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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一般民眾進行不熟悉的運動、動作或運動員突然增加訓練量及強度，尤其是其中包含高強度的離

心收縮；亦或是長時間的耐力性運動，容易在運動後造成細微的肌纖維損傷 (exercise induced muscle 

damage, EIMD) 的問題，並且會導致人體誘發延遲性肌肉痠痛、最大收縮力量下降、關節活動角度

減少、運動肌群發生腫脹、本體感覺失調等現象。造成人們日常生活動作品質不佳、影響運動員的

競技表現，且可能會提升受傷的機率。遠紅外線 (far-infrared ray, FIR) 在臨床醫學上已被使用做為減

緩肌肉疼痛、加速術後恢復的一項處理手段。近期，有文獻提出 FIR 可做為 EIMD 的有效恢復手段

之一。因此，本文收集以及整理 FIR 相關文獻，針對 FIR 介入對 EIMD 的恢復效果以及可能機轉做

探討及剖析。並且提出一些建議及未來研究方向，提供給有興趣之讀者做為參考。 

 

關鍵詞：延遲性肌肉痠痛、肌肉力量、生育光線、光療法、離心收縮 

 

壹、 緒論 

當一般民眾進行不熟悉的運動或是動作或運動員

突然增加訓練量及強度，尤其是其中包含大量的離心

收縮，例如:阻力訓練 (如二頭彎舉的放下動作)、登山

時的下坡階段或是足球員在高速行進下急停煞車、快

速的方向變換等；或是進行長時間的耐力運動 (如:馬

拉松 )，容易在運動後造成細微的肌肉纖維損傷 

(exercise-induced muscle damage, EIMD) 。人體在

EIMD 後會進入到急性發炎期，並吸引嗜中性球 

(Neutrophil)、巨噬細胞 (Macrophage) 至受損組織中

進行細胞碎片的清除，造成發炎指標上升，如介白素

-6 (Interleukin-6;IL-6) 含量上升、提升環氧合酶 -2 

(cyclo-oxygenase-2, COX-2) 活性以及前列腺素 E2 

(prostaglandin E2, PGE2) 的合成  (陳忠慶，2004; 

Armstrong, Warren,, & Warren, 1991)，而 COX-2、PGE2

在人體內濃度上升會誘導人體產生痛覺敏感，被認為

是導致運動後延遲性肌肉痠痛 (delay onset muscle 

soreness, DOMS) 的可能機制之一  (Smith, 1991)。

DOMS 與一般的急性疼痛不同，其疼痛高峰期約出現

在運動後第 24-72 小時之間，因 DOMS 具備明顯的臨

床症狀以及方便測量等特性 (可利用觸壓運動肌群、

關節被動伸展及彎曲、負重出力等方式評估)，是相關

領域經常用來評估 EIMD 的指標之一 (周台英等，

2020; 陳忠慶，2004; Clarkson & Hubal, 2002; Chen et 

al., 2019)。 

而 EIMD 的現象可藉由超音波、核磁共振 (MRI) 

以及人體肌肉活檢 (biopsy) 等方法觀察到肌原纖維

被嚴重破壞、Z 線排列錯亂等現象 (Clarkson & Hubal, 

2002; Raastad et al., 2010)，而當人體肌肉細胞遭受到

損傷，可以觀察到最大收縮肌肉力量  (maximal 

voluntary contraction, MVC)、關節活動範圍 (range of 

motion, ROM) 以及本體感覺會有立即跟長期性的影

響 (周台英等，2020; Chen, Lin, Chen, Lin, & Nosaka, 

2011; Chen et al., 2019)，而體液會堆積在損傷區域，

造成肌肉及皮下組織腫脹 (swelling) 並導致肌肉圍

度  (circumference) 增加等現象  (Chen et al., 2011; 

Chen et al., 2019; Howell, Chleboun, & Conatser, 1993; 

Nosaka & Clarkson, 1996)，並且伴隨著血液中蛋白質

如 :肌酸激酶  (creatine kinase, CK)、乳酸脫氫酶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的濃度及活性上升 (陳

忠慶、陳信良，2005; Chen et al., 2019)。而當人體出

現 EIMD 之現象時 (如：誘發 DOMS、本體感覺及

MVC 下降等)，容易造成日常生活動作品質不佳、影

響運動員的訓練品質或增加比賽的受傷機率，如減少

自行車選手的騎行距離、增加足球員的受傷機率等 

(Burt & Twist, 2011; Dupont et al., 2010)。因此，如何

加速 EIMD 後的恢復，降低運動受傷風險、增進訓練

效率以及維持運動表現是目前運科人員關注的焦點之

一。  

運動按摩、冷水浴、冷凍艙以及電刺激是目前運

科領域在 EIMD 後常使用的治療恢復手段。然而，

冷凍艙造價相當昂貴，目前使用範圍大多局限於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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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或是財力夠雄厚的運動團隊；運動按摩、冷水浴以

及電刺激介入模式容易對人體產生高刺激性的不舒適

感，且當治療部位具有開放性傷口時，上述的治療方

式在實施方面也會相當不便。遠紅外線 (far-infrared 

ray, FIR) 常見於臨床醫療上被作為一種輔助治療的

處理手段。其優點在於進行處理時，不易產生刺激性

的不舒適感，在臨床實驗上面並無出現任何副作用，

且操作簡便，一般民眾即可自行進行處理。在醫學臨

床實驗方面，研究證據顯示 FIR 能有效緩解疾病、手

術後引發的疼痛感  (Bagnato, Miceli, Atteritano, 

Marino & Bagnato, 2012; Liau et al., 2012; Wong et al., 

2012)。近年來，FIR 在細胞以及動物實驗上被發現具

有降低發炎反應 (如:降低 COX-2、PGE2)、抵抗氧化

壓力、促進體液流動及加速細胞組織增殖等效果 

(Leung, Lin et al., 2011; Leung, Lee et al., 2011; Leung, 

Lin, Chien, & Day, 2012; Leung, Yang et al., 2012)，且

有加速傷口恢復的特性 (Yu et al., 2006)，既使在運動

後出現開放性傷口時 (如：擦傷，需無出血狀態)，還

能利用 FIR 進行處理。因此，針對目前 FIR 的研究結

果以及其利用特性，在運科領域的近期文獻 (周台英

等，2020; 許聖宗等，2016; Loturco et al., 2016; Nunes 

et al., 2019; Nunes et al., 2020) 提出 FIR 可能可以做為

一項非接觸性、且溫和的 EIMD 之恢復手段。 

現今，FIR 已經廣為使用於日常生活當中並且做

為輔助臨床治療的處理手段，市面上更是已有各種琳

瑯滿目的 FIR 相關商品宣稱能促進疲勞恢復、減緩人

體疼痛、改善肌肉僵硬等功效，而常見的產品如：將

具有 FIR 射線的物質 (如:陶瓷粉末) 混入衣褲、運動

護具以及項圈當中，或是中醫診所常見的 FIR 照射燈、

桑拿等等，而不論何種型態的 FIR 加工品，其原理是

利用自身體溫 (衣褲、項圈等) 或是通電 (照射燈具) 

使陶瓷粉末加熱至一定溫度產生波長介於 4-14µm 之

FIR 射線，進而使人體吸收產生療效。近年來，FIR

應用於運動恢復開始蔚為風潮  (周台英等，2020; 

Hausswirth et al., 2011; Loturco et al., 2016; Nunes et al., 

2019; Nunes et al., 2020)。而據本文作者所知，目前並

無國內外文獻針對相關議題進行統整分析。因此，本

文分為以下幾個部分進行介紹：1) FIR 的原理、潛在

生理機轉及臨床功效；2) FIR 對運動後肌肉損傷之影

響；3) 結論、實際應用與未來研究。 

貳、方法 

使用 MEDLINE、PubMed、Google Scholar、華義

圖書館等數據庫進行線上檢索。關鍵字以布林邏輯，

使用連接詞 or、and 等組合搜索相關研究。以下字詞

為本文以布林邏輯組合之搜索詞：far-infrared rays、

delayed-onset muscle soreness、muscle pain、muscle 

strength 、 growth ray 、 phototherapy 、 eccentric 

contractions、 inflammation、exercise induced muscle 

damage、muscle fibers、exercise recovery、exercise 

performance、遠紅外線、延遲性肌肉痠痛、離心收縮、

運動後肌肉損傷、運動恢復、肌肉力量、發炎反應、

運動表現。 

二、納入及排除條件 

根據以下條件將研究納入本文討論範圍內：1) 英

文或是中文全文；2) 經過同儕審查 (peer review) 的

期刊論文；3) FIR 波長介於 4-14µm 之間 (界定此波長

範圍之原因請見本文第參章、第一節：FIR 的原理與

對人體之生物效應)。而研討會論文、海報、演講以及

學位論文則排除在外。 

參、FIR 的原理、潛在生理機轉及臨床功效 

一、FIR 的原理與對人體之生物效應 

在電磁波光譜當中，依能量的高低可區分為兩種

輻射。其中，游離輻射 (ionizing diation) 會導致物質

原子產生電子直接或是間接的游離作用，而另一種則

是能量不足以造成原子之電子產生離子或自由基的，

被稱為非游離輻射  (nonionizing radiation) (Ranger, 

1999)。而紅外線因其能量較低，故其屬於非游離輻射

的 一 種 ， 根 據 國 際 照 明 委 員 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llumination, [CIE]) 與相關文獻的定

義，FIR 是一種波長介於 3-1000 µm 之不可見光 

(http://www.cie.co.at/eilv/580; Sliney, 2007)。 

人類的身體組成中水分佔了 70%，在血液與軟組

織中更可高達 80%以上，是佔人體細胞組織比例最高

的成分，而水分子最有效的 FIR 吸收波長為 6.27µm；

另外一方面，人體細胞膜上的磷脂質、蛋白質及醣類

等，其吸收平均波長範圍介於 4-14µm 之間，因此人

體組織能夠有效吸收此範圍 FIR 的能量，而在波長落

在此區段 (4-14μ m) 的 FIR 在相關文獻當中又被稱

為生育光線 (growth ray) (許聖宗、劉于銓、黃琮濱，

2016; Leung, Lee, Tsai, Chen & Chao, 2011)。也因為

FIR 的波段落於生育光線的波段 (4-14µm) 容易被人

體吸收，因此，這也是為何目前 FIR 為人們所廣泛使

用的原因。 

人體在吸收 FIR 之後可引發兩個主要的生物效應，

即熱效應以及非熱效應。熱效應為組織中分子的振動

或轉動能階躍遷之能量差與紅外線光子能量發生共振

效應 (resonance)，使得分子振動或轉動，隨後釋出熱

能，並達到血管擴張的效果 (Vatansever & Hamblin, 

2012)。非熱效應是 FIR 最主要的治療效果來源，其可

促使大水分子團產生共振，進而導致水分子與水分子

之間的氫鍵斷裂，使大水分子團變成獨立細小水分子，

使得小水分子容易進入細胞內，促進生物化學反應之

進行 (如:紅血球膜電位、膜流動性與細胞變形能力) 

(Yu et al., 2006)，並可以造成生物的生化反應分子濃度

提高或活性改變，如:提升細胞一氧化氮 (nitric oxide, 

NO) 濃度 (Leung et al., 2009)、抑制發炎物質產生 

(Leung, Lin et al., 2012) 亦可造成皮膚血管擴張促進

微循環之效果 (Yu et al., 2006)。 

二、FIR 潛在生理機轉 

根據一系列基礎實驗的研究結果顯示，FIR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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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加速細胞增殖、提升抗氧化能力以及減緩發炎反

應等潛在功效 (Leung, Lin et al., 2011; Leung, Lee et 

al., 2011; Leung, Lin et al., 2012; Leung, Yang et al., 

2012)。Leung, Lee et al. (2011) 使用老鼠骨骼肌細胞 

(C2C12)，並讓細胞處在過氧化氫 (H2O2) 的環境下，

以 FIR 陶瓷粉末 (波長：6-14µm) 照射處理 24 小時之

後進行觀察，研究結果顯示經過 FIR 照射後能顯著提

升細胞增殖的數量。Leung, Lin et al. (2011) 另外一項

研究則顯示小鼠巨噬細胞 (RAW264.7) 在經過FIR的

照射處理之後，能有效清除過氧化氫在細胞中的含量 

(少於控制組 12.23%)。而在後續的研究當中，相同的

研究團隊也發現 FIR 能夠顯著提升老鼠胚胎纖維細胞 

(NIH 3T3) 中  NO 的產生量；並將小鼠成骨細胞 

(MC3T3-E1) 同樣以過氧化氫處理測試細胞在氧化壓

力下的反應，結果顯示在 FIR 照射之下的細胞在 24

小時之後存活率明顯高於控制組 (未經過 FIR 處理)，

同時也觀察到 FIR 能顯著降低 LDH 的含量 (Leung, 

Lin et al., 2012)。另外一方面，Leung, Lin et al. (2012) 

的細胞研究中也觀察到 FIR 能有效控制發炎疼痛相關

物質產生，其利用脂多醣 (lipopolysaccharide, LPS) 誘

發軟骨細胞 (SW1353) 產生 COX-2，並在 24 小時之

後測量 COX-2 的數量，發現 FIR 組能有效抑制 COX-2

的產生。有趣的是，後續 Leung et al. (2013) 的細胞實

驗也進一步證實 FIR 潛在的消除發炎、減緩疼痛效果，

同樣使用脂多醣誘導軟骨細胞 (SW1353) 及小鼠巨

噬細胞 (RAW264.7) 產生發炎反應，觀察到 FIR 能同

時減少這兩種細胞的 COX-2 的產生數量，並進一步發

現能抑制軟骨細胞 (SW1353) 後續 PGE2 的合成。 

在動物實驗方面，Yu et al. (2006) 讓大鼠腹部位

各進行 30、45 及 60 分鐘 FIR 照射過後，皆能增加腹

部皮膚血液量並且促進大鼠腹部皮膚微循環效應，這

些效果在 FIR 照射結束後最多可維持長達 60 分鐘之

久。除此之外，Leung, Lee et al. (2011) 將同一隻青蛙

的雙腿隨機分派至 FIR 組及控制組 (一側進行 FIR 照

射，另一側則無任何治療介入)，針對青蛙的腓腸肌進

行電刺激 (electro-stimulation) 至完全疲勞，並比較兩

組到達完全疲勞時的肌肉收縮次數以及電刺激結束後

20 分鐘的 pH 值，結果顯示 FIR 組的收縮次數 (26.58 

± 17.28 次) 顯著高於控制組 (19.07 ± 13.93 次)，兩

組 pH 值的比較則是接近統計學上的顯著水準 (FIR：

6.29 ± 0.14 vs 控制組：6.22 ± 0.17, p = 0.067)，顯示

FIR 可能也具有減少骨骼肌急性疲勞的潛在作用。 

綜合本節研究結果，FIR 可以降低 COX-2、抑制

PGE2，可能具有減緩 DOMS 的功效。並且可以加速

過氧化氫的清除、細胞增殖，顯示 FIR 對於肌肉修復

的潛在功效。另外，增加血流量則可能可以加速人體

組織的恢復。 

三、FIR 的臨床應用功效 

FIR 目前是一種臨床及實務上經常使用的一種治

療介入，在相關臨床實驗也有證據顯示 FIR 能有效緩

解疾病、手術後引發的疼痛感 (Bagnato et al., 2012; 

Liau et al., 2012; Wong et al., 2012)。Wong et al. (2012) 

讓全膝關節置換手術的患者，在進行膝關節置換手術

後第三天起連續接受連續五天 (每天 15 分鐘) 手術膝

關節部位四處穴位 (上巨虛、條口、下巨虛及豐隆) 之

FIR 治療墊處理，並在手術後第三天 (前測) 及第八天 

(後測) 進行 IL-6、內皮素 (endothelin-1, ET-1) 及疼痛

感 (numeric rating scale , NRS) 測量，結果顯示接受

FIR 處理的相關發炎指標  [IL-6 (0.2 pg/Ml)、ET-1 

(0.03pg/mL) 及手術後的疼痛感 (NRS，3.7 A.U. )] 明

顯比控制組顯著降低 [IL-6 (0.5 pg/mL)、ET-1 (0.11 

pg/mL) 和 NRS (4.1 A.U.) ]。Liau et al. (2012) 讓患有

原發性經痛 (primary dysmenorrhea) 的女性在腹部裹

上具有 FIR 射線 (波長:4-14µm) 的腰帶進行 30 分鐘

的處理，結果顯示單次三十分鐘 FIR 介入即能有效改

善經痛感 (NRS，治療前: 4.57±1.83; 治療後: 1.62±

1.62 A.U.)、並提升腹部溫度 (治療前: 34.6±1.2°C; 治

療後: 37.5±1.2°C)，並且觀察到腹部血流量平均上升

48.7±49.7％。而一項隨機單盲的實驗將患有膝關節骨

關節炎 (osteoarthritis) 的老年人戴上具有 FIR 射線的

石膏 (控制組為一般石膏)，每位受試者都將進行為期

四周的治療 (每周 5 天，每天 12 小時)，採用主觀疼

痛量表 (visual analog scales, VAS) 評估疼痛感覺的變

化，實驗結果發現在第一周治療結束時 FIR 組 VAS 評

分下降的程度已明顯大於控制組，在整個治療程序結

束後 (第四周)，FIR 組的疼痛感覺持續下降而控制組

則維持不變 (Bagnato et al., 2012)。另外，近期有研究

以運動療法結合 FIR 處理，觀察對臨床患者的處理效

果 (Salm et al., 2019)。Salm et al. (2019) 招募 28 名患

有纖維肌痛症 (fibromyalgia syndrome) 的女性受試者，

所有受試者皆進行連續 6 週 (每週 3 次) 水中運動 

(Aquatic exercise, AE)，而受試者須每日穿上 6~8 小時

的 FIR 上衣 (波長 9-11μ m; AE+FIR 組) 或是一般的

上衣 (AE+Placebo 組)。其結果指出僅 AE+FIR 組的

VAS 評分在六周後有明顯下降。另外，在纖維肌痛影

響問卷 (fibromyalgia impact questionnaire, FIQ) 的評

分項目如:疼痛、僵硬、整體感覺的評分，在六周後僅

在 AE+FIR 組觀察到明顯改善的現象 (疼痛: 9.2 ± 0.9

→ 7.0 ± 2.7 A.U.; 僵硬: 8.3 ± 2.1→5.2 ± 3.6 A.U.; 整

體感覺: 71.2 ± 15.3→60.7 ± 16.7 A.U.)。 

在人體的臨床試驗中可發現到 FIR 能緩解各種病

狀帶來的疼痛感，並具有減少發炎物質之功效 (如：

IL-6)。另外，也發現到 FIR 可以降低人體 ET-1 的濃

度，顯示 FIR 可能具有增進人體血管舒張、促進血液

循環之功效。因此，FIR 似乎可以作為 EIMD 後，減

緩 DOMS、促進血液循環加速組織修復的有效手段之

一。 

肆、FIR 對運動後肌肉損傷之影響 

FIR 的特點為其原料為陶瓷粉末，因此可混合進

不同的材質進行恢復處理，常見的如：燈具、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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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圈、貼布等等，因此在使用上可以根據個人需求做

選擇。而本文根據目前 FIR 在 EIMD 恢復效果方面的

文獻，經彙整後將本章節分為「FIR 燈具」、「FIR 衣

物」對 EIMD 的恢復效益做討論，各相關文獻整理請

見表 1。 

 

 

表 1 遠紅外線對運動恢復的效益 

益

作者 (年代) 參 與 者 

(年齡) 

實驗設計 運動模式 FIR 恢復模式 主要結果 

周台英等人 

(2020) 

18 名有運

動習慣成

年 女 性 

(21 ± 1 歲)  

雙盲設計，隨機分配

至 FIR 組(n=9) 以及

sham 組 (n=9) 

肘屈肌群進行 72

次最大等速離心

收縮 x 

運動後立即、24、48、

72小時各進行30分鐘

FIR 燈照射 (波長：

8–14 µm) 

FIR 組 的

DOMS、本體感覺

恢復速度皆快於

sham 組 

Hausswirth et 

al. 

(2011) 

9 名良好

訓練的長

跑者 (31.8 

± 6.5 歲) 

組內設計，受試者皆

須進行冷水浴、FIR 治

療 以 及 被 動 恢 復 

(CON)。每次實驗間隔

1 個月。 

48 分鐘的模擬越

野跑。上坡跑、下

坡跑各 15 分鐘，

水平跑 

運動後立即、24、48

小時各進行 30 分鐘全

身 FIR 燈照射  (波

長：4–14µm) 

FIR 組 DOMS 在

第 48 小時減緩，

MVC 在第 24 小

時 顯 著 恢 復 。

CON 則無顯著恢

復效果。 

Loturco et al. 

(2016) 

21 名男性

足 球 員 

(19.5 ± 0.8

歲) 

雙盲設計，隨機分配

至 FIR 組(n=11) 以及

PLA 組 (n=10) 

連續 100 次落地

跳 

連續三天，每天晚上

10 點至隔天早上 8 點

穿上 FIR 褲子  (波

長：5-20 µm) 

FIR 組第 72 小時

已無明顯 DOMS

症狀，PLA 組仍

未恢復。 

Nunes et al. 

(2019) 

22 名有運

動習慣的

年輕男性 

(25.7 ± 3.8

歲) 

雙盲設計，隨機分配

至 FIR 組(n=11) 以及

PLA 組 (n=11) 

膝伸肌群 90 次最

大等速離心運動 

運動後第 2、22、46、

70 小時穿上 FIR 褲

子，各進行 30 分鐘的

治療 (波長：9-11 µm) 

MVC、DOMS、

CK、LDH 兩組間

無顯著差異。 

Nunes et al. 

(2020) 

20 名五人

制 足 球  

菁英等級

球員 (24.0 

± 4.7 歲) 

雙盲設計，隨機分配

至 FIR 組(n=10) 以及

PLA 組 (n=10) 

2 週季前訓練期 周一至周五，受試者

每天晚上 10 點到隔天

早上 7 點穿上 FIR 褲

子 (波長：9–11 µm) 

FIR 組 第 一 週

s-RPE 顯著低於

PLA 組。 

註：FIR 組=遠紅外線組 (far infrared ray group)。sham 組=偽處理組 (sham group)。PLA 組=安慰劑組 (placebo group)。

CON 組=控制組 (control group)。DOMS=延遲性肌肉痠痛 (delayed-onset muscle soreness)。MVC=最大收縮力量 

(maximal voluntary contraction)。CK=肌酸肌酶 (creatine kinase)。LDH=乳酸脫氫酶 (lactate dehydrogenase)。S-RPE=

訓練衝量 (session-R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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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FIR 燈具的恢復效果 

FIR 燈具通常是使用通電的方式加熱陶瓷粉末，

使其能照射出 FIR 射線至患部進行治療，其優勢為加

熱源能保持在設定溫度，使 FIR 射線的波長能穩定介

於 4-14µm 之間，確保人體能持續吸收。然而劣勢也

在於燈具需穩定電源，因此能利用的場合較為受限。

處理期間，患者須保持固定姿勢讓 FIR 射線能持續照

射至患部，對於患者來說也較為不便。目前相關文獻

對於上肢以及下肢肌群的照射時間皆控制於每日 30

分鐘 (周台英等，2020; Hausswirth et al., 2011)，而對

於 EIMD 的恢復效果則是呈現正面的效益。以下針對

相關文獻進行講解。 

Hausswirth et al. (2011) 為目前已知最早將 FIR應

用於運動恢復領域的文獻，其利用跑步機模擬越野賽

跑的運動模式，讓具有長期訓練經驗 (每周4次訓練，

並定期參與馬拉松、越野賽跑，VO2max：62 ± 3.9 

[ml.min-1.kg-1]) 的長跑選手先進行水平坡度跑6分鐘，

其後，再進行上坡跑 (+10o)、下坡跑 (-15o) 各 15 分

鐘以及水平跑 12 分鐘 (3 分鐘上坡跑完換 3 分鐘下坡

跑，之後再 3 分鐘水平跑，交替 4 次)，總計 48 分鐘

的模擬越野賽跑後立即以及第 24、48 小時，分別各進

行一次 30 分鐘的全身 FIR 照射 (4–14µm)、全身冷

凍 療 法  (whole-body cryotherapy) 或 被 動 恢 復 

(passive recovery)，並在運動後第 1、24、48 小時進行

後測，結果發現 FIR 組在運動後第 48 小時，有減緩

DOMS、降低 CK 的效果；MVC 則是在運動後第 24

小時有顯著恢復的現象。然而，Hausswirth et al. (2011) 

實驗設計為組內設計，每次實驗介入中間間隔 1 個月 

(等於實驗開始至結束需耗時至少 2 個月)，受試者在

整個實驗期間僅保持低強度的訓練，因此，能否維持

在相同的體能狀態參與每次實驗介入，作者並沒有提

出數據以及討論；另外，離心收縮 (下坡跑) 可能會

導致受試者誘發重複訓練效應 (repeated bout effect, 

RBE)(Chen et al., 2019)，讓人體對於 EIMD 產生適應

現象，可能影響後續實驗介入的肌肉損傷程度。 

另外，周台英等人 (2020) 招募 18 名有運動習慣

的成年女子，並以隨機分派方式將受試者分為 FIR 組

以及偽處理組 (sham group)，兩組皆進行 72 次肘屈肌

群最大離心收縮，並使用雙盲設計的方式，讓受試者

在運動後立即、第 24、48、72 小時連續四天進行各

30分鐘的FIR燈具 (波長:8–14 µm) 照射或是偽處理

介入。其實驗結果發現在離心收縮後第 24 小時 FIR

組 DOMS 的誘發程度即顯著低於偽處理組 (VAS：

44.2 ± 17.3 vs 75 ± 15.9 mm)，且 FIR 組 DOMS 在運

動後第 96 小時即完全恢復，偽處理組則到第 120 小時

才恢復。而在本體感覺測驗的恢復狀態， FIR 組的位

置覺、關節釋放角度在運動後第 24 小時、120 小時完

全恢復，偽處理組位置覺在第 96 小時恢復，關節釋放

角度則直到第 120 小時仍未恢復，且 FIR 組在運動後

24-120 小時的本體感覺精準度皆明顯優於偽處理組 

(周台英等人，2020)，顯示 FIR 介入有助於肘關節本

體感覺判斷的恢復。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其依變項

並未納入 EIMD 的代表性指標 (如：MVC、肌肉穿刺

等)，因此並無法區別其 FIR 組與偽處理組之間是否誘

發相同程度的 EIMD。而總結來說，在運動後立即以

及後續幾天進行每天 30 分鐘 FIR 燈具的介入處理，

對於 EIMD 的恢復有著正面的效益。 

二、FIR 衣物的恢復效果 

不同於燈具的受限場地、患者需維持固定姿勢等

限制。將 FIR 陶瓷粉末混合進衣物，再利用人體自身

體溫使衣物升溫進而產生 FIR 射線。優勢在於日常生

活當中即可穿著進行介入處理，而根據目前的文獻證

據顯示可以長時間穿著 (每日十小時)，而不會造成任

何副作用以及不適感 (Loturco et al., 2016; Nunes et al., 

2020)。然而，目前的研究設計可能受到 FIR 介入的時

間點、時間長度等因素影響，導致實驗結果的差異。

本節蒐集、統整相關文獻資料供讀者了解現今 FIR 衣

物的效果。 

Loturco 等 (2016) 以 21 名巴西男性足球選手做

為研究對象，在連續進行 100 次增強式運動 [落地跳 

(drop jump)] 之後，讓受試者連續 3 天、每天 10 小時

穿上混合 FIR 陶瓷粉末 (波長：5-20 µm) 的褲子 (每

天晚上 10 點至隔日早上 8 點)，其結果顯示兩組的大

腿圍度、CK、最大腿推舉力量、深蹲跳 (squat jump, SJ)、

下蹲跳 (countermovement jump, CMJ) 在運動後立即、

24、48 以及 72 小時皆無顯著差異。然而，在 DOMS

方面的統計結果同樣沒有組間差異，但在運動後第 72

小時 FIR 組已沒有明顯 DOMS 現象，而控制組仍然存

在酸痛感覺，另外在 FIR 組 DOSM 在第 48、72 小時

的恢復效果量 (effect size, ES) 分別有.074 與 0.85，

Loturco 等 (2016) 指出這樣的實驗結果顯示 FIR 仍具

有減緩 DOMS 的效果存在。然而，有一點需要注意，

在 Loturco 等 (2016) 的實驗設計當中，增強式運動介

入與第一次進行 FIR 處理之間的間隔時間為 6 小時，

因而Loturco 等 (2016) 提出在間隔 6 小時當中某些促

發炎的調節物質 (如:interleukin-1, IL-1) 在肌肉組織

中的濃度可能已經提高，可能是造成 FIR 處理的恢復

效果不明顯的原因之一。另外，在此篇研究的神經肌

肉觀察指標方面：最大腿推舉力量、SJ、CMJ 的表現，

在增強式運動後皆沒有出現表現下降的現象，顯示出

Loturco 等 (2016) 介入手段 (100 次增強式運動) 所

設定運動強度對其實驗參與者 (男性足球選手) 的刺 

激明顯不足，進而無法誘發足夠的 EIMD，可能無法

觀察到 FIR 介入的真實恢復效果。另外，Nunes 等 

(2019) 將 22 名有運動習慣的年輕男性，隨機分派至

FIR 組及安慰劑組 (Placebo)，兩組皆進行下肢膝伸肌

群 (knee extensors) 90 次最大等速離心運動，並在離

心收縮後第 2 小時以及每個後測觀察時間點 (運動後

第 24、48、72 小時) 的前 2 個小時，穿著具有 FIR 輻

射 (波長:9–11µm) 或是無 FIR 輻射 (安慰劑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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褲子進行 30 分鐘的處理 (如:後測在第 24 小時，即在

第 22 小時進行 FIR 治療)。結果顯示兩組 DOMS、MVC、

CK 以及 LDH 的變化情形在運動後立即、第 24、48

以及 72 小時皆無發現顯著差異。需注意的是，Nunes

等 (2019) 第一次進行 FIR 時與運動結束時間隔 2 小

時，其實驗設計可能發生與 Loturco 等 (2016) 相同的

問題：錯過運動急性發炎期的黃金治療時間。 

另外一方面，Nunes 等 (2020) 以 20 名五人制足

球 (Futsal) 菁英等級球員 (至少五年訓練、比賽經驗) 

為實驗對象，探討在季前期 (pre-season) 使用 FIR 褲

子 (波長:9–11 µm) 介入，對於運動員神經肌肉功能、

生化指標的影響。其實驗設計將足球員分為 FIR 組以

及安慰劑組，在季前期第 1 (week 1)、2 週 (week 2) (訓

練前一週為熟悉期以及基準值測量) 的周一至周五，

兩組的受試者在每天晚上10點到隔天早上7點之間穿

上型號、材質、彈性皆相同的褲子 8 小時 (安慰劑組

的褲子無 FIR 射線)。所有實驗參與者每週訓練課表皆

相同 (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以及下午各會有 1 次訓練，

每週總計 10 次訓練，平均訓練時間 90~120 分鐘)，訓

練內容包括：阻力訓練、核心訓練、循環訓練、高強

度間歇、衝刺訓練、柔軟度訓練、專項技戰術訓練、

小組對戰、友誼賽 (本文僅列出主要項目，訓練細節

請參閱 Nunes et al., 2020 的文獻內容)。每週的周六早

上進行神經肌肉指標、發炎反應測量，DOMS 在每次

訓練之前進行測量 (指早上以及下午訓練前皆會測量) 

並以 RPE 訓練衝量法 (session-RPE, s-RPE) 紀錄球員

每週的訓練壓力。結果顯示 SJ、CMJ 以及 5、10、15

公尺衝刺皆沒有發現到顯著交互作用，但 SJ、CMJ

以及 10 公尺分別在第 2 週  (ES=0.38)、第 1 週 

(ES=0.26)、第 1 週 (ES=-0.35) 有低效果量。而在

DOMS 則發現到時間因子有達統計上的差異，其效果

量顯示 FIR組可能有更快的恢復作用 (如:第六次訓練 

= -0.56、第 8 次訓練 = -1.02)。而介白素-10 (interleukin 

10, IL-10) 在第 1週 (ES=0.48) 及的第 2週 (ES=0.45) 

皆顯示兩組間有低效果量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第

1週的 s-RPE結果顯示 FIR 組明顯比控制組低 (3565.3   

± 582.3 vs 4226.2 ± 491.9 A.U; p = 0.021)，但在

第二周時兩組之間即沒發現到明顯差異。以上述實驗

結果來看，菁英足球員穿著 FIR 褲子可能有潛在恢復

運動表現的功能，且有助於降低自我感知的訓練壓力

並加速痠痛緩解，尤其是在訓練量大幅提升的前期階

段 (季前期第一週)。 

三、本章總結 

目前 FIR 處理應用在 EIMD 後恢復的文獻來看，

主要可以區分為兩種介入型態：1) FIR 照射燈具；2) 

具有 FIR射線的衣物 (如:褲子)。從周台英等 (2020)、

Hausswirth 等 (2011) 的實驗結果方面來看，FIR 燈具

在運動後每天照射 30 分鐘，能有效減緩人體誘發

DOMS 的狀況。而 FIR 衣物目前的文獻結果 (Loturco 

et al., 2016; Nunes et al., 2019)，需每天穿上 9 小時才

可能有減緩 DOMS 的效果。因此，以使用時間來看，

燈具比起衣物是較為有效率的使用型態 (每日 30 分

鐘 vs 8-9 小時)。但衣物可在平日或是就寢時使用，

較不受限制，其便利性較高。不過每個研究的運動介

入模式、受試者性質的差異、依變項的選取或測量方

式不同，使得不同研究之間難以直接比較其恢復效

果。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使用 FIR 衣物做為介入手段

的文獻，其運動介入到 FIR 處理至少都間隔 2 小時以

上 (Loturco et al., 2016; Nunes et al., 2019)，是否因此

錯過急性發炎期的治療而造成 FIR 的效果不佳，仍需

要未來的研究證據去佐證。而 FIR 的相關研究大多以

運動員以及具有運動習慣的人群作為介入對象，因此，

目前的實驗結果無法直接推論至無運動習慣者或是老

年人身上。另外，相關研究的受試者招募人數普遍偏

少 (n < 30)，也是未來研究需要特別注意的一點。 

肆、結論、實際應用與未來研究 

一、結論 

以基礎研究 (細胞、動物) 的實驗數據來看，FIR

具有抗發炎、降低氧化壓力以及加速組織增生的潛在

功效。而在臨床介入的應用層面來看，FIR 在人體上

也發現可以抑制術後、疾病所引發的疼痛感，並且能

降低發炎物質 (如：IL-6) 、促進血管擴張 (抑制 ET-1) 

等功效。 

目前針對 EIMD 恢復的研究成果，可以整合、歸

納出下列結論：1. 在運動後立即、運動後 2-3 天，每

天以 FIR 燈具照射 30 分鐘，可以減緩 DOMS 產生、

加速本體感覺 (肱二頭肌)、MVC (股四頭肌) 恢復；

2. 若以 FIR 衣物做為介入手段，目前在單次運動後的

文獻證據方面，仍未證實具有加速 EIMD 後恢復的效

果 (雖然可能有減緩 DOMS 的功效; Loturco et al., 

2016)；3. 長期使用 FIR 衣物 (2 週)，精英足球員在

季前期，每天穿上 8 小時的 FIR 褲子，在訓練初期可

以減少球員自我感知的訓練壓力、加速緩解肌肉痠痛

感，並可能有助於維持運動表現。 

二、實際應用 

 FIR 其具備不刺激、無侵入且可不直接碰觸人體

進行介入等特性，另外也可以將 FIR 物質混入日常衣

物、運動項圈等，相比較起傳統上的 EIMD 恢復方式 

(運動按摩、冷水浴等) 更加便利且也能夠進行長時間

的處理 (如：FIR 衣物)。FIR 燈具方面較為適合在運

動後立即進行處理，應用時注意事項為不可過於遠離

或是靠近燈源照射處，會影響 FIR 射線照射至患部的

效率或是造成低溫灼傷，建議距離為 15-20 公分。而

照射時間持續至少 30 分鐘以上才具有恢復功效。而

FIR 衣物適合於無訓練或是就寢時使用，過程應保持

衣物乾燥以免影響恢復效果。而 FIR 穿透力極差，使

用時應避免有任何物品遮蔽住身體。波長方面也需特

別注意，介於 4-14µm 之間的 FIR 射線人體才能有效

並利用。最後，傷口有出血狀況或是被細菌感染者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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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建議使用，除此之外並無其他副作用，只要遵循以

上注意事項，即可由一般民眾進行操作。 

三、未來研究 

目前 FIR 應用於運動恢復的研究，招募的受試者

為足球員或是有運動習慣的年輕人。基於 Raastad 等 

(2010) 的實驗結果指出訓練狀態、運動習慣會影響人

體 EIMD 的嚴重程度，因而目前 FIR 的研究結果 (周

台英等人，2020; Hausswirth et al., 2011; Loturco et al., 

2016; Nunes et al., 2019) 難以推論至一般人，建議未

來研究可針對一般人、或是老年人觀察 FIR 的處理效

果進行探討。值得注意的是，目前 FIR 相關研究當中，

以 FIR 衣物做為介入手段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運動

結束後 2 小時以上才進行處哩，而不同時間間隔是否

會影響FIR的效果，仍有待探究 (如：急性發炎反應)。

另外，目前 FIR 對於 EIMD 的潛在恢復機制，仍依靠

先前的細胞、動物實驗做推論，然而，對於人體的可

能潛在因素為何?仍然有待未來的研究做剖析 (如：肌

肉穿刺)。FIR 具有提升人體溫度 (Liau et al., 2012)、

促進血液循環 (Wong et al.,2012; Yu et al., 2006) 等功

效，未來可能可以發展為賽前暖身、中場休息再熱身

的輔助策略之一。最後，目前的研究設計，招募受試

者人數皆偏少 (各文獻平均每組 9-11 人)，未來相關研

究需注意人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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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general people are doing unaccustomed eccentric exercise, or athletes increase their training 

intensity or volume too much, or especially when doing high-intensity eccentric exercise or 

endurance training such as long distance running, it can easily induce muscle damage (EIMD). 

EIMD can result in development of delayed onset muscle soreness, loss of muscle strength and 

range of motion, swelling and proprioceptive perturbation. This, in turn, can affect an individual’s 

ability to conduct daily activities and sports performance, and can also increase the risks for athletes 

participating in competition because of reduced motor control. Far-infrared rays (FIR) have been 

commonly used as treatment method to alleviate muscle pain and for recovery after surgery. 

Recently, some studies suggested that FIR may be an effective intervention to attenuate EIMD. This 

review summarized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FIR through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previous 

studies, and discuss the potenti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FIR. Finally, this review provides (some) 

future direc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researche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 topic of) F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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