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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氛精油與現代人情緒及心理關係之研究 

 中文摘要 

因為現代人生活忙碌，越來越多人使用香氛精油來紓解壓力，因此精油逐漸 成

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再加上研究者本身有在使用精油的習慣，且跟 大

多數的人一樣不太熟知各種香氛精油的功效及心理影響，所以我們決定對此 深

入研究。因此，本研究為探討不同的精油香氣對人的身、心理感受以及認知 狀

況(熟悉程度、喜歡程度、色彩聯想)這三個層面產生的影響，以及這些影響 之

間彼此的關係，並透過問卷搜集精油使用者的資訊並加以統整分析。有助於 了

解香氛精油對身心理的影響，以及其間的關係，提供大眾在選擇及使用精油 時

有更具體的參考。最終希望能達成以下三種目的:(一)了解精油對人體的心理情

緒之影響(二)促進消費者更了解各式精油所帶來的益處，進而增加其購買意

願，並購買到適宜的精油(三)透過社群平台分享我們所整理出來的資訊 



3 

 

 

 

香氛精油與現代人情緒及心理關係之研究 

英文摘要 

Because modern people’s lives are busy, more and more people use 

fragrance oils to relieve stress. Therefore, essential oil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life. In addition, 

researchers themselves have the habit of using essential oils, and 

there are  most people who  are also not familiar with the efficacy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various fragrance oils, so we decided to 

delve into this topic.Therefore,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essential oil aromas on the three levels of human body, 

psychological feelings and cognitive status (familiarity, likes, 

color associ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effects, an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Collect information on essential oil users and 

analyze them in an integrated manner. It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fragrance oils on the body and psycholog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provide the public with a more 

specific reference when choosing and using essential oils. In the 

end, I hope to achieve the following three goals: 

 (1)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essential oils on the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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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s psychological emotions  

(2) To promote consum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benefits of various 

essential oils, thereby increasing their willingness to buy, and 

purchasing suitable essential oils  

( 3) Share the information we have compiled through social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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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社會中壓力無處不在，每天都需要接收到大量的資訊，不管是大

人還是小孩都會有各式各樣的壓力必須面對
 
。研究顯示，香氛精油療法對

於人體調整、穩定情緒、安慰心靈等方面，都有良好的效果，成為現代人

日常生活中美容養生保健的方式之一。但大多數的人並不知道除了芳香的

功能以外還能有影響情緒心理的功效。精油到底為甚麼具有這麼神奇的療

效？它是如何改善人類的身心狀況？促成我們想更加了解香氛精油的動

機。 

 

                        第二節 研究動機 

 
本研究的動機正因為現代人在日常生活中時常會累積許多壓力，而情緒、壓

力及憂鬱往往都促使身心理疾病的產生。大多數的人在生病之後，除了就醫之

外，也有越來越多的人會去尋求一些自然療法，因此芳香精油隨著現代人的需

求漸漸變的重要，而情緒也是影響一個人行為的重要關鍵因素，一個人情緒的

好壞會造成身心理的變化，因此我們決定進一步去了解消費者對不同芳香精油

的味道對於感受的影響與情緒改變的關聯來做為研究主題，像是我們僅知道薰

衣草可以幫助睡眠和安定情緒，藉此想了解其他香氛精油還能夠帶給人甚麼樣

的情緒？同時也希望能使芳香精油產品的知識讓一般大眾去理解並更容易找到

符合自己需求的精油。我們將會利用訪談的方式以及搜集大量資料來做研究並

加以分析結果，也將更深⼊去探討其中的情緒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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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資料來源：劉玉玲 2007年 

 

第三節 研究目的 

(一)何謂精油？ 

（二）了解精油對人體的心理及情緒之影響 

（三）促進消費者更了解各式精油所帶來的益處，進而增加其購買意願，並購

買到適宜的精油 

（四）透過社群平台分享我們所整理出來的資訊 

第三章  文獻探討 

什麼是『精油心理學』？為什麼要學習精油心理學呢？因為精油不再單純作

用於生理或物理系統，而是啟動一個人身心靈的整體反應 

據世界衛生組織 2017 年統計，全球約有 3 億多人患有抑鬱症至 2020 年，抑鬱

症將成為繼冠心病後的全球第二大疾病。這暴露了當今人類最大的心理敵人情

緒。對情緒的覺察，學習發展與管理，已成為當今人類最大的挑戰。情緒也變

成人類三大進通媒介一「語言，肢體，情緒」中，最核心，最令人在乎，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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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現象與影響因數。精油與植物精油芳香療法，又能對人類的情緒狀態產

生多大的效用呢？   林坤輝著 2020年 

  現代精油如何對大腦發揮影響力很多人也曾問過我：透過嗅吸精油的香氣

也是一種心理治療嗎？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精油可以由鼻腔上方的嗅球接

受器傳送至嗅神經引起生理情緒反應。至於精油如何達到這種效果呢？原因就

在於精油是少數可以通過腦血管屏障的物質。我們的研究中有四個屬業簡單的

說就是一個通鴻系統，清除代謝廢物及外來物質，還有把所進入大腦的物質做

飾選的機制，流進層部的血液通過這些屬葉細胞，從血液成為屬髓液。由於血

展屏障的存在，将大分子通總在外，而精油是少數可以通過層血屏障的物買之

一，由於精油的分子細小易通過，所以很快的直接進入腦部組鐵，由於腦部系

統結構和邊緣系統的連結非常密切，因此精油的珍貴成分，能觸動我們的覺和

軀體感覺系統，精油的化學物質會觸發神經內的化學物釋出，產生放鬆，安定

或興奮的效果，因此對生理，心理產生極大的美好作用，進而可以利用精油改

善情緒生理的反應！這是心理健康與諮詢歷史上的一大成就。一個新科學的誕

生科學家與心理學家花了數百年的時間，試圖要了解我們稱為情緒的現象，雖

然科學還未能確切說明實際的運作機制，但我們已知曉情緒對健康許多面向都

有非常巨大的影響。     林玉清著 

  

  精油中的香氣分子進入人體的方式有兩種：嗅覺吸入和皮膚吸收，當我們

呼吸的時候，精油散發到空氣中的香氣分子會進入鼻腔，附著在嗅覺神經末梢

上，並且將香氣分子特有的化學物質轉變成神經傳導信息，直接傳遞到大腦前

葉的嗅覺中樞，觸動腦部的邊緣系統，進而引發情緒反應。不同的精油香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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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讓人產生不同的情緒效果，如果我們需要提神、舒緩、興奮、或者抗郁等

不同效果，選擇具有對應作用的精油，並掌握各種精油的情緒效果，是芳療入

門的必要一課。   高曉寧著 2009年 

參考文獻 

寧靜複方精油 

產品介紹：能讓內心增進靜謐，獲得安心及滿足感。取一至兩滴塗抹於手腕胸口或頸

部肌膚，放慢腳步，深吸一口氣，消除焦慮，不安，恐懼，重回沉著安然的自己。 

主要用途：增進靜謐，安心與滿足的心情，消除焦慮與不安情緒 

影響身體系統位置：內分泌生殖系統（賀爾蒙）情緒平衡 

使用方法： 

1.夜晚時擴香使用，營造寧靜氛圍幫助睡眠 

2.感到焦慮時，於掌心倒入一滴摩擦雙手後深吸香氣 

3.考前，演講，報告等讓人緊張，憂慮時擴香使用或深吸香氣 

4.塗抹於足底，撫平孩子焦躁不安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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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精油在人體作用的途徑圖 

資料來源：莊翔筑 2007年 

第四章 研究方法 

第1節  研究流程 

提出問題 

蒐集資料 

分析資料 

提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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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節 研究架構與實驗設計 

 

 
表５ 

 

 

第3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以訪談芳療師的方式為主及到圖書館找尋相關書籍，對香氛精油

有初步了解之後，再從網路上查詢香氛精油有關的研究文獻，仔細詳讀、

歸納、統整。接著分析使用常見精油的方法，做出結論。 

  (一) 透過創辦一個 Instagram社群平台並利用發文來逐一分享，發文類型主

要   有兩大類： 

       1.主要以分享木香，花香，果香三大類精油能帶來的心理情緒影響及各

別功  效，並讓使用者能挑選到更適合自己的精油種類 

       2.芳療師訪談內容分享 

（二）透過 instagram 的限時動態分享有關精油的心理測驗及星座與精油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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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與粉絲做互動 

（三）舉辦精油抽獎活動 

第4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1） 因為研究者的能力限制，本研究在選取個案時僅針對研究者周遭的親朋

好友進行調查，涵蓋面不足為限制條件之一。 

（2） 本研究採用訪問芳療師並收集大量資訊，所以看法皆為主觀意識，可能

會造成誤差。 

第五章 結果與討論 

 

 本次研究主要透過我們自己所蒐集並統整的資料與芳療師的訪談中，收穫了 

 少與精油的相關知識，許多一開始的疑問也都得到了解答，我們也統整出了 

以下的結果： 

●  精油為什麼會有療效？ 

我們認為芳療的世界裏，精油都是大自然賦予我們的禮物，每一種芳香分子都

有著它們的獨特意義及使命。真正的精油是從植物中的種子、樹脂、樹皮、花、

葉、果皮、果實、根等萃取出來的芳香物質，是混合 

多種化學分子的芳香複合物，100%自然而成的天然化學物質，每種精油都有各

自的特質及功效，都是能發揮療癒的芳香力量。透過「吸嗅方式」或「皮膚吸

收」的使用方法，細小的芳香分子會經由身體的內循環到達目標系統，如： 

   1）「吸嗅方式」能透過呼吸循環，使芳香分子傳送到血液或經嗅覺神經   

到達大腦邊緣系統，進而影響情緒及感受； 

   2）而「皮膚吸收」則透過按摩或塗抹方式，將不同以介質稀釋後的芳香   

分子經皮膚吸收並於體內循環，療癒身心。 

   不同的吸收方式，都能讓細小的芳香分子到達目標的組織器官並發揮其   

療癒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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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油是如何影響心情？ 

運用精油時，透過「吸嗅方式」能讓芳香分子經嗅覺神經到達大腦邊緣系統*，

從而調節身體的情緒狀態。（*邊緣系統是影響人體內分泌及自主神經系統，從

而影響我們的行為及情緒表達，如開心，愉悅、憤怒或激勵。）有研究發現，

透過使用不同的精油，所形成的腦電波活動均有著不同的形成，如： 

1.使用橙花或玫瑰精油時，能引發 DELTA、ALPHA 電波，是帶放鬆的訊號。 

2.使用羅勒或黑胡椒精油時，能引發 BETA 電波，則是清醒及警覺的訊號。 

由此可見，芳香分子對我們的情緒及心情帶著不同程度的影響。 

●   精油能改善憂鬱症嗎？為什麼？ 

  長久而來，不同國家都有研究及臨床經驗，發現精油能對幫助到因壓力而

受情緒影響的人，如焦慮症及憂鬱症等。嗅覺能直接影響身心感覺，如腐爛的

水果味或香味四溢的花朵味都促使我們的大腦有不同的喜惡及感覺。精油的芳

香分子能透過嗅覺神經，把芳香訊息轉化成電流訊號到大腦的邊緣系統；或透

過皮膚吸收，將已稀釋的精油分子於體內循環，從而影響我們的情緒、感覺及

記憶，有效緩解因壓力所洐生的情緒問題，達到療癒之效。如果雖然芳療只是

一個輔助療法，無法完成取代傳統的西方醫學，但不同的研究及臨床經驗都證

實，如果兩者能同時輔佐並用，的確可以看到很不錯的療癒效果。  

 

●   哪種 精油 最適合在（1.讀書時、2.睡前？提升自信？）做使用？

而  哪種不適合？ 

        運用精油前，可先思考希望達到什麼療癒，避免因錯誤選擇而令效果

不如理想。如需要放鬆時，使用激勵作用的精油，可能會造成反效 果。想要

有激勵作用的時候，像是讀書時可使用一些能讓頭腦清醒及專注力提升的精

油，推薦：檸檬精油、胡椒薄荷精油。而需要提升自信時，可使用一些能振奮

心情、找回活力的精油，推薦：天竺葵、佛手柑、葡萄牙柚精油。想要有放鬆

作用的時候，像是睡前就可使用一些能沉澱心情、幫助睡眠的精油，推薦：薰

衣草、甜橙、苦橙葉精油。 

●   如何去挑選品質好的精油？怎麼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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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芳香療法越來越普及，在市場上都能隨意看到精油類的產品，但

真正能達到植物性療癒效果的精油卻需要慎選，因為如果誤選了劣質的

精油用作芳療，有可能會傷害到健康及身體。以下提供一些建議作為選

購產品時參考，選購優質的精油，才能讓我們真正達到真正的芳療效

果： 

 1.標籤標示 

 真正的精油通常會標示 100% Essential Oil 或 Pure Essential 

Oil，大多 會一同標示其植物的拉丁學名（多以斜體字標示），例如：

佛手柑的英文為 Bergamot，而拉丁文學名為 Citrus bergamia。 

 2. 包裝材質 

 精油是很容易揮發且會因光照變質而失去功效的濃縮精華，因此大多 

會以深色具阻光效果的玻璃瓶盛裝，一般以深藍色和琥珀色的玻璃瓶居

多。一般不建議購買以透明玻璃瓶或塑膠瓶存放的精油，真正的精油會

因儲存而分解釋出塑膠瓶中的有毒成分，故應避免因而造成安全疑慮。 

 3.品質價格 

 真正的精油通常都價格不斐，因為其價格包含了植物的栽種、採   

集、萃取芳香植物的時間及成本。 

●   認為應該如何選擇最適合自己的精油呢？ 

精油是芳香物質的精華，而氣味都是主觀的，與記憶有著強烈的連 結

性，大多可依據自己所喜歡的氣味作為選擇的參考。除了芳香選 擇，

精油運用亦需視乎身體的狀況，選揀合適的產品，如：G6PD 患 者（蠶

豆病）應慎選含有薄荷腦成分的精油，如胡椒薄荷精油；而懷孕中的女

士在使用精油前，亦可先向註冊芳療師查詢相關的安全意見。 

●  「精油」及「芳香療法」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芳香療法是透過以合適的精油來平衡身體與心靈的整體療癒。運用植物

中全天然的芳香物質，以其獨特的療癒功效，來讓身心找回平衡。而芳療的方

式有好多，如：透過按摩、擴香、泡澡、搭配保養品或製作精油小物來使用。

不同的受眾可按照自身的情況，選擇合適使用精油的芳療方式，從而獲得療癒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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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精油能夠透過鼻子的嗅吸以及皮膚的吸收，對身體進行反應來完成療癒的工

作，香氣是精油的靈魂所在，嗅覺則是人類的生存本能。能夠被嗅聞的物質必

須有揮發性，精油就是此種物質。從解剖生理來看，人類大腦邊緣系統主管情

緒(快樂、憤怒、悲傷、痛苦、恐懼、性慾)、短期長期記憶、行為、學習、思

考鼻腔與大腦邊緣系統互相連結，氣味分子被鼻腔中的嗅覺神經感知後進入大

腦，當下的情緒、行為交織而成為一種個人記憶。舉個例子來說，當親人去世

喪禮會場點著沉香，而你是第一次嗅聞到這種氣味，此時你悲痛難耐，事後某

天在某個時間你又嗅聞到同樣的氣味，你開始哭泣了，因為你想起你過世的親

人及當天的場景，這就是氣味與記憶、氣味與情緒的連結。因此，很多書籍都

說透過嗅吸能夠療癒情緒，甚至減緩病痛，那是因為有很多的疾病都來自於自

我的情緒壓力，所以如果某個精油的香氣能夠讓你有美好的回憶及經驗，就多

用這個香氣的精油吧!這對於平衡你心理壓力有很大的幫助。 

     而在這些資料的研究中，我們沒有蒐集到憂鬱症的個案經歷，但我們認為

精油的確可以作為療程中的一項輔助，憂鬱症也是一種情緒疾病，常常有失落

與無望的感覺，就如同上面所描述的透過嗅吸連結大腦邊緣系統進而影響情

緒。以上是我們的專題研究，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