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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武器專家(亦是電磁波專家)警告﹕手機、Wi Fi、各種無線通訊設備、電腦等電磁波和微

波武器一樣具殺傷力； 
當你把手機放在你腦袋上時，你就成為人肉天線了!! 
你和手機發射台的訊號來個環迴呼應(Echo)。你所承受的手機電磁波(微波)量和強度和手機

發射台的棋鼓相當。 
恭喜你，你不是在充電；而是它為你的細胞內的生物電(元氣) 來過消耗掉!! 
手機、Wi Fi 電腦等電磁波和微波武器一樣具殺傷力不同之處是不會即死、而是患上各種疾

病慢慢死，快者半年至一年中招，患上各類病症；慢者數年至十數年不等(如癌症)，因為癌

症有機會需時累積病情 
在我們的過案裏，快者三個月、慢者一年，就己彌患上血壓高、神經病、癌腫等。 
因為人的無知而招致傷身之禍，我們痛心欲絶!!! 
在伯明翰 Birmingham 一次會議上，微波武器專家說：“我相信這手機行業，政府和他們的

科學家，要為和平時期(世界大戰結速後)比所有的恐怖組織更需要為這眾多的死亡數目負

責。 
 
手機的微波真正的危害﹕ 
手機的微波頻率從 300 MHz 到 300 GHz 的，它不是那麼大的頻率，但它對人體的破壞性在

於他們的脈衝頻率(pulse frequency)或 the modulation frequency。這些是最大的傷害。因此，

它是不是微波頻率本身的問題，而是它們所攜帶的圖片，聲音，動作影像(the movement)
和 the modulation frequency。 
使用普通的手機兩分鐘，兩個小時之後人的腦電波仍會被手機微波打亂了不能複原。那你

終日在各種電磁波及微波中作業、不管在家中或在辦公室，你都不會有一個清淅的腦袋，

因為你的腦波沒有一刻是正常的。因而你的身體狀態沒有一刻可回復到最高、最有效率和

最佳健康水平。 
 
手機的危害遠超你所預料 
發現細胞暴露在 15 分鐘和 30 分鐘的手機射頻輻射範圍和 Wi Fi 函蓋的範圍會產生人體細

胞 DNA 斷裂。 
每天 4 個小時保持手機在自己的口袋裡或放在褲袋(臀部)有報導顯示其 40〜50％的精子是

沒有用的(沒繁殖力)。 
身體無骨保護部位最易受輻射：會比放在頭或髖部高 4〜8 倍，即是放在前褲袋會 4〜8 倍

幅射性器官。 
無線網絡 Wi Fi 使用者的研究中，有顯著增加 DNA 斷裂和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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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電磁波滅絶人類下一代﹕ 
手機電磁波(微波)可以損壞卵巢的遺傳結構。所以，當這個年輕的女孩長大，結了婚，有孩

子，如果她有一個女兒，這個特殊的線粒體遺傳損害是無法彌補的，而一代一代傳下去。

而沒有什麼可以修補和逆轉這個破壞的。所以，它不是一個遊戲了，而是一個最可怕的自

我。毁滅遊戲。這些受損的東西，生育出來的不論是男是女，就難保基因上的錯碼了。 
 
國際社會對電磁波高度警覺----香港例外 
Bioinitiative國際科研團隊2007年，the Bioinitiative Working Group國際科研團隊，由著名

的科學家和公共健康政策專家組成，來自美國，瑞典，丹麥，奧地利和中國的國際合作，

發佈了650頁的報告中，引用2000多項最新研究數據，詳細說明來自所有來源的電磁場的

毒副作用。電磁波的多種來源﹕(神經學家Michael Persinger, PhD, a neuroscientistat Laurentian 

University 說愛迪生發明的電和相應的電磁場對人體健康的干擾和產生的種種疾病過了一

個世紀到現在才廣泛地被人類知曉。)長期暴露在(即使是)低水平輻射（如手機），科學家

得出結論，可以導致多種癌症，損害免疫力，有助於阿爾茨海默氏症和老年癡呆症，心臟

病，和許多其他疾病。「我們現在有大量有力證據，而且每天不斷增加和更進一步證實」

David Carpenter, MD,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at the 
University at Albany and coauthor of the public-health chapters of the Bioinitiative report.
說﹕「手機危害性鐵證如山」「每一個著眼於腦腫瘤的研究都發現使用10年或以上的手機

者的患腦癌的風險增加。」 

瑞典著名的神經腫瘤學家(renowned Swedish euro-oncologist Leif G. Salford, MD, PhD)最近的一

項研究是特別可怕的是，如果你開始使用手機作為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你比那些開始使用

手機的成年人有5倍患腦癌的風險。假如你只用頭部的某一面接聽手機，你的風險更會上升。

科學家謂眾多的電磁場和手機所產生的電磁場一樣，打開血腦屏障，導致血管洩漏流體進

入腦損傷神經元。 

 

國際社會反應 

英國已立法手機只可在生死關頭才允兒童使用，俄、法國禁18歲以下者使用 

法、德、英全面廢除學校內使用Wi Fi，台灣1700間學校剷除校內使用Wi Fi  
以色列警告國民手機危害健康，並立法禁止住宅地區設手機發射天線，香港密集林立  

多國己各自採立比世衞更嚴的保護國民措施，包括立法，限制使用。  

國外己冒起不少反電磁波的運動，並教育兒童遠離。因為手機、Wi Fi等、各種電磁波

的危害性己眾所周之，只是香港人完全不知。  

 

香港的電磁波安全標準是危險的水平 

多個國家的科學家發現﹕ 

世衞標準太寛，因而太危險，令國民陷入健康危機，而令政府負上不必要的醫療成本危機，

所以各自訂立電磁波安全標準。  

以德國為例，電磁波安全指標是0.1微瓦  



 

本港採用「國際非電離輻射防護委員會」（ICNIRP）(世衞屬下組織)標準，被質疑袒護電訊

商利益，極度寬鬆，本港標準比中國寬鬆100倍，更較德國IBN寬鬆10萬倍，以致「冇可能

超標」  

而ICNIRP被質疑與電訊商關係千絲萬縷，有委員被揭發持有電訊商股份，另有兩委員的研

究經費，間接由手機製造商及全球流動通訊系統協會贊助。電磁波專家陳國雄表示，ICNIRP

標準是根據大量的動物及細胞實驗研究數據而制訂，但大部份研究是短期實驗，忽視電磁

輻射長遠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絶密暴光﹕手機行內多項研究發現手機對人體有多種不利的結果 

(一) The Ecolog study是世界頂級科學家十幾年來的研究，目的為研究手機電磁波對人類

健康的災害。200篇論文得出結論﹕「電磁場，與移動通訊(手機)範圍內的頻率，確實

在發展癌症中發揮了作用和引致DNA損傷。」 

 

(二) 1993年美國手機行內用了6年時間，動用了200位醫生，耗費研究費用28,500,000美元，

結論發現手機引致癌症、基因損傷、破壞腦血展障等，並預算一年內全球單單死於一類

癌症將會有3萬至5萬人。所有人員協議研究結果向世界保密。 

 

手機製造商隠藏的秘密 

所有手機己在說明書印出免責條款來防止你日後因健康問題向他們(製造商)提出索償。 

iPhone 4﹕May exceed the FCC exposure guidelines for body-worn operation if 
positioned less than 15 mm (5/8 inch) from the body  
即是說如果手機距離身體少於15毫米（5/8英寸）可能超過FCC身體暴露指引(請記著你的

身體包括你的頭部) (亦即你的褲袋緊貼你的身體) (和你的手拿著的時候) (或你放在你的手

袋而手袋貼住你的身體少於這個距離15毫米（5/8英寸），那你都會有危險。所以手機商鄭

重聲明，但不想你不買，所以免責聲明字體極細，令你通常不會留意它們。所有大少牌子

手機都是這樣做，包括各大名牌，請自行閱讀說明書。 

如果你是一個手機製造商？你不能得到保險去保障你因手機所引致的健康損害，你也不能

得到第三者保險的服務。因為保險公司的醫學顧問深知手機對健康的危害性令他們放棄承

擔這些風險。 

 

手機受害者集體訴訟 

國外有數以千萬計的因手機引致的癌症案例，不少已引發集體訴訟而且得值。那麼你會知

覺到手機並不是一個user friendly 的東西；反之是user enemy 的東西。你應該有其他的選

擇時不要用它。例如用固網電話取代，或用留言信箱或短訊，待有固網電話時才回覆。 

 

手機導致癌症者警告世人 

有因手機導致癌症者(訪問)顯示著開腦手術後留下的一尺長寸半濶的環形刀疤說，如果他早



知手機製造商原來一直在隠藏手機的重大危害性秘密，他就不會濫用手機，把它當作第三

隻手(機不離手)，和玩伴(玩APPS) 和日夜摸住它上網(以解寂寥)，他說一切己後悔莫及....  
 
可怕學校案例 

2003年，在法國和西班牙學校的一個國際研究，他們發現一百三十個白血病個案，在這些

學校，操場上都設有無線通訊發射器(transmitters)。到2006年底，英國，法國和西班牙之

間的十一歲以下兒童超過2000個白血病個案。 

(關於成人是什麼？對教師是什麼？什麼人住在附近的房子也不是小孩子嗎？)  
他們有乳腺癌的升高，精神問題，和身體狀況比從前每況越下；乳腺癌是代表著那些幅射

的程已到逹人體不再可能接受的程度。如果你有一個無線通訊發射器在你的學校，有專家

保證，兩件事情會發生，第一，疾病的水平就上去了，包括工作人員，孩子的行為和考試

成績將下滑而且一路下滑。 

那麼你就可以明白為何﹕ 

歐盟之法國、德國、英國等立法全面禁止學校、圖書館等使用WI-FI，其他被懷疑有電磁波

幅射的電子公眾設施也陸續加入禁用名單。台灣1700間學校剷除校內使用Wi Fi，英國立法

手機只可在生死關頭才允兒童使用，俄、法國禁18歲以下者使用手機，其他國家正在加入

實踐相類似措施。 

 

手機電磁波對人體的摧殘性﹕ 

資料來源 

科學研究 

組織的損傷，主要取決於所吸收的能量和組織的靈敏度，它是一個函數的微波功率密度（這

取決於源的距離和其功率輸出），吸收率決定於頻率和在給定的組織的靈敏度。組織中高

水（或電解質）的含量表現出更高的組織損傷。組織損傷的程度取決於所達到的溫度和暴

露的長度。表皮的損傷程度低，除非表皮是非常潮濕。低頻率的微波損傷的特徵的深度為1
厘米左右。比肌肉組織，脂肪組織的加熱速率要慢得多。在毫米波範圍內的頻率被吸收到

最上層的皮膚，豐富的熱傳感器。在較低頻率的，在1-10千兆赫之間，大部分的能量，但

在更深的層吸收，對細胞損傷的閾值是在42℃下，而疼痛閾值是在45℃下，所以主觀感知

可能不會是一個在這些頻率上的暴露有害的水平的可靠指標。 

 

微波(即電磁波)特別傾向積聚於血液供應量低的身體組織。熱點可在組織中形成，局部壞死

壞疽。有時受影響的組織甚至可以被燒焦，。肌肉組織的破壞，可導致肌紅蛋白尿肌紅蛋

白尿，腎功能衰竭後，在嚴重的情況下，會類似被電流灼傷。 

微波損會使神經受損。引致神經炎和(compression neuropath)神經病。當大腦的溫度提高

到42℃以上，血腦屏障通透性增加。 

 

由於神經病 (peripheralnerve lesion) 是周圍神經的病變，沒有明顯的外部燒傷症狀，但破

壞在暗地裏發生。 



 

微波的熱效應可以導致睾丸退化，精子數降低。肺燒傷(Pulmonary burn)肺部暴露時，腹

部的曝光可能導致腸梗阻。 

在20世紀70年代由美國航空航天局的研究表明，這種微波引起內耳部的熱效應，產生耳鳴

現象。微波會導致在體內誘導介質加熱。可以產生白內障，因為微波加熱使蛋白質變性，

眼睛的晶狀體（以同樣的方式，轉熱後變白色不透明）。晶體和角膜特別脆弱，因為它們

不包含任何血管可以帶走熱量。情形和微波爐微波灼傷一樣，可以產生組織熱損傷，因為

微波爐在深層組織水分含量高的部份加熱，所以表面並沒有傷痕。 

 

世界衛生組織 

有多項研究關於電磁波(包括微波)對生殖缺陷、腦電波活動，認知功能，睡眠，心率和血壓

心血管疾病和神經退行性疾病等的影響，但最肯定的證據顯示，產生兒童白血病。 

 

世界衛生組織稱有科學家家研究顯示電磁波引致大腦活動的變化，反應時間，影響睡眠。

目前，積極研究工作集中於長期，低層次的射頻暴露，即是電磁波即使在低水平時會否對

健康產生不良影響 

 

世界衛生組織在研究中發現最高的10％的手機使用量者(累積小時計算)，有跡象顯示神經

膠質瘤的風險增加 

 

史丹福大學 

勿忽視手機輻射的影響之一是熱。交變電場驅動分子中的電子振盪，振盪的動能轉化為熱

能，然後增加組織的溫度。如果該溫度過高時，會損害身體組織本身。 

    一些研究表明，手機電磁波可以影響人體器官和細胞，甚至染色體的活動。 

     當人們使用手機（葡萄糖代謝率增加從33.3升至35.7μmol/100克(每分鐘），大腦的

代謝率明顯較高。 

     另有研究發現900 MHz射頻波的峰值SAR 1(瓦/公斤)，可以影響局部血流量（rCBF）。 

     在身體左面接受20分鐘的射頻輻射，左右大腦：半球腦血流量變為4.3:0.4。在一個

20分鐘的GSM手機使用中，人的心臟速率增加，從74毫秒（無手機）的標準偏差為92 ms。 

 

愛因斯坦 

The world is not dangerous because of those who do harm,  
but because of those who look at it without doing anything.  
~ Albert Einstein ~  
世界是危險的，不全因為是那些製造傷害的人；而是那些視而不見的人、沒有做任何行動

的人使這個世界更危險。 

〜〜愛因斯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