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病 . 肥胖 . 皮膚問題都清除！

「免疫力上升」變成美人！

免疫學權威安保徹教授非常讚賞！

如果聆聽 身體恢復年輕、憂鬱、失眠、賀爾蒙失調一掃而空！

「免疫力上升 CD」。

12、免疫學權威安保徹教授極力推薦「免疫力上升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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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學權威安保徹教授非常讚賞！

如果聆聽 身體、皮膚、心會恢復年輕！

憂鬱、失眠、賀爾蒙失調一掃而空！

免疫力上升 CD。

至今為止從未聽過像這樣不可思議的聲音 ...。

但是，在聆聽的當下心和身體得到休息、而且精力飽滿 ...

朝瀨蘭先生作曲的原創曲收錄大約 40 分鐘。

這個不可思議的「免疫力上升 CD」。

免疫力向上的效果經過醫學實驗確認、就連免疫學首屈一指的名家安保

徹教授也推薦這樣罕見的音樂。

健康的關鍵提高免疫力，身體、皮膚、心都恢復年輕。

請您也務必試試「免疫力上升 CD」。

本期附贈如果聆聽恢復年輕

健康雜誌
2005年 3月號免疫力上升CD

只聽自律神經就會調整好，而且提升免疫力的效果「免疫力向上 CD」已

被確認確實有此功效。

最重要的免疫細胞均衡

我的專業是免疫學，從事於免疫和自律神經疾病彼此的相互關係的研究

工作。所謂免疫能夠認知就是身體上的異物（細菌、病毒或是異常細胞 ...

等）而將其排除掉的作用，來保護身體遠離疾病的防衛系統。

免疫的主要核心者是血液中的白血球，如同戰車和戰鬥機的攻擊範圍和

任務的不同。白血球中也存在有淋巴球、顆粒球和細菌病毒等三種免疫

細胞來分別擔當不同的任務。

淋巴球會將病毒等微小異物讓他變成無毒的抗體蛋白質。將產生變異癌

細胞的自我細胞殺死的，也是淋巴球。顆粒球則在將細胞或是已死的細菌..

等尺寸較大的異物吃掉處理之。細菌病毒也可以將細菌等異物吃掉處理

的同時，還將異物的訊息傳達給淋巴球。這樣的說明之下，可能被認為

這三種免疫系胞是越多越好的，然而卻不是這麼一回事。

均衡最重要！淋巴球、顆粒球和細菌病毒，如果長期處於不平衡狀態的話，

就會產生疾病。

例如，顆粒球過多的話，就會連體內的正常細胞都會受到他的攻擊，而

產生急性肺炎或肝癌、青春痘等化膿症狀。當顆地球的壽命到時，由於

它會產生活性氧而死亡，此時若顆粒球過多，就會因活性氧的關係而破

壞細胞組織。而引發癌症、胃潰瘍、白內障、糖尿病等病症。同時，會

促進組織的老化、斑點和皺紋或是動脈硬化等就容易發生。

淋巴球增加過多也是不行的，會使免疫球變得過敏，而攻擊一些原本無

害的好細胞。同時也會對於屋內灰塵或花粉等抗原很容易反應，而使得

各式各樣的皮膚炎或氣喘、花粉症等過敏症狀發病出來。

細菌病毒如果增加過多的話，也會引起發炎的危險性。

我們的研究已經清楚知道，這三種免疫細胞的比例，是會因自律神經的

作用而變動的。

自律神經是有交感神經和副交感神經組成的，它是在調整全身血管和內

臟的功能的。當人處於興奮或緊張狀態時，交感神經比較活躍，而人處

於輕鬆狀態時，則是副交感神經比較活躍。

接下來、以淋巴球和顆粒球為例來說明自律神經和免疫細胞的關係。

如果因過度壓力而造成交感神經過於活躍的話，血液中就會分泌一種神

經傳達物質造成淋巴球減少、顆粒球的比例卻增加。相反的，副交感神

經過於活躍的話，則會會分泌另一種物質，造成淋巴球增加而顆粒球減少。

如果兩者的比例極端不平衡的話，免疫力就會下降，而產生上述的各式

各樣的毛病以及肌膚的老化。

一般而言，交感神經過度緊張的話，血液循環會變差，容易產生肩膀酸

痛或高血壓。副交感神經如果過度活躍的話，體力就會衰退，容易意志

消沉，甚或變成憂鬱症。

但是最近的研究獲知的事實，是無法斷言的自律神經偏向某一邊就會產

生某種症狀。例如，失眠或是憂鬱症患者，有因為是過度的興奮或不安

的交感神經型，也有過於放鬆而變成沒有力氣的副交感神經型，兩種都有。

癌症也是一樣，壓力過大造成的交感神經型患者雖然居大多數，是由於

體溫較低，致使淋巴球無法充分工作，而免疫力下降的副交感神經型患

者也有。

改變免疫細胞令我感到非常驚訝

那麼，「免疫力向上 CD」，對於自律神經和免疫力會帶來怎樣的效果呢？

普遍來說，聽了延長精力的音樂會刺激交感神經，心情平靜下來；而聽

了感覺變得心平氣和的音樂後會刺激副交感神經。

免疫力上升 CD 也是如此，舒適的流動和反覆的海浪聲，將聽的人引導

至放鬆的狀態。

然而、在免疫力上升 CD 聽之前和聽之後，觀察免疫細胞的變化、顆粒

球的比例增加、淋巴球的比例則減少了。見到了這個結果、讓我非常驚訝、

雖然它是放鬆音樂、也具有刺激交感神經的作用。免疫力上升音樂裡包

含各種聲音，而且我認為能有像這樣的效果是很罕見的。

也就是說、免疫力上升 CD、對於偏向交感神經或偏向副交感神經的人也

好，都有將自主平衡和免疫細胞的平衡調整至良好的方向的效果。

東方醫學和呼吸法也對自主神經緊張和免疫有一定作用。例如，針灸治

療時，因為強烈地刺激到交感神經，也輕微刺激到副交感神經，所以需

要技巧。但是，免疫 CD 只需透過聆聽就能夠調節平衡的功能。沒有專

家指導，任何人都能夠期待得到像這樣的效果，因此這是一個很大的優點。

來參加免疫力上升檢證實驗的人是健康的成年男性和女性，坐在辦公椅

上，面向桌子的狀態來聆聽音樂。聆聽 CD 之前和之後，顆粒球和淋巴

球的比例保持在正常範圍內，已經證實了量和比例明顯的變化。僅僅通

過在普通環境中收聽 CD，免疫細胞的比例就會有顯著的波動，值得注目。

自律神經和免疫細胞，如同蹺蹺板，兩者之間在取得平衡中持續活動著。

兩者變動的曖昧下做調節、能夠靈活的適應外部和體內的變化。

生鏽的蹺蹺板不容易移動，但如果你用力移動它，就會轟隆聲響，這樣

可惜的狀態。

自律神經系統和免疫細胞也是如此，如果不能順利調整，就會出現各種

身心疾病和皮膚功能障礙和加速老化。

免疫力上升 CD 可防止自主神經系統和免疫細胞上所謂的蹺蹺板生鏽，

並且使其易於對應環境和身體狀況的變化。

「免疫力上升 CD」的收錄曲，在聽之前和聽之後的免疫細胞的變化

 

顆粒球和淋巴球之間明顯的變化，確認能夠活化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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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確認確實有此功效。

最重要的免疫細胞均衡

我的專業是免疫學，從事於免疫和自律神經疾病彼此的相互關係的研究

工作。所謂免疫能夠認知就是身體上的異物（細菌、病毒或是異常細胞 ...

等）而將其排除掉的作用，來保護身體遠離疾病的防衛系統。

免疫的主要核心者是血液中的白血球，如同戰車和戰鬥機的攻擊範圍和

任務的不同。白血球中也存在有淋巴球、顆粒球和細菌病毒等三種免疫

細胞來分別擔當不同的任務。

淋巴球會將病毒等微小異物讓他變成無毒的抗體蛋白質。將產生變異癌

細胞的自我細胞殺死的，也是淋巴球。顆粒球則在將細胞或是已死的細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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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時，還將異物的訊息傳達給淋巴球。這樣的說明之下，可能被認為

這三種免疫系胞是越多越好的，然而卻不是這麼一回事。

均衡最重要！淋巴球、顆粒球和細菌病毒，如果長期處於不平衡狀態的話，

就會產生疾病。

例如，顆粒球過多的話，就會連體內的正常細胞都會受到他的攻擊，而

產生急性肺炎或肝癌、青春痘等化膿症狀。當顆地球的壽命到時，由於

它會產生活性氧而死亡，此時若顆粒球過多，就會因活性氧的關係而破

壞細胞組織。而引發癌症、胃潰瘍、白內障、糖尿病等病症。同時，會

促進組織的老化、斑點和皺紋或是動脈硬化等就容易發生。

淋巴球增加過多也是不行的，會使免疫球變得過敏，而攻擊一些原本無

害的好細胞。同時也會對於屋內灰塵或花粉等抗原很容易反應，而使得

各式各樣的皮膚炎或氣喘、花粉症等過敏症狀發病出來。

細菌病毒如果增加過多的話，也會引起發炎的危險性。

我們的研究已經清楚知道，這三種免疫細胞的比例，是會因自律神經的

作用而變動的。

自律神經是有交感神經和副交感神經組成的，它是在調整全身血管和內

臟的功能的。當人處於興奮或緊張狀態時，交感神經比較活躍，而人處

於輕鬆狀態時，則是副交感神經比較活躍。

接下來、以淋巴球和顆粒球為例來說明自律神經和免疫細胞的關係。

如果因過度壓力而造成交感神經過於活躍的話，血液中就會分泌一種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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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於活躍的話，則會會分泌另一種物質，造成淋巴球增加而顆粒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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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近的研究獲知的事實，是無法斷言的自律神經偏向某一邊就會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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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力向上的效果經過醫學實驗確認、就連免疫學首屈一指的名家安保

徹教授也推薦這樣罕見的音樂。

健康的關鍵提高免疫力，身體、皮膚、心都恢復年輕。

請您也務必試試「免疫力上升 CD」。

只聽自律神經就會調整好，而且提升免疫力的效果「免疫力向上 CD」已

被確認確實有此功效。

最重要的免疫細胞均衡

我的專業是免疫學，從事於免疫和自律神經疾病彼此的相互關係的研究

工作。所謂免疫能夠認知就是身體上的異物（細菌、病毒或是異常細胞 ...

等）而將其排除掉的作用，來保護身體遠離疾病的防衛系統。

免疫的主要核心者是血液中的白血球，如同戰車和戰鬥機的攻擊範圍和

任務的不同。白血球中也存在有淋巴球、顆粒球和細菌病毒等三種免疫

細胞來分別擔當不同的任務。

淋巴球會將病毒等微小異物讓他變成無毒的抗體蛋白質。將產生變異癌

細胞的自我細胞殺死的，也是淋巴球。顆粒球則在將細胞或是已死的細菌..

等尺寸較大的異物吃掉處理之。細菌病毒也可以將細菌等異物吃掉處理

的同時，還將異物的訊息傳達給淋巴球。這樣的說明之下，可能被認為

這三種免疫系胞是越多越好的，然而卻不是這麼一回事。

均衡最重要！淋巴球、顆粒球和細菌病毒，如果長期處於不平衡狀態的話，

就會產生疾病。

例如，顆粒球過多的話，就會連體內的正常細胞都會受到他的攻擊，而

產生急性肺炎或肝癌、青春痘等化膿症狀。當顆地球的壽命到時，由於

它會產生活性氧而死亡，此時若顆粒球過多，就會因活性氧的關係而破

壞細胞組織。而引發癌症、胃潰瘍、白內障、糖尿病等病症。同時，會

促進組織的老化、斑點和皺紋或是動脈硬化等就容易發生。

淋巴球增加過多也是不行的，會使免疫球變得過敏，而攻擊一些原本無

害的好細胞。同時也會對於屋內灰塵或花粉等抗原很容易反應，而使得

各式各樣的皮膚炎或氣喘、花粉症等過敏症狀發病出來。

細菌病毒如果增加過多的話，也會引起發炎的危險性。

我們的研究已經清楚知道，這三種免疫細胞的比例，是會因自律神經的

作用而變動的。

自律神經是有交感神經和副交感神經組成的，它是在調整全身血管和內

臟的功能的。當人處於興奮或緊張狀態時，交感神經比較活躍，而人處

於輕鬆狀態時，則是副交感神經比較活躍。

接下來、以淋巴球和顆粒球為例來說明自律神經和免疫細胞的關係。

如果因過度壓力而造成交感神經過於活躍的話，血液中就會分泌一種神

經傳達物質造成淋巴球減少、顆粒球的比例卻增加。相反的，副交感神

經過於活躍的話，則會會分泌另一種物質，造成淋巴球增加而顆粒球減少。

如果兩者的比例極端不平衡的話，免疫力就會下降，而產生上述的各式

各樣的毛病以及肌膚的老化。

一般而言，交感神經過度緊張的話，血液循環會變差，容易產生肩膀酸

痛或高血壓。副交感神經如果過度活躍的話，體力就會衰退，容易意志

消沉，甚或變成憂鬱症。

但是最近的研究獲知的事實，是無法斷言的自律神經偏向某一邊就會產

生某種症狀。例如，失眠或是憂鬱症患者，有因為是過度的興奮或不安

的交感神經型，也有過於放鬆而變成沒有力氣的副交感神經型，兩種都有。

癌症也是一樣，壓力過大造成的交感神經型患者雖然居大多數，是由於

體溫較低，致使淋巴球無法充分工作，而免疫力下降的副交感神經型患

者也有。

改變免疫細胞令我感到非常驚訝

那麼，「免疫力向上 CD」，對於自律神經和免疫力會帶來怎樣的效果呢？

普遍來說，聽了延長精力的音樂會刺激交感神經，心情平靜下來；而聽

了感覺變得心平氣和的音樂後會刺激副交感神經。

免疫力上升 CD 也是如此，舒適的流動和反覆的海浪聲，將聽的人引導

至放鬆的狀態。

然而、在免疫力上升 CD 聽之前和聽之後，觀察免疫細胞的變化、顆粒

球的比例增加、淋巴球的比例則減少了。見到了這個結果、讓我非常驚訝、

雖然它是放鬆音樂、也具有刺激交感神經的作用。免疫力上升音樂裡包

含各種聲音，而且我認為能有像這樣的效果是很罕見的。

也就是說、免疫力上升 CD、對於偏向交感神經或偏向副交感神經的人也

好，都有將自主平衡和免疫細胞的平衡調整至良好的方向的效果。

東方醫學和呼吸法也對自主神經緊張和免疫有一定作用。例如，針灸治

療時，因為強烈地刺激到交感神經，也輕微刺激到副交感神經，所以需

要技巧。但是，免疫 CD 只需透過聆聽就能夠調節平衡的功能。沒有專

家指導，任何人都能夠期待得到像這樣的效果，因此這是一個很大的優點。

來參加免疫力上升檢證實驗的人是健康的成年男性和女性，坐在辦公椅

上，面向桌子的狀態來聆聽音樂。聆聽 CD 之前和之後，顆粒球和淋巴

球的比例保持在正常範圍內，已經證實了量和比例明顯的變化。僅僅通

過在普通環境中收聽 CD，免疫細胞的比例就會有顯著的波動，值得注目。

自律神經和免疫細胞，如同蹺蹺板，兩者之間在取得平衡中持續活動著。

兩者變動的曖昧下做調節、能夠靈活的適應外部和體內的變化。

生鏽的蹺蹺板不容易移動，但如果你用力移動它，就會轟隆聲響，這樣

可惜的狀態。

自律神經系統和免疫細胞也是如此，如果不能順利調整，就會出現各種

身心疾病和皮膚功能障礙和加速老化。

免疫力上升 CD 可防止自主神經系統和免疫細胞上所謂的蹺蹺板生鏽，

並且使其易於對應環境和身體狀況的變化。

「免疫力上升 CD」的收錄曲，在聽之前和聽之後的免疫細胞的變化

 

顆粒球和淋巴球之間明顯的變化，確認能夠活化免疫功能。



生病 . 肥胖 . 皮膚問題都清除！

「免疫力上升」變成美人！

免疫學權威安保徹教授非常讚賞！

如果聆聽 身體恢復年輕、憂鬱、失眠、賀爾蒙失調一掃而空！

「免疫力上升 CD」。

12、免疫學權威安保徹教授極力推薦「免疫力上升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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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學權威安保徹教授非常讚賞！

如果聆聽 身體、皮膚、心會恢復年輕！

憂鬱、失眠、賀爾蒙失調一掃而空！

免疫力上升 CD。

至今為止從未聽過像這樣不可思議的聲音 ...。

但是，在聆聽的當下心和身體得到休息、而且精力飽滿 ...

朝瀨蘭先生作曲的原創曲收錄大約 40 分鐘。

這個不可思議的「免疫力上升 CD」。

免疫力向上的效果經過醫學實驗確認、就連免疫學首屈一指的名家安保

徹教授也推薦這樣罕見的音樂。

健康的關鍵提高免疫力，身體、皮膚、心都恢復年輕。

請您也務必試試「免疫力上升 CD」。

只聽自律神經就會調整好，而且提升免疫力的效果「免疫力向上 CD」已

被確認確實有此功效。

最重要的免疫細胞均衡

我的專業是免疫學，從事於免疫和自律神經疾病彼此的相互關係的研究

工作。所謂免疫能夠認知就是身體上的異物（細菌、病毒或是異常細胞 ...

等）而將其排除掉的作用，來保護身體遠離疾病的防衛系統。

免疫的主要核心者是血液中的白血球，如同戰車和戰鬥機的攻擊範圍和

任務的不同。白血球中也存在有淋巴球、顆粒球和細菌病毒等三種免疫

細胞來分別擔當不同的任務。

淋巴球會將病毒等微小異物讓他變成無毒的抗體蛋白質。將產生變異癌

細胞的自我細胞殺死的，也是淋巴球。顆粒球則在將細胞或是已死的細菌..

等尺寸較大的異物吃掉處理之。細菌病毒也可以將細菌等異物吃掉處理

的同時，還將異物的訊息傳達給淋巴球。這樣的說明之下，可能被認為

這三種免疫系胞是越多越好的，然而卻不是這麼一回事。

均衡最重要！淋巴球、顆粒球和細菌病毒，如果長期處於不平衡狀態的話，

就會產生疾病。

例如，顆粒球過多的話，就會連體內的正常細胞都會受到他的攻擊，而

產生急性肺炎或肝癌、青春痘等化膿症狀。當顆地球的壽命到時，由於

它會產生活性氧而死亡，此時若顆粒球過多，就會因活性氧的關係而破

壞細胞組織。而引發癌症、胃潰瘍、白內障、糖尿病等病症。同時，會

促進組織的老化、斑點和皺紋或是動脈硬化等就容易發生。

淋巴球增加過多也是不行的，會使免疫球變得過敏，而攻擊一些原本無

害的好細胞。同時也會對於屋內灰塵或花粉等抗原很容易反應，而使得

各式各樣的皮膚炎或氣喘、花粉症等過敏症狀發病出來。

細菌病毒如果增加過多的話，也會引起發炎的危險性。

我們的研究已經清楚知道，這三種免疫細胞的比例，是會因自律神經的

作用而變動的。

自律神經是有交感神經和副交感神經組成的，它是在調整全身血管和內

臟的功能的。當人處於興奮或緊張狀態時，交感神經比較活躍，而人處

於輕鬆狀態時，則是副交感神經比較活躍。

接下來、以淋巴球和顆粒球為例來說明自律神經和免疫細胞的關係。

如果因過度壓力而造成交感神經過於活躍的話，血液中就會分泌一種神

經傳達物質造成淋巴球減少、顆粒球的比例卻增加。相反的，副交感神

經過於活躍的話，則會會分泌另一種物質，造成淋巴球增加而顆粒球減少。

如果兩者的比例極端不平衡的話，免疫力就會下降，而產生上述的各式

各樣的毛病以及肌膚的老化。

一般而言，交感神經過度緊張的話，血液循環會變差，容易產生肩膀酸

痛或高血壓。副交感神經如果過度活躍的話，體力就會衰退，容易意志

消沉，甚或變成憂鬱症。

但是最近的研究獲知的事實，是無法斷言的自律神經偏向某一邊就會產

生某種症狀。例如，失眠或是憂鬱症患者，有因為是過度的興奮或不安

的交感神經型，也有過於放鬆而變成沒有力氣的副交感神經型，兩種都有。

癌症也是一樣，壓力過大造成的交感神經型患者雖然居大多數，是由於

體溫較低，致使淋巴球無法充分工作，而免疫力下降的副交感神經型患

者也有。

改變免疫細胞令我感到非常驚訝

那麼，「免疫力向上 CD」，對於自律神經和免疫力會帶來怎樣的效果呢？

普遍來說，聽了延長精力的音樂會刺激交感神經，心情平靜下來；而聽

了感覺變得心平氣和的音樂後會刺激副交感神經。

免疫力上升 CD 也是如此，舒適的流動和反覆的海浪聲，將聽的人引導

至放鬆的狀態。

然而、在免疫力上升 CD 聽之前和聽之後，觀察免疫細胞的變化、顆粒

球的比例增加、淋巴球的比例則減少了。見到了這個結果、讓我非常驚訝、

雖然它是放鬆音樂、也具有刺激交感神經的作用。免疫力上升音樂裡包

含各種聲音，而且我認為能有像這樣的效果是很罕見的。

也就是說、免疫力上升 CD、對於偏向交感神經或偏向副交感神經的人也

好，都有將自主平衡和免疫細胞的平衡調整至良好的方向的效果。

東方醫學和呼吸法也對自主神經緊張和免疫有一定作用。例如，針灸治

療時，因為強烈地刺激到交感神經，也輕微刺激到副交感神經，所以需

要技巧。但是，免疫 CD 只需透過聆聽就能夠調節平衡的功能。沒有專

家指導，任何人都能夠期待得到像這樣的效果，因此這是一個很大的優點。

來參加免疫力上升檢證實驗的人是健康的成年男性和女性，坐在辦公椅

上，面向桌子的狀態來聆聽音樂。聆聽 CD 之前和之後，顆粒球和淋巴

球的比例保持在正常範圍內，已經證實了量和比例明顯的變化。僅僅通

過在普通環境中收聽 CD，免疫細胞的比例就會有顯著的波動，值得注目。

自律神經和免疫細胞，如同蹺蹺板，兩者之間在取得平衡中持續活動著。

兩者變動的曖昧下做調節、能夠靈活的適應外部和體內的變化。

生鏽的蹺蹺板不容易移動，但如果你用力移動它，就會轟隆聲響，這樣

可惜的狀態。

自律神經系統和免疫細胞也是如此，如果不能順利調整，就會出現各種

身心疾病和皮膚功能障礙和加速老化。

免疫力上升 CD 可防止自主神經系統和免疫細胞上所謂的蹺蹺板生鏽，

並且使其易於對應環境和身體狀況的變化。

「免疫力上升 CD」的收錄曲，在聽之前和聽之後的免疫細胞的變化

 

顆粒球和淋巴球之間明顯的變化，確認能夠活化免疫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