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lpha波纖維
放輕鬆 睡個好覺 世界變美好

保健紡織品新紀元保健紡織品

穿出健康 睡出健康

漢鴻生物訊息科技有限公司



現代人的文明病

＊除了晚上睡覺時間不想睡之外，其餘時間都想睡 ?
＊不管睡多久，還是覺得累 ?
＊運動、比賽之後，無法放鬆 ? 無法恢復疲勞、回到巔峰狀態 ?
＊白天過於亢奮、激動、或者晚上忙完之後，難以入眠 ?
＊明知道事情很重要，但就是提不起精神來面對、完成它 ?
＊渾身都不對勁，但是健康檢查卻沒有紅字 ?
＊醫生說：其實您根本就沒病，您只是自律神經失調而已 ?
＊已經很多年沒有神清氣爽、通體舒暢的感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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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壓力、生活節奏、濫用藥物、環境汙染



養生保健、找回健康的方法2

以
往

如
今

＊西藥的安眠藥、抗焦慮藥、降血糖藥、降血壓藥、止痛藥、
消炎藥、類固醇…會壓制交感或副交感神經 ??

＊中藥的調理，可能要花很長時間。

＊其他：渡假、運動、冥想、瑜珈、氣功…

＊科技的創新讓「保健紡織品」成為現實。

＊紡織品原本強調時尚、舒適、功能，如今還可
「穿出健康、睡出健康」，成為「穿的保健品」。

＊紡織品可以是 「Lifestyle Healthcare Textiles」。



Alpha波纖維 助您一臂之力

工作 沉著冷靜

氣定神閒、收放自如、遊刃有餘

休閒 輕鬆愉快

通體舒暢、神清氣爽、幸福愉悅

夜晚 香甜好眠

消除疲勞、修護身體、回到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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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腦波及自律神經

＊腦波：人腦的神經細胞活動時所產生的電氣性擺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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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調和是黃帝內經的核心，與交感、副交感神經理論高度吻合。

＊腦波及自律神經可說是心情、健康的溫度計，
腦波儀、自律神經測試儀 都是 醫學臨床評估常用的儀器。

邏輯思考、推理、寫程式、計算、口譯。

身體放鬆、心胸開放、親和、清醒而寧靜。

深度冥想、心靈覺知。

能恢復精神及體力的睡眠。

12-28 Hz  β波 專注

8-14 Hz  α波 舒緩

4-7 Hz θ波 冥想

0.5-3 Hz  δ波 深層睡眠

α波非常重要，是由 工作狀態 通往 冥想與深層睡眠 的 唯一途徑。



效果驗證（1） 腦波儀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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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驗證（1） 腦波儀 紡織綜合研究所5

* 受測人數：6人（3男3女）、37±12.3歲
* 方法流程：坐臥、未使用前25分鐘，量測第

20-25分鐘之平均值，使用後40分
鐘，量測第35-40分鐘之平均值。

* α 波比例：α/（α＋β＋θ＋δ＋γ）
* β 波比例：β/（α＋β＋θ＋δ＋γ）

睡眠枕套 α 波比例：提升 0.8 ％



效果驗證（2） 自律神經測試儀 案例

自律神經測試儀
Heart Rate Variability

H.R.V 

使用前
陽 > 陰

心率快速
心情處於戰鬥狀態

使用後
陰陽平衡
心率正常
五力平衡
沉著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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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驗證（2） 自律神經測試儀 紡織綜合研究所6

α 波纖維內衣：交感對副交感之活性指標降低 0.07 

* 受測人數：6人（4男2女）、34±14歲
* 方法流程：坐臥、未使用前25分鐘，量測第

20-25分鐘之平均值，使用後40分
鐘，量測第35-40分鐘之平均值。

* 低頻：LF（Low Frequency）交感神經
* 高頻：HF （High Frequency）副交感神經



效果驗證（3） PSQI 匹茲堡睡眠品質量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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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入生物訊息

生物訊息

次微米微晶片
母粒 紗線 布料

衣服

Alpha波纖維是怎麼做出來的 ?8



甚麼是 生物訊息次微米微晶片 ?

＊一種創新、有效記憶及釋放生物訊息的特殊載體

＊是獨家開發具有特殊粒徑分布及比表面積的改質矽、鈦等化合物

＊其儲存生物訊息的強度、密度、數量均超越以往

＊儲存了特定組合之「藥食同源」中草藥的「食藥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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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纖維裡的生物訊息次微米微晶片儲存的
藥食同源中草藥的食藥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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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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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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息的檢測：南台科技大學 生物訊息實驗室11

唯有高生命平衡力：功能才具有意義，
才可以長期使用，才能達到保健目的。



生物訊息微磁場與人體微磁場共振
引導人體回歸正常的秩序與節律
提升生命平衡力
陰陽平衡、五行中庸、身心舒暢，
腦波之 α波 自然提升

人穿（或戴）在身上
α波纖維裡的次微米微晶片
釋放出 生物訊息 到人身上

Alpha波纖維是如何運作的 ?12



Alpha波纖維的安全性

＊沒有重金屬

＊沒有輻射

＊沒有毒性

＊沒有侵入性

＊沒有殘留

＊高「生命平衡力」（Homeostasis）、
沒有偏性，可以長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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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波纖維可以適用於不同的體質

＊生命自有其作用的機制，生物體的運作正常與否，端賴
細胞間溝通訊息的正確與否。

＊生物體可能因為細菌病毒入侵、長期生活習慣不良…使
細胞間的溝通失序，身體健康也因而失序（Disorder）。

＊生物訊息技術是著眼於研究細胞間溝通訊息的正確與否，
並加以導正的一種技術，因此不強調外來細菌、病毒的
毒殺。

＊只要細胞間訊息溝通訊息正確，不論各種體質，生物
體都會回歸到原本生命設定的正常運作秩序與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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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波纖維使用注意事項

＊布料使用 20%-25% α波纖維，布料覆蓋軀幹或雙腿 80% 以上。

＊組織設計盡可能貼皮膚，貼身穿著效果較佳。

＊建議搭配遠紅外線、石墨烯纖維，有助於提升效果。

＊效果持續 2 年，之後效果可能遞減。

＊一般染整、洗滌、烘乾、曝曬都不會減損效果。

＊不可使用禁用化學物質；特殊化學染助劑，請事先諮詢我們。

＊隨著穿著、配戴時間，效果會逐漸增加。

＊排除重症、長期慢性病、罕見疾病、洗腎者等後有效度約 70-80%。

＊使用及收存注意不可與磁性器物直接接觸。

＊避免穿著α波纖維衣服做核磁共振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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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Alpha波纖維相關的產品家族成員

睡眠枕套

心寧儀

舒緩/舒眠
手環

舒眠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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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訊息技術與智慧紡織品的整合運用

＊電磁波可以是生物訊息的載波，這也是生物訊息適合與遠紅外線
搭配運用的原理。

＊智慧紡織品上的通訊、電擊、加熱元件，也可以激發生物訊息更
強、更遠。

＊使得智慧紡織品在設計創意及應用功能上，開拓了寬廣的空間。

＊智慧紡織品 + 保健紡織品 = 穿出健康、睡出健康、管理健康。

17



台灣紡織業的輝煌與挑戰

＊紡織業曾是台灣最大創匯產業，吸納眾多就業人口，
功能性布料佔世界6成以上，是台灣的驕傲。

＊舞龍紗、濃染加工、Conjugate、Side-by Side、海島絲
…均曾輝煌數年。

＊新合纖、新新合纖之後的原料創新出現困頓、Bio-Based 
及生物可降解的核心原料技術仍掌握於外國、年輕人漸
少加入、產業外移，轉型壓力如影隨形。

＊原料的自主創新，可望助台灣紡織業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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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機能性、智慧型紡織品到保健紡織品

保健紡織品

穿出健康、睡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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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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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關於 Fspin Tech TM

＊ Fspin Tech TM 是 Torsi Tech TM 團隊專為保健紡織品開發的
一系列關於生物訊息組合及應用的技術。

＊ Fspin 意謂 費米子 （Fermion）的自旋（Spin）。

＊費米子（Fermion）是基本粒子其中的一類。

保健紡織品

穿出健康 睡出健康



附錄二、生物訊息與一般能量產品有何不同？

種類 本質 屬性 作用 波長/頻率 作用部位

遠紅外線 電磁波
(電磁場)

能量 加熱 波長4-14um 全身

高頻波 電磁波
(電磁場)

能量 加熱 (各器官不一) 全身

舒曼波
電磁波

(電磁場) 能量 加熱
波長:約地球圓周
頻率:約7.83Hz 全身

生物訊息
量子訊息

(量子自旋場) 訊息
啟動

溝通的指令 NA
特定部位

(視訊息而定)



附錄三、 亞健康與陰陽五行失衡息息相關

正常 陰陽失調 五行失調 病狀

健康 亞健康 生病

大多數的病都是長期累積的結果

生病怎麼來就怎麼去

20%的人、需保健養生
60%的人、需保健養生

20%的人、請找醫生



附錄四、對於保健應有的基本體認

＊人體是一個小宇宙，其運作的複雜程度遠超乎想像。

＊保健與醫學，不存在「100%有效」這回事。

＊人每天要生活、工作、應付各種挑戰，因此，人的狀態會起
起伏伏，即使採取治療或調整措施亦會如此，因為人是活的。

＊由於各人體質不一、用藥情況不一，故調整方案使用於不同
人，反應不一；甚至同一人調整過程也會出現反覆。

＊由於個別的人經常存在特殊狀況、又有主觀意識，所以醫學
臨床的樣本數不能太小，過程的設計也極為重要。

＊以往，我們對紡織品只關注織物本身的物性，若要進入保健
領域，就不能不對人與健康更多理解與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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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