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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時間 / 每週四中午12:00-14:00
例會地點 / 大倉久和大飯店 The Okura Prestige Taipei
辦事處 / 105401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142號807室
電話 / 02-2713-5034 傳真 / 02-2713-4520
網址 / www.tienmou-ri3521.org.tw 電子信箱 / rtienmou@ms38.hinet.net

本週節目（第1905次例會）

七月份高球例賽排行榜

月底例會：第二次社務行政會議

本週喜慶社友（8/27 ~ 9/2）
詹炳鎔（PP P.J.）生日快樂
林錦成（Casting社友）生日快樂

8/31
9/2

總桿冠軍：John
淨桿冠軍：Frank
淨桿亞軍：Cory
淨桿季軍：Oliver
淨桿殿軍：Lease
Lucky 7：Call
B.B.：Bruce

跳獎第5名：Vance
跳獎第10名：George
跳獎第15名：Smart
跳獎第20名：P.J.
N/P：Andrew、Sam X2、Cory
2nd N/P：Bruce T、John
3rd N/P：K.P.、Peter

八月份高球例賽排行榜
總桿冠軍：Michael
淨桿冠軍：IF
淨桿亞軍：Oliver
淨桿季軍：John
淨桿殿軍：Andrew
Lucky 7：C.C.
B.B.：Tim
友誼獎：Noar

九月份高球例賽

上週三位喜慶社友一起分享大家的生日祝福

上週出席報告（8/20）
社員總數
75

出席人數
42

補出席
1

出席率
76.79%

請假缺席14名
出國0名
免計出席19名
∼出席是服務的開始，缺席不會產生友誼∼

下週節目預告（9/3）
主講人：徐瑋克 先生
講 題：未定
經 歷：丹麥商凱得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邀請人：PP K.P.

跳獎第5名：Spring
跳獎第10名：Venus
跳獎第15名：Call
跳獎第20名：Frank
N/P：Andrew、Michael、K.P. X2
2nd N/P：Oliver、Michael
3rd N/P：George、John

時
地
費
※

間：2020年9月9日（星期三）13:00
點：長庚球場
用：NT$3,300 all in
敬請各位高球隊友踴躍參加例賽！

上週來訪來賓暨友社社友（8/20）
王德生 先生－主講人
賴彥宏 先生－主講人來賓
陳櫻夢 小姐－主講人助理
陳信融 先生－主講人助理
吳文豐 先生－PP Henry來賓
陳麗君 教授－Jake社友來賓
邱偉欣 先生－Jake社友來賓
施明毅（VP Louis）－Bruce T社友來賓，天和社社友
劉睿馨（Lily）－Bruce T社友來賓，天和社準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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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預防醫學新契機
主講人：王德生 院長
正常，通常醫生只會做兩件事：治療，或是要你再觀察看
看。為何處於亞健康狀態，醫生不做處理呢？不是因為醫
學上沒有手段，而是過去的醫療體系裡面沒有辦法為這
種狀態提供治療模式，儘管你身體可能已經承受不舒服有
一段時間了，但非得達到某種程度後，醫生才能給予你藥
物、幫你動手術。有的人情緒可能比較焦慮，或是在臨床
上我們遇到最多的睡眠狀態不穩定，導致白天精神較差，
不曉得在座各位會不會覺得年輕時就算再累、睡的再少好
像也都還好，但到了一定年紀後，狀態似乎沒有過去那麼
好，也越來越容易疲累，但是卻無計可施？

各位社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有機會來到這麼有活力的社團，剛才聽到
幾個關鍵字，第一個是IOU，第二個是我已經很久沒有被
唱名這麼多次，上一回被唱名這麼多次應該是在當兵的時
候，讓我有一點受寵若驚。看到大家這麼有精神，真的很
好。以下我們就直接進入今天的主題，請大家放輕鬆，這
不是上課，只是分享一些我過去的治療經驗，讓大家未來
在養生或是調理身體方面能有更好的方向和目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跳傘的經驗，其實那個過程蠻有趣
的，雖然快速墜落的感覺會讓人非常緊張，但是又很期待
開傘的那一刻可以放心欣賞美景。我覺得跳傘跟每個人的
健康狀態有點類似，我們從年輕開始步入巔峰，到了最高
點之後開始往下掉，在掉的過程中，大家會找各種不同的
方式當作開傘，希望能延緩老化、讓自己更健康，好看到
人生中更多的風景。在這個過程中，選擇的方式和開傘的
時機就很重要了。我的目標就是希望大家能從過往中醫或
是西醫這兩條壁壘分明的路上找到一個比較中間的，不與
兩者牴觸，甚至可以融合兩者的一種概念。這樣子的概念
過去大家可能比較少聽到，或者在一些傳統醫療院所比較
難接觸到。
一個人從原本健康的狀態，可能由於生活中的消耗
或是飲食、暴露的空氣污染、水污染等等因素，身體開始
往下坡走，其實在這一個漫長的過程中，我們有非常多可
以挽回的時機點，在這些時機點上，你如何選擇其實很重
要。在我們預防醫學上來說，「Optimal最佳化」是很重要
的一點，無論是處在任何年齡，我們都希望自己能比實際
年齡表現的更好一些，而且這件事為何是不可能的呢？這
也是這段時間我一直在致力的部份。我們希望每個人都不
要走入疾病的過程，因為走入疾病後會耗費大量的成本和
時間，生活品質也會大受影響。
現代人即便沒有生病，也是處於亞健康狀態。我想
大家應該都有就診的經驗，一般如果檢查報告上的數值不

我們預防醫學有一個冰山理論：肉眼可見的部份其實
都只是冰山一角。身體所有出現的症狀都像是冰山一角，
實際上已經累積了很久、很大的傷害，譬如眼睛出現黃斑
部病變就是冰山一角，其實底下累積了一堆問題，像是營
養素缺乏、慢性發炎，甚至最根本的因為生活和飲食造成
的狀況。眾所周知，黃斑部病變是現代人經常發生的問
題，其實這跟手機的使用有很大的關係，2000年時，全美
國的眼科一年治療黃斑部病變的還不到3,000人次，但是到
2016年卻變成291萬人次，這個成長幅度十分驚人，而這段
時間也剛好是蘋果電腦股價大漲的時間。黃斑部位於我們
視網膜的核心，對於成色和成像很重要，如果發生病變，
就會出現視物扭曲變形、視力模糊或是視野出現中央暗影
的情況，跟黃斑部有關的營養素有維生素C、維生素E、鋅
和葉黃素。建議大家不要在睡前滑手機，尤其昏暗的光線
對眼睛的傷害非常大。
造成亞健康狀態的核心問題是全身慢性發炎。對付
發炎，大家可能都會吃些消炎藥，但其實發炎這件事並非
全然都是壞的，但如果是超過三個月以上的慢性發炎，那
就是一件壞事，例如常見的慢性關節炎、肝炎等，慢性發
炎會一直耗散身體的營養素。造成發炎的原因有很多，像
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吃到的防腐劑和一些食品添加物都有很
多的自由基，直接影響到我們腸道的菌相。過去我曾經在
中醫執業，中醫很常談到脾胃和消化系統的問題，現代醫
學更是強調腸道菌相的好壞對健康與否差異很大，腸道健
康不只讓你擁有好的消化系統，你的免疫系統也會跟著增
強。環境賀爾蒙也是造成發炎的原因之一，我們平常接觸
到的電子發票、感熱紙、除草劑、殺蟲劑、塑膠遇熱溶解
等都是環境賀爾蒙，這些都會造成我們體內原有的賀爾蒙
失衡，也會加重我們全身的發炎反應。
發炎的時間只要一久，內分泌平衡、細胞活性都會受
到影響，一旦細胞活性變差，無論你吃再多再好的補品也
都沒有用。我們人體是由細胞組成的，正常的細胞對於賀
爾蒙、營養素都會有很好的感知性，賀爾蒙是一種訊號，
它會告訴身體應該做些什麼事情，如果細胞無法正常接收
賀爾蒙的訊號，接著也會失去利用營養素的效力，在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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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氧化傷害時就有可能形成癌細胞或是細胞凋亡。其實
每個人身上一直都有癌細胞的產生，平均一小時大約有30
∼50萬個癌細胞生成，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會得到癌症，原
因是我們的免疫系統是有功用的，會一直清除那些癌化的
細胞，讓癌症不會繼續發展下去。所以接下來我們應該做
什麼？剛才提到跳傘，你是要一路往下掉直到摔個粉身碎
骨？還是要選擇一個好時機開傘，開始欣賞人生的風景？
今天的主題是新契機，所謂的新契機指的當然是一
些不同的方式，首先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分子矯正點滴，
這個東西是從日本和美國開始逐漸發展起來的，它利用的
並非大家常聽到的藥物，而是一些營養素。大家可能會好
奇為什麼只用一些維生素、礦物質、抗氧化分子、必需胺
基酸和特殊營養素就能達到身體調理？因為很多營養素和
我們的生理功能以及酵素活動是相關的，一旦缺乏就會影
響到整個身體的大系統。這個東西其實是由美國一位醫師
John Myers發明的，一開始的配方稱為Myer's Cocktail，之
後實際應用時會根據每個人的身體狀況做調整。有些營養
素平常都能從食物中獲得，但是劑量是一個關鍵因素，我
們可能沒辦法在短時間內攝取到足夠的份量；另外也有些
營養素無法從日常飲食中獲取，這跟地域性也有關係，譬
如我們亞洲島鏈就普遍缺乏鎂離子；再加上有些快速且大
量消耗的營養分子，像是維他命C等等。利用點滴的方式可
以彌補上述的不足，而且可以迴避腸胃吸收率的問題。
第二個，我想介紹的是賀爾蒙，其實不論男性或女
性，賀爾蒙都會對我們的身體產生影響。人到了一定的年
紀就會發現體力和可以負荷的工作量不同於以往，其實這
就是體內賀爾蒙低落所引起的問題，而男性更年期的問題
現在也逐漸開始被廣泛討論。更年期會造成情緒起伏、
對事情的耐受度變低、肌肉強度變低、性功能變差，大部
分的男性為了面子問題，通常都不會講，其實只要願意就
診，上述狀況都能獲得改善。很多人擔心在使用賀爾蒙製
劑時會有一些風險，其實現在開始逐漸轉用生物同源的賀
爾蒙，不論是口服或是塗抹在皮膚上，它的分子結構跟原
本體內的是一模一樣的東西，並不會有任何問題。只是基
於商業考量，藥廠不可能做出和已知物一模一樣的賀爾
蒙，因為無法申請專利。
我的老師曾說過：“Normal is not optimal.” 你以為老
化是一種正常現象，但逆齡並非夢想。我們在醫療院所常
講“Treat the Patient, Not the Data”，但事實有時並不是
如此，像是有些人血壓很高，但他並沒有感到不舒服，反
而是吃了血壓藥以後開始頭暈不適，數據正常但症狀卻沒
有改善，這是一件很弔詭的事情，我們也難跟患者解釋。
但是我們發現在亞健康狀態的調理上，可以做到讓數據慢
慢變正常且症狀同時獲得緩解。
接下來，我想談一下免疫細胞療法。其實免疫療法由
來已久，早在十九世紀就有注射Coley毒素來治療癌症的方
式，可惜後來放射療法、化學療法相繼面世，Coley毒素這
種免疫療法就式微了。直到後來開始發展細胞療法，我們

發現免疫細胞有各種不同的功能，利用不同功能的免疫細
胞可以變成不同的製劑，回到體內後可以達到免疫治療的
效果，好處是可以起到一些免疫調節和辨識腫瘤細胞的作
用，就目前而言是一種非常先進的治療方式，未來可能是
改變我們醫療體系和治療策略的曙光。我們過去在面對癌
症和腫瘤治療上遭遇到了瓶頸，但現在有越來越多辦法可
以協助我們突破這樣的困境。細胞療法主要是希望提升自
我免疫力、預防癌變細胞、降低慢性發炎以預防疾病，增
加抵抗力，抵擋甚至像COVID-19等外來的細菌和病毒。
細胞治療的過程需要實驗室的support，都會採用比
較安全的，像是具備GTP認證的實驗室，符合這樣條件的
實驗在台灣很少，目前衛福部也在逐漸嚴謹地核可當中，
透過安全的實驗室出來的製劑才能較具有安全性。現在通
過的臨床試驗大部分都是一些晚期癌症，相信未來這樣的
試驗在台灣各大醫學中心會越來越多，大家都可以關注一
下，未來身邊如果有親友遇到類似的問題，也可以分享這
些資訊，不必再大老遠跑去國外醫治。今天分享的內容大
概就到這裡，只是想跟各位說治療一定要有方向，但每個
人的方向未必都一樣；養生也要有策略，方法、目的都要
正確，不要盲目跟風，因為不是每個人都適合。最後送給
大家三句話：你的健康不只是你的健康，逆齡不是概念而
是實踐，只要願意開始永遠不嫌晚。謝謝大家！

第一次爐邊會談活動
活動日期：2020年9月5日（星期六）
中心議題：『社務活動如何創新』
輪值主人：Arch、Attorney、Baron、Call、Cory、Dean
、Dennis、Frank、George、Henry、IF、
Joe、K.C.、Lawyer、Lease、Michael、
Neuro、Ocean、Patrick、Ping、Sam、
Taipei George、Terry、Tony、William
活動行程：09:45 於【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報到集合
（原「台北北警察署」，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87
號，鄰近捷運〔大橋頭站〕2號出口）
10:00 分組進行導覽
11:15 前往午餐餐廳【太春小館海鮮餐廳】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81號）
11:30 進行爐邊會談暨午餐聯誼餐敘
※ 敬請各位社友暨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3521地區2020-21年度親山健走聯誼活動
時 間：2020年10月17日（星期六）09:00 ~ 12:00
地 點：大湖公園（集合地點：【大湖捷運站】2號出口）
路 線：1.勇腳組：適合經常運動者，挑戰登白鷺鷥山路徑。
2.踏青組：適合開始運動者，嘗試環湖路徑。
費 用：每人NT$500元（含主題便當、特製禮品等）
※ 自即日起報名至8月31日止，歡迎有興趣的社友暨寶眷踴
躍參加，報名請逕洽秘書處！

例會捐款報告（8/20）
甲、一般捐款（紅箱收入）
乙、社務費用
IOU
18,000
承上期
承上期
223,060
合 計
241,060
總計：404,750
丙、高球捐款
IOU
承上期
合 計

1,000
3,500
4,500

163,690

丁、獎助金捐款
IOU
承上期
合 計

7,500
11,500
19,000

戊、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IOU
107,000
承上期
119,500
合 計
226,500
△ 歡迎主講人王德生院長蒞社演講，精彩可期：Bruce T、
Cory、Gene、Jake、John、Kevin、Lio、Ocean、
Porcelain、Sam、Smart、Spring、S.R.、Steve、T.A.、
Taipei George、Terry
△ 恭賀本週喜慶社友暨夫人生日快樂：Arch、Attorney、
Bruce、Casting、Cory、IF、Jake、John、Lio、Ocean、
Oculist、Oliver、P.J.、Sam、Spring、Taipei George、TT
△ 歡迎來賓Louis、天和準社友Lily：Bruce T、Sam、Spring
△ 歡迎成大陳麗君教授與邱博士蒞社指導！George、Philip
、Smart、Terry
△ 歡迎友社來賓並祝大家身體健康、吉祥如意：Attorney
△ 謝謝Spring社友！Attorney
△ 賀PP George今天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呷百利：Cory
△ 歡迎好友吳文豐先生蒞社：Henry
△ PP George生日快樂，食百二：Jake
△ 歡迎來賓陳麗君教授、邱偉欣博士蒞社，添光彩：Jake
△ 祝大家身體健康、天天開心，愛你們喔∼Joe
△ 純歡喜：Noar
△ 歡迎Louis及美女Lily Liu：Oliver
△ 感謝Bruce T邀請王院長至天母社演講：Patrick
△ 祝賀本週喜慶社友，PP George呷百八！Philip
△ Attorney好久不見，大家都想念你：Spring
※高球捐款：
△ 歡迎天和社VP Louis及準社友Lily蒞社訪問：John
（NT$1,000）
※獎助金捐款：
△ 祝喜慶社友快樂、健康：Gene（NT$1,000）

△ 交換生何家陞家庭感謝天母扶輪社：Henry（NT$5,000）
△ 慶祝PP George、PP Shawn、PP Ocean夫人、Joe社友
夫人生日快樂，壽比南山：Porcelain（NT$1,000）
△ 熱情歡迎劉睿馨（Lily）老師蒞社：S.R.（NT$500）
※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 歡迎Bruce T社友來賓Louis、Lily；Jake社友來賓陳麗君
教授、邱偉欣博士：Bruce（NT$2,000）
△ 感謝扶輪與天母社栽培我將近40年，也祝本週喜慶社友天
天快樂！George（NT$100,000）
△ 賀PP George大壽，祝福您身心康泰，早日一桿進洞，並
祝本週喜慶社友Happy：Hank（NT$500）
△ 恭賀PP George、PP Shawn及社友Tony Tsai夫人、
PP Ocean夫人、Joe夫人生日快樂、健康如意：Kevin
（NT$2,000）
△ 歡迎王德生院長來社演講：Oculist（NT$1,000）
△ 狂賀PP George Happy Birthday，喜慶社友Happy：S.R.
（NT$500）
△ 祝賀本週喜慶社友PP George、PP Shawn、PP Ocean、
Tony Tsai、Joe等社友喜慶快樂！Steve（NT$500）
△ 祝賀大家健康快樂：Taipei George（NT$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