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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出健康  睡出健康 

漢鴻生物訊息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訊息是什麼？ 

• 物質: →  → Mass →  → Gravity Field 重力場 

• 能量: →  →Energy →  → Electromagnetic  Field 電磁場 

• 訊息: → → Information → → Spin Field 自旋場 

生物訊息場（Bio-information）是一種自旋場（Spin Field）的效應 

不是        物質成分 
也不是    電磁波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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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旋產生極性，逆旋向下、正旋向上、不同角度產生角度上下的分量 

極性的組合可以形成一個疊加的自旋場=生物訊息場 

逆旋向下 正旋向上 偏斜角度θ 



生物訊息的本質是：自旋場（Spin Filed）  

＊自旋是基本粒子的內稟性質。  
    （Intrinsic Property） 
 

＊自旋產生極性，也產生微磁場 。 
    （Micro magnetic field） 
 

     約為 10-34 Gs（高斯） 
 

     地球磁場：0.25-0.6 Gs 
     冰箱磁鐵：100 Gs 
     核磁共振檢查：30,000 Gs 

＊生物訊息場：由多種不同的自旋 
    場疊加而成、極細微但具有特定 
    健康促進功能的物理場效應。 



生物訊息在醫學上的驗證 

抗生素 

醫學上發現藥物的生物訊息 
可以使用特定的技術擷取、儲存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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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片實驗1:無SD記憶晶片            晶片實驗2:有SD記憶晶片 
 

透明抑制圈 

擷取自抗生素的生物訊息一樣具有抑菌的效果 



擷取自藥食同源中草藥的生物訊息-（微磁場） 
                                                   也一樣具有中藥陰陽五行的特性 
No. Bio Information Items 

1  Yin 陰  
a.金銀花Honysuckle Flower Bud 

b.黃芩Baikal Skullcap Root. 

2  Yang 陽  
a.微藻寡胜肽Spirulina peptide complex 

b.太子蔘Pseudostellaria heterophylla 

3  Wood 木  
a.枳椇子Raisin Tree Seed 

b.甘草Licorice 
c.枸杞子Barbary Wolfberry Fruit 

4  Fire 火  
a.太子蔘Pseudostellaria heterophylla 

b.黃耆Astragali Radix 

5  Earth 土 
a.微藻寡胜肽Spirulina peptide complex 

b.薏苡仁Coix seed 

6  Gold 金  

a.金銀花Honysuckle Flower Bud 

b.黃芩Baikal Skullcap Root. 

c.杏仁almond 

7  Water 水  
a.山藥Chinese yam 

b.黑芝麻black sesame seed 

陰陽五行 經絡 

木陰 肝經 

木陽 膽經 

火陰 心經 

火陽 小腸經 

土陰 脾經 

土陽 胃經 

金陰 肺經 

金陽 大腸經 

水陰 腎經 

水陽 膀胱經 

陰陽五行對應經絡 



木2 金5 

按照中醫的理論組合陰陽五行訊息 
可以達到調整各種不同狀況的功能 

陰 

陽 

木 調整肝經 

陰陽與五行的配伍-經絡系統 

火 調整小腸經 

單純五行的配伍-基本功能 

不眠症、腹部肥大/脂肪細胞、經
痛、帕金森氏症、便秘、感冒咳、
扁桃腺炎 

水 火 土 

香港腳/皮膚真菌、水腫、自律
神經失調/焦慮症/強迫症 

土 金 水 

水1 火1 土1 

進階五行的配伍-更精準、針對性更高 

不眠症 

木4 金1 水1 火3 土1 自律神經失調/焦慮症/強迫症 

安全穩定應用更廣 



山東中醫藥大學 謝曉惠博士學位論文 
 

低頻共振電刺激聯合複方黃蓮阿膠湯
治療頑固性失眠的臨床研究  
 
採用睡眠生物訊息的臨床試驗 



法國諾貝爾得主Montagnier也發表類似的實驗 

透過低頻電磁波攜帶稀釋溶液中的細菌DNA訊息，發現電磁波可以攜帶稀釋溶液
中DNA的微磁場結構到其他試管的水中，另一杯水經過40次的PC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可以檢測到原來細菌DNA的訊息。在進一步的實驗，將這些細
菌DNA訊息對著體外人體癌細胞作用一段時間後，發現癌細胞死亡，萃取死亡癌
細胞的DNA去做檢測，可以檢驗出原來細菌DNA的訊息 

*Luc Montagnier, Emilio Del Giudice et al.,Transduction of DNA information through water and electromagnetic waves, 2013 





將血壓相關的生物訊息植入穴位貼 

進行5天臨床試驗 
穴位貼只使用蘆薈凝膠，不含藥物或是其他有效成分 

生物訊息刺激穴道對改善血壓之成效 



臨床數據結果分析 

以生物訊息穴位貼介入前的後三天跟介入後的後三天的數據做比對 
本臨床試驗分成兩組:有使用降壓藥、沒有使用降壓藥 
收縮壓分析：整體有效率68.75%，P=0.03 有顯著差異 
                        有降壓藥組有效率75%，P=0.04 有顯著差異 
                        無降壓藥組有效率62.5%，P=0.4 沒有顯著差異 

前後3天 T檢定 >2%有效分析 

整體 前：133.2±10.4 
後：130.4±10.5 
P=0.03，有顯著差異 

改善>2%占總數68.75% 
  

有降壓藥 前：131.6±9.2 
後：127.6±11.3 
P=0.04，有顯著差異 

改善>2%佔總數75% 
  

無降壓藥 前：134.8±11.9 
後：133.3±9.6 
P=0.4，沒有顯著差異 

改善>2%佔總數62.5% 
  



臨床數據結果分析 

以生物訊息穴位貼介入前的後三天跟介入後的後三天的數據做比對 
本臨床試驗分成兩組:有使用降壓藥、沒有使用降壓藥 
舒張壓分析：整體有效率50%，P=0.45 沒有顯著差異 
                       有降壓藥組有效率62.5%，P=0.03 有顯著差異 
                      無降壓藥組有效率37.5%，P=0.56 沒有顯著差異 
舒張壓的改善幅度不大，一般舒張壓的改善時間需要較長，只有5天的介入改善不大，也符合
臨床經驗。 

前後3天 T檢定 >2%有效分析 

整體 前：77.1±10.8 
後：76.3±10.8 
P=0.45，沒有顯著差異 

改善>2%佔總數50% 
  

有降壓藥 前：72.3±8.8 
後：69.8±8.1 
P=0.03，有顯著差異 

改善>2%佔總數62.5% 
  

無降壓藥 前：81.8±11.1 
後：82.8±9.4 
P=0.56，沒有顯著差異 

改善>2%佔總數37.5% 
  



*有部分人特別明顯 





將腰背痛相關的生物訊息植入腰環 
以及沒有生物訊息的腰環 

進行雙盲試驗 

生物訊息腰環 

生物訊息針灸貼對緩解慢性下背痛之成效 



0% 0% 

20% 

80% 

沒有訊息組 

痊癒 

顯效 

有效 

無效 

20% 

50% 

20% 

10% 

有訊息組 

痊癒 

顯效 

有效 

無效 

解盲後臨床數據結果分析 

有訊息的腰環：有效率90%(包含痊癒20%、顯效50%、有效20%)，無效率10% 
無訊息的腰環：有效率20%，無效率80% 
證明有訊息的腰環90%明顯有效，沒有訊息的腰環只有20%有作用，可排除安慰劑效
應。 
    比例 

>75% 痊癒 20% 

>50% 顯效 50% 

>25% 有效 20% 

<25% 無效 10% 

    比例 

>75% 痊癒 0% 

>50% 顯效 0% 

>25% 有效 20% 

<25% 無效 80% 



生物訊息對人體的作用 
 
已經可以透過實驗及醫學臨床得到驗證 

不是        物質成分 
也不是    電磁波能量 
生物訊息是一種自旋場效應 



 生物訊息儲存技術-生物訊息晶片 

生物訊息場採用自旋(SPIN)來記憶 

生物訊息晶片技術來自於
特殊材質與結構的組合，
可以記載及釋放自旋場 

你可以想像磁碟片可以儲存電子資
料一樣，只不過磁碟片是靠磁性物
質來儲存0101的訊號 
生物訊息晶片是靠自旋來儲存生物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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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創新便於記憶生物訊息 
與釋放生物訊息的技術 

奈米微晶片技術 次微米微晶片技術 

將生物訊息微晶片植入其他材
質就可以記載及釋放生物訊息 

生物轉融技術 

發酵生物訊息載體技術 
(食品) 

將發酵生物訊息載體加入其他食
品就可以記載及釋放生物訊息 



 針對紡織業推出的Fspin TechTM次微米微晶片 

生物訊息晶片方式： 
 
1.印花在紡織品上面 
 
2.直接混入纖維裡面 



 生物訊息對紡織業的應用 

紡織業的功能性一般來自於成分與結構的變化 

生物訊息可以突破以往受限於成分的功能 
 
加入什麼生物訊息就會有什麼功能 

睡眠 
訊息 

睡眠 
功能 

活麗 
訊息 

活麗 
功能 



功能A訊息場 
母片 

空白晶片訊息場沒有規律 

複製後晶片記載功能A訊息場 

生物訊息場複製儀器 



植入生物訊息 

生物訊息 

次微米微晶片  
母粒 紗線 布料 

衣服 

將藥食同源中草藥的生物訊息植入紡織品 



生物訊息技術架構示意圖 

 工作母片 
(複合訊息) 

組合&複製 

 基礎母片 
(單一訊息) 

藥食同源的中草藥 

擷取&放大&儲存 
生物訊息(微磁場) 

生物訊息奈米微晶片
製作成空白母片 

生物訊息 
奈米微晶片 

印花於織物上 

做成各式晶片 
穿戴 

電磁波激發 空間使用 

生物訊息 
次微米微晶片 

做成母粒 紡紗 布料 衣服 

生物轉融技術 
載入有機載體 

優格 

藥品 

訊息水 

 複製 

 複製 

個人穿戴 

保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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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 



 生物訊息技術產品應用現況 

物質 

能量 

訊息 
正確訊息 

生物訊息手環、心寧儀 

必要營養素 

多醣體精華飲、素積精、多醣體濃縮液、優菌美 

  調整偏性 

五行方(木、火、土、金、水) 、愛明亮、善維他、舒眠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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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訊息技術如何促進人體健康 ? 5 

剛出生 

長久不良 
生活習慣 

使用生物  
訊息技術 

自旋場 細胞間 
溝通 

生命 
運作 

自癒能力 
健康狀態 

>> >> >> 

生物訊息的作用 生命的本能 

正常 有序 正常 良好 

錯亂 錯亂 失序 弱化 

導正 恢復有序 恢復正常 良好 



       關於生物訊息  

＊生物訊息的屬於自旋場（Spin field）、本質是微磁場，是 
    極微小的物理效應。 
 

＊ 人體是極為精密複雜的機器，生命被創造具有自我療癒的能 
    力，而生命的運作及自癒，均賴細胞間的正確訊息溝通。 
 

＊生命運作及自癒的能力，可能因為長久的生活習慣而弱化。 
 

＊生物訊息技術協助導正並恢復細胞間正確溝通訊息。 
    生物體自然回歸到生命原本設定的正常運作秩序而自癒。 
    生物訊息技術並不強調外來細菌、病毒的毒殺。 
 

＊化學變化是電子的交換與共用；生物訊息是比分子、細胞運 
    作更為底層的效應，因此，可以說是健康的密碼。 



       關於生物訊息技術  

＊我們發現了自然界特定的微磁場與人體健康的對應關係。 
 

＊擷取自藥食同源之中草藥自旋場（微磁場）的組合、運用。 
 

   （生物訊息組合、微磁場 10-34 Gs  <<  地球磁場 0.25-0.6 Gs  <<  冰箱磁鐵 100 Gs） 
 

＊生物訊息技術就是對自旋場進行科學調控，用以促進人體 
    健康的一系列論述、材料、技術。 
 

＊這些發現與發明，與傳統東方醫學的意涵高度相關。 
 

＊以物理學的角度來看人體，可能比生理學、藥理學更明確。 
 

＊嶄新技術為食品、紡織、穿戴、醫藥…帶來前所未有應用。 



 生物訊息技術商業合作模式 

解決方案 

睡眠 自律神經/情緒  
疼痛 過敏  
新陳代謝 腸道菌相 

商      品 

衣服 護具 心寧儀 
智慧手環(手錶)  
舒眠錠 素積精  
五行方 優格 
優菌美 愛明亮 

產業應用 

紡織業 消費性電子 
健身中心教育 瑜珈  
保健品中藥 

合作模式 

關鍵元件  
ODM 
自有品牌經銷/代理 

01 

02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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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pin Tech 纖維--保健 7 

＊Alpha波：舒緩情緒、深層睡眠  
 

＊Theta波：提升&平衡脈輪、冥想 

＊(白天) 活麗：排濕除廢、爆汗雕塑、增強體力 
 

＊(晚上) Alpha 波：深層睡眠 

睡眠 
情緒 

健身 
雕塑 

＊Alpha波、活麗、Theta波纖維均為保健用途，不涉醫療。 
 

＊終端商品宣傳應遵守法令規範。 
 

＊若終端商品欲申請為第一類醫療器材，請洽我們。 
 



Fspin Tech 纖維--醫療級  

＊血壓 ＊血糖 ＊血脂 ＊尿酸 

＊肩周炎/腰背痛 /手腕痛 / 膝痛  / 腳底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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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過敏、花粉對策 / 皮膚過敏 

瑞卡 
Recovery 

代謝 

＊均得為醫療級用途，終端商品得申請為第一類醫療器材。 
    若不申請為醫療器材，則依法不得宣稱療效。 
 

＊瑞卡纖維分為7種、代謝纖維分為4種不同功能，訊息組合不 
    同，須以成品灌錄訊息。 
 



 健康促進 必將成為 紡織品新顯學  8 

 
 

看市場 
 

 
 

看技術 
 

 
 

看自己 
 

 
 

看競爭 
 

＊健康誰不愛 ?  
＊穿出健康、睡出健康，必受追捧。 

＊技術成熟，必然帶動市場潮流。 

＊注入新的元素、活力、商品， 
＊鞏固既有客層、開拓新客層。 

＊協助一線品牌擴大領先， 
＊協助二線品牌後來居上。 



Torsi Tech 生物訊息技術的理念 

 

尊重傳統  
Respect For Tradition  

 
 

崇尚自然 
 Inspired By Nature 

 
 

善用科技 
 Refined By Science 

 

保健紡織品  
 

 Lifestyle Healthcare Textiles  
 

 提升生命平衡力 
 

 大道至簡、五行養生 
 

 養生之道、貴在預防 
 

 預防之道、平衡而已 



更多的訊息 

Fspin Tech 專屬網頁 
 

https://textiles.torsitech.com/ 

 白象文化出版：健康鑰方  生物訊息  

陳冬漢  albert@enlife.com.tw  
 

黃天福  michael@enlife.com.tw 



附  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