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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許多民眾或病患在得到我列印出來的經絡報告之後，滿腦子的疑惑就會瞬間湧上心頭。
『這個數值代表什麼？』『 這個經絡圖表是什麼意思？』『為什麼這是紅色？』『我有什麼病？
』...等等，像這樣五花八門的問題，在過去幾年裡，我可以說是身經『萬』戰。

由於每天講述著同樣的內容，我經常思考應該針對如何解讀 EMAS 經絡報告做一個簡單性的解
說，至少可以解決多數人腦子裡冒出來的第一個問題，省去我許多診療的時間，因此這一本小手冊
就是在這樣的因緣下產生出來的。

這本小手冊不是寫給專業的人士所閱讀的，是寫給一般社會大眾所閱讀的。但是對從來沒有接觸過
EMAS 經絡分析儀的專業人士，也必須從這一個小手冊開始閱讀起。期待這本小手冊可以解決多數
人的初步問題，作為經絡研究的敲門磚。

                                                                                                                                                      2/2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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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dy Energy 體能狀態

EMAS  經絡分析儀所檢測的，就是全身12 『原
穴』的電阻值。

為什麼要檢測原穴呢？因為依照中醫的聖經『
黃帝內經』的論述，人體的氣血隨時依照十二
經絡的通道隨時在運行著。每個經絡上有無數
個穴位，而臨床上經常運用的穴位大約只有 360 
個。

如果我們檢測經絡，每一次都要檢測360 個穴
位，恐怕每一個人都必須檢測半天了。因此日
本良導絡理論的研發者中谷義雄博士透過研究
發現，只要檢測每個經絡上的原穴，這個原穴
就可以代表每個經絡。

黃帝內經云：『五臟有疾，當取十二原』。足
見原穴在治療上的重要性以及具有重大意義。
每個經絡如果有異常現象，都會在原穴上展現
出來。

人體有十二經絡，因此就有12 個原穴，左右
各有 12 個原穴，因此 EMAS 的檢測數值是 24 
個。當所有EMAS 經絡檢測者收到經絡報告
時，會在最上頭看到一個24 個數值列表，這就
是經絡檢測的最原始數值。

所有之後的分析都是基於這 24 數值來分析的，
因此了解這24 個數值的來源是非常重要的。

體能狀態顯示全身氣血的流暢度

體能狀態的計算非常簡單，就是這檢測的24 個
數值加以平均即可。

依照大家高中所學的電學理論V=I*R 。在同樣
的電壓下，電阻愈高，電流愈低。EMAS 所檢
測的就是電流的數值。

因此，如果人體皮膚的電阻很高，電流就會很
低。電阻很低，電流就會很高。

電流高，帶表檢測數值高。電流低，代表檢測

  V= I*R  保持一定電壓（V）
電阻高  電流低  檢測數值低
電阻低  電流高  檢測數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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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值低。我們認為，皮膚電流高代表電阻小，
同時代表體內的經絡氣血運行狀況良好。

相反地，一個人的皮膚電
流如果很低，代表點阻
高，同時也代表體內氣血
運行狀況不好。

依照臨床上的觀察，多數
人的體能數值大多落在 28-

59 之間。有些人會偏高，有些人會偏低。

以我在臨床上的經驗，體能狀態偏低的人，通
常是有慢性病的傾向。例如，各種癌症，高血
壓。糖尿病，慢性消化潰瘍...等等。

這是很可以被理解的，所謂慢性病的病患，全
身的經絡幾乎都是不通的，阻塞的，全身的氣
血循環都不好，因此數值就會偏低。

依照這個理論推測，如
果一個人經常運動，尤
其是練氣功的人，全身
的經絡都會疏通，體能
數值當然是偏高的。事
實上在臨床上，這個原
則幾乎是不變的，只要
是經常運動的人，大部
分的人幾乎都是體能狀
況偏高的，甚至有些人
可以高達 120-150。這些
都是體內氣血狀態良好
的顯現。

低體能狀態的危險性
如上所述，體能狀態太低的人，代表全身的氣
血經絡都不暢通。依照中醫理論，氣血經絡不
疏通的人，就會開始生病。

例如，肩膀痛的人，就代表肩膀部位的經絡不
暢通；脖子痛的人，代表脖子部位的經絡不暢
通。而體能狀況低，代表全身的經絡氣血不疏
通，全身經絡不疏通對整體健康的負面影響是
很大的。

中醫界經常流行一句話：『不通則病，不病則
通』。全身經絡不暢通的人，最容易瘀滯氣
血，全身各部位都容易累積
許多『垃圾』。垃圾累積久
了，就會生長成為大家經
常聽到的『腫瘤』，因此
癌症通常就是這樣慢性累
積而來的。

當然，並不是每一個氣血
經絡瘀滯的人都一定會長
腫瘤的，也有可能醞釀成
為許多慢性病，例如糖尿
病，高血壓，各種慢性關節
炎...等等。

一個體能數值，完全不能決
定被檢測者生了什麼病。但是，低體能數值代
表全身氣血狀態不佳，因此罹患慢性病的機率
極高，這是確定無誤的。

因此，只要是體
能狀態很低的
人，必須好好照
顧身體，先以提
升整體體能狀態
數值為目標。

長年來，我觀察
低體能狀態的人
有以下幾種可能性：

 ♦ 慢性病（各種癌症，糖尿病，高血壓，慢性
胃腸言...等等） 

 ♦ 許多正在感冒的人，體能狀態會突然降低。
但這也不是絕對，有些感冒的人卻不會有這
種現象。

 ♦ 長期失眠，長期晚睡，或是短期熬夜晚睡，
體能狀態也會很低

 ♦ 工作過度，整天工作累了也不休息，這樣的
人最容易產生全身氣血經絡不疏通，因此體
能數值也會很低。尤其是長期坐在電腦前面
的電腦工程師，幾乎都是低體能狀態

經常運動的人，體能數值
都是偏高的

拔罐經常可以將累積經絡的垃圾清除

體能數值低的人
是非常容易疲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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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腸胃病，許多腸胃不佳的人，因為無法吸收
營養，造成全身體能狀態不佳

 ♦ 服用西藥，有時候有些西藥會造成體能狀況
突然降低

 ♦ 冬天的時候，因為寒冷造成全身氣血狀態運
行不佳，因此會有低體能狀態。相反的，夏
天的時候，體能數值便是偏高的。 

 ♦ 老年人。由於老年人的氣血經絡狀態多數是
阻塞的。因此老年人的體能狀態數值多數是
偏低。

高體能數值且每個經絡平衡才是

真正的健康

許多人問我，低體能狀態是不好的。高體能狀
態也代表不正常嗎？簡單說起來，高體能狀態
的人，永遠是比低體能狀態的人好的。但是也
不能代表高體能狀態的人一定是健康的。

一個全身體能狀態很低的人，十二經絡圖反而
會顯現出全部正常的現象，這個時候不需要太
高興，因為低體能狀態本身就是一個警訊。由
於每一個檢測數值都是個位數(0-10)，因此平均
起來也是個位數，經過電腦計算產生經絡圖之
後，凡而會看起來會很正常（全部綠色）。

體能狀態較高的人，就能比較每一個經絡的差
異性。例如，平均體能數值是 100  的人，如果

某個經絡的數值是 20 ，便會顯現出明顯的差距 
(80) ，這個差距就是疾病的根源。

依照臨床經驗，體能狀態較高的人，治療康復
的機率就很高，速度也很快。這是因為全身氣
血運作速度很快的原因。因此，體能狀態可以
用來評估治療療程。

一個高體能狀態的人不能代表是健康的，而如
果高體能狀態且每個經絡都是平衡的話，這就
可以達到一般人要求的健康境界。 

體能狀態與身體的症狀

在臨床上，低體能狀態的人，通常是容易疲
累，全身疼痛，精神不佳。高體能狀態的人，
卻不代表是精神好的。例如，有些人的平均體
能數值是100，但是三焦經的數值卻只有 20 ，
整個三焦經數值遠遠低於全身的數值，三焦經
虛証的症狀就會顯現出來。三焦經虛証的人，
會有肩膀酸痛，全身疲累的現象，因此也會也
疲累的感覺。

大體而言，低體能狀態
的人，會明顯有生病的
感覺。而高體能狀態的
人，卻要依照異常經絡
的現象來加以分析，才
能找出各種不同的症狀
的原因。

體能數值高且平衡，才是真正的健康

體能數值高卻有許多異常經絡，是不健康的現象

能量高的人治療效果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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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什麼症狀，高體能狀態的人是相對容易
治療的。低體能狀態的人必須將平均體能升高
之後，才能夠依照正常程序治療。

如何提高體能數值？

由於體能數值代表的就是全身的氣血運行狀
態。因此提高體能數值的方法是非常簡單的，
依照過去十年來的觀察，提高體能狀態的方法
列之如下： 

1. 各種運動。不論中西醫都強調運動的重要
性，這個不需要我再多談。但是其中，氣功
是增加體能狀態最快速的方法，各種門派的
氣功都是被建議的。

2. 遠紅外線療法。 市面上各種遠紅外線的療
法，例如桑拿，蒸汽浴，水療...等等都是被
建議的。依照我的臨床研究，這類治療方法
對提昇整體體能數值是非常快速的。 

3. 全身敲打。全身敲打對於疏通阻塞的經絡是
極有助益的。建議可以經常敲打全身十二經
絡，將所有阻塞的經絡全部打通。 

4. 晚上十點以前入睡。經過長期觀察顯示，充
足的睡眠對於提昇體能狀態的助益極佳。睡
眠不足的人，除了精神不佳外，EMAS 體
能狀態數值也會明顯降低。

5. 練習放鬆法。經過長期觀察證明，各種放鬆
法（例如瑜伽，禪坐，呼吸訓練）對於疏通
經絡極有助，因此也可以輔助提昇體能狀
態。

2. Yin/Yang Ratio
 陰陽比率

陰陽比率比較人體陰陽能量 

要了解陰陽比率之前，我們先要了解什麼是 『
陰』『陽』。依照黃帝內經所論述，人體的十
二經絡依照屬性被分為陰陽。

這十二個經絡，有六條經絡是屬於『陰』的，
有六條經絡是屬於『陽』的。屬於陰的經絡如
果能量太強，就代表『陰盛陽衰』。屬於陽的
經絡如果能量太強，就代表『陽盛陰衰』 

陰陽比率與身體的症狀 

這個陰陽數值是非常重要的，它對於評估人體

陰

陽

黑暗，消極，寒冷

明亮，積極，炎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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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p/Down Ratio
  上下比率

人體上/下必須平衡

EMAS 檢測人體的手/腳穴位，因此上下比率
簡單地說就是人體的手/腳數值比率。為什麼
EMAS 要檢測這個數值呢？因為在臨床上，有
許多人的能量都是集中在身體的上半部，因此
造成『上實下虛』的現象。也些人因為某些特
殊原因，造成上半身的能量不足，因此會有『
上虛下實』的現象。

臨床上，普遍看到的是 『上實下虛』，這時候
的經絡圖看起來就是『滿堂紅』，許多然看了
很擔心。

不論是『上實下虛』，或是『上虛下實』都只
是一個現象。至少我們知道要達到真正的健
康，必須先調整這個上下不平衡的現象，看到
這樣的狀況是不需要太緊張的。

陰陽現象具有指標性的意
義。

例如，一個人體內如果 『
陰盛陽衰』。就代表體內
的『陰』的能量太強。這
個時候就會容易有『陰
盛』的病。

由於陰陽是平衡的，陰盛
代表陽衰。因此陰盛的病
也代表『陽衰』的病。陰
的概念是屬於消極的，陰
暗的，寒冷的...等等。因此

陰盛陽衰代表身體的狀況也是這樣。

通常陰盛陽衰的人，手腳都是冰冷的，思考比
較消極，比較不喜歡運動...等等，這就是陰的現
象。

相反地，陽盛陰衰的人，可能代表體內有火氣
或多餘能量累積，代表陽的能量過於強盛。

在臨床上，我發現『陰盛陽虛』的人居多，這
應該是屬於一個世間的流行現象。

陽虛的人怕冷

屬於陰的經絡

屬於陽的經絡

肺經，心包經，心經
肝經，脾經，腎經

小腸經，三焦經，大腸經
  膽經，胃經，膀胱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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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容易上實下虛？ 

透過臨床長期觀察，通常上實下虛有以下幾種
可能性：

1. 用腦過多。許多人的工作是長期用腦的，
例如教授，電腦工程師...等等。反是長期用
腦，卻不運動的人，全身的能量就會集中在
上半部，因此會造成上實下虛。

2. 中年婦女：為什麼許多中年婦女會有上實下
虛現象，至今我不能找出一個確切的答案。
但是這類上實下虛的人，臨床上身體的不舒
服症狀卻有一致的共同性。

3. 老年人： 在臨床上，幾乎是所有的老年人
都有上實下虛的現象。因此我認為，『上實
下虛』可以說是一種正常的老化現象。 

人體為什麼會有上實下虛現象？

為了破解這個上實下虛的奧祕，我至少花了十

年的時間，累積上萬次以上的經絡檢測次數，
才有一些初步的結論，整個過程真是困難且艱
辛。

要探討上實下虛的奧祕，必須先了解人體上/下
的經絡差異。所謂的『上實下虛』，指的就是
手的經絡比腳的經絡能量高很多。

手的經絡包括：肺經，心包經，心經，小腸
經，三焦經，大腸經。

腳的經絡包括：脾經，肝經，腎經，膀胱經，
膽經，胃經。綜觀整個中醫的經典『傷寒論』
，幾乎都是只有討論如何治療腳的經絡。因
此，我們可以說腳的經絡是人體的根本。

依照過去幾年的臨床經驗，我可以確定一個現
象：『腳的經絡平衡了，手的經絡也會相對平
衡。』手腳經絡持續
有對應的現象。因此
所謂『治病求根』，
指的應該就是治療腳
的經絡。

EMAS 所檢測出來的
上實下虛，就是所有
人體的『根本經絡』
都沒有能量（虛）
了，這應該是一件很
嚴重的事。所有的腳
的經絡沒有能量，手
的經絡就會相對地增
高能量去平衡它，這
就是上實下虛的基本
形成模式。

因此過去幾年我可以
確定，治療上實下
虛，必須先治療『下
虛』，下虛現象解除了，上實現象也會自動解
除。

因此，老人的根本經絡能量隨著老化都漸漸消
退減少了，身體呈現『上實下虛』的現象事非
常可以被理解的。

上實

下虛
  上實下虛是一種
人體的自動平衡現象

上實

下虛

上虛

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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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實下虛的人，所有能量都集中在上半部，因
此晚上不是睡不著，就是容易醒，睡眠品質不
佳。

由於上/下經絡的極端不平衡，整個身體好像有
一台不同方向的馬車在上下拉扯，因此這類的
人會非常敏感。例如不能吃某些食物，不喜歡
某些環境，容易有各種過敏...等等。

長久觀察下來，我發現上實下虛的人，容易有
暴躁，精神不穩定，精神狀況不佳...等心理狀
態。

當然，上實下虛的人的本質是虛的。但是展現
在外面卻實的。例如容易發熱，口渴..等等。看
起來是熱的，你如果給他吃降火中藥，因為他
的本質是虛的，他們馬上會受不了。

既然他們的本質是虛的，你如果給他們吃補
藥，那就更麻煩了，他們馬上會有上火的現
象。例如，嘴破，口乾..等等。結論是：這類『
上實下虛』的人是非常不容易治療，裡面充滿
著許多矛盾。

不能吃補藥，也不能吃瀉火藥，單純針灸或
推拿也不行治癒。長期觀察下來，這類的病
患必須有特殊的治療戰略。

以我的臨床經驗，治療『上實下虛』必須在
同一個時間裡，結合多種治療方法配合，包
括各種物理療法，針灸，推拿，草藥，改變
生活習慣...等等。這種海陸空大戰式的密集治
療，至今我已經累積一些成功的案例。

4. Left/Right Ratio   左右比率

左右比率主導人體的疼痛 

左右比率在臨床上是比較不常運用的，但是
卻是很重要的。

許多看到人體經絡圖，都會問我一句話：『
經絡只有在人體的一邊嗎？』我的答案是：
『經絡是對稱的，人體兩邊都各有一條經
絡。』例如，左腳有一條胃經，右腳也有一
條胃經，這是平衡的。

既然人體如果從中間切成一半，左邊右邊都

上實

下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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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一套十二經絡，理論上左邊的胃經如果運
作正常，右邊的胃經也應該是正常的。

但是在臨床上，經常
可以看到一現象：左
邊胃經能量是 100，右
邊卻是  50 ，這種左
右差距過大的現象，
就是我們非常好奇的
現象。

經過長期觀察之後發
現，許多的疼痛竟然
都是發生在這些左右
差距過大的經絡上。
例如，左右差距過大
的大腸經，就會產生
肩膀酸痛的現象。小
腸經，就會產生脖子
痛的現象。

因此，如果運用 
EMAS 來治療疼痛是
非常迅速且簡單的，

只要檢測出異常經絡，針灸異常經絡，疼痛就
會立即消失。

由於左右比率所計算的是全身整體性的左/右比
率，因此多數的人都是正常的，因此這個比率
幾乎很少用到。這個左右差距的現象，通常只
有發生在個別經絡上。

臨床上，有少數人會有明顯左右差距過大的現
象，這是必須詳加討論的。例如，我認識一位
針灸師，每天用『電』刺激左手，以增強能
量。結果左邊明顯能量大於右邊。找出真正的
原因，才能夠解釋整體性左右差距過大的現
象。

5. Meridian Balance   Ratio   經絡平衡比率

評估整體健康的快速指標

經絡平衡比率是我創造的，應該算是我第一個
提出來的。為什麼會需要這個比率呢？這是從
臨床上的需求所發展出來的。

『醫生，經過治療後我有沒有變好？』我經常
被問到這個問題。面對紅紅綠綠的經絡分析
圖，多數人是看不懂的。他們只在乎的是，經
絡治療後有沒有變好？

因此，我經常思考，如何用一個數值來檢驗經
過治療後的效果，經絡平衡比率就是在這樣的
狀況下被研發出來的。

我經常比喻：人體的經絡，就像一個賽跑的運
動會。這個比賽是一個十二個人為一組的群體
賽跑，計算分數是全體的，不是個人的。比賽
規則是：這十二個人必須整體穩定地跑，不能
有任何一個人跑在最前面，或是有一個人拖在
最後面。

當然，這十二個沒有經過訓練的人，是不可能
一起保持一樣速度的。有些人比較健康，跑在
前面，有些人從來不運動，因此跑不動。這十
二個人就是人體的十二經絡，跑在前面的，我

右側

左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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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說是『實證』，跑在後面的，我們說是『虛
證』。

中醫的治療是『整體性』
的，不會只有針對一個器
官去治療。因此在透過中
醫治療之後，全身的經絡
都會相對平衡。例如治療
肝經，大腸經也會被治
療，這就是中醫的整體治
療觀念。

經絡平衡比率的計算，就是計算每一個經絡距
離平均值的差距，如果每一個經絡距離平均值
愈小，代表都是健康的。如果差距大，代表全
身的經絡都是異常的。因此這個數值用來評估
『有沒有進步』是非常好用的。

通常，經過治療之後，這個數值會明顯變小，
代表全身經絡是平衡了。經過長期驗證之後，
這是不需要懷疑的。

6. Balance of Au
tonomic Nerve Ratio 

自律神經比率

自律神經系統比率，是良導絡理論的創造者日
本中谷義雄博士所創造的。在臨床上我幾乎沒
用拿來運用，但是基於尊重的立場，還是把它
放在報告中。

自律神經比率的概念，我認為是非常有創意
的。它把人體分為八個象限，就像把人切割成
八塊似的。身體的內側分為四塊，外側分為四
塊。

以內側第一塊為例，右手內側有三條經絡，這
三條經絡的數值加總，就會產生一個數值。依
照這個計算方法，最後會產生12 個數值。

自律神經比率的定義，就是比較這12 個數值，
把最大的與最小的拿來比較，如果差距過大，
就是自律神經系統異常。如果沒有什麼差距，
就是正常。

由於中谷義雄博士沒有具備中醫研究背景，
並試圖用西醫的方法來解釋經絡，因此原本
的良導絡理論，看起來就是自律神經系統理
論。EMAS經絡檢測儀研發之後，被我賦予中醫
的色彩在裡面，之後才看起來像中醫的理論。

我對自律神經系統比率的看法，還是用中醫的
『陰陽平衡』的概念來解釋。不論是什麼比
率，追求的都是一個『平衡』的目標。

因此，各種數值不論是比較上下，左右，陰
陽，區分人體象限..等等，只要是全身經絡平衡
的人，什麼數值都將是正常的。

7. External/Internal
Meridian Ratio
 表裡經絡比率
表裡經絡比率對一般人來說應該是有一些陌生
且抽象的。要了解這個比率，必須先了解中醫

人體的經絡運行現象
像集體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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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裡的概念。

所謂的表裡經絡，是中醫的一個特有的概念。
這個概念是，人體有十二經絡，每一個經絡都
有一個配對，因此有六對。

這個配對如下：

肺經與大腸經互為表裡，五行屬『金』

脾經與胃經互為表裡，五行屬『土』

肝經與膽經互為表裡，五行屬『木』

腎經與膀胱經互為表裡，五行屬『水』

這四個五行比較單純，但是剩下四個經絡都
屬『火』，因此古人把這四個經絡分為『君
火（Monarch Fire）』以及『相火(Minis-
terial Fire)』兩種屬性。

心經與小腸經互為表裡，是主要的火，稱為
『君火』。

心包經與三焦經互為表裡，是輔助的火，稱
為『相火』

表裡經絡比率比較兩個同屬性的經絡的數值差
距，例如脾經與胃經的差距，就可以作為治療
上的重大參考。

在臨床上，表裡差距過大時，通常就是疾病的
來源。例如脾經胃經數值差距過大的人，通常
就是有消化系統的毛病。肝經膽經數值差距過
大時，通常有肝膽方面的疾病。

這個數值主要是作為治療的參考，尤其是運用
針灸治療的時候非常有用。

8. EMAS Meridian  

Chart   EMAS 經絡分析
圖
所有的人對EMAS 經絡檢測最有印象的，應該
就是這個經絡分析圖。因此，針對這個經絡圖

的解釋必須最清楚。

我們看這張圖，從左至右有十二個經絡，每個
經絡有一個代號。由於此經絡圖是英文版，必
須先將英文代號轉為中文，在此列之如下：

LU 手太陰肺經    PC  手厥陰心包經

HT 手少陰心經    SI   手太陽小腸經

SJ 手少陽三焦經  LI   手陽明大腸經

SP 足太陰脾經    LV  足厥陰肝經

KI  足少陰腎經     BL 足太陽膀胱經

GB 足少陽膽經    ST  足陽明胃經

每個經絡下面有一個五行屬性，例如肺經屬『
金』，心包經屬『火』...等等。我們會發現每個
經絡都有兩條，一個是左邊，另一個是右邊。
有時候，有些經絡是一邊正常，一邊異常的，

十二經絡虛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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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從經絡圖上看得出來。

接下來，我們要來了解為什麼有些經絡是綠

色，有些是黃色，有些卻是紅色？

我們可以從塗上看到四條線H1, H2, L1, L2。介
於H1-H2 之間的區間，我們把它認定為『正常區
間』，因此是綠色的。

而介於H1-H2 與 L1-L2 之間的區間，我們把它
認定為『注意區間』，此時的經絡會顯現出黃
色。

H1- L1  正常區間

H1- H2 L1-L2  注意區間

異常區間

而高於H2 或低於L2的區間，我們把它認定為
『異常區間』，經絡圖上顯現為紅色。在臨床
上，由於多數病人出現在診所都是來看病的。
因此我們主要以針對平衡『異常經絡』（紅
色）為主。

有些人會問，為什麼有些經絡在上面，有些在
下面？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十二經絡的運作就
像是集體賽跑的十二個人，在上面的就是跑太
快的人，在下面的就是跑太慢的人。只有維持
在中間的（平均線）才是正常的。一個健康的
人體，是不會有跑太快或是跑太慢的經絡存在
的。

十二經絡虛實圖是臨床上最重要的一張圖，在
臨床上，我幾乎只要看這張圖就可以決定出所
有的治療方向。因此對這張經絡圖的了解是非
常重要的。

至於每一條經絡代表什麼意思？請參閱拙作『
解碼中醫』一書，該書有做初步的介紹。臨床
上，多數的疼痛都會位於異常經絡上，大家可
以參閱這些經絡圖，就可以知道自己為什麼會
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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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常見問題

以下我將臨床上經常被詢問的問題依序列之如
下，希望能讓大家以最短的時間進入經絡分析
的領域。

Q1: 一次的EMAS 經絡檢測準確嗎？

常常有人會問我，我幫他們檢測的經絡準確
嗎？我的答案是：『準確的，但是不一定代表
一個人的根本體質』這是怎麼說呢？

例如，有人體內有寒氣累積（體質是寒的），
正常的話他的EMAS 經絡圖應該會呈現寒氣累
積的訊號。但是檢測的那一天，天氣非常熱，
或者是他剛從桑拿室出來，因此反而沒有這種
訊號。

但是你可以抱怨 EMAS 經絡檢測不準確嗎？
這些外來的熱，是真的可以去除不少體內的寒
氣，所以 EMAS 真實地呈現這個狀況出來。因
此它還是準確的。

但是，如果連續檢測 3-5 次，這個寒氣累積的訊
號可能就無法隱藏了。因此以我的經驗，必須
在不同日期檢測至少3 次，才可以確認一個人的
根本體質。

我不會從一次的經絡檢測，就來判定每個人有
什麼病。通常會從三次檢測之後，做一個整體
性的評估，進一步提出個人化養生建議。

Q2: 從這些紅紅綠綠的經絡圖，可以診
斷出我有什麼病嗎？

臨床上，有一些類似 EMAS 的經絡診斷系統，
號稱可以從這些經絡檢測診斷出病患現在得到
了什麼病？

我個人認為這有時候很準確，有時候是一點也
不準確，這該如何解釋呢？

簡單來說 EMAS 經絡圖檢測的就是『經絡』
，經絡是現在西醫系統依然無法檢測出來的。
通常經絡的異常要持續數年之後，才會演變
成為西醫所定義的『疾病』。因此，我不能說 
EMAS 可以檢測出任何疾病，但是我們卻可以
從這些經絡圖中看到一些未來疾病的可能性。

Q3: 既然 EMAS 無法檢測出疾病，這對治
療上有什麼幫助呢？

在臨床上，我發現 EMAS  是一套不善於診斷疾
病，卻善於輔助治病的系統。我舉一例如下：

A 女病人，約50 歲，長期脖子酸痛，已經到無
法忍受的地步，接受西醫治療完全無效，經過
檢查後，已經明顯確定脖子的肌肉有長期發炎
的現象，但是『清楚知道』卻『治不好』，因
此來找治療。

透過EMAS 經絡檢測之後，我發現她的『小
腸經』明顯沒有能量，『膀胱經』的能量也不
足。我說，這是小腸經與膀胱經的病變。這就
是 EMAS 所定義的病。

什麼是小腸經？ 什麼是膀胱經？通常病患會
一臉茫然地問我，不論我如何解釋，都好像是
天方夜譚一樣。這就是長久以來中醫最大的困
境。

透過針灸膀胱經，服用中草藥提昇小腸經的能
量之後，她的頸痛竟然在兩次治療之內減少了
80%，她除了吃驚，還是吃驚。這就是 EMAS 
善於輔助治病的一個案例。

EMAS 不是不善於診斷疾病，而是 EMAS 所診
斷出的疾病，是一般民眾陌生的疾病（例如： 
大腸經病變，三焦經病變..等等），因此社會大
眾是不了解的。

透過解除EMAS 所診斷出的疾病，就可以達到
治療的目的。

Q4: 我有高血壓，糖尿病，EMAS 可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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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出來嗎？

EMAS 不能直接檢測出糖尿病或是高血壓，但
是卻可以用反推的方法來推測糖尿病或高血壓
的可能性。

例如，有一位確診為糖尿病病患的經絡圖如下:

過了幾天之
後，再度檢
測另外一位
病患也顯示
出同樣的經
絡圖，你會
問他：『你
有糖尿病
嗎？』有時

候病患會說：『我有，你怎麼知道？』 有時候
病患會說：『沒有，你怎麼會這樣問？』

這個時候，如果長期檢測累積龐大經驗之後，
你會發現，可能在年齡五十歲以上，而且是這
樣的經絡圖時，糖尿病的機率很高。因此我們
會推測，這可能是糖尿病的典型經絡圖形。

而不論有沒有糖尿病，我們治療的方法是沒有
太大的差異的。因此 EMAS 是否可以檢測出糖
尿病的本身就不是那麼重要了。有糖尿病的病
患必須治療，沒有的必須預防，這就是 EMAS 
療法。

當然透過正確的治療之後，糖尿的現象會改
善，甚至治癒，這是可以確定的。

Q5: EMAS 適合治療哪些疾病？

由於EMAS 檢測出來的是經絡的現象，而經
絡現象是現代西醫完全不能理解的領域，因此 
EMAS 最適合治療西醫所找不出原因的疾病。

而EMAS 所檢測的既然是經絡，經絡異常現象
是疾病發展的初期階段，不是末期階段。因此 
EMAS 療法適合治療 『初期階段的病』，不適
合治療『末期階段的病』。

什麼是『初期階段的病』？例如某人一大早床
之後，突然間脖子痛，肩膀酸痛，這個時候運
用 EMAS  療法可能只要幾秒鐘的時間就可以解
除所有疼痛。

但是這個人如果長期不理會這個疼痛，只依賴
止痛藥來麻痺自己。累積一年，兩年，二十年
之後，就會演變成 『末期階段的病』。這個
時候可能不論如何針灸，服用草藥效果都不好
了。

像這樣定義下的 『初期階段的病』可就多了，
至少有幾百種。臨床上人體各部位的疼痛，多
數都是經絡異常現象所造成。

還有，各種不明原因且短期且不明原因的身體
症狀（各種頭暈，嘔吐，腹瀉，便秘...等等）也
都是初期階段的病。

什麼是『末期階段的病』？ 例如西醫以經確診
的各種癌症，長期慢性的疾病例如糖尿病，中
風...等等。

這些疾病運用 EMAS 療法起來不是沒效，而是
治療效果經常不如預期。

因此，EMAS 療法可以補充現代『預防醫學』
的不足，我把它定位成為現代完整的預防醫學
系統。

Q6: EMAS 治療完後，可以馬上檢測驗證
療效嗎？

許多美國的針灸師，購買這類的經絡檢測儀器，
目的就是希望要馬上證明療效。我還記得，以
前有一家美國的公司，向我們購買 EMAS經絡
檢測系統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夠證明他們公司
所銷售的項鍊，可以立即改變健康狀態。

許多專業人士運用經絡檢測儀之後，便開始玩
這個遊戲。他們很認真地幫病人治療之後，再
度檢測經絡以證明療效給病人看。而事實上，
結果往往大失所望，許多人在治療之後再度檢
測經絡反而狀況更差，過了不久便放棄使用經
絡檢測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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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數年以前便告訴許多美國的針灸師，除非
他們對自己的治療療效有信心，否則治療後當
場再度檢測，只會讓自己在病患前面更加尷尬
而已。

運用 EMAS 治療完後，可以再度檢測以證明療
效嗎？經過幾年的研究與嘗試錯誤之後，我的
答案是：『可以的！』但是詳細的操作方法，
不是這本小手冊所應撰寫的內容。

我經常對病患說，不論治療後 EMAS 的圖形是
否有立即改善，最重要的是不舒服的症狀有沒
有立即消失，這才是最重要的。

臨床上，通常病患的不舒服症狀會先消失，而
後EMAS 經絡圖才會先顯現正常。較少有病患
感覺完全沒有康復，但是經絡卻顯現正常的現
象。

因此，我建議如果治療者沒有信心的話，不需
要立即檢測驗證治療回饋。但是，任何治療者
只要依照我在『經絡密碼』一書所提出的方法
提供治療，通常在治療2-3 次之後再度檢測，幾
乎所有人經絡圖都會有明顯改善。

Q7: 為什麼我的EMAS 經絡圖在治療之後
沒有進步反而退步？

在臨床上，多數病患來找我時，EMAS 經絡圖
上面紅色的經絡很多，透過治療2-3次之後，紅
色的經絡圖就會減少一大半。

但是，有時候會遇到一個較為少見的現象，就
是病患來的時候經絡圖幾乎都是綠的（正常）
，但是透過治療之後反而愈來愈多紅色（異
常）經絡，因此這些病患會感到非常困惑？

我常常向病患解釋一個治療的基本概念：『治
病即挖病』。中醫治療通常就是把過去累積在
身上的病給挖出體內。現代人喜歡把它說成『
排毒效應』或是『瞑眩反應』。

這種排毒效應的特點，就是在治療之初，會感
覺更嚴重，更多毛病跑出來。EMAS 療法也是
一樣，許多人在治療之後，反而有更多異常經
絡顯現出來。

當這些異常經絡顯現出來之後，透過了解這些
異常經絡之後再加以治療，就可以讓經絡圖又
恢復正常的狀態，這通常也是可以在3-5 次治療
之內完成的。

因此，透過EMAS療法治療之後，看到更多的異
常經絡是好的現象，代表過去隱藏的疾病已經
被挖出來了，不需要大驚小怪的。

Q8: 為什麼我已經有疾病，但是EMAS 經
絡圖卻非常正常？

在臨床上，多數的時候EMAS 是可以解釋大部
分人的身體異常現象，但是有時候卻會失靈。
例如，某病患全身都是病，但是EMAS 經絡圖
卻是很正常。長期以來，我觀察這些現象有幾
種可能：

1. 特殊運動者：

多數的時候，類似氣功的運動對全身氣血的提
升有疾大助益，雖然是優點，但是卻也障礙著

比較治療前後是大家的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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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絡檢測的運作。

例如，幾年前有一天有個男子找我檢測經絡，
我看他氣色紅潤，精神奕奕。透過經絡檢測之
後，除了肝經之外，幾乎沒有異常經絡。我推
測他是健康的，但是他的朋友卻不以為然，卻
不對我訴說真正的原因。

過了幾個月後，他死於肺癌。我才知道這是因
為他很認真練習氣功，因此EMAS 才沒有檢測
出異常經絡。

我在這裡必須澄清，我提出這個現象的立場
是，不是反對練氣功。很明顯的，練氣功對提
昇身體健康是有益處的。但是，這類的人不適
合運用 EMAS 作為診斷輔助工具，也是確定
的。

2. 特殊原因者： 

有時候，有些病是非常怪的。例如有些人明明
沒有病，這些病都是幻想出來的，但是病人卻
堅持他有病。或是有些人沒有幻想疾病，但是
這些病卻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造成？我舉兩例如
下：

F 女，約30 歲，每天晚上都會喘不過氣來，
透過EMAS 經絡檢測之後，幾乎沒有異常經
絡。她的父母說，自從她失戀之後，每天精神
恍惚，這種現象就一直持續著，完全找不出原
因。

U 女，約45 歲，手肘痛持續約一週。一般而
言，EMAS 是最適合輔助治療疼痛的，但是對
她卻是完全無用，除了找不出異常經絡之外，
治療效果也不好。

我幫她針灸，她當場會有改善，但是拔了針之
後，又馬上痛回來。由於她是佛教徒，我最後
建議她去廟裡拜拜。

結果一個星期之後，她說曾經去了美國洛杉磯
西來寺捐了一筆錢。奇怪的是，當天竟然手痛
就完全好了，完全不藥而癒。

3. EMAS 檢測的基本限制

雖然臨床上，我每天都運用 EMAS 來輔助治
療，但是事實上EMAS 真正能夠輔助的實在不
到 10%。中醫診斷『風寒暑濕燥火』，定位『
六經症候』，或是『五臟六腑』的運行。EMAS 
沒有一個能夠明確的診斷出來的，只能透過旁
敲側擊，約略看出一個端倪。

雖然如此，EMAS 比起傳統的『把脈』或是『
舌診』還是好用多了。大家因此就可以知道學
習中醫有多麼困難？EMAS 如何輔助現代中醫
診斷，請參閱拙作『經絡密碼』。我舉一例如
下：

G 女，約60 歲，一個月前的某一天走在路上突
然間被莫名奇妙地跌倒在地上。從此每天肚子
脹氣。透過 EMAS 經絡檢測之後，找不出什麼
明顯異常的經絡。

依照她的症狀，我運用傷寒論的原則，開了一
帖 『桂枝加桂湯』之後，竟然肚子馬上不脹
了？她覺得很神奇。這就是直接運用傳統診斷
法的案例。

Q9: 我的EMAS 經絡圖完全滿江紅，沒有
一個正常的怎麼辦？

在臨床上，我最害怕的是正常的EMAS 經絡
圖，卻不是害怕『滿江紅』的經絡圖，這是什
麼原因呢？

因為沒有病的人，是不會看醫生的。因此來看
醫生卻檢查不出原因，這才是我最擔心的，因
為我必須運用其他方法，而不能依賴 EMAS 。

中醫強調整體治療，因此每一次的治療都是全
身性，整體性的。因此反而『滿江紅』的身體
狀況最好治療，甚至可以一次全部解除。

因此，面對『滿江紅』的經絡圖，我反而是信
心滿滿。只要配合正常的養生法，就可以快速
解除這些異常經絡。



16 | EMAS 經絡檢測報告分析解說

Q10: 小孩或老人適合經絡檢測嗎？

EMAS 經絡檢測將200微安的電流導入人體，多
數成人是不會有任何感覺的。但是嬰兒比較敏
感，因此我建議最好是檢測三歲以上的小孩比
較適合。

小孩的體內氣血狀況較佳，因此體能數值多數
保持在150 以上，多數都是健康的。但是有些小
孩生活習慣不佳（例如喝大量冰水），也會檢
測出異常經絡。因此我認為小孩最適合經絡檢
測，可以從小要求改變生活習慣，以預防未來
許多疾病。

老人的氣血狀況不佳，而且多數老人因為有宿
疾，長期服用西藥產生許多副作用。因此檢測
出來的EMAS 經絡圖，不是體能數值太低，就
是『上實下虛』。因此 EMAS 經絡檢測對他們
而言，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他們不會因此放
棄西藥，或是努力運動改善上實下虛。

但是，如果是本來健康的老人，倒是可以運用
EMAS 作為指導養生的輔助好工具。

Q11: 多久必須檢測一次EMAS?

理論上，我認為每個星期都應該檢測一次經
絡，作為預防養生參考。我舉個例子如下：

P男，約40 歲，曾經每個星期找我治病，因此每
次的EMAS 經絡圖都保持在正常的狀況。因為
身體健康了，他就不找我治療了。

過了半年之後，有一天他因為胃痛來找我治
療，我竟然發現他已經有『肝實階段』的圖
形。經過了解之後，我才知道自從上次治療之
後，他幾乎每天晚上一點以後入睡。他的肝已
經悄悄地受傷了。

我想，如果他持續保持每星期檢測的話，就不
會把身體逼到難治的『肝實階段』，這個時候
來治療就相對困難了。

我可以理解，在美國多數人是沒有能力支付每
星期一次，每年52 次的治療的。因此，我現在

正致力於家庭版 EMAS 經絡檢測儀的開發，至
今還有許多困難猶待突破。可見的未來，大家
就可以在家裡自行進行經絡檢測了。

讀者有任何問題，請直接聯繫

health@emascen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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