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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整合醫學: 
 

1)    整合醫學 檢驗系統 : 通過五種檢驗可精準判讀病患情況。 
2)    整合醫學 治癒系統 : 講求全身性功能修復，無副作用。 
3)    整合醫學 排毒系統 : 精準排毒，有效及不會造成身體負擔或退化性疾病。 
4)    整合醫學 養生系統 : 依照個人體質、飲食及營養情況，以營養補充品及食療方法提升免疫力以及 
     促進身體健康。 
5)    整合醫學 護膚美容 : 有一系列純有機天然護膚產品及手工皂呵護肌膚，產品可客製化，讓每位 
                       客戶享受最好的護膚保養品。 
 
從口腔就可以看出一個人的病痛，從皮膚就可以看出一個人的習慣? 台灣立宸整合醫學 突破傳統

的西醫「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療方式，鑽研多年找出治根的方式。《整合》顧名思義就是統整，以

患者為主，治療方法是整體性且一致的，並啟發病人的責任與賦予能力。採自然而無副作用的有效療

法，並在療癒之後搭配食療、營養均衡、改善生活方式的習慣，達到治癒的效果! 整合醫學不是單一

的治療方式，而是因應患者的需求以自然療法全面性的治療，採多醫學合併治療，讓您不用開刀，西

藥副作用及針孔的折磨。  



整合醫學為ㄧ“以患者為主” ; 循序漸進的治療方式 : 
1.通過完整健康照護計劃，全盤了解病患的身體狀況，進而擬訂治療計劃。( 驗血、驗尿、驗頭髮、 
  過敏原檢測、環口 X 光)。 
2.依照完整健康照護計劃檢驗結果，提供患者最需要的補給品，促進體內平衡 及 完整新陳代謝。 
3.配合食療、補給品 及 順勢療法製劑多管齊下，達到身體自我修復目的。 
4.通過 婕諾療法 (新深層筋膜) 及 其它整合醫學治療，促進身體全面療癒。 

整合醫學的應用範圍 : 

 整合醫學不是單一的治療方式，而是因應患者的需求以自然療法全面性的治療。例如:高血壓、糖尿病、

心臟病、阿茲海默症、帕金森氏症、容易疲勞、嗜睡、長期痠痛、關節無力、失眠、飛蚊症、耳鳴、

神經疼痛、手腳麻痺刺痛或抽蓄、鼻竇炎、咽喉炎、關節炎、尿酸高…….等西醫無法根治的疾病。 
 感冒也可以使用順勢療法製劑 (糖球) 來達到痊癒的效果，不需通過肝腎代謝，是一種最安全有效無副

作用的療法，同時可以增強抵抗力，讓小病痛及重大疾病遠離您! 

( “順勢療法 = Homeopathy”是國際衛生組織 [ WHO ] 承認的第三醫療體系 ) 
 

口腔  與 疾病的關聯: 

1.糖尿病  

糖尿病患者的唾液糖分很高，有利於細菌生長，同時唾液中鈣的含量增高，也容易形成結石，這些都

會讓牙周病、齲齒等病的患病機率增高。第一型糖尿病會加劇牙齦疾病，牙齦疾病也會增加罹患糖尿

病的機率 (第二型)。研究顯示，牙周病發炎，會擾亂胰島素，使之無法為身體所吸收，而這是第二型

糖尿病的一大成因。  

2.心臟  

牙周病是因營養不均衡、體內礦物質不平衡，加上口腔衛生習慣不良所致。牙周病患因口腔細菌感染

及產生內毒素透過血管循環全身，可能附著在心臟瓣膜或心內膜壁上，而造成細菌性心內膜炎的危險。

因此，若想要避免牙周病找上門，需要均衡的營養和補充足夠及正確的礦物質。細菌在齒間累積之餘，

會跑到血管裡，增加動脈內壁上堆積的斑塊，血管內壁斑塊是心臟病和心臟病突發的重要成因。根據

康乃狄克大學衛生中心的研究，治好牙周病，能促進血管內壁細胞的功能，減少牙菌斑變成血管內壁

斑塊的機會。孕婦由於雌激素和妊娠素分泌增加，容易罹患牙周病，牙齦腫脹、流血或疼痛。已有好

幾項研究發現，牙周病孕婦的嬰兒容易早產，而且體重不足。  

3.腦中風 

牙周病是一種慢性細菌感染造成的疾病。一毫克的牙菌斑約有一億個細菌以上，牙菌斑內有十餘種毒

性很強的厭氧性細菌，這些細菌不但會侵入牙周組織，入侵的細菌本身及其所分泌的毒素，則會激發

牙齦組織內強烈的破壞性免疫反應，造成牙齦、牙周韌帶和齒槽骨的崩解破壞。而且口內部分細菌，

更具有影響血小板凝聚的蛋白，影響凝血機制，導致血栓形成，而增加心肌梗塞、腦中風的機會。 

4.腦膜炎 

臨床上就發現蛀牙導致牙根尖的病變，引發病菌進入血液系統，學術上稱蜂窩組織性炎。患者通常還

出現發燒，甚至昏迷的現象，若再延誤治療的時機，很可能有會引發敗血症或菌血症，一連串的併發

症，甚至感染腦膜炎，而有生命的危險。 



5.神經系統、癌症不孕疾病 

帕金森氏症、阿茲海默症、多發性硬化症、不孕症、癌症等..甚至是查不出病因的不明腫痛，也是因為

口腔中放入了致癌的金屬，或做了破壞性的治療如 ; 金屬牙套、汞齊(銀粉)補牙、含金屬之樹脂填補

物、根管治療、植牙、矯正等.........因為忽視了口腔與健康的關聯性，導致這些有毒的物質在口腔中日

積月累的一點一滴悄悄破壞您的免疫系統、神經系統等..造成疾病及癌症的產生! 

 

 

癌症治療 
癌症一直是全球十大死因名列前茅，很多人認為癌症只能用西醫的方式治療，其實不然，西醫一般以

手術、放射線、標靶、化療、電療來醫治，但這樣的治療會持續造成器官損傷，把原有好的細胞與壞

的細胞一併殺死，身體不但虛弱無抵抗力。那些治療的後遺症還會造成病患有非常多不適，如嘔吐、

厭食、體虛無力、失眠、落髮、皮膚乾燥有斑塊…等，這樣更加深體內毒素而且病患無法靠自己的力

量戰勝癌細胞。其實每個人的身上都帶有癌症的因子，只是這個癌症因子沒有被啟動。許多人疑問為

什麼不抽菸的人會得癌症，而抽一輩子的老菸槍卻安然無恙，這必須從每個人的基因說起。每個人的

基因不盡相同，就算是家裡有人罹癌也不見得自己會得(雖然罹患癌症機率較高)。啟動癌症的鑰匙與生

活作息、飲食習慣和自身免疫能力息息相關，就算生活作息正常但因自身免疫差，這樣也可能會導致

身體處於危險狀態，所以更應該盡早透過檢測來了解自己目前身體狀況，知道自己缺乏什麼營養素或

是特別虛弱的地方，才能對症下藥、加強補給品的補充，千萬不要掉進西醫的盲點，認為補給品不能

治病! 



整合醫學是透過一套完整且有系統性的治療計劃，依照每個病患不同的狀況來擬訂出客製化的療程。

檢測必須含括驗血、驗尿、驗頭髮、驗過敏源、環口 X 光來了解目前身體狀況，搭配天然的營養補給

品補充身體所欠缺的礦物質及維生素，再以最無副作用且天然的各種療法輔助，提升人體 與生俱來 的

自癒能力，自我治癒。當然前提之下還必須要有食療的配合與正常的生活作息才能相輔相成，沒有人

不希望自己身體健康、長命百歲，但須選對方法及未雨綢繆才是重中之重。切記! 切記! 

慢性疾病 
慢性病種類十分的多，如最常見的高血壓、腦血管疾病、心臟病、糖尿病、痛風、肝硬化、關節問題、

過敏、甲狀腺疾病、胃潰瘍、灰指甲、視力障礙如:飛蚊症、白內障、乾眼症等、聽力障礙如:耳鳴等等。

慢性病的患者，除了本身的活動會因病而受到某種程度的影響，同時也是一種耗時間及金錢的慢性疾

病，對整個家庭都會有極大的精神與金錢的影響，所以不可不慎重的對待這可怕的慢性病。病患在得

了慢性病的同時，最需要的就是家屬的支持與鼓勵，同時找到一個專業的醫護團隊及可以安心治療方

法，也是病人及家屬的一個極為重要抉擇，好的醫護照顧可以讓患者得到最佳的指導與護理，以達到

最佳病情控制的效果。慢性病的發生，與飲食、工作壓力、運動、年齡、家庭、及生活環境，都有著

十分密切及相關的關係存在，這些是致病因素，也就是俗稱的危險因子，你概括越多罹患慢性病的機

率就越高，因此，要避免慢性病，最好的方式就是從年輕時開始好好保健身體提升自我免疫能力，才

是最省錢及最佳的預防方式。 

退化性疾病 

巴金森氏症、阿茲海默症、多發性硬化症等…就病因來說，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文獻證實毒性金屬蓄

積在腦內與失智症的發生存在明顯的相關性，包括 : 鉛、汞、鋁、砷、鎘、鐵、銅、錳等金屬都會引

起失智症狀，尤其鋁、鉛、汞的神經毒性更是惡名昭彰；另方面，退化性疾病患者接受整合醫學治療

後，失智症狀有顯著的減輕，不同於以往退化性疾病用藥只是治標，必須持續服用才有控制效果，但

整合醫學治療則是治其根源，效果持續且有加成性。毒性金屬對退化性疾病也許不是唯一的起始因子，

但絕對是重要的誘發因子，因此，當出現記憶力減退的失智症早期病徵，請立即與亞洲唯一受過美國

賀金仕博士訓練的整合醫學王普仁醫師接洽-“立宸整合醫學中心”，我們將會以驗血、驗尿、驗頭髮

來檢驗您身體目前的狀況與重金屬含量，並視每個病患為一個獨立小宇宙，以整合療法醫治，是整體

性且有規劃性循序漸進。講究全身功能的恢復，而不是侷限於病徵或疾病的治療，以免疾病持續惡化，

演變為不可逆的傷害。 

兒童 
過動兒、自閉症以及過敏兒 
隨著時代的進步，汙染也越來越嚴重，無論是環境賀爾蒙或是食品添加物都正在殘害我們的下一代，

過動兒、自閉症以及過敏兒人數不斷的增加。早有報導指出，當胎兒在母體內就已經接受到重金屬毒

害，無論是母體本身的體質好壞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到胎兒免疫力及發展，媽媽本身所攝取的營養及食

物也有很大的關係，重金屬會破壞神經免疫系統，因此過動、自閉和過敏與這些毒素脫離不了關係。

傳統西醫是通過吃藥來控制、抑制、治標不治本，而且西藥本身就是化學合成，長期服用連大人的身

體都會破壞及無法代謝，何況是嬌弱的小朋友呢?比較好選擇就是透過科學的方法如: 驗血、驗尿、驗

頭髮先找出病因再以整合醫學來醫治 (如 : 補給品、順勢療法製劑、整腸、體內排毒)，因順勢療法製

劑 (糖球) 不是藥，不需通過肝腎代謝。它是一種能量治療所以不會對身體造成影響，也沒有後遺症。 



何謂 婕諾療法 (新深層筋膜療法) ? 

婕諾療法 (新深層筋膜療法)，是以針灸理論搭配輕柔撥動的物理治療，整合性的治療身體，

主要作用在 筋膜 及 神經系統傳達訊息到身體的深層，恢復細胞的記憶而達到放鬆 和 平衡，以舒緩

神經系統 和 肌肉骨骼的疼痛。 

婕諾療法 (新深層筋膜療法) 治療方式 ? 

以徒手輕柔撥動的動作，分次在患者身上進行治療，完全不須使用任何儀器，但效果彰顯，持續性比

針灸還好。 

婕諾療法 (新深層筋膜療法) 適合治療的對象 ? 

內臟器官功能失調 : 眼、耳、鼻 及 咽喉、腎、膽、胃 及 肺、功能失調。 

神經肌肉系統  : 小兒麻痺、車禍後嚴重創傷 / 包括其它意外創傷 ( 跌倒 / 滑倒 )適合所有 

的年齡 (嬰兒、 長者、或是孕婦，均可接受治療) 緩和哮喘症狀，其他呼吸

道問題嬰兒常見急性腹絞痛。 

久痛不癒           : 背痛、整個背部之肌肉，頸痛及肌肉緊張，包括斜頸及頭頸部衝擊造成之創

傷。肩膀 或 手臂之問題，包括腕隧道症候群，及其引起之疼痛、痲痺 或 

手指刺痛。頭痛、偏頭痛、頭暈目眩、坐骨神經痛、腹股溝，骨盆或臀部

關節之痛症。大腿、小腿 或 膝蓋、下肢、腳板、腳踝及腳趾之問題。淋

巴及血液循環之問題。 

婕諾療法 (新深層筋膜療法) 治療後的效果如何 ? 

紓解疼痛    :像頭痛、關節痛。調整姿勢: 幫助重新建立正確的脊椎、骨盆腔、髖關節、 

膝蓋和肩膀的位置。 

解毒和清除   :幫助血液循環和淋巴循環，輔助恢復排毒機制 和 放鬆而達到因壓力累積 

毒素的清除 及 加強關節的靈活性。 

心靈的自我修復  :婕諾療法連結身體和心靈，不只會釋放身體的壓力，也治療以前的 

心靈創傷，因此婕諾療法也處理細胞創傷的記憶。 

 有機護膚品、手工皂產品: 

現代女性乳癌及子宮頸癌不僅數據飆升，罹癌的年齡層更有逐年往下降的趨勢。除了飲食習慣與環境

荷爾蒙的關係，我們所塗擦的保養品及化妝品因加了許多化學有毒成分，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慢性中毒

及成為您健康的殺手。Dr. J Lo (婕諾) 的護膚保養品堅持 100%有機成分不含化學物質添加物、不使用

石化油、無基因改造、對環境完全無汙染，素食者可使用。Dr.J Lo (婕諾) 產品涵蓋性廣，從嬰幼兒，

從妙齡至熟齡肌膚; 專屬於男仕們的保養品 、孕婦、問題肌膚(如異位性皮膚炎、敏感性肌膚) 甚至可

以依照您的狀況客製化只屬於您的保養品，Dr.J Lo (婕諾) 的用心及貼心重視您及每一個需求!  

 

 



 

治療前 (Before) 中風 治療後 (After) 

2013.03.01 2013.04.23 
中風後，腳的肌肉僵硬，無法行走，血液不循環雙

腳顏色呈現深黑水腫。 
整合醫學加上婕諾療法後，幫助血液循環使雙腳恢

復到原本的正常顏色，同時可以開始行走。 

 

 

 
治療前 (Before) 意外創傷 治療後 (After) 

2013.11.18 2014.04.28 
因小時候車禍後導致腦部受到重創，身體受損，身

體傾斜，走路需要輔助工具。 
經過婕諾療法的治療，整個身體的站姿明顯改善，

行走也不需要使用輔助的工具。 

 

 

 
 



 
治療前 (Before) 整合醫學治療 治療後 (After) 

2015.04.13 2015.08.16 
之前嘗試過許多減重方式但都無法維持。本身免疫

系統也不好經常感冒。常常覺得身體很疲勞想睡

覺。 

經由立宸整合醫學的建議先將口腔內的銀粉(汞齊)
移除，搭配營養補充品及飲食、運動，5 個月體重

就減掉了 10 公斤。(不需挨餓也不用大量運動)，同

時提升免疫力減少病痛。 

 

  
 
 
 
 
 
 
 
 
 
 
 
 
  

 
 

治療前 (Before) 皮膚炎 治療後 (After) 
2012.01.30 2012.10.10 

病患長期手掌嚴重脫皮掉皮削，嚴重影響到人際關

係，常常被同儕取笑冠上很多不雅綽號。 
透過整合醫學加上婕諾療法的治療，以及搭配飲食 

上的調整，手掌部恢復到正常的樣子，重拾了人際

關係。 

  
  

 



治療前 (Before) 順勢療法 治療後 (After) 
2015.07.21 2015.07.27 

兩眼眼睛乾澀及患有青光眼，長期滴西醫開的眼藥

水導致眼部紅腫不停流淚。 
利用順勢療法製劑來刺激眼睛淚液濕潤眼部，降低

眼睛紅腫。 

  

 
治療前 (Before) 婕諾療法 治療後 (After) 

2014.04.19 2014.07.15 
患者有灰指甲、趾甲無法長出，且有皮膚脫屑問題。 接受整合醫學治療後，灰趾甲皮膚脫屑情形得到明

顯改善，趾甲也開始正常生長。 

  

治療前 (Before) 婕諾療法 治療後 (After) 
2015.07.21 2015.07.27 

右腳小兒麻痺嚴重萎縮， 腳底板紋路深而明顯。 經過 3 次的婕諾療法促進身體血液循環，使右腳的

腳底板明顯的伸展開來。萎縮程度有改善。 

  

立宸 (整合醫學) 中心 
Regent  Holistic  Medical  Center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 2 段 42 號 1 樓 
TEL : +886-2-2833-6698 

+886-915-951-395 
E-mail:  regenthmc@gmail.com 

LINE : @zbg5757m        Wechat ID : rhdc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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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金仕博士 : “請細心閱讀，這是我畢生之學，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我在這裡衷心感謝王普仁醫師夫婦的幫忙，他們非常用心的幫我翻

譯我所要向世人提醒的訊息。我們彼此秉持共同的信念，希望在有

生之年能為世界各地受到汞毒傷害的病患做一份貢獻。   

(美國)     賀金仕博士啟 

什麼是整合醫學? 

欲知更詳細的介紹，請連 www.holisticden.com 

你知道口腔可能影響你一身(生)的健康嗎? 

病從口入你知道多少?  

 

牙的真相你又知道多少? http://www.holisticden.com/eng/teeth_02.jpg 

 

正確的排毒你真懂嗎? 

呵呵…你認為呢呢呢呢?? 

*汞齊(銀粉)補牙後你有以下這些問題嗎? 

阿茲海默症、記憶力衰退、容易疲憊、焦慮緊張、失眠、昏昏欲睡、

記憶力無法集中、情緒不穩定、呼吸困難、偏頭痛、脹氣、異位性

皮膚炎、耳鳴、口腔有金屬味、經期不順、臉部斑點、胸痛、帕金

森氏症、憂鬱症、多發性硬化症、腎臟病變破壞細胞膜、免疫毒性、

http://www.holisticden.com/
http://www.holisticden.com/eng/teeth_02.jpg


氧化作用、免疫力失調、癌症、心血管疾病(血管硬化) 、不孕症、

自閉症、過動兒、過敏兒…等。 

如果有兩個以上的症狀，這就是慢性汞中毒了，請

立即尋求合格整合醫學醫師協助，才能有效的排

毒! 

盲目追隨他人排毒方法，不但造成更大傷害更可能

事與願違。尋求正確的整合醫學中心了解自己身體

狀況(驗血、驗尿、驗頭髮)，循序漸進，不可操之

過急才為正確排毒。 

 

連結: 當神經碰到汞就會馬上萎縮，容易導致癡呆及阿茲海默症! 

http://www.holisticden.com/eng/video.htm  

“Brain Neuron Degeneration via Mercury” & ”冒煙的牙齒=毒氣”… 

www.holisticden.com 

 

 

 

 

 

還有更多相關影片可供你參考，但請千萬不要照表操課，一定要諮
詢及請合格的整合醫學醫師協助。 

http://www.holisticden.com/eng/video.htm
http://www.holisticden.com/eng/video.htm
http://www.holisticden.com/


*厭氧菌無時無刻都在侵襲你的身體 

口腔與全身器官息息相關，如果有做過根管治療、植牙、拔牙或有

牙周病，就一定會有厭氧菌的存在，而它是毒性最

強的細菌、破壞我們的免疫力， 嚴重影響健康更有可能

致癌、重大慢性疲勞及神經系統疾病的患病機率會增

加幾十倍之多。不可不注意! 

當牙齒出現問題時 (蛀牙、根管治療、植牙、拔牙、齒槽骨等等) 也
也代表著你的器官也許在 3、5、7 年後開始間接性的出現問題 

不信你比對看看! (請打開附件圖) 

轉載至網路 http://www.holisticden.com/eng/teeth_02.jpg     

http://www.holisticden.com/eng/teeth_02.jpg


*植牙後會有病患所投訴以下症狀，你有嗎???? 

嚴重頭痛/偏頭痛、臉部麻痺、鼻竇發炎、濃稠鼻涕、口水太多、耳

鳴、手不自覺抖動、指尖刺麻、腦膜炎、心臟病、中樞神經感染、

感染性心膜炎、動脈硬化、心肌膿腫、嚴重腦水腫、泌尿系統感染、

菌血症、臉部刺麻無痛感、等等。 

既然植牙對身體傷害如此嚴重，為何牙醫師還是樂

此不疲? 原因很簡單…因為利潤高，經濟效益的後

遺症。醫療絕不可以利益掛帥!你知

道缺牙造成咬合不正以及脊椎側彎嗎????? 

除了植牙外您還有選擇!! 

 *活動假牙 

什麼是活動假牙？ 

所謂的活動假牙是指裝戴於患者口腔中，由患者自行裝戴及取下的假牙，清

潔容易也不需要破壞您前後自然的真牙，是一種最健康最自然的方式! 

*拔牙後齒槽骨空穴會引發的後遺症: 



拔除牙齒時若不清除乾淨此處的牙周韌帶而這牙周韌帶是根管抽

神經的牙齒則它的細菌會偷偷的跑到韌帶去因為在這邊可以找到

充足的營養。這些厭氧菌會在毫無被發現的狀況下大量繁殖它所產

生的毒素隨著血液及淋巴系統在全身流竄伺機破壞較弱的器官

組織，包括淋巴癌、中耳炎、口腔感染、心內膜炎、腦膿腫、心肌

壞死、腹膜炎、膿胸、多發性硬化症、肝膿腫、鼻竇炎、等。 

 

*矯正就是用外力把牙齒移位到牙醫認為標準的位置上，可是當

這些牙齒位置被改變時，頭顱、頸椎、脊柱也一併被牽動，而造成

肌肉、韌帶、筋膜一併被拉扯，而衍生一些慢性症狀像頭痛、夜間

磨牙、咬緊牙關、長短腳等症狀。久醫不癒! 

若有以上情況發生，一般的整脊、推拿也無法有效的恢復，甚至會

造成更嚴重的傷害，因此建議患者找整合醫學醫師作適當的

治療。 

你知道什麼是 3、5、7 嗎? 

健康一般的人，在口腔治療後(植牙、根管治療、拔牙)3 年病變症狀

開始突顯 

健康較好的人，在口腔治療後(植牙、根管治療、拔牙)5 年病變症狀

開始突顯 



健康好又講究養身的人，在口腔治療後(植牙、根管治療、拔牙)7 年

病變症狀開始突顯。 

你有上面所提的症狀一個或以上，請多加注意自己往後的健康狀況，

以免病入膏肓才來醫治。如果你想更了解或解決已經產生病變的情

況，請與亞洲唯一受過美國賀金仕博士訓練的整合醫學醫師。王普

仁醫師是亞洲最權威的整合醫學醫師，可接洽立宸整合醫學中心。 

你有醫不好的疾病嗎? 

西醫是以對抗式的方法來面對各病及症狀，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如有(1)嚴重慢性疲勞、(2)神經系統疾病、(3)慢性疾病等，西醫只能

用藥控制而不講究治癒。整合醫學恰恰相反，我們講究的是全身功

能的恢復。以上各常見疾病和症狀，整合醫學都有自己獨特的見解

和療法，效果彰顯、沒有後遺症、天然又不傷身。 

講究食療，不長期依賴大量藥品或補給品來維持日常營養的補給。 

     

 

立宸 (整合醫學) 中心         
地  址: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 2 段 42 號 1 樓    

電  話:  +886-2-2833-6698 

         +886-915-951-395 

官  網:  http://www.holisticden.com 

部落格:  http://regenthdc.blogspot.hk/ 

郵  箱:  http://regenthmc@gmail.com 

 
LINE : @zbg5757m           Wechat ID : rhdctw 

            

tel:+886-2833-6698
http://www.holisticden.com/
http://regenthdc.blogspot.hk/
mailto:regenthmc@gmail.com


成功案例 - 整合醫學 

病患: 男 (60 歲) 

Before  癌症  After  

2012.01.30  2012.10.10  

整合治療不但把我的癌症與哮喘治好，多年的高血壓與糖尿病也恢

復至正常範圍，嚴重過敏也比以前好很多，很開心能治好這些疾病

讓我又可以正常生活。當初嘗試沒想過效果這麼彰顯!! 

1. 前列腺癌，以正常值高出四倍，導

致多處身體不適，頻尿，尿道不順  

2. 多年的高血壓，一直依賴西藥來控

制但非常反覆  

3. 糖尿病，導致眼睛看不清，傷口無

法好好癒合  

4. 有多年的哮喘，無法吃任何生冷的

食物，包括蔬菜、水果以及冷飲  

5. 有嚴重的過敏反應，身體有多處搔

癢和皮膚問題  

6. 嚴重疲勞但又肥胖，動作緩慢  

7. 有抽筋現象，特別是小腿部份  

8. 心悸，有時感覺心臟會停 1~2 秒鐘  

1.  治療半年後，抗癌指數降 50%，

十個月後再降 10%，現離正常值

不遠  

2.  多年的高血壓有效控制在合理範

圍  

3.  糖尿病也控制在合理範圍，眼睛

看不清的現象已沒有了  

4.  多年的哮喘也治好了，現在甚至

可以吃冰淇淋和其它生冷食物  

5.  嚴重的過敏有受到控制，搔癢和

皮膚問題的範圍縮小  

6.  比較有精神，體重也大幅減輕，

動作敏捷多了  

7.  不再有抽筋現象  

8.  心悸現象也不常有  



成功案例 - 整合醫學 

病患: 女 (59 歲) 

Before 先天心臟病 After 

2010.04.28 2012.06.30 

太神奇了!!! 原本需要倚靠啟搏器的心臟竟因為接受整合治療而活

過來，身體的多年不適也漸漸消失，年輕許多，也活得更健康快樂! 

1.  1996 年因心臟衰竭，必須做第一

次心臟手術，修補心房隔膜和二尖

瓣。 

2.  2006 年做第二次心臟手術，換上

人工二尖瓣和加啟膊器，因心臟已

無法自行跳動。 

3.  兩次手術後，免疫能力極差、嚴重

偏頭痛、失憶、健忘、盜汗、食慾

較差、黑斑急增、關節疼痛、呼吸

困難、怕冷怕熱、嚴重老化、三酸

甘油脂高、缺鈣。 

4.  必須長期吃西藥確保血液稀薄而

不影響人工二尖瓣運作，但這西藥

卻是劇毒，有一定的後遺症。 

1. 通過全方位的整合醫學治療，首先

改善飲食及營養攝取。 

2. 增強免疫力同時減緩偏頭痛的次

數。 

3. 改善關節疼痛及呼吸困難，同時解

決怕冷怕熱。 

4. 一年以後心臟開始活過來，可以自

己跳動，但較無力及不均衡。醫生

原本提議再次把心臟電死以啟搏器

維持心跳但家人不同意，只許把啟

搏器從每分鐘 80 調降至 70 下。兩

年後，心臟已可恢復 75%的自行跳

動，啟搏器可以延續使用多五年。 

5. 加強抗衰老，排毒和去黑斑，現比

同年無病痛的同學活得更健康、更

年輕。 



成功案例 - 整合醫學 

病患: 男 (59 歲) 

Before  阿茲海默症  After  

2012.03.01  2012.11.19 

記憶力恢復，手腳協調性明顯改善，朋友都說氣色變好、黑髮變多、

變年輕，困擾許久的失眠和耳鳴終於消失得無影無蹤，第一階段治

療後臉上的皮膚炎也逐漸不在紅腫。 

1. 焦慮緊張、記憶力減失、注意

力無法集中 

2. 嗜睡 困倦 昏昏欲睡 

3. 急性頭昏及經常性頭昏 

4. 耳鳴、聽力略減 

5. 手腳冰冷 

6. 牙齒鬆動 

7. 皮膚炎、灰指甲 

8. 假牙 14 顆 

9. 根管治療 5 顆  

10. 全口牙周病 

11. 植牙 1 顆 

1. 可以記住的事情大大提升 

2. 精神很好，不再感到昏昏欲睡 

3. 治療後就不再復發 

4. 吵雜聲音都不見了 

5. 手腳比較暖活，膝蓋以下慢慢

回暖 

6. 經過牙周治療已無晃動 

7. 皮膚炎治癒、灰指甲大幅改善 

8. 舊金屬假牙拆掉，換上生物相

容性的材質做活動假牙 

9. 拔掉有根管治療過的牙齒，處

理好口腔的厭氧菌滋生問題 

10. 牙齒拔掉，以活動假牙替代 



成功案例 - 整合醫學 

病患: 女 (56 歲) 

Before 神經失調 After 

2012.04.03 2012.11.19 

不自主性的頭抖動和睡眠不好有明顯的改善，身邊的親朋好友會說

我變年輕許多，每天起床都覺得很有活力，做起事來特別有幹勁；

目前著重於全身功能修復和排毒治療。 

1. 全口牙周病導致牙齦流血、

牙齒鬆動 

 

2. 嚴重皮膚炎、灰指甲 

 

3. 不自主性的頭抖動 

 

4. 血壓偏低、血液循環系統不

好 

 

5. 睡眠品質不好、淺眠易醒 

 

6. 情緒低落 

 

7. 假牙 18 顆、根管 10 顆 

 

8. 咬合不好導致腰痠背痛 

 

1. 經過牙周治療已無晃動 

2. 皮膚炎已治癒、灰指甲大幅改善 

3. 不自主性頭抖動頻率大幅降低 

4. 血壓逐漸恢復正常值，手腳比較

暖活，膝蓋以下慢慢回暖 

5. 睡眠品質變好，可以一覺到天亮 

6. 心情變很好，不再容易胡思亂想 

7. 舊金屬假牙拆掉，換上生物相容

性的材質，拔掉有根管治療過的

牙齒，以活動假牙替代，處理好

口腔的厭氧菌滋生問題 

8. 腰酸背痛問題改善 



成功案例 - 整合醫學 

病患: 男 (57 歲) 

Before  慢性疲勞  After  

2010.08.08  2012.11.15  

明顯感覺各方面的改善，只要有回國都希望治療可以繼續，爭取更

上一層樓，現著重排毒和抗衰老治療。 

1. 記憶力減失、注意力無法集中 

 

2. 嗜睡 困倦 昏昏欲睡、比平時

易疲勞 

 

3. 耳鳴、聽力略減 

 

4. 手腳冰冷、無力、麻痺 

 

5. 牙齦流血 

 

6. 假牙 4~6 顆 

 

7. 根管治療 5 顆 

 

8. 嚴重牙周病 1 顆 

 

1. 記憶力恢復、注意力大大改善 

2. 精神飽滿，少睡幾小時也不受

影響 

3. 沒有耳鳴了，聽力有改善 

4. 手腳不再冰冷、麻痺，感覺活

動更自如 

5. 牙齦不再出血 

6. 舊金屬假牙拆掉，換上生物相

容性的材質做活動假牙 

7. 拔掉有根管治療過的牙齒，處

理好口腔的厭氧菌滋生問題 

8. 牙齒拔掉，以活動假牙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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