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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油的奧妙 
W H A T  M A K E S   
ESSENTIAL OILS UNIQUE

想像你擁有一支能看見分子的放大鏡，試

著用它一窺精油的奧妙。

你會發現一排排歷經千年演化、驚人的天

然植物芳香化合物，經過細心的採集收成

以保留香氣，再加上謹慎的萃取以掌握

生理活性化合物的正確比例。眼前這滴

精油含有的正是大自然最完美的傑作。

什麼是精油？

如同人類，植物也需要與周遭的事物溝通。

它們必須驅趕害蟲、抵抗入侵者、尋找援助和自我

治療。大部分在這些過程中會使用的芳香化合物就

是我們所知的精油。

精油化合物的種類數量驚人，像是單萜烯、
双萜烯、倍半萜烯、酯類、醇類和萜類等等。有
些甚至含有我們從未見過的化合物。不過，在眾

多植物中只有少數種類才具健康效益。精油有

各種用處，但它們真正與眾不同的地方在於擁

有揮發性、協同增效作用和適應性。

揮發性

精油非常特殊且具精巧的功能，

因為它們是高度揮發性物質的混合

物。這是無法移動的植物的最佳

利器。一株薄荷如何與身旁的

各種生物溝通？無法拔起根

行走，因此，它們只好送出

揮發性分子。這株薄荷要

怎麼讓一隻飢餓的昆蟲遠

離自己的樹葉與樹根？

這些奇妙的揮發性分子

圍繞著植物形成隱形的

防護罩。

註： 此效用陳述尚未經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評
估。精油並非預期做為診斷、治療、治癒或

預防任何疾病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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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世世代代利用這些芳香化合物來維護健康。科學

研究也才剛開始理解人類吸入精油時會啟動的生理反應。

舉薰衣草為例。許多研究顯示，薰衣草精油不僅僅擁

有愉悅的香氣。經實驗發現吸入薰衣草精油能直接影響腦

中的血清素 1，使抗氧化酶表現量增加2並幫助維持暢通的

呼吸道3。揮發性芳香化合物能進入我們的鼻腔，因此幾乎

可以立即與我們的生理相互作用。

協同增效作用

精油的另一個關鍵的作用為物質間巧妙的平衡。一滴

精油就像是植物獨特成分與環境互動的縮影。精油內所有 
的芳香化合物（有時可多達幾百種）在植物生理學中扮演重

要角色。這些成分讓每種精油都獨一無二，就像指紋一樣，

而它的功效不只是所有內含物的加總，而是相乘倍增。

 目前精油的協同增效作用尚未完全被釐清。我們只知
道通常一種精油含有一些主要的活性化合物，像是蒎烯、丁

香酚、檸檬烯、沉香醇和香芹酚以及大量的微量成分。這些

有時是前驅物或主要反應物在化學作用下的產物，有時是各

種化學物質拼湊的反應物，最後形成了完美的成品。

各式各樣的研究也開始探討精油組成的協同增效作

用。近期的一項研究4先檢測了7種精油的抗氧化效益，再
選擇每種精油含量最高的成分進行同樣的效用檢測，然後

比對兩種結果。此研究發現精油的抗氧化效益無法獨立歸

功於某一種主要成分，而往往是那些做為輔助的微量化學

物質以我們尚未了解的方式彼此整合、相互作用才有這些

功效。

適應性

人類與植物一同歷經演化。身體的組成來自於和植

物相同的有機分子。我們都必須適應相似的環境變化與威

脅。因此，理解植物為保護自身及適應環境所演變出來的

化學物質，其實能為人體帶來非常強大的功效。

不同於實驗室內合成的化學物質，精油不斷改變，它

們懂得如何適應且能轉變成任何可以幫助植物存活所需的

化學組合。正是這樣的適應能力引起科學家及醫療專業人

員的興趣。天然、草本的方式是否比起漸漸失去效用、固

定形式的化學物質對我們的健康更加有利？持續的研究將

能回答這個問題。植物不斷求生存，而我們則從這千變萬

化的生存之道中獲得助益。

就這麼一滴，從中觀察了精油並說明它們的化學成

分。這也是目前我們對精油的科學理解—在這片充滿無限

可能、有待探索的精油浩瀚學海中的那一小滴。我們會努

力獲取更多關於精油奧妙與效用的資訊，讓它一篇接著一

篇，一滴接著一滴的累積。 

妮可．史蒂文斯 博士 
Nicole Stevens, PhD

妮可．史蒂文斯秉持專業熱忱熱

愛著精油，在她的專業生涯中持

續研究精油的不同特性，希望讓

天然的產品獲得更多的科學認同

與公信力。妮可於楊百翰大學取得學士與碩士學位，在邁阿

密大學米勒醫學院完成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博士學位。曾

任職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的癌症研究中心並完成「精

油融入光動力治療之可能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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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Anxiolytic-like effect of lavender essential oil inhalation in mice: particip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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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ion and mucous cell hyperplasia in a murine model of asthma. Life Sci. 108(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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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awidowicz AL, Olszowy M. 2014. Does antioxidant properties of the main component 
of essential oil reflect its antioxidant properties? The comparison of antioxidant prop-
erties of essential oils and their main components. Nat Prod Res. 28(22):19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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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油生理學 大衛．希爾博士 Dr. David Hill, D.C

透過審視精油使用史以及在西方醫護體系中廣增的認

同度，我們能輕而易舉地發現精油的好處。還有一些錦上

添花描述精油的說法，主要是因為它們為人帶來的效益如

此顯著，有時讓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議。我們常將精油比喻

為「大地的禮物」。如果從科學的角度來檢視，精油的生

物活性讓這一切變得很容易理解。我們可以說精油就是在

生理上起作用，換言之，精油藉著幫助體質的調整以發揮

功效。

生理活性

眾所皆知精油的好處是它能直接影響你。事實上，精

油效益的誘發就是在最基本的層次上。精油屬於揮發性芳

香化合物，其兩種結構特色讓精油能如此有效地影響你的

運作：

1.  脂溶性　　

2.  小分子

大衛•希爾博士 Dr. David Hill, D.C
(創辦人團隊暨科學與醫療保健計劃首席顧問)

學歷： 脊骨神經學博士 德克薩斯州╱達拉
斯派克脊骨神經醫學院。 　

經歷： 愛達荷州聖瑪莉市全科醫師；專研
精油在基層醫學的用途。

現任： 佛羅里達州大西洋大學—精油與疼
痛管理研究；

    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大學—精油對關
節炎症消炎的療效研究；

    路易斯安那州歐培婁廈市總醫院—
精油對重症病人護理療效研究的諮

詢顧問；

    紐約州艾米威爾市布羅勞恩醫護康
復中心—精油對老年癡呆症醫謢研

究的諮詢顧問。

希爾博士是在綜合醫學領域上，應用特別

專門技術的精油權威專家。一直為居家自

我保健方式尋找可行方案，致力於自然醫

學研究並專注於精油在醫治疾病上的效

果。

Physiology of Essential O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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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油可輕易擴散到達各個部位

精油藉著誘發各種變化與 
特定運作發揮效用

精油獨特的結構賦予其獨力

影響的能力

精油能鎖定並帶動整體反應

因為精油是脂溶性且分子小，所以能快速、輕易地穿

透並擴散到各個地方。幾乎沒有其他種類的分子能如此輕

鬆地作用。較大的分子或是非脂溶性的分子需要特殊作用

或輔助的運輸方式才能進行作用。

基本上，精油可輕易的遍布各處，值得注意的是，

此種遍布能力並非表示精油會直接影響你，正確來說，是

可以鎖定、繼而帶動整體反應。從精油香氣引起的邊緣系

統反應，我們可看到針對此現象有力的說明。當嗅吸精油

時，能直接作用於大腦的下視丘。透過下視丘與身體其他

地方的連結，能誘發在特定組織內的反應。腦部此區域掌

控相當多的生理功能，這就是一小滴精油能影響你的合理

解釋。

調理範圍

為了要能達到這些神奇的效用，正確使用精油很重

要。調理範圍（therapeutic range）一詞是指為了達
到最大效益精油最適當的用量。此範圍有許多影響變數，

包括年齡、營養狀況及身體組成，了解自身的健康狀態並

依此調整十分重要。像是孩童比起大人，只需較少精油就

可達到調理效果。

雖然我們不能掌握所有影響調理效用的因素，但卻可

以透過持續性的使用，調整至更適合的個別需求。

持續使用指的是少量多次，而非一次性大量使用。採

取持續使用的模式很重要，這正是增進永續效用與減少不

良反應的方法之一。



精油之旅

1  篩選與收成

A.  精挑細選栽種職人，強調專業、產地及種植經驗以
確保最高品質的精油。我們合作的職人大多為家族

企業，他們的經驗與專業知識代代相傳。我們在這

些多為開發中國家的精油產地首創「Co-Impact 
Sourcing®互相效力合作計畫」，幫助當地職人
維持農作物品質並賦予這些農民自力更生的能力。

B.  特殊品種的植物因其特有的芳香化合物而被選為原
料。效能強弱早在播種時就已納入考量。為了精油

的安全與效果，它們必須擁有正確的化學成分且必

定純正、天然，絕無添加物。

C.  為確保最佳效用，植物必須以正確的方法在正確的
時間收成。萃取的部分因植物而異，可以是種子、

莖、葉片、花朵、根或外皮。此外，植物生長的地

區對其化學成分的組成也有相當的影響，因而

也會決定效果的好壞。

影響精油效益的因素：

• 生長季節 • 種植海拔

• 氣候  • 濕度

• 土壤  • 地形

• 酸鹼值

你可曾想過精油是怎麼來的嗎？ 

快來一探究竟，了解小小的一顆種子如何 

變成效力強大的精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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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氣爐

熱源

可卸蓋罩

植物原料

精油 
分離器

(油比水輕)

多孔 
格板

蒸氣

精油

檸檬 

輸送機

凝結水

裝盛 
油水混合物

的桶子

離心作用 
將精油與水分離

螺旋狀 
銼皮器

2  萃取 

要獲得最好品質的精油，提煉的方法有許多種。

大部分的精油多經由蒸氣蒸餾法處理，而柑橘類精油則是冷壓方式。

蒸氣蒸餾法

1. 蒸氣在施壓下（有不同壓力）穿過植物原料， 
以釋出揮發性物質

2. 揮發性物質再度凝結
3. 當揮發性物質凝結時，水和精油會分離，精油 
因而能集結留下

3  檢測

「CPTG®專業純正調理級認證」的標準要求謹慎精確加上全力投入，以保障渾然天成的精油品質。

確保精油純正度及效用的嚴格檢驗包含：

·重金屬檢測  ·旋光度檢測  ·比重檢測  ·折射率檢測 
·感官測試 ·微生物檢測  ·氣相色譜／質譜分析 ·傅里葉轉換紅外光譜儀

·對掌性檢測 ·同位素分析

4  裝瓶設備

第二輪的檢測會於生產廠中隔離進行，

以確保產出的精油即是蒸餾以及通過

檢驗的精油。第三次精油化學成分的

檢驗會在精油裝瓶、貼標以及包裝

的第三階段進行。

5  運送到家

接著等待下單，精油就會送達你家！

冷卻水

冷凝器 
(冷凝管) 

冷壓法

1.  將柑橘類果實置於冷壓器
2.  由旋轉電刷洗乾淨
3.  果實送入銼缸，取外皮來萃取精油
4.  透過水噴霧來集結精油
5.  過濾水與精油的混合物，以移除固態顆粒
6.  水與精油混合物經離心作用後，留下精油   
而除去水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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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油萃取：

科學與藝術交織的學問

精油的品質一直是精油愛好者熱衷討論的話題，關於

精油本身、萃取方式甚至使用方法也都眾說紛紜。當許多

人深入了解後才失望地發現，精油瓶身上聲稱的純度並不

能真正保證它的品質。當今的消費者已將精油納入養生保

健的一環時，對效果會有很高的期待。「CPTG®專業純
正調理級認證」精油能確保精油的天然純度，由來自世界

各地的栽種者選定最優良的品種萃取後，並經由各國頂尖

的化學專家來鑑定測試。

透過化學檢測是為了檢定精油所含的芳香化合物。此

種少見的技術能確保所萃取的每株植物本身內，含有最純

粹的精華。若只根據每種植物的香氣和特性來判斷其芳香

化合物，會不盡準確。因不同環境會造成這些特質間顯著

的差異，像是雨量、溫度等等基本上的環境因素是無法人

為控制的，惟有藉由優良品種的挑選，才能確保精油的效

用。因此，必須與栽種者建立良好且專屬的模式，才能確

保原料來源及優良品種的取得。

萃取方式

萃取芳香化合物的方式有許多種，不少人利用有毒溶

劑將精油從植物中溶解出來。此種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

正確的方式有兩種：蒸氣蒸餾法和冷壓技術，皆為有機的

萃取程序。

冷壓法

不同於蒸餾，「冷壓」顧名思義其過程並不需要高

溫，而是透過壓力完成。柑橘類精油像是野橘、檸檬、萊

姆、佛手柑和葡萄柚，都是以冷壓方式自表皮萃取。

蒸氣蒸餾法

蒸氣蒸餾法是萃取芳香化合物（精油）最常見的方

式。蒸氣首先會貫穿植物，高溫蒸氣與適度壓力能讓植物

中的微細液囊釋放精油。當這些混合氣體經由冷凝器冷卻

後，油與水便會分離，因此可擷取與花露分開而浮出表面

的精油。

有些人很好奇，一次蒸餾法與全蒸餾法的差異。事

實上，這兩者幾乎沒有差別，因為萃取精油的蒸餾法通常

只需一道程序，唯一的例外是伊蘭伊蘭。我們知道香水產

業需仰賴植物的分子重量和香氣，來製作各種不同的芳香

化合物。因為伊蘭伊蘭十分昂貴，因此透過蒸餾過程的中

斷，可以讓伊蘭伊蘭產生不同等級的精油來降低成本。但

最好的方式是應堅持以一次蒸餾法來萃取伊蘭伊蘭，如此

一來，就能保有完整的芳香化合物。我們這樣做的原因，

在於確保精油的真正效用而非濃郁香氣。

在馬達加斯加以蒸餾法提煉的伊蘭伊蘭精油

夏威夷檀香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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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取各種植物所需的壓力、時間和溫度都不同，利用

蒸氣蒸餾能依據各種植物的特性調整溫度，以最具效率及

簡潔的方法取得最純粹的化合物。像夏威夷檀香木精油，

就必須花費極多的人力與時間。首先，要先將樹木的外層

剝開，取出材心。將材心切碎過濾後，利用電磨機再次絞

碎，才能進入36小時的高壓、高溫蒸餾。萃取的過程需要
龐大的燃料、能源和時間。因此，這款精油特別珍貴。

蒸餾的溫度一般都在華氏140～212（攝氏60～100）
度之間。除了先前提及植物栽種的方式、品種選擇以及收

成外，蒸餾技術的好壞更是大大地影響精油的品質。完

善的蒸餾技術，包含對壓力、溫度、時間及蒐集過程的精

細掌控，這之中細微差異的變化，就如同植物本身一樣多

元。操作不當則會改變，甚至破壞組成精油的芳香化合

物，讓原本預期的功能與效力，因物質的改變而大大不

同。為了獲得最佳品質的精油，世界上頂尖的蒸餾藝術家

奉獻他們畢生的精力與時間，專精於少數幾種植物上。藉

此培養深厚的知識與經驗，以確保蒸餾出來的精油和植物

原先所含有的成分一致。蒸餾，確實是跨越科學與藝術的

一門深奧學問。

好的蒸餾法是透過技術與美學共同完成萃取質純有效

的精油，透過它迷人的成分為自己與家人帶來健康福祉。

DISTILLING 
ESSENTIAL 
OILS

精油小常識

7磅 檸檬皮 = 1 瓶          15ml 
約3.18公斤   檸檬精油

30磅 薰衣草      = 1 瓶          15ml
約13公斤       薰衣草精油

22磅 香蜂草 = 1瓶         5ml
約10公斤     香蜂草精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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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度是精油最重要的特質，我們從

過去的經驗中學到，栽種、收成和

蒸餾時使用正確的方法，是保持精

油純度的關鍵。因為製程良莠不齊

和各種合成精油的發展，要精確鑑

定出純正的精油，除了仰賴科學分

析外，別無他法。正確分析精油的

成分組成，是品質保證流程中難度

最高，也是最精密的步驟之一。

過去使用氣相色層分析法就可以檢

測出精油中的個別成分，但隨著合

成精油的方法發展得益發精進，我

們需要更進步的驗證方法。時代

推移，有多種檢驗方法已經被發展

出來，像是質譜分析法、對掌性分

析、傅里葉轉換紅外光譜儀掃描、

碳同位素分析和其他方法，讓不同

精油的成分組成可以被精確地檢測

出來。

品質的驗證

在精油製程的不同階段應用檢驗方法以確保品質，選擇植物、收成和蒸餾之

後，直接檢測精油；接著，當精油送至我們的製造廠時，會有第二道檢測，目的

是確保收到的精油與通過蒸餾檢測的是同一批精油；第三道化學檢測是在充填過

程中分三個步驟完成。每一道檢測都是為了確認精油在生產過程中沒有被污染，

也沒有意外的變異。

「APRC芳香植物研究中心」(Aromatic Plant Research Center) 
是一所獨立營運管理的機構，專注於研究芳香植物，擁有最先進的實驗室，利用

各種方法檢測摻假並確認精油的純度。該研究中心的團隊成員在精油產業的品質

控制測試和專業知識方面享譽全球，至今已發表了約七百篇同儕審查的專業論

文。APRC不斷進行最先進的品質檢測，開展創新的研究，持續發表最新的期
刊論文以及提供專業的精油教育資訊，其精油研究與專業檢測技術首屈一指，

尤其在精油摻假檢驗上，APRC因擁有完整的精油資料庫，其卓越的檢測成果
更是遠遠超過其他實驗室。dōTERRA美商多特瑞透過與APRC的合作以及這
個領先業界的品質保證流程，精確地鑑別出每一種精油的純度和效力，以供應出

「CPTG®專業純正調理級認證」精油。

感官測試運用到人的感官，亦即視覺、嗅覺、味覺和觸覺。專家級的蒸餾

廠在品質測試的第一線會用感官把關，以便立即察覺產品品質的可接受

度。如果精油的味道跟平常不同，稠度不一致或是出現奇怪的顏色，蒸餾廠會立

刻知道有不對勁的地方。通常這樣的測試是品質控管的第一個步驟，之後再進行

其他的檢驗。

品質檢測

感官 
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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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檢測是分析每批精油是否含有有害的微

生物，像是真菌、細菌、病毒和黴菌。首先需

要抽取一份樣本，接著把樣本加入消毒滅菌過的成長環

境，置於密封的培養皿上，經過一段時間的培養，觀察微

生物的生長。產品送入生產區和準備配送製成品之前，都

會做這樣的檢測，確保產品在充填的過程中沒有被污染。

在氣相色譜儀裡，精油被蒸發

後，通過一根柱形長管，精油會

分離成單一的成分。每種成分因為分子重量和化學特性不

同，會以不同的速度在柱管中行進，從管子通過後，就會

產生測量的結果。這種檢驗方法在品管分析時，可以鑑定

出樣本中含有哪些成分。

質譜儀和氣相色譜儀會一起使用，以進一步鑑定出

精油的成分組合。氣相色譜儀所分離的成分進入質譜儀中

會被離子化，接著通過一連串的磁場。運用分子重量和電

荷，讓每一種成分的含量可以被測試出來，提供額外的資

訊以幫助判讀精油的效能。

傅里葉轉換紅外光譜儀（FTIR）被使用來
確定每一批精油的效力和品質的穩定，這

種檢測方法能夠鑑定出精油的結構成分。使用FTIR儀器
掃描，以不同頻率的紅外線照在精油樣本上，再計算樣本

所吸收的光量，與歷史資料庫中FTIR所測出高品質樣本
的吸收紀錄相比較，以辨識樣本的品質。

「對掌性（chirality）」這個字源自希臘文的
「手」，是用來描述分子具有3D立體的特性。

就如同人有雙手，對掌性分子有兩種形式，以右手或左手

做為特徵。我們看自己的

手，可以了解這個原則，

當兩手並排時，就好比鏡

中的影像。但當一隻手掌

疊放在另一隻手掌上時，

無論怎麼調整，都無法讓兩隻手掌完全對齊。

以分子來說，每隻「手掌」有不同的化學特性，會影

響在身體裡的生理交互反應。在自然界裡，其中一隻手掌

天生就會居於主導地位；但是在實驗室環境裡，因為結構

的相似，右旋或左旋分子的比例一定會是50:50。使用特
殊類型的氣相色譜法可以鑑定出右旋的和左旋的成分的比

例。這種檢測方法很少用在每一批產品，但是可以用來確

定精油不含合成的成分。

構成物質的微小化學要素是「元素」，雖然元

素有很多種，但每一種都因為所含的質子而不

同。如果某種元素的中子比原本多了或少了，它會有不

只一種的穩定形式，這種狀況下的元素叫做同位素。碳元

素有兩種穩定的同位素：碳-12（6個質子和6個中子）和
碳-13（6個質子和7個中子）。因為精油是有機化合物，
主要的組成是碳原子，有一定比例的碳-12和碳-13同位
素，不同地區出產的精油的比例是不一樣的。

使用特殊類型的質譜儀可以鑑定出精油成分中有哪些

同位素、含量多少。如果是來自同一地區，同一種精油的

每一個成分應該都具有相同比例的同位素。如果某種成分

同位素的檢測結果和其他成分的不同，那麼品管分析員就

知道這批精油含有雜質。

重金屬檢測會測出精油中重金屬的含量。以正

確方式蒸餾出的精油不會含重金屬，感應耦合

電漿質譜分析儀（ICP-MS）的檢測使用一種高能量的媒
介物叫做感應耦合電漿（ICP）來使樣本離子化，接著讓
樣本通過一台質譜儀，使樣本分離成元素，再判讀樣本中

含什麼元素、含量多少。

樣本 偵測器

色譜柱

汽缸

氣相色譜／質譜分析

傅里葉轉換紅外光譜儀

樣本
鏡子

偵測器

紅外光源

對掌性

不同來源的樣本有不同的碳同位素

同位素分析

碳-12

碳-13

微生物 
檢　測

氣相色譜／質譜分析

（GC/MS）

傅里葉轉換 
紅外光譜儀

對掌性 
檢　測

同位素

分　析

重金屬

檢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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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TG®（Certified Pure Therapeutic Grade）專業純正調理級認證」即代表通過
來源、萃取、檢測、應用等四道關卡，確保天然質純、安全無毒且效力穩定的高品質精油。

來源 從精油的來源，也就是植物原料本身來把關。包含

了解植物品種、在什麼樣的環境下栽培以及最佳的

採收時機、採收及運送的方式等，以確保製作精油

的原料所含的活性成分能達到最佳的濃度。

萃取 萃取精油是一項高度精密的技術，精油在萃取過程

中相當容易揮發或受損。壓力及溫度過低時，可能

會使植物中的芳香化合物無法釋放；太高又會改變

其中的化學成分及功效。專業而謹慎的提煉過程不

僅是一門科學，也是藝術。

檢測 每一批通過「CPTG®專業純正調理級認證」的精
油，都必須經過GC／MS（氣相色譜／質譜法）的
雙重測試，以確保精油的純度符合以下三大要求：

1. 只含揮發性芳香化合物（volatile aromatic 
compounds），無添加任何化學合成物，當然
更不能有重金屬、殺蟲劑、農藥等外來物質的殘

留，對人體安全無害。

2. 正確的芳香分子—每一種精油都有它獨特的指紋
圖，就像「精油身份證」一樣，透過化學結構來

分析精油的芳香分子是判別精油品質的關鍵。

3. 這些正確的芳香分子也必須達到調理等級的高濃
度，才能確保效力。

應用 最後這道關卡，是傳承世界各地文化中精油的使用

經驗，在現代科學以及醫療體系中持續深入研究及

應用。

專業純正調理級認證

精油如何做比較？

- 無添加物

- 無添加合成精油

- 無污染物或毒素

- 選擇適當的環境中生長

- 在適當的時候採收

- 以正確的方式採收（樹皮和花朵與其他植物部
位都有不同的採收方式）

- 適當的加熱溫度，溫度應有適當的上升速率；
適當的蒸汽循環，在適當的時間內達到適當的

壓力和溫度

- 正確的冷卻速度

- 功效測試，以科學的方式測試純度和調理等級

- 嚴格控制萃取過程

- 只含芳香物質，不混合其他無效的化合物

- 利用氣相色譜／質譜分析（GC／MS），以
達到芳香化合物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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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油擴香的研究

美國田納西州的范德比特大學

（Vanderbilt University）健康
委員會所進行的「精油對醫護人員的

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在善變、高

壓的環境 (例如醫學中心的急診室）
裡，醫護人員容易感到疲勞、不堪負

荷，但是在急診室的空氣中擴香柑橘

類精油之後，狀況卻有了改變。

以精油擴香後，再讓急診室醫護人

員填寫量表，結果顯示使用精油前

有41% 的醫護人員經常感到工作壓
力，經常被壓力淹沒的比例有25%；
之後則僅有3% 頻繁感到工作壓力，
經常被壓力淹沒的比例為2%。相對
地，自覺能完善處理壓力的比例則從

13%，上升為58%。

現代科學及醫療體系
對精油的研究

精油擴香如何與身心相互作用

精油是揮發性芳香化合物，具有在空氣中快速擴散的能力。精油的揮發性 (或者
快速改變狀態的能力) 讓使用者能迅速且輕鬆地體驗精油的香氣，即使是打開瓶
蓋的那一瞬間，都能感受到這樣的特性。

如先前所述，精油與化學感受器相互作用，因而能發生反應。這些化學感受器稱

為嗅覺受器 (olfactory sensor)，它們位於嗅覺系統│為掌管嗅覺的區塊。嗅

覺系統與儲存情緒和記憶的邊緣系統 (limbic system) 相連結。

使用精油擴香時，香氣會通過鼻腔進入嗅覺系統而發生作用，然後在腦海中通過

嗅覺神經進入邊緣系統。在邊緣系統中，香氣會觸發關於記憶以及經驗的反應。

因為腦海中的這些作用，在擴香使用時，精油便可帶來某種強大的效果。由於精

油的揮發性，擴香是最有效的使用方式，精油使用者能快速且便利地體驗香氣的

效用。精油能很容易地吸收並作用，接著再擴散進入身體。

當吸入精油的香氣時，能觸發我們每個人所擁有的情緒、行為、記憶和經驗等反

應。這正是為什麼擴香能對情緒管理帶來偌大的影響，腦海中的作用會促成能改

變和提振心情的生理反應。



隨著精油產業於全球快速的成長，加上當今科學研究提供新的發現讓「大地的禮物：

精油」於日常生活中發揮保健功效、帶給人類許多益處，令許多人不禁開始好奇：

「精油為什麼能有這樣的效果？它是如何發揮作用？」幸好各地的科學團隊與研究

人員在逐漸發現精油驚人的廣泛功效以及能改善我們生活的效用時，也開始挖掘出

這個問題的答案。這些研究透過了掌握精油的生物途徑並以此不斷締造突破性的發

現來尋求創新的應用方法，也進一步證實「CPTG®專業純正調理級認證」精油是市

場中最嚴格把關且最值得信賴的精油。

分子嵌合
Molecular Do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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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

為了要進一步了解精油與其成分的效果以及如何發揮

作用，科學團隊除了檢視生理的現象，例如：肌膚或呼吸

的變化，還要有更深層的分析。也就是必須深入細胞，檢

視其於顯微構造中的運作。不過即便是從如此細微的角度

探究，仍然有無法理解的問題與無法跨越的鴻溝。

那麼就先從簡單的概念：「了解精油具有的功效」

開始研究。近來科學家更是超越了細胞的範疇，開始使

用精油研究上從未施行的創新研究方法以及先進模擬技

術，以求能進一步了解精油如何發揮功效，並檢視精油

於分子層次的運作，其中之一的做法就稱為「分子嵌合 
(molecular docking)」。這不僅僅在精油科學上，甚
至是科學界中一項全新的研究，由dōTERRA美商多特瑞
具備純熟、尖端研究方法與技術的科學團隊所進行。

精油研究之電腦模擬技術

分子嵌合是一項以電腦模擬的研究工具，以此辨別兩

種分子互動的特性。電腦模擬 (in silico) 是指一種科學
研究的方法，顧名思義就是透過電腦模擬來完成研究。分

子嵌合與電腦輔助的發展為科學研究帶來極大的助益，是

檢測分子互動方式非常省時又符合經濟效益的方法。這項

工具可在檢驗培養細胞內與生物體上的分子表現時，為分

子活動提供重要的評估資訊。

新的研究方法

精油研究中的分子嵌合包括了使用針對分類精油成分

與細胞內蛋白質標的互動方式所設計的程式與參數。有了

這些程式，研究員可以觀察到精油與蛋白質標的相互作用

的各種關係，就能更清楚瞭解精油如何發揮功效。

全新的功效

科技不斷進步也造成大量合成物與摻假物質的使用；

從合作的研究機構所進行之蛋白體檢測中所獲得的珍貴數

據，不只讓我們能更進一步了解精油的作用，還能更全面

地偵測到高品質、純天然精油中的異物。電腦模擬研究於

分子嵌合中預測的精油和分子互動方式所得到的資訊，讓

科學團隊得以了解現行的使用方式是否有效，如何提升針

對特定需求所調製的配方，以及找出這些獨特的芳香化合

物更多潛在的效用。

結論

在科學團隊不斷的努力和辛勤研究下，dōTERRA
美商多特瑞於精油產業中持續地在革新與科學研究上創下

了先例。團隊的科學家與研究人員目前正著手於數個分子

嵌合計畫，透過於期刊發表，將不斷增加的研究與世人及

科學界分享研究成果。雖然還有更多的研究必須進行，

dōTERRA美商多特瑞科學團隊正逐一發掘出精油廣泛
效益的背後所蘊含的複雜科學原理。這些研究提供的知識

不僅讓我們對精油有更全面的了解，還可幫助我們提升

「CPTG®專業純正調理級認證」精油的效益、純度與品
質，亦利於日後產品配方的開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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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商多特瑞科學顧問團
我們的理念簡單明瞭：最好的團隊達致最佳的成果

化學家

幫助我們確認精油的每項組成，透

過適當來源與檢測確保成分正確的

含量。此外，並提供關鍵技術以辨

別精油的化學組成、效能、特性、

天然來源，確認不含人工添加物。

生命科學家 

微生物學家、生理學家和營養學家

協助判別化學成分在生理學與生物

學上的反應。藉由保健與免疫系統

或細胞健康的研究，以增長我們對

精油效益及理學的知識。

醫療專業人員

醫療專業團隊在教育上給予協助並

幫助個人實踐對自身健康最合宜的

選擇。他們有足夠的能力，以經驗

和研究幫助我們更清楚如何正確的

使用精油。我們的醫療專業夥伴努

力消除替代醫學與傳統醫學之間的

鴻溝。

MEDICAL  
PRACTITIONERS

LIFE 
SCIENTISTS

CHEMISTS

許多人都已了解精油各種潛在的效益並認同它是一種合理且適當的健康維護方式。擁有為數眾多的科學家及醫療專家團隊的

dōTERRA美商多特瑞藉由嚴謹的科學與完善的評鑑建立一套標準規範，此一同心協力象徵著專業觀點與經驗的共識。與
化學家、生物和微生物科學家、植物學家等合作能為精油的理想原料、分析及使用建立所需的全面的專業認知。我們的理念

簡單明瞭：最好的團隊達致最佳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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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 
介紹

科學專家及顧問

dōTERRA美商多特瑞除了有優秀的員工及工作
人員每日協助監督精油的測試及化學流程外，還組

成了最傑出的顧問團隊。我們的科學專家及顧問包

括了來自全球的精油化學、植物學、微生物學、生

理學、研究科學、營養學以及保健醫藥等各個領域

的領導者。

大衛．希爾 博士（脊骨神經學博士 / 醫學博士）/
Dr. David Hill, D.C. 
（創辦人團隊暨科學與醫療保健計劃首席顧問）

多年來，希爾博士（Dr. David Hill）將
精油運用於現代健康保健。希爾博士是一

位醫師，也是非常有名的精油和整體醫學

專家。他和世界各地的醫師和醫院合作，

致力於建立醫學及精油在現代保健方面的

應用。希爾博士倡導精油科學的教育和發展，和許多大學

及研究者合作，將頂尖的科學應用帶給精油使用者。他經

常受邀到許多電台、電視節目接受採訪，也著作了許多書

籍和刊物。希爾博士站在新時代的前端，致力於幫助人們

管理自己的健康。

妮可．史蒂文斯 博士 / Nicole Stevens, PhD
（臨床研究總監）

擁有楊百翰大學的學士學位和植物學與綜

合生物學的碩士學位，在邁阿密大學米勒

醫學院完成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博士學

位，從事精油研究已超過20年。曾在猶太
大學和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癌症研究所

的營養保健領域的品質控管實驗室以及學術研究實驗室工

作。她也在楊百翰大學愛達荷州分校和內華達大學拉斯維

加斯分校教授化學和生物化學課程，擁有臨床研究專業人

員協會的首席研究員（CPI）認證。

亞歷克斯．達貝爾 理學碩士 / Alex DaBell, MS
（營養保健品創新總監）

擁有楊百翰大學的生物學理學士學位和生

理學與生物發展學理學碩士學位，喜歡研

究如何將精油的獨特優勢與其他傳統的營

養成分結合，以創造出更優質的營養保健

品。過去10多年來，已研發了許多最高品
質的營養保健品。他熱愛開發創新和增進生產效率，並重

視與全球數十名專業人士的合作夥伴關係，致力於將新概

念推向市場。

羅素．奧古斯托普 博士 /
Dr. Russell Osguthorpe, MD
（首席醫療長）

於麥吉爾大學醫學院取得醫學學位，於科

羅拉多州丹佛市的兒童醫院完成住院醫師

培訓，之後於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完成小兒

傳染病的研究醫師訓練。他正著手建立一

個透過整合與實證醫學、以身心健康和預

防為主的保健照護網絡。目前擔任dōTERRA美商多特瑞
的首席醫療長，負責指導在醫療照護中使用精油的研究。

李草 / Thao Le, BS
（個人護理和居家產品管理科學家）

1999年在猶他大學取得化學學士學位，
對於科學的熱愛展現在她超過18年的個
人居家與護理產品的工作經驗。在來到

dōTERRA美商多特瑞之前，她曾為世界
知名廠牌製造一流的產品，她也熱衷採用

最新、最安全的原料來製作優良產品。

普拉博得．薩地亞爾 博士 / 
Dr. Prabodh Satyal, PhD
（精油科學負責人）

來自尼泊爾的他，於亨茨維爾的阿拉巴馬

大學取得精油研究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至

今已研究了來自世界各地超過三萬多種精

油的化學成分，並於學術期刊發表超過

100篇的研究論文，並擔任將近十年的純
度分析員。對使用標記分析進行精油摻假檢測有著濃厚的

興趣，並獨創了合成標記的質譜資料庫。他目前正在開發

有史以來第一個用於氣相色譜／質譜分析（GC/MS）的
全自動摻假分析軟體，將能判定精油純度的百分比、產地

與混合物來源。

萊恩．凱勒 / Ryan Keller
（品質保證總監）

畢業於猶他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專業，其後

於楊百翰大學攻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大

部分的職業生涯都在醫療器械產業工作，

在質量管制系統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包

括FDA、ISO、NSF、TGA等，並曾
接受ASQ CQE、六西格碼以及精益製造原則和方法等
相關培訓。他負責領導各種內部和外部審計作業，確保

dōTERRA符合國際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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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顧問團

dōTERRA美商多特瑞召集了一個經驗豐富的醫
學顧問團，由許多不同醫學領域的專家所組成。

dōTERRA美商多特瑞直接與這些專家及醫療團
體合作，發展並促進精油在臨床上的使用。

大衛．希爾 博士（脊骨神經學博士 / 醫學博士）/ 
Dr. David Hill, D.C. 
（創辦人團隊暨科學與醫療保健計劃首席顧問）

多年來，希爾博士（Dr. David Hill）將
精油運用於現代健康保健。希爾博士是一

位醫師，也是非常有名的精油和整體醫學

專家。他和世界各地的醫師和醫院合作，

致力於建立醫學及精油在現代保健方面的

應用。希爾博士倡導精油科學的教育和發展，和許多大學

及研究者合作，將頂尖的科學應用帶給精油使用者。他經

常受邀到許多電台、電視節目接受採訪，也著作了許多書

籍和刊物。希爾博士站在新時代的前端，致力於幫助人們

管理自己的健康。

羅素．奧古斯托普 醫師 /
Dr. Russell Osguthorpe, MD
（首席醫療長）

於麥吉爾大學醫學院取得醫學學位，於科

羅拉多州丹佛市的兒童醫院完成住院醫師

培訓，之後於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完成小兒

傳染病的研究醫師訓練。他正著手建立一

個透過整合與實證醫學、以身心健康和預

防為主的保健照護網絡。目前擔任dōTERRA美商多特
瑞的首席醫療長，也負責指導在醫療照護中使用精油的研

究。

布朗尼克．瑞格斯 醫師 / 
Dr. Brannick Riggs, MD 
（醫療保健計畫副總裁）

於2001年畢業於圖森市的亞利桑納大學醫
學院並接受輔助與替代醫療方式的培訓。

他從事醫療工作至今已有13年，專長為家
庭醫學並且是美國家庭醫師學會的成員。

他喜愛在家中使用精油，也將精油融入在

治療計劃中。目前正與dōTERRA美商多特瑞合作，把精
油帶入醫療輔助服務和臨終關懷中。

戴米恩．羅德里格茲 健康科學博士 /
Damian Rodriguez, DHSc, MS
（健康及運動科學家）

擁有健康科學博士學位以及運動生理學碩士

學位，並獲得許多運動及營養相關的認證，

同時也是dōTERRA美商多特瑞的健康與
運動研究員。他人生中的多數時間都花費在

研究營養、運動以及與最佳健康狀態相關的

生活習慣。他也幫助社會大眾關注自閉症，輔導他人的同時

也以演講、著作等方式將自己家人的經驗傳遞給大眾。

布萊恩．勞倫斯 博士 / Brian Lawrence, PhD
出生於英國倫敦，在英國時一邊擔任藥品

產業的技師與氣相色譜分析實驗室的負責

人，一邊攻讀化學學位。1960年他獲得
傅爾布萊特（Fullbright）獎學金前往芝
加哥鑽研化學，也在芝加哥不同的實驗室

工作，之後取得荷蘭格羅寧根大學的藥學博士學位。長期

以來一直擔任研究人員與研發總監的角色，並發表超過80
篇的論文與研究報告。他出版過13本書並撰寫了18本有關
精油書籍中的章節，亦曾擔任第十屆精油、香料和香氛國

際大會公報的資深編輯。他於1989年成立《精油研究期
刊》（Journal of Essential Oil Research），直至
2010年皆擔任總編輯一職，目前仍參與該期刊的編輯委員
會。

邁克．史考特 / Michael Scott
（品質控制與分析科學總監）

擁有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生物學的學士學位

和麻州法爾茅斯國家商學院的質量系統管理

碩士學位。於1992年開始他的職業生涯，
當時他是雅培實驗室的質量控制微生物學

家，很快便晉升為主管，負責整個設施的管

理，其後成為一名質量工程師，擁有豐富的成功經歷。

努拉．艾哈邁德 / Noura Ahmed
（科學事務總監）

在埃及蘇伊士運河大學取得生物科學（植

物學）榮譽理學學士學位和植物化學碩士

學位。2015年取得阿拉巴馬大學的生物技
術科學與工程博士學位，她也是范德比特

大學醫學院藥理學系的博士後研究員。致

力於天然產物藥物發現、精油和化學生態學的研究，在同

行評審期刊上發表了70多篇的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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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溫特頓 醫師 / Dr. Paul Winterton, MD
骨科醫生，於哈佛醫學院取得醫學學位，

並在梅約診所完成住院醫師的培訓，也是

具有認證資格的骨科醫生。他在亞歷桑納

州鳳凰城的骨骼與關節疾病中心完成了肩

膀膝蓋重建手術、運動醫學及足部腳踝重

建的研究合作。他也是精油與營養補充品的支持者，並將

其應用在傳統西方醫療體系中，尤其在骨骼與關節的醫療

保健上。

詹姆士•吉傑 醫師 / Dr. James Geiger, MD
畢業於舊金山大學，在舊金山醫院工作，

是一位經驗豐富的麻醉醫師與芳療師。他

投注許多心力於麻醉執業並舉辦許多演講

和線上講座，探討醫院與外科中心藉由安

全的精油使用增強病患照護。服務過多家

醫學中心、骨科醫院及手術中心，並為手術室與麻醉恢復

室引進精油幫助舒緩。

約書亞•約葛森 醫師 / Dr. Joshua Yorgason, MD
耳鼻喉科醫師，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獲得醫

學學位並在猶他大學完成住院醫師訓練。曾

經在聲名享譽的洛杉磯豪斯耳科研究中心與

猶他大學參與藥物毒性與聽力重建計畫，他

是人工耳蝸外科醫生和聽力與平衡專家，提

倡依據科學與臨床研究使用精油的天然替代方案。

安德魯•高夫 醫師 / Dr. Andrew Gough, DO
在切爾姆斯福德學院獲得體育科學學位，

然後移居美國，並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楊百

翰大學愛達荷分校，在那裡學習心理學和

化學。他畢業於骨科醫學學校的創始學

校—安德魯泰勒斯坦大學，並在密西根州

底特律的聖約瑟夫醫院系統完成急診醫學住院醫師。

克里斯多夫．斯佩爾曼 牙醫師 / 
Dr. Christopher M. Spelman, DDS

2001年他以優異成績畢業於馬里蘭大學，
現為紐澤西州一家診所的牙醫師，也是美

國全科牙科學會的成員，提供全面的牙科

醫療服務。他對精油有著廣泛深入的研

究，並於醫療實踐中運用。熱衷於教育患

者與同事分享以身心健康為基礎之生活方式的重要性。

潔西卡•荷索 醫師 / 
Dr. Jessica Herzog, MD, FAAP, ABHIM

她是一位追求健康的綜合醫學醫師和兒科

醫師。她在馬里蘭大學完成學士、醫學博

士學位及兒科住院醫師培訓。她曾參與美

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與馬里蘭大學的研究。

雖然她熱愛科學，但發現自己真正的使命

是在病床邊陪伴患有疾病的新生兒和幼兒們。她曾擔任馬

里蘭州、猶他州和賓州的住院兒科醫生。她對身邊的朋友

及家人示範和教導養生的生活型態，也相信精油是現代醫

學的奇蹟，將會持續影響全世界的保健方式。

葛瑞戈里•伍德菲爾 醫師 /
Dr. Gregory L. Woodfill, DO

是一位認證的婦產科醫生。在密西根州立

大學的骨科醫學院陸續完成醫學及婦產科

住院醫師培訓，並教導密西根大學骨科醫

學院的住院醫學系學生。他曾在維吉尼亞

骨科醫學院創建了婦女健康學系並擔任婦

產科系主任。目前在北卡羅萊納州提供全方位的服務，特

別是微創手術、先進的腹腔鏡和婦科及泌尿科。

艾美•沃爾索夫 醫師 / Dr. Amy Wolthoff, MD
皮膚科委員會認證醫師。她在德克薩斯大

學健康科學中心取得醫學博士學位，並在

德州德克薩斯健康資源長老會醫院完成了

內科實習，隨後加入德克薩斯理工大學健

康科學中心皮膚科學系，並因其卓越的領

導素質、專業態度、團隊合作以及對住院醫師計畫的奉獻

而獲得了住院領袖獎。

凱薩琳．伊加菲力浦斯 醫師 / 
Dr. Katherine Igah-Phillips, MD, MHA

醫學管理碩士，同時也是一位獲獎無數的

國際演講者與重視全人精神的人道主義

者，關注心理、生理、情緒與精神健康背

後的力量。透過她個人於整合醫學的實務

經驗以及由志同道合的治療師所組成的團

隊，為許多社區提供了一個天然、整體並值得信賴的醫學

照護服務。她亦舉辦線上教育課程，提供個人發展與能量

提升的學習管道。藉由提供這些讓人們能獲得根本治療、

全人進化以及所嚮往之快樂人生必須的工具與訓練，盡情

發揮她人生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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