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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離子基本常識問答篇(Q&A)
Q1：
Q1：負離子是什麼？
負離子是什麼？
A1:空氣中浮游著帶電的微細粒子，科學家將這種如同奈米般的微粒子稱之為"離子"，如果是帶正
電子(原子軌道外層少一個電子)即為正離子，帶負電子(原子軌道外層多一個電子)即為負離子。
Q2：負離子產生的方式有哪幾種？
負離子產生的方式有哪幾種？
A2: 基本上透過以下三種方式產生：
1) 水氣與空氣摩擦(如:瀑布、溪流及雨後森林因微量氣流的摩擦而產生)
2) 利用電極產生(如市售負離子機、空氣清靜機、負離子吹風機或負離子冷氣等…)
3) 雷電產生(下雨前空氣中水氣較充裕，高壓電流與空氣中的水氣產生摩擦，亦可產生負離子)
Q3：負離子如何被人
負離子如何被人體
子如何被人體吸收？
吸收？
A3:負離子可以經口鼻吸入體内，在負離子較多的場所，藉由呼吸就能使其進入肺中。負離子經由
肺，通過毛细血管，送入血液中，使血液呈鹼性，而且還可消除自由基。此外負離子也可經由皮
膚進入。負離子帶電子，具有從皮膚電阻較弱點導入的特性。此點即東方醫學所謂的經穴（穴道）
。
這是三十多年前，德國醫學博士藍佛德所確認的事實。
Q4：
Q4：負離子為何可以抑菌和淨化空氣？
負離子為何可以抑菌和淨化空氣？
A4: 負離子之所以可抑菌及淨化空氣, 主要由於負離子與正離子的細菌結合後, 使細菌產生結構
改變或能量轉移而滅亡, 而細菌滅亡後便會沈澱於地面。此外，負離子可透過靜電式處理, 清除空
氣中的細菌及塵埃,令我們可以呼吸到大自然般清新的空氣。
Q5：
Q5：負離子為何能促進新陳代謝？
負離子為何能促進新陳代謝？
A5: 因為正負離子電位中，能增進健康和有治療功能的是負離子，這些負離子存在於我們周圍，
特別是水、空氣、森林或土壤裏。負離子的功效是在於使大腦皮層抑制過程加強，調整腦皮層功
能，所以能鎮靜、催眠以及降低血壓。負離子亦能加強腎、肝、腦、腎上腺等組織氧化過程，促
進體內合成與儲存維生素，提高基礎代謝和蛋白質代謝等功能。
Q6：負離子
負離子對人體健康有何影響
健康有何影響？
A6:負離子又稱為[空氣中的维他命]，具有調整人體正、負離子平衡的作用，只有負離子能使身心
放鬆、活化细胞、提高自然治癒力、抑制血管细胞老化或氧化、血管的净化調整、提高身體抵抗
力、提升心肺功能、增進新陳代謝、消除人體有害電磁波的功效。
Q7：負離子如何使细胞活化
負離子如何使细胞活化？
子如何使细胞活化？
A7:活性氧是指我們體内一種不稳定的氧分子，也稱自由基，过多的自由基則會加速细胞老化，因
為它會改變细胞膜的電位，使细胞膜不帶電，要健康的细胞膜才有負電，人體經由皮膚、黏膜、
肺的吸收負離子，就會恢復细胞膜的電位，使细胞膜回復原來的活力，養份及氧氣的進入、廢物
的排出正常，细胞的新陳代謝旺盛，自然排除不必要的文明病。
Q8：負離子如何净化血液
負離子如何净化血液？
子如何净化血液？
A8:由於很多的酸性物質及自由基和生活環境正離子過多，中和了红血球细胞膜中的負離子，負離
子减少而使红血球不帶電，不帶電的红血球容易連结在一起，相對的氧氣及養份輸送不正常，容
易引起高血壓,心臟病。如從環境中增加負離子，負離子經由皮
皮膚.黏膜.
黏膜.肺的吸收，就能中和不好
的自由基和環境中的正離子，恢復红血球的電位差，分解血液中有害物質，迅速將其排出體外。
Q9：負離子如何
負離子如何調
子如何調整自律神經
整自律神經？
A9:自律神經主要控制呼吸、循環、消化、代謝等功能，也就是自我意識無法控制的部份。正離子
作用於交感神經，人體會容易出現暴躁、易怒、緊張、血壓升高等状况。負離子作用於副交感神
經，則會使人出现血壓正常、肌肉放鬆、胃腸蠕動正常，而現代的生活環境中正離子含量越來越
多，所以自律神經失調的人也逐漸增加，自律神經失調的人有可能會引起失眠、頭痛、腰酸背痛、
便秘、晕眩等等，接觸負離子後則可調整自律神經，改善上述症状。

Q10：
10：為什麼很多賣鈦鍺手鍊的人都說，
為什麼很多賣鈦鍺手鍊的人都說，鈦鍺手鍊會產生負離子？
鈦鍺手鍊會產生負離子？正確嗎？
正確嗎？
A10:其實這是錯誤的訊息，因為負離子是存在於空氣中，是藉由呼吸進入到肺，然後轉換成血氧，
再輸送到腦部，如果腦部的氧氣充足，自然可以安定人體的自律神經，所以精神會比較好，就如
同我們到森林裡或瀑布邊，精神會特別好就是這個道理。
然而，鈦鍺手鍊本身並不會產生負離子，但大家又把它稱為有能量的手鍊，
所以正確的說法是，鈦鍺手鍊應該是具有『負離子能量』對人體有幫助才對，而不是產生負離子，
如果單就講它存有負離子，這是對於負離子與負離子能量的認知不足，應有釐清的空間。 況且
基本上，鈦是沒有幫助的，但是鍺、磁對身體多少都會有點幫助，只是幫助的程度與速度的差別
而已，如果功效從 1~100 來看，那 2 也是算功效，當然 99 是最好的，就看你的選擇對錯而已。
Q11：
11：負離子與負離子能量對人體有什麼影響？
負離子與負離子能量對人體有什麼影響？
A11:人自出生之後，在成長的過程中必須攝取一些食物，而食物在消化的過程當中，對人體會產
生一些熱能，而這些熱能是提供我們生體機能運作所必須的一種能量，當產生熱能之後，自然會
產生一些殘存的灰燼，而這些灰燼稱之為過氧化物(如老化細胞等)，所謂氧化就是老化，老化就
是酸化，還原就是再生，而自然環境中氧化是帶正電，還原則是帶負電，因此負離子具有氧化還
原、活化再生細胞的作用。
在自然科學中，生命本是不斷的重複著氧化與還原的自然運作，生老病死、凋謝再生，當然人
也不例外，而負離子就是平衡體內另外的一個正離子，使之電子平衡安定而不會互相攻擊同類電
子，奪取另外一個離子，這就是抗氧化的作用，也是抗自由基作用。
至於負離子能量就是給予身體共鳴波動，在波動過程中，讓血液分子更細、更稀，讓血流速度
與氣血循環順暢，所謂『血濁萬病到，萬病由酸起』，另外，因為波動所產生的分子變位關係，
也可加速代謝老舊廢物，使身體維持在還原與再生的最佳狀態。
Q12：
12：過多的負離
多的負離子
負離子會不會有問题？
A12:由於现代人周遭環伺过多的正離子，所以即使處於負離子較多的環境中，體内的負離子也不
會異常多。何況要消除血液中大量產生的自由基，就需要消耗相當多的負離子。因此，負離子較
多時，能够發揮各種作用，且易與環境中的正離子結合而中和消除，因此即使攝量過多，也不致
造成不良的影響。何況根據專家研究報告顯示除非在毫無客觀環境因素考量下(真空無正離子狀態)
的單次負離子量也要大於 300,000,000 (每單位離子濃度) 才可能有負離子過多量的危險。但一般而
言，負離子在幾秒內就會跟正離子電荷結合而消失。
Q13：
Q13：負離子是否經由專家證明對於健康有貢獻
負離子是否經由專家證明對於健康有貢獻？
有貢獻？
A13:國內外有很多關於負離子能夠改善病情、增進健康的專業報告發表，而且也頗獲各界好評，
也因此一些負離子相關產品陸續研發問市。況且現在環保與自然醫療養生界曾發表的論文則認為
使用負離子健康器的電位療法能有助於活化細胞、促進新陳代謝、減少自由基、抑或預防與緩解
慢性病。所以專家學者普遍認為負離子對健康頗有貢獻。
Q14：
14：最有益身體
最有益身體健康的正負離
健康的正負離子比例
負離子比例為
子比例為何？
A14:空氣中飄浮着肉眼看不到的帶正電或負電微粒子或分子，即是正負離子。
人體只有取得離子平衡，才能保持健康，最有益身體健康的負離子、正離子比例是
三比一或四比一
三比一 四比一。但現代人周遭環境惡劣所以正離子較多，易導致身體平衡失調。
四比一
(以上摘要專業問答資料僅供內部教育訓練參考)
以上摘要專業問答資料僅供內部教育訓練參考)

【負離子相關資訊摘要~
負離子相關資訊摘要~僅內部教育參考用】
僅內部教育參考用】
一、何謂負離子？
何謂負離子？負離子與正離子有何差別
負離子與正離子有何差別？
與正離子有何差別？
負離子又名陰離子，素有「空氣中的維他命」之稱，也有認為空氣負離子與長壽有關，因此又稱它為「長壽
素」或「元氣因子」
。簡單地說，在鄉下或林間散步、深山幽谷的瀑布旁，我們所能感受到的清新氣息就是負
離子。因此，當人們在這些地方的時候，會感覺頭腦清新，呼吸舒暢且心情愉快。那是因為負離子能提供人
體自然界的舒適要素，使因為毒性或有害物質而氧化的細胞修復還原成弱鹼性的健康狀態。反之，一般有車
輛排廢氣污染的環境，或排放黑煙的工廠附近，甚至長時間待在冷、暖氣房裡， 反而會有頭暈、頭痛、失眠、
焦慮甚或想吐等症狀，這是因為正離子（又名陽離子）累積過多所致。近年來生命科學的研究醫學已開始注
意到疾病的發生原因應起源於正離子過多造成大量生物體的乳酸與造成生物體酸性化及氧化的活性氧所致。
二、負離子對人體健康的影響效果
利用負離子療法作用於人體時，可使構成人體的細胞因為離子礦物質獲得平衡而活化，
進而提升人體自癒力，改善疾病，增進健康。
下列圖表顯示負離子與正離子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下列圖表顯示負離子與正離子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
對照部位

負離子影響效果

正離子影響效果

血管

擴張

收縮

血壓

正常

升高

血液 PH

鹼性

酸性

骨骼

強壯

脆弱

尿液

促進排尿

抑制排尿

呼吸

平順

急促

脈搏

緩和

急促

心臟

易運作

不易運作

疲勞

恢復快速

恢復遲緩

自律神經

鎮靜化

緊張化

三、負離子與人體的關係
雖然現代醫學發達，但在工業與資訊不斷擴展的時代下各種慢性病或文明病卻不減反增，且西藥副作用
產生的治標非治本的問題讓人們開始追求另類或自然療法。此時氣功、瑜伽等建身運動和無副作用又能
增強自體免疫力的負離子自然養生法就越來越受重視。
科學家、醫學家、生物學家研究發現：
負離子含量在（ 1,000~ 2,000 個/立方公分） 時，對人體健康有幫助。
負離子含量在（ 5,000~ 50,000 個/立方公分） 時，能增加人體的抵抗力及免疫力。
負離子含量在（100,000~500,000 個/立方公分） 時，對疾病有治療的效果。
四、負離子對人體的好處
1，負離子能排除細胞氧化對建康的危害，保持生物體的恆常性機能。
2，負離子能根本除去病因，提供生物體細胞組織活化的生命源要素。
3，負離子能增強生物體防禦機能和自然自癒力。使免疫力提昇、維持生命最大能量。
總之，負離子對人體有增加肺活量、促進纖毛運動、淨化血液以防止血管硬化、降低體內神經性荷爾蒙及
組織胺的釋放、調節自律神經進而改善體內的內分泌及促進新陳代謝與荷爾蒙分泌，及活化細胞膜 ATP 酵素
使生物電位正常化，並有淨化室內空氣及中和抑制細菌等種種好處。

負離子對人體的好處：
負離子對人體的好處：
1，呼吸系統：負離子能促進鼻腔粘膜柱狀上皮細胞形成，使支氣管粘膜的纖毛運動加速，促進水腫消退，
改善肺泡的換氣功能，提高血氧飽和度。臨床結果表明，吸入具有治療濃度的負離子 30 分鐘後，肺吸收
氧氣增加 20%，排出二氧化碳增加 14.5%，緩解支氣管平滑肌痙攣，促使哮喘患者等的肺功能及肺泡分泌
功能恢復正常。
2，神經系統：負離子能穿透血腦屏障進入腦脊液，調節大腦皮層功能使興奮和抑鬱過程於平衡。
通過調解人體腦垂體的內啡肽和乾擾素的水平，起到鎮靜、鎮痛作用。
可以減輕血液中血管緊張，調節交感神經和副交感神經系統功能間的平衡。
3，心血管系統：負離子通過神經反射和體液作用，擴張冠狀動脈增加冠狀動脈血流量，改善心肌的功能，
調整心率使血管反應和血流速度恢復正常，緩解心絞痛恢復正常血壓。
4，消化系統；負離子調節胃腸蠕動，促進消化和吸收，對結腸炎、痢疾及習慣性便秘有較好的治療效果。
5，內分泌系統：能通過血液循環，改善內分泌功能，如提高性腺功能和改善甲狀腺功能等。
6，代謝系統：促進機體氧化還原過程，能激活體內酶系統，促進體內合成和儲存維生素、促進機體新陳代謝，
降低血中乳酸含量消除疲勞，提高工作效率。
7，免疫系統：提高機體細胞免疫和體液免疫，增強機體抗菌能力。
8，血液系統：負離子能進入血液直接影響血液中帶電離子的組成和分佈，
促使紅細胞、網織紅細胞、血紅蛋白、血鈣的增加，降低血糖、血脂和血液粘稠度。
9，運動系統：負離子可以加強骨壓電極化現象，促使有用的骨增殖，無用的骨溶解消失，
對骨進行生理需要的正常改造，使病理性骨力線得以恢復，
並增加骨細胞代謝功能，對頸椎病、腰間盤突出、類風濕關節炎風濕關節炎有明顯治療作用。
10，皮膚及五官科疾病：負離子對皮膚神經末梢感受器有良好作用，而使皮下組織的酸鹼度向鹼性方面轉化。
五、負離子對生物體神經與免疫各方面影響
健康身體的特徵：體內呈弱鹼性 / 表面呈弱酸性。人體血液中的正離子多時，細胞的新陳代謝速率就會
降低，使身體變得不健康；相反的，負離子多時可以活化新陳代謝，促進身體健康。其影響要點如下：
1，提高供氧率、安定自律神經。
2，影響膠質對人體的新陳代謝。
3，影響細胞原形質膜的通透性。
4，血液變弱鹼性，增加抵抗力。
六、負離子對室內環境的影響
純粹的負離子產生器能夠完整淨化空氣並降低空氣清淨機因負離子功率小以致無法完全去除有害化學物質
（細菌、塵螨）等的缺點。茲列舉負離子特色如下
茲列舉負離子特色如下：
茲列舉負離子特色如下：
1，清新室內空氣，消除煙霧及中和室內各種有害細菌，避免細菌或病毒的感染。
2，除臭~可消除浴室，室內及寵物身體上的各種難聞氣味。
3，可抗輻射，並能去除新裝潢房屋或家具中所含甲醛、甲苯、三氯乙烯（致癌物質）等有害氣體
及地毯異味，並可分解產生大量一氧化碳等危害人體健康的有毒氣體。
4，豐富的負離子，可迅速使人提神醒腦、神清氣爽。
且新鮮空氣遍及整個房間，讓人感覺有如置身大自然中釋放芬多精的環境裡。
七、人工離子化對健康的影響
1，對神經、荷爾蒙系統具有基本的鎮靜作用。
「負離子對於副交感神經產生作用，得到放鬆效果」及「負離子可以產生大量的 α 波」等。
2，與呼吸器官疾病的關係：報告中指出，即使是在充滿香菸等煙霧迷漫的空氣中，負離子仍然像在新鮮

空氣中一樣會促進纖毛運動。氣喘發作的主要原因是從氣管到肺泡的氣道，因受到刺激而產生痙攣性
的緊張，而使用負離子治療方式，比使用其它習慣性治療法，更能在短期間內使狀況改善。
3，能活化結締組織使細胞毛細管母細胞、纖維母細胞及表皮細胞賦活，促使傷口迅速癒合，
對燒燙傷也有鎮痛作用。
4，離子微粒的抑菌作用：負離子具有強烈的抑菌作用。那就表示當空氣中存在著適度的負離子的粒子時，
空氣中的細菌會馬上降低約十分之一。對於浮游在空中的菌體（如：細菌、黴菌、病菌…等），
5，只有在負離子微粒子與其直接接觸時會被中和而產生「抑菌效果」
。
6，曾有實驗顯示在負離子空氣下，疾病感染率較正常環境下低 16 倍。

八、負離子常識~
負離子常識~問答篇 (Q&A)
Q1：負離子
負離子對人體有何作用？
體有何作用？
A：負離子又名為（空氣中的维他命）
，具有調整人體正、負離子平衡的作用，負離子能調節自律神經系統
使身心放鬆、活化细胞、提高人體自然治癒力、抑制血管细胞老化或氧化、提高免疫力、提升心肺功能、
促進新陳代謝、改變酸性體質為正常弱鹼性體質、中和人體有害電磁波等作用。
Q2：負離
負離子
有何功能？
子有何功能
？
A：負離子的功能包括~
1，提高自然殺手細胞的功能以破壞並抑制有害細胞的發生與進行。
2，可使淨化血液的巨噬細胞活化，防止膽固醇等脂質沉著於血管璧。
3，可抑制引發過敏或發炎症狀的細菌。
4，促進末梢血管擴張、改善血液循環並使血壓穩定。
5，可防止造成動脈硬化或肝臟障礙的過氧化脂質產生。
Q3：負離子如何
負離子如何活化
子如何活化细胞
活化细胞？
细胞？
A：自由基是指我們體内一種不穩定的氧分子~也稱活性氧，過多的自由基則會加速细胞老化，因為它會改變
细胞膜的電位，使细胞膜不帶電。因此要健康的细胞膜才有負電，人體經由皮膚、黏膜、肺的吸收負離子，
就會恢復细胞膜的電位，使细胞膜回復原來的活力，養份及氧氣的進入、廢物的排出正常，细胞的新陳代
謝旺盛，自然排除不必要的文明病。
Q4：負離
負離子如何
子如何淨
子如何
淨化血液？
A：由於很多的酸性物質及自由基和生活環境正離子過多，中和了红血球细胞膜中的負離子，負離子减少而使
红血球不帶電，不帶電的红血球容易連结在一起，相對的氧氣及養份輸送不正常，容易引起高血壓、心臟
病。如從環境中增加負離子，負離子經由皮膚、黏膜、肺的吸收，就能中和不好的自由基和環境中的正離
子，恢復红血球的電位差，分解血液中有害物質，迅速將其排出體外。
Q5：負離子如何
負離子如何調
整自律神經？
子如何調整自律神經
A：自律神經主要控制呼吸、循環、消化、代謝等功能，也就是自我意識無法控制的部份。正離子作用於交感
神經，人體會容易出現暴躁、易怒、緊張、血壓升高等狀况。負離子作用於副交感神經，則會使人出現血
壓正常、肌肉放鬆、胃腸蠕動正常，而現代的生活環境中正離子含量越來越多，所以氧化現象造成自律神
經失調的人也逐漸增加，自律神經失調的人有可能會引起失眠、頭痛、氣喘、眼睛疲勞、肩頸疼痛或腰酸
背痛、便秘、暈眩或失眠、焦躁、憂鬱、神經衰弱等心理疾病，甚或嚴重者導致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
癌症等慢性病症的發生。一旦接觸負離子後則可逐漸調整自律神經，改善上述症状。
Q6：負離
負離子
療法的改善症狀有哪些？
子療法的改善症狀有哪些
？
A：負離子以活化細胞、增強自癒力為基本目的，日本某研究實驗統計使用後能夠或快或慢的改善許多疾病
與症狀諸如：消除疲勞、增強體質、改善頭痛、失眠、調整排便、促進代謝、消炎並促使傷口加速癒合、
調整血管壁滲透性、止血、造血、鎮痛、解熱、改善痔瘡、改善皮膚、恢復青春、止咳、鎮靜、改善過敏
性鼻炎或上呼吸道感染、抗風濕、改善中樞神經和末稍神經、強化心臟、穩定血壓、促進腸胃蠕動、制酸
作用、制汗作用、改善肝或腎功能、抗過敏、改善髮質等。

Q7：過多的負離
多的負離子
負離子會不會有問題？
問題？
A：由於現代人周遭環伺過多的正離子，所以即使處於負離子較多的環境中，體内的負離子也不會異常多。
何況要消除血液中大量產生的自由基，就需要消耗相當多的負離子。因此，負離子較多時，能够發揮各種
作用，且易與環境中的正離子結合而中和消除，因此即使攝量過多，也不致造成不良的影響。
Q8：最有益身體
最有益身體健康的正負離
健康的正負離子比例
負離子比例為
子比例為何？
A：空氣中飄浮着肉眼看不到的帶正電或負電微粒子或分子。稱為正負離子。人體只有取得離子平衡，
才能保持健康，最有益身體健康的負、正離子比例是三比一或四比一。
但現代人周遭環境惡劣所以正離子較多，易導致身體平衡失調。
Q9：負離子如何被人
負離子如何被人體
子如何被人體吸收？
吸收？
A：負離子可以經口鼻吸入體内，在負離子較多的場所，藉由呼吸就能使其進入肺中。
負離子經由肺，通過毛细血管，送入血液中，使血液呈鹼性，而且還可消除自由基。
此外負離子也可經由皮膚進入。負離子帶電子，具有從皮膚電阻較弱點導入的特性。
此點即東方醫學所謂的經穴（穴道）
。這是三十多年前，德國醫學博士藍佛德所確認的事實。
Q10：
10：如何透過簡要身體檢查來判斷是否欠缺負離子？
如何透過簡要身體檢查來判斷是否欠缺負離子？
A：請回答以下參考表列，就可發現問題。
【身體狀況檢查表
身體狀況檢查表】
身體狀況檢查表
1.

□

經常性頭痛

2.

□

身體易產生靜電

3.

□

頭髮乾燥

4.

□

睡眠品質差(淺眠)

5.

□

醒來會頭暈沒精神

6.

□

眼睛容易疲勞

7.

□

血壓高

8.

□

血壓太低

9.

□

皮膚暗沉

10.

□

有氣喘過敏情形

11.

□

有鼻子過敏現象

12.

□

肩頸酸痛或腰酸背痛

13.

□

嚴重生理痛

14.

□

肥胖

15.

□

食慾不佳

16.

□

無法集中經神工作或易怒

17.

□

異位性皮膚炎

18.

□

排尿或排便不順暢

以上問卷，
以上問卷，你可有符合幾項？
你可有符合幾項？
☆ 符合 3 項以上，表示身體發出正承受正離子的警訊。
☆ 符合 6 項以上，請多下工夫，每天多吸收負離子。
☆ 符合 9 項以上，請每天積極的吸收大量負離子。
心臟病患者有安裝心臟助博器的人請禁止
禁止使用
使用。
這是一種安全考量，
(※ 備註
備註：
：心臟病患者有安裝心臟助博器的人請
禁止
使用
。這是一種安全考量
，
因為離子電子會集中於安裝在體內的金屬中，
因為離子電子會集中於安裝在體內的金屬中，可能導致心臟助博器產生錯誤的動作。
可能導致心臟助博器產生錯誤的動作。)
(*以上資料摘錄自國外負離子相關資訊,
以上資料摘錄自國外負離子相關資訊, 僅供內部教育參考*
僅供內部教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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