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得太短； 
等待死亡卻太長 
  
  當我們邁入二十一世紀時，醫生和醫學研究者特別注意到美國和工業化國家的健康和醫療狀況。回顧

前個世紀，在這些國家發生的疾病其相似之處是非常顯著的。二十世紀期初，人類最主要的死亡原因是傳

染病，當時美國四大死亡原因是肺炎、肺結核、白喉和流行性感冒，平均壽命只比四十三歲還多一些。但

由於二十世紀後半葉抗生素的發明和發展，即使在 1980 年代愛滋病流行之後，因為傳染病而導致的死亡

率也大幅下降。 
  步入二十一世紀後，我們發現人們罹患的主要病症是慢性退化性疾病，這也常是死因。它們包括冠心

病、癌症、中風、糖尿病，關節炎、黃斑退化、白內障、阿茲海默症、帕金森氏症、多發性硬化症和風濕

性關節炎等，而且名單遠不只這些。 
  雖然在前一個世紀中，美國人的平均壽命已經大幅提高，但是我們的生活品質還是受到這些慢性退化

性疾病的嚴重影響。著名的免疫學家和微生物學家麥倫.華斯博士(Myron Wentz)在他的一次講座中提到，

我們實際上是「活得太短，等待死亡卻太長」，他還幫助我了解氧化壓力對健康危害的嚴重性和細胞營養

的重要性。 
  

平均壽命 
  妳希望自己活多久?讓我們暫時拋開生活品質不談(許多關於壽命的調查研究正是這麼做的)，先想一下

在平均壽命和衛生保健方面，美國與世界上其他工業化國家相較之下情況如何。衡量一個國家醫療保健體

系水準的基本方法之一，就是觀察這個國家的死亡率。 
  在平均壽命方面，1950 年代美國在最發達的二十一個工業化國家中排名第七。正如你所想到的，從

那時開始，我們在醫療保健上支出的經費，就已經遠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1998 年，我們在醫療保

健方面花費了一兆美元，大約占國民生產總值的 13.6%，這個資料已經高出排名第二的國家不只一倍。我

們雖具有 MRI 和 CT 掃描器、血管造型術，繞道手術、全髖關節和全膝關節置換術、化學療法、放射療

法、抗生術、先進的外科技術、先進的藥物和加護病房，不過我們這些先進的醫療設備和技術，到底有沒

有提高美國人的平均壽命呢? 
  1990 年，與四十年前相同的二十一個工業化國家相比，我們的平均壽命卻排名第十八名。雖然美國

人已經在醫療保健方面花費了上萬億美元，現在卻被視為平均壽命最短的工業化國家之一。當我們思考美

國人能活多久時，我們所宣稱世界上做好的醫療保健體系實際上卻幾乎是最差的。 
  我問你希望自己能活多久，但是現在在想像一下你生命最後的二十年的情況吧。你花的錢值得嗎?我

不這麼認為。 
  

生活品質 
  我可以向你保證，現在我的病人們已經不再那麼關心他們能活多歲數，反而較為關心自己的生活品

質。那麼你呢?在評估我們的醫療保健水準時，我們能活的年數往往已經不在是最重要的考量。如果因為

得了阿茲海默症，連自己最親近的家人也不再認識，誰還願意活到老死呢?誰會希望自己由於退化性關節

炎，必須忍受劇烈的關節痛會背痛呢?我們的國家現在正受到帕金森氏症、黃斑退化、癌症、中風和心臟

病的威脅，病患比例空前的高，似乎已經不在有人是因為年邁而死亡了。 
  超過 6000 萬的美國人患有某種形式的心血管疾病(與心臟和血管有關的疾病)，而超過 1360 萬人患有

冠心病。雖然在過去的二十五年內，心血管疾病的死亡數字已經有所下降，但在美國它仍是導致死亡的首

要原因。每年有 150 萬次心臟病發作，其中有大約一半，或者說超過 70 萬次導致死亡。可惜的是，這些

死亡的情況有大約一半是發生在心臟病發作後的一個小時之內，病人根本來不及被送往醫院，而有超過

30%的心臟病案例在發作時即突然死亡，這使得我們沒有什麼時間還改變生活方式。 
  雖然我們已在癌症研究和治療投入了巨額資金，但是在美國，癌症還是排名第二的死亡原因。1995
年，癌症的死亡數字是 53 萬 7000 人，而在過去的三十年中，死於癌症的人數還在穩定增長。 
  美國在過去的二十五年中進行癌症研究經費，已超過 2500 萬美元，但是癌症死亡人數卻沒有相對地

降低。如果美國在癌症治療方面已經取得了最重大的成就，其實只是對某些癌症能夠更早地進行診斷，而

並不是代表我們的癌症治療方法已令人滿意或非常有效。 



  我的病人中有的患有黃斑退化，這是一種影響視力的慢性病，他們在每半年到眼科醫生那裡回診時，

所做的事情只是繼續預約下半年的複診，醫生所能做的事只是記錄其病情發展，這令他們非常沮喪。雖然

在有的情況下雷射治療可能會有些許療效。 
  如果你愛的人得了阿茲海默症，你一定會強烈感受到治療是沒有效的。看著父母慢慢地失心智後，完

全被困在自己的身體裡，是一件極度痛苦的事。 
  現在已經到了重新開始的時候了。如果我們醫生能夠成實地面對自己，就必須承認自己為這些病人提

供的治療方法是沒有多少用處的，我們不能用對抗傳染病的方式來治療這些疾病。現在的醫生和病人們同

樣都必須長期和密切地關注如何使用醫療保健系統。 
  

預防醫學 
  讓我不安的是，我發現現今絕大多數病人，都認為得一、兩種慢性退化及定是在所難免的，他們把現

代藥物看成就星，認為就醫就能痊癒。可悲的是，只有在他們得病之後才會發現，我們的治療方法實際上

有多麼的無效。 
  當二次大戰後出生的嬰兒潮步入五十歲後，我相信越來越多的人會更積極地對待自己的健康。 
  上個月，我的一位好友告訴我，他只想活到自然死亡。你是否也是這麼想的呢?我自己也希望如此

的。在從事醫療工作三十多年以後，我對慢性退化疾病將為我和我的病人帶來痛苦深感不安。 
  
 這是我撰寫這本書的原因，而且這也是我提倡預防而不是事後治療的原因。不過我需要先定義我所說的

「預防」是什麼意思。 
  
傳統的預防醫學(早期診斷) 
  醫療界常對於所推廣預防的措施引以自豪。但你是否曾對他們使用的方法深入思考呢?醫生當然鼓勵

病人進行例行健康檢查以維護健康。但是仔細看一下醫生建議，你很快就會明白他們想做的只不過是燼早

地發現疾病。想一下吧，如我所說，醫生常例行性地進行子宮頸抹片檢查、乳房 X 光檢查、血液檢查和身

體檢查，目的只是為了發現病人身上已經存在的不明顯疾病。他們預防了什麼? 
  很顯然地，越早發現這些疾病對病人越好。但是我在這裡要強調的是，醫生和醫療界實際上並未花時

間和精力教育病人如何保護自己的健康。換句話說，醫生只是太忙於治療疾病，而沒有時間思考如何教育

病人，使他們能採用事先預防退化性疾病的生活方式。 
  

真正的預防醫學 
  如果我們要稱某事物具預防性的功能，我覺得它就應該真正能夠預防些什麼。我強烈建議要推廣真正

的預防醫學，應該包括鼓勵和支持病人採取下列三個步驟:健康飲食、持續運動和服用高品質的營養補充

品。 
  讓病人能夠對這些主要疾病是先預防才算是真正的預防。然而，這是否需要病人的積極配合呢?這是

當然的。但對多數人而言，只有當他們真正意識到自己在哪方面受到威脅後，才會心甘情願改變其生活方

式。 
 
=============================================================================== 
 
關於賀金仕博士： 
賀金仕博士在 1962 年畢業於內布拉斯加大學牙醫學士。 
 
賀金仕博士是最早確定有毒牙科材料, 如何平衡人體的血液生化反應和發展出綜合方法來扭轉自身免疫性

疾病的領導先驅。 
賀金仕博士在科羅拉多大學獲得免疫學和毒理學博士學位。 他敢於揭發美國牙科法規和慣例下的偽裝, 賀
金仕博士是少有存著良之的反對尖兵。 賀金仕博士從一開始當牙醫時的做法就一直走在時代尖端。 賀金

仕博士不畏懼對抗美國牙醫協會和在許多主要牙科公約的主講者， 他對銀（汞）汞齊嚴厲立場， 得罪了

擁有銀粉專利並從中獲利的美國牙醫學會。 賀金仕博士“拒絕或推薦放置銀粉(汞合金) 或 建議根管治療(抽
神經)”， 終於導致他在 1996 年失去了牙科執照。 
在過去三十年多來，他發展了許多健康的醫療模式， 來改善受自體免疫性疾病影響的病患， 如多發性硬



化症， 狼瘡， 帕金森氏症和老年癡呆症 (艾茲罕默症)。 其它症狀， 如慢性疲勞， 記憶和消化上的問題也

頗有貢獻。 賀金仕博士在美國 46 個州和 13 個國家作專題演講已有超過一千四百天， 並受超過 1000 個

電台 / 電視台的採訪， 全部專題都是有關於牙材的毒性及其害。 他已治療了 3,000 名這種情況的患者, 並
審閱過 300,000 以上的人體的血液生化反應。 他還撰寫了 50 篇關於牙齒毒性這個問題的文章和論文。 
他目前是全球發展綜合醫療方法和訓練賀金仕標準程序中心的高級顧問。 
 
著名的國際講師阿恩勞裡岑博士， 勞裡岑博士問請賀金仕博士代筆寫書。 研究小組花了 5 年研究出一本

國際教科書稱為咬合圖譜分析， 這本書被翻譯成五種語言。 該主題的書原本是關於顳顎關節（關節）。 
賀金仕博士被委任訪談幾位當時著名牙科和醫療營養學家， 和撰寫有關於部分牙醫營養學。 
賀金仕博士對於人體血液生化反應感興趣和如何能夠用來確定病人的營養需求， 以及監測病人治療計劃進

展的情況。 他很快就採取了人體血液生化反應來解釋與牙齒有關的許多退化性疾病， 他意外地發現所有

退化性疾病都有共同點。 
 
在這 40 多年， 他一直從事牙科， 賀金仕博士花了 40 年來發展綜合醫療方法來治療牙科中毒的患者。 雖
然他大部分時間在科羅拉多州， 現在他也花費了一部分時間到處去幫助全世界開發和建立賀金仕博士標準

程序治療中心。 
1973 年， 他知道了銀粉補牙引起汞中毒的概念後， 並很快發現了許多無法治愈的退化性疾病都似乎是與

補上的銀粉有關。 作為第一步， 他再回到了科羅拉多大學修免疫學和毒理學碩士學位， 重點是， 他追求

的是如何扭轉健康的狀況， 他認為這具有全球性災害防治的影響。 
 
=============================================================================== 
 
Janet Wong 醫師, 妳好，  
這裡是賀金仕博士給妳發的一個簡訊： 
我一直在閱讀 Janet Wong 醫師病人的報告。這可能是所謂的“死囚”，這一術語適用於囚犯在等待處決。

我嚇壞了。 
這個週末，我會評估這些病人和他們的牙齒狀況與疾病。 
牙科材料正在摧毀你們的人們。 
其實，大多數人在這個星球上身體會遭受各種攻擊，但是 Janet Wong 醫師的患者身體卻遭受那麼多強而

有力的攻擊。這是非常可怕的，它必須停止。 
 
賀金仕博士 
 
=============================================================================== 
 
賀金仕博士的一封 e-mail 
  
我看了 Janet Wong 醫師的病人，發現強烈的跡象顯示，疾病的流行模式是比美國差。你們人民的健康亮

起了紅燈。牙醫, 西醫或政治家不認為這些假牙，根管治療和植牙是致病因素。花費醫療費用試圖治療疾

病，而隱藏其原因，這種治療將會是個天文數字，並不會成功的治療病人或是幫助你的國家。這將會是未

來台灣人在健康上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該是時候播種和成長。 
  
賀金仕博士 
 
=============================================================================== 
 
1. Q:什麼是牙齒整合? 
    A:口腔內牙齒的整合是把口腔內的所有其他材料替換成低過敏生物相容性的牙科材料。另一方面，牙齒

整治大部分包括拔除根管治療的牙齒和完整清創齒槽骨空穴。 

  



2. Q:除了牙齒整合是否有提供常規牙科，如洗牙、補牙、牙冠的服務? 
  A:當然，並強調使用在例行牙科療程上應用生物相容性的牙科材料。 

  
3.Q:如何到您的診所? 
       診所位置 

  
4.Q:靜脈注射的鎮靜麻醉安全嗎? 
  A:靜脈注射鎮靜麻醉被認為是最安全的一種麻醉，患者可以在整個治療過程中小睡，而基本的反射反應

還是存在，血壓、心率、脈搏、血氧和整個過程都有生命監視器監督，王醫師在鎮靜麻醉有得到廣泛的培

訓和有高級心臟復甦術證書。 

  
5.Q:鎮靜麻醉之後我會記得所有治療過程嗎? 
  A:很少人會記得這些牙科治療的程序，大多數患者敘述靜脈注射鎮靜麻醉是他們最輕鬆和愉快的牙科經

驗。 

  
6.Q:為什麼建議我在動手術的前一晚就來您診所附近住宿。 
A:我們希望患者住在附近，以提高癒合的過程，我們相信因為坐車長途跋涉會破壞手術後的傷口的血塊 
(Blood clot dislodge)而影響癒合。 

  
7.Q:什麼時候才能在動手術之後搭飛機? 
  A:一般保守建議 48 小時後才能搭飛機。 

  
8.Q:您的診所時間? 
  A:約診時間: 
星期一~星期四 上午 9:30~12:00 下午 14:00~18:00 晚上 19:00~21:00 
星期五~星期六 上午 9:30~12:00 下午 14:00~18:00 

  
9.Q:為什麼您的診所會選擇設立在台北的天母郊區? 
  A:天母是台北市的郊區，鄰近陽明山，比較悠閒空氣比較清新，所以是一個適合在做完牙齒整合性治療

的患者放鬆和休養的地方。 
 
=============================================================================== 
 
1)  無痛鎮靜麻醉，降低患者的焦慮、不安和疼痛，同時可以避免退化性疾病的產生，若不按美國賀金仕

醫師博士的標準程序清除，將會產生很多新的退化性疾病!!!! 
2)  正負離子機可以中和所產生的汞蒸氣的電子 
3)  大象鼻子強力空壓吸管 
4)  提供患者全罩式氧氣罩，避免除汞當中吸入汞蒸氣，醫師和助理需戴防毒面具 
5)  把患者全身罩住 
6)  患者戴上眼罩 
7)  臉部塗上特殊乳液以便防止汞蒸氣穿透皮膚 
8)  "特殊橡皮樟"把需除汞的牙齒和其他的牙齒隔離，以防止除汞所產生的屑屑進入口腔而被軟組織吸收 
9)  小心清除汞齊，噴足夠的水降低汞蒸氣產生 



10)用生物相容性的牙科材料代替汞齊填補 
11)術後簡單排毒教育 
12)提供輕柔的按摩，靈氣療法和顱薦骨整療幫助患者修復 
 
=============================================================================== 
 
◎檢測血液、尿液和頭髮以便評估患者目前的健康狀況 
◎除汞齊前一定要先增強身體的免疫力和能量方可進行 
◎牙科材料生物相容性檢測以便了解哪一種牙材對患者最不會產生過敏反應 
 
=============================================================================== 
 
去除汞齊(俗稱銀粉)一定要在充足的準備保護措施下進行，這是我們的專業和提供患者最好、最安全的服

務。 
 
我們的助理是樂於幫助您在每次的看診可以是輕鬆和愉快的。每位助理都訓練有素，長時間有在各領域繼

續教育和考核，我們的主要目標是提供您完整整合健康的需求，從根本改善您的健康，讓您有更好的免疫

力，更有健康，自信的微笑。 
  請蒞臨我們診所，讓您體驗不同凡響的牙科經驗，我們這群專業的助理在此期待與您提供親切和關懷

的服務。 
 
=============================================================================== 
 
1.台北市牙醫師公會會員 
2.中華民國家庭牙醫學會會員 
3.中華針灸專科醫師 
4.中華針灸醫學會會員 
5.台灣口腔顎顏面麻醉醫學會會員 
6.美國科羅拉多賀金仕研究訓練中心進修 
7.美國賀金仕博士的聯盟牙醫 
8.美國德州牙醫整合中心臨床進修 
9.順勢療法臨床醫師 
10.國際口腔醫學毒物學會會員 
11.美國無汞牙醫會員 
 
=============================================================================== 
 
王醫師誠心歡迎您到一個以全方位健康考量，充滿奇妙完善服務的診所。同時了解到為什麼患者從其他國

家或其他縣市到我們台北的診所做牙科整合治療，我們使用最先進的科技包括:數位 X 光、無痛鎮靜麻醉

以及沒有金屬的修復材料，我們都會應用無毒，低過敏反應的牙科材料，嚴格把關， 小至打磨潔牙粉、黏

劑，大至假牙都經過非常嚴格的生物相容性檢測而篩選，也顧及美觀，並提供最人性化的護理。但是，我

們的首要目標是使您感受到我們的真誠， 並為病人健康著想的醫療和無法想像的舒適環境。 
  所以，不管你是在尋求最新的修復牙齒的牙醫或單純只想讓您的家人再回復原有的笑容，請您蒞臨我

們的診所，並找出為什麼患者從世界各國或全國來到本診所。我們會讓您笑得燦爛、健康、自信。 
 
=============================================================================== 



 
我們專業的團隊助理服務周到 ，將確保您每一次的到診都很放心、完善有趣、倍受尊重。助理們將讓您有

賓至如歸的感覺。 
 
我們的醫師真誠、友善、親切，關懷的態度和廣泛先進的教育讓您選擇我們牙科診所，是一個正確的選

擇。 
 

 
 
當您選擇進入我們診所大門，您會知道您來對地方了，王醫師會很用心的為您提供最好的治療，而不是匆

忙了事。我們診所的氣氛輕鬆，我們大家都可以提供最專業和最親切的服務，竭盡所能滿足您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