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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生命密不可分的氧氣健康法

「有 機 鍺」

有機鍺是什麼?

TRANSISTOR的半導體，有機鍺所指的是植物中所含的礦物
質。據於淺井博士研究得知，它供給人類重要的氧氣，對健康
生命密不可分。氧氣桶，供給氧氣，多數的氧氣消失於大氣

「肺呼吸與細胞呼吸」最主要的是細胞呼吸新鮮的氧氣
我們的身體是大約由60兆個細胞組成，沒有氧是無法生存的，
如果細胞內的氧不足，生命將嚴重地受到威脅，在心臟發生心
臟衰弱「狹心症」
，在腦裡「腦死」
，在肝臟「肝硬化」
，另外長
期氧不足情況，容易引起細胞突變，即產生可怕的癌細胞，所
以氧與生命有重大的關係，相反的氧氣充足體內細胞與各器官
日見強壯。

細胞內的氧不足，是因為：
1. 血液循環與血質不適，不能順利運作，必然要承受許多的阻
礙。
2. 氧化作用過程中產生的游離氫、一氧化碳太多
例如：生活上帶來的壓力，攝取較多的酸性食品，香煙排氣

之公害等，這些都是現代病主要原因。世界有名野上英世醫
學博士，肯定地說：「所有生病主要原因多半是缺乏氧氣所
引起」。缺乏氧氣，而出現病態時，補充氧氣是當務之急，
此時若使用「有機鍺」（其作用為取代氧而與氫結合）將氫離
子排出體外，病態便會逐漸消失，所以對體質虛弱，卻希望
長壽與健康，「有機鍺」是上上之策。

淺井一彥博士

簡歷

•1932年東京大學畢業，留學德國。

•最初開發，從"煤炭"抽出"鍺"。
•從某一些漢藥發現含有「鍺」
，對於健康方面有相當

大之幫助，因此他一生奉獻於研究開發有機鍺，真正
使人類走向康莊大道。
•淺井博士患癌症，只剩下二年之生命，把自己當試驗
品，埋頭苦幹研究，克服難關，如今痊癒了。
•1957年紫綬褒章得獎主，京都大學工學博士。

中，故通常帶病細胞攝取需要的氧氣是很不容易的，「
機鍺」提高細胞的氧氣活性化，迄今治癒疑難雜症的病
相當之多。

有機鍺之功效

• 供給細胞氧氣
• 緩和末期癌症之痛苦
• 增強抵抗力
• 使頭腦清楚及明朗化

破壞
癌細胞
經東北大學的石田教授
們之深入研究，證明有
機鍺能誘發
INTERFERON之事實，
所謂INTERFERON係由
它本身細胞製造使免疫
機能加強活性化物質，
而增加T細胞之威力來破
壞病毒與癌細胞。

• 向體外排出毒素
• 緩和酸性體質
• 緩和放射線療法之副作用
• 肌膚之美容健康

T細胞與癌細胞作戰
癌細胞

殺手－T細胞

增強T細胞之威力，猛
攻擊癌細胞

癌細胞

殺手－T細胞
淋巴球細胞組中的一種 T
細胞，平常停留在淋巴
管子裡，一旦接到 T細胞
幫手之傳達訊息，立刻
從管子中出來攻擊破壞
異常細胞及異物之功
能。
T細胞原生存在 THYMUS
（胸腺）之中培育，因此
它被稱T細胞。

殺手－T細胞
殺手－T細胞
開洞破壞癌細胞組織
癌細胞

殺手－T 細胞

醫藥品開發上最大的研究會

露露多(Lourdes)之揚名世界的

為證明「鍺」的藥理效果，日本全國大學醫療研究機構，採用120位優秀人才投入

「奇蹟之水（可治癒疑難雜症

研究組織，這大規模的組織是日本醫藥品開發以來最隆重的一次，不斷有許多精彩
的臨床報告。

之傳說）」內含多量的有機

大阪大學之報告

露露多(Lourdes) 位於法國的小

鹿兒島大學之報告

田口哲夫教授：67歲患有胃癌的男
性，給予有機鍺與化學療法併用，結

惡性淋巴腫瘤男女 9 例，有機鍺與抗癌
劑併用之後 5 例痊癒，重回工作單位。

果狀況顯著改善。
名古屋大學（近藤達平教授之報告）

兵庫醫科大學（下山教授之報告）
有一位卵巢癌病患，痊癒，已復職，另

消化器癌，治療與手術，有機鍺與抗
癌劑併用，痊癒，再回工作崗位。

一位已轉移的肝癌患者，已控制癌細

東京電力病院之報告

胞，不再蔓延。

患高血壓37名，服用有機鍺，很快降
壓的有4名，慢慢降壓人數28 名，無效

岡山大學醫學部之報告
第二內科的木村郁郎教授之報告，任何

者有5名。

鍺。

村莊，出名於奇蹟之泉水，每
年世界各地有100萬人以上患
了不治之病或者坐輪椅的人前
往求治露露多(Lourdes)的泉
水，實際上治好的病例不勝枚
舉，淺井博士也不例外，帶回
露露多(Lourdes)之水分析結
果。發現含有與有機鍺相同的
物質。

癌病患，白血病患者服用有機鍺之後，
癌症特有巨痛消失，不再痛了，有些病

國立東京大2病院之報告
末期癌患者，10數例，服用有機鍺，
自己覺得有好轉了許多，並周圍的人

患一天打 3~4 次的鎮痛劑，也不見效，
結果服用有機鍺二週後情況明顯改善。

說氣色特別好，有顯著的改善。

東京醫科齒科大學之報告
泌尿科的橫川正之教授報告，末期泌尿

東海大學醫學部之報告
胰臟癌、骨髓癌、子宮癌、肺癌等有

管癌患者，服用有機鍺，完全控制了疼
痛。

機鍺與抗癌劑同時併用，一年之後，
恢復健康，精神相當好。

三重大學醫學部之報告

世界各國坐輪椅，或患有不治
之症的病患，前往求治。

對於小兒惡性腫瘤效果特佳
東北大學之報告
47名末期癌，服用有機鍺一年以上，延
長壽命 9 名，尤其對女性患者來說，多

半都能延長壽命一年以上。另腦腫瘤病
患，腫瘤縮小，情況改善。
幾乎在大部份之大學及研究機構，都有「有機鍺」之臨床
報告（東北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之相片）

末期癌請服用有機鍺

有機鍺當治療用，最低需要500mg

普通患癌症臨終前覺得非常痛
苦，因此必須打止痛注射針

以上。
起先治療內科及精神科的病狀僅服

羅馬法王也在喝露露多
(Lourdes)之泉水。
如感覺無效，即表示用量不夠的意思
一旦患病之時，雖看個人體質不同而
異，如果覺得沒有什麼，這並不表示

（Morphine），多數的癌症患者都
會有大哭一場的情形發生。一旦

用少量有機鍺，都有很好效果，但
癌症之患者不然，雖然服用少量可

無效果，而應該說是其服用量太少，
必須增加服用量，病好之後仍然需要

開始服用有機鍺的患者，臨終時
都可緩和其痛苦。癌症末期病患

以抑制緩和癌症痛苦，至於治療癌
症則必需至少服用有機鍺500mg以

繼續服用一年。

目前除服用有機鍺之外，可以說
還沒有比它更好的藥品出現。

上才有效果。

健康消息

醫學博士 田中隆寬

好轉反應

剛開始服用1-2星期之內，有一些人會感覺
疼痛增加，此時不要立刻停止服用，因這就
證明了產生效果。

醫師 岡澤美江子

使您更年輕又美麗

副作用

每日少量攝取，「有機鍺」
，促進美容與健康

純天然有機鍺
絕無副作用

頭腦清醒（淺井一彥博士）
全腦的重量大約只有體重的2%，

皮膚嬌嫩，眼睛明亮

但是腦筋需要大量的氧氣，務必
全身體需要量的20%以上，如果

嫩、細白，如果小孩服用，整個臉
色都不一樣，精明的眼神，顯得活

有充分的氧氣供給，腦活性化，
注意力集中。

潑可愛，如果成人長期服用，充滿
著無限的希望。對於老人而言，促

報告指示，學生之數學與理科成
績特優，提高工作效率，打高爾

進新陳代謝，消除體臭等作用。

夫球及圍棋競賽都有相當之進
步。

極為安全物質，據北里大學，埼
玉醫大，鹿兒島大學以及其他研

長期服用「有機鍺」，皮膚顯得嬌

究所徹底的研究結果確認，長久
服用有機鍺，完全無副作用與習
慣性，只會促進健康及提高自癒
力，極為完全可靠物質。所攝取
之有機鍺，大約在20小時之內與
體內之毒素及廢物相結合排泄出

最主要的是不斷地養成繼續服用
「有機鍺」
，改善體質，預防現代

體外，因此完全不留存在體內。

病，提高自癒能力。

請注意：最安全可食用天然有機
鍺化合物，在世界上只有一種，

防止老化（醫學博士，田中隆寬）
服用有機鍺迄今已有八年，以防
止老化，效果顯著，每天總覺得

它名為Carboxyethylgermanium
Sesquioxide，化學方程式為

精神爽快，注意力集中，增加記
憶力，氣色好，手腳暖和，增強

(GeCH2CH2COOH)2O3，簡稱
GE-132的天然有機鍺。

性功能，有新生之感。
今後「有機鍺」的研究的確給人
類帶來一大貢獻。

「鍺」又分為有機，無機等許多
不同化合物，購買時請注意，千
萬勿買來源不明的無機鍺。

有關動植物與「有機鍺」
「有機鍺」也能提高動物，植物的生命力。
不易栽培的韓國人參，在土壞裡混合些有機鍺，生

漢方藥（中藥與有機鍺）

長率相當驚人，金魚、觀賞用的錦鯉魚也不例外，
其光澤、色彩、活躍，與眾不同。

沒有枯死的稻草
已成長30cm的稻草，將於室內溫度調整至攝氏 5度
沒有放入有機鍺溶液的稻草，耐不了寒冷而枯死，
相反地在有機鍺溶液內的稻草，健康地生長著。

靈芝、韓國人參，這些高級藥材，長期服用，完全
沒有副作用，僅對健康有益，因為含「鍺」的成份
多，但是比起「有機鍺」的錠劑，只有微量而已。
淺井博士發現這個事實，立即展開有機鍺對於人類
健康之研究工作。
沒有放入有機鍺的
稻草

稻草放入48小時
「有機鍺」的溶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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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報告集
臨床報告例 1

臨床報告例 2

臨床報告例 3

長府病院理事長

Germanium Clinic

醫學博士 田中隆寬

院長 牧內茂

乳兒保護協會醫師
岡澤美江子

腦卒中（腦中風）

住院無法痊癒的疑難病患者訪問

肺炎（生後一個月半，男兒)

一開始服用有機鍺，於復健過程中產生很顯

Germanium Clinic的病患者，多數都是經

每日服用 120mg開始，其後增加服用量為

著的效果，可以縮短療程時間，特別對於腦

幾所國立病院接受長期治療而沒有辦法痊

800mg，十天後完全痊癒。

意識、手腳麻痺、尿失禁等顯出很好的效

癒的患者比較多數，有機鍺療法是具有奇

果。

蹟的特效出現，深受各界的重視及好評，

肺癌 (67歲女性)

甚至許多來訪者都是由其他醫院醫師們的

服用量每天 540mg開始，第十九天後增加

推薦者為大多數。

服用量至1080mg，六個月後，被診斷為痊
癒狀態。

每日她從1000mg開始服用，不久她精神充
沛的退院，之後，她每天繼續服用1000mg

糖尿病、肝硬化（63歲經營公司）

腎臟病 (Nephrotic syndrome)

有機鍺，十個月後，腫瘤稍微變大些，因此

每天服用 1800mg，分做為每飯後三次，

氣喘（41歲護士）

服用量增加至 2000mg，腫瘤不再變大，而

二星期後其浮腫未能消失，因此增量至每

每天服用量從 160mg開始，漸漸的增加服

現在可以自由自在的做家事、裁縫，出外參

天服用 2200m每飯後分做三次，因此胸部

用量，一個月後已增加至每日 6000mg，

加各種活動而不覺得辛苦及痛苦。

腹部腫都消失了。五星期後，只剩下下半

因此體質突然轉好，六個月後症狀完全解

身的浮腫而已。九星期後浮腫完全消失

決。

肺癌末期 (58歲女性)

了，同時目前進行食物療法，正在觀察之

每天她從 2000mg開始服用，癌細胞沒有變

中。

全身濕疹

皮膚炎 ( Atopy )

第二十天後服用 2000mg，七個月後痊

每日服用量從 200mg開始，漸漸的增加，

大，因此她自動減量為1500mg，四個月後
癌細胞變大些，經過二十個月後才死亡。醫

生本來看她病情重宣佈她只能再活六個月， （8歲男兒）自從出生數個月以來之症狀，
結果她能延生命二十個月之久，而完全不覺 他在大學病院及專門醫師的治療，而且接
痛苦。

癒。

受各種療法均告無效，最近因為全身發

子宮癌（拳頭大）

癢，故抓癢的很厲害，皮膚被抓破呈紅

首先服用 400mg開始，一個月後增加量為

卵巢癌 (50歲女性)

腫。每日服用有機鍺 420mg（每飯後三

每日服用有機鍺 12000mg ，二個月後消除

剛開始服用量為1000mg ，當開始接受放射

次，睡前一次一共四次）二個月後即告完

生理痛苦。

線療法之時，才增量為 2000mg有機鍺，可

全治癒。

臨床報告例４

抑制放射線之副作用，能抵抗放射線法之理

農健療育會

由是因她有繼續服用有機鍺之關係。連主治

肝臟癌（56歲男性）

醫師認為這位女士迄今還能健康的活著是一

每天服用量自 2300mg開始，經一個月後

件奇蹟出現，覺得非常驚訝。

接受打針同時增加用量為 4000mg。九個

醫學博士 梅澤

實

羊癲癇，拒絕上學兒童（11歲男子）每天

月後幾乎痊癒，主治醫師，他從來沒有見

由 1000mg開始服用，從前大部份的時間

精神分裂症

過癌症能治好之例子，而且也無副作用發

休學，拒絕上課，現在食慾、便秘、不眠

每天服用 600mg，持續服用二年之久，氣

生，覺得非常驚訝！

等情形都改善了，目前按時上課，學校成
績進步，表情也明顯開朗。

氛爽快，身體輕鬆愉快，服用期間沒有產生
意外，但需要繼續長期觀察的必要。

有關有機鍺

淺井一彥博士

醫事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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