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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刺穴位深度研究》之重要性 

 

    任何醫療技術或藥品，在施用上有兩個重要條件，一是安

全性，二是療效。針灸在中國已有二千年的歷史，於 2010 年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認定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針灸自 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以來，在世界各地

逐漸風行。1996 年世界衛生組織（WHO）發布針灸為 64 種疾

病的適應症。然而，針刺亦有些施術時的危險或不良作用，「黃

帝內經」是最早探討針刺深淺與安全之典籍。《素問‧診要經終

論》即記載：「凡刺胸腹者，必避五臟。」 

    林昭庚教授為一資深中醫師，專長在針灸治療，多年來為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教授兼董事，著作頗豐，亦培育甚多中

醫後進。曾任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對中醫

之醫療、教育與研究，甚至政策影響力顯著。筆者認識林教授

已廿年，對其主編之「中西醫病名對照大辭典」（亦由國立中國

醫藥研究所出版）、「台灣中醫發展史」、「針灸學」（新編彩圖版，

知音出版社）、「針灸大成新解」（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繁體字

版，簡體字版書名為「新針灸大成」，由中國中醫藥出版社出

版），筆者認為皆有里程碑之意義。林教授在「針刺穴位深度研

究」著作亦令人肯定。 

    「針刺穴位深度研究」一書的特色在於縱貫古今中外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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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庚教授於針灸研究之偉大貢獻 

針灸療法是中醫學歷經千年臨床實踐後總結出的獨特治療

方法，為建立在經絡系統中醫理論上相當重要的診治技術，然

而現今針灸教學著作多著墨於穴位描述上，偏重穴位定位及穴

位主治，較少提及針刺角度、深度與方向的臨床意義。其實早

於《黃帝內經》即有明示針刺治療需注意針刺深淺並說明其害：

「疾淺針深，內傷良肉，皮膚為癰。病深針淺，病氣不瀉，反

為大膿。」 

林昭庚教授為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系第二屆畢業生，亦是台灣

第一位針灸博士及第一位台灣教育部審定的中醫教授，為中國

醫藥大學之傑出校友。林教授畢業後投入臨床醫學行列於榮總

針灸科服務，後派任至沙烏地阿拉伯，林教授以針灸治癒沙烏

地阿拉伯政府高層痼疾，並為沙國人民針灸，深受沙國人民的

信賴，而榮獲沙國最高榮譽－「金袍獎」；返國後林教授回饋母

校回到中國醫藥大學，不僅行醫濟世，並投注心力於臨床醫學

研究，教學指導提攜後輩不遺餘力，林教授本著愛護母校希冀

提升中醫藥學術研究之期許，先後捐助校務發展基金，並設立

三項獎學金以茲鼓勵：林昭庚博士令先嚴林江泗令先慈林陳怨

獎學金委員會，黃維三教授獎學金委員會及馬光亞教授中醫教

育基金會獎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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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包括典籍、各國教科書、當代期刊論文等等做系統性回

顧。從「黃帝內經」、「難經」、「針灸甲乙經」、「千金翼方」、「醫

心方」、「銅人腧穴針灸圖經」、「針灸資生經」、「濟生拔粹」、「扁

鵲神應針灸玉龍經」、「神應經」、「針灸聚英」、「針灸大成」、「針

方六集」、「類經圖翼」、「循經考穴篇」與「勉學堂針灸集成」

等歷代中醫針灸典籍。而當代研究的主要貢獻者即本書作者之

一——林昭庚教授。他於 1980-1982 年透過屍體解剖探究足膀

胱經穴位直刺安全深度。1987-1990 年進一步以電腦斷層掃描照

像術探討活人胸背各穴位之安全深度。1990-1994 年更進一步探

討不同性別或體型之「得氣深度」差異，以及「得氣深度與臨

床療效的相關性」。本書另有專章討論「兒童的穴位針刺安全深

度」。 

    綜而言之，本書就穴位針刺深度之當代國際研究進展，以

及中醫針灸典籍記載與台灣、大陸教科書內容做廣泛、詳細之

文獻探討，從中亦彰顯台灣之研究貢獻，特別是林昭庚教授領

導的團隊研究成果，在中醫師之臨床執業上有指導之價值，爰

此，特為之序。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  所長     

黃怡超  謹識 

201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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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之父」，中國中華醫學會中華醫史雜誌特別專文介紹林昭庚

教授，其研究受到海峽兩岸及國際學術界重視；1993 年經由李

登輝總統頒發總統文化獎，肯定其對傳統中醫藥之卓越成就及

貢獻；2003 年更榮獲中華民國最高榮譽，由總統題頒「功著杏

林」匾額一方，名垂中外。 

 

本書是林教授集結屍體解剖及電腦斷層掃描之穴位深度考

究多年研究成果之作，並指導其研究生李德茂自古今典籍與海

峽兩岸針灸專書進行穴位深度的交叉比對，而後進一步與研究

生余佳穎收集大陸、臺灣、美國、韓國、法國、德國與日本七

國針灸教科書比較探討其穴位深度的差異，並指導陳曉能醫師

利用電腦斷層掃描技術共同探討兒童腹部穴位安全深度，最後

由研究生劉育祺在林教授指導下將數年研究心血共同論著，獲

教育部國立中國研究所膺選為國家出版品，成為當代重要的中

醫藥學術著作，足堪彰顯本校及林教授對中醫卓越貢獻，林昭

庚教授實為本校之光榮，故樂之為序。 

 

 

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   董事長     

蔡長海    謹識 

20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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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中西醫結合研究論文排序第一，尤以林教授針

灸針刺止痛研究領先世界水準，更發表於國際期刊 PAIN 等雜

誌，以針刺止痛研究被引用次數最多，故美國芝加哥大學及梅

約醫學中心於 2008 年舉辦美國年度互補及替代醫學學術大會

Chicago Annual Conference On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CAM)，林昭庚教授受邀為首席演講貴賓，不僅讓來自

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對針灸醫學更加傾慕與嚮往，也因此美國

中醫藥雜誌向林教授提出 review paper 邀稿，其學術成果受國際

各界肯定，至今於國內外發表論文 297 篇（刊登於 SCI 期刊之

論文有 165 篇），並先後完成《新針灸大成》、《針灸學新論》、《中

西醫病名對照大辭典》、《新編彩圖針灸學》等 42 種著作，研究

成果豐碩斐然，其著作已成醫學院校之針灸教科書目。此外，

林教授更是悉心戮力於針刺深度之研究，由 1980 年間透過解剖

屍體探究穴位實際深度、推算安全深度，1987 年開始更是透過

電腦斷層掃描人體穴位安全深度，並根據性別及體型差異探究

針灸「得氣深度與臨床療效的相關性」，此乃臨床醫療的重大突

破。 

林教授窮盡畢生心力鑽研針灸相關研究，包括針灸止痛、針

灸深度與古今典籍融匯比較，縱貫古今學識豐厚，1994 年廈門

大學出版「針灸英傑―林昭庚博士」一書，用以表顯其對針灸

學術之貢獻；中國科技部科技中國雜誌更將林教授封為「針灸

針刺穴位深度研究.indd   5 2011/11/24   下午 05:40:36



林昭庚教授及其門生如李德茂教授與劉育祺醫師等人，還

作斷代與跨國文獻研究，對穴位各項深度作交叉比對，並在世

界衛生組織（WHO）制訂穴位深度的標準及量化時，提供甚多

專家意見，對臨床醫家與中醫教育水準之提升，貢獻甚巨。林

昭庚教授因為這些基礎研究以及之後的針刺止痛機制之探討，

被稱為「針刺安全深度研究之父」，允稱為本國中醫學界之國

寶，也是國際針灸學界的權威學者。 

「針刺穴位深度研究」一書係林教授及其研究團隊累積 30

來年之成果，今日得以面世，實係國內外學界之福，對針灸安

全與療效之提升更有實質之助益，在此敬表佩服之意。 

 

 

中國醫藥大學 校長     

黃榮村  謹識 

20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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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見卓識之穴位深度研究 

全球醫界都很想瞭解中醫、中藥、與針灸如何在當代主流

醫學之下，發揮其獨具特色的主要與輔助性角色，其中尤其是

針灸的作用機轉與其醫療效果，更是全球醫界想在現代科學的

基礎上，予以了解並發揚光大的古代醫術。 

但是針灸也是一種具有危險性的侵入性治療法，穴位針刺

的安全深度、得氣深度、與真正的有效深度，一直是歷代臨床

醫家念茲在茲之大事。林昭庚教授在中國醫藥大學完成全套的

中醫與西醫訓練，對神經解剖與神經生理的學問及技術，瞭然

於胸，在行醫之時深感針灸之成效需奠立在人體安全的基礎

上，才能全面發揮，因此自 1978 年起即開始研究穴位針刺的安

全深度與得氣深度，前者旨在避免危險後者則在提升可能的針

刺療效。其研究特色不祇在於採實體量測（包括屍體與活體），

以實際解剖穿刺或電腦斷層方式為之，復依年齡、性別、體重、

身高得出分組常模，包括有各種統計數值如平均數、標準差、

95%信賴區間、與具預測性之複廻歸方程式等。有了這些難得的

資料後，才使得研究真正的有效深度與針刺止痛機制等事，因

此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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灸治療安全性之規範，因此鼓勵同時擁有中西醫雙執照的吾輩

進行針刺安全性的探討。吾受到潘教授的啟發與支持，再加上

對於針灸學的喜愛，因此吾自 1978 年開始致力於穴位針刺安全

深度的研究。在碩士研究中探討人體背部膀胱經穴位直刺安全

深度，研究選用 80 具屍體，依不同的年齡、身高、體重、性別

分成新生兒組、成年正常體重組、成年過重或胖之體型組、成

年過輕或瘦之體型組，採用科學實證的方法，以探討穴位安全

深度，並利用統計及電腦處理，印證傳統中指同身寸法為針刺

深度指標的可行性和可靠性，此一研究結果極具臨床的實用價

值，並引起中醫界的重視，於 1985 年 7 月獲得世界中華醫藥學

術大會最佳論文獎。 

    但部分專家學者認為活體與屍體的組織厚薄因脫水程度等

因素而有不同，因此針刺深度也有差異。吾接受此項建議，於

1987 年的博士研究中，以電腦斷層掃描照相術探測不同性別、

不同體型的胸背部各經穴安全深度，確立國人胸背部各穴位的

針刺安全深度模式，進而建立指標。 

   探討臨床針刺安全深度之餘，吾認為臨床針刺時除了必須注

重安全性之外，針刺療效與是否「得氣」有很密切的關係，因

此對於「針刺得氣深度」的探討吾也相當注重，並於 1989 年開

針刺穴位深度研究.indd   8 2011/11/24   下午 05:40:49



自序－建立穴位安全深度之必要 

 

    針灸應用於中醫學臨床治療上已有數千年歷史，在中醫學

療法更有所謂的「一針二灸三用藥」，強調了針灸治療效果的迅

速性與重要性，且廣為現今世界各國所接受。但針刺療法是一

種侵入性治療方式，而掌握適當的針刺深淺為治療成功與否的

關鍵之一，因此《針灸大成‧卷六‧問針入幾分幾呼》強調：「不

如是之相拘。 蓋肌肉有淺深，病去有遲速，若肌肉厚實處，則

可深，淺薄處，則宜淺，病去則速出針，病滯則久留針為可耳。」

針刺深淺的決定，特別重視其安全性，若針刺不當或過深，將

引起各種針刺意外事故，嚴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安全，如《素問‧

刺禁論》所言：「臟有要害，不可不察。」 

    1977 年吾於臺北榮民總醫院擔任針灸科住院醫師時，在臨

床中觀察到因針刺不當所引起之各種針刺意外損傷，如出血、

血腫、針刺後疼痛等，此於臨床針灸治療中時有所聞，其中最

容易造成生命危險的針刺意外事故，如氣胸、血胸、內臟損傷、

脊髓損傷、腹膜炎等，每年總有數例發生。而潘念宗教授感於

中醫學之針灸療法的重要性，且對於維護人類健康有莫大的助

益，不應因發生針刺意外事故而埋沒其光環，必須推動建立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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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針灸教科書，比較探討其穴位深度的差異。 

    針灸教科書中的穴位深度記載一般以成人體型為基準，而

臨床穴位深度研究亦多以成人為主，現今以針刺手法治療兒童

疾病之情形越來越普遍，兒童與成人的體型差異甚大，因此也

必須注重其穴位針刺安全深度，吾便於 2004 年又指導吾學生陳

曉能醫師利用電腦斷層掃描技術共同探討兒童腹部穴位安全深

度，以供臨床應用參考，希望能減少針刺意外發生。 

    吾於 10 多年研究經歷，有感於穴位深度意義十分重要，需

將這些研究結果整合輯結成冊以利傳承，讓後世接續其針刺安

全性之精神，恰好於 2009 年劉育祺醫師進入研究所，吾指導其

對針刺深度研究進行回顧與統整，編寫《針刺穴位深度研究》

一書，內容除了包括吾人歷年來穴位深度之研究成果，並針對

各主題做延伸性的探討與補充嚴振國等其他學者的研究結果，

以利互相參考比較。 

    《針刺穴位深度研究》闡述從 1980 年到 2010 年代的穴位

深度研究結果，發現無論是歷代典籍、世界各國針灸教科書或

臨床研究的穴位深度探討，皆以本團隊之研究成果最為完整且

具有系統性。吾認為，穴位針刺安全深度的標準化及操作方式，

必須透過更有效率的方式進一步制訂，建議世界衛生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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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以人體不同性別及體型（胖、中、瘦）為樣本陸續探討了

背部、胸部諸穴的針刺得氣深度，隨後進一步討論得氣深度與

臨床療效之相關性。研究結果發現：不同性別及胖中瘦體型患

者，其各穴位平均得氣深度有顯著差異，且得氣針刺深度大部

分位於肌肉層，推論得氣與肌肉活動、收縮可能有相關性，但

仍需進一步探討。 

另外，吾考量穴位深度的記載在歷代典籍中有尺寸不等之

差異性，造成後世使用時容易產生困惑，吾認為穴位深度差異

實有釐清之必要，因此自 1993 年開始指導吾學生李德茂醫師對

《針灸甲乙經》、《針灸大成》、《勉學堂針灸集成》、《中

國針灸學概要》、《針灸科學》、《中西針灸科學》《新針灸

學》、《中國針灸學》、《腧穴學》、《針灸學》、《標準針

灸穴位圖冊》及《針灸學簡編》等古籍及海峽兩岸現代專書作

穴位深度的交叉比對。除此之外，世界各國的針灸教科書中所

記載的穴位針刺深度也不盡相同，為此吾於 2004 年進一步指導

學生余佳穎醫師收集大陸《針灸學》、台灣《針灸科學》、美國 A 

Manual of Acupuncture、韓國《鍼灸學集文堂》、法國 Dictionnaire 

Des Points D’Acupuncture、德國 Lehrbuch und Repetitorium 

Akupunktur、和日本《經絡經穴概論》、《はりきゅう理論》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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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林昭庚教授，為臺灣第一位中醫針灸博士，其中西醫學之

學識修養深厚，著述甚豐，先後完成《新針灸大成》、《針灸學

新論》、《中西醫病名對照大辭典》等四十二種著作，在國內外

發表針灸相關論文兩百九十七篇，其中 SCI 文章共有一百六十

五篇，具有豐富的臨床經驗，對中西醫界有著廣泛的影響，並

以其學術成就在臺灣獲獎，亦受國際學術界之肯定，曾於 1980

年榮獲沙烏地阿拉伯王國金袍獎、1990 年薩爾瓦多共和國總統

克里斯第雅尼頒發學術貢獻獎、1993 年獲李登輝總統頒發總統

文化獎、2003 年榮獲中華民國最高榮譽，符合褒揚條例第二條

第六款－有重要學術貢獻及著述，為當世所推崇者及第十一款

－對國家社會有特殊貢獻，足堪褒揚者之規定，呈 總統題頒

「功著杏林」匾額一方（總統令 華總二榮字第○九二○○一二

○六七○號），以表揚其對國家與中醫藥之重大貢獻，歷任總統

府國策顧問、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國立臺灣大學醫

學院教授、中國醫藥大學針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醫藥大學中

國醫學研究所所長，西班牙國立馬德里大學、澳洲國立維多利

亞大學、國立墨爾本皇家理工科技大學、廣州中醫藥大學等大

學客座教授及羅馬尼亞科學院榮譽院士、2008 年美國芝加哥大

學及 MAYO CLINIC 禮聘為傑出教授、首席特別演講貴賓等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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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召集各國針灸專家學者訂定針刺穴位深度的標準及量

化，以獲得多數學者的認同與提供臨床醫師的採用，且易於交

流。 

    在此，個人除了向所有參與編著《針刺穴位深度研究》之

專家學者致上由衷地感謝與敬意之外，也要特別感謝中國醫藥

大學針灸研究所陳易宏副教授、吳雅婷小姐、中國醫藥大學附

設醫院醫學研究部行政助理楊珮琪小姐的細心編校，使本書能

順利完稿；個人才疏學淺，為了發揚與繼承我國傳統醫學，不

揣淺陋完成《針刺穴位深度研究》，書中或有疏漏、錯誤之處，

尚祈海內外專家學者不吝賜教，並於再版時予以修正。 

 

林昭庚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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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佳穎醫師，畢業於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學研究所碩士

班，曾任職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針灸科總醫師，畢業論文即

為各國主要教科書針灸深度之比較，亦為臨床中醫師。 

    《針刺穴位深度研究》一書作者群均為林昭庚教授之學

生，他們藉由不同的觀點切入穴位深度之探討，如歷代典籍、

現代教科書、臨床研究與文獻回顧比較等，各有其特色，藉此

以呈現出穴位深度表現的多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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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達三十六項，現為中國醫藥大學專任教授、中華針灸醫學會

理事長。 

    劉育祺醫師，畢業於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碩士班，在學

生時代即對針灸有無比之熱忱，並發表許多與針灸相關之文

章，於學士畢業之後秉持對針灸研究的濃厚興趣，投入穴位深

度之回顧探討，在林昭庚教授的指導下完成此書的編輯。現任

職於新莊易元堂中醫診所主治醫師，中國醫藥大學推廣教育中

心講師，文化大學推廣教育中心講師，並擔任中華中醫學會理

事一職。 

    李德茂副教授，畢業於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學研究所博士

班，獲頒醫學博士學位。研究方面以中西醫臨床醫學、醫經醫

史、針灸科學、癌症機轉及基礎研究、骨質疏鬆機轉及基礎研

究為主要方向，在臨床上亦有多年傑出的貢獻。現任職於中國

醫藥大學中醫學系暨學士後中醫學系基礎學科主任，並擔任中

華針灸醫學會常務理事一職。 

    陳曉能助理教授，畢業於中國醫藥大學中西醫結合研究所

碩士班，本身為針灸專科醫師、兒科專科醫師、新生兒科專科

醫師和重症專科醫師等。過去曾擔任彰基兒科部主任、兒科醫

學會專科醫師甄審委員會委員、新生兒科醫學會祕書長和常務

監事等職。在穴位深度研究中，以影像醫學技術探討兒童針灸

安全深度為主，此外並有新生兒疾病論文共二十多篇。現任職

彰化基督教醫院兒科主任級醫師，彰基新生兒加護病房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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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國針灸教科書穴位針刺深度：分部論述中、台、英、

韓、法、德等國家針灸教科書之穴位深度比較。 

6. 穴位針刺安全深度及得氣深度的現代研究：統整目前的

穴位深度研究，論述穴位深度研究方法與材料的演進。 

7. 兒童的穴位針刺安全深度研究：藉由成長發育尚未完全

的兒童，以其不同於成人身體比例穩定性的個體差異探

討兒童穴位針刺安全深度，並以此強調穴位深度研究的

重要性。 

8. 討論與結論：針對第一章至第七章進行分析討論，並申

論穴位深度研究與臨床應用規範之重點，以供後人參

考。 

五、 本書為回顧性著作，歷經兩年蒐集穴位深度相關資料統

整編著而成，以供穴位深度研究與臨床參考。然資料蒐

集不易，難免有缺漏錯誤之處，且本書作者才疏學淺，

尚祈各位專家學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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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 《針刺穴位深度研究》綜合統整從古至今的穴位深度論

述，包括典籍、現代針灸著作、各國教科書、期刊論文

等，故以此為名。 

二、 《針刺穴位深度研究》全書共一冊，九萬餘字，參考並

引用六十部書籍，碩博士論文十九篇，期刊二百篇。 

三、 本書特點：蒐集針刺穴位深度資料與統整編寫，並於書

末提出穴位安全規範建議，以提供臨床應用參考，推動

後續學者深入穴位安全深度研究。 

四、 全書依序分成八章，分別為：  

1. 前言：主要介紹穴位深度的重要性，探討現今對於穴位

深度的的教育與研究不足之處，藉由此申明本書之目

的。 

2. 穴位深度剖析：介紹針刺深淺的中醫理論，並且論述穴

位深度的現代定義，以及穴位針刺深淺與療效關係。 

3. 穴位針刺深度的歷史演進：彙整歷代中醫針灸典籍記載

資料，比較從晉代至清代針灸醫書的穴位深度分析。 

4. 海峽兩岸現代針灸教科書穴位針刺深度探討：針對兩岸

針灸教學著作，列表比較針灸教科書內記載之針刺平均

深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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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針灸療法是前人經由長時間臨床實踐所總結出的獨特治療方法，為中醫

學的重要組成之一，在中醫治療上有著數千年的歷史。自從 1971 年中國大

陸發表針刺麻醉成功案例，尼克森總統於 1972 年參訪中國大陸後，將此訊

息散布到世界各地，從此之後許多國家對針刺療法興起了濃厚的興趣與研究

動機1, 2，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更在 1979 年發

布針灸 43 種疾病的適應症，又於 1996 年的義大利米蘭會議建議增加至 64

種；1995 年則公布了《針灸臨床研究規範》（Guidelines for Clinical Research 

on Acupuncture），由此可知，針灸研究與治療已受世人所重視3。 

    針灸治療原則建立在中醫經絡系統理論上，在辨證正確的原則之下，針

灸的療效取決於許多因素，由於其中的針刺治療具有侵入性，因此針刺穴位

時必須加以嚴格的規範，如安全操作上，WHO 於 1999 年接著公布《針灸基

本訓練及安全規範》（Guidelines on basic training and safety in Acupuncture），

而台灣在林昭庚教授推動下，行政院衛生署於 2004 年 4 月 29 日發布署授藥

字第０九三０００一七三０號公告【針灸標準作業程序】；正確取穴方面，

WHO 於 1989 年公告《國際標準針灸穴名方案》（Standard Acupuncture 

Nomenclature），另於 2008 年出版《西太平洋地區 WHO 標準針灸穴位》（WHO 

Standard Acupuncture Point Location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訂定 361

個標準穴位，林昭庚教授等所編著《新編彩圖針灸學》，即是根據中醫典籍

與 WHO 公布之標準穴位，針對中醫針灸教育所編寫的教科書；至於在針刺

                                                 
1林昭庚、鄢良：《針灸醫學史》（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5），頁 427。 
2吳根誠、曹小定：〈針刺療法走向世界的歷史與影響因素及幾點思考〉，《中西醫結合學報》1.4
（2003），頁 247-251。 

3林昭庚：《新編彩圖針灸學》（台北：知音出版社，2009），頁 71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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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刺中膽，一日半死，其動為嘔。」「刺頭中腦戶，入腦立死。」「刺缺盆

中內陷，氣泄，令人喘咳逆。」《黃帝內經素問‧四時刺逆從論》中也明白

指出：「刺傷人五臟必死。」  

    現代將針刺臨床意外分為物理性損傷、化學性損傷、生物性損傷和反應

性損傷等四類5。根據期刊統計，大陸地區自 20 世紀 50 年代至今，公開發

表的針刺意外文章共 312 篇，各類損傷達 1192 例，其中 52 例死亡，而針刺

過深傷及內臟共 238 例，死亡佔 39 例6。在物理性損傷中以氣胸最為多見，

在大陸 107 例臨床統計中氣胸占物理性損傷的 54.2%，於所有針灸意外中也

有 36.4% 5，這即是未掌握適當針刺方向與深度所導致的結果。在台灣至今

也有超過 100 個針刺造成氣胸的病例報告，及少數因針刺損傷脊髓和造成心

包填塞的個案7。德國針對接受針刺治療的 2 萬多個病人中進行前瞻性觀察

研究（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針刺意外以出血和血腫的發生率為

最多，而針刺過深造成的氣胸則有 2 例8；日本也有針刺治療頸部疼痛，因

針刺過深造成脊髓損傷致使皮節感覺喪失的個案9。由以上可知，針刺過深

所造成的意外是立即性的，輕者在一段時間之後可康復，重則有喪失生命的

危險，因此了解穴位的安全深度，對於臨床針刺工作者是為必須具備的知識。 

 

第二節 現今的針刺教育與研究 

    目前針灸教學與專著在穴位描述上，大多偏重於穴位定位與穴位主治

上，而較少提及針刺的角度、深度和方向的臨床意義，如前所述 WHO 所出

                                                 
5劉炎、張斌淵：〈針灸臨床意外 107 例分析〉，《針灸臨床雜誌》13.3（1997），頁 49-53。 
6張仁：〈針灸意外事故的歷史與現狀〉，《中西醫結合學報》2.4（2004），頁 306-313。 
7蕭博懷：〈從西方醫學內科教科書對針灸療效和併發症之介紹─對發揚針灸醫學之討論〉，《中華針

灸醫學會雜誌》6（2003），頁 109-112。 
8Witt CM, Pach D, Brinkhaus B, Wruck K, Tag B, Mank S, Willich SN, “Safety of acupuncture: results of 
a 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with 229,230 patients and introduction of a medical information and 
consent form.” Forsch Komplementmed, 16:2 (Apr, 2009), pp. 91-97. 

9Onda K, Honda H, Arai H, Uchiyama S, “Dissociated sensory loss caused by acupuncture injury to the 
cervical spinal cord.” Brain Nerve,60:10 (Oct, 2008), pp. 1187-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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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除上述兩項必須遵守之外，「針刺穴位深度」的掌控也必須拿捏恰

當，這是極受臨床醫家注重的要點之一，早在《黃帝內經靈樞‧本輸》即明

示在針刺治療時，必須知道針刺深淺：「凡刺之道，必通十二經絡之所終始，

絡脈之所別處，五輸之所留，六府之所與，合四時之所出入，五藏之所溜處，

闊數之度，淺深之狀，高下所至，願聞其解。」針刺深淺的探討也有詳細記

載，如《黃帝內經素問‧刺要論》中提到：「病有浮沉，刺有深淺，各至其

理，無過其道。」若無法掌握針刺深淺，《黃帝內經靈樞‧官針》則說明其

害：「疾淺針深，內傷良肉，皮膚為癰。病深針淺，病氣不瀉，反為大膿。」

晉代皇甫謐所著的《針灸甲乙經》更仔細記載了每個穴位的深度分寸。之後

的針灸典籍，如《針灸大成》、《針灸集成》等，一直到現代針灸教科書，穴

位針刺深度記載一直為重要且必須之內容，除了和療效有密切的關係之外，

安全性也是主要重點之一。此外，穴位針刺深度更受腧穴特性、患者體型、

穴位部位以及得氣與否等影響，其療效亦隨深度不同而有所改變4。 

 

第一節 古今中外的針刺過深意外 

    了解穴位針刺深度的必要性，首重於治療的安全性，也就是避免針刺意

外事故，從古至今皆然。最早的針刺過深意外醫案見於《三國志‧魏書‧方

伎傳》中描述東漢末年華佗所遇到的針刺導致氣胸案例：「督郵徐毅得病，

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管訖，便苦咳嗽，欲臥不安。』

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黃帝

內經》更詳細描述許多針刺過深的症狀表現，如《黃帝內經素問‧刺禁論》

提到：「刺中心，一日死，其動為噫；刺中肝，五日死，其動為語；刺中腎，

六日死，其動為嚏；刺中肺，三日死，其動為咳；刺中脾，十日死，其動為

                                                 
4林昭庚：《新編彩圖針灸學》，頁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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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療效的關係、針刺深度與針刺劑量關係等方面作有系統且持續的研究16，

此外，其團隊亦比較晉、明、清針灸醫書針刺深度與現代教科書的差異，並

探索各國教科書針刺深度的不同 3，這些成果已引起世界各國廣泛的注意與

討論。 

 

第三節 針刺穴位深度研究之目的 

    過去雖有許多學者針對穴位深度做了大量的研究，並有許多論文發表，

但仍有其不足的地方，如使用屍體去研究測量穴位深度，屍體經過處理之

後，其器官組織變化及皮膚厚度必然和活體有所差異；此外，若僅討論得氣

深度與有效深度，而忽略針刺過深將造成組織器官損傷，又有安全性的疑

慮；現代研究大多反覆討論某些危險穴位的安全深度，如風府、啞門等，其

餘穴位的探討明顯不足；至於以不同部位及活體討論穴位深度，其立論甚

佳，若能進一步統合各部位穴位深度探討內容，統計規範出臨床使用穴位的

安全深度，將對針刺治療安全性領域有甚大的貢獻。 

    在針刺穴位深度研究中，將會綜合從古至今的穴位深度論述，包括典

籍、現代針灸著作、各國教科書、期刊論文等，統整之後做一完整的論述，

並提出未來研究穴位安全深度的建議。希望可藉由此穴位深度之古今探討與

考證，加強針灸教育對穴位針刺安全深度的重視，並建議 WHO 將針刺安全

深度標準化，讓臨床針刺研究者有所規範和依據，醫師在臨床使用上可加以

參考，使得針刺治療能在安全性下考量下達到最佳療效。 

                                                 
16林端宜：〈林昭庚博士與針灸研究〉，《福建中醫學院學報》4.1（1994），頁 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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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西太平洋地區 WHO 標準針灸穴位》，僅有穴位定位法，卻無針刺治

療深度之描述，即便提到需注意穴位下有哪些重要組織器官，但對穴位深度

卻無詳細描述，此所造成的影響即為大部分的針灸學習者只注重穴位肌表的

定位，卻忽略穴位不僅為平面上一個點，而是一個區域，在人體內表現為一

立體空間。穴位針刺深度在臨床治療效果上的重要性，當毫針刺入穴位時，

不同深度和角度變化，稱之為「手法」，不僅決定得氣的快慢與療效強弱，

亦須避免意外事故的發生，因此在針刺安全基礎並達到治療效果的前提下，

必須依據身體上不同部位的腧穴、疾病輕重以及患者年齡、身高、體重等情

況來決定穴位針刺深度10, 11；至於人的高矮胖瘦不同，針刺深度不可用絕對

尺寸來表示，建議可改用同身寸表示12。 

    世界各國在針刺深度方面的研究不多，目前主要由海峽兩岸的學者逐步

發展，結合現代解剖學知識，運用現代科學儀器探求針刺深度問題。中國大

陸以上海中醫藥大學嚴振國教授、張建華教授等學者組成研究團隊，以屍體

穴位斷面切割研究為主，藉此了解穴位解剖型態、穴位立體空間與顯微結構

等，並推論其危險深度與安全深度的相關性13，近幾年來則開始發展相關電

腦軟體與醫學工程技術，企圖建立數位化的虛擬針灸教學14, 15。台灣則是由

中國醫藥大學林昭庚教授所帶領的研究團隊進行針刺深度研究，該研究探討

的範圍十分廣泛，針對不同性別、體型、成人與小兒等差異，分別運用屍體

解剖方式與活體電腦斷層掃描技術，在針刺安全深度、得氣深度、針刺深度

                                                 
10林咸明：〈針灸學習中的三個誤區〉，《浙江中醫藥大學學報》32.3（2008），頁 404-405。 
11林咸明：〈《刺法灸法學》中的幾個難點析疑〉，《針灸臨床雜誌》24.6（2008），頁 43-44。 
12周然宓：〈論《針灸學》中刺灸法的若干不足之處〉，《上海針灸雜誌》23.4（2004），頁 38-39。 
13邵水金、張建華、董豔：〈危險穴位針刺安全深度的研究—嚴振國教授的學術成果介紹〉，《上海

中醫藥大學學報》21.2（2007），頁 9-11。 
14劉紅菊、趙靜、嚴振國、莊天戈：〈基於虛擬人技術的風池穴視覺化研究〉，《針刺研究》29.4（2004），
頁 282-285。 

15孟向文、劉建衛、潘建明、高學全、郭義、陳澤林：〈數位人體穴位系統在腧穴學教學中的應用

研究〉，《江蘇中醫藥》40.12（2008），頁 72-73。 

針刺穴位深度研究.indd   5 2011/11/24   下午 05:41:45



  

其動為語。中肺三日死，其動為咳。中腎六日死，其動為嚏欠。中脾十日

死，其動為吞。刺傷人五臟必死，其動則依其藏之所變候，知其死也。」

《靈樞‧背腧》：「背中大腧，在杼骨之端…灸之則可刺之則不可。」 

《素問‧長剌節論篇》：「病在少腹有積，剌皮腯以下，至少腹而止。」 

說明：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黃帝曰：刺之有道乎？岐伯答曰：刺此者，

必中氣穴，無中肉節。中氣穴，則針游於巷；中肉節，即皮膚痛；補瀉反，

則病益篤。中筋則筋緩，邪氣不出，與其真相搏亂而不去，反還內著。用針

不審，以順為逆也。」因此對於腧穴部位的針刺安全性必須更加謹慎，因為

人體的頭頸、軀幹、四肢等各部位，有其不同的皮肉厚薄與組織結構，而臟

腑位置也各有所歸，所以必須了解穴位所在部位的結構與深層是否有重要臟

腑，以配合針刺深淺之變化，甚至不可針刺。 

    在內經中有許多篇章描述針刺刺中五臟的危害程度，嚴重甚至導致死

亡，更有《素問‧刺禁論》為針刺意外專論，描述易產生針刺傷害的危險部

位與症狀，如氣胸、眼盲、出血不止、跛行等。 

 

二、經脈 

《靈樞‧經水》：「足陽明，五藏六府之海也，其脈大，血多氣盛，熱壯刺

此者，不深弗散，不留不瀉也。足陽明刺深六分，留十呼，足太陽深五分，

留七呼。足少陽深四分，留五呼。足太陰深三分，留四呼。足少陰深二分，

留三呼。足厥陰深一分，留二呼。手之陰陽，其受氣之道近，其氣之來疾，

其刺深者，皆無過二分，其留皆無過一呼。」 

《靈樞‧陰陽清濁》：「清者其氣滑，濁者其氣濇，此氣之常也。故刺陰者，

深而留之，刺陽者，淺而疾之，清濁相干者，以數調之也。」 

說明： 

    經脈乃氣血運行之道路，但根據經脈各自所含氣血比例的不同，治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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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穴位深度剖析 

 

第一節 針刺深淺古典理論 

    《內經》是最早探討影響針刺深淺之因素與理論之典籍，內容十分豐富

且詳盡，自此後世對於針刺深度的闡述皆以此書為標竿，在現代臨床針刺治

療深度具有顯著指標性作用。以下根據《內經》原文與注釋1, 2, 3，加上前人

的見解4, 5, 6, 7, 8, 9, 10，將《內經》中針刺深淺之古典理論著述，包括腧穴局

部部位、經脈、個人特質、季節、病位、病性、脈象、針刺手法與各種針具，

說明如下： 

 

一、腧穴局部部位 

《素問‧診要經終論》：「凡刺胸腹者，必避五藏。」「刺避五臟者，知逆

從也。所謂從者，膈與脾腎之處，不知者反之。刺胸腹者，必以布憿著之，

乃從單布上刺，刺之不愈復刺。」 

《素問‧刺禁論》：「藏有要害，不可不察，肝生於左，肺藏於右，心部於

表，腎治於裏，脾為之使，胃為之市。鬲肓之上，中有父母，七節之傍，

中有小心，從之有福，逆之有咎。」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刺五臟中心一曰死，其動為噫。中肝五日死，

                                              
1﹝明﹞馬蒔著，王洪圖、李硯青點校：《黃帝內經素問注證發微》（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1999）。 
2﹝明﹞馬蒔著，王洪圖、李硯青點校：《黃帝內經靈樞注證發微》（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2000）。 
3王洪圖：《黃帝內經研究大成》（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中，頁 1157，1417-1454。 
4黃龍祥：《中國針灸刺灸法通鑒》（青島：青島出版社，2004），頁 50-53。 
5查煒：〈《內經》論針刺深度〉，《中醫文獻雜誌》4（1997），頁 11-12。 
6鄭少祥：〈《內經》論針刺深淺標準初探〉，《浙江中醫雜誌》32.4（1997），頁 148-149。 
7袁宜勤：〈針刺深淺初探〉，《湖南中醫學院學報》24.2（2004），頁 51-52。 
8任珊：〈對《內經》針刺深淺理論的探討〉，《河南中醫學院學報》20.1（2005），頁 22-23。 
9宋傑、杜豔軍：〈淺析“刺有淺深”〉，《湖北中醫雜誌》29.3（2007），頁 47-48。 
10孟立強：〈深淺之宜針之要道〉，《山西中醫學院學報》7.6（2006），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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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樞‧根結》：「氣滑即出疾，其氣澀則出遲，氣悍則針小而入淺，氣濇

則針大而入深，深則欲留，淺則欲疾，以此觀之，刺布衣者，深以留之，

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氣慓悍滑利也。」 

說明： 

    個人的體質差異和性情不同會影響到疾病發生與病程變化，並且疾病位

置也隨個人氣血之盛衰和皮肉筋骨之堅脆而改變，除此之外，針刺時也會影

響針刺後得氣的快慢，因此內經針對不同體型與形質的個體提出一套針刺深

淺標準： 

1. 體質強壯肥厚者：體質強壯肥厚、筋骨結實的人，氣血充盛且經氣充

足，但氣血循環凝滯不暢，因此針刺宜多宜深，且留針時間較長。 

2. 體質體弱瘦薄者：體質瘦弱、皮薄肉消的人，氣血衰少且經氣不足，

針刺容易脫氣傷血，因此針刺宜淺且留針時間須短。 

3. 嬰幼兒：肌肉柔嫩且脆弱，血少氣弱，因此針刺時當用較細的毫針淺

刺且快速出針。 

由此可總結出年壯之人和體質強壯肌肉豐厚者可針刺較深且留針時間較

長，嬰幼兒和體質瘦弱者針刺宜較淺且留針時間較短。 

    此外，《靈樞‧終始》考慮到害怕針刺者必須以淺刺留針治療，以緩和

其心情並在氣至達到療效後即可出針。而《靈樞‧根結》更考慮到因社經地

位與生活習慣不同，其體質變化也隨之影響針刺深淺差異。 

 

四、季節 

《素問‧診要經終論》：「故春刺散俞，及與分理，血出而止，甚者傳氣，

間者環也。夏刺絡俞，見血而止，盡氣閉環，痛病必下。秋刺皮膚，循理，

上下同法，神變而止。冬刺俞竅於分理，甚者宜下，間者散下。春夏秋冬，

各有所刺，法其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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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也不同，如《靈樞‧九針》內容所道：「陽明多血多氣，太陽多血少氣，

少陽多氣少血，太陰多血少氣，厥陰多血少氣，少陰多氣少血。故曰刺陽明

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陰出血惡氣，刺厥陰出血

惡氣，刺少陰出氣惡血也。」而針刺深淺與留針時間也會隨經脈不同而有所

改變，因此《靈樞‧經水》便說到：「十二經之多血少氣，與其少血多氣，

與其皆多血氣，與其皆少血氣，皆有大數。其治以針艾，各調其經氣，固其

常有合乎。」在內經條文中便以足陽明經多氣多血為針刺最深標準，依次訂

定其餘各經的針刺深度與留針時間。除此之外，並在《靈樞‧陰陽清濁》訂

定陽經宜淺刺和陰經宜深刺的針刺深度基本原則，但仍必須依照臨床病症調

整針刺深淺。 

 

三、個人特質 

《靈樞‧逆順肥瘦》：「年質壯大，血氣充盈，膚革堅固，因加以邪，刺此

者，深而留之，此肥人也。廣肩，腋項肉薄，皮厚而黑色，脣臨臨然，其

血黑以濁，其氣濇以遲，其為人也，貪於取與。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

其數也。黃帝曰：刺瘦人奈何。歧伯曰：瘦人者，皮薄色少，肉廉廉然，

薄脣輕言，其血清氣滑，易脫於氣，易損於血，刺此者，淺而疾之。黃帝

曰：刺常人奈何。歧伯曰：視其白黑，各為調之，其端正敦厚者，其血氣

和調，刺此者，無失常數也。黃帝曰：刺壯士真骨者，奈何。歧伯曰：刺

壯士真骨，堅肉緩節監監然，此人重則氣濇血濁，刺此者，深而留之，多

益其數。勁則氣滑血清，刺此者，淺而疾之。黃帝曰：刺嬰兒奈何。歧伯

曰：嬰兒者，其肉脆，血少氣弱，刺此者，以毫針，淺刺而疾發針，日再

可也。」 

《靈樞‧終始》：「春氣在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分肉，冬氣在筋骨，刺

此病者，各以其時為齊。故刺肥人者，以秋冬之齊，刺瘦人者，以春夏之

齊。」「淺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其神，氣至乃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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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無傷筋，刺筋者無傷骨。」 

《素問‧長剌節論》：「病在筋，筋攣節痛，不可以行，名曰筋痺，剌筋上

為故，剌分肉間，不可中骨也，病起筋炅，病已止。」「病在肌膚，肌膚

盡痛，名曰肌痺，傷於寒濕，剌大分小分，多發針而深之，以熱為故，無

傷筋骨，傷筋骨，癰發若變，諸分盡熱，病已止。」「病在骨，骨重不可

舉，骨髓酸痛，寒氣至，名曰骨痺，深者剌無傷脈肉為故，其道大分小分，

骨熱病已止。」 

《靈樞‧小針解》：「針太深則邪氣反沉者，言淺浮之病，不欲深刺也，深

則邪氣從之入，故曰反沉也。」 

《靈樞‧衛氣失常》：「夫病變化，浮沉深淺，不可勝窮，各在其處，病間

者淺之，甚者深之，間者小之，甚者眾之，隨變調氣，故曰上工。」 

說明： 

    病位隨著疾病種類不同與疾病發展階段變化而有表裡深淺的不同，因此

針刺深淺也應隨之改變。病位在表且病情較輕者，淺刺即可使病邪從表而

解，若深刺則會傷害到其他正常部位，甚則使邪氣陷入體內；病情在裡且病

情在重者，則必須深刺方可達到病所，若淺刺則療效不足。 

 

六、病性 

《素問‧針解》：「刺實須其虛者，留針陰氣隆至，乃去針也。刺虛須其實

者，陽氣隆至，針下熱乃去針也。經氣已至，慎守勿失者，勿變更也。深

淺在志者，知病之內外也。近遠如一者，深淺其候等也。」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諸急者多寒；緩者多熱；大者多氣少血；小者

血氣皆少；滑者陽氣盛，微有熱；澀者多血、少氣，微有寒。是故刺急者，

深內而久留之；刺緩者，淺內而疾發針，以去其熱；刺大者，微瀉其氣，

無出其血；刺滑者，疾發針而淺內之，以瀉其陽氣而去其熱；刺澀者，必

中其脈，隨其逆順而久留之，必先按而循之，已發針，已按其疝，無令其

血出，以和其脈；諸小者，陰陽形氣俱不足，勿取以針而調以甘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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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樞‧終始》：「春氣在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分肉，冬氣在筋骨，刺

此病者，各以其時為齊。」 

《靈樞‧本輸》：「春取絡脈諸滎大經分肉之間，甚者深取之，間者淺取之。

夏取諸俞孫絡肌肉皮膚之上。秋取諸合，餘如春法。冬取諸井諸俞之分，

欲深而留之。」 

《靈樞‧四時氣》：「四時之氣，各有所在，灸刺之道，得氣穴為定。故春

取經血脈分肉之間，甚者，深刺之，間者，淺刺之。夏取盛經孫絡，取分

間，絕皮膚。秋取經俞，邪在府，取之合。冬取井滎，必深以留之。」 

說明： 

    《靈樞‧本輸》提到：「此四時之序，氣之所處，病之所舍，藏之所宜。」

這是因為人與天地相應的「天人合一」觀念，四季變化產生的寒暑交替會對

人體陰陽氣血有一定的影響，而使經脈的氣血產生升降浮沉等變化。《素問‧

四時刺逆從論》：「是故邪氣者，常隨四時之氣血而入客也。至其變化，不可

為度，然必從其經氣，辟除其邪，除其邪則亂氣不生。」其中說明邪氣也會

隨著季節的不同，侵犯人體的不同深淺部位。因此臨床針刺治療時，必須根

據四季變化和疾病的關係而訂定針刺深淺，如春夏陽氣盛，氣血升浮，病邪

多在表，針刺宜淺；秋冬陰氣盛，氣血潛藏，病邪深伏於裡，針刺宜深。但

《靈樞‧本輸》和《靈樞‧四時氣》也進一步提醒仍必須考慮病性與疾病嚴

重程度而調整針刺深度劑量。 

 

五、病位 

《素問‧刺要論》：「病有浮沈，刺有淺深，各至其理，無過其道，過之則

內傷，不及則生外壅，壅則邪從之。淺深不得，反為大賊，內動五藏，後

生大病。」 

《素問‧刺齊論》：「黃帝問曰：願聞刺淺深之分。歧伯對曰：刺骨者無傷

筋，刺筋者無傷肉，刺肉者無傷脈，刺脈者無傷皮，刺皮者無傷肉，刺肉

針刺穴位深度研究.indd   11 2011/11/24   下午 05:42:08



  

脈。」因此必須先了解脈象的變化，才能決定下針的方向，包括針刺深淺的

決定。在病程中，脈象實者多為邪氣盛，此時針刺宜深，以出邪氣；脈象虛

者為正氣不足，則應針刺宜淺，以使精氣無外洩而利袪邪。此外，《靈樞‧

根結》提到脈象滑利者易得氣，所以針刺宜淺；脈象滯澀者則氣行不利，此

時針刺宜深。至於在急性病程須用瀉法者，以淺刺為主。 

 

八、針刺手法 

《靈樞‧官針》：「所謂三刺，則穀氣出者。先淺刺絕皮，以出陽邪，再

刺則陰邪出者，少益深絕皮，致肌肉，未入分肉間也；已入分肉之間，則

穀氣出。故刺法曰：始刺淺之，以逐邪氣，而來血氣，後刺深之，以致陰

氣之邪，最後刺極深之，以下穀氣。此之謂也。」「凡刺有五，以應五臟，

一曰半刺，半刺者，淺內而疾發針，無針傷肉，如拔毛狀，以取皮氣，此

肺之應也。二曰豹文刺，豹文刺者，左右前後針之，中脈為故，以取經絡

之血者，此心之應也。三曰關刺，關刺者，直刺左右盡筋上，以取筋痺，

慎無出血，此肝之應也；或曰淵刺；一曰豈刺。四曰合谷刺，合谷刺者，

左右雞足，針於分肉之間，以取肌痺，此脾之應也。五曰輸刺，輸刺者，

直入直出，深內之至骨，以取骨痺，此腎之應也。」 

說明： 

    三刺法是指在針刺進針時依天、地、人三部進針順序，即為進時先刺入

皮驅除邪氣，待氣至後再刺入肌肉以調整氣血，又待氣至後再刺入筋骨之間

以下穀氣的針刺方法，之後歷代醫家依此演變出各種補瀉手法，如呼吸補瀉

法等。五刺法是以肺主皮毛、心主血脈、脾主肌肉、肝主筋和腎主骨等相應

關係，而發展出針刺深淺不同的針刺手法，其針刺深度由淺至深順序為半刺

（肺）、豹文刺（心）、關刺（肝）、合谷刺（脾）、輸刺（腎）。《靈樞‧官針》

內尚有許多利用針刺深淺不同的針刺手法，如分刺是針刺直接刺進肌肉的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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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樞‧陰陽清濁》：「故刺陰者，深而留之，刺陽者，淺而疾之。」 

《靈樞‧終始》：「病痛者，陰也，痛而以手按之不得者，陰也，深刺之。

病在上者，陽也。病在下者，陰也。癢者，陽也，淺刺之。」「久病者，

邪氣入深。刺此病者，深內而久留之。」 

《素問‧長剌節論》：「治腐腫者剌腐上，視癰小大深淺剌，剌大者多血，

小者深之，必端內針為故止。」「病在肌膚，肌膚盡痛，名曰肌痺，傷於

寒濕。刺大分小分，多發針而深之，以熱為故。」 

說明： 

    疾病有陰陽、虛實、寒熱的分別，因此在針刺治療上必須注重補瀉、淺

深與徐疾的差異，在針刺深淺劑量上總結為病性屬陽者、寒證和虛證宜淺

刺；病性屬陰者、熱證和實證宜深刺。此外，依照病程長短不同也會影響針

刺深淺，《靈樞‧終始》提到久病者針刺宜深且留針時間宜長。而《素問‧

長剌節論》也提到依據不同疾病發展階段，其針刺深淺也不同。 

 

七、脈象 

《靈樞‧終始》：「補須一方實，深取之，稀按其痏，以極出其邪氣。一方

虛，淺刺之，以養其脈，疾按其痏，無使邪氣得入。邪氣來也緊而疾，穀

氣來也徐而和。脈實者，深刺之，以泄其氣；脈虛者，淺刺之，使精氣無

瀉出，以養其脈，獨出其邪氣。」 

《靈樞‧官針》：「脈之所居，深不見者，刺之微內針而久留之，以致其空

脈氣也。」 

《靈樞‧根結》：「氣悍則針小而入淺，氣濇則針大而入深，深則欲留，淺

則欲疾。」 

《靈樞‧熱病》：「熱病七日八日，脈口動，喘而短者，急刺之，汗且自出，

淺刺手大指間。」 

說明： 

    《靈樞．九針十二原》中提到脈診與針刺的關聯：「凡將用針，必先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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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經》共有八十一難，其中三十一難與針灸理論相關，進一步闡述並

發展了《內經》的針灸理論，對於經絡腧穴理論與針刺操作理論尤其精闢。

其中與針刺深淺相關的條文如下11, 12： 

《難經‧七十難》：「春夏者，陽氣在上，人氣亦在上，故當淺取之。秋冬者，

陽氣在下，人氣亦在下，故當深取之。」 

《難經‧七十一難》：「針陽者，臥針而刺之。刺陰者，先以左手攝按所針滎

俞之處，氣散乃內針。是謂刺榮無傷衛，刺衛無傷榮也。」 

    《難經‧七十難》主要承襲了內經於不同季節有不同針刺深淺理論，除

了針刺的深淺必須配合季節時令的變化而有所不同之外，並解釋因不同時令

氣候中人體經氣運行而有所變化，因此必須改變進針的深淺，說明針刺的深

淺要與天地陰陽相應，有益於提高針刺的療效。《難經‧七十一難》則是說

明根據病位的不同，針刺的深淺也跟著有所變化，仍與內經針刺深淺理論相

呼應。 

    東漢張仲景承襲《內經》、《難經》，發展出六經辨證學說，其理論重點

在於陰陽氣化功能層次分明。在三陽經中，太陽主開，陽明經主闔，少陽經

主樞；在三陰經中，太陰經主開，厥陰經主闔，少陰經主樞。其中「開」代

表經脈相對於皮膚淺表的部位，「闔」代表經脈相對於人體內部的深層，「樞」

則處於這兩者之間。因此根據六經確定病位深淺，在決定針刺深度上有重要

指導作用
13
。 

 

第二節 現代穴位深度 

    《素問‧刺要論》：「病有浮沉，刺有淺深，各至其理，無過其道，過之

                                              
11黃維三：《難經》（台中：中國醫藥大學出版，2005），頁 222-224。 
12張景明、陳震霖：〈《難經》對針法的貢獻〉，《時珍國醫國藥》20.3（2009），頁 747-748。 
13劉祝賀、宣麗華：〈六經辨證與針灸療法關係探析〉，《中華中醫藥學刊》26.4（2008），頁 880-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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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手法，毛刺為淺刺皮膚刺法，短刺針刺深度直達骨所等，這些內容皆影響

後代發展出許多複式補瀉手法。 

 

九、針具 

《靈樞‧九針十二原》：「九針之名，各不同形。一曰鑱針，長一寸六分。

二曰員針，長一寸六分。三曰鍉針，長三寸半。四曰鋒針，長一寸六分。

五曰鈹針，長四寸，廣二分半。六曰員利針，長一寸六分。七曰毫針，長

三寸六分。八曰長針，長七寸。九曰大針，長四寸。」 

《靈樞‧官針》：「凡刺之要，官針最妙，九針之宜，各有所為，長短大小，

各有所施也，不得其用，病弗能移。」 

《靈樞‧九針論》：「一曰鑱針者，取法於巾針，去末寸半，卒銳之，長一

寸六分，主熱在頭身也。二曰員針，取法於絮針，筩其身而卵其鋒，長一

寸六分，主治分肉間氣。三曰鍉針，取法於黍粟之銳，長三寸半，主按脈

取氣，令邪出。四曰鋒針，取法於絮針，筩其身鋒其末，長一寸六分，主

癰熱出血。五曰鈹針，取法於劍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熱

爭者也。六曰員利針，取法於氂針，微大其末，反小其身，令可深內也，

長一寸六分，主取癰痹者也。七曰毫針，取法於毫毛，長一寸六分，主寒

熱痛痹在絡者也。八曰長針，取法於綦針，長七寸，主取深邪遠痹者也。

九曰大針，取法於鋒針，其鋒微員，長四寸，主取大氣不出關節者也，針

形畢矣。」 

說明： 

    內經中說明古人製作不同的針具以適應各種疾病的治療，因此同一個部

位，隨著病症和使用針具功能的不同，其針刺深淺也有所不同。隨著科學技

術的發展，九針的概念可刺激針具發展往多樣化、精緻化與無痛化的方向改

變，但若從針刺安全性的角度思考，不同針具有其適合的針刺深淺，因此也

給針刺深淺問題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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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全深度 

林昭庚教授於 1982 年首先提出穴位「安全深度」理論，於〈探討人體

背部膀胱經穴位直刺安全深度〉論文中18，藉由屍驗解剖，依不同年齡、身

高、體重、性別，選用八十個屍體，分成新生兒組、成年正常範圍體重之體

型組、成年過重或肥胖之體型組、成年過輕或消瘦之體型組四組，探測背部

膀胱穴位由表皮至體壁層肋膜或腹橫肌膜的深度分別記錄和統計處理，並應

用電腦測其各組之平均安全深度（Mean）及其 95%可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C.I.），並以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檢驗各組平

均數差異度，同時以複迴歸（Multiple Regression）建立預測安全深度的迴歸

方程式。緊接著又在 1989 年率先以電腦斷層掃描攝影技術探討活人胸背部

穴位安全深度19，蒐集成年的男、女病患各 120 人，再依不同的身高、體重

分為過重、適中、過輕體型等交叉六組進行研究。胸部任脈穴位深度之測量，

自皮膚至胸骨柄之最短距離；背部督脈穴位深度之測量自皮表至脊髓柱後

緣；其他經脈之穴位均量取定位體表至胸腔肋膜層的距離作為穴位深度。以

各組為單位作組內各穴位之平均數與可信區間的計算；並分別對男、女性別

就胸、背部分別作組間變異數分析，檢驗各組平均數的差異度；另外再加上

t 檢定測試安全深度在性別上的異同，同時以複迴歸建立預測安全深度的迴

歸方程式。 

嚴振國教授也於 1996 年提出其安全深度理論，根據對於風府、啞門、

風池和睛明穴危險深度的研究 17，利用電腦統計軟體進行分析，得出頭頸部

安全深度公式為：安全深度=危險平均深度 x 80%。但於 2007 年〈危險穴位

                                              
18林昭庚：〈探討人體背部膀胱經穴位直刺安全深度〉（台中：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1981），頁 8。 
19林昭庚：〈電腦斷層掃描照相術探討人體胸背部各穴位安全深度之研究〉（台中：中國醫藥大學中

國醫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1），頁 10-14，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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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內傷，不及則生外壅，壅則邪從之。淺深不得，反為大賊，內動五臟，後

生大病。」由此條文可知針刺深淺對於療效有絕對的影響，若針刺過淺則會

擾動邪氣而使之活動更盛；針刺過深則直接傷害人體結構，甚至死亡。因此

針刺治療深度會隨著病性、病位、高矮胖瘦或季節等因素而有所不同，但根

本基礎建立在「各至其理，無過其道」，有一解釋稱「理」代表紋理之義，

可引申為為針刺深度14，即穴位的局部組織解剖構造，為訂定針刺深度多寡

的主要因素15；另一解釋則將「各至其理」中的「理」解釋為疾病在腧穴反

應中的層次，且這個反應層次將會受到病位、體質和季節等因素所影響，而

「無過其道」的「道」則主要是指針刺深度，也包含針刺手法等16。而古今

針灸典籍和教科書，規範腧穴的針刺治療深度，也大多是從針刺安全性出

發，至於其他影響針刺深度的因素，便是在此安全性規範中調整針刺治療深

度。 

    依現代研究與解剖學知識，針刺深度泛指一般毫針在穴位定位確定後，

所刺入肌膚的深度，其詳細內容可分為危險深度、安全深度、得氣深度、腧

穴深度等四類，分項定義論述如下： 

 

一、危險深度 

嚴振國教授於 1996 年發表〈頭頸部“危險穴位”針刺安全深度的研究〉17

文中，首次提出「危險深度」一詞。嚴教授利用淺點與深點來標定穴位危險

深度，淺點為穴位皮膚表面，深點則為針刺後將引起臟器損傷並離淺點最近

的點，因此定義危險深度為：「淺點與深點之間的最短距離。」 

                                              
14洪亞群：〈“各至其理”之義析〉，《山西中醫學院學報》9.3（2008），頁 5。 
15鄭少祥：〈《內經》論針刺深淺標準初探〉（1997），頁 148-149。 
16黃建軍、解秸萍、付平談：〈腧穴深度與針刺深度〉，《針刺研究》31.4（2006），頁 246-248，251。 
17嚴振國、張建華、顧洪川、毛根金、魏鴻熙：〈頭頸部“危險穴位”針刺安全深度的研究〉，《上海

針灸雜誌》15.3（1996），頁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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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而首次得氣深度為「最淺得氣深度」。至於穴位的臨床針刺深度，尤其

是肌肉豐厚處之穴位，則應該根據針刺穴位後首次得氣至最後得氣的範圍去

訂定，針刺時進行手法運用或留針皆應該在此範圍尋找最強針感。 

 

四、腧穴深度 

    黃建軍等人25則於 2006 年對於針刺安全深度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為得氣

是影響針刺療效的重要關鍵，而前人根據解剖學理論所推論出的「針刺安全

深度」不應為臨床所能參考的最佳穴位針刺深度，因此提出穴位針刺深度應

在「腧穴深度」範圍之內，至於「腧穴深度」範圍的定義，自針刺穴位開始

感到刺痛感後，一直到最佳得氣感的減弱或消失為止。但在摘要中「腧穴深

度」定義又為：「腧穴的深度及針刺深度應以腧穴位於體表的點至最佳針感

的深度為標誌。」因此其理論仍待商榷。 

    此外，黃建軍等人認為腧穴深度和針刺安全深度不同，而腧穴深度也多

小於解剖學理論定義推論的針刺安全深度，因此針刺的深度不應以針刺安全

深度為基準，並且提出腧穴深度才是決定針刺深淺的關鍵。 

 

第三節 穴位針刺深度與療效 

    根據古典針刺深淺理論，臨床上實施針刺治療時，應考慮患者體質強

弱、胖瘦、性別、年齡多寡、疾病位置、疾病性質、季節等不同因素，而有

不同的針刺深度，也就是說在療效的考量上，決定針刺劑量必須考慮適當的

針刺深度，因此汪機在《針灸問對》中說到：「古人治法，惟視病之浮沉，

而為刺之淺深。豈以定穴分寸為拘哉。」這就是在告誡施治者於臨床針刺治

療上，不可拘泥於書上所規定的穴位深度，必須依照病情程度施針，如患者

                                              
25黃建軍、解秸萍、付平談：〈腧穴深度與針刺深度〉（2006），頁 246-248，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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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刺安全深度的研究—嚴振國教授的學術成果介紹〉20文中提出的中等身材

成年人之頭頸部、胸腹部、腰背部等安全深度公式為：安全深度=危險平均

深度 x 70%。 

 

三、得氣深度 

    所謂「得氣」，近代又稱「針感」，其重要性直接關係到治療的效果，因

此《靈樞．九針十二原》直接指出：「刺之而氣不至，無問其數。刺之而氣

至，乃去之，勿復針。針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任其所，為刺之要。」得

氣的產生，是在醫者針刺穴位一定深度後，施行提插捻轉等行針手法，使局

部部位產生經氣感應，此時針下將有沉緊或沉澀的感覺，而患者會有酸、脹、

麻、竄等感覺。因此掌握適當的得氣深度，便可提高臨床療效。 

    根據林昭庚教授研究團隊於 1990 年代以人體不同性別，與胖、中、瘦

體型為樣本，共 107 人，探討背部與胸部諸穴得氣深度和臨床療效
21, 22, 23

，

研究發現無論不同性別或不同體型，得氣深度大部分在肌肉層，但和穴位電

阻無顯著差異，因此推論得氣與肌肉活動有可能之相關性，但仍進一步研究

討論。 

    郭澤新等24於 1996 年發表論文中，針對肌肉豐厚處常用穴位共 80 個，

如足三里、合谷等，進行針刺得氣實驗。針刺穴位首次得氣後再繼續刺入，

有超過一半的穴位再次得氣，因此提出「得氣」不可作為限制針刺深度的原

                                              
20邵水金、張建華、董豔：〈危險穴位針刺安全深度的研究—嚴振國教授的學術成果介紹〉，《上海

中醫藥大學學報》21.2（2007），頁 9-11。 
21林昭庚、黃維三、蔡輝彥：〈探討人體背部諸穴之得氣深度及探討得氣與電阻之相關性〉，《中國

醫藥學院研究年報》16（1990），頁 120-131。 
22林昭庚、黃維三：〈探討人體胸部諸穴之得氣深度及探討得氣與電阻之相關性〉，《行政院衛生署

中醫藥年報》8（1990），頁 1-14。 
23 Lin JG, “Studies of needling depth in acupuncture treatment.” Chin Med J (Engl), 110: 2 (Feb, 1997), 

pp. 154-156. 
24郭澤新、夏曉紅：〈“凡刺淺深，驚針則止”之我見〉，《中國針灸》1（1996），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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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髎、臂髎、阿是，常規針刺組深刺深度為 25-40 mm，淺刺組針刺深度為

7-13 mm，兩者的療效並無顯著差異34。而林昭庚教授35評估針刺治療坐骨神

經痛時的針刺深度，發現剛開始治療時必須深刺，但在治療過程中，隨著坐

骨神經痛症狀逐漸改善，而針刺深度也逐漸變淺，顯示出針刺深度必須依據

症狀輕重而有變化，代表針刺深淺與療效有相關性。常曉娟等36統整了有關

針刺深度與療效關係研究的文章，並進行分析與論述，發現同一疾病針刺相

同穴位，針刺深度不同，呈現出的療效大部分有差異性；而不同疾病針刺相

同穴位，則針刺深度與療效有關。由此可知，臨床症狀決定針刺深淺以達到

所需的療效，但仍需要更多的研究來探討針刺深度與療效的關係。 

 

第四節 依據身體不同部位之穴位深度探討 

    藉由古人經驗以及現代研究，可知在臨床上必須根據許多因素而靈活應

用針刺深淺治療疾病，所以《靈樞‧官針》提到：「始刺淺之，以逐邪氣，

而來血氣，後刺深之，以致陰氣之邪，最後刺極深之，以下穀氣。此之謂也。」

此為因應疾病過程變化而有不同針刺深淺，後世醫家更利用針刺深淺不同，

發展出許多針刺手法施行補瀉，如燒山火、透天涼。但再進一步思考，若我

們可以訂定出穴位針刺安全深度作為安全規範，並在此範圍內再根據歷代醫

家針刺深淺理論與現代研究理論來治療疾病，就像《素問‧刺齊論》說的：

「刺骨者無傷筋，刺筋者勿傷肉，刺肉者無傷脈，刺脈者無傷皮，刺皮者無

傷肉，刺肉者無傷筋，刺筋者無傷骨。」使得針刺治療在有療效的前提下，

確保其安全性。 

                                              
34陳力：〈常規針刺與短針淺刺治療肩周炎療效比較〉，《中國針灸》26.9（2006），頁 647-648。 
35CF. Wang, JG. Lin, “Evaluation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hi-acquisition depth and therapeutic effect,”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Researches, 16 (1994), pp. 41. 
36常曉娟、徐斌：〈針刺深度與療效關係的研究進展〉，《上海針灸雜誌》27.12（2008），頁 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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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疼痛程度不一，因此針刺深度也有所區別。原則上，嚴重疼痛針刺深度

宜深，輕度疼痛宜淺。 

    現代實驗室研究與臨床療效評估對於針刺深度與療效關係的探討，主要

是分析深刺或淺刺的療效，和一般常規針刺深度是否有差別，如在針刺治療

突發性耳聾臨床評估中，比較深刺 20-30 mm 和淺刺 10 mm 耳前三穴，耳門、

聽宮、聽會之後，評估聽力改善程度，結果發現深刺的療效較淺刺佳並具有

統計上的意義26；針刺太陽穴治療血管神經性頭痛，將針刺深度分為常規針

刺 10-15 mm 和深刺 45-60 mm 兩組，結果為深刺組療效較佳，在治癒率和

有效率的比較上都有統計顯著意義27；治療肥胖患者的便祕問題，選擇穴位

為天樞、大橫、水道、腹結，治療組針刺深度到達腹部肌肉層，對照組則僅

到脂肪與肌肉交界處，結果顯示無論是改善便秘療效或減肥效果，皆為治療

組較佳28，若僅用針刺天樞穴治療功能性便秘，仍是以深刺 1.0-2.5 寸較淺刺

0.2-0.3 寸療效佳29。其他深刺療效較優的臨床疾病研究中，還有腰椎間盤突

出30, 31、三叉神經痛等32，但不可因此而認為深刺治療疾病都有較好的效果，

也有其他研究指出深刺與淺刺兩者並無療效上的差別，甚至淺刺效果較佳，

如針刺環跳穴治療坐骨神經痛，淺刺組進針 0.5-1 寸深，深刺組進針 2-3 寸

深，兩組皆有療效，止痛效果為深刺組較佳，止麻效果則為淺刺組較佳，但

比較總有效率兩者並無統計上的差異33；對於針刺治療肩周炎，取穴為肩髃、

                                              
26張翠彥、王寅：〈深刺與淺刺治療突發性耳聾的療效觀察〉，《中國針灸》26.4（2006），頁 256-258。 
27孫朝輝、郝衛平、侯勤香：〈常規針刺與深刺太陽穴治療血管神經性頭疼療效觀察〉，《遼寧中醫

雜誌》36.10（2009），頁 1780-1781。 
28陳傑、徐非：〈減肥治療中便秘的針刺療效觀察〉，《四川中醫》23.11（2005），頁 97-98。 
29楊德莉、劉志順：〈深刺天樞治療功能性便秘療效觀察〉，《北京中醫藥》29.5（2010），頁 366-368。 
30蔣亞秋：〈腰椎間盤突出症針刺深度與療效關係的臨床觀察〉，《針灸臨床雜誌》21.9（2005），頁

2-3。 
31佘瑞平：〈強脊四穴深刺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療效觀察〉，《中國針灸》28.5（2008），頁 341-344。 
32張曉陽：〈深刺局部穴治療三叉神經痛療效觀察〉，《中國針灸》28.8（2005），頁 549-550。 
33朱國祥、程子剛：〈環跳穴不同深度刺法治療坐骨神經痛療效觀察〉，《中國針灸》11（1999），頁

679-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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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面部穴位群 

正面圖： 

 

 

側面圖： 

 

 

面部穴位（共 25 穴） 

督脈 素髎（GV25）、水溝（GV26）、兌端（GV27）、齦交（GV28） 

任脈 承漿（CV24） 

膀胱經 攢竹（BL2）、睛明（BL1） 

胃經 
承泣（ST1）、四白（ST2）、巨髎（ST3）、地倉（ST4）、大迎（ST5）、頰車

（ST6）、下關（ST7） 

大腸經 迎香（LI20）、口禾髎（LI19） 

膽經 瞳子髎（GB1）、聽會（GB2）、上關（GB3）、陽白（GB14） 

三焦經 耳門（TE21）、耳和髎（TE22）、絲竹空（TE23） 

小腸經 顴髎（SI18）、聽宮（SI19） 

 

 

 

 

針刺穴位深度研究.indd   22 2011/11/24   下午 05:42:53



  

    因此穴位針刺安全性的前提，即為預防針刺損傷身體臟腑與組織結構的

意外發生，所以在探討穴位針刺安全深度時，必須依照身體不同部位的解剖

組織構造和內部所含臟器，將人體分為十區：頭部、面部、頸部、肩部、胸

部、腹部、背部、腰部、上肢部與下肢部，並且根據不同部位探討各部位之

穴位針刺安全深度，這樣一來對於穴位安全針刺深度研究將更為嚴謹。各部

位穴位分布如表 2.1 至表 2.10 所示，並以圖表示穴位於人體上實際位置。 

表 2.1 頭部穴位群 

背面圖： 

 

側面圖： 

 

頭部穴位（共 39 穴） 

督脈 
神庭（GV24）、上星（GV23）、顖會（GV22）、前頂（GV21）、百會（GV20）、
後頂（GV19）、強間（GV18）、腦戶（GV17）、風府（GV16）、啞門（GV15）

胃經 頭維（ST8） 

膀胱經 
眉衝（BL3）、曲差（BL4）、五處（BL5）、承光（BL6）、通天（BL7）、絡卻（BL8）、
玉枕（BL9）、天柱（BL10） 

膽經 

頷厭（GB4）、懸顱（GB5）、懸釐（GB6）、曲鬢（GB7）、率谷（GB8）、天衝

（GB9）、浮白（GB10）、頭竅陰（GB11）、完骨（GB12）、本神（GB13）、頭

臨泣（GB15）、目窗（GB16）、正營（GB17）、承靈（GB18）、腦空（GB19）、
風池（GB20） 

三焦經 角孫（TE20）、顱息（TE19）、瘈脈（TE18）、翳風（TE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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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肩部穴位群 

      背面圖： 

 

 

 

 

 

肩部穴位（共 12 穴） 

大腸經 肩髃（LI15）、巨骨（LI16） 

小腸經 
肩貞（SI9）、臑俞（SI10）、天宗（SI11）、秉風（SI12）、曲垣（SI13）、肩外俞

（SI14）、肩中俞（SI15） 

膽經 肩井（GB21） 

三焦經 肩髎（TE14）、天髎（TE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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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頸部穴位群 

正面圖： 

 

 

側面圖： 

 

 

頸部穴位（共 9 穴） 

任脈 廉泉（CV23） 

胃經 人迎（ST9）、水突（ST10）、氣舍（ST11） 

大腸經 天鼎（LI17）、扶突（LI18） 

小腸經 天容（SI17）、天窗（SI16） 

三焦經 天牖（T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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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腹部穴位群 

正面圖：   側面圖： 

腹部穴位（共 52 穴） 

任脈 

鳩尾（CV15）、巨闕（CV14）、上脘（CV13）、中脘（CV12）、建里（CV11）、

下脘（CV10）、水分（CV9）、神闕（CV8）、陰交（CV7）、氣海（CV6）、石門

（CV5）、關元（CV4）、中極（CV3）、曲骨（CV2）、會陰（CV1） 

腎經 

幽門（KI21）、通谷（KI20）、陰都（KI19）、石關（KI18）、商曲（KI17）、肓

俞（KI16）、中注（KI15）、四滿（KI14）、氣穴（KI13）、大赫（KI12）、橫骨

（KI11） 

胃經 

不容（ST19）、承滿（ST20）、梁門（ST21）、關門（ST22）、太乙（ST23）、滑

肉門（ST24）、天樞（ST25）、外陵（ST26）、大巨（ST27）、水道（ST28）、歸

來（ST29）、氣衝（ST30） 

脾經 腹哀（SP16）、大橫（SP15）、腹結（SP14）、府舍（SP13）、衝門（SP12） 

肝經 急脈（LR12）、章門（LR13）、期門（LR14） 

膽經 
日月（GB24）、京門（GB25）、帶脈（GB26）、五樞（GB27）、維道（GB28）、

居髎（GB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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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胸部穴位群 

      正面圖： 

      側面圖： 

 

胸部穴位（共 30 穴） 

任脈 
天突（CV22）、璇璣（CV21）、華蓋（CV20）、紫宮（CV19）、玉堂（CV18）、

膻中（CV17）、中庭（CV16） 

腎經 
俞府（KI27）、彧中（KI26）、神藏（KI25）、靈墟（KI24）、神封（KI23）、步廊

（KI22） 

胃經 
缺盆（ST12）、氣戶（ST13）、庫房（ST14）、屋翳（ST15）、膺窗（ST16）、乳

中（ST17）、乳根（ST18） 

脾經 大包（SP21）、周榮（SP20）、胸鄉（SP19）、天谿（SP18）、食竇（SP17） 

膽經 淵液（GB22）、輒筋（GB23） 

肺經 雲門（LU2）、中府（LU1） 

心包經 天池（P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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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腰部穴位群 

 

腰部穴位（共 23 穴） 

督脈 懸樞（GV5）、命門（GV4）、腰陽關（GV3）、腰俞（GV2）、長強（GV1） 

膀胱經 

三焦俞（BL22）、腎俞（BL23）、氣海俞（BL24）、大腸俞（BL25）、關元俞（BL26

）、小腸俞（BL27）、膀胱俞（BL28）、中膂俞（BL29）、白環俞（BL30）、上髎（

BL31）、次髎（BL32）、中髎（BL33）、下髎（BL34）、會陽（BL35）、肓門（BL51

）、志室（BL52）、胞肓（BL53）、秩邊（BL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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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背部穴位群 

 

背部穴位（共 30 穴） 

督脈 
大椎（GV14）、陶道（GV13）、身柱（GV12）、神道（GV11）、靈臺（GV10）

、至陽（GV9）、筋縮（GV8）、中樞（GV7）、脊中（GV6） 

膀胱經 

大杼（BL11）、風門（BL12）、肺俞（BL13）、厥陰俞（BL14）、心俞（BL15）

、督俞（BL16）、膈俞（BL17）、肝俞（BL18）、膽俞（BL19）、脾俞（BL20）

、胃俞（BL21）、附分（BL41）、魄戶（BL42）、膏肓（BL43）、神堂（BL44）

、譩譆（BL45）、膈關（BL46）、魂門（BL47）、陽綱（BL48）、意舍（BL49）

、胃倉（BL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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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續 

上肢部穴位（共 61 穴） 

肺經 
少商（LU11）、魚際（LU10）、太淵（LU9）、經渠（LU8）、列缺（LU7）、

孔最（LU6）、尺澤（LU5）、俠白（LU4）、天府（LU3） 

心包經 
中衝（PC9）、勞宮（PC8）、大陵（PC7）、內關（PC6）、間使（PC5）、

郄門（PC4）、曲澤（PC3）、天泉（PC2） 

心經 
少衝（HT9）、少府（HT8）、神門（HT7）、陰郄（HT6）、通里（HT5）、

靈道（HT4）、少海（HT3）、青靈（HT2）、極泉（HT1） 

大腸經 

商陽（LI1）、二間（LI2）、三間（LI3）、合谷（LI4）、陽谿（LI5）、偏歷

（LI6）、溫溜（LI7）、下廉（LI8）、上廉（LI9）、手三里（LI10）、曲池

（LI11）、肘髎（LI12）、手五里（LI13）、臂臑（LI14） 

三焦經 

關衝（TE1）、液門（TE2）、中渚（TE3）、陽池（TE4）、外關（TE5）、

支溝（TE6）、會宗（TE7）、三陽絡（TE8）、四瀆（TE9）、天井（TE10）、

清冷淵（TE11）、消濼（TE12）、臑會（TE13） 

小腸經 
少澤（SI1）、前谷（SI2）、後谿（SI3）、腕骨（SI4）、陽谷（SI5）、養老

（SI6）、支正（SI7）、小海（S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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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上肢穴位群 

          正面圖：  

 

          背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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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續 

下肢部穴位（共 80 穴） 

肝經 
大敦（LR1）、行間（LR2）、太衝（LR3）、中封（LR4）、蠡溝（LR5）、中都（LR6）、

膝關（LR7）、曲泉（LR8）、陰包（LR9）、足五里（LR10）、陰廉（LR11） 

脾經 
隱白（SP1）、大都（SP2）、太白（SP3）、公孫（SP4）、商丘（SP5）、三陰交（SP6）、

漏谷（SP7）、地機（SP8）、陰陵泉（SP9）、血海（SP10）、箕門（SP11） 

腎經 
湧泉（KI1）、然谷（KI2）、太谿（KI3）、大鍾（KI4）、水泉（KI5）、照海（KI6）、

復溜（KI7）、交信（KI8）、築賓（KI9）、陰谷（KI10） 

胃經 

厲兌（ST45）、內庭（ST44）、陷谷（ST43）、衝陽（ST42）、解谿（ST41）、豐

隆（ST40）、下巨虛（ST39）、條口（ST38）、上巨虛（ST37）、足三里（ST36）、

犢鼻（ST35）、梁丘（ST34）、陰市（ST33）、伏兔（ST32）、髀關（ST31） 

膽經 

足竅陰（GB44）、俠谿（GB43）、地五會（GB42）、足臨泣（GB41）、丘墟（GB40）、

懸鐘（GB39）、陽輔（GB38）、光明（GB37）、外丘（GB36）、陽交（GB35）、

陽陵泉（GB34）、陽關（GB33）、中瀆（GB32）、風市（GB31）、環跳（GB30）

膀胱經 

至陰（BL67）、通谷（BL66）、束骨（BL65）、京骨（BL64）、金門（BL63）、

申脈（BL62）、僕參（BL61）、崑崙（BL60）、跗陽（BL59）、飛揚（BL58）、

承山（BL57）、承筋（BL56）、合陽（BL55）、委中（BL40）、委陽（BL39）、

浮郄（BL38）、殷門（BL37）、承扶（BL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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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下肢穴位群 

正面圖： 

 

背面圖： 

 

側面圖： 

針刺穴位深度研究.indd   33 2011/11/24   下午 05:43:36


	針刺穴位深度研究_ok-1
	針刺穴位深度研究_ok-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