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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即將來臨，一個別開生面的營養醫學研習會專注在
幾個著名的食療法上，而且伴隨著演講還有“實習”（手做）
的機會，所以此研習會有別於一般的研討會。
　
        近來很夯的防彈咖啡與生酮飲食會率先上場，一反數個
世代提倡的低脂/少油飲食，生酮飲食可是吃的油滋滋，希望
三位講者的內容對大家會有所啟發。隨本文先刊載陳若愚女士
的咖啡種植與製作上的心得分享，我於個人開辦的生酮飲食課
程中，已經邀請她來講解咖啡製作全程為何易受黴菌感染的
原由，並表揚她的用心。
      
        璞園黃火盛老師也會分享三十年的有機生活與自己生酮飲食的創作--甜美鬆糕。由此進入謝旺
穎醫師指出生酮飲食林林總總的好處與該注意的事項，包含括副作用。他也會分享自己實踐的心得
。同時，全台最大「酮好」社群的版主撒景賢先生也受邀列席當貴賓。繼之，我會講述傳統部落飲
食的特色，以及與傳統飲食中對油脂與內臟肉的特別珍愛，所以跟生酮飲食非常的契合。非常感謝
來自台灣乾淨後山的花蓮蓮貞豬生產牧場提供心肝與大骨等食材給大家品嚐，此豬是全台灣唯一連
一支疫苗都未接種過的稀有豬種，因為從育種開始已經特別經過挑選與用特殊配方來維護其一生的
健康，以杜絕任何傳染疾病。

        中午的重頭戲落在秀明自然農法理事長與幸福農莊莊主陳惠雯女士身上，她不僅要介紹自然農
法適性適地的特色，讓我們看到真正的蔬菜不是油綠綠的，而是有豐富胡蘿蔔素的黃綠色色澤。繼
而她將示範疊菜的烹飪方式，與會者也會有機會小試菜刀。素食朋友別失望，陳惠雯女士的綿密豆
腐與印尼傳統發酵天貝是肉品的替代食材，當淋上風味絕佳的黑種草油或芥末籽油更是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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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是我粉墨登場介紹幾款好油來示範什麼是“優油生活”，例如阿拉斯加野生鮭魚配上酸
蘋果與黑種草油，以及伊比利豬配上芥末籽油時，風味絕佳，此時一小杯紅白葡萄酒，達成酒肉朋
友的搭配才是絕配。飽餐之後再來一杯無咖啡因的蒲公英替代咖啡，加上幾滴粉紅調和油或橙色調
和油，將讓大家口留餘韻。

        再來是，曾到美國接受正統葛森療法培訓的許素貞博士要跟大家講解此營養療法的特色與細節
，我們也藉此奉上一杯蔬果汁，並將優油生活研習所做出的杏仁油布丁一起享用。接著由光合子負
責人劉子寧老師為大家介紹多款風味醬料，這些醬料可以單獨或是複合添加在任何食物，更絕的是
您選擇的醬料會透漏您的個性。

        最後的演講，是鄭中一醫師要提醒大家哪些食物是國人常有的急慢性食物過敏原，要從自己生
活中去除，讓自己發炎的現象降低，也是防彈飲食所強調的地方，絕對重要！接著上場的是休息時
間的甜點-無麩質的低醣餅乾，這正好搭配著前面食物過敏原的演講重點，親自試吃低敏的點心。
結語是邀請能量醫學學會兩位副理事長潘忠興和羅仕寬醫師對今天的種種美食做個甜美的收尾。

        本學會也將於十二月十七日在台南市拉法自然診所二樓教室舉行同樣的主題，方便南部會員與
鄉親參加，共同往凝聚地方資源的目標落實。而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尋求醫牙整合共識的研討會”
，更是整合地方資源的一次嘗試，希望南部會員與鄉親鼎力相助，協助召集有需求與興趣的人士來
參加，感恩至極！   

對於接下來「尋求醫牙整合的共識研討會」以及「營養醫學 食療法」有興趣者

歡迎來信索取google表單報名連結 ema.taiwan@gmail.com

陳若愚女士、布緯食聊、聯馥食品、

法國有機行星食用油坊、

保證責任花蓮縣肉品運銷合作社、

仁舟社會企業、囍廚廚藝教室、

特別感謝大興久久品酒所提供理監事會議場地

感謝本次研習會特別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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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900 - 0930   開場早點：防彈咖啡與生酮鬆餅

台北精品咖啡商業發展協會創會  陳若愚 榮譽理事長 x 樸園有機事業有限公司創辦人  黃火盛 董事長

(2)  0930 - 1020   生酮飲食 

        謝旺穎親子診所院長  謝旺穎 醫師

(3) 1020 - 1110   傳統滋養飲食的特色（品嚐野菜與心肝寶貝）

       中華民國能量醫學學會理事長 陳立川 博士

                           -- 1110 - 1130 中場休息時間（無麩質餅乾）--

(4) 1130 - 1300   秀明自然農法：眼見為憑、真正的蔬菜不綠

     疊菜理論與實踐：來點熟食（現場品味疊菜與大骨頭湯）秀明自然農法協會 陳惠雯 理事長

(5) 1300 - 1350   優油生活：品嚐與認識好油（品嚐菜捲、抹醬與油品）

      中華民國能量醫學學會理事長  陳立川 博士

(6) 1350 - 1440  葛森療法在台灣：來杯蔬果汁（胡蘿蔔與青蘋果汁加魯格試劑）
      台南拉法自然診所執行長 許素貞 博士

                          -- 1440 - 1500 中場休息時間（無麩質點心）--

(7) 1500 - 1550  低溫醬料製作：五顏六色（低溫烹飪配料醬）
       光合子負責人 劉子寧 老師

(8) 1550 - 1640  急慢性食物過敏原：生活減法
      台灣兒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鄭中一 醫師

(9) 1640 - 1700  甜點：風韻油佳、餘味猶存
      中華民國能量醫學學會副理事長 潘忠興和羅仕寬 醫師

中華民國能量醫學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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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收後的乾淨產房

        我的十年咖啡實驗之旅要從在中美洲尼加
拉瓜的種植開始。我經常不厭其煩地告知對咖
啡種植有興趣的朋友，自行育苗並仔細檢查幼
苗的根部健康後才能植入育苗袋內成長，這是
成功種植的起點。

預防勝於治療的種植
        咖啡樹的成長就如同人體健康一樣，需要
營養也會生病。因此，咖啡樹每年該施肥時不
要節省。最近幾年中美洲的咖啡葉鏽病非常嚴
重。不僅影響品質，產量也減少許多。如果平
時營養夠，農場管理的好則咖啡樹的抵抗力強
，儘早發現症狀施藥，定能減少損失。

        咖啡樹是多年生植物。
開花結果的高峰期在5-10 
年間。如何延長健康的樹齡
，土壤的維護和健康是重要
的課題。換言之，樹根的養
護是延年益壽增加產量的不
二法寶。

        每年年底的收成是檢視一年工作的成績。尼加拉瓜的收成約自12月開始至
翌年2月底。雖然農業與大自然的狀況是息息相關的， 但還是有人定勝天的選
擇 。這段期間我們農場的天氣並不穩定，時常下雨，採下的豆子應在最快的時
間內完成乾燥程序，我們花了不少心血釘製了許多日光大棚
（Green House）和非洲床（Afraican Bed）， 給咖啡豆
一個很舒適乾淨的產房休息乾燥。

陳若愚

台北精品咖啡商業發展協會創會榮譽理事長

台北市商圈產業聯合會榮譽理事

作者

咖啡農的心得分享



咖啡後製過程對風味口感的影響

成果分享

        收成後的處理方法近幾年已引起全球咖啡產業的廣泛討論和重視。我們花了四年時間研
發以天然果膠來做後製的“全漿果處理法“ (Whole Fruit Process)。  實驗及杯測後，證明這
種處理法能增進咖啡的水果風味及層次並能保存更多營養而廣受好評 。這種處理法的發想來
自於葡萄酒的釀造，葡萄是整粒連皮及果肉一起釀造出果味豐美的葡萄酒，而成熟的咖啡漿
果的皮香汁甜，但在一般的處理過程中，卻是被淘汰丟棄非常可惜！因之開始了利用果膠酶
的第二階段的研發。我們把果皮及果肉經果膠酶分解後的果汁與帶殼豆一起發酵，完全不經
水洗過程，不僅節省水資源，也避免任何可能因水而帶來的污染。此外，完全保存了果皮果
膠內之各種營養。

         使用這種全漿果處理法的咖啡豆保存了咖啡漿果的營養和果味, 不僅有豐富的層次和滋
味, 更有較多的油脂（crema）和香氣，  延續了咖啡的水果生命， 這是咖啡界的突破也是健
康的全食物概念（Whole Food Process）的完全表現！
       這樣的實驗終於在2013年底經張文蔚烘培師的烘培，一舉奪得義大利 International 
Coffee Tasting 的金質獎章（Gold Medal）。

陳若愚
作者

咖啡農的心得分享



德軒津牙醫診所

磐石牙醫診所

明日美牙醫診所

典華牙醫診所

德音牙醫診所

名揚牙醫診所

達美牙醫診所

  

光流牙醫診所

麗緻牙醫診所

福音牙醫診所

楊健群牙醫診所

圓恆牙醫診所

   

樂菩牙醫診所

藝豐牙醫師診所

巨樺牙醫師診所

德安牙醫師診所

徐牙醫師診所

天成牙醫診所

ST Tiew Cosmetic Dental Centre

Dr. Tiew and others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358巷30弄2號1樓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283號8樓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10號5樓

台北市萬華區東園路39號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一段149號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338號1-2樓

桃園市桃園區中平路95號2樓

   

台中市西屯區政和路152號

台中市南區建成路1846號2樓

台中市北屯區軍功路一段633號

彰化市三民路399號

雲林縣斗南鎮南昌路7號

   

台南市東區長榮路三段20號1-2樓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314號(博愛路口)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536號1-2樓

高雄鳳山市五甲二路366號

高雄縣美濃區中正路二段765號

屏東縣新園鄉仙吉村仙吉路88號

02-8751-5050

02-2705-9402

02-2731-8833

02-2307-3666

02-2291-1284

03-494-7101

03-2200088

   

04-2258-2056

04-2287-1881

04-2437-2255

04-727-3839

05-597-4801

   

06-275-5221

07-556-5578

07-822-9928

07-768-6088

07-683-4382

08-868-5519

龍霖

石淦生

張瀞云 吳培智

鍾芝華

吳子宏

陳慶星

林芝瑜

    

黃汝萍等

王冠中  陳立山

吳統芳

楊健群

徐子恆

      

朱沿清

李錦陽  徐滿祥

蔡鎮安等

吳金佩等

徐滿祥  李錦陽

蘇雷拯等

安全除汞設備

牙科診所名單
更新日期：2017.04

中華民國
能量醫學學會

中部

南部

馬來西亞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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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2242-0351

有此符號之診所擁有
「口腔電位儀」

可測牙齒電流量。

安全除汞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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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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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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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日期：2017.04

台灣臨床
螯合醫學會

預防醫學

身心淨化排毒

（重金屬）
服務一欄表

吳坤光婦產科診所

春天診所

東西整合醫學中心

以法大診所

淨妍診所

富生婦產科診所

輝雄診所

裕仁診所

優美診所

德安婦產科診所

佑林醫院

王東生診所

吉康耳鼻喉科診所

敦仁診所

杏德芙診所

千才生伊診所

慈祐醫院

鄭煒達診所

梅明因診所

大欣診所

揚昇醫美健康診所

淨妍診所

明穎耳鼻喉科診所

楊有德眼科門診

法泊時尚診所

普生診所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59號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184號3樓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259號2樓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265巷2號6樓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12號4樓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57號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302號

台北市萬華區萬大路117號2樓 

台北市新生南路二段2號7樓之5

新北市新莊市新泰路31號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71號

宜蘭縣羅東鎮維揚路78號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56號

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18號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 331號

新竹縣竹北市高鐵一路17號 

苗栗縣竹南鎮民治街17號

台中市公益路214號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350號

台中市大里區新興路15號 

台中市西屯區惠中路二段78號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510號

彰化縣二林鎮大成路一段25號

雲林縣斗六市興華街1-3號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656號

屏東縣里港鄉中山路35號

02-2705-9320

02-2700-7798 

02-2706-0216

02-2703-6161 

02-2731-5030

02-2521-8229

02-2560-2586 

02-2336-3229

02-2322-1719

02-2201-0706

02-2223-9293

03-961-5487

03-422-8133

03-463-5353 

03-479-2430 

03-658-0567 

03-747-6589 

04-2323-5136 

04-2525-7965

04-2406-9660 

0800-211-466

04-2320-2977

04-896-9662

05-534-7347

0800-555-722

08-775-1188 

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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螯合療法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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