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 序

只 為 中 醫太 美
我之所以摯愛中醫文化，只因為它真的很美。
幾千年的中華傳統文化浸潤濡養著中醫這棵寶樹奇葩，無論是基礎理
論，還是用藥治則，無不閃爍著哲學的思辨之美。作為中醫理論核心的整
體觀，不僅將人看作一個整體來考量，還將人置身於浩瀚宇宙，看成是自
然界中的一部分，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這正是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
體現。熱者寒之、寒者熱之、虛者補之等治則，以藥性偏頗來糾正人體偏
頗的原則，則展現了儒家智慧的光芒。五行的相生、相剋、相乘、相侮、
對立、制約與依存，看似玄而又玄，但又無處不反映著樸素的真理。七情
配伍，相使、相須、相惡、相殺，一方之中竟是排兵佈陣般的謹慎嚴密，
大氣渾然，每一方不知包蘊了多少哲理。
大道至簡，至簡則美。中醫所蘊含的道理是深刻的，但表現形式卻極
為簡單，其診斷、用藥都體現了至簡之美。老中醫看病，無須拍 X 光片，
不用做 CT 、 磁共振及各種程序複雜的檢查，藉助醫者的感官和手指的感
覺，通過望、聞、問、切就能查明病因，判斷病情。中醫用藥，雖然有很
多繁複的藥方，但也有許多簡便有效的單方、偏方和代藥的食方，將藥物
對人體的損害降到了最低。中醫將疾病和自然界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很多
藥物都是就地取材，隨手可得，一塊生薑、一綹香菜、一頭大蒜、一把食
鹽，在中醫師的手中都可能是最有效的治病良藥。中醫已經將「簡」的妙
處運用到了極致。
一藥一法盡得自然之美。傳統中醫取法自然，以事半功倍、至簡、至
效和對人體傷害最小為最終的追求。同樣治病，中醫也許是一帖膏藥、幾
次火罐、簡單的針灸就可以治癒，且不傷及人的根本。同樣用藥，中藥多

來源於自然界的動植物，煎煎煮煮，很少化學合成，對人體的不良反應也
大大降低。
中醫太美。這樣的瑰寶、國粹，應該推廣之，宣傳之，發揚之，讓更
多的人了解中醫，喜歡中醫，應該是每一個中醫人的責任和使命。
看到羅兄贈我的「《圖解中醫》系列叢書」，我的耳目為之一新，彷彿
看到了宣傳普及中醫的一片新天地。這套書的作者和策劃者們以普及中醫
理念為己任，以弘揚中醫文化為目標，將傳統的中醫內容用最為輕鬆活潑
的漫畫形式表現了出來，構思巧妙，匠心獨運。每一幅畫圖、每一段文字，
都力求最簡省、最通俗地表達深奧繁複的中醫理論，讓讀者不必再咀嚼拗
口的詞句，無須再琢磨難懂的話語，在興味和樂趣中感受中醫的真諦，獲
得快樂的閱讀體驗。
我相信這套書能如其「後記」所言，讓您在閱讀之後，「一定會為中醫
國粹的精湛神奇而感慨，一定會為古人的聰慧睿智而動容，為燦爛的中華
文明而心生一分自豪之情」，從而「生發出對中醫的研究之心、探索之意」，
甚至「能由此積極宣傳推廣中醫，讓更多的人來了解它，學習它，發掘它」。

梁冬

前 言

用 圖 解 解讀 中 醫
五千年歲月流轉，積累了中醫的博大內涵。
五千年千錘百鍊，鑄就了中醫的完備體系。
五千年大浪淘沙，沉澱出中醫的精粹風華。
五千年風雨滄桑，古老的中醫曾經擔負著中華民族繁衍昌盛的大任，
推動著華夏文明的車輪，轉動不息。
如今，隨著人們對健康的熱切追求，隨著中國文化影響力的不斷增
強，古老的中醫，歷久彌新，正煥發出更加迷人的風采和勃勃生機。
然而，正因其古老，會有許多生澀的語言詞彙讓人難以理解；正因其
古老，會有許多深刻的思想理論無法被人領悟。怎樣打破形式的束縛，突
破理解的障礙，讓中醫為更多國人所接受，讓中醫國粹真正走出國門，走
向世界，是中醫文化傳播者的當務之急。
深思熟慮之下，我們選擇了用鮮活生動的圖解來傳達中醫的精湛深
邃，化深奧晦澀為淺顯易懂，變生硬解釋為生動演繹。同時，圖解的幽默
元素，還會使讀者在感受中醫、學習中醫的餘韻之中，品味生活的歡愉和
閱讀的樂趣。
這，就是我們奉獻給您的用圖解完美解讀中醫的圖書─《圖解中醫》
系列叢書。
我們希望，這套叢書能為您敲開中醫的大門，能讓您有更大的熱情學
習這門古老的文化。我們也希望，這套書能突破國家的界限，超越語言的
阻障，跨越古今時空，飛越千山萬水，將古老而深邃的中醫文化撒播到每
個人的心田。
編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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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經絡的悉知之旅
兩 千 五 百 年 前， 中 國 誕 生 了 一 部 醫 學 巨 著 ─
《黃帝內
經》，在這部典籍中，一個重要的概念貫穿於全書，那就是
經絡。
經絡之學，源於遠古，服務而今，已成為中醫理論不可或
缺 的 核 心 之 一， 它 以 其 龐 雜 大 氣 而 意 會 勝 於 言 傳 的 神 秘 為
世人所嚮往，但卻不可知。
經脈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
起 。 一 針 一 灸 間， 便 能 決 生 死 、 處 百 病 、 調 虛 實 。 微 針 一
點，何以通經絡，安能調氣血？古老的醫學經歷千年洗禮，
一脈而承的精粹如何與今朝瞬息萬變的時代相融相合，相
輔相成？因為只有當古能為今用，白雲蒼狗的流逝才能藉
智慧為載體，成為萬古相傳的瑰寶。益於此時，利於後世。
存以謙恭謹慎之心，秉以授業解惑之願。在這裡，我們盡
己之所能，化龐雜為有序，以言傳曉意會，唯望能與讀者
一道，揭開古典經絡的神秘面紗，還原其本初之美，學而
樂之。

本書是作者對中醫表現形式的探索，不當之處敬請指正。

人體之中有條河
無源之水是不可能長久的，河水之所以能夠千年萬年川流不息，就是因為
有源頭，而人體經絡的源頭就是存在於人體腎臟的先天元氣。元氣可保護人
體不受病邪侵害，溫煦人體臟腑、肢節，推動經絡中的氣血運行；沒有了元
氣，那麼人體的氣血就會停止活動，生命就因此而終結。河道就是河水的通

河流上的大水庫 — 脾胃，氣血生化之源
人們往往在河流上建設大型水庫，從而起到調節水的
流量，為乾枯的河道提供充足的水源。

人體的脾胃通過對食物的運化，為
經絡這條「大河道」提供營養人體的
氣血。
圖解中醫 經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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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而人體的經絡則是運行氣血至臟腑、肢節的主要通道。河水在流經的地
域滋潤萬物，養護生命。而人體經絡中的氣血同樣會滋養所流經的人體肢節
與臟腑。

河流上的小水庫 ─ 人體經絡上的穴位
河流上的小水庫可以調控河流的水量，在乾旱枯水期可以補充河道中
的流水。
人體經絡上的穴位也同樣扮演著這樣的角色。人體經絡中的氣血衰微
時，臟腑功能會受到影響而生百病。

效果，但是費時較長，不能立竿見影，但是如果啟動

中醫經絡的悉知之旅

如果增補元氣，加強脾胃功能，雖然可以收到很好的
經絡上的穴位，補充並推動經絡中的氣血運行，則可
以使這一難題迎刃而解。

21

經絡腧穴
經絡如一個聯絡網，縱橫交錯，上下溝通，擔負人體內外各部分的聯絡作
用。穴位便是經絡上的各個有治療作用的點。針灸和按摩便是通過穴位和經
絡對人體的病症進行治療。

腧穴
指人體臟腑經絡之氣轉
輸或輸注於體表的特殊

經絡

部位。
腧穴是經絡的外屬部

指人體內氣血運行通路

分，是經絡的「驛站」和

的主幹和分支，也是聯繫

「窗口」，它既可反映經

體表和全身各部的通道。

絡所內連臟腑的疾病情

經絡包括經脈和絡脈。

況，又可將其接受到的
外來刺激信息傳輸到臟

圖解中醫 經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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腑，從而調節其功能。

經絡腧穴與針灸
經絡腧穴的起源與針灸密不可分。針灸是針法和灸法的總稱，針法源於
*

古代的砭石 ，灸法源於古代的用火。由於針灸的應用，人們產生了對經絡腧
穴的認識，並逐漸形成了一套獨立的理論體系。

針法，是用特製的金屬針，刺入患者的某些穴位以達到治病目的的治療手段。
針法源自遠古的砭石，砭石是針具的雛形和前身。
早在石器時代，先民們無意中發現，把石塊磨成各種形狀，用來刺
激身體的某些部位，居然可以解除病痛，這就是「針」的最早雛形。
後來，出現了骨針、竹針，再後來又出現了銅針、鐵針、金針、銀
針等。

灸法，是將燃燒著的艾絨溫灼穴位的皮膚表面，利用熱刺激
來治病的方法。
發明了火之後，人們發現利用燒灼的樹枝或石塊來熏烤肌
膚，可以治療某些寒性病痛或緩解病痛。這就是「灸」的前身。
是艾灸得以世代相傳。

* 砭石：古代用石針扎皮肉治病。

中醫經絡的悉知之旅

後來人們發現艾絨易於引火並燃燒緩慢，更適合用於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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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灸學發展史
經絡腧穴源自於針灸療法，對於經絡腧穴的研究也是伴隨著針灸學的起
源、形成和發展而逐步深化和系統化的。要探尋經絡腧穴學的發展須了解針
灸學的發展歷程。

魏晉

秦漢

流注偃側圖

*

24

肘後備息方

明堂

針炙甲乙經

難經

黃帝內經

五十二病方

足臂十一脈炙經

脈法

春秋戰國

砭石、骨針

陰陽十一脈炙經

遠古時代

圖解中醫 經絡篇
* 明堂，原指國君議政的場所。《黃帝內經》中假設黃帝坐明堂上與岐伯等臣子討論醫道，後來人們便稱經穴之學為「明
堂」，經絡學方面的著作被稱為「明堂經」，圖被稱為「明堂圖」。

明清

宋金元

隋唐

針炙逢源

醫宗金鑒．刺炙心法要訣

奇經八脈考

針炙大成

十四經發揮

針經指南

子午流注針經

銅人腧穴針炙圖經

聖濟總錄

太平聖惠方

黃帝內經明堂類成

備急千金要方

中醫經絡的悉知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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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前後期
根據已出土的考古文物來推測，我國在春秋戰國或更早的時期，就已經初
步形成了經絡腧穴的概念。例如，《足臂十一脈灸經》
《陰陽十一脈灸經》記載
有人體十一條經脈的循行、主要的病症和灸法，而《脈法》
《五十二病方》則提
到如何借助砭石治療疾病和灸法。

名

《五十二病方》
稱：

作

者：佚名

成書時期：西漢之前
地
圖解中醫 經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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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中國最古的漢族傳統醫學方書。

《五十二病方》雖然沒有明確記載腧穴的具體名稱和部位，但幾處描述的施灸部位已明顯縮小，從
某一條經脈到某一個部位，最後接近腧穴點的範圍，說明當時已經初步形成了腧穴的概念。

針灸學發展史

秦漢 —《黃帝內經》
《黃帝內經》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醫學典籍。《黃帝內經》以陰陽、五行、經
絡、精神、氣血等為主要內容，從整體觀角度闡述了人體生理病理、診斷要
領和防治原則，重點論述了經絡、腧穴、針法、灸法等，它的面世標誌著針灸
理論體系的基本形成。

名

《黃帝內經》
稱：

作

者：假託黃帝、岐伯所作

成書時期：戰國秦漢時期
地

位：我國現存最早的醫學典籍。它的面世標誌著針灸學理論體系的初步形成。《黃帝內經》

列舉了人體近四百個穴位、十四經絡的起止、部分穴位的名稱、骨度的尺寸、九針的運用、補瀉

《靈樞》* 分《經脈》
《經別》
《脈度》
《根結》等篇，較完整地論述了經絡腧穴理論、刺灸方法和臨床
治療等，對針灸醫學做出了較系統的總結，奠定了後世針灸學術的發展基礎。
《素問》也有相關內容的闡發和討論，如《脈解》
《皮部論》
《經絡論》
《骨空論》
《調經論》
《太陰陽明
論》
《陽明脈解》等。

中醫經絡的悉知之旅

的準則以及針刺方法的說明。

《黃帝內經》已經開始對腧穴進行分類，如各經的「脈氣所發」，五輸穴、原穴、絡穴、下合穴、
背俞穴等，並做了簡要的論述，反映了腧穴理論的早期面貌，對人體腧穴的認識從醫療實踐上升
到了理論的高度。
*《靈樞》：又稱《針經》
《九針》，共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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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 —《難經》*
《難經》進一步發揮了《黃帝內經》的精髓，在經絡理論方面，對奇經八
脈、經脈病後、十五絡脈等方面做了新的闡發，在腧穴理論方面則對八會穴、
原穴及五輸穴的五行配屬和治療作用等方面進行了論述和補充。《難經》對後
世中醫學理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名

《難經》
（《黃帝八十一難經》）
稱：

作

者：原題為秦越人（扁鵲）

成書時期：約為東漢前期
地

位：是繼《黃帝內經》之後的又一部中醫經典著作。

圖解中醫 經絡篇

《難經》首先提出「奇經八脈」這一名稱，並對其內容做了集中論述，補充了《黃帝內經》的不足。
《難經》首先提出「八會穴」的名稱，並具體記載了人體氣、血、筋、脈、骨、髓、臟、腑八者與八
穴的關係。
《難經》敘述了原氣通過三焦通達五臟六腑、十二經脈的分佈特點，提出「原穴」是原氣經過和留止
的部位，並在《黃帝內經》的基礎上補充了心經原穴，完善了原穴理論。
《難經》完善了各經五輸穴的五行配屬關係，解釋了其含義並指導其臨床應用，使之成為後世子午
流注法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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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經：難，有「問難」
「疑難」之意；經，指《黃帝內經》。難經，有「問難《內經》」之意。

針灸學發展史

魏晉時期 —《針灸甲乙經》
魏晉時期，皇甫謐編著的《針灸甲乙經》，記載各經穴位 349 個，不但將
「穴」與「經」聯繫起來，以經統穴，還通過交會穴的形式表現了各經間的關
係。對後世研究經絡與針灸臨床有很大的指導意義。

名

《針灸甲乙經》
（全稱《黃帝三部針灸甲乙經》，簡稱《甲乙經》）
稱：

作

者：皇甫謐

成書時間：魏晉時期
位：中醫史上現存最早的一部針灸專著。

《甲乙經》匯集《素問》
《針經》
（《靈樞》）
《黃帝明堂經》* 三部書並加以分類整理而成，其中 70 篇記
載了關於經穴的論述，是現存最早的針灸學專著和經穴專著，是繼《黃帝內經》之後對針灸學的又
一次總結。
《甲乙經》全書 12 卷、 1 2 8 篇，記載各經穴名 3 4 9 處，其中有交會關係的穴位 8 4 處，並說明穴位

中醫經絡的悉知之旅

地

尺寸、取穴法及針灸分寸壯數。
《甲乙經》以「頭身分部，四肢分經」的排列形式，對十四經穴進行整理和歸類，將基礎理論和針灸
治療內容集合成古代針灸學專著。

*《黃帝明堂經》：又稱《明堂孔穴針灸治要》，約成書於東漢的經穴專著，主要論述經脈的循行、孔穴的位置及疾病治療。
本書現已散佚，只能從《甲乙經》中間接了解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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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時期
隋唐時期的經濟文化得到了極大的繁榮，針灸學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在
唐代，針灸已經成為一門專科，針灸學得到了全面的發展。這一時期，孫思
邈、王燾、崔知保、楊上善等醫家對針灸學和經絡腧穴學做出了較大的貢獻。

要方
千金
備急

名

《備急千金要方》
稱：

作

者：孫思邈

成書時期：公元 652 年
地

位：中國最早的臨床百科全書。

隋唐時期，灸法極為盛行，其中王燾的《外台秘要》和崔知保《骨蒸病灸法》久負盛名。
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中繪製了五色的「明堂三人圖」，還首載阿是穴和指寸法。
圖解中醫 經絡篇

有阿是之法，言人有病痛，即令捏其上，若果當其處，不問孔穴，即得便成痛處即云阿是，灸刺
皆驗，故曰阿是穴也。
─《備急千金要方》卷 29
唐代楊上善彙編的《黃帝內經明堂類成》
（共 13 卷，僅存 1 卷），對經脈、腧穴已按氣血流注次
序排列，並對部分穴名做了釋義，開創了依照經絡確定穴位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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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銅人腧穴針灸圖經》與銅人
北宋醫官王惟一編撰成《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三卷，對經脈的循行和病候
進行增補，並大多註明經脈循行的穴位，同時對穴位及主治功能進行了重新考
證。他還主持鑄造兩座「銅人經穴模型」，統一了十二經脈和任督二脈的循經
位置，一改歷代經穴標準的亂象。

名

《銅人腧穴針灸圖經》
（又名《新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簡稱《銅人經》）
稱：

作

者：王惟一

成書時間：北宋時期
地

位：該書堪稱世界上第一部國家級經絡腧穴文字標準。針灸銅人是世界上最早的國家級

經絡穴位形象化標準。

正背屈伸人形尺寸圖，十二經脈與任、督二脈經穴圖，按手、足陰陽十二經及任、督二脈順序，
逐條經脈記述了經脈循行部位、走向、主病及其所屬經穴的位置。卷中，先列針灸避忌太乙圖，
繼按頭、面等身體部位及經穴排列次序，備述每一經穴的部位、主治疾病、針刺深淺、灸療壯
數和針灸禁忌。卷下，列十二經氣血多少及井、滎、輸、經、合五輸穴的穴名，又按手、足陰陽

中醫經絡的悉知之旅

《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共 3 卷，載有腧穴 354 個，與次年鑄成的針灸銅人模型相互配合。卷首，載

十二經次序，詳述各經脈在四肢的經穴部位、主治和針灸法等。下卷末另附「腧穴都數」
「修明堂
訣式」
「避針灸訣」三篇。其中「避針灸訣」是原書卷中「針灸避忌之圖」的文字說明；
「修明堂訣式」
是卷首正、伏、側三人圖臟腑形的說明，同時也是創製銅人的文獻依據；
「腧穴都數」很可能是製
銅人時點穴用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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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針灸大成》
明代，是針灸學發展的高潮期，針灸著述頗豐。例如李時珍的《奇經八脈
考》、楊繼洲的《針灸大成》、沈子祿等的《經絡全書》、高武的《針灸聚英》、
徐鳳的《針灸大全》等。其中《針灸大成》是明代以後流傳最廣的針灸典籍。

名

《針灸大成》
稱：

作

者：楊繼洲

成書時間：明代
地

位：是中國針灸學的又一次重要總結，也是明代以後流傳最廣的針灸典籍。

《針灸大成》共 10 卷。首論《黃帝內經》
《難經》中有關針灸的論述，其次有針灸歌賦選、經絡腧
穴、刺法針法、灸法、針灸證治、楊繼洲醫案和小兒按摩法等內容。
圖解中醫 經絡篇

本書主張針、灸、藥、摩並重。作者認為，致病原因不同、疾病的部位和性質不同，治療的方法
也應有所選擇。書中既有藥物、方劑歌訣，也有眾多艾灸方法，並且設按摩專卷。
本書豐富了針灸手法：書中總結了十二字口訣，並總括成簡明的「十二歌」；總結「下手八法」；
提出補瀉分「大補大瀉」和「平補平瀉」等治法。
本書豐富了選穴、配穴方法。作者發展了前人的透穴針法；重視選用經驗效穴與奇穴，書中專立
《經外奇穴》一節，論述了 35 個經外奇穴的名稱和主治。
《針灸大成》總結了前人關於針灸的主要學術經驗，收載了眾多針灸歌賦；重新考定了穴位的名
稱、位置，並附以全身圖和局部圖；闡述了歷代針灸的操作手法；記載了各種病證的配穴處方和
治療驗案。本書是中國針灸學的又一次重要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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