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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推力量、次數與時間

按推力量、次數與時間的拿捏：

所有的原始點，大多位在骨旁之筋，找到原始痛點後，按推

力道之輕重，應以患者能承受為宜，但又不能太輕，否則效果不

佳，最好是患者感覺在按推時有點疼痛，但又能承受為宜，按推

力道最好由輕而重。輕症患者2—3天按推一次，也可每天按推當

作保健，重症患者在能承受範圍內，一天可按推3—4次。每個按

推點約3秒，可來回處理約2—3次，只要患者症狀減輕即可停止

操作，至於按推的時間因病情不同，很難加以規定，時間也許幾

秒鐘，也可能是幾分鐘。

脊椎兩側原始點的找法

脊椎兩側之原始痛點，可處理身體相對應之疾病，脊椎兩側

原始點的找法：

	 症狀訊號處 身體前面 脊椎旁邊 脊椎下面

 原始點 後面脊椎兩側 中間脊椎兩側 上面脊椎兩側

●  但亦有極少部分患者，在症狀相關的原始點處找不到痛點，而

必須再往上找。

●  影子與本尊重疊的地方，最常見的如肩胛部原始點與臀部原始

點，就不需考慮影子，直接按推即可。

手法篇



3

手肘法（手心朝下）

手肘法（手心朝上）

肩胛部豆狀骨法

拇指須按住食指

背部豆狀骨法

拇指法 拳頭法

食指法

原始點療法常用操作手法

五種常用手法：手肘法、豆狀骨

法、食指法、拇指法、拳頭法，

可參看下列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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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各部位名稱示意圖

藍線為部位標示 紅線為原始點位置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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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痛、偏頭痛、頭暈

● 眼皮跳、眼睛痛、眼睛凸、眼睛酸澀、口眼歪斜

● 口齒不清、牙齒咬合疼痛、舌頭麻、痛及灼熱感

● 三叉神經痛、顏面神經麻痺

● 耳聾、耳鳴

● 四肢抽搐、麻、無力

● 頭部之疾病：如腦中風、腦震盪、癲癇、憂鬱、感冒、發

燒、失眠、癡呆、鼻子過敏、青春痘、腦癌、口腔癌、鼻咽

癌、舌癌……

處理方法：

按推耳後骨旁及枕骨下沿之原始痛點，屬寒性體質者須用熱源溫之。

頸部原始點

頭部原始點

紅色標示按推位置
綠色標示按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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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頸椎痛、喉嚨痛、鎖骨痛、肩膀痛

處理方法：

按推枕骨下沿及頸椎棘突旁兩側之原始痛

點，屬寒性體質者須用熱源溫之。

參考：頸椎俯仰痛請見上背部原始點。

頸部原始點

頸椎

鎖骨



7

● 背痛（肩胛骨痛、膏肓痛、胸椎

痛）、胸悶痛、肩後痛、頸椎俯仰

痛、小腿肚痛及抽筋

● 上背部之疾病：如氣喘、咳嗽、心

肌梗塞、心痛、心悸、乳癌、肺

癌、胃痛、胃癌……

處理方法：

按推上背部棘突旁兩側之原始痛點，

屬寒性體質者須用熱源溫之。

上背部原始點

肩後 肩胛骨

胸椎

膏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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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痛（肩上痛及肩前痛）、

肩臂痛、腋下痛及側胸痛

處理方法：

按推肩胛骨之原始痛點，屬寒

性體質者須用熱源溫之。

參考：

肩 胛 骨 旁 內 側 有 加 強 上 背

部 及 肩 胛 骨 原 始 點 療 效 之

功能，且對應前胸乳頭，故

對 乳 癌 、 肺 癌 、 咳 嗽 、 胸

悶……亦有療效。

肩胛部原始點

肩胛骨原始點 肩胛骨內側原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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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肋痛、腰痛（腰椎痛、腰橫帶

痛、腰外側痛）、髂骨上側痛、

薦椎痛

處理方法：

按推下背部棘突旁兩側之原始痛

點，屬寒性體質者須用熱源溫之。

下背部原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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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臀部痛（臀外側痛、臀橫紋痛）、

恥骨痛、尾椎痛

處理方法：

按推薦椎棘突旁兩側之原始痛點，屬

寒性體質者須用熱源溫之。（由趙信

榮醫師提供）

● 腹股溝痛、腿部痛（大腿痛、膝

痛、膝後痛、膝不能彎曲、小腿前

內外側痛、足跟腱痛、足踝關節痛

及踝骨旁痛）

處理方法：

按推同側臀部骨旁之原始痛點，屬寒

性體質者須用熱源溫之。

薦椎部原始點

臀部原始點

臀橫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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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小腿肚痛及抽筋請見上背部原始點。

● 下背部、薦椎部、臀部之疾病：如

腹脹、腹瀉、肝癌、腎臟病、胰臟

癌、下腹部脹痛、便秘、痔瘡、頻

尿、少尿、尿痛、月經異常、痛

經、肌瘤、白帶、陰道炎、腹部及

下肢癢疹、卵巢癌、子宮頸癌、大

腸癌、攝護腺癌……

→參見各部相關原始點的處理方法。

◎特殊點

● 膝臏骨痛

處理方法：

按推膝蓋上方的內側

或外側之痛點。

膝臏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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踝部原始點

● 足跟痛（足底後段痛）

處理方法：

按推內踝骨旁後側及後側上部

之原始痛點，屬寒性體質者須

用熱源溫之。

參考：

只有極少部分患者是因外踝骨

後側引起。

● 足背內外側痛、足底中段痛

處理方法：

按推同側踝骨旁前側及下側之

原始痛點，屬寒性體質者須用

熱源溫之。

● 足趾痛、足底前段痛

處理方法：

按推足背蹠骨間之原始痛點，

屬寒性體質者須用熱源溫之。

● 踝部、足背部之疾病：濕

疹、足汗、足裂、足癬、痛

風、香港腳……

→參見各部相關原始點的處理

方法。

足背部原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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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部原始點

● 手肘痛、肘臂痛、手腕痛、掌背痛

處理方法：

按推肘後之原始痛點，屬寒性體質者

須用熱源溫之。

● 拇指痛

處理方法：

按推拇指掌骨旁之原始痛點，屬寒性

體質者須用熱源溫之。

● 手掌正面痛、手指痛、手指麻

處理方法：

按推掌骨間之原始痛點，屬寒性體質

者須用熱源溫之。

● 肘部、手背部之疾病：濕疹、手

汗、富貴手、手癬、類風濕性關節

炎……

→參見各部相關原始點的處理方法。

手背部原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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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篇

原始點總論

原始點可分兩大部分：疾病由來與處理方法，運用因、緣、果的

理論可以完全明了這兩大部分的含義。

他處筋傷及本處受傷（如脫臼、骨折、韌帶肌腱撕裂、割傷、刺

傷、燙傷等）是產生疾病症狀的因，至於體質之寒熱與他處筋傷

及本處受傷的關係是互相影響著，故緣會影響體質之寒熱，進而

使他處筋傷及本處受傷更加嚴重；但亦有緣直接造成他處筋傷及

本處受傷而產生症狀（果）的。

疾病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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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影子」包括所有疾病症狀（因生病而產生的狀態，又稱訊

號）、醫學之病名及病因、儀器之檢測：

1. 身體感受或出現的：疼痛、痠、麻、癢、脹、悶、刺、暈、抽

筋、口乾、口破、口苦、口臭、發燒、潮熱、灼熱、腫、煩

躁、譫語、目赤、出血、紅腫熱痛、多汗、盜汗、紅斑、疹、

流鼻涕、耳流膿、咳、喘、腹瀉、大小便不利、嘔吐、白帶、

肌肉跳動、下墜感……以上症狀所在的部位統屬影子，如五臟

六腑、頭、頸、四肢等。

2. 儀器檢測的：X光片、斷層掃描、潰瘍、沾黏、發炎、骨刺、

椎間盤突出、脊椎移位、各種結石、瘤、腎萎縮、腦萎縮、肝

硬化、肺纖維化、血壓、癌指數、肝指數、腎指數、細菌、病

毒……以上種種都不是產生症狀的因，也非要處理的對象，就

算是大如腫瘤、肝硬化、骨刺、結石、椎間盤突出或小如細

菌、病毒等衰敗、變形的狀態，也是一種常態或自然的變化過

程，他是不會立即威脅到健康的，處理他反而有害，要得到健

康，唯有改善自身體質一途。

果、影子非治療的目標：

凡屬他處筋傷所致，不但不能在症狀訊號處按推，且包括病

名、病因及儀器檢測的，統統都不是要處理的地方。

「因」可分他處筋傷、本處受傷及寒性體質：

三者最簡單的區別方法就是找到原始痛點按推後──

一、症狀改善明顯，則屬他處筋傷，此類患者在臨床上占絕大多數。

二、若出現他處不適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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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屬局部的，如頭暈、胸悶、嘔吐、腰痛等，則偏向他處筋

傷引起；

2. 屬全身性的，如怕冷、麻、抽筋、抽搐等，則偏向寒性體

質影響他處筋傷所致。

三、症狀雖有改善（屬他處筋傷），但進展緩慢或一天內反復發

作，甚至近乎24小時，則屬寒性體質影響他處筋傷所致。

四、症狀改善並不明顯：

1. 屬本處受傷，其臨床症狀來得又急又重，稍微動作更加劇

痛，最令患者難以承受，體質修復本處的時間：

A. 一般扭傷患者其本處受傷，修復時間約需三至七天，即

可復原。

B. 腰背肌肉腫脹變形，或指骨受傷、肌腱撕裂，修復時間

約需一至三個月。

C. 脊椎骨本身及其旁之筋嚴重受傷，修復時間約三至六個月。

D. 如果患者體質變寒或受傷部位不斷使用，就會使修復時

間變長。

2. 屬症狀24小時持續發作，在臨床上最難處理，經按推及

內、外熱源溫之：

A. 有改善則屬他處筋傷，而24小時則意味著受極寒體質嚴

重影響；

B. 沒有改善則屬本處受傷，而24小時則意味著受傷的程度

更加嚴重，故需再以按推及內、外熱源溫之，由體質來

修復本處受傷，經一段時間：

甲、症狀消失，則屬較易復原的本處受傷；

乙、症狀仍在，則屬不易復原的本處受傷，如植物人、癱

瘓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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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嚴重疾病（例如：癌症、心肌梗塞、腦中風、愛滋

病），絕大部分患者也都屬寒性體質。

寒性體質的辨證 (體質：未病前身體平常就會有的狀態，又稱證)：

1. 顴骨以上到額頭面色青白、黃，黑眼圈，舌質淡白，舌胖有齒

痕，舌潤、白苔，無神、倦怠、嗜睡、懶言、少氣。（註：黃

色是中性偏寒，故臉黃、苔黃、涕黃、帶黃、尿黃仍屬偏寒體

質。此條辨證最為容易、最為準確、最為重要。）

2. 鼻子過敏，早晚症狀較嚴重，怕冷，冬天四肢冰冷，肌肉僵

硬，受風寒及食涼症狀即加重。

3. 口淡，口甘甜，流口水，不喜歡喝水，就算想喝也喜歡熱的，

痰多，大小便頻繁。

4. 脈緊、細微、無力。

● 他處筋傷會使患者的感覺錯亂，如怕冷或怕熱、口渴喜飲、喜熱

飲或喜冷飲等，以此做為寒熱辨證的依據，有時也會不準確。

如果聞診與望診衝突，以望診為主。

● 中性體質：在任何時間及環境下，都處於一種平和、寧靜、舒

適的狀態，既不怕冷也不怕熱。

● 體質沒有虛火、上熱下寒、表熱裡寒或寒熱交雜的問題。因為

寒熱是性相違的，性相違是不可能同時並存，就如同生、死，

明、暗，前、後，縛、解。除中性體質外，不是偏寒就是偏

熱。寒性體質生病後所產生的熱症，例如發燒、潮熱、灼熱、

紅腫熱痛、口乾、口破、口苦、口臭、煩躁、譫語、出血、發

紅斑、抽筋、大小便不利、盜汗、咽痛、肺炎……全是影子，

而非真熱，故不能用退火藥或冰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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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性體質飲食及用藥的觀念：

寒性體質患者勿食冰品、甜食、茶葉、生冷蔬果等。因為寒

性體質才是致病的重要因素，故答案不在酸鹼平衡及缺少各種營

養素的問題，只要把寒性體質改善了，身體各種狀況就能自動調

整回來。因為在生病後寒性體質會趨向更寒，熱性體質會趨向更

熱，而離中性體質越來越遠。所謂藥性必有所偏，就是要把過寒

或過熱的體質調整回來，進而達到治病的目的，故對於偏寒體質

的患者而言，藥物也只不過是一種內熱源罷了，而不是真的能直

接治病。

為何不能說某種藥可直接治療某種病？因為實在沒有某種藥

可直接治療某種病而不經過體質的。如果不透過體質，當人因病

毒或風寒而感冒，然後喝了熱開水、薑湯或熱粥，甚至用吹風機

或蓋棉被把汗逼出來，病也好了，就會得到熱開水、熱粥、薑

湯，甚至棉被、吹風機都可以驅風寒、殺病毒的結論，這樣大家

能接受嗎？若能接受，當你頭風痛，喝了熱參湯，或用木棒、手

肘按推，而把病治好了，能說人參、木棒或手肘有驅風止痛的作

用嗎？若能接受，那麼你也可以說跑步、爬山、打太極拳可以治

百病，這樣我們還談什麼是醫療呢？如果不談體質，就會出現以

上荒謬的結論，闊而言之，不談體質，而宣稱藥可以驅風濕、

清熱解毒、以毒攻毒、熄風鎮痙、利水、安神、開竅、止血、固

澀……都屬妄念，或說藥可以治高血壓、糖尿病、腫瘤、憂鬱、

失眠、細菌、病毒……亦屬戲論。更進一步說，既然沒有一種藥

物可以直接治療某一種病，那麼反過來說，也沒有一種藥物可以

直接造成某一種病。疾病是沒有特效藥及偏方的，治病別無他

路，只有改善自身體質這一條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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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法

致病之緣：

1. 內緣：壓力、焦慮、生氣、憂煩、不眠、勞累、飲食過冷、服

藥不當……

2. 外緣：環境污染、外傷、外感風寒、中暑、姿勢不正、過度使

用、敷藥不當、手術不當……

保健之緣：

1. 以原始點來診斷及按推，可以充分預防錯誤的治療及疾病的產

生。

2. 徹底修正自己的錯誤習慣，如需要規律的作息、適當的休息、

天冷宜保暖、多食溫熱性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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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活就要動，運動是最好的補藥，如柔軟操、拉筋、瑜珈、

太極拳……都是很好的運動選項。

4. 常懷喜悅、感恩、包容的心，與人為善，樂於助人。

5. 保護好環境資源，使我們吃的食物、喝的水源、呼吸的空氣

不再遭受污染，一切回歸自然，為後代子孫留下一片淨土。

因（他處筋傷、寒性體質及本處受傷）的處理方法：

1.  所有他處筋傷之疾病，不管是分屬內科或傷科，也不管是

任何原因造成，或任何醫學病名，其處理方法都是一樣的：只

要找出原始痛點（本尊），按推即可。如果患者屬寒性體質，

則須加熱源溫之，嚴重

者甚至可在患處溫之。

熱源使用可分內熱源及

外熱源兩種，內熱源包

括：溫熱中藥、溫熱飲

食、運動……；外熱源

包括：溫灸、溫敷袋、

電熱毯、電熱器、遠紅

外線……。熱源使用：

應以患者感覺溫暖舒服

為宜，不可有燙的感覺。

所有疾病，如果只知病名（例如：高山症、憂鬱症、糖尿

病、高血壓、血癌、淋巴癌……），而不知如何下手，則可從

症狀部位找出相關之原始痛點處理；若無明顯症狀，則可從耳

後骨旁及枕骨下沿、整條脊椎兩側或四肢找出原始痛點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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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寒性體質影響他處筋傷的處理：偏向他處筋傷則以按推為主，

內、外熱源溫之為輔；偏向寒性體質則以內、外熱源溫之為

主，按推為輔。按推時若出現他處局部性不適症狀，從症狀部

位找出相關之原始痛點處理，若出現全身性不適症狀或無效，

需立即改以內、外熱源溫之；反之，內、外熱源溫之出現不適

症狀，需立即改以按推處理。

3. 本處受傷就需要時間讓體質來修復本處，在這段修復期，休息

很重要，期間可以按推原始點。如果是寒性體質，可以在原始

點甚至患處加熱源溫之，來改善體質，以便加速本處的修復。

若屬本處受傷，如脫臼、骨折、割傷、刺傷、燙傷等，則可參

考中、西醫學的處理方法。

受傷後應注意的事項：

1. 手受傷，盡量避免握拳、持重。

2. 腳受傷，盡量避免久坐、站立過久。

3. 腰背受傷，盡量避免彎腰、持重。

4. 關節受傷，如手腕、肩、頸……日常活動宜轉向不痛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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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推力量一定要溫和適度，不可過猛，並且要以患者能承受

為宜。頭部按推時間約3到5分鐘，若輕輕按推，則10分鐘內仍屬

安全；上背部按推時間約1分鐘。按推後病情沒有改善，甚或加

重，立即改以內、外熱源溫之，並注意周遭環境之溫度，應以溫

暖舒服為宜。

心、腦血管重症之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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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癌症的介紹

癌症不可怕，它只是因體質變寒所產生的訊號，就像水太冷

了會結冰一樣，也是提醒我們體內代謝變差了，生活習慣該改變

了，不是來要我們的命。而且癌細胞是與生俱來的，是生命不可

切割的一部分，並非是要處理的對象。

可是當癌症被醫學不斷地誇大，變成是一種惡疾，是要命

的東西，甚至醫師會以威脅、恐嚇式的語言告訴病人說：如果

你不接受手術或化療，癌症會迅速惡化，最多只能活幾個月或

幾年等云云，讓病人嚇得半死，生活在死亡的陰影下。這並非

找回健康的開始，根本就是惡夢的開始，從此一生也注定與幸

福、快樂無緣。

而現代醫學提供我們些什麼檢查及治療呢？難道是像斷層掃

瞄、穿刺、切片、手術、化療、放療的檢查及處理方法嗎？如果

只是提供以上這樣的方法，像斷層掃瞄，它的輻射約略等於400

張X光片，穿刺、切片檢查等於在傷口又補上一刀，會讓腫瘤進

一步惡化，而手術、化療、放療，這些治療的破壞性、殺傷力更

大。只會使患者的體質變得更寒，身體變得更差，甚至讓器官衰

竭、死亡加速。就如同把冰塊敲碎，雖然冰塊暫時不見了，可是

溫度不變，其他地方又會開始結冰，甚至因處理不當，溫度變得

更低時，結冰的速度反而加快。正確的處理方法應該是把溫度調

高，冰塊自然融解，是要從因下手，不是從果下手。可惜的是，

如同火警，警報器響了，而我們的醫學不是去滅火，而是把警報

器敲壞，結果就可想而知了。

癌細胞本來就是一個訊號，如警報器一樣，是不該被處理

的，處理反而是災難的開始。而且癌細胞也是生命不可切割的一

部分，任何破壞性的治療，無異是破壞了自己的生命。所以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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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應該從日常飲食、運動、作息、心情開始調整起，真正能

救你的是你自己，而不是病急亂投醫。只要願意樂觀地面對生

命，積極去生活，把體力調整好，我們不但可以活得很自在，

且又可延年益壽，何樂而不為呢？

癌症患者如果能夠通過原始點的按推，善用內、外熱源，生

病時不但可以節省大量的醫療費用，又可以解決很多症狀，讓病

人面對癌症不再恐懼，重新站起來，迅速找回自信與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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