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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退擊擊 都都市市病病

活氫水助您活氫水助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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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細分子，
深層保衛細胞

每天飲用，八周
    39%抗氧效能

    2倍膠原蛋白，
去除皺紋1

活氫水與電解水的迷思
經過芸芸比較分析後，或許您會發現許多飲用水有着相當類同

的功效與原理，但其實當中存在着莫大差異。由今天起，您要

真正認識萬物之泉 －「水」的奧秘。

「水」決定了一切，決定了我們的品質，決定了我們的生活，

決定了我們的健康，如何正確地選擇您的生命之泉，將會是一

個必修課題。

Q 活氫水能被人體吸收嗎？
A 由於氫分子極細，加上其pH值與人體體液相近，故此氫可輕

易進入人體器官及細胞：30秒便能到達血液、60秒到達腦
部、20分鐘便能到達心臟。一小時後，未能被吸收的氫會自
然排出體外，全無副作用。

Q 如何選擇活氫水製造機？
A 自從公眾發現氫分子的效益後，坊間出現林林總總的氫水製

造機，一般可以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在濾材中加入鎂棒做化學反應，由於氫在普通環境

下的溶存時間極短，容易散失於空氣中。而且鎂與水產生反
應後，會製造出氧化鎂和氫氧化鎂等副產品，長期飲用會影
響腎功能。

 第二種是透過電解，令水中的氫與氧分子分離，然而普通電
解水機只能生產出極少氫氧。若要製造出長期溶存於水中的
高濃度氫分子，必須透過質子交換膜技術(PEM)和獨特的電
極，例如六重鈦白金電解系統，來增加氫分子的溶存能力。

Q 氫水是何時被發現其抗氧化效用？
A 2007年前，已有50份以氫氣作醫療用途的研究。而日本學者

太田成男於2007年發表一篇生物學論文，指氫能針對性抗氧
化，經動物研究證實氫能修復腦部損傷。自此，國際間的學
者也紛紛開展與氫相關的研究。

 2010年，一回顧文章指：「這並非誇大，氫氣在未來治療及
預防疾病方面影響是巨大的。」14 近年已有超過500份相關研
究，及逾150個研究疾病模型。可見氫水確實有助健康。

Q 一天應該飲用多少活氫水？
A 多個動物及人類研究顯示，每天攝取0.5至1.6毫克濃度(500 

–1600ppb)的活氫水，對健康有所增益15，建議每天飲用1.5
至2公升。

Q 坊間有很多鹼性水機，鹼性水跟氫水有何分別？
A 氫水的pH值約為7.5，與人體體液相近，容易吸收。市面上的
 鹼性水標榜能平衡身體酸鹼度，但其普遍pH值都比7.5為高，

甚至接近10.5，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被人體吸收。活氫水能
夠激活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有效抑制細胞及器官衰老。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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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了解更多活氫水的資訊，

請即瀏覽絲傲活氫水專頁

www.vitali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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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氧化物歧化酶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0-20歲
旺盛生成期

30歲
生產減少期

40歲
活性下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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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為極細小的分子，體積更比維他命C小87倍2。 

當血管堵塞時，一般抗氧化物未能送至各身體部位。然而，

氫仍能深入細胞組織，暢順直達不同器官，抗氧化防衰老，

尤其可以穿透腦屏障，防範腦部退化問題。

1. 細小分子更易利用

氫並非普通的抗氧化物，它不單能清除毒性氧，更可以針對

性清除有害的氧化物。由於少部份自由基(ROS)具新陳代謝

的作用，屬於對身體有益的活性氧。氫不會影響它們，只會

專門還原最具細胞毒性的物質―羥基自由基(OH)。

2. 針對清除毒性氧

人 體 自 身 具 備 一 種 超 強 抗 氧 化 物 質-超 氧 化 物 歧 化 酶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3 去對抗自由基的侵害。從出

生到30歲左右，SOD仍能維持高水平，但30歲以後，SOD形

成速度便開始減慢，到了約40歲，SOD的活性更已大幅下

降。而原來氫水除了自身具有的抗氧化功能外，更能促進體

內SOD的生成。研究發現，每天飲用1.5至2升氫水，8星期後

可增加39% SOD的含量。

3. 加強體內抗氧化物功能

氫分子不僅無色、無味而且全無副作用，即使長期飲用氫

水，也不會對身體產生不良影響。安全可靠，適合每天飲

用。

2016年的研究中4，實驗人員讓178名志願者每天飲用1000毫

升氫水，為期72星期，沒有人出現任何不良反應。

4. 安全無副作用

氫分子也能改變細胞信號5，使身體作出抑制炎症、抗急性過

敏 及 防 細 胞 凋 亡 的 反 應 。 氫 更 會 刺 激 胃 部 分 泌 飢 餓 素

(Ghrelin)，這種荷爾蒙可促進製造生長激素，從而保護腦

部、血管及肝臟健康。

5. 有效抑制炎症

呼吸令您氧化，氧化令您衰老
呼吸是人與生俱來的能力，眾所周知，我們需要氧氣來製造

能量(ATP)，然而人體並不會吸收全部氧氣，當中2-3%1會在

身體中轉化為有害的自由基 － 毒性氧，都市人的不良生活習

慣會加快毒性氧形成。毒性氧狀態極不穩定，會不斷破壞細

胞及組織結構，導致衰老及生病。故此，去除毒性氧是保持

健康的重要第一步。

衰老的元凶
活着意味着要「製造與消耗」能量，如果不呼吸，就不能製

造能量，人體也無法進行新陳代謝。當吸入氧氣時，約2-3%

的氧氣會轉換成活性氧(ROS，自由基的一種)。活性氧是新

陳代謝的產物，對身體既有正面的作用，亦有負面的影響。

好的活性氧既能在體內對抗具殺傷力的細菌、病毒等異物，

亦可有助增強免疫力及保護身體。相反地，有害的活性氧(毒

性氧)會減弱自身抵抗力、破壞免疫系統及攻擊細胞，導致慢

性病及衰老。

「氫」鬆保持健康

氫 水

氫進入細胞，把

毒性氧還原成水

分。
毒性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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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項研究證明
氫有

六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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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體積比較

氫(Hydrogen，H2)是世上最小的物質，也是宇宙間所有元素

的起源。氧和氫共同參與所有生命的發展和進化，並分別擔

當「氧化」及「還原」的角色。可是，近年人們只集中於討

論氧化作用對人體的危害，忽略了氫分子強大的還原作用。

氫分子在維持生命活動中扮演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亦是第

三大人體組成的元素，它所帶來的益處更是多不勝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