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療前 (Before) 天生心臟病 治療後 (After)

2010.04.28 2012.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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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欲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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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醫學治療



治療前 (Before) 癌症 治療後 (After)

2012.01.30 2012.10.10

成功案例- 整合醫學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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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癢和皮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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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前 (Before) 巴金森氏症初期 治療後 (After)

2013.04.01 2013.06.15

成功案例- 整合醫學治療

1. 本身為B肝帶原者,身體長期間處於疲
勞的狀態,肝指數也一直降不下來,長期
有在大醫院追蹤。

2. 今年初發現手拿東西會明顯晃動而且
會沒有甚麼力氣,平放時也會晃動。

3. 眼睛有乾澀的問題。

4. 四肢較為冰冷。

1. 補充身體所不足的元素,使得肝脂數
有回到正常得指數。

2. 運用順勢療法，明顯的減緩巴金森氏
症手部的搖晃症狀。

3. 眼睛利用順勢療法的滴劑也得到改善

4. 婕諾療法促進全身淋巴系統循環，加
上免疫系統提升讓四肢不再冰冷。



治療前 (Before) 肌肉僵硬 治療後 (After)

2013.04.25 2013.06.01

1. 長期服用西藥導致身體水腫得嚴重。

2. 本身就有氣喘，走幾步路或是爬樓梯
就喘得很嚴重。

3. 幾乎每天晚上都必須靠吃安眠藥才可
入睡

4. 膝蓋常常酸痛，尤其是變天的時候更
為劇痛。

5. 左肺下葉切除導致肺部功能降低容易
受感染。

成功案例- 整合醫學治療

1. 婕諾療法促進全身淋巴循環加上
免疫系統提升身體變得輕盈許多。

2. 爬樓梯膝蓋比較不會痠痛。

3. 晚上不需要靠安眠藥入睡。

4. 痰比較可以咳得出來，不會感覺
都積在肺部。



治療前 (Before) 胸部纖維囊腫 治療後 (After)

2013.01.25 2013.06.01

1. 身體不時覺得很疲累疲勞，每天都沒有
精神。

2.   皮膚乾燥細紋較多法令紋較深。

3.   眼袋嚴重下垂。

4.   左胸部有發現纖維囊腫。

5.   不正當的肝膽排毒,導致嚴重的退化性
疾病,無法入眠。

成功案例- 整合醫學治療

1.  透過整合醫學的幫助提升自體免疫系
統以及正常新陳代謝恢復。

2. 做婕諾療法促進全身淋巴循環加上免
疫系統提升使得身體就沒那麼疲累。

3. 使用天然有機護膚產品，使讓臉部一
天比一天光亮及保水感，連難消的眼
袋也變得小。

4. 順勢療法的幫助讓左胸囊腫明顯變
小也不會那麼不舒服。



治療前 (Before) 阿茲海默症 治療後 (After)

2012.05.1 2013.06.01

1. 身體不時覺得很疲累疲勞,每天都沒有
精神。

2.   記性有越來越差,記住東西和事情越來
越有限。

3.   晚上不敢自己開車出門。

4.   左腰靠近肋骨附近有像兵乓球大的突起
物(不明腫起) 。

成功案例- 整合醫學治療

1. 透過整合醫學的幫助提升自體免疫系
統以及正常新陳代謝恢復。

2. 做婕諾療法促進全身淋巴循環加上免
疫系統提升使得身體就沒那麼疲累,

連左肋骨的不明腫起物也不見了。

3. 順勢療法的幫助讓記性沒有惡化下去
變得更能與旁人溝通商討工作上的事
情。



治療前 (Before) 免疫系統失衡 治療後 (After)

2012.12.24 2013.06.01

1. 很容易疲勞及嗜睡。

2.   全身性水腫,較屬敏感體質對電器類的
產品有抗拒。

3.   會因為變天而全身發癢 , 頭昏和氣喘。

4.   本身有糖尿的初期問題。

5.   記憶力明顯有下滑的趨向,記東西越來
來記不住,有時會忘記下一秒要做甚麼
事情。

6.   手和腳的部份很癢並起不明紅疹。

1. 透過整合醫學的幫助提升自體免疫系
統以及正常新陳代謝恢復,比較不易勞
累及嗜睡。

2.   對於天氣的變化身體比較不會有明顯
改變(癢,疹子) 。

3.   在順勢療法幫助下記憶有明顯的改善,

連旁人也那麼認為。

4.   婕諾療法使整個人變得輕盈,水腫的狀
況也有比較消腫。

成功案例- 整合醫學治療



治療前 (Before) 異位性皮膚炎 治療後 (After)

2015.07.22 2015.08.05

1.從小右小腿膝蓋至小腿肚長期皮膚
搔癢脫屑，都擦類固醇壓制下來。

2.長期睡覺耳朵都會有耳鳴的聲音。

3.前兩年開始腸胃不適有時會脹氣有
時會吃不下飯，導致體重極度下滑。

1.經由健康照護計劃(驗血、驗尿、驗
頭髮)了解身體狀況，搭配營養補充品,
進而達到身體的修復。
2.婕諾療法幫助身體免疫系統提升及
代謝，讓耳鳴的狀況也減少許多。
3.腸道重整，再加添加好菌讓腸道吸
收變好又健康。

成功案例- 整合醫學治療



成功案例- 整合醫學治療
治療前 (Before) 毒素堆積-肥胖 治療後 (After)

2015.04.13 2015.08.16

以前嘗試過許多減重方式但都無法維
持。

立宸整合醫學建議先將口腔中的銀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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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案例- 順勢療法治療
治療前 (Before) 青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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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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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案例-整合醫學治療
治療前 (Before) 皮膚炎 治療後 (After)

2012.12.20 2013.06.08

手部嚴重脫屑影響社交。 手部脫屑狀況明顯獲得改善。



成功案例-整合醫學治療
治療前 (Before) 灰指甲 治療後 (After)

2011.08.04 2011.10.05

長期使用西藥依舊無法得到改善的灰指甲。 接受整合醫學治療後獲得明顯改善。



成功案例-整合醫學治療

治療前 (Before) 異位性皮膚炎 治療後 (After)

2010.03.08 2010.12.16

長期擦類固醇依舊反覆發作。 發炎狀況明顯改善，表皮開始新生 。



成功案例-順勢療法治療
治療前 (Before) 無名腫痛 治療後 (After)

2011.02.08 2011.08.04

左腳背腫痛查無病因。 經整體性修復及免疫提升後腫痛消失。



成功案例-順勢療法治療
治療前 (Before) 瘤 治療後 (After)

2013.05.21 2013.07.17

後腦瘤面積較大。
經過整合醫學治療，瘤明顯變小,髮色也
明顯變黑。



成功案例-順勢療法治療
治療前 (Before) 皮膚過敏 治療後 (After)

2011.12.08 2011.12.15

脖子因過敏產生一大片紅腫。 使用順勢療法製劑約一週痊癒。



成功案例-婕諾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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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環導致腳部發黑 。

整合醫學治療加上婕諾療法後，雙腳恢
復正常，可以開始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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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婕諾療法
治療前 (Before) 車禍受傷 治療後 (After)

2013.11.21 2015.08.24

1.小時候因車禍導致昏迷2星期，頭部
有受到重創，左腳攣縮骨架嚴重失衡，
行動不便。
2.做了20幾年的復健並無太大的成效。

1.2013年經親友介紹婕諾治療後，整
體明顯改善許多，攣縮手腳較為放鬆
並且可以使用;如:左手可拿東西，身
體的骨架也較原先平衡，步伐變的快
也不像之前一樣吃力 。



成功案例-婕諾療法
治療前 (Before) 肩頰骨不對稱 治療後 (After)

2014.06.16 2014.09.27

右側肩胛骨隆起。 婕諾療法後左右明顯對稱。



成功案例-婕諾療法
治療前 (Before) 肌肉萎縮 治療後 (After)

2013.12.09 2013.12.16

婕諾前左小腿萎縮較嚴重。 婕諾後恢復肌肉功能，雙腿較為平均。



成功案例-婕諾療法
治療前 (Before) 姆指外翻 治療後 (After)

2012.04.01 2012.12.11

大拇趾外翻。 經由婕諾療法拇趾矯正回正。



成功案例-婕諾療法
治療前 (Before) 斜肩 治療後 (After)

2013.07.18 2013.07.25

因為長期姿勢不良與搬重物，導致斜肩。 經婕諾療法後第二次斜肩有了明顯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