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督循行與馬丹陽天星十二穴

廖桂聲中西醫師104.10.01
曾 任：中國醫藥學院中醫學系 80年6月畢業
1.西醫師考試及格 81年
2.醫療職系高考公職醫師科考試及格 82年
3.中西整合醫學專科醫師甄試合格 87年
現 任：
1.現任桃園廖桂聲中醫診所院長 中西醫師
2.前台北市立陽明醫學院中醫科兼任主治醫師

3.前省立基隆醫院中醫部主治醫師及復健科醫師
4.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顧問
5.中華民國中西整合專科醫師
6.台北市立聯合醫院仁愛院區兼任主治醫師
7.國立臺灣大學獸醫系擔任中草學課程講師



經脈的作用

靈樞本藏篇云：「經脈者，所以行氣血，而營
陰陽，濡筋骨、利關節者也。」，蓋經者徑
也，像徑路之無所不通，絡者羅也，像網羅之
包羅連接；經脈與絡脈互相聯絡與溝通，因而
構成全身各部之整體聯絡網。人體之五臟六
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竅，以及肌肉毛髮，各
組織器官之間，因有經絡為之聯繫，在日常生
活之中，始能進行有機而整體之活動，保持均
衡而協調之關係。



中國傳統醫學及世界各國醫學體系最大不同，就是中醫發
展出自己一套完整的經絡穴位學說，這套學說使的中醫人體
生理形成一完整小世界，借經絡流通氣血溝通穴外而能運動
四肢，滋潤皮毛，肌腠，協調臟腑陰陽，使五官的機能得以
發揮，中醫經絡學說中將人體經絡分成十二正經(手足三陰三
陽)及奇經八脈，十二正經內連臟腑，外絡肢體，營衛循行如
環無端，而外界的訊息也借經絡穴位傳遞給內在管控中心(大
腦及五臟六腑)，而使人體內在不斷微調，使人體達到一種恆
定的狀態，就是中醫所謂陰陽平和，陰平陽密的狀態，如外
界刺激超過人體所能調適則陰陽失衡就會產生疾病，而中醫
借由針、灸、按摩，其中適當穴位糾正人體氣血使內在陰陽
重新達到平衡。



經絡穴位在中醫理論中不但是氣血通道，也是一協調
管制的關卡，所以借針、灸、按摩刺激穴道，改變循
環不但能治療疾病，維持健康，甚至借導引按蹻(也
就是氣功、體操、運動、按摩)改善經絡氣血循行而
達到卻病延年，健康長壽的目的。針灸現在屬醫療行
為，必須由醫師操作，但按摩、刮痧等是人人可做，
今天介紹一些經絡穴位給各位，經絡穴位的運用基本
上必需了解經絡循行大概的位置，穴道的所在，及其
功效，但於時間關係就不特別說，今天只介紹幾個常
用穴位給各位，作為日常保健之用。



十二經絡循行

（手太陰肺經→手陽明大腸經→足陽
明胃經→足太陰脾經）→（手少陰心
經→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
足少陰腎經）→（手厥陰心包經→手
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膽經→足厥陰肝
經）。



奇經八脈

不與臟腑直接連屬，無陰陽經表裏配屬之
關係，乃古人於十二正經之外，發現又另
有八脈之存在，故名奇經。奇經計有八
脈，在生理功能上，能統帥諸經，而有調
節十二經脈氣血之作用。李時珍奇經八脈
考中曾謂：「正經猶夫溝渠，奇經猶夫湖
澤，正經之脈隆盛，則溢於奇經，固秦越
人比之天與降下，溝渠溢滿，霧霈妄行，
流於湖澤，此發靈素未發之秘旨也。」



督脈的循行及功用

起於下極之輸，並於脊裏，上至風府，入
屬於腦。

督脈與足太陽膀胱經聯繫最為緊密，由足
太陽擴展為足三陽與手三陽，如大椎穴為
最主要穴位。所以督脈是“督領經脈＂為
“陽脈之海＂，在全身起統帥的作用。督
脈與足太陽相通而絡於腦，“腦為髓
海＂，也為督脈所屬。



督脈的穴道

１長強２腰俞３陽關４命門

５懸樞６脊中７中樞８筋縮

９至陽１０靈臺１１神道１２身柱

１３陶道１４大椎１５啞門１６風府

１７腦戶１８強間１９後頂２０百會

２１前頂２２顖會２３上星２４神庭

２５素髎２６水溝２７兌端２８齦交



督脈病候

由於督脈分布於腦、脊部位，又與足厥陰肝經
交會於巔頂，故其經氣阻滯則可出現頭暈、脊
背強直等症。《難經》云：“督脈為病，脊強
而厥。＂《靈樞․脈經》說：“實則脊強，虛
則頭重，高搖之。＂頭重、高搖可分為陽虛而
清陽不升或陰虛而風陽上擾二類，均與督脈有
關。腦為髓海，“髓海有餘，則輕勁多力，自
過其度；髓海不足，則腦轉耳鳴、脛酸、眩
冒，目無所見，懈怠、安臥。＂由髓海空虛致
病，亦當調其督脈。《脈經》還指出：“腰背
強痛，不得俯仰，大人巔病，小人風癇疾。＂
均屬督脈主病。



督脈的循行及功用



督脈

百會

百會

長強

命門



督脈起於『長強』，循背上行，經頭頂至上牙齦。
『任脈主血，為陰脈之海；督脈主氣，為陽脈之海。』
也就是說，任督兩脈分別對十二正經脈中的六陰、六陽
經脈有著主導作用，故曰：「任督通則百脈皆通」。
『百會穴』位於正頭頂上，古人說百會為諸陽之會，氣
由『命門』（第二、三腰椎之間）沿脊椎循督脈往上到
『百會』，然後向腹部正中線的任脈走到『會陰』。所
以疏通此穴，可助改善任督二脈的機能。此外，『百會
穴』對於起立時容易暈眩，宿醉暈車，頭痛也很有幫
助。
督脈的起點『長強穴』位於尾骨前端，具有強精固本之
效，時常按摩還可以改善肛門血液循環，改善便秘與預
防痔瘡。



穴位介紹－長強

穴位
在骶骨尖端之下，肛門之上陷中。

主治
癲癇，肛裂，破傷風，尾骨痛，肛門搔癢、陰癢、陰
囊濕疹、陽萎、精神分裂、遺尿、前列腺炎、脊強、
反折、大小便難、脫肛、痔疾、腸風下血。

取穴
骶骨下端，肛門之上，去骶骨端5分之處，伏而取之。

刺法
取肘膝位，貼近尾骨前緣向上斜刺（呈４５角）一寸
許，避免刺及位於前方的直腸。



穴位介紹－腰俞

穴位
在第21椎下，即第四薦骨下裂孔中。

主治
腰腿寒痹，腰痛不可俯仰、下血、癲癇、月經不
調、帶下、腰椎間盤突出症。

取穴
21椎下宛宛中，挺身伏地，舒身，兩手相重支額，
縱四體後，乃取其穴。

刺法
向上斜刺１．５～２寸，一般不需深入骶骨裂孔。





‧長久腰酸背痛，造成骨頭
上、下面的血管磨損，上下
面的軟骨缺少血液的營養漸
漸變成退化、死性壓扁突出
來，壓迫到旁邊的神經，引
起腳痛、麻，這是退化的年
久傷，除了開刀換人工椎間
盤，就是服用大量的中藥，
讓退化的骨頭、軟骨強壯起
來，骨刺自然會縮回去。



溶髓核術
非特異性藥物

手 術理 療

目前常用的醫療手段並不理想



穴位介紹－陽關（腰）

穴位
在第16椎下，即第4、第5腰椎之間。

主治
小腹痛、慢性腸炎、盆腔炎、產後宮縮痛、膀胱麻
痺、糖尿病、尿崩症、下肢癱瘓、坐骨神經痛、腰
椎間盤突出症、多發性神經炎、陽萎、前列腺炎。

取穴
第4腰椎下，伏而取之。

刺法
直刺０．５～１．５寸，或在脊突高處向下方沿皮
刺１～１．５寸。



穴位介紹－命門

穴位
第14腰椎下，即第2、第3腰椎之間。

主治
截癱、小兒麻痺後遺症、脊椎炎、腰椎肥大、消
渴、不育症、盆腔炎、子宮內膜炎、貧血、頭痛如
破、身熱如火、子宮脫垂、陽萎、遺精、遺尿、崩
中、帶下、痔漏、下血。

取穴
第2腰椎下，正對中，伏而取之。與臍平。

刺法
直刺０．５～１．５寸，不可深刺，或在脊突高處
向下方沿皮刺１～２寸。



穴位介紹－身柱

穴位
第3椎下，即第3與第4胸椎之間。

主治
支氣管炎、肺炎、肺結核、百日咳、精神分裂症、
癔病、佝僂症、風濕性心臟病、胸中熱、身熱狂
走、譫語、癲狂、腰脊強痛。

取穴
第3椎下，俯而取之。

刺法
斜刺０．５～１寸，不可深刺，或在脊突高處向下
方沿皮刺１～２寸。



穴位介紹－大椎

穴位
第一椎上陷中，即第一頸椎與第7胸椎之間。

主治
發熱、流行性感冒、百日咳、支氣管炎、中暑、肺氣腫、肺結
核、肝炎、肺炎、黃疸、低熱、血液病、白血球減少、丹毒、髮
際瘡、濕疹、蕁麻疹、靜脈炎、破傷風、神經衰弱、精神分裂
症、頸椎病、肩背痛、癱瘓、腦炎、急性乳腺炎、乳腺增生、扁
桃體炎、咽炎、淋巴結核。

取穴
正坐取之。第一胸椎與第7頸椎之間，與肩相平，此椎隆起最高。
以手按大椎，令病人轉頭，若隨之左右轉動者為大椎(頸椎)，不
動者為胸椎。

刺法
直刺，微向上刺１～１．５寸，不可身刺，如有強列烈觸電感向
下擴散，應立即將針退出。或在脊突高處向下方沿皮刺１～２
寸。



穴位介紹－啞門

穴位
在項後，入髮際5分宛宛中。

主治
聾啞、失語、癱瘓、神經性嘔吐、腦發育不全、癲癇、癔病、精
神分裂症、破傷風、舞蹈症、鼻衄、中風。

取穴
正坐，項後正中，入髮際5分，枕骨之下，當風府穴下5分。

刺法
啞門、風府進針時，取伏案正坐位，頭微前傾，使棘肌放鬆，棘
突間隙增寬，然後向下頷方向緩緩刺入一寸許。啞門一般深刺
１．５寸時，針尖已達硬脊膜，病人可能有上下放散的酸脹感。
風府如深入１．５寸時，針尖已達小腦延髓池，接近於延髓後
部，所以不可深刺和反覆提叉、捻轉，如出縣現針感放散時應立
即退針。



穴位介紹－風府

穴位
在項後，入髮際1寸，大筋宛宛中。

主治
感冒、落枕、美尼爾氏症、神經性嘔吐、腰腿痛、
頭痛、頭風、項強不得轉側、多言不休、狂走欲自
殺、目反妄見、暴喑不能言。

取穴
正坐，頭正中線上，枕骨直下凹陷中，項兩大筋之
間，從髮際上量1寸。

刺法
同啞門。

穴位介紹－啞門



穴位介紹－百會

穴位
前頂後方1寸5分，頂上中央陷中，可容豆。

主治
高血壓、低血壓、休克、抑鬱症、神經衰弱、精神分裂症、遺尿、
子宮脫垂、舞蹈症、鼻炎、鼻竇炎、癱瘓、耳鳴、耳聾、鼻不聞香
臭、癲癇、腳弓反張。

取穴
正坐或仰臥，當頭頂中央稍後，可容豆許凹陷中，去前髮際5寸，
後髮際7寸。從兩耳尖連線與正中線之交叉點，穴在交叉點附近凹
陷中。

刺法
向前、向後或向顳側沿皮刺０．５～１寸，出針後宜按壓，以免出
血和引起血腫。



穴位介紹－上星

穴位
神庭上5分，入髮際1寸。

主治
鼻炎、角膜炎、熱病汗不出、鼻塞不聞香臭、鼻流
清涕、鼻衄、癲疾、目眩睛痛不能遠視，以三稜針
刺之。

取穴
正坐或仰臥，前髮際上1寸取之

刺法
沿皮刺０．５～１寸。



穴位介紹－神庭

穴位
直鼻上，入前髮際5分。

主治
發狂登高妄走、風癇癲狂、角弓反張、目上視不能
識人、頭風鼻淵、涕留不止、頭痛目淚、煩滿喘
咳、驚悸不得安臥、抑鬱症。

取穴
正坐取之，鼻正中直上，前髮際入髮5分。

刺法
此穴禁針，針之令人癲狂，目失睛。沿皮刺0.5~1
寸。



穴位介紹－水溝(人中)

穴位
鼻柱下溝之中央，近鼻孔陷中。

主治
中風口噤、牙關不開、卒中惡邪不省人事、癲癇卒
倒、消渴、多飲水、口眼歪斜、俱宜針之；若風水
面腫，針此一穴，出水盡，立癒。

取穴
正坐，鼻唇溝之上段1/3處，近鼻柱根取之。

刺法
直刺或向上斜刺0.5~1寸。



任脈的循行

《素問․骨空論》說

“任脈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
循腹裏，上關元，至咽喉，上頤，循面
入目。＂

起源

《靈樞․五音五味》篇說：“沖脈、任
脈皆起於胞中＂。胞中，依班稱為丹
田，指督、任、沖脈之氣均發源於此。



任脈的循行



任脈的循行



任脈

任脈起於『會陰』上行到口唇下方的『承
漿』止，與腹部臟腑保養及體力補充有相當
重要的關係。
『神闕』就是肚臍，在中醫來說是吸收的重
要穴道。
『關元』就是丹田，與體力保養有關。



任脈的穴道

１會陰２曲骨３中極４關元

５石門６氣海７陰交８神闕

９水分１０下脘１１建里１２中脘

１３上脘１４巨闕１５鳩尾１６中庭

１７膻中１８玉堂１９紫宮２０華蓋

２１璇璣２２天突２３廉泉２４承漿



任脈的功用

任脈主任受諸陰，為“陰脈之海＂。《難經》
楊玄操注說：“任脈者，此是人之生養之
本。＂可見其對生養氣血的重要作用。《素問
․上古天真論》說：“女子二七天癸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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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生殖機能都關係
到沖脈和任脈。血氣的產生有賴於脾胃功能，
故任脈多與足陽明交會。



任脈的病候

任脈起於少腹，為肝、脾、腎三陰所會，
其病症即以下焦、產育為主。《素問․骨
空論》說：“任脈為病，男子內結七疝，
女子帶下瘕聚＂《難經》所載基本相同，
總的都是指生殖器官的病症。《骨空論》
載：“其女子不孕，癃、痔、遺尿、嗌
乾＂；《脈經》所載：“若少腹繞臍，下
引橫骨，陰中切痛＂，均屬任脈之病。



穴位介紹－中極

穴位
關元下一寸，臍下4寸(內為膀胱)。

主治
婦人下元虛冷、月事不調、經閉不通、赤白帶下、
丈夫失精、小便不利、婦人胞落頻、產後惡露不
絕、胎衣不下、腎炎、尿路感染、尿潴留、痛經、
促排卵。

取穴
仰臥，曲骨上一寸，臍下4寸取之。

刺法
直刺0.5~1.5寸，膀胱充盈者應減少深度。



穴位介紹－關元

穴位
在臍下3寸，橫骨上2寸(內為膀胱)。

主治
休克早期、噁逆、反胃、菌痢、膽道蛔蟲症、腎
炎、尿路感染、尿潴留、乳糜尿、射精不能、脫
肛、子宮脫垂、盆腔炎、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促
排卵。

取穴
仰臥，石門下1寸，中極上1寸，臍下3寸。

刺法
直刺或斜刺0.5~1.5寸。

穴位介紹－



穴位介紹－氣海

穴位
在臍下1.5寸，(內為小腸)。

主治
遺尿、腹痛、腹瀉、便秘、痛經、崩漏、真氣不
足、中風脫証、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尿潴留、胃
下垂、脫肛、子宮脫垂、不孕症。

取穴
陰交下0.5寸，石門上0.5寸，臍下1.5寸，仰臥取
之。

刺法
直刺0.5~1.5寸。



穴位介紹－神闕

穴位
當臍中央(中為小腸)

主治
腹痛、腹瀉、水腫、鼓脹、中風不省人事、自汗、
無子、脫肛、休克、急性腸胃炎、神經性嘔吐、腸
結核、腸黏連。

取穴
臍之正中，仰臥或正坐取之。

刺法
一般不針。如用隔鹽灸，能回陽救逆以治虛脫；用
熱熨法治療腹部冷痛；用拔罐法治療慢性腹瀉或蕁
麻疹；用五倍子粉調膚治神經性嘔吐、盜汗等。



穴位介紹－水分

穴位
下脘下1寸，臍上1寸。

主治
腹中拘緊痛、水腫、腸鳴、胃虛脹、繞臍
痛、鼻出血、腎炎、腸炎。

取穴
臍上1寸，仰臥或正坐取之。

刺法
直刺1~1.5寸。



穴位介紹－中脘

穴位
上脘下1寸，臍上4寸，居心蔽骨與臍之中間。

主治
消化性潰瘍、急慢性胃炎、胃下垂、腸梗阻、消化
不良、腸胃運動功能性疾病、急性胰腺炎、神經衰
弱、慢驚風、食道癌、蕁麻疹、肝炎、早期肝硬
化。

取穴
臍上4寸，鳩尾下3寸，仰臥或正坐取之。

刺法
直刺1~1.5寸。不宜過深，尤其身體瘦弱或肝脾腫大
者。



穴位介紹－上脘

穴位
巨闕下1寸，臍上5寸。

主治
胃炎、消化性潰瘍、胃擴張、胃痙攣、胃下
垂、賁門痙攣、食道癌、急性胰腺炎。

取穴
臍上5寸，鳩尾下2寸，仰臥或正坐取之。

刺法
直刺1~1.5寸。



穴位介紹－膻中

穴位
在兩乳之中間，玉堂下1寸6分陷中。

主治
支氣管炎、胸膜炎、心絞痛、冠心病、心律失常、
乳腺炎、乳腺增生、噁逆、食道炎、食道痙攣、梅
核氣、肺癆、肋間神經痛。

取穴
仰臥，在胸骨正中線上，去玉堂1寸6分，下去中庭1
寸6分，當兩乳中間。

刺法
沿皮刺0.3~0.5寸。(有云禁針)。



穴位介紹－承漿

穴位
頤唇溝(下唇下之橫溝)之中央陷中。

主治
口歪、唇緊、牙痛、口瘡、面浮、頭項強痛、癲
癇、衄血不止、消渴、目暝、小便赤黃、小便不
禁、面癱、流涎。

取穴
仰靠，下頷正中線，頤唇溝中央凹陷中。

刺法
直刺0.3~0.5寸，或向兩側橫刺0.3~1寸，一般不
灸。



常用輸穴治療歌賦

玉龍歌

勝玉歌

肘後歌

百症賦

其他

三才穴與三部穴

四總穴

馬丹陽天星12穴

八脈八法穴



標幽賦－三才穴與三部穴

天地人，三才也，湧泉同璇璣百會；上中
下，三部也，大包與天樞地機。

頭頂有病取百會，胸腹有病取璇璣，腳膝
有病取湧泉。胸腔滿悶取大包，腹腔繞臍
痛取天樞，下腹腔內有癥瘕取地機。



四總穴與馬丹陽天星12穴

四總穴
肚腹三里留，腰背委中求，頭項列缺尋，面
口合谷收。胸部內關取，脅肋用支溝。

馬丹陽天星12穴
三里內庭穴，曲池合谷接，委中承山配，太
衝崑崙穴，環跳與陽陵，通里並列缺。合擔
用法擔，合截用法截，三百六十穴，不出十
二訣，治病如神靈，魂如湯潑雪。北斗降真
機，金鎖教開徹，至人可傳授，匪人莫浪
說。



一、四總穴：
1.四總穴者，謂人身有四要穴，可以統治全

身各部所有之病症，故名總穴。後人又增二穴，
成六總穴。

2.四總穴穴名：
歌曰：肚腹三里留，腰背委中求，

頭項尋列缺，面口合谷收。
胸部內關取，脇肋用支溝。

四總穴



3.四總穴用法：
例如足三里能治肚腹一切疾患；委中能治腰背一切疾

患；列缺可治頭項部一切疾患；合谷能治面部、口腔部一
切疾患。後人續增之內關可治胸部一切疾患；支溝可治脇
肋部一切疾患。(足三里、委中、列缺、合谷並於天星十二
穴)

※內關：1.穴位：手掌後，腕上二寸，兩筋間。
2.主治：中風失志、實則心暴痛、虛則心驚惕

惕、面熱目昏、支滿、肘攣、久瘧不
己、胸滿脹痛。

四總穴



馬丹陽大約為宋元時人，所傳天星十二穴治雜病歌，乃係根據臨
床經驗，將全身腧穴，擇其用精效宏者，凡十二要穴，編成歌訣，以
教授後學。此歌簡易明白，易學易記，故自明朝以後所有針灸書籍，
類多照文轉錄，迄今仍為習針灸者所傳誦不息，堪稱家喻戶曉，足徵
對其應用之廣及信賴之深。爰錄之如：

總歌：
三里內庭穴，曲池合谷接，
委中承山配，太衝崑崙穴，
環跳與陽陵，通里並列缺。
合擔用法擔，合截用法截，
三百六十穴，不出十二訣，
治病如神靈，渾如湯潑雪。
北斗降真機，金鎖教開徹，
至人可傳授，匪人莫浪說。

馬丹陽天星十二穴



1.三里：
三里膝眼下，三寸兩筋間，
能通心腹脹，善治胃中寒；
腸鳴並泄瀉，腿腫膝胻痠，
傷寒臝瘦損，氣蠱及諸般；
年過三旬後，針灸眼便寬，
取穴當審的，八分三壯安。

馬丹陽天星十二穴



2.內庭：
內庭次趾外，本屬足陽明，
能治四肢厥，喜靜惡聞聲；
癮疹咽喉痛，數欠及牙疼，
瘧疾不能食，針著便惺惺。

馬丹陽天星十二穴



3.曲池：
曲池拱手取，屈肘骨邊求，
善治肘中痛，偏風手不收；
挽弓開不得，筋緩莫梳頭，
喉閉促欲死，發熱更無休，
偏身風癬癫，針著即時瘳。

馬丹陽天星十二穴



4.合谷：
合谷在虎口，兩指歧骨間，
頭痛並面腫，瘧病熱還寒；
齒齲鼻衄血，口噤不能言，
針入五分深，令人即便安。

馬丹陽天星十二穴



5.委中：
委中取月秋裏，橫紋脈中央，
腰痛不能舉，沉沉引脊梁；
痠痛筋莫展，風痹復無常，
膝頭難伸屈，針入即安康。

馬丹陽天星十二穴



6.承山：
承山名魚腹，腨腸分肉間，
善治腰疼痛，痔疾大便難；
腳氣並膝腫，輾轉戰痛痠，
霍亂及轉筋，穴中刺便安。

馬丹陽天星十二穴



7.太衝：
太衝足大趾，節後二寸中，
動脈知生死，能治驚癇風；
咽喉並心脹，兩足不能行，
七疝偏墜腫，眼目似雲矇，
亦能療腰痛，針下有神功。

馬丹陽天星十二穴

太沖

行間

大敦



8.崑崙：
崑崙足外踝，跟骨上邊尋，
轉筋腰尻痛，暴喘滿衝心；
舉步行不得，一動即呻吟，
若欲求安樂，須向此穴針。

馬丹陽天星十二穴



9.環跳：
環跳在髀樞，側臥屈足取，
折腰莫能顧，冷風并濕痺；
腿胯連腨痛，轉側重唏噓，
若人針灸後，頃刻病消除。

馬丹陽天星十二穴



10.陽陵泉：
陽陵泉膝下，外廉一寸中，
膝腫並麻木，冷痹及偏風；
舉足不能起，坐臥似衰翁，
針入六分止，神功妙不同。

馬丹陽天星十二穴



11.通里：
通里腕側後，去腕一寸中，
欲言聲不出，懊憹及怔忡；
實則四肢重，頭顋面頰紅，
虛則不能食，暴瘖面無容，
毫針微微刺，方信有神功。

馬丹陽天星十二穴



12.列缺：
列缺腕側上，次指交手叉，
善療偏頭患，逼身風痹麻，
痰涎頻上壅，口噤不開牙，
若能明補瀉，應手即如拿。

馬丹陽天星十二穴



按摩手法
按：用手指或手掌在皮膚或穴位上有節奏地按壓

摩：用手指或手掌在皮膚或穴位上進行柔和的摩擦

推：用手指或手掌向前、向上或向外推擠皮膚肌肉

拿：用一手或兩手拿住皮膚、肌肉或盤膜向上捍起

，隨後又放下

揉：用手指或手掌在皮膚或穴位上進行旋轉活動

掐：用手指使勁壓穴位

點：用單指使勁點押穴位

扣：用掌或拳叩打肢體



八脈八法穴

公孫通衝脈，內關通陰維脈－合於心胸
胃。

後谿通督脈，申脈通陽蹻－合於目內眦、
頸、項、肩、耳、肩膊、小腸、膀胱。

臨泣通帶脈，外關通陽維脈－合於目銳
眦、耳後、頰、頸、肩。

列缺通任脈，照海通陰蹻－合於肺系、咽
喉、胸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