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刺血療法」臨床淺議 

                                                                                                                                

         「刺血療法」是「刺絡放血療法」的簡稱。古代又稱為〝啟脈〞,〝刺絡〞, 現代也常

以〝放血〞二字代之。即以三稜針(內經九針中的鋒針), 針刺絡脈(淺表靜脈)出血, 達到治

病目的。打個比方，一條溝渠如果堆滿垃圾，拿竹竿攪動水流沖走垃圾比較快？或用鏟子

直接挖掉更快更徹底呢？這就是"鏟子"放血優於"竹竿"針刺的時機。因此，若能診斷精確, 

操作手法得宜, 往往立杆見影, 療效驚人。 

現就臨床常見問題作討論: 

 

1. 問：刺血與捐血有何不同？ 

    答：「刺血」選擇一定經絡瘀阻穴區，能除舊血，瘀血，痰阻. 而助生新血正氣。 但

「捐血」則無選擇性的連正常的氣血津液一起抽出， 時常捐血反而傷身。 

 

2. 問：刺血的主要功效為何？ 

    答： 

     A. 急救開竅：如中風實證、中暑昏迷，刺血十宣穴、十二井穴 

     B. 消炎瀉熱解毒：如虫蛇咬傷局部刺血擠出毒血，可減輕中毒。 

                                       肩周炎、乳腺炎、心肌炎，可放血曲陵尺澤區，瀉熱消炎止痛。 

     C. 消腫化瘀通絡： 如四花區刺血治闌尾炎、委中刺血療痔瘡腰背痛，耳尖治麥粒腫、     

                                       鼻尖血絡治前列腺腫大。       

  

3. 問：刺出血液的形態色澤，診斷意義為何？    

    答： 

    A. 出血，色淡量小者，多氣血虛。 

    B. 出血，濃稠色暗流速較慢，平時高樑厚味， 多高血脂患者。   

    C. 出血，色越偏橘色，毒性越高。如抽煙，長期服用藥物，吸毒者等。 

    D. 出血，色越黑，越表示瘀阻越重，病程越長。 



    E.  出血，色鮮紅，量大，流速快，則多血熱。   

    F.  出血，血中帶水，水濕之人。        

 

4. 問：針刺工具如何選擇? 

    答： 

    A.傳統三稜針：刺入深淺來決定開口大小，越深開口越大，出血量也會增加。若控針能   

       力極佳，所有刺血，只備這種針即可不變應萬變。但缺點是有些制針往往不夠鋒利， 

        因此選針甚為重要，(如果需要開鋒 , 在加州以外可以自行用砂紙磨銳開鋒 , 楊維傑老 

       師喜用 220 號砂紙 ，但是在加州刺血要求嚴格，以砂紙磨針會觸犯消毒法) ，記得針   

       鋒以綿球擦拭檢查，平順不鉤綿球才可使用，且小心注意，清潔消毒完全至關緊要。  

       此針為太陽穴攢刺最佳利器，但是三稜針刺過深、開口過大、開鋒不當 , 或針質不佳，  

       易留疤痕，是另一缺點。希冀有好廠商能改善品質，完好開鋒及無菌消毒。「工欲善 

        其事，必先利其器」啊！ 

    B.西醫注射針頭：號數越大，針尖越細。常用號數為 1 寸 18G，針鋒銳利，不需要再

用   

       紗紙開鋒，可適用大多數部位刺血技巧需求，且無消毒麻煩，極為便利。另一優點是   

       較不易留疤。如果是幼兒可選號數 21G以上。 

        註*(1) 太陽穴區攢刺則要使用較粗的 16G 或 14G針頭較為適合。太陽穴區往往近頭  

                  維穴更易找到血絡。 

        註*(2) 咽喉扁桃體篤較深之處，可將針頭插上細針筒，作為長柄用途。 

        註*(3) 真要感謝西醫科技上的進步。 

    C. 採血針或採血片(驗血糖常用) ，適用井穴，十宣，耳穴，或孫絡(較細小的靜脈)。 

    D. 梅花針：適大面積散刺多刺淺刺。如牛皮癬等皮膚疾病。 

 

5. 問：刺血深度多少才恰當?  

    答: 最佳刺入深度: 古人稱之為「中營」：只穿破一層血管壁最佳。 

          如果太淺,只刺破皮表, 不但不能放出血來, 且易疼痛. 如果太深, 穿透兩層血管壁,易    



          造成血腫及較大面積瘀青。 

         *如果造成血腫，記得要按壓，並稍加按揉至皮膚平坦，可減輕患部腫脹不適感。 

         *故要求術者膽大心細手巧, 臨床時, 大指食指中指持針, 中指指端輕抵刺血位置旁, 可 

           增加精確度及掌控深度. 熟練後,再加快針刺速度,便可減輕疼痛. 操作速度越快越不 

           痛. 爐火純青時即可練成楊維傑老師的〝飛針刺血法〞。 

         *垂直直刺不易掌控刺入深度時, 可改用斜刺. 針體與皮表夾角 15 至 45 度角, 較易於  

           控制只穿破一層血管壁, 因為刺入路逕變長。 

 

6. 問：最佳放血的血量為何? 

    答:  

    A. 分虛實: 

        (1) 虛證, 體虛之人量少, 總量數滴至數毫升(ml) 。 

          *虛極之脫證忌用刺血法。 

        (2) 實證, 強壯之人量多, 總量數毫升(ml) 至一百毫升(ml). 原則上不可超過二百毫升 

             (ml) ， 避免危險。 

         *臨床實例：在臺灣服兵役時，每天面對的，都是強健體魄的傘兵部隊，病症多半運    

           動傷害實熱之證，甚至有闌尾炎者，往往放血數十或百來毫升，當下立效。剛退伍 

           時，見一體弱老婦，腿上爬滿瘀血絡脈，見獵心喜，即刻刺血五六處，放血數十毫 

            升， 當場腰痛大減。尚在沾沾自喜之時，沒想到老婦回家後，三天臥床不起，從 

            此警惕自己，切莫再犯「虛虛實實之戒！」。           

    B. 分部位: 

        (1) 十宣、十二井穴等肉薄無明顯血絡之穴位，數滴即可。 但是實熱證的扁桃體炎、 

             急性喉炎治以少商商陽穴時，可至每穴二十滴血。 此時術者需以兩手拇食指，上 

            下對擠，但是不壓住經絡走向，以利宣洩實熱. 

        (2) 血絡靜脈明顯而粗大，如委中穴區，四花穴（足三里豐隆陽陵泉陽交區），出血   

              量可達數十甚至一百毫升。 

    C. 凝血功能障礙或是服用抗凝血西藥者，須僅慎小心，禁放血或微量出血。 



 

7. 問：刺血後需要止血否？何時會停止出血？ 

    答： 

    A.多數情形任其自然止血即可。正常血液自有其凝血功能，沒有正常功能的瘀血(缺氧 

        且不執行正常功能的血)流盡後，正常血液一到刺血傷口處，自然能發揮凝血功能， 

        而封住傷口。因此我都會告知患者，『等黑血出來，轉成鮮紅的血，它就自己停了』。 

    B. 如果已出鮮血仍不完全止血，可用乾綿球，壓迫傷口幫助止血。 

        如果血液較濃稠粘滯，瘀阻未出盡，用酒精綿球擦拭，可再出血。甚至可拔火罐， 

         達到〝除惡務盡〞的目的, 尤其是膿包。王秀珍醫生就常用刺血配合拔火罐之法。 

    *刺血配合拔火罐之法，運用部位多在肌肉豐厚，且較少明顯絡脈之處，如背部俞穴。 

 

8. 問：如何避免刺血後血腫?  

   答：       

   A.掌握刺入深度 ,  只穿破上層血管壁 .  

   B.選擇平坦表面的血脈 ,  避開凸起的靜脈  

   C.刺血針的粗細很重要 ,  儘量選比血管大小近似而略小的針 .太細放不出血 ,太粗

易  

      穿破整條血管壁過成血腫 .  

   D.血停後用乾棉花揉壓一分鐘也有幫助 .  

 

9.問：如果委中穴上無絡脈，穴旁開處才有明顯瘀阻絡脈，該刺何處？ 

   答：如果針刺要求「離穴不離經」，那麼刺血原則是「離穴不離絡」，不離血絡之區， 

           用區的概念較准確。例如董氏奇穴四花穴區刺血，而不說足三里刺血；委中區描述   

          就比委中穴好。 

 

10.問：如果血脈不明顯，但是仍需刺血該如何操作？ 

   答： 

    A.曲澤尺澤區: 可用手指壓迫肘彎上方，靜脈血因回心受阻，血脈即較賁張，易於刺血。 



        或仿西醫抽血前，肘上方綁一圈橡皮筋，也同樣道理。 

    B.太陽穴區：令患者用長毛巾自己繞頸輕輕壓迫，太陽穴區血脈就會變得清楚，但切記 

       只能由患者自己操作，因為基本上，不會有人把自己掐到窒息。 

    C.如果是氣血虛弱體質，導致血脈不明顯，注意控制血量，不宜過多，最好使用細針頭， 

        淺刺即可。 

 

11. 問：有讀者問 ,  『我觀看了張醫師的很多視頻，在做針灸的時候，你多數用的是  

           董氏穴位，是不是董氏穴位治療的效果，比正統十二經脈上的穴位快速有  

           效？』  

      答：董氏奇穴與十二正經，不分軒輊，各有擅長，相輔相成。譬如，張無忌練  

           就九陽神功，乾坤大挪移才得已發揮淋漓盡致。楊維傑老師兼通正經與董  

           氏奇穴，而更好的發揚董氏奇穴即是明證。十二正經已多有影像，不用我  

           多著墨，狗尾續貂，董氏奇穴刺血乃其一大特色，故錄影較多。   

 

12. 問： 實際剌血操作，不同部位的注意事項為何？ 

      答： 請參考網頁 

                 

           http://jangsacupuncture.com/acupuncture_01.html 

 

A.  太陽穴區刺血法 (刺血體位：患者採坐姿，刺血後低頭以利出血順暢。 )  

(1) 太陽穴區(靜脈刺血一) 

http://jangsacupuncture.com/acupuncture_01.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uDld1jMnKM 

          註 1：進針方向與皮膚夾角約 15度，沿靜脈走向，快速刺入靜脈中約 0.5公分，迅速出針。 

            註 2：影片中採用 18號針頭，比較細而銳利，出血量不大，但不易留疤，患者接受度高。 

 

(2) 太陽穴區(靜脈刺血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Vkw7DGEtyk 

               註 1：影片中採用 12號針頭(size12 gauge) 較粗,更適合太陽穴鑽刺放血. 

               註 2 : 號數越小,針體越粗. 

               註 3：太陽穴刺血治療範圍很廣, 近如頭目一帶瘀滯及積毒痰飲皆能治. 遠處疾病可以上治下,          

                         循經所過的同氣相求,及對應治療皆可. 

 

(3) 太陽穴(穴位刺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Zk7OpbZy10&list=UUKUsPTfYRWRLGU51Dt9I5iw 

                 註 1, 穴位要準確，模到圓形小凹陷才是太陽穴。  

                 註 2, 刺血前務必捏起皮膚，才不會刺傷軟骨，這是最要緊的。  

                 註 3, 進針方向與皮膚垂直 90度，快速淺刺。 

 

        B. 耳區刺血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uDld1jMnK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Vkw7DGEty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Zk7OpbZy10&list=UUKUsPTfYRWRLGU51Dt9I5iw


          (1)  耳垂刺血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8Rr9cisqn4 

                    註 1,捏住耳垂稍稍用點力，剌血時可減少痛感。 

 

 

 

(4) 耳尖刺血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xxfS6rvfVM 

 

(5) 耳背刺血法(腰椎反應區靜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ZdmSk_9Wpc 

                   註:放血過程可配合轉腰,作動氣療法更好. 

 

C.鼻竅刺血法(刺血體位：患者採仰躺姿勢，先暫停呼吸，再刺血，然後儘快  

   坐起，低頭以利出血順暢，並將預先備好的塑膠袋交給患者，接住流出的血    

       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8Rr9cisq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xxfS6rvfV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ZdmSk_9Wpc


 

     

 

 

 

(1) 鼻腔刺血法(針刺部位圖示)( 明顯膨大凸出的地方，或息肉處皆適合放血，刺入深度約

0.3~0.5cm 公分) 

 

                       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3ina6sJ4EiE 

 

 

(2) 鼻腔刺血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zMbN_-L19Q 

 

 

(3) 鼻腔刺血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ZWgaTTgXmU 

 

                   (4) 鼻腔刺血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ina6sJ4Ei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zMbN_-L19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ZWgaTTgXm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wUq6gIsbPw 

 

                  (5) 鼻腔刺血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50Q-YebYJA 

 

                   (6) 鼻腔刺血法(右側腦瘤)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4M6kQf9zkM 

                         註 1.此為第二次鼻粘膜放血，血量較少且較不粘稠色深。從放出濃稠瘀血及痰飲涎出，可  

                             知其病因必有痰阻血瘀。 

                         註 2.背俞診:T-567 壓痛、風府、右風池壓痛。 

 

                   (7) 鼻腔刺血法 (右側腦瘤)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UcOr6iZnKU 

                            註 1. 鼻竅通腦 

                            註 2.鼻粘膜腫大處刺血法與＂麝香礬石散-噴鼻取嚏法＂有異曲同功之妙，但更勝一籌。 

 

                    (8) 鼻頭靜脈刺血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PlyrVd693w 

 

D.口腔刺血法(刺血體位：患者採坐姿，先以紗布捏往舌頭，才能固定住，   

                         瞄準到刺血位置。記住，”舌”與”蛇”一樣滑溜的！) 

            註：口腔內刺血後要溫水(鹽水更好)漱口吐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wUq6gIsbP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50Q-YebYJ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4M6kQf9zk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UcOr6iZnK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PlyrVd693w


            (1)  舌下靜脈放血法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xDJLH5O460  

 

              (2)  舌下靜脈放血法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sD22O0Ua2A  

 

            (3)  舌下靜脈放血法三 (肝膽區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B7foc2ylb8  

 

 

 

 

 

 

 

 

(4)  舌下靜脈放血法四 (肺肝區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aRzdcji86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xDJLH5O46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sD22O0Ua2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B7foc2ylb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aRzdcji86s


                   註 1.病史 :膽結石 .肝結石 .  

                   註 2. 2008 年 .大葉性肺炎 .經大量抗素治療後 ,遺留肺內疤痕 .每日喀黃綠濃痰 ,清晨  

                       兩點 至五點必盜汗 ,雙腿 .手及頭頸無力 ,發為肺痿 .  

 

              (5)舌下靜脈放血法五 (肩區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N -ZhAH7Z1E 

 

              (6)  舌下靜脈放血法六 (肝 ,乳房區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X3_y38jvNU  

                   註 1,病史 :  乳癌  

 

              (7)  舌下靜脈放血法七 (心胸 ,肝胃區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TObRfKnFr0  

 

              (8)  舌下靜脈放血法八 (下焦左右瘀點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oLWOt -5pL8  

                  註 1,病史 :  輸卵管結紮腹部沾粘  

 

              (9)  舌下靜脈放血法九-舌下右側靜脈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aVlR9bTmtE  

                  註 1.病史 :  (盲腸膽囊割除+兩次剖腹產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N-ZhAH7Z1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X3_y38jvN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TObRfKnFr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oLWOt-5pL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aVlR9bTmtE


              (10)  舌下靜脈放血法十-口腔內左側膿皰 (膿頭上輕刺一至三針，擠出膿即可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7nFTh7v7ek  

 

              (11)  唇內膿皰腫痛 (膿胞刺入一半深度，扙出後再擠壓，務必出盡膿毒。記得吐出來，  

                     別吞下肚。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IorIwvsSCA  

 

              (12)  左側面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P -5DOLiJvI  

                  註 1.第一次刺血未錄影 ,這是第二次刺血 ,血量已少了許多 ,一般口腔內刺血後要溫水  

                        (鹽水更佳 )漱口吐掉 .  

 

              (13)  大腸絡脈-診斷及刺血法 (痔瘡一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7nFTh7v7e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IorIwvsSC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P-5DOLiJv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gLalluGNMk  

                  註 1.下唇，唇糸帶旁絡脈 (小靜脈 )，若是瘀阻明顯，為痔瘡診斷，相對靠近唇糸帶   

                    的表示內痔，反之為外痔。同側相應，右大腸絡脈瘀阻，則表示痔瘡偏右；左大腸  

                    絡脈瘀阻，則表示痔瘡偏左。絡脈越多表示痔瘡越多，發作期則絡脈火紅而賁張，  

                    越賁張粗大，則痔瘡越大。色澤暗而細則代表有痔但不痛。  

                  註 2.配合委中區血絡瘀阻明顯，則更為確診。  

                     *處方 :乙字湯  合  補中益氣湯  加  槐花 ,血竭  

                     註 :二日後不再出血  

 

              (14)  大腸絡脈-診斷及刺血法 (痔瘡二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3SZi0zypR4  

 

              (15)  大腸絡脈-診斷及刺血法 (痔瘡三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5qzEK2pbvw  

                  註 1.內外混合痔  

 

            (16)  扁桃體刺血法  (此處位置較深，可用細針筒接上針頭就可以增加長度，或三稜針連  

                   接三寸針的塑膠拍管也可以。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A0wzalej74  

 

              (17)  扁桃體腫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gLalluGNM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3SZi0zypR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5qzEK2pbv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A0wzalej7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ebwG9L8g9E  

                  *每次感冒都服用抗生素及退燒西藥，導至扁桃體腫大，幾乎造成呼吸困難，母親                           

                  不願西醫手術割除，因為她也知道，扁桃體是免疫系統重要的第一個防禦關卡，所         

                  以轉求中醫治療，影片為第三次放血，配合中藥內服，扁桃體腫大已消去大半。  

                  這是我見過最勇敢的小男孩，即使面對針刺或放血，仍然保持笑容，令人佩服啊！  

                  處方：內服-仙方活命飲加夏枯草，桔梗。並含漱芒硝飽和溶液，每日一至三次。  

 

 

          E.胸背區刺血法  

             (1)  胸脅刺血法 (此處皮薄，淺刺，斜刺，或叼起皮膚刺。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WC1uCmJZ_I  

 

             (2)  背俞穴放血法 (先拍打皮膚，充血後再放血比較容易，也可以配會拔火罐。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0TPBTGA5fA  

 

          F. 肘彎區刺血法 (患者採坐姿，手肘伸直 ;  易暈針者 ,採平躺姿勢 )  

             (1)  尺澤 ,  曲陵穴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ebwG9L8g9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WC1uCmJZ_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0TPBTGA5f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010WjwO2yM  

                 註 :針 18 Gauge-出血量較小。手肘記得伸直，利於放血。  

 

             (2)  尺澤 ,  曲陵穴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Zvrz4CaBas  

                 註 :號數越小 ,針體越粗針  s ize12 Gauge 較粗 ,更適合太陽穴鑽刺放血 .  

(3)  尺澤 ,  曲陵穴三 (並示範飛針手法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60scKKCVC0  

                註 :針  s ize  14 Gauge 比 18G 粗，出血量較順暢，近似粗三稜針的效果。  

             (4)  尺澤 ,  曲陵穴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tpzhmjKDcE  

                註 1.第一次刺的太淺 ,沒出血 .  別緊張  !第二次原地方 ,  加重力度 ,  再刺 .  即可順利出血 .  

 

             (5)  尺澤 ,  曲陵穴五 (上方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UxQj5IIxNw  

 

             (6)  尺澤 ,  曲陵穴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xXFlxoaMNw  

 

(5)  手肘滑囊刺法 (慢性鷹嘴滑囊炎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010WjwO2y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Zvrz4CaBa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60scKKCVC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tpzhmjKD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UxQj5IIxN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xXFlxoaMN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wTmklEzhI4  

               註 1.刺血並留針 ,輕輕擠壓腫處，組織液即沿針管開口處流出。請記得 15 度斜刺，手  

                      肘彎曲約九十度。  

 

         G.手區刺血法  

            (1)  制污穴放血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LJyZ1s -Gtk 

              *請記得 15 度斜刺，直刺易刺穿血管上下管壁，造成血腫。此時斜刺（約與皮膚成 15    

               度斜角）易於控制，且不會針刺過深，疼痛較輕。並記得將姆指關節彎曲，血管浮現  

               會明顯而利於刺血。  

 

 

 

 

 

 

 

 

 

 

         (2)  （少商穴飛針刺血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wTmklEzhI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LJyZ1s-Gt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nSTrubNVcM  

            *刺血後，術者需以兩手拇食指，按壓指甲指腹 ,  上下對擠，但是不壓住經絡走向，以利  

              宣洩實證。  

            *March-5-2013 初診，27 歳，六呎高，體重 200 多磅的男子，March-3-2013 一次藍

球運動     

                 意外，頸部挫傷，造成頸部到手，不能動也不能碰（尤其是手陽明與手太陰經，即使風  

                 吹到皮膚也感到劇烈疼痛，輕觸皮膚則殺豬般尖聲怪叫，家人扶著腋下進來，查舌苔黃 

                 厚濁膩，舌歪向左側，脈實，腹實，左下腹急結，按之則痛，小便多，大便成形量少而      

                 便秘。連服五日科中大劑量桃仁承氣湯共 300 克，從每日 18 克逐日加量，並施予頭針。  

                 藥後每日排一到兩次大量臭黑糞，無左下腹急結，苔轉白，方改小續命。3 月 12 日四

根 

                 指頭仍痛，但上臂痛減，加針雙曲池足三里，3 月 22 日余大姆指痛，改針合谷太冲。

隨   

                 著痛往末稍走，針董氏五虎穴，最後退至少商故以飛針刺血。往後痛少而出現麻、癢， 

                已近痊癒。註：當時受傷西醫斷層掃瞄，認為脊髓受傷，需開刀治療，但不保証療效，   

                其母雖然是護士，（妹妹是西醫學院高材生），但是對中醫深具信心，願意交付給我們 

                治療，所幸不負其望。 

 

         (3)  大黃蜂螫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lNqoRKeVxk  

            *刺前掐起肌肉，最好在毒虫螫傷處，對準洞口剌血。刺後需擠壓出盡毒血。如咬在肌肉   

              豐厚處，可加拔火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nSTrubNVc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lNqoRKeVxk


 

 

 

 

        H.足區刺血法  

         (1)  痛風 (過於腫脹時，看不到絡脈也沒關係，刺腫處出血及水即可。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VzIW3z1xpQ  

 

         (2)  委中刺血法  (刺血體位：患者採站立姿勢最佳，如怕暈針，可改俯臥，但出血量少很多，   

                                可加拔火罐彌補。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KVe0UoGApY  

 

         (3)  足內踝刺血法 (只能淺刺，避免深刺傷及骨膜。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VqRjd27zK4  

 

         (4)  足陽明經刺血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VzIW3z1xp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KVe0UoGAp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VqRjd27zK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ZuIfI9Gkjc  

 

 

 

 

 

(6)  毒蟲咬傷腿腫一個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8qzjttV1R4  

 

(7)  駟馬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Cr3RXE6NWY  

 

(6)  足太陰足陽明區 (四花中裡外穴 )大頭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2EgvbmfLo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ZuIfI9Gkj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8qzjttV1R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Cr3RXE6NW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2EgvbmfLo8


 

 

      I .刺血針具簡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_GThknyJVk  

刺血療法，在董氏奇穴治療中，不僅是一大特點，且幾乎占了董氏半壁江山，感謝董公與楊

維傑老師無私的傳授，我們一定要認真研習，傳承與發揚光大。  

學生張孟超敬筆 10/14/201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_GThknyJV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