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介賓治療婦科疾病的學術思想研究匯萃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on academic thoughts of ZHANG Jiebin in the treatment of 

gynaecological diseases 

官可祈1,2，羅頌平1,2* Koon Ho Kee, Luo Songping 

（1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嶺南羅氏婦科流派香港中文大學傳承工作站；2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婦科，*指導老

師，通訊作者） 

E-mail: songpingluo@hotmail.com 
 
[摘要] 目的 張介賓為明代著名醫家，其中《景岳全書‧婦人規》學術內容豐富，實用性強，現

就近四十年研究景岳治療婦科疾病的學術文獻，進行歸納概述。 方法 從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檢索近四十年相關之學術文獻，從理、法、方藥、調護等方面加以歸納及總結張氏治療婦科疾病

的心得及用藥規律。 結果 張氏重視婦女的生理心理特點，主要從寒熱虛實審因求證以治婦女

之病。方藥主要注重調補陰陽、氣血、脾腎等，既有繼承又有自創新方及婦人專用方，靈活運用。

預防與調護強調治未病、孕墮要預培其損、種子要擇時機等。 結論 張氏治療婦科疾病學術思

想較為完備，在勤求古訓，博采眾方之餘，亦有自身的獨到見解與發揮，到現今仍有臨床應用的

價值。 

 

[關鍵詞] 婦人規；張介賓；中醫婦科；景岳全書；學術思想 

張介賓（1561-1639），字會卿，號景岳，別號通一子，浙江山陰人，為明代著名醫學家，

一生致力於中醫學研究，尤對《黃帝內經》及《易經》的理論研究頗深，撰寫了《類經》、《類

經圖翼》、《類經附翼》、《景岳全書》、《質疑錄》等[1-2]。其學術思想特別重視陰陽學說，

在《景岳全書‧傳忠錄‧陰陽篇》中提出「凡診病施治，必須先審陰陽，乃為醫道之綱領」，證脈

用藥都有陰陽[3]。他又認為「陽非有餘，陰常不足」[4-7]，治療上顧護真陰真陽，擅長補益[5,8]，

亦體現於治療婦人疾病方面，其中著有《婦人規》二篇，收載於《景岳全書》中，內容包括總論、

經脈、胎孕、產育、產後、帶濁夢遺、乳病、子嗣、癥瘕、前陰等共九類。每類又分列因、證、

脈、治、方藥等，內容較為完備，博采眾方之餘，亦有自身的獨到見解，可謂一部既有繼承又有

發展的中醫婦科專著。現結合近四十年研究景岳治療婦科疾病的學術文獻，從理、法、方藥、調

護等方面，作一重點歸納。 

 

 1 重視婦女的生理心理特點 

1.1  女子月經與天癸的關係 

  景岳對於女子的生理特點的認識在婦女疾病的論治中有着重要的意義。經、帶、胎、

產、乳是女子的生理特點。羅元愷[3,9]為早期全面點注研究《婦人規》的學者，他道出景岳認為

女體屬陰，以血為主，血又為陰，多位學者亦認同此觀點[5,7-8,10]。景岳《經脈諸臟病因》及《經



不調》分別提到「如血旺則經調， 能子嗣」，「婦人經血上為乳汁，下歸血海而為經脈」。「因

此治婦人之病，當以經血為先」。所謂「經調」，是指女子月經能夠按時滿溢，經血藏瀉有度。

而月經的產生和調節有賴天癸的主導作用。《素問‧上古天真論》提到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

脈通，太沖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七七任脈虛，太沖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

壞而無子也」。景岳指出天癸來自於一種「先天無形之陰」，在《傳忠錄‧陰陽篇》中提到「元

陰者，即無形之水，以長以立，天癸是也，強弱系之，故亦曰元精」。天癸是人體經過後天逐漸

滋而產生的一種肉眼看不到的陰液物質，它與唾液、汗液、尿液、淚液、鼻液、精液、血液等肉

眼所能看到者不同，故稱為無形之水，但又與人體生長發育及生殖能力強弱有着密切的關係[3]。

天癸對於婦人的作用可外見於月經，內形於機體[11]。 

1.2 重視情志致病 

除了天癸，「情志調和，飲食得宜」的生活習慣亦是影響「經調」與「經不調」的因素。

當「精氣無損」，「陽生陰長，百脈充實」，則經自可調。景岳能夠察覺到女子容易因精神因素

而致「經不調」[13]。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女性「幽居多鬱」，苦無伸訴的管道，因此「凡欲

念不遂，沉思積鬱，心脾氣結，致傷衝任之源，而腎氣日消，輕則或早或遲，重則漸成枯閉」。

景岳尤其重視情志在不孕症中的影響[14]，當「情懷不暢則衝任不充，衝任不充則胎孕不受」。

因此經不調以「七情之傷為甚， 而勞倦次之」。又由於當時醫學訊息不發達，婦女更容易諱疾

忌醫，增加治療難度。 

  

2 應用四診八綱審因求證 

2.1 月經病以經色疼痛辨證 

景岳提出調經之法，必須診辨寒熱、虛實、陰陽的觀點，與其在《傳忠錄‧陰陽篇》要辨寒、

熱、虛、實、表、裏、陰、陽等篇相互呼應，並體現於治療各類婦科疾病中。景岳在《辨經色》

探討以月經的色、質、量和週期來加以分析經不調的寒熱虛實[15]，特別強調月經色紫偏紅與色

紫偏黑的區別[5]，可謂經驗之談。在《經期腹痛》篇辨證較為突出，根據疼痛的時間及性質進一

步辨寒熱虛實[16]；通過腹診來鑒別痛經的虛實， 具有重要的意義[17]。另外，景岳以「血熱血燥，

以致滯澀不行」導致痛經的觀點，在當時實屬創新[18]，其經驗對現時月經病辨證方面具有一定

指導作用。 

2.2 帶下病因情志不及或太過而致 

《婦人規》帶下病方面的專病研究，至今仍較少。景岳從七情角度剖析女子的「不遂」、

「太遂」和「遂而不遂」是帶下病的主要原因[10]，多由思想房勞而起[19]，思想憂慮過多則「不

遂」，情欲放縱過多則「太遂」；尤其解釋女子「遂而不遂」實為「房室之逆之也，凡男女相臨，

遲速有異，此際權在男子，而婦人情興多致中道而止，止則逆，逆則為濁為淋」，可見景岳對女

子心理狀態具有頗強的洞察力，亦體現了女子情志致病的特點。景岳特別指出帶下與淫濁不盡相

同，認為「白帶出於胞宮，精之餘也；淫濁出於膀胱，水之濁也」，因此二者不能混為一談，臨

證時應分別論治[5, 12]。 

2.3 妊娠病須分寒熱虛實 

景岳強調安胎有寒熱虛實之分[3]，在《安胎》中具體及詳細描述各類胎氣不安之表現，如寒



證可見「或吞酸、吐酸，或嘔惡脹滿，或喜熱畏涼，或下寒泄瀉，或脈多沉細，或絕無火證」；

熱證「必多煩熱，或渴或躁，或上下不清，或漏血、溺赤，或六脈滑數等證」；「胎氣有虛而不

安者」可見心悸怔忡、肢體神疲乏力等屬心脾氣虛證，或見頭目暈眩、腰酸腹墜等屬肝腎不足證
[6,20-23]；「胎氣有實滯氣滯」容易出現惡阻、脹滿不安等。 

2.4 產後病非全為虛 

景岳對論治產後病具有獨特的見解，認為「產後氣血俱去，誠多虛證。然有虛者，有不虛

者，有全實者」。「產後全虛證」者為平素虛人在產後氣血損耗的因素下令氣血更虛；「產後不

虛證」者為平素體質強壯無病之人在產後出現的自然去瘀生新，屬生理現象；「產後全實證」者

為產後不虛而因表邪、內熱、氣逆、血逆、調攝、內傷而致之實證；若產後形氣不足而又伴隨外

邪、火邪或飲食停滯等病邪而致本虛標實的狀態為「產後虛實夾雜證」[23]。景岳亦根據產後腹

痛的疼痛性質辨虛實[15]。 

2.5 癥瘕辨氣血以判有形無形 

在婦人雜病方面，近代學者以研究癥瘕為主[25-27]。景岳面對癥瘕病時首要辨其氣血，以判斷其

屬有形或無形[25]，在《癥瘕》篇中將癥瘕分為血癥、食症及氣瘕三類，指出癥有堅硬、不可移

動的特點，多病於血分[26]，以膿血之留，或飲食之滯而逐漸形成[25]；而瘕有「無形而可聚可散」

的特點，多病於氣分，「氣逆則甚，氣散則緩」，因此臨床上常出現或脹或不脹，或痛或不痛的

症狀[25]。景岳提出血癥與氣瘕的病因「各有虛實」，血癥的發生實多由虛而致血瘀， 進而形成

血癥；同時也有氣逆而致血留之實證存在[26]。在《癥瘕》論治所舉的69首方劑之中，攻方

僅有7首，體現了其對「無虛則無積、積必因於虛」的學術特點 [25]。 

 

3 婦人疾病理法特色 

3.1 婦女之病重在補腎健脾以調經 

景 岳 重 視 婦 女 的 生 理 心 理 特 點 ， 因 此 認 為 婦 人 之 疾 病 ， 必 先 調 經 。 大 部 份 景 岳

研 究 文 獻 中 都 認 為《 婦 人 規 》主 張 補 腎 健 脾 為 治 療 月 經 疾 病 的 總 原 則 [5-7,9-11,13,19,28-30]。

月經之不調可因七情、六淫、飲食等原因而致，但當「及其甚也，則四臟相移，必歸脾腎」。景

岳認為天癸是有賴「天一之氣」化生的陰精，經過後天水穀之精的充養而成[5]。血氣之化由於水

穀，胃為水穀之海，心脾為陰血生化之源[10]。氣血生化有源，「血旺則經調」，氣血生化乏源，

血不足則經不調。因此「調經之要，貴在補脾胃以資血之源，養腎氣以安血之室」。 

景岳治療婦科疾病的方藥中雖多從腎論治為主，但同時兼治於脾，滋腎又必重於養肝[30]。

脾胃雖為化源之本但卻與腎互為依存，景岳調理脾胃重在養血益精，調理腎氣則重在協調陰陽，

陰虛火旺者宜甘涼醇靜之品，精血虛損者重在養護命門之火[11]。徐江洲[29]總結景岳調經有五法，

一為滋陰瀉火，養營安血以調經；二為補血養肝，助其親達以調經；三為補腎助陽，溫養血氣以

調經；四為補腎益精，充養先天以調經；五為益氣養血，補益後天以調經；豐富了補腎健脾之外

的具體調經之法。趙玲娣等[8]曾指出景岳的調經之要亦涉及資養奇經，但未有詳細探討此觀點。

陸中岳[28]則認為景岳在《婦人規》論述脾腎因素致病時，重視脾陰損虛，對其證治作了較多的

闡發，指出脾之不足可表現為脾陰不足、脾氣不足、氣陰兩虛，因此特別總結了「脾陰四證」及

「滋養脾陰六法」，見解頗為獨特。 



3.2 帶下淋濁從腎治 

景岳提出「婦人淋帶……總由命門不固」的論點，腎虛精弱為帶下淋濁之主病機[6,12]，《婦

人規》帶下病六條病因中有四條都與腎的功能失常有關[19]，說明了腎在帶下病發病過程中的重

要性，其餘病因則與心、肝、脾的關係比較密切。景岳認為淋帶本質並不相同，帶下「由脾腎之

虛滑者多」，淫濁「由膀胱之濕熱者多」，淋重帶輕，治療上要注意分別[12]。 

3.3 胎孕病隨證而藥亦不忘氣血脾腎 

景岳根據胎氣不安的寒熱虛實分別採用溫中、清熱、補益及袪邪之法安胎[23]。而治療胎漏

時，除了要詳察寒熱虛實，治法亦離不開益氣養血補虛以保胎。景岳對待胎病「總不離乎氣血之

虛」，認為婦女在懷孕期間，由於氣血驟然彙集胞宮以溫養胎元，母體氣血相對的不足，往往有

偏虛的現象，因此治療上仍重視氣血及脾腎[8]。由此可見，景岳在治療妊娠病之時已體現「治病

與安胎並舉」的思路。 

3.4 產後病不可妄補 

景岳在治療產後病時駁斥朱丹溪「產後無得令虛，當大補氣血為先，雖有雜症，以末治之」

之說法[3]。女子在產後一般少不免耗損氣血，但很快就能恢復，可不必大補[12]。但是若產後因陰

血大虧發痙，或氣血俱虛，出現血淡，血下津津不已的表現，還是要應用補法。產後如出現

表邪、內熱、氣逆、血逆等實症，更非瀉之不可 [20]。因此，產後病應先辨其虛實[6, 15]，

不可妄補[23]，但是又不能因為「不可妄補」而盲目不補，必「隨證隨人……以常法治療」。 

3.5 癥瘕宜攻宜補分期論治 

景岳治療癥瘕法可歸納為「攻、補、消、散」四法，按疾病之虛實判斷或攻或補、或攻補

兼施作為治療原則[25-26]，分期論治。當癥瘕初成形而根盤未固，用藥不可太猛峻；當癥瘕已成，

在初中期階段，正氣未損，邪實未堅或已堅者，可用「急攻」之法以癥散瘕；當久病正氣衰虛，

「積難移動」者，應當固本扶正，「以俟其漸磨漸愈」，不可妄攻[27]。現時中醫臨床治療腫瘤

亦多以此思路為治則治法。 

 

4 婦人疾病預防與調護 

4.1 治未病 

景岳不僅重視臨證之理法，而且提供防治婦科疾病的具體生活調攝指導。例如在飲食方面，

月經期間避免過食寒涼，以防經行澀滯不暢；妊娠期間不宜喝酒，飲食「不必過為拘執」；產前

可食「稠軟白粥」讓身體蓄積力量以備生產，避免進食「硬冷難化之物」損傷中焦等。情志方面，

過於憂慮或情欲房事不節皆容易導致月經不調，妊娠期間影響胎兒生長發育等。產前避免過於安

逸，應適當運動以防難產，生產時溫涼要得宜，產在春夏則避風邪，產在秋冬則避寒邪，以防引

致產後病的發生等[32]。對婦女、孕婦及產婦的日常生活護理有重要指導意義，防患於未然。 

4.2 孕墮宜預培其損 

景岳重視婦女小產與「數墮胎」的因果關係以及其發生後的調養。在《小產》及《數墮胎》

提到婦女「若少年不慎，以致小產，此則最宜調理，否則下次臨期仍然複墜，以至二次三次，終

難子嗣，系不小矣」[31]。調理應與大產（正常生產）相似，不應因為小產而忽視調護。又云：

「凡治墮胎者，必當察此養胎之源，而預培其損，保胎之法，無出於此」。「預培其損」為了解



婦女的臟腑經絡氣血的體質因素提前進行調治[33]，使母體氣血充盛，鞏固孕時根基[32]。當胎有

所系，則屢孕屢墮可防。景岳指導小產與「數墮胎」要「預培其損」的觀點，既有預防疾病亦有

病後調護的作用，切合臨床實際情況，對於現時孕前以中藥防治復發性流產有重要的臨床指導價

值[33-37]。 

4.3 種子重擇時機 

景岳除了活用古方，自創新方如毓麟珠、贊育丹等針對種子情況治療不能受孕婦女外[38]，

對於嗣育的方法有詳細的考慮與論述。優生優育是景岳主要觀點之一[31,39-40]。景岳認同《褚氏遺

書》所論反對早婚[31]，又提倡一夫一妻制[40]，其主張在當時一夫多妾的社會風氣下頗為獨到。

在《子嗣類》中涉及天時、地利、人事等篇內容，景岳察覺婦人情欲影響子門之開闢，因此強調

在人事方面有關性事交合要和諧才能容易孕育子嗣，要抓住此「瞬息之間」時機交合，否則太早

或太遲都會錯失懷孕機會[39]。景岳提出的「十機」旨在主張男女合機的開關之機、遲速、強弱、

深淺、勞逸、情緒、時機等均與孕育子嗣有關[41]。對孕前保健或錯時交合而未能受孕之婦女提

供實用的參考。 

 

5 《婦人規》方藥運用特色 

5.1 方藥之繼承與發揮 

張景岳在處方用藥方面頗有其獨到的見解與成就。《景岳全書》收載藥篇《本草正》，凝

聚了其探究藥性與辨證用藥之精華[42]。藥性論述注重陰陽升降，重視補益臟腑精氣，補益首推

人參、熟地[43]，因此被定為「溫補派」 醫家，又有「張熟地」之稱。《婦人規》的方劑中有78

首含熟地，隨證加味的有10首[44]，在《經脈類》應用頻次中為滋陰類藥的首兩位[45]。熟地除了

滋陰補血，還擅於配伍補劑入五臟、配伍通劑以通經、配伍氣劑以入氣分、配伍溫劑以回陽、配

伍散劑以發汗[44]，應用廣泛。另外，從角藥（三種中藥的組合）配伍的角度分析，歸納了

《婦人規》五組角藥配伍：（1）熟地、山藥、山茱萸（ 2） 當 歸 、 川 芎 、 芍 藥 （ 3）

人 參 、 熟 地 、 白 朮 （4）當歸、牛膝、肉桂（5）人參、白朮、茯苓[46]。體現了景岳在婦科疾病

治療中以血為本、重視脾腎等的用藥特點。其用藥經驗對於婦科臨床治療具有指導意義。 

《景岳全書》的處方中除了收集前人所擬的古方外，亦有景岳所創之新方，均記載於《景

岳全書‧新方八陣》中，以論補、和、寒、熱、固、因、攻、散 「八略」 分類。在《婦人規》

收載的處方中，有約三分之一來自於《新方八陣》，包括著名的左歸飲（丸）、右歸飲（丸）、

大補元煎、舉元煎、保陰煎、一陰煎、加減一陰煎、固陰煎、毓麟珠及胎元飲等[5]。《婦人規》

應用「因陣」新方共23首，占《新方八陣》在《婦人規》應用最多的一類陣方，其中以活血理

氣類方劑應用最為廣泛[47]。 

5.2 調經專病用藥規律 

近年研究《經脈類》方藥規律的文獻由從前的傳統理論探討，開始加入數理統計學的元素，

提供資料的佐證，以傳統文獻和數理統計相結合的方法，總體整理研究景岳處方用藥的特點。《經

不調》平均每首方用藥8味，用藥精簡。在歸納篇章先期而至、過期而至、血虛經亂、腎虛經亂

4個「經不調」證型時，發現「血虛經亂」載方最多，方劑以補益脾氣為主[48]。《經行腹痛》及

《崩淋經漏不止》的方劑均選自《新方八陣》、《古方八陣》及《婦人規古方》，以「補陣」為



主[18,49]；《婦人規古方》雖然沒有方陣分類，但是收載方藥多為化瘀止痛方[18]及清熱止血方[49]，

可見痛經及崩漏病機複雜，有補有攻。景岳治療《血枯經閉》在補腎的同時亦重於調心，這是由

於心主血脈，經閉必有心神不寧，致心氣不得下通，因此治療同時亦選用柏子仁、酸棗仁、茯神、

遠志等養心安神之品[40]，頗有臨床參考價值。 

5.3 安胎聖藥與妊娠禁藥 

景岳在《本草正》特別提到「安胎聖藥」白朮、黃芩基本只適用於「胎因火盛不安」以清

熱安胎，陽虛、陰虛或氣滯者不宜服用[22]。因此重申告誡醫者不可不問寒熱虛實而盲目應用「安

胎聖藥」，要根據實際情況而靈活用藥。景岳在此雖針對胎氣不安而論治，但其理念仍可廣泛應

用於治療各種妊娠病及其他婦科病，並以此例引證景岳並非全盤的溫補論者[3,19]。羅頌平[5]提到

景岳在《本草正》及《婦人規》引用了《便產須知》中的「妊娠禁藥」歌，列出40多種妊娠期

間禁用或慎用的中藥。以香附為例，其藥雖多被評為「婦人之要藥」，但景岳認為若「用之不當，……

則漸耗漸弱， 而胎元之氣， 必反將杳然矣」，其它藥物運用亦應是如此[51]，提醒臨床治療任

何孕婦疾病時必須小心選用藥物。 

5.4 首度記載生化湯方藥 

景岳在《婦人規古方》中早有記載兩首錢氏（佚名）生化湯，組成包括當歸、川芎、核仁、

焦薑、炙甘草、熟地，後注「一方無熟地」[3]。古代記載與生化湯同名的方劑至少有8首 [16]，

其中最廣為流傳之《傳青主女科》生化湯的組成基本與《婦人規古方》一致，由此可見，

生化湯並非傳山所創 [5]，但承繼了《婦人規》的經驗，豐富了生化湯在臨床上的應用 [16]。 

 

6 結語 

張景岳《婦人規》學術內容豐富，實用性強。近四十多年學者仍不斷加以整理、總結及探

討張氏治療婦科疾病（以經脈類、胎孕類、產育類、產後類、帶濁、子嗣類、癥瘕類為主）的心

得與臨床用藥特色，可見其學術思想到現今仍有臨床應用的價值。現時研究景岳治療婦科疾病的

學術思想或分析《婦人規》方藥規律的文獻中，多以婦科專病範疇闡述討論，少有同時綜合比較

研究《婦人規》中各婦科專病的方藥規律，對於景岳具體的「隨證隨治」用藥應用理論值得再進

一步深入分析探討。張景岳對藥物亦有獨特理解，日後如能應用《本草正》內容分析《婦人規》

中各婦科專病的藥物規律，相信更能反映張氏的用藥思路，在臨床治療時會更有裨益和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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