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ody Programme 身體能量課程 
導入波的模式說明 

 

B1:  Constant 恆長波以扭動式按摩（不間斷)使用全身按摩之能量波 

B2:  Tango 肌肉韻律按摩及訓練肌肉、能量間歇波(運作5秒、歇息8秒)     

     (EMS功能） 

B3:  Soothe 舒緩按摩止痛、麻醉 (以秒漸近式按摩) 

    （強刺激=交感神經提升用）以及自律神經調理 

    （溫和刺激=副交感神經提升用) 舒緩 、促進靜脈迴流、          

B4:  Relieve 外丹功按摩，有促進血流速度與舒緩肌肉、神經的效益 

B5:  Harmonise  平衡按摩、較低層跳動波、用於舒緩神經(低階腦波) 

B6:  Rejuvenate 活化按摩、較高層跳動波、用於舒緩肌肉(高階腦波) 

建議: 身體每部位操作15分、全身勿超過40~50分  



補充醫學替代療法  

隨著人類社會發展和疾病譜的變化，人們逐
漸認識到原有醫學模式的不足，如何開拓人
類-身、心、靈之補充醫學替代療法，為現
代醫學拓展了另一種的境界，賦予了更豐富
的內涵。醫學需要突破，需要一種思維模式
和研究方法的突破。但這個突破在哪裡？ 



•人體平衡美學工程,既彌補了中醫的失落，又完善
了西醫的不足，找到了解決問題的關鍵。 

•在這個模式之下，人體的肌肉、神經、呼吸、消
化、內分泌、生殖、循環、免疫、淋巴、能量
(Energy)等系統的生理功能均得以調整、恢復和
提昇免疫力。 

•須結合營養學及養生保健和美容及美體，使大家
有預防醫學觀念，實現健康美麗的人生，許多難
以解決的問題，以平衡美學工程都給予了合理的
解釋及有效的治療。 

補充醫學替代療法  



 人體平衡美學  

•人體平衡美學理論既概括表述了東方十二
經絡之學說體系，又結合了西方生物能量
及生理醫學體系結合傳統醫學和現代醫學
的本質特點，顛覆了傳統醫學和現代西醫
的理念方法、提示了現代醫學的發展方向
。 



• 人體各個器官和系統也在內部保持著資訊
與能量的互換，它們協調統一，共同維護
著人體的動態平衡。健康就是生理平衡，
疾病就是生理失去平衡，治療就是恢復生
理平衡。 

   人體實現了和諧運轉，就會得到健康美麗 

補充醫學替代療法--平衡美學 



•澳洲JOY‘S 公司研發團隊結合了多年來研究先進
科技及開發儀器之經驗、更致力於人體健康之努
力、故創新開發了全方位之--能量波動儀 
LifeEssence Pure 使人體生理達到平衡與健康，平
衡美學工程學與人體健康是息息相關的、可使經
絡氣血得以疏通、臟腑功能得以調整、身體實現
了和諧運轉、就有健康與美麗的人生。 

•能量波動儀是解開生命能量的密碼也是生命科學
健康產業的新趨勢，其探索宇宙間人體能量之奧
秘與肌骨平衡美學可達--鬆肌、舒筋、體雕  



解開生命能量的密碼 

生命科學健康產業新趨勢 

 補充醫學替代療法 

探索宇宙間人體與能量之奧秘 

肌骨平衡美學、鬆肌、舒筋、體雕 

頂極能量波動儀 



•補充醫學替代療法、對人體自癒能力的研
究、具有極大性的挑戰、補充中西醫學之
不足、平衡人體整體系統架構及陰陽調合
而產生正面能量將其應用於預防醫學與保
健、實現健康美麗的人生 

頂極能量波動儀 



開發方針:  

頂極能量波動儀開發之使用能量波所產生之物理韻 

動、透過每秒快速震動刺激及肌肉律動。 

可讓身體組織或器官的運行依照使用者的喜好進行 

被動式按摩並使下垂及鬆弛之肌肉獲得改善、可使 

會肌肉回復青春有彈性、擁有好臉色及好曲線。 

頂極能量波動儀---喚醒肌肉神經之密碼 



將表皮分成四層的說法 

使用能量波動儀導入，可以避免在此處
因發熱兒過敏、刺痛，或燒傷 

黑色素細胞、色素 

角質蛋白細胞 

脂肪細胞 

頂極能量波動儀 



•微血管循環組織是供應皮膚細胞養份, 水
份和氧氣的血管,皮膚靠它得有能量來新陳
代謝、吸收、合成、修復等生理之作用, 
微血循環不好、膚色會不好、水份保持失
調、皮脂腺失控、各種皮膚問題接踵而來, 
因此、維護微血循環的通順、亦是重要的
護膚工作。 

頂極能量波動儀與皮膚之解析  



頂極能量波動儀 

能來改善皮膚有下列幾個方法： 

• 從皮膚外側輸入電能的能量，對皮膚促使
微血管舒張刺激平滑肌或骨骼肌做間歇性
的收縮與放鬆並使微血管內部發生「幫浦
效應」，來促進血液循環刺激感覺神經之
高或強度，來牽動自律神經的調整。 

• 利用「經絡」或「穴道」的反射作用，來
調理器官、組織，或系統的抑制或興奮。 



主旨: 
神經系統可說是整個人體的控制中心，由能量神經活化
術整體的療程，可以改善神經傳導功能、使肌肉放鬆、
增加循環、提升新陳代謝，因為我們所注重的不僅是肉
體上的放鬆，因為有許多疾病的形成多半與神經傳導有
相互的影響。若神經傳導無法活化及安定自律系統，身
體不但無法迅速復原，反而造成身、心的疲勞。所以在
療程中更重要的是神經傳導可以達到活化與平衡，才能
達到身心的平衡與健康。 

頂級波動能量癒療術 



能量醫學-神經系統 
   人體的各部分、器官、組織都有
其各自所司的功能，且以這些功
能共同來維持生命，其功能作用
就是生理作用就像軍隊、團體一
樣，要使他發生有效的作用一定
要有個總指揮和指揮系統，不然
根本就無法使這一團隊做有規律
且有效的行動，而在人體中擔任
總指揮和傳導命令系統作用的就
是腦、神經系統。 



頂級波動能量癒療術 

適合：長期的疲勞肌肉緊繃、自律神經失調、頭部缺氧(頭暈 
      、頭痛)、肩頸僵硬酸痛、腰酸背痛、五十肩等問題 
 
特色：採用波動電流刺激神經傳導、安定自律神經，帶動肌肉 

   被動式按摩，改善乳酸囤積現象、放鬆肌肉，加速血液 
   循環，放鬆規律式的按摩加速身體皮表迴圈，讓肌膚新 

   陳代謝更好。 



•可使全身細胞一一復甦，重新存活使全身60兆個
細胞重新充滿生氣，完全活動，調整自律神經改
善失眠，去除身心的緊張，從體內得到放鬆，同
時提高免疫力(自癒力)防止癌細胞增殖，借著活
化細胞而恢復年輕，尤其對於精神壓力所造成的
憂鬱症、躁鬱症，患者更是不可或缺的物理療法，
強化五臟六腑、疏通14經絡、增強氣血循環、加
速人體代謝。  

波動能量儀的功效 



波動能量儀的特色 
•科技：科技時代讓儀器替代人力，讓美容師、舒療師、足底

按摩師，不再出賣勞力 
 

•速度：深層波動理療，效果馬上看的到，客戶回店率高、口
碑相傳、客戶快速倍增 
 

•完整：從頭到臉、全身、手、腳、從內到外、從淺到深、從
點到線到面，一機搞定，無須重複投資 
 

•簡單：操作簡易、快速傳承、人員易培訓，不易流失 
 

•價值：專業理療、服務客戶、加倍獲利、自己DIY、服務自
己、加倍健康 
 

•產值：提升產品30倍的吸收、效果加倍呈現、客戶回店率高  



•淋巴引流─ 
此能量波使肌膚神經肌肉激勵有效達
到身體肌肉運動並增加血循及淋巴輸
送效率、並幫助身體排出多餘毒素、
深入改善存在身上過多氣結、有效調
節乳酸囤積問題。   
 

•自癒理療及體型雕塑─ 
用於皮膚表面，可帶動肌肉被動式按
摩及儀器所產生之韻律按摩加速身體
表皮均勻度、針對蜂窩組織所造成凹
凸不平整肌肉外觀，有效修飾、提拉
臀部曲線。  
 

功
效
與
應
用 



• 頭頂輪  
將神經系統按摩精油＋肌肉系統精 + 迷迭香精油 
以指腹按壓(眉心輪)睛明穴滑落於太陽穴並將精 
油 塗於髮溝，露出頭皮部分並找出氣 結，以指 
腹按摩舒緩放鬆緊繃頭皮神經預防偏頭痛 

 
• 肩頸痠痛  
甦醒身體心靈與肌膚的整體循環及放鬆肌肉，讓 
肌膚的每個細胞通體舒暢，幫助您消除疲勞與壓 
力、 活絡全身筋骨、促進血液循環及新陳代謝、 
預防五十肩、腰痠背痛、使用神經系統按摩精油 
＋肌肉系統純質精油+循環系統純質精油 

 
• 淨化腹腔  
消除儲存於腹腔上糾結之結締組織所形成之脂肪  
過多的現象或因生產造成的妊娠紋、找回健康、 
調理 體質、創造窈窕曲線  

功
效
與
應
用 



功
效
與
應
用 

• 提拉微整型─ 
除青春痘、黯沈、臘黃、凹洞修補、雕塑臉型，可
白皙光亮緊實。治癒疤痕，淡化斑點，防止臉部肌
肉下垂，臉上細紋、法令紋、抬頭紋，改善眼袋，
增加皮膚抵抗力，給女人一個水水亮亮的迷人臉蛋。 
  

• 能量美胸─ 
能量美胸使乳房細胞活性化,同時令乳腺發達,並促
進生長脂肪,使其胸部自然成長 
 

• 手足關節  

   針對關節疼痛、手麻、活化手臂的經絡、疏通腋下
淋巴 

   及蝴蝶袖並有助於深層淨化膚質。 
   舒壓美腿 刺激新陳代謝 、改善腿部腫脹 、舒緩肌

肉酸痛 、改善靜脈曲張 、美化腿部曲線 幫助內分
泌平衡(足三陰) 、促進血液循環暢通 。 



 

 

肌肉系統 

•肌肉組織構成身體重量60%的重量 

•人體共有700條肌肉 

•可使身體運動 

•提供骨架及內在器官之穩定性 

•產生大量之體熱 

•肌肉系統塑造，覆蓋並具有支撐骨架，
保護身體內在器官的功能，然而肌肉
系統最主要的功能還是在於產生人體
上的運動，並可分為隨意肌(骨骼肌)
約500塊，佔體重40%，不隨意肌(內
臟肌)約佔體重50%。 



成分：肉桂 薄荷 羅勒 迷迭香 鹿蹄草 羅馬洋甘菊 

 

【肌肉系統精油】 

此複方按摩精油可幫助肌肉系統及關
節系統可透過刺激循環及具排毒作用、
因所含精油之有效性成分在修護過程
中具止痛及活絡及提高肌肉張力作用、
可著重在止痛活絡並恢復平衡、提昇
身體自癒力及創造活力 

12ml 100ml 

適用症狀：瘀清 背痛 痛風 關節炎 肌肉酸痛 抽筋 扭拉傷  



神經系統 
•神經系統是身體的聯絡網，具有協調及控制

的功能。神經系統能察覺體內、體外環境的
變化，並將訊息加以整合，然後協調肌肉的
收縮腺體的分泌。 

•自主神經系統是兩個互相拮抗的系統，再區
分為交感神經及副交感神經，作為身體自動
調節的工具，是在沒有意識或潛意識下進行。 

•當壓力對身體的影響大到到無法承受時，頭
痛、記憶力差、失眠、疲倦、焦慮、精神差
及免疫力低下等困擾隨而起。 



【神經系統精油】 

成分：依蘭 岩蘭草 馬喬蘭 佛手柑 薰衣草  

適用症狀：壓力 頭痛 失眠 憂鬱 煩悶不安 欲提振精神 集中注意力  

有效的強化神經系統、成份中之有效成分具
有放鬆與鎮靜的療效可改善偏頭痛及失眠，
當你心力交瘁時使用此精油後可讓身體舒緩
壓力並體會到豁然釋懷與放鬆的感覺並使心
靈沉澱然後達到平衡之和諧感。於芳香療法
整體的療程中，在療程中更重要的是精神領
域可以達到舒適與平衡。 

12ml 100ml 



• 良好的血液循環對全身有相當的
幫助。換句話說，循環系統若不
夠健全，則身體上的疾病就會一
一的反應出來。當血液循環功能
變差時，會有一個惡化的過程癢
→酸→痛→麻→痺~約有2/3的疾
病與血液循環不良有關，例如:
心臟病、腦血管病、肺炎、糖尿
病、支氣管炎、敗血症。 

循環系統 



【循環系統精油】 

成分：絲柏 檸檬 白千層 金盞花 廣霍香 迷迭香  

適用症狀：心血管疾病 靜脈曲張 痔瘡 手腳冰冷 高血壓 低血壓  

此精油屬溫暖性，可幫助循環系統功能，
精油的有效性成分中如絲柏，廣藿香與
迷迭香，著重於改善血行並幫助修護微
血管壁，同時強化靜脈平滑肌及靜脈之
彈性以改善靜脈曲張，使身體血液運作
功能正常。以芳香療法之按摩和泡浴達
到舒緩及解壓之功效。 

100ml 12ml 



    SPA 微精體霜 
BALANCING  ENERGY BODY MASSAGE GEL 

    特殊微精機能性美體霜、其有效成分能幫助體內進
行協同作用、促進女性荷爾蒙達到平衡、緩和情緒、
放鬆肌肉組織、滋養，柔嫩。平靜身心靈，配合身、
心、靈按摩、讓您得到平安祥和之感、含美療滋補
元素，釋放出細胞所需之營養及能量是唯一超精緻
之媚力霜。 

成份：玫瑰果油ROSE HIP OIL: 促進循環.舒解壓力.抗疤, 

                       消除妊娠紋 

薰衣草LAVENDER OIL: 活化細胞再生.鎮靜.平撫.抗發炎 

橙花NEROLI OIL: 滋養,柔嫩.平靜身心靈,安撫更年期之症狀 

脂質囊Liopsome:美療滋補元素,釋放細胞所需之營養及能量 

維他命E TOCOPHERYL ACETATE: 抗氧化.抗自由基. 

      抗老化.抗發炎. 防止細胞膜脂質遭受破壞 

蘆薈萃取液ALOE BARBADENSIS : 殺菌.保濕 強化鬆弛組織. 

                          



頂級波動能量癒療術 

流程 操作理療用品 功               效 

清潔 精油沐浴乳 含天然植物精油之萃取，從清潔開始就同時舒緩壓力，深層潔淨 

去角質 青松角質粉 
含松、薰衣草、茶樹之精華，排除毒素，有效去除身體多餘之角質，使肌
膚柔嫩助吸收有效成分 

精油SPA泡澡 
循環系統+ 

薰衣草泡澡精油 
具抗菌效果同時幫助神經之安定、達到放鬆.釋壓之功效 

能量開穴 
神經系統純質精油5d+ 
肌肉系統純質精油5d+ 
循環系統純質精油5d 

針對穴位點壓能量開穴，利用植物精油之能量，可讓身體舒緩壓力、提高
肌肉張力作用，輕盈的律動手法可幫助精油滲入肌膚達到深層療效，舒緩
肌肉、安撫神經、增加血循。 

能量美容 
SPA微精體霜  

(操作時間30分) 

搭配光電氣功能量儀刺激細胞活力增強，加速血液循環，調理神經系統平
衡，幫助體內協同作用，舒緩壓力，平撫情緒，釋放細胞所需營養及能量
讓身體保持年輕與活力 

能量排毒體敷 
超微粒天然活性礦泥+玫

瑰軟膜調合液 

幫助肌膚深層排除毒素，使肌膚回復純淨健康，保水與溫和地修護、潤澤、
賦活肌膚、使膚色清新光澤 

加強保濕 玫瑰純露 柔嫩肌膚、補充水分 

居 家 保 養 

長效護理  神經系統精油(12ml)+肌肉系統精油(12ml)+循環系統按摩精油(12ml) +SPA微精體霜(500ml) →玫瑰純露 



頂極美容-黃金比例微整形 

•人體細胞的生長，新陳代謝、繁殖和細胞分裂，都是靠
微電流產生作用；但隨著年齡的增長，人體所產生的微
電流就會減弱，皮膚無法維持平衡的電流流動，繼而導
致各種問題出現，就如皺紋、鬆弛、暗啞等等。 

•微電流能量波研發，能直接刺激皮膚底層細胞，使細胞
活躍獲得滋養，同時能增加骨膠原素和彈性蛋白。 

•通過微能量波美容，顧客所獲得的護理是由內至外的，
因此除了底層細胞變得活躍之外，皮膚表面也會達到光
滑、滋潤和黃金比例微整形之效。 



波窈窕塑身 

•肌肉持續強直收縮會分泌一種叫做脂肪酶的酵素脂肪
酶可與皮下脂肪產生酵素反應，讓皮下脂肪產生解離；
利用電刺激讓肌肉持續強直收縮來達到被動運動和塑
身的效果。 
 

•現代運用：促進肌肉被動的收縮、運動，達到消耗體
內熱能、減重，若能搭配運動、飲食控制效果更好，
減肥後不易有皮膚鬆弛的問題，也可用在局部塑身  



 

1.一般DIY波動法  
請坐在椅子上或坐墊上，使用最初請選弱， 
每部位時間15分  

頂級能量波動儀的基本療法 

2.能量睡眠法 
請將2片導電墊片放在床使用，可調式分五段 
(剛開始使用請盡量調弱)  
使用最初請從30分鐘開始，漸漸增長。  



 3.能量經脈療法 
局部治療使用能量波手套，對於疼痛及僵硬部位等 
部位給予集中使用滑鼠打圈式的局部按摩，在比 
較大的面積上激勵，亦可以用手套指尖按住在一 
個穴位約1-10秒、出力集中深層激勵有類針灸之 
效，謂之能量經脈療法(刺絡)。 

4.能量按摩波動療法 
全身使用滑鼠或能量波手套，對於疼痛及僵硬部位 
等部位使用打圈式的全面式按摩，在比較大塊肌 
肉激勵，以達松鬆肌、舒筋、整骨之效。 



 
5.能量美胸 
全身淋巴排毐、疏通乳腺、預防胸部硬塊、氣 
結防止胸部的下垂及外擴。 
 
A.乳癌主要有以下之症狀 
一、乳頭凹陷。               
二、無痛性乳房腫塊。 
三、腋下淋巴腺的腫大。 
四、乳房外型改變,局部凹陷或突出。  
五、乳房皮膚有橘皮樣變化,紅腫或潰爛。 
六、乳頭異樣分泌物,尤其是帶血狀分泌。 



 
B.乳房的自我檢查四步驟  
第一步: 端坐鏡前,雙臂自然下垂,看看兩側乳房有 
        無大小不同,形狀怪異;皮膚有無皺縮或凹 
        陷、乳頭有無改變;輕壓乳頭 有無液體流出。 
        其次,兩手上舉,同樣觀察乳房。 
第二步:浴後仰臥,將浴巾或小枕頭置於肩下開始檢 
       查,查完一邊換邊查。 
第三步:輕觸乳房組織,注意有無發現硬塊或增厚的變 
       化、切記要包括所有的胸部組織。 



 
第四步: 坐正,將一手放在頭後部,重複以上步驟, 
        如有發 現任何異狀,請盡快去找專科醫師 
        覆查,確保安全。或增厚的變 

 
 

 



6.能量窈窕塑身 
肌肉持續強直收縮會分泌一種叫做脂肪酶的酵素脂
肪酶可與皮下脂肪產生酵素反應，讓皮下脂肪產生
解離利用能量波刺激讓肌肉持續強直收縮來達到被
動運動和塑身的效果。 
現代運用：促進肌肉被動的收縮、運動以達到消耗
體內熱能、減重，若能搭配運動、飲食控制效果更
好，減肥後不易有皮膚鬆弛的問題，也可用在局部
塑身。  

 



Face Programme 臉部能量課程 

導入波的模式說明 

• F1: Constant 導入連續波、用於較厚的皮膚導入離子 

• F2: Cyclic 泳動 (每秒一波)用於較薄的皮膚導入離子 

• F3: Intermittent 躍動波、用於導入兼舒緩神經之用  



Body Programme 身體能量課程 
導入波的模式說明 

 

B1:  Constant 恆長波以扭動式按摩（不間斷)使用全身按摩之能量波 

B2:  Tango 肌肉韻律按摩及訓練肌肉、能量間歇波 

B3:  Soothe 舒緩按摩消炎、止痛、麻醉 (以秒漸近式按摩) 

    （強刺激=交感神經提升用）以及自律神經調理 

    （溫和刺激=副交感神經提升用) 舒緩 、促進靜脈迴流、          

B4:  Relieve 外丹功按摩，有促進血流速度與舒緩肌肉及神經的效益 

B5:  Harmonise  平衡按摩跳動波、用於舒緩神經 

B6:  Rejuvenate 活化按摩跳動波、用於舒緩肌肉 

建議: 身體每部位操作15分、全身勿超過40~50分  

能量波動儀 



能量波動儀使用程序 

插入電源→按開關ON/OFF 按鍵選擇F或B 

→選擇F 或 B後再功能模式 

→按Depth 深度→按Timer設定時間→選擇強
度按鍵Intensity →關閉電源 



能量波動儀使用詳細說明: 
 

1. 插入電源 

2. 按開關ON/OFF 按鍵  

3. 選擇Face Programme 臉部課程或Body Programme 身體課程按鍵。 

    選擇後第一模式LED將會亮燈 、一次只能選一項功能。 

4. 選擇F 或 B後再功能模式按鍵 (例: F1、F2….或 B1、B2….)  

    一次只能選一項功能。 

5. 接下來按Depth 深度按鍵1~7 段、(#1段建議與B1並用)、可依個人需要選擇 

6. 再選擇Timer設定時間、每按右鍵一下就加5分、每按左鍵一下就降5分、 

    以60分為一循環、依個人需要設定時間長短。 

7. 最後按選擇強度按鍵Intensity、每按右鍵一下就升一段、每按左鍵一下就降
一段、從1~32 可依個人需要選擇至適當的段數。 

8. 每換一種功能按鍵選擇、功能自動歸零、則需重新選擇。 

9. 使用完畢後務必關閉電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