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醫 淺 談 中 風 及 針 刺 治 療
李俊廷醫師
中國古代其實就對中風有所認識，《醫學發明‧中風有三》：『中風者，非外
來風邪，乃本氣自病也。凡人年逾四旬，氣衰者多有此疾，壯歲之際無有也。若
肥盛則間有之，亦形盛氣衰如此。』；《醫學綱目‧論中風》：「中風皆因脈道不利
，血氣閉塞也。」這段話說明了古代人其實對於中風已經有所認識。而中風的臨
床症狀，在《千金要方‧治諸風方‧論雜風狀第一》：「中風大法有四：一曰偏枯，
二曰風痱，三曰風懿，四曰風痺。夫諸急卒病多是風。……偏枯者，半身不遂，
肌肉偏不用而痛，言不變，智不亂，病在分腠理之間。……風痱者，身無痛，四
肢不收，智亂不甚，言微可知，則可治；其則不能言，不可治，風懿者，奄忽不
知人，咽中塞，窒窒然，舌強不能言，病在臟腑。」因此，在治療上可以針對疏
通經脈為主的治療方式改善失語的情況。

一般針刺治療：
方針
風池
陽陵泉

方針解析
祛風，解表，清頭目，利五官七竅。可用於治療中風不語。
疏泄肝膽、清利濕熱、舒筋健膝。

合谷

疏散風邪，開關通竅。可以用來治療中風口噤。

頭點

對應頭、眼、耳、鼻、口、牙。因此可以治療上述相關的疾病。

曲池

疏邪熱，利關節，祛風濕，調氣血。

頂顳前斜線

可將全線分五等分，上 1/5 治下肢運動異常，如癱瘓、無力、關
節痛等；中 2/5 治上肢運動異常，如癱瘓、無力、關節痛等；下
2/5 治頭面部病證，如中樞性面癱、運動性失語、流誕、腦動脈
硬化等。

頂旁一線

腰腿病證，如癱瘓、麻木、疼痛等。

三陰交

補脾土，助運化，通氣滯，疏下焦，祛經絡風濕。

足三里

調理脾胃，和腸消滯，清熱化濕，降逆利氣，扶正培元。

一般而言臨床上，中風可以分為出血性中風與缺血性中風，所謂的出血性中
風就是太多的血液聚集在頭顱中，可能造成壓迫等狀況導致中風的情形；反觀缺
血性中風就是血液的灌流量不足，使得腦部的養分及氧氣不足所導致的中風現象
[1]。而根據統計顯示缺血性中風佔所有中風比例的 68%而出血性中風佔所有中
風比例的 32%[2]。而研究顯示中風是造成全世界人口死亡率第二高的原因和造
成失能的第三高的原因[3]。有研究指出，中風的發生率在高收入國家有逐漸下
降的趨勢，反觀在低收入國家則有增加的趨勢[4, 5]。而在性別方面，男性的中
風機率則高於女性，而直到 75 歲以上女性的中風機率才會高於男性[5]。

1

中風通常發展迅速（數秒到數分鐘），但亦可以是進程緩慢的一種症狀。部份病
人在中風初期會有輕微症狀，如：記憶減退、感受能力（聽覺、視覺等）衰退，
神智不清，行為異常;若未能盡快得到適當治療，可引發嚴重後果，對病人造成
不可逆轉的傷害。中風症狀和受損部位有關，因此症狀呈多樣性。缺血性中風，
通常只影響受阻動脈附近的腦組織。出血性中風影響局部腦組織，但由於出血及
顱內壓增高，往往也影響整個大腦。綜合病史，神經學檢查，以及發病危險因素，
醫生可以在確切原因尚未知曉之前快速診斷中風的解剖學性質（即哪一部分的腦
受影響）。
在英國，院前急救護理專業人員通常要迅速識別中風。如果懷疑中風，他們
通常使用「臉臂說」測試（FAST 測試），以評估中風的可能性[6, 7]：
1. 臉 - 看看臉部是否有任何下垂或肌肉張力喪失
2. 臂 - 要求病人閉眼，伸直手臂 30 秒-如果病人中風，您可能會看到一隻
手臂緩慢下移
3. 說 - 聽病人講話是否含糊，看他們能否回答簡單的問題（你在哪裡？您
貴姓？今天星期幾？）
中風主要的危險因素變量是高血壓和心房顫動。其他風險因素變量包括高血
膽固醇、糖尿病[8, 9] 、吸菸（主動和被動）、酗酒[10]和吸毒[11]，缺乏體力活
動，肥胖和飲食不健康[12]。酗酒可通過多種機制（例如高血壓，心房顫動，血
小板反彈和聚集及凝血）促進缺血性中風，顱內及蛛網膜下腔出血[13]。尚無高
品質的研究表明減肥，鍛鍊，減少酒精消費或戒菸的有效性[14]。然而，大量旁
證顯示，均衡飲食、鍛鍊、少吸菸和酗酒對預防中風有幫助。
而中風在中醫學上最早的紀載是出現在《黃帝內經》，其病名為「偏枯」、
「偏風」和「風痱」，這些都是在說中風半身不遂的狀況。其發病機理為正氣不
足，外風所中，即「正虛邪中」。所以中醫學認為中風的發生主因是在於患者平
素氣血虧虛，與心、肝、腎三個臟腑的失調有關，再加上憂思惱怒、房室勞累、
外邪侵襲等因素導致氣血運行受阻，筋脈失於濡養或肝陽暴張、陽化風動、血隨
氣逆、夾痰夾火、蒙蔽清竅而形成的上實下虛之證候。從臨床上來看，本病以內
因引發者居多[15]。而薄智云認為腹針是治療中風相當好的方式，他的臨床經驗
上顯示腹針是透過刺激腹部穴位調節臟腑失衡的方式，在目前的醫學環境下，中
風急性期大多是採用現代醫學的手段進行救治，等病情穩定後中醫才會介入，而
在這樣的治療模式下，他發現往往病程超過一年以上的利用傳統的體針有時候療
效不佳，反而是腹針還有相當高的顯效率。而他在治療中風後遺症的常用穴位
為：引氣歸元、腹四關、上下風濕點、商曲、大橫、氣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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