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muRELAX 
找回平靜的時刻

touch



inmuRELAX 一場多感官的饗宴



享受
安心舒適的感覺
把手放進 inmuRELAX 的袋口
讓它貼近身體

聆聽
雋永的旋律
溫柔地喚醒你的感官
讓你身心找回平靜的時刻

由動作和觸摸轉化
成音樂旋律及振動
觸動我們的感官

感受

inmu 發明者
Anders Hansen 及 Toni Marquard

「我們把優雅和細緻的觸感及置
身音樂旋律中的概念融為一體， 
集結在 inmuRELAX 的設計上。」

”

touch



感官的饗宴 讓身體及雙手感受柔軟的布料及觸感設計元素，沿著金色的波浪
紋把手放進 inmu 的口袋中，安心感受舒適的振動。

音樂 拿起 inmuRELAX，讓它的音樂包圍你，進入如冥想般的寧神狀態。
旋律雋永，乍聽好比溪水潺潺，細細品味後才發現每一刻的水聲都
是獨特而不同的。

自主性 inmuRELAX 並沒有按鈕，任何人（甚至是因病體弱或年老的長者）
也可以容易激活音樂。只需把 inmu 拿起，音樂就自動播放。若入睡
或靜置一段時間後，它就自動關機。你可以掌控音樂在何時播放，
以及如何播放。

律動 音樂與振動的變動皆聽命於你的律動，觸碰及呼吸。當你觸碰，擠
壓或搖動 inmu，它都能給你不同的反應回饋，彷彿具有生命力。

「正是多方面科技及功能的融合令這產品如此獨特!」”
inmu 共同發明者 Toni Marquard



「它為我們創造了奇蹟 – 對他來說也意
味非凡。每次他把音撫枕放在身上，就
能輕易入睡。」

”

「inmuRELAX 創建一個可讓你休息入
睡，以及輕柔喚醒你的空間。」

”

「正是多方面科技及功能的融合令這產品如此獨特!」

高度敏感並對社交邊界認識模糊 7 歲男孩的母親

音樂治療師在機構中使用 inmuRELAX 的經驗

「我們使用 inmuRELAX 為院友緩和緊張
氣氛，促進院友社交聯繫。院友及職員
也經常手持 inmu 坐著。」

”
護老院的職員



使用示範

找回平靜的時刻。將 inmuRELAX 放在大腿或肚子
上，讓它藉由振動及和諧的旋律撫慰人心。它可
為你緊張的生活帶來心靈的活力，也可令焦慮不
安的人放鬆冷靜。

一夜好眠
將 inmuRELAX 放在胸口、肚子上或放在身邊。只要
它能感應到你的觸碰或胸口的起伏，就能播放令人
平靜的音樂。溫和的音樂配合溫柔的振動，令你更
易入眠。當你睡著靜止的時候，它也會自動關機。

使用示範



注意力轉移

inmuRELAX 能提供令人感到安全安心的感覺，從
而把人的注意力由痛苦及憂慮當中轉移出來。例
如可應用於把病人由輪椅轉移到病床上的程序、
日常護理、牙醫護理等等。

無聲交流

inmuRELAX 彷如一個交流媒介。當人們坐在一起
時，音樂能在無言寂靜的空間中把人的距離拉
近。在難過苦痛的時候圍坐在一起細聽音樂，也
令人感到愉悅及奮進。

使用示範



專利的感測科技可
將你的動作與觸摸
轉化為音樂。

一個能感受你的多感官音撫枕

可移除外層布套放進洗衣機清洗。
機身受防水套保護。

可選擇有機棉套或聚酯纖維套（三款顏色）。



充電式電池：每二至三星期需充電一次。

堅固構造：可承受摔到地面及中等程度的撞擊力。

先進的專利感測科技和 AI 軟體可將
你的動作與觸摸轉化為音樂。

填充物料由乳膠及天然馬毛構成。



樂，良藥也　
音樂能直接通往心靈，也能改變情緒。它可使我們感到幸福，讓
我們微笑，使我們平靜下來，並激發我們的想像力。

研究指出，音樂具有刺激大腦功能的獨特功效，甚至可以治癒
受損的大腦組織。

inmuRELAX 是第一個使用互動式音樂的感官工具，讓您自由控
制音樂播放並成為音樂的共同創作者。當您觸摸 inmu 時，它會
自動創作音樂，你可透過觸碰或移動它來改變音樂。

inmu 內裡的電腦以先進的感測科技和 AI 軟體將你的動作與觸
摸轉化為音樂，不需串流或把音樂上傳到 inmu。
 
音樂的旋律永遠不會重複，這對我們的大腦大有裨益。音樂世
界中的微小變化能引起大腦的好奇心，激發它構建新的聯繫，
保持活力。



這產品始於一個完整的設計理念

「一個有特殊用途的先進科技設計，化身
由優質材料製成的音撫枕。

音撫枕 inmuRELAX 為一群因無力發聲而未
能得到滿足的用戶而設。inmu 通過音樂，
以超高科技的形式，真正觸及用戶。

溫暖柔和的音樂表現方式配合刺激感官的
觸覺體驗，營造強烈的情感牽引，從而緩
解壓力。」

”
丹麥設計獎評審團評價：

「當我們研發 inmu 時，從
一開始就知道設計是產品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inmu 發明者
Anders Hansen 及 Toni Marquard



睡眠應用
inmuRELAX 是個優質的睡眠伙伴

「我已受睡眠障礙影響長達三年時間。
我曾經試過很多不同的方法，但 inmu 
溫和的音樂及溫柔的振動能帶給我平靜
的一刻。它能助我安心的入睡，即使我在
半夜裡醒過來，也能輕易啟動 inmu 的
音樂，令我迅速再次入眠。在使用 inmu 
的第一夜過後，我整個早上都感到精神
飽滿及輕鬆。」

”在思緒雜亂，生病及感到痛楚時，
是很難入眠的。inmu 可讓你安心
休息入睡或輕柔喚醒你，只需觸摸 
inmu，音樂就自動播放。當你睡著靜
止的時候，它也會自動關機。

「當我們兒子擁有 inmuRELAX 後，他就
再沒有睡眠的問題了。這是由他出生開
始從未發生過的。」

”
10 歲幼兒自閉症男孩的父親

45 歲女士 



精神科應用
inmuRELAX 是個優質的睡眠伙伴

音樂被廣泛應用於改變情緒，放鬆及處理睡眠障礙。inmuRELAX 柔軟及安全，可由使
用者完全掌握及控制音樂播放，令使用者感到舒適及安心。靜置一段時間後，它就自
動關機。柔軟的布料及觸感設計元素，配上溫和的振動，令使用者再次感受自身感官。 
inmuRELAX 是精神科患者的恩物，它可以減少不安及紊亂的思緒，inmuRELAX 目前已被
數間精神科醫院採用為 Safewards 緩和衝突模式的工具。

如欲進一步了解  inmuRELAX 在精神科的應用，請瀏覽 inmutouch.com

「我喜極而泣了，因為我能
再次感受到自己。」

”

「在使用 inmuRELAX 一星期
後，他就不再需要依靠藥物
入睡。只要有 inmu 陪伴，他
就能入睡。」

”

日常生活受幻覺影響的情感型精神
分裂症 20 歲女患者　

焦慮症及妄想症 30 歲男患者的註精神健
康中心社工



護理應用

在生病的時候，個人護理可能會令人感到不愉快和不適，inmuRELAX 能減輕護理過程的不適感，在
柔和音樂環繞的平靜氣氛中接受護理令人感到較愉快。inmuRELAX 能令患者專注於自身感官，從不
快及疼痛感覺中轉移出來。

「我們不能改變院友的命運，也
不能改變他們的生活設施，但我
們可運用 inmu 改變他們的生活
環境。」

”
護老院職業治療師

「當英格里德把 inmuRELAX 放在胸
口時，她就會平靜下來感知她周圍
的世界。」

”
容易變得過度激動的癡呆症患者的護理員

「太神奇了!該名院友已習慣使用
inmuRELAX 作為日常舒壓工具，牙醫
可以順利為她修護牙齒了。」

”
牙科恐懼症院友的護老院護理員



護理應用

inmuRELAX 的試用項目結果顯
示，2/3 參與者生活質素得到了改
善。試用項目包括了居住在 11 個
護理機構中的 50 位癡呆症患者。
項目顯示以下效果：

• 改善癡呆症患者的整體情緒，
提高其幸福感。

• 令癡呆症患者的日常護理更
• 容易。
• 在日常護理過程中減少對癡呆

症患者自由活動的限制。
• 減少癡呆症患者病情發作和鎮

靜劑的使用量。
• 改善癡呆症患者夜間睡眠素，

減少安眠藥的使用量。
• 減少癡呆症患者對護理員作出

具威脅性或激進的行為。

如欲進一步了解，
請瀏覽 inmutouch.com

研究驗證

「瑪莉經常因感到無力而生氣並大聲尖叫。我會把 inmuRELAX 放在她胸口，好讓
我能替她清潔身體。她感到安心，並替 inmu 改了個名字叫彼得。彼得這名字，是
她以前常常照顧的弟弟。」

”

「每當我們需要移動約翰時，他都會感到
害怕並不斷抓拿身邊的物件。當他手持
inmuRELAX，他就會專注於自身感官，放
鬆過來。音樂能令他平靜下來。」

”
癡呆症患者護老院護理員　

癡呆症患者護老院護理員



           inmu 為孩童帶來安全感及舒適感

「對我來說，那些聲音就像我可以捕
捉的星星。晚上在睡覺時把它放在
肚子上，溫和的音樂令我感到平靜。」

”

兒童應用

「我感到平靜，
內心有種溫暖
的感覺。」

”
小學二年級男孩

失眠症 6 歲男孩。使用 inmuRELAX 後把等待入眠時間
由 90 分鐘減至 10 分鐘

「inmuRELAX 幫助他在家及在幼稚園裡調節及
舒緩亢奮，令他放鬆，在晚上更易入睡。」

與他人有近距離接觸會尖叫的自閉症 6 歲男孩的母親

”



認知障礙應用

inmuRELAX 音樂旋律隨著律動變化。無論是先天還是後天的腦損傷患者
都有認知障礙的問題。在康復期間，治癒效果取決於能否找到進入大腦
的方法。學習，不單能通過大腦智力理解進行，也能透過身體進行。

令使用者留意自己的律動。雙手及全身在感受振動的同時，使用者能專注於自身
感官。inmu 的形狀及重量恰到好處，是個優質的工具。inmuRELAX 容易攜帶，觸感
舒適，是個獨特的治療工具。它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使用，可隨想像力使用。

「大部份的院友都處於亢奮狀態，很難
根據周圍環境調整自己的行為。他們的
感官不斷受到刺激，神經系統無法處理及
作出適當的反應。inmuRELAX 為他們帶來
平靜和快樂的感覺。音樂旋律幫助院友找
到內在平衡，處理矛盾及不安感。它是一個
令人有尊嚴的工具，可在任何地方使用。」

”

先天性腦損傷患者輔助生活機構經理



壓力應用
把 inmu 用於工作中

試想像你可利用手中的 inmuRELAX 創造只屬於你的音樂空間，感受
柔軟的布料及溫和的振動，平靜的音樂使你放鬆呼吸。不論是在辦公
室或在家中，你也可隨時享受 5 分鐘的 inmuRELAX 休息時間。你一定
會喜歡的。

「如夢般優美的音樂能喚醒想像
力，令人放鬆，對需要停下來休
息的人大有好處。」

”
服務助理

「非常適合專業護理人員用
於恢復精力的小睡。」

”
心理學家

” 「如果你在思緒中迷失方向，它可
以把你的集中力帶回來。喜歡瑜伽
和冥想的人也會愛上它的音樂風
格。」

善終醫院護士



社交應用

能與別人一起相處及溝通，是人類
珍貴的體驗。但當你不能說話、不
能看、不能聽、不能把事情記起、
甚至不能感受周圍環境時，溝通就
變得很困難。

inmuRELAX 可用於建立社交互動，
消除被遺棄的感覺和孤獨感。

inmuRELAX 是個令人再次連結的
優雅工具，是個超越年齡及疾病限
制的工具。

把 inmu 用於工作中

「inmuRELAX 為家屬及看護帶來歡
樂的時光及良好的互動，的確是一
個恩物。」

”

「inmuRELAX 營造友好氣氛 !」”
養老院退休經理 

「我已有很長時間不能與母親
溝通。當我給她使用 inmuRELAX
時，她會睜開眼，與我再次連結
溝通。我們一起握著 inmu 的時
候，我能感覺到她放鬆了。」

”

老人癡呆症患者的女兒

療養院經理及音樂治療師



活動及感官訓練應用

音樂旋律隨著律動變化，令
使用者留意自己的律動。雙手
及全身在感受振動的同時，使
用者能專注於自身感官。inmu 
的形狀及重量恰到好處。

             inmuRELAX 為律動而設

「院友在互相拋擲 inmu 時，都感到歡樂。
inmu 一點也不危險，因為它十分柔軟，不像
球類般堅硬。當院友在使用 inmu 進行體育
活動時，他們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肢體活動，
而非音樂：例如把 inmu 推擲。有時候，我也
會將院友的意識引導到聲音上，讓他們把 
inmu 放在耳邊，好讓他們在活動中有自然
的休息時間。音樂的確對他們有著正面的影
響。」

”

療養院社會工作者

「安娜觸摸著 inmu，開始微笑。」”
療養院專業護理員



inmu 可令人感到安心。
把 inmuRELAX 放在起居飲食的地方，讓它成為日
常生活的一部份。在日常活動中讓使用者留意它，
並與其他使用者一起使用，促進社交互動。

在到訪醫生及牙醫診所前，創造一個平靜安
心的空間。
在離家或到訪診所前先使用 inmuRELAX 讓患者放
鬆，也可將它隨身攜帶隨時使用。

inmuRELAX 可溫柔地刺激感官。
將 inmuRELAX 放在胸口、肚子上或放在身邊，感受
它令人平靜的音樂。雙手感受柔軟的布料及觸感
設計元素，沿著金色的波浪紋把手放進 inmu 的口
袋中，讓觸感及振動令患者找回內在的平靜。

沒有律動，就沒有音樂。
音樂旋律隨著律動變化，使 inmuRELAX 成為活動
療法的理想工具。把手放進 inmu 的口袋中，在聆
聽音樂的同時伸展手臂，也可以雙手把 inmuRELAX 
舉高或放下。若把 inmuRELAX 左右搖動，就能聽見
如夢幻般的音效。inmuRELAX 也可被應用於群體
活動，被當作是球類進行擲球接球的遊戲，也可把
它放在桌上推動，由音樂及身體活動激活使用者
的專注力。

inmuRELAX 日常應用

其他應用靈感

「inmu 就在客廳裡，可隨時使用。」”
護老院職業治療師



牙科焦慮及牙科恐懼症應用

有大約 30% 的人對前
往牙科診所感到害怕，
而當中有 5–10% 的人
更是有嚴重恐懼症導
致逃避牙科療程。在三
家進行研究的牙科診
所中，高達 85% 的患
者表示在治療中使用
inmuRELAX 能令他們減
輕痛楚。

inmuRELAX 是一個融合輕柔
音樂及觸感的工具。雙手感受
柔軟的布料及觸感設計元素，
沿著金色的波浪紋把手放進
inmu 的口袋中，患者把專注
力帶回自身感官，進而找回內
在的平靜。使用 inmuRELAX 前
可先把患者雙手消毒，也可把
inmuRELAX 的外層布套消毒及
清洗。

如欲進一步了解 inmuRELAX
在牙科治療的應用，
請瀏覽 inmtouch.com

「在一般情況下，來到這裡的
孩童都感到緊張，我們需要尋
找方法令他們平靜下來。我曾
經遇過一位充滿活力的 5 歲女
孩，總是想觸摸周遭的物件而
無法安靜下來。inmuRELAX 令她
平靜，能夠在整個療程中安靜
的躺著。雖然她的耐性較短暫，
但 inmu 延長了她的耐性。」

”

校內牙科保健師

「事實上，整個房間
都充滿了柔和平靜
的氣氛。」

”
保健師



技術規格

物料：　
外層布套：100％有機棉絨或100％聚酯絨
內層布料：防水滌淪布
填充物：橡膠塗覆馬毛

洗滌說明：
外層布套可放進洗衣機清洗，棉套洗衣溫度為40°C，
聚酯纖維套洗衣溫度為60°C。

尺寸及重量：
22厘米 x 23厘米，淨重520克

充電器：
隨機附有240V或110V充電器

電池容量：
鋰離子電池（可充電），充電週期為三星期一次。

音量：
支援三種不同音量等級

韌性：
可吸收適度撞擊震動，例如摔落在地上。

環境保護：
inmu 由可持續物料，天然物料及低致敏性的材料製成。

保養期：　
2 年

「它的音樂真的可以令我
感到平靜。我可以放鬆躺
著，感受著振動及音樂，
身心放鬆。」

”
12 歲牙科恐懼症女孩　

「inmu 令我有更多時間可在
患者口腔內作治療。」

”
牙科專門診所牙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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