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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 第二次
中華民國能量醫學學會研討會

碘

益生菌

傳輸因子

HMD

尋求

醫牙整合的共識
2017.7.9. 9:00am-5:00pm
口腔暗藏許多致病因素
一般醫牙分治無共識
繼上次四月研討會討論整合
牙齒安全除銀粉 與 螯合治療之後
此次將延續其他重點
如 毒牙材 與 口腔的感染病灶
是致病與致命的關鍵
更以醫牙雙方防治的方法
作為促進未來整合之焦點

線上報名

ema.taiw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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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人才舉辦同樣的研討會，一起
找出貫穿全島的治療方案共識

解筋脈緊縮的風采，晚宴時間

承蒙七月二日出席的理監事們

交談。最後得到林源泉大師的

更與陳旺全等中醫界諸位大師

一致確定要再聯合其他學會一
起舉辦第三屆實證醫學大會
（EBCAM）。為達此目的，個

陳立川

人親赴不同醫學會拜訪尋求合
作。
六月下旬臨床螯合醫學會
舉辦螯合認證課程，個人拜會
了吳坤光理事長，目睹數位本
學會牙醫師會員參與課程，

繼上一次研討會揭櫫整合
醫學的四個區塊之後，我們將
在七月九日再度舉辦「尋求醫
牙整合的共識」，席上醫師與
牙醫師們將齊聚一堂討論如何
將身體與口腔的毒害與感染病
灶減輕，進而建構一個整合性
的治療方案，讓醫師與病人更
能克服長期的健康問題。
建構一個整合性的治療方
案是有多重意義的：首先，集
思廣益之下，更能克服嚴重的
毒害與隱伏的病灶。其次，新
進入整合醫學的醫師有跡可循
，減少摸索時間，也減少病人
在摸索過程變成實驗品。三，
病人聽到醫師合理的解說更能
對治療有所信心、有所希望，
增強配合度。因此，期望台北
場次在多位優秀的牙醫師與醫
師領導下可以達成初步的期許
。繼而在台中與高雄運用當地

承諾相互派員授課交流，也會
促進會員間的交流，林大師更
請黃庭醫學會理事梁文深中西
醫師為對接窗口。七月十五日
個人也受陳俊呈主任的邀請，
出席台灣口腔整體醫學會與中
山醫學大學主辦的牙齒咬合研

（點擊 / 掃描）

博士

睹林兩傳大師現場非常高明的

。

熱烈的討論，我們達成共識，

毒理學博士

的邀請列席觀摩交流，不僅目

討會。並將請台中區的幾位理
監事與醫牙聯盟醫師於下午時
間撥冗喝杯咖啡，討論舉辦尋
求醫牙整合的中部/台中共識。

而且本會的數位講師參與講授
課程，更感謝螯合醫學會修改
章程，增加牙醫師為可加入的
會員人選。
六月二十四日晚上在高雄
左營區漂浮咖啡館與五位（徐
滿祥、潘忠興、蔡鎮安、蘇雷
拯、朱沿清等）在地醫師們見
面討論在高雄舉辦尋求醫牙整
合的南部/高雄共識，散會前潘
醫師答應承擔聯繫諸位醫師，
分配演講題材與尋覓適合場地
擇日舉辦活動。所以，我六月
二十五日受邀為南部天和聯盟
的有機店長授課後，告訴大家
在高雄舉辦尋求醫牙整合的共
識研討會的訊息，地主店長號
召每家店承諾找到十位研討會
參與者，為群眾基礎打下良好
地基。
七月二日個人受中華黃庭
醫學會創會理事長林源泉大師

在辦完北中南三場共識會
後，我會將結論寫成一篇白皮
書，讓所有理監事與會員過目
與公開討論，再完成最後版本
。
我們也提前預告十月十五
日假囍廚教室舉辦營養醫學研
習會，討論與品嚐生酮飲食、
傳統飲食、葛森療法…等食療
法的優缺點與特色餐飲。原本
預告七月二日要辦的活動因廚
藝教室被租走而不得不改期，
敬請大家見諒。如有可能，此
活動也期望能在中部與南部複
製舉辦。
在北中南都舉辦同樣活動
是希望凝聚在地資源（群眾、
物流、知識訊息流、醫師群）
，朝向在北中南三地建立整合
醫學中心的最終願景邁進，共
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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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將延續其他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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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齒安全除銀粉 與 螯合治療之後

如 毒牙材 與 口腔的感染病灶

更以醫牙雙方防治的方法

是致病與致命的關鍵

作為促進未來整合之焦點

ema.taiwan@gmail.com

協辦單位

台灣臨床螯合醫學會

GDV Bio-Well Energetic Camera

中華傳輸因子學會

俄羅斯 最新
能量科技儀器

台灣口腔整體醫學會
南陽義學

以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886-63489
www.eopentech.com.tw

贊助單位

信誼基金會

世界十大奇蹟之泉

BEMER對循環的影響
預防、治療、恢復、再生
天然鎂離子含量最高的礦泉水

偉恩貿易有限公司

長流企業有現公司
(04)237-25756

Mag.biotech31@gmail.com
業務代表：南部 黃旭美(07) 625-8807，北部林盈里(02)270-82968

免疫傳輸因子
Transfer Factor
可教育、增強
並且幫助免疫平衡
又稱為

免疫的校正者

Immuno Corrector
朱景雲 博士 0911-948-979
timcchu@hotmail.com

Line：timcchu1 微信：timcchu1

天然植物
精油黏土
護齦牙膏

品牌於1996年創立
榮獲美國2016年
Dental Advisor

編輯首選獎

台灣總代理 JMC Wellness Co. Tel&Fax: (02)8292-6062
Email: numanwell@gmail.com www.facebook.com/JMCWell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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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 第二次
中華民國能量醫學學會研討會

研討會訊息
時間
2017年7月9日 星期日
9:00am-5:00pm

2017.7.9. 9:00am-5:00pm
會議流程
09：00 - 09：40 身體健康一半靠嘴巴．陳立川
09：40 - 10：20 有腸識保健康．曹為霖

地點
台北市重慶南路二段51號
(永豐餘大樓信誼基金會B1)
中正紀念堂捷運站2號出口

10：20 - 11：00 牙齒與牙齦的自然保健．吳培智
— 11：00 - 11：20 休息時間 —

費用 (含贈書)
會員與友會會員$900
非會員$1200
學生$450
7/3前完成報名繳費附贈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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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報名
匯款後
填寫google表單
如有問題，請連絡0919-160-948
專線
學會秘書長 劉瓊玉小姐 0919-160-948
line ID：deeksha.liu
ema.taiwan@gmail.com
備註
因應不可抗拒因素等影響
保有更改研討會地點與日期之權利

線上
報名

11：20 - 12：00 牙醫師與醫師討論整合方案
曹為霖、王克仁、王東生、吳培智、張瀞云
— 12：00 - 13：00 午休用餐 —
13：00 - 13：40 病灶是什麼？ 陳智良
13：40 - 14：10 口腔病灶與扁桃腺感染．羅仕寬
14：10 - 14：50 牙周病與口臭．吳子宏
14：50 - 15：30 拔牙與抽神經的潛在感染．吳子宏
— 15：30 - 15：50 休息時間 —
15：50 - 16：30 牙醫師與醫師討論整合方案
楊奇峰、陳智良、羅仕寬、吳子宏
16：30 - 17：00
總結：追求有頭有尾的健康方案．陳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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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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