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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杜文智               指導教授：杜鳳棋 博士 

 

 

大華技術學院  機電工程研究所 

 

 

摘要 

 

 俗諺：「百病皆於瘀，瘀著不通、不通則痛；通則不痛，治病先治痛」，

而中國傳統療法向來主張利用拔罐療法來活血化瘀，這種治療方法具有非侵入

性、操作方便的優點，故長久以來「拔罐」成了民間保健的運動。從生理學的

角度來看，拔罐是利用負壓的原理治療疼痛病灶，破壞微血管並刺激局部組織，

使皮膟表層充血凝固後變成瘀血，待瘀血退去後將會有舒緩疼痛的治療功效，

簡單來說拔罐算一種「先破壞再建設」的治療藝術。 

拔罐是以罐為工具，使罐內形成負壓，以致罐吸附於皮膟或穴位，產生溫

熱刺激，使被拔部位有充血、瘀血，以達到防治疾病的一種外治法。拔罐是以

中醫基礎理論為指導，施術於皮膟、經絡、穴位和病變部位，把阻滯在人體內

的病理代謝產物通過皮膟排泄出來，從而預防疾病及促進機體康復的中醫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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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藥物療法，在民間廣為流傳。真空拔罐則是利用器械抽氣使罐體內部形成負

壓，故可吸附在人體的特定部位（穴位或病灶點），使得皮下及淺層肌肉充血，

達到活血化瘀、疏通經絡、調節氣血、帄衡陰陽、促進新陳代謝及調養臟腑功

能的一種非藥物之物理治療法。 

本論文針對罐體內的真空壓力進行探討，以便充分掌握真空度對於皮膟表

層隆起狀態的關聯性，進而瞭解真空度對於人體生理變化的影響性。經由本論

文的實驗測詴結果，初步得到的結論歸納如下：在真空拔罐施作時，所有受測

者的指尖溫度呈現增減振盪的情形。吸凸高度隨真空壓力增加而增高，而且接

近線性遞增的狀態，每 mmHg的真空壓力會使皮膟吸凸 0.114cm之高度。就連續

拔罐施治法之指尖溫度的定量分析而言，在拔罐施作後的指尖末梢溫度會有明

顯的上升趨勢，上升幅度可達到 9.4%。相對指溫 Ts/Ta及(Ts-Ta)/Ta與真空壓

力 Pv具有正比的關連性，在真空壓力 Pv=-60mmHg的實驗例中，Ts/Ta最大值將

達到 1.95；(Ts-Ta)/Ta的最大值則為 0.95。 

 

關鍵詞：拔罐、真空度、皮膟表層隆起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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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ough relatively new to the west, moxibustion and cupping are highly 

developed medical science in China, which are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nd a summary of experience of ordinary 

Chinese people in struggle against disease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Moxibustion 

therapy is a TCM technique which applies heat produced from ignited moxa or 

mugwort herb over the skin to stimulate acupuncture points of the body for the 

prevention or treatment of disease. Cupping therapy is usually performed by 

introducing heat into a cup or similar object and placing it immediately on the skin. 

Moxibustion and cupping therapies are used along with acupuncture therapy. These 

technique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ir amazingly rapid attainment of the desired results 

by the heat. Because moxibustion often includes the burning of moxa or mugwort 

herb, patients who have respiratory problems should avoid the use of smoking moxa 

or mugwort herb. Cupping therapy has a risk of burning the patient if not care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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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ed. 

In this dissertation, a new electromoxibustion cup is designed. We can place the 

cup on the skin and gently heat the air in the cup with an electrical heater or a silicone 

rubber thermofoil heater. An acrylic cup has been used for this purpose, because, one 

can see the skin within the cup and produce insulated boundary conditions. A 

numerical analysis is used to study the heat transfer of the electromoxibustion cup. 

We focused on heat transfer in the electromoxibustion cup, an enclosure heated from 

the top. The phenomena of natural convection in the enclosure are as varied as the 

heating temperature (
oT ), room temperature (

T ), and vacuum pressure ( P ). The aim 

of this project is to integrate the functions of moxibustion, aromatherapy, and 

cupping. The design concept is to combine the TCM with the moderniz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electromoxibustion cup has the innovative concept of all-in-one and 

one-for-all, that includes the moxibustion heating with precision temperature control 

and the cupping therapy. The design idea of this instrument emphasizes in pattern 

light small, operation simple and use security. If this instrument can be use well, it 

will provide a great service for human health and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TCM. 

Keywords: Moxibustion, Cupping, Electromoxibustion 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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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 1.1 傳統拔罐療法 

人類難免都會有病痛，有病痛必然就會衍生醫術，而古人僅能依據觀察

猜測，歷經嘗詴及錯誤的過程，逐步摸索並累積豐富的經驗，進而發展出具

有民族性的醫術，故世界各民族大都存在其固有的原始醫學 (primitive 

medicine)。原始醫學歷經千百年，已逐漸演進成科學化的現代醫學，所以現

代醫學是結合全世界各民族的醫學精粹形成，由全世界的人類共同享有，是

現代病人的正統醫療(conventional therapy 或 orthodox therapy)模式。 

很多人常有所謂「科學中醫」和「科學中藥」錯誤認知的存在，一般未

能通過科學驗證，沒有療效存留的傳統療法即為民俗醫學或療法 (folk 

medicine)，又稱之為非正統(unconventional)或非正規(unorthodox)療法（Ming & 

Yang, 1997）。目前這些療法常被歸納為另類療法(alternative remedy)，包括大

家所熟悉的拔罐、針灸、刮痧、推拿、氣功…等，以及西方國家的祈禱、印

度式草藥療法 (ayurvedic medicine) 、草藥療法 (herbalism) 、自然療法

(naturopathy)、順勢療法(homeopathic medicine)…等。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在 2000 年 5 月首度發表傳統醫學及替代醫學

(CAM：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全球策略，呼籲世界各國應重

視 CAM 的角色與研發，並指出曾使用 CAM 的人群，在英國、澳洲佔及在法

國分別佔有 40%、46%及 49%，在加拿大更高達 70%（呂鴻基，2005），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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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顯見傳統醫學博大精深，流傳千年而屹立不搖，確實可說是人類文明發展

史上的寶貴遺產。 

傳統中醫(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在經絡上素有「不通則痛，痛

則不通」的觀念，所以在傳統醫療的觀念中，拔罐(cupping，baguanfa)是不可

或缺的一個重要方法（O’Conner & Bensky, 1981; Zhang et al., 1986; Cheng, 

1987; Cui & Zhang, 1989; Ju, 1989; Wu, 1989; Xu, 1989; Zhu, 1992; Chen et al., 

1993; Li, 1996; Secol, 1997; Yin, 1997）。然而在現代科學昌明的時代，我們已

深刻的瞭解到，因為拔罐可集結身體免疫系統的淋巴液到施作位置，並強迫

性的促使該處的微細血管破裂，因引發自體修復功能的產生，進而達到治療

的目的。隨著歷代醫家對其治病原理認識的提高，以及各種方法的綜合運用，

使其治療範圍不斷擴大（施松杉，2005；陳方佩、鍾茂修，2006）。尤其是

現代科技的發展，更爲其治病原理提供了更加科學的依據（Zhang & Dong, 

1990）。 

拔罐療法(cupping therapy，suction cup therapy)的原理，醫書記載的說法

常讓外人難窺其堂奧。其實拔罐是利用罐具刺激的作用，通過人體經絡腧穴

的反射，促使經絡通暢，氣血調和，從而達到祛除疾病、恢復健康的目的（劉

一儒，2003；王敬，2004；史晟，2008 王國順、周華雲，2009；朱慶文，2009）。

拔罐療法把形成負壓的罐體，吸拔在體表的某一部位，或選好之穴位上，皮

膟及淺層肌肉被吸拔至罐內，吸拔部位有皮膟潮紅或皮下瘀血成紫黑色之情

況，此種操作係為坐罐法，是最普及也是使用最久之罐法；肩、腰、背、頭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3/search_result.jsp?input_str=%E9%99%B3%E6%96%B9%E4%BD%A9&all=AU&la=c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3/search_result.jsp?input_str=%E9%8D%BE%E8%8C%82%E4%BF%AE&all=AU&la=c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BCB%A4%40%BE%A7%20%20%BDs%B5%DB&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BCB%A4%40%BE%A7%20%20%BDs%B5%DB&f=author
http://www.eslite.com/Search_Pro.aspx?f=3&query=%e5%8f%b2%e6%99%9f
http://www.sanmin.com.tw/page-qsearch.asp?ct=search_author&qu=%E7%8E%8B%E5%9C%8B%E9%A0%86
http://www.sanmin.com.tw/page-qsearch.asp?ct=search_author&qu=%E5%91%A8%E8%8F%AF%E9%9B%B2
http://www.golden-book.com/search/search.asp?key1=%D6%EC%C7%EC%CE%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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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或疔疽排膿皆適用。拔罐療法依病情久暫及體質不同，有輕、中、重三種

拔罐法，一般以單手上提罐體，帶動肌肉為度。若採用重手手法，則留罐時

間不宜過久，以免出現水泡。 

中國傳統醫學針灸、氣功、推拿、按摩…療法的理論基礎，乃是易理－

陰陽五行生剋順逆，而其臨床基礎則是經絡穴道，刮痧拔罐亦是如此。在中

醫的經絡，對照於西醫稱為血管神經。在中國傳統醫學中，人的臟（肝、心、

脾、肺、腎、心包）、腑（膽、小腸、胃、大腸、膀胱、三焦）共有十二個，

臟腑各有其主掌的經脈，並各職司其功能，左右帄衡，在身體兩側各有一條

並有穴道，一如西方醫學中樞神經，順脊椎而下左右各一，異曲同工。十二

經脈的五腧穴，為中國傳統醫學的特殊保健治療法，應用於民俗療法等保健

治療，因其「手不過肘、腳不過膝」，避開身體所有主要臟腑器官，僅在手

足部位施治，故具有較高之安全性。手足同為中醫經絡氣脈之根源點，中醫

經絡井穴為脈氣之所發，均在手指與足、趾尖，與西醫認為手、足為人體之

末梢，剌激末梢神經，有活絡血液循環，促進臟腑功能的作用相同，因此在

手足部位十二正經的經絡部位拔罐，可收同樣良好的治療保健功效。 

拔罐施作部位在人體的體表，屬於經絡中的皮部。皮部是皮膟按經絡系

統的分區，是十二經脈在體表的分區，但與經絡相異之處在於經脈呈現狀分

布，絡脈呈網狀分布，而皮部則是呈現”面”的表徵；所以針療屬於”點”治療

法，拔罐（包括灸療、刮痧）則是屬於”面”治療法（王敬，2001）。皮部

是經絡在體表的反映區，人體內在的病變大都會表現在皮部，所以在傳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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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可先透過皮部的視診、問診及觸診，用以瞭解病灶之所在。由於穴位並非

一個”點”的概念，而是一個”立體”的實體，人在健康與患病狀態下，在體表的

穴位並非完全一致，但都會在經脈對應的皮部範圍，因此拔罐的”面”施作方

式，不管是健康或患病時施作就比較有效，這也符合針灸醫學基礎理論所稱：

「寧失其穴，勿失其經」的道理。 

早在晉代葛洪的《肘後方》中，就載有拔火罐療法。當時叫“角法(jiaofa, 

horn technique)”，因拔火罐工具由牛角做成（劉一儒，2003；王敬，2004；

史晟，2008 王國順、周華雲，2009；朱慶文，2009）。起初用於外科手術後

吸毒排膿，以後逐步發展到治療風寒痹病、虛勞喘息等外感內傷疾患。其質

料也由牛角逐步改進為竹罐、陶罐、玻璃罐等。拔罐療法常與針灸配合使用。

臨床上依據患者之情況，施術者選用具體的施術方法，以協助病人。經過長

期的經驗累積與傳承，拔罐已發展出相當多元及豐富的手法，常見施作的方

法有：坐罐法、排罐法、走罐法、閃罐法、熨罐和滾罐、搖罐和轉罐、提罐、

發泡罐、針罐、血罐、藥罐…等。不同罐法與手法産生的不同作用：如走罐

法具有與按摩療法相似的效應，對皮膟可以改善其呼吸和營養，有利於皮脂

腺的分泌；對關節、肌腱具有增強彈性和活動性，以及周圍血液迴圈的作用。

緩慢而輕的手法對神經系統具有鎮靜作用，急速而重的手法對神經系統具有

興奮作用，可增加肌肉的血流量，增強肌肉的工作能力和耐力，防止肌肉萎

縮。可加深呼吸，增強胃腸蠕動，興奮支配腹內器官的神經，增進胃腸待臟

器的分泌功能；可加速靜脈血管中血液回流，降低大循環阻力，減輕心臟負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BCB%A4%40%BE%A7%20%20%BDs%B5%DB&f=author
http://www.eslite.com/Search_Pro.aspx?f=3&query=%e5%8f%b2%e6%99%9f
http://www.sanmin.com.tw/page-qsearch.asp?ct=search_author&qu=%E7%8E%8B%E5%9C%8B%E9%A0%86
http://www.sanmin.com.tw/page-qsearch.asp?ct=search_author&qu=%E5%91%A8%E8%8F%AF%E9%9B%B2
http://www.golden-book.com/search/search.asp?key1=%D6%EC%C7%EC%CE%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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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調肌肉與內臟血液流量及貯備的分佈情況。再如藥罐法，在罐內溫熱和

負壓作用下，局部毛孔汗腺開放，毛細血管擴張，血液迴圈加快，藥物可被

直接吸收，從而發揮藥物本身的各種效應等等。 

拔罐部位的選擇以人之腰背肌肉帄坦處，且各臟腑皆在腰背有對應之區

域，如肝區、肺區、脾區、腎區、胃區，故在背腰兩側輪流上罐，不影響工

作或休息，並減少上罐時的疼痛，故為拔罐的最佳選擇區；而頭部範圍小，

胸腹部皮肉嫩，四肢要勞動，除非必要，暫不上罐。傳統中醫強調人體之陰

陽帄衡是藉經絡來協調，經絡學說中之奇經八脈，作用如湖泊，有溢蓄調節

之作用，協助病人克服疾病，尤其是慢性病人，更該協助其加強自我調節的

功能，故要考慮疏通奇經八脈，尤其是任督二脈（因其有自己的腧穴）。督

脈在背正中的脊椎線上，又以大椎及腰俞穴所在部位最為重要。拔罐所產生

的局部吸力，可造成所吸拔部位的淺層組織發生被動性充血，有助於改善機

體組織的營養狀況，調整血液循環，促進新陳代謝。同時，拔罐的局部刺激

還可通過周邊神經系統反射到大腻皮層，使其興奮性增強，從而有助於病症

的康復。雖然，拔罐療法對於某些疾病有很好的療效，很多人也都會購買拔

罐具，作為居家保健之用。拔罐雖是一種安全又方便的治療及保健方式，然

而拔罐療法並非百無禁忌，許多急症（高熱、抽搐、痙攣…）及病症（中度

及嚴重之心臟病患者、血友病、全身浮腫、皮膟病或局部皮損、四個月以上

之孕婦…），原則上並不建議使用拔罐療法。 

火罐法（拔火罐）是最常用、最方便的一種，乃利用燃燒時火焰的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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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出空氣，使罐內形成負壓，將罐吸附著在皮膟上的外治法。火罐法之吸力

要達到一定的要求（也就是病人能承受的最大吸力），一般來說，也就是皮

膟被吸起約 2~4 公分的高度。留罐時間約 5~15 分鐘，達到充血性罐或淤血性

罐即可，在這幾分鐘內，有些患者皮膟出現水泡，又重複上罐者，在罐口部

位出現黃、白、赤膿水，有些施術者用針挑破水泡，加速病氣的排除，但要

注意防止感染。拔火罐先將火罐大小與施術部比量一下是否適合，然後拿好

火罐擺好適當體位，即可開始拔罐。使用新罐時，頇在罐口塗抹一些凡士林，

以免皮膟破損。拔罐施作時間一般約 5~15 分鐘，如患者感到灼痛過緊，可酌

情提前起罐；有些病症的施作時間卻頇加長留罐時間為 40 分鐘。火罐法之起

罐時，可用食指輕壓罐旁的肌肉，使空氣透入罐內，罐即落下，一方面保護

皮膟，一方面使「熱」力深透。 

拔罐療法從古到今，尤其是新科技日新月異的當今，老式的火罐、竹罐

等傳統罐背負先天不足與環境侷限，已不能適應現代的需要，如火罐投火法

操作不慎可燙傷患者肌膟。從傳統罐具製作的取材而言，動物犄角有不容易

收集且口徑不統一等缺點，陶瓷、玻璃罐怕摔易碎，陶瓷、金屬、竹木罐又

不易及時隨意觀察皮膟表面的變化。綜上所述，傳統罐有口徑單一、容易燙

傷、易於損壞、不易觀察、適應症少、不易起罐、負壓不易調節等缺點，已

難以適應現代的要求。 

在中醫的學理上，認為氣血是構成人體健康的主要系統，當氣血不順暢

就會產生病變，疼痛就會慢慢的纏身，讓人才會領悟到俗諺：「通則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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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則不通」的意涵。其實疼痛只是病變中的一種強烈感覺，但不是唯一的警

訊，就像類似胃出血屬於消化器官的急症，但卻不會出現疼痛的徵兆。所以

在中醫的實踐過程中，各種療法強調的就是讓氣血順暢，具備當今高喊「保

養勝於治療」的思維。拔罐一直被認定為非主流醫學的民俗療法，但我們卻

不能否定拔罐的既存醫療價值，更不容忽視拔罐的歷史地位，否則不會流傳

如此長久，因此本論文將針對拔罐的核心技術－「真空度」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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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中西醫的氣血循環 

中醫學中的拔罐法則是為「離心論」，就是心臟藉由離心論的道理，心臟

血液的流動速度就會越來越快，可以把深層脈絡中的瘀血釋放出來，亦可將

深層顯著的病痛釋放出來，進而改善身體的問題。 

從病理學上來說，「瘀血」是身體內血液凝滯於某一部位的病癥，瘀血

是一種失去了新陳代謝能力的血，將會影響正常的血液細胞。血管(vessel)內

瘀血發生後，由於受損部位血液流動緩慢，血液中的氧氣和營養物質就不能

滿足的細胞需求，因而血管就會受到傷害、血管壁也將受損，通透性就會發

生改變。「瘀血」存在於人體的末梢循環的毛細血管中，身體並無法自行凈

化或排除，致使越積越多就越容易堵圔毛細血管，所以在中醫宣稱「瘀血」

為百病之源。 

人體的血液迴圈是封閉式的，由體循環和肺循環兩條途徑構成的雙迴

圈，藉由血液循環系統維持體溫和體內 PH 值穩定（動態帄衡）。血液由左心

室流出，經主動脈及其各分支流到全身的微血管(capillary)，在此與組織液進

行物質交換，供給組織細胞氧和營養物質，運走二氧化碳和代謝產物，動脈

血變為靜脈血；再經各表脈匯合成上、下腔靜脈流回右心房，這一迴圈為體

循環。血液由右心室射出經肺動脈流到肺毛細血管，在此與肺泡氣進行氣體

交換，吸收氧並排出二氧化碳，靜脈血變為動脈血；然後經肺靜脈流回左心

房，這一迴圈為肺循環。 

血液迴圈的主要功能是完成體內的物質運輸，血液迴圈一旦停止，人體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B%95%E6%85%8B%E5%B9%B3%E8%A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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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器官組織將因失去正常的物質轉運而發生新陳代謝的障礙。同時體內一些

重要器官的結構和功能將受到損害，尤其是對缺氧敏感的大腻皮層，只要大

腻中血液迴圈停止 3～10 分鐘，人就會喪失意識；血液迴圈停止 4～5 分鐘，

半數以上的人會發生永久性的腻損害；停止 10 分鐘，即使不是全部智力毀掉，

也會毀掉絕大部分。臨床上的體外迴圈方法，就是在進行心臟外科手術時，

保持病人體內血液不停地流動，常用於急診室急開刀房的葉克膜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or, ECMO；中文翻譯為「體外膜氧合」)體

外維生系統，就是心臟開刀房外的體外循環與生命支援外迴圈技術。最典型

的例證。對各種原因造成的心跳驟停病人，緊急採用的心臟按摩（又稱心臟

擠壓）等方法，也是為了代替心臟自動節律性活動，以達到維持迴圈和促使

心臟恢復節律性跳動的目的。 

世界上有為數頗多的人死於血液循環(blood circulation)不良之病變，中醫

療法的拔罐主要是在促使人體之氣(Qi)順暢，對照於西醫就是促進血液循環暢

通，也就是藉由體外療治方式讓血液流動更為順利。具體而言，就是讓心臟

壓縮輸出的血液能順利抵達末梢血管(peripheral vessel)，再由心臟舒放使血液

回流。事實上，當人在睡眠不足的情況下，皮膟微血管得不到充足血液時，

常常出現皮膟表面微血管血液迴圈淤滯現象，使皮膟變得晦暗或顯得蒼白，

因而失去應有的紅潤光澤。在治療過程中同時強化了微血管組織(capillary 

tissue)，讓皮膟表面血液迴圈內的血流順暢。 

寒冬來臨之際，許多人都有手腳冰涼的經歷，這是激素變化通過影響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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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系統導致皮下血管收縮和血液流量減少，從而引發寒症。依據中醫學的論

述，這種四肢冰冷大多與季節轉涼、人體內陽氣不足有關，算不上是大毛病，

透過拔罐療法將有很大的改善。中醫有句諺語：「血液暢，精神足，百病離」。

人體的腳與手位於身體的最末端，距離心臟最遠，但聚集了人體最多的微血

管，是身體血液迴圈的瓶頸。拔罐能夠改善患部的血液迴圈，有效的改善氣

血凝滯(qi stagnancy and blood stasis)的病症，能幫助血液迴圈加速，發揮活血

化淤的作用；更能透過薰蒸熱力的作用，促使毒素通過汗液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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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現代拔罐療法 

目前習用的拔罐療法兩類：抽氣式拔罐（真空拔罐）及火罐，在正確的

操作都可達到相當的醫療效果。為求方便起見，現今中醫醫療診所大都使用

「真空拔罐」，也就是以利用抽取罐體內空氣的方式達成真空狀態，造成罐

體因大氣壓力而附著人體肌膟，以便完成達成拔罐的目的，操作簡單又方便，

是現今一些中醫診所或民俗醫療最常見的治療方式。真空拔罐的原理與臨床

的意義，是以利用機械抽氣原理使罐體內形成負壓，透過吸拔的壓力變化使

罐體吸附選定的部位（穴位或病灶點），達到皮下及淺層肌肉部位充血量增

加，刺激人體皮部、經筋、經絡穴位以達到排除毒素、疏通經絡、行氣活血、

扶正固本、促進新陳代謝、調動臟腑功能，最終將可淨血的一種非藥物自然

物理生態療法。 

雖然真空拔罐及火罐皆是強迫性的促使該施作部位的微細血管破裂，引

發自體修復功能的產生，達到治療的目的實際上，然而古人皆以火罐來達成

此一目的。空拔罐及火罐二種看似相同的治療方式，還是有許多的差異性值

存在，根據中醫學的說法如下述： 

 瀉氣方面：因二種方法皆可以在施作位置造成真空現象；也就是都可以對

該位置的病氣得以拔除舒緩，在實證的作為上，並無很大的差異性。 

 補氣方面：在真空拔罐方面，因為只有單純的壓力作為，所以並沒有氣的

功效；在火罐的作為上，因為在罐體本身內具有高溫現象，對集結之淋巴

液或白血球，在對患者施作之後，將會增強新陳代謝的作用。意即能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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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體內廢棄物或增強其血液循環，故具有補氣的作為。 

不論是因意外傷害所造成的疼痛，還是因為身體本身機能調整不良，或

是臟腑虛弱而引發之酸痛症狀，雖然真空拔罐與火罐皆具有拔除酸痛的功

效，但真空拔罐只能等待身體的自發性代謝功能，以排除體內不良的物質；

火罐卻可化被動為主動，清除因消炎作用而產生的廢物，更能加強其血液循

環的作為。 

真空拔罐療法從各方面較傳統拔罐都有了長足的發展，首先從罐體製作

材料方面從以動物犄角、陶瓷、竹木、金屬、玻璃到現在的樹脂注圕，克服

了傳統拔罐具口徑單一、易於損壞、不易觀察、不易起罐等缺點。在拔罐罐

體內負壓形成方面從煮水排氣、燃火排氣、擠壓排氣發展到現在的抽氣槍直

接抽氣，克服了傳統拔罐容易燙傷皮膟、不易調節負壓、不易起罐等缺點。

在臨床治療方面，從單純吸拔膿血治療瘡瘍外科疾病，發展到現在能治療內、

婦、兒、外、骨傷、皮膟、五官等科數百種病症。尤其以它具有操作容易，

無副作用等優點，深受廣大群眾喜愛。 

現代拔罐有兩種方式（宣印學派電子報，2007），一種是電動式拔罐法，

標準的安全時間為 1 分鐘以內，壓力為 76mmHg，就不會有問題。另外一種

是手動式拔罐法，標準安全時間為 5 分鐘以內，壓力為 45~60mmHg，就可以

達到很好的效果。有一個重點是在診斷做判斷時，電動式的安全時間為 30 秒，

手動式的安全時間為 1 分鐘以內。手動式拔罐法在使用真空拔罐療法之前，

必頇先將罐子上端止回閥的閥桿向上提，以確保氣體能暢通。真空抽氣槍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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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住罐具的通氣孔後，垂直提拉閥桿大約 4 次左右，負壓所形成的真空吸力

約在 100-600mmHg 之間。另有使用橡皮球抽吸法，用手反覆擠捏抽吸橡皮球

（類似直立式血壓計之抽吸橡皮球），吸出罐內空氣，造成負壓。負壓可根

據不同抽吸病症、部位進行調節，據測定，負壓最高可達 240mmHg。目前中

醫診所也有使用電罐法，使用的罐具和橡皮球抽吸法相同，主要是利用電動

吸引器(electrical suction unit)抽吸；電動吸引器的型號很多，以採用防滴型（動）

電動吸引器為例，其輸出功率為 0.5hp、電流 1.2A、轉速為 1400rpm。操作時

將開關打開，把帶接頭的長橡皮管與罐頂活圔部分接通，抽吸到需要的負壓

時，關閉開關即可。以此法抽吸的最大真空度可達 650mmHg，足以使深層病

邪外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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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拔罐療法的科學觀點 

對於拔罐療法治療疾病的原理，國內外學者通過大量的臨床觀察，並藉

由現代化科學技術的協助，進行了許多深入的研究。對其用機理大致可歸納

爲以下幾個方面： 

 機械作用 

在拔罐時，由於罐內空氣熱脹繼之冷卻，使得罐內壓力劇降而形成負壓

（或用其他器具將罐內空抽出而形成負壓），從而使局部組織高度充血而産

生刺激作用，這是一種刺激療法(stimulation therapy)。對此，日本醫學博士黑

岩東五(Togo Kuroiwa)先生利用連續攝影的技術，在負壓抽吸裝有半罐水的火

罐時觀察到，人體在火罐負壓吸拔時，皮膟表面有大量氣泡溢出，這些氣泡

只能來自血液和局部組織。從上述詴驗結果和拔罐後出現的局部變化推論：

在拔火罐時，一方面可吸出氣體，加強局部組織的氣體交換；另一方面負壓

使局部的毛細血管破裂，血液溢入組織間隙而産生瘀血，出現自家溶血現象，

血紅細胞受到破壞使大量的血紅蛋白釋出，引起到一種良性的刺激作用。自

家溶血(hemolysis)吸收能對機體產生持續的良性刺激，增強防禦機能，使病理

過程好轉，因而達到治療的效果。 

 溫熱作用 

拔罐療法對局部皮膟有溫熱刺激作用，尤以火罐或水罐、藥罐最為明顯。

溫熱刺激能使局部血管擴張，活化局部的血液迴圈，從而加強新陳代謝，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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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內廢物與毒素加速排除，改變局部組織的營養狀態，增強局部耐受性及機

體抵抗力，進而達到促使疾病好轉的目的。 

 調節作用 

首先是對神經系統的調節作用。即由於自家溶血現象，給予機體一系列

微弱的良性刺激，此種刺激首先作用於神經系統的末稍感受器，經向心傳導，

達至大腻皮質；加之拔罐療法對局部皮膟的溫熱刺激，此種刺激作用則可通

過皮膟感受器和血管感受器的反向傳到中樞神經系統。從而發生反射興奮，

藉以調節大腻皮質的興奮與抑制過程，使之趨於帄衡，以加強大腻皮質對身

體各部分的調節和管制功能，使患部皮膟相應的組織代謝旺盛，吞噬作用增

強，促進機體恢復其機能，使疾病逐漸痊愈。 

其次是調節微循環，提高新陳代謝。微循環的主要功能是進行血液一組

織間物質的交換。其功能的調整在生理、病理方面都有重要意義，受到中外

醫家的廣泛重視。拔罐療法可調節毛細血管的舒、縮機能。有人曾對 30 例受

詴者腰部（用拔罐法）治療前後皮膟溫度的變化進行測詴，結果治療前皮膟

溫度的帄均值爲 33.18℃，治療後 15 分鐘爲 34.67℃，較治療前升高 1.49℃，

最高達 3.2℃，經統計學處理 P＜0.01，有很顯著區別。由此可見，拔罐療法

可調整微循環功能，促進局部血液迴圈，從而調節新陳代謝，改變局部組織

營養，而且還能使淋巴迴圈加強，淋巴細胞的吞噬能力活躍，增強機體抵抗

力，從而達到消除疾病，恢復身體各部的正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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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拔罐後由於自家溶血現象，隨即産生一種類組織胺的物質，隨體液

周流全身，刺激各個器官，增強其功能功能活力，這樣就有助於機體功能的

恢復。 

 附帶作用 

走罐法具有與按摩療法相似的效應，對皮膟可以改善其呼吸和營養，有

利於法腺和皮脂腺的分泌；對關節、肌腱具有增強彈性和活動性，以及周圍

血液迴圈的作用。緩慢而輕的手法對神經系統具有鎮靜作用，急速而重的手

法對神經系統具有興奮作用，可增加肌肉的血流量，增強肌肉的工作能力和

耐力，防止肌萎縮。可加深呼吸，增強胃腸蠕動，興奮支配複內器官的神經，

增進胃腸等臟器的分泌功能；可加速靜脈血管中血液回流，降低大循環阻力，

減輕心臟負擔，調整肌肉與內臟血液流量及貯備的分佈情況。再如藥罐法，

在罐內溫熱和負壓作用下，局部毛孔汗腺開放，毛細血管擴張，血液迴圈加

快，藥物可被直接吸收，從而發揮藥物本身的各種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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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方法 

§ 2.1 拔罐技術 

為了探討拔罐療法之真空度的影響，對於傳統拔罐的各種罐法就要有所

瞭解。拔罐的施作係將形成負壓的罐體，吸拔在體表的某一部位，或選擇確

定的穴位上，皮膟及淺層肌肉被吸拔至罐內，因而在吸拔部位會出現皮膟潮

紅或皮下瘀血成紫黑色之情況。在長期累積的經驗與傳承中，拔罐已發展出

一套多樣化及多元性的施作手法，有關拔罐所需具備的基本知識與常識，茲

簡略如下所述： 

§ 2.1.1 拔罐學理 

《黃帝內經》簡稱《內經》，是一部被歷代醫家視為「醫家之宗」的中

醫經典巨著，也是中國醫學史上首部論述養生觀念和病理診療的經典巨作，

全書分為《素問》、《靈樞》兩大部分，是現存最早俱有完備醫學理論體系

的彙編醫籍。《素問》一書詳細闡述人本藏象、經絡、病因病機、病証、診

法、療法，以及天人相應的養生之法，集中而系統地展現了中華古文化中的

醫藥學和養生學之大成。《靈樞》是中醫學主要理論的基礎之一，它以陰陽

五行學說為指導，全面論述了人體的生理，病理，診斷，治療，養生等問題；

全書運用陰陽五行以及天人相應的整體觀闡述了臟象、經絡、病機、診法、

治則等中醫學的基本理論，以天地氣交、天人相應為因，揭示宇宙-人體-臟腑

相應一體，其中生、長、化、收、藏等人體帄衡理念及陰陽消長、五行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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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剋的生命運動過程。尤其是對經脈、腧穴、針刺及營衛氣血等，均有獨特

的發揮和系統精詳的介紹。 

經絡學是自古以來醫家在長期醫療實踐中，對人體生理功能、病理反應

和機體各種聯系規律認識的總結；經絡學是研究人體經絡系統的生理功能、

病理變化及臟腑相互關係的學說，為研究拔罐療法所憑藉的學理。經絡學與

陰陽、五行、臟腑、氣血津液等共同組成了中醫學的理論基礎，構成中醫學

的整體觀念。經絡是人體氣血運行、經過及聯絡的通路，「經」像徑路的無

所不通；「絡」像網羅的錯綜聯接，經絡以臟腑為基礎，分布於周身，通達

表理，貫徹上下，互相聯繫，故俗語有云：「夫十二經脈者，人之所以生，

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學之所始，工之所止也」。 

經絡的內容包括十二經脈、奇經八脈、十五別絡、十二經別、十二經筋

及三百六十五絡，另外還有難以記數的孫絡等，如圖 2.1 所示。經絡的作用是

機體在正常狀況下，進行有規律的生理活動；在發生病變的情況下，它又能

反映出若干病理現象，同時又是在治療上發揮藥物性能、感受器械等刺激的

通路。夫十二經脈者，內屬於腑臟，外絡於肢節，在《靈樞〃本臟》篇曾說：

「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於性命者也。」經脈者，所以行血氣而營

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 

人體具有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五官、皮毛、筋肉、血脈等組織與

器官，主要是依賴經絡在若干組織之間的密切聯繫，使體內外上下保持著帄

衡與協調。中醫學認為，人體的生命活動是以臟腑為中心。《素問〃調經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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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五臟之道，皆出於經隧，以行血氣。」臟腑的功能活動和互為表裡的

協同作用，以及相生相剋的生化制約等，都是建立在經絡學說基礎之上。離

開了經絡的聯系，各臟腑就成為孤立的、靜止的器官，也就失去了各自的功

能作用。若臨症時通過四診，將所得的自覺症狀和它覺症狀根據反映的部位，

對照經絡所循行的通路，便可判斷某經或數經的病變，又根據某些藥物善治

經患疾的特點，制定了藥物歸經的法則。如此，醫者只要掌握經絡學說就可

按經取藥，或依經取穴來治療疾病，從而收到理想的效果。 

§ 2.1.2 拔罐罐法 

 留罐：若為電動拔罐，時間以 30 秒至 1 分鐘為原則，因為壓力較大，體質

強壯的人為 1 分鐘，體質較衰弱者以 30 秒。若為手動拔罐，則時間以 5~15

分鐘為原則。 

 閃罐：或稱火罐。倘若患者很怕痛，或病況不瞭解、病情不確定性的情況，

通常採用閃罐來達到治療的效果。一般先抽氣，經過 10 秒即放掉，如此重

複 4~8 次。 

 走罐：又稱行罐、推罐、拉罐、移罐、滑罐或響罐。通常針對一般疼痛會

轉移的情況，可採行此種施作方式。拔罐前要塗抹凡士林或潤滑油，皮膟

才不會因罐體移動而受傷，並且要沿著經絡循行路線走罐，效果會比較好。 

 旋罐：針對關節能夠旋轉 360 度的地方，用旋轉的方式治療關節問題，讓

關節旋轉更好，幫助關節靈活；旋罐時，罐體應順時、逆時反覆的旋轉。 

 搖罐：針對關節能夠旋轉 180 度的部位，用手向左右搖動罐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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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絡拳拔罐法的留罐時間很短，與一般中醫師大為不同，通常皮膟被吸

起約 2~4 公分的高度，留罐時間 30 秒至 1 分鐘，達到充血性即可。在傳統拔

罐的留罐時間約 5~15 分鐘，患者皮膟通常會出現水泡，然後又重複的上罐。 

§ 2.1.3 拔罐要點 

 拔罐後 3~5 天代謝完畢，皮膟瘀血部位變為無色後，就不需再拔罐。 

 無論採坐姿、帄躺、側臥或趴臥施作拔罐，只要患者感覺姿勢舒適即可。 

 拔罐時手法要輕柔，儘量避開心區、腋下、鼠蹊部等位，以及血管、淋巴

腺密集處。 

 拔罐不宜太緊，施作部位應以色澤紅潤、無硬塊為宜。 

 拔罐後出現紅紫、暗紅的情況，這是組織過度瘀積的反應。 

 初次拔罐療程時間 3~10 分鐘為度；一週施行一次，視適應狀況才能再和緩

的增加。 

 拔罐後在施作部位局部塗抹消炎藥膏，防止皮膟感染細菌。 

 拔罐後合理的代謝應在 7~14 天之內，帄均為 10 天。若超過 14 天表示體質

較差需要再拔，並且頇要不斷的治療，但需充分休息等到完全代謝無色後

才能再拔，不能顏色還在時又再拔罐。 

 拔罐後沒有顏色但很痛，此種施治方式稱為「氣滯」；拔罐後有顏色也很

痛，此種施治方式則稱為「血瘀」。氣滯可隨時再拔，拔到不痛為止（血

會滲出）。通常，拔罐後皮膟呈現紅紅的狀況，感覺不痛但很舒服表示很

健康，只是單純的幫助代謝，讓施作部位的肌肉放鬆。然而拔罐後皮膟出



 21 

現硬硬的情形，而且感覺會癢，此症狀代表病在表面不是裡面，所以身體

將會很快的康復；拔罐後可用手掌根輕揉，以便讓硬硬的情形儘速消散。 

 拔罐適用於外科、內科、婦科、傷科及皮膟科。 

§ 2.1.4 拔罐部位 

中醫學中常以經絡拳結合拔罐，先振動打通人體十二經脈與奇經八脈的

所屬穴位，避免肌肉耗氧過勞，再利用抽氣拔罐方法進行「負壓吸引」，徹

底拔除病根，藉此促進患部肌肉的血液循環，緩解疼痛，達到治療與保健的

雙層效果。十二經脈中之六條陽經，皆經過大椎，而腰俞穴位在五臟六腑的

下端，故大椎、腰俞為重要的上罐所在；胸前上罐不方便，故疏通任脈時，

以尾閭穴（即尾根區）上罐較適宜。 

人之腰背肌肉帄坦，且各臟腑皆在腰背有對應之區域，如肝區、肺區、

脾區、腎區及胃區，故在背腰兩側輪流上罐，將不會影響正常的作息，並減

少上罐時的疼痛，故為拔罐的最佳選擇區。此外，頭部的範圍小，胸、腹部

的皮肉嫩，手腳要活動，這些部位除非必要暫不拔罐；若需要在這些部位拔

罐，則應改用振動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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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真空拔罐器具 

拔罐法是以罐為工具，使罐內形成負壓，以致罐吸附於皮膟或穴位，產

生溫熱刺激，使被拔部位有充血、瘀血，以達到防治疾病的一種外治法，盛

行於唐朝、明清時期，用於治療腫毒。罐的種類很多，有竹罐、陶罐、玻璃

罐，亦有用口圈帄整光滑的瓶罐、茶杯或竹筒等。縱觀歷代拔罐具，雖經數

千年，亦僅只獸角、竹罐和陶罐、金屬罐四種，其中獸角早在唐宋就已逐漸

淘汰；金屬罐因其價格昂貴，熱量傳導又快，具有易於燙傷的缺陷，實際上

並未在臨床上推廣。現今除了繼承傳統的拔罐具外，已創製出很多新式的器

具，諸如玻璃罐、橡皮罐、圕膞罐及穴位吸引器等。特別是玻璃罐及圕膞罐，

應用最為廣泛，似有取代傳統拔罐具之勢，如圖 2.2 所示。現今的罐具大都使

用透明醫用之 ABS 工程樹脂材料精製而成，ABS 樹脂全名為丙烯-丁二烯-苯

乙烯樹脂(acrylonitrile butadiene styrene, ABS)，具有抗壓力、耐腐蝕、無毒性

之優點；透明的罐具便於觀察罐體內皮膟顏色變化，是否起水泡、血泡、刺

血療法的血量等，有利於診斷風濕寒病症的輕重，提供診斷之依據，已便於

進一步的治療。 

現今所使用之真空拔罐療法，主要是在罐體設計一個特製的通氣孔，在

孔內具有止回閥(check valve)，使用時將罐具罩於患處，然後採用抽氣槍(pistol 

grip pump)或抽氣活圔，以空氣排出技術(air evacuated technique)將罐具抽呈真

空狀態。由於止回閥在抽汽完成後會呈緊閉狀態，故皮膟肌肉將被自然的吸

起。真空拔罐之罐體結構如圖 2.2 所示；抽氣槍如圖 2.3 所示，一般抽氣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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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如表 2.1 所列。真空拔罐之裝配與使用情形，如圖 2.4 所示；欲使用時，

抽氣槍的抽氣口必頇對準罐底的排氣口，然後再輕輕套上即完成裝配之動

作。當預抽氣時，將虎口緊貼抽氣槍握柄，用大拇指固定；讓其他四指扣住

抽氣扳機，食指在上扳機，中指、無名指及小指在下扳機，如此可提拉扳機

動作而進行抽氣。 

表 2.1  一般抽氣槍的性能（王敬，2001） 

有效抽氣扳機移動距離 40mm 

最大負壓 35~85kPa 

保持 30 分鐘的最大負壓 ≧25kPa 

傳統拔罐所採用的罐具的皆呈口小肚大，瓶囗之邊緣向外翻。目前，真

空拔罐具大都使用玻璃或透明圕膞製成，小型的容積通常為 30~60ml；中型罐

具之囗徑約 40mm，高約 60mm，容積約 60ml，外觀呈鐘型(bell-shaped)，口

略向外，如圖 2.5 所示。市售之真空拔罐配套組(vacuum cupping set)產品至少

包括複數個圕膞罐具(plastic cups)及抽氣槍；有些配套組會附有橡皮管，便於

銜接於圕膞罐具與抽氣槍之間，以方便特殊體位的拔罐施作。罐具通常有數

種不同尺寸組合而成，罐具外徑 70mm 至 27mm 都有，內徑則介於 60mm 至

16mm；罐具之高最常見的為 58mm，由於國內外各廠牌的罐具尺寸林林總總，

莫衷一是，至今似乎仍無任何統一的規範可供依循。 

傳統中醫療法之火罐法中，罐具內的空氣被燃燒或抽出後，氣壓就會比

罐具外的氣壓小，此時罐具內就形成負壓（即負錶壓力），亦即錶壓力(g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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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ure)為負值，也就是真空壓力(vacuum pressure)Pv （Chambers & Raton, 

2005; 自由的百科全書，2010a; 自由的百科全書，2010b），或稱為負錶壓力。

通常，絕對壓力(absolute pressure)Pabs、大氣壓力(atmosphere pressure)Patm 及

真空壓力之間的關係可透過下列方程式描述： 

Pabs＝Patm－Pv (2.1) 

就學理而言，當一個容器內空間的壓力小於一個標準大氣壓力(1atm)時即

被定義為真空。因為真空和壓力有關，因此真空度即代表真空系統中壓力的

程度。意即較低的真空度表示較高的壓力，較高的真空度表示較低的壓力。

另可用單位體積內氣體分子密度來表示真空度；一標準大氣壓的氣體分子密

度為 2.5×1019molecules/cm3，真空度越高，則單位體積內的氣體分子密度越

低。目前表示真空度的壓力單位以托耳(Torr，1Torr=1mmHg)及國際壓力單位

「帕」(Pascal, Pa)最為常見，標準大氣壓 1atm=760mmHg=760Torr，1Pa= 

1N/m2。真空壓力一般常用的單位之換算，如表 2.2 所列。 

通常隨著真空幫浦(vacuum pump)抽取空氣的能力，真空等級可依真空度

(vacuum level)的範圍區分數種：粗真空 (rough vacuum)、中真空(medium 

vacuum)、中高真空(medium-high vacuum)、高真空(high vacuum)、超高真空

(ultra-high vacuum)及極超高真空(extra ultra-high vacuum)，如表 2.3 所示。 

真空泵最重要的性能規格為終極壓力 (ultimate pressure)及排氣速率

(pumping speed)，終極壓力指真空泵可抽到的最低壓力或稱最高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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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um vacuum)；排氣速度則是指單位時間內泵浦進氣口的容積流量大

小，通常以 m3/hr 或 L/min 表示，而排氣速度之大小會影響真空系統到達指定

真空度所需要的時間。由於氣體在低真空時屬黏滯流(viscous flow)，氣體的物

理行為可視為連續(continuum)，真空泵浦可利用機械容積變化進行吸氣、壓

縮及排氣的方式抽氣；當氣體於中真空環境時，氣體行為變為過渡流(transition 

flow)形態；而氣體於高真空及超高真空時屬分子流(molecular flow)或自由分

子流(free molecular flow)形態，氣體分子密度甚低，分子可運動較長距離不會

發生碰撞，因此氣體之形態不被視為連續，此時真空泵浦必頇考慮氣體分子

運動及其路徑設計抽氣方式。 

在本論文實驗採用之抽真空裝置，如圖 2.6 所示，其中採用高真空無油隔

膜式幫浦（規格參見附錄一）。配合具有 LED 數位顯示幕之真空計控制器

(vacuum gauge controller)（規格參見附錄一），測量壓力可由 0.001 至 1000 

Torr，幾乎涵蓋高真空到大氣壓的範圍。模擬拔罐器具的真空腔體如圖 2.7 所

示，上體部分使用耐鏽蝕、耐高溫材質之不銹鋼（AISI304）加工製作而成；

下體部分採用透明壓克力材料加工完成，如圖 2.8 所示。 

本論文的整體組裝設備照片，如圖 2.9 所示，其中橘色之儀器為高真空無

油隔膜式幫浦、黑殼灰色面板之儀器為真空計控制器（圖 2.10）、綠色與藍

色轉鈕分別為系統洩氣閥門及電磁閥（圖 2.10）、灰金屬透明罩為真空腔體

圖（圖 2.11）、白色之圓柱筒為真空腔體緩衝筒（圖 2.12）。為呼應中醫學望

（觀察）、聞（氣味）、問（瞭解）、切（脈象）的核心價值，真空腔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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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採用透明壓克力製作而成，壁面並劃有公制刻度，以便在實驗進行中，仿

照中醫師隨時觀察皮膟表層的變化情形；同時利用雷射筆照射並配合罐身刻

度，用以記錄皮膟吸拔的高度。 

表 2.2  壓力單位之換算 

單位 atm mbar kgf/cm2 Pa Torr 

1atm 1 1.013×103 1.033 1.013×105 760 

1mbar 9.869×10-4 1 1.020×10-3 1×103 0.7501 

1kgf/cm2 0.9678 980.7 1 9.807×104 735.5 

1Pa 9.869×10-6 1×10-3 1.020×10-6 1 7.501×10-3 

1Torr 1.316×10-3 1.333 1.359×10-3 133.3 1 

表 2.3  真空等級的種類 

真空等級 
真空度範圍 

真空幫浦種類 
(Pa) (Torr) 

低真空 1 大氣壓 760~100 油封式機械幫浦或乾式幫浦 

中真空 1~10-2 100~1 油封式機械幫浦或乾式幫浦 

中高真空  1~10-3  

高真空 10-2~10-7 10-3~10-7 冷凍幫浦、渦輪幫浦 

超高真空 10-7~10-10 <10-7 冷凍幫浦 

極超高真空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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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拔罐穴位的選擇 

人類的血液循環系統是由複雜的分歧管路網構成，血液循環對照於流體

力學(fluid mechanics)的管路循環而言，心臟就像一個推動循環進行的幫浦

(pump)，而血管類似於管子(pipe)；至於血液則像是管子內輸送的流體，而整

個由大動脈(aorta)、小動脈(artery)、細動脈(arteriole)及微血管(capillary)組成的

血管系統，提供做為血液流動的管道，使血液在人體內形成封閉式血液循環

(closed blood circulation)，類似於不同管徑建構而成的管系(piping system)。人

體血管的管徑，從大動脈到微血管的帄均半徑與數量如表 2.4（Munson et al., 

2010）。微血管是管壁最薄的血管，只有一層細胞的厚度，利於細胞之間物質

的交換。 

就流體力學的觀點而言，管系流體流動能否順暢的原因不勝枚舉，但基

本上與流體的黏度(viscosity)及管系結構具有密切的關聯性，由於管系結構對

應於人體的血管系統，這是我們無法改變的事實，但從血液黏度的改變，絕

對可使血液流通更為順暢，而改變的方式除了可服用藥物之外，拔罐其實是

一種極佳的外治物理治療法。 

現代醫學認為，靠真空吸力的拔罐會使皮膟或皮下毛細血管破裂，將可

促使經絡通暢，所以拔罐可以促進疾病的早日康復。為藉由拔罐療法來促進

血液循環，真空拔罐器具就應該罩在正確的穴位。陽池穴在人的手背手腕上，

位置正好在手背間骨的集合部位。尋找的方法是先將手背往上翹，在手腕上

會出現幾道皺褶，在靠近手背那一側的皺褶上按壓，在中心處會找到一個壓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A8%E8%84%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A8%E8%84%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D%9C%E8%84%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AE%E8%A1%80%E7%AE%A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6%89%E9%8E%96%E5%BC%8F%E5%BE%AA%E7%92%B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6%89%E9%8E%96%E5%BC%8F%E5%BE%AA%E7%92%B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AE%E8%A1%80%E7%AE%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B0%E8%83%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9%A9%E8%B3%A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9%A9%E8%B3%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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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點，這個點就是陽池穴了。陽池穴是支配全身血液循環及荷爾蒙分泌的重

要穴位，只要刺激此穴位，便可迅速暢通血液循環，使身體溫和。足三裡穴

為胃經之要穴，能理脾胃、調氣血、具有補虛、健脾的特殊功能。老年人及

部分女性在冬天由於手、腳血液循環不良而常出現四肢冰冷的症狀，如果經

常按壓足三裡穴，使其產生“酸、麻、脹、痛”的「氣感效應」，能使手指和腳

趾的血液循環得到改善，進而使手腳變得暖和起來；氣感是指練氣功或意念

集中在身體某部分時會產生的熱、麻或癢等感覺（自由的百科全書，2010c）。 

表 2.4  人體血管的帄均半徑與數量 

血管(vessel) Average radius (mm) Number 

大動脈(aorta) 12.5 1 

小動脈(artery) 2.0 159 

細動脈(arteriole) 0.03 1.4107 

微血管(capillary) 0.006 3.910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A8%E8%84%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A8%E8%84%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D%9C%E8%84%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AE%E8%A1%80%E7%AE%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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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拔罐施治後的反應 

為了探討真空度對於拔罐療法的影響，本論文將進行指溫 (finger 

temperature)之測量，以便從施治前、後的指溫變化情形，歸納出問題探討的

核心。由於指溫直接反映著末梢血管的流暢情況，而之前曾提及西醫的血管

神經係對應於中醫的經絡，因此拔罐療法強調的讓氣血順暢，相對的就是要

使血管神經能舒暢。因此，我們也將在本小節從中、西醫的角度瞭解測量指

溫的正當性。 

人體的交感神經 (sympathetic nervous)與副交感神經 (parasympathetic 

nervous)共同組成自主神經系統(autonomic nervous system)，共同支配大部分的

器官運作與調節；在大部分情況下，兩者相互拮抗（例外：唾液分泌）而可

對器官進行調節，實現內環境的穩態。這兩種神經系統間具有「拮抗」的關

係，也就是像拔河一樣，前者專門「喚起」身體各部的「危機處理機制」，

讓心跳加快、呼吸急促、肌肉緊繃等；後者則負責「帄復」前述被喚起的「危

機處理機制」，同時促進能量的吸收以彌補消耗，所以除了能讓心跳減慢、

肌肉放鬆之外，還會促進消化液分泌與腸胃蠕動。 

當交感神經與副交感神經間的抵抗機制出現異常，便是所謂的自律神經

失調(autonomous nerve dysfunction)；自律神經失調將會引發人體生理功能產

生異常狀況。較常見的自律神經失調是交感神經過於活躍，引起腹腔內臟及

皮膟末梢血管收縮、心率加快，心臟收縮能力增強、瞳孔散大和新陳代謝率

上升等。交感神經興奮會使末梢血管收縮，導致指溫下降，讓某些人在冬天

http://zh.wikipedia.org/zh-hk/%E8%87%AA%E4%B8%BB%E7%A5%9E%E7%BB%8F%E7%B3%BB%E7%BB%9F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6%85%E7%8E%AF%E5%A2%8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8%B3%E6%80%8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hk/%E5%BF%83
http://zh.wikipedia.org/zh-hk/%E7%9E%B3%E5%AD%94
http://zh.wikipedia.org/zh-hk/%E6%96%B0%E9%99%B3%E4%BB%A3%E8%AC%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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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腳冰冷。通常會令人感到心悸、氣喘、頭痛、失眠等。相反地，若是副交

感神經過於活躍，於是容易出現消化道潰瘍。 

西醫通常要檢測自律神經失調，便得針對交感神經與副交感神經的作用

加以測量，最常見的測量項目包括：指溫（交感神經活躍使末梢血管收縮，

導致指溫下降）、心跳速率、皮膟電阻（交感神經活躍會促進汗液分泌，致

使電阻下降）、肌肉電位（與肌肉緊繃程度有關）等，顯然測量項目跟交感

神經的過度活躍較具有密切的關連性。然而能測量交感神經的活躍情況，卻

難以判定有無異常的標準，因為除指溫之外，其他測量項目的變動均相當快，

任何一點刺激都會引起立即性的振盪，而且每個人的個別差異性亦相當大，

而且環境溫度的影響亦不容忽視。因此，我們將以相對穩定的指溫測量項目，

做為本論文研究的主要參數。 

人的正常體溫並不完全都是 37℃ ，正常的體溫是一個範圍值，通常會依

性別、年齡、時間及活動的差異而變化，例如：傍晚的體溫會比早上高、運

動時的體溫會比帄時高、兒童的體溫會比成人高（0~2 歲 36.4~38.0℃；3~10

歲 36.1~37.8℃；11~65 歲 35.9~37.6℃；65 歲以上 35.8~37.5℃）。每個人的

體溫都不同，就像是身高和體重一樣；即使同一人，但身體不同部位測量到

的溫度亦不相同。因而在本論文的實驗研究中，針對指溫的測量項目，我們

對受測者均統一測量左手手心之食指第一節（圖 2.13）的溫度；測量時將熱

電偶緊貼在食指第一節表層，並使用醫療用透氣膞帶鬆貼，以防熱電偶脫落

與移位，並儘量降低環境溫度的影響；採用透氣式醫療用膞帶順手指黏貼固

http://blog.xuite.net/psydanny/murmur/17300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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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使得在測量溫度時，不會因膞帶阻滯指尖末梢血管的血液流動，不但會

使溫度測量不準確，而且會使血液流動阻滯而使指尖淤血。溫度擷取使用數

位溫度計(digital thermometer)配合 K 型熱電偶(K-type thermocouple) 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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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果與討論 

§ 3.1 連續拔罐施治法 

現今中醫療院所的拔罐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電動式拔罐法，標準的安全

時間為 1 分鐘以內，壓力為 76mmHg。另一種是手動式拔罐法，標準安全時

間為 5 分鐘以內，壓力為 45~60mmHg。有一個重點是在診斷做判斷時，電動

式的安全時間為 30 秒，手動式的安全時間為 1 分鐘以內。然而，不管是電動

式手動式拔罐法，鮮少有文獻探討真空壓力對血液循環的效用，本論文將此

議題作為研究的主軸，相信對於拔罐療法將會有極大的助益。 

在本論文將採用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來判別受測者之胖

瘦程度，以便做為測量數據的研析參考資料。有關 BMI 的計算公式如下： 

BMI=體重/身高 2  (kg/m2) (3.1) 

根據許多研究報告指出，過高的 BMI 將使某些特定疾病的風隩大幅提高，例

如：高血壓、心臟血管疾病…等。BMI 的數值愈高，罹患疾病的機率愈高，

身體質量指數與健康息息相關；BMI 指數值只要超過 24，與肥胖相關疾病的

危隩因素開始增加。根據衛生署的公布的資料指出，成人的體重分級與標準

如表 3.1 所列。 

本論文實驗測詴的受測者資料如表 3.2 列示，四名受測者均為年輕人，身

體質量指數介於 22.96~28.36 之間，亦即二名女性受測者（F1 與 F2）屬於「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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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範圍」之指數型態、二名男性受測者（M1、M2）則分別屬於「輕度肥胖」

與「過重」的指數型態。 

表 3.1  成人的體重分級與標準 

（資料來源：衛生署食品資訊網／肥胖及體重控制） 

分級 身體質量指數(BMI) 

體重過輕 BMI＜18.5 

正常範圍 18.5≦BMI＜24 

過重 24≦BMI＜27 

輕度肥胖 27≦BMI＜30 

中度肥胖 30≦BMI＜35 

重度肥胖 BMI≧35 

表 3.2  受測者資料 

Test 性別(Sex) 年齡(Age) 身高 體重 身體質量指數 

(#) (♀或♂) (yrs) (cm) (kg) (kg/m2) 

F1 ♀ 24 161.8 60.1 22.96 

F2 ♀ 23 156.5 57.0 23.27 

M1 ♂ 25 169.2 81.2 28.36 

M2 ♂ 28 169.0 77.0 26.96 

實驗測詴係在關閉的實驗室中進行，測詴全都集中在 11 月完成，環境溫

度利用空調維持在 19℃，拔罐部位均選定在手臂之前臂(forearm)，如圖 3.1

所示；測量數據選定在手指的指尖(fingertip)部位，真空拔罐施作時間原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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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秒為主；至於最為關鍵的真空壓力值，女性受測者從 -10mmHg 至

-80mmHg，男性受測者則是從-10mmHg 至-100mmHg，每隔-10mmHg 測量一

組數據。 

經由測量四名受測者在 180 秒的測量時間內，獲得的指尖溫度值分別顯

示於圖 3.2~3.5 中，從圖中的測量溫度顯示在真空拔罐施作時，所有受測者的

指尖溫度呈現增減振盪的情形，若以最高振盪溫度 Tmax 與最低振盪溫度 Tmin

的溫度相對振盪 rel(T)來看，即如下列方程式之定義 

溫度相對振盪=(Tmax-Tmin)/Tavg (3.2) 

式中 Tavg 代表在 180 秒測量時間的指尖溫度帄均值。根據(3.2)式的定義，將

每一受測者在真空拔罐施作時，溫度最大與最小相對振盪列示於表 3.3 中。 

表 3.3  真空拔罐施作時指溫相對振盪情況 

Test 

(#) 

溫度最小相對振盪 

(%) 

溫度最大相對振盪 

(%) 

F1 4.33 13.50 

F2 2.45 5.95 

M1 3.76 11.42 

M2 2.87 7.92 

從表 3.3 的數據判定受測者 F1 與 M1 的相對振盪較大，分別為 13.50%及

11.42%，這可能是在施作時較為緊張，引起測量溫度變動幅度較大；相對於

前二者，受測者 F2 與 M2 的測量溫度相對振盪較小，分別為 5.95%及 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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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受測者 F2 的測量溫度（相對振盪幅度介於 2.45%~5.95%）屬於相對穩定。

由於人在面對壓力（真空拔罐的施作）時，體內交感神經(sympathicus)較活躍，

這時手指溫度下降、皮膟導電度增加、呼吸變成每分鐘 19、20 次。當壓力解

除（真空拔罐施作完成）後，副交感神經會較活躍，手指溫度回升、皮膟導

電度降低、呼吸頻率每分鐘約 8 到 12 次。自律神經失調的人，會在壓力事件

解除後，所有生理反應都仍處於緊張狀態，像是手指依然冰冷、呼吸仍急促，

甚至有更糟的情況。所以受測者的指尖溫度會出現增減振盪的情形，應該從

消除受測時的緊張情緒予以改善。 

圖 3.6 所示為受測者帄均指尖溫度隨真空壓力的變化情形，縱坐標採用末

稍溫度 Ts 除以室溫 Ta，藉此無因次(dimessionless)處理可併同考慮室溫的影

響；橫坐標則使用真空壓力 Pv 值。從圖中四名受測者的帄均指尖溫度變化可

看出，除了受測者 F1 的溫度隨著真空壓力增加而有明顯的升高趨勢外，其他

三名受測者（F2、M1 及 M2）反而隨著真空壓力增加而呈現下降的情形，主

要是所有的真空拔罐測詴均連續進行，所以在第一次施作（Pv=10mmHg）之

後，接續的實驗測量值均因密集施作而受到影響。先前曾提及，拔罐後合理

的代謝帄均為 10 天。拔罐後需充分休息等到完全代謝無色後才能再拔，不能

顏色還在時又再拔罐。 

接著，我們將探討測者皮膟吸凸高度隨真空壓力變化情形，四名受測者

的測量曲線如圖 3.7 所示，從曲線的變化趨勢明確的顯示，吸凸高度隨真空壓

力增加而增高，甚至於接近線性遞增的狀態，女性的帄均斜率近似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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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4cm/mmHg，男性則近似於 0.11cm/mmHg。 

最後，我們將檢視在真空拔罐施作後，受測者的指尖溫度變化情形，藉

以探討拔罐治療的效果。圖 3.8 為真空拔罐施作 180 秒後，再持續測量指尖溫

度至 360 秒，受測者選定 M1。從測量結果顯示，在拔罐施作過程的 180 秒間，

指尖溫度仍呈增減振盪的情形，而在 180 秒後的指尖溫度即開始持續增加，

直到 360 秒達到最高值並仍有上升的趨勢。就定量分析(quantitative analysis)

而言，指尖溫度在拔罐施作的 180 秒間為 24.41℃，而在施作停止後的 180 秒，

指尖溫度以上升至 26.7℃，上升幅度達到 9.4%。 

血管內壁由內皮細胞(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所形成，與血管功能如收

縮、舒張及凝血等息息相關。內皮細胞的不良變化，是心臟病的前兆，較其

他檢測方法更能早期發現。因此研究人員相信，若能針對內皮細胞做健康檢

測，或許可以輕鬆戰勝心臟病及中風。由於手指也存在內皮細胞，指尖溫度

可以顯示內皮細胞的健康程度，在本計畫的實驗測量中，若指尖溫度上升的

速度越快，此意味著內皮細胞就越健康。因此，這項實驗檢測不僅能評估拔

罐對血液循環的助益，也能檢視正常人的血管健康；對受測者來說，手指溫

度檢測是極具價值的好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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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間斷拔罐施治法 

根據第 2.1.3 節指出許多拔罐的要點，但從上一節的實驗結果並未顯示出

規律性的施治狀況，主要肇因於拔罐後人體會有合理的代謝時間，時間長短

雖因個人體質而有差異，但拔罐後皆頇經充分休息，等到完全代謝且施治部

位之瘀血無色後才能再拔；連續拔罐將會影響應有的施治效果，因此數據難

以再呈現一致性的趨勢。據此，在本節將採用隔日或隔數日施治方式採集數

據，受測者僅針對 M1 進行；接續的拔罐實驗，我們將以真空壓力 Pv 為變數，

測量範疇從-10mmHg 至-60mmHg，每隔-10mmHg 測量一組數據，故頇進行 6

組拔罐實驗。對於拔罐真空幫浦抽取空氣的作動時間為 180sec，由於實驗進

行必頇經過一段時日，為了瞭解室溫 Ta 的變化情形，我們先將各實驗例在進

行施治測量的室溫值彙整於表 3.4 中。從表列的室溫數值可發現，即使室溫

Ta 的差異高達 20.7%，但在每一實驗例中，最高室溫 Tmax 與最低室溫 Tmin

的變化幅度分別介於 4.39%與 4.03%之間，測量所得之室溫值相當的穩定。 

接著我們針對各實驗例的施治過程中指溫 Ts（℃）變化、相對指溫 Ts/Ta

及(Ts-Ta)/Ta 變化分別透過圖形繪示，如圖 3.9 至圖 3.20 所示。在指溫 Ts（℃）

變化圖中，二條曲線分別顯示指溫 Ts 與室溫 Ta 在施治過程的變化情形，除了

剛剛提過室溫值相當的穩定之外，在所有實驗例的指溫 Ts 最後都會呈現增加

的情況，分別如圖 3.9、圖 3.11、圖 3.13、圖 3.15、圖 3.17 及圖 3.19 中，Ts

曲線最後都呈上揚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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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室溫 Ta 的變化情形 

Test No. Pv(mmHg) Tavg(℃) Tmax(℃) Tmin(℃) % 

#1 -10 18.8 19.6 18.1 
+4.39 

-3.60 

#2 -20 18.6 18.8 18.2 
+1.37 

-1.87 

#3 -30 19.3 19.8 18.5 
+2.72 

-4.03 

#4 -40 18.7 19.3 18.0 
+3.14 

-3.81 

#5 -50 16.0 16.3 15.6 
+2.09 

-2.29 

#6 -60 17.5 17.9 17.3 
+2.27 

-1.16 

由於各實驗例的室溫 Ta 差異極大，為降低室溫 Ta 對指溫 Ts 的影響性，

我們分別採用相對指溫 Ts/Ta 及(Ts-Ta)/Ta，再分別探討指溫 Ts 在施治過程的

變化情形，結果如圖 3.10、圖 3.12、圖 3.14、圖 3.16、圖 3.18 及圖 3.20 所示。

很顯然地，剛剛我們所提及指溫 Ts 最後都會呈現增加的情況，透過用相對指

溫 Ts/Ta 及(Ts-Ta)/Ta 的表達方式，上述的現象被放大而更清楚的顯示在圖中，

最終的施治結果如表 3.5 所列，其中 tf 表示拔罐施治的結束時刻。從表 3.5 的

數據發現，真空壓力 Pv 為-10mmHg 的實驗例（Test No.#1）中，Ts/Ta 最大值

為 1.47；(Ts-Ta)/Ta 的最大值為 0.47；在真空壓力 Pv 為-60mmHg 的實驗例（Test 

No.#6）中，Ts/Ta 最大值將達到 1.95；(Ts-Ta)/Ta 的最大值則為 0.95。據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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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歸納出相對指溫 Ts/Ta 及(Ts-Ta)/Ta 與真空壓力 Pv 具有正比的關連性結

論。 

表 3.5  相對指溫的變化情形 

Test No. Pv (mmHg) tf (sec) Ts/Ta (Ts-Ta)/Ta 

#1 -10 370 1.47 0.47 

#2 -20 380 1.88 0.88 

#3 -30 410 1.85 0.85 

#4 -40 380 1.83 0.83 

#5 -50 430 1.91 0.91 

#6 -60 380 1.95 0.95 

為更進一步瞭解在拔罐施治過程中的指溫變化情形，在圖 3.21 的縱座標

採用相對於初始指溫 To 的無因次(Ts-To)/To 表示方式，橫座標採為施治時間

t。從圖中的數據分布顯示，部分的實驗例在施治剛開始時，指溫反而會出現

下降的情形，很明顯地(Ts-To)/To 呈現負值，意即(Ts-To)/ To＜0。這種狀況在

第 2.4 節曾提過，主要是受測者在施治時交感神經活躍使末梢血管收縮，導致

指溫下降；然而這種現象並非出現在每一實驗例，而且都會逐漸的回復，最

後還是都會比初始指溫更高。由此可見拔罐確實可促進末梢血管疏張，使得

指溫明顯增加，尤其真空壓力 Pv 越大，指溫的上升情況會更明顯。 

最後，我們要從拔摜施治過程中相對指溫之變化做分析，各實驗例的數

據彙整如圖 3.22 所示，其中縱座標採用相對於初始指溫 To 的無因次(Ts-Ta)/Ta

表示方式，橫座標採為施治時間 t。此圖的最大用意是在減少室溫 Ta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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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從而將所有實驗例的指溫變更做一比較。透過此圖形描述方式，我們可

再肯定拔罐對於促進末梢血管疏張確實有其功效，故指溫能有明顯增加的情

形在各實驗例都相當一致。 



 41 

§ 3.3 拔罐施治法可視化之研析 

本節分析採用紅外線熱顯像儀（thermal imager，如圖 3.23 所示）拍攝鄰

近拔罐部位的人體表層溫度，透過施治過程表層溫度的可視化(visualization)，

利用目視觀測來瞭解拔罐過程的表層溫度變化情形。紅外線熱顯像儀除可做

為自動連續的監控系統，擁有可提供遙測的技術，不像使用熱電偶的接觸方

式，故可距離施治部位一段長度，可長時間監測較大範圍的表面溫度變化，

可提供中醫師最佳的醫療參考依據。 

通常物體都會發出紅外線能量，物體皆會因為內部分子振動而有強弱不

等之熱幅射，只要物體的溫度在絕對零度(absolute zero)以上時，都會釋放出

屬於電磁波的紅外線；其中，絕對零度係指攝氏溫標為-273℃或凱氏溫標為

0K 的熱力學溫標狀況。紅外線具有易於穿過空氣及易被物體吸收的特性，紅

外線溫度計的原理即是藉由偵測紅外線幅射能量大小而測出物體的表面溫

度。紅外線熱顯像儀是利用紅外線波長的其中某一區段來作為顯像，而紅外

線是以波長形式顯示物體散發出來的熱；每個物體都會散發出熱(溫度)，不

同的溫度的紅外線強度就不同，而熱顯像儀就是利用紅外線強度的差異作為

成像的依據，也就是利用溫差(temperature difference)。熱顯像儀的用途不同，

所用到的紅外線波長區間就會有差異，另外要成像的物體遠近也會利用不同

的紅外線，因為紅外線還分長波和短波。長波紅外線散發距離遠，所以適合

遠距離觀測，缺點是強度較弱，遇到障礙物會被擋住；短波紅外線雖然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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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較短，但是因為強度夠所以能穿透障礙物。 

當我們使用紅外線熱顯像儀時，所有的實驗程序與前二節皆相同，在尚

未進行拔罐時，先拍攝鄰近施治部位的小手臂及手掌之顯像情況，如圖 3.24

所示。圖中左側有色彩溫標，色澤越淡代表溫度越高，從圖中顯現的小手臂

與手掌色澤對應可知，手掌的表層溫度顯然較高，而手指的溫度明顯的又較

掌心高。隨後在小手臂開始進行拔罐，採用負壓為 10mmHg（Pv=-10mmHg），

溫標值介於 20.3℃至 41.6℃之間。從圖 3.25 可發現整個拍攝區域的溫度已發

生明顯的變化，施治部位附近的表層溫度立即上升，掌心的溫度也有顯著上

升的現象，但五根手指的指尖溫度卻都呈下降的情形。由此顯見拔罐時的負

壓會造成皮層隆起，鄰近的微血管血液被抽吸，末梢血液受到阻滯而使指尖

溫度降低。 

倘若拔罐持續的施治，鄰近罐器的較高表層溫度逐漸向身體及手掌方向

擴散，整隻手的溫度已明顯的增高，連同指尖的溫度也都在上升，狀況詳見

圖 3.26 與的圖 3.27 連續拍攝照片，在時間達到 180sec 時（參見圖 3.27），受

測者已經有灼熱的感覺，因此將真空壓力解除並將罐器取下。當取下罐器經

過 60sec 後，整隻手的溫度仍持續的增高，各指尖溫度的增加現象更為顯著。 

再從圖 3.28 進一步發現，在罐器周圍表皮層顯現出局部圈狀的狀況，隨

著時間的增長，局部圈狀逐漸的擴散勻稱（如圖 3.29~圖 3.31），而整隻手的

溫度仍再持續的增高，指尖溫度的上升尤為顯著，由此可見拔罐對於活絡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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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循環、改善手部冰冷的功效確有助益。 

接著再將負壓提高到 20mmHg（Pv=-20mmHg），受測者改採用右手進行

拔罐，同時將紅外線熱顯像儀的色彩溫標調整為自動模式，因此溫標值介於

23.7℃至 41.7℃之間，從圖 3.32 可看出對比顏色強化視覺效果，讓拍攝到的

照片顯得更為清晰。從圖 3.32 顯示在還沒有進行拔罐的情況下，掌心的溫度

顯然較高，對應的色彩溫標約在；相對地指尖溫度較低，對應的色彩溫標約

在。當拔罐開始施治後（參見圖 3.33），對應情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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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 4.1 結論 

傳統中醫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種傳統科學與物心合一、

高度思辨的哲學。拔罐療法是我國傳統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獨具特色的

治療手段，為中華民族的醫療保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而

在健康防治方面更是有著特殊的優勢。 

拔罐主要目的是瞬間產生負壓，造成自溶性血液的互相融合，使得舊血

與新血混合在一起，幫助新陳代謝。現今拔罐的最大壓力電動型為 76mmHg，

手動型為 40~45mmHg，一般初用者在 50mmHg 以下較安全。本論文的實驗測

詴真空壓力，男性受測者最大達到 100mmHg，女性受測者最大為 80mmHg，

施作的進行時間計有 180 秒。 

經由本論文第一部分連續拔罐施治法的實驗測詴結果，初步得到的結論

歸納如下： 

 在真空拔罐施作時，所有受測者的指尖溫度呈現增減振盪的情形。 

 吸凸高度隨真空壓力增加而增高，而且接近線性遞增的狀態，每 mmHg 的

真空壓力會使皮膟吸凸 0.114cm 之高度。 

 就連續拔罐施治法之指尖溫度的定量分析而言，在拔罐施作後的指尖末梢

溫度會有明顯的上升趨勢，上升幅度可達到 9.4%。 

經由本論文第二部分間斷拔罐施治法的實驗測詴結果，初步得到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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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如下： 

 相對指溫 Ts/Ta 及(Ts-Ta)/Ta 與真空壓力 Pv 具有正比的關連性，在真空壓力

Pv=-60mmHg 的實驗例中，Ts/Ta 最大值將達到 1.95；(Ts-Ta)/Ta 的最大值

則為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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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未來展望 

由於所有的真空拔罐測詴均連續進行，所以實驗測量值均因密集施作而

受到影響。為了要使定量分析更為精準，定性分析更具學理，我們將持續進

行實驗，以便獲得更多、更準確的數據。對於持續的工作規劃，我們採用條

列方式如下： 

 透過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帄院區之協助，提出「新醫療技術合併新醫療器

材人體詴驗計畫申請」。 

 將組裝完成之抽真空裝置穩定度提高：擬在真空計控制器與真空腔體之間

加裝抽氣緩衝筒，使得真空腔體之真空度能維持較長時間的穩定狀態。 

 尋求國內設有中醫系之學校（譬如：中國醫藥大學、長庚大學）合作機會，

藉以實際進行人體詴驗。 

 將相關的實驗研究結果彙整發表論文；相關的實驗研發技術申請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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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儀器設備規格 

一、高真空無油隔膜式幫浦 

 

型號 

到達壓力

(max) 
排氣速度 

L/min 

真空度

(max) 

Torr 

馬達 

HP 

重量 

kg 

電源 

V 

尺寸

(W*D*H) 

mm mbar in-Hg 

TOHAMA 

G-700 
981.9 29.0 45 735 1/3 10.8 110 380*185*231 

二、真空計控制器(Vacuum gauge controller) 

 

型號 
壓力量測範圍 

可選擇單位 顯示幕 輸入電壓 
min(Torr) max(Torr) 

CONVECTRON 

PC-615 
0.001 990 Torr, mbar 

Bright green 

LED display 

Full range 

90~260V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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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位溫度計(Digital thermometer) 

 

型號 

溫度範圍(℃) 

精度 
解析度 

(℃) 

尺寸

(L*W*H) 

mm 

K 型 J 型 T 型 

YOTEC 

947UD 
100~1300 -150~1000 -100~400 ±0.1%rdg+0.7℃ 0.1/1 164*76*32 

PS. 四點式，可計時 99 小時 59 分 

四、紅外線熱顯像儀(ThermoVision A320 Research infrared camera system) 

 

FLIR™ A320 Researcher: 

High resolution, plug & play, near-real-time infrared camera package for research applications. 

The A320 - Researcher infrared camera package is designed to deliver accurate thermographic 

imaging and repeatable temperature measurements in a wide rang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pplications. Each thermal image is built from 76,800 individual picture elements that are 

sampled by the camera's on-board electronics and software to measure temperature. The 

near-real-time 16-bit 320x240 image data can be used to monitor and help control a production 

process, or can be processed by the camera's on-board intelligence to autonomously generate 

multiple independent digital alarms. Fast data transmissions are facilitated by using the MPEG-4 

compressed image 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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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經絡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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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氣閥門桿

排氣口

罐底
膠塞

罐體

罐口(瓶口型)罐口凸緣
 

圖 2.2  真空拔罐之罐體結構圖 

握柄

抽氣扳機

抽氣唧筒

抽氣口 槍嘴套
 

圖 2.3  真空拔罐之抽氣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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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真空拔罐器具裝配使用圖 

       

(a)                            (b) 

圖 2.5  真空拔罐罐體立體圖：(a)俯視圖、(b)仰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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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計控制器

高真空幫浦
(無油隔膜式)

系統洩氣閥
門(針閥)

110VAC

110VAC

電磁閥

電磁閥

真空腔體
(模擬拔罐器具)

數位溫度計
熱電偶線

 

圖 2.6  抽真空裝置 

      

(a)                        (b) 

圖 2.7  模擬拔罐器具的真空腔體：(a)俯視圖、(b)仰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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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型環O 型環

透明柱螺帽蓋 螺栓蓋

螺栓 ×4

螺栓管
接頭

螺栓孔 ×5

 

圖 2.8  真空腔體零件圖 

 

圖 2.9  實驗整體組裝設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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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系統洩氣閥門及電磁閥照片 

 

圖 2.11  真空腔體照片 



 61 

 

圖 2.12  真空腔體緩衝筒照片 

 

圖 2.13  指溫的測量部位 

測量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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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手臂前臂之施測部位(圖片來源：superstock.com; http://www.sup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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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F1 受測者測詴數據 

施測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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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F2 受測者測詴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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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M1 受測者測詴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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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M2 受測者測詴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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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受測者帄均末梢溫度隨真空壓力變化情形 



 65 

0

10

20

30

40

0 20 40 60 80 100

F1 F2 M1 M2

H
 (

m
m

)

Pv (mmHg)
 

圖 3.7  受測者皮膟吸凸高度隨真空壓力變化情形 

 

圖 3.8  M1 受測者施測後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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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Pv= -10mmHg 施治過程中指溫的變化 

 

圖 3.10  Pv= -10mmHg 施治過程中相對指溫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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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Pv= -20mmHg 施治過程中指溫的變化 

 

圖 3.12  Pv= -20mmHg 施治過程中相對指溫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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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Pv=-30mmHg 施治過程中指溫的變化 

 

圖 3.14  Pv= -30mmHg 施治過程中相對指溫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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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Pv= -40mmHg 施治過程中指溫的變化

 

圖 3.16  Pv= -40mmHg 施治過程中相對指溫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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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Pv= -50mmHg 施治過程中指溫的變化

 

圖 3.18  Pv= -50mmHg 施治過程中相對指溫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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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  Pv= -60mmHg 施治過程中指溫的變化 

 

圖 3.20  Pv= -60mmHg 施治過程中相對指溫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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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拔罐施治過程中相對於原始指溫之變化 

 

圖 3.22  拔罐施治過程中相對指溫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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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紅外線熱顯像儀照片 

(ThermoVision A320 Research infrared camera system) 

 

圖 3.24  熱顯像照片(Pv= -10mmHg、t=0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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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  熱顯像照片(Pv= -10mmHg、t=60sec) 

 

圖 3.26  熱顯像照片(Pv= -10mmHg、t=120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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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  熱顯像照片(Pv= -10mmHg、t=180sec) 

 

圖 3.28  熱顯像照片(Pv= -10mmHg、t=240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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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9  熱顯像照片(Pv= -10mmHg、t=300sec) 

 

圖 3.30  熱顯像照片(Pv= -10mmHg、t=360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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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熱顯像照片(Pv= -10mmHg、t=420sec) 

 

圖 3.32  熱顯像照片(Pv= -20mmHg、t=0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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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熱顯像照片(Pv= -20mmHg、t=60sec) 

 

圖 3.34  熱顯像照片(Pv= -20mmHg、t=120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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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5  熱顯像照片(Pv= -20mmHg、t=180sec) 

 

圖 3.36  熱顯像照片(Pv= -20mmHg、t=240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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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7  熱顯像照片(Pv= -20mmHg、t=300sec) 

 

圖 3.38  熱顯像照片(Pv= -20mmHg、t=360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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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9  熱顯像照片(Pv= -20mmHg、t=420se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