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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比較生物磁和超低頻電磁波對水質之影響效應

發表人：劉新舉(緒私)
陸軍官校教師

摘 要
基於曾以實驗發現密封的去離子蒸餾水，會吸收同奮右手中三指所發生物磁（氣
能），而且會受環境電磁波影響水質的基礎上，進行二種實驗，其一是請同奮以目凝視
並以意念引氣入密封的去離子蒸餾水(約 2.5cc)，以核磁共振法測量水值，另一則是以
6、8、10、12Hz 之超低頻電磁波，強度控制為 19.5G 之均勻電磁場照射密封的去離子蒸
餾水(約 2.5cc)65±1 分鐘後取出後，再以核磁共振法測量水值，它們之結果為 1)、以目
凝視之意念可以驅使生物磁入去離子水，並使水分子之電偶矩µ和電磁場 E(ω,t)作用而
產生正的總效應(Σµ ·E (ω,t))，且 pH 值趨向大值。2) 去離子蒸餾水長期暴露在環境
中，超低頻之磁場會改變它們的性質：10Hz 之頻率扮演著使水半高寬增加或減少之分界
線，12Hz 將使它們之 17O 半高寬顯著的減少，而 6 Hz 卻是使它們之 17O 半高寬似吸收生
物磁般的呈顯著增加。
關鍵字：生物磁（氣能）、超低頻電磁波、核磁共振、電偶矩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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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比較生物磁和超低頻電磁波對水質之影響效應
劉緒私

一

前言

幼時即惑於「定靜安慮得」之如何
「靜」？進而才能「得」？若欲靜，又是
佛家所謂八萬四千法門中的哪一種方法
呢？及長，因緣際會學了本教之靜坐，雖
然所學境界仍淺，心中則深信不疑：這方
法對了。方法對了，就需「以假修真」
，然
而這個「假」便是肉身，也就是臭皮囊，
矛盾的是：在尚未參悟前，卻又不得不好
好的善待它。想一想也是，如果身子骨功
能不彰，卻叫「身心靈」如何去合一？
於是生活規律、適時補充營養素以善
待肉身，這樣夠了嗎？生活在當下的現代
人，難免會生活在悲、憂、思、懼中，或
者環境中的電磁波中。如此，依《黃帝內
經》的基本見解：人的悲、憂、思、懼等
種種感情與生病之間的身心有某種關係，
並認為連繫身心狀態的能量乃是存在人體
內的內「氣」
；這個觀念對本教同奮來說是
可以理解的，但是就科學觀點來說，便是
把它量測出來，可惜，可以直接量測氣的
儀器，就目前國內來說幾乎是不存在的，
因為這個「氣」係屬精微(subtle)能量，
且依近期之研究指出：氣能可以和體內功
能(Function)轉換[1]，這結果似和前述
《黃帝內經》的基本見解遙遙呼應。換句
話說，一個人的「氣能量」
、
「精神」和「身
體狀況」之間，存在著某種關係用來連繫
心理與生理作用。很幸運的，在民國 82-88
年間能拜高光際樞機為指導教授，期間從
靜坐而和師門的年輕學弟們習得發氣、測
氣、進而研究氣，由是過程而對氣的體驗

深刻：
「人體或環境」的氣能便已透露出一
個人氣運的凶吉、興衰、身體呈健康、或
已病、或將發病…等訊息，這訊息似乎又
滿佈於當下之「環境和人體」
，二者之氣示
現著過去、現在、未來諸相，心中格外懍
然著：天地不可欺。對照緒私之名，緒者，
絲之端也，隱喻道之初，私者隱也藏也，
似乎告誡著欲入道之初，行事要循正道且
低調，由是，靜默少語。
既是靜默少語，又察覺氣能可能滿佈
於當下之「環境和人體」
，所以就在曾以水
研究氣的基礎上尋思：生物磁（氣能）和
超低頻電磁波對水質之影響之異同為何？
希望能夠藉由這個結果來降低環境氣能對
肉身之干擾，好修真。為何會這樣子的聯
想？
因為目前對氣的研究頗多，例如氣功
師傅在練習時，一些穴位測出 8~13Hz 的低
頻、內臟產生蠕動、將有效影響交感神經
系統(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而增
加心、肝、腎等處之血液流量，增加腦中
的α波，使人有效達到鬆弛的需求[2,3]。
環境中存在之電磁波使密封之水質變酸，
亦發現水會吸收氣能，吸收氣能的水即使
受環境電磁波的影響仍不會變酸[4]。
又因本世紀為一生物科技之世紀，所
以生命科學在國際上深受重視；亦被廣泛
研究，依現在科學之觀點來看，肉身是一
個複雜且精密的化學工廠，且在這精密的
化學工廠下思考、活動…等；目前發現：
有時藥劑無法解決病人的病情，可以經過
電磁場的調節，竟然發生獨特的功效[1]。
亦即調節肉身的電磁場便可以抑制或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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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陳代謝之速率。事實上地球便是一個巨
大的電磁場，它釋放的強度大約是
0.3-0.5 高斯，所以在一個地磁較強而會
影響身心而使之暢快的地方，便是生活的
好地方。可是，並非磁場強度強便好，這
還要看它的頻率是不是對肉身合適，早期
研究環境中極低頻(低於 10 Hz)的電磁
(electro- magnetic) 場，它對人體組織
的生物電(bioelectric)會產生有效的效
應[5]，於是又有研究將這個效應，施行於
人體與磁場、電場關聯的實驗，認為 10 Hz
的電磁場是生物節律中的主時鐘週期
[6]，水受南極磁場作用會變酸，受北極磁
場作用則變中性[1]，這些結果可以綜合
為：超低頻電磁場會影響液態水分子的性
質。這是一個有趣的結果，但是彼等對低
於 10 Hz 電磁波對水之影響為何則未加以
研究。
所以本文選擇水作為研究介質，這是
因為：水在人體體液中佔 90-99.5 %，在
神經組織則約佔 84%[7]，據研究在人體體
外的水和在人體組織(Tissue)內的水，二
者 之 電 導 度(conductivity)、鬆弛頻率
(relaxation frequency)是相同的[5]。因
此研究氣能和超低頻電磁波對水的作用，
可以說是間接觀察氣能和超低頻電磁波對
人體組織內的水可能產生的效應。故本文
基於前述而將實驗分成兩個部分：壹、當
環境中之電磁波使密封水質變酸後再發
氣。貳、設計出一個可調節之極低頻電磁
場產生器，並以 12、10、8、6Hz 不等之電
磁波照射去離子蒸餾水，藉以了解這些電
磁波對水的影響效應。也就是了解氣能和
超低頻電磁波，對肉身內部組織的水將可
能產生的效應，作為「以假修真」的參考。

二

實驗設計及原理

液態水分子和電磁場作用，它的反應
性質為外加電磁場頻率(ω)和強度的函
數，當外加電磁場 E(ω,t)為：
E(ω,t) = E0 (e

iωt

+e

– i ωt

) × ρ(ω)

(1)

式(1)中ω為電磁場頻率，E0 為電磁場
強度，ρ(ω)為電磁場頻率在ω的分布函
數。一個液態水分子在電磁場 E(ω,t)中，
受到其他水分子作用而產生的碰撞微擾為
0
V (ω,t) ， 則 該 水 分 子 和 電 磁 場 作 用 之
Hamiltonian 微擾[5]為：
H(ω,t) = H0 + µ·E(ω,t) + V0(ω,t)

(2)

上 式 之 µ 為 水 分 子 的 電 偶 矩 (Electric
Dipole Moment)，H0為一個分子無電磁場
作 用 亦 無 其 他 分 子 碰 撞 微 擾 之
Hamiltonian。 (2)式的意思是表示液態水
分子的微擾改變量係因水分子的電偶矩µ
和外加電磁場E(ω,t)作用，和這個分子被
其他水分子的碰撞微擾V0(ω,t)而決定。
本文依前述而進行以下的實驗：
壹、當環境中之電磁波使密封水質變
酸後再發氣：
發外氣功能人之發氣時間、過程、方
法等資料，詳如下表。
發氣功能人 志華(靜坐 6 年以上具發
氣、測氣場經驗)
年齡(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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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氣之樣品 去離子蒸餾水
發氣方法
發氣時間
發氣感覺

雙眼凝視水樣以意念、
距試管大約 25cm 發氣
10 分鐘
恍惚、全身發熱

發氣位置：
成大核磁共振室隔壁之小房間(2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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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氣時間：
2001年三月、下午 2:00 ~ 2:20完成。
17
O NMR測量原理和步驟：
詳如文獻[4]所述。
被發/未發氣水樣的試管存放位置：
成大核磁共振室隔壁之小房間(25±1
℃)。
試管存放位置的磁場強度：
0.3~0.9高斯(以F.W. Bell Model
5070 高斯計量測)。
17
O NMR半高寬測量方式：
以電話聯絡未曾習過靜坐之操作人員
安排測量時程。
物樣:
去離子蒸餾去離子水(~1μS/cm，WA32 蒸餾器製造)。
貳、以 12、10、8、6Hz 極低頻電磁波
照射去離子蒸餾水：
電磁波照射後之水樣存放位置：
同實驗一。
水樣接受電磁波照射時間/位置：
65±1分鐘/空軍官校。
電磁波照射的強度：
19.5±0.5高斯(25±1℃)。
17
O NMR 半高寬測量方式：
同實驗一。
物樣:
蒸餾去離子水2.5±0.1cc(取自國立
成功大學目前新成立之微系統研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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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測量全部水樣之 17O 半高寬如圖一所
示，
基於前文所述，液態水分子若和電磁
場作用，它的反應性質為外加電磁場頻率
(ω)和強度的函數，因試管長期所在位置
的磁場強度為 0.3~0.9 高斯，故筆者假設
去離子蒸餾水半高寬減少係受環境中的電
磁波和地磁的頻率對其影響所造成，依圖
一分析密封水樣半高寬Δν1/2 的衰減關係
為：
Δν1/2(ω,t)=Δν1/2(0)(1−C)e− ω +CΔν
1/2(0)
(3)
t

Δν1/2 (0)為第一次所測得之半高寬，Δν
(ω,t)為第一次測後再測之半高寬，因為
半高寬隨時間減少，所以 C 為任意常數且
必須是 1>C>0，經整理後
1/2

Δ ν 1/2(ω,t)= Δ ν
−ωt
1/2(0)(1−C)e
+
Δν1/2(0)(C−1)

(0)+ Δ ν

1/2

(4)

(4)式之結果對照式(2)式，Δν1/2(ω,t)
為 n 個 17O 核的總擾動值，所以示為：
↔

Δν1/2 (0)

0

nH

(5)
Δν1/2 (0) (C−1)； 1>C>0 ↔

Σµ ·E (ω,t)

(6)
Δν1/2(0)(1−C)e

−ω

t

↔

ΣV (ω,t)
0

(7)

三

結果與討論

在解釋這些實驗結果之前，筆者去離
子蒸餾水在測量前，分批進行溶氧和充氮
(逐氧)15 分鐘、加溫(於 40±0.2℃測量半
高寬)以期改變其結構，經 NMR 長期(20-30

(5)式表示密封之去離子蒸餾水 n 個
O 核尚未受電磁場作用之起始總擾動值，
(6)式表示液態水分子長期受環境電磁場
之強度和頻率的作用，會使水分子的電偶
矩和電磁場作用，而且相互作用的總效應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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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C−1)的負效應，(7)式則表示水分子
在電磁場中，長期受其他分子的碰撞微擾
V0( ω,t )具有(1−C)e − ω t 的衰減效應，
如果時間增加將降低對半高寬之影響。
基於發氣小組之成員多次以右手中三
指發氣對水樣之實驗，志華希望嘗試以雙
眼凝視並以意念發射外氣至已放在核磁共
振室五天之去離子蒸餾水，其結果和右手
中三指發氣至去離子蒸餾水之結果[4]相
似如圖二所示。由圖可知四支水樣僅取一
支發氣，且這一支的結果和其他三支的結
果不一樣，顯然是因發氣的這個特殊動作
所造成，再次顯示去離子蒸餾水具有吸收
生物磁的特質，不但如此；吾人將半高寬
增加的結果對照(5)、(8)式，將可發現生
物磁和環境之電磁場共同改變去離子蒸餾
水的結構；即液態水吸收生物磁的電偶矩
和外加電磁場作用產生了正的效應。
第二種實驗仍依文獻四之測量方法將
試管分別放在頻率為 6、8、10、12Hz；強
度控制為 19.5G 之均勻電磁場照射 65±1
分鐘後，取出分別裝入可避免光線照射之
盒內，然後將這些水樣放在成大核磁共振
室 ( 室 溫 25 ± 2 ℃ 、 地 磁 磁 束 密 度
0.3-0.5G) ，使其暴露在當地環境之磁場
後，再測量它們於 27±1℃之 T1、T2 值如圖
三、四所示。
由圖三、四的結果經統計分析發現：
去離子蒸餾水經 6Hz、強度 19.5G 之均勻
電磁場照射 65±1 分鐘後之半高寬變化和
12Hz 照射之結果，二組變數經 t 檢定：
P<0.05。若將前者和未經照射之對照組比
較：P<0.05。顯然這些結果具有顯著的差
異性，其中去離子蒸餾水經 6Hz、強度
19.5G 均勻電磁場照射 65±1 分鐘後之半高
寬變化趨勢竟然和水吸收生物磁之趨勢一
致。為求本實驗之重複性，所以重複前述
之實驗方法和步驟如圖五、六所示。

由圖五、六的結果經統計分析發現：
本次去離子蒸餾水再經 6Hz、強度 19.5G
之均勻電磁場照射 65±1 分鐘後之半高寬
變化和 12Hz 照射之結果，二組變數經 t
檢定：P<0.05。且去離子蒸餾水經 6Hz、
強度 19.5G 均勻電磁場照射 65±1 分鐘後之
半高寬變化趨勢也和前述實驗結果一致，
呈現其重複性，T1 之變化則否，如圖四、
六所示。
這些結果顯示密封在石英玻璃試管內
蒸餾去離子水(含離子最少)經長期暴露在
磁場強度為 0.3-0.9G 的環境下，經比較發
現：12Hz 使它們顯著的減少水分子 17O 半
高寬(1/T2)，10Hz 使水樣不發生變化，而
6 Hz 使它們顯著的增加水分子 17O 半高
寬。本研究將這些結果依 Hamiltonian 微
擾理論(即 6 式)深入分析發現：去離子水
分子的介電(dielectric)會受超低頻電磁
場 E(ω,t) (含地磁)影響，而 10Hz 之頻率
扮演者使水半高寬增加或減少之分界線。

四 結論
經由以上之實驗結果；本文結論為:1)
去離子蒸餾水之水分子長期受環境電磁頻
率的作用，使水分子電偶矩和電磁場作用
產生負的總效應，依核磁共振對水的酸鹼
反應之實驗結果判斷，則其 pH 值趨向小
值。吸收以目驅使生物磁且受相同環境電
磁場影響之密封去離子蒸餾水，顯示以目
凝視之意念可以驅使生物磁入去離子水，
並使水分子之電偶矩µ和電磁場 E(ω,t)作
用而產生正的總效應(Σµ ·E (ω,t))，且
pH 值趨向大值。2) 去離子蒸餾水長期暴
露在環境中，超低頻之磁場會改變它們的
性質：10Hz 之頻率扮演著使水半高寬增加
17
或減少之分界線，12Hz 將使它們之 O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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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寬顯著的減少，而 6 Hz 卻是使它們之 17O
半高寬似吸收生物磁般的呈顯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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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水樣試管分別放在頻率為 6、8、10、12Hz；強度控制為 19.5G 之均勻電磁場照射 65±1 分鐘後所測
之半高寬(27±1℃)，經 10 天之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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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水樣試管分別放在頻率為 6、8、10、12Hz；強度控制為 19.5G 之均勻電磁場照射 65±1 分鐘後所測
之 T1 (27±1℃)，經 10 天之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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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水樣試管分別放在頻率為 6、8、10、12Hz；強度控制為 19.5G 之均勻電磁場照射 65±1 分鐘後所測
之半高寬(27±1℃)，經 15 天之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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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水樣試管分別放在頻率為 6、8、10、12Hz；強度控制為 19.5G 之均勻電磁場照射 65±1 分鐘後所測
之 T1 (27±1℃)，經 15 天之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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