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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感 謝大家對電子報創刊號的好評，繼上次四
位學會要員的初步感言後，我們很快可以目睹他們
粉墨登場，暢談個人豐富的臨床經驗好戲。第七屆
第一次的學術研討會 將於四月十六日舉行，歡迎會
員攜伴沐浴在台北市博愛路薛伯輝基金會愛的講堂
裡，聆聽醫者關懷病人的愛意。我們同時也感謝所
毒理學博士

有講師的參與，他們皆堪稱「台灣之光」！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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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邀參加
第七屆第一次 中華民國能量醫學學會學術研討會

線上報名

P1

理事長的話
毒理學博士

陳立川

博士

環 境與淨化醫學方面，剛
出版暢銷健康書「咳嗽警報」的
羅仕寬醫師，將藉「毒素在哪裡
？」，來分享臨床上什麼毒素充
斥病人身上；也很榮幸邀請到台
灣臨床螯合醫學會的資深臨床螯
合治療醫師何逸僊來為大家介紹
「重金屬與癌症」的密切關係，
以及重金屬排除的寶貴療法。在

攜手合作的第一步，本次研討會

七月初，我們更期待與北投

更加凝聚了兩者的合作關係。下

的囍廚教室合作，開辦營養醫學

一步就是在今年十一月底實證醫

的低過敏原飲食研習會。會中我

學聯合會（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將一同合辦螯

們不僅會動嘴享受無負擔美食，

合治療的訓練課程，讓更多醫師

名額有限，請於研討會現場預約

與牙醫師能更全方位的幫助病人

報名（或來信funzone301@g-

康復。

mail.com），以免向隅。

符合現代人時間與健康的需求。

本會兩位副理事長羅仕寬與
潘忠興醫師，也將肩負未來舉辦
環境醫學相關研討會，讓學會能
與散佈在各醫學大學的環境醫學
教授接軌。

能 量與身心醫學方面

在

，來自高雄的潘忠興醫師要藉「
少吃點藥也可以更健康-減藥門診

重金屬毒隨食物鏈持續累積的當

專家經驗談」來分享。只要掃描

下，有效的治療尤其重要。海中
的鯨魚與陸地的人們都位處食物

還更要親自動手準備快速簡餐，

他的QR code（請參閱學會電子

營 養與消化醫學方面，

報「創刊號」），您就會讚歎他

鏈的最上方，鯨魚與人類都逐年
累積有毒重金屬，台灣很多自閉

曹為霖醫師將指出為何「營養、

人（陳立川博士）則將透過「情

兒已經被查出頭髮有過量的鉛與

免疫、情緒要從『腸』計議 」，

緒能量療法的演進」一講，鋪陳

汞兩大毒物。因此排重金屬中毒

探討消化與免疫、情緒兩者的密

近年來歐美急速發展的調整情緒

的螯合療法日益重要，可是許多

切關係。我們很榮幸邀請到真正

與心性的多種能量療法，有些甚

成年人嘴巴裡還補了許多含大量

的台灣之光-佳美胜肽生技公司的

至是奠基於中醫的五行與經絡理

汞的蛀牙填充劑-汞齊（俗稱銀粉

張朝翔總經理， 他將主講「微粒

論。當肉體的治療遇到瓶頸時，

）。而龍霖醫師在台灣已經有十

劑型與抗癌及免疫調節的應用」

要能調整心性才能有所突破；而

年以上的除汞經驗，他的「除汞

。他擁有多項世界獨特的專利，

當心性層面無法突破困境時，則

的前世今生」將陳述安全除汞讓

包括高效微粒劑型傳輸營養素與

要運用靈性階層的療癒，才能有

病人不會二次中毒與健康改善的

草本萃取物，增加這些物質的有

所助益。這是歐美整合醫學大師

經驗。牙齒除汞再加上整合螯合

效吸收率，可提升產品保健功能

克林哈特醫師的臨床結論。

治療，讓毒素除盡，病人絕對會

。而學會本身的常務理事之一蕭

體驗到醫牙整合的高度效益。

順基先生，代理進口人體可以高

我們期許潘忠興醫師與在台

效運用的天然營養素（載體攜帶

中行醫多年的楊紹民醫師，能帶

個人從接任本屆理事長以後

）。希望這次的交流可以達到更

領未來舉辦的能量與身心醫學研

，就積極與台灣臨床螯合醫學會

高的協同效應，開創有療效的醫

討會，並與此領域的其他翹楚齊

聯繫，推動整合醫學裡的醫師與

療專業補品來造福人群，達到抗

聚一堂，探索不用藥就能舒緩常

牙醫師密切合作。本電子報後附

衰老的功效。

見的身心障礙，以及提升快樂指

錄的安全除汞牙醫診所與從事螯
合治療的診所名單，就是兩學會

多年努力不懈的學經歷。而我個

數的多元能量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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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這次很遺憾的是，中華生命

員。而現任理事長是中山醫學大

其先生黎旭瀛醫師（幸福農莊）

電磁學會也將於四月十五、六日

學口腔醫學院牙醫系主任陳俊呈

、南陽義學推廣協會林獻忠校長

舉行兩天的精彩研討會，與本學

教授，他邀請本會在七月十五與

。當然，本會許多理監事本身也

會的活動重疊一天。現任理事長

十六日一起在台中中山醫學大學

是其他學協會的主力領導，都歡

陳又明醫師因而無法蒞會指導，

協辦咬合矯正課程。其主要講師

迎加入實質連結的行列。

實屬可惜！我們希望能與所有友

來自澳洲，希望有更多的醫師能

會更緊密連結與協調，讓更多人

去瞭解「上樑不正下樑歪」的致

非常感謝柿子文化出版社總

能參與多元的學習活動。

病機轉，將來更能與相關醫療專

編輯林許文二先生，贊助新書十

業組成整合醫學團隊。

多本提供義賣，其款項慷慨捐贈
本學會。

最後，人活著能夠頂天立地

順便提及，本會前理事長楊

，正代表著身心靈健康十足。自

奇峰醫師對整合另類與輔助醫學

然骨科醫師蔡凱宙不僅是擁有超

各領域非常熱衷，甚至與其公子

希望在今年十一月底恢復舉

過150萬點閱率加持的網紅，也

楊宗穎將整脊與整顱療法融入其

辦實證醫學聯合會（EBCAM）之

是端正脊椎八功法、米球拋接、

診所的整合治療方案中，我們期

前，我們會隨緣連結更多學會與

健走杖養生法的推廣者，並提出

待更多的專業整顱治療師加入結

協會，凝聚追求自然生活與健康

結構、飲食、氣血的「健康金三

構醫學的行列。

的原動力。若能量不具足，我們
也不會強辦活動，寧願與因緣較

角」養生法（與他的暢銷書同名
）。在四月研討會時，他將藉由

「

結 構醫學：自然骨科測量

指標」這場演講，來樹立任何的
整脊、咬合矯正、按摩、整顱、
肢體運動等的長期效果追蹤方法

本次活動主要美中不足之處

成熟的友會，共同舉辦實質的疾

，是無法邀請更多的講者，實在

病治療方案研討會。感謝與期待

有遺漏之憾。將來各個區塊再舉

大家共襄盛舉。

辦深入研討會時，希望可以彌補
不足。此外，研討會時間也很有
限，讓講者無法盡興講述其寶貴
經驗，請大家多多包涵！

。
在美國正規脊骨神經醫學院
接受教育的李啟銓脊骨神經醫師
，在台灣創立了凱羅協會。他將

也很高興有朋自遠方來，歡
迎共同來推廣綠色醫療與相關的
多元永續產業。

帶領我們「認識脊骨神經醫學」
，也希望此醫科將來跟歐美多國
一樣，是被承認的正規醫學，而
不是連民俗療法的身份都還不明
朗的尷尬處境。

整體醫學醫學會連結，創會理事
長黃尊秋牙醫師也是本學會的會

研討會當天中午
12:30 ~ 1:30
的午餐時間
我們將召開本屆
「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敬請熱烈參與！

除了上述的友會與貴人之外
，目前我們連結的還包括：中華
傳輸因子學會現任理事長基因檢
測專家黃渝琪博士，與創會理事
長朱景雲博士、台灣綠領協會創

我們也很榮幸能跟台灣口腔

[ 請各位理監事注意 ]

會理事長陳重仁總經理（澄毓綠

電子報 / 創刊號
線上閱讀/下載

建築設計顧問）、台灣秀明自然
農法協會理事長陳惠雯女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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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2017 年 4月 16日 星期日 08:30am~05:00pm

｜地

點｜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54號6樓（薛伯輝基金會）

｜報 名 費｜ 會員與友會會員$700，非會員$1000，學生$350
4/10前完成繳費者，午餐統一提供素便當；4/11~現場報名，無提供便當。
｜報名流程｜ 繳費完畢後，請至 線上報名
或 列印此頁並填寫完畢後拍照email至學會信箱「ema.taiwan@gmail.com」
或 拍照傳給學會秘書長劉瓊玉小姐「line ID：deeksha.liu」
待我們確認您的款項後即完成報名。
｜聯絡電話｜ 秘書長 劉瓊玉小姐 0919-160948
｜匯款帳號｜ 007第一銀行 淡水分行 218-10-002-915 戶名 中華民國能量醫學學會
｜備

註｜ 因應人數需求及天候不可抗拒因素等影響，保有更改研討會地點與日期之權利。

｜基本資料｜ 請確實填妥資料，以確保您的權利 !!
請問是否為中華民國能量醫學學會會員？ □ 是

□否

姓名

中

英

職業

職稱

服務單位 / 科別

地址

□□□□□

電話

市話

手機

網路

Line ID

E-mail

中華民國能量醫學學會
台北市林森南路12號6樓 ema.taiw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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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邀參加
「第七屆第一次 中華民國能量醫學學會學術研討會」

會議流程表
08:30

報到

09:00 「能量醫學之整合與分工 」 陳立川理事長
｜地

09:30 「營養、免疫、情緒要從「腸」計議 」曹為霖醫師

點｜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54號6樓
（薛伯輝基金會）
｜捷

10:10 「微粒劑型與抗癌及免疫調節的應用」張朝翔總經理
10:45

運｜

西門站 4號出口（步行約5分鐘）
台大醫院站 1號出口（步行約10分鐘）
｜公

11:00 「毒素在哪裡？ 臨床經驗分享」 羅仕寬醫師
11:30 「除汞的前世今生」 龍霖牙醫師

車｜

12:00 「癌症與重金屬的關係 」何逸僊醫師

衡陽路、衡陽路口、博愛路
18、20、222、235、257、
263、513、621、663、938

12:30

｜停車場｜

P

西門

潘忠興醫師
台北
車站

14:10 「情緒能量療法的演進」 陳立川博士
14:50

P

228

公園

台大
醫院

午餐時間（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13:30 「少吃點藥也可以更健康 - 減藥門診專家經驗談」

(1) 基泰研訓中心地下收費停車場
（台北市衡陽路51號 世紀羅浮大樓）
(2) 中山堂地下收費停車場
（台北市延平南路98號）

中場休息時間

中場休息時間

15:10 「結構醫學：自然骨科測量指標」蔡凱宙醫師
15:50 「認識脊骨神經醫學 」李啟銓醫師
16:30

介紹友會

中華民國能量醫學學會

理事長 陳立川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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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入會申請書
線上申請

◆ 以下資料需經過審核，請務必填寫完整
申請人姓名

性別

男/女

身分證字號

生日

年

月

日

出生地

完整學歷
詳細經歷
現職/職稱
興趣專長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市話

手機

Line ID

E-mail

推薦人(必填)

新會員入會費＄1,000，年費＄1,500，終身會員＄16,000
會費/捐款帳號：007第一銀行 淡水分行 218-10-002-915
戶名：中華民國能量醫學學會
中華民國能量醫學學會
台北市林森南路12號6樓 ema.taiwan@gmail.com
專線：0919160948 劉瓊玉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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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能量醫學學會

有此符號之診所擁有

安全除汞診所

安全除汞設備
牙科診所名單

「口腔電位儀」
可測牙齒電流量。

更新日期：2017.04

北部
龍霖

02-8751-5050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358巷30弄2號1樓

石淦生

02-2705-9402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283號8樓

張瀞云 吳培智

02-2731-8833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10號5樓

典華牙醫診所

鍾芝華

02-2307-3666

台北市萬華區東園路39號

德音牙醫診所

吳子宏

02-2291-1284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一段149號

名揚牙醫診所

陳慶星

03-494-7101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338號1-2樓

德軒津牙醫診所
磐石牙醫診所
明日美牙醫診所

中部
光流牙醫診所

黃汝萍等

04-2258-2056

台中市西屯區政和路152號

麗緻牙醫診所

王冠中 陳立山

04-2287-1881

台中市南區建成路1846號2樓

福音牙醫診所

吳統芳

04-2437-2255

台中市北屯區軍功路一段633號

楊健群牙醫診所

楊健群

04-727-3839

彰化市三民路399號

圓恆牙醫診所

徐子恆

05-597-4801

雲林縣斗南鎮南昌路7號

南部
朱沿清

06-275-5221

台南市東區長榮路三段20號1-2樓

藝豐牙醫師診所

李錦陽 徐滿祥

07-556-5578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314號(博愛路口)

巨樺牙醫師診所

蔡鎮安等

07-822-9928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536號1-2樓

德安牙醫師診所

吳金佩等

07-768-6088

高雄鳳山市五甲二路366號

徐牙醫師診所

徐滿祥 李錦陽

07-683-4382

高雄縣美濃區中正路二段765號

天成牙醫診所

蘇雷拯等

08-868-5519

屏東縣新園鄉仙吉村仙吉路88號

樂菩牙醫診所

馬來西亞
ST Tiew Cosmetic Dental Centre
Dr. Tiew and others

+603-2242-0351

Wisma Life Care L-2F, Level 2
No. 5 Jin Kerinchi, Bangsar South
59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註二：汞齊除完要清除身體殘留的重金屬請找有經過臨床螯合療法訓練的醫師配合
牙醫提供全方位治療，配合醫師的自然療法，才能架構醫牙整合的完美治療。>>>>

螯合療法診所

註一：以上資訊為備有全套安全除汞設備診所，僅提供硬體設備供讀者參考，非服務品質之保證。
對於有意提供病人除汞服務的診所或牙醫師，歡迎聯絡洽詢 drlichuan@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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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臨床
螯合醫學會

預防醫學

螯合療法診所

身心淨化排毒
（重金屬）
服務一欄表
更新日期：2017.04

吳坤光婦產科診所

02-2705-9320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59號

春天診所

02-2700-7798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184號3樓

東西整合醫學中心

02-2706-0216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259號2樓

以法大診所

02-2703-6161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265巷2號6樓

淨妍診所

02-2731-5030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12號4樓

富生婦產科診所

02-2521-8229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57號

輝雄診所

02-2560-2586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302號

裕仁診所

02-2336-3229

台北市萬華區萬大路117號2樓

優美診所

02-2322-1719

台北市新生南路二段2號7樓之5

德安婦產科診所

02-2201-0706

新北市新莊市新泰路31號

佑林醫院

02-2223-9293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71號

王東生診所

03-961-5487

宜蘭縣羅東鎮維揚路78號

吉康耳鼻喉科診所

03-422-8133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56號

敦仁診所

03-463-5353

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18號

杏德芙診所

03-479-2430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 331號

千才生伊診所

03-658-0567

新竹縣竹北市高鐵一路17號

慈祐醫院

03-747-6589

苗栗縣竹南鎮民治街17號

鄭煒達診所

04-2323-5136

台中市公益路214號

梅明因診所

04-2525-7965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350號

大欣診所

04-2406-9660

台中市大里區新興路15號

揚昇醫美健康診所

0800-211-466

台中市西屯區惠中路二段78號

淨妍診所

04-2320-2977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510號

明穎耳鼻喉科診所

04-896-9662

彰化縣二林鎮大成路一段25號

楊有德眼科門診

05-534-7347

雲林縣斗六市興華街1-3號

法泊時尚診所

0800-555-722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656號

普生診所

08-775-1188

屏東縣里港鄉中山路35號

安全除汞診所

備註：
做螯合治療前先去除口腔汞齊會更好，
請務必找有安全除汞設備的牙醫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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