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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世界各地的古老文化傳承中，傳統民俗醫療是不可遺漏的部份。

而中國傳統療法與其他原始醫學不同之處在於中國醫學具有完整的理論

背景以及豐富的經驗傳承，並且以經絡穴道採用許多天然器具輔助醫

療，不單只使用藥物控制。但是中國傳統療法的拔罐、針灸以及刮痧似

乎已經式微，甚至瀕臨失傳的危機。因此本論文為保留中醫學的存在價

值，將灸療法、芳香療法、拔罐、刮痧等中國傳統療法，藉由現代科技

融入傳統醫學創造出豐富、多采且多元的施做方式，有效的改善長久以

來傳統療法在施做方面的缺失，以便讓中國傳統醫學能風華再現。 

本論文係整合傳統的灸療法、拔罐及刮痧等功能，並融合現代的芳

香療法，透過現代化科技的整合，將中醫傳統療法有效的結合。本創作

具有定溫與定時的操作功能，具備灸療、拔罐、刮痧及芳香療法等四效

一體之功用；創作的設計理念著重於型式輕巧、操作簡便及使用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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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訴求。本創作擁有可攜帶式的優點，類似一個行動的中醫診所，將

使保守的中醫療法獲得啟蒙，並徹底顛覆傳統的灸療方式，進而開啟中

西合璧、古今融貫的醫療新紀元。 

 

關鍵字：拔罐、刮痧、芳香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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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of an thermomoxibustion 

cup by the numerical method. We want to analyze heat transfer in the cup. 

The optimal design of the thermomoxibustion cup allows for the generation of 

heat of a constant temperature over a fixed time, whilst at the same time being 

both safe and effective to use. In traditional moxibustion, no matter which 

methods we use and which herbs we apply, the aim of moxibustion is to heat 

the acupuncture needle through the burning certain herbs, and thus stimulate 

the flow of blood and qi. Moxibustion can eliminate the indisposition and 

reduce pain or discomfort experienced by stimulating the effected area with 

heat. Moxibuation can also improve the immune system. However, there are 

apparent inconveniences and shortcomings in the traditional method. For 

example in addition to an increase in air pollution, the burning of herbs may 

cause injury to practitioners and patients. In traditional cupping therapy,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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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many treatment methods and many types of cup. The main principle of 

cupping therapy is to form negative pressure by heating air in the cup, the cup 

then covers the effected area of skin or the acupuncture point. Because of the 

pressure difference in the cup, it sticks to the skin out and initiating the 

process of ecchymosis. The cupping can make the tepid stimulation and 

produces a similar result to a hot compress. In general cupping therapy 

practice, ethyl alcohol is applied to the inside of the cup and then lit. The cup 

is then quickly placed over the effected area of skin. The flame in the cup will 

be extinguished immediately on contact, In this method, the temperature 

change can not be easily controlled. The present paper outlines some possible 

improvements to the design currently used for therapeutic cups, that aim to 

overcome the problem areas mentioned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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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表 

SYMBOLS 

A    散熱面積                                         2m  

C    電容                                             f 

AR  形狀比(aspect ratio) － 

pc  定壓比熱(specific heat at constant pressure) KkgkJ ⋅/  

D 罐器直徑  mm

d 電熱管直徑  mm

bE  黑體的放射功率(emissive power of a blackbody)  2/ mW

g 重力加速度(gravitational acceleration)  2/ sm

Gr 葛羅夏夫數(Grashof number) － 

H 罐器高度  mm

h 對流係數(convection coefficient)  KmW ⋅2/

k 熱傳導係數(thermal conductivity) KmW ⋅/  

L 電熱管長度  mm

P 壓力(pressure)  2/ mN

Pr 普朗特數(Prandtl number) － 

Q 熱傳遞量  W

q&  每單位體積的產生熱(generative heat)  3/ mW

condq ′′  傳導熱通量(conductive heat flux)  2/ mW

convq ′′  對流熱通量(convective heat flux)  2/ mW

radq ′′  對流熱通量(radiative heat flux)  2/ mW

 VII



R 氣體常數(gas constant) KkgJ ⋅/  

Ra 瑞里數(Raleigh number) － 

r 徑向圓柱座標軸 － 

T  溫度 ℃(或 K) 

T&  溫度變化率(rate of temperature change) ℃(或 K) 

OT  電熱管的設定溫度 ℃ 

mT  平均溫度(mean 或 average temperature) ℃ 

rT  對照溫度(reference temperature) ℃ 

t 時間 sec(或 s) 

ft  最終時間(final time) sec(或 s) 

u x 方向速度  sm /

v y 方向速度  sm /

x 水平方向座標軸 － 

y 垂直方向座標軸 － 

z 徑向圓柱座標軸 － 

α  熱擴散係數(thermal diffusivity)   sm /2

β 體積熱膨脹係數(volumetric 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 1/K 

TΔ  溫差(temperature difference) K 

tΔ  時差(time difference) sec(或 s) 

Tδ  熱邊界層厚度(thermal boundary layer thickness) m 

vδ  速度邊界層的厚度(velocity boundary layer thickness) m 

ε  放射率(emissivity) － 

θ 圓柱座標軸之角度 radian 

μ 動力黏度(dynamic viscosity)或黏度(viscosity) mskg ⋅/  

ν 運動黏度(kinematic viscosity)  s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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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 密度(density)  3/ mkg

σ  史蒂芬-波茲曼常數(Stefan-Boltzmann constant)          42/ KmW ⋅

τ 剪應力(shear strss)  2/ 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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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緒論

第 1.1 節 緣由 

中國傳統療法屬於原始醫學的一部分，在距今相當遙遠的年代，當

時則是使用草藥、偏方及土方，來治療疾病。其實世界各地古老文化傳

承中，傳統療法都是不可遺漏的一部分，如馬雅文化(Maya)在中南美洲

各國，至今仍提供偏遠鄉區人民許多原始療法；非洲各地部落也有巫醫

盛行，至少為現代醫療無法顧及的平民百姓，提供必要的醫療服務，印

度的自然療法(homeopathy)，目前在歐洲各地還有許多民間醫院採用。然

而，中國傳統療法與其他原始醫學不同之處，即是採用各種天然器具而

不使用任何口服藥物，是以經絡穴道為基礎。事實上，經絡與穴道之觀

念，也唯有藉著傳統療法才能發掘人體奇妙潛力的意義。中醫學以陰陽五

行作為理論基礎，透過望、聞、問、切的結果來辨病及辨證，藉由針灸、

拔罐等治療方法，幫助人體驅除病邪與恢復正氣。中醫療法具有完整的

理論背景與豐富的經驗傳承，其獨特之處在於「天人合一」的整體觀與

「辨證論治」的務實觀，長久以來孕育出的針灸與拔罐等民俗療法，足

堪為世界文化的珍貴遺產。 

在世界各地古老的文化傳承中，傳統療法都是不可遺漏的一部分。

然而，經絡與穴道之觀念，也唯有藉中國著傳統療法才能發掘人體奇妙

潛力的意義，亦可以肯定中國傳統療法在醫療方面的內涵。在中華的醫

學史中，傳統療法(灸療法、拔罐、刮痧等)的應用常是民間醫療的主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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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現今世界有華人的地方，如在各地區的中國城內都會有林立的中醫診

所，即可見一斑。 

灸療法根源於原始社會的砭石治病與火灼療法，隨著歷史演進已累

積紮實的施灸方法，並發展出豐富的施灸材料，在傳統醫術的療效也備

受肯定。灸療法在療程中須點燃艾絨或藥草，燃燒生成的煙霧將會導致

空氣混濁。現今的建築物大都採取密閉式空間設計，現今的中醫院或診

所均具有空調或冷氣設備，即使藥草香味撲鼻、薰煙裊繞，但瀰漫的煙

霧必定產生某種程度的不舒服或是過敏，甚至危害到人體的健康。此外，

藥草燃燒的時間無法持續過久，且燃燒的溫度不會維持恆定，對於療效

必然會有所減損。另外，傳統的灸療法常因操作麻煩，甚至有被引燃藥

草灼傷之虞，因而令人心生畏懼。 

早期的人類社會，醫療與宗教相得益彰，故在原始的宗教活動常見

點火起煙的儀式，利用「煙」治病形成一種特殊的醫療方式。至今許多

宗教仍持有薰香的禮儀，但基於環境保護的考量，利用「煙」進行醫療

已被摒棄。在使用灸療法時，會在患部皮膚上燃燒艾草，雖然燃燒艾草

會散發出使人通體舒暢的香氣，但是不見得社會大眾都能接受此味道，

而且燃燒過程中會產生煙霧，此舉對於處在密閉空間診所的患者，若有

呼吸道方面的疾病，可能會導致不適或者咳嗽。再來灸療的過程中，由

於採用的方法是直接燃燒，故無法掌控其溫度，這對患者安全上的考量

欠佳，恐有灼傷或者燃燒周邊易燃物的危險，此外溫度無法掌控，也會

影響灸療的治療品質。 

相對於灸療施做過程中須引燃藥草，其實與西方使用植物治療疾病

具有異曲同工之妙，唯欲克服薰煙的困擾、灼傷的焦慮，若改採植物萃

取的精油進行芳香療法，以便舒緩在針灸療程中，由於灸針插入腧穴之

緊張氣氛，對於療效必定具有加分功效。在融合現代養生、美容、護膚、

 2



瘦身、減肥…等新生活的思維，並透過科技研發的優勢，傳統灸療法與

芳香療法必能予以融合。 

拔罐是利用溫熱的刺激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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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罐法係以罐

器為工具，傳統係以加溫方式使罐內形成負壓，以致罐吸附於皮膚或穴

位，產生溫熱刺激使被拔部位有充血、瘀血，達到防治疾病的一種外治

法。拔罐所採用罐器的種類很多，通常有竹罐、陶罐、玻璃罐，亦有用

口圈平整光滑的瓶罐、茶杯或竹筒等。常用的有火罐法、藥罐法、水罐

法、走罐法、刺血拔罐法等。火罐法是最常用、最方便的一種，其原理

乃是利用燃燒時火焰的熱力排出空氣而使罐內形成負壓，將罐吸附著在

皮膚上的外治法。拔罐需將患者的皮膚吸起約 2~4 公分高度，留罐時間

約 5~15 分鐘，有些患者卻加長留罐時間，時間長短端視病況而定。多數

患者的皮膚通常會充血或淤血，甚至於會出現水泡，所以感染的困擾及

留下疤痕的忌諱也就在所難免。因此，藉由科技方法改良上述的缺點，

才能使拔罐療法得以永垂不朽的流傳。 

一般坊間所看到的拔罐的使用方法為，罐吸附於皮膚或穴位，產生

溫熱刺激使被拔部位有充血、瘀血，通過人體經絡腧穴的反射，促使經

絡通暢，氣血調和，達到祛除疾病、恢復健康。火罐雖然有額外的熱療

作用，但是其使用方法也是利用燃燒造成的熱，使罐器加溫，不僅危險、

溫度無法控制、真空度也無法控制，療效的品質也難以掌握。中國傳統

療法，其中很大的隱憂就是，治療的方式均採用經驗法則以及憑藉醫師

的感覺，並沒有數據可以顯示其治療的方式的可靠度，此外火的使用也

會造成病人恐慌跟安全上的疑慮。縱使以上的療法操作容易，一般家庭

接受使用的意願也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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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痧是「中國傳統康復醫學」的一種治療方式，從推拿、針灸、拔

罐、放血等療法演變而來，古早的刮痧通常採用牛角梳子、銅板湯匙或

或任何外型平滑的物品等做為器具。施做方式是在患者人的頸背上重複

的刮，只要輕輕刮幾下，頸背部刮出一大片紫紅的瘀斑，不舒服的症狀

馬上舒解。刮痧因為器具簡便、操作容易，故成為一般人家庭保健的技

巧。 

古諺：『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現今的刮痧器具不勝枚舉，

但若能將現代高科技與傳統砭石溫熨法予以融合，實踐長久以來人類運

用「熱」對疾病治療的務實理念，實現了具有類似恒溫熱砭石的效應，

而且加熱時間不受限制，對於刮痧的療法必然能創造出更有價值的醫療

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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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節 文獻回顧 

針療(acupuncture)與灸療(moxibustion)均是屬於中國傳統醫學的外治

療法[施議強、吳中興，2007；傅彬貴、林昭庚，2006；高宗桂、裴景春，

2006]，針療是採用各式針具刺入人體穴位[施又文，2001]，施行特定之

運針法一段時間，產生刺激作用而激發經氣，達到治療病痛與恢復健康

之功效。灸療則是採用特製的藥草，在人體穴位的皮膚表面燒灼或薰熨，

產生特有氣味與溫熱的刺激效應，藉以調節生理機能、增進身體健康，

達成解熱鎮痛與養生保健之目的。針療與灸療在療效具有相輔相成之功

能，故臨床上常合併運用或先後交替使用，通常合稱針灸(zhenjiuology)[吳

齡幸，1994；章逢潤、耿俊英，1991；黃維三，1985]，從古籍之論斷：

「針所不為，灸之所宜」，即足以詮釋針療與灸療具有密不可分的關聯

性。 

灸療在施灸時不免要有煙薰和艾草味，艾草原本既具有芳香氣味，

雖然有的人聞後覺得舒暢，但不可諱言的是有人會嫌惡其氣味，因此在

避免風吹就診患者的狀況下，診所必須打開窗戶調換空氣。另外，灸療

在進行過程必定會產生煙霧，造成空氣混濁將是不可避免的事實。再者，

現今建築物均採取密閉式空間設計，一般中醫院或診所均具有空調或冷

氣設備，即使引燃之藥草香味撲鼻、薰煙裊繞，但瀰漫的煙霧對於人體

而言，必定產生某種程度的不舒服，甚至將會危害到人體健康。此外，施

灸時常需要脫衣服，所以也得注意室內的溫度和內外隔障，尤其在冬季

嚴寒和夏季酷暑之際，更須注意使就診患者舒適。以上所陳述的種種不

便，將是造成灸療逐漸式微的一大致命傷。 

在灸療的過程中，由於藥草燃燒的時間無法維繫過久，在燃燒期間

不可能維持固定的溫度值，對於療效必定會有相當程度的減損。除此之

外，灸療最易落火，引起皮膚灼傷或衣服燒灼，故在施灸時必須戒慎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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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小心處理，並應隨時提防失火。因為諸多的不便，所以常令人心生畏

懼而裹足不前；尤其用直接灸法，往往會發生起皰、結痂、潰爛等灸瘡

現象。以上所敘述的缺失，造成灸療已經面臨到失傳的迫切危機。 

人類運用植物於治療疾病的歷史久遠，超越人類的文明史，故已累

積相當豐富的經驗與傳承[姚伯岳，2007]。以中國為例，植物的運用溯源

於西元前 2600 年前，在帝王神農所編纂的植物藥典『本草』中，內容即

已詳列 250 種的藥草資料[關培生、江潤祥，1999]，其中有許多至今仍歷

久彌堅。至於希伯來、阿拉伯及印度…等古老民族，利用植物精萃出芳

香物質並應用在醫治疾病，足見植樹在醫療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在

埃及，人們更讓植物的運用發揮得淋漓盡致，從植物萃取芳香物質融入

生活即為最佳的詮釋。由此可見，人類的傳統醫療對於植物藥草的倚重

甚深，至今仍具有極度的價值；相對於灸療時採用藥草予以引燃，其實

與西方所使用的植物療治存在異曲同工之妙。 

早期的人類社會，醫療與宗教存在密不可分的結合性，故在原始的

宗教活動中，常見點火起煙的儀式，而利用「煙」治病乃是一種特殊的

醫療方式。至今，許多宗教仍持有保留薰香(燒香)的禮儀，但基於環境保

護的考量，利用「煙」從事醫療的方法卻已式微。燃燒藥草是灸療必要

的療程，唯欲克服薰煙的困擾，若改採植物萃取的精油進行芳香療法

(aromatherapy)[李靖芳，2000；李千豪，1999；溫佑君，1996]，這將是一

種完全跳脫傳統灸療的模式，並徹底顛覆傳統灸療的思維。 

植物精油是由多種有機分子組成，所具獨特香味源自於分子間的平

衡作用；各種精油具有迥然不同的療效。若能透過芳香療法的緩和柔性

方式，以便舒緩在針灸療程中，灸針插入腧穴之緊張氣氛，對於治療必

定具有加分的功效。在融合現代養生、美容、護膚、瘦身、減肥…等新

生活的思維，相信，透過現代科技的融合，將傳統針灸與芳香療法[曾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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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林錚苑，2008；黃宜純等人，2007；胡超群、黃柏銘，2006]予以結

合，必能促使針灸醫療術脫胎換骨、綻放光彩。 

拔罐(cupping)古代稱為「角法」，通常又稱為拔火罐、吸筒療法、

竹筒療法或拔罐子法，乃藉燃燒、溫熱或抽氣等方式使罐內產生負壓而

直接吸著皮膚表面，造成充血現象而達到治療目的之一種方法[陳方佩、鍾

茂修，2006；施松杉，2005；Subhuti, 1999；Cui & Zhang, 1989]，這種療

法經常與針灸配合使用，更是民俗療法常見的手法。有些學者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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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調整血液循環，進而促進新陳代謝。

同時，拔罐的局部刺激還可通過周邊神經系統反射到大腦皮層，使其興

奮性增強，從而有助於病症的康復。 

雖然拔罐對於某些疾病有很好的療效，很多人也都自行購買拔罐器

作為居家保健之用，然而拔罐並非百無禁忌，如中度及嚴重之心臟病患

者、血友病、全身浮腫、具有皮膚病或局部皮損、體質消瘦弱小、四個

月以上之孕婦、六歲以下之兒童、七十歲以上之老人等，或處於高熱、

抽搐、痙攣等這些情況時，皆不可使用拔罐。拔罐是一種安全又方便的

治療及保健方式，但使用時仍有燙傷之虞，故使用時仍須注意安全。 

利用電灸取代傳統艾灸，雖已成功的運用在灸療療程[蘇政楒等人，

2004]，但相關的學理仍付之厥如。由於醫療儀器主要是運用在人體方面，

所以必須要具備極高的安全性、可靠性及有效性，以期確保使用者的安

全無虞。電灸罐具有灸療與拔罐雙效一體之融合功能，擁有安全與有效

的加熱源，並具備定時與恆溫的加熱效果，可有效的提升傳統中醫療法

的治療功效。 

痧是體內疾病反映在體表的特殊表徵，而刮痧(guasha)是用平滑的器

具配合潤滑劑，在人體體表的特定部位，施以適當的力道重複單向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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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皮膚出現瘀斑或出血，以達調整身體機能、恢復生理狀態、克服病痛

之外治法[李家雄，2002；李琳，2002；吳長新，2002]。 

刮痧使用的器具多為樹脂類或牛角製成，形狀不一，但通常要求板

刮面要乾淨，稜角要光滑，原則上仍以順手好用並易於清潔為選擇的重

點，但要避免刮舌緣太過尖銳，以免刮(割)傷皮膚及感染。傳統的潤滑劑

一般採用水、酒、油等水性物質；或是使用萬金油、青草膏、潤膚液、

凡士林、麻油等油脂類物質。 

較為正統的刮痧器具，為狀似彎月或牛角的刮痧板，也有些是橢圓

形或是半圓形的刮痧棒。通常，刮痧板要有幾個不同的邊、彎、角及不

同的厚薄，在人體各部位進行刮痧時，只要能夠得心應手，任何一種刮

痧器具都適宜使用。習慣上，也可以利用家中的瓷湯匙、小圓盤、刮板、

嫩竹板、瓷器片等器具進行刮痧，但需使用圓滑、無破損的緣面，以免

刮傷皮膚。為了減少阻力、摩擦力及避免皮膚擦傷，在刮痧時選用適當

的潤滑劑，像水、酒、油、藥洗…都是慣用的種類；當體發熱時可用溫

開水。在刮痧時經常要塗抹萬金油、青草膏…等清涼油脂藥品做為活血

劑，不僅具有潤滑作用，還可活血化瘀、促進血液循環、擴張毛細血管

而強化療效。通常，在刮痧前應採用 75%酒精，利用消毒棉籤或棉球將

皮膚進行局部消毒。 

以上的文獻回顧，讓我們領會到中國傳統療法相當依賴”熱”，不管是灸

療、拔罐或是刮痧，既是一種溫熱刺激，就必須達到一定的”熱”程度，

絕不能浮皮潦草，表熱裡不熱，結果達不到治療的目的。本創新積極保

留「中醫學」存在的價值，戮力的改善長久以來「傳統療法」在施做方

面的缺失，藉由現代科技融入傳統醫學，以便讓中國的傳統醫學能風華

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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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節 研究目的 

中醫各種療法已成功的流傳數千年，其療效亦獲得相當程度的肯定

與認同，在中國被普遍的接受，在世界各國亦被爭相的引用，故值得投

注更多的研發心力，俾使傳統的中醫療法能更受重視並發揚光大。當今

正值醫事技術一日千里、生物科技突飛猛進之際，先進國家莫不致力於

醫療技術與器材的研發，期盼能為生命的探索與延續掌握契機，因此任

何的創新構思均值得開發。 

本研究將採用現有創新的技術，將傳統中醫簡單化、現代化、行動

化、功能化，並且加強其使用上的安全。本研究因安全因素，摒棄以往

傳統中醫療法火的使用，而對於灸療更結合西方芳香療法，不僅可免除

濃煙的困擾，更可因應需求採取不同的精油來治療，配件部分更開發出

可恆溫加熱自動塗抹潤滑劑多功能刮痧棒，此套設備將恆溫控制的灸

療、拔罐、刮痧以及精油芳香療法等療法集合成一體。其中使用對象為

一般家庭使用，設計理念必須以型式輕巧、操作簡便及使用安全這三大

訴求為本研究力求之目標，其中還搭配目前家庭必備的電腦來操作，不

僅操作容易更可以記錄儀器使用上溫度是否異常。 

已開發國家皆致力於開發各種醫療器材，但是其價格昂貴、設計複

雜…等因素，往往造成台灣多數的中小醫療診所在購置意願上裹足不

前。更何況針灸療法在日本與歐美各國並非列為正統醫學，故相關醫療

器材的開發至今仍未付之厥如！因此自行研發的價格低廉、結構簡單的

醫療器材，功能與先進國家比較亦不遑多讓，而且能達到「物超所值」

的效益，更重要的是，期望台灣的醫療器材開發技術不再處處受制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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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研究內容

第 2.1 節 灸療 

灸療是採用藥草直放置在體表的穴位上，或將藥草底部加以襯墊在

穴位上，亦或在灸針針尾包裹藥草，無論何種方式，而後予以燒灼或溫

熨，藉由灸火的熱量導入肌膚，俾使氣血溫通、經絡順暢，達到治病與

保健目的之外治方法，明代繆希雍在『本草經疏』提及：「燃之則熱氣

內炷，通經入骨，灸百病」。故長久以來，灸療法始終獲得極高的療效

評價。 

灸療法源自於以前社會上的砭石治病與火灼療法，隨著歷史的演

進，發展出豐富多樣的施灸材料。灸療法所採用的燃料種類不勝枚舉，

最初很可能是利用一般的樹枝等天然素材，以燒、灼、燙、熨方式治病，

一直到春秋戰國時期才漸漸的以艾絨為主要施灸的材料。1973 年於長沙

馬王堆漢墓中發現的「足臂十一脈灸經」以及「陰陽十一脈灸經」，不

但指出經脈的部位外，還證明了早在周朝許多疾病都是使用灸療治療

的。戰國時代「皇帝內經」裡的「素問－異法方宜論」說明「含藏生滿

病，其治宜灸蹻」，「靈樞－背兪」曾說「灸之則可，刺之則不可。氣

盛瀉之，氣虛則補之」。唐朝孫思邈在「千金方」中記載眾多灸法，如

隔蒜灸、黃臘灸、隔鹽灸以及黃土灸等。 

在艾灸應用上，還可以追溯到燧人氏鑽木取火的時代，當時人類使

用艾絨做為引火的媒介，因為艾絨本身具有易燃與持久的特性，所以「灰

中有火、死灰復燃」就是從艾絨引申的形容詞。艾草本身就是一種優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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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藥材，傳統在端午節會將艾草懸掛屋外，主要是藉由芳香溫熱的特

性來辟邪解毒。將生艾葉煎煮後內服可溫暖下焦，專門治療婦人經痛帶

下、宮寒不孕。而焦艾葉或者艾葉炭可以幫助止血。艾灸就是使用燃燒

的艾絨，炙烤相應的穴位。百草之中選擇艾草的原因在於艾絨燃燒時溫

和持久，更重要的原因是艾絨燃燒輻射出的熱能，其頻率、波幅與冬日

的陽光最接近，易於引起人體的共振，因而滲透性、穿透力特別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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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節 芳香療法 

埃及人將植物的應用予以發揚光大，採用萃取(extraction)的精油廣泛

的運用在醫學和美容上。至於印度人對於植物的利用，則正充分反映出

他們對自然界生生不息的宗教理念與哲學觀；在西元 2000 年前的宗教典

籍『吠陀經』記載著：「藥草啊！你們是如此的長壽，甚至在天神誕生

之前，你們就已繁衍於世上，我希望瞭解你們的所有秘密…來吧！智慧

的藥草，請為我治癒這個病患吧！」足以反映出印度主要宗教的素食精

神，也顯現印度人在植物使用的蓬勃發展，更奠定傳統「阿輸吠陀醫學」

(Ayurvedism medicine)的根基。在歐洲方面，早在中世紀瘟疫與霍亂盛行

時期，就已經發現植物萃取的精油可以有效抑制疾病蔓延。因廣泛的使

用在醫療、保健、美容…等各範疇，精油的運用更在歐洲被發揚光大，

終而締造出人類無限的福祉。 

芳香療法(aromatherapy)是利用植物精油(essential oil)所具有的芳香

味道，運用薰蒸吸入、沐浴、按摩等方式深入人體，刺激血液、淋巴循

環進而提升自癒能力，達到治療與預防的功效。西元前 3000 年最早的芳

香療法源自於埃及。埃及人已將芳香植物廣泛的運用在藥材、化妝品，

甚至是屍體的保存上。在 1922 年「埃及圖坦卡門墓」被挖掘時，考古學

家發現，埃及人使用了乳香、肉桂、樹脂白松香及雪松…等，來防止屍

體腐化。西元前 460 年希臘人承襲了古埃及的藥草醫學，了解哪些植物

能提振精神、哪些植物使人昏昏欲睡。醫學之父希波克拉底(Hippocrates)

運用系統組織的方式分類及索引，將傳承至古埃及的知識，用科學的方

式解析了三百多種藥草，記載成冊，成為藥草醫學重要的經典。希臘人狄

歐斯科里德(Dioscorides)，終其一生完成五本『藥材醫學論』紀錄 500 種

藥用知識及使用方法。而在羅馬宮廷採用了許多西臘人作為御用醫生，

植物精油的知識隨即傳入羅馬。蓋林(Galen)運用他在醫學、解剖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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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學的想法，依照植物的醫藥功能，將植物分門別類，即為現在『蓋林

分類法』。 

阿拉伯歷史上最偉大的醫生阿維森納(Avicenne)的『醫典』記錄了八

百種以上的植物及對人體的效用，他最偉大的貢獻是在十一世紀，發明

了蒸餾精油的技術，使得精油的品質及萃取的技術更趨於完整。 

在西元 1928 年，才由法國化學家摩利斯‧蓋提佛賽博士(Ren’e- 

Maurice Gatteffoss’e)證實其醫療功效，並首先提出「芳香療法」一詞。蓋

提佛賽博士在一次的實驗的意外中，不幸炸傷了雙手，它直接使用薰衣

草精油治療，發現疼痛感消除了，並且傷口復原的狀況良好。實驗發現，

植物精油具有極佳的滲透性，能達皮下深層組織而被微血管吸收，再經

由血液循環發揮治療的效果；植物精油對於傷口具有加速癒合之效應，

其中以薰衣草最為顯著。因此，蓋提佛賽博士於 1937 年將運用天然植物

精油的療法，正式以「芳香療法」之名而流傳至今。精油對心理治療上

的效果，加提(Gatti)和開久拉(Cajola)透過吸嗅法，成功釋放病患的記憶

與情感。 

在法國，化學家瑪格麗特‧摩莉(Marguerite Maury)女士更將植物精

油的運用予以昇華，擴展使用於精神、生理、以及皮膚的疾病治療。摩

莉女士採用經絡按摩與中醫穴道，配合西醫之淋巴引流技術，巧妙地運

用於人體的線及能源點，針對病患的心理需求及症狀選擇適合的植物精

油，使能達到天人合一之境界。就實質面而言，摩莉女士所秉持的治療

觀念，和中國傳統的陰陽經絡醫學，具有異曲同工之妙；因此摩莉女士

對植物精油的芳香療法能廣為流傳可說是居功厥偉。在西元 1964 年，法

國的金恩‧瓦涅醫生(Dr Jean Valnet)在任職軍醫期間，研究植物精油成效

卓著，其所著作之『芳香療法之臨床應用』亦成為正統芳香療法之「聖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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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油可有效的進入人體，並藉由排汗、呼氣或便尿而排出體外，不

會殘留任何毒素。而從進入到排出人體約需三至六小時；對於身體狀況

不佳者，亦僅需 14 小時。自然精油的芳香味經由嗅覺神經進入腦部，將

可刺激腦下腺( pituitary gland)的前葉(prefrontal lobe)部位，促使分泌出內

啡汰(endorphin)及腦啡汰(enkephalin)二種荷爾蒙(hormone)，因而使精神

狀態呈現舒適的感覺，這將是守護心靈的最佳良方，所以純植物精油將

可提供人類在生理及心靈上的助益。精油的成份超過 70 種，其成份與香

精(fragrance oils)及香水(perfume oils)是截然不同的，香水與香精其中含有

非天然的化學成分，所以沒有純植物精油的療效。 

精油蘊涵植物的生命力，當融入人體的組織中，就會發揮其調和性

與天然性的療效；植物精油較為人熟知的效果，大多都屬於振奮精神與

舒緩情緒等心理層面之療養。其實精油對於許多疾病都有減輕症狀之療

效，例如：呼吸系統、新陳代謝、血液循環系統、消化系統、泌尿系統、

神經系統與精神、免疫系統…等方面之病症，若配合藥物治療，可幫助

復原更加迅速。此外，精油在日常生活中還具有淨化空氣、殺菌、以及

消毒之功能，在預防保健方面極具價值。 

 

 14



第 2.3 節 拔罐 

拔罐(cupping)療法是中醫治療的方式之一，在 1973 年中國湖南省長

沙市的馬王堆漢墓出土之醫書中可發現，早在秦漢以前就有了拔罐療

法，只是當時並沒有目 前的玻璃製品，都是以動物的角做為吸拔的工

具，因此拔罐法在古代的典籍中亦稱為「角法」。拔罐法係以罐為工具，

利用加熱方式使罐內形成負壓，以致罐能吸附於皮膚或穴位，由於產生

溫熱刺激，使被拔部位有充血或瘀血，以達到防治疾病的一種外治法，

盛行於唐朝、明清時期，用於治療癰疽腫毒。早在晉代葛洪的『肘後方』

中，就載有拔火罐療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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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罐療法常同針灸配合使用。目前大陸上用

以協助風濕痛、胃痛、咳喘、扭傷、腹痛泄瀉、神經性皮炎、面癱、毒

蟲咬傷、癰疽之病患克服病痛。 

人之腰背肌肉較為平坦，且各臟腑皆在腰背有對應之區域，如肝、

肺、脾、腎、胃等區，在背腰兩側輪流上罐較不會影響工作或休息，並

減少上罐時的疼痛，故為拔罐的最佳選擇區。由於頭部範圍較小，胸腹

部的皮肉較嫩，四肢經常需要勞動，除非必要儘量應避開這些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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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

及淺層肌肉被吸拔至罐內，吸拔部位有皮膚潮紅或皮下瘀血成紫黑色之

情況。此為坐罐法，是最普及也是使用最久之罐法；肩、腰、背、頭痛

或疔疽排膿皆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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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用重手手法，留罐時間不宜過久，

以免出現水泡。罐的種類很多，有竹罐、陶罐、玻璃罐，亦有用口圈平

整光滑的瓶罐、茶杯或竹筒等。常用的有火罐法、藥罐法、水罐法、走

罐法、刺血拔罐法等。火罐法是最常用、最方便的一種，乃利用燃燒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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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形成負壓，皮膚表面會產生大量氣泡，進而加強局部皮膚組織的氣體

交換。利用光譜技術可以觀察出，在使用拔罐期間局部組織的血氧狀態

會產生改變，且氧合血紅蛋白和脫氧血紅蛋白會有明顯的增加，可以使

局部組織處於高供氧而低消耗的狀態，有利於幫助新陳代謝。 

臨床上依據患者之情況，依據醫師的專業，慣用的方法有閃罐法、

熨罐與滾罐法、針罐法、走罐法、排罐法，搖罐法、提罐法、藥罐法及

發泡罐法等，茲分別扼要說明如後： 

一、閃罐法 

閃罐法是把罐體反覆吸拔，通過彈性的一吸、一啟、一緊、一鬆，

形成物理刺激而使皮膚經充血、不充血、再充血等階段，往復循環以

改善血液循環。 

二、熨罐與滾罐法 

由閃罐法演化而來。當反覆閃罐，罐體發熱時將罐體翻轉，以燙

手之罐底按到所選部位或穴位，再迅速抬起罐體，用另一手掌按壓所

熨部位。而滾罐法是操作者手持罐口，在相應穴位和皮膚上滾動。 

三、針罐法 

罐內針法是針刺入特定穴位後，在針上放置拔火罐，留針 5~10

分鐘，選用玻璃火罐並隨時觀察罐內變化，此法不得用在胸背以免造

成氣胸。針罐法依照使用的針以及用法還可劃分為行坐罐、梅花針

罐、血罐法。 

四、走罐法 

在施術部位或火罐口內塗以適量介質，罐體拔於皮膚後，循著經

絡（膀胱經）推拉罐體，可急可緩、可輕可重，但要柔和，以單手或

雙手握罐體下拉上推，與皮膚接觸的過程中，罐口把皮膚刮出紅色，

適用於急症、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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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排罐法 

排罐法是以多個大罐，排列或交錯地吸拔於選定部位之一種增強

手法，適用於腰背、胸腹、下肢等肌肉豐厚之處。 

六、搖罐以及轉罐法 

搖罐是罐體吸拔穴位後，用手輕按罐底，先順時針再逆時針，輕

輕搖動罐體各 20~30 次，力量柔和而不宜快。轉罐為單手搖罐，向左

作水平轉動達 90°~180°，然後再向反方向轉動反覆進行 10~20 次，以

患者能耐受為度，如此均勻而有節奏的吸拔在皮膚上的罐體，使穴位

區域反覆受牽拉而增加了刺激量。 

七、提罐法 

提罐是緩緩上提罐體，雖有力但不將罐體拉脫為度，反覆上提拉

動皮膚，患者有不同程度的痛感，常用在胃痛不適、婦女痛經、肝鬱

不舒脅痛、脘部腹悶。 

八、藥罐法 

藥罐法是藥與罐同煮，可把活血袪風藥（如羌活、獨活、當歸、

紅花、麻黃、艾葉、川椒、川烏、草烏、木瓜）置於鍋內煮沸，再放

入竹罐或木罐煮 10~20 分鐘，取出後罐口朝下以毛巾緊扣罐口，擦掉

罐口熱水立即扣在選定之區域或穴位進行吸拔。 

九、發泡罐法 

發泡罐是吸拔部位產生水泡，啟開罐後並無痛感，可以針挑破或

不必挑破，1~2 天後，組織自行吸收，此法需患者同意，並密切注意、

防止感染。 

常用拔罐的程序係先將火罐大小與施術部比量是否適合，然後拿好

火罐並擺好適當體位，即可開始進行拔罐。使用新罐時，須在罐口塗抹

些許的凡士林(vaseline)，以免皮膚破損。拔罐時間，一般約 10~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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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患者感到灼痛過緊，可酌情提前起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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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罐時，皮膚如有損傷，可用凡士林

紗布妥為包紮，以防續發性的感染化膿。 

拔火罐之吸力要達到一定的要求（也就是病人能承受的最大吸力），

通常就是皮膚被吸起約 2~4 公分的高度。留罐時間約 5~15 分鐘，達到充

血性罐或瘀血性罐即可，在這幾分鐘內，有些患者皮膚出現水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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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加速病氣的排除，但須注意防止感染。有些施術者加長留罐時間為 40

分鐘，其所依據的理論是在『靈樞‧營衛生會提到「人受氣於谷…營在

脈中，衛在脈外，營衛不體，五十而復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

此意味人體內之氣血沿經脈運行一周約需半小時，一天 24 小時約運行 50

周，所以留罐 40 分鐘約為氣血運行一周的時間，經絡各處的病氣即可能

由罐口部被排除。臨床上視疾病性質及病體狀況靈活運用，例如有些過

敏性哮喘、心下痞硬，拔膻中、巨厥等病症約 10 分鐘即起水泡，有的患

者因酒後困乏、胃痛、拔胃脘等病症則約 5 分鐘即起滿水泡，水濕、酒

濕、感冒者易起水泡，而有的拔 30 分鐘亦不見得起泡。 

通常，拔罐必須遵循以下幾個步驟，除可確保拔罐之療效，最重要

的還是能保障拔罐的安全： 

一、施術部位用毛巾沾肥皂水洗擦潔淨後，再用紗布抹乾，必要時用酒

精消毒。 

二、塗抹凡士林或其他油類，以便罐口與皮膚得到嚴密結合，但絕不可

使用碘酒。 

三、用鉗子鉗住棉花球，吸沾酒精燃點之。 

四、棉花球點著後在拔火罐內刷一下，很快的拿出來。 

五、將罐口按於皮膚上，如此罐口即能很好的吸著在皮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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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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皮層，使其興

奮性增強，從而有助於病症的康復。目前因為科學技術突飛猛進，新的

醫療器械紛紛出現，拔罐之工具有用橡皮塞封口的罐子緊扣在需上罐的

部位，再用注射器通過橡皮塞抽出罐內空氣，使之產生負壓即能吸住皮

膚，或用抽氣筒套在塑膠罐的活塞上將空氣吸出，抽氣罐漸漸演變為當

今的負壓罐。通常，電動型拔罐的最大負壓力為 76mmHg、手動型為

40~45mmHg，一般初用者在 50mmHg 以下較安全。 

 19



第 2.4 節 刮痧 

上古時代患病時，本能地用石塊摩或捶擊體表，可使疾病緩解。「扁

鵲傳」這本書中記載扁鵲在虢為太子治療尸厥時，使用石塊當工具，刮

穴位和經絡。而危亦林在 1337 年寫的「世醫得救方」中指出，痧證治法

之一，是用苧麻蘸水在頸項、兩肘臂、兩膝腕處，刮至皮下出血，凝結

成米粒樣的紅點為止，然後蓋被保暖，喝粥、湯、茶發汗以驅病毒，明

清時盛行。1676 年郭右陶編的「痧脹玉衡」中記錄「刮痧法，背脊頸骨

上下，胸前脅肋兩背肩臂，痧用銅錢蘸香油刮之」。 

痧是體內疾病反應在體表的特殊徵兆，而刮痧(guasha)是用平滑的器

具配合潤滑劑，在人體體表的特定部位，施以適當的力道重複單向刮通，

使皮膚出現瘀斑或出血，達到調整身體機能、恢復生理狀態、克服病痛

之外治法。 

 現代醫學認為刮痧、出痧的過程是一種血管擴張，漸至毛細管破裂、

血液外溢、皮膚局部出現瘀血斑的現象。有經驗的施術者，會區分痧的

顏色及形狀，而判斷病邪之狀況。痧色鮮紅，痧粒分散表示病程較短、

病情較輕；若痧色暗紅或青黑，痧粒密集甚至成團，代表病情重、病程

長。 

臨床上突然頭暈、頭痛、脘腹脹悶不舒或絞痛、欲吐不吐、欲瀉不

瀉，四肢攣急、甚至昏厥、唇甲青紫、頸前兩旁肘窩、膕窩出現青紫痧

筋等現象，屬中醫痧證的範疇。痧在肌膚當刮之，痧在血絡宜放之，痧

在腸胃宜內治。刮痧使用的器具多為樹脂類或牛角製成，形狀不一，但

通常要求板刮面要乾淨，稜角要光滑，原則上仍以順手好用並易於清潔

為選擇的重點，但要避免刮舌緣太過尖銳，以免刮傷皮膚及感染。傳統

的潤滑劑一般採用水、酒、油等水性物質；或是使用萬金油、青草膏、

潤膚液、凡士林、麻油等油脂類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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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正統的刮痧器具，為狀似彎月或牛角的刮痧板，也有些是橢圓

形或是半圓形的刮痧棒。通常，刮痧板要有幾個不同的邊、彎、角及不

同的厚薄，在人體各部位進行刮痧時，只要能夠得心應手，任何一種刮

痧器具都適宜使用。習慣上，也可以利用家中的瓷湯匙、小圓盤、刮板、

嫩竹板、瓷器片等器具進行刮痧，但需使用圓滑、無破損的緣面，以免

刮傷皮膚。為了減少阻力、摩擦力及避免皮膚擦傷。 

在刮痧時選用適當的潤滑劑，像水、酒、油、藥洗…都是慣用的種

類；當體發熱時可用溫開水。在刮痧時經常要塗抹萬金油、青草膏…等

清涼油脂藥品做為活血劑，不僅具有潤滑作用，還可活血化瘀、促進血

液循環、擴張毛細血管而強化療效。通常，在刮痧前應採用 75%酒精，

利用消毒棉籤或棉球將皮膚進行局部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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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3章章章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第第第第 3.1節節節節  數值方法數值方法數值方法數值方法 

本論文主要在於解析電灸罐內的熱量傳遞，雖然數值方法直接採用

ANASYS軟體[9]進行，但要驗證數值計算結果的正確性，我們仍須對基

本熱傳遞方法(fundamentals of heat transfer)有所認知。在本論文中，我們

並不需要採用繁複的數值方法解複雜的統御方程式，只要藉由 ANSYS軟

體配合適當的邊界條件設定，便能從溫度場探討電灸罐內的熱傳遞狀

況。本論文的研究焦點，主要係針對三種傳統中醫療法進行熱傳遞分析：

一、空罐狀態下的熱傳遞（灸療）； 

二、罩在皮膚上罐體內的熱傳遞（拔罐）； 

三、在留針狀態下，罩在皮膚上之罐體內的熱傳遞（針灸）。 

通常，溫度達到 42℃癌細胞將會自然的消滅；此外，在人體體內的

研究方面，人體的組織細胞只要在 58℃維持三分鐘，即會造成細胞膜之

脂質雙層的破壞，細胞內蛋白質的變性，而導致細胞凝固性壞死

(coagulation necrosis)[8]。可見掌控電灸罐內溫度的重要性，如何拿捏得

宜全憑醫師根據病患的需求予以設定。本論文在以下的分析中，將皮膚

表面的期望溫度 sT ，選擇為 42℃的安全值。 

皮膚(skin或 cutis)及其衍生物－毛、指甲、腺體及許多特殊感受器－

組成人體的皮膚系統。皮膚不僅是包裹人體內臟、肌肉、骨骼的皮囊，

本身也是種活器官，擁有神經、血管、色素細胞和腺體。皮膚是覆蓋身

體的堅韌不透水的外皮，與口、鼻、眼瞼和泌尿、肛門的粘膜相接。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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膚是身體最大的器官，成年人的皮膚面積有 1.8 平方公尺和厚度約為

2.12~4.08mm，其中眼臉最薄而手掌與腳掌最厚（眼皮部位，為

0.2~0.66mm，而手心、腳心的厚度為 2~4mm）。皮膚由外到內，可分成

表皮、真皮及皮下組織三層[10]。 

有關數值方法所須設定的邊界條件，在電灸罐周圍的邊界條件設為

絕熱狀態，因此壁面之徑向的熱傳遞必須為零，意即傳導熱通量為 

0=−=′′
=

=
Rr

aRr dr

dT
kq

 (3.1) 

在罐體內頂面之軸向的熱傳遞為零，意即傳導熱通量為 

0=−=′′
=

=
Hz

aHz dz

dT
kq

 (3.2) 

在罐體內底面的邊界條件設定分成二種，在空罐狀態下為 

∞=
= TT

z 0  (3.3) 

若罩在皮膚上罐體內的熱傳遞（拔罐），及留針狀態下罩在皮膚上罐體

內的熱傳遞（針灸）等二種狀態，在罐體內底面皮膚直接接觸，故軸向

的熱傳熱通量相等，意即傳導熱通量為 

−+ == ∂
∂=

∂
∂

00 z
s

z
a z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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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T
k

 (3.4) 

式中 ak 與 sk 分別為空氣與皮膚的熱傳導係數。 

在傳統的拔罐療法中，普通拔火罐的式樣均為口小肚大的玻璃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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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口之邊緣向外翻，呈鐘形而口略向外。由於在電灸罐內，只有在避開

電熱管的環狀區域才適合容置灸針，所以電熱管在電灸罐內呈偏心裝

置，在實務操做會比較安全。本論文擬設計安全性較高的電灸罐，假設

罐體之幾何尺寸為：內徑 D、高度 H之開口罐器，外觀呈倒杯狀；電灸

罐內電熱管的安裝係以偏心方式設計，即電熱管中心軸與電灸罐中心軸

呈平行，電熱管長度 L、偏心量為 C。在數值計算時，罐體的內部高度 H

與內徑 D的比值 H/D=2.3，電熱管長度 L 與內徑 D的比值 L/D=1.2，顯

見罐體屬於較為細長的型式，主要是預留空間以便容置灸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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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3.2節節節節  實驗方法實驗方法實驗方法實驗方法 

隨著電子產業蓬勃的發展，密集式、小型化的設計潮流至今方興未

艾，本創作集結灸針加熱、施灸恆溫控制、拔罐、刮痧及芳香精油薰蒸

等功能於一體，如圖 3.1所示，故名為「行動中醫診所」。本創作的具有

定溫與定時的操作功能，具備灸療、拔罐、刮痧及精油療法等四效一體

之功用；設計理念著重於型式輕巧、操作簡便及使用安全等三大訴求，

主要包括加熱系統、恆溫控制系統、精油薰蒸單元、機殼單元、電灸罐

單元及刮痧棒單元等六個部份。 

1        2        3

電灸罐

太極八卦型
機殼

温度控制器

(110VAC)

精油薰蒸

電源插頭

刮痧棒

插頭

插座

電源開關

 
圖 3.1 行動中醫診所立體示意圖 

第第第第 3.2.1節節節節  加熱系統加熱系統加熱系統加熱系統 

本創作設計的組裝電路如圖 3.2所示，其中灸針加熱擬採用高功率彈

筒型電熱管，且電熱管裡頭裝有 K 型熱電偶，不僅可以加熱還會經有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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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的感測器即時將溫度數據回傳，其加熱管規格為:直徑 4mm、功率

15W、電壓 12VAC、長度 25mm、瓦特密度約 6W/cm2、絕緣體為鐵弗龍。 

 

圖 3.2 彈筒型電熱管 

第第第第 3.2.2節節節節  恆溫控制系統恆溫控制系統恆溫控制系統恆溫控制系統 

本創作之恆溫控制系統如圖 3.3所示，利用溫度感測系統與回授控制

溫度值，利用控制器依輸入恆溫值與回授溫度值之差異，啟動加熱系統

使恆溫受控系統達到所設定的恆溫值。恆溫控制系統採用一般家用 110V

交流電，如圖 3.4控制電路圖，並經由一個按鈕開關來控制加熱器電源的

ON/OFF。當開關打開後，PID通電後此時會開機並會輸出 12V的直流電

給固態繼電器(SSR)，此方式的目的在於 PID判斷出 ON/OFF的時機及數

值，之後利用其 12VDC來驅動 SSR 使其作動 ON/OFF，此舉可以延長

PID的使用壽命降低因使用過多所造成的零件更換成本。最後當開關打開,

此時電通過加熱器前會先經過變壓器將 110VAC降壓至加熱器所需電壓

(12VAC)，並會將量測到的溫度傳回 PID，此時即可由 PID所設定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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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是否該加熱，再經由 SSR控制加熱器加熱。 

如圖 3.5所示，本論文使用的溫度控制器為台達電子的 DTA4848，

此溫控器不僅符合成本低廉的要求，更可以藉由 RS485與電腦連線做通

訊交流，既可以將溫度顯示在電腦上做控制，對於不擅使用溫控器的民

眾，也可藉由電腦上簡易的面板來做溫度以及參數的設定，此方式也可

達到本創作簡單操作的訴求。 

 

圖 3.3  溫度控制方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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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3節節節節  精油薰蒸單元精油薰蒸單元精油薰蒸單元精油薰蒸單元 

本創作之前是採用透明壓克力密封罐設計，在加熱源方面亦以安全

性為主要的考量。由於精油屬於高揮發性流體，加熱的目的僅在催化精

油的揮發效應，為顧及精油使用的安全性，故採行陶瓷加熱與精油隔離

方式予以加溫催化，如圖 3.6所示。 

精
油

110VAC
60Hz

精油薰香

透明壓克力密封罐

陶瓷加熱器
電源線

棉蕊

 

圖 3.6 陶瓷加熱薰蒸器 

但是為了改善加熱會破壞精油，故設計改用風扇的強制對流來增加

其揮發的速度，而且精油擁有高揮發性，不僅不會影響其擴香效果，而

且在使用上更加安全。本論文所設計的新型擴香器立體示意圖，如圖 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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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新型擴香器立體示意圖 

第第第第 3.2.4節節節節  機殼機殼機殼機殼單元單元單元單元 

本創作將加熱系統、恆溫控制系統、精油薰蒸單元及定時器、變壓

器等週邊設備整合在壓克力材質的機殼中，另考慮功能件在機殼內會形

成熱源影響操作效率，故須考慮積熱之散逸問題。各單元及週邊設備之

整合組裝，如圖 3.8-3.11所示。 

傳統中醫長期在修行實踐和理論探索中，融入了許多哲學的概念而

具備豐富的內涵，其中孕育二種很重要的圖騰便是「太極」與「八卦」。

本機殼的設計理念，從外型即可凸顯我們認同「太極」與「八卦」對中

醫學所蘊含的觀點與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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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機殼立體圖 

 

圖 3.9 行動中醫診所實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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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機殼平面圖 

 

圖 3.11 機殼內部構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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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3.2.5節節節節  電灸罐電灸罐電灸罐電灸罐單元單元單元單元 

本創作之前採用安全性較高的實驗型針罐設計，針罐部分之內徑均

為 20mm、高度 50mm、壁厚為 4mm之壓克力針罐，外觀呈倒杯狀。在

實務運用上，係在針刺入穴位的留針過程中，在針刺的部位加電灸罐並

加溫，藉此達到拔罐之療效如圖 3.12、3.13所示。 

電熱管(φ4,L25)

z

D=20

ro
H

=
4

6

C
=

3
8

R

陶瓷環 (φ20,L4)

φ36

壓克力罐器(t4)

4

電線(12VAC)

 

圖 3.12 電灸罐剖面簡圖 

 

圖 3.13 電灸罐實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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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預計改善的電灸罐，將會將其徹底的模組化，使用上將會更安全，

而且功能愈強大，另外兼顧其細部零件互換及更換，可以做不同效果的

灸療以及拔罐。此設計不只兼顧加熱氣上過熱的問題，更考量到加熱器

加熱對人體而言是否溫度過高，達到使用設備以及人體雙向安全考量，

而其中的隔熱層，更能防止過多的熱因傳導至杯上，使杯子過燙得危險。 

 

圖 3.14 新型電灸罐立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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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試作模型圖 

第第第第 3.2.6節節節節  刮痧棒刮痧棒刮痧棒刮痧棒單元單元單元單元 

改造習知的刮痧器具，將「熱」有效的運用到傳統的刮痧療法中，

對於減輕疼痛、降低肌肉痙攣、減輕關節的僵直感、促進血液循環以及

增進膠原組織的延展性，以增進關節活動度都有實質的助益。同時可有

效的解決潤滑劑塗抹之不便及浪費。 

本創作之刮痧棒的熱療效原理，係利用電熱片加熱，使刮痧棒的刮

舌部位之溫度提升，藉以達到熱療的效果。另外，在刮痧棒的刮舌部位

設計一個潤滑劑的充添口及容置室，藉由電熱片部份熱量的傳遞導入，

促使潤滑劑的溫度提升而降低黏度；當手持刮痧棒在運作時，透過柏努

利方程式(Bernoulli’s equation)可確定，容置室內的潤滑劑便會自動的由刮

舌前緣的細孔釋出，達到自動塗抹潤滑劑的功效如圖 3.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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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刮痧棒實體圖 



 

第 4 章 結果與討論

第 4.1 節 數值方法 

在使用ANSYS軟體的數值計算中，計算結果的準確性與可接受度，

完全端視數值方法中的參數設定。本論文在執行數值計算所需設定的參

數有：計算區域的元素分割(element meshing)數與暫態過程中的時間間距

(time interval) 。將元素分割得愈細，將會增加計算結果的準確性，但使

用過細的元素會增加總元素數，因此需要更多的計算時間與貯存空間，

就整體效益並不是最佳化的狀態；時間間距的細分亦面臨同樣的情況。

經由數值方法測試達到電熱管 99%設定溫度( )的時間做比較，最少總元

素數（1101 個）達到設定溫度的 99%所須的操作時間為 878 秒；最多總

元素之間（10,294 個）達到設定溫度所須的操作時間為 881 秒，兩者之

間的相對誤差僅為 0.341%，由此可見元素數多寡對於操作時間的影響微

乎其微。對於計算時間測試結果得知，最少總元素數（20.5 秒）與最多

總元素（190.6 秒）之間的差異高達 9.3 倍；至於時間間距則不影響數值

計算結果。據此，本論文的各數值計算例，我們的數值計算參數皆採用

總元素數為 1101 個，後處理時間間距則取為 30 秒。 

tΔ

oT

本論文數值方法的重點，在於計算電熱管加熱之後（t>0），在罐體

中的溫度變化狀況。由於加熱源可利用數位溫度控制套件，故電熱管的

設定溫度 將分別選擇 50、100、150 及 200℃等四種不同的固定值；至

於外界溫度 ，則分別選取 15、20、25 及 30℃等四個固定值。 

oT

∞T

在第一個計算例中，主要是探討電灸罐在空罐狀態下的熱傳遞（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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療），使用的邊界條件為(4.1)-(4.3)式所設定之狀態。圖 4.1 的曲線係描

繪罐體內的溫度上升狀態，在每一個範例中的電熱管設定溫度( )oT ，同樣

皆選擇 50、100、150 及 200℃等四種；外界溫度 均假設為 20℃。從圖

中的曲線趨勢清楚可見，無論電熱管的設定溫度為若干，當電熱管開始

加熱後，溫度會迅速的上升，但達到某一個程度後，溫度上升的狀況便

趨於緩慢。再從數值計算結果得知，四種不同電熱管設定溫度的情況下，

達到電熱管 99%設定溫度之操作時間分別需要 878、936、952 及 959 秒，

溫度雖呈等差級距增加，但操作時間卻可大幅縮短。由此可知，傳統中

醫師利用燃燒時火焰的熱力，主要是用以迅速排除罐體內空氣的原理，

然而罐體迅速吸附在皮膚上常會使患者感到灼痛過緊。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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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罐體內的溫度上升狀態( ) CT o20=∞

為進一步瞭解並掌握溫度上升快慢的情況，我們將上述四種不同電

熱管設定溫度情況下（ 分別設定為 50、100、150 及 200℃；外界溫度oT ∞T

均假設為 20℃）的加熱狀態，透過溫度變化率(rate of temperatur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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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曲線圖予以描述（如圖 4.2 所示），其中溫度變化率(T& )的定義如下所

列

( )
t

TT
t
TT ttt

Δ
−

=
Δ
Δ

= Δ+&
 (4.1) 

其中 ttt TTT −=Δ Δ+ 表示溫差（℃或K），△t代表時間間距。透過圖中的

曲線分佈可清楚的看出，在開始加熱階段溫度上升極為迅速，很快的達

到曲線峰值(peak value)。緊接著，溫度變化率呈現遞減的趨勢，此意味

溫度增加開始趨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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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罐體內的溫度變化率( ) CT o20=∞

為了再深入探討溫度變化率情形，我們將溫度單位予以消去，以便

單純的檢視曲線變化率，方法是將溫度變化率（T&）除以絕對溫差

（ ），即 ∞−T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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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omaxo T-T
1

-TT
T

∞

Δ+

∞

−
Δ

= ttt TT
t

&

 (4.2) 

式中單位為 1/sec，下標 max 表示溫度變化率在峰值的狀態。 

很顯然，經過處理所得到的結果，必可將圖 4.1 的四條溫度變化率曲

線合併成一條，此時變化率不再與設定溫度（ ）及室溫（ ）有關。

透過定性分析可判定，變化率曲線必定與原先四條溫度變化率曲線的趨

勢相同，意即在開始加熱階段變化率上升極為迅速，很快的達到曲線峰

值，接著呈現遞減的情況。 

oT ∞T

再以熱傳遞效果來評估電熱管安裝方式的良窳，此不但影響熱傳遞

效率，同時也攸關熱傳遞的基本模式。由熱傳遞的基本原理可知，加熱

源若位在罐體的下方，此意味罐體內頂部溫度將小於底部溫度

（ ），因此在罐體內的空氣密度在重力方向呈遞減的趨勢

（

0/ <∂∂ zT

0/ >∂∂ zρ ）。由於在頂部較密的空氣重力大於底部較疏的空氣重力，

迫使頂部較重的空氣下降；底部較輕的空氣上升，形成對流的移動現象，

故在罐體內的空氣將會呈現不穩定狀態(unstable state)，最後逐漸發展成

不穩定環流(unstable circulation)。在此種電熱管安裝方式中，主要的熱傳

遞機構為熱對流(thermal convection)。 

假使加熱源位在罐體的上方，此意涵著罐體內頂部溫度將大於底部

溫度（ ），因此在罐體內的空氣密度在重力方向呈遞增的趨勢

（

0/ >∂∂ zT

0/ <∂∂ zρ ）。在此狀況下，由於頂部較疏的空氣重力小於底部較密的空

氣重力，故罐體內的空氣會呈現穩定狀態(stable state)，不會再有容積流

體移動(bulk fluid motion)的現象。 

對於影響罐體加熱的另一個變數，將探討罐體內初始外界溫度 的

變化影響。由於外界溫度反應在自由對流變化現象極為敏感，對於數值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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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的影響更是不容忽視。從圖 4.3 的溫度變化曲線來看，整個趨勢顯現

從開始加熱一段時間之後，室溫的影響會逐漸的消失。就定量分析而言，

當時間達到約 476 秒之後，初始的四種狀態（初始外界溫度 分別為 15、

20、25 及 30℃），在罐體內的相對溫度差均會小於 1%，此意味在歷經

一段時間之後，外界溫度的影響性會逐漸式微，終而幾乎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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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罐體內的溫度上升狀態( ) CT o
O 100=

接著，我們將上述四種不同外界溫度 情況下的加熱狀態（ 均設

定為 100℃； 分別假設為 15、20、25 及 30℃），利用溫度變化率變化

圖予以描述，結果如圖 4.4 所示。在此溫度變化率(

∞T oT

∞T

T& )的定義如(5)式所列。

透過圖中的曲線分佈可清楚的看出，在開始加熱階段溫度上升極為迅

速，很快的達到曲線峰值，相對於外界溫度 分別假設為 15、20、25 及

30℃的情況，溫度梯度的峰值分別是 0.2376、0.2236、0.2097 及 0.1957

℃/秒，在此可發現外界溫度 呈等差級距遞增，溫度梯度的峰值卻呈等

差級距遞減。另外，我們亦發現溫度梯度的峰值均發生在時間為 120 秒，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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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溫度變化率呈現遞減的趨勢，此意味溫度增加開始趨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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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罐體內的溫度變化率( ) CT o
O 100=

本論文研究直接採用ANSYS套裝軟體建立數學模型，最後亦以等溫

環狀線(isothermal contour)的高階塗彩方式，呈現在罐體中的溫度變更狀

態。罐體內的塗彩方式對於問題的可視化(visulization)相當有幫助，本論

文研究將透過ANSYS程式提供的軟體，加強可視化結果的呈現。 

圖 4.5 與圖 4.6 分別為電熱管的設定溫度依然是 、外界溫

度 均假設為 20℃，電灸罐在時間分別為 60 秒及 120 秒的溫度分布圖。

在電熱管剛開始加熱後，由於表面高溫藉由熱流的效應往罐體的右下方

傳遞，所以在圖 4.5 顯示出等溫環狀線由左上角往右下方呈遞減趨勢。隨

著時間增加，等溫環狀線逐漸的拉平呈水平狀，如圖 4.6 所示。一直到時

間 t=120 秒之前，罐體底部（皮膚表面）的溫度已均達到期望溫度 。 

CO100TO =

∞T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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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空罐體內的溫度分布(t=60 秒) 

 

圖 4.6  空罐體內的溫度分布(t=120 秒) 

在接續的分析例子中，我們將進行第二種狀態－罩在皮膚上罐體內

的熱傳遞（拔罐）的研究，在本計算例中，使用的邊界條件為(4.1)、(4.2)

及(4.4)式所設定之狀態。由於在罐體內底面與皮膚直接接觸，故軸向的

 43



熱傳熱通量相等，意即在介面的傳導熱通量相等，因此數值計算須採用

(4.4)式的邊界條件設定，其中 為空氣的熱傳導係數，本論文採用平均溫

度(mean 或 average temperature)

ak

2/)(T ∞+= TTom 為基準之固定值 [11]； 為

皮膚的熱傳導係數（0.37 ）[11, 12]。利用 ANSYS 軟體配合邊界

條件設定，計算結果可從圖 4.7 的溫度變化檢視罐體內的熱傳遞情形。在

電熱管開始加熱後，由於表面高溫引致熱氣流往上升，在電熱管表面形

成熱邊界層，並隨著高度增加厚度增加，立即將罐器上方的空氣加熱而

使溫度急速上升。由於熱空氣達到罐器頂部後，將會轉由壁面再繞循壁

面往下流動，而底部未受熱的冷空氣會隨循環氣流牽引向上，因此形成

對流效應。 

sk

CmW o/ ⋅

 

圖 4.7 拔罐體內的溫度分布(t=60 秒) 

隨著時間增加，罐器上方的熱量逐漸累積，並藉由熱對流的效應往

下傳遞，由於罐內溫差逐漸減小，引致浮力效應減弱，直至時間達到 t=120

秒（圖 4.8），等溫環狀線幾乎接近水平狀。從圖 4.8 亦可看出，在鄰近

電熱管側的溫度仍比另一側略高，但溫度差異已相當的微小。從圖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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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溫環狀線可估算出，罐體中心軸距離皮膚表面 3.3mm 處，中心軸溫度

已達約 42℃，而罐體兩側壁面的溫差則在 1℃以內。若加熱時間再持續

下去，則等溫線將會呈現完全水平的狀態。 

 

圖 4.8  拔罐體內的溫度變化(t=120 秒) 

由於電熱管的其中一個端面裸露在罐體外頂面，所以在上端將會有

部分熱量散逸到外界空氣中，而且在罐體外頂面的溫度分布呈現非對稱

的形狀，其中電熱管左邊緊鄰罐體外緣側的等溫線較為密集，此意味溫

度梯度較大；電熱管右邊接近罐體中心軸側的等溫線較為疏散，此意味

溫度梯度較小。 

在最後一種分析例中，我們所要探討的狀態為留針狀態下，罩在皮

膚上罐體內的熱傳遞（針灸）的研究。在中國傳統療法中，針上灸又名

「溫針法」或「燒針尾」。溫針乃針刺與艾灸合併使用的一種方法，適

用於既須留針又須施灸的病患。操作時，先按疾病虛實施行補瀉，然後

在適當留針深度，將艾絨搓團捻於針柄距皮膚 2~3 公分點燃，透過針體

之導熱性將熱力傳入穴位，產生治療作用。溫針適應範圍較廣，如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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痿證等均可適用。目前，中醫診療有利用電熱代替艾灸稱為電灸。操作

時，在特製的電熱器先通電達一定溫度後，即在施術部位進行灸熨；一

般電灸可灸 10~15 分鐘。 

在接續的討論內容中，我們將定性的探討溫罐器的熱傳遞效應，其

中必須要強調的是，針上灸既須留針又須施灸，所以本例和上一例的最

大差異之處，就是本例要考慮灸針留置在罐體內，對熱傳遞造成的影響

性。為了與上一例的溫灸罐有所區別，並且與中醫慣用的專有名詞取得

一致的稱法，我們將針上灸所使用的罐體稱為「溫罐器」。透過罐體內

留針所造成的熱傳遞差異，我們將可判別溫罐器熱療傳遞效果的良窳。

在本計算例中，使用的邊界條件為(1)、(2)及(4)式所設定之狀態。 

藉由圖 4.9 的溫度變化情形，我們將探討偏心式溫罐器的熱傳遞效

應。由於電熱管偏心裝置的緣故，故罐體內將有較大的空間容置灸針的

針柄與針尾。在接續的分析中，灸針仍須避開電熱管，故在本計算例子

中，我們將裸露在皮膚表面的針尾、針柄及部分針身，合計長度仍假設

為 15mm，灸針中心軸與罐體中心軸假設重合，如圖 4.9 所示。 

由於偏心式溫罐器在加熱的初始階段，熱量原本就會從電熱管所在

之處（左上方）往右下方傳遞，如圖 4.7 所示。當我們比較溫灸罐與溫罐

器的差異時，意即比較圖 4.7 與圖 4.9 之差別，顯然在罐體中心因存在灸

針而造成截然不同的熱傳遞現象，在鄰近罐體壁面的溫度變化並沒有多

大的改變。這正足以顯示，大部分的熱量均經由灸針的熱傳導導入人體，

至於空氣熱對流的傳遞效應較為緩慢。 

從圖 4.9（t=60 秒）顯示，在鄰近灸針兩側之等溫線已逐漸呈現對稱

的現象，這正意味兩側溫度差異已相當的微小。隨著時間持續到圖 4.10

（t=120 秒）時，兩側之等溫線幾乎已完全呈現對稱狀。由於電熱管的端

面會裸露在罐體外頂面，所以在上端與直置式相同，將會有部分熱量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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逸到外界空氣中。 

 

圖 4.9 針灸罐體內的溫度分布(t=60 秒) 

 

圖 4.10 針灸罐體內的溫度分布(t=120 秒) 

爲進一步比較溫灸罐與溫罐器的熱傳遞效應，我們將取預期溫度 42

℃等溫線與皮膚表層的距離 zΔ ，用以比較兩者之間的量化差異；對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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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線未能呈現水平狀的計算例子，我們將取兩側壁面的平均值距離為標

準。就物理意義而言，依據傅立葉熱傳導定律(Fourier's law of heat 

conduction) [11]可將傳導熱通量表示成 

dz
dTkqcond −=′′

 (4.3) 

若微分存在連續性(continuity)，則可將上式改寫成差分形式 

z
Tkqcond Δ

Δ
=′′

 (4.4) 

其中在(7)式中的負號已併入差分商。由(8)式可知，等溫線與皮膚表層的

距離 愈小，則罐體內的傳導熱通量zΔ condq ′′ 愈大。 

圖 4.11 分別顯示在無針（拔罐）與有針（針灸）情況下，42℃等溫

線與皮膚表層的距離 關係圖。從圖 4.9 可看出，隨著時間逐漸增加距離

會成遞減的趨勢，此意味加熱時間愈長傳導熱量愈大。再詳細觀察在無

針（拔罐）與有針（針灸）的曲線分布，我們察覺二種情況下的曲線極

為接近且均近似線性，其中有針（針灸）的傳導熱量顯然較無針（拔罐）

略多。 

z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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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42℃等溫線與皮膚距離 

再看圖 4.11 的比較結果可知，曲線在前 90 秒迅速減小，當時間在

90 秒之後曲線即呈現和緩的遞減趨勢。但從絕對量化的數據顯示，有針

（針灸）的傳導熱量比無針（拔罐）僅略多一點，在 t=90 秒之前可看出

具有顯著的差別。可見有針（針灸）對於罐體內空氣的熱對流效應並無

具體明顯的影響性，有針（拔罐）最主要是將熱量直接透過熱傳導傳遞

至人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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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節 實務設計－刮痧用多功能電熱棒 

刮痧是「中國傳統康復醫學」的一種治療方式，從推拿、針灸、拔

罐、放血等療法演變而來，古早的刮痧通常採用牛角梳子、銀元、銅板

或湯匙等做為器具。施做方式是在患者人的頸背上重複的刮，只要輕輕

刮幾下，頸背部刮出一大片紫紅的瘀斑，不舒服的症狀馬上舒解。刮痧

因為器具簡便、操作容易，故成為一般人家庭保健的技巧。 

較為正統的刮痧器具，為狀似彎月或牛角的刮痧板，也有些是橢圓

形或是半圓形的刮痧棒。通常，刮痧板要有幾個不同的邊、彎、角及不

同的厚薄，在人體各部位進行刮痧時，只要能夠得心應手，任何一種刮

痧器具都適宜使用。習慣上，也可以利用家中的瓷湯匙、小圓盤、刮板、

嫩竹板、瓷器片等器具進行刮痧，但需使用圓滑、無破損的緣面，以免

刮傷皮膚。為了減少阻力、摩擦力及避免皮膚擦傷，在刮痧時選用適當

的潤滑劑，像水、酒、油、藥洗…都是慣用的種類；當體發熱時可用溫

開水。在刮痧時經常要塗抹萬金油、青草膏…等清涼油脂藥品做為活血

劑，不僅具有潤滑作用，還可活血化瘀、促進血液循環、擴張毛細血管

而強化療效。通常，在刮痧前應採用 75%酒精，利用消毒棉籤或棉球將

皮膚進行局部消毒。 

一般刮痧時使用的潤滑劑，旨在減低皮膚與刮痧器具之間的摩擦

力，不過油脂類潤滑劑容易阻塞毛細孔，反而阻礙皮膚的新陳代謝。因

此，刮痧的次數多或使力不當，會使淺層的神經血管斷裂，導致肌肉越

來越硬，慢慢的會喪失體表的感知能力。

雖然，近幾年來推陳出新之刮痧器具的種類不勝枚舉，但大部分皆

著重於型式上的改良與設計，部分是強調運用附加功能，極少數刮痧器

具則是致力於特定的用途。這些專利創作確實讓刮痧獲得到某種程度的

改善，但運用電熱到傳統的刮痧療法中確是相當罕見，能夠具備自動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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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潤滑劑功能的刮痧器具，至今仍未有相關的專利公開。 

刮痧用多功能電熱棒的主要部分包含：刮痧棒主體、加熱片、ON/OFF

開關、電線及電源轉接器接頭等五個主要部分。刮痧棒主體為樹脂類材

質一體成型之模組件，充分的發揮「少即是多」（less is more）的設計理

念，因此刮痧用多功能電熱棒所呈現的是形式簡單、高度功能化與理性

化的成熟產品，且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加熱片輕薄短小、安全性高，

充分符合加熱的需求。 

本論文設計的刮痧用多功能電熱棒，從整體結構（圖 4.12~4.15）便

可看出流線型的外觀，不但簡單輕巧，當握持時更能得心應手的施做刮

痧，極具有市場的潛力與競爭優勢。刮痧用多功能電熱棒融合刮痧、按

摩、溫灸及塗抹潤滑劑等功效於一體，同時擁有安全性高、壽命長、耗

電省、操作簡便等優點，是相當直得肯定的保健醫療利器。 

 
圖 4.12 刮痧用多功能電熱棒之立體剖視圖 

本論文設計之刮痧用多功能電熱棒，主要部分包含：刮痧棒主體 1、

加熱片 2、ON/OFF 開關 3、電線 4 及電源轉接器接頭 5 等五個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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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痧棒主體係為刮舌緣 11、刮舌腹 12、刮舌背 13、潤滑劑出口 14、

潤滑劑室 15、潤滑劑入口 16、潤滑劑排氣孔 17、加熱片裝置室 18、刮

痧棒握柄 19 等九個部分以一體成型構成的模組件如圖 4.13~4.15 所示。

刮舌緣 11 直接與體表接觸，故首要的設計重點須要避免刮舌緣太過尖

銳，以免刮（割）傷皮膚及感染。刮舌腹 12 與刮舌背 13 互為一體兩面，

狀似彎月的圓截面造型，主要目的在於兼具按摩及搥打的功能。潤滑劑

出口 14、潤滑劑室 15、潤滑劑入口 16 及潤滑劑排氣孔 17 之設計目的，

在於建構潤滑劑的流動路徑，透過加熱減低潤滑劑的黏度，當刮痧用多

功能電熱棒在運作時，潤滑劑自然的由潤滑劑出口 14 處流出。 

 
圖 4.13 刮痧用多功能電熱棒之立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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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刮痧用多功能電熱棒之組合上視圖 

 

 
圖 4.15 刮痧用多功能電熱棒之組合下視圖 

加熱片 2 提供散熱模組於設計及組裝測試時模擬穩定發熱源之電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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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以確認刮痧用多功能電熱棒效能是否符合設計要求。ON/OFF 開關

3 係為 LED 開關燈 31 與開關按鈕 32 二個零組件組成。其中，當加熱片

2 處於加熱狀態時，LED 開關燈 31 係為亮燈；當電源關閉時，LED 開關

燈 31 係為暗燈。 

本論文設計刮痧用多功能電熱棒的電線 4，主要的功用是將電流導入

加熱片 2；其中一段電線串接加熱片 2 與 ON/OFF 開關 3，另一段電線串

接 ON/OFF 開關 3 與電源轉接器接頭 5。電源轉接器接頭 5 則是將家用

110V/60Hz 電源轉換成符合加熱片 2 需求電源之裝置。刮痧棒主體以中

心線為準呈左右對稱，藉由組合螺絲 6 予以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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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3 節 實務設計－熱療溫灸罐 

灸療根源於原始社會的砭石治病與火灼療法，隨著歷史演進已累積

紮實的施作方法，並發展出豐富的灸療材料，但在施灸必會產生煙霧，

造成空氣混濁將是不可避免的事實。現今的建築物大都採取密閉式空間

設計，中醫院或診所大都具有空調或冷氣設備，雖然燃燒藥草的香味撲

鼻、薰煙裊繞，但瀰漫的煙霧會讓人感到不舒服或引發過敏，甚至危害

到人體的健康。在灸療過程中，由於藥草燃燒的時間無法維繫過久，溫

度也不會維持恆定，對療效必然要大打折扣。此外，傳統的施灸常因操

作麻煩，甚至有被灼傷之虞而令人裹足不前。 

拔罐是利用溫熱的刺激作用，通過人體經絡腧穴的反射，促使經絡

通暢、氣血調和，達到祛除疾病、恢復健康的目的。拔罐法係以罐器為

工具，透過加溫的方式使罐器內形成負壓，使得罐器能吸附於皮膚或穴

位，產生溫熱刺激使被拔部位會出現充血或瘀血的情形，達到防治疾病

的一種外治法。拔罐所採用罐器的種類很多，通常有竹罐、陶罐、玻璃

罐，也有採用罐口平整光滑的瓶罐、茶杯或竹筒等。常用的拔罐種類有

火罐法、藥罐法、水罐法、走罐法、刺血拔罐法等。火罐法是最常且最

簡便的一種，其原理是利用燃燒時火焰的熱力排出空氣而使罐內形成負

壓，使罐器吸附著在皮膚上的外治法。拔罐需將患者的皮膚吸起約 2~4

公分高度，留罐時間約 5~15 分鐘，有些患者卻加長留罐時間，時間長短

端視病況而定。多數患者的皮膚通常會充血或淤血，甚至於會出現水泡，

所以感染的困擾及留下疤痕的忌諱也就在所難免。 

本論文的創作旨在研發具有定時及控制溫度的功能，擁有灸療與拔

罐功效的傳統中醫輔助器具，形式上是要能提供穩定恆溫的溫灸效果，

實質上是要克服傳統灸療的缺失與拔罐的不便。雖然，近幾年來推陳出

新的溫灸器具種類不勝枚舉，但大部分是著重於個人保健的創作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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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運用在中醫診所的醫療器具卻是相當稀少。已公開的相關專利創作，

對於保健醫學確實具有某種程度的貢獻，但對於傳統灸療與拔罐的缺失

改善效果卻相當有限，至於能結合灸療與拔罐功效的創作，至今仍未有

相關的專利公開。 

本論文的創作熱療溫灸罐的主要部分包含：密封蓋、加熱單元、密

封環、罐體及溫度感測單元等五個主要部分。密封蓋採用樹脂類材質一

體成型之模組件，內部圓形襯墊係以絕熱材料製成；加熱單元主要的加

熱源為輕巧防水、安全性高的矽膠電熱片，充分符合加熱的需求；密封

環為樹脂類材質一體成型之模組件，利用二個扣環可與密封蓋緊密的結

合；罐體緊密的套在密封環，其材質採用壓克力製作而成，擁有加工容

易的優點，並較為近似絕熱的條件；溫度感測單元的主要元件為熱電偶

(thermocouple)，主要是作為感測加熱單元作用在體表的溫度，並可回

授至溫度控制器之用。 

本論文的創作充分的發揮「少即是多」（less is more）的設計理念，

因此熱療溫灸罐所呈現的是形式簡單、高度實用的創新產品。本論文的

創作熱療溫灸罐的整體結構設計不但簡單輕巧，有助於灸療的施作；當

握持時更能得心應手的進行拔罐，極具有市場的潛力與競爭優勢。熱療

溫灸罐融合灸療與拔罐的功效於一體，同時擁有安全性高、壽命長、耗

電省、操作簡便等優點，是相當值得肯定的醫療利器。 

圖 4.16 為熱療溫灸罐的立體分解圖；圖 4.17 為熱療溫灸罐的平面元

件圖；圖 4.18 為熱療溫灸罐的電路圖。其中，主要部分包含：密封蓋、

電加熱薄片、密封環、罐體 4 及溫度感測單元等五個主要部分。 

在圖 4.16 與圖 4.17 中，熱療溫灸罐的密封蓋係由頂蓋 11 與絕熱襯

墊 12 組裝而成，頂蓋 11 部分採用樹脂類材質一體成型之模組件，在頂

蓋 11 的內凹部使用絕熱襯墊 12。密封蓋 1 的功能在於阻絕軸向往上的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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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傳遞，並兼具固定加熱單元之用。 

 

 
圖 4.16 熱療溫灸罐的立體分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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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熱療溫灸罐的平面元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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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熱療溫灸罐的電路圖 

加熱單元的主要加熱源為圓形的矽膠電熱片 21，係用以提供熱療溫

灸罐穩定熱量之電熱元件，具有安全、省電及耐用的特性，更符合本創

作防水與耐濕的要求。矽膠電熱片 21 透過電線 22將電流導入，電線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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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則是連接至溫度控制器，藉由溫度控制器可使加熱單元具有恆溫輸

出的溫度值。 

密封環的功用在於安裝加熱單元於固定位置，密封環係由密封環體

31 與扣環 32 組成，二個元件均為樹脂類材質一體成型之模組件，密封環

利用二個扣環 32 可與密封蓋緊密的結合。 

罐體 4 直接緊密的套在密封環體 31 下方，罐體採用壓克力材質製作

而成，擁有加工容易的優點，並具有較低熱傳導係數(k=0.2W/m2∙℃)的

特質，比人體皮膚(k=0.37W/m2∙℃)更低，具有較佳的絕熱需求，同時

壓克力的半穿透性有利於監視體表受熱的反應情形。 

溫度感測單元則利用熱電偶 5 作為感測體表溫度之用，透過溫度感

測並回授恆溫控制系統，控制器依輸入溫度值與回授溫度值之差異，用

以啟動矽膠電熱片 21，使加熱單元的輸入達到設定的恆溫值。 

本創作加熱單元在罐體內所產生的熱量，由於密封蓋絕熱襯墊能阻

絕熱的傳導(heat conduction)效應，而罐體採用低熱傳導係數(thermal 

conductivity)的壓克力材質，故熱量不易經由罐體壁面散逸，因此加熱單

元產生的熱量可大部分會藉由熱對流(heat convection)效應傳遞至體表。 

圖 4.18 為本創作熱療溫灸罐的實施例之控制電路圖，從圖 4.18 很清

楚可以瞭解本創作所欲達到的恆溫控制，主要是採用 PID 溫度控制器設

定溫度值。恆溫控制系統採用一般家用 110V 交流電，並經由一個按鈕開

關來控制加熱器電源的 ON/OFF。當開關打開後，PID 通電後此時會開機

並會輸出 12V 的直流電給固態繼電器(SSR)，此方式的目的在於 PID 判斷

出 ON/OFF 的時機及數值，之後利用其 12VDC 來驅動 SSR 使其作動

ON/OFF，此舉可以延長 PID 的使用壽命降低因使用過多所造成的零件更

換成本。最後當開關打開 ,此時電通過加熱器前會先經過變壓器將

110VAC 降壓至加熱器所需電壓(12VAC)，並會將量測到的溫度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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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此時即可由 PID 所設定的溫度判斷是否該加熱，再經由 SSR 控制

加熱器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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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結論

第 5.1 節 成果歸納 

人類很早以前就認識到〝熱〞對疾病的治療作用，長久以來，將〝熱〞

運用到醫術的手法也相當的精湛。如今，拜現代科技進步所賜，人們對

於〝熱〞的掌握與運用，在技術上已相當的成熟，但運用到傳統醫療卻

是相當罕見。 

本論文的理論部分均採用ANSYS軟體配合適當的邊界條件分析電灸

罐內的溫度分布，藉以研究罐體內的熱傳遞現象。數值方法係採用圓柱

座標(r,θ,z)描述電灸罐的幾何形狀，電灸罐的內部邊界條件在頂部及周圍

均假設為絕熱狀態。罐體內底面的邊界條件設定分成二種，在空罐狀態

下假設為外界溫度；若罩在皮膚上及留針狀態下罩在皮膚上等二種狀

態，在罐體內底面皮膚直接接觸，故軸向的熱傳熱通量相等。本論文的

各數值計算例，我們的數值計算參數皆採用總元素數為1101個，時間間

距則取為30秒。 

經由數值結果得知，在開始加熱階段溫度上升極為迅速，當時間歷

經約120秒左右，曲線將會達到峰值的狀態，接著溫度變化率就會呈現線

性遞減的趨勢。由於電灸罐罐體的內部高度H與內徑D的比值H/D=2.3，

形式屬於細長型的設計，經由數值分析所獲致的結論可歸納出，在設定

溫度介於50~200℃的範圍，室溫在15~30℃的區間，設定溫度與外界溫度

比值 的範圍內，自然對流為主要的熱傳遞機構。另外，10/ <∞TTo 有針（針

灸）對於罐體內空氣的熱對流效應並無具體明顯的影響性，無針（拔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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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是將熱量直接透過熱傳導傳遞至人體中。

本論文是利用ANASYS軟體從事數值解析，從罐器的溫度設定條件

探討熱傳遞的情況，藉以瞭解電灸罐的加溫效果。在論文中採用縱橫比

為 ，電熱管中心軸高度C與內徑D之比值為 。研究的

重點聚焦在電熱管設定溫度

3.2/H =D 9.1/C =D

( )oT 與室溫( )二個變數對於電灸罐熱療效

果的影響，主要的研究方法就是透過罐器內的溫度分布，進行熱傳遞的

分析。經由數值結果得知，

∞T

在開始加熱階段溫度上升極為迅速，當時間

歷經約 180 秒左右，曲線將會達到峰值的狀態，接著溫度變化率就會呈

現線性遞減的趨勢。在設定溫度與室溫二變數的相對比值分析得知，相

對溫度在 的情況下，電灸罐將會具有較佳的加熱效果。由於電

灸罐屬於細長型的設計，經由數值分析所獲致的結論可歸納出，在設定

溫度介於 50~200℃的範圍，室溫在 15~30℃的區間，自然對流為主要的

熱傳遞機構。 

6/ >∞TTo

在中國的傳統療法中，灸療與拔罐都是透過”熱”的作用，藉由熱刺

激而發揮治療的功效；電灸罐除擁有恆溫與定時的加熱功效，同時具備

安全與有效的加溫條件，是值得運用在傳統的中醫療法。相信本論文的

研究成果，可做為融合現代科技與傳統醫術的試金石，用以改善傳統灸

療與拔罐在施做中的種種麻煩與危險，並可提供在運用上的便捷性與安

全性。 

第 5.2 節 未來展望 

傳統的拔罐方式大多數採用火罐療法，通常是以罐為工具，借助熱

力罐附在腧穴或應拔部位的皮膚上，造成局部充血或瘀血的一種治療方

法，千百年來在中國民間廣為流傳。當時的人認為拔罐能局部、輕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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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微血循環，健康的人則可藉由經絡重建，使局部組織獲得新陳代謝，

進而恢復健康。但近代西醫以科技為後盾，完全形成了醫療的主流；西

醫在嚴謹的科學考證中獲得了絕對的信賴，傳統醫療缺乏科技的導入及

面臨人才傳承青黃不接的窘境，中醫的沒落長久以來一直被視為宿命。 

中醫各種療法已成功的流傳數千年，其療效亦獲得相當程度的肯定

與認同，在中國被普遍的接受，在世界各國亦被爭相的引用，故值得投

注更多的研發心力，俾使傳統的中醫療法能更受重視並發揚光大。當今

正值醫事技術一日千里、生物科技突飛猛進之際，先進國家莫不致力於

醫療技術與器材的研發，期盼能為生命的探索與延續掌握契機，因此任

何的創新構思均值得開發。 

本創作積極保留「中醫學」存在的價值，戮力的改善長久以來「傳

統療法」在施做方面的缺失，融合多種民俗療法的功能於一體，安全性

高且操作簡便，藉由現代科技融入傳統醫學，以便讓中國的傳統醫學能

風華再現，目前已提出多項專利申請，極具市場競爭優勢。 

目前所採用的真空拔罐法，主要是利用機械抽氣原理使罐體內形成

負壓，使罐體吸附選定的部位（穴位或病灶點），讓皮下及淺層肌肉充

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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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動臟腑之功能，最終以達到淨血的

一種非藥物自然物理生態療法。 

拔罐療法從古到今已流傳久遠，在科技日新月異的當今，老式火罐、

竹罐等傳統的罐器，早已不能符合現代化的需要與滿足科技化的潮流。

譬如火罐投火法操作不慎會灼傷患者的肌膚，再從傳統的罐器取材的角

度來看，動物犄角已不容易採集，且直徑並不一致的；陶瓷、玻璃罐怕

摔易碎，陶瓷、金屬、竹木罐又不易觀察皮膚表面的變化。綜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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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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都是造成拔罐療法逐漸式微的原因。 

目前所使用的真空拔罐療法，從各方面來看皆較傳統拔罐法具有長

足進步。首先從罐體製作材料方面，已從動物犄角、陶瓷、竹木、金屬、

玻璃進化到現在的樹脂塑膠，克服了傳統拔罐器口徑單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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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易燙傷皮膚、不易調節負壓、不易起罐等缺點。在臨床治療方面，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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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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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空拔罐器擁有諸多的優點，包括：罐口尺寸大小多樣，適應於人

體較多部位（穴位、病灶點）拔罐；罐體透明易於隨時觀察患者皮膚表

面出痧等變化；罐口有平口罐，適於走罐、留罐等；波形罐（關節罐）

易於關節或其他非平坦部位的拔罐；罐內負壓可調節且負壓大而持久；

易於操作且無明火燙傷之慮；不會出現傳統罐器起罐不易的問題；經久

耐用而不怕摔壞；因真空拔罐器品質較輕故攜帶方便。然而，真空拔罐

器也有值得改進的缺失，主要就是摒棄了傳統拔罐療法使用”熱”的精髓。 

本論文雖然已有一些論文及專利已發表，但我的研究工作將會持續

的進行，對於可延續的研究內容，我會將焦點集中在罐器的改良，希望

能兼具加熱及抽真空的雙重功效，藉以提升拔罐的療效。 

第 5.3 節 結語 

傳統的灸療法藉由燃燒艾草或藥草產生熱，經由穴位的熱刺激而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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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抗病的效果。古老的拔罐是利用罐器加熱進行醫療，須將熱導入罐器

或杯器內，再迅速的罩在皮膚上。灸療與拔罐常配合針療同時施做，這

些療法具有的共通特性，就是要運用熱。然而，灸療法在施做時會產生

煙，造成許多患者呼吸器官的不適；拔罐療法則會存在燒灼皮膚之虞。

未來希望提出一種利用矽膠電熱片或高功率彈筒型電熱管為加熱源的新

型熱療電灸罐，具有灸療與拔罐的雙重功效。未來的研究重點希望能建

構完成電灸罐的實驗架構，實驗考量的參數包括電熱源的設定溫度( )、

外界溫度( )及罐器內真空壓力(

oT

∞T P )的影響，主要配合已發表的理論數據

進行比對。 

由於醫療儀器主要是運用在人體方面，所以必須要具備極高的安全

性、可靠性與有效性，以期確保使用者的安全無虞。因此，我將藉由實

驗方法研發核心部分－電灸罐的熱傳遞狀況。傳統的拔火罐式樣均為口

小肚大的玻璃罐，瓶口之邊緣宜向外翻，外觀呈鐘形而口略向外。本計

畫擬設計安全性較高的實驗型電灸罐，幾何外觀呈倒杯狀，如圖 6.1 與圖

6.2所示；其中，罐器的縱橫比(aspect ratio，內部高度H與內徑d的比值)H/d

大於 1，顯見罐器屬於較為細長的型式，主要是預留空間以便容置灸針。

電灸罐的材質採用壓克力製作而成，擁有加工容易的優點，並具有較低

熱傳導係數( )的特質，比人體皮膚(KmWk ⋅≈ /2.0 KmWk ⋅≈ /37.0 )更低，

在進行實驗時可較為近似絕熱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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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電灸罐幾何形狀 

 
圖 6.2  電灸罐立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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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A 數值誤差的檢測 

元素分割

在數值計算中，計算結果的準確性與可接受性，完全端視數值解析中

的一些參數而定，諸如在計算區域(computational domain)中的元素分割方式

與時間間距(time interval)的綜合影響，各項參數的影響性將分別討論如後。 

元素分割方式 

元素分割(meshing)方式的選定是數值分析的首要關鍵，本論文的焦點

旨在分析針罐內的熱傳遞現象，所以數值分析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探討電

熱管安裝位置的熱傳遞情況，其中水平與垂直的安裝方式將是兩個主要典

型的分析實例。無論電熱管採用水平或垂直的安裝方式，對於熱傳遞必定

會具有相當程度的影響性，但這並非本附錄所要探討的重點。由於電熱管

的安裝會影響到元素(elements)的分割方式，連帶的會使結果的準確性受到

相當程度的影響，甚至於會使結果產生發散(divergence)的現象，這才是本

附錄所關注的焦點。 

通常，將元素分割得愈細，將會增加結果的準確性，但使用過細的元

素會增加總元素數(total elements number)，因此需要更多的計算時間與貯存

空間，就整體效益並不是最佳化的狀態。因此如何經由數值測試，以便決

定適當的元素大小與元素數，在接續的篇幅中將有深入的著墨。依據

ANSYS 分割的方式可分為： 

 自由尺寸(Free size)：在 ANSYS 使用網格分割工具，不做任何的設定，

直接由程式判斷來分割網格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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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rt size：在 ANSYS 使用網格分割工具，勾選 Smart 選項，有 10

個分割等級，從 1 到 10，數字愈大愈不精細，最後一樣直接由程式

判斷來分割網格的方式。 

 每段切割數：在 ANSYS 使用網格分割工具，全域設定中，設定模型

每邊等分數，如此一來，所有的模型的每個邊，都會依照等分數去做

分割，值愈大分割網格愈精細。 

電熱管的元素數影響性測試 

針對電熱管例子的數值測試，各採用 Free、每段切割 10 段以及 Smart

等不同的分割方式，形成計算區域內具有相異的總元素數。測試以針罐中

心軸開口面的點為基準，在不同分割方式之下達到設定溫度所需的操作時

間詳列在表 A.1 中。 

表 A.1  元素數影響性的數值測試 

達到電熱管 99%設定溫度之操作時間(秒) 
分割方式 

總元素數 

(個) 

計算時間

(秒) 50℃ 100℃ 150℃ 200℃ 

Free 9339 173 1612 1718 1749 1763 

切割 10 段 9629 178 1613 1718 1748 1763 

Smart 17,970 332 1613 1718 1748 1763 

由表列數據顯而易見，無論總元素數為若干，但達到設定溫度的 99%

操作時間約需耗時 1612 秒至 1763 秒（26.9 至 29.4 分鐘）不等，這部分的

結果相當一致，顯然並不會受到元素分割方式的影響，但執行數值計算的

時間卻會伴隨著分割數的減少而遞減。 

經由分割方式形成總元素數的差異，各有不同的計算時間，若將表列

的三種分割方式找出總元素數與計算時間的關連性，我們可以發現總元素

數與計算時間之比值幾近於常數值，即：總元素數/計算時間≒54.1 個/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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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B 物質的熱物理性質 

當我們分析熱傳的問題時，必會用到許多物質與熱有關的物理性質，

這些性質稱為熱物理性質(thermophysical properties)，在本論文中相關物質

的熱物理性質（密度 ρ、比熱 cp、導熱度 k、熱擴散係數 α）如表 B.1 所列。 

表 B.1  相關物質的熱物理性質 

ρ cp k α 
物質 

3/ mkg  CmW o⋅/CkgkJ o⋅/ 52 10/ ×sm  
備註 

(量測基準) 

鋼(C~0.5%) 7833 0.465 54.0 1.474 20℃ 
鋼(C~1.0%) 7801 0.473 43.0 1.172 20℃ 

不鏽鋼 AISI302 8055 0.480 15.1 0.391 300K 
不鏽鋼 AISI304 7900 0.477 14.9 0.395 300K 
不鏽鋼 AISI316 8238 0.468 13.4 0.348 300K 
不鏽鋼 AISI317 7978 0.480 14.2 0.371 300K 

窗戶玻璃 2700 0.840 0.78 0.034 20℃ 
電木 1200 1.465 1.40 - 300K 

鐵弗龍 2200 - 0.35 - 300K 
水（15℃） 999.1 4.186 0.59 -  
水（20℃） 998.2 4.182 0.59 -  
水（25℃） 997.1 4.179 0.60   
水（30℃） 995.7 4.178 0.61 -  

空氣（10℃） 1.247 - 0.025 -  
空氣（20℃） 1.205 - 0.025 -  
空氣（30℃） 1.165 - - -  
人體組織(脂肪) 1050 3.473 0.20 -  
人體組織(肌肉) 1050 3.473 0.41 -  
人體組織(皮膚) 1050 3.473 0.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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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論文有關的人體物理量 

物理量 說明 備註 
人體的密度 人體的密度大約為 1.05 左

右，不過由於人吸氣與吐氣的時

候，體積會有不小的差別，所以人

體的密度大約會介在 1.0 到

1.08 之間。 

3/ cmg

3/ cmg
3/ cmg

 

人體承受之

溫度 
一般而言，在體內的研究，組織細

胞只要在 58℃，歷經 3 分鐘，就可

以造成細胞膜 lipid bilayers 的破

壞，細胞內蛋白質的變性，而導致

細 胞 凝 固 性 壞 死 (coagulatiye 
necrosis)。 

黃哲勳，淺談高週波電

熱燒灼術在腫瘤治療上

的應用，醫學專欄，高

雄市醫師公會會刊第 10
卷第 1 期。 

人體組織的

比熱 
人體組織的比熱為 0.83  Ckgkcal o⋅/ 運動與環境溫度， 

九 龍 柔 道 會 ，

http://www. 
klnjudo.com/sports-sens
e/ sports015.htm 

體溫調節系

統 
在於維持穩定的內部體溫，安靜時

的 37℃體溫稱對照溫度(reference 
temperature)。 

運動與環境溫度， 
九 龍 柔 道 會 ，

http://www. 
klnjudo.com/sports-sens
e/ sports015.htm 

身體的水份 水是身體構造所不可缺少的材

料 ，所有組織都含水，如血液含水

高達 90﹪，肌肉含水 70﹪，堅硬的

骨骼含有 22﹪的水。 

姜淑兒，水的生理功

能 ，

http://www.bodybuilding
. 
com.hk/yenf.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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