾蒙有週
期性的反應，而生於子宮腔外的內膜組織亦一樣受其影響而增厚、蛻變和脫落。在正常情況下子宮腔的內膜是
可以隨月經排出體外的，但病態的子宮腔外的內膜在脫落和出血時則只會流入膜腔內，並引起疼痛，或積成「朱



古力瘤」，同時也可能形成瘢痕，甚至導致不孕。針灸治療子宮內膜異位症在90年代初開始報道，汪慧敏教授
報導選用交替針刺腹部穴位組（天樞、氣穴、中極、加足三里、地機、豐隆、三陰交、太沖）和背部穴位組（上
髎、次髎、中髎、加委中、承山），另外加用藥餅灸。若經量多者，經前用氣海，經期用百會和隱白；肛門墜
脹痛用委中、承山；若巧克力囊腫大於4cm可合用中藥治療[29]。趙健等[30]總結統計文獻72篇，子宮內膜異位症

常用穴位是關元、三陰交、氣海；在針灸結合中藥治療時中藥使用頻次排在前3位的是當歸、延胡索、莪朮，
可供大家在臨床應用中參考。 

2.5 針灸在流產、引產，催產中的運用 
汪慧敏教授強調，針灸在人工流產中 主要的應用是鎮痛、輔助鎮痛為多，也有單獨針刺麻醉的報道，以

電針的應用 為普遍。研究發現合谷、三陰交對人流的輔助作用體現在針刺鎮痛，擴張宮頸和增強子宮收縮方
面。並發現針灸可以加快宮頸的軟化擴張，促使胚胎的排出[3]。研究證明針灸可有效提高藥流完全流產率，
常用穴位為合谷、三陰交穴。電針能緩解腹痛、噁心、嘔吐等藥流不良反應症狀，且效果較好。針刺亦可顯著
縮短藥流後陰道持續出血時間，並減少總出血量[32]。應用針刺合谷、三陰交進行催產，可增強宮縮，並加快產
程的功效。臨床研究觀察證明，針刺後可使宮縮趨於規律，孕婦的緊張情緒和疼痛均得以緩解，而且對胎兒無
影響[33]。 

 
2.6 針灸治療妊娠惡阻 
妊娠早期，出現嚴重的噁心嘔吐，頭暈厭食，甚則食入即吐者，稱為「妊娠惡阻」，又稱「妊娠嘔吐」。 汪

教授告訴大家，文獻報導妊娠惡阻使用頻次較高的穴位，依次是足三里、內關、中脘、下脘、公孫等，針感以
局部酸脹感得氣為度，且腹部穴位不宜深刺或直刺[34]。 

 
2.7 針剌治療更年期綜合征 
更年期綜合征是指更年期婦女，由於卵巢功能減退，垂體功能亢進，分泌過多的促性腺激素，引起植物神經功

能紊亂，促使生理和心理改變而出現的一系列程度不同的症狀，如月經變化、面色潮紅、心悸、失眠、乏力、抑鬱、
多慮、情緒不穩定，易激動，注意力難於集中等。汪博士指出，根據國內專家報導[35]：總結針灸治療更年期綜
合征所選穴位，以三陰交、腎俞、關元、足三里 為常見。經99篇文獻查證，針灸治療更年期綜合征的有效率
在80.5%~100%之間。 

 
2.8 針灸治療卵巢早衰 
卵巢早衰（premature ovarian failure，簡稱POF）是指卵巢功能衰竭，導致40歲之前出現閉經的現象。致

病原因除感染因素、免疫因素、醫源性因素外，大部分人是屬於無明確致病因素的特發性卵巢早衰。生活習慣
不良的女性，譬如長期抽煙、喝酒、熬夜等，患病的比例相對會偏高。此外，高度的精神壓力也是不容忽視的
病因之一。汪教授告訴大家，2017年中國針灸學會針灸病例註冊登記研究聯盟成立，首個登記項目是收集卵巢
早衰疾病針灸病例數據，為針灸治療卵巢早衰提供臨床證據[36]。汪教授進一步強調，卵巢儲備功能減退、早發
性卵巢功能不全、卵巢早衰代表了卵巢功能下降的三個不同階段[37]。2018年山東中醫藥大學陳之江教授等[38]

發佈《早發性卵巢功能不全臨床診療中國專家共識》，用早發性卵巢功能不全取代卵巢早衰、原發性卵巢功能
不全，兼顧了早期病人的識別和干頂。近年針灸對早發性卵巢功能不全治療，在學術文獻中臨床報導增加[39]。 

 
2.9 針灸治療功能性子宮出血 
功能性子宮出血因性腺功能失調而引起的不規則的子宮出血，月經周期紊亂，出血時間延長，經血量多，

甚至大量出血或淋漓不止，屬中醫的「崩漏」範疇。汪博士指出，國內學者查問文獻46篇[40]，總結針灸治療功
血使用 多的單穴處方是隱白穴；使用 多的雙穴處方是隱白、大敦穴；使用 多的三穴處方是關元、三陰交、



腎俞，值得推介。 
 
2.10 針灸治療痛經 
汪慧敏教授對痛經深有探究，於2011年論著《針灸治療痛經》，經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主要從

原發性痛經、繼發性痛經和針灸治療痛經的難點、分期治療、調理穴位、鎮痛穴位及相關機理研究多方面論述
痛經的針灸治療[41]。對痛經的針灸論治，國內學者收集近10年文獻[42]，治療痛經相關性 高穴位是關元
和三陰交。研究證明：關元、三陰交、地機、次髎4穴協同，可起到補益肝腎、行氣和血止痛功效。 

 
2.11 針灸治療盆腔炎 
盆腔炎是指骨盆腔內的各種炎症，例如卵巢、輸卵管、子宮旁或子宮頸的炎症，均可稱為盆腔炎。一般的

症狀會是下腹痛、陰道分泌物增加及有異味、排尿疼痛、性交困難或陰道會有不規則的出血等；嚴重者更會發
冷發熱及噁心嘔吐。汪教授刊演講中指出，國內臨床家從190篇針灸防治盆腔炎文獻，總結出 常用穴位是關元、
中極、氣海、歸來、子宮、腎俞、次髎、足三里、陰陵泉、三陰交等，這些穴位主要分佈在腰部和骶部節段神
經支配區內，各穴位的部位主要集中在下腹部、腰骶部和下肢部[43]。若盆腔炎急性發作者，國內研究證實了針
刺膽經「環跳」穴、「陽陵泉」穴，可有消炎鎮痛的功效[44]。 

 
2.12 針灸治療子宮肌瘤 
子宮肌瘤（Hysteromyoma），又稱子宮平滑肌瘤，由子宮平滑肌，結締組織、腺體組成的實質性良性腫

瘤。子宮肌瘤是女性生殖器 常見的一種良性腫瘤。可發生在子宮肌間、粘膜下或漿膜下，大小不等。單發或
多發。多無症狀，少數表現為陰道出血，腹部觸及腫物以及壓迫症狀等。如發生蒂扭轉或其他情況時可引起疼
痛。以多發性子宮肌瘤常見。本病確切病因不明，現代西醫學採取性激素或手術治療，尚無其他理想療法。汪
教授指出，國內中醫專家收集子宮肌瘤研究文獻62篇[45]，針灸治療子宮肌瘤選穴選用頻次 高的依次為三陰
交、關元、子宮等，取穴部位主要為腹部；耳穴選用頻次 高的依次為內分泌、皮質下、子宮、腎、脾等。 

汪慧敏教授長期專注針灸婦科研究，主持或參與國家、省部級課題20餘項，是第四批全國老中醫專家學術
經驗繼承人，全國婦科流派何氏婦科第五代傳人。她在臨床實踐中成績優越，貢獻良多。她在演講中列出子宮
腺肌瘤、慢性盆腔炎輸卵管積水的臨證體會精箤。指出子宮腺肌瘤治療以天樞、大赫、中極、子宮、水道、歸
來、地機、足三里、豐隆、三陰交、太沖，與背部八髎、委中、承山交替選用，每周二次，持續治療三月。慢
性盆腔炎輸卵管積水，選用天樞、氣穴、關元、子宮、四滿、水道、陰陵泉、曲池、支溝；輸卵管積水注重在
背部穴位八髎、大腸俞、三焦俞、委中、承山等穴，運用灸法，交替選穴治療，每周二次，常獲佳效，值得推
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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