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 奇 的『 氢 』 
科学家认为宇宙⼤大爆炸时，最早产⽣生的就是氢，因此它是万物产⽣生

前最古老的元素。⼈人体中约有 70%的⽔水分 H2O，因此⼈人类⾝身体⾥里里原

来就有含量量相当⾼高的氢，氢也扮演着⼈人体⽣生物功能运作之重要⾓角⾊色。

在⼈人的⾝身体增加氢的含量量，可以保健、促进新陈代谢、抗氧化、细

胞年年轻化、可以治疗疾病、、、等等，太多好处且⽆无副作⽤用。 

抗氧化的利利剑：氢⽓气 ( 氢分⼦子 ) 

氢 是宇宙中最⼩小、最轻、最多的元素 
宇宙中 90%、⼈人体中 60%的元素都是 氢 

氢⽓气是⼀一种⽆无副作⽤用、⼗十分安全且⽅方便便的疾病治疗⼿手段，
可说是⼀一种『 绿⾊色药物 』。 

2007年年 ⽇日本医科⼤大学教授 太⽥田成男博⼠士（全球氢医学的权威）在

世界知名的『 ⾃自然医学 Nature Medicine 』期刊上发表了了⼀一篇论⽂文，

内容记载着氢可以消除有害的活性氧(⾃自由基)的抗氧化作⽤用及效果；

启动了了氢⽓气医学的国际研究热潮，氢分⼦子(氢⽓气)医学近年年来在国际上

有相当多的临床研究，在应⽤用上主要可分为保健、美容及治疗疾病。

看看 氢分⼦子医学保健及疾病治疗论⽂文汇集（如附件）的⽬目录即可略略

知氢⽓气对全⾝身都有帮助，对于⾝身体保健及疾病治疗的效果是非常独

特的，它具备所有元素中最强的抗氧化⼒力力、消炎性，并有细胞复原

的能⼒力力。氢分⼦子已经跳脱了了传统营养品及化学药物之使⽤用⽅方式，甚

⾄至可治愈⼀一般药物难以治疗的疾病，这并非⼴广告词，⽽而是经过医学

专家，做过许多不同的临床实验所⼀一⼀一验证的。 



世 界 四 ⼤大 奇 迹 之 ⽔水 
法国卢尔德(Lourdes)泉⽔水，氢⽓气含量量：550 ppt 

据传，起源于1858年年，⼀一位14岁的农家女⻉贝娜黛连续5个⽉月，在洞洞穴
内看⻅见圣⺟母玛利利亚显灵18次，在其中⼀一次显灵时，圣⺟母玛利利亚叫她
在泉⽔水中浸浴，接着⺠民间就开始传颂泉⽔水的疗效。 

⽽而最著名的神迹是安娜桑塔尼罗的康复，据安娜回忆：当时她的⼼心
脏⽑毛病常导致呼吸困难，双腿肿胀，连走路路都没办法。⽽而她的哥哥、
姐姐都是死于这个疾病。她在⽆无计可施之下前往卢尔德，抵达的时
候，因为随⾏行行的朋友担⼼心她病得太重，好⼏几天不让她去泡泉⽔水，但
她坚持非去不可。安娜说：当时我连动都动不了了，他们就慢慢地扶
着我浸在⽔水⾥里里，在⽔水中浸浴之后，安娜突然觉得胸⼝口⼀一阵暖意，接
着她震惊地感觉到肺部开始呼吸顺畅，双腿开始消肿不再积⾎血，许
多⼈人说是我慷慨待⼈人，才因此得到了了奇迹。 

2002年年，⽇日本TBS电视台的 USO⽇日本 节⽬目中，采访者将泉⽔水带回
⽇日本，并交由九州⼤大学⽩白畑实隆隆教授的研究室作分析，结果发现 

卢尔德泉⽔水中含有丰富的『 氢⽓气 』。  



墨墨⻄西哥托拉克迪(Tlacote)泉⽔水，氢⽓气含量量：250 ppt 

墨墨⻄西哥的托拉克迪镇，每天有超过⼀一万⼈人慕名⽽而来，⽽而等待体验奇
迹的⼈人在满是沙尘的⼩小路路上绵延⻓长达⼀一英哩之远，为了了就是著名的
奇迹⽔水。 

据说此⽔水能治疗⼀一切疾病，像是肥胖、⾼高胆固醇，甚⾄至是爱滋病及
癌症...等。 

著名的NBA篮球运动员魔术强森，在1991年年因感染爱滋病⽽而被迫退
休，为了了治疗他的病，魔术强森曾经来到了了托拉克迪，最后是否真
的有治愈，不得⽽而知，但如今强森仍然活着。 

华盛顿DC的⻙韦恩彼得森说：他的⽗父亲曾被诊断患有⼩小肠癌，在引⽤用
来⾃自托拉克迪的⽔水之后，由另⼀一位医⽣生检查他⽗父亲的⾝身体，原来发
现有癌症的部位，已不⻅见癌细胞的踪迹，⽽而且所有的⾝身体机能都是
正常的。 

2000年年⽇日本电视台的 特别命令研究200X 节⽬目中，亦将这⽔水交由九
州⼤大学⽩白畑实隆隆教授的研究室作分析，结果发现这种有治病功能的 

泉⽔水中含有丰富的『 氢⽓气 』。 



德国诺尔登瑙(Norudenau)泉⽔水，氢⽓气含量量：100 ppt 

诺尔登瑙村庄位于德国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 东边100公⾥里里处，当
地有⼀一处著名的滑雪胜地，其中有⼀一间名为Tommes的酒店。 

于1992年年春天，酒店的老板Tommes在酒店附近的⼀一个废弃岩洞洞内
进⾏行行勘查，本来是为了了寻找⼀一处给酒店藏酒的地⽅方，意外发现岩洞洞
内有⼀一异常清澈的泉⽔水，后来亦发现这泉⽔水有治疗功效。 

德国的Bild报纸记者曾采访过慕名⽽而来的游客，⼀一名老妇女告诉他：
⽤用⽔水覆盖在她的眼睛上，原先瞎掉的眼睛现在可以看⻅见了了；还有⼀一
位男⼠士说脚伤也都愈合，并丢掉了了他的枴杖；另⼀一妇女说：我以前
有⾼高⾎血压的问题，我去洞洞穴前⾎血压在160/100，出来之后是130/100；
现在我的⾎血压是稳定的，医⽣生也⽆无法解释。 

当然，这特别的泉⽔水亦引起许多的研究，有些研究认为泉⽔水的功效
是因矿洞洞的独特地理理所致，亦有研究发现这泉⽔水比⼀一般的⽔水轻约8%；

但主要是泉⽔水中含有丰富的『 氢⽓气 』。  



罕萨王国(Hunzas)的⽔水，氢⽓气含量量：100 ppt 

除了了⽇日本⼈人出名⻓长寿外，在北巴基斯坦喜⻢马拉雅⼭山脉的罕萨⼈人
(Hunzas)，亦是世界上其中⼀一个少为⼈人知的⻓长寿⺠民族，由于当地的
独特地理理位置，使当地⼈人和外界甚少接触，但随科技进步，世⼈人得
以向许多未知地区探索。 

在实地访问的研究⼈人员发现，这些⼈人不只⻓长寿，⽽而且是充满活⼒力力，
更更重要的是，当地的⻓长者没有患上老⼈人退化性疾病的迹象，⽽而这些
疾病却⼀一直困扰着美国等先进国家。 

罕萨⼈人的⽣生活简谱，他们⼀一般⼯工作到八⼗十岁或以上，⽽而⼤大多数⼈人到
了了百岁⽣生⽇日时，还非常活耀，退休在当地似乎是未有所闻。 

他们⻓长寿的秘诀，除了了是因为他们⼏几乎素食的饮食⽂文化外，当地的
⽔水源亦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然⽽而，在当地的⽔水源中，亦发现含

有⼤大量量丰富的『 氢⽓气 』存在，所以⻓长寿之⽔水与此关系密切。 

1 ppm = 1'000'000 ppt 



 



世界四⼤大奇迹之⽔水的氢⽓气总含量量：1000 ppt 

法国卢尔德泉⽔水，氢⽓气含量量：550 ppt 
   墨墨⻄西哥托拉克迪泉⽔水，氢⽓气含量量：250 ppt 
      德国诺尔登瑙泉⽔水，氢⽓气含量量：100 ppt 

    罕萨王国的⽔水，氢⽓气含量量：100 ppt 

⼀一包活美⽔水素⽔水IZUMIO的氢⽓气含量量：2.6 ppm 

＝ 2'600'000 ppt（ 1 ppm ＝ 1'000'000 ppt ） 

＝ 世界四⼤大奇迹之⽔水的氢⽓气总含量量的 2600 倍 
＝ 德国诺尔登瑙泉⽔水的氢⽓气含量量的 26000 倍 



 



 



 



 



活美⽔水素⽔水 的「 抗氧化特性 」 

 ⼀一般情况下，氢和氧结合就会变成⽔水。 

 含有氢⽓气的饮⽤用⽔水在体内会和 2个有害的活性氧（氢氧⾃自由基） 

产⽣生反应，结合成⽔水，排出体外。 

H2 + 2OH· → 2H2O 

 因为氢是最细⼩小、且能超⾼高速移动的原⼦子，连细胞核⼼心也能进

入。利利⽤用⽔水作为载体，氢⽓气不经⾎血液循环就可以迅速到达全⾝身的

粒线体，当发现氢氧⾃自由基的时候，可立即把它消除！ 

 氢分⼦子（氢⽓气）已经被证实具有抗氧化特性，可减少组织内具有

毒性的活性氧（⾃自由基）。 

 

饮⽤用 活美⽔水素⽔水 IZUMIO 是 
最安全且最轻易易获得 氢⽓气 的⽅方法

超0  00篇�
氢分子（氢气）�
医学及保健论文�



IZUMIO 活美⽔水素⽔水采⽤用⽇日本熊本县的优质⽔水源，这⾥里里的地下⽔水

非常天然、美味，⽔水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在⽔水中添加氢⽓气，在⽇日

本含氢⽔水⼜又称⽔水素⽔水。氢⽓气本⾝身就是⼀一种最佳天然抗氧化剂，所以

加入氢⽓气的⽔水具有很强的还原功能，可以与⾝身体⾎血液和细胞⾥里里的活

性氧（⾃自由基）结合，变成⽔水排出体外，⼤大家知道活性氧（⾃自由基）

是万病之源，氢⽓气与活性氧（⾃自由基）结合变成⽔水，可以有效排出

体内有害物质，进⽽而达到美容、美⽩白、抗病、抗衰老！完全不会增

加⾝身体的负担。IZUMIO 活美⽔水素⽔水 连续五年年在⽇日本销量量 NO.1，⾼高

品质的要求，值得您的信赖。 

 



⾼高科技「 铝箔密封(cheer pack) 」 
为了了使『 活美⽔水素⽔水 』维持在最佳新鲜状态、防⽌止杂质溷入，充填全程都在⽆无尘
的环境下进⾏行行，并且採⽤用密封式铝箔包装，⽽而升级后的铝箔包装比之前多了了30%
的厚度，完整保存鲜度与纯度，随时都可以享⽤用到鲜味⼗十⾜足的『 活美⽔水素⽔水 』。 

『 脱⽓气法 』：排除⽔水中多馀⽓气体，保留留⽔水中矿物质 
『 脱⽓气法 』藉由原⽔水流经中空系膜周围，将溶于原⽔水中的氧等⽓气体排除。中空系
膜的管壁上开有⽆无数个纳米⼤大⼩小﹝纳米为10亿分之⼀一﹞的孔。氧分⼦子可通过这些
孔，但⽔水及矿物质⽆无法通过⽽而保留留下来。『 脱⽓气 』法，成功地让⽔水质提升，更更保
留留⽔水中原有的矿物质。经过『 脱⽓气 』程序后的『 活美⽔水素⽔水 』，不但健康，也
更更加顺⼝口好喝！ 

严格品管 
每⼀一包『 活美⽔水素⽔水 』都是透过⼈人眼详细检测、层层把关，即使铝箔包装上的⼩小
瑕疵都难逃专业检查员的严密确认。严格的品管保证，为您的健康确实把关， 
『 活美⽔水素⽔水 』拥有值得你信赖的最⾼高品质。 

包装 
经过⼀一连串串精密的完整确认之后，将每 30包『 活美⽔水素⽔水 』填装为 1 箱，接着
透过最完善的配送流程，迅速地将最新鲜的『 活美⽔水素⽔水 』送达各位会员⼿手中。 
因为有如此万全的⽣生产机制，以及繁複的确认⼯工作，最⾼高品质的『 活美⽔水素⽔水 』
才得以顺利利⽣生产，也才能确保会员能享⽤用最优质的产品。 

100%⽇日本製造 
製造『 活美⽔水素⽔水 』的⼯工⼚厂位于⽇日本熊本县，全新研发、採⽤用最新先进技术製造
完成的升级版『 活美⽔水素⽔水 』，将为你带来更更清新健康的⽣生活，我们衷⼼心期待各
位会员多多饮⽤用『 活美⽔水素⽔水 』，过得更更幸福快乐。 



氢 是宇宙中最⼩小的物质，因为有着扩散性所以 可以轻易易穿过  

许多物质，包括：宝特瓶、玻璃、塑胶、、等材质 氢会流失。 

 

 

氢 ⽆无法穿过 铝



 



 



附 件： 

点击 下⽅方的⽂文字 可链接 影片、资料 

  神奇的氢                         识霸明⼒力力多   

  活美⽔水（富氢⽔水）             识霸  介绍   

  氢分⼦子医学  论⽂文             健康真相：植化素  

 ⾃自由基：万病之源              健康⻅见证  影片   

http://7065465.s21d-7.faiusrd.com/58/ABUIABA6GAAg_YTRwwUo4p_-9gE.mp4
http://7065465.s21d-7.faiusrd.com/58/ABUIABA6GAAgoou9wAUovN2O0gE.mp4
http://7065465.s21d-7.faiusrd.com/58/ABUIABA6GAAg2oy9wAUooJK-0gI.mp4
http://7065465.s21d-7.faiusrd.com/58/ABUIABA6GAAgy4q9wAUo0OyvngE.mp4
http://7065465.s21d-7.faiusrd.com/61/ABUIABA9GAAg_4nRwwUok91m.pdf
http://7065465.s21d-7.faiusrd.com/58/ABUIABA6GAAg59WMwQUowqrxwgM.mp4
http://7065465.s21d-7.faiusrd.com/58/ABUIABA6GAAgiILRwwUo_r-zxwQ.mp4
http://www.jenkan.net/h-about.html


⾝身体每天为你⼯工作，你有重视⾝身体吗？ 

每天花约 30⼈人⺠民币来保养⾃自⼰己的⾝身体， 

让⾝身体健康、不⽣生病，预防重于治疗， 

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值得花⼩小钱投资！ 

绿加利利 活美⽔水素⽔水 IZUMIO 每箱 30包 ( 130美元 ) 

请务必于 绿加利利 NPGL 官⽹网 上订购，才是正⼚厂货！ 

中国⼤大陆境内 活美⽔水素⽔水 运费（美元）如下表： 

（ 其他商品 免运费：请依 NPGL 官⽹网公布为准 ） 



绿加利利 公司采 会员制⽹网购 

请点击 ⾃自助⽹网购 (可链接) 依下⾯面说明依序填入： 

1. 选择居住国，下⼀一步。 

2. 勾选下⽅方『 同意以上规约 』，下⼀一步。 

3. 输入您的 电⼦子信箱（2次），寄送邮件。 

4. 到您的电⼦子信箱收信，点击 URL 链接。 

5. 依序输入下⽅方的 介绍⼈人 信息，下⼀一步。 

6. 依序输入您的基本信息、选择商品及⽅方案 [半年年⽅方案赠送 

1瓶(箱)、⼀一年年⽅方案赠送2瓶(箱)]、⽀支付⽅方式，下⼀一步。 

7. 确认，注册。 

  欲刷『 银联卡 』者，需有『 刷美⾦金金 』功能，⽅方可使⽤用。   

介绍⼈人会员编号： 1831496
介绍⼈人电⼦子信箱： 1831496@gmail.com 

介绍⼈人 BC 编号： 001 
指定注册位置   ： 不指定（不勾选） 

 绿加利利官⽹网                        ⾃自助⽹网购 

绿加利利 NPGL 官⽹网：www.naturally-plus.com/gl/zh/ 

⾃自助⽹网购：请在 NPGL 官⽹网点击 右上⽅方『 会员注册 』

http://nds.naturally-plus.com/online/entry?locale=zh
http://nds.naturally-plus.com/online/entry?locale=zh
http://www.naturally-plus.com/gl/zh/
http://nds.naturally-plus.com/online/entry?locale=zh
http://www.naturally-plus.com/gl/zh/
http://nds.naturally-plus.com/online/entry?locale=zh
http://nds.naturally-plus.com/online/entry?locale=z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