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莎水 – Mega H® 的故事

柏帝克费纳根博士来自 Sedona, Arizona。11 岁时，柏帝克费纳根博士已经发明
一个能追踪及纪录全球发射飞弹的飞弹感应器，引起了美国国防部的注意。
1962 年，生活杂志 (Life Magazine)为此感兴趣而为他写了篇特集。他在冷战期间
停了学，到政府智囊团工作，后来发展到保健事业。他早期有许多发明都被政府
归类为国家机密，目前他的至宝- Mega H®， 竟成功的在世界各地被广泛使
用。

背景 Mega H® 的研发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童年时，有一个恶梦
常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它也对我的生活起了一定的影响。因而引导我向
Mega H®与许多的发明前进。在我的梦中，有个飞碟出现， 一群外星人从里
边出来，它们将一部很奇怪的仪器放在我的头部，这仪器看似手提电脑，可测量
我的知识与智力， 然后对我说：“如果你没符合我们的标准，我们将毁灭你和
全人类。”我每一次都惊醒，但是我一入睡又连续发同样的梦，所以我总能清楚
的记得梦的每一个细节。唯一让这梦消失的方法就是阅读，当我八岁半时， 我
已养成阅读的习惯。14 岁的时候，我可以在每天阅读 10 至 12 本书而且可以完
全记得书中的内容，因为我拥有刮目不忘的记忆。我就如一本会走动的百科全
书。我学习各方面的科目与知识，也可以将所有的知识互相连接起来。这对我以
后的研发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目前拥有超过 300 种发明。
八岁时，我制造了一个助睡器。 俄国是为了宇航计划而发明了这科技。让宇航
员可以在短短的半小时内获得相同于八个小时的睡眠。我阅读后，也为自己做了
一个，好让我可以在夜间不停的阅读及在研究室内工作，而不被可恶的恶梦困
扰。我被邀请到华盛顿的发明家展览会，同时也获颁“发明家名人奖”。但是当
我申请第二次的发明专利时（一种能使失聪者感应到声音的仪器- 神经感声
器），他们发信告诉我“你的发明已被军部接受。我们相信它可以用以保卫国
家， 所以必须保密，请你让我们知道已晓得这项发明的人，尤其是外国人。如
果你没有让我们知道这些资料，或者你在没经过我们的允许之下告诉任何人，你
将被控谋反。而谋反的处分是被枪毙。” 所以我本身从小就学习了很多知识。
我约 11 岁时，我参加了一个科学家展览会而我在展览会的主题是导弹感应器
（missile detector）。 我展出了一列美国原子试爆的列表， 苏联正进行中的，
即使是秘密的也有，这展览会我成功胜出。让评审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那导弹
感应器的成本只有$5。相关文章由美联社出版并且传到全国各地。几天后，美国
国防部就联络了我。他们派来了来自 Wright-Patterson 空军基地的小组，这也开
始了我与政府第一次的联系，因为他们想拥有我所发明的， 但是他们不想支
付，所以我只好给了他们。后来，我成为美国国防部的顾问， 当时的我只有 17
岁就已深入的为美国国防部智囊团工作，研究着所谓的“非破坏性武器”。我曾
经在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 Gemini Space Shots 工作， 然后到 Tuft’s 大
学为美国海军研究与海豚沟通的方法。我们制造一个能让人类与海豚沟通的翻译
工具。我们在夏威夷的一个小岛拥有两只海豚而我为了与海豚沟通必须经常到夏
威夷。

人间的世外桃源 我在美国国防部当顾问期间，曾和液体力学之父-亨利哥安达
博士(Dr. Henri Coanda)合作。 他同有超过 300 个专利，也是个水和流体的专
家。当时他以年约 80 岁而他的女友是 Gloria Swanson。有一天，他邀请我到他
的办公室，告诉我他以花了 60 年的时间研究“长寿的秘方”。世上的确实有个
地方的族群可健康及长寿的活着。他们没有牙龋溃疡，没有癌症，也没有文明
病。在这世界上，有 5 个类似的人间的世外桃源，他也曾经到过那些地方， 尝
试着找出让这些人们可以活得更长久，健康，而且即使已年高 100 岁还可以生子
的秘诀。
水 他告诉我，“您的健康取决于您所喝的水。水是您身上最重要的营养，但是
不是全部的水都一样的。 地球上的每一个地方， 水都有着不同的物理特性，许
多水都有所谓的不规则特性。通常，我们都说水的冰点是摄氏 0 度而沸点是摄氏
100 度， 然而它有一定的稠度和一定的表面张力等。如果你深入研究水，它有
34 个微粒子同位素。 另外，水里的微粒子会影响水的分子结构及物理特性。
冰点 哥安达博士说就如翰莎地带， 水的冰点会比一般的地方的水较低及含有
不同的流动特性。在他的研究里发现，水的冰点越低，生活在那里的人类就越长
寿。而矿物和盐是影响冰点的主要原因。这是个非常简单的测试，所以我们所用
以测试水的不规则特性的其中一个测验是以冰点为主。
翰莎水 哥安达博士表示翰莎地区的水富含健康及长寿的秘密。他说人类如果拥
有健康的身体，就可以活达 120 至 125 岁。我们不应该在衰老的状况下死亡。
所以他给了我他在水方面的研究， 说∶“柏帝克，有一天你将创造一个与翰莎
水一样的水，然后将它献给全世界。” 他将研究了 60 年的研究成果交给我，就
此，我开始了寻求长寿的秘密。后来，哥安达博士成为了罗马尼亚科学研究院的
院长，在高龄 105 岁时与世长辞。

冰川水 大约在 1983 年，我终于发现翰莎水的秘密，它就是一种水里的矿物。
在翰莎以及其他 4 个地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 就是他们在一些高峰的周围都
被天然的冰川，称为“冰蓝的冰川”所包围。而那里的人都居住在海拔 2,000 米
以上的高峰谷。这些上千吨的冰川压在山上已有数百万年之久。在山上的冰河是
液体状的，它把山上的石头给磨碎成矿物；这些矿物与水结合，经过山谷，从冰
河流出而人类就喝这些冰川乳及那些矿物。这些居住在“冰蓝的冰川”地区的是
巴基斯坦北部的翰莎族，俄国的格鲁吉亚，还有一些在厄瓜多尔， 蒙古及秘
鲁。这些都是哥安达博士所研究过的地方。他们的饮食习惯是完全不同的，但是
他们所饮用的水都有独特的不规则特性。

矽 我研究冰川乳内的所有矿物质，发现一种肉眼看不见的矿物。它是一种非常
细小，呈圆状的矽。矽是人体极需的天然矿物质；沙是矽，石英也是矽。矽加强
我们的骨骼及动脉。它可在我们身体主要的器官中找到，就如主动脉。在翰莎冰
川乳里所发现的矽只有 50 埃的直径，它们只能在我所知道的 5 个地方的冰川乳
中找到。
Crystal Energy® 我终于成功地复制这些冰川矿物而发明了一种产品名为
Crystal Energy®. 在您饮用纯净水的时候，加入 Crystal Energy®，它提供你翰莎
水中的矽矿物， 将您的水转变成翰莎水一样。而当这些矿物与维他命 C 或其他
补助品混合时，它将提升百分之百的吸收力。

负氢离子(H-) 续发现翰莎水的秘诀后，我开始转向新的研究而开始阅读艾伯
特·森特– 捷尔吉(Albert Szent-Gyorgyi)的著作；森特– 捷尔吉因为发现维他命
C 而获颁诺贝尔奖。森特–捷尔吉∶“所有伟大发明的诞生都是因为他们看到别
人所看到的东西，但他们敢大胆假设别人不敢假设的”。他也说∶“氢是生命的
原动力”。在人体中的新陈代谢的化学反应中，我们需要氢与氧的燃烧，制造
ATP ，提供我们能量；而我们就是从食物中得到氢。碳水化合物含有三分之一
的碳，三分之一的氢还有三分之一的氧。我们体内有种酵素叫做脱氢酶， 他的
用途是解开食物中的氢使其可以和氧结合而提供我们能量。碳水化合物中剩下的
碳和氧将化为二氧化碳。这就是三羧酸循环(Krebs cycle)。氢是人体能量的来
源，是全宇宙能量的来源，也是太阳能量的来源。宇宙中氢就占了 90%。森特–
捷尔吉也说氢是人体内电子的运输者，他强调没有任何电子可在人体内流动，除
非它与氢结合。人体原本就拥有大量的氢储存于体内的各个器官。森特–捷尔吉
相信氢在某种程度上与细胞有着直接的关系。
翰莎水中的负氢离子 40 年前，我收集了一些翰莎水的样本，以安瓿把它给封
密使氧不能入内。当我打开其中一瓶的安瓿，用镭射观看发现了大量的负氢离
子。法国的露德(Lourdes)水中也发现有一样的负氢离子。在历史上，从来没有
人可以证实为何露德的水会有治疗的功用。由于露德的水被视为神圣的，所以从
来就没有人用将它与科学混为一谈。如今，奇迹就在于水里的负氢离子。在德国
的巴登(Baden)，科罗拉多县(Colorado)的帕戈萨斯普林斯市(Pagosa Springs),
同样的都有着大量的负氢离子。
Mega H® 在发现翰莎水中的负氢离子后，我知道我在翰莎水的研究中遗
漏些东西，那就是负电氢离子。一般的氢原子附有一个质子和一个电子。
Mega H® 含有两个电子，其中一个电子出现在它的第一个主轨道上，就是电
子富于生命力。我们以一种技术将 Crystal Energy® 里的矿物用于存储大量的
氢，当使用能特斯方程式(Nernst Equation)来衡量电子的数量时，惊喜地发现在
1 颗胶囊的 Mega H®里，拥有相等于 10,000 杯有机鲜橙汁的电子含量。我
也成功的发掘怎样把负氢离子困锁在二氧化矽这球体范围内，当它加入水里时它
将延时释放。Mega H® 的研发也正符合我们人体所需，基本上，人体都没有
足够的氢。那些吃生、有机或未经加工处理食物，还有居住在乡下地方的人们都
从不缺乏氢，因为那里的空气指数很好。如果我们也有着同样的生活习惯，那我
们也不需要氢的补助。
Mega H®的稳定性 当你把 Mega H®加入水里时，水将保持最高力量长
达 12 小时然后随着时间慢慢的下降。水的构造就像五角形或六角形的足球状。
这些微小的球体将保存着负氢离子，而这些负氢离子会在黑暗的地方保存多年。
而光就是使这些构造分解及电子流失的原因。将这水用瓶子密封及存放在黑暗条
件下，保用期可达六个月。当 Mega H®在粉状时，负氢离子将被保存在二氧
化矽的笼子内，这二氧化矽的结构与水中二氧化矽的结构是一模一样的(四面
体)。二氧化矽会组织巴基球(Bucky Ball)，巴基球可以不同的形状出现，独立状
态的巴基球能将 Mega H®稳定下来直到水合作用；意思是，当你把
Mega H®加入水里，不论水是在杯里或在你体内，负氢离子会慢慢的释放。
氢的营养价值 Mega H®不是药物。氢存在于任何的生物，所以
Mega H®是营养食品(Nutraceutical)，营养食品为一种营养拥有某元素，而
这元素可影响人体官功能。我们都需要大量的负氢离子来中和体内的自由基，体
内酶反应也需要大量的负氢离子。因为负氢离子拥有多一个的自由电子。如果你
只吃经加工的熟食物，你将只得到少量的氢，唯一一个可帮人体取得负氢离子就

是摄取碳水化合物、脂类及蛋白质，这也不足于对付我们人体的自由基。。当人
们在服用 Mega H®的 20 分钟后，将感觉体力增加，视线清晰。因为他们已
经增加了还原型辅酶(NADH)，而还原型辅酶是我们人体的辅助因子，就是这辅
助因子(co-factor)由负氢离子从食物中释放出来。也是还原型辅酶在细胞的线粒
体(Mitochondria)内释放出负氢离子来制造三磷酸腺苷(ATP)，三磷酸腺苷就是所
有生命的泉源。故而， 还原型辅酶是细胞能量中最重要的关键。
毒性 我们的研究当中，老鼠服用了相等于人体重量每公斤 5,000 毫克的
Mega H®，也就如人体服用 180 瓶一样。研究结果，百分之百的老鼠健康的
生存下来。也就是说，Mega H®不含毒性，它对细胞有好处。我们在不同的
大学与私立的研究所中得到的报告也都证明了 Mega H®对人体的好处。
禁忌 服用 Mega H®和食用生食物没两样，因为您正为体内添加饮食中所流
失的成分。所以，Mega H®可不当为药品或药方。它也对正在化学治疗、放
射治疗及免疫镇压治疗的患者都有帮助。
Mega H®及氧气疗法 氧对您有好处，您可服用 Mega H®来稳定您在
氧气疗法后的不稳定。我们曾尝试将 Mega H®加入充氧的水中，发现它们可
以并存。它们不会产生反应，除非当氧已化为危害人体的自由基。
解毒 当你首次服用 Mega H®时，身体将开始清洗体内的自由基。矽基本上
可将体内的重金属螯化。它以中和的方式帮助清除体内的水银、铅、镉及铝。我
们目前在世界上最大的锌厂(那里的雇员都有重金属中毒的迹象) 进行研究，结果
发现 Mega H®可以有效的从人体各组织将重金属清除。一般开始服用
Mega H®时，您会发现您的体力将提高；但有时，可能会有良性反应，因为
Mega H®将摧毁自由基及中和毒素。但是这一类情况很少会发生，若有这一
类情况，我建议您将份量减少。
用量 根据瓶子的建议一天服用二颗胶囊，二颗胶囊其实已经可让您得到很好的
效果了。若我在很压力的情况下或长途跋涉时，这样的情况下睡眠都不足，我会
服食六颗胶囊。如果您想得到更好的效果，建议把胶囊给打开与水混合。有时周
围都有人患上流感或肺炎的情况下，我服食九颗胶囊，这段时间，我不曾患上流
感。若您患上流感，您也不必等上几个星期，而只需一两天的时间就可完全康
复。
氢化 氢化是不好的现象。但负氢离子却对人体有极大的好处，因为它不会使油
脂硬化。就拿亚麻籽作为例子，我们会发现当氢化后分子中有某些地方会附著
氢，这使油脂本身更稳定，因为氧也在此时容易附著使其氧化造成氧化酸敗。基
本上，在某特定的温度下、铂催化剂与氢气都存在时，油脂将会吸收氢这过程称
为氢化。氢化油脂是密实的脂肪分子，这一种脂肪是非自然的，将会导致心血管
堵塞，严重危害身体。
胆固醇的好与坏 胆固醇是动脉中斑块的主要来源，也是体内荷尔蒙的来源。好
的胆固醇含有电子，相反的坏的胆固醇是己失去电子并被氧化。动脉中形成的斑
块是氧化的胆固醇。所以当你给予足够电子，你可把动脉中的胆固醇化成好的胆
固醇, 斑块也回转为好的胆固醇。因此，负氢离子(H-)在任何方面对生命都非常有
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