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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隨高齡化社會的來臨，長者入院或入住養老中心、護理之家的比例增加了。在醫療面，即使投予

各種藥物與治療方法；仍然有食慾不振、失眠、情緒不安等問題發生。

在歐美日等國家，已廣泛地導入以芳香療法為主的輔助療法，正式立法引入醫院，作為正統醫學的

輔助療法之用，例如：以芳香精油的氣味改善了醫院的環境，並作為一般藥物投予以外之治療方式廣泛

應用。此外，加入按摩、花精療法及能量療法 (生物電 )等方法予以改善銀髮族之健康、提升情緒、建
立自信、減少孤獨感各方面不適現象的綜合治療；這種被稱為『整體輔助芳香療法』的的臨床實驗，近

年來有為數甚夥的研究報告揭櫫於各種學術期刊、專書，本文茲引用數篇，並加上個人於自然療法多年

研究的心得，構成此文。

關鍵詞 : 銀髮族、芳香療法、整體輔助療法、觸覺療法、能量療法、老人病理按摩、按摩、精油、
生物電、撫觸療法、神經脈衝、芳香藥物、純露、有機物質、另類醫學、另類療法、老

年慢性疾病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an aging society, the number of elderly people admitted to hospitals or nursing 

homes has increased. In the medical field, even if various drugs and treatment methods are administered,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loss of appetite, insomnia, and emotional anxiety.

In several European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Japan, aromatherapy-based adjuvant 
therapy has been widely introduced, and their governments also passed legislations to formally introduce 
aromatherapy into hospitals. As adjunctive therapy for orthodox medicine, the scent of aromatic essential 
oils has improved orthodox medical treatments in hospitals and has been used as a general drug to serve 
as a treatment method outside the hospital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massage, flower essence therapy and 
energy therapy (bio-electricity) are added to improve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people, enhancing their 
emotions, helping them to build confidence, and reducing their sense of loneliness. In recent years,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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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輔助療法與主流醫學相輔相成，當主流

醫學出現限制的時候，整體輔助療法可以彌補其

不足。常與另類療法 (自然療法 )混為一談的自
然 醫 學 (Naturopathy/Naturopathic Medicine)， 是
指具有醫療體系的另類療法，通常被歸類在整體

輔助療法 (或稱替代醫學 )中。西方醫學之父希
波克拉底曾說：「瞭解患病的患者本身，要比瞭

解所患的疾病來的更為重要。」這與中醫「看人

重於看病」的精神一致；曾任南非總理的知名生

物學者斯馬特便將這種觀點正式命名為「整體醫

療」。

世界衛生組織 (WHO)更於 2002年提出第
一個傳統與整體輔助療法 (另類療法 )的全球
策 略 (Global strategy on traditional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在此分類原則下，共納入了37個項目，
內容與療法包括從中醫針灸、經絡穴道按摩、反

射療法和芳香療法、花精療法、能量療法、生物

電磁波療法、藝術療法、音樂療法、音頻療法、

舞蹈療法、身心靈療法、頌缽療法、水療法、撫

觸療法，以及用於重大症狀及安寧病房的緩和醫

療⋯等。

參、臨床芳香療法

什麼是臨床芳香療法 (Clinical Aromatherapy) 
？ Clinical是來自法文的「clinique」；字根則是
希臘文的「kline」意即在床邊執行對患者的治療、

壹、何謂芳香療法

將具有芳香氣味的植物，取其具有療效的香

氣及其他物質經過提煉萃取製成適當的劑型，作

用於全身或局部以防治疾病、改善身心不調狀況、

促進健康與美容的一種自然療法。芳香療法綜合

應用精油、純露、花草茶、基底油⋯，來執行疾

病調理或預防疾病的發生。

每一種精油都有其獨自的香味與治療特性。

其所含的複雜成份，在人體內發生的相乘作用後

產生出來的力量，是人工合成香精無法取代的，

因此芳香療法堅持必須採用百分之百的純植物精

油的原因即在此。

精油是有機物質，能和我們身體和諧共存與

互動。芳香療法精油的成分作用有兩種定義；同

一植物所萃取出的精油，一可用於治療身體的疾

病，即是可以以生物分子學，分離和鑑定出精油

的每一種化學活性成分的生理和藥理作用。二是

利用精油的震盪特質 (流動能量 )來影響人的精
細體 (subtle body)、心靈 (phyche)，甚至靈魂；亦
即能量物理學所測知的粒子震盪 (Particle motion)
所產生的能量；屬於某種形式的頻率治療法

(Vibrational healing)，常被用於輔助冥想、內在治
療的方法。(『Subtle Aromatheraph』; by Patricia 
Davis)

貳、何謂整體輔助療法

have been a number of research reports published in various academic journals and special books about 
the clinical trials of “wholistic aromatherapy.” This article was written by citing several articles, and 
adding years of personal experiences in natural therapy.

Keywords: Elder, aromatherapy, holistic adjuvant therapy, tactile therapy, energy therapy, pathological 

massage for the elderly, massage, essential oils, bioelectricity, touch therapy, nerve impulses, 

aromatic drugs, pure dew, organic substances, alternative medicine, alternative methods, old age 

chronic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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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或護理。

在現代正統醫學體制中，作為整體輔助療法

的一環，芳香療法在治療上或為主要治療方法，

或作為輔助治療以提升療效，都獲得醫生與患者

高度的肯定。在門診治療上，高齡者、身心科、

睡眠障礙科、皮膚科、齒科、眼科、婦產科、兒

科以及男女性更年期特別門診中，或是各科病房

中都有醫生、護理人員以精油、純露和按摩作為

處方之一，進行生理或心理治療。

以下茲將芳香療法於醫院體系應用於老人護

理範圍內論述。

在歐美早年的研究中就指出薰衣草是非常適

合應用於老人護理的精油之一。相關的研究顯示，

在狹葉薰衣草 (lavender; L. angustifolia)精油中發
現的化合物可增強老年人的睡眠，同時由於其對

中樞神經系統可發揮抗焦慮作用而減少了焦慮

感 (The value of lavender for rest and activity in the 
elderly patient. Complement Ther Med 1996; 4: 52-
57)。

實際上，一些研究也發現，狹葉薰衣草

(Lavender) 在影響 GABA 神經傳遞方面的作
用與苯二氮平類 (Benzodiazepines) 藥物相似
(The essential oil safety data manual. Tisserand 
Aromatherapy Institute; Tisserand R.; Brighton; 
1988)。這些作用中有許多與芳樟醇 (Linalool)的
活性有關，芳樟醇是薰衣草中的主要化合物。實

際上，研究表明，單獨的芳樟醇香氣是可以逆轉

壓力的心理標記 (Chirality influences the effects of 
linalool on physiological parameters of stress. Hoferl 
M, Krist S, Buchbauer G. Planta Med 2006; 72: 
1188-1192)。

其他研究針對精油影響情緒和認知的能力。

在《Psychogeriatrics》上發表的一項研究中，芳
香療法被發現是一種有效的非藥物療法，用於癡

呆具有改善認知功能的潛力，尤其是在阿滋海

默氏病患者中 (Effect of aromatherapy on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Psychogeriatrics. 2009 Dec; 
9(4): 173-9. doi: 10.1111/j.1479-8301.2009.00299.
x.)。國際神經科學雜誌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euroscience)於 2008年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薄
荷 (Mentha x piperita L. (peppermint) ) 氣味可增
強記憶力並提高機敏性 (Modulation of cognitive 
performance and mood by aromas of peppermint 
and ylang-ylangInt J Neurosci. 2008 Jan; 118(1): 59-
77.)。

一、失智症 /阿茲海默氏症 (Alzheimer's disease)
阿茲海默氏症是老年失智症中最普遍的類

型，佔了失智症中六到七成；近年來各種研究當

中，認為乙醯膽鹼酯酶抑制劑可用來治療中度阿

茲海默氏症，使患者惡化速度減緩，並藉由精油

的細胞作用中普遍的再生作用，被用於治療阿茲

海默氏症及其他失智症。

由於精油的分子量最大的是 225，極少數超
過 250；而分子量大於 2,000的物質即不能由內
皮細胞聯接處通過血腦屏障。因而精油極為微小

的氣味分子量可穿越血腦屏障，下列精油對於乙

醯膽鹼酯酶 (AChE)有抑制作用，可擇患者喜愛
的氣味數種調合成濃度 1~2%的按摩油進行按摩
或不稀釋以嗅吸法薰香使患者吸入使用。(Monika 
Furtner-Keil／德芳自然醫學暨整體療癒研究發展
協會 )

嗅覺障礙被認為是早期阿滋海默氏症的一項

指標，經由嗅覺治療所發揮的直接效果，對有失

智症患者的溝通能力、嗅覺機能的改善，以及腦

機能以外病症的改善都有良好的效果；例如：老

年人常見因自體免疫力下降、皮膚防禦機能低下，

因白癬菌感染造成嚴重的灰指甲、預防吞嚥能力

退化等等。

在日本針對老人院 17名阿滋海默氏症患者
及 28名認知機能障礙患者症以芳香浴的方式進行
治療，在改善早期至中期失智症方面得到令人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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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效果；例如：包含失憶症在內的各種認知功

能皆有一定的改善效果。以動物實驗的標準進行

測量，使用檸檬精油可以提升海馬迴的乙酰膽鹼

(acetylchpline)總量。
至於重症者除了芳香浴之外，加入按摩、燻

香等護理方式亦有令人滿意的效果，具體的治療

方法是於早晨以 1滴檸檬 (Lemon)、2滴樟腦迷
迭香 (Camphor rosemary)，下午 1滴甜橙 (Orange 
Sweet)、2滴真正薰衣草 (Real lavender)，混合基
底油進行芳香按摩；嚴重認知障礙的患者則提高

濃度為 1.5倍。失智症患者中，特別是阿滋海默
氏患者多有嗅覺障礙的問題，精油臨床治療，芳

香療法對於緩和嗅覺障礙方面的療效得到一致的

確認。

真正薰衣草的鎮靜作用對於失智症的周邊症

狀，亦即 BPSD的過度興奮、焦慮、睡眠障礙等
現象被證實有效；真正薰衣草 (Real lavender)所
具有的鎮靜作用包含情感因素在內，不僅對患者

本身控制情緒有效，也對家屬和護理人員有效。

( 齢者医療におけるアロマセラピ―の役割，

神保太樹等，2011)。
另有研究報告顯示真正薰衣草 (Real lavender) 

、迷迭香 (Rosemary)、羅馬洋甘菊 (Chamomile 
Roman) 對 情 緒 焦 慮 具 有 療 效。(Burnett, 
Solterbeck, & Strapp, 2004)

二、睡眠障礙

以肝機能障礙造成的老人失眠為例：某 72歲
女性罹患肝硬化，無法投與安眠藥，且有浮腫、

食道靜脈瘤破裂、腹水等併發症。對該病患施以

足浴治療，具體治療內容為在 5公升的溫水中加
入 3滴真正薰衣草 (lavender True)與 3滴杜松泡
腳，再用 5 ml能消除皮膚乾燥、保持皮膚水分的
甜杏仁油，由腳底至腳踝施以瑞典式按摩手法中

的壓迫手法；次日患者自訴：「腳部腫脹感減輕、

心情輕鬆、睡的很熟」。之後為緩和肌肉疼痛，

再將精油的足浴處方改為 3滴真正薰衣草、3滴
迷迭香、3滴歐薄荷，並以 5 ml甜杏仁油按摩，
連續兩日。患者自訴：「腫脹感減輕、疼痛消失、

睡的很熟」；白天午睡時，則將薰衣草滴在衛生

紙上令其輕鬆吸聞，患者表示可以慢慢入睡。(不

眠治療へのアロマセラピ―の 用，山下えり

子，2000)
另一位 83歲女性，有長期失眠、躁鬱、糖尿

病、高血壓病史；服用安眠藥 10年以上。具體治
療內容：玫瑰、橙花、依蘭、薰衣草、天竺葵及

茶樹、快樂鼠尾草、檀香等精油交替使用，每週

1~2次進行足浴後，加入荷荷芭油調製成濃度 2%
的按摩油施以全身芳香輕撫按摩。結果可以不服

用安眠藥輕鬆入眠。( 特別養護老人ホ―ムでの

アロマケア，望月一江，2000)
許多研究都指出真正薰衣草用於治療睡眠的

療效；期刊《The Lancet》指出使用真正薰衣草取
代安眠藥，睡眠時間可以與使用傳統安眠藥相同；

而且對於有躁鬱現象的患者白天的不安或攻擊性

行為也有安撫作用。( クリニカル・アロマテラ

ピ―，ジェン・バックル )有實驗指出吸入薰衣草

精油 5、10、15分鐘皆有提升副交感神經的活性，
使身體持續處於放鬆的狀態 (Duan等，2007)。

其他具有安眠作用的精油還有橙花 (Neroli)、
柑 桔 (Tangerine)、 香 蜂 草 (Melissa)、 苦 橙 葉
(Petitgrain)、馬喬蘭 (Marjoram Sweet)。

三、老人性便秘

初期的便秘順著大腸的走向按摩腹部就會有

效，嚴重的便秘可以配合精油按摩，Barker (1995)
建議從黑胡椒 (Black Pepper)、薑 (Ginger)、茴香
(Fennel Sweet)、馬喬蘭 (Marjoram Sweet)、葡萄
柚 (Grapefruit)等精油中取 3滴加入 5 ml的基底
油中輕輕按摩 5分鐘，可以視狀況一天一次至多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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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皮膚潰瘍與難癒傷口

英國的臨床芳療師 Alen Barker針對潰瘍性傷
口用綠花白千層 (Niaouli)、檸檬 (Lemon)、茶樹
(Tee-Tree)、德國洋甘菊 (Chamomile German)、
葡萄柚 (Grapefruit)等芳香純露清洗傷口，加以
濕敷。並用對老化、乾硬皮膚有軟化、滋養作

用的月見草油 (Evening primrose oil)、玫瑰果油
(Rosehip Oil)、聖約翰草油 (St. John Wort Oil)、金
盞花油 (Calendula oil)等輕輕擦拭傷口周圍。

五、情緒障礙

住入醫院或老人護理之家時間愈長，老人的

孤獨感欲發增加；因此合併發生腦血管障礙、心

腎功能、消化功能下降的現象亦隨之增加；於

是針對高齡者的情緒考量，給予精油對於安撫

情緒及改善症狀有一定的效果。例如：甜橙精油

(Orange Sweet)、葡萄柚精油 (Grapefruit)在臨床
上，就可以發揮提高情緒、緩和睡眠障礙的效果；

同時也利用茶樹精油 (Tee-tree)的殺菌效果來協助
長者提高抵抗力。

日本廣島的日比野醫院老人護理中心也針對

住院居民的氣氛、情緒以甜橙 (Sweet Orange)、
葡萄柚 (Grapefruit)精油以及號稱具有最強殺菌作
用及安撫情緒作用的茶樹 (Tee-Tree)精油、和可
改善吞嚥功能、促進食慾的黑胡椒 (Black pepper)
精油，進行以改善情緒障礙來消除失眠現象、及

食慾不振問題。

其結果為 30%的人情緒得到改善；47%的人
睡眠障礙獲得改善。這些結果除了從本人自覺、

護理人員周圍觀察之外，也從受試者的康復程度

與娛樂活動的參與意願與情緒投入表現等方面進

行評估。

肆、整體輔助療法用於銀髮族之其他護理方式

一、觸覺療法

(一 ) 按摩
按摩雖屬古老的自然療法；但是美加地區的

醫院有立法的護士按摩制度。是由擁有執照的護

士，在按摩治療領域完成 500小時的理論與技術
教育，經國家認證另外擁有按摩執照。護士按摩

採用了實用的方法來加速病患癒合過程。這種新

的方法直接在醫院中執行，以恢復患者康復速度，

它被評鑑為可以大幅縮短癒合過程和增強患者的

整體健康。

(二 ) 老人病理按摩 Comfort Touch 
基於世界人口老化，專屬於老人的按摩手法

也一一被創造與推廣。筆者於 2017年赴美隨從
Mary K. Rosa女士學習老人病理按摩 &臨終護理
(Comfort Touch/ Comfort Massage for the Elder & 
the The Ill)這是基於老人生理及常見症狀所設計
出來的一種撫觸療法 (Touch Therapy)；按摩結合
了多種先進的方式並有科學性實驗證明，可增強

人體的自然修復功能。輕輕包覆肌膚的接觸可釋

放張力，放鬆肌肉，增加血液和淋巴循環並賦予

鎮定感。這種具有治療性按摩的可作為疾病和受

傷的輔助療法，減輕患者疼痛和壓力，幫助軟組

織癒合和使身體恢復活力的協作，定期按摩可以

增強健康，提供放鬆，鬆緊肌肉，減輕焦慮和緊

張感，並平衡身體 /思維 /精神方面。
Comfort Touch老人病理按摩是在美國實行了

近 40年的按摩方式，為Mary K. Rosa女士所發
明 (即筆者的指導老師 )，她原任醫院護理長及
養老院護理顧問。其所發明及推廣的，Comfort 
Touch擁有美國專業認證，依據人體力學、解剖
學及老人自然生理狀況設計手法，除了安全有效

之外，操作容易，可配合按摩油或徒手治療，且

不限場地條件，或坐或臥皆可。可行之於醫院、

安寧病房、護理之家、復健科、家庭護理與養老

院⋯。除了舒緩老人身體疾病痛苦外，也可安撫

老人的孤寂與對生命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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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 K. Rosa女士與醫院等老人醫療機構合
作執行 Comfort Touch老人病理按摩，針對 65歲
以上的老年人，在以下族群進行研究 (無使用精
油 )，該對象為下列人群：
   1. 判定失能及及自然老化需要執行按摩護

理者

   2. 患有生理慢性疾病者，至少包括以下的
疾病：心臟病、癌症、中風、糖尿病、

肺病、多發性硬化症、關節炎、腎臟病、

帕金森氏病、肌纖維疼痛、肌萎縮性側

索硬化⋯

   3. 癌症末期患者
   4. 阿茲海默氏患者及其他老人癡呆症患者
   5. 急性病症及傷患
   6. 術前術後患者
   7. 脊髓及閉合性顱腦損傷者
   8. 外傷及精神病患者
   9. 自閉症患者
 10. 健康者

▆實驗結論

●生理性助益

   (1) 放鬆
   (2) 降低疼痛
   (3) 一般肌肉或特定肌肉群的抒解緊繃感
   (4) 促進血液循環淋巴循環
   (5) 增加肌肉彈性
   (6) 促進呼吸順暢
   (7) 促進胃口及消化能力
   (8) 改善睡眠品質
   (9) 增強體力與免疫力
 (10) 退化性關節炎
  ●情緒心理上助益

   (1) 增加與人肌膚接觸時的舒適感及安全感
   (2) 消除降低不安、恐懼、窘迫感，以即因

上述原因帶來的疼痛感、提高與人互動

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3) 舒緩憂鬱、焦慮、懷疑⋯等負面情緒，
並強化自尊心

   (4) 增加與他人溝通能力與意願

二、能量療法

(一 ) 何謂能量醫學 (Enenegry Medicine)
自 1864年英國物理學家麥克斯韋綜合前人和

他的研究提出「電磁場理論」，亦稱為麥克斯威

方程式 (Maxwell's equations)以來，生物電引發了
大量研究與探討，生物電為任何物質從無生物到

有生物都有獨特的能量訊息，如果將對身體有益

的能量帶入患者體內或平衡患者體內的能量，泛

稱為能量療法或由專業醫護人員在醫療院所執行

的能量醫學，非侵入性的能量醫學之所以被譽為

是 21世紀的主流醫學，起因於 21世紀的醫學重
視預防勝於治療的效果。

能量療法有很多種，其中一些使用光、聲音

和磁波、磁鐵⋯等療法。還有被稱為生物電療法

(Bioelectric therapy)、信息療法 (如：花精療法、
頻波療法 (如；音頻療法、頌缽療法 )等等與能
量相關的治療方式，都可達到與生物磁場共振與

調整和諧頻率的目的。

人體中的物質分子內會產生運動，並形成電

磁波，型態有分子的平動、轉動、分子間的相對

震動、電子躍動、核的自旋躍進等多種形式。每

種運動都有一定的能級；除了平動以外，其他運

動的能級都是量子化的，亦是能量物理學使用的

基本單位，一種運動具有一個或多個激發態。(中
藥化學成分結構解析‧馮衛生等人 )經多項現代
實驗證明；例如：以 MRA (Magnetic Reasonance 
Analyzer磁場共鳴分析器 )，氣味分子所產生的波
動與我們所知的電磁波規模吻合，並且可測知人

體內電磁波的律動正常與否，同時以共鳴的律動

找出促使其恢復健康的精油。(Aromatopia 1998,
鈴木清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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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芳香療法與能量醫學相輔相成
在日本以芳香療法配合不同的東西方按摩技

術 (瑞典式、指壓、反射區 )進行治療已是一種
常態；以電波來測知精油對人體磁場影響的實驗，

從腦波、中醫的三焦 (人體除四肢以外的部位 )、
經絡都有眾多的臨床實驗報告，佐證精油可以調

整或影響人體內的電氣活動。這與郭志辰博士等

所提出的「三焦空間醫學」認為「人體的空間是

細胞運動、能量調節的場地」不謀而合，只有這

些空間純淨，能量流通順暢，人體才能回歸自然，

恢復和保持健康。

當機體內的能量不正常增加、聚集時會產生

「病氣」，中醫所指的三焦是人體最大的空間，

是進行電子能量轉換、調整的所在；能在三焦發

生作用的精油屬負離子 (精油的電性，一般以正、
負電及有無極性分類；分為以下四種：負電有極

性、負電無極性、正電有極性、正電無極性；多

數的精油屬第一種。)接觸到細胞膜外時誘發細
胞膜內的正電反應，產生離子交換現象，減少細

胞膜內的正離子，使機體恢復健康。

精油由於具有電磁性的優勢，在人體內外所

能造成的氣能量較原生植物來的強烈而易於感

知。日本的「新東洋醫學」派也主張以「進行人

體內電子能量的轉換、調整來治病」，他們認為

「疾病就是氣的病 (日文疾病寫為『病氣』)，所
謂的氣是體內的電子能量所產生的生物磁現象，

當生物磁紊亂、異常時即是生病。」由於精油在

人體表面可發生極性化 (正負電性 )，轉換、調整
電子能量，並且和人體內的正負電一樣作用於不

同時機，不會彼此干擾，故和針灸相同產生刺激

效果可作為治療疾病之用。

(三 )神經訊息脈衝療法 (Nerve pulse therapy)
人類對於神經脈衝的認知，開始於西元 1952

年，當年由和艾倫．勞埃德．霍奇金爵士 (Alan 
Lloyd Hodgkin)和安德魯．赫胥黎爵士 (Andrew 

Fielding Huxley)根據對烏賊巨軸突的研究而發
展出動作電位理論，他們因這重大發現而於西元

1963年共同獲得諾貝爾獎。動作電位理論無疑開
啟了神經脈衝研究的大門，西元 2000年，當年
的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由瑞典哥生堡 (Gothenburg)
大學的名譽退休教授卡爾森 (Arvid Carlsson, 
1923∼ )、美國紐約市洛克斐勒大學的分子學和
細胞生物學教授保羅．葛林加德 (Paul Greengard, 
1925∼ )和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神經生物學
教授肯德爾 (Eric Richard Kandel, 1929∼ )三人
共同獲得。因著他們在「神經系統的訊息轉導」

(signal transduction in the nervous system)的研究有
著重大貢獻而獲獎，其中有關乙醯膽碱在神經傳

導所扮演的角色更是倍受矚目。

台灣的三優生科技公司基於這兩項諾貝爾獎

理論，於民國 94年研發製造了『易脈衝神經訊息
儀』，獲得衛福部認證【神經學科用裝置 (K)衛
部醫器製字第 005925號】為醫療級器材，同時通
過歐盟 CE認證、SRT安全檢測與應用於人體安
全的實驗報告。該儀器是模擬神經脈衝，以百萬

次 /微秒來回的急速震動速度，具有多元波形、
共振分波大，超低複頻來達到有效的經皮刺激，

可以於接觸皮膚時同時偵測病部與訊息回饋至電

腦晶片，轉換發出對應波形進行調理的特色。

其運作機轉是釋放出神經脈衝波經由全身神

經系統進行全身傳導，可刺激神經元分泌人體所

需非常重要的神經傳導物質乙醯膽鹼、腦內嗎啡、

多巴胺、血清素⋯，可讓全身神經訊號傳導調整

回正常運作功能，進而提升人體的自然治癒能力。

易脈衝神經訊息儀應用於老人護理，則對睡

眠障礙、中風復健、帕金森氏症、阿茲海默氏症、

肢體行動不便及其他老人常見症狀，均獲得重大

改善效果。

該公司與國立金門大學護理系、大仁科技大

學合作研究易脈衝用於老人睡眠品質研究，於

105年 6月在台灣護理學會第 32次論文發表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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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研究論文「輔助療法於機構老人睡眠品質改

善之成效」。該研究室利用中醫學理刺激腳底「湧

泉穴」以防治神經衰弱和失眠，同時使腳底血管

擴張、加快血液下流，減輕腦部壓力以改善老人

睡眠問題。

伍、結論

筆者於 2012年開始使用易脈衝神經訊息儀，
配合精油具有分子生物藥理作用與生物電波形的

震盪特質，能與易脈衝的訊息波產生和諧共振之

作用，將之應用於調理各種急慢性疾病、重大創

傷後遺症 (車禍、骨折⋯)、亞健康群族，均獲得
令患者滿意的回應。

現正將易脈衝、精油及適合老人之按摩方式，

應用於銀髮族常見之疾病預防 (以老人癡呆症、
阿茲海默氏症、帕金森氏症為主 )與延緩及惡化
上。期待國內即將進入的高齡化社會，佔有人口

重要比例的銀髮族，皆有健康的身心靈，使我們

的社會未來，減少長者臥床、老痴等因素帶來的

沈重醫療、家庭、社會問題，並且降低醫療支出，

提高長者生活品質與快樂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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