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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林毅教授是國家名中醫，廣東省中醫院乳腺科學科帶頭人、主任醫師。林教授在乳腺疾病的防治中積累
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包括在採用、巧用多種傳統中醫的外治方法來防治乳腺疾病。乳腺病的中醫藥外治法是一
種頗具傳統中醫特色的治療方法，如乳房局部拍打（運動）、針灸、按摩、揉抓、火針洞式烙口術、提膿化腐
引流術，局部藥物外敷等手段與方法均可治療乳腺疾病，可達疏通乳絡、散結、消腫、化瘀、排膿等功效。這
些都是乳腺病中醫外治的特色治法。林毅教授在運用外治法的同時，注重傳承與弘揚，為乳腺病的中醫外治法
作了拓展工作。 

 

[關鍵詞] 乳腺疾病；中醫外治療法；中醫特色療法；林毅教授  
中醫外治法有著悠久的歷史，因其簡便實用、療效奇特而受到中外醫學界的普遍關注。在兩千多年的醫療

實踐中，古代醫家積累了寶貴的中醫外治經驗，創造了豐富的外治方法，其中有許多內容涉及到乳腺的疾病，
故外治法防治乳房疾病也有悠久的歷史與豐富的內容，值得傳承與弘揚。早在《黃帝內經》中就有關於乳房的
經絡和生理、病理等方面的記載。漢《中藏經》記載有乳癖病名。此後，歷代文獻均有所記載，如晉《肘後備
急方》、《劉涓于鬼遺方》載有「乳癰」、「乳發」，隋《諸病源候論》載有「乳石癰」、「乳疽」、「乳漏」，
宋《婦人大全良方》載有「乳岩」，明《外科理例》載有「乳衄」等，且對各種乳房疾病的病因、證候、外治
方法也有論述。清代吳尚先（師機）著《理瀹駢文》（又名《外治醫說》）記載了乳腺病中醫外治法的方法。 

乳房保養與乳腺疾病的防治除內服藥物外，因其乳房部位與結構具有較為表淺的特殊性，而可用外治顯效，
且中醫外治方法頗具明顯的中醫藥特色與優勢，林毅教授在醫療實踐中也非常注重乳腺病中醫的外治法，並且
在傳承與弘揚中醫外治法在乳腺病中的運用而耕耘。 

 

1 經絡拍打通乳絡 
中醫常用的拍打方法有助於人體的血液循環，促進人體的氣血暢通，拍打乳房及周圍組織的方法，有利於

胸乳部的血液循環，使乳絡的暢通，減少乳腺包塊、結節的形成，已有的乳房良性包塊、結節也可得到緩解。
經絡疏通或經絡拍打的方法也可預防乳房的多種生理與病理的不適，如預防乳房下垂；產婦淤乳導致的乳腺炎；
哺乳期乳房的变形等，使乳房更健美。林毅等教授在臨床上為幫助更多的患者解決女性常見的問題，常教患者
做經絡拍打，或相關的運動。林毅教授等還創作了《女性養生導引功》，已形成光盤，在臨床上广泛的運用，
林教授還指導患者練習。該治療方式其特点是根據中醫的經絡理論創製，特別强調乳腺與肝脾胃經的疏理與保
健[1,2]，功法有舒通經絡，調節臟腑，平衡陰陽之功效，融運動與養生、保健為一體，讓女性的身心，包括乳房
都得到保健，可預防女性的常見疾病。治療或輔助治療一些乳腺疾病，促進乳腺疾病的康復。 

 

2 穴位按摩、拔罐、刮痧的外治方法  
穴位按摩、拔罐、刮痧都是運用中醫經絡腧穴的理論，對局部或全身施與相應的方法，以疏通經絡，調暢

氣血，祛除病理產物，改善微環境，達到防治多種乳腺疾病的目的。可用針法、灸法、拔罐、刮痧、梅花針扣
刺等方法，用以消除、減輕乳腺疾病，如可減輕乳腺增生造成的結節、腫塊，疼痛有為理想的療效；對於乳頭



內陷證，林教授在運用手法治療的同時，也用拔罐，借助外力的原理，使之向愈；林教授在治療乳癰症時也常
用拔罐來排膿，促進膿瘍的排除，促進局部修復與生肌。對於乳腺癌在不同的階段也可以運用這類外治法，如
乳癌術後淋巴回流受阻引起的水腫，傷口感染，傷口的久不癒合，或整體狀况欠佳，都可通過針、灸改善局部
與全身症狀、促進傷口癒合。解決了一些現代醫學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3 乳房揉抓、按摩對乳腺疾病的治療  
中醫理論認為乳絡是構成乳房的核心組織，許多乳房疾病都是乳腺管道（乳絡）失通、失榮而發生病變，

故疏通乳絡是其治療的關鍵，因為只有乳絡暢通，氣機升降出入正常，氣血津精暢通，並能滋養組織與器官，
其生理功能方能正常，其病理產物能順利排出，故乳腺疾病方能不生。因其位置表淺，通過外治或手法就能產
生很好的治療作用，且無毒副作用。故用正確的方法進行乳房的按摩、揉抓，點穴等，無疑對乳房具有保養與
治療作用，即乳絡通，功能常，乳病不生。林教授在臨床實踐中特別強調肝在乳腺病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因肝
鬱致乳病，診治時強調從肝治，在治療時常配合穴位按摩，如強調肝鬱氣結者按太沖；疏理兩脅（章門、期門）
等；在預防乳癌發生，提出可按摩三陰交、太沖、內關、三里等，讓肝氣調暢，乳絡暢通來預防其發生；對於
痰濁內阻證強調按壓健脾之穴三里、豐隆、三陰交等穴位，以健脾化痰，「培土以榮木」，解決乳癌中的重要
病理環境—痰濁內阻，肝氣不疏等。 

林教授注重自我乳房按摩對乳房的保健、治療作用，其原理是疏通乳絡，健運乳房，改善其微環境，消除
壅塞在乳絡中的病理產物，解除乳腺病理狀態等作用。現代醫學認為局部的運動可使胸肌均勻發達，使乳房健
美而富有彈性。 

揉抓排乳手法治療急性乳腺炎是林教授臨床常用的方法。急性乳腺炎是女性常見疾病，其疼痛、腫脹、以
及後期的潰爛，嚴重影響婦女的健康，目前 西方醫療的方法相對少，效果不理想，在治療時盡可能早診斷、早
治療。揉抓排乳是治療的有效方法，主要用於急性乳腺炎鬱滯期，可通過揉抓排乳手法，讓乳絡通、乳汁排出
暢，既減輕了乳腺管的壅塞，可防治乳腺炎性病變。乳絡通暢既減輕了乳腺管的壓力，又緩解了周圍血管和淋
巴管的壓力，對乳房腫塊的消散起到良好的促進作用。揉抓排乳法運用時要注意方法與要點： 

3.1 患者取坐位，先在患乳部搽以少量潤滑劑，以免按摩、揉抓時擦傷皮膚。 
3.2 患者左手托起乳房，右手五指順著乳絡方向，首先輕拿提拉乳頭及乳暈部，以擴張輸乳管，疏通該部

淤乳。 
3.3 繼而採用五指指腹揉、推、擠、抓的手法，按摩患乳部硬結腫塊，沿放射狀從乳房向乳暈部揉抓。 
3.4 隨後，右手拇指與食指夾持患側乳暈及乳頭部，不斷輕拉揪提，乳房鬆軟、淤乳排盡、疼痛明顯減輕。 
 

4 火針洞式烙口術，解決難治性乳腺疾病 
火針洞式烙口術最早載於現存的外科專著—晉代龔慶宣的《劉涓子鬼遺方》：「凡裏有膿毒，諸藥貼不

破者，宜用熟銅針於油火上燎透，先用墨筆點卻當頭，後以銅針淺淺針入，隨針而出膿者，順也 。」以後在祖
國醫學漫長發展歷程中不斷完善、提高，已成為中醫外科的一個獨特治療方法[3]，林教授將之拓展於乳腺疾病
的治療，火針洞式烙口術是一種將針在火上燒紅後，快速刺人乳房患病部位，能較好地治療乳房疾病，這種方
法目前常應用治療急性乳腺炎成膿期，肉芽性乳腺炎等。此法的優勢在於：具有引流通暢、排膿徹底、切口小、
癒合快、療程短、療效好，病人痛苦小及愈後無疤痕，而且愈後可繼續哺乳等。相比西醫治療乳腺膿腫的常規
方法是手術切開引流，其切口大，癒合時間較長，病人痛苦較多，影響術後的哺乳等有着明顯的優勢。中醫外
治法更為直接地「祛腐生肌」，達「祛邪不傷正，祛腐可生新」的作用。操作要點：1）.體位與進針點的選定：
注意方向與深度，以便膿液的流出暢通。2）.術後引流排膿：乳房膿腫經火針刺烙，形成了光滑堅實的管道，
拔出火針，膿液即可自行排出。為促使排膿，術者可用手輕輕揉抓膿壁，或輕輕加壓，使膿液儘早排盡。常規
放置提膿藥撚引流。3）.搔刮祛腐，對於局部的膿腐不去者，要注意搔刮局部，促進膿腐的排除。4）.烙口以中



藥消毒的紗布濕敷，促進傷口癒合。患乳紅腫部位用土黃連液，以清熱消腫。5）.若形成乳房部竇道，可用藥
撚插入竇道以提膿祛腐，使膿祛肌生，傷口儘快癒合。  

林毅教授不僅在臨床上常用「火針洞式烙口術」，而且還鏗鏘有力的宣稱這一手段與方法不僅其理論可信、
方法可信，而且其效果可信，值得宣傳與推廣。 

 

5 中藥局部外敷、外貼治療乳腺疾病。  
因為乳房是機體表淺的組織，可以用外治的方法解決諸多乳房疾病。陽證乳腺病（例如乳癰）初起宜以清

熱解毒、活血消腫為主，用金黃散、土黃連液等外敷，臨床療效滿意。其理論是基於「祛腐生肌」，「驅邪不
傷正，祛腐可生新」而產生的外治手段。對於乳腺增生的患者，可用清熱解毒、消腫外敷的方法，達消腫散節、
拔膿祛腐的作用，將乳腺的腫塊、血瘀、增生消除，林教授拓展了「四子散」進行加熱外敷，此方法幫助乳腺
增生、乳癖和小葉增生患者解除痛苦。對於乳房良性包塊可通過外敷來消核散結。對於惡性的腫瘤可用外敷、
外貼的方法來控制腫瘤。並對乳腺腫瘤的標準治療出現的多種毒副作用也可通過外治法來減輕或消除，如放療
所致的皮膚損傷、術後乳房局部的不適，包括麻木、水腫等外敷、外貼中藥都有良好的治療作用。  

 

6 外治方法與藥物結合。 
臨床上有許多乳腺疾病可通過中醫藥外治取得療效，外治之法有其獨特的療效與優勢。林教授在長期的醫

療實踐中拓展了許多乳腺病外治方法與藥物，並將之結合使用 
6.1 外治方藥的拓展  
6.1.1 四子散 此方是由四個中藥子核組成，分別為蘇子、萊菔子、白芥子、吳茱萸，故名「四子散」。

具有溫經、通絡、消腫、止痛、疏通乳絡的作用。解決乳房的腫脹、疼痛、包塊等。林毅教授根據臨床幾十年
經驗，認為多數乳腺疾病由氣滯、血瘀、痰凝所致，因此擴大四子散在臨床應用範圍，根據中醫辨證論治原理，
取其化痰、散結、止痛之功效，應用四子散藥包加熱外敷（溫熨），治療乳痛症、肉芽腫性乳腺炎、乳腺增生、
結節、乳腺癌術後上肢淋巴水腫以及乳腺炎僵塊形成，臨床應用中屢見奇效。 

6.1.2 土黃連液 是林毅教授將中藥土黃連（十大功勞）經傳統的煎制而成，具有清熱解毒之功效。對金
黃色葡萄球菌、痢疾桿菌、大腸菌等多種細菌、病毒都有抑制作用。傳統主治細菌感染性疾病，如痢疾、胃腸
炎、傳染性肝炎、支氣管炎、咽喉腫痛、結膜炎、燒傷、燙傷等症[4]。林毅教授將其用於乳腺的疾病，特別是
感染、炎性病變。也用於乳腺局部的創口消毒，促進傷口的癒合。而且此製劑也拓展用於外科、皮膚科以及婦
科等相關的疾病，目前已遞交了中國專利。 

6.2 藥物與外治方法結合運用。外治手段、方法與外用藥物相結合，促進外治的療效。如火針洞式烙口術
可發揮乳房的烙洞、引流 、排膿、止血、生肌等作用，再結合中藥外治，讓乳腺組織方、藥並用，儘快恢復乳
房的生理結構。例如乳腺膿腫目前西醫常規方法是手術切開引流，這種方式切口大，癒合時間較長，病人痛苦
較多，術後影響其正常的乳腺結構，而火針洞式烙口術可減少患者的痛苦，術後其結構功能受損小，不影響術
後的哺乳。林教授在運用時細化、拓展了該方法，將藥物運用在外治方法之中，取各自的優勢，加強治療效果
並將其它手段與方法與之相結合，如運用洞式烙口術時將搔刮祛腐、拔罐、灸法等方法結合，並用中藥浸潤、
清潔、中藥紗布濕敷、以及藥撚引流等結合運用，共同奏效。這種綜合方法結合藥物，解決臨床問題，加強臨
床療效。並提出了具體方法及操作注意，指引後學，提供了治療的捷徑。 

總之，林毅教授在臨床實踐中總結出許多乳腺病的中醫外治的方法與藥物，並將這些方法及藥物綜合用於
乳腺疾病的療法中，取得較好的臨床效果[5-7]。外治法與藥物幫助許多乳腺病患者解除了痛苦，其治療思想歸納
為：(1)乳絡的不通是其病變的核心，故治療「以通為用」，改善乳房組织以及疏通乳絡，即是改善乳腺的微環
境的治療理念，貫穿在多種乳腺病的治療之中，用多種手法及藥物解決乳絡的不通與不榮；(2)外治與內治一樣
具有治療作用。外治之理即內治之理，外治之藥亦即內治之藥，內治無功，外治取效，因其病位在表，药物可



直达，外用之扼要，藥力直達病所，較之內服药物更顯其優勢，而且有些乳腺疾病難以內治起效，因為口服藥
須從胃入，再由胃分佈，散而不聚，不能以有效的血藥濃度到達乳腺局部。同時外治方法（手法）本身就能直
接調理改善局部微環境，疏通乳絡，消除局部的病理產物等。不像內治，有許多制約，當內治難以起效時，可
通過外治之術，蔞見奇功；（3）乳腺病的中醫外治法是中醫藥的傳統特色的治療方法，「世有博通之醫，當於
此見其才」。 臨證時應取不同方法之长，標本兼治，內外合用，綜合治療乳腺病。在臨床乳腺病的防治中，充
分發揮傳統醫學的特色優勢。故林教授在醫療實踐中，注意傳承與弘揚乳腺疾病外治的手段與方法，用多種有
效的外治手段與方法去解決乳腺病，進一步凝練中醫乳腺病外治法的特色與優勢[8]。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技
術將不斷深入相關的領域，利用聲、光、熱、電、磁等原理研製的多種不同類型治療儀已大量應用於中醫乳腺
病的臨床。同時，中醫外治製劑與劑型迅速發展；不斷探索中醫外治新途徑、新方法，外治適應症範圍也逐漸
擴大，中醫乳腺病的外治現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將會用更多、更有效的方法讓女性免除乳腺疾病的困擾，都能
做一個健康、幸福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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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Linyi is a renowned national TCM doctor as well as a pioneer in the field of breast disease and 
the Chief of Professor in the related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of Guangdong Province. 
Professor Lin ha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of diseases 
associated with the mammary gland using various kinds of external TCM methods. These methods are 
unique as they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cluding active and passive 
exercising of the breast, acupuncture, moxibustion, massage, rubbing scratch, flipping surgery of fire needle 
hole style and pus rotting drainage, dredging breast collaterals, fights, detumescence, etc.  All these external 
methods a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CM.  While using external treatments, Professor Lin also puts emphasis 
on the advancement and succession plans with the use of Chinese medicine to treat all kinds of mammary 
gland-related diseases. 

Breast disease, External treatment, characteristic treatment of TCM, Professor Lin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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