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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頸痛是臨床上一種常見的疾病。通過整理有關的明清時期針灸文獻記載，分析其取穴及經絡分佈
特點，為現今臨床提供文獻的支持。 方法 檢索十四本針灸明清古籍，以「頸痛，項痛，頸項急痛，頸項強
痛」為檢索詞，摘錄有關針灸治療頸痛的內容。 結果 十四本古籍中治療頸痛的穴位共66個，總計143穴次，
常用穴位依次為承漿、風府、風池、後溪、肩井。常用經絡依次為足太陽膀胱經、足少陽膽經、督脈、手少陽
三焦經、手太陽小腸經、足陽明胃經。常用部位依次為足、手、頭、頸項、肩背、胸。 結論 明清針灸治療
頸痛取穴以手足太陽經、手足少陽經、督脈為主，配伍處方以遠端取穴為主，局部選穴較少。針灸治療頸痛的
方法，除了以針刺治療外，也有艾灸及放血療法。 

 

[關鍵詞] 頸痛；針灸；中醫古籍 
頸部疼痛是臨床上一種常見的疾病，出現的主要原因多與頸椎病有關。[1]頸椎病的病因主要是患者的頸椎

骨髓、周圍血管以及神經等出現損傷，多見於老年人群。[2]不過，近年來頸椎病患者在青年人群中也顯著上升，
對患者的生活造成嚴重的影響。[3] 

明清時期的醫籍中記載了大量針灸治療頸痛的臨床經驗，本文通過閱讀及整理有關的古代針灸文獻，探討
明清時期中醫醫籍中針灸治療頸痛的取穴規律和特點，以期為現今臨床提供古代文獻的支持，並開拓臨床治療
頸痛的新思路。 

 

1 方法 
1.1 文獻來源 
以四本清朝古籍，包括《針灸集成》，《針灸逢源》，《醫宗金鑒》，《針灸全生》；十本明朝古籍，包

括《循經考穴編》，《類經圖翼》，《針方六集》，《針灸大成》，《醫學綱目》，《醫學入門》，《針灸聚
英》，《楊敬齋針灸全書》，《針灸大全》，《神應經》等合共十四本古籍作為檢索源，查找並摘錄針灸治療
頸痛的相關內容。 

1.2 人工檢索策略 
以頸痛，項痛，頸項強痛，頸項急痛等作為基礎檢索詞，並在檢索過程中根據閱讀內容適當擴充檢索詞，

在人工檢索所有相關條文後，把條文錄入計算機，建立數據庫。 
1.3 文獻納入標準 
涉及針灸治療頸痛的穴位主治條文；單穴治療頸痛條文；穴位配伍治療頸痛條文。 

1.4 文獻排除標準 
涉及有關針灸治療頸痛理論的論述；重覆引用的針灸歌賦條文；引用或解釋《黃帝內經》的條文。 

1.5 統計內容 
統計針灸治療頸痛的穴位出現頻次；針灸治療頸痛穴位的經絡分佈；針灸治療頸痛選穴的常用部位及其穴

次。 
 



2 結果 
統計結果顯示，治療本證共涉及穴位66個，總計143穴次。 
常用穴位及其次數為：承漿14、風府10、風池9、後溪9、肩井7。 
常用經絡及其穴次為：足太陽膀胱經14、足少陽膽經12、督脈8、手少陽三焦經7、手太陽小腸經5、足陽

明胃經5。 
常用部位及其穴次為：足22、手14、頭11、頸項8、肩背7、胸4。 
常用針灸方法：針刺、灸、刺血。 
 

3 分析與討論 
3.1 針灸方法 
中醫認為頸痛屬於項痹，其病機為本虛標實，以正氣虛為本，風寒濕邪為標。《靈樞‧五變》曰：「粗理而

肉不堅者，善病痹」，提出因素體虛，風寒濕侵襲人體而發為痹證。頸痛的發生其標在於頸部感受風寒濕邪而
致氣血鬱滯，不通則痛，其本在於正氣不足，肝腎虧虛，長期勞損引致精血虧虛，不能滋養筋骨所致。 

明清時期針灸治療頸痛，除了一般的針刺外，還有艾灸及放血療法，例如《醫學綱目》曰：「肩，背，頸，
項，腋前痛，與胸相引者：涌泉刺血，前腋。又法氣舍，天髎，曲池，天井」。《針灸大成》：「頸項患核腫
痛，藥不愈…項頸之疾，自在各經原絡并輸會合之處，取其原穴以刺之，後果刺，隨針而愈，更灸數壯，永不
見發」。 

灸法不但能疏風散寒、溫經通絡以治標，更可培腎固本、溫補陽氣以治本。《本草綱目》曰：「艾葉苦辛，
性溫，熟熱，純陽之性，能回垂絕之陽…以之灸火，能透諸經而除百病」。《針灸問對》：「虛者灸之，使火
氣以助元氣也…寒者灸之，使其氣復溫也」。借助灸法的溫和熱力及艾葉的藥性，艾葉局部可通過經絡的傳導
使灸感直達病所，從而起到溫通經絡、散寒祛邪的功效。總括而言，古代針灸文獻治療頸痛的方法多樣性及重
視艾灸應該為現今針灸臨床所借鑒。 

3.2 取穴部位分佈特點： 

 

明清時期針灸治療頸痛以遠端選穴為主，局部選穴較少。遠端配穴法是根據病變部位，循經取遠道數穴相配，
根據表1，遠端選穴以足22個，手14個，頭11個為主，當中未提到局部頸夾脊及阿是穴等。 

由此可見，古代針灸治療頸痛，取穴思路廣，不單是從經絡循行角度取穴，更注重從臟腑角度辨證取穴。 
3.3 循經取穴特點： 



 

由表2可知，明清時期針灸治療頸痛選穴的十四經分佈主要在十三條經脈上，僅在手厥陰心包經上無取穴。
取穴與手足太陽經、手足少陽經、督脈的關係最為密切，還涉及任脈、足少陰腎經、足厥陰肝經、足太陰脾經、
手少陰心經、手太陰肺經、手陽明大腸經等七條經脈。 

3.3.1 選取足太陽膀胱經 
統計顯示，足太陽膀胱經為14穴次，佔各經穴次的第一位。膀胱經的循行與頸項有關，《針灸逢源》記載

足太陽取穴為申脈、委中，可見足太陽膀胱經有直接經脈絡屬關係，而足太陽經又主一身之表，為人身之藩籬，
更可治療外因風寒導致的頸痛，所以經脈所主，內外兼治，足太陽膀胱經在治療本證上起著主導作用。[4] 

3.3.2 選取足少陽膽經 
統計顯示，足少陽膽經為12穴次，佔各經穴次的第二位。《靈樞‧經脈》曰：「膽少陽之脈，起於目銳眦，

上抵頭角，下耳後，循頸，行手少陽之前，至肩上」，可見足少陽膽經的循行與頸相關。 
3.3.3 選取督脈 
統計顯示，足少陽膽經為8穴次，佔各經穴次的第三位。從督脈的循行路線來看，治療頸痛與督脈有密切的

關係。 
3.3.4 選取手少陽三焦經 
統計顯示，手少陽三焦經為7穴次，佔各經穴次的第四位。手少陽三焦經的循行與頸相關。 



3.3.5 選取手太陽小腸經 
統計顯示，手太陽小腸經為5穴次，佔各經穴次的第五位。《針灸大成》：「手太陽井：人病頜腫，項強難

顧，肩似拔，臑似折，肘臂疼，外廉痛」。從手太陽小腸經的循行路線及其主治疾病來看，治療頸痛與它密切
相關。 

3.3.6 選取足陽明胃經 
統計顯示，足陽明胃經為5穴次，佔各經穴次的第六位。足陽明胃經是通過經脈、絡脈、經別、經筋等與頸

部聯繫。 
3.4 十四本古籍中頸痛取穴頻次 

 

由表3可知，明清時期針灸治療頸痛選穴的常用穴位為承漿、風府、風池、後溪、肩井。 
3.4.1 承漿 
承漿出現頻次為14次，是選用穴位的第一位。《針灸聚英》：「承漿……大腸脈，胃脈，督脈，任脈之會。」

承漿屬於任脈，與足陽明經交會，有調陰陽氣機的作用。《釋名‧釋形體》曰：「口下曰承漿，承漿水也」，是
說下唇至頦上為承漿部位，因部位內景正應口內唾漿所滙之處，并賴以圍搜而承受之，正置其部凹陷中，故稱
之為承漿，其定位當在頦唇溝正中凹陷處取之。[5] 

承漿屬於任脈，任脈的循行與頸痛有關，而承漿作為任脈、督脈、手足陽明經脈交會穴，與督脈交會於此，
故有疏督脈經氣，利頭項之效，可治療頭項強痛、頸項不可回顧等症，例如《通玄指要賦》：「頭項痛，承漿
可保。」《玉龍歌》：「頭項強痛難回顧…先瀉承漿，後針風府」。《針方六集》：「承漿，穴在唇下宛宛中，
直針一分，可灸七壯，頸項強痛，牙齒虛疼，先瀉後補。」以上可見，針灸承漿可以治療頸痛。[6] 

3.4.2 風府 
風府出現頻次為10次，是選用穴位的第二位。該穴定位在頸後區，枕外隆凸直下，兩側鈄方肌之間的凹陷

中。風指風邪，府指府宅，聚居之地，風府為治風之要穴。該穴歸屬督脈，為督脈及陽維脈之交會，有去風邪、
通陽氣、利機關、清神志的作用。《肘後歌》：「頭面之疾針至陰，腿腳有疾風府尋」。《續增治法》：「中
風頭項急，不能回顧：風府」。《通玄指要賦》：「風傷項急，始求於風府」。《行針指要賦》：「或針風，



先向風府，百會中」等等古籍記載中，都指出風府是治療風邪致病的要穴。《神應經》：「頭痛項強，重不能
舉，脊可折，不能反顧：承漿（先瀉後補），風府」，更具體描述針灸治療頸痛的症狀及治法。臨床上，風府
除了主治中風、癲狂、癔症等內風為患的神志病症外，也能治療頭痛、眩暈、頸項強痛、咽喉腫痛、失音、目
痛、鼻痔等內外風為患的病症。[7] 

3.4.3 風池 
風池出現頻次為9次，是選用穴位的第三位。風池穴歸屬足少陽膽經，因其穴在項，平風府穴，并處於胸鎖

亂突肌和鈄方肌之間凹陷處，為風邪入腦之沖而得名。 
風池穴有舒筋解痙的功效，例如《玉龍賦》中「風池，絕骨而療乎倌僂」的歌訣，是上下配穴來治療筋攣。

《針灸大成》中提到風池能治療「頸項如拔，痛不得回顧」。《針方六集》曰：「風池：頸項強急」，故臨床
上多用於治療斜方肌及胸鎖乳突肌等頸項部肌肉的急性扭傷、痙攣或勞損。 

3.4.4 後溪 
後溪穴出現頻次為5次，是選用穴位的第四位。後溪穴歸屬手太陽小腸經，其定位為在手掌尺側，微握拳，

當小指本節後的遠側掌橫紋頭赤白肉際。[8] 
《針灸聚英》：「項強傷寒不解」。《針灸甲乙經》：「寒熱頸頜腫，後溪主之」；「主瘧寒熱，目赤生

翳，鼻衄耳聾，肘臂攣急，痂疥」，可見古代文獻已經有針灸後溪穴治療頸痛的經驗。[9] 
3.4.5 肩井 
肩井穴出現頻次為5次，是選用穴位的第五位。肩井穴定位在肩上、前直乳中，當大椎穴與肩峰端連線的中

點中。該穴歸屬足少陽膽經，為手少陽、足少陽、足陽明、陽維脈之交會穴。因諸陽經交會於此，故該穴
有連續周身經脈、調和氣血、維繫陰陽的作用。[10] 

《針灸秘傳》曰：「肩井，治五勞七傷，頸項不得回顧背膊間，兩手不得向頭，或因扑傷腰髖疼，腳氣上
攻」。《通玄指要賦》：「必肩并除兩臂之難任」。《循經考穴編》：「肩井：頸項強」，所以肩井穴有行氣
止痛的功效。 

手足少陽經在頭部相連接，二經共同化氣行水，暢達三焦，因少陽經位於半表半里，起到樞機運轉的作用，
所以少陽經的正常運行，能使表里陰陽和臟腑之氣機通調，通則不痛，為針灸肩井穴治療頸痛提出一定的理論依據。
[11] 

 

4 結論 
明清時期針灸治療頸痛取穴涉及十四正經中的十三條經脈，其中以手足太陽經、手足少陽經、督脈為主。

古代針灸治療頸痛的常用穴位依次為：承漿，風府，風池，後溪，肩井。配伍處方以遠端取穴為主，局部選穴
較少。除了以針刺治療外，也有艾灸及放血療法。這些經驗可以為現代針灸臨床所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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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十四本古籍中頸痛取穴部位分佈 

部位 頻次 

足 22 

手 14 

頭 11 

頸項 8 

肩背 7 

胸 4 
 

表2 十四本古籍中頸痛取穴在十四經的分佈 

經絡 穴位 穴數 

足太陽膀胱經 申脈，風門，束骨，天柱， 

足通谷，附陽，譩禧， 

昆侖，大杼，委中，通天， 

附分，飛揚，京骨 14 

足少陽膽經 淵液，頷厭，頭竅陰， 

陽輔，本神，陽陵泉， 

外丘，足臨泣，風池， 

肩井，完骨，絕骨 12 

督脈 風府，百會，大椎，後頂， 

啞門，前頂，鹵會，至陽 8 

手少陽三焦經 角孫，翳風，外關，天髎， 

消濼，中渚，天井 7 

足陽明胃經 足三里，氣舍，內庭， 

沖陽，豐隆 5 

手太陽小腸經 天窗，後溪，小海， 

前谷，少澤 5 

足少陰腎經 照海，神藏，涌泉 3 

手陽明大腸經 合谷，曲池，溫溜 3 

任脈 璇機，承漿 2 

足厥陰肝經 期門，太沖 2 

足太陰脾經 三陰交，陰陵泉 2 

手少陰心經 少海，通里 2 

手太陰肺經 列缺 1 

 

表3 十四本古籍中頸痛取穴頻次 

穴位 頻次 經絡 穴性 

承漿 14 任脈 足陽明，任脈交會穴 

風府 10 督脈 陽維脈，督脈交會穴 

風池 9 足少陽膽經 足少陽， 

陽維脈交會穴 

後溪 9 手太陽小腸經 輸穴，八脈交會穴 

肩井 7 足少陽膽 經 足陽明，陽維脈， 



手足少陽交會穴 

百會 4 督脈 督脈，足太陽交會穴 

合谷 4 手陽明大腸經 原穴 

三陰交 3 足太陰脾經 足太陰，少陰， 

厥陰交會穴 

申脈 3 足太陽膀胱經 八脈交會穴， 

通陽蹻脈 

大椎 3 督脈 督脈， 

手足三陽經交會穴 

束骨 3 足太陽膀胱經 輸穴 

小海 3 手太陽小腸經 合穴 

消濼 3 手少陽三焦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