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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從源流、組方特點、研究現狀入手，探索《金匱要略》溫經湯與不孕症之間的聯繫。總結出溫經湯

組方嚴謹，升降相因，可用於治療宮寒引起的不孕症。同時溫經湯對女性排卵具有雙向調節作用，可提高卵巢

功能，改善內分泌激素水準。臨床上通過溫經湯的對症治療，可提高受孕率，且安全性較高，值得普遍推廣。 

 

[關鍵詞] 溫經湯；經方；不孕症；研究現狀 
不孕症，是指女子婚後夫妻同居1年以上，配偶生殖功能正常，未避孕而不受孕者，或曾經孕育過，未避孕

又1年以上未再受孕者，前者稱為「原發性不孕」，後者稱為「繼發性不孕」。《金匱》溫經湯是臨床上治療宮

寒不孕的經典方劑，女子胞宮受寒，寒凝血瘀，或產後瘀血不去，所致痛经及不孕，均可用溫經湯治療。 

 

1 溫經湯源流 
溫經湯始見於《金匱要略‧婦人雜病脈証並治第二十二》：「問曰：婦人年五十，所病下利數十日不止，暮

即發熱，少腹裏急，腹滿，手掌煩熱，唇口乾燥，何也？師曰：此屬帶下。何以故？曾經半產，瘀血在少腹不

去。何以知之？其証唇口乾燥，故知之。當以溫經湯主之」[1]。溫經湯原用於婦人臨近絕經期，日久下利不止，

此處下利應理解為下血，而非腹痛下利不止，婦人久有失血，裏虛且寒，血虛生熱而致諸症[2]。從條文中理解

到兩個重點：一為用方時應重視婦人年齡，為絕經期或生育後臨近絕經婦女，臟腑氣血陰陽皆發生重大變化，

即天癸竭，地道不通；二為「曾經半產，瘀血在少腹不去」，即婦人曾生育，其瘀血於宮內停聚，素有瘀血不

去，瘀血阻滯則新血不得歸經，而致寒氣內生，加重血瘀，出現口唇乾燥。司外揣內，此為內有血瘀的表現。

本用於婦人絕經期的溫經湯方，為何被眾醫家運用於治療育齡期之宮寒不孕呢？此因仲景於溫經湯用法處補充：

「亦主婦人少腹寒，久不受胎；兼取崩中去血，或月水來過多，及至期不來」，將溫經湯的運用擴大至胞宮虛

寒的婦人調經種子育胎中。曹穎甫亦於《金匱發微》中解釋到：「此為調經總治之方，凡不受孕，經水先期或

後期，或見紫黑，或淡如黃濁之水，施治無不愈者」[3]。可見溫經湯不但用於婦人絕經期半產後瘀血滯於胞宮，

更為調經種子之要方。 

宋代以前《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亦將溫經湯記錄在冊，其溫經湯與《金匱》溫經湯組方、適用症接近相同，

但煎服法上略有不同。《和劑局方》中要求溫經湯煎時以生薑後下，並應當空腹時熱服，與《金匱》的水煎服，

分溫三服相比，更能增加其溫經散寒之功。可見調整煎服法對整體方劑而言可起增效作用，欲要加強方劑溫經、

發汗之力則予熱服，若要避免方中藥物辛燥傷陰可予涼服。 

後世宋代陳自明亦於其著作《婦人大全良方》擬同名溫經湯用於：「若經道不通，繞臍寒疝痛徹，其脈沉

緊。此由寒氣客於血室，血凝不行，結積血為氣所沖，新血與故血相搏，所以發痛。譬如天寒地凍，水凝成冰，

宜溫經湯。」[4]《良方》溫經湯其病機與《金匱》相似，皆為子宮內有寒邪，與宿於宮中之瘀血相搏結，其後

產生疼痛繞臍，其根本均在於寒邪與血瘀為患。故兩方同義為溫經散寒，活血化瘀，使宮內瘀血得去，胞宮虛

寒得以溫養[5]。《良方》組成與《金匱》溫經湯大致相同，為《金匱》溫經湯去吳茱萸、阿膠、生薑、麥門冬、

半夏，增牛膝、莪術而成，其散寒之力不及《金匱》溫經湯，但其活血通經之力較峻，故後世稱為《良方》溫

經湯為小溫經湯，《金匱》溫經湯為大溫經湯。兩者區別在於，大溫經湯證中有瘀有寒而生虛熱，為寒熱錯雜，

虛實相兼之證，以寒最重，虛次之，瘀為輕，故組方功效以散寒之力重，袪瘀之力輕，故《醫宗金鑒》謂：「凡



胞中虛寒，一切經病，經來多，胞虛受寒，或因受寒過期不行，小腹疼痛者，宜大溫經湯」[6]。小溫經湯證則

表現為瘀甚、痛甚，因寒引起瘀血阻閉胞脈不通，未見氣血虧虛，故活血袪瘀之力重，而散寒之力較輕，更無

大溫經湯的補虛退熱滋陰之效。 

 

2 《金匱》溫經湯的組方特點 
2.1 組方嚴謹，寒溫並用 

《金匱》溫經湯以吳茱萸三兩，當歸、川芎、芍藥、人參、桂枝、阿膠、牡丹皮、生薑、甘草各二兩，半

夏半升，麥門冬一升組成。綜觀全方溫經湯之「溫」以吳茱萸、桂枝二藥為溫通之核心，吳茱萸散陽明中土之

寒，暖肝温胃而散寒，配以桂枝走營血分，助吳茱萸之溫散血中之寒而暖宮；而歸、芎、芍藥則來自四物湯方

中，以補血活血，三者性溫，可助桂、萸溫中之功，又助阿膠滋陰補血潤土，助血脈之充盈[7]。又以人參大補

元氣，配伍甘草、生薑守中，以補益脾土，脾得健運，則後天氣血生化有源，能滋養五臟而生氣血，氣血得充，

陰寒得化。最後以麥冬、丹皮、半夏，甘涼活血潤燥，半夏配伍麥冬一燥一潤，下氣降逆，丹皮活血涼血，退

去因虛而生的內熱，並可約束阿膠滋膩之性，三藥合用，以防上方藥過於溫燥，耗傷陰津而加重虛熱之候。全

方寒溫並用，收放有旨，剛柔並濟，共奏溫經散寒，活血補虛之功。 

胡希恕曾於經方用藥心得中提到，溫經湯證呈上熱下寒之勢，恰合厥陰病提綱，故治屬厥陰，若把全方拆

解，可為吳茱萸湯去大棗加桂枝溫中降逆，驅邪外出，吳茱萸於厥陰病中不主下氣除濕，而主溫經降逆止嘔也；

又用麥門冬湯去大棗以滋枯潤燥清上熱，補胃之虛；另以當歸、川芎、阿膠、丹皮、芍藥行瘀和血以調經脈、

溫下寒，以運用於婦人之病在厥陰兼血虛血瘀者[8]。 

2.2 升降相因，符合《圓運動》的特點  

清代名醫黃元禦曾於《四聖心源》[9]中敘述到：「陰陽未判，一氣混沌。氣含陰陽，則有清濁，清者升浮

而為陽，濁者主降而為陰，自然之性，陰陽異位，天地乃成。清濁之間，是謂中氣，中氣者，陰陽升降之樞紐，

所謂土也。」自分陰陽以來，自然界以升浮為陽，濁降為陰，中土位於陰陽之間，為升降出入之樞紐，而人生

於自然界中，定當效法自然，以主宰氣血生化之脾土為人體中軸。後人彭子益於黃師提出的理論基礎上拓展，

在《圓運動的古中醫學》[10]中正式提出以脾土為中軸的圓運動理論，認為：「中氣左旋則木火左升，中氣右轉

則金水右降，轉者由上而下，旋者由下而上。中氣如軸，四維如輪。軸運輪行，輪運軸靈」，金水與木火構成

左升右降之輪軸，脾主升，胃主降，調動中軸旋轉，中軸左旋形成溫熱之肝心，中軸右旋形成寒涼之肺腎，使

體內陰陽維持動態平衡。 

張仲景之溫經湯組方思路可予圓運動的思想詮釋，方中用吳茱萸，歸肝、脾、胃經，取其辛苦燥烈之性，

溫升肝氣，並降胃逆，既能使「木火升」，又能調動中焦脾胃之軸，僅此一味便能調動輪軸轉動[11]，故《本草

思辨錄》[12]亦云：「吳茱萸氣味苦辛而溫，性烈，於水火相亂之中，操持轉旋撥反之權，故能入肝伸陽戢陰而

辟寒邪」。又以當歸、川芎，溫暖升發，以培肝膽之木氣，助木火之升發；芍藥、阿膠滋潤收斂，防辛散之物

使肝疏泄太過，以上諸藥可調動左輪之木，使木火升發，又以約束，維護圓運動左升之軌跡。麥門冬性甘平滋

潤，補胃陰而生肺金，為培土生金之理，可斂肺降胃，半夏辛開肺結，苦降胃逆，二者相合，胃逆得降，可助

右輪肺金之斂降，並使心火下降於腎水，心腎得以相交則火不病熱，水不病寒。脾胃為圓運動之中軸，溫經湯

方中除溫經散寒，補益肝腎之品外，加入人參、甘草以大補中焦脾胃之氣，再配合生薑靈活走竄之性，帶動整

體輪軸轉動，全方可使人體「軸運輪行，輪運軸靈」。 



 

圖 1-1 五行中的圓運動 

 

 

圖 1-2 五臟中的圓運動 

 

 2.3 縱觀全方，應留半夏、麥冬 

後世醫家在研究《金匱》溫經湯時，曾多次提出對半夏、麥冬的運用的質疑，認為此二味藥物與溫經湯主

治的沖任虛寒証病機相悖[13]，一為其藥性無養榮袪瘀之效，對於本方溫經散寒袪瘀的主旨不能起加乘作用；二

為原文中「暮則發熱」、「手掌煩熱」為瘀血日久，鬱而化熱，不為傷陰津而生內熱，且病機中不存在陽明之

燥，不需以麥冬滋養胃陰；三為文中「下利」應理解為「下血」，無腹瀉便溏之主症，亦不存在胃氣上逆，無

須以半夏和胃降逆。故丹波元堅亦於《金匱玉函要略述義》[14]述：「此方半夏，其義難晰」。 

欲理解仲景方劑之立意，必須從整體出發，溫經湯方中半夏與麥冬扮演佐藥的角色，麥冬與阿膠配伍，頗

似後世「增液行舟」法的意味[15]。麥冬為純補胃陰之品，助阿膠補血養血，寄清熱潤燥於袪瘀之中，使被寒凝

而變稠的血液得以稀釋，則血瘀可隨血行而祛。半夏入脾、胃經，沖任之脈與足陽明胃經相通，沖為血海，脾

胃為水谷之海與氣血化生之源，故半夏之辛開苦降可引領諸藥之性於陽明之中，繼而到達沖任胞宮。方中半夏

並非起燥濕化痰，降逆止嘔之效，而是引藥歸經，佐藥達病所。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半夏、麥冬在溫經湯中发

揮麥門冬湯之作用，意在潤肺胃之燥而防吳茱萸、當歸等藥物溫燥傷陰。雖本方的病機為沖任虛寒兼有血瘀，

但在補益時應當符合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之法則，才能維持陰平陽秘。若陰津被傷，日后需耗費更多時間復舊，

故不難理解方中運用麥冬之義。再用半夏引經至下焦，使諸藥能走腎及心包以散寒暖胞，仔細品味方可理解仲

景立方之義。 

 

3 溫經湯治療不孕症現代研究 
3.1 病因病機 

生理情況下，男女雙方腎氣盛，天癸至，任通沖盛，女子月事以時下，男子精氣溢瀉，兩性相合，便可媾

成胎孕。女子不孕主要與腎氣不足，沖任氣血失調有關，假若胞宮虛寒，不能系胞，無論虛實，皆能使婦人難

以受孕。《傅青主女科》[16]中論述到：「婦人有下身冰冷，非火不暖，交感之際，陰中絕無溫熱之氣，人以為



天分之薄也，誰知是胞胎寒之極乎？夫寒冰之地，不生草木；重陰之淵，不長魚龍。今胞胎既寒何能受孕？雖

男子鼓勇力戰，其精甚熱，直射於子宮之內，而寒冰之氣相逼，亦不過茹之於暫，而不能不吐之於久也。」傅

青主以寒冰之地不生草木，重陰之淵不長魚龍來比喻婦人若胞中寒冷，即使能形成受精卵，亦難以正常生長和

著床。 

香港地處華南地區，氣候濕熱，香港女性長時間处於冷氣環境下，并習慣飲冰凍飲料及食生冷水果，寒氣

容易入侵體內，損傷脾胃，陽明胃脈與任衝二脈相通，造成胞宮虛寒，難以攝精成孕。 

3.2 研究進展 

（1）臨床病例顯示溫經湯善於治療月經不調引起的不孕症 

李雲霞[17]兩則病例分析，指出溫經湯治療沖任虛寒、瘀血阻滯型不孕的療效優異。王春霞、李永偉[18]通過

列舉溫經湯治療寒凝血瘀型不孕症兩例，總結出女性不孕若伴有痛經，其病機以寒濕凝滯最常見，溫經湯能奏

溫經散寒、祛瘀養血止痛之功，為此類型患者的首選方劑。 

（2）臨床實驗表明溫經湯治療不孕症有效且安全性高 

郭彩林[19]通過對78例黃體功能不全合併不孕症患者予地屈孕酮聯合金匱溫經湯的方法治療，研究表明此方

案可提高血清E2、P水準、增加子宮內膜厚度。宋占營[20]於對42例不孕症患者在方證對應的情況下應用溫經湯

加減治療，總有效率為83.33％，妊娠率為52.38％。喬偉[21]、衛飛[22]，分別對68例和52例不孕患者予口服《金

匱》溫經湯與使用克羅米芬和枸櫞酸氯米芬的治療作比較，得出溫經湯治療不孕症效果顯著，且與西藥治療相

比，患者產生不良反應的概率較低，安全性更佳。 

（3）現代研究表明溫經湯可提高受孕率 

劉俊峰、李昕[23]指出不孕症主要病因圍繞「虛、寒、瘀」三大要素，與溫經湯「溫、補、散、通」特點相

呼應，該文結合了范林[24]、後山尚久[25]等學者的現代醫學研究結果，得出溫經湯對於女性的排卵有雙向調節作

用。陳晴玥[26]則結合中西醫研究，總結出溫經湯能改善卵巢局部血供，降低血液黏稠度，從而解除寒凝時血管的痙

攣和收縮狀態，提高卵巢功能[27]，再通過提高患者體內的P水準，促進成熟的卵子排出[28]，從改善卵巢和內分泌

激素水準兩方面提高受孕率。 

 

4 討論 
溫經湯曾於三个医籍中記載，分別為《金匱要略》、《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及《婦人大全良方》。最早亦

是最具代表性的版本為《金匱》溫經湯，亦稱「大溫經湯」；《局方》中的溫經湯則保留大溫經湯的組方，煎

煮時改為生薑後下，空腹熱服；《婦人大全良方》中的溫經湯則以《金匱》溫經湯去吳茱萸、阿膠、生薑、麥

門冬、半夏，增牛膝、莪術而成，稱「小溫經湯」。三者區別在於大溫經湯以溫經散寒為主，寒重瘀輕，兼有

虛象的患者適用，《局方》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加強了散寒之功，而小溫經湯則以活血化瘀為主，用於寒輕瘀

重，而無陰虛之象的患者。 

《金匱》溫經湯的組成，既具有吳茱萸湯溫中降逆之效，又有麥門冬湯潤肺燥、補胃陰之功，并結合了芎

歸膠艾湯的補血養血與桂枝茯苓丸的活血化瘀。與此同時，溫經湯的組方體現了圓運動的特點，以吳茱萸、當

歸、川芎、芍藥等藥助木火左升，麥門冬潤肺金而助金水右降，以人參、生薑、甘草保護中焦輪軸，配合半夏

可升可降的特點，調動整個輪軸的運轉，使其輪運軸靈。屬於一個升降相因，靈活之方，既能溫經散寒，補虛

祛瘀，又可調動氣機升降，組方嚴謹且靈動。 

香港女性晚婚晚育，肝腎不足，又飲冷形寒，引致胞宮寒冷，無法種子孕育。笔者對血瘀、宮寒不孕患者，

以溫經湯治療，每多收到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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