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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s  組合

 12 Cell Salts [Imprint ]
細胞鹽，也稱為組織鹽，是順勢療法中使⽤的�物質，有助於⽀持⾝體的健康和癒合過程。在體內發現了⼗⼆種原代細胞
鹽，�們都是正常細胞功能所必需的。 12 細胞鹽可⽤於幫助減輕神經緊張、減輕疲勞、⽀持細胞功能和緩解感冒症狀。
12 細胞鹽也可⽤於幫助緩解頭痛、消化、神經系統健康、認知功能、新陳代謝、皺紋、慢性炎症、疼痛、頭髮和指甲健
康、痤瘡/濕疹、保⽔、關節炎、清潔各種器官（如如腎臟、�腺和肝臟）、胃灼熱、牙⿒問題、靜脈曲張、⾎液循環不
良、⾻質疏鬆症、細胞修復和⾎液淨化。該 IC 是在 12 種原代細胞鹽的幫助下製成的，�們是 Calc Fluor 6X（�化�）、
Calc Phos（磷酸�）3...

 158 Hz [聽得⾒]
僅 158 Hz 的單⼀頻率

 1型糖尿病/肺結核 [Imprint ]
- 
包含：  �基⼆�咯���  ⽣物活性動物�  諾麗  多烯基磷脂�膽�  五味⼦ 還有1...

 2OH 雌激素調節劑 [Imprint ]
- 
包含：  乳房防禦  D-葡萄糖酸�  EGCg（綠茶提取物）  ⾼級營養補充劑（僅限早上）  歐⽶茄⿂油

 3 ⽣活基礎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含有�、�和硫。 
包含：  � (MCHA)  �（��酸鹽）  硫

 3-��複合物 [Imprint ]
3-Mushroom Complex 是三種免疫調節��的組合，可以讓⼀個⼈感覺良好。 �可⽤於幫助⽀持和增強免疫系統，幫助
葡萄糖代謝以及幫助肝臟、⼼⾎管和細胞健康。 這款 IC 是在舞茸、靈芝和⾹�的幫助下製成的。

 40 Hz [脈衝電磁場]
⼀項臨床研究和動物實驗表明，將患者沐浴在頻率為 40 赫茲的閃爍光中可能會逆轉⼤腦中阿爾茨海默⽒症的關鍵症狀，
改善記憶⼒，增強線粒體功能，神經可塑性並具有其他認知益處（https：// 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3657745 ;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8-02391-6 ;
https://alzres.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s13195-020-00631- 4）。 �需要將此 IC 與 Glowing IC Pad ⼀起
使⽤。 �可以將 ...

 429.62 Hz [聽得⾒]
單頻 429.62 Hz。

 5'-磷酸�哆�（維⽣素 B6 的活性形式）  [Imprint ]
5'-磷酸�哆�是維⽣素 B6 的活性形式，是體內 100 多種重要酶促過程所必需的。�可⽤於減輕炎症、增強免疫系統功
能、幫助治療類⾵濕性關節炎、改善情�、幫助放鬆、減輕抑鬱症狀、促進眼睛健康和預防眼部疾病、⽀持甲狀腺功能、
降低患⼼�病的⾵險、促進抗體和紅細胞的產⽣，幫助⾎紅蛋⽩的產⽣，⽀持⼤腦健康和神經系統功能，並治療經前期綜
合徵 (PMS) 的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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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α-還原酶抑製劑 [Imprint ]
這種組合含有多種抑制 5-α-還原酶的植物藥，這是⼀種將睾�轉化為更有效的 DHT 的酶。 這是治療前列腺癌和良性前列
腺肥⼤ (BHP) 的關鍵療法。 �也適⽤於治療睾�⽔平升⾼的疾病，如多囊卵巢綜合徵 (PCOS)。

 5-�基⾊�酸 (5-HTP) [Imprint ]
5-�基⾊�酸 (5-HTP) 由�基酸⾊�酸在體內⾃然產⽣。 �是神經遞質⾎清素的前體，可轉化為激素褪⿊激素。 5-HTP
可⽤於幫助治療抑鬱、焦慮、強迫症 (OCD)、失眠、纖維肌痛、偏頭痛、潮熱和體重減輕。該 IC 是在 Griffonia
Simplicifolia 種⼦提取物的幫助下製成的。

 50 Hz [聽得⾒]
僅 50 Hz 的單⼀頻率

 52 Hz [聽得⾒]
僅 52 Hz 的單⼀頻率

 528 Hz [聽得⾒]
僅 528 Hz 的單⼀頻率

 633赫茲 [聽得⾒]
單頻 633 Hz。

 7-��混合物 [Imprint ]
7-��混合物是藥⽤��的混合物。 藥⽤��⾃古以來就被⽤於預防和治療各種疾病以及給⾝體充電。 �們可以平衡和
恢復免疫系統、緩解疼痛、對抗炎症、幫助治療感冒和流感、增加細胞的�氣流量、改善認知功能、保護神經系統、維持
⾎糖⽔平、促進頭髮和⽪膚健康、降低壓⼒⽔平 ，幫助睡眠，幫助緩解虛弱和疲勞。 該 IC 是在 7 種藥⽤��的幫助下創
建的，�們是靈芝、⽕雞尾、⽩樺茸、⻄洋參、舞茸、⾹�和獅�。

 72赫茲 [聽得⾒]
單頻 72 Hz。

 777Hz [聽得⾒]
單頻 777 Hz。

 888 Hz [聽得⾒]
單頻 888 Hz

 963 Hz [聽得⾒]
這個頻率與松果體的激活和更⾼的靈性發展有關。

 ACTH 軸 [脈衝電磁場]
該 PEMF 旨在幫助協調 ACTH 軸。 
包含：  垂體前葉  腎上腺⽪質能量 2.0  腎上腺髓質 PEMF  創傷

 AHCC [Imprint ]
活性⼰糖相關化合物 (AHCC) 是⼀種��提取物，已被證明可以強烈增強⾃然殺傷細胞的功能。�⾮常適合預防和治療感
冒和流感，在任何細菌或病毒感染的情況下也應考慮使⽤，例如肺炎、�疹、HPV、愛潑斯坦-巴爾/單核細胞增多症，甚
⾄萊姆病和其他�傳疾病.在出現疾病的第⼀個跡象時使⽤�通常可以防⽌其進展。在癌症護理中，�已被證明可以減少化
療對⾻髓的抑制。研究還發現，�可以降低前列腺癌中的 PSA。�在癌症治療中的應⽤應在�的醫療保健提供者的建議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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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PK 活化劑 [Imprint ]
5' 腺�酸活化蛋⽩激酶 (AMPK) 是⼀種在能量平衡中起重要作⽤的酶。本質上，AMPK 能�檢測細胞中的能量⽔平（即
ATP 分⼦的數量），並在能量過⾼或過低時幫助調節反應。增加 AMPK 活性會導致細胞停⽌儲存脂肪（特別是在腹部）並
開始將其作為能量燃燒。 AMPK 可⽤於刺激新陳代謝、改善�島素敏感性、減少炎症、促進肝臟產⽣葡萄糖和肌⾁吸收葡
萄糖、改善肌⾁性能、促進健康衰⽼、促進細胞循環（⾃噬）、調節線粒體的產⽣和周轉，作為抗�化劑，幫助輸送�
氣，增加⾎流量，幫助⽣育，減少不需要的腹部脂肪，⽀持健康體重，延⻑壽命，保護⼼臟健康。該 IC 是在橙⽪�和絞
股藍的幫助下製成的。

 AOD-9604 � [Imprint ]
AOD-9604，也稱為脂肪燃燒�，是⼈類⽣⻑激素⽚段的改良形式，最初是為了幫助減輕體重⽽開發的。�通過刺激腦垂
體加速新陳代謝和燃燒體內脂肪⽽起作⽤。 AOD-9604 可⽤於減少體脂、減少腹部脂肪、刺激脂肪分解、抑制脂肪⽣成、
調節⾎糖、控制�島素⽔平、降低患⼼�病的⾵險和增強肌⾁鍛煉。�也可⽤於幫助治療⾻關節炎。

 AZ Vax 30C [Imprint ]
該 IC 是在⾼度稀釋的病毒載體疫苗溶液的幫助下製成的。�可⽤於幫助緩解疫苗引起的副作⽤和不良反應。這種順勢療
法是最近開發的，�未進⾏任何臨床試驗。

 AZ Vax 副作⽤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可能有助於減少 AZ vax 的副作⽤。 
包含：  薑⿈素加  MMXIX 30C  抗病毒/抗細菌/抗真菌  碧蘿芷  AZ Vax 30C 還有1...

 After Sun PEMF [脈衝電磁場]
此 PEMF ⽤於⽇光浴後⽪膚的康復。

 Argentum Nitricum 30CH [Imprint ]
Argentum Nitricum，通常稱為硝酸銀，是⼀種順勢療法，可能有助於緩解對黏膜、濃稠分泌物（膿液）和紅眼病的刺
激。�還可能有助於治療緊張、焦慮、憂慮、驚恐發作、恐懼症（如幽閉恐懼症）、害怕公開演講和怯場。

 BPC-157 + AOD-9604 + PEA �  [Imprint ]
BPC-157 + AOD-9604 + PEA �可以⼀起使⽤，以幫助提⾼運動表現、增強能量⽔平、減少疼痛和炎症、加速傷⼝癒合並
保持健康的體重。 
包含：  AOD-9604 �  BPC-157 �  �⼄� (PEA)

 BPC-157 和 TB-500 �混合物 [Imprint ]
BPC-157 和 TB-500 �混合物，被 Ben Greenfield 稱為“Wolverine Peptide Stack”，利⽤這兩種�的優勢通過不同的途
徑刺激傷⼝癒合，更快地治愈⾝體（類似於 Wolverine）。這種混合物還可⽤於幫助刺激肌腱、肌⾁、⾻骼和韌帶的癒
合，以及減少炎症和疼痛。

 BPC-157 � [Imprint ]
BPC-157 是⼀種由 15 個�基酸組成的⼗五�，最初被發現是腸道內的⼀種保護性化合物。事實上，BPC 代表 Body
Protective Compound，因其治愈能⼒⽽備受關注。研究表明，BPC-157 可能有助於加快傷⼝癒合（包括韌帶、肌⾁、
肌腱、⾻骼）和恢復時間。�還可能有助於改善胃和腸道的狀況和疾病，例如胃⻝管反流病 (GERD)、潰瘍、乳糜瀉和克
羅恩病以及炎症性腸綜合徵 (IBS)。 BPC-157 還可以幫助改善��化物的產⽣、增強⾻骼和關節的癒合、改善運動表現、
刺激神經修復、保護⼼⾎管系統、提供幸福感並幫助恢復藥物濫⽤。

 Barton-hens 30C [Imprint ]
Barton-hens 30C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於治療巴爾通體和萊姆病感染。�也可⽤於幫助那些因 Gardasil 疫苗⽽受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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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 Greenfield 的鍛煉前組合 [Imprint ]
鍛煉前使⽤的絕佳組合！也可能有助於能量和⾝體排毒。 
包含：  肌酸  運動員的能量劑  必需�基酸  NAT 純治療性�  �酸��

 Brain Theta（深度放鬆） [聽得⾒]
雙⽿節拍 4-8 赫茲，對應於⼤腦狀態 - 深度放鬆，向內集中。�從 8 赫茲開始，然後移動到 4 赫茲，節拍更慢。 Theta 腦
電波最常出現在睡眠中，但在深度冥想中也占主導地位。 Theta 是我們通往學習、記憶和直覺的⾨⼾。在 theta 中，我們
的感官從外部世界中抽離出來，並專注於源⾃內部的信號。這是我們通常只在醒來或⼊睡時短暫經歷的暮光狀態。在
theta，我們在夢中；⽣動的圖像、直覺和超出我們正常意識的信息。這是我們持有我們的“東⻄”、我們的恐懼、困擾的
歷史和噩夢的地⽅。

 Brillia [Imprint ]
Brillia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由⼤腦中的 S-100B 蛋⽩特異性抗體製成。�可⽤於幫助治療胎兒酒精綜合症。 Brillia 還可
⽤於幫助減輕焦慮和壓⼒，減輕注意⼒缺陷/多動障礙 (ADHD) 的症狀，以及提⾼注意⼒和清晰度。

 Bryonia 30CH [Imprint ]
Bryonia，也稱為 bryonia alba 或⽩⾊ bryony，是葫蘆科的藤本植物，原產於歐洲和伊朗北部。作為⼀種順勢療法，�的
主要適應症是幫助治療肌⾁和關節疼痛，這些疼痛通常因運動、背痛、�傷、拉傷、纖維肌痛、關節炎、便秘、坐⾻神經
痛和⽀氣管炎⽽惡化。

 CBD油 [Imprint ]
⼤麻⼆�，也稱為 CBD，是⼀種流⾏的⾃然療法，⽤於幫助治療各種疾病。�是⼀種天然存在於 Cannabis Sativa 家族植
物中的⼤麻素；然⽽，與另⼀種流⾏的⼤麻素 THC 不同，�不會產⽣欣快的“⾼”或精神活性效應。 CBD油是通過從⼤麻
或⼤麻（兩種植物都屬於⼤麻苜�家族）中提取CBD，然後⽤椰⼦油等載體油稀釋⽽成的。�可⽤於緩解（慢性）疼痛、
減輕焦慮和抑鬱、幫助緩解癌症相關症狀、減輕炎症、控制關節炎、幫助治療多發性硬化症、減少痤瘡、緩解與癲癇和帕
⾦森病相關的症狀、幫助治療神經退⾏性疾病，降低⾎壓，預防⼼臟損傷，幫助治療失眠等睡眠障礙。

 CH3（鐵）GANS（等離⼦） [Imprint ]
⽢斯，或納⽶固態的氣體，是原⼦⽔平的物質狀態。 CH3 或 Iron，GANS 是四種主要的 GANS 之⼀。�可⽤於為⾝體提
供能量和營養，⽀持⾻骼健康，改善紅細胞的產⽣，並促進膠原蛋⽩⽔平。 CH3 GANS 也可⽤於⽀持⾎液系統並促進整個
⾝體的能量流動。

 CJC-1295 DAC� [Imprint ]
CJC-1295 DAC 是⽣⻑激素釋放激素 (GHRH) 的合成類似物，其中包含藥物親和復合物 (DAC)，這是⼀種添加到�中的化
合物，可在�在⾎流中循環時對其進⾏保護。 DAC 還增加了分⼦的半衰期。 CJC-1295 DAC 可⽤於幫助增加⽣⻑激素分
泌和 IGF-1、增強蛋⽩質合成、促進肌⾁⽣⻑、增加⾻密度、改善受傷恢復時間、減少體脂、改善睡眠和增強認知功能。

 COC 乳腺癌⽅案 2.0 [Imprint ]
[新的] 該 IC 是根據經過充分研究的 COC 乳腺癌療法構建的。 
包含：  阿那曲�  阿托伐他汀  乳房防禦  DCA  強⼒黴素 還有2...

 COC乳腺癌⽅案 [Imprint ]
該 IC 是根據經過充分研究的 coc 乳腺癌療法構建的。 
包含：  阿托伐他汀  乳房防禦  DCA  強⼒黴素  ��達� 還有1...

 CYPH 12C（環磷��） [Imprint ]
環磷��是⼀種化療藥物，⽤於治療多種癌症，如淋巴瘤、多發性⾻髓瘤、⽩⾎病、卵巢癌、乳腺癌、⼩細胞肺癌、神經
⺟細胞瘤和⾁瘤。�還可⽤於抑制免疫系統和治療兒童某些類型的腎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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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carea Carbonica 30CH [Imprint ]
Calcarea carbonica 是⼀種由牡蠣殼中間層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在化學意義上，�是不純的�酸�。�可能有助於兒
童發育緩慢（例如⾛路、說話、出牙）。�還可能有助於緩解慢性疲勞、頭痛、焦慮和驚恐發作、腿抽筋、濕疹（成⼈和
嬰兒）、指甲脆弱、腺體腫脹和嬰兒便秘。

 Calcarea Fluorica 3X [Imprint ]
Calcarea Fluorica，通常稱為�化�，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能有助於治療反��傷和與關節開裂和關節疼痛相關的症
狀。�還可能有助於治療靜脈曲張、妊娠紋、⽪膚輕度下垂、⽪膚破裂、指甲脆弱、牙釉質脫落、輕微背痛和腺體腫脹。

 Cantharis 1M [Imprint ]
Cantharis（俗稱⻄班牙蒼蠅）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治療伴有灼痛的⽔泡。�還可⽤於幫助治療膀胱炎、腎
炎、尿路感染、排尿時灼痛、感染引起的尿⾎、膀胱感染、燒傷和燙傷以及眼部感染。

 Carbo Vegetalilis 30CH [Imprint ]
Carbo vegetalilis 是⼀種由植物炭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以吸收體內毒素的能⼒⽽聞名。�可能有助於平靜消化系統，緩
解胃痛、氣體過多、脹氣、消化不良、胃灼熱和腹脹。�也可能對那些缺乏精神能量、感覺虛弱和遲鈍的⼈有⽤，�可能
有助於感冒、咳嗽、喉�發癢、呼吸困難、⽿鳴和痔瘡。

 Confidence Remedy [Imprint ]
Confidence Remedy ⾮常適合那些在他⼈⾝邊感到害羞和不舒服，或者對過去的消極信念和內疚阻礙他們的⼈。這種補
救措施⿎勵⾃尊和⾃信的積極品質，並可以幫助⼀個⼈對⾃⼰的⽣活負責，幫助他們意識到他們不僅有能⼒改變事件，⽽
且還可以創造那些想要的東⻄。此外，這種療法⾮常適合幫助⼀個⼈做真實的⾃⼰、解決負⾯問題並體驗個⼈的⼒量、正
直和⼒量。此IC是藉助Boab、Dog Rose、Five Corners、Southern Cross、Sturt Desert Rose的花精製作⽽成。

 Cuprum Metallicum 6CH  [Imprint ]
Cuprum Metallicum（俗稱銅）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於治療腿抽筋、肌⾁痙攣、⽉經來潮、懷孕期間的腿抽筋、懷
孕期間的�抽筋、痙攣性疼痛、咳嗽、痙攣性咳嗽、哮喘發作、百⽇咳、和令⼈窒息的咳嗽發作。

 D-核糖 [Imprint ]
D-核糖是⼀種簡單的糖，天然存在於⾝體的每個活細胞中。�是核糖核酸 (RNA)、⼄�輔酶 A 和三磷酸腺� (ATP) 的關鍵
成分。 D-核糖可⽤於幫助⽀持 ATP 能量產⽣、增加能量、對抗疲勞、幫助治療慢性疲勞綜合徵、幫助治療⼼肌功能障
礙、改善肌⾁功能、⽀持肌⾁恢復、增強運動表現、改善鍛煉後恢復、⽀持健康的⼼臟和肌⾁組織，改善⽪膚質量，減少
皺紋的出現，並改善某些疼痛疾病（如纖維肌痛）的症狀。

 D-⽢露糖 [Imprint ]
D-⽢露糖是⼀種天然存在的單�，存在於各種⽔果和蔬菜中，包括⼩紅莓、桃⼦、蘋果、⻄蘭花和⻘⾖。�也可以在體內
由葡萄糖產⽣。 D-⽢露糖補充劑可⽤於幫助治療和預防尿路感染 (UTI) 和膀胱炎（膀胱感染）。�也可⽤於幫助消化�⽔
化合物和治療�⽔化合物缺乏糖蛋⽩綜合徵。

 D-葡萄糖酸� [Imprint ]
D-葡糖⼆酸�是⼀種類似於稱為葡糖⼆酸的天然物質的化學物質。 D-葡糖⼆酸�是通過將葡糖⼆酸與�結合製成的。�可
⽤於預防乳腺癌、前列腺癌和結腸癌；以及從體內清除致癌物質、有毒物質和類固醇激素。�也可⽤於維持已經正常的膽
固醇⽔平並促進健康的激素代謝。 D-葡糖⼆酸�也被證明可以通過增強激素和環境毒素的代謝來促進肝臟解毒。

 DCA [Imprint ]
幾⼗年來，⼆�⼄酸鹽 (DCA) ⼀直⽤於治療代謝性酸中毒，因為�可以阻⽌乳酸的產⽣。在過去的⼗年中，�已被⽤作癌
症的代謝治療。癌細胞會產⽣⼤量的乳酸。 DCA 能�改變癌細胞的新陳代謝，從⽽有可能將�們的⾏為甚⾄�們的⾝份
改變回正常細胞。想想 DCA 治療所有類型的癌症，尤其是神經系統癌症，如腦癌和鱗狀細胞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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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L-�丙�酸 [Imprint ]
DL-�丙�酸結合了�基酸�丙�酸的“D”和“L”形式，幫助⾝體產⽣⼀類稱為兒茶��的神經遞質激素。�可⽤於幫助改
善情�、增強認知功能、對抗抑鬱、增加能量、幫助治療注意⼒缺陷多動障礙 (ADHD)，並⽀持神經系統和內分泌健康。

 DNA 修復 (Solfeggio) [聽得⾒]
這種視唱頻率被稱為“奇蹟⾳調”。�可以⽤來修復 DNA，減輕壓⼒，帶來積極的轉變和平靜。為獲得最佳效果，每周⾄少
聽 3 次 IC，每次⾄少 15 分鐘，持續 4-6 週。將⾳量調節到舒適的中等/低⽔平。

 DOXO 12C（多柔⽐星） [Imprint ]
阿黴素是⼀種化療藥物，⽤於治療多種癌症，如乳腺癌、膀胱癌、卡波⻄⾁瘤、淋巴瘤和急性淋巴細胞⽩⾎病。�通過阻
斷拓撲異構酶 II 來減緩或阻⽌癌細胞的⽣⻑，拓撲異構酶 II 是癌細胞分裂和⽣⻑所需的⼀種酶。

 DT-IPV 200K [Imprint ]
DT-IPV 200K 是⼀種由⽩喉、破傷⾵和脊髓灰質炎疫苗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減輕疫苗引起的副作⽤和不良
反應。對於較低的效⼒，使⽤“DT-IPV 30K”；要獲得更⾼的效⼒，請使⽤“DT-IPV MK”或“DT-IPV XMK”。

 DT-IPV 30K [Imprint ]
DT-IPV 30K 是⼀種由⽩喉、破傷⾵和脊髓灰質炎疫苗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減輕疫苗引起的副作⽤和不良反
應。要獲得更⾼的效⼒，請使⽤“DT-IPV 200K”、“DT-IPV MK”或“DT-IPV XMK”。

 DT-IPV MK [Imprint ]
DT-IPV MK 是⼀種由⽩喉、破傷⾵和脊髓灰質炎疫苗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減輕疫苗引起的副作⽤和不良反
應。對於較低的效⼒，使⽤“DT-IPV 30K”或“DT-IPV 200K”；要獲得更⾼的效⼒，請使⽤“DT-IPV XMK”。

 DT-IPV XMK [Imprint ]
DT-IPV XMK 是⼀種由⽩喉、破傷⾵和脊髓灰質炎疫苗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減輕疫苗引起的副作⽤和不良
反應。對於較低的效⼒，使⽤“DT-IPV 30K”、“DT-IPV 200K”或“DT-IPV MK”。

 DTaP-IPV XMK [Imprint ]
DTaP-IPV XMK 是⼀種由⽩喉、破傷⾵、無細胞百⽇咳（百⽇咳）和脊髓灰質炎疫苗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減
輕疫苗引起的副作⽤和不良反應。

 DTaP-IPV 助推器 200K [Imprint ]
DTaP-IPV Booster 200K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由⽩喉、破傷⾵、無細胞百⽇咳（百⽇咳）和脊髓灰質炎助推器製成，可
⽤於幫助減輕由 Booster 注射引起的副作⽤和不良反應。對於較低的效⼒，使⽤“DTaP-IPV Booster 30K”；要獲得更⾼的
效⼒，請使⽤“DTaP-IPV Booster MK”或“DTaP-IPV Booster XMK”。

 DTaP-IPV 助推器 30K [Imprint ]
DTaP-IPV Booster 30K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由⽩喉、破傷⾵、無細胞百⽇咳（百⽇咳）和脊髓灰質炎助推器製成，可
⽤於幫助減輕由 Booster 注射引起的副作⽤和不良反應。要獲得更⾼的效⼒，請使⽤“DTaP-IPV Booster 200K”、“DTaP-
IPV Booster MK”或“DTaP-IPV Booster XMK”。

 DTaP-IPV 助推器 MK [Imprint ]
DTaP-IPV 助推器 MK 是⼀種由⽩喉、破傷⾵、無細胞百⽇咳（百⽇咳）和脊髓灰質炎助推器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可⽤
於幫助減輕由助推器注射引起的副作⽤和不良反應。對於較低的效⼒，使⽤“DTaP-IPV Booster 30K”或“DTaP-IPV
Booster 200K”；要獲得更⾼的效⼒，請使⽤“DTaP-IPV Booster XMK”。

 DTaP-IPV 助推器 XMK [Imprint ]
DTaP-IPV 助推器 XMK 是⼀種由⽩喉、破傷⾵、無細胞百⽇咳（百⽇咳）和脊髓灰質炎助推器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可⽤
於幫助減輕由助推器注射引起的副作⽤和不良反應。如需降低效⼒，請使⽤“DTaP-IPV Booster 30K”、“DTaP-IPV
Booster 200K”或“DTaP-IPV Booster 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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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TaP-IPV-Hib MK [Imprint ]
DTaP-IPV-Hib MK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由⽩喉、破傷⾵、無細胞百⽇咳（百⽇咳）、脊髓灰質炎和嬰兒 B 型流感嗜⾎桿
菌疫苗製成，可⽤於幫助減輕疫苗引起的副作⽤和不良反應。對於較低的效⼒，使⽤“DTaP-IPV-Hib 200K”；要獲得更⾼
的效⼒，請使⽤“DTaP-IPV-Hib XMK”。

 DTaP-IPV-Hib XMK [Imprint ]
DTaP-IPV-Hib XMK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由⽩喉、破傷⾵、無細胞百⽇咳（百⽇咳）、脊髓灰質炎和嬰兒 B 型流感嗜⾎
桿菌疫苗製成，可⽤於幫助減輕疫苗引起的副作⽤和不良反應。如需降低效⼒，請使⽤“DTaP-IPV-Hib 200K”或“DTaP-
IPV-Hib MK”。

 DTaP-IPV-Hib-HepB 200K  [Imprint ]
DTaP-IPV-Hib-HepB 200K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由⽩喉、破傷⾵、無細胞百⽇咳（百⽇咳）、脊髓灰質炎、嬰兒 B 型流
感嗜⾎桿菌和⼄型肝炎疫苗製成，可⽤於幫助減輕引起的副作⽤和不良反應由疫苗。對於較低的效⼒，使⽤“DTaP-IPV-
Hib-HepB 30K”；要獲得更⾼的效⼒，請使⽤“DTaP-IPV-Hib-HepB MK”或“DTaP-IPV-Hib-HepB XMK”。

 DTaP-IPV-Hib-HepB 30K  [Imprint ]
DTaP-IPV-Hib-HepB 30K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由⽩喉、破傷⾵、無細胞百⽇咳（百⽇咳）、脊髓灰質炎、嬰兒 B 型流
感嗜⾎桿菌和⼄型肝炎疫苗製成，可⽤於幫助減輕副作⽤和引起的不良反應由疫苗。要獲得更⾼的效⼒，請使⽤“DTaP-
IPV-Hib-HepB 200K”、“DTaP-IPV-Hib-HepB MK”或“DTaP-IPV-Hib-HepB XMK”。

 DTaP-IPV-Hib-HepB MK  [Imprint ]
DTaP-IPV-Hib-HepB MK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由⽩喉、破傷⾵、無細胞百⽇咳（百⽇咳）、脊髓灰質炎、嬰兒 B 型流感
嗜⾎桿菌和⼄型肝炎疫苗製成，可⽤於幫助減輕引起的副作⽤和不良反應由疫苗。對於較低的效⼒，使⽤“DTaP-IPV-Hib-
HepB 30K”或“DTaP-IPV-Hib-HepB 200K”；要獲得更⾼的效⼒，請使⽤“DTaP-IPV-Hib-HepB XMK”。

 DTaP-IPV-Hib-HepB XMK  [Imprint ]
DTaP-IPV-Hib-HepB XMK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由⽩喉、破傷⾵、無細胞百⽇咳（百⽇咳）、脊髓灰質炎、嬰兒 B 型流
感嗜⾎桿菌和⼄型肝炎疫苗製成，可⽤於幫助減輕引起的副作⽤和不良反應由疫苗。對於較低的效⼒，使⽤“DTaP-IPV-
Hib-HepB 30K”、“DTaP-IPV-Hib-HepB 200K”或“DTaP-IPV-Hib-HepB MK”。

 DTaP-IPV-Hib200K [Imprint ]
DTaP-IPV-Hib 200K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由⽩喉、破傷⾵、無細胞百⽇咳（百⽇咳）、脊髓灰質炎和嬰兒 B 型流感嗜⾎
桿菌疫苗製成，可⽤於幫助減輕疫苗引起的副作⽤和不良反應。要獲得更⾼的效⼒，請使⽤“DTaP-IPV-Hib MK”或“DTaP-
IPV-Hib XMK”。

 Delta 睡眠誘導� [Imprint ]
合成的 delta 睡眠誘導�⽤於治療與酗酒和嗜酒症有關的戒斷症狀。�還可⽤於幫助預防壓⼒引起的疾病、神經症和壓⼒
引起的疾病（例如睡眠障礙、注意⼒不集中等）。合成 delta 睡眠誘導�的另⼀個⽤途是治療壓⼒反應綜合徵及其症狀，
包括抑鬱、緊張和焦慮。

 Discus Compositum N mit. Kalmia [Imprint ]
Discus Compositum N mit. Kalmia 可⽤於幫助治療關節和結締組織（例如關節炎、關節病、關節炎、肌腱和韌帶、⾻膜
和⾎管結締組織的影響）。�也可⽤於神經痛和⾵濕性疾病，以及疲憊和虛弱。

 Dura Complete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硬腦膜。

 EBV ⽬標 PEMF [脈衝電磁場]
該 PEMF 已針對 EBV 開發。請將此與我創建的�疹 IC 複合體結合起來。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dtap-ipv-hib-mk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dtap-ipv-hib-xmk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dtap-ipv-hib-hepb-200k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dtap-ipv-hib-hepb-30k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dtap-ipv-hib-hepb-mk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dtap-ipv-hib-hepb-xmk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dtap-ipv-hib-200k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deltaran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discus-compositum-n-mit-kalmia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dura-complet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ebv-target-pemf


 EBV ⽬標複合物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含有針對 EBV（⼀種導致所有癌症病例的 2% 的病毒，是⼀種無聲殺⼿）的物質。 
包含：  β-葡聚�  單純�疹（倒置）  帶狀�疹-結節  烏⽶⾮諾⾱  伐曲克斯 還有1...

 EGCg（綠茶提取物） [Imprint ]
EGCg 是綠茶中最活躍的治療成分。�已被廣泛研究並發現對多種疾病有益。考慮補充減肥、糖尿病、⾼⾎壓、⾼膽固
醇、焦慮和抑鬱以及關節炎。�也是癌症護理中需要考慮的⾮常重要的營養素。 EGCg 本⾝俱有許多抗癌特性，並且已被
證明與許多類型的化學療法協同作⽤。

 Endobalance Detox Fit 2.0 [Imprint ]
- 
包含：  活性炭  硫⾟酸  乳房防禦  D-葡萄糖酸�  ⼼臟健康�合複合物 還有1...

 Endobalance Leber 排毒 [Imprint ]
- 
包含：  D-葡萄糖酸�  脂質體穀胱⽢�  肝臟⽀持  甲磺�甲�  S-腺�蛋�酸 還有1...

 Endobalance Schilddrüse [Imprint ]
這是⼀個旨在⽀持甲狀腺的 IC。�含有直接影響甲狀腺功能的營養素。即 D3、B 族維⽣素、�、�、L 甲狀腺素、�基酸
等等。 
包含：  L-甲狀腺素  �  甲狀腺腺體  T4（甲狀腺素）  南⾮醉茄 還有1...

 Endobalance Stress 和 Schilddrüse Frau [Imprint ]
- 
包含：  阿那曲�  全⾯的腎上腺⽀持營養素  脫�酶  甲狀腺腺體  L-甲狀腺素 還有1...

 Endobalance ⼥性夜間組合 [Imprint ]
- 
包含：  脫�酶  褪⿊激素  ⿈體�混合霜  三葉草和�

 Endobalance ⼥性荷爾蒙平衡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含有平衡所有激素的成分。出於安全原因，已省略雌⼆醇信號。添加了阿那曲�以防⽌雄激素轉化為雌激
素。⽀持垂體和下丘腦的中樞激素控制。 
包含：  阿那曲�  脫�酶  ⽣⻑激素  L-甲狀腺素  孕烯醇� 還有1...

 Endobalance 應⼒軸和腸道 [Imprint ]
這個 IC 是我的 Endobalance 系統第⼀階段的基礎之⼀。 
包含：  腸道健康——益⽣菌  耐⼒和腎上腺⽀持  �⻄汀  磷脂�絲�酸複合物  全⾯的腎上腺⽀持營養素 還有1...

 Endobalance 更年期加雌⼆醇 [Imprint ]
- 
包含：  阿那曲�  脫�酶  雌⼆醇  L-甲狀腺素  孕烯醇� 還有1...

 Endobalance 漏腸 [Imprint ]
該 IC ⽤於修復腸壁。請記住，壓⼒、感染和毒素等原因也需要解決。 
包含：  丁酸鹽  消化酶複合物  健康的消化系統（不含益⽣菌）  IgG 免疫球蛋⽩  L-⾕��� 還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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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obalance 激素平衡 [Imprint ]
這款 IC 含有平衡所有荷爾蒙的成分。出於安全原因，雌⼆醇信號已被排除在外。已添加阿那曲�以防⽌雄激素轉化為雌
激素。⽀持中樞激素控制垂體和下丘腦 
包含：  阿那曲�  脫�酶  ⽣⻑激素  L-甲狀腺素  孕烯醇� 還有1...

 Endobalance ⽣⻑激素助推器 [Imprint ]
- 
包含：  精�酸 + ⿃�酸  ⽣⻑激素  L-⾕���  肝臟⽀持

 Endobalance 男性雌激素排毒 2.0 [Imprint ]
[新的] Endobalance 男性雌激素排毒 2.0 
包含：  ⿈腐酸  ��-3-甲醇  阿那曲�  乳房防禦  D-葡萄糖酸� 還有1...

 Endobalance 結腸、肝臟、腎臟 [脈衝電磁場]
這是⽀持⼤腸、肝臟和腎臟的 PEMF IC 的組合。 
包含：  腎康復脈衝電磁場  肝臟排毒和肝硬化  潰瘍性結腸炎（⼤腸）

 Endobalance 總排毒 [Imprint ]
- 
包含：  活性炭  硫⾟酸  乳房防禦  D-葡萄糖酸�  ⿈腐酸 還有1...

 Endobalance 肝、腸、腎 2.0 [Imprint ]
- 
包含：  D-葡萄糖酸�  消化複合益⽣菌  消化酶複合物  穀胱⽢�（還原）  腎臟和膀胱⽀持 還有1...

 Endobalance 肝臟、腎臟、�腺 [Imprint ]
[新的] Endobalance 複合物系列。 
包含：  速尿  腎臟和膀胱⽀持  腸道健康——益⽣菌  肝臟⽀持  �酶複合物 還有1...

 Endobalance �島素和⾎糖 [Imprint ]
- 
包含：  ⾎糖平衡  ⾎糖⽀持  胡蘆巴�粉  ⽢�酸��合物  ��甲酸� 還有1...

 Endobalance �腺、肝臟、腎臟 [脈衝電磁場]
[新的] 這是⽀持�腺、肝臟和腎臟的 PEMF IC 組合。 
包含：  �腺康復  肝臟排毒和肝硬化  腎康復脈衝電磁場

 Endobalance 腎上腺⽀持 1 [Imprint ]
- 
包含：  全⾯的腎上腺⽀持營養素  脫�酶  泛酸  孕烯醇�  耐⼒和腎上腺⽀持

 Endobalance 腸道和肝臟 [Imprint ]
- 
包含：  腸道健康——益⽣菌  肝臟⽀持  基於�⼦的益⽣菌

 Endobalance 芳⾹酶阻滯劑 [Imprint ]
- 
包含：  5-α-還原酶抑製劑  阿那曲�  放鬆草藥  �（�合雙⽢�酸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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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obalance 黴菌殺⼿ [Imprint ]
⼀套有助於消除霉菌毒素的療法。 
包含：  兩性黴素B  ⽣物膜剋星  消膽�  �康�  ⼗⼀�烯酸

 Endobalance 黴菌殺⼿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旨在幫助消除霉菌毒素。 
包含：  兩性黴素B  ⽣物膜剋星  消膽�  �康�  ⼗⼀�烯酸

 Endobalance化學排毒 [Imprint ]
- 
包含：  活性炭  乳房防禦  ⼩球藻  EGCg（綠茶提取物）  脂質體穀胱⽢� 還有1...

 Endobalance孕烯醇�助推器 [Imprint ]
- 
包含：  緩衝維⽣素 C  脫�酶  Omega-3 / 多�組合  孕烯醇�  維⽣素 B 複合物

 Endobalance感染殺⼿ [Imprint ]
- 
包含：  �基⼆�咯���  阿奇黴素  ⽣物膜剋星  環丙沙星  烏⽶⾮諾⾱ 還有1...

 Endobalance感染殺⼿加過敏 [Imprint ]
- 
包含：  �基⼆�咯���  阿奇黴素  烏⽶⾮諾⾱  伐曲克斯  地�雷他定 還有1...

 Endobalance甲狀腺2.0 [Imprint ]
該 IC 旨在⽀持甲狀腺功能。 
包含：  甲狀腺腺體  �+酪�酸  L-甲狀腺素  最佳營養素  紅景天 還有1...

 Endobalance�助推器 [Imprint ]
- 
包含：  �  ��酸�  ⽢�酸�  �加  蘇糖酸� 還有1...

 FSME �蟲病毒 [脈衝電磁場]
這種脈衝電磁場應該會破壞病毒⾐殼、蛋⽩質等！我希望�有所幫助，因為到⽬前為⽌ FSME 還沒有解決⽅案。

 Fat Keto-Boost 3.0  [Imprint ]
該IC含有燃燒脂肪的成分。將其與 PEMF 和其他 IC 結合以減少脂肪。 
包含：  ⽣⻑激素  L-甲狀腺素  ⼆甲雙�  NAT 純治療性�  運動員的能量劑 還有1...

 Free & Easy Wanderer Plus [Imprint ]
Free & Easy Wanderer Plus (加味逍遙散) 是數百年來在傳統中藥中使⽤的草藥混合物，具有清熱涼⾎、疏肝氣、養⾎化
瘀、健脾益氣的功效。疏肝理氣，調和肝脾。�也可⽤於幫助治療腹脹、反酸、憤怒或易怒、焦慮、⻝慾不振、乳房脹
痛、乳房腫塊（纖維囊性）、肝硬化、便秘、抑鬱、頭暈、情�不穩定、紅眼睛、頭痛、慢性肝炎、⽣殖器�疹、不孕
症、更年期症狀、消化不良、⽉經不調、經痛、噁⼼、神經衰弱、經前期綜合徵、煩躁、⽪疹和嘔吐。此IC是在柴胡（柴
胡/柴胡）、當歸（當歸根、湯桂/當歸）、⽩芍（⽩芍/⽩芍）、⽩朮（⽩⽩朮/⽩朮）、茯苓（茯苓、茯苓、茯苓/茯
苓）、⽢草（蜜炒⽢草/炙⽢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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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F-8 � [Imprint ]
GDF-8 �或重組肌⾁⽣⻑抑制素可⽤於幫助增加肌⾁質量和⾻�物質密度。�還可⽤於在深度受傷的情況下通過增加肌⾁
和⾻骼的修復和再⽣來幫助肌⾁癒合。

 GHK-銅� [Imprint ]
GHK-Cu 是⼀種天然存在於⼈體（⾎漿、唾液、尿液等）中的銅絡合物三�，是⽬前最受關注的美容趨勢之⼀。 GHK-Cu
可能具有抗�化、抗癌和抗衰⽼的特性。�被認為有助於促進傷⼝癒合，改善⽪膚健康，減少炎症，促進⽪膚⾎液循環，
減少皺紋的出現，緊緻和緊緻⽪膚，均勻膚⾊，減少光損傷和⽪膚斑點，減少⾊素沉著過度，刺激膠原蛋⽩⽣產，減輕疼
痛和焦慮，保護消化系統，促進頭髮⽣⻑。

 Gelsemium Sempervirens 30CH [Imprint ]
Gelsemium Sempervirens，俗稱⿈茉莉，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於治療感冒和流感，⾝體沉重、虛弱和眼瞼沉重；
怯場；驚恐發作;表現焦慮;流感期間虛弱；夏季感冒和流感；發燒;喉�痛;發冷;複視頭痛；焦慮;緊張;顧慮;和恐懼症。

 Grounding Remedy [Imprint ]
Grounding Remedy 有助於使⼈與地球的⾃然節奏保持平衡。�可以緩解與地球、電和電磁輻射有關的恐懼和痛苦，並防
⽌⼈們感到筋疲⼒盡和乏⼒。此 IC 是在 Bush Fuchsia、Crowea、Fringed Violet、Mulla Mulla、Paw Paw 和 Waratah
的花精的幫助下創建的。

 H.幽⾨補救療劑 [Imprint ]
H.幽⾨補救療劑是⼀種具有抗菌特性的草藥混合物，可⽤於幫助清除體內的 H. Pylori（幽⾨螺桿菌）。�還可⽤於幫助調
節胃酸的產⽣，以幫助緩解胃灼熱和胃酸反流。該 IC 是在野蒜、橄欖、⽢草、蜜樹、路易波⼠茶、番⽯榴和⽔莓的幫助
下製成的。

 HIV（分光節） [Imprint ]
⼈類免疫缺陷病毒 (HIV) 是⼀種逆轉錄病毒，可導致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徵 (AIDS)，這是⼀種⼈類免疫系統開始衰竭的疾
病，會導致危及⽣命的機會性感染。 HIV被歸類為慢病毒屬的成員，是逆轉錄病毒科的⼀部分。慢病毒具有許多共同的形
態和⽣物學特性。許多物種都感染了慢病毒，這些慢病毒通常會導致⻑期的疾病，潛伏期⻑。

 HMG� [Imprint ]
HMG，也稱為⼈類更年期促性腺激素，是⼀種合成�，可⽤於幫助治療男性和⼥性的⽣育障礙。在男性中，HMG 會刺激
睾�的產⽣；⽽在⼥性中，�會刺激排卵所必需的促卵泡激素 (FSH) 和促⿈體⽣成素 (LH)。

 HPV 1型脈衝電磁場  [脈衝電磁場]
HPV 1 型是最常⾒的⾜底疣。

 HPV 2型脈衝電磁場  [脈衝電磁場]
HPV 2 導致⾜底疣以及⽣殖器區域的⽪膚問題。只需將 IC Pad 放在受影響的區域並運⾏ PEMF。

 HPV 宮頸癌 PEMF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對抗與宮頸癌相關的 HPV 病毒類型。將 IC Pad 放在腹部的最下⽅。將 PEMF 與我創建的病毒 IC ⼀起使
⽤。此外，使⽤“寄⽣蟲攻擊者”來消除共感染。

 HWS 頸部疼痛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緩解頸椎頸部疼痛。

 Hep A/B Vax 200K [Imprint ]
Hep A/B Vax 200K 是⼀種由甲型肝炎和⼄型肝炎疫苗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減輕疫苗引起的副作⽤和不良
反應。對於較低的效⼒，使⽤“Hep A/B Vax 30K”；要獲得更⾼的效⼒，請使⽤“Hep A/B Vax MK”或“Hep A/B Vax
X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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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p A/B Vax 30K [Imprint ]
Hep A/B Vax 30K 是⼀種由甲型肝炎和⼄型肝炎疫苗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減輕疫苗引起的副作⽤和不良反
應。如需更⾼效⼒，請使⽤“Hep A/B Vax 200K”、“Hep A/B Vax MK”或“Hep A/B Vax XMK”。

 Hep A/B Vax MK [Imprint ]
Hep A/B Vax MK 是⼀種由甲型肝炎和⼄型肝炎疫苗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減輕疫苗引起的副作⽤和不良反
應。對於較低的效⼒，使⽤“Hep A/B Vax 30K”或“Hep A/B Vax 200K”；要獲得更⾼的效⼒，請使⽤“Hep A/B Vax
XMK”。

 Hep A/B Vax XMK [Imprint ]
Hep A/B Vax XMK 是⼀種由甲型肝炎和⼄型肝炎疫苗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減輕疫苗引起的副作⽤和不良反
應。對於較低的效⼒，使⽤“Hep A/B Vax 30K”、“Hep A/B Vax 200K”或“Hep A/B Vax MK”。

 Hepar Sulfuris Calcareum 200CH [Imprint ]
Hepar Sulfuris Calcareum（俗稱粗硫化�）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治療因寒冷天氣和冷�⽽惡化的疼痛和嘶啞的⼲
咳。�還可能有助於治療有⼤量分泌物和膿液的眼部感染、膿液潰瘍、膿腫、牙膿腫、感冒和流感（此⼈對感冒極為敏
感）、伴有刺痛樣疼痛的喉�痛、唇�疹、和喉�膿腫，有惡臭。有些⼈認為 Hepar Sulfuris Calcareum 200CH 是最接
近順勢療法抗⽣素的東⻄。對於較低的效⼒，使⽤“Hepar Sulfuris Calcareum 30CH”。

 Hepar Sulfuris Calcareum 30CH  [Imprint ]
Hepar Sulfuris Calcareum（俗稱粗硫化�）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因寒冷天氣和冷�⽽惡化的疼痛和嘶啞的⼲
咳。�也可⽤於幫助治療有⼤量分泌物和膿液的眼部感染、帶膿液的潰瘍、膿腫、牙膿腫、感冒和流感（此⼈對感冒極為
敏感）、伴有刺痛樣疼痛的喉�痛、唇�疹和喉�膿腫有惡臭。要獲得更⾼的效⼒，請使⽤“Hepar Sulfuris Calcareum
200CH”。

 Honesty（喉輪） [脈衝電磁場]
喉輪與呼吸系統/甲狀腺有關。�是聲⾳、交流、演講、寫作和思想表達的中⼼。喉輪掌管喉�、甲狀腺、嘴巴、牙⿒、
⾆頭和下巴。該 IC 有助於轉變對⾃⼰真實、對內⼼決定真實和對他⼈真實的⽅⾯。�也通過�的交流通過這個脈輪反映
�在世界上的真相。喉輪的問題會導致溝通問題。該 IC 適⽤於哮喘、頸部問題、肺部、甲狀腺功能減退、喉�、下巴、
消化道和聲帶。

 IGF-1 DES � [Imprint ]
�島素樣⽣⻑因⼦ 1 (IGF-1)，也稱為⽣⻑素 C，是⼀種 70 個�基酸的多�激素，在結構上與�島素相似。�主要在肝臟
中產⽣，半衰期為 12-15 ⼩時。 IGF-1 的產⽣受到⽣⻑激素 (GH) 的刺激。 IGF-1 和 GH ⼀起促進�的保留和蛋⽩質合成的
增加，以及促進正常的⾻骼和組織⽣⻑。 IGF-1 可⽤於幫助增強肌⾁質量、增強⾝體機能、⽀持肌⾁恢復、減少受傷後的
恢復時間、改善認知功能、增加⾻密度、減少體脂、調節糖⽔平、增加新陳代謝和促進健康衰⽼。 IGF-1 DES 是 IGF-1 的
截短版本，即�缺少 IGF-1 N 末端的前三個�基酸。�是⼀種天然變體，半衰期約為 2...

 IGF-1 LR3 � [Imprint ]
�島素樣⽣⻑因⼦ 1 (IGF-1)，也稱為⽣⻑素 C，是⼀種 70 個�基酸的多�激素，在結構上與�島素相似。�主要在肝臟
中產⽣，�的產⽣受到⽣⻑激素 (GH) 的刺激。 IGF-1 和 GH ⼀起促進�的保留和蛋⽩質合成的增加，以及促進正常的⾻骼
和組織⽣⻑。 IGF-1 可⽤於幫助增強肌⾁質量、增強⾝體機能、⽀持肌⾁恢復、減少受傷後的恢復時間、改善認知功能、
增加⾻密度、減少體脂、調節糖⽔平、增加新陳代謝和促進健康衰⽼。 IGF-1 LR3 是 IGF-1 的加⻑版本（83 個�基酸對 70
個�基酸），其中精�酸是其序列中的第三個�基酸（⽽不是⾕�酸）。這種 IGF-1 合成結構的半...

 IP-6（肌醇六磷酸） [Imprint ]
IP-6，也稱為肌醇六磷酸，是⼀種天然存在的多磷酸化�⽔化合物，存在於哺乳動物細胞、各種植物、穀物、⾖類和堅果
中。�可⽤於幫助治療和預防癌症（包括前列腺癌、乳腺癌、結腸癌、肝癌和⾎癌）以及減少癌症治療的副作⽤。 IP-6 還
可⽤於幫助預防腎結⽯、促進⼼臟健康、控製糖尿病、降低膽固醇⽔平、增強免疫系統和減少與年齡有關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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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G 免疫球蛋⽩ [Imprint ]
針對 26 種不同病原菌的預製免疫球蛋⽩。這種療法主要⽤於解決胃腸道感染，但也可⽤於全⾝感染。包括針對⼗幾種鏈
球菌以及克雷伯⽒菌、⼤腸桿菌、沙⾨⽒菌、流感嗜⾎桿菌等的抗體。在⻝物中毒、旅⾏者腹瀉、“24 ⼩時流感”的情況下
考慮這⼀點，也可以作為修復“腸漏”⽅案的⼀部分。

 Influenzinum 30CH [Imprint ]
Influenzinum 是⼀種由批准的季節性滅活流感疫苗製備的順勢療法藥物。除了流感的後遺症外，�還可⽤於幫助緩解流
感樣症狀。

 Kali Carbonicum 6C [Imprint ]
Kali Carbonicum，通常稱為�酸鉀，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治療尖銳和切割疼痛、虛弱以及分娩疼痛。�還
可能有助於治療哮喘、⽀氣管炎、感冒、咳嗽、肺炎、鼻竇炎、呼吸道粘膜炎、關節炎、腰痛和消化性潰瘍。

 Kali Sulphuricum 3X  [Imprint ]
Kali Sulphuricum，通常稱為硫酸鉀，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幫助治療感冒和流感，伴有⿈⾊、濃稠的鼻涕，以及帶有
濃⿈⾊痰的咳嗽、鼻竇炎、鼻竇感染、哮喘、⽪疹（例如與常⾒痤瘡相關的丘疹） )、濕疹、⽜⽪癬和頭⽪屑。 Kali
Sulphuricum 特別有益於緩解與⿈⾊粘液或分泌物相關的症狀。

 L(+)-乳酸 [Imprint ]
Acidum L(+)- lactum 是⼀種順勢療法，⽤於治療細胞呼吸障礙。 �還可以⽤作糖尿病的輔助治療。 此外，�還可以⽤於
幫助治療癌前病變和腫瘤階段。

 L-亮�酸 [Imprint ]
L-亮�酸或亮�酸是⼀種⽀鏈�基酸，有助於構建和修復肌⾁。�可能被⽤來調節⾎糖⽔平、改善肌⾁質量、增強能量、
改善運動表現、促進肌⾁恢復、⽀持蛋⽩質合成、增加⼈類⽣⻑激素 (HGH) 的產⽣、⽀持減肥和改善鍛煉後的恢復。

 L-⽠�酸 [Imprint ]
L-⽠�酸或⽠�酸是⼀種⾮必需�基酸，在尿素循環中起重要作⽤，尿素循環是有助於從體內清除有毒�的代謝途徑。此
外，L-⽠�酸促進⾎管舒張（即⾎管擴張）。 L-⽠�酸可⽤於幫助改善運動表現、增強運動恢復、促進⼀�化�的產⽣、
幫助治療勃起功能障礙、⽀持⼼⾎管健康、增加⾎流量和增強⼤腦功能。

 L-甲狀腺素 [Imprint ]
L-甲狀腺素⽤於治療甲狀腺激素缺乏（甲狀腺功能減退）、甲狀腺腫、慢性淋巴細胞性甲狀腺炎和粘液性⽔腫昏迷。�也
可⽤於治療某些類型的甲狀腺腫瘤。

 L-精�酸 [Imprint ]
L-精�酸是⼀種幫助⾝體製造蛋⽩質的�基酸。�還充當⾎管擴張劑（即⾎管擴張劑），可⽤於治療⼼臟和⾎管疾病，例
如⾼⾎壓和冠狀動脈疾病、勃起功能障礙和男性不育症。

 L-肌� [Imprint ]
L-肌�，也稱為肌�，是由�基酸丙�酸和組�酸組成的⼆�。天然存在於肌⾁和神經組織中的⾼濃度；然⽽，隨著年齡
的增⻑，這些濃度會降低。 L-肌�具有抗�化和抗衰⽼特性，可保護細胞免受⾃由基損傷。�可⽤於幫助提⾼運動表現
（例如延⻑耐⼒、加快恢復時間等）、降低⾎糖⽔平、降低 2 型糖尿病的⾵險、降低⽩內障形成的⾵險、⽀持⼤腦和⼼臟
健康、改善神經-系統功能，幫助⾃閉症兒童，⽀持免疫系統，減少炎症，⽀持⾻骼健康，使⾝體細胞恢復活⼒，促進健
康⽼齡化。

 L-蛋�酸 [Imprint ]
L-蛋�酸是⼀種必需�基酸，含有硫，天然存在於⾁、⿂、蛋和奶製品中。�也可以在⼀些⽔果和蔬菜中找到；然⽽，在
低得多的⽔平。 L-蛋�酸對維持正常健康很重要，因為�幫助⾝體製造和使⽤蛋⽩質、代謝脂肪、保護⾝體免受⾃由基損
傷（因為�是⼀種抗�化劑）、在 DNA 甲基化中發揮作⽤，並產⽣神經遞質⾎清素和多巴�。 L-蛋�酸可⽤於⽀持肝臟
和組織，有助於治療關節疼痛和僵硬、全⾝疼痛、頭痛、噁⼼、脫髮和抑鬱。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igg-immunoglobulins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influenzinum-30ch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kali-carbonicum-6c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kali-sulphuricum-3x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acidum-l-lacticum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l-leuc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l-citrull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l-thyrox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l-argin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l-carnos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l-methionine


 L-⾕��� [Imprint ]
L-⾕���是⼀種⽤途廣泛的�基酸。�是⼩腸細胞的主要燃料，因此對於解決腸漏、SIBO 和其他腸道問題⾄關重要。
�還在癌症治療中⽤於治療與化療相關的神經病變。 L-⾕���是⽩細胞功能所必需的，因此�適⽤於任何免疫⼒低下的
情況，包括感冒、流感或其他感染。�可以幫助增強肌⾁質量並提⾼整體能量，並且是構建稱為穀胱⽢�的主要抗�化劑
所必需的三種�基酸之⼀。

 L-賴�酸 [Imprint ]
L-賴�酸是⽣⻑和組織修復、產⽣抗體、激素和酶所必需的必需�基酸。�還可以預防或緩解唇�疹。

 L-酪�酸 [Imprint ]
L-酪�酸是⼀種�基酸，可以增強⼤腦、情�和壓⼒反應。�可⽤於幫助治療抑鬱症、甲狀腺功能，以及提⾼警覺性、注
意⼒、注意⼒、⼼理表現和記憶⼒。

 LGD-4033 � [Imprint ]
LGD-4033，也稱為 Ligandrol，屬於⼀類稱為選擇性雄激素受體調節劑 (SARM) 的分⼦。 SARM 在健⾝⾏業中越來越受歡
迎，因為�們是類固醇的絕佳替代品，因為�們與類固醇不同，旨在針對特定區域。 LGD-4033 的作⽤類似於睾�。
LGD-4033 可⽤於幫助治療因衰⽼引起的⾻質疏鬆症和肌⾁萎縮。�還可⽤於幫助改善肌⾁癒合過程、減少體脂肪、增加
瘦肌⾁質量和⼒量、增強能量產⽣、提⾼⾻密度、增加性慾、增強情�和改善運動表現。

 LL-37 � [Imprint ]
LL-37 是⼀種 37 個�基酸⻑的抗菌�，屬於導管素家族。 Cathelicidin �是天然的抗菌�，是兩親物，即分⼦的⼀端被⽔
吸引，⽽另⼀端被脂肪和蛋⽩質吸引。 LL-37 是唯⼀在⼈體中發現的cathelicidin 家族的�，是⼈體免疫系統的重要組成
部分，因為�可以對抗多種病原體——當⾝體受傷或出現疾病時，�是第⼀道防線的⼀部分。感染。�可能有助於增強免
疫系統功能、加速傷⼝癒合、減少組織炎症、抑制癌症⽣⻑和促進⾻骼修復。

 LTP 1 和 LTP 2 蛋⽩震蕩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包含使 LTP1 和 LTP 2 蛋⽩質失活的頻率，這些蛋⽩質會引起嚴重的過敏反應。

 Lachesis Mutus 200CH [Imprint ]
Lachesis mutus 是⼀種源⾃南美叢林⼤蛇毒液的順勢療法藥物。�可能有助於治療更年期症狀、潮熱、⽉經痛和痙攣、
經前綜合症 (PMS)、頭痛和偏頭痛、出⾎、炎症、腺體疾病和⾵濕病。

 Letting Go [脈衝電磁場]
冥想影響清除過去的相關事件，家庭，記憶重放顯⽰為問題，對發⽣在我們⾝上的⼀切負責，以便改變發⽣。⽀持細胞⽔
平的調諧體接收治療、冥想等�靜效果，激活脈輪清理。對不起。請原諒我。謝謝�。我愛�。

 MK-677 � [Imprint ]
MK-677 Peptide，也稱為 Ibutamoren，可促進⽣⻑激素的分泌並增加�島素樣⽣⻑因⼦ 1 (IGF-1)。�通過模仿激素⽣⻑
素釋放�的作⽤並與⼤腦中的⼀種⽣⻑素釋放�受體結合來提⾼⽣⻑激素⽔平。 MK-677 可⽤於增加瘦肌⾁質量、減少肌
⾁萎縮、改善⾻密度、增加⻝慾、增強運動耐⼒、增強⼤腦和⼼臟健康以及改善睡眠質量。�也可⽤於其抗衰⽼特性和促
進⻑壽。

 MMR 30C [Imprint ]
MMR 代表麻疹/�腺炎/⾵疹，是⼀種由疫苗製成的順勢療法，該療法可能有助於減輕疫苗的副作⽤和不良反應。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l-glutam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l-lys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l-tyros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lgd-4033-peptid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ll-37-peptid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ltp-1-and-ltp-2-protein-shaker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lachesis-mutus-200ch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letting-go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mk-677-peptid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mmr-30c


 MMR Vax 200K [Imprint ]
MMR Vax 200K 是⼀種由麻疹/�腺炎/⾵疹疫苗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治療疫苗引起的傷害或副作⽤。要獲得
更⾼的效⼒，請使⽤“MMR Vax MK”或“MMR Vax XMK”。

 MMR Vax MK [Imprint ]
MMR Vax MK 是⼀種由麻疹/�腺炎/⾵疹疫苗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治療疫苗引起的傷害或副作⽤。對於較低
的效⼒，使⽤“MMR Vax 200K”；要獲得更⾼的效⼒，請使⽤“MMR Vax XMK”。

 MMR Vax XMK [Imprint ]
MMR Vax XMK 是⼀種由麻疹/�腺炎/⾵疹疫苗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治療疫苗引起的傷害或副作⽤。對於較低
的效⼒，使⽤“MMR Vax 200K”或“MMR Vax MK”。

 MMXIX 2.0 [Imprint ]
將此復合體與 MMXIX PEMF ⼀起使⽤。 
包含：  ��  MMXIX 30C  阿⾥尼亞  烏⽶⾮諾⾱  伐曲克斯 還有1...

 MMXIX 30C [Imprint ]
該 IC 是在⾼度稀釋的 MMXIX 溶液的幫助下製成的。

 MMXIX PEMF（短） [脈衝電磁場]
每天⾄少使⽤⼀次此 IC。另外每天喝 1 升我的“MMXIX 2.0”IC Compex。祝�在這些時候⼀切順利。願上帝保佑�！

 MMXIX PEMF（⻑） [脈衝電磁場]
每天⾄少使⽤該 IC ⼀次。另外每天喝 1 升我的“MMXIX 2.0”IC Compex。祝�在這些時刻⼀切順利。願上帝保佑�！

 MMXIX 複合體 [Imprint ]
⼀種 IC 複合物，包括維⽣素 E、維⽣素 C、�和硝�尼特，可能有助於 MMXIX。 
包含：  脂質體維⽣素C  阿⾥尼亞  胸腺提取物  ⽣育� + ⽣育三烯�混合物  轉移因⼦ 還有1...

 MMXIX（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 MMXIX 的Rife頻率。

 MORB 200C (Morbillinum) [Imprint ]
Morbillinum，麻疹，是⼀種順勢療法，可能有助於治療和預防麻疹。這對那些旅⾏的⼈來說很棒。�還可能有助於緩解
⽪膚疾病的症狀。要獲得更⾼的效⼒，請使⽤“Morbillinum 1M”。

 Malar-N 200C（瘧疾）  [Imprint ]
Malar-N 是使⽤瘧原蟲製備的，是⼀種⽤於預防感染瘧疾的順勢療法藥物。這對那些前往發⽣瘧疾傳播的地⽅的⼈來說⾮
常有⽤。

 Melanotan II � [Imprint ]
Melanotan II �是 α-⿊⾊素細胞刺激素 (α -MSH) 的合成類似物。�可⽤於幫助增加肌⾁硬度、增加瘦體重、促進體重減
輕、減少飢餓感、增加⿊⾊素⽣成、促進深⾊⽪膚⾊素沉著、增加性慾、增強男性勃起、減少強迫/成癮⾏為以及管理幼
兒的⾃閉症.

 Memory Support [脈衝電磁場]
記憶⽀持可⽤於幫助消除腦霧、減輕壓⼒並⽀持⻑期記憶和認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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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urius Solubilis 200C [Imprint ]
Mercurius Solubilis，在順勢療法中被稱為⽔銀，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能有助於治療伴有⼝臭和流涎過多的喉�痛。
�還可⽤於幫助治療⼝咽感染、感冒和流感、發燒、膿腫、潰瘍、膿性⽪膚感染、⼝腔潰瘍、⽿部感染、咽炎、喉炎、牙
齦出⾎、牙齦炎和牙膿腫。

 Mercurius Solubilis Hahnemanni [Imprint ]
Mercurius Solubilis Hahnemanni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於幫助化膿（即形成膿液的過程）、膿腫、牙齦炎、⼝腔炎
（即⼝腔和嘴唇的炎症）、鼻咽粘膜炎、鼻竇粘膜炎和膽管炎。

 Metro Adnex [Imprint ]
Metro Adnex 可⽤於幫助治療輕微的⽉經失調，包括腹脹、痛經和陰道炎。�也可⽤於治療卵巢炎和盆腔炎。

 Mod Vax 200K [Imprint ]
該 IC 是在⾼度稀釋的基於 mRNA 的疫苗溶液的幫助下製成的。�可⽤於幫助緩解疫苗的副作⽤和不良反應。對於較低的
效⼒，使⽤“Mod Vax 30K”；要獲得更⾼的效⼒，請使⽤“Mod Vax MK”或“Mod Vax XMK”。

 Mod Vax 30K [Imprint ]
該 IC 是在⾼度稀釋的基於 mRNA 的疫苗溶液的幫助下製成的。�可⽤於幫助緩解疫苗的副作⽤和不良反應。要獲得更⾼
的效⼒，請使⽤“Mod Vax 200K”、“Mod Vax MK”或“Mod Vax XMK”。

 Mod Vax MK [Imprint ]
該 IC 是在⾼度稀釋的基於 mRNA 的疫苗溶液的幫助下製成的。�可⽤於幫助緩解疫苗的副作⽤和不良反應。對於較低的
效⼒，使⽤“Mod Vax 30K”或“Mod Vax 200K”；要獲得更⾼的效⼒，請使⽤“Mod Vax XMK”。

 Mod Vax XMK [Imprint ]
該 IC 是在⾼度稀釋的基於 mRNA 的疫苗溶液的幫助下製成的。�可⽤於幫助緩解疫苗的副作⽤和不良反應。對於較低的
效⼒，使⽤“Mod Vax 30K”、“Mod Vax 200K”或“Mod Vax MK”。

 Mod Vax 副作⽤減少器 4.0  [Imprint ]
該 IC 可能有助於減少 Mod mRNA vax 副作⽤。 
包含：  碧蘿芷  烏⽶⾮諾⾱  肝素（注射液）  地塞⽶松  鹽酸⻄替利� 還有1...

 Mold Mix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是⼀種⽤於消除所有類型黴菌的常⾒頻率，以防�不知道⾃⼰可能患有�種黴菌。 IC Pad 可應⽤於腸道區域
或出現症狀或任何類型真菌表現的任何其他區域。建議將此 PEMF 與任何其他類型的與黴菌相關的常⾒頻率以及 PEMF“黴
菌和真菌通⽤”⼀起使⽤。確保�喝⾜�的⽔以避免排毒反應。該 IC 應每天使⽤⾄少幾週。

 Myrrh Gum [Imprint ]
Myrrh Gum，也稱為沒藥，是⼀種樹液狀物質，來⾃於⾮洲和阿拉伯半島部分地區的無花果屬開花樹。�具有抗�化和抗
癌特性，⻑期以來⼀直⽤於中藥和阿育吠陀醫學。沒藥膠可⽤於幫助減輕炎症、抵抗感染、減輕疼痛和腫脹、改善牙齦健
康、保護肝臟、降低膽固醇⽔平、幫助傷⼝癒合和改善⽪膚狀況（例如濕疹、褥瘡、痤瘡等）。 .�還可⽤於幫助治療膿
腫、哮喘、喉�痛、消化問題、肌⾁痙攣、⼝腔潰瘍和⽉經過多。沒藥膠可⽤於減少負⾯情�，與乳⾹結合使⽤時，�可
能有助於達到深度冥想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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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半胱�酸 [Imprint ]
N-⼄�半胱�酸 (NAC)，也稱為⼄�半胱�酸，是�基酸半胱�酸的衍⽣物，可促進穀胱⽢�的產⽣，穀胱⽢�是⼀種強
⼤的抗�化劑，有助於⾝體排毒。 NAC 可⽤於治療對⼄��基�中毒。此外，可以在�酒前服⽤，以幫助減少與�酒相
關的損害。 NAC 的其他⽤途包括肝臟⽀持、緩解與呼吸系統疾病（如⽀氣管炎）相關的症狀、增強⼤腦功能、改善睡
眠、增強免疫功能、降低患⼼�病的⾵險、幫助肺纖維化治療、幫助治療多囊卵巢綜合徵，並提⾼男性和⼥性的⽣育能
⼒。 NAC 還可⽤於治療神經退⾏性疾病（例如帕⾦森病）、精神健康障礙（例如 PTSD）、強迫症（OCD）、抑鬱症和藥
物濫⽤。

 NAC + 奶薊草  [Imprint ]
[新的] NAC + 奶薊結合了 N-⼄�半胱�酸 (NAC) 和奶薊，可能有助於⽀持肝功能、線粒體功能和解毒。

 NADH+ [Imprint ]
NADH 代表“煙��腺嘌呤⼆核�酸 (NAD) + � (H)”。這種化學物質在體內⾃然存在，並在產⽣能量的化學過程中發揮作
⽤。⼈們使⽤ NADH 補充劑作為藥物。 NADH ⽤於提⾼思維清晰度、警覺性、注意⼒和記憶⼒；以及治療阿爾茨海默
病。由於其在能量產⽣中的作⽤，NADH 還⽤於提⾼運動耐⼒和治療慢性疲勞綜合徵 (CFS)。有些⼈使⽤ NADH 治療⾼⾎
壓、⾼膽固醇、時差、抑鬱和帕⾦森病；增強免疫系統；反對酒精對肝臟和激素睾�的影響；減少衰⽼跡象，並防⽌稱為
⿑多夫定 (AZT) 的艾滋病藥物的副作⽤。 https://www.rxlist.com/nadh/supplements.htm

 NAT 純治療性� [Imprint ]
Keto OS NAT 是⼀種�補充劑，聲稱在向�的系統提供⽣物可利⽤的�⽅⾯⽐類似產品更有效。 Keto OS NAT 中
的“NAT”代表“Nutritionally Advanced Technology”。根據 Pruvit 的說法，OS NAT 能�⽐其他�類補充劑更好地抑制⻝
慾，如果�想要享受�類�⻝減肥，這是關鍵⻑期成功。據說 OS NAT 提供的外源性�在本質上與⾝體任何時候進⼊�症
時產⽣的內源性�相同。結果是�的⾝體將更好地將脂肪代謝為能量，⽽�'將⽐使⽤任何其他⽣�補充劑更快地減輕體
重。Keto OS NAT 是素⻝主義者，無麩質，不含糖醇，並使⽤⽔溶性 R-β �基丁...

 NF-κβ受體阻滯劑 [Imprint ]
NF-kappa beta 位於⼀⻑串炎症信號的開始。�不僅在急性和慢性炎症條件下升⾼，⽽且在癌症中起關鍵作⽤並維持有利
於其進展的狀態。該 IC 是在薑⿈素、乳⾹、蜂膠、綠茶、⽣薑、迷迭⾹、芹菜、Lens esculenta 和胡椒的提取物的幫助
下製成的，以及 α 硫⾟酸和反式⽩藜蘆醇。這是⼀個⾮常強⼤的組合，適合任何患有炎症的⼈，例如易激惹或炎症性腸
病、關節炎、⼼⾎管疾病、癌症、⾃⾝免疫性疾病和許多其他疾病。

 NUX 沃⽶卡 [Imprint ]
肌⾁張⼒亢進、消化不良便秘、頭痛、發熱疾病、呼吸道炎症、消化道炎症及陣發性、肝膽疾病、痔瘡、宿醉、⻝後不
適、�酒、藥物；泌尿道疾病、頭暈、⼼絞痛、神經和⾵濕痛、中空器官和肌⾁發作、神經過敏、抑鬱。胃腸道和肝臟疾
病；痙攣;濫⽤興奮劑（尼古丁、吸煙、酒精、巧克⼒、可卡因）的後果痙攣性便秘痔瘡；孕吐;經前煩躁。

 NVC-CA 30C（腦膜炎） [Imprint ]
NVC-CA 30C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於幫助治療由腦膜炎疫苗引起的傷害或副作⽤。

 Natrum Muriaticum 30CH [Imprint ]
Natrum Muriaticum，通常稱為海鹽，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幫助治療由過敏引起的流鼻涕以及頭痛、偏頭痛、感冒、
⼝腔潰瘍、唇�疹、⽔泡、蕁麻疹、花粉熱、打噴嚏、鼻⼦乾燥、乾燥咳嗽、胃灼熱、胃部不適、腹瀉、嘔吐、中暑、抑
鬱、濕疹、⽜⽪癬、⽪膚乾燥、癬和⽔瀦留。這種鹽有助於維持體內乾燥或過多液體的液體平衡。對於較低的效⼒，使
⽤“Natrum Muriaticum 3X”。

 Natrum Muriaticum 3X [Imprint ]
Natrum Muriaticum，通常稱為海鹽，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幫助治療由過敏引起的流鼻涕以及頭痛、偏頭痛、感冒、
⼝腔潰瘍、唇�疹、⽔泡、蕁麻疹、花粉熱、打噴嚏、鼻⼦乾燥、乾燥咳嗽、胃灼熱、胃部不適、腹瀉、嘔吐、中暑、抑
鬱、濕疹、⽜⽪癬、⽪膚乾燥、癬和⽔瀦留。這種鹽有助於維持體內乾燥或過多液體的液體平衡。要獲得更⾼的效⼒，請
使⽤“Natrum Muriaticum 30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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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rum Sulphuricum 6X [Imprint ]
組織鹽是 19 世紀⾸次⽤作順勢療法的�物質。�們旨在通過調整細胞內的�物質⽔平來幫助⽀持⾝體健康和癒合。
Natrum Sulphuricum (Nat Sulph)，通常稱為無⽔硫酸�，⽤於清潔�腺、肝臟和腎臟。�也可⽤於治療因濕度⽽惡化
的⽀氣管刺激以及感冒和流感及其相關症狀，包括⾵濕性疼痛、噁⼼和嘔吐。

 Nux Moschata 30CH [Imprint ]
Nux Moschata 是⼀種由⾁荳�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緩解伴有便秘的腹脹。�也可以⽤來幫助那些情�⾮常
多變的⼈（從突然的笑聲到哭聲）以及那些處於夢幻、困惑或昏昏欲睡狀態的⼈。

 Nux Vomica 30C [Imprint ]
Nux vomica，也被稱為毒果，是⼀種流⾏的順勢療法，⽤於治療宿醉和過度放縱豐富的⻝物。這種療法⾮常適合那些經
常⾮常寒冷、容易緊張、易怒和過度敏感的⼈。這種補救措施可能有助於治療消化不良、便秘、懷孕期間的噁⼼和嘔吐、
壓⼒、頭痛、偏頭痛、胃炎、潰瘍、胃灼熱和無效催促的尿路感染。

 Omega-3 / 多�組合 [Imprint ]
這是橄欖油多�、必需脂肪酸和薑⿈素的混合物。這些都充分證明了�們對⼼⾎管健康、癌症預防、關節健康、激素調節
等的益處。�也是⼀種⾮常好的抗炎配⽅，在任何慢性炎症疼痛的情況下都應考慮使⽤，例如關節炎疼痛或炎症性腸病。

 Oneness and Unity（Solfeggio） [聽得⾒]
這種Solfeggio頻率相當強⼤，並且與松果體激活有關。�可以⽤來回歸⼀體並連接到�的⾼我。為獲得最佳效果，每周
⾄少聽 3 次 IC，每次⾄少 15 分鐘，持續 4-6 週。將⾳量調節到舒適的中等/低⽔平。

 PCX 12C（紫杉醇） [Imprint ]
紫杉醇是⼀種化療藥物，⽤於治療多種癌症，如卵巢癌、乳腺癌、肺癌、卡波⻄⾁瘤、宮頸癌、�腺癌、膀胱癌、前列腺
癌、⿊⾊素瘤和⻝道癌。

 PEG破壞者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破壞添加劑 PEG，該添加劑⽤於許多化妝品和藥物中並導致嚴重過敏。

 PQQ+輔酶Q10 [Imprint ]
[新的] PQQ + CoQ10 結合了�咯並��� (PQQ) 和輔酶 Q10，可能有助於⽀持⼼⾎管、線粒體和神經系統健康。

 PT-141 � [Imprint ]
PT-141，也稱為 Bremelanotide，是⼀種⽤於男性和⼥性的�激素治療，有助於改善性功能。�可⽤於幫助男性勃起功
能障礙以及陽痿和早洩。 PT-141 還可⽤於改善⼥性的⼥性性功能障礙 (FSD) 和絕經前⼥性的性慾減退症 (HSDD)。�也可
⽤於增加男性和⼥性的性慾、喚醒和性慾。

 Paw Paw  [Imprint ]
Paw Paw 花精華是為了吸收和整合新的想法和信息，尤其是當信息的質量和數量容易讓⼈不知所措時。當⼀個⼈無法解
決問題時，可以使⽤這種精華，因為�會激活“⾼我”，在那裡我們可以找到所有問題的答案。�將減輕問題的負擔，因為
�激活了直觀的過程來提供解決⽅案。此外，這種精華提供平靜和清晰。

 Pent Vax (5 合 1 Vax) XMK  [Imprint ]
Pent Vax（5 合 1 Vax）XMK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由⽩喉、破傷⾵、百⽇咳（百⽇咳）、⼄型肝炎和 B 型流感嗜⾎桿菌
疫苗製成，可⽤於幫助減輕副作⽤和引起的不良反應由疫苗。如需降低效⼒，請使⽤“Pent Vax (5-in-1 Vax) 30K”、“Pent
Vax (5-in-1 Vax) 200K”或“Pent Vax (5-in-1 Vax) MK”。

 Pent Vax (5合1 Vax) MK  [Imprint ]
Pent Vax (5-in-1 Vax) MK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由⽩喉、破傷⾵、百⽇咳（百⽇咳）、⼄型肝炎和 B 型流感嗜⾎桿菌疫
苗製成，可⽤於幫助減輕引起的副作⽤和不良反應由疫苗。對於較低的效⼒，使⽤“Pent Vax (5-in-1 Vax) 30K”或“Pent
Vax (5-in-1 Vax) 200K”；要獲得更⾼的效⼒，請使⽤“Pent Vax (5-in-1 Vax) X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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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t Vax（五合⼀ Vax）200K [Imprint ]
Pent Vax (5-in-1 Vax) 200K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由⽩喉、破傷⾵、百⽇咳（百⽇咳）、⼄型肝炎和 B 型流感嗜⾎桿菌疫
苗製成，可⽤於幫助減輕引起的副作⽤和不良反應由疫苗。對於較低的效⼒，使⽤“Pent Vax (5-in-1 Vax) 30K”；要獲得
更⾼的效⼒，請使⽤“Pent Vax (5-in-1 Vax) MK”或“Pent Vax (5-in-1 Vax) XMK”。

 Pent Vax（五合⼀ Vax）30K [Imprint ]
Pent Vax（5 合 1 Vax）30K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由⽩喉、破傷⾵、百⽇咳（百⽇咳）、⼄型肝炎和 B 型流感嗜⾎桿菌
疫苗製成，可⽤於幫助減輕副作⽤和引起的不良反應由疫苗。要獲得更⾼的效⼒，請使⽤“Pent Vax (5-in-1 Vax) 200K”、
“Pent Vax (5-in-1 Vax) MK”或“Pent Vax (5-in-1 Vax) XMK”。

 Pf Vax 200K [Imprint ]
該 IC 是在⾼度稀釋的基於 mRNA 的疫苗溶液的幫助下製成的。�可⽤於幫助緩解疫苗的副作⽤和不良反應。對於較低的
效⼒，使⽤“Pf Vax 30K”；要獲得更⾼的效⼒，請使⽤“Pf Vax MK”或“Pf Vax XMK”。

 Pf Vax 30C [Imprint ]
該 IC 是在基於 mRNA 的疫苗的幫助下製成的。�可⽤於幫助緩解疫苗的副作⽤和不良反應。這種順勢療法是最近開發
的，�未進⾏任何臨床試驗。

 Pf Vax 30K [Imprint ]
該 IC 是在⾼度稀釋的基於 mRNA 的疫苗溶液的幫助下製成的。�可⽤於幫助緩解疫苗的副作⽤和不良反應。要獲得更⾼
的效⼒，請使⽤“Pf Vax 200K”、“Pf Vax MK”或“Pf Vax XMK”。

 Pf Vax MK [Imprint ]
該 IC 是在⾼度稀釋的基於 mRNA 的疫苗溶液的幫助下製成的。�可⽤於幫助緩解疫苗的副作⽤和不良反應。對於較低的
效⼒，使⽤“Pf Vax 30K”或“Pf Vax 200K”；要獲得更⾼的效⼒，請使⽤“Pf Vax XMK”。

 Pf Vax XMK [Imprint ]
該 IC 是在⾼度稀釋的基於 mRNA 的疫苗溶液的幫助下製成的。�可⽤於幫助緩解疫苗的副作⽤和不良反應。對於較低的
效⼒，使⽤“Pf Vax 30K”、“Pf Vax 200K”或“Pf Vax MK”。

 Pf Vax 副作⽤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可能有助於減少 Pf Biont vax 的副作⽤。 
包含：  β-葡聚�  MMXIX 30C  抗病毒/抗細菌/抗真菌  薑⿈素加  地塞⽶松 還有2...

 Pf Vax 副作⽤減少劑 4.0 [Imprint ]
該 IC 可能有助於減少 Pf Biont vax 副作⽤。 
包含：  薑⿈素加  碧蘿芷  烏⽶⾮諾⾱  Pf Vax XMK  鹽酸⻄替利� 還有2...

 Pf Vax 驅逐艦 [脈衝電磁場]
這是針對 Pf Vax 成分的 PEMF。

 Phenibut（4-�基-3-�基丁酸鹽酸鹽） [Imprint ]
Phenibut 在俄羅斯得到了廣泛的研究。�⽤於焦慮；沮喪;戒除酒精、麻醉劑和�⼆�卓類藥物；失眠症和精神分裂症。
�最常⾒的⽤途是治療廣泛性焦慮和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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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neumococcal-13 Vax 200K [Imprint ]
Pneumococcal-13 Vax 200K 是由肺炎球菌疫苗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含有肺炎鏈球菌⾎清型 1、3、4、5、6A、6B、
7F、9V、14、18C、19A、19F 的莢膜抗原糖的無菌溶液, 和 23F。�可⽤於幫助治療由疫苗引起的傷害或副作⽤。對於較
低的效⼒，使⽤“Pneumococcal-13 Vax 30K”；要獲得更⾼的效⼒，請使⽤“Pneumococcal-13 Vax
MK”或“Pneumococcal-13 Vax XMK”。

 Pneumococcal-13 Vax 30K [Imprint ]
Pneumococcal-13 Vax 30K 是由肺炎球菌疫苗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含有肺炎鏈球菌⾎清型 1、3、4、5、6A、6B、7F、
9V、14、18C、19A、19F 的莢膜抗原糖的無菌溶液, 和 23F。�可⽤於幫助治療由疫苗引起的傷害或副作⽤。要獲得更⾼
的效⼒，請使⽤“Pneumococcal-13 Vax 200K”、“Pneumococcal-13 Vax MK”或“Pneumococcal-13 Vax XMK”。

 Pneumococcal-13 Vax MK [Imprint ]
Pneumococcal-13 Vax MK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由肺炎球菌疫苗製成，含有肺炎鏈球菌⾎清型 1、3、4、5、6A、6B、
7F、9V、14、18C、19A、19F 的莢膜抗原糖的無菌溶液, 和 23F。�可⽤於幫助治療由疫苗引起的傷害或副作⽤。對於較
低的效⼒，使⽤“Pneumococcal-13 Vax 30K”或“Pneumococcal-13 Vax 200K”；要獲得更⾼的效⼒，請使
⽤“Pneumococcal-13 Vax XMK”。

 Pneumococcal-13 Vax XMK [Imprint ]
Pneumococcal-13 Vax XMK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由肺炎球菌疫苗製成，含有肺炎鏈球菌⾎清型 1、3、4、5、6A、
6B、7F、9V、14、18C、19A、19F 的莢膜抗原糖的無菌溶液, 和 23F。�可⽤於幫助治療由疫苗引起的傷害或副作⽤。如
需降低效⼒，請使⽤“Pneumococcal-13 Vax 30K”、“Pneumococcal-13 Vax 200K”或“Pneumococcal-13 Vax MK”。

 Pneumococcal-7 Vax 200K  [Imprint ]
Pneumococcal-7 Vax 200K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由肺炎球菌疫苗製成，含有肺炎鏈球菌⾎清型 4、6B、9V、14、
18C、19F 和 23F 的莢膜抗原糖的無菌溶液。�可⽤於幫助治療由疫苗引起的傷害或副作⽤。如需更⾼效⼒，請使
⽤“Pneumococcal-7 Vax MK”或“Pneumococcal-7 Vax XMK”。

 Pneumococcal-7 Vax MK [Imprint ]
Pneumococcal-7 Vax MK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由肺炎球菌疫苗製成，含有肺炎鏈球菌⾎清型 4、6B、9V、14、18C、
19F 和 23F 的莢膜抗原糖的無菌溶液。�可⽤於幫助治療由疫苗引起的傷害或副作⽤。對於較低的效⼒，使
⽤“Pneumococcal-7 Vax 200K”；要獲得更⾼的效⼒，請使⽤“Pneumococcal-7 Vax XMK”。

 Pneumococcal-7 Vax XMK [Imprint ]
Pneumococcal-7 Vax XMK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由肺炎球菌疫苗製成，含有肺炎鏈球菌⾎清型 4、6B、9V、14、18C、
19F 和 23F 的莢膜抗原糖的無菌溶液。�可⽤於幫助治療由疫苗引起的傷害或副作⽤。如需降低效⼒，請使
⽤“Pneumococcal-7 Vax 200K”或“Pneumococcal-7 Vax MK”。

 Pre + 益⽣菌 [Imprint ]
Pre + Probiotic 是益⽣元和益⽣菌的混合物，可⽤於幫助⽀持腸道菌群、改善免疫系統功能並促進最佳消化系統健康。該
IC 是在低聚半乳糖、低聚⽊糖、低聚果糖、⻑雙歧桿菌、乳雙歧桿菌、嬰兒雙歧桿菌、⿏李糖乳桿菌和嗜酸乳桿菌的幫助
下製成的。

 Pri-MMR Vax 200K [Imprint ]
Pri-MMR Vax 200K 是⼀種由麻疹/�腺炎/⾵疹疫苗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治療疫苗引起的傷害或副作⽤。對於
較低的效⼒，使⽤“Pri-MMR Vax 30K”；要獲得更⾼的效⼒，請使⽤“Pri-MMR Vax MK”或“Pri-MMR Vax XMK”。

 Pri-MMR Vax 30K [Imprint ]
Pri-MMR Vax 30K 是⼀種由麻疹/�腺炎/⾵疹疫苗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治療疫苗引起的傷害或副作⽤。要獲
得更⾼的效⼒，請使⽤“Pri-MMR Vax 200K”、“Pri-MMR Vax MK”或“Pri-MMR Vax X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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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MMR Vax MK [Imprint ]
Pri-MMR Vax MK 是⼀種由麻疹/�腺炎/⾵疹疫苗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治療疫苗引起的傷害或副作⽤。對於
較低的效⼒，使⽤“Pri-MMR Vax 30K”或“Pri-MMR Vax 200K”；要獲得更⾼的效⼒，請使⽤“Pri-MMR Vax XMK”。

 Pri-MMR Vax XMK [Imprint ]
Pri-MMR Vax XMK 是⼀種由麻疹/�腺炎/⾵疹疫苗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治療疫苗引起的傷害或副作⽤。如需
降低效⼒，請使⽤“Pri-MMR Vax 30K”、“Pri-MMR Vax 200K”或“Pri-MMR Vax MK”。

 R-硫⾟酸 [Imprint ]
α-硫⾟酸是⼀種抗�化劑，天然存在於 R-硫⾟酸和 S-硫⾟酸的 50/50 混合物中。 R-硫⾟酸本⾝作為許多參與能量⽣產的
酶的必需輔助因⼦。研究表明，僅含有 R-硫⾟酸的補充劑似乎⽐同時含有 R-硫⾟酸和 S-硫⾟酸的補充劑更容易被吸收。
R-硫⾟酸可⽤於幫助代謝葡萄糖、產⽣能量、調節⾎糖⽔平、控制 2 型糖尿病、改善神經病變症狀、促進體重減輕、減少
炎症、促進健康的神經功能和增強免疫系統功能。該 IC 是在與�結合的 R-硫⾟酸的幫助下製成的，以最穩定、可吸收的
形式提供�。

 RAD-140 + MK-677 � [Imprint ]
RAD-140 + MK-677 �可以⼀起使⽤，為瘦⾝框架增加更多的肌⾁質量。 
包含：  MK-677 �  RAD-140 �

 RAD-140 � [Imprint ]
RAD-140 �，也稱為睾�，屬於⼀類稱為選擇性雄激素受體調節劑 (SARM) 的分⼦。 SARM 與雄激素受體結合，主要�向
肌⾁和⾻骼組織，對前列腺和其他器官的影響最⼩。 SARM 在健⾝⾏業中越來越受歡迎，因為�們是類固醇的絕佳替代
品，因為�們與類固醇不同，旨在針對特定區域。 RAD-140 模仿睾�，但研究表明�⽐睾�具有更⼤的合成代謝作⽤。
RAD-140 是最流⾏的⽤於增強肌⾁質量的 SARM 之⼀。�還可⽤於幫助增加耐⼒、提⾼表現、改善合成代謝作⽤、對抗肌
⾁萎縮、幫助減少脂肪、控制⾻質疏鬆症和保護腦細胞。

 Relationship 補救 [Imprint ]
關係補救措施可⽤於改善所有關係的質量，尤其是親密關係。�可以幫助⼀個⼈釋放怨恨和情�，以及表達感受和加強溝
通。此外，Relationship Remedy 可能有助於處理混亂、情�痛苦和不穩定關係的動盪。此外，�還可⽤於打破可能阻礙
當前成⼈關係的早期消極家庭條件和模式。當與“性療法”結合使⽤時，�可以提⾼⼈際關係的親密程度。這個IC是在
Bluebell、Boab、Bottlebrush、Bush Gardenia、Dagger Hakea、Flannel Flower、Mint Bush、Red Helmet
Orchid、Red Suva Frangipani和Wedding Bush...

 Rhus Toxicodendron 30CH [Imprint ]
Rhus Toxicodendron (Rhus tox)，也稱為毒藤，是⼀種順勢療法藥物，最常⽤於幫助緩解與類⾵濕性關節炎相關的症
狀，如關節疼痛。�還可⽤於幫助改善運動、減輕背部疼痛和僵硬、減輕濕疹症狀、緩解瘙癢、緩解某些類型的唇�疹，
以及減少煩躁和不安。漆樹毒素也可⽤於幫助控制⽪膚刺激、帶狀�疹和�疹。

 Ruta Graveolens 30C [Imprint ]
Ruta Graveolens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於治療因⻑時間使⽤電腦或智能⼿機⽽導致的�傷、瘀傷、⾻骼損傷和眼睛疲
勞。�也可⽤於幫助緩解關節發炎、疼痛以及酸痛和僵硬。 Ruta Graveolens 可⽤於寵物治療關節炎疼痛、�傷和跛⾏。

 S-腺�蛋�酸 [Imprint ]
這種物質是�基酸蛋�酸的⼀種形式，⽤於治療肝臟疾病（例如慢性肝炎、肝硬化）、抑鬱症、纖維肌痛和⾻關節炎。

 Sabal Homaccord [Imprint ]
Sabal homaccord 可⽤於幫助緩解與前列腺肥⼤相關的症狀，例如尿路炎症、尿急，以及排尿時的疼痛和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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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opal A5H [Imprint ]
A5H 由 A-KGS（α-�戊⼆酸）和 5-HMF（5-�甲基糠�）組成。聽起來如此復雜的東⻄涉及⼈體中相當⾃然的新陳代謝
過程。⻄梅汁中含有⾼濃度的5-HMF，具有很⾼的抗�化能⼒。活性成分組合 A5H 將�化應激轉化為對我們的細胞很重要
的燃料。通過這種⽅式，�可以幫助我們的線粒體（我們細胞中的發電站）產⽣能量。如果沒有⾜�的�氣和燃料可⽤，
電池就不能以最佳狀態⼯作。沒有營養物質可以被吸收，因此細胞開始積累廢物。細胞再⽣不良，⽼化更快，最終死亡。
Junghans 等⼈：⼗⼆指腸內輸注 α-�戊⼆酸可降低⽣⻑豬的全⾝能量消耗，P.，Clinical Nutrition Cynober ...

 Semax� [Imprint ]
Semax 是⼀種合成�藥物，以其促智、神經保護和神經原/神經恢復特性⽽聞名。�是根據促腎上腺⽪質激素（ACTH）的
分⼦結構開發的。 Semax 可⽤於增加註意⼒和短期記憶、預防⼤腦和神經損傷、增強認知功能、緩解注意⼒缺陷多動障
礙 (ADHD) 的體徵和症狀、改善⾎液循環、對抗抑鬱和減少焦慮。 Semax 也可⽤於幫助中⾵恢復。

 Sepia Officialis 200CH [Imprint ]
Sepia officialis（俗稱墨⿂墨⽔）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能有助於治療⽉經期間的腹脹和腰痛。�還可能有助於緩解荷
爾蒙失衡、產後抑鬱症 (PPD)、抑鬱症、焦慮症、經前綜合症 (PMS)、經痛和痙攣、⽉經不調、懷孕期間的噁⼼和嘔吐、
更年期症狀、潮熱、易怒、⼦宮脫垂、不孕症、慢性疲勞、頭痛和消化系統疾病。 200CH 效⼒對患有急性疾病的⼈有
益。

 Silicea 1M [Imprint ]
Silicea，通常稱為⼆�化矽，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能有助於治療過度勞累引起的疲勞和易怒。�也可⽤於幫助治療膿
腫、⽪疹、潰瘍、向內⽣⻑的指甲、⿆粒腫、碎⽚、阻塞的淚管、乾燥易碎的頭髮、乾燥易碎的指甲、濕疹、⽜⽪癬、便
秘、瘢痕疙�和�痕。對於較低的效⼒，使⽤“Silicea 30CH”。

 Silicea 30CH [Imprint ]
Silicea，通常稱為⼆�化矽，是⼀種順勢療法，可能有助於治療過度勞累引起的疲勞和易怒。�也可⽤於幫助治療膿腫、
⽪疹、潰瘍、向內⽣⻑的指甲、⿆粒腫、碎⽚、阻塞的淚管、乾燥易碎的頭髮、乾燥易碎的指甲、濕疹、⽜⽪癬、便秘、
瘢痕疙�和�痕。要獲得更⾼的效⼒，請使⽤“Silicea 1M”。

 Spinifex [Imprint ]
Spinifex 花精適⽤於那些有成為疾病受害者的感覺並且無法控制疾病的⼈，特別是那些有持續和反�症狀的⼈。這種本質
可以通過對疾病的情感理解賦予⼀個⼈⼒量。

 Stasis Breaker（動物⽤） [Imprint ]
Stasis Breaker 是中國傳統獸醫中使⽤的中草藥混合物，可幫助治療狗、貓和⾺的瘤形成、結節和腫瘤。此 IC 是在⽩花蛇
蛇草（Oldenandia）、半枝蓮（⿈芩）、鄂朱（澤多利亞）、⽊⾥（蜀）、三�（天竺葵）和哲⾙⽊（⾙⺟）的幫助下
製作的。

 T4（甲狀腺素） [Imprint ]
Synthroid 是治療甲狀腺功能減退症的最受歡迎的合成 T4 品牌。

 TB-500 � [Imprint ]
TB-500 �是胸腺� Beta 4 (TB-4) 的合成版本，這是⼀種存在於動物和⼈類中的天然癒合蛋⽩。 TB-500 主要⽤於研究⽬
的和獸醫⽤途。 TB-500 �被認為有助於⽀持肌⾁癒合和恢復，並⽀持新⾎管、肌⾁組織纖維的發育，並促進細胞遷移。
�還可能有助於改善傷⼝癒合、減少關節炎症、縮短恢復時間並提⾼耐⼒⽔平。

 Taheebo 完全提取物 [Imprint ]
Taheebo - 也被稱為 Pau d'Arco、Lapacho 和 Ipe Roxo - 由 Tabebuia impetiginosa (Martius ex DC) Standley 樹的內部
樹⽪製成。這種樹原產於南美洲和中美洲的熱帶⾬林，傳統上，亞⾺遜的⼟著社區使⽤內部樹⽪來治療胃部、⽪膚和炎
症。許多稱為��的化合物，主要是拉帕�和β-拉帕�，已從內部樹⽪中分離出來，並被認為是聲稱的益處的原因。樹⽪
可歸類為植物免疫刺激劑。 Taheebo 可⽤於減少炎症、對抗細菌和真菌感染、幫助治療凝⾎、促進減肥、對抗癌症、⽀
持免疫系統、減少⾵濕性疼痛和幫助治療抑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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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o 和培訓助推器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含有增加睾�的物質。 
包含：  �性緩衝肌酸  促紅細胞⽣成素 (EPO)  參  ⽣⻑激素  睾� 還有1...

 Tolerance （太陽神經叢/肚臍脈輪） [脈衝電磁場]
肚臍輪掌管胃、上腸、上背部和上脊柱。�有助於應對挑戰和對他⼈⾏為的過度敏感，以及�如何管理對他⼈和⾃⼰的耐
⼼。肚臍脈輪的問題會導致⼒量和控制問題。該 IC 適⽤於糖尿病、消化/腎上腺器官疾病和低⾎糖症。

 Tonsilla [Imprint ]
Tonsilla 是⼀種順勢療法，⽤於刺激淋巴系統和改善⾝體的防禦機制。

 Uva Ursi 葉⼦ [Imprint ]
Uva Ursi，也被稱為熊果（因為熊喜歡吃植物的漿果），是⼀種在北美和歐亞⼤陸發現的果實植物。幾個世紀以來，這種
植物的葉⼦⼀直被⽤作草藥。 Uva Ursi 葉具有利尿、收斂和抗炎的特性。 Urva Ursi 葉最常⽤於幫助治療膀胱炎（膀胱感
染）和尿路感染（UTI）。�也可⽤於幫助治療感染、盆腔炎、前列腺肥⼤、⽀氣管炎和肺炎。

 VIP� [Imprint ]
VIP，也稱為⾎管活性腸多�，是⼀種存在於�腺、腸道和中樞神經系統中的�激素。�可⽤於幫助減少體內炎症、調節
免疫系統、降低⾎壓、放鬆胃腸道的平滑肌以及增加胃腸道釋放的⽔量。 VIP 還可能有助於治療神經退⾏性疾病、肺纖維
化、炎症性腸病和⼼臟纖維化。

 Variolinum 200K [Imprint ]
Variolinum 200K，天花結節（更準確地說是 sarcode）是⼀種順勢療法藥物，由天花患者膿�的膿液製成。�也可⽤於
幫助預防天花以及幫助緩解天花症狀。對於較低的效⼒，使⽤“Variolinum 30K”；要獲得更⾼的效⼒，請使
⽤“Variolinum MK”或“Variolinum XMK”。

 Variolinum 30K [Imprint ]
Variolinum 30K，天花結節（更準確地說是 sarcode）是⼀種順勢療法藥物，由天花患者膿�的膿液製成。�也可⽤於幫
助預防天花以及幫助緩解天花症狀。要獲得更⾼的效⼒，請使⽤“Variolinum 200K”、“Variolinum MK”或“Variolinum
XMK”。

 Variolinum MK [Imprint ]
Variolinum MK，天花結節（更準確地說是 sarcode）是⼀種順勢療法藥物，由天花患者膿�的膿液製成。�也可⽤於幫
助預防天花以及幫助緩解天花症狀。對於較低的效⼒，使⽤“Variolinum 30K”或“Variolinum 200K”；要獲得更⾼的效
⼒，請使⽤“Variolinum XMK”。

 Variolinum XMK [Imprint ]
Variolinum XMK，天花結節（更準確地說是 sarcode）是⼀種順勢療法藥物，由天花患者膿�的膿液製成。�也可⽤於幫
助預防天花以及幫助緩解天花症狀。對於較低的效⼒，使⽤“Variolinum 30K”、“Variolinum 200K”或“Variolinum
MK”。

 Wyethia Helenioides 30CH [Imprint ]
Wyethia Helenioides（俗稱毒草）是⼀種順勢療法，其主要適應症是花粉熱和季節性過敏。�也可⽤於幫助治療咽炎、
鼻癢、乾咳（乾咳）和痔瘡。

 β-葡聚� [Imprint ]
β-葡聚�是⼀種可溶性膳⻝纖維，可⽤於改善膽固醇⽔平和促進⼼臟健康。�也可⽤於幫助調節⾎糖⽔平和刺激免疫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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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γ-�基丁酸 (GABA) [Imprint ]
γ-�基丁酸 (GABA) 是⼀種由⼤腦產⽣的神經遞質。�是⼀種天然的⼤腦鬆弛劑，因為�可以阻斷神經細胞之間的某些衝
動並降低神經系統的活動。當 GABA 附著在其受體上時，會對⼤腦和⾝體產⽣�靜作⽤。 GABA 可⽤於幫助減少焦慮和壓
⼒、預防癲癇發作、減少恐懼、改善情�、幫助治療經前期綜合徵 (PMS)、改善睡眠質量、減少炎症、治療注意⼒缺陷多
動障礙 (ADHD)、降低⾎壓和增加瘦肌⾁質量的增⻑。

 ⼀枝⿈花 [Imprint ]
Solidago ⽤於治療所有腎臟和膀胱疾病，以及刺激腎臟和泌尿道的排泄功能和防禦系統。�也可⽤於暫時緩解輕微的泌尿
不適，包括疼痛、排尿時灼痛和尿急。此外，�可能有助於治療淋巴⽔腫和腎硬化。

 ⼀�化�合酶調節劑 [Imprint ]
這種組合配⽅匯集了多種營養素和草藥提取物，�們都可以⽀持 NOS（⼀�化�合酶）酶組的健康功能。�包括
ATP（作為腺� 5'-三磷酸⼆�）Xanthinol Nicotinate N-Acetyl L-Carnitine（作為 N-⼄�基 L-⾁�鹽酸鹽）Alpha-
GPC（L-α⽢油基磷�膽�）。考慮這個公式，以⽀持能量⽣產和運動表現，提⾼精神清晰度，免疫⽀持，以及優化體內
硫酸鹽的產⽣。

 ⼀般疲勞（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對抗⼀般疲勞的Rife頻率。

 ⼀般腎補品（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促進健康腎功能的Rife頻率。

 ⼀般葡萄球菌（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葡萄球菌引起的感染的Rife頻率。

 ⼀般補品混合 [Imprint ]
普通滋補混合物（⼗全⼤補丸）是中藥的組合，⽤於促進氣⾎，溫暖陽氣，有益於脾⼼和⼼臟。此外，�還可⽤於幫助貧
⾎，⻝慾不振，背部虛弱，畏寒，⼿�冰冷，⾯⾊蒼⽩，慢性咳嗽，消化不良，頭暈，疲勞，腿軟，產後虛弱，氣短，慢
性和未癒合的瘡、術後恢復、全⾝虛弱以及缺乏能量和體⼒。該IC是在黨參（黨參/黨參）、熟地⿈（Rehmannia，治愈/
舒地⿈）、⽩芍（⽩芍/⽩芍）、當歸（當歸根）的幫助下製成的。 、湯桂/當歸）、茯苓（茯苓、茯苓、茯苓/茯苓）、
⽩朮（⽩朮/⽩朮）、⿈芪（⿈芪/⿈芪）、⼤棗（紅棗/紅棗） 、⼤棗）、川芎（⿈芩/川芎）、⽢草（⽢草/⽢草）、⾁桂
（桂⽪/⾁桂）、⽣薑（乾薑/乾薑）。

 丁基�基甲� (BHT) [Imprint ]
丁基�基甲� (BHT) 是⼀種合成化合物，廣泛⽤作⻝品防腐劑。�是⼀種抗�化劑，已被⽤作抗⼄型肝炎、丙型肝炎、愛
潑斯坦巴爾病毒、�疹病毒、⽣殖器�疹和唇�疹的抗病毒劑。該 IC 是在 BHT 和維⽣素 C 的幫助下製成的。

 丁⽐妥 [Imprint ]
Butalbital 是⼀種巴⽐妥類⽌痛藥，最常⽤於治療頭痛或肌⾁⾻骼疼痛。�通常與對⼄��基�或阿司匹林聯合使⽤，以
獲得更全⾯的⽌痛效果。那些尋求輕度�痛的⼈可以將其⽤作獨⽴ IC。與其他抗炎藥形成複合物，以獲得更強⼤的效果。

 丁酸�� [Imprint ]
丁酸��由�、�和丁酸（⼀種短鏈脂肪酸）組成。�可⽤於幫助⽀持消化系統健康、降低體內炎症，以及治療腸易激綜
合徵 (IBS) 和克羅恩病。丁酸��還可⽤於幫助清潔肝臟和膽囊，⽀持腸道中有益細菌的形成，改善腸道功能，幫助減
肥，減少腹脹，減少便秘和促進排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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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酸鹽 [Imprint ]
丁酸鹽是由⼤腸中的健康細菌通過可溶性纖維的發酵產⽣的。�是⼤腸細胞的主要燃料，對於維持腸壁的完整性和防
⽌“腸漏”⾄關重要。丁酸鹽還調節⼤腸細胞中的基因表達，從⽽降低患結直腸癌的⾵險。其將結腸直腸癌細胞轉化回正常
表型的能⼒已被廣泛記錄。丁酸鹽可激活對維持全⾝結締組織的健康和完整性⾄關重要的基因。在克羅恩病、潰瘍性結腸
炎或 IBS 等消化系統炎症的任何情況下都應考慮使⽤丁酸鹽。丁酸鹽也適⽤於消化道以外的疾病，例如肝臟解毒、認知功
能和任何神經系統疾病。狗的微⽣物組中也有產⽣丁酸鹽的細菌。該產品適⽤於患有消化系統疾病的狗，如腹瀉、結腸炎
和便秘。

 丁⾹ [Imprint ]
丁⾹是⼀種被稱為“丁⾹”的樹的花蕾，通常⽤作⾹料。此外，丁⾹以其強⼤的藥⽤特性⽽聞名，已被⽤於減少炎症、幫助
治療咳嗽和感冒、增強免疫系統功能、幫助抵抗細菌感染、幫助牙痛和⼝腔健康、促進消化系統健康、幫助預防癌症，調
節⾎糖，刺激⾎液循環，提⾼睾�⽔平，增強性健康，幫助緩解頭痛和壓⼒。

 丁⾹（胡爾達·克拉克） [Imprint ]
丁⾹原產於印度尼⻄亞，主要以其抗菌特性（細菌、微⽣物、病毒）⽽聞名。�也是⼀種有效的防腐劑和公認的抗炎劑。
在外部，丁⾹可⽤於消毒傷⼝，緩解牙痛以及對抗⼝臭。在內部，�的抗菌作⽤可以緩解尿路感染、腎結⽯和膀胱炎。丁
⾹也是⼀種很好的局部麻醉劑。

 七菊地⿈丸 [Imprint ]
七菊地⿈丸已被⽤於中藥 (TCM) 滋補肝腎。�也可⽤於幫助治療眩暈、頭暈、⽿鳴、畏光、⾵流淚和視⼒模糊。該IC是在
枸杞⼦、菊花、熟地⿈、薏⼦、薯�、澤瀉、牡丹⽪的幫助下製成的。

 三七⽅ [Imprint ]
三七⽅（三七⽚）是傳統上⽤於治療各種疾病引起的出⾎的草藥組合。�可⽤於幫助治療出⾎（內部或外部）、尿液或糞
便中的⾎液、感染出⾎、瘀傷、咳⾎（咯⾎）、急性克羅恩病、鼻出⾎（流鼻⾎）、牙齦出⾎、痔瘡、嘔⾎（嘔吐）
⾎）、⽉經過多、靜脈炎、直腸出⾎、潰瘍出⾎和⼦宮出⾎。三七⽅也可⽤於幫助因外傷或關節炎引起的疼痛和腫脹。在
中醫中，三七⽅可⽤於⽌⾎、化瘀、瀉毒。此 IC 是在三七 (Pseudoginseng Tienqi Ginseng / San Qi, Tian Qi)、⿓牙草
(Agrimony / Xian He Cao)、雞冠花 (雞冠花 / Ji Guan Hua)、⽩茅根 (Impe...

 三七花 [Imprint ]
[新的] 三七花，也稱為三七或中國⼈參，是⼀種⽤於中藥的植物。�可能有助於改善⾎液循環，減輕疼痛，⽌⾎，促進⼼
臟健康，增強能量，提⾼免疫功能，減少運動後的肌⾁疲勞，消腫，�定神經系統。

 三甲基⽢�酸 [Imprint ]
三甲基⽢�酸 (TMG)，也稱為甜菜�或無⽔甜菜�，是⼈體可以⾃然產⽣的重要化合物。�也存在於各種⻝物來源中，例
如甜菜根。 TMG 參與甲基化，這是⼀個對 DNA ⽣產⾄關重要的過程。�可⽤於幫助維持正常的同型半胱�酸⽔平、改善
⼼臟健康、提⾼運動表現、預防抑鬱、促進健康的�島素⽔平、增強蛋⽩質⽣產、減少疲勞和增強能量、緩解⼝乾、維持
健康的線粒體功能和促進健康肝功能。

 三�甲狀腺原�酸 [Imprint ]
三�甲狀腺原�酸⼜稱T₃，是⼀種由甲狀腺產⽣和釋放的重要激素，受垂體前葉分泌的促甲狀腺激素調節。�被認為是甲
狀腺激素的活性形式，對調節⾝體的新陳代謝、體溫和⼼率⾄關重要。此外，T₃ 有助於調節肌⾁⼒量和控制、⾻質流失、
中樞神經系統、⽉經週期和能量消耗。

 三腔平衡 [脈衝電磁場]
該 IC 有助於將能量整合到頭蓋⾻、胸部和腹部的主要腔體中，以使能量流過系統。當這些空腔表現不佳或無法溝通時，
可能會出現能量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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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葉草 [Imprint ]
[新的] 三葉草是三種原產於印度的不同植物的組合：印度醋栗 (Amla)、Bibhitaki 和 Haritaki。這種草藥已在阿育吠陀醫
學中使⽤了數千年。�可能有助於促進⼝腔健康、控制牙齦炎、降低⾎糖⽔平、改善蠕動、緩解便秘、減少炎症、改善與
關節炎和痛⾵相關的症狀以及減輕壓⼒。

 三葉草和� [Imprint ]
Triphala 具有廣泛的⽤途，從緩解便秘和降低⾎糖到抗炎、抗癌、抗菌、防輻射和化療以及其他好處。在這個配⽅中，與
�結合使⽤，可優化腸道正常化和緩解便秘。

 上呼吸道感冒 [脈衝電磁場]
這種組合 IC 可幫助治療上呼吸道感冒。 
包含：  普通感冒 - 喉  普通感冒蝶竇  感冒和流感藥物  免疫

 上帝之吻 [Imprint ]
該 IC 旨在幫助賜予上帝的祝福。

 上⽪� [Imprint ]
Epithalon，也稱為 Epitalon，是多�上⽪�的合成版本。 Epithalon 可⽤於刺激端粒酶的產⽣，端粒酶是⼀種幫助細胞
複製端粒的酶，端粒是 DNA 的“保護部分”。�還可⽤於幫助對抗衰⽼、促進睡眠、延緩和預防與年齡有關的疾病、改善
⽪膚健康和外觀、治愈受傷和惡化的肌⾁細胞以及改善情�。 Epithalon 已被證明具有抗�化和抗衰⽼的特性。

 下丘腦調理 [聽得⾒]
這個有聲 IC 可以幫助調節下丘腦。

 下丘腦調諧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是為了⽀持下丘腦的癒合⽽開發的。

 不含雌⼆醇的更年期逆轉劑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可⽤於幫助更年期婦⼥的基本激素需求，⽽不會增加雌激素。 
包含：  乳房防禦  荷爾⽶爾  更年期緩解  更年期⽀持  脫�酶 還有1...

 不孕症（Rife） [脈衝電磁場]
不孕症的Rife頻率。

 不孕症（⼥性和男性） [Imprint ]
- 
包含：  諾麗  �⻄汀  ⽜前列腺提取物

 丘腦組合 [Imprint ]
Thalamus Compositum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於刺激退⾏性疾病和腫瘤的中樞調節功能。�還可⽤於暫時緩解絕經前
的不適，包括潮熱、出汗過多和疲勞，以及作為激素替代療法的輔助⼿段。

 丘腦調理 [聽得⾒]
這個有聲 IC 可以幫助調節丘腦。

 丙�拉� [Imprint ]
丙�拉�最常⽤於預防癌症治療相關的噁⼼和嘔吐。�還⽤於治療與迷路炎相關的偏頭痛和眩暈。疲勞和�靜是常⾒的副
作⽤。請勿在駕駛或使⽤其他重型設備前 6 ⼩時使⽤此 IC。⾸次使⽤應在受控環境中進⾏，以評估個體耐受性和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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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 Homaccord [Imprint ]
China Homaccord 是⼀種順勢療法，⽤於暫時緩解因壓⼒、過度勞累或疾病引起的疲憊或疲勞。�也可⽤於治療持續的
疲倦、虛弱、虛弱和神經系統失衡。

 中國五元素 - ⽊ [脈衝電磁場]
據說中國元素會影響個⼈的整體健康、個性、情�和⾏為。元素是⽊、⽕、⼟、⾦屬和⽔。⽊元素作⽤於膽囊、肝臟、眼
睛和肌腱。相關的情�是憤怒。使⽤IC Complex“中國五⾏”來幫助平衡所有中國五⾏以及⽣命活動和氣（即天⽕）的⾝
⼼。

 中國五元素+⿑ [脈衝電磁場]
據說中國元素會影響個⼈的整體健康、個性、情�和⾏為。當發⽣顯著的元素失衡時，就會出現疾病。⼀旦找到不平衡，
就可以開始治癒疾病並防⽌將來發⽣疾病。了解元素平衡和不平衡⾮常重要，因為�們不僅會影響⼀個⼈的健康，還會影
響⼀個⼈的社交和情感發展。這個 IC 複合體可⽤於平衡中國 5 元素以及⽣命活動和氣（即天⽕）。 
包含：  中國元素 - ⿑  中國五⾏——⼟  中國五⾏——⽕  中國五元素-⾦屬  中國五要素——⽔ 還有1...

 中國五元素-⾦屬 [脈衝電磁場]
據說中國元素會影響個⼈的整體健康、個性、情�和⾏為。元素是⽊、⽕、⼟、⾦屬和⽔。⾦屬元素作⽤於⽪膚、頭髮、
鼻⼦、⼤腸和肺。相關的興⾼采烈的情�是悲傷。使⽤IC Complex“中國五⾏”來幫助平衡所有中國五⾏以及⽣命活動和氣
（即天⽕）的⾝⼼。

 中國五⾏——⼟ [脈衝電磁場]
據說中國元素會影響個⼈的整體健康、個性、情�和⾏為。元素是⽊、⽕、⼟、⾦屬和⽔。⼟元素作⽤於肌⾁、嘴巴、胃
和脾臟。相關的情�是沉思。使⽤IC Complex“中國五⾏”來幫助平衡所有中國五⾏以及⽣命活動和氣（即天⽕）的⾝⼼。

 中國五⾏——⽕ [脈衝電磁場]
據說中國元素會影響個⼈的整體健康、個性、情�和⾏為。元素是⽊、⽕、⼟、⾦屬和⽔。⽕元素作⽤於⾎管、⾆頭、⼩
腸和⼼臟。相關的情�是喜悅。使⽤IC Complex“中國五⾏”來幫助平衡所有中國五⾏以及⽣命活動和氣（即天⽕）的⾝
⼼。

 中國五要素——⽔ [脈衝電磁場]
據說中國元素會影響個⼈的整體健康、個性、情�和⾏為。元素是⽊、⽕、⼟、⾦屬和⽔。元素⽔作⽤於⾻骼、⽿�、膀
胱和腎臟。相關的情�是恐懼。使⽤IC Complex“中國五⾏”來幫助平衡所有中國五⾏以及⽣命活動和氣（即天⽕）的⾝
⼼。

 中國元素 - ⿑ [脈衝電磁場]
據說中國元素會影響個⼈的整體健康、個性、情感和⾏為。氣是在任何時候都在體內循環的⽣命能量。使⽤IC
Complex“中國五⾏”來幫助平衡所有中國五⾏以及⽣命活動和氣（即天⽕）的⾝⼼。

 中樞壓⼒創傷迷⾛神經交感神經 [脈衝電磁場]
此 PEMF 旨在緩解中⼼應⼒軸。 
包含：  交感神經PEMF  創傷  迷⾛神經放⼤器

 中⽿炎 [Imprint ]
中⽿炎是⼀組中⽿炎性疾病。�的適應症包括⽿�炎症和⽿鳴、過度敏感、害羞、粘⼈、聽⼒困難、中⽿和外⽿炎症、⽿
�發癢、⽿�流膿、游泳⽿、⽿鳴和⽿鳴、⽿�飽脹感、⾻骼發炎、發燒、平衡問題和頭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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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鏈⽢油三� (MCT) [Imprint ]
MCT 是電池的最佳燃料來源。⼀旦被消耗，MCT 在投⼊使⽤之前不需要經過肝臟處理。當 MCT 作為燃料燃燒時，�們會
產⽣�體，因此補充 MCT 有助於建⽴�症和�適應狀態。該 IC 適⽤於疲勞、體重減輕、腦霧、癌症、糖尿病和⼀般健康
⽀持。

 中⾵後的⾔語問題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可幫助解決中⾵引起的語⾔問題。

 中⾵癱�（Rife ） [脈衝電磁場]
可⽤於幫助治療中⾵癱�的Rife 頻率。

 丹參 [Imprint ]
丹參，⼜名丹參或丹參，是⼀種草本植物，其根在中藥中具有很⾼的價�。多年來，�⼀直⽤於幫助治療循環問題、中
⾵、胸痛（⼼絞痛）、⾼⾎壓以及其他⼼臟和⾎管疾病。還可⽤於⽉經不調、慢性肝病、流產、⼼跳加快、胸悶引起的失
眠。

 ⼄⼆�四⼄酸 (EDTA) [Imprint ]
⼄⼆�四⼄酸 (EDTA) 是⼀種⽤於�合療法的化合物，⽤於去除體內的重⾦屬毒素（如鉛、�和汞）。使⽤ EDTA 時服⽤
多種維⽣素和�物質很重要，因為⼀些有益�物質也可能被去除。該 IC 是在 EDTA �⼆�的幫助下製成的。

 ⼄型肝炎 [Imprint ]
⼄型肝炎是由⼄型肝炎病毒引起的肝臟疾病。�可以引起急性和慢性感染。病毒通過⾎液或其他體液在⼈與⼈之間傳播。
⼄型肝炎適應症包括所有肝臟疾病、⾃⾝免疫性疾病、疲勞、肌⾁和關節疼痛、復發性和慢性肝炎、肝硬化、肝功能障
礙、肝臟腫⼤、淋巴炎症和癌症、⿈疸、多發性硬化、嚴重瘙癢、⾃⾝免疫性疾病和慢性炎症（如甲狀腺、�腺、關節、
⼤腸）、⾃我抑制、抑鬱與躁狂交替出現、消極的⼈⽣觀、低⾃信⼼、煩躁不安、暴怒、缺乏⾃我反省、害怕失敗、衝
動、不靈活、⾃我中⼼和分離。

 ⼄型肝炎伴 EB [Imprint ]
具有 EB 適應症的⼄型肝炎包括所有肝病、⾃⾝免疫性疾病、疲勞、肌⾁和關節疼痛、復發性和慢性肝炎、肝硬化、肝功
能障礙、肝腫⼤、淋巴炎症和癌症、⿈疸、多發性硬化、嚴重瘙癢、⾃⾝免疫性疾病和慢性炎症（如甲狀腺、�腺、關
節、⼤腸）、⾃我抑制、抑鬱與躁狂交替出現、消極的⼈⽣觀、低⾃信⼼、煩躁不安、暴怒、缺乏⾃我反省、害怕失敗、
衝動、僵化、⾃我中⼼和分離。

 ⼄�左旋⾁� [Imprint ]
L-⾁�是⼀種�基酸，在細胞內的能量⽣產中起著核⼼作⽤。 �是細胞能�燃燒脂肪作為燃料的必要輔助因⼦。 左旋⾁
�的⼄�化形式對⼤腦更具特異性，因為這種形式可以穿過⾎腦�障。 �適⽤於改善精神表現、腦霧，並且是⼀種極好的
治療“化療腦”的⽅法，這種腦霧是眾所周知的與常規化療有關的腦霧。

 ⼄�⽔楊酸 [Imprint ]
⼄�⽔楊酸⽤於治療各種病症，包括發燒、疼痛、⾵濕熱和炎症性疾病，如類⾵濕性關節炎、⼼包炎和川崎病。 �還⽤於
降低因⼼�病發作⽽死亡的⾵險，或在某些情況下降低中⾵的⾵險。

 乳房增⼤ [Imprint ]
該 IC 含有增加⼥性乳房⼤⼩的物質。不要在患有乳腺癌或任何其他卵巢、⼦宮、乳房疾病的情況下使⽤。 
包含：  ⼥⼠珍貴混紡  神經⽀持  胡蘆巴�粉  雌⼆醇  果味�酒花 還有1...

 乳房發育不全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可幫助乳房發育不全和泌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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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房防禦 [Imprint ]
該配⽅含有槲⽪素、⿈芩、薑⿈ (BCM-95)、⿈芪、燈⼼草、靈芝、桑⿈、⼆��甲� (DIM)。這些是強⼤的免疫激活營養
素，包括薑⿈素和重要的抗癌��。�還含有⼤劑量的 DIM，有助於雌激素和其他類固醇激素的健康代謝。該公式不僅應
考慮⽤於乳腺癌，還應考慮⽤於其他激素敏感性癌症，例如卵巢癌和前列腺癌。�也是這些類型癌症倖存者作為預防性治
療的重要配⽅。

 乳清酸� [Imprint ]
乳清酸�是由�和乳清酸（⼀種參與 DNA 和 RNA 形成的天然物質）組成的複合物。對於運動員來說，�是⼀種流⾏的�
形式，可以幫助患有⼼臟病的⼈。乳清酸�是�最容易吸收的形式。�可⽤於幫助⽀持⼼⾎管健康、增強體⼒和耐⼒、增
強運動表現、增加⼼臟能量產⽣、減少異常⼼跳的頻率、降低⾎壓（⾼⾎壓）、改善睡眠、⽀持消化、⽀持神經和肌⾁功
能，並促進⾻骼健康。

 乳糖不耐症 [脈衝電磁場]
此 PEMF 包含針對乳糖結構的信息！

 乳腺 PEMF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持乳腺健康。

 乳腺炎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可幫助治療乳腺炎並減少乳房增⼤。

 乳腺結節和纖維囊性疾病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可幫助治療乳腺結節和纖維囊性乳腺疾病。

 乳酸菌助推器 [Imprint ]
這個 IC 應該會增加乳酸菌的種類 
包含：  腸道健康——益⽣菌  胃腸道益⽣菌混合物  消化複合益⽣菌

 乳鐵蛋⽩ [Imprint ]
乳鐵蛋⽩是⼀種天然存在的蛋⽩質，存在於⼈和⽜奶中。�在初乳中含量最⾼，初乳是嬰兒出⽣後產⽣的第⼀種⽜奶。乳
鐵蛋⽩也存在於唾液、眼淚、粘液和膽汁等其他液體中。乳鐵蛋⽩的作⽤之⼀是在全⾝結合和運輸鐵，因此，�可⽤於幫
助增加鐵⽔平，尤其是在孕婦中。乳鐵蛋⽩的其他⽤途還可能包括⽀持鐵吸收、保護⾝體免受感染（如幽⾨螺桿菌、肝炎
等）、減少痤瘡、改善⾻骼健康和預防⾻質疏鬆症、治療胃和腸道潰瘍、預防癌症、刺激免疫系統，促進健康的腸道細
菌，治療腹瀉，預防與衰⽼相關的損害。

 乳⾹ [Imprint ]
乳⾹，也稱為乳⾹，是⼀種來⾃乳⾹樹的樹脂，⻑期以來⼀直⽤於精神和藥⽤⽬的。乳⾹具有抗�化、抗衰⽼、抗炎、抗
癌和緩解疼痛的特性，在傳統的阿育吠陀醫學中發揮著重要作⽤。�促進⾝體、⼼理和情�健康。乳⾹還可⽤於幫助恢復
⽪膚活⼒，防⽌衰⽼跡象，促進細胞健康，減少關節炎，減輕關節疼痛，減輕與腸易激疾病相關的症狀，幫助消化，促進
⾎液循環，減少哮喘，改善⼝腔健康，並減少壓⼒和負⾯情�。乳⾹也可以⽤來接地，⾮常適合冥想。為了更深⼊的冥
想，結合沒藥⼝⾹糖。

 乳⾹ [Imprint ]
乳⾹，也稱為印度乳⾹，是⼀種從⿒葉乳⾹樹中提取的樹脂，⽤於阿育吠陀醫學以治療各種問題，例如慢性炎症。�⽀持
肌⾁⾻骼、胃腸道和細胞健康，可⽤於減輕炎症、治療⾻關節炎和類⾵濕性關節炎、幫助治療炎症性腸病 (IBD)，如潰瘍
性結腸炎和克羅恩病、治療哮喘、增強關節功能、改善⾎液循環、緩解疼痛，保護⽪膚，預防牙齦發炎，改善認知功能，
幫助緩解焦慮和抑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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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烯酸 (DHA) [Imprint ]
⼆⼗⼆�六烯酸 (DHA) 是⼀種 歐⽶茄-3 脂肪酸，在鮭⿂等油性⿂類中含量豐富。�可⽤於幫助改善⼼臟健康、增強視
⼒、對抗炎症、⽀持胎兒發育、預防抑鬱、⽀持⼤腦健康、緩解與注意⼒缺陷/多動障礙 (ADHD) 相關的症狀、⽀持運動後
肌⾁恢復、改善⾎液循環，降低⾎壓，並⽀持男性的⽣殖健康。 DHA 對懷孕期間和兒童早期的⼤腦發育也很重要。

 ⼆尖瓣硬化 [Imprint ]
- 
包含：  ⼄�⽔楊酸  雙�芬酸  地爾硫卓鹽酸鹽

 ⼆尖瓣脫垂 [Imprint ]
- 
包含：  地塞⽶松  地爾硫卓鹽酸鹽  曲美他�

 ⼆尖瓣關閉不全 [Imprint ]
- 
包含：  ⼄�⽔楊酸  左旋⾁�  地爾硫卓鹽酸鹽

 ⼆次⽪膚和傷⼝癒合 [Imprint ]
- 
包含：  ⼄�⽔楊酸  ⼭⾦⾞蒙⼤拿 1M  輔酶組合物  必需�基酸複合物  Omega-3 / 多�組合 還有1...

 ⼆�化�溶液 [Imprint ]
⼆�化�溶液，也稱為神奇�物質溶液 (MMS)，已被⽤作治療各種疾病的替代⽅法，如關節炎、感冒/流感、瘧疾、肝
炎、麻疹、�疹、癌症、艾滋病毒和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 ALS）。此外，�已被⽤於改善⼝腔和牙⿒健康。

 ⼆�化矽 [Imprint ]
⼆�化矽，⼜稱⼆�化矽，是⼀種由矽和�結合⽽成的天然微量�物質。�可⽤於幫助⽀持⾻骼形成和維持、改善⼼臟健
康、⽀持免疫系統功能、加強指甲、改善⽪膚質量、幫助不寧腿綜合徵和⽀持關節。�也可⽤於促進頭髮⽣⻑、減少脫髮
和改善頭髮健康。這個IC是在春天⾺尾的幫助下製作的。

 ⼆�化�⽢斯（等離⼦體） [Imprint ]
⽢斯，或納⽶固態的氣體，是⼀種原⼦⽔平的物質狀態。⼆�化� (CO2) GANS 是四種主要 GANS 之⼀。�可⽤於激活細
胞、活化⾝體、幫助癒合和增強免疫系統。�也可以⽤來平衡神經系統，減輕疼痛，幫助肌⾁受傷。

 ⼆�楊梅素 (DHM) [Imprint ]
⼆�楊梅素 (DHM)，也稱為蛇⽪素，是⼀種植物類⿈�，在獨特的植物物種中產⽣，包括⽇本葡萄乾樹和⼤⿒蛇尾草。�
傳統上被⽤作“解酒藥”；然⽽，最近 DHM 因其眾多有益於健康的特性⽽受到了極⼤的關注，包括抗�化、抗微⽣物、抗
炎、抗癌、抗糖尿病和神經保護。 DHM 可⽤於幫助預防酒精宿醉、加速酒精分解、減少酒精成癮和戒斷症狀、保護肝臟
和⼤腦、減少焦慮和⽀持⼼臟健康。

 ⼆甲基亞� (DMSO) [Imprint ]
⼆甲基亞� (DMSO) 是⼀種源⾃松樹的有機硫化合物。�已被⽤於幫助緩解關節和肌⾁疼痛、改善反射性交感神經營養不
良 (RSD)、增強免疫系統和解毒⾝體。 DMSO 還可⽤於幫助治療各種疾病，例如關節炎、背痛、瘢痕疙�、痤瘡、疣、燒
傷、�痕、膀胱疼痛綜合徵、肌⾁⾻骼問題、鼻竇炎、頭痛、炎症、抽動症（嚴重的⾯部疼痛）、神經損傷、�疹和⽩內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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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基⼄醇 (DMAE) [Imprint ]
⼆甲�基⼄醇 (DMAE) 是⼀種在體內⾃然產⽣的化合物，也可以在沙丁⿂和鮭⿂等多脂⿂類中找到。�與增強記憶⼒、改
善情�和改善⼤腦功能有關。 DMAE 被認為會增加⼄�膽�的產⽣，⼄�膽�是⼀種幫助神經細胞傳遞信號的神經遞質。
�可⽤於幫助⽀持記憶⼒、管理注意⼒缺陷/多動障礙 (ADHD)、提⾼運動表現、提升情�、管理與抑鬱症相關的症狀、⽀
持健康的⼤腦功能、提⾼注意⼒、減少皺紋和改善⽪膚外觀。

 ⼆甲雙� [Imprint ]
⼆甲雙�⽤於幫助控制 2 型糖尿病患者的⾎糖⽔平。�也可⽤於治療多囊卵巢綜合徵。

 ⼆��化酶 [Imprint ]
⼆��化酶 (DAO) 是⼀種分解組�的酶。�可⽤於幫助治療組�攝⼊引發的⻝物不耐受。 DAO 可⽤於幫助治療組�⽔平
升⾼引起的組�不耐受症狀。組�不耐受的症狀包括頭痛、⽪疹和消化不良。

 五味⼦ [Imprint ]
五味⼦，⼜稱中國五味⼦，是⼀種原產於中國北⽅和俄羅斯遠東森林的藤本植物。�⽣產⼀種稱為⽊蘭或五味⽔果的⽔
果，其中含有⽊脂素，⼀種具有廣泛⽣物活性的物質。五味⼦以其藥⽤價�著稱，早在公元前 250 年就可以追溯到中國醫
⽣的醫學論⽂。�已被證明具有抗微⽣物、抗炎、抗�化、抗腫瘤和滋補的特性。�可⽤於對抗感染、減少虛弱（由於感
染）、促進⼼臟健康、幫助降低⾎壓、改善表現、促進消化健康，並幫助改善⾻骼和平滑肌無⼒。五味⼦的其他⽤途包括
改善泌尿系統、增強呼吸系統、激活�⽔化合物的新陳代謝、加速脂肪燃燒和緩解壓⼒。�還可⽤於治療抑鬱症、肺結
核、貧⾎、⽀氣管哮喘、⽀氣管炎、性功能障礙，以及胃、腎和肝病。

 五磷酸�三� [Imprint ]
Pentetate �三�，通常稱為 Ca-DTPA，是⼀種�合劑，⽤於結合�幫助消除體內的某些放射性元素。具體來說，�⽤於
在暴露後加速�、�和�從體內的去除。

 五⾓ [Imprint ]
五⾓花精華有助於降低⾃尊、缺乏⾃信和減少⾃愛。這種精華可以幫助⼀個⼈對⾃⼰感覺良好、愛和堅強，並慶祝⾃⼰的
美麗。

 亞甲藍 [Imprint ]
亞甲藍是⼀種染料，最初被開髮⽤於染⾊和滅活某些微⽣物。 1891 年，�也是⾸批在⼈體中測試的化療藥物之⼀，⽤於
治療瘧疾。�被替代⽅法取代，但今天仍⽤於組織病理學的染⾊製劑。亞甲藍具有�化的吩��環系統，與許多其他具有
還原環系統的吩��藥物相反。這種差異對作⽤和活性有深遠的影響，因為�增加了化學結構的⾓度並使環系統帶正電
荷。這允許亞甲藍與細胞膜和細胞內結構發⽣不同的相互作⽤。例如，亞甲藍染⾊可⽤於顯⽰膜損傷。�有助於抗衰⽼、
瘧疾、癌症、抑鬱症、帕⾦森症、⽼年癡呆症、癡呆症、敗⾎症等！將�與 NADH+ 和泛醇結合使⽤，或者只使⽤我的新
線粒體增強 IC。

 亞精� [Imprint ]
亞精�是⼀種多�，天然存在於⽣物體中，是維持細胞穩態的關鍵因素。⼀些富含亞精�的⻝物包括⻘椒、花椰菜、⻄蘭
花、葡萄柚、陳年奶酪、��、⾖類以及全穀物。亞精�可⽤於幫助延緩衰⽼跡象，降低肝纖維化和肝細胞癌的⾵險，降
低⼼⾎管疾病的⾵險，促進⾃噬和細胞更新，降低與年齡相關的神經退⾏性疾病（如帕⾦森病）的⾵險，改善記憶⼒，刺
激頭髮⽣⻑，增強能量，幫助減肥，促進健康⻑壽。

 亞麻� [Imprint ]
亞麻�，有時稱為亞麻�，富含植物性 omega-3 脂肪酸、抗�化劑和�物質。亞麻�是⼀種超級⻝物，事實上，亞麻�
已經在阿育吠陀醫學中使⽤了數千年，這並不奇怪。亞麻�可⽤於幫助預防癌症、降低膽固醇、改善⼼臟健康、降低⾎
壓、⽀持消化系統健康、預防便秘、幫助減肥、幫助控制⾎糖⽔平以及減少與更年期和荷爾蒙失衡有關的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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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麻�油中的雪松油樹脂 [Imprint ]
雪松油樹脂採⾃⻄伯利亞荒野，以其強⼤的治療特性⽽聞名。�歷來被俄羅斯⼈⽤作強⾝健體的來源和天然清潔劑。�可
⽤於恢復⼒量和靈巧，防⽌染⾊體突變，增強免疫系統功能，幫助解毒，清潔⾎液和淋巴液，減少炎症，減輕與關節炎相
關的症狀，以及幫助治療與胃腸道、⼼⾎管相關的疾病系統、神經和內分泌系統以及肌⾁⾻骼系統。�還可⽤於幫助預防
和對抗病毒感染、感冒、流感和喉�痛。該 IC 是在雪松果仁的幫助下與雪松樹脂和亞麻�油的液體製成的。

 交感放鬆 [脈衝電磁場]
這個短脈衝電磁場旨在幫助放鬆交感神經系統。

 交感神經PEMF [脈衝電磁場]
這個 PEMF 應該⽤來讓 Sympathicus 平靜下來。

 交感神經系統平衡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協調交感神經系統！

 ⼈⼒2.0 [Imprint ]
- 
包含：  脫�酶  孕烯醇�  阿那曲�  ⻄地那⾮  睾�

 ⼈參 [Imprint ]
Panax Ginseng，也被稱為亞洲⼈參，因其眾多的健康益處⽽被⽤於傳統中藥。�可⽤於恢復和增強幸福感、增強能量
（尤其是在⻑時間運動後）、抗疲勞、降低⾎糖⽔平、降低膽固醇⽔平、減少炎症、減輕壓⼒、促進放鬆、治療糖尿病、
⽀持健康的腎上腺，提⾼精神耐⼒，促進記憶和學習，促進⼼臟健康，增強免疫系統，⽀持睾丸激素和精⼦⽔平並改善勃
起功能障礙。

 ⼈⽀原體 [Imprint ]
⼈型⽀原體是⼀種存在於陰道中的細菌菌株，是盆腔炎和其他泌尿⽣殖道感染的原因。�還可引起絨⽑膜⽺膜炎和產後
熱。⼈型⽀原體是導致臨床上最顯著感染的四種⽣物之⼀：肺炎⽀原體、⼈型⽀原體、⽣殖⽀原體和解�⽀原體——�們
在⼈類中的致病潛⼒是確定的。⼈型⽀原體是⼀種機會性⽀原體，與解��原體⼀樣，可能構成成⼈泌尿⽣殖共⽣菌群的
⼀部分。

 ⼈絨⽑膜促性腺激素 (HCG) [Imprint ]
⼈絨⽑膜促性腺激素 (HCG) 是⼀種天然存在於男性和⼥性體內的激素。�在調節新陳代謝和維持妊娠⽅⾯發揮著重要作⽤
（因此�也被稱為妊娠激素）。 HCG 可能有助於減輕體重、抑制⻝慾、燃燒脂肪和提⾼能量⽔平。在⼥性中，�可⽤於
引起排卵和幫助不孕症，⽽在男性中，HCG 可⽤於緩解性腺機能減退症狀，增加睾丸激素和精⼦的產⽣，糾正未降的睾
丸，改善性功能，增強性能，提供良好的感覺-存在，並預防或逆轉類固醇的副作⽤。

 ⼈腺病毒脈衝電磁場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持宿主對抗⼈類腺病毒。

 ⼈造絲 X 200CH [Imprint ]
Rayons X 200CH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於腫瘤學，以減少放射療法的副作⽤，尤其是在乳腺癌中。

 ⼈類⽣⻑激素產量提升 [脈衝電磁場]
流⾏頻率有助於刺激⼈類⽣⻑激素 (HGH) 的產⽣。 HGH 與提⾼能量⽔平、改善肌⾁質量、減輕體重、提⾼性慾和增強免
疫系統有關。 HGH 還可以逆轉衰⽼的跡象。

 ⼈類⽣⻑激素製造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於⽣產⼈類⽣⻑激素。該 IC 包括⼀些頻率上的⾳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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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克莫司（外⽤） [Imprint ]
他克莫司是⼀種強⼤的免疫抑製藥物，⽤於局部治療嚴重的特應性⽪炎（濕疹）。注意：此 IC 不打算在內部使⽤！建議
使⽤印有此 IC 的⽔浸泡⽑⼱或紗布，然後將其局部塗抹在⽪炎區域。每天局部塗抹 2 ⾄ 3 次，每次⾄少 15 分鐘。每次使
⽤後沖洗並徹底擦乾該區域。在敷布過程中，⼿被這種⽔弄濕是可以的，但強烈建議�避免濕⼿直接接觸眼睛或其他粘
膜。

 他達拉⾮ [Imprint ]
他達拉⾮是⼀種歸類為磷酸⼆�酶 5 (PDE5) 抑製劑的藥物。�可⽤於幫助治療患有勃起功能障礙 (ED)、前列腺肥⼤症
狀、良性前列腺增⽣ (BPH) 和肺動脈⾼壓的男性。

 仙⼈掌組合 [Imprint ]
仙⼈掌複合物可⽤於輔助治療冠狀動脈循環障礙、⼼絞痛和⼼肌無⼒。

 代謝 [Imprint ]
- 
包含：  刺槐  重量標準化

 代謝增強劑 [Imprint ]
對於能源 
包含：  阿那曲�  南⾮醉茄  EGCg（綠茶提取物）  左旋⾁�  中鏈⽢油三� (MCT) 還有1...

 代謝⽀持 [Imprint ]
代謝⽀持為�島素、⾎糖、⽪質醇和體重管理提供幫助。該 IC 是在�和南⾮醉茄、綠茶、⾁桂、藤⿈果和⽣咖�的提取
物的幫助下創建的。

 代謝綜合徵援助 [Imprint ]
代謝綜合徵援助對患有代謝綜合徵的⼈有益，這是⼀組增加⼼�病、中⾵和糖尿病⾵險的健康問題。當⼀個⼈出現以下三
種情況時，就會診斷出代謝綜合徵：⾼⾎壓、⾼⾎糖⽔平、⾼⽢油三�、低 HDL 膽固醇和腰部脂肪過多（即腰圍過
⼤）。代謝綜合徵援助可能有助於恢復脂質參數的平衡並減少脂肪量。該 IC 是在⼤蒜中的活性成分的幫助下製成的。

 任何關節疼痛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治療慢性關節疼痛，並結合了以下 PEMF：創傷、脊椎脊椎和關節疼痛。�可⽤於任何關節 - 只需將
IC Pad 放在受傷的關節上並運⾏此 IC。這可以與聯合⽀持 IC 相結合。

 伊佩卡 30CH [Imprint ]
吐根或吐根根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能有助於緩解懷孕期間的噁⼼、嘔吐、晨吐、噁⼼和嘔吐、出⾎和流鼻⾎。�還可
⽤於幫助治療哮喘、聲⾳嘶啞、伴有喘息的窒息性咳嗽、呼吸急促、偏頭痛、腹瀉、絞痛和腸胃流感。

 伊博加伊博加 [Imprint ]
伊博加是⼀種灌⽊。在⼀些⾮洲⽂化中，�⽤於儀式和儀式⽬的。該植物的根⽪也可⼊藥。 Ibogaine 是 iboga 中的⼀種
化學物質。⼈們服⽤ iboga 治療發燒、流感（流感）、豬流感、⾼⾎壓、藥物濫⽤、艾滋病毒/艾滋病和神經疾病。他們
還將�⽤於防⽌疲勞和嗜睡，增加性慾，對抗藥物濫⽤和成癮，以及作為⼀般補品。

 伊帕瑞林� [Imprint ]
伊帕瑞林�是⼀種合成五�，旨在⾃然刺激更多⽣⻑激素的產⽣。�可⽤於減少⾝體脂肪、增加瘦肌⾁質量、改善睡眠、
促進膠原蛋⽩⽣成、改善⽪膚外觀、增加⾻密度以及改善細胞修復和再⽣。

 伊拉⽡拉⽕焰樹 [Imprint ]
Illawarra ⽕焰樹花精華是治療拒絕感和被排斥或“被排斥”感的良藥。�還可以幫助那些害怕責任的⼈。�⿎勵⾃信、承
諾、⼒量、⾃⼒更⽣和⾃我認可。對於處於被忽視或不被承認的新環境中的孩⼦來說，這也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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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格納蒂亞 [Imprint ]
Ignatia 是⼀種源⾃聖伊格內修斯⾖的順勢療法藥物。�屬於Loganaceae科，還⽣產Nux vomica，Gelsemium和
Spigelia。 Ignatia 可⽤於幫助處理因情�不安⽽引起的狀況，例如悲傷、震驚、恐懼、憤怒、抑鬱、��或嘲笑。這種
療法通常推薦給遭受浪漫失望或失去配偶、親戚、朋友或寵物的⼈，因為�可以幫助⼈們承受情�不安所常⾒的悲傷和痛
苦。此外，ignatia 可⽤於幫助治療疲憊、感官過敏、偏頭痛、⽉經不調、痙攣性疼痛、胃腸道炎症和絞痛、痔瘡、直腸
脫垂、氣體積聚和噯氣以及胃酸倒流。

 伊瑪拉 (Ignatia Amara) 200CH [Imprint ]
Iamara (Ignatia Amara)，也被稱為 St. Ignatius Bean，來⾃⾺錢⼦植物，可⽤作順勢療法，以幫助緩解⽇常活動引起的
壓⼒和焦慮。�也可⽤於幫助緩解精神壓⼒和其他相關症狀、焦慮、抑鬱、緊張、頭痛和睡眠障礙。 Iamara (Ignatia
Amara) 也可⽤於幫助緩解悲傷、喪親之痛和�蟲。

 伊維菌素 [Imprint ]
伊維菌素是⼀種抗寄⽣蟲藥物，⽤於治療各種寄⽣蟲感染。在⼈類中，�可⽤於治療某些蠕蟲感染、頭蝨、河盲症（盤尾
絲蟲病）、類圓線蟲病、鞭蟲病（鞭蟲感染）、蛔蟲病和淋巴絲蟲病。在獸醫學中，伊維菌素可⽤於幫助預防和治療⼼絲
蟲、�蟲、腸道寄⽣蟲和�蟲病。

 伐曲克斯 [Imprint ]
鹽酸伐昔洛⾱⽤於治療�疹病毒引起的感染，如唇�疹、⽔痘、⽣殖器�疹和帶狀�疹。

 伯利恆之星 [Imprint ]
伯利恆之星是傳統危機公式中的補救措施之⼀。�是對意外的壞消息或任何意外和不受歡迎的事件造成的衝擊後遺症的補
救措施。�也可以⽤於多年前收到的電擊的影響，甚⾄在童年早期。這也是對有時在親⼈去世或離開時出現的空虛和失落
感的補救措施。在這種情況下，伯利恆之星是⼀種令⼈欣慰的補救措施。建議幫助⼈們處理創傷經歷。

 低滲性疾病 [Imprint ]
- 
包含：  L-甲狀腺素  諾麗  桂利�

 低⾎壓（Rife ）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低⾎壓的Rife 頻率，也稱為低⾎壓。

 佐匹克隆 [Imprint ]
屬於稱為中樞神經系統 (CNS) 抑製劑（使�昏昏欲睡或不那�警覺的藥物）的藥物組。佐匹克隆⽤於治療失眠（睡眠問
題）。佐匹克隆可幫助�更快⼊睡並整夜⼊睡。

 何⾸烏 [Imprint ]
何⾸烏，或⾸烏⽚，（在美國也稱為虎杖和佛蒂）是中藥⼿冊中記載的最古⽼的藥物之⼀，來源於何⾸烏植物。常⽤於強
⾝健體，在中醫中⽤於補肝腎，養⾎陰，平衡氣能，益精，⽌漏，解毒，潤燥通腸，⾏⼤便，托筋⾻，養⾎祛⾵。何⾸烏
也可⽤於治療腰背無⼒、⾎虛、癰腫、⾼膽固醇、⾎虛便秘、頭暈、乾燥、濕疹、疲勞、頭髮過早變⽩、頭髮⽣⻑、⾼⾎
壓、低⾎糖、失眠, 膝關節無⼒, 四肢酸痛, 遺精(遺精), 勃起功能障礙或性慾減退, ⾎虛⽪疹, 瘡瘍, ⾎虛⽿鳴, ⽩帶, 視⼒模
糊或斑點。該IC是在Polygoni Multiflori Radix Preparata（佛提/知和⾸烏）的幫助下製作的。

 佛⼿柑 [Imprint ]
佛⼿柑是⼀種來⾃佛⼿柑屬植物的⼩型柑橘類⽔果。果⽪中的精油和果汁中的提取物通常⽤於製作草藥。�可⽤於幫助降
低膽固醇⽔平、減輕壓⼒⽔平、減輕疼痛和炎症、改善消化、緩解焦慮和抑鬱、⽀持⽪膚健康並促進傷⼝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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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Acridi（蝗蟲）的殘留蛋⽩質 [Imprint ]
殘留蛋⽩質已被證明具有⾼⽣物活性。這些蛋⽩質存在於鯊⿂和�⿂等孑遺動物以及蜻�、�螂和蝗蟲等孑遺昆蟲的組織
中。來⾃ Acridi（蝗蟲）的殘留蛋⽩質可⽤於幫助保護⾝體免受放射性輻射、抑制腫瘤細胞⽣⻑、預防⼼�病發作和中
⾵、提⾼免疫⼒、調節⾎液膽固醇⽔平、改善消化、降低胃酸度、刺激雙歧桿菌⽣⻑、對抗炎症，並加速組織再⽣過程。

 便秘 [Imprint ]
- 
包含：  美⾙維林  屈他維林

 便秘 [脈衝電磁場]
便秘的Rife頻率。

 便秘的溫和瀉藥（Rife） [脈衝電磁場]
Rife 頻率以幫助便秘。

 便秘舒緩 [Imprint ]
[新的] 便秘舒緩可能有助於緩解偶發性便秘並促進排便規律。該 IC 是在�化�、⼤⿈根、茴⾹果、⽣薑根莖、⽢草根、茴
⾹�、葛縷⼦�和洋⽢菊花的幫助下製成的。

 促紅細胞⽣成素 (EPO) [Imprint ]
促紅細胞⽣成素 (EPO) 是⼀種主要由腎臟產⽣的激素。�在紅細胞的產⽣和�動⾎紅蛋⽩的合成中起關鍵作⽤。 EPO 可
⽤於增加向組織和肌⾁輸送�氣，幫助治療某些類型的貧⾎，並增加紅細胞的增殖。

 俄羅斯次⽯墨 [Imprint ]
次⽯墨是⼀種罕⾒的⿊⾊富含�的⽯頭，產於俄羅斯卡累利阿的⼀個⼩�順加。次⽯墨中的�原⼦排列成稱為“富勒烯”的
簇。次⽯墨以其治療特性⽽聞名，可⽤於幫助減少失眠、減輕疼痛和炎症、防⽌電磁場發射（即 EMF 暴露）、減輕壓⼒
和焦慮、促進頭腦清晰、對抗細菌和病毒感染、減輕關節炎症狀和減少�化應激。�也可⽤於幫助接地和解毒⾝⼼。

 保持⼀顆健康的⼼臟 [Imprint ]
- 
包含：  地爾硫卓鹽酸鹽  諾麗  曲美他�

 信任（根脈輪） [脈衝電磁場]
根脈輪與腎上腺⽪質腺有關。�是⾝體能量、基礎和⾃我保護的中⼼。根脈輪掌管背部、�部、臀部、脊椎和腿部。根脈
輪是關於⾝體在那裡並在某些情況下感到賓⾄如歸。如果�是開放的，�會感到�踏實地、穩定和安全。�不會不必要地
不信任別⼈。�感覺此時此地存在並與�的⾝體相連。根脈輪的問題會導致安全和⽣存問題。該 IC 適⽤於厭⻝、肥胖、
⾻關節炎、⾃⾝免疫疾病、關節炎、疲勞、腎臟和脊柱。

 倍他司汀 [Imprint ]
倍他司汀⽤於治療與梅尼埃病相關的平衡障礙或眩暈（頭暈），這是⼀種導致眩暈、⽿鳴和聽⼒喪失的內⽿疾病。

 假⾺⿒� [Imprint ]
Bacopa Monnieri，也稱為婆羅⽶，是⼀種具有抗�化特性的草藥，幾個世紀以來⼀直⽤於阿育吠陀醫學。�可⽤於改善
記憶⼒、減輕焦慮和壓⼒、治療癲癇、增強⼤腦功能、⽀持神經系統功能、增加註意⼒、減少炎症、減輕注意⼒缺陷多動
障礙 (ADHD) 的症狀、降低⾎壓⽔平、提升情�和幫助睡眠。

 偏頭痛 [Imprint ]
- 
包含：  諾麗  布洛芬  桂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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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頭痛 [Imprint ]
- 
包含：  桂利�  布洛芬  諾麗  舒⾺曲坦  �⻄汀 還有1...

 健康⽀持 [Imprint ]
健康⽀持⽤於幫助�發揮最⼤的健康潛⼒。該 IC 是在多種必需維⽣素和�物質、葉⿈素、番茄紅素和⽩藜蘆醇等⽣物活
性植物化合物以及⽯榴、藍莓、綠茶葉和苦⽠中的植物營養素的幫助下製成的。

 健康的⼤腦和情� [Imprint ]
- 
包含：  南⾮醉茄  巴赫救花藥  假⾺⿒�  ⼩蘗�加  腦⼒提升 還有15...

 健康的油脂 [Imprint ]
- 
包含：  必需的 Omega-3  橄欖油中的富勒烯  中鏈⽢油三� (MCT)  Omega-3 / 多�組合  磷脂組合 還有7...

 健康的消化系統（不含益⽣菌） [Imprint ]
健康消化系統（不含益⽣菌）⾮常適合那些想在不使⽤益⽣菌的情況下改善消化系統健康的⼈。這種複合物中的草藥和�
物質共同作⽤，以緩解由天然腸道菌群失衡引起的胃部不適。健康的消化系統可⽤於幫助⽀持結腸和腸道，為消化道中的
微⽣物群建⽴健康的環境以及提⾼免疫⼒。該 IC 是在⾟酸�、⾟酸�、菠蘿蛋⽩酶、⼗⼀�烯酸�、硫酸⿈連素和葡萄
柚�提取物的幫助下製成的。

 健康⽼齡化 [Imprint ]
[新的] 健康⽼齡化可以通過增強免疫系統、應對⽇常壓⼒、提⾼精神敏銳度和增加能量來幫助⽀持健康⽼齡化。該 IC 是在
⽜初乳、蛋⿈、紅蘿蔔根、綠茶葉、南⾮醉茄根、薑⿈和⽩藜蘆醇的幫助下製成的。

 健康腸道（益⽣元 + 益⽣菌） [Imprint ]
健康腸道（益⽣元 + 益⽣菌）是益⽣菌、益⽣元和酶的混合物，可⽤於幫助促進消化健康、⽀持腸道菌群、促進正常排
便、改善免疫系統功能和增強能量。該 IC 是在菊粉、澱粉酶、鳳梨蛋⽩酶、⽊⽠蛋⽩酶、脂肪酶、乳糖酶、⻑雙歧桿
菌、嗜酸乳桿菌、⿏李糖乳桿菌、動物乳雙歧桿菌、雙歧雙歧桿菌、短雙歧桿菌、乾酪乳桿菌、唾液乳桿菌、植物乳桿
菌、裙帶菜的幫助下製成的。海苔、蘋果果膠、姜根、茴⾹�、薑⿈根和薄荷葉。

 健康（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改善整個⾝體的Rife頻率。

 催產素� [Imprint ]
催產素是⼀種由 9 個�基酸組成的�，與良好的感覺有關，通常被稱為“愛情激素”。催產素可⽤於幫助產⽣⼀般的幸福
感，包括平靜、增加信任、增強性喚起、減輕壓⼒、促進睡眠、控製糖尿病、增強認知功能，以及改善與伴侶、家⼈和/
或家⼈的社會/情感紐帶。或同⾏。對於孕婦來說，催產素可能有助於促進分娩、嬰兒結合和產奶。�也可⽤於幫助刺激
不完全流產⼥性的⼦宮收縮。

 傷寒沙⾨⽒菌 [Imprint ]
傷寒沙⾨⽒菌是⼀種可以感染腸道和⾎液的細菌。這種疾病被稱為傷寒。症狀與副傷寒沙⾨⽒菌 B 相似，但表現更為嚴重
和慢性，可能包括⻝物中毒、急性發熱、慢性低燒、腸胃不適、極度疲勞和虛弱、失眠、頭痛、腹痛、噁⼼、營養不良、
嘔吐, 腹瀉, 出汗, 脫⽔, 持續性便秘, 脾肝腫⼤, ⼼衰, ⼼跳緩慢, ⼼悸, 噪⾳敏感, 炎症(腸、肝、膽、�、脾、⼼、肺、嘴、
扁桃體、關節、⾻髓)、胃和⼗⼆指腸潰瘍、肌⾁無⼒和退化、膽結⽯、抽�、癲癇發作、癌前病變、�疹發作、⼝腔潰
瘍、流鼻⾎、乾咳、胸部玫瑰斑、眼部不適、易怒、關注負⾯、和情�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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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傷� [聽得⾒]
這款有聲 IC ⽤於幫助治療�痕。

 傷�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痕組織和促進組織癒合。�痕是正常組織被破壞或受傷時形成的纖維組織區域。

 傷⾵、喉�、氣管 [脈衝電磁場]
該 PEMF ⽤於治療佝僂病和氣管炎。氣管和喉�的炎症和感染。

 僵硬的肩膀（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緩解僵硬或緊繃的肩膀的Rife頻率。僵硬的肩膀會導致頸部、背部和上半⾝疼痛。

 僵硬的脖⼦（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緩解頸部僵硬的Rife頻率，其中移動頸部是困難和痛苦的，尤其是頭部轉向⼀側。

 充滿活⼒的迷迭⾹ [Imprint ]
充滿活⼒的迷迭⾹可⽤於減少恐懼感和需要控制⼀切的感覺。�還可⽤於幫助保護⾝體免受�化應激造成的細胞損傷，並
減少⾝⼼疲勞。該IC是在迷迭⾹的幫助下結合�專輯的順勢療法信息以及⼀些微量元素和�物質製成的。

 充滿活⼒的錄⾳ [脈衝電磁場]
該 IC 有助於激發和重新建⽴能量記錄數據的過程，以供⾝體稍後回憶。�可⽤於幫助處理⼼臟過程以及記錄代謝過程、
⼼率、荷爾蒙⽔平等所需信息的能⼒。該 IC 還可⽤於幫助減少精神困倦、改善記憶⼒和增強⾃信⼼。

 光敏感度（Rife） [脈衝電磁場]
Rife 頻率，這可能有助於提⾼光敏感度，也稱為畏光 - ⼀種光線會導致眼睛不適的情況。

 克拉洛寧 [Imprint ]
Cralonin ⽤於⼼肌損傷、⼼臟活動的神經障礙和⼼絞痛疾病的後遺症。

 克拉黴素 [Imprint ]
克拉黴素是⼀種⼤環內�類抗⽣素，⽤於治療各種細菌感染，例如鍊球菌性咽喉炎、肺炎、鼻竇感染、⽿部感染、⽪膚感
染（例如膿�病、蜂窩組織炎）和與⼗⼆指腸潰瘍相關的幽⾨螺桿菌感染。

 克林黴素 [Imprint ]
克林黴素是⼀種抗⽣素，⽤於治療由鏈球菌、肺炎球菌和葡萄球菌引起的嚴重感染。最常⽤於治療嚴重的呼吸道感染，如
膿胸、厭�性肺炎、肺膿腫等；嚴重的⽪膚和軟組織感染；敗⾎症;腹腔內感染，如腹膜炎和腹腔內膿腫（通常由正常胃腸
道中的厭�菌引起）；⼥性盆腔和⽣殖道感染，如⼦宮內膜炎、⾮淋菌性輸卵管卵巢膿腫、盆腔蜂窩織炎和術後陰道袖帶
感染。由於使⽤⼝服藥物時存在結腸炎的⾵險，克林黴素通常保留給對毒性較⼩的⻘黴素過敏的⼈。

 克羅威 [Imprint ]
Crowea 花精適合那些感覺“不太對勁”並且有點失衡的⼈。�也適⽤於那些往往會擔⼼很多（沒有具體恐懼）和那些根本
不喜歡⾃⼰的⼈。這種精華可能有助於減少憂慮和痛苦的感覺，讓⾃⼰的情�變得清晰，提供平靜和平靜，並恢復平衡。

 克⾥⾺克特 [Imprint ]
Klimakt 可⽤於治療引起更年期症狀的內分泌缺乏，刺激內分泌控制中⼼（垂體和下丘腦），以及刺激卵巢。此外，�可
以暫時緩解與更年期和⼥性荷爾蒙失調相關的症狀，包括潮熱、出汗過多、頭痛、疲勞和易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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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黴� [Imprint ]
克黴�是⼀種抗真菌藥物，常⽤於治療陰道酵⺟菌感染。⾃然地，真菌和細菌都⽣活在陰道中。然⽽，當真菌⽩⾊念珠菌
增加時，�會導致感染。陰道酵⺟菌感染是正常的，⼤約 75% 的⼥性⼀⽣中⾄少經歷過⼀次。⼀些⼥性在感染陰道酵⺟
菌時可能會出現的症狀包括私密區域發癢、外陰周圍疼痛、陰唇輕微腫脹和奶酪樣⽩⾊分泌物。克黴�也可⽤於治療其他
真菌性⽪膚感染，如癬、尿布疹、�癬和股癬。

 免疫 [脈衝電磁場]
- 
包含：  能量⼤師  免疫⼒提升  免疫  ⾎液排毒脈衝電磁場  免疫�動

 免疫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增強免疫系統功能。�可⽤於幫助增強免疫系統和抵抗感染。將免疫 PEMF 與創傷 PEMF 結合使⽤可獲得
更好的效果。請記住使⽤ Beta Glucan、Naltrexone、Umifenovir 等 IC 來提供免疫⽀持。

 免疫⼒提升 [脈衝電磁場]
該 IC 有助於增強免疫系統以對抗病毒和細菌感染。

 免疫助推器⾄尊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旨在刺激免疫系統。�應該有助於預防感冒和流感。�包含抗病毒、抗菌和免疫⽀持 IC。 
包含：  阿奇黴素  烏⽶⾮諾⾱  IgG 免疫球蛋⽩  β-葡聚�  � 還有1...

 免疫�動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常適合應對與免疫相關的挑戰。在處理病原體抗性和環境毒素時，�可⽤於幫助重建和�動免疫功能。該 IC 還可
⽤於幫助那些過度暴露於電磁輻射的⼈。

 免疫增強 - 穿⼼蓮 [Imprint ]
穿⼼蓮（Andrographis paniculata）是⼀種⻑期⽤於中藥和阿育吠陀的草藥。�也被稱為“印度紫錐花”。�具有抗病
毒、抗菌、抗真菌、抗炎、抗�化、抗糖尿病和增強免疫⼒的作⽤。

 免疫增強益⽣元 + 益⽣菌 [Imprint ]
免疫增強益⽣元 + 益⽣菌是益⽣菌和益⽣元的混合物，可⽤於幫助增強免疫系統並⽀持健康消化。該 IC 是在 LH01-肌尾噬
菌體科、LL5-⻑尾病毒科、T4D-肌尾噬菌體科、LL12-肌尾噬菌體科、枯草芽�桿菌 (DE111)、凝結芽�桿菌、嗜酸乳桿
菌和乳雙歧桿菌的幫助下製作的。

 免疫增強配⽅ [Imprint ]
- 
包含：  薑⿈素 + DHA + ⽣薑  �-�物軟體動物⽔解物  海洋浮游植物  超級��複合體  ⽩樺茸 + 喜來芝 還有
10...

 免疫平衡器 [Imprint ]
Th1/Th2 ⽀持內��。 
包含：  L-⾕���  脂質體穀胱⽢�  納曲�  煙��

 免疫強化 [Imprint ]
該系列旨在優化細胞和體液免疫功能，適⽤於急性和慢性感染性疾病。�也適⽤於那些通常容易受到任何類型感染的⼈。
在旅⾏之前和旅⾏期間也要考慮這⼀點，以防⽌與旅⾏有關的疾病。 
包含：  AHCC  L-⾕���  有機�（三�化⼆�）  基於�⼦的益⽣菌  胸腺提取物 還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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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疫⽀持 [脈衝電磁場]
該IC可⽤於⽀持防禦系統抵抗外部⼊侵者和內部⼲擾的影響。�也可⽤於幫助產⽣免疫細胞。

 免疫⽀持 [Imprint ]
免疫系統在確保⾝體正常運作⽅⾯起著⾄關重要的作⽤。�依賴於能量和維⽣素、微量元素和植物營養素（稱為微量營養
素）的充⾜供應。通常均衡的�⻝可以保證免疫系統獲得必要的微量營養素；然⽽，某些壓⼒情況會增加對微量營養素的
需求，例如在急性和慢性感染、化療和放射治療後、⼿術後或康復期⽼年時。免疫⽀持⽤於營養相關免疫缺陷的�⻝管
理，因為�提供了免疫系統所需的維⽣素、微量元素和植物營養素的組合。

 免疫系統 [Imprint ]
- 
包含：  �基⼆�咯���  諾麗  刺槐

 免疫系統2.0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是為了⽀持免疫系統的功能⽽開發的。

 免疫系統刺激 [脈衝電磁場]
流⾏頻率有助於刺激免疫系統。

 免疫系統增強 [Imprint ]
免疫系統提升促進健康的免疫系統。�可能有助於激活免疫細胞，在劇烈運動期間和之後維持正常功能的免疫系統，對抗
感冒和流感，並保護細胞免受�化應激。這款 IC 是在維⽣素 C、維⽣素 D3、�、柑橘類⽣物類⿈�、接⾻⽊莓、⾹蜂
草、蘆�、舞茸和針葉林根的幫助下製成的。

 免疫系統⽀持 [Imprint ]
免疫系統⽀持可⽤於幫助促進健康的免疫系統並增強免疫系統，尤其是在季節性變化期間。該 IC 是在維⽣素 C、維⽣素
D、�和�的幫助下製成的。

 免疫系統防禦 [Imprint ]
[新的] 免疫系統防禦可能有助於增強免疫系統，尤其是在壓⼒⼤和旅⾏期間。此外，�可能有助於⽀持整體健康。該 IC 是
在橄欖葉、⽕雞尾�、靈芝、舞茸、⾹�、��⽪和橙⽪的幫助下製成的。

 免疫細胞燃料 [Imprint ]
免疫細胞燃料可⽤於幫助增強免疫系統功能，尤其是在壓⼒增加時。該 IC 是在 L-⾕���、L-精�酸、N-⼄�、 L-半胱
�酸、L-丙��、 L-⾕���、α 硫⾟酸和⽜初乳的幫助下製成的。

 免疫調節劑 [Imprint ]
�、幹細胞、激素、腎上腺⽀持和草藥，以幫助調節過度活躍的免疫系統。 
包含：  本格林菲爾德的⼲細胞  蘆�凝膠  L-⾕���  迷⾛神經放⼤器  ⼈參 還有7...

 兒童免疫助推器 [Imprint ]
- 
包含：  β-葡聚�  IgG 免疫球蛋⽩  免疫系統增強  益⽣菌⽀持胃腸道和免疫健康  烏⽶⾮諾⾱

 兒童免疫⽀持 [Imprint ]
該IC旨在刺激免疫系統。�應該預防感冒和流感。�包含抗病毒、抗菌和免疫⽀持 IC。 
包含：  阿奇黴素  IgG 免疫球蛋⽩  免疫系統增強  益⽣菌⽀持胃腸道和免疫健康  烏⽶⾮諾⾱ 還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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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腦助推器 [Imprint ]
. 
包含：  ⼄�左旋⾁�  腦⼒提升  記憶增強器  NAT 純治療性�  拉⻄坦 還有1...

 兒童真菌 [Imprint ]
- 
包含：  念珠菌和真菌感染  橄欖油中的富勒烯  蒜  ⻄柚�提取物  制黴菌素

 ⼊睡 [Imprint ]
[新的] ⼊睡可能有助於⽀持健康的睡眠、改善睡眠質量、放鬆神經系統並調節睡眠-覺醒週期。該 IC 是在 GABA、洋⽢菊
花、�酒花、l-茶�酸、纈草根、l-⾊�酸、褪⿊激素和��⾹脂葉的幫助下製成的。

 內分泌系統（功能刺激） [Imprint ]
- 
包含：  多烯基磷脂�膽�  諾麗  刺槐

 內平衡 - 焦慮和恐慌 [Imprint ]
這個 IC 複合物旨在幫助緩解焦慮和恐慌。 
包含：  靈芝��提取物  γ-�基丁酸 (GABA)  纈草  �⻄汀  �⻄泮 還有1...

 內平衡創傷壓⼒⼼理 [Imprint ]
該複合體⽤於新 Endobalance 系統的第 1 階段。�結合了腎上腺⽀持、抑鬱、專注的營養！ 
包含：  腎上腺輔助  全⾯的腎上腺⽀持營養素  �⻄汀  最佳營養素  拉⻄坦 還有1...

 內平衡壓⼒和睾�曼 [Imprint ]
- 
包含：  阿那曲�  全⾯的腎上腺⽀持營養素  脫�酶  最佳營養素（不含 Cu/Fe/I）  睾� 還有1...

 內平衡睡眠和壓⼒ [Imprint ]
- 
包含：  纈草  Delta 睡眠誘導�  加巴噴丁  蘇糖酸�  褪⿊激素 還有1...

 內科平衡 腸道和結腸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含有酶、益⽣元和益⽣菌，有助於⽀持健康的消化。 
包含：  消化複合益⽣菌  消化酶複合物  �酶促進  �酶複合物  胃腸道益⽣菌混合物 還有1...

 內科平衡胃腸道、肝臟、腎臟 [Imprint ]
- 
包含：  消化促進  消化複合益⽣菌  消化酶複合物  腎臟和膀胱⽀持  L-⾕��� 還有2...

 全波譜 CBD 油 [Imprint ]
全波譜 CBD 油包含⼤麻植物的所有成分，包括⾼達 0.3% 的四�⼤麻� (THC)。�可⽤於幫助減輕壓⼒、平靜⼼靈、改善
睡眠質量、減少偏頭痛和減輕疼痛。該 IC 是在全波譜原始 CBD 油的幫助下製成的。

 全⾝和脊椎脊椎按摩療法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糾正⾝體所有關節的位置。使⽤ IC 前後檢�雙腿⻑度 - �會發現治療後雙腿⻑度相同。只需將 IC Pad 放
在地板上，並由⼀⽀運動隊或另⼀群⼈將其包圍。所有這些都將對⿑。這種 PEMF 將矯正所有關節、脊柱、硬腦膜和寰枕
關節。�像魔術⼀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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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排毒 [Imprint ]
全⾝排毒可⽤於幫助去除體內的毒素（如重⾦屬）和�染物。�還可⽤於幫助平衡體內的 pH �⽔平、增強免疫系統功
能、改善情�、減少焦慮、改善消化系統健康、提⾼睡眠質量、提⾼注意⼒和減少腦霧。該 IC 是在斜發沸⽯（⼀種天然
沸⽯）的幫助下製成的。

 全⾯的腎上腺⽀持營養素 [Imprint ]
這是⼀套⾮常全⾯的營養素，包括維⽣素、�物質、植物和腺體提取物。適當的腎上腺功能需要維⽣素 C、B 族複合維⽣
素、�和其他�物質。腎上腺也受到其他營養素的滋養和⽀持，包括蘋果酸、紅景天、膽�、柑橘類⽣物類⿈�以及腎上
腺和垂體的腺體提取物。所有這些和其他營養素都匯集在這個配⽅中。�適⽤於任何處於慢性壓⼒下的⼈，其中疲勞甚⾄
疲憊是主要問題。�不適⽤於那些感到“連線”和焦慮的⻑期壓⼒下的⼈。

 兩性黴素B [Imprint ]
兩性黴素 B 是⼀種強效抗真菌藥物，⽤於治療根深蒂固的真菌感染和利甚曼病。�適⽤於治療與黴菌相關疾病相關的曲霉
病，以及其他感染，包括芽⽣菌病、念珠菌病、球�⼦菌病和隱球菌病。建議將此 IC 與平衡 IC ⼀起使⽤，例如基於�⼦
的益⽣菌、丁酸鹽和/或其他可⽤作 IC 的益⽣菌⽀持配⽅。

 兩種雌激素 [Imprint ]
兩種雌激素是兩種雌激素的組合：雌⼆醇（⼀種⾮常強效的雌激素）和雌三醇（⼀種較溫和的雌激素）。雌激素是⼀組類
固醇激素，在正常的性和⽣殖發育中起重要作⽤，主要在⼥性中。兩種雌激素可⽤於幫助減少更年期症狀（包括潮熱）以
及幫助抗衰⽼。如果個⼈患有任何類型的 ER+（雌激素陽性）癌症，則不應使⽤�。

 ⼋正散 [Imprint ]
⼋正散，英⽂稱為“⼋⽅散”，是古代中藥中⽤於⽀持泌尿健康的9種草藥的組合。�可⽤於清除膀胱的熱量和濕氣，促進
健康的排尿，並緩解尿痛。⼋正散也可⽤於幫助解決與泌尿問題相關的以下症狀：⿊、混濁、排尿困難和疼痛以及⼝乾和
喉�乾燥。此IC是在曲⿆（⽯⽵）、扁旭（何⾸烏）、⾞前⼦（⾞前⼦）、⽢草（⽢草）、⼭梔⼦（梔⼦）、三葉⽊通（
Albekiae caulis）、⼤⿈（⼤⿈根）、花⽯（滑⽯）和燈⼼草（Juncus Pith）。

 ⼋⾓ [Imprint ]
⼋⾓茴⾹是⼀種⾹料，⻑成深棕⾊星形⾖莢，含有強⼤的⽣物活性化合物，有助於⾝體健康。⼋⾓可⽤於幫助對抗感冒和
流感，改善消化，增強免疫系統，緩解氣體，減少腹部絞痛和腹脹，幫助便秘，幫助降低患癌症的⾵險，減少⽉經來潮，
促進⽉經，增加乳房流動⽜奶，緩解分娩，增加性慾，�靜神經，緩解睡眠障礙。

 六味地⿈丸 [Imprint ]
六味地⿈丸已被⽤於中藥 (TCM) 為陰腎提供營養。�也可⽤於幫助治療全⾝虛弱、腰痛、腿虛弱、潮熱、盜汗、頭暈、遺
精和消耗性⼝渴。六味地⿈丸是為了活⼒和強⾝健體。該IC是在熟地⿈、⼭茱萸、薯�、澤瀉、茯苓、牡丹⽪的幫助下製
成的。

 六神丸 [Imprint ]
六神丸已在中藥（TCM）中⽤於緩解胃熱引起的⼝腔炎、喉�痛、唇炎和其他腫脹。該集成電路是在⼈⼯⽜⿈、瑪格麗
塔、蟾�毒、雄⿈、冰⽚和⼈⼯麝⾹的幫助下製成的。懷孕期間禁⽤六神丸。

 共濟失調 [脈衝電磁場]
流⾏頻率有助於共濟失調（缺乏肌⾁控製或協調）。

 共�亞油酸 (CLA) [Imprint ]
共�亞油酸 (CLA) 是⼀種 歐⽶茄-6 脂肪酸，被認為具有許多健康益處。�存在於⾁類、乳製品、葵花�油和紅花油中。
CLA 可⽤於幫助減少體脂、改善代謝健康、增強⾝體成分、改善免疫功能、減少炎症和⽀持⼼臟健康。該 IC 是在紅花油
的幫助下製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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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新⼀�化� [Imprint ]
⼀�化�再新可⽤於幫助提⾼⾝體硝酸鹽途徑的效率，從⽽提⾼體內⼀�化�⽔平。�可⽤於維持健康的⾎壓⽔平、促進
健康的⾎液循環、提供抗�化⽀持並幫助提⾼成⼈的表現。該 IC 是在甜菜根粉、⼭楂漿果提取物、維⽣素 B12、維⽣素
C、L-⽠�酸和硝酸�的幫助下製成的。

 再⽣排毒 [Imprint ]
這個IC Complex⾮常適合整體清潔和排毒以及新能源。 
包含：  蝦⻘素  槲⽪素  N-⼄�半胱�酸  褪⿊激素  脂質體穀胱⽢� 還有1...

 冠狀動脈功能不全 [Imprint ]
- 
包含：  ⼄�⽔楊酸  瑞舒伐他汀�  地爾硫卓鹽酸鹽

 冠狀動脈循環 [聽得⾒]
這個有聲集成電路有助于冠狀動脈循環和⾼膽固醇。

 冥想療法 [Imprint ]
冥想療法可⽤於喚醒⼀個⼈的靈性，並允許⼀個⼈更深⼊地進⾏任何宗教或精神實踐。此外，這種補救措施在提供⼼理保
護的同時改善了對“⾼我”的訪問。冥想療法也可以⽤來治愈⼀個⼈的氣場，增強直覺，改善⼼靈感應交流，並幫助內⼼指
導。強烈推薦給任何練習冥想的⼈。該IC是在天使之劍、波羅尼亞、布什紫紅⾊、布什鳶尾、流蘇紫羅蘭、綠蜘蛛蘭和紅
百合的花精的幫助下創建的。

 冥想頻率 369 Hz [聽得⾒]
此 Audible IC 包含 369 Hz 的單⼀頻率，可在冥想期間使⽤。�可能有助於使�的思想進⼊平靜狀態。

 冥想頻率 432 Hz [聽得⾒]
此 Audible IC 包含 432 Hz 的單⼀頻率，可在冥想或瑜伽期間使⽤。

 冥想頻率 444 Hz [聽得⾒]
此 Audible IC 包含 444 Hz 的單⼀頻率，可在冥想期間使⽤。�可能有助於使⾃⼰與⾃然保持⼀致，帶來平靜的感覺，並
給⾝⼼帶來愉悅的感覺。

 冬眠 [Imprint ]
Hibbertia 精華是為那些對⾃⼰和他們所擁有的知識進⾏嚴格、控制甚⾄狂熱的⼈準備的。�可以改變這種�噬信息和哲
學的傾向，只是為了佔上⾵，⽽是幫助⼈們接受並滿⾜於⾃⼰和⾃⼰與⽣俱來的知識。 Hibbertia 精華還可以幫助消除優
於他⼈的慾望，使⼈能�找到滿⾜與平靜。

 冬蟲夏草 [Imprint ]
蟲草是⼀種⽣⻑在昆蟲幼蟲⾝上的藥⽤��。�⻑期以來⼀直被⽤於傳統中醫 (TCM)，因為�是⼀種天然的能量增強劑，
具有抗�化、抗衰⽼和抗炎的特性。蟲草有 400 多種，其中冬蟲夏草是研究最多的⼀種。冬蟲夏草可⽤於提⾼運動（鍛
煉）表現、改善膽固醇⽔平、降低⾎壓、促進⼼臟健康、控制⾎糖⽔平、提⾼性慾、⽀持活⼒、提⾼免疫⼒、減少疲勞和
改善整體健康。

 冬⻘ [Imprint ]
冬⻘通常被認為是憤怒的補救措施——但事實並⾮如此。在巴赫體系中，憤怒是次要的情�，我們需要更仔細地研究原
因。基於不耐煩的憤怒需要另⼀種補救措施，例如，基於個⼈不公平或⾮個⼈不公正感或簡單失控的憤怒也是如此。
Holly 實際上是治療針對他⼈的⾮常消極、攻擊性的感覺——如仇恨、懷疑、嫉妒、怨恨等情�的補救措施。基本問題是
缺乏愛，⽽這種補救措施可以⿎勵我們的慷慨精神和對他⼈的開放態度。建議⽤於當⼈們需要控制⾃⼰的仇恨、嫉妒和/
或嫉妒的感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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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完全脈衝電磁場 [脈衝電磁場]
這是所有⽤於冷刺激和免疫刺激的脈衝電磁場的組合。 
包含：  免疫  普通感冒 - 喉  普通感冒蝶竇  ⽀氣管炎  免疫�動 還有1...

 冷靜 [Imprint ]
- 
包含：  Delta 睡眠誘導�  諾麗  �⻄汀

 冷靜的頭腦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於幫助緩解可能引發深度疾病狀態的情�衝擊和精神困擾。其效果是使⼼靈平靜，以幫助清除可能發⽣的任何
情�烙印。

 凍乾五味⼦提取物 [Imprint ]
五味⼦（中藥中的微味⼦）被⽤於數百種經典中草藥配⽅中。五味⼦的主要⽤途和主治包括遺精，遺尿，尿頻，久咳，虛
喘，⾃汗，盜汗，失⽔⼝渴，久瀉，氣短脈弱，內熱消渴。 ，⼼悸失眠。

 凍傷（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凍傷的Rife頻率，凍傷是由⽪膚和下層組織的凍結引起的。

 分娩快樂 [Imprint ]
- 
包含：  �加  神經�基酸  5'-磷酸�哆�（維⽣素 B6 的活性形式）  維⽣素 B 複合物  纈草 還有1...

 分辨率炎症 [Imprint ]
消炎消炎是 omega-3 脂肪酸的混合物，含有⾼濃度的專業促消炎介質 (SPM)，可能有助於消退炎症階段。炎症的消退階
段是⼀個複雜的過程，�涉及調節從感染或損傷部位清除炎症細胞以恢復組織功能所需的細胞事件的介質。該 IC 是在⿂
油、EPA（⼆⼗�五烯酸）、DHA（⼆⼗⼆�六烯酸）、17-HDHA（17-�基-⼆⼗⼆�六烯酸）、18-HEPE（18-�基-⼆
⼗�五烯酸）和 14- HDHA（14-�基-⼆⼗⼆�六烯酸）。

 別嘌呤醇 [Imprint ]
別嘌呤醇⽤於降低⾼⾎尿酸⽔平。特別是，�⽤於預防由尿酸或草酸�引起的痛⾵和腎結⽯。還可⽤於治療尿酸性腎病和
腫瘤溶解綜合徵。

 利培� [Imprint ]
[新的] 利培�是⼀種⾮典型抗精神病藥物，可能有助於治療各種情�和⼼理健康狀況，包括精神分裂症、躁鬱症和與⾃閉
症相關的易怒症。

 利塞�酸鹽 [Imprint ]
利塞�酸鹽屬於⼀類稱為⼆磷酸鹽的藥物，⽤於預防和治療可能由於年齡、更年期或⻑期使⽤⽪質類固醇藥物（如潑尼
松）⽽導致的成⼈⾻質疏鬆症。�也可⽤於治療佩吉特⾻病（其中⾻形成異常）。利塞�酸鹽的作⽤是減緩⾻質流失，從
⽽有助於保持⾻骼強壯並降低⾻折⾵險。

 利拉魯� [Imprint ]
利拉魯�⽤於幫助控制 2 型糖尿病患者的⾎糖⽔平。�也可以⽤來治療肥胖症。

 制黴菌素 [Imprint ]
制黴菌素是⼀種抗真菌藥物，⽤於治療⽪膚、⼝腔、陰道和⻝道念珠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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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五加 [Imprint ]
Eleuthero，也被稱為⻄伯利亞⼈參，幾千年來⼀直被⽤作草藥。�被認為是⼀種適應原，是⼀種⽀持⾝體⾃然適應壓⼒
（精神、⾝體和新陳代謝）能⼒的化合物。刺五加通過調節腎上腺激素⽔平，特別是⽪質�，幫助⾝體應對精神和⾝體壓
⼒。�可⽤作⼀般興奮劑以及增強免疫系統、增加能量和減少疲勞、改善認知功能、增強運動表現、增加肌⾁和⾻骼強
度、管理更年期、減少呼吸道感染、改善淋巴功能和降低或穩定⾎糖⽔平。

 刺槐 [Imprint ]
Soursop，也稱為guanabana，是⼀種熱帶⽔果，被歸類為超級⻝品。�可⽤於減輕炎症、對抗感染、增強腸胃健康、幫
助減肥、減輕⾵濕病和關節炎疼痛、降低⾎壓、幫助緩解壓⼒和增強免疫⼒。

 刺激神經癒合（Rife） [脈衝電磁場]
Rife頻率有助於刺激神經的癒合和再⽣。

 刺突蛋⽩抑制中和頭暈 [Imprint ]
建議使⽤這些物質來阻⽌刺突蛋⽩細胞結合和復制。 
包含：  N-⼄�半胱�酸  穀胱⽢�（還原）  印楝油  ⻄伯利亞松⼦油  法國海松樹⽪提取物 還有2...

 刺突蛋⽩抑制和中和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含有建議阻⽌刺突蛋⽩細胞結合和復制的物質。 
包含：  法國海松樹⽪提取物  穀胱⽢�（還原）  伊維菌素  N-⼄�半胱�酸  印楝油 還有1...

 刺蒺藜 [Imprint ]
蒺藜是⼀種植物，⻑期以來⼀直⽤於中藥和阿育吠陀醫學治療各種疾病。�可⽤於增加睾丸激素的產⽣、改善運動表現、
增加性功能和性慾、降低⾎壓、⽀持⼼臟健康、降低⾎糖⽔平、減少腫脹和⽀持泌尿道健康。這個 IC 是在 Tribulus
Terrestris 的幫助下製作的。

 刺蛋⽩排毒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含有⽀持刺突蛋⽩排毒的物質。 
包含：  薑⿈素加  緩衝維⽣素 C  脂質體維⽣素 D3 + K2  N-⼄�半胱�酸  ⿊種草種⼦ 還有2...

 前列腺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持前列腺健康。�可⽤於幫助預防或緩解前列腺腫⼤的症狀，也稱為良性前列腺增⽣ (BPH)。

 前列腺動⼒2.0 [Imprint ]
⽀持前列腺功能和細胞週期！ 
包含：  阿那曲�  乳房防禦  5-α-還原酶抑製劑  睾�  ⾮那雄� 還有1...

 前列腺和前列腺炎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有助於治療前列腺和前列腺炎（即前列腺腫脹和發炎）。

 前列腺炎 [Imprint ]
- 
包含：  諾麗  布洛芬  ⽜前列腺提取物  刺槐  阿奇黴素

 前列腺炎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適⽤於前列腺和前列腺炎。

 前列腺炎 2.0 PEMF [脈衝電磁場]
前列腺炎是前列腺的炎症性疾病。這種 PEMF IC 旨在⽀持前列腺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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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炎（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前列腺炎（前列腺感染）的Rife頻率。

 前列腺腺瘤 [Imprint ]
- 
包含：  多烯基磷脂�膽�  ⽜前列腺提取物  刺槐

 前列腺腺瘤 [Imprint ]
前列腺腺瘤是導致前列腺肥⼤的疾病。可能引起前列腺炎症、尿頻、緩慢開始的間歇性尿流微弱；膀胱排空不完全、復發
性尿路感染、膀胱結⽯、射精問題和前列腺癌。

 副傷寒沙⾨⽒菌 B [Imprint ]
副傷寒的症狀與傷寒沙⾨⽒菌相似，但表現較輕，可能包括⻝物中毒、急性發燒、慢性低燒、胃腸道不適、極度疲勞和虛
弱、失眠、頭痛、腹痛、噁⼼、營養不良、嘔吐、腹瀉, 出汗, 脫⽔, 持續便秘, 脾肝腫⼤, ⼼衰, ⼼跳緩慢, ⼼悸, 噪⾳敏感,
炎症(腸, 肝, 膽, �, 脾, ⼼, 肺, 嘴, 扁桃體, 關節, ⾻髓),胃和⼗⼆指腸潰瘍、肌⾁無⼒和退化、膽結⽯、抽�、癲癇發作、癌
前病變、�疹發作、⼝腔潰瘍、流鼻⾎、乾咳、胸部玫瑰⾊斑、眼睛不適、易怒、關注負⾯情�和情�擺動。

 創傷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體創傷和損傷以及⽀持癒合。

 創傷和休克衝突釋放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能有助於釋放過去的情�衝擊、創傷、消極的潛意識信念模式和存儲在⼤腦全息圖中的磁帶循環。�可以幫助經
歷過創傷的⼈訪問這些過去經歷的記憶並從中治愈，⽽不會再次受到創傷或被痛苦的感覺所淹沒。未解決的創傷會對⽣
理、認知和情�⽔平產⽣⻑期的負⾯影響。壓⼒和創傷被密封和儲存的時間越⻑，相關問題就越有可能在⾝體和情感層⾯
上產⽣。這種IC可以幫助⼈們擺脫記憶造成的負⾯情�影響。�還可能有助於緩解焦慮、抑鬱、慢性疼痛、創傷後壓⼒和
成癮。

 創傷急性 [脈衝電磁場]
急性損傷後始終使⽤此 PEMF！在任何受傷或疾病的情況下，始終尋求醫療⽀持。

 創傷⽀持 [脈衝電磁場]
幫助管理精神、情感和⾝體創傷的流⾏頻率。

 創傷迷⾛神經交感神經 [脈衝電磁場]
- 
包含：  創傷  交感放鬆  交感神經系統平衡  迷⾛神經放⼤器

 創造性的補救措施 [Imprint ]
Creative Remedy 可能有助於激發創造性和情感表達。�可以在公開演講和唱歌等情況下提供勇氣和清晰度，也可以幫助
克服創造性障礙。 Creative Remedy ⾮常適合難以與他們的創作技巧聯繫起來的藝術家、⾳樂家、演講者或作家。該IC是
在布什紫紅⾊，Crowea，五⾓，法蘭絨花，紅⾊Grevillea，Tall Mulla Mulla和Turkey Bush的花卉精華的幫助下創建
的。

 加巴噴丁 [Imprint ]
加巴噴丁是治療多種疼痛的最流⾏的藥物，包括糖尿病性神經病變和任何其他類型的神經性疼痛、帶狀�疹後神經痛以及
任何類型的灼痛或灼痛。�還⽤於治療不寧腿綜合徵、更年期潮熱和癲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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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bovine-prostate-extract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soursop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adenoma-prostata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salmonella-paratyphi-b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trauma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trauma-shock-conflict-releas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trauma-acut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trauma-support
http://www.infopathy.com/zh-TW/combinations/trauma-vagus-sympathetic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trauma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sympathetic-relax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sympathetic-nervous-system-balanc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vagus-nerve-amplifier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creative-essence-australian-bush-flower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gabapentin


 加強和調整⾎管 [Imprint ]
這是⼀系列營養素，重點是加強結締組織，包括⾎管、韌帶和肌腱、⽪膚和軟⾻。考慮將�⽤於損傷恢復、抗衰⽼和⽪膚
健康、頭髮/⽪膚/指甲、痔瘡、靜脈曲張、⿈斑變性、牙齦出⾎、慢性流鼻⾎和容易瘀傷。 
包含：  ⽣物素  ⾦縷梅  脂質體維⽣素C  甲磺�甲�  ⽜磺酸 還有1...

 加德 30C [Imprint ]
Gard 30C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於幫助治療由 Gardasil 疫苗引起的傷害或副作⽤。

 助聽器 [脈衝電磁場]
該 IC 有助於釋放對聽⼒過程和早期聽⼒發育的創傷性影響。該 IC 還可⽤於幫助解決聽⼒和⾔語問題。

 勃起功能 3.0 [Imprint ]
- 
包含：  ⼈參  ⻄地那⾮  睾�  脫�酶  L-精�酸 還有2...

 勃起功能障礙 [聽得⾒]
這種有聲 IC ⽤於勃起功能障礙。�包括⼀些頻率上的⾳樂。

 動脈 [Imprint ]
Arteria 是⼀種順勢療法，⽤於幫助治療循環障礙、動脈周圍炎、跛⾏、糖尿病、壞疽、伯格⽒病和腓腸（⼩腿）痙攣。

 動脈內膜炎 [Imprint ]
- 
包含：  ⼄�⽔楊酸  曲美他�

 動脈炎 [Imprint ]
- 
包含：  地爾硫卓鹽酸鹽  曲美他�  多烯基磷脂�膽�

 動脈粥樣硬化 [Imprint ]
- 
包含：  諾麗  曲美他�

 動脈粥樣硬化 [Imprint ]
動脈粥樣硬化是動脈硬化和變窄。�是由動脈壁內斑塊的緩慢積聚引起的。動脈是將富含�氣的⾎液從⼼臟輸送到⾝體其
他部位的⾎管。斑塊由⾎液中的脂肪、膽固醇、�和其他物質組成。隨著�的⽣⻑，斑塊的積聚會使動脈內部變窄，並且
最終可能會限制⾎流。有兩種類型的牙菌斑：堅硬且穩定的或柔軟且不穩定的。硬斑塊導致動脈壁增厚和硬化。軟斑塊更
容易脫離牆壁並進⼊⾎液。這可能會導致⾎栓，從⽽部分或完全阻塞動脈中的⾎液流動。當這種情況發⽣時，由阻塞動脈
供應的器官會缺乏⾎液和�氣。該器官的細胞可能會死亡或遭受嚴重損害。動脈粥樣硬化是⼀種可能在兒童時期開始的緩
慢進展性疾病。�會影響⼤腦、⼼臟、腎臟以及⼿臂和腿的動脈。隨著斑...

 動脈粥樣硬化斑塊（溶解） [Imprint ]
- 
包含：  ⼄�⽔楊酸  雙�芬酸  諾麗

 勞拉⻄泮 [Imprint ]
�⽤於治療焦慮症。�還⽤於短期緩解抑鬱症引起的焦慮或焦慮症狀。勞拉⻄泮是⼀種�⼆�卓類藥物，可在⼤腦中緩解
焦慮症狀。�⼆�卓類藥物是中樞神經系統 (CNS) 抑製劑。

http://www.infopathy.com/zh-TW/combinations/strengthen-and-tone-vessels-f021b117-3c4c-43e3-a892-422ef89babc0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biotin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hamamelis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liposomal-vitamin-c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msm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taur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gard-30c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es9-shock-audio-processing
http://www.infopathy.com/zh-TW/combinations/erektionsfunktion-3-0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panax-ginseng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sildenafil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testostero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dhea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l-argin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erectile-dysfunction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arteria
http://www.infopathy.com/zh-TW/combinations/endarteritis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aspirin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trimetazid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combinations/arteritis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diltiazem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trimetazid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polyenylphosphatidyl-chol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combinations/atherosclerosis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noni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trimetazid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atherosclerosis
http://www.infopathy.com/zh-TW/combinations/artherosclerotic-plaques-dissolution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aspirin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diclofenac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noni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lorazepam


 ⼔⾸哈克 [Imprint ]
Dagger Hakea 花精⾮常適合解決對家⼈、朋友和舊情⼈等⾮常親密的⼈的怨恨和苦毒問題。這種本質可以幫助⼀個⼈克
服這些不常公開表達的怨恨，並找到原諒周圍⼈的⼒量。此外，眾所周知，Dagger Hakea 花精可以⿎勵⼈們敞開⼼扉，
幫助⼈們學習如何原諒和表達⾃⼰。

 化學超負荷排毒 [脈衝電磁場]
盛⾏頻率有助於清潔和排毒⾝體免受化學超負荷的影響。

 ⼗⼀�烯酸 [Imprint ]
⼗⼀�烯酸是⼀種不飽和脂肪酸，最常⽤於治療真菌感染。�可局部⽤於真菌性⽪膚感染，如股癬、�氣、真菌性指甲感
染和花斑癬。�也可以內服治療包括念珠菌或其他酵⺟/黴菌⽣物過度⽣⻑的⽣態失調。

 ⼗⼆指腸潰瘍 [Imprint ]
⼗⼆指腸潰瘍 
包含：  諾麗  奧美拉�  �酶  強⼒黴素  美⾙維林 還有1...

 ⼗⼆指腸炎 [Imprint ]
⼗⼆指腸炎是位於胃正下⽅的⼗⼆指腸（⼩腸的第⼀部分）的炎症。�會導致消化系統不適、⼗⼆指腸內壁潰瘍以及⼗⼆
指腸黏膜發炎和受損，這些黏膜會在進⻝後 2 ⾄ 3 ⼩時或晚上出現。通常通過進⻝可以緩解疼痛。

 半夏⽊蘭⽪配⽅ [Imprint ]
半夏⽊蘭⽪配⽅（半夏侯婆湯）是⼀種中草藥組合，可⽤於幫助治療各種呼吸、消化和情�疾病。⼀些適應症包括反酸或
反流、呼吸困難、⽀氣管炎、咳痰過多、情�不穩定、抑鬱、胃腸道疾病、慢性喉炎、梅尼埃病、晨吐、暈⾞、噁⼼、經
前期綜合徵、打鼾、�嚥困難、感覺喉�裡有東⻄，喘息和嘔吐。在中醫中，半夏和厚朴⽤於幫助⾏氣，散結，引導逆氣
向下，化痰，散結。該IC是在⽣薑（⽣薑/⽣薑）、半夏（姜熟半夏/知半夏）、茯苓（茯苓靈/茯苓）、厚朴（⽊蘭⽪）的
幫助下製成的/侯寶），紫蘇葉（紫蘇葉/紫蘇葉），Citri Reticulatae Viride Pericarpium（綠橘⽪/⻘⽪）和⾹附（Nut-
Grass ...

 半邊蓮 [Imprint ]
半邊蓮，也被稱為印度煙草，是⼀種⻑期以來被⽤作草藥的植物。�的活性成分⼭茱萸�具有與尼古丁相似的作⽤（儘管
效⼒較弱），並已⽤於各種戒�療法。半邊蓮可⽤於幫助治療哮喘、⽀氣管炎、百⽇咳、呼吸急促（呼吸暫停）、失眠、
抑鬱、藥物成癮和注意⼒缺陷多動障礙（ADHD）。�也可以⽤來幫助提⾼記憶⼒和注意⼒。這個 IC 是在 Lobelia inflata
的幫助下製作的。

 南⼗字星 [Imprint ]
南⼗字花精華適合那些覺得⽣活艱難、不公平、所有努⼒都⽩費的⼈。�是針對痛苦和怨恨的情�，有助於減輕受害者⼼
理、貧�意識、抱怨和殉難。這種補救措施⿎勵個⼈⼒量，承擔責任和積極性。

 南⽠種⼦ [Imprint ]
南⽠⼦，也稱為 pepitas，是深綠⾊的種⼦，富含抗�化劑。�們與多種健康益處有關，被認為是超級⻝品。南⽠�是
�、�、磷、銅和鐵的重要來源。與南⽠⼦相關的健康益處包括改善⼼臟健康、降低⾼膽固醇、減少炎症和幫助緩解關節
炎疼痛、幫助睡眠、改善前列腺和膀胱健康、幫助男性⽣育、改善消化功能，並可能降低⾎糖⽔平。

 南⾮醉茄 [Imprint ]
Ashwagandha 是⼀種草藥，3000 多年來⼀直是阿育吠陀醫學的⼀部分。對這種草藥的現代研究表明，�可以幫助減輕壓
⼒和降低⽪質醇、減少炎症、增強情�、降低升⾼的⾎糖，甚⾄可能在癌症管理中發揮重要作⽤。該 IC 推薦給患有抑鬱
症、疲勞、糖尿病、癌症、慢性炎症、甲狀腺疾病的⼈，以及運動員和其他希望增加肌⾁質量和增加⼒量的⼈。

 博羅尼亞 [Imprint ]
Boronia 花精華可⽤於幫助解決⼈們對事件、分⼿、想法或想法的迷戀。�可能會導致繼續前進所需的清晰度和重點。當
與“Bottlebrush”花精結合使⽤時，�可能有助於打破舊習慣和成癮以及處理已結束的關係。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dagger-hakea-australian-bush-flower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chemical-overload-detox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undecylenic-acid
http://www.infopathy.com/zh-TW/combinations/ulcer-of-duodenum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noni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omeprazol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pancreatin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doxycycl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mebever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duodenitis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pinellia-magnolia-bark-formula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lobelia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southern-cross-flower-essenc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pumpkin-seed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ashwagandha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boronia-australian-bush-flower-essence


 博阿布 [Imprint ]
蟒蛇花精常⽤於克服代代相傳的負⾯情�和家庭思維模式。�是最強⼤的精華之⼀，對那些遭受過他⼈虐待或偏⾒的⼈有
益。蟒蛇花精華是消除負⾯思想以及幫助清除⼈與⼈之間負⾯業⼒的理想選擇。這種本質可以幫助⼈們將所有⿊暗的想
法、感受和記憶拋諸腦後。

 卡介苗 MK [Imprint ]
Bacillus Calmette-Guérin (BCG) 200K 是⼀種由結核病 (TB) 疫苗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減輕疫苗引起的副作
⽤和不良反應。對於較低的效⼒，使⽤“Bacillus Calmette-Guérin 30K”或“Bacillus Calmette-Guérin 200K”；要獲得更
⾼的效⼒，請使⽤“Bacillus Calmette-Guérin XMK”。

 卡介苗芽�桿菌 200K [Imprint ]
Bacillus Calmette-Guérin (BCG) 200K 是⼀種由結核病 (TB) 疫苗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減輕疫苗引起的副作
⽤和不良反應。對於較低的效⼒，使⽤“Bacillus Calmette-Guérin 30K”；要獲得更⾼的效⼒，請使⽤“Bacillus
Calmette-Guérin MK”或“Bacillus Calmette-Guérin XMK”。

 卡介苗芽�桿菌 30K [Imprint ]
Bacillus Calmette-Guérin (BCG) 30K 是⼀種由結核病 (TB) 疫苗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減輕疫苗引起的副作⽤
和不良反應。如需更⾼效⼒，請使⽤“Bacillus Calmette-Guérin 200K”、“Bacillus Calmette-Guérin MK”或“Bacillus
Calmette-Guérin XMK”。

 卡介苗芽�桿菌 XMK [Imprint ]
Bacillus Calmette-Guérin (BCG) 200K 是⼀種由結核病 (TB) 疫苗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減輕疫苗引起的副作
⽤和不良反應。對於較低的效⼒，使⽤“Bacillus Calmette-Guérin 30K”、“Bacillus Calmette-Guérin 200K”或“Bacillus
Calmette-Guérin MK”。

 卡他性胃炎 [Imprint ]
卡他性胃炎是⼀種簡單的急性胃炎，即胃壁粘膜的炎症。粘液分泌正常或過多可能會發⽣ - 通常是表⾯的或胃腺受損⽽沒
有萎縮。卡他性胃炎主要發⽣在年輕男性和⼥性⾝上。

 卡利磷 3X [Imprint ]
Kali Phosphoricum，通常稱為磷酸鉀，被稱為最好的順勢療法神經療法之⼀。�可能有助於治療疲憊、壓⼒、精神疲
勞、焦慮、腦霧、虛弱、抑鬱、神經緊張、偶爾失眠和頭痛。

 卡姆卡姆 [Imprint ]
[新的] 卡姆卡姆是⼀種原產於亞⾺遜⾬林的酸漿果，由於其有益健康的特性⽽被認為是⼀種超級⻝品。�富含維⽣素 C，
並含有強⼤的抗�化劑。 卡姆卡姆可能有助於對抗炎症、減輕體重、改善⾎壓、降低⾎液膽固醇⽔平、⽀持免疫系統、改
善情�和改善⾎糖⽔平。

 卡⽡卡⽡ [Imprint ]
卡⽡卡⽡是⼀種由 Piper methysticum 製成的草藥，Piper methysticum 是⼀種原產於太平洋島嶼的植物。�含有稱為
卡⽡��的物質，可提供�靜、欣快的效果。卡⽡卡⽡可⽤於幫助減輕壓⼒和焦慮、減輕疼痛、減輕與抑鬱相關的症狀、
改善睡眠質量（例如幫助失眠）、降低患癌症的⾵險、保護神經元免受損傷、改善更年期導致的情�，並幫助經前綜合症
（PMS）。

 卡⾙縮宮素 [Imprint ]
卡⾙縮宮素(Carbetocin) 是⼀種合成的催產素類似物，可⽤於幫助減輕 Prader-Willi 綜合徵患者的⻝慾過盛、焦慮和痛
苦。�也可⽤於幫助防⽌產後出⾎過多，尤其是剖宮產後。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boab-australian-bush-flower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bacillus-calmette-guerin-mk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bacillus-calmette-guerin-200k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bacillus-calmette-guerin-30k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bacillus-calmette-guerin-xmk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catarrhal-gastritis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kali-phosphoricum-3x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camu-camu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kava-kava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carbetocin


 印度醋栗（Amla） [Imprint ]
印度醋栗，也稱為 Amla，是⼀種⼩⽽酸的淺綠⾊⽔果，營養豐富，⽣⻑在印度、中東和東南亞部分地區。印度醋栗在阿
育吠陀醫學中被廣泛使⽤，被認為是⼀種超級⻝品。�已被⽤於控製糖尿病、幫助消化、使⾝體的許多器官和功能恢復活
⼒、預防⼼�病、幫助治療⾼膽固醇、預防癌症、改善肝臟健康、減少炎症、緩解關節炎和關節疼痛、改善記憶⼒、平衡
雌激素⽔平，並治療⽉經來潮。

 印楝油 [Imprint ]
印楝油是從公認的藥⽤植物熱帶印楝樹中提取的。印楝油已被中醫和阿育吠陀醫學的從業者⽤於各種⽬的，例如降低⾎糖
⽔平（2 型糖尿病）、治療胃潰瘍、殺死細菌和防⽌⼝腔中的斑塊形成。�還可⽤於幫助治療頭⽪屑、指甲和⾜部真菌、
痤瘡、眼部問題和⽪膚乾燥。印楝油也可⽤於促進頭髮健康和⽣⻑，幫助減少皺紋的出現，減少�痕，並刺激膠原蛋⽩的
產⽣。�也可⽤於植物以促進植物健康。

 印記帶狀�疹 [Imprint ]
這是⽤於壓印到⽔中的帶狀�疹的 FSM 協議。�可能有助於治療由傳播的刺突蛋⽩引起的⽪疹和⽔�。

 卵巢囊腫 [Imprint ]
卵巢囊腫是卵巢內或卵巢上充滿液體的囊。�們很常⾒，通常在排卵期間形成。卵巢囊腫通常是無害的，許多患有卵巢囊
腫的⼥性沒有任何症狀。如果囊腫很⼤，可能會導致囊腫⼀側的⾻盆疼痛、腹脹、腹部沉重、⽉經不調和可能疼痛的⽉經
以及泌尿問題等症狀。

 卵巢⽀持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持卵巢健康。�的設計⽅式使其不能增加雌激素。

 卵巢發炎 [Imprint ]
- 
包含：  �康�  阿奇黴素

 厄⾙沙坦 [Imprint ]
[新的] 厄⾙沙坦是⼀�⾎管緊張素 II 受體阻滯劑 (ARB)，可能有助於降低⾼⾎壓（⾼⾎壓）。此外，�可能有助於保護腎
臟免受糖尿病腎病的侵害。

 原始浮游植物 [Imprint ]
[新的] 原始浮游植物營養豐富，含有各種維⽣素、�物質、必需脂肪酸和�基酸。�可能有助於增強能量、改善情�、⽀
持排毒、促進細胞健康和提⾼精神集中度。該 IC 是在微�球藻藻類和 四藻浮游植物的幫助下製成的。

 參 [Imprint ]
⼈參在中醫中作為補腎益氣藥已有數千年的歷史。在⻄醫中，�被⽤作腎上腺適應原、免疫興奮劑和⼀般補品。�適⽤於
疲勞、免疫增強、性慾低下、腦霧和抑鬱症。⼈參有很多種，每⼀種都有其獨特的特性。這個公式是刺五加，或⻄伯利亞
⼈參。

 受傷引起的膝蓋疼痛 [脈衝電磁場]
⾼頻頻率可幫助緩解因受傷引起的膝蓋疼痛。

 ⼝吃（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吃（也稱為⼝吃或⼝吃）的Rife頻率，⼝吃是⼀種涉及正常流利度和⾔語流暢性問題的語⾔障礙。

 ⼝腔潰瘍 [脈衝電磁場]
Rife 頻率有助於⼝腔潰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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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臭（即慢性⼝臭）的Rife頻率。

 可待因 [Imprint ]
可待因是⼀種�痛藥，屬於⼀類稱為阿⽚類（麻醉性）�痛劑的藥物。�可⽤於治療輕度⾄中度疼痛，例如背痛、牙痛、
偏頭痛、⼿術疼痛和關節炎疼痛。�也可以⽤作⽌咳藥。

 �咯��� (PQQ) [Imprint ]
�咯��� (PQQ)，有時也稱為甲���，是⼀種⼩�分⼦，在防⽌細胞內，尤其是線粒體內的�化損傷⽅⾯發揮著⾮常
重要的作⽤。 PQQ ⽀持健康⽼化，主要⽤於優化細胞能量產⽣，從⽽治療疲勞或全⾝虛弱。�也可⽤於幫助治療炎症、
控製糖尿病和改善睡眠質量。此外，有研究表明�對⼼⾎管和認知健康都有好處。 PQQ 可以在⽔果和蔬菜中找到，例如
獼猴桃和⻘椒，以及⼈乳。

 ��甲酸� [Imprint ]
�是⼀種必需的微量�物質，當與��甲酸結合時，�的⽣物利⽤度會增加。��甲酸�可⽤於改善�島素敏感性、維持
正常⾎糖⽔平、增強能量、增加肌⾁質量、促進減肥、減少飢餓和渴望。�也可⽤於增加蛋⽩質、�⽔化合物和脂質代
謝。

 ��甲酸� [Imprint ]
��甲酸�是⼀種強⼤的抗�化劑，可⽀持免疫⼒、抗寒、幫助傷⼝癒合、有益於荷爾蒙健康、有益於⾎糖⽔平、預防腹
瀉、⽀持甲狀腺功能，並有助於肌⾁⽣⻑和壓⼒和焦慮期間的修復。

 �拉⻄坦阿尼⻄坦複合物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包含兩種流⾏的�拉⻄坦益智藥：�拉⻄坦和阿尼⻄坦。這種 IC 複合物可⽤於幫助提⾼記憶⼒、注意⼒、
頭腦清晰、情�和⽣產⼒。 
包含：  拉⻄坦  阿尼⻄坦

 ��-3-甲醇 [Imprint ]
Indole-3-Carbinol 是由 glucobrassicin 分解產⽣的，�是⼀種在⼗字花科蔬菜中⾼濃度存在的化合物，如抱⼦⽢藍、⻄
蘭花、捲⼼菜、花椰菜和羽⾐⽢藍。�可⽤於幫助降低患癌症的⾵險、治療系統性紅斑狼瘡、控制纖維肌痛、對抗感染、
⽀持免疫系統、平衡激素⽔平、改善乳房健康、⽀持⽣殖器官以及排毒腸道和肝臟。

 吸毒成癮（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與毒癮作⾾爭的個⼈的Rife頻率。

 呂⻄納姆 [Imprint ]
Luesinum 的適應症包括嚴重的免疫抑制；⽣殖器官、神經、⾻骼和粘膜的影響；失眠;嚴重失眠（太早或半夜醒來）；精
神和⾝體疲憊（尤其是在早上）；泌尿不適（頻率，劇烈疼痛，尿失禁）;頭痛;慢性炎症（⽣殖器、⼤腦、神經、⼼臟、
⾎管、眼睛、⽿�、鼻⼦、喉�/扁桃體、聲帶、胃、肝臟、淋巴系統、⽪膚、⾻骼和關節）；潰瘍;⽪疹，到處疼痛，神
經損傷和癱�；失去感官；難以控制肌⾁；痙攣性收縮和抽�；腿和⻝物抽筋；⾯部和⾆頭抽�或麻痺；癲癇發作；不安
分的腿；⼿�麻⽊；胃酸過量產⽣;嘔吐;腹脹;脹氣;便秘;靈魂的喪失；嚴重的憂鬱症;狂躁;與感覺和內在指導脫節；害怕;
感覺⾚⾝裸體，沒有保護；控制欲；惡意；操...

 �喃妥因 [Imprint ]
Nitrofuantoin⽤於治療尿路感染或膀胱感染。

 呼吸困難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適⽤於呼吸困難、缺�和⽀氣管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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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急促 [Imprint ]
- 
包含：  地爾硫卓鹽酸鹽  速尿  曲美他�

 呼吸排毒（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呼吸排毒和肺部清潔的Rife頻率。

 呼吸⽀持 [Imprint ]
[新的] 呼吸⽀持可能有助於促進健康的呼吸系統、清除粘液積聚和清潔肺部。該 IC 是在獨活草根、桉樹葉、薄荷葉、肺草
葉、��⾹葉、橙⽪、⾞前草葉、灌⽊叢葉、⼟⽊⾹根、半邊蓮葉、薄荷醇和薄荷葉的幫助下製成的。

 呼吸系統炎症 [Imprint ]
- 
包含：  多烯基磷脂�膽�  刺槐  阿奇黴素

 呼吸系統的⼲燥黏膜 [Imprint ]
- 
包含：  烏⽶⾮諾⾱  �基⼆�咯���

 呼吸系統結節病 [Imprint ]
- 
包含：  地塞⽶松  多烯基磷脂�膽�  �基⼆�咯���  刺槐

 呼吸道感染 [Imprint ]
- 
包含：  烏⽶⾮諾⾱  ⼄�⽔楊酸  �基⼆�咯���  阿奇黴素

 呼吸道炎症 [Imprint ]
- 
包含：  多烯基磷脂�膽�  刺槐  阿奇黴素

 咳嗽 [Imprint ]
- 
包含：  烏⽶⾮諾⾱  ⼄�⽔楊酸  �基⼆�咯���

 咳嗽藥 [Imprint ]
這種⽌咳藥⽤於治療上氣道的卡他性病變，尤其是⽀氣管炎和百⽇咳的各個階段。也可能有助於治療鼻咽炎、⽀氣管哮喘
和肺結核咳嗽。這個 IC 是在�茄、bryonia、coccus cacti、corallium rubr.、cuprum accium、drosera、
ipecacuanha、spongia、sticta、thymus vulgaris、⼄醇、aqua pur 的幫助下創建的。

 哥圖科拉 [Imprint ]
Gotu kola (Centella asiatica)，也被稱為“⻑壽藥草”，是歐芹科植物，由於其潛在的健康益處，常⽤於中藥和阿育吠陀醫
學。�可⽤於幫助提⾼⼤腦性能、治療⽪膚病（如麻⾵病和⽜⽪癬）、促進肝臟和腎臟健康、減輕壓⼒和焦慮、減輕與抑
鬱症相關的症狀、緩解失眠、平衡神經系統、改善循環、減少⾝體腫脹，降低⾎壓，提⾼能量⽔平，緩解腹瀉，減少妊娠
紋和�痕的出現，增強性能⼒，緩解關節疼痛，提⾼精神清晰度，排毒⾝體，促進傷⼝癒合。 Gotu kola 也可⽤於幫助治
療阿爾茨海默病、⽉經失調、靜脈曲張、胃潰瘍和⾎栓。

 哮喘、過敏和花粉症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可幫助治療哮喘、過敏和花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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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病 [Imprint ]
- 
包含：  阿奇黴素  鹽酸⻄替利�  地塞⽶松  �⻄汀  ��達� 還有1...

 哮喘複合體 [Imprint ]
- 
包含：  阿奇黴素  D-葡萄糖酸�  消化複合益⽣菌  �⻄汀  ��達� 還有1...

 哮喘複合體 1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有助於緩解哮喘症狀。 
包含：  過敏療法  鹽酸⻄替利�  地塞⽶松  烏⽶⾮諾⾱

 哮喘⻑脈衝電磁場 [脈衝電磁場]
當�像哮喘⼀樣呼吸困難時，這種 PEMF 應該為�提供⽀持。

 ��坦 [Imprint ]
��坦⽤於短期治療失眠症。�可以⽤來幫助⼊睡以及保持睡眠。

 喉�痛（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喉�痛的Rife頻率。

 喚醒直覺（Solfeggio） [聽得⾒]
這種視唱頻率可以⽤來幫助喚醒直覺和內在⼒量。�也可以⽤來幫助⽤積極的想法代替消極的想法。這個頻率也可能有助
於提⾼細胞⽔平的能量。為獲得最佳效果，每周⾄少聽 3 次 IC，每次⾄少 15 分鐘，持續 4-6 週。將⾳量調節到舒適的中
等/低⽔平。

 喜來吉 [Imprint ]
Shilajit，也稱為�物瀝⻘，是⼀種天然樹脂狀物質，主要存在於喜⾺拉雅⼭脈的岩⽯中。�由植物材料的分解形成了幾個
世紀。 Shilajit 含有富裡酸、腐植酸和超過 84 種�物質。由於其潛在的健康益處，�已在阿育吠陀醫學中使⽤了幾個世
紀。 Shilajit 可⽤於幫助改善⼤腦功能、幫助控制阿爾茨海默病、減緩衰⽼的影響、減少炎症、對抗病毒感染（包括�
疹）、減少與慢性疲勞相關的症狀、緩解⾼原反應、改善精⼦數量和健康，降低壞膽固醇⽔平，改善⼼臟健康，預防某些
類型的癌症，增強⾻骼，預防⾻質疏鬆症，增加能量，提⾼性慾，提⾼男性⽣育能⼒，並增加睾丸激素⽔平。�也可⽤於
治療貧⾎、改善腎上腺健康和延...

 單純�疹 1 型 [脈衝電磁場]
該IC旨在殺死唇�疹。�主要由 1 型�疹病毒引起。

 單純�疹（倒置） [Imprint ]
疼痛，灼熱和發癢的⽪疹；流感樣症狀；情�和壓⼒敏感性；情�波動。⽔痘;萎靡不振；低燒;筋疲⼒盡；噁⼼;⻝慾不振;
肌⾁疼痛；頭痛;神經炎症;⽪膚問題； （嚴重的瘙癢，疼痛的⽪疹，腫塊，⽔�，膿�）粘膜感染（⼝腔、喉�和⽣殖器
的⽔�和疼痛性潰瘍）；慢性神經痛;感覺喪失；⾯癱;多發性硬化症;⼦宮癌。

 �硫平 [Imprint ]
�硫平是⼀種抗精神病藥物，⽤於治療精神分裂症、雙相情感障礙和重度抑鬱症。�也可能有助於解決焦慮問題。

 嗅覺缺失症（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緩解嗅覺喪失的常⾒頻率，即嗅覺部分或完全喪失。嗅覺缺失可能是由於刺激鼻腔內壁的情況引起的，例如過
敏或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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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嗅覺障礙和味覺障礙 [脈衝電磁場]
Rife 頻率有助於緩解嗅覺障礙和味覺障礙。

 �� [Imprint ]
�是⼀種阿⽚類⽌痛藥。阿⽚類藥物有時被稱為麻醉劑。��⽤於治療中度⾄重度疼痛。根據疼痛需要服⽤短效製劑。如
果�有嚴重的哮喘或呼吸問題、胃或腸道阻塞或稱為麻痺性腸梗阻的腸梗阻，則不應服⽤��。

 嘉維逍遙散 [Imprint ]
加味消藥散在中醫藥（TCM）中被⽤於平肝、健脾、和⾎。適⽤於肝鬱、⾎虛等病症；體內熱證；潮熱;變得容易煩躁；
⾃發出汗或盜汗；眼睛受刺激⽽頭痛；�頰發紅，⽉經不調；腹脹痛，尿痛；⾆苔薄⿈。該IC是在柴胡、當歸、⽩朮、茯
苓、⽢草、牡丹⽪和梔⼦的幫助下製成的。如果�懷孕或哺乳，請在服⽤加味逍遙散前諮詢�的醫⽣。

 噁⼼ [Imprint ]
- 
包含：  �基⼆�咯���  屈他維林  奧美拉�

 噁⼼和嘔吐 [聽得⾒]
這款有聲 IC 可幫助緩解噁⼼和嘔吐。

 噁⼼（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噁⼼、嘔吐和痙攣的Rife頻率。

 噯氣 [Imprint ]
- 
包含：  屈他維林  �酶

 四硫代�酸� [Imprint ]
四硫代�酸�可能有助於銅解毒。�可能對銅中毒、注意⼒缺陷多動障礙 (ADHD)、憤怒、品⾏障礙和對⽴違抗障礙
(ODD) 有⽤。

 圖爾⻄ [Imprint ]
圖爾⻄，也被稱為聖羅勒，是⼀種在阿育吠陀醫學中被稱為“草藥⼥王”的植物。�可⽤於治療哮喘、⽀氣管炎、感冒、充
⾎、咳嗽、流感、鼻竇炎、喉�痛、記憶⼒問題、⾼⾎壓、⾼膽固醇、頭痛、⽿痛、⽪膚病、焦慮和壓⼒、痙攣、胃病、
消化不良、腸道寄⽣蟲、⼝腔疾病、潰瘍、嘔吐、糖尿病和⾎糖失衡、關節疼痛和類⾵濕性關節炎、腎結⽯、瘧疾和癌
症。

 圖爾⻄混合物 [Imprint ]
[新的] 圖爾⻄，也被稱為聖羅勒，是⼀種在阿育吠陀醫學中被稱為“草藥皇后”的植物。 圖爾⻄混合物是三種圖爾⻄的組
合，可能有助於減輕壓⼒、平靜⼼靈和促進⼼理健康。此外，�可能有助於⽀持線粒體和細胞健康。該 IC 由 Ruma 圖爾
⻄、Krishna 圖爾⻄ 和 Vana 圖爾⻄製成。

 ⼟⽊⾹ [Imprint ]
⼟⽊⾹，⼜名⾺蹄蓮，是向⽇葵科的⼀種植物。這種植物的根以其藥⽤特性⽽聞名，可⽤於增強和⽀持呼吸系統、預防咳
嗽、化痰、改善胃功能、治療噁⼼和腹瀉，以及殺死⽣活在腸道中的蠕蟲。

 ⼟⽿其布什 [Imprint ]
⼟⽿其灌⽊精華⾮常適合那些懷疑⾃⼰的創造⼒的⼈。�有助於調整到⼀個⼈的“⾼我”，並有助於通過創造性的塊。⼟⽿
其灌⽊精華可能有助於激發創造⼒，提⾼注意⼒，重振藝術⾃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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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塞⽶松 [Imprint ]
地塞⽶松⽤於治療多種疾病，包括⾎液/激素/免疫系統疾病、內分泌疾病、⾵濕病、某些⽪膚和眼睛疾病、嚴重過敏、某
些胃腸道疾病、呼吸系統疾病和腦⽔腫。

 地�雷他定 [Imprint ]
地�雷他定是⼀種抗組�藥，⽤於治療季節性和全年過敏症狀，包括打噴嚏、發癢/流鼻涕、發癢/流淚的眼睛、發癢的上
顎等。樹、草和雜草（如豚草）花粉是最常⾒的季節性過敏的誘因。

 地爾硫卓鹽酸鹽 [Imprint ]
地爾硫卓鹽酸鹽⽤於治療⾼⾎壓、胸痛和⼼律異常。

 地⻄泮 [Imprint ]
地⻄泮是世界上使⽤最廣泛的抗焦慮藥物之⼀。�還⽤於治療肌⾁痙攣和疼痛、酒精戒斷症狀和不寧腿綜合徵。

 垂體前葉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治愈垂體前葉。

 垂體前葉調理 [聽得⾒]
此可聽 IC 可幫助調節垂體前葉。

 基底細胞⽪膚癌 [脈衝電磁場]
基底細胞⽪膚癌的Rife 頻率。

 基弗羅炎 [Imprint ]
Kieferostitis 的主要適應症包括慢性下�⾻腐爛，伴有或不伴有症狀（疼痛、腫脹、膿液形成）、⼀般⾻骼病變（炎症、
壞死、腐爛）、疲勞、肌⾁和關節疼痛、偏頭痛、⾼⾎壓或低⾎壓、⼼悸、腎臟和⼼�病、慢性全⾝炎症和過敏、⾃主神
經功能障礙、睡眠障礙、焦慮、敏感和無⼒。

 基於�⼦的益⽣菌 [Imprint ]
這種基於�⼦的益⽣菌含有 5 種芽�桿菌，包括印度芽�桿菌、枯草芽�桿菌、凝結芽�桿菌、地⾐芽�桿菌和克勞⽒芽
�桿菌。除了⽣產維⽣素和抗�化劑外，這些細菌還創造了促進全譜健康益⽣菌定植的環境。鑑於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微
⽣物組在免疫、消化和整體健康中發揮作⽤，幾乎在每個治療⽅案中都應該考慮到這⼀點。具體病症將包括 SIBO、神經
病症、IBS 和炎症性腸病，例如克羅恩病和潰瘍性結腸炎、復發性⽪膚感染、念珠菌和其他類型的真菌和酵⺟菌過度⽣
⻑。鑑於⼈類和⽝類微⽣物組之間的相似性，這種基於�⼦的益⽣菌也適⽤於有腸胃問題的狗。

 基於植物的膠原蛋⽩助推器 [Imprint ]
基於植物的膠原蛋⽩助推器是植物�的混合物，可⾃然促進膠原蛋⽩的產⽣並抑製膠原蛋⽩的降解。�還可⽤於改善⽪
膚、頭髮、指甲和關節的健康。

 基本排毒 [Imprint ]
Basic Detox ⾮常適合排毒和清潔⾝體。�可⽤於緩解體內重⾦屬、⽀持免疫系統、提⾼能量⽔平、提⾼活⼒和幸福感、
促進和加強腸道健康、調節酸�平衡以及防⽌⾃由基。該 IC 是在含有沸⽯（⼀種天然⽕⼭�物）和⽩雲⽯（⼀種富含�
和�的岩⽯）的�物⽕⼭⽯的幫助下製成的。

 增壓⽔ [Imprint ]
增壓⽔可能有助於消除體內的毒素。�還可⽤於幫助提⾼頭腦清晰、⽀持免疫系統功能、增加�物質/維⽣素的攝取、減
輕體重、增加能量以及運動後更快恢復。此外，可以向植物提供增壓⽔以幫助�們⽣⻑，也可以向寵物提供以⽀持�們的
健康。該 IC 是在⽔的幫助下以晶體狀結構的形式製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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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壓種⼦復合體 [Imprint ]
Supercharge Seed Complex 是⼀種強效種⼦的混合物，已知可促進健康和恢復⾝體（尤其是在運動後）。�可⽤於提⾼
能量、中和⾃由基、⽀持肌⾁健康和柔韌性、促進⾝體健康、增強免疫系統、增加⼤腦功能和注意⼒、幫助⽀持健康的關
節、緩解運動後的輕微肌⾁疼痛、運動後修復⾝體，以及促進健康的⼼⾎管系統。這款 IC 是在⿊孜然、葡萄�和⿊樹莓
的幫助下製成的。

 增⽣助推器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可⽤於幫助增加增⽣，這是由運動引起的肌⾁細胞的增加和⽣⻑。 
包含：  ⽣⻑激素  睾�  阿那曲�  �基酸複合物  多合⼀營養素 還有2...

 壓⼒條件 [Imprint ]
- 
包含：  Delta 睡眠誘導�  �⻄汀

 壓⼒視⼒⽀持 [脈衝電磁場]
壓⼒會導致視⼒出現⼀些問題，例如眼睛抽�、眼睛流淚或乾�、眼睛疲勞、光敏感和視⼒模糊。該 IC 可⽤於幫助解釋
視覺模式和釋放由壓⼒造成的視覺功能障礙。

 壞死性闌尾炎 [Imprint ]
壞死性闌尾炎是胃腸道的慢性炎症，可導致消化功能紊亂、記憶⼒和注意⼒不集中、腸道菌群失衡、慢性便秘、腹瀉、脹
氣、淋巴結腫⼤、⽩細胞計數升⾼、右下⽅壓痛和疼痛腹部、發燒、⻝慾不振和克羅恩病。

 夏威夷螺旋藻 [Imprint ]
夏威夷螺旋藻是⼀種獨特的優質螺旋藻菌株，是⼀種從藍藻中提取的超級⻝物。�可⽤於幫助⽀持健康⽼齡化、增強免疫
系統、⽀持細胞健康、為健康和積極的⽣活⽅式提供營養、⽀持正常的膽固醇和脂質分佈、改善過敏、促進解毒、減少炎
症和⽀持甲狀腺健康。該 IC 是在夏威夷科納 (Kona) ⽣⻑的夏威夷螺旋藻的幫助下在夏威夷新鮮含⽔層⽔中製成的，沒有
使⽤殺蟲劑或除草劑。

 多動症兒童 [Imprint ]
- 
包含：  ⼄�左旋⾁�  利拉魯�  ⼼靈⽀持公式  線粒體能量⽀持  拉⻄坦 還有1...

 多合⼀營養素 [Imprint ]
多合⼀營養素含有多種維⽣素，可每天幫助⾝體並保持整體健康。�可⽤於保護⾝體免受感冒和流感的侵害，維持正常視
⼒，幫助免疫系統，保護細胞免受�化應激，並有助於神經系統的正常功能。�還可⽤於幫助肌⾁功能、甲狀腺功能和能
量代謝。該 IC 是在維⽣素 A（β-胡蘿蔔素）、維⽣素 B1、維⽣素 B2、維⽣素 B6、維⽣素 B12、維⽣素 C、維⽣素 D3、
⽣物素、葉酸、�酸、泛酸（維⽣素 B5）、�、�、�、�、�、輔酶 Q10 和多�。

 多烯基磷脂�膽� [Imprint ]
這種物質使脂質和蛋⽩質的代謝正常化，增強肝臟並改善其解毒功能，緩解疲勞，增強營養吸收。⽤於治療肝臟脂肪變
性、肝炎（包括中毒性肝炎、藥物或酒精濫⽤引起的肝損傷）、肝硬化以及與不同疾病相關的肝功能障礙。

 多發性硬化症 [Imprint ]
將增加⼤腦功能和精神⼒量的營養素的組合。�含有拉⻄坦、⼄�左旋⾁�、精�酸、腦源蛋⽩⽔解�、⼤腦復合物 NM
和磷脂�絲�酸。 
包含：  精�酸 焦⾕�酸 賴�酸  腦源性蛋⽩⽔解�  ⼤腦復合物 NM  地塞⽶松  磷脂�絲�酸 還有1...

 多發性硬化症（預防） [Imprint ]
- 
包含：  多烯基磷脂�膽�  �基⼆�咯���  諾麗  刺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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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發性神經病 [Imprint ]
該 IC ⽤於改善糖尿病性多發性神經病。 
包含：  ⾎糖平衡  ⾎糖⽀持  硫⾟酸  薑⿈素 + 磷脂�膽�  NF-κβ受體阻滯劑 還有1...

 多發性關節炎 [Imprint ]
- 
包含：  ⼄�⽔楊酸  地塞⽶松  雙�芬酸  潑尼松⿓

 多發性關節炎 [聽得⾒]
此 Audible IC ⽤於治療多發性關節炎，也稱為多發性關節炎，其中關節炎影響五個或更多關節。

 多發性關節炎（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多發性關節炎的Rife頻率。

 多種�物質⽀持 [Imprint ]
⾝體需要各種�物質來確保正常功能；但是，可能很難定期從⻝物中獲取適量。 Multimineral Support 包含各種�合�
物質，可⽀持⽣理功能和⽇常健康，並補充可能已經耗盡的�物質。該集成電路是在�、�、�、鐵、�化鉀、銅、�、
�、�和�的幫助下製成的。

 夜間打鼾 [Imprint ]
- 
包含：  �⻄汀

 夢藥草 [Imprint ]
Dream Herb (Calea Zacatechichi) 是⼀種⽣⻑在墨⻄哥的植物，傳統上被⼟著群體⽤來改善睡眠以及產⽣致幻作⽤。夢
藥可⽤於幫助提⾼精神清晰度、增強夢想、增強認知功能、促進放鬆和減少炎症。�也可⽤於消化問題，如胃痛、腸易激
綜合徵 (IBS) 和腹瀉。

 ⼤果 [Imprint ]
Macrocarpa 花精華⾮常適合那些感到筋疲⼒盡、疲憊和疲憊的⼈。這種精華有助於帶來新的熱情、耐⼒和內在⼒量。

 ⼤紅花 [Imprint ]
⼤紅花精華可能有助於激活第⼀和第⼆脈輪，消除下背部和脊柱的阻塞。�還可能有助於增加⾃信，激發性慾和激情。

 ⼤腦 Beta（警覺性） [聽得⾒]
雙⽿節拍為 12-35 Hz，對應於精神、智⼒活動和向外集中註意⼒的狀態。�從 12 赫茲開始，然後移動到 35 赫茲，節拍更
快。腦電波通常被認為是⼀種正常的節律，是那些警覺或焦慮或�⼤眼睛的⼈的主要節律。當我們�開眼睛並在分析問題
解決、判斷、決策和處理有關我們周圍世界的信息時，我們的⼤部分⼤腦都處於這種狀態。

 ⼤腦三⾓洲（睡眠） [聽得⾒]
雙⽿節拍 0.5-4 Hz，對應於⼤腦狀態 - 睡眠。�從 4 赫茲開始，然後移動到 0.5 赫茲，節拍更慢。 Delta 腦電波是緩慢⽽
響亮的腦電波（低頻且穿透⼒很強，就像⿎聲⼀樣）。�們是在最深沉的冥想和無夢的睡眠中產⽣的。 Delta波暫停外部
意識，是同理⼼的源泉。在這種狀態下會刺激癒合和再⽣，這就是為什�深度恢復性睡眠對癒合過程如此重要的原因。

 ⼤腦健康 [Imprint ]
[新的] ⼤腦健康是各種草藥、維⽣素和�物質的組合，有助於⽀持⼤腦健康和功能。�可能有助於改善認知功能、⽀持神
經細胞和增強神經信號。該 IC 是在維⽣素 B6（如鹽酸�哆醇）、維⽣素 B12（如甲鈷�）、假⾺⿒�、Alpha-GPC、巴
拉圭茶、可可�、磷脂�絲�酸、l-茶�酸、⽯杉�甲和⿊胡椒的幫助下製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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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助推器 [Imprint ]
- 
包含：  ⼄�左旋⾁�  腦⼒提升  記憶增強器  NADH+  NAT 純治療性� 還有1...

 ⼤腦喚醒 [Imprint ]
Brain Wake 可⽤於幫助⽀持⼤腦健康和功能。�可⽤於幫助改善記憶和學習以及促進⾎液循環。該 IC 是在假⾺⿒�、銀
杏葉、⽯杉� C、⽜初乳和蛋⿈的幫助下製成的。

 ⼤腦復合物 NM [Imprint ]
刺激兒童發育不全、乏⼒、植物性肌張⼒障礙、抑鬱症、動脈硬化、腦震盪後、腦炎後、神經痛、激動狀態、肌萎縮側索
硬化、多發性硬化、帕⾦森病、記憶⼒減退、神經衰竭等中的防禦機制⽼年適應症。

 ⼤腦阿爾法（冷靜） [聽得⾒]
雙⽿節拍 8-12 Hz，對應於⼤腦狀態 - ⾮常放鬆，被動的注意⼒。�從 12 赫茲開始，然後移動到 8 赫茲，節拍更慢。在安
靜流動的思想和⼀些冥想狀態中，阿爾法腦電波占主導地位。阿爾法是“當下的⼒量”，就在這裡，在當下。阿爾法是⼤腦
的靜⽌狀態。阿爾法波有助於整體⼼理協調、冷靜、警覺、⾝⼼整合和學習。

 ⼤腸桿菌 [脈衝電磁場]
⼤腸桿菌的Rife頻率。

 ⼤⿆草 [Imprint ]
⼤⿆草，也稱為⼤⿆⻘菜，是⼤⿆植物的葉⼦。�有時被稱為超級⻝品，因為�富含營養、抗�化劑、多�和類⿈�。⼤
⿆草可⽤於幫助改善免疫功能、平衡⾎糖⽔平、促進減肥、增強⽪膚健康、促進更好的消化、解毒⾝體、改善⼼臟健康並
⽀持整體健康和活⼒。

 ⼤麻 [Imprint ]
⼤麻是⼤麻科開花植物的⼀個屬。 23 種可能的健康益處：可⽤於治療⻘光眼。�可能有助於逆轉煙草的致癌作⽤並改善
肺部健康。�可以幫助控制癲癇發作。�還可以減輕稱為 Dravet 綜合徵的嚴重癲癇症的症狀。在⼤麻中發現的⼀種化學
物質可以阻⽌癌症擴散。�可能會減少焦慮。 THC 減緩阿爾茨海默病的進展。減輕多發性硬化症的疼痛。其他類型的肌
⾁痙攣也可以得到幫助。�減少了治療丙型肝炎的副作⽤並提⾼了治療效果。�可以治療炎症性腸病。�可以緩解關節炎
的不適。�使�保持苗條並幫助�的新陳代謝。�可以改善狼瘡（⼀種⾃⾝免疫性疾病）的症狀。雖然不是真正的健康益
處，但�激發了⼤腦的創造⼒。�可能有助於克羅恩病...

 天帝訣 [Imprint ]
天帝⽅（天王補⼼丹）是⼀種中藥複⽅，⽤於滋陰、養⾎、⽣津、補⼼、安神、強意志。�也可⽤於幫助焦慮，注意⼒不
集中，慢性結膜炎，疲勞，健忘，⼝瘡，⾆瘡，睡眠障礙，乾燥，情�不穩定，蕁麻疹，甲狀腺功能亢進，失眠，煩躁疼
痛瘙癢，差記憶⼒、精神錯亂、更年期症狀、神經質、遺精（遺精）、⼼悸、⽪膚乾燥、睡眠不安和陰道萎縮或乾燥。此
IC是在地⿈（未加⼯的地⿈/⽣地⿈）、黨參（黨參/黨參）、天⾨冬（蘆筍/天⾨冬）、⿆冬（⿆⾨冬）的幫助下製成的、
當歸（當歸根、湯桂/當歸）、五味⼦（北五味⼦/五味⼦）、側柏種⼦（側柏種⼦、⽣物群種⼦/⽩⼦仁）、刺參（酸棗種
⼦） , 棗/酸棗仁), ⽞參(⽞參, ⽞參/⽞參),...

 天池⼈參 [Imprint ]
天池⼈參在中藥 (TCM) 中⽤於促進⾎液循環，緩解肌⾁�傷引起的疼痛和炎症，緩解⽉經過多。⼈參種類繁多，各有特
⾊。這個IC來⾃中國⼈參。

 天然甲狀腺 [Imprint ]
天然甲狀腺⽤於幫助甲狀腺功能減退。與甲狀腺功能減退相關的症狀包括疲勞、抑鬱、便秘、脫髮、短期記憶和⼿�冰
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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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防曬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含有天然物質，可降低曬傷的⾵險。儘管�的使⽤始終遵循⽇光浴時的安全準則。防曬乳液可以延⻑�在
陽光下的時間，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因為使⽤了 IC 就可以整天在陽光下。�應該印在初�椰⼦油中。 
包含：  蘆�凝膠  ⽪膚輔助  椰⼦⽔  防曬霜  增壓⽔ 還有1...

 天竺葵 [Imprint ]
variolinum 的主要適應症是帶狀�疹、�代謝紊亂、流感樣症狀、對疫苗接種的反應、化學敏感性、情�衝擊、⻑期壓
⼒、煩躁不安、被責任困住和記憶問題。

 太陽過敏 [Imprint ]
這種IC複合物⽤於⽇光浴後⽪膚的再⽣。�可以⽤�印上�的防曬霜，也可以把印好的⽔擦在⽪膚上。在⽇光浴之前、期
間和之後�⽤ 500 毫升。 
包含：  蘆�凝膠  克拉黴素  潑尼松⿓  ⽜⽪癬  鹽酸⻄替利� 還有1...

 失眠 [Imprint ]
- 
包含：  Delta 睡眠誘導�  諾麗

 失眠（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失眠的普遍頻率，這是⼀種常⾒的睡眠障礙，可能使⼈難以⼊睡、保持睡眠，或導致⼀個⼈過早醒來⽽無法重
新⼊睡。

 奈必洛爾 [Imprint ]
奈必洛爾是⼀種歸類為 β 受體阻滯劑的藥物，主要⽤於治療⾼⾎壓（⾼⾎壓）。

 奧�莫⼆鹽酸鹽 [Imprint ]
Opipramol dihydrochloride 是⼀種在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使⽤的抗抑鬱藥和抗焦慮藥。�可⽤於幫助減輕焦慮、降低恐
懼和改善情�。

 奧扎列特 [Imprint ]
Ozaliet 可⽤於幫助治療光環弱點、輻射暴露的能量影響（如放射性或⼿機）、因疾病或藥物濫⽤導致的全⾝虛弱、精神
�蒙或治療後的過度敏感（如死藤⽔儀式、能量“治療”出錯、等等。）。

 奧美拉� [Imprint ]
奧美拉�⽤於治療⼗⼆指腸潰瘍、良性胃潰瘍、胃⻝管反流病、消化性潰瘍、糜爛性⻝管炎和 Zollinger-Ellison 綜合徵的
症狀。

 奧雷⾟ [Imprint ]
Orésine 是⼀種從針葉樹中提取的必需松節油，尤其是松屬植物，因其藥⽤特性⽽被使⽤。�可以⽤作防腐劑以及⼀般和
精神補品。 Orésine 還可⽤於幫助解決呼吸問題、緩解疼痛、刺激免疫系統、阻⽌病毒傳播、預防感染（細菌和病毒）、
幫助緩解肌⾁、關節和神經疼痛、減少焦慮、增強能量和警覺性，提⾼注意⼒，幫助治療虛弱（和智⼒疲勞），幫助治療
⽿鼻喉 (ENT) 疾病，提⾼⾃信⼼，增加創造⼒。

 奧魯姆海爾 [Imprint ]
Aurumheel 是⼀種強⼼劑，可⽤於治療⼼律失常、⼼輸出量不⾜以及功能性冠狀動脈和循環系統疾病。�也可⽤於幫助
治療低⾎壓和⼩外周動脈和⼤腦動脈的動脈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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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貴混紡 [Imprint ]
⼋珍湯是傳統中草藥的組合，⽤於⽀持正常⽉經，⽀持⽣育，造⾎和滋養⾎氣，補充陰精，⾏⾎和氣，排⽔濕，強⾝健
體。胃和脾。亦可⽤於腹脹、⻝慾不振、腰痛、胸脹、⾯⾊蒼⽩、頭暈乏⼒、難產、乳汁不⾜、初潮晚、經痛、⽉經不調
或少、習慣性流產、⼼悸、產後恢復，經前腹痛，⽪疹或乾燥伴⾎虛，帶下，乏⼒。該IC是在黨參（黨參/黨參）、熟地⿈
（熟地⿈/蜀地⿈）、⽩朮（⽩朮/⽩朮）、茯苓（茯苓、茯苓、茯苓/茯苓）的幫助下製成的。苓）、當歸（當歸、湯桂/
當歸）、⽩芍（⽩芍/⽩芍）、何⾸烏（佛提/知和⾸烏）、川芎（⿈芩） /川芎）、桑葚（⽩桑果/桑參）、益⺟草（益⺟
草/益⺟草）、陳⽪（陳⽪/陳⽪）、⽣薑（鮮薑/⽣薑）...

 ⼥性乳房健康脈衝電磁場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持⼥性乳房的健康。

 ⼥性健⾝訓練電源IC [Imprint ]
這個 IC 綜合體旨在提⾼運動表現。 
包含：  肌酸  必需�基酸  阿那曲�  ⽣⻑激素  瑪卡

 ⼥性平衡 [Imprint ]
此 IC 旨在平衡⼥性荷爾蒙！ 
包含：  乳房防禦  D-葡萄糖酸�  EGCg（綠茶提取物）  ⿈體�混合霜

 ⼥性平衡2.0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旨在幫助平衡⼥性荷爾蒙。 
包含：  乳房防禦  D-葡萄糖酸�  EGCg（綠茶提取物）  阿那曲�  脫�酶 還有1...

 ⼥性性慾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可⽤於增加⼥性的性慾。 
包含：  �⻄汀  ⾦葉銀杏提取物  瑪卡  ⼈參  ⻄地那⾮ 還有2...

 ⼥性活⼒ [Imprint ]
[新的] ⼥性活⼒可能有助於調節荷爾蒙平衡，提供能量提升，並促進⼥性的整體健康。該 IC 是在刺藜果實、淫⽺藿、南⾮
醉茄根、蘇⾺根、瑪咖根、燕⿆莖、東⾰阿⾥根、muira puama 樹⽪、catuba 樹⽪和喜來芝的幫助下製成的。

 ⼥性活⼒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專為⼥性設計，可能有助於增強光彩、⾃信、社交能⼒、性能⼒和健康。�可⽤於幫助糾正內分泌功能，包括促進
內分泌組織的解毒。此外，該 IC 可⽤於更年期和⽉經調節。

 ⼥性⽣殖⽀持 [Imprint ]
⼥性⽣殖⽀持可⽤於幫助⽀持⼥性性慾、⽣育能⼒和乳房健康。�可⽤於幫助促進整體⼥性⽣殖健康，減少絕經前相關症
狀，減少與⽉經相關的痙攣，並⽀持⼥性內分泌系統。該 IC 是在綠茶葉提取物、葡萄�提取物、亞麻�提取物、葛根提
取物、紅⾊三葉草提取物、⽜初乳和蛋⿈的幫助下製成的。

 ⼥性⽣育能⼒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是⽤有助於⽀持⼥性⽣育能⼒的物質所製成的。 
包含：  當歸（雌性⼈參）  L-甲狀腺素  ⼈絨⽑膜促性腺激素 (HCG)  瑪卡  �⻄汀 還有1...

 ⼥性的性喚起 [聽得⾒]
⼥性可以使⽤這款 Audible IC 來增加性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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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精華 [Imprint ]
⼥性精華最常⽤於幫助⼥性克服情�波動、疲倦感和⾝體厭惡。�可以幫助⼥性感到平靜，恢復平衡，應對變化，對⾃
⼰、⾝體和美麗感覺良好。此外，⼥性精華可⽤於協調⽉經和更年期期間的任何情�失衡。此IC是在Billy Goat Plum、
Bottlebrush、Bush Fuchsia、Crowea、Five Corner、Mulla Mulla、Old Man Banksia、Peach-flowered Tea-tree、
Pink Flannel Flower和She Oak的花精的幫助下創建的。

 ⼥性能量激活 [Imprint ]
- 
包含：  腎上腺輔助  能量提升  ⼥性能量補充

 ⼥性能量補充 [Imprint ]
這種療法可⽤於補充⾝體能量並減少⼥性的疲勞。該 IC 是在維⽣素 A、維⽣素 B2、維⽣素 B5、維⽣素 B6、維⽣素 B8、
維⽣素 B12、葉酸、硫�素、�酸、維⽣素 C、維⽣素 D、維⽣素 E、維⽣素 K、�、�、鐵、�、�、銅、�、�和
�。

 ⼥性複合維⽣素 [Imprint ]
這種療法專為⼥性設計，⽀持能量、免疫和⾻骼健康。該 IC 是在維⽣素 C、維⽣素 D3、維⽣素 E、維⽣素 K、維⽣素
B1、維⽣素 B2、維⽣素 B5、維⽣素 B6、維⽣素 B12、β-胡蘿蔔素、葉酸、⽣物素、�、�、�、鐵、銅、�、�、
�、�、�和膽�。

 ⼥性複合維⽣素 50+ [Imprint ]
Women's Multivitamin 50+ 是⼀種複合維⽣素，專為 50 歲以上需要額外營養補充的⼥性⽽設計。該 IC 是在維⽣素 A、
維⽣素 C、維⽣素 D、維⽣素 E、硫�素、核⿈素、�酸、維⽣素 B6、葉酸維⽣素 B12、⽣物素、泛酸、膽�、�、�、
�、�、�、�、�、硼和葉⿈素。

 ⼥性頭髮⽣⻑⽀持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旨在⽀持⼥性頭髮的⽣⻑和健康。�還基於參與頭髮⽣⻑的激素級聯反應，如雌激素主導和甲狀腺功能低
下。�可以使⽤�對洗髮⽔或其他護髮產品進⾏編程。�還會影響低孕激素，這是⼥性脫髮的常⾒原因。 
包含：  5-α-還原酶抑製劑  ⽣物素  ⾮那雄�  ⿈體�霜  阿那曲� 還有2...

 �橡樹 [Imprint ]
�橡樹花精華有助於克服⼥性的失衡並帶來幸福感。此外，這種精華將有益於因不孕⽽感到苦惱的⼥性。柞櫟花可與絨布
花⼀起使⽤，有助於消除阻礙受孕的業⼒。此外，She Oak 花精可⽤於恢復⼥性平衡。

 妊娠複合體 [Imprint ]
Pregnancy Complex 是⼀種微量營養素混合物，適⽤於試圖懷孕、正在懷孕或正在哺乳的⼥性。該IC是在維⽣素A、維⽣
素B1、維⽣素B2、維⽣素B6、維⽣素B12、維⽣素C、維⽣素D3、維⽣素E、⽣物素、葉酸、�酸、泛酸（維⽣素B5）、
�、鐵、�的幫助下製成的、�和�。

 姜根 [Imprint ]
⽣薑是⼀種植物，�的根在許多⽂化中被⽤作⼀種藥物已有數千年的歷史。姜根已被⽤於幫助治療噁⼼、暈⾞、晨吐、消
化問題、胃部不適、脹氣、腹瀉和腸易激綜合徵。此外，�已被證明可以降低壞膽固醇、對抗感冒、改善⼼臟健康、減少
炎症並緩解由類⾵濕性關節炎、⾻關節炎和⽉經來潮引起的疼痛。

 婚禮布什 [Imprint ]
婚禮布什花精華⾮常適合承諾，無論是在⼈際關係、⼯作、家庭還是個⼈⽬標⽅⾯。�也可以被那些從⼀種關係轉移到另
⼀種關係的⼈使⽤，或者當關係中最初的吸引⼒減少時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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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宮乏⼒ [Imprint ]
- 
包含：  多烯基磷脂�膽�  阿崙�酸�  刺槐

 ⼦宮內膜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解決⼦宮內膜問題。

 ⼦宮內膜異位症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可幫助治療⼦宮內膜異位症。

 ⼦宮和卵巢 [脈衝電磁場]
[新的] 這種組合應該可以⽀持⼦宮和卵巢。 
包含：  治愈卵巢  ⽉經痛和⼦宮和諧器

 ⼦宮和⼦宮內膜異位症完成 [脈衝電磁場]
⼦宮和⼦宮內膜異位症完全是⼀種脈衝電磁場，旨在幫助解決⻑期⼦宮問題和⼦宮內膜異位症。始終將其與適當的 IC 和
⼦宮內膜異位症 PEMF 結合使⽤。

 ⼦宮發炎 [Imprint ]
- 
包含：  �康�  阿奇黴素

 ⼦宮肌瘤 [Imprint ]
⼦宮肌瘤也稱為肌瘤，是⼦宮的⾮癌性⽣⻑。肌瘤的⼤⼩可以從幼苗到⼤塊不等。⼦宮肌瘤的確切原因�不清楚。與⼦宮
肌瘤相關的症狀包括⼤量⽉經出⾎、腹痛、⾻盆壓⼒或疼痛、尿頻、便秘、⼥性不育、背部和腿部疼痛以及持續超過⼀周
的⽉經期。主要適應症包括⼀般的纖維瘤、令⼈愉悅的⾏為和過度適應、抑制⾃⼰的需求、抑制性慾、缺乏健康的界限和
防禦⼒、無法放下過去以及控制問題。

 ⼦宮頸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是為了⽀持⼦宮頸的癒合⽽開發的。

 孕烯醇� [Imprint ]
孕烯醇�可以稱為“主”類固醇激素。由膽固醇製成，孕烯醇�是⿈體�和 DHEA 的前體，�們本⾝就是⽪質醇、睾�、雌
激素和許多其他類固醇激素中間體的前體。孕烯醇�適⽤於疲勞、慢性炎症、免疫⼒低下、抑鬱和⼀般腎上腺⽀持。

 孟達克拉托姆 [Imprint ]
Kratom 是⼀種熱帶樹，在東南亞⾃然⽣⻑，其葉⼦傳統上被⽤於藥⽤⽬的。�會產⽣類似於阿⽚類藥物和興奮劑的效
果。 Kratom 葉含有化合物，可與⼤腦中的阿⽚受體相互作⽤，引起�靜、愉悅和減輕疼痛。 Kratom 有不同的菌株，�
們對⾝體都有不同的影響。 Maeng Da Kratom 是⼀種流⾏的 Kratom，�⾮常有效且富含⽣物�。�可⽤於緩解（慢
性）疼痛、增強能量、幫助放鬆、提⾼注意⼒和注意⼒⽔平、增強情�、治療睡眠障礙、改善性能⼒和幫助戒斷阿⽚類藥
物。與 Bali Kratom 相⽐，Maeng Da Kratom 提供更多的能量，更強⼤，效果更持久。

 完整的膠原蛋⽩�混合物 [Imprint ]
膠原蛋⽩是維持⽪膚、頭髮、肌腱、軟⾻、⾻骼和關節健康和活⼒的重要營養素。隨著年齡的增⻑（30 歲以後），⾝體⾃
然開始產⽣較少的膠原蛋⽩，並且開始出現衰⽼的最初跡象。 Complete Collagen Peptide Blend 包含所有 5 種類型的膠
原蛋⽩（I、II、III、V、X 型）的⽔解形式，可幫助⾝體保持年輕、強壯和健康。�可⽤於⽀持⾻骼和關節健康、改善腸道
健康、幫助治療腸易激綜合徵 (IBS)、增強免疫功能、⽀持健康的肌⾁、減緩衰⽼跡象、延年益壽、減少皺紋並強化頭
髮、⽪膚和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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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宮外收縮 [Imprint ]
- 
包含：  Delta 睡眠誘導�  地爾硫卓鹽酸鹽  曲美他�

 害怕 [Imprint ]
- 
包含：  Delta 睡眠誘導�  �⻄汀

 宿醉預防 [Imprint ]
宿醉預防可⽤於幫助避免因�酒引起的宿醉。�可以幫助肝臟清除⼄�，⼄�是導致宿醉的化合物。該 IC 是在菊苣、穿
⼼蓮、葡萄、海棗、葉下珠和印度醋栗的幫助下製成的。

 宿醉（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宿醉的Rife頻率（即�酒後出現的不愉快症狀）。

 寄⽣蟲 - 曼⽒⾎吸蟲 [脈衝電磁場]
曼⽒⾎吸蟲的Rife頻率。

 寄⽣蟲 - ⾎吸蟲 [脈衝電磁場]
⾎吸蟲（⾎吸蟲）的Rife頻率。

 寄⽣蟲剋星 [Imprint ]
[新的] 這種 IC 複合物旨在消滅不同的寄⽣蟲。 
包含：  艾草（胡爾達·克拉克）  ⽜⾄油  抗寄⽣蟲  阿�達�  ��達� 還有1...

 寄⽣蟲攻擊者 [Imprint ]
該 IC 複合體旨在針對寄⽣蟲和蠕蟲。�還刺激免疫系統。 
包含：  阿�達�  抗寄⽣蟲  β-葡聚�  ��達�  阿⾥尼亞 還有1...

 寒冷的 [Imprint ]
- 
包含：  烏⽶⾮諾⾱  ⼄�⽔楊酸  �基⼆�咯���

 寰枕關節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協調寰枕關節。�可以在此 PEMF 前後測試頸椎活動度。將其與 Dura PEMF 結合使⽤。

 專注⼒助推器 (Rife) [脈衝電磁場]
Rife 頻率有助於提⾼和提⾼精神集中度。

 對⼄��基� [Imprint ]
對⼄��基�⽤於減輕疼痛和發燒。 �可⽤於治療許多病症，例如頭痛、偏頭痛、肌⾁酸痛、內收肌拉傷、關節炎、背
痛、⽉經來潮、牙痛、感冒和發燒。

 對⼄��基� + 可待因 + 咖�因  [Imprint ]
[新的] 對⼄��基� + 可待因 + 咖�因是⼀種組合藥物，含有⾮阿⽚類⽌痛藥（對⼄��基�）、阿⽚類⽌痛藥（可待
因）和咖�因。�可能有助於治療輕度⾄中度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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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眼睛 [Imprint ]
改善循環和再⽣細胞 
包含：  ⼄�左旋⾁�  精�酸 焦⾕�酸 賴�酸  ⽣物素  ⼤腦復合物 NM

 對疫苗的反應 [脈衝電磁場]
Rife 頻率有助於對疫苗接種的反應。

 ⼩孩晚上緊急排尿 [Imprint ]
⼩孩晚上緊急排尿 
包含：  蟊  腎臟和膀胱⽀持  Sabal Homaccord  ⼀枝⿈花  肌醇 還有1...

 ⼩法蘭絨花 [Imprint ]
⼩法蘭絨花精華有助於重新發現我們內⼼的孩⼦，特別是當我們認為⽣活是冷酷和僵化的時候。�⿎勵輕鬆、有趣和⾃發
性。這是為了重新連接⽣活的樂趣，感受無憂無慮和快樂 - 將⽣活視為不斷擴展的冒險。⾮常適合將⼩孩與他們的精神嚮
導聯繫起來，讓他們了解周圍的精神領域。

 ⼩球藻 [Imprint ]
⼩球藻是⼀種淡⽔藻類，原產於⽇本和台灣。�富含植物營養素、蛋⽩質、脂肪、�⽔化合物、纖維、葉綠素、維⽣素和
�物質。⼩球藻可⽤於⾝體排毒、提⾼能量⽔平、改善免疫系統、促進減肥、改善⼼理功能、促進正常的荷爾蒙功能、降
低膽固醇和⾎壓，以及幫助治療經前綜合症 (PMS)。

 ⼩⽩菊 [Imprint ]
Feverfew (Tanacetum Parthenium) 是⼀種藥⽤植物，傳統上⽤於幫助退燒、治療偏頭痛、減輕關節炎引起的疼痛和炎
症，以及⽀持⾎管鬆弛。�也可⽤於幫助緩解與⽉經有關的問題並縮短分娩時間。

 ⼩腦脈衝電磁場 [脈衝電磁場]
該 PEMF 旨在幫助⽀持⼩腦的癒合。

 ⼩腦調理 [聽得⾒]
這個有聲 IC 有助於調節⼩腦。

 ⼩腸 & SIBO PEMF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解決⼩腸問題以及⼩腸細菌過度⽣⻑ (SIBO)。

 ⼩腸 PEMF [脈衝電磁場]
該 IC ⽀持健康的⼩腸。將其與酶、益⽣菌、益⽣元的 IC 以及其他消化器官的 PEMF 結合使⽤。

 ⼩腸粘液調節劑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於調節腸道、鼻⼦、喉�、肺、⼩腸以及組織內層的黏膜和功能。�也可⽤於幫助消除引起問題的念珠菌和腸
道細菌。

 ⼩茴⾹種⼦ [Imprint ]
孜然種⼦是⼀種來⾃⼩茴⾹植物的⾹料，與歐芹家族有關。⻑期以來，�⼀直被⽤於草藥，因為�對健康有很多好處，包
括幫助消化、腹脹、咳嗽、疼痛和肝臟健康。此外，�還可⽤於降低⾎壓、增強免疫系統功能、抵抗感染、幫助減肥、保
持⽪膚健康、降低膽固醇、降低⾎糖⽔平、幫助炎症、幫助失眠以及減輕壓⼒和焦慮。

 ⼩蘗 [Imprint ]
⽤於暫時緩解泌尿⽣殖道區域的輕微炎症和刺激，包括痙攣、絞痛和不適。可⽤於幫助肝臟和膽囊疾病、⾵濕性和代謝性
關節疾病、乾性⽪疹、腎臟和膀胱疾病（腎炎、腎結⽯、膀胱炎、尿道炎）、肝臟和腎臟炎症、腎臟和膀胱疾病、尿酸沉
積腎臟和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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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蘗�加 [Imprint ]
Berberine Plus 對⾝體、思想和精神都⾮常有益。�可⽤於幫助⾎糖⽔平、⼼⾎管健康、膽固醇⽔平、消化、⾼⾎壓、炎
症反應和情�。該 IC 是在天然存在的⼩蘗�植物⽣物�的幫助下製成的。

 ⼩⿆芽 [Imprint ]
⼩⿆芽是葉酸、鐵、維⽣素 C、�、�、菊粉和蛋⽩質的良好來源。�可以⽤來⽀持⼼臟健康、調節⾎糖和幫助減肥。

 尼古丁依賴 [Imprint ]
- 
包含：  Delta 睡眠誘導�  諾麗

 尼拉格·萊姆 [Imprint ]
Neralgo Rhem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於治療神經痛、軟組織⾵濕病、關節炎主訴以及椎間盤主訴。

 尿失禁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可幫助解決尿失禁問題，即尿液不⾃主漏出。

 尿失禁（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治療尿失禁的常⾒頻率，尿失禁是膀胱失控。

 尿失禁（遺尿） [Imprint ]
- 
包含：  Delta 睡眠誘導�  �⻄汀

 尿床（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尿床的Rife頻率，也稱為夜間遺尿。

 尿流和前列腺⽀持 [Imprint ]
尿流和前列腺⽀持可⽤於幫助維持健康的前列腺和泌尿功能。�還可⽤於幫助促進健康的前列腺細胞週期功能、維持正常
的睾�⽔平以及正常的精⼦發⽣、治療前列腺肥⼤、促進頭髮⽣⻑、提⾼性慾和⽣育能⼒以及減少炎症。該 IC 是在鋸棕
櫚果實 (serenoa repens)、⾮洲臀果⽊、奶薊草、薑⿈、綠茶、⽯榴、�、維⽣素 D3 和番茄紅素的幫助下製成的。

 尿瀦留 [Imprint ]
- 
包含：  速尿  刺槐

 尿⽯素A [Imprint ]
尿⽯素 A 是⼀種天然代謝物，由腸道細菌從富含鞣花單寧和鞣花酸的⻝物（如⽯榴和核桃）中產⽣。然⽽，只有 40% 的
⼈可以從膳⻝前體中⾃然製造尿⽯素 A。 Urolithin A 具有抗炎、抗癌、抗�化和抗衰⽼的作⽤。�通過增加線粒體⾃噬
（即從細胞中去除受損的線粒體）和線粒體功能來增強細胞健康。幾項臨床前研究表明，尿⽯素 A 可以防⽌影響肌⾁、⼤
腦和關節的年齡相關疾病。尿⽯素 A 可⽤於活化線粒體、增強能量、減少炎症、改善⼼臟健康、減少與腸易激綜合徵和乳
糜瀉相關的症狀、⽀持細胞健康、減輕體重以及改善肌⾁功能和肌⾁耐⼒。

 尿素 [Imprint ]
尿素最常被認為是通過�基酸代謝在肝臟中產⽣的含�化合物。在醫學上，尿素通常⽤於復合藥房中的局部配⽅，以軟化
⽪膚和指甲。�也已在內部⽤於治療癌症，特別是起源於肝臟或已轉移⾄肝臟的癌症。當以這種⽅式使⽤時，�最常與肌
酸結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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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 [Imprint ]
尿�是⼀種核�酸�基，主要存在於 RNA 中。�對於各種⾝體過程很重要，例如分解糖以獲取能量以及⽀持⼤腦功能。
尿�可⽤於幫助減輕神經疼痛、改善認知功能、增強記憶⼒和學習能⼒、保護線粒體、改善睡眠質量、控制抑鬱症和雙相
情�障礙、促進積極情�和減少⼲眼症。該 IC 是在 單磷酸尿�-5` 的幫助下創建的。

 屈他維林 [Imprint ]
Drotaverine ⽤於治療通常在胃和⼼臟中的平滑肌痙攣。還可⽤於直腸炎、裡急後重、幽⾨痙攣、胃⼗⼆指腸炎、胃⼗⼆
指腸潰瘍等引起的痙攣。 Drotaverine 已⽤於緩解腸易激綜合徵、⽉經期引起的疼痛，也⽤於緩解分娩時的宮頸痙攣。還
可⽤於胸痛、腹痛、結⽯引起的腎痛、腎絞痛等病症。

 ⼭桑⼦ [Imprint ]
⼭桑⼦，通常被稱為歐洲藍莓或越橘，富含營養物質和有益化合物，如花⻘素，是⼀種強⼤的抗�化劑。⾃中世紀以來，
⼭桑⼦已被⽤作藥物，被認為是⼀種超級⻝品。⼭桑⼦可⽤於幫助改善視⼒（尤其是夜視）、減輕眼睛疲勞、減少眼睛乾
燥、對抗炎症、降低⾎糖⽔平、改善⼼臟健康、增強⼤腦功能、減輕潰瘍性結腸炎的症狀、減少牙齦炎症和促進消化健
康。

 ⼭楂 [Imprint ]
Crataegus oxyacantha，也稱為⼭楂幼芽，是⼀種來⾃酒渣鼻家族的多刺植物，由於其對⼼臟和⼤腦的作⽤⽽與⻑壽有
關。�可⽤於保護⼼臟、增強⼼肌和提供⼼⾎管⽀持。此外，這種療法可能有助於緩解⼼臟症狀和病症，例如⼼絞痛、⼼
前區疼痛、梗塞後遺症和⼼動過速。

 ⼭楂+芙蓉 [Imprint ]
[新的] ⼭楂 + 芙蓉是⼀種草本混合物，可以幫助⽀持⾎液循環、神經系統、免疫系統和排毒。

 ⼭⾦⾞ [Imprint ]
⼭⾦⾞可⽤於幫助治療所有急性和慢性炎症（局部或全⾝）；刺激⾝體的防禦系統；⾵濕病;膿腫;流感;敗⾎症;和刺激腦
膜。�也可⽤於幫助出⾎；過度緊張的肌痛;動脈和靜脈系統疾病；斷裂;脫位；裂縫;傷⼝;⾎腫;肌病;癤病;神經痛;⼼絞痛;
和動脈粥樣硬化。

 ⼭⾦⾞蒙⼤拿 1M [Imprint ]
⼭⾦⾞，也被稱為豹⼦的禍根，是⼀種開花植物，⽤作順勢療法，以幫助改善運動表現、⾝體受到的任何衝擊或創傷、⾻
折和背痛、瘀傷和腕管綜合症、牙⿒問題和⼿術，眼睛疲勞和損傷、⾝體疼痛、懷孕和分娩、靜脈曲張和類⾵濕性關節
炎。�也可以⽤來幫助受傷的靈魂。⼭⾦⾞蒙⼤拿通常⽤作急性緊急補救措施。對於較低的效⼒，請使⽤“⼭⾦⾞蒙⼤拿
30CH”或“⼭⾦⾞蒙⼤拿 200CH”。

 ⼭⾦⾞蒙⼤拿 200CH [Imprint ]
⼭⾦⾞，也被稱為豹⼦的禍根，是⼀種開花植物，⽤作順勢療法，以幫助改善運動表現、⾝體受到的任何衝擊或創傷、⾻
折和背痛、瘀傷和腕管綜合症、牙⿒問題和⼿術，眼睛疲勞和損傷、⾝體疼痛、懷孕和分娩、靜脈曲張和類⾵濕性關節
炎。�也可以⽤來幫助受傷的靈魂。⼭⾦⾞蒙⼤拿通常⽤作急性緊急補救措施。如需更⾼效⼒，請使⽤“⼭⾦⾞蒙⼤拿
1M”；對於較低的效⼒，請使⽤“⼭⾦⾞蒙⼤拿 30CH”。

 ⼭⾦⾞蒙⼤拿 30CH [Imprint ]
⼭⾦⾞，也被稱為豹⼦的禍根，是⼀種開花植物，⽤作順勢療法，以幫助改善運動表現、⾝體受到的任何衝擊或創傷、⾻
折和背痛、瘀傷和腕管綜合症、牙⿒問題和⼿術，眼睛疲勞和損傷、⾝體疼痛、懷孕和分娩、靜脈曲張和類⾵濕性關節
炎。�也可以⽤來幫助受傷的靈魂。⼭⾦⾞蒙⼤拿通常⽤作急性緊急補救措施。如需更⾼效⼒，請使⽤“⼭⾦⾞蒙⼤拿
200CH”或“⼭⾦⾞蒙⼤拿 1M”。

 ⼭⾦⾞（Rife） [脈衝電磁場]
⼭⾦⾞草本植物的盛⾏頻率。⼭⾦⾞的⼀些⽤途包括肌⾁酸痛、瘀傷、關節疼痛和腫脹，以及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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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 [Imprint ]
⼭魔精可以幫助⼈們處理仇恨、憤怒、嫉妒和懷疑的情�。�有助於培養無條件的愛和接納，幫助⼀個⼈以健康的⽅式表
達憤怒，並可能打開寬恕的道路。

 岩⽔ [Imprint ]
岩⽔是那些把⾃我壓抑和⾃我否定推向極端的⼈的良藥。處於這種狀態的⼈尋求以某種⽅式完善⾃⼰。他們為⾃⼰制定規
則和⽬標，當他們覺得⾃⼰做不到時，他們對⾃⼰嚴格⽽苛刻。如果他們試圖影響他⼈，那隻是�例。他們不會像⽐奇⼈
那樣⼤聲批評，也不會說服（“Vervain”）或命令（“Vine”）。岩⽔療法不會阻⽌我們擁有崇⾼的理想或努⼒實現�們。
�只是讓我們不屈不撓。我們對⾃⼰更友善，⽽不是對⽣活中較軟的樂趣不屑⼀顧。建議當⼀個⼈對⾃⼰太嚴格，對⾃⼰
的標準太⾼，以⾄於⾃我⽀配和⾃我犧牲的地步。

 左旋⾁� [Imprint ]
⾁�在能量產⽣中起著重要作⽤，⾎液中的低⽔平⾁�會導致各種症狀，包括肌⾁無⼒、精神錯亂、噁⼼和嘔吐、⼼肌病
和低⾎糖。左旋⾁�⽤於治療⾁�缺乏症。�還可⽤於幫助將脂肪轉化為能量、⽀持⼼臟和⾻骼肌功能、維持健康的⽢油
三�⽔平、⽀持正常的精⼦數量、加速運動後的恢復以及減少體⼒消耗後的肌⾁酸痛。

 巧克⼒薄荷 [Imprint ]
[新的] 巧克⼒薄荷是⼀種具有巧克⼒⾵味和⾹氣的薄荷。�含有多種營養素，如維⽣素A、維⽣素C、�、鉀和抗�化劑。
巧克⼒薄荷可能有助於緩解胃部不適、增強免疫系統功能、提⾼頭腦清晰度、減少炎症、減輕疼痛、改善⽪膚狀況、增加
能量和改善情�。

 巨杉 [Imprint ]
巨杉，也被稱為巨型紅⽊，是⼀種巨⼤的常綠針葉樹。�可⽤於幫助刺激 17-�腎上腺激素。 巨杉還可⽤於幫助治療急性
前列腺炎、前列腺腺瘤發作、腎上腺功能不全、慢性疲勞綜合徵、痛經、雌激素不⾜、⼦宮纖維瘤、⾻關節炎、⾻質疏鬆
症（⽼年和更年期）、多孔⾻骼、前列腺⽀持、性功能障礙、睡眠障礙、和衰⽼有關的營養和精神障礙以及性慾弱。這個
IC是在巨杉的嫩芽的幫助下製作的。

 巴厘島克拉托姆 [Imprint ]
Kratom 是⼀種熱帶樹，在東南亞⾃然⽣⻑，其葉⼦傳統上被⽤於藥⽤⽬的。�會產⽣類似於阿⽚類藥物和興奮劑的效
果。 Kratom 葉含有化合物，可與⼤腦中的阿⽚受體相互作⽤，引起�靜、愉悅和減輕疼痛。 Kratom 有不同的菌株，�
們對⾝體都有不同的影響。 Bali Kratom 是⼀種流⾏的 Kratom，⾮常有效。�可⽤於緩解（慢性）疼痛、治療抑鬱症、
體驗欣快的效果、改善情�、增強精神表現、幫助解決消化問題、提供溫和的刺激、幫助放鬆和治療鴉⽚成癮。 Bali
Kratom 不如 Maeng Da Kratom 強⼤或活躍。

 巴�芬 [Imprint ]
巴�芬是⼀種肌⾁鬆弛劑，廣泛⽤於治療肌⾁痙攣和痙攣。�也⽤於患有慢性肌⾁痙攣的患者，例如多發性硬化症和其他
神經系統疾病。建議�酒後 6 ⼩時內不要使⽤此 IC。

 巴⾙蟲（Rife） [脈衝電磁場]
[新的] 可能有助於巴⾙蟲病（巴⾙⻄蟲病）的 Rife 頻率。

 巴赫救花藥 [Imprint ]
急救藥物包括櫻桃李、鳳仙花、鐵線蓮、伯利恆之星花、岩玫瑰和⼭⾦⾞在 8% ⽩蘭地酒精溶液中。該混合物⽤於緊急情
況，例如休克、事故和傷害。�是為了刺激重要的⾝體能量。根據替代健康網絡的說法，急救措施可以減少事件的壓⼒和
衝擊�。

 巴⾥約德爾 [Imprint ]
Barijodeel 對暫時緩解⽼年⼈⾎液循環不良、精神疲勞、記憶⼒差和情�低落引起的症狀最有⽤。基於 Barijodeel 的個體
順勢療法成分，治療可能性包括治療動脈硬化、動脈硬化性癡呆、運動區躁動和失眠、早上無法記住的夢遊、⽼年記憶⼒
減退和動脈硬化引起的眩暈（伴有眩暈）、中⾵後麻痺、⽿鳴、腺體瘰癧腫脹、兒童⽣⻑和智⼒發育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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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什梔⼦花 [Imprint ]
布什梔⼦花精華⽤於在陳舊的關係中更新激情和興趣。還有助於加強已分居的家庭成員或合作夥伴之間的聯繫。這種補救
措施⿎勵與⾃⼰和他⼈建⽴愛的關係。�還有助於重新激活陳舊的關係，重新激發對合作夥伴的熱情和興趣，並改善溝
通。

 布什紫紅⾊ [Imprint ]
Bush Fuchsia 花精可以通過相信⼀個⼈的“直覺”感覺來幫助解決問題並改善⼀個⼈的直覺。�還可能有助於在邏輯/理性
和直觀/創造性之間找到平衡。這種本質可以在公開演講和公開發表⾃⼰的觀點時提供勇氣和清晰度。

 布什鳶尾 [Imprint ]
布什鳶尾花精華可⽤於打開⼈們的靈性，並打開通往“更⾼⾃我”的⼤⾨。常⽤於冥想，布什鳶尾花精華也可⽤於克服物質
主義、無神論和對死亡的恐懼的消極模式，同時使三位⼀體流經⼀個⼈。此外，此精華可⽤於清除基礎脈輪和信任中⼼中
的塊。

 布拉⽒酵⺟ [Imprint ]
Saccharomyces boulardii 是⼀種酵⺟，於 1923 年由法國科學家 Henri Boulard ⾸次從⽔果�枝和⼭⽵中分離出來。�
通常⽤作益⽣菌，可能有助於治療急性腹瀉、改善腸易激綜合徵和炎症性腸病、改善消化功能、增強免疫反應、減少炎症
和對抗細菌、寄⽣蟲、真菌感染。�還可以促進肝功能，對⾼膽固醇疾病有益。

 布拉⽒酵⺟菌 + MOS [Imprint ]
Saccharomyces boulardii 是⼀種益⽣菌酵⺟，有助於保護和維持腸道菌群。⽢露寡糖 (MOS) 是⼀種益⽣元，可促進某些
細菌通過腸道的清除。 布拉⽒酵⺟菌 + MOS 可⽤於幫助改善消化功能，緩解便秘，改善腸易激綜合徵和炎症性腸病，增
強免疫⼒。

 布洛芬 [Imprint ]
布洛芬⽤於治療頭痛、偏頭痛、發燒、輕度⾄中度疼痛、牙痛、⽉經痛、關節炎、內收肌勞損和炎症。

 希瑟 [Imprint ]
Heather 適合那些痴迷於⾃⼰但不喜歡獨處的⼈。巴赫博⼠稱他們為“扣眼者”，因為他們緊緊�住⼈們，⼀直在詳盡地談
論他們的問題，無論⼤⼩，直到⼈們開始主動迴避。因此，希瑟⼈害怕的東⻄——孤獨——是因為他們的⾏為⽽產⽣的。
希瑟療法幫助我們在其他⼈的背景下看到⾃⼰的擔憂。在忍受了說話的需要之後，我們成為了很好的傾聽者。結果，⼈們
尋找我們是因為我們的同情⼼，⽽不是因為我們以⾃我為中⼼⽽迴避我們。建議當⼀個⼈全神貫注於⾃⼰的疾病和問題
時。此外，這種補救措施適⽤於那些不喜歡獨處的⼈。

 帕⾦森病（預防） [Imprint ]
- 
包含：  瑞舒伐他汀�  諾麗  桂利�

 帶狀�疹 [Imprint ]
帶狀�疹或帶狀�疹是⼀種由⽔痘帶狀�疹病毒在⼈體內重新激活引起的疾病。這與引起⽔痘的病毒相同。即使在⽔痘感
染結束後，病毒可能在�的神經系統中保持不活躍多年，然後重新激活為帶狀�疹。帶狀�疹的特點是局部區域出現紅⾊
⽪疹和疼痛的⽪膚⽔�。其他症狀可能包括發燒、寒戰、頭痛、疲憊、噁⼼、神經炎症、感覺喪失、⾯癱、多發性硬化
症、肌⾁無⼒、情�和壓⼒敏感性、情�波動和疲勞。

 帶狀�疹 200K [Imprint ]
Zoster Vax 200K 是⼀種由⽔痘減毒活病毒疫苗製成的順勢療法。�可⽤於幫助減輕疫苗引起的副作⽤和不良反應。要獲
得更⾼的效⼒，請使⽤“Zoster Vax MK”或“Zoster Vax X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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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狀�疹-結節 [Imprint ]
Herpes Zoster-Nosode 是⼀種順勢療法，⽤於治療帶狀�疹的早期階段（即發病後約 10-14 天）。�也可⽤於帶狀�疹
後遺神經痛以及其他類似於�疹或帶狀�疹的疾病。

 帶狀�疹PEMF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可能有助於治療由傳播的刺突蛋⽩引起的⽪疹和⽔泡。

 帶狀�疹⼜稱帶狀�疹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消滅⽔痘病毒，即⼈類�疹病毒 3。

 帶狀�疹治療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可幫助治療帶狀�疹，這是⼀種會導致疼痛性⽪疹的病毒感染。

 帶狀�疹病毒 MK [Imprint ]
Zoster Vax MK 是⼀種由⽔痘減毒活病毒疫苗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減輕疫苗引起的副作⽤和不良反應。對
於較低的效⼒，使⽤“Zoster Vax 200K”；要獲得更⾼的效⼒，請使⽤“Zoster Vax XMK”。

 帶狀�疹病毒 XMK [Imprint ]
Zoster Vax XMK 是⼀種由⽔痘減毒活病毒疫苗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減輕疫苗引起的副作⽤和不良反應。對
於較低的效⼒，使⽤“Zoster Vax 200K”或“Zoster Vax MK”。

 平衡和正常化甲狀腺 [脈衝電磁場]
流⾏頻率有助於平衡和正常化甲狀腺功能。

 平衡腎經（Rife） [脈衝電磁場]
頻頻幫助平衡腎經。

 平靜⽽清晰的補救措施 [Imprint ]
Calm and Clear Remedy 可⽤於幫助⾃⼰找到時間、放鬆、放鬆和享受平靜的活動。�可能有助於實現內⼼的放鬆，並⿎
勵平靜和清晰的感覺。這個IC是在⿊眼蘇珊、波羅尼亞、�刷、布什紫紅⾊、花冠、藍花楹、⼩法蘭絨花和⽖⼦的花精的
幫助下創建的。

 平靜（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放鬆和平靜⼼靈的Rife頻率。

 幽⾨螺桿菌 [Imprint ]
- 
包含：  環丙沙星  �基⼆�咯���  奧美拉�  阿奇黴素

 幽⾨螺桿菌 [Imprint ]
⼗⼆指腸和胃潰瘍、焦慮、胃灼熱、胃酸低、噁⼼、經常打�、�物質缺乏、B12 缺乏、牙齦疾病、胃部炎症和潰瘍。消
化道的慢性感染。

 度洛⻄汀 [Imprint ]
度洛⻄汀⽤於治療抑鬱症、焦慮症、神經痛、慢性肌⾁⾻骼疼痛（如⾻關節炎）和纖維肌痛。度洛⻄汀可以改善睡眠、情
�、⻝慾和能量⽔平並減少緊張。

 延髓調和器 PEMF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協調延髓。延髓是控制⾎液循環和呼吸的重要神經元中樞，也是噴嚏、咳嗽和�嚥反射的反射中樞。
嘔吐中⼼也設在這裡。此外，延髓容納對調節酸�平衡很重要的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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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蟲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破壞⼸形蟲病。

 ⼸形蟲病 [Imprint ]
⼸形蟲病是⼀種由⼸形蟲引起的寄⽣蟲病。感染通常是通過⻝⽤未煮熟的受�染⾁類、接觸受感染的貓糞便或懷孕期間的
⺟嬰傳播⽽發⽣的。⼸形蟲病可⽤於幫助治療眼部不適、流感樣症狀、中樞神經系統炎症、焦慮、判斷⼒受損、冒險⾏
為、脫離、操縱傾向、對安全和控制的需求、多變的情�和“貓⼈” .

 弱括約肌 [聽得⾒]
這個有聲 IC 有助於加強括約肌。

 強⼒黴素 [Imprint ]
強⼒黴素⽤於治療多種細菌和原⽣動物感染。可⽤於呼吸道感染、細菌性肺炎、尿路感染、痤瘡、酒渣鼻、盆腔炎、⾐原
體感染、早期萊姆病、霍亂和梅毒。

 強⼤的多營養素複合物 [Imprint ]
強⼤的複合營養素不是�的常規複合維⽣素，因為�含有更多的抗�化劑、輔酶和微量�物質。�主要由⽔果和蔬菜製
成，為全⾝健康和⻑壽提供全⽅位的必需營養素。�可⽤於促進健康的 DNA 和細胞增殖，保護 DNA 結構，⽀持代謝和⼼
⾎管健康，增強免疫系統功能，幫助認知功能，⽀持肌⾁系統，幫助抑制�化應激，⽀持健康的炎症反應，維持健康的⾎
壓，保護神經細胞，幫助排毒，⽀持甲狀腺功能，增強視⼒。該 IC 是在槲⽪素、⾶燕草素、5'-磷酸�哆�、維⽣素 D3、
�、綠茶、⻄蘭花、⽯榴、藍莓、葉⿈素、番茄紅素、�、越橘、葡萄、橙⼦、櫻桃、⿊莓、蔓越莓、李⼦、接⾻⽊、柿
⼦和芝麻。

 強迫症（OCD）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可⽤於幫助治療強迫症 (OCD)。 
包含：  5-�基⾊�酸 (5-HTP)  �專輯30CH  �⻄汀  肌醇  N-⼄�半胱�酸

 從寄⽣蟲、病毒和細菌中純化 [Imprint ]
- 
包含：  烏⽶⾮諾⾱  多烯基磷脂�膽�  �基⼆�咯���  諾麗  刺槐

 從寄⽣蟲、病毒和細菌中純化 [Imprint ]
- 
包含：  阿�達�  抗寄⽣蟲  克拉黴素  ��達�  烏⽶⾮諾⾱ 還有1...

 循環 [Imprint ]
Circulo 可⽤於暫時緩解與循環不良相關的症狀，包括頭暈、針刺感、四肢⼊睡、糖尿病性壞疽、癱�（⾝體和情�）、
記憶⼒差和四肢冰冷。

 循環障礙（Rife） [脈衝電磁場]
Rife頻率，這可能有助於循環障礙。

 微⽣物和肝臟調節劑 [脈衝電磁場]
這種 IC 可能有助於在各種真菌變形後恢復微⽣物疾病和肝組織的能量場。�也可⽤於⽀持視⼒、胸部和荷爾蒙。

 微管功能 [脈衝電磁場]
該 IC 有助於⽀持重要的細胞過程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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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藻混合物 [Imprint ]
微藻混合物可⽤於幫助增強免疫系統、增加活⼒、⽀持抗衰⽼、增強耐⼒和促進整體健康。該 IC 是在太平洋螺旋藻、鈍
頂螺旋藻、杜⽒鹽藻和⾬⽣紅球藻（因為其蝦⻘素含量）的幫助下製成的。

 ⼼動過緩 [Imprint ]
- 
包含：  地爾硫卓鹽酸鹽  L-甲狀腺素  曲美他�

 ⼼包炎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可幫助治療⼼包炎。

 ⼼場 [脈衝電磁場]
⽀持決策過程、頭腦清晰、整合、⾝份和⾃尊。有助於⼼靈、思想和情感的能量調整和合作。該信號代表完美的⼼率變異
性。

 ⼼律失常 [Imprint ]
- 
包含：  瑞舒伐他汀�  地爾硫卓鹽酸鹽  曲美他�

 ⼼律失常 [Imprint ]
- 
包含：  地爾硫卓鹽酸鹽  參  �加  瑞舒伐他汀�  曲美他�

 ⼼律失常 [聽得⾒]
這款有聲 IC 可幫助治療⼼律失常和⼼臟肌⾁虛弱。

 ⼼情（改善） [Imprint ]
- 
包含：  Delta 睡眠誘導�  �⻄汀

 ⼼⽔腫 [Imprint ]
- 
包含：  ⽜⾎去蛋⽩⾎液透析液  多烯基磷脂�膽�  速尿

 ⼼源性哮喘 [Imprint ]
- 
包含：  左旋⾁�  地爾硫卓鹽酸鹽  曲美他�

 ⼼理和情�壓⼒⽀持 [Imprint ]
[新的] 精神和情�壓⼒⽀持可能有助於⽀持能量⽔平、促進情�平衡、⽀持正常的腎上腺反應、提⾼頭腦清晰度、增加註
意⼒並減輕壓⼒。此外，�還可以幫助⾝體從精神和情�壓⼒中恢復過來。該 IC 是在富裡酸、��酸和多�的幫助下製
成的。

 ⼼絞痛 [Imprint ]
- 
包含：  屈他維林  曲美他�  �⻄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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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梗塞 [Imprint ]
- 
包含：  ⼄�⽔楊酸  地爾硫卓鹽酸鹽  速尿  曲美他�  �⻄汀

 ⼼肌減弱 [Imprint ]
- 
包含：  多烯基磷脂�膽�  諾麗  曲美他�

 ⼼肌炎（Rife） [脈衝電磁場]
針對⼼肌炎的Rife頻率。

 ⼼肌無⼒ [Imprint ]
- 
包含：  地爾硫卓鹽酸鹽  曲美他�

 ⼼肌疾病 [Imprint ]
- 
包含：  地爾硫卓鹽酸鹽  多烯基磷脂�膽�  曲美他�  桂利�

 ⼼肺 [脈衝電磁場]
- 
包含：  肺  ⼼肺調節劑  ⼼臟⽀持  肺⽀持

 ⼼肺調節劑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於重建⼼臟組織、⼼臟功能、肺⽣理學和⼼肺相互作⽤的完整性。�可⽤於幫助⼼肌組織以及房室 (AV) 和竇房
(SA) 節點。⼼肺調節劑可能對荷爾蒙產⽣積極影響，並產⽣整體感覺良好的效果。

 ⼼腦⽀持 [Imprint ]
[新的] ⼼腦⽀持可能有助於促進最佳認知功能和⼼臟健康。�可以提⾼頭腦的清晰度和注意⼒，消除腦霧，增強能量並提
⾼免疫⼒。此外，⼼腦⽀持可能有助於荷爾蒙平衡和健康⽼齡化。該 IC 是在維⽣素 K、�酸、維⽣素 B6、葉酸、維⽣素
B12、�、�、�、�、銅、�、�、�和孕烯醇�的幫助下製成的。

 ⼼臟健康 [Imprint ]
- 
包含：  ⼄�左旋⾁�  ⽯榴�油  硫⾟酸  蝦⻘素  動脈粥樣硬化 還有21...

 ⼼臟健康�合複合物 [Imprint ]
⽤於⼼臟健康的�合複合物⽤於幫助⽀持⾎管和⼼⾎管健康。�可⽤於減少⾎液中的⾦屬離⼦和過量�物質，⽀持健康的
⾎液流動和⾎壓，並有助於降低膽固醇⽔平。該 IC 是在各種維⽣素、�物質、草藥和⼄⼆�四⼄酸 (EDTA) �⼆�的幫助
下創建的。

 ⼼臟健康（阻塞和瓣膜） [Imprint ]
該療法⽤於幫助治療與⼼�病有關的各種症狀，例如輕度⾄中度⼼功能不全（有⽔腫傾向）、瓣膜性⼼�病的⼼肌無⼒、
擴張、感染後⼼肌無⼒、退⾏性過程⼼肌、冠狀動脈功能不全、⼼肌梗塞、功能異常、⼼肌炎和⼼內膜炎以及張⼒減退。
這個 IC 是在�專輯、仙⼈掌、⼭楂、洋地⿈、�酸鉀、kalmia、磷、scilla、spigelia 和 strophanthus 的幫助下創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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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臟平衡 [脈衝電磁場]
⼼臟平衡可⽤於幫助平衡愛與⾮愛的情�，以及改善⼼腦之間的溝通。

 ⼼臟⽀持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於⽀持複雜⼼臟聲波的物理�送和創建，以及⽀持健康⼼臟組織的⽣成。�還可⽤於平衡決策制定、⾝份、清
晰度、⾃信和⾃尊的情感內容。

 ⼼臟效率 [Imprint ]
這種補救措施⽤於幫助維持⼼臟和⾎液循環的正常功能。�可⽤於治療⼼臟的器質性和功能性病變，主要是⼼臟神經症。
此外，這種療法可能有助於治療神經紊亂、⼼律失常、⼼動過速、早搏、收縮、⼼絞痛、冠狀動脈供⾎不⾜、⼼悸以及⼼
臟的痛苦和壓迫。該 IC 是在附⼦、⼭⾦⾞、�酸⾦、仙⼈掌、洋地⿈、ignatia、⽉桂、spigelia、纈草、⼭楂和磷酸鉀的
幫助下創建的。

 ⼼臟痙攣 [Imprint ]
- 
包含：  ⼄�⽔楊酸  瑞舒伐他汀�  雙�芬酸  屈他維林  曲美他�

 ⼼臟的沉重 [Imprint ]
- 
包含：  地爾硫卓鹽酸鹽  曲美他�  �⻄汀

 ⼼臟硬化 [Imprint ]
- 
包含：  ⼄�⽔楊酸  瑞舒伐他汀�  地爾硫卓鹽酸鹽

 ⼼臟缺⾎ [Imprint ]
- 
包含：  瑞舒伐他汀�  地爾硫卓鹽酸鹽  速尿  曲美他�

 ⼼臟肌⾁⽀持 [Imprint ]
- 
包含：  ⽣物活性動物�  ⼼臟健康�合複合物  ⽢�酸�  Omega-3 / 多�組合  ⽩藜蘆醇 還有1...

 ⼼臟衰竭 [Imprint ]
- 
包含：  ⽜⾎去蛋⽩⾎液透析液  地爾硫卓鹽酸鹽  諾麗  曲美他�  �基⼆�咯��� 還有1...

 ⼼臟部位疼痛 [Imprint ]
- 
包含：  地爾硫卓鹽酸鹽  屈他維林  曲美他�

 ⼼⾎管和泌尿⽀持 [Imprint ]
[新的] ⼼⾎管和泌尿系統⽀持可能有助於降低⾎壓、改善⾎液循環、對抗與泌尿系統相關的感染以及從腎臟排出毒素。該
IC 是在蕁麻、⼭楂、熊果、蘆筍、芹菜種⼦和蒲公英葉的幫助下製成的。

 ⼼⾎管問題 [Imprint ]
- 
包含：  ⽜⾎去蛋⽩⾎液透析液  地爾硫卓鹽酸鹽  �基⼆�咯���  諾麗  曲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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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持公式 [Imprint ]
精神⽀持配⽅由益智藥的混合物組成 - 可以改善認知功能的物質。精神⽀持配⽅可⽤於提⾼⼯作表現和⽣產⼒，增加註意
⼒，增強記憶⼒，減緩認知衰退，促進積極的⼼態，減緩記憶喪失的進程，幫助刺激神經⽣⻑，增強精神能量，增加活動
阿爾法腦電波（與清醒的放鬆和增強的創造⼒有關），增強對壓⼒的⼼理抵抗⼒，⽀持平靜的⼼態，增加腦能量並改善情
�。該 IC 是在胞磷膽�、磷脂�絲�酸、假⾺⿒�提取物、有機獅��、海洋松樹⽪提取物、l-酪�酸、l-茶�酸、紅景
天、維⽣素 B6、維⽣素 B9 和維⽣素 B12 的幫助下製成的。

 必需�基酸 [Imprint ]
必需�基酸被稱為是有原因的：�們不能在內部產⽣，因此必須通過�⻝或補充來獲得。這些�基酸對於建⽴和維持肌⾁
質量、能量產⽣、肝臟解毒、結締組織完整性、免疫健康以及⾝體中幾乎所有重要過程都⾄關重要。該配⽅針對使⽤進⾏
了優化，適⽤於運動員，以及患有慢性病、有體重減輕或疲勞和/或貧⾎⾵險的⼈。 L-亮�酸、L-纈�酸、L-異亮�酸、L-
賴�酸、L-⾊�酸、L-�丙�酸、L-蘇�酸、L-蛋�酸、L-⾊�酸。

 必需�基酸複合物 [Imprint ]
必需�基酸是⼈體無法製造的�基酸，因此需要通過⻝物和補充劑等外部來源獲得。�們是⾝體正常功能所必需的，可以
平衡體內的體液⽔平、修復細胞和產⽣酶，同時促進能量代謝。必需�基酸複合物可⽤於⽀持劇烈運動，幫助肌⾁蛋⽩質
的合成，促進運動後的恢復，增強⾻骼和肌⾁⼒量。�也可能對⽼年⼈有益，因為�可⽤於維持肌⾁質量。該IC是在L-組
�酸、L-異亮�酸、L-亮�酸、L-賴�酸、L-蛋�酸、L-�丙�酸、L-蘇�酸、L-纈�酸和維⽣素C（以增強吸收）的幫助
下製成的。

 必需的 Omega-3 [Imprint ]
Essential Omega-3 可為⼼⾎管功能、⼤腦功能、肌⾁⾻骼健康和免疫系統提供⽀持。此外，�還可⽤於幫助情�⽀持。
該 IC 是在⿂油的幫助下製成的，含有 Omega-3 脂肪酸，包括⼆⼗�五烯酸 (EPA) 和⼆⼗⼆�六烯酸 (DHA)。

 快樂前列腺 [Imprint ]
⽀持前列腺功能和細胞週期。 
包含：  阿那曲�  乳房防禦  ⾮那雄�  尿流和前列腺⽀持  前列腺腺瘤 還有1...

 快樂⽔ [Imprint ]
- 
包含：  腎上腺輔助  地⻄泮  度洛⻄汀  �⻄汀  Phenibut（4-�基-3-�基丁酸鹽酸鹽） 還有2...

 快樂⽔ - 恐懼症 [Imprint ]
[新的] 快樂⽔ - 恐懼症 
包含：  纈草  �⻄泮  地⻄泮  度洛⻄汀  �⻄汀 還有1...

 快樂⽔⼈ [Imprint ]
- 
包含：  腎上腺輔助  地⻄泮  �⻄汀  拉⻄坦  ⽂拉法⾟ 還有1...

 快樂肚⽪ [脈衝電磁場]
作⽤：減少胃腸道慢性炎症，減輕疼痛，減少氣體，減少消化和⾎液中的毒性，腸道細菌失衡，念珠菌平衡適應症：任何
類型的急性或慢性消化問題，消化疼痛，微⽣物組失調，酵⺟過度⽣⻑。前額頭痛、劇烈頭痛、鼻塞、飽脹感、即使剛吃
過東⻄也感到飢餓、打�、排便不規律（便秘或腹瀉）。當�不知道該作⽤什�的時候，請⽤快樂肚⽪。應對壓⼒類型：
細胞、免疫和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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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珠菌 + 蠕蟲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是與蠕蟲聯合消除念珠菌（真菌）感染的常⾒頻率。 IC Pad 可應⽤於腸道區域或出現症狀或任何類型真菌表
現的任何其他區域。為獲得最佳效果，建議按以下順序將此 PEMF 與其他 PEMF（如下所列）⼀起使⽤： 1. 念珠菌和真菌
感染 2. ⼀般念珠菌 3. 念珠菌 + 蠕蟲 如果可能，為特定類型的蠕蟲使⽤特殊的 Rife PEMF可能⽤過了。確保�喝⾜�的⽔
以避免排毒反應。脈衝電磁場應每天使⽤⾄少幾週。

 念珠菌⼀般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是消除念珠菌的常⾒頻率。 IC Pad 可應⽤於腸道區域或出現症狀或任何類型真菌表現的任何其他區域。為獲
得最佳效果，建議按以下順序將此 PEMF 與其他 PEMF（如下所列）⼀起使⽤： 1. 念珠菌和真菌感染 2. 念珠菌⼀般 3. 念
珠菌 + 蠕蟲 確保�喝⾜�的⽔以避免排毒反應。脈衝電磁場應每天使⽤⾄少幾週。

 念珠菌和真菌感染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是消除念珠菌和真菌感染的常⾒頻率。 IC Pad 可應⽤於腸道區域或出現症狀或任何類型真菌表現的任何其他
區域。為獲得最佳效果，建議按以下順序將此 PEMF 與其他 PEMF（如下所列）⼀起使⽤： 1. 念珠菌和真菌感染 2. 念珠
菌⼀般 3. 念珠菌 + 蠕蟲 確保�喝⾜�的⽔以避免排毒反應。脈衝電磁場應每天使⽤⾄少幾週。

 念珠菌驅除者 [Imprint ]
低劑量順勢療法、草藥和營養物質有助於消除念珠菌過度⽣⻑，無論�們⾝在�裡。 
包含：  L-⾕���  �康�  制黴菌素  鉍  N-⼄�半胱�酸 還有9...

 急性創傷性椎間盤脈衝電磁場 [脈衝電磁場]
如果�有急性背痛，這款 PEMF 適合�！�可⽤於幫助減輕椎間盤和脊柱的疼痛。該 IC 使⽤以下 PEMF 創建：Trauma、
Chiro 和 Acute Disc。在此序列中添加 IC 以幫助緩解疼痛和炎症。

 急性半⽉板 2.0 [脈衝電磁場]
該 PEMF 包含急性韌帶損傷的頻率。�也可以在⼿術後⽴即使⽤！

 急性半⽉板脈衝電磁場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在半⽉板受傷後⽴即使⽤。在任何受傷或健康問題的情況下，始終尋求醫療幫助。

 急性呼吸道感染 [Imprint ]
- 
包含：  烏⽶⾮諾⾱  ⼄�⽔楊酸  雙�芬酸

 急性環狀脊柱 [脈衝電磁場]
該 PEMF IC 旨在修復椎間盤的纖維環。

 急性疼痛（Rife） [脈衝電磁場]
頻率⾼，有助於控制急性疼痛。

 急性肌⾁損傷 2.0 PEMF [脈衝電磁場]
此 PEMF 包含有助於急性肌⾁損傷的頻率。在任何受傷或疾病的情況下，請務必就醫。

 急性韌帶損傷 [脈衝電磁場]
此 PEMF 包含有關急性韌帶損傷的信息。�也可以在⼿術後⽴即使⽤。

 急性⾻折 [脈衝電磁場]
如果�使⽤ PEMF 進⾏治療，⾻折的癒合速度將提⾼ 87%。世界各地的研究都表明了這⼀點。始終將 PEMF 與營養物質相
結合，因為⾻骼需要許多營養物質才能快速癒合。�物質、⽣⻑激素、膠原蛋⽩只是⼀些選擇。對於任何傷害，在使⽤本
地協議（如急性⾻折）之前，請務必使⽤外傷 PEMF！如有任何疾病或傷害，請⽴即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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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冷淡（Rife） [脈衝電磁場]
Rife 頻率，這可能有助於性冷淡 - ⼥性在性交期間或⼥性缺乏性慾時無法達到性⾼潮。

 性感療法 [Imprint ]
⾁慾療法最適合那些害怕情感和⾝體親密的⼈。這種補救措施⿎勵享受情感親密、激情和感官滿⾜的能⼒。感官療法是⽐
利⼭⽺李、布什梔⼦花、法蘭絨花、⼩法蘭絨花、⼤果和紫藤花精華的組合。

 性慾增加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於增加性慾。

 性療法 [Imprint ]
性療法可能有助於釋放羞恥感以及⾝體和性虐待的影響。�可以幫助⼀個⼈對⾃⼰的⾝體感到更⾃在和接受⾃⼰的⾝體，
並使⼀個⼈在⼈際關係中變得更加開放，更加有趣，並享受觸摸和親密。 Sexuality Remedy 重新激發對⼈際關係的熱情
和興趣。該IC是在⽐利⼭⽺李、布什梔⼦花、法蘭絨花、流蘇紫羅蘭、⼩法蘭絨花、斯特沙漠玫瑰和紫藤花的花精的幫助
下創建的。

 恐懼和內疚去除劑（Solfeggio） [聽得⾒]
這種視唱頻率可以⽤來幫助消除恐懼和內疚。為獲得最佳效果，每周⾄少聽 3 次 IC，每次⾄少 15 分鐘，持續 4-6 週。將
⾳量調節到舒適的中等/低⽔平。

 恐懼緩解（Rife） [脈衝電磁場]
Rife 頻率有助於減少恐懼。

 恢復喜悅 [脈衝電磁場]
恢復快樂可⽤於幫助重新建⽴快樂、增加情�放鬆和減輕壓⼒。

 恢復活⼒ [脈衝電磁場]
�⽤於⽀持通過結締組織的能量和信息傳遞 - ⾝體基質包括所有膠原纖維修復和所有肌⾁和器官的筋膜，彈性蛋⽩⽤於結
構和彈性，可能具有抗衰⽼作⽤。⽀持貫穿結締組織的經絡作為能量和信息通道。

 恢復筋膜 [脈衝電磁場]
該 IC ⽤於對⾝體筋膜進⾏緊急矯正，無論其並發症可能導致何種健康問題。�通過克服重⾦屬的⽣物能量阻滯效應起作
⽤。

 恩格斯托爾 [Imprint ]
Engystol 是⼀種抗病毒藥物，⽤於減少急性病毒感染期間症狀的持續時間和嚴重程度，並有助於防⽌隨後的感染。�可⽤
於預防和治療病毒感染。�通過激活和⽀持⾝體的內源性防禦機制起作⽤。

 悉尼玫瑰 [Imprint ]
悉尼玫瑰花精華適合那些感到分離、冷清、不被愛或病態的⼈。這種本質有助於⼈們意識到我們都是⼀體的，並給⼈⼀種
統⼀的感覺。�也可能給⼈⼀種安全和平靜的感覺。

 情�和精神壓⼒釋放 [脈衝電磁場]
該 IC ⽀持整個⾝體釋放情�和精神壓⼒。�可能對消化道特別舒緩，並有助於營養物質的吸收。��不是�靜劑，也不
是興奮劑。該 IC 可以通過⽀持處理來⾃過載和情�磁帶循環的過多情�和感官數據來幫助⿎勵平靜的精神狀態。冷靜的
頭腦可能有助於找到內⼼的平靜，以及增強頭腦與⼼靈的聯繫以及對⾃⼰的誠實。當能⼒因持續的⻑期壓⼒⽽受到損害
時，�特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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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魔之⽖ [Imprint ]
[新的] 惡魔之⽖，也稱為 Harpagophytum procumbens，是⼀種原產於南⾮的植物。�傳統上被⽤來治療各種疾病。 惡
魔之⽖可能有助於減少炎症、減輕疼痛、緩解關節炎疼痛、緩解頭痛、緩解背痛和⽀撐關節。

 意志⼒（�脈輪） [脈衝電磁場]
�脈輪有助於以動⼒和⼒量清楚地朝著�的⽬標前進，與�的⽬標保持⼀致——活出�的激情，不管�是什�。�脈輪的
問題會導致⾝體和物質慾望的問題。該 IC 適⽤於膀胱問題、性冷淡、膽結⽯和腎結⽯、⽣殖器官、陰道癌、前列腺癌和
盆腔疾病。

 愛潑斯坦-巴爾病毒 [脈衝電磁場]
愛潑斯坦-巴爾病毒的流⾏頻率。已知這種病毒會導致傳染性單核細胞增多症（也稱為“單核細胞病”和“接吻病”）。

 愛（皇冠脈輪） [脈衝電磁場]
皇冠脈輪與中樞神經系統/松果體有關。�是�蒙、動態思想、真理和合⼀的中⼼。冠脈輪掌管脊髓頂部、腦幹、疼痛中
⼼和神經。�有助於與⼀切的統⼀聯繫，無條件的愛。當⼀個⼈付出太多，感覺與“來源”脫節，缺乏積極情�時，就會保
持平衡。皇冠脈輪的問題會導致靈性智慧的問題。該 IC 適⽤於疲憊、癲癇、⼤腦、松果體和右眼。

 感冒和流感緩解 [Imprint ]
這種感冒和流感緩解藥物可⽤於治療發燒、喉�痛、聲⾳嘶啞、感冒和流感症狀、流鼻涕、打噴嚏以及與感冒和流感相關
的⾝體疼痛。該 IC 是在以下物質的幫助下創建的：烏頭、��、�茄、Bryonia、⾦雞納、紫錐菊、Mercurius cyanatus
和毒漆樹。

 感冒和流感藥物 [脈衝電磁場]
Cold & Flu Remedy 可增強免疫⼒並加速⾝體從感冒和流感症狀中⾃然恢復。�可以緩解疲勞、促進排⽔和重新調整細胞
功能。⽀持肺和⼤腸。

 感冒和流感護理 [Imprint ]
該 IC 可⽤於幫助緩解流感樣症狀、反復發燒、間歇性發燒、寒戰、慢性低度炎症、肌⾁和關節疼痛、輕度⾄重度頭痛和
背痛、⾝體疼痛、頸部疼痛和僵硬、抑鬱、焦慮、過度敏感、腹脹、腹瀉、便秘、⻝慾不振、易怒、（短導⽕索）無法應
對困難或對抗、不確定、優柔寡斷、無法做出選擇，以及全⾝不適的感覺。

 感冒與流感對抗劑 [Imprint ]
[新的] 感冒與流感對抗劑可能有助於減輕與感冒和流感相關的症狀。該 IC 是在乾 Cara Cara 橙⽪和伏特加的幫助下製成
的。

 感染和免疫系統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有助於⽀持免疫系統。 
包含：  免疫系統增強  最佳營養素  ��免疫  益⽣菌⽀持胃腸道和免疫健康  烏⽶⾮諾⾱ 還有1...

 感染病毒寄⽣蟲細菌 [Imprint ]
- 
包含：  阿�達�  �基⼆�咯���  抗寄⽣蟲  阿奇黴素  烏⽶⾮諾⾱ 還有1...

 感染病毒寄⽣蟲細菌 [Imprint ]
- 
包含：  阿�達�  �基⼆�咯���  抗寄⽣蟲  阿奇黴素  益⽣菌⽀持胃腸道和免疫健康 還有2...

 感染過敏健康 [Imprint ]
- 
包含：  阿奇黴素  β-葡聚�  鹽酸⻄替利�  消化複合益⽣菌  最佳營養素（不含 Cu/Fe/I） 還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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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輕鬆 [脈衝電磁場]
提供廣泛的放鬆能⼒，減慢⼼率，降低⾎壓，減慢呼吸頻率，改善消化，維持正常⾎糖⽔平，減少壓⼒荷爾蒙的活動，增
加主要肌⾁的⾎流量，減少肌⾁緊張和慢性疼痛，提⾼注意⼒和情�，改善睡眠質量，降低疲勞，減少憤怒和沮喪，增強
處理問題的信⼼，�可以平靜、放鬆、平衡情�，提供⾝⼼放鬆和清晰。

 慢性⼗⼆指腸炎 [Imprint ]
- 
包含：  屈他維林  �酶

 慢性⽪膚潰瘍 [Imprint ]
- 
包含：  蘆�凝膠  克拉黴素  完整的膠原蛋⽩�混合物  ⽣⻑激素  潑尼松⿓ 還有1...

 慢性⽪膚病 [聽得⾒]
這款有聲 IC 可幫助治療慢性⽪膚病和疾病。

 慢性胃灼熱（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慢性胃灼熱的 Rife 頻率。

 慢性腎病 [Imprint ]
- 
包含：  ⼩蘗  全⾯的腎上腺⽀持營養素  參  腎臟和膀胱⽀持  胎盤素 還有3...

 慢性膀胱炎（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慢性膀胱炎（膀胱炎症）的Rife頻率。

 慢性關節或韌帶疼痛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是在有助於慢性關節或韌帶疼痛的基本頻率的幫助下創建的。

 慢性阻塞性肺病肺脈衝電磁場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持肺功能和⽀持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的⼈。將 IC Pad 直接放在胸⾻上。將此與 COPD IC 或
Endobalance Infection Killer 結合使⽤。

 慢速 COMT 調製器 [Imprint ]
慢 COMT 是最常⾒的基因缺陷之⼀。�會導致雌激素和壓⼒荷爾蒙的積累。該 IC ⽤於⽀持緩慢的 COMT 突變。 
包含：  抗壓複合物  乳房防禦  ⽢�酸�  磷脂�膽�  S-腺�蛋�酸 還有1...

 憤怒和憤怒管理（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憤怒和憤怒管理的頻率。重複 2-3 次，或根據需要多次。可⽤於貓和狗。

 憩室病 [Imprint ]
憩室病是⼀種導致在消化道壁上形成稱為憩室的⼝袋的疾病。這在 60 歲以上的⼈群中很常⾒。憩室病會削弱結腸壁，並
可能導致瘻管和腹腔內膿腫。此外，便秘和腹瀉之間可能發⽣交替。憩室病還可能導致排尿疼痛、尿頻和不完全（膀胱憩
室）、無法解釋的過度⽣⻑/感染和癌前腸道。

 應⼒軸⽀撐 [Imprint ]
- 
包含：  阿那曲�  乳房防禦  脫�酶  Omega-3 / 多�組合  孕烯醇� 還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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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桃體炎和腺樣體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可幫助治療扁桃體炎和腺樣體。

 扁桃體炎（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扁桃體炎症（即扁桃體炎）的Rife頻率。

 ⼿指腫脹 [Imprint ]
[新的] 這種 IC 複合物旨在減少⼿指關節的腫脹。 
包含：  BPC-157 和 TB-500 �混合物   孕烯醇�  肝素（外⽤）  潑尼松⿓  淋巴系統調節劑 還有1...

 ⼿⾜⼝病（Rife） [脈衝電磁場]
⼿⾜⼝病的 Rife 頻率。

 打�（盛⾏）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打�的Rife頻率，打�是由橫膈膜的不⾃主收縮引起的。

 抗壓複合物 [Imprint ]
⼀種溫和、有效的補救措施，有助於⾃然緩解壓⼒和焦慮。�滋養和增強神經系統，幫助平息焦慮感，促進放鬆狀態，⽀
持積極情�，並⿎勵更寧靜、更清爽的睡眠。該 IC 是在以下物質的幫助下創建的：褪⿊激素、�、纈草根、維⽣素 B 複
合物和茶�酸。

 抗壓複合物 [Imprint ]
Anti-Stress Complex ⾮常適合那些正在處理壓⼒情況和與壓⼒相關的疲憊的⼈。�可能有助於緩解因壓⼒、精神表現和
疲勞引起的倦怠、免疫缺陷。眾所周知，各種維⽣素和�物質有助於緩解⾝體和精神上的壓⼒。該 IC 是在微量營養素的
幫助下製成的，包括維⽣素 B1、維⽣素 B2、維⽣素 B6、維⽣素 C、⽣物素、泛酸（維⽣素 B5）、�、�、L-酪�酸、
⽩藜蘆醇、⻄伯利亞⼈參和⽜磺酸。

 抗寄⽣蟲 [Imprint ]
這種藥物⽤於治療和預防由⽪膚寄⽣蟲引起的疾病，如跳蚤、蝨⼦、⾁�和硬��、幼蟲和成蟲、絛蟲和⼀些吸蟲，即：
鉤蟲病、雙葉絲蟲病、包蟲病（僅⻘春期形式、肺吸蟲病） 、⽑頭症等。 IC 在���、伊維菌素和鹽酸左旋��的幫助
下製備。

 抗�化配⽅ [Imprint ]
抗�化配⽅可⽤於保護細胞免受�化應激。�可以預防感冒和流感，幫助傷⼝癒合，增強免疫系統，並有助於過敏。該 IC
是在維⽣素 E、維⽣素 B2（核⿈素）、維⽣素 C、抗壞⾎酸棕櫚酸�、�、�、β-胡蘿蔔素、奶薊、天然類胡蘿蔔素和
N-⼄�-L-半胱�酸的幫助下製成的。

 抗炎複合物 [Imprint ]
Anti-Inflammatory Complex 是天然植物提取物的組合，可共同幫助減輕體內炎症和疼痛。�也可⽤於⽀持免疫系統。該
IC 是在槲⽪素、薑⿈、菠蘿蛋⽩酶（來⾃菠蘿莖）和⽣薑的幫助下製成的。

 抗⽣素複合物 [Imprint ]
廣譜抗⽣素⽀持。 
包含：  抗炎複合物  阿奇黴素  克拉黴素  強⼒黴素  布拉⽒酵⺟ 還有1...

 抗⽣素複合物 [Imprint ]
廣譜抗⽣素⽀持。 
包含：  AHCC  克拉黴素  強⼒黴素  銀純露  布拉⽒酵⺟ 還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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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病毒/抗細菌/抗真菌 [Imprint ]
抗病毒/抗細菌/抗真菌混合物可能具有抗病毒、抗菌、抗真菌、抗炎、抗�化、抗糖尿病和增強免疫的特性。該 IC 是在以
下幫助下製作的：肺、⼼臟、⼼包、⼼內膜、腸、闌尾、胸腺、肝臟、腎上腺和甲狀腺的⽣理器官頻率；維⽣素C;維⽣素
D;⽜⾄油；焦慮、壓⼒順勢療法。以及以下疾病 - 流感 A 和 B、肺結核、�疹、柯薩奇、百⽇咳、DPT、MMR、⿈熱病、
肺炎、瘧疾、⽀原體、脊髓灰質炎和輪狀病毒。

 抗病毒�� [Imprint ]
抗病毒��含有��以應對季節性變化。�可⽤於預防由流感、�疹 (HSV)、單核細胞增多症 (NID)、肝炎、⼈乳頭瘤
(HPV)、艾滋病 (HIV) 和愛潑斯坦巴爾 (EBV) 等病毒引起的病毒感染。該 IC 是在有機雲芝（⼀種藥⽤��）和冬蟲夏草
（⼀種真菌）的幫助下製成的。

 抗菌 [Imprint ]
- 
包含：  刺槐

 抗衰⽼和逆轉年齡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可⽤於幫助逆轉⾝體的⽣物學年齡。 
包含：  脫�酶  ⽣⻑激素  ⼆甲雙�  胸腺提取物  維⽣素 D3

 抗衰⽼抗癌複合物 [Imprint ]
- 
包含：  硫⾟酸  南⾮醉茄  ⼩蘗�加  ⽣物活性動物�  ⽩樺茸 + 喜來芝 還有16...

 抗衰⽼輔助 [脈衝電磁場]
抗衰⽼輔助可⽤於協助細胞再⽣、減少肌⾁壓⼒、釋放脫�表雄� (DHEA) 和腦內源性阿⽚類藥物。

 抹茶綠茶 [Imprint ]
抹茶是⼀種來⾃茶樹植物的綠茶；然⽽，與典型的綠茶相⽐，�的⽣⻑⽅式不同，並且具有獨特的營養成分。與典型的綠
茶不同，抹茶含有整個茶葉的營養成分，從⽽產⽣更多的咖�因和抗�化劑。抹茶可⽤於幫助保護肝臟、降低⾎壓、提⾼
注意⼒和認知能⼒、預防 2 型糖尿病、促進⼼臟健康、降低膽固醇⽔平、預防癌症、促進新陳代謝、促進減肥、增強能量
和減少炎症。這個IC是在禮儀級抹茶的幫助下製作的。

 抽� [Imprint ]
- 
包含：  ⽜⾎去蛋⽩⾎液透析液  Delta 睡眠誘導�  諾麗

 抽筋（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抽筋的Rife 頻率。

 拉⻄坦 [Imprint ]
Piracetum ⽤於治療認知問題。�還可以⽤來提⾼學習能⼒、增強記憶⼒、提⾼注意⼒和注意⼒、減少“腦霧”的感覺和促
進頭腦清晰。

 拉⻄坦協議棧 [Imprint ]
拉⻄坦（⼀種膽�來源）和 ALCAR 以及鉀和紅景天 - 由 Limitless Mindset 的 Jonathan Roseland 開發的“拉⻄坦協議”促
智堆棧，⽤於充分釋放智能藥物的教⽗拉⻄坦。 
包含：  拉⻄坦  ⼄�左旋⾁�  阿爾法GPC  鉀  紅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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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蠅草 [Imprint ]
Dionaea Muscipula，更常⾒的是捕蠅草，是⼀種⾁⻝性植物，天然含有多種免疫⽀持化合物，如⽔⽩花素、槲⽪素、甲
酸、沒⻝⼦酸、精�酸、蛋⽩酶和脂多�。捕蠅草可⽤於幫助增強免疫系統、增加能量、對抗體內毒素、⽀持⼼臟健康、
提⾼思維清晰度、⽀持細胞⽣⻑功能和減輕疼痛。

 排毒 [脈衝電磁場]
幫助肝臟清除和清除毒素以照顧⾝體。該功能旨在⽀持肝細胞及其新陳代謝，以優化肝臟的排毒功能，例如處理腸道吸收
的營養物質，使其更有效地吸收，調節⾎液成分以平衡蛋⽩質、脂肪和糖分，破壞舊的紅⾊⾎細胞，產⽣必需的化學物質
以幫助⾎液正確凝結，分解和代謝酒精和藥物，產⽣必需的蛋⽩質和膽固醇，清除⾎液中的毒素，包括膽紅素、�和其他
物質，儲存�物質、鐵和維⽣素。

 排毒適合 [Imprint ]
- 
包含：  硫⾟酸  乳房防禦  ⼼臟健康�合複合物  ⼩球藻  EGCg（綠茶提取物） 還有1...

 排毒重⾦屬 3.0 [Imprint ]
該 IC 複合物應⽀持重⾦屬解毒。 
包含：  ⼩球藻  ⾼級營養補充劑（僅限早上）  ⼆甲基亞� (DMSO)  硫⾟酸  ⼼臟健康�合複合物 還有1...

 排毒重⾦屬 3.0 [Imprint ]
[新的] 該複合物包含⽤於重⾦屬排毒的 IC。 
包含：  ⼄⼆�四⼄酸 (EDTA)  硫⾟酸  ⼼臟健康�合複合物  ⼩球藻  脂質體穀胱⽢� 還有1...

 排毒重⾦屬2.0 [Imprint ]
- 
包含：  硫⾟酸  ⼼臟健康�合複合物  脂質體穀胱⽢�  ⾼級多�物質配⽅  �物綠⾊超級⻝品

 接地 [脈衝電磁場]
該 IC 解決了地球的三個⼤場（垂直、磁極和⾚道）與⼈體場之間的場失準問題。不平衡可能是由地質壓⼒、旅⾏以及磁
或重⼒影響的任何快速變化引起的。這個 IC 可以幫助穩定和更好地組織⼀個⼈的⾝體功能，幫助⼀個⼈在他們的⾝體內
感到更安全，並促進更⼤的幸福感。�還可⽤於減輕壓⼒和�靜⾝⼼、恢復⽪膚和組織活⼒、改善精神清晰度和功能、改
善睡眠、緩解與電磁場 (EMF) 暴露相關的症狀、使⻝慾和新陳代謝正常化以及促進損傷恢復.

 接⾻⽊莓 [Imprint ]
接⾻⽊漿果是⼀種深紫⾊漿果，富含營養和抗�化劑（包括花⻘素和類⿈�）。�被稱為世界頂級的治療植物之⼀。接⾻
⽊植物種類繁多；然⽽，歐洲品種（稱為⿊接⾻⽊）通常⽤於健康⽬的。接⾻⽊可⽤於幫助增強免疫系統、減少炎症、對
抗細菌感染、減輕壓⼒、對抗粉刺、減少皺紋和⽀持⼼臟健康。接⾻⽊還可⽤於幫助治療感冒和流感、便秘、頭痛、腎臟
問題、關節和肌⾁疼痛以及鼻竇感染。

 提⾼⼼理能⼒ [Imprint ]
- 
包含：  ⽜⾎去蛋⽩⾎液透析液  諾麗  桂利�

 提⾼記憶⼒ [Imprint ]
- 
包含：  諾麗  桂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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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滾玫瑰 [Imprint ]
搖滾玫瑰是對抗恐怖的良藥，因此是巴赫博⼠傳統危機組合的重要組成部分。 Rock Rose 狀態可能開始於⼀個更⽇常
的“Mimulus”或“Red Chestnut”狀態，但�離這些狀態更遠，�是⼀種驚恐、恐怖的恐懼，這使得有意識的思考和決定幾
乎是不可能的。補救措施提供平靜和勇氣。當我們重新獲得勇氣時，我們能�忘記恐懼。建議在感到恐懼或噩夢之後使
⽤。

 ⽀氣管 [Imprint ]
⽀氣管⽤於暫時治療與⽀氣管炎、流感、吸煙和上呼吸道炎症相關的咳嗽。

 ⽀氣管哮喘 [Imprint ]
- 
包含：  Delta 睡眠誘導�  地塞⽶松  潑尼松⿓  �⻄汀  鹽酸⻄替利�

 ⽀氣管哮喘 [Imprint ]
⽀氣管哮喘是由氣管⽀氣管樹對各種刺激的反應性增加引起的疾病。結果是⽀氣管氣道的陣發性收縮。⽀氣管哮喘是哮喘
常⾒形式的更正確名稱。術語“⽀氣管”⽤於將其與“⼼臟”哮喘區分開來，後者是由⼼⼒衰竭引起的單獨病症。雖然這兩種
哮喘有相似的症狀，包括喘息和呼吸急促，但�們的原因卻截然不同。⽀氣管哮喘是⼀種肺部疾病，其中呼吸道的阻塞性
通氣障礙引起呼吸急促的感覺。原因是氣道中對氣流的阻⼒急劇增加。儘管進⾏了最艱苦的努⼒，呼吸肌⾁組織仍無法提
供⾜�的氣體交換。結果是典型的哮喘發作，伴有⽀氣管肌⾁痙攣、⽀氣管壁⽔腫和粘液分泌增加。⾵險因素包括⾃⾝或
家族濕疹史、過敏或哮喘家族史。

 ⽀氣管擴張 [Imprint ]
- 
包含：  多烯基磷脂�膽�  刺槐  阿奇黴素

 ⽀氣管炎 [Imprint ]
- 
包含：  阿奇黴素  鹽酸⻄替利�

 ⽀氣管炎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可能有助於治療⽀氣管炎和哮喘。�可以將�與免疫脈衝電磁場以及抗⽣素、抗病毒藥物和免疫增強劑的 IC
結合使⽤。對於嚴重的情況，請始終尋求醫療幫助。

 ⽀氣管痙攣 [Imprint ]
- 
包含：  地塞⽶松  美⾙維林  屈他維林  潑尼松⿓

 ⽀氣管肺炎（局�性肺炎） [Imprint ]
- 
包含：  阿奇黴素  鹽酸⻄替利�

 ⽀鏈�基酸 (BCAA) [Imprint ]
⽀鏈�基酸 (BCAAs) 由三種必需�基酸組成，即亮�酸、異亮�酸和纈�酸。⽀鏈�基酸可⽤於增加肌⾁⽣⻑、⽀持瘦肌
⾁質量、促進運動期間的肌⾁功能、減少鍛煉後的肌⾁酸痛、減少運動疲勞以及防⽌肌⾁萎縮或分解。⽀鏈�基酸⾮常適
合那些需要為肌⾁提供能量的⼈。

 改善⼤腦 [Imprint ]
- 
包含：  諾麗  桂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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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良殘菌酶 [Imprint ]
改良殘菌酶是“保坦”物質的改良類似物，⽤於促進最佳健康和活⼒。�可⽤於幫助治療與免疫系統和⾝體新陳代謝受損有
關的各種疾病。�還可⽤於去除重⾦屬鹽類、致癌物質，並減少某些強效藥物的副作⽤。

 放鬆和充電（Rife） [脈衝電磁場]
Rife 頻率有助於放鬆⾝⼼並為⾝⼼充電。

 放鬆草藥 [Imprint ]
放鬆草藥⽤於幫助緩解⼀天中的任何時間的壓⼒和焦慮。此 IC 是在以下植物的幫助下製作的：⽢菊花、留蘭⾹葉、⻄番
蓮、⾹蜂草葉、菩提花、橙花和薰⾐草花。

 ⽂拉法⾟ [Imprint ]
⽂拉法⾟是市場上處⽅最廣泛的抗抑鬱藥之⼀。�屬於選擇性⾎清素和去甲腎上腺素再攝取抑製劑類。除了⽤於治療抑鬱
症外，�還廣泛⽤於“標籤外”治療糖尿病性神經病變、偏頭痛和更年期潮熱。

 斑禿（斑禿） [脈衝電磁場]
斑禿的常⾒頻率，也稱為斑禿。

 斯帕斯普雷爾 [Imprint ]
Spascupreel ⽤於暫時緩解⾝體任何部位發⽣的肌⾁痙攣，例如腹部痙攣、⽉經來潮、痙攣性咳嗽、腸絞痛和平滑肌痙
攣。�還可⽤於幫助治療膽囊炎、⼩舞蹈症、絞痛、胃⻝管反流病 (GERD)、腸絞痛、��症和⼿⾜抽�。

 斯特沙漠玫瑰 [Imprint ]
斯特沙漠玫瑰花精華⽤於內疚，包括性內疚，這可能是許多性問題的情�觸發因素。�也可以⽤於遵循⾃⼰的內在信念和
道德，幫助⼈們完成他們知道必須做的事情。這種本質可以恢復因過去可能感到內疚的⾏為⽽被摧毀的⾃尊。

 斯特沙漠豌⾖ [Imprint ]
斯特沙漠豌⾖是⼀種強⼤的花精，可以化解深深的傷害、痛苦、悲傷和悲傷。�有助於從最近或舊的傷害和悲傷中消散悲
傷的記憶。⾮常適合因分離或失去親⼈、⼈或動物⽽引起的情�痛苦。�允許⼀個⼈放⼿，因此激勵和重新充滿活⼒。這
種療法在幫助清除多種疾病⽅⾯也⾮常有效，從病毒到寄⽣蟲和細菌疾病。

 新⽣� [Imprint ]
[新的] �是⼀種必需的�物質，是維持⾝體健康所必需的。新⽣�，有時也稱為原⼦�，是⼀種含有電磁電荷的消耗型
�。�更容易被⾝體利⽤。新⽣�可能有助於促進甲狀腺功能、調節新陳代謝、改善情�、增強能量、⽀持解毒、對抗感
染、⽀持免疫系統和改善認知功能。

 新陳代謝促進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於幫助糾正新陳代謝⾏為，以確保與⾝體的最佳信息傳遞。�可能有助於解毒和適當的蛋⽩質和脂質合成。新
陳代謝促進可能會提升情�並產⽣整體感覺良好的效果。

 ⽅莖猴花 [Imprint ]
⽅莖猴花精華可⽤於幫助那些處於虐待狀態的⼈找到庇護所，恢復精⼒充沛的活⼒和整體感。�也可⽤於幫助治愈童年虐
待問題。

 施蒂⾥亞南⽠�油 [Imprint ]
[新的] 施蒂⾥亞南⽠原產於施蒂⾥亞（奧地利），含有⼤⽽無殼的綠⾊種⼦。種⼦富含健康脂肪、⾊�酸、維⽣素 K 和維
⽣素 E。施蒂⾥亞南⽠⼦可能有助於促進減肥、⽀持膀胱和腎臟健康、防⽌⾃由基並⽀持前列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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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菲爾 [Imprint ]
Schwefheel 可⽤於暫時緩解急性和慢性⽪膚病，包括濕疹、尋常痤瘡、褥瘡、唇�疹和⽪膚過敏。�也可⽤於幫助治療
慢性疾病、⾝體缺乏反應、治療抵抗、肝病、睡眠障礙、脫離物質現實、冷漠、⾃我中⼼主義、驕傲、屈辱和怨恨。

 旅⾏補救措施 [Imprint ]
旅⾏補救措施可能有助於在因旅⾏⽽感到緊張或焦慮時恢復平衡。�可以改善旅⾏體驗，讓⼈們在到達⽬的地時感覺更加
神清氣爽。此 IC 是在⼭梨花、�刷、灌⽊紫紅⾊、灌⽊鳶尾花、花冠花、流蘇紫羅蘭、⼤果、⽊拉⽊拉、⽖⼦、紅百
合、柞橡⽊、銀公主、⽑⽑�和⾼⽊拉的花精的幫助下創建的穆拉。

 昂丹司瓊 [Imprint ]
昂丹司瓊是⼀種⽤於治療與癌症治療相關的化療和放療引起的噁⼼和嘔吐的藥物。�也可以⽤於治療與⼿術期間使⽤的麻
醉劑相關的噁⼼。�不適⽤於與暈動病相關的噁⼼。

 晝夜週期復合體 [脈衝電磁場]
晝夜節律也稱為“⾝體的時鐘”，�在重要器官休息或開始⾏動時向�們發送信號。⾝體在 24 ⼩時循環中經歷的⾝體、⼼
理和⾏為變化的⾃然循環。晝夜節律主要受明暗影響，由⼤腦中部的⼀⼩塊區域控制。�們會影響睡眠、體溫、荷爾蒙、
⻝慾和其他⾝體功能。異常的晝夜節律可能與肥胖、糖尿病、抑鬱症、雙相情感障礙、季節性情感障礙和失眠等睡眠障礙
有關。晝夜週期信號通過幫助確保在 24 ⼩時期間的各個點優化⾝體過程，協調⾝⼼系統、消化和內分泌系統。晝夜週期
IC 旨在幫助器官在其⾼峰期恢復。以⼀個接⼀個模式轉輸此復合物。使⽤與�的當地時間相對應的 IC 開始轉輸。例如，
如果�是在下午 1 點到 3 點之間，那�在... 
包含：  1-3 a.m. Liver  1-3 p.m. Small Intestine  9-11 a.m. Spleen  7-9 a.m. Stomach  11 p.m. - 1 a.m. Gall
Bladder 還有7...

 普密阿姆拉 [Imprint ]
Bhumi Amla 在亞洲、⾮洲和南美醫學中使⽤了數千年，以促進整體健康。在⻄班牙語中，�被稱為 Chanca Piedra，翻
譯為 Stonebreaker。 Bhumi Amla 可⽤於增強免疫系統，以及抗病毒、抗菌和抗癌作⽤。�⽀持肝臟、膽囊、腎臟和呼
吸系統的健康功能和清潔。�可以改善⻝慾、消化和新陳代謝。 Bhumi Amla 可⽤於膽囊和腎結⽯。

 普瑞巴林 [Imprint ]
普瑞巴林是⼀種抗驚厥藥，⽤於治療由糖尿病、帶狀�疹或脊髓損傷引起的神經性疼痛。�還可⽤於幫助治療纖維肌痛
（肌⾁疼痛和僵硬）、癲癇和廣泛性焦慮症。

 普通感冒 - 咽部 [脈衝電磁場]
該脈衝電磁場包含殺死咽部普通感冒的信息。與 IC 複合體“Endobalance Infection Killer”⼀起使⽤。

 普通感冒 - 喉 [脈衝電磁場]
該脈衝電磁場包含殺死喉部普通感冒的頻率。與 IC 複合體“Endobalance Infection Killer”⼀起使⽤。

 普通感冒蝶竇 [脈衝電磁場]
此 PEMF 包含殺死普通感冒蝶竇中普通感冒的頻率。與 IC 複合體“Endobalance Infection Killer”⼀起使⽤。

 暈動病 [Imprint ]
這是針對暈⾞的組合。 
包含：  桂利�  �海拉明  姜根  NUX 沃⽶卡  曲美他� 還有1...

 曬斑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於幫助曬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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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美他� [Imprint ]
曲美他�⽤於治療⼼絞痛、⽿鳴、眩暈和頭暈。

 曲美替尼 [Imprint ]
Trametinib 是⼀種抗癌藥物，可⼲擾體內癌細胞的⽣⻑和擴散。�可以單獨使⽤，也可以與另⼀種名為 Dabrafenib 的藥
物⼀起⽤於治療具有“BARF”基因突變的⼈的某些類型的癌症。 Trametinib 可⽤於幫助治療⿊⾊素瘤（⽪膚癌）、已擴散
到⾝體其他部位的⾮⼩癌症肺癌，或已擴散且沒有其他選擇的晚期或轉移性甲狀腺癌。

 曲霉屬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IC 複合物基於 Rife 頻率，⽤於消除不同類型的黴菌和真菌感染。 IC 轉移裝置可應⽤於腸道區域或出現症狀或
出現任何類型真菌表現的任何其他區域。有幾種不同類型的曲霉，因此，為了獲得最佳效果，建議按以下順序將此 PEMF
與其他 PEMF（如下所列）⼀起使⽤：1. ⿈曲霉 2. 灰曲霉 3. ⿊曲霉（⿊黴病） ) 4. 煙曲霉 5. �樣真菌病（需要處理任何
黴菌感染）。確保�喝⾜�的⽔以避免排毒反應。脈衝電磁場應每天使⽤⾄少幾週。 
包含：  ⿈曲霉  煙曲霉  灰曲霉  ⿊曲霉  �樣真菌病

 曲⾺多 [Imprint ]
曲⾺多是⼀種阿⽚類⽌痛藥。與任何阿⽚類藥物⼀樣，應謹�開始將其⽤作 IC 以評估其效果。不建議有⾃殺意念的⼈使
⽤曲⾺多。

 更年期 孕激素 雌激素 [Imprint ]
這個 IC 複合體適⽤於更年期婦⼥。�含有⿈體�、雌⼆醇、草藥、芳⾹酶抑製劑和⽤於雌⼆醇排毒的草藥。�也可以被
編程到乳液或乳霜中，然後塗抹在腋窩或膝蓋後⾯。 
包含：  乳房防禦  雌⼆醇  荷爾⽶爾  更年期緩解  阿那曲� 還有1...

 更年期和睡眠優化 2.0 [Imprint ]
該 IC 含有有助於改善睡眠和更年期症狀的物質。 
包含：  ⿊升麻根  蘇糖酸�  肌醇  褪⿊激素  更年期緩解 還有1...

 更年期和睡眠優化器 [Imprint ]
該IC含有改善睡眠和更年期症狀的物質！ 
包含：  肌醇  褪⿊激素  更年期緩解  更年期⽀持  ⽉經和更年期⽀持 還有1...

 更年期⽀持 [Imprint ]
更年期⽀持⽤於幫助解決與更年期相關的症狀，例如潮熱、睡眠障礙、情�波動、易怒、焦慮和性問題。

 更年期緩解 [Imprint ]
這種更年期緩解藥物⽤於幫助緩解與更年期相關的潮熱和輕度情�變化。該 IC 是在以下物質的幫助下創建的：Agnus
Castus、Cimicifuga racemosa、Lilium tigrinum 和 Platinum metalum。

 更年期逆轉器 [Imprint ]
- 
包含：  乳房防禦  雌⼆醇  荷爾⽶爾  更年期緩解  更年期⽀持

 替沙莫林� [Imprint ]
Tesamorelin 是⼀種⽣⻑激素釋放激素 (GHRH) 類似物，可增加 IGF-1 和⽣⻑激素⽔平。�可⽤於幫助減輕體重、增加瘦
肌⾁質量、改善周圍神經健康並減緩輕度認知障礙的進展。 Tesamorelin �也可⽤於治療 HIV 相關的脂肪代謝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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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莫�� [Imprint ]
替莫��是治療最常⾒的腦癌（稱為膠質⺟細胞瘤 (GBM)）中使⽤最廣泛的化學治療劑。替莫��是⼀種�化劑。�會導
致過度的 DNA 甲基化，從⽽損害 DNA 合成，從⽽損害細胞分裂和細胞存活。作為⼀種強⼤的化學療法，強烈建議除了確
診為 GBM 的患者外，不要使⽤該 IC。

 最佳營養素 [Imprint ]
Optimum Nutrients ⾮常適合那些⽣活忙碌且難以保持完全均衡�⻝的⼈。�可⽤於幫助⽀持活⼒和免疫⼒，以及幫助能
量代謝、視⼒、⼼臟健康、⾻骼健康、控制⾎糖⽔平、⽪膚健康以及⾎液和⾎紅蛋⽩的形成。該 IC 是在維⽣素 A、維⽣素
D3、維⽣素 E、維⽣素 C、維⽣素 B1、維⽣素 B2、�酸、維⽣素 B6、葉酸、維⽣素 B12、⽣物素、泛酸、鉀、�、�、
鐵、�的幫助下製成的、銅、�、�代蛋�酸、�和�。

 最佳營養素（不含 Cu/Fe/I） [Imprint ]
最佳營養素（不含 Cu/Fe/I）與最佳營養素相似，因為�促進⽇常健康；但是，�不含銅、鐵或�，敏感個體可能更容易
耐受。

 ⽉桂葉 (Laurus Nobilis)  [Imprint ]
⽉桂樹的⽉桂葉原產於地中海地區，通常⽤作⾹料。⽉桂葉含有抗�化劑、�物質和維⽣素，並具有許多健康益處，例如
改善消化系統健康、幫助控製糖尿病、治療呼吸系統疾病、改善頭髮健康、降低膽固醇、促進⼼臟健康、預防癌症、幫助
減輕壓⼒體內的激素，並減少因關節疼痛和關節炎引起的炎症。此外，⽉桂葉具有收斂、利尿和刺激⻝慾的特性。

 ⽉經和更年期⽀持 [Imprint ]
⽉經和更年期⽀持是⼀種草藥混合物，含有植物雌激素，⼀種在⼤⾖等植物中發現的化合物，其功能類似於激素雌激素。
�可⽤於減少更年期症狀，包括潮熱和盜汗，預防⾻質疏鬆症，緩解⽉經問題或不規律，預防和治療痤瘡，並在荷爾蒙變
化期間幫助⽀持⾝體。這款 IC 是在⿊升麻、⽢草、葡萄和貞潔樹的幫助下創建的。

 ⽉經問題 [聽得⾒]
這個有聲 IC ⽤於⽉經問題和正常化週期。

 ⽉經痛和⼦宮和諧器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應該有助於緩解經期疼痛和問題，並可⽤於⽀持健康的⼦宮。

 ⽉經調和 2.0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可⽤於幫助對抗⽉經問題。 
包含：  乳房防禦  屈他維林  薑⿈素 + DHA + ⽣薑  �⻄汀  �加 還有1...

 ⽉經調和器 [Imprint ]
這個IC是針對⽉經問題的 
包含：  乳房防禦  屈他維林  ⼥性能量補充  益⽣菌 12  ⿈體�混合霜 還有1...

 ⽉經週期（調節） [Imprint ]
- 
包含：  Delta 睡眠誘導�  �⻄汀  刺槐  桂利�

 ⽉⾒草油 [Imprint ]
⽉⾒草油由⼀種原產於北美的植物的花種⼦製成，已被⽤於治療各種健康狀況。�含有γ-亞麻酸（GLA），⼀種omega-6
脂肪酸。⽉⾒草油可⽤於幫助改善⽪膚健康、減少痤瘡和濕疹、減少⽉經期間的乳房疼痛、減少與經前綜合症 (PMS) 相關
的症狀、減少更年期症狀（如潮熱）、改善⼼臟健康、降低⾎壓⽔平，減少神經疼痛，減輕關節炎引起的疼痛，減少與關
節炎相關的晨僵，改善活動能⼒，減少炎症，增加宮頸粘液並⽀持激素平衡。�也可⽤於幫助治療注意⼒缺陷多動障礙
(ADHD)、抑鬱症和慢性疲勞綜合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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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矽（Loïc Le Ribault 博⼠） [Imprint ]
矽是⼀種對健康⾄關重要的微量元素。有機矽（Loïc Le Ribault 博⼠）是由 Loïc Le Ribault 博⼠開發的有機⼆�化矽，
能更好地被⼈體吸收。�可⽤於改善肌⾁恢復和運動表現，刺激膠原蛋⽩的產⽣和彈性，從內到外重新配置⽪膚的緊緻
度，減少衰⽼跡象（如減少⾯部皺紋和紫外線斑），⽀持年輕⽪膚，保持良好的⾻骼和關節健康，減少關節疼痛，修復受
損組織，改善再⽣過程，消除體內重⾦屬，⽀持⼼⾎管和免疫系統，改善頭髮和指甲的健康，並促進整體健康。此外，研
究表明，組織中的�含量隨著可同化矽的攝⼊⽽降低，這限制了�在⼤腦中產⽣的有害影響。

 有機� [Imprint ]
有機�對⼤腦功能⾄關重要，包括記憶形成、注意⼒和情�調節。�還參與全⾝的新陳代謝，包括促進維⽣素 B12 的吸
收。該 IC 是為有機、植物化學結合的�⽽製造的，以與⾝體最佳兼容。考慮將其⽤於治療情�問題、認知問題、免疫抑
製或頻繁感冒/流感，甚⾄作為⽇常認知⽀持。

 有機�（三�化⼆�） [Imprint ]
�以其有機形式結合多個�原⼦並將�們傳遞給細胞和組織。這種形式增強了巨噬細胞和 T 細胞的活性，並刺激了 γ ⼲擾
素的產⽣，γ ⼲擾素是⼀種強⼤的免疫激活劑。這是⼀位⽇本醫⽣進⾏的主要癌症治療，他記錄了使⽤�的顯著反應。有
機�適⽤於癌症和所有與免疫相關的問題，從急性和慢性感染到⾃⾝免疫性疾病。

 ⽊棉布什 [Imprint ]
⽊棉灌⽊精華對那些容易放棄或容易氣餒的⼈有益。�可能有助於�轉冷漠和順從，使⼈們能�充滿“試⼀試”的願望和意
願。⽊棉灌⽊也可以幫助⼈們了解計劃/情況，然後讓他們完成�，直到他們實現⽬標。

 ⽊糖醇 [Imprint ]
⽊糖醇是⼀種糖醇，在⼀些植物、纖維⽔果和蔬菜，甚⾄⼈類中⾃然產⽣。⽊糖醇可⽤於幫助改善⼝腔和牙⿒健康、刺激
免疫系統、對抗念珠菌感染以及減少⽿�和呼吸道感染。

 ⽊⽿� [Imprint ]
[新的] ⽊⽿�是⼀種真菌，⽣⻑在許多不同類型的⽊材上，以其藥⽤特性⽽聞名。�富含營養和抗�化劑。⽊⽿��可能
有助於降低壞膽固醇⽔平、促進⼤腦健康、增強免疫系統並減少�化壓⼒。

 本格林菲爾德的⼲細胞 [Imprint ]
幹細胞是未分化的細胞，當⾝體需要�們時，�們有可能發育成許多不同的細胞類型，包括肌⾁細胞、⾎細胞和腦細胞。
幹細胞作為⾝體的修復系統。幹細胞存在於胚胎和成體細胞中。基於乾細胞的療法使⽤乾細胞或其衍⽣物促進患病、缺陷
或受傷組織的修復反應。醫⽣已經成功地進⾏了乾細胞移植，也稱為⾻髓移植。在這個過程中，幹細胞替代了因化療或疾
病⽽受損的細胞，或者作為供體免疫系統對抗某些類型的癌症和⾎液相關疾病的⼀種⽅式，例如⽩⾎病、淋巴瘤、神經⺟
細胞瘤和多發性⾻髓瘤。研究⼈員認為，幹細胞有望在某⼀天治療⽬前無法治癒的各種疾病，例如阿爾茨海默病。該 IC
是在 Ben Greenfield 提供的健康⾻髓幹細胞的幫...

 李斯特菌病 [Imprint ]
李斯特菌病是⼀種⻝源性疾病，通常由⻝⽤被單核細胞增⽣李斯特菌�染的熟⻝⾁類、軟奶酪、未經⾼溫消毒的⽜奶、未
煮過的蔬菜和冷藏海鮮等⻝物引起。症狀包括發燒、肌⾁酸痛、腹瀉、嘔吐和頭痛。李斯特菌病還可能導致孕婦和新⽣
兒、⽼年⼈以及免疫系統較弱的⼈患上嚴重的疾病，例如敗⾎症或腦膜炎。

 杏仁 [Imprint ]
杏仁雖然通常被認為是堅果，但實際上是原產於中東地中海氣候區的可⻝⽤種⼦。杏仁是營養豐富的種⼦，含有健康的脂
肪、蛋⽩質、抗�化劑、維⽣素和�物質，幾個世紀以來，�們的健康益處已被記錄在案。與杏仁相關的健康益處包括促
進⼼臟健康、改善⾻骼和牙⿒健康、增強免疫系統、改善⽪膚健康（例如減少衰⽼跡象）、減少炎症、增加能量產⽣、預
防癌症、幫助減肥、幫助控制⾎糖⽔平，改善消化系統健康，預防便秘，促進⼤腦健康，延⻑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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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仁核交感神經髓質軸 [脈衝電磁場]
[新的] 該 PEMF 旨在緩解 ASM 軸。 
包含：  杏仁核調諧器  創傷  迷⾛神經放⼤器  交感神經PEMF  腎上腺髓質 PEMF

 杏仁核調諧器 [脈衝電磁場]
這個 PEMF 旨在幫助⽀持杏仁核的癒合。

 杜松 [Imprint ]
Juniperus Communis（普通杜松）是⼀種常綠喬⽊，屬於松科。�可⽤於幫助治療腹脹、肝硬化綜合徵和嚴重肝功能不
全。

 杜鵑花 30C [Imprint ]
Ledum Palustre，也稱為沼澤茶或野迷迭⾹，是⼀種低⽣⻑的常綠灌⽊，作為⼀種順勢療法，⽤於幫助治療刺傷（例如由
指甲引起的傷⼝）、昆蟲和動物的叮咬、刺痛、疫苗後的疼痛、瘀傷、⿊眼圈、關節痛和出⾎。此外，ledum palustre 具
有抗破傷⾵特性。

 東⽅漆樹 30CH [Imprint ]
Anacardium Orientale 是⼀種順勢療法，由⼀種叫做“標記堅果樹”的植物製成。這是治療毒藤的很好的藥物。�還可能
有助於緩解⽪膚瘙癢、精神疲勞、煩躁、焦慮、神經性消化不良、便秘和空腹疼痛。

 東⾰阿⾥ [Imprint ]
東⾰阿⾥，也被稱為 Longjack，是⼀種來⾃東南亞灌⽊ Eurycoma longifolia 根部的草藥。�含有豐富的抗�化劑，可作
為強效助劑，數百年來⼀直在東南亞⽤於治療各種疾病。東⾰阿⾥可⽤於幫助治療勃起功能障礙、男性不育症、瘧疾和細
菌感染。�還可⽤於幫助減少發燒、緩解壓⼒、改善情�、⽀持⾎壓、提⾼睾�⽔平、改善性慾、增加肌⾁質量、增強運
動表現以及⽀持運動耐⼒和恢復。

 松⼦ [Imprint ]
松⼦是來⾃某些類型的松果的可⻝⽤種⼦。這些種⼦營養豐富，含有健康脂肪。松⼦的⼀些健康益處包括降低壞膽固醇⽔
平、改善⾎糖⽔平、促進⼼臟健康、保持健康體重、促進⼤腦健康和減少炎症。

 松果體調諧器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是為了⽀持松果體的癒合⽽開發的。

 松樹 [Imprint ]
當我們為已完成或未完成的事情責備⾃⼰時，松樹會有所幫助。在松樹狀態下，即使我們無法控制的事件造成了問題，我
們也可能會感到內疚，或者我們可能會為他⼈犯下的錯誤承擔責任。我們不必要地受苦。我們有時會在松樹狀態下感到⾮
常內疚，以⾄於我們最終總是說“對不起”。當我們承認⾃⼰的錯誤⽽不去想�們，並把我們做錯的事情放在我們可以做的
地⽅時，就會看到 Pine 的積極⽅⾯。但與此同時，我們知道什�時候我們是無可指責的，什�時候我們已經盡了最⼤的
努⼒並且滿⾜了。建議⽤於當�感到內疚和羞恥時 - 不⼀定是基於任何不當⾏為，⽽是當�覺得⽣活在快樂中的可能性已
被破壞時。

 松花粉 [Imprint ]
松花粉來⾃各種鬆樹樹種，有時被稱為“超級⻝物”，⻑期以來⼀直⽤於各種與健康相關的⽬的，例如增強免疫系統功能、
改善消化、⽀持⼼臟健康、增加能量/耐⼒、抗疲勞，增強⼤腦功能，提⾼睾�⽔平，改善⽪膚/指甲/頭髮健康，減少宿醉
相關症狀，平衡激素⽔平，減少炎症。松花粉也可⽤於其抗衰⽼特性。

 松針 [Imprint ]
松針富含維⽣素（如維⽣素 A 和 C）和類⿈�，已知具有多種藥⽤特性，包括抗炎、⽌痛、抗菌和減充⾎劑。�可⽤於幫
助改善記憶⼒、減少焦慮、提⾼精神清晰度、幫助治療抑鬱症、緩解胸部充⾎、治療咳嗽、幫助治療喉�痛、對抗呼吸道
感染、幫助減肥、調節⾎壓、⽀持⼼臟健康、改善運動後恢復，提升情�，增強免疫系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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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 [Imprint ]
Medorrhinum 是⼀種⽤於幫助治療各種類型關節炎（包括⾻關節炎）的藥物，可⽤於治療背痛、肩痛、腿部疼痛、⾛路
時轉動的�踝以及⼿�灼痛。 Medorrhinum 還可⽤於幫助免疫系統較弱、慢性盆腔疾病、卵巢疼痛、⽉經痛、性交痛
（⼥性）、胃潰瘍、組織變化、囊腫、息⾁、前列腺肥⼤、腎臟和腹部絞痛、慢性濕疹、膽囊和肝臟疾病、肌⾁和神經疼
痛、糖尿病、失眠、害怕被遺棄、無法平衡⽣活、無法靜坐、極端情�變化、不負責任、以⾃我為中⼼、傲慢和膚淺。

 板栗芽 [Imprint ]
Chestnut Bud 適合那些未能吸取⽣活教訓的⼈。他們可能會⼀遍⼜⼀遍地重複同樣的錯誤，例如接連做相同的⼯作，然
後驚訝地發現每個⼯作都不令⼈滿意。他們也可能看到其他⼈犯了錯誤，⽽未能將教訓應⽤到⾃⼰的⽣活中。他們繼續前
進，⾃⼰也犯了同樣的錯誤。繼續前進並把過去拋在腦後是件好事，但在栗芽狀態下，我們幾乎已經準備好這樣做了。我
們很少考慮過去，以⾄於我們無法學習，並且注定要重蹈覆轍。 Chestnut Bud 幫助我們學習並獲得真正的新體驗。建議
那些不斷重複過去的錯誤並且沒有從這些錯誤中吸取教訓的⼈。

 板藍根 [Imprint ]
板藍根已在中藥 (TCM) 中⽤於幫助去除毒熱，減少⾎液中的熱量，並緩解喉�痛。�還可⽤於幫助預防和治療與病毒相關
的呼吸道疾病，例如流感病毒感染。這個IC是在板藍根的幫助下製作的。

 果味�酒花 [Imprint ]
�酒花是�酒花植物（Humulus lupulus）的開花部分。�們通常⽤於釀造�酒以及為⻝物添加⾵味。多年來，�酒花還
被⽤於治療各種疾病，如焦慮、失眠和其他睡眠障礙、煩躁、緊張、注意⼒缺陷多動障礙 (ADHD)、興奮性、緊張、炎
症、更年期症狀（如潮熱）和盜汗）、抑鬱、情�和消化不良。該 IC 是在整個錐形�酒花和⽔果提取物的幫助下製成
的。

 枸杞 [Imprint ]
枸杞常被宣傳為“超級⻝品”，幾千年來⼀直被⽤於中藥。�們營養豐富（含有維⽣素和�物質，如銅、維⽣素 A、維⽣素
B2、維⽣素 C、鐵和�），富含強⼤的抗�化劑（包括類胡蘿蔔素、番茄紅素、葉⿈素和多�），並提供超過 11 種必需
的�基酸。枸杞可⽤於幫助延緩衰⽼、改善⽪膚健康、預防癌症、提⾼⾎糖⽔平、改善膽固醇⽔平、預防肝損傷、提⾼能
量⽔平、幫助減肥、增強免疫系統功能、幫助隨著⽉經週期，保護眼睛免受與年齡有關的疾病，改善抑鬱和焦慮樣⾏為，
提⾼睡眠質量。

 柑橘⽣物類⿈�混合物 [Imprint ]
柑橘類⽣物類⿈�是在柑橘類⽔果中發現的化合物，如橙⼦、葡萄柚、��和橘⼦。每種⽔果都含有不同濃度的不同類型
的⽣物類⿈�（如橙⽪�、蘆丁、柚⽪�和槲⽪素）。柑橘類⽣物類⿈�具有抗�化、抗炎和細胞保護特性。柑橘⽣物類
⿈�混合物可⽤於幫助增加⽑細⾎管強度、改善⾎液循環、控制⽿鳴、增強免疫系統功能、控制⾎液膽固醇⽔平、改善脂
質代謝、減少炎症以及改善葡萄糖耐量和�島素敏感性。�還可⽤於防⽌�化應激、糖尿病、內⽪功能障礙和動脈粥樣硬
化。

 柳 [Imprint ]
Willow 適合那些對⾃⼰的⽣活⽅式感到不滿和痛苦的⼈。在柳樹狀態下，我們嫉妒他⼈的成功和幸福，並且不願意承認
⾃⼰的⽣活過得很好。我們更喜歡抱怨，容易產⽣怨恨和⾃憐。補救措施⿎勵樂觀和信念的重⽣。�幫助我們對他⼈感到
更加慷慨，並且更加意識到消極的想法會招來我們抱怨的不幸。當⼈們感到怨恨、苦�和⾃憐時，建議使⽤。

 柴胡⾁桂配⽅ [Imprint ]
柴胡桂枝湯（柴胡桂枝湯）是傳統中草藥的組合，具有調和肝脾、散表（太陽）、祛⾵、解肌層、調和營養（營）的作
⽤。護（衛）氣。其他適應症包括腹脹和疼痛、寒戰、普通感冒伴胸悶、⽀氣管炎、⻝慾不振、流感/流⾏性感冒、情�
不穩定、脂肪消化不良、脹氣、膽囊結⽯、緊張性頭痛、肝炎、易激惹、腸易激綜合徵 (IBS) , 伴有劈�聲的關節痛、肌⾁
緊張、噁⼼、神經衰竭、神經症、頸部僵硬、被動攻擊⾏為、肺炎、⼼理邊界問題、肺結核、胃痛、睡眠障礙、椎體半脫
位和嘔吐。此IC是在柴胡（柴胡）、黨參（黨參/黨參）、半夏（姜半夏/知半夏）、⾁桂（桂枝/桂）的幫助下製成的。
zhi）、⿈芩（⿈芩、鱗⽚/⿈芩）、⽩芍（⽩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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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桃 [Imprint ]
核桃是幫助保護我們免受⼀般外部影響，特別是免受變化影響的補救措施。核桃⼈正在實現⾃⼰的⼈⽣⽬標，但有時在聽
到他⼈的意⾒、理論或信仰時會懷疑⾃⼰的道路。與“Cerato”⼈不同，核桃狀態的⼈不會主動徵求他⼈的意⾒。但是無論
如何都會提出意⾒，⽽且他們可能會受到影響，幾乎不管他們⾃⼰。作為對變化影響的補救措施，核桃對⽣活中的所有過
渡點都很有⽤，從出⽣到出牙、到上學、到⻘春期、到結婚、到⽣育、到退休等等。�有助於打破與過去的聯繫，以便我
們更輕鬆地前進。建議那些希望免受外部影響和能量的⼈。核桃療法也有助於⼈們適應重⼤變化。

 核桃（樹堅果） [Imprint ]
核桃（樹堅果）營養豐富，可⽤於促進⼼臟健康、降低⾎壓、控制 2 型糖尿病、促進男性⽣育能⼒、⽀持良好的⼤腦功
能、減少炎症和⽀持體重控制。

 根脈輪（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平衡根脈輪的盛⾏頻率，也稱為海底輪，�位於脊柱底部，為上⾯的所有脈輪創造了堅實的基礎。

 格列⿑特 [Imprint ]
格列⿑特是⼀種⽤於治療 2 型糖尿病的抗糖尿病藥物。

 格⾥普 [Imprint ]
Gripp 可⽤於暫時緩解感冒和流感症狀，例如流鼻涕、喉�痛、咳嗽、疲勞、頭痛、肌⾁酸痛、顫抖、⾝體酸痛和輕度發
燒。也可⽤於治療與⽀氣管炎以及慢性或複發性感染有關的症狀。

 格隆� [Imprint ]
Glycopyrronium 是⼀種合成的抗膽�能藥物，⽤於治療慢性阻塞性肺病。

 桂利� [Imprint ]
桂利�⽤於治療與暈動病、眩暈或梅尼埃病相關的頭暈、噁⼼和嘔吐。

 桃花茶樹 [Imprint ]
桃花茶樹精華適合情�極度波動的⼈、疑病症的⼈，尤其是怕⽼的⼈。�也可以⽤於那些變得熱情，然後無緣無故失去熱
情的⼈。�適⽤於那些不“遵循”他們的⽬標和信念的⼈。⼀旦挑戰結束，他們就會變得無聊並失去興趣。這種本質將有助
於培養穩定性、⼀致性、動⼒和承諾。

 桑 [Imprint ]
桑葚是⼀種超級⻝物，富含維⽣素 C、纖維、�、鉀、維⽣素 K、磷和各種抗�化劑。桑葚的健康益處包括改善消化、保
護肝臟健康、降低膽固醇⽔平、改善⾎液循環、降低⾎壓、降低患⼼�病的⾵險、增強免疫系統功能、保護眼睛健康、改
善⾝體新陳代謝、促進體重損失，減少炎症，幫助⽪膚護理，延緩衰⽼過程。桑葚也可能具有抗癌特性。

 梭狀芽�桿菌 [脈衝電磁場]
這個 PEMF 包含破壞梭狀芽胞桿菌的頻率。

 棉花糖根 [Imprint ]
棉花糖根 (Althaea officinalis) 是⼀種植物，由於其藥⽤特性，幾千年來⼀直被⽤作草藥。�可⽤於幫助治療消化系統、
呼吸系統和⽪膚病。�也可⽤於幫助治療咳嗽和感冒、減輕炎症、幫助傷⼝癒合、促進⽪膚健康、減輕疼痛、作為利尿劑
（減少⽔分瀦留）、改善消化、修復腸壁和預防腸漏綜合徵、⽀持⼼臟健康，改善⼝乾和唾液分泌，保護喉�免受胃反
流，對抗細菌感染（如膀胱感染，尿路感染等），緩解⽪膚刺激。

 棕櫚�⼄醇�� [Imprint ]
[新的] 棕櫚�⼄醇��是⼀種在體內產⽣的脂肪物質，也存在於各種⻝物中，如雞蛋⿈、動物內臟、⼤⾖、紅花和花⽣
等。�可能有助於減輕炎症和腫脹、減輕疼痛、增強認知功能和記憶⼒、提⾼免疫⼒、⽀持關節健康、減輕抑鬱症狀並增
強能量。該 IC 是在紅花油的幫助下製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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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棗 [Imprint ]
棗是棗椰樹的果實，⽣⻑在溫暖的氣候中。眾所周知，棗因其抗炎、抗�化和抗腫瘤特性⽽有益於治療各種疾病。棗可⽤
於幫助改善⼤腦功能、⽀持強壯⾻骼、調節⾎糖⽔平、減少炎症、改善消化系統健康、緩解便秘、改善⽪膚健康（保持⽪
膚彈性）、⽀持⼼臟健康、⽀持眼睛和視⼒健康以及促進活⼒。在懷孕的最後幾週服⽤時，�也可⽤於幫助促進和緩解孕
婦的⾃然分娩。

 植物提升 [Imprint ]
這種�物質組合含有�、磷酸鹽、鉀鹽、鐵、�和�。�⽤於滋養⼟壤，以使各種植物的最佳⽣⻑。印有此 IC 的⽔可⽤
於澆灌室內和室外植物，從花卉到花園蔬菜。

 植物⽣⻑促進劑 [Imprint ]
這個複合體包含種植巨⼤植物的成分！ 
包含：  ⾼級多�物質配⽅  ⽣⻑激素  植物提升  �-�物軟體動物⽔解物  增壓⽔ 還有1...

 植物酶 [Imprint ]
植物酶可⽤於⽀持消化功能以及在壓⼒時幫助維持健康的關節和肌⾁。�還有助於促進蛋⽩質、�⽔化合物和脂肪的分
解。該 IC 是在蛋⽩酶、澱粉酶、脂肪酶、菠蘿蛋⽩酶（來⾃菠蘿莖）和⽊⽠蛋⽩酶（來⾃⽊⽠）的幫助下製成的。

 椎間盤急性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IC 旨在修復整個椎間盤。

 椎間盤核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IC 是為修復椎間盤髓核⽽開發的。

 椎間盤突出（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椎間盤突出的Rife頻率，椎間盤突出可能發⽣在脊柱上。有時，�被稱為突出或破裂的椎間盤。

 椎間⾻軟⾻病 [Imprint ]
由於脊椎⾻軟⾻病，脊髓根部損傷引起的疼痛、運動和植物性障礙。椎間盤⾻軟⾻病是由於椎間盤組織退化導致椎間盤組
織退化，導致椎間盤內部壓⼒降低，導致其攤銷功能喪失⽽引起的退化性營養不良。除外傷病例外，椎間盤病的病因不
明。在椎間盤的⼀部分，脊柱相對不穩定，椎體⾻贅（脊椎病）、韌帶損傷和椎間關節病（脊椎關節病）。椎間盤憩室
（突出或疝）加上⾻贅也會擠壓根部，從⽽引起神經根性疼痛。

 椰⼦⽔ [Imprint ]
椰⼦⽔是在年輕的綠⾊椰⼦中發現的汁液。�是⽔合作⽤的重要來源，富含多種營養素，如維⽣素 C、�、�、鉀、�、
�和纖維。�可⽤於幫助平衡⾝體的電解質、提⾼能量⽔平、提⾼免疫⼒、調節⾎壓、⽀持⼼臟健康、改善腎功能、清潔
泌尿道和膀胱、控制⾎糖⽔平、緩解宿醉、促進減肥和幫助便秘和消化。

 楊樹 [Imprint ]
楊樹⽤於治療所有腎功能障礙（例如泌尿⽣殖道炎症、尿液中的蛋⽩質）以及緩解與前列腺肥⼤相關的泌尿系統症狀，例
如排尿困難和尿頻。�也可⽤於刺激腎臟的排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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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 [Imprint ]
�樹是⼀種補救措施，可以幫助那些因承擔了巨⼤的責任⽽暫時失去信⼼的⼈。真正的�樹類型是成功並開展他們相信的
⼯作的⼈，但有時負擔會讓他們失望，他們覺得⾃⼰無法應對。補救措施有助於消除這些感覺，這樣我們就可以重新開始
我們的⽣活，⽽不會想到失敗。�樹狀態可以與“落葉松”的狀態進⾏有效對⽐。前者的⼈樂於接受挑戰，只是偶爾懷疑⾃
⼰的能⼒；造成危機的是任務的規模，⽽不是做好某事的難度。落葉松⼈從⼀開始就堅信他們會失敗，因此往往⼀開始就
不會嘗試。建議那些感到不知所措和沮喪的⼈。

 槲寄⽣提取物（Pini） [Imprint ]
槲寄⽣提取物是幾⼗年前在德國開發的癌症療法。槲寄⽣通過幾種不同的機制同時對抗癌細胞：直接殺傷、減少炎症、刺
激⾃然殺傷細胞活性、抑制⾎管⽣成和其他機制。在治療任何類型的癌症時都可以考慮這⼀點。還可以考慮使⽤槲寄⽣來
治療萊姆病和其他慢性感染、炎症和⾃⾝免疫性疾病。

 槲⽪素 [Imprint ]
槲⽪素是⼀種天然存在的抗�化類⿈�，存在於許多植物、⽔果和蔬菜中。�可以在羽⾐⽢藍、洋蔥、蘋果、葡萄、紅茶
和紅酒中找到。槲⽪素可⽤於對抗⾃由基、減少炎症、降低患癌症的⾵險、預防神經系統疾病、緩解過敏症狀、預防感
染、降低患⼼�病的⾵險、降低⾼⾎壓、增強免疫系統功能、增加運動耐⼒、對抗衰⽼，減少膀胱疼痛症狀和過度排尿的
衝動，並減少前列腺炎症。

 槲⽪素+紫檀芪 [Imprint ]
[新的] 槲⽪素 + 紫檀芪含有兩種天然存在於各種植物和⻝物中的強⼤抗�化劑。槲⽪素 + 紫檀芪可能有助於⽀持線粒體健
康、⾎液循環、運動表現和恢復以及代謝健康。此外，�可能有助於提⾼精神集中度以及⼤腦和認知功能。

 樟腦30C [Imprint ]
樟腦是⼀種由樟樹（⾁桂樟）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於治療感冒、霍亂、虛弱狀態、痙攣、虛弱、雷諾綜合徵、雷諾現
象和雷諾病。需要樟腦的⼈通常會因寒冷⽽顫抖，但不想被覆蓋或溫暖。

 模具粘合劑 [Imprint ]
⼀套有助於消除霉菌毒素的療法。 
包含：  活性炭  ⽣物膜剋星  消膽�  雙�芬酸  �康�

 橄欖 [Imprint ]
這是對某種努⼒（例如艱苦的體⼒或腦⼒勞動，或與疾病的⻑期⾾爭）後的疲倦和疲憊的補救措施。橄欖可以與⾓樹形成
有益的對⽐，⾓樹是在努⼒之前感到疲倦的補救措施。補救措施為我們提供了恢復⼒量所需的東⻄和繼續努⼒所需的信
念。我們可能會感到精⼒充沛；或者我們終於可以好好休息了。巴赫博⼠的描述：那些在精神上或⾝體上遭受了很多痛
苦，並且⾮常疲憊和疲倦以致覺得⾃⼰沒有⼒氣做任何努⼒的⼈。⽇常⽣活對他們來說是艱苦的⼯作，沒有樂趣。

 橄欖油中的富勒烯 [Imprint ]
富勒烯 C60 的這種 IC 可能有助於中和⾃由基對組織的損傷，減少細胞損傷，增加性慾，提⾼免疫⼒並緩解關節炎，防⽌
電離輻射，並恢復⾝體的先天⾃我修復能⼒。

 橄欖葉 [Imprint ]
橄欖葉富含橄欖苦�（⼀種苦糖�）、烯醇酸、�基酪醇、酪醇和蘆丁。已知這些元素具有抗�化特性。橄欖葉可⽤於幫
助控制⾎壓、控制⾎糖和膽固醇⽔平、增強能量、幫助緩解虛弱和嗜睡、促進脂質和�⽔化合物的新陳代謝、增強免疫系
統、排毒⾝體，並幫助保持年輕的感覺。以及⼀般的幸福感。此外，橄欖葉已被證明具有⾎管保護和⾎管擴張特性。

 橙花精華 [Imprint ]
橙花精華可能有助於增加熱情和希望的感覺。�還可能有助於提⾼能量⽔平，賦予克服障礙的⼒量，並重新對⽣活產⽣興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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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橡⽊ [Imprint ]
橡樹是堅強、穩定、在逆境中永不放棄的⼈的良藥。他們堅定地前⾏，在筋疲⼒盡之前從不考慮休息。奧克斯經常有很多
⼈依賴他們，他們的責任感很強。如果疾病或疲憊意味著他們被迫做的⽐他們想要的少，他們可能會感到沮喪和不快樂。
橡樹⼈有很多積極的⼀⾯，但消極的⼀⾯是在明顯需要休息時頑固地拒絕休息或坐下來。橡樹療法⽤於幫助我們在逆境中
保持堅強，同時我們也知道有時放⼿⽐在壓⼒下崩潰更好。建議當⼀個⼈筋疲⼒盡但繼續前進時。

 �� [Imprint ]
��是⼀種來⾃芸⾹科開花植物的亮⿈⾊柑橘類⽔果。由於富含��酸，�們具有獨特的酸味，並且是維⽣素 C 的極好來
源。��可⽤於幫助⽀持⼼臟健康、降低中⾵⾵險、控制體重、減少炎症、改善消化系統健康、保護⼤腦，預防腎結⽯，
降低患癌症的⾵險，降低⾎壓，抑制⻝慾，增加鐵吸收，增強免疫系統。

 ��唇膏 [Imprint ]
��⾹脂，也稱為⾹蜂草，是⼀種來⾃薄荷科的��⾹味草本植物，已被⽤作草藥，⽤於減輕壓⼒和焦慮、改善胃腸道健
康（如腹脹、噁⼼、消化不良、胃灼熱、便秘等），減少炎症，增強認知功能和注意⼒，讓⼼靈平靜，⽀持放鬆，緩解經
前綜合症 (PMS) 症狀，降低⾎糖⽔平，對抗病毒感染（如單純�疹病毒 1 型和 2 型） ，放鬆肌⾁，減輕牙痛，促進睡眠
（即幫助失眠）。

 ��草（75% ���） [Imprint ]
��草精油具有廣泛的傳統⽤途，其中許多已通過最近的研究得到證實。��草⽤於治療⽜⽪癬和⽪炎等⽪膚病，�是⼀
種幫助緩解焦慮和壓⼒的神經，�抑制固硫細菌的⽣⻑，以幫助治療脹氣、腹脹甚⾄炎症性腸病。這款 IC 使⽤ 100% 有
機��草精油製成。

 ��酸橙�酒花 [Imprint ]
�酒花是�酒花植物（Humulus lupulus）的開花部分。�們通常⽤於釀造�酒以及為⻝物添加⾵味。多年來，�酒花還
被⽤於治療各種疾病，如焦慮、失眠和其他睡眠障礙、煩躁、緊張、注意⼒缺陷多動障礙 (ADHD)、興奮性、緊張、炎
症、更年期症狀（如潮熱）和盜汗）、抑鬱、情�和消化不良。該 IC 是在整個錐形�酒花、��和酸橙提取物的幫助下
製成的。

 ��酸� [Imprint ]
��酸�是⼀種使⽤��酸�合的�。�是正常⽣理功能所必需的�物質。�可⽤於降低⾎壓、改善情�、控制⾎糖⽔
平、⽀持甲狀腺功能、降低患⼼�病的⾵險、改善偏頭痛、幫助治療抑鬱症、治療睡眠問題、改善消化和提⾼運動成績。
�也可⽤作抗酸劑和瀉藥。

 �⽊ [Imprint ]
巴赫博⼠將其描述為“需要在周圍的⼀切事物中看到更多美好事物”的⼈們的補救措施。⼭⽑�州的⼈不能容忍差異。他們
缺乏同情⼼和對他⼈所獲得的環境和道路的理解，也沒有看到他們也在以⾃⼰的⽅式追求完美。有時，⼭⽑�不耐受表現
為易怒的爆發：補救措施有助於⿎勵寬容和理解，當這種情況發⽣時，易怒也會消退。

 櫻桃李 [Imprint ]
Cherry Plum 是巴赫博⼠在“恐懼”標題下組合在⼀起的補救措施之⼀。櫻桃李的恐懼⾮常具體：害怕⾃⼰會失去控制，做
⼀些可怕的事情，⽐如傷害別⼈或傷害⾃⼰。對發瘋和⾮理性⾏為的恐懼是櫻桃李的狀態。由於與這種情況相關的瘋狂恐
懼和恐懼，櫻桃李也是已經發⽣的失控的補救措施。想想⼩孩⼦在尖叫、⾮理性發脾氣時所感到的恐懼——這也是櫻桃李
⼦的狀態。建議那些極度絕望並感覺⾃⼰將“失去�”的⼈。

 款冬 [Imprint ]
款冬 (Tussilago Farfara) 是⼀種多年⽣植物，已被⽤於中醫和⻄⽅草藥學中，主要⽤於幫助治療呼吸道感染、喉�痛和慢
性咳嗽。�還可⽤於幫助減輕炎症、增強免疫系統功能和促進⼤腦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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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歇斯底⾥ [Imprint ]
- 
包含：  Delta 睡眠誘導�  �⻄汀

 歇斯底⾥ [聽得⾒]
這個有聲 IC 是為了幫助歇斯底⾥。

 歐⽶茄 3/6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含有維持⾝體健康所需的 Omega 3 和 Omega 6 脂肪酸。 
包含：  必需的 Omega-3  ⽉⾒草油  歐⽶茄⿂油

 歐⽶茄⿂油 [Imprint ]
�記錄⾃ EPA（⼆⼗�五烯酸）和 DHA（⼆⼗⼆�六烯酸）。可⽤於多動症、⼼⾎管疾病、關節炎、炎症、腦霧和⼤腦健
康。

 ⽌咳 [Imprint ]
這種⽌咳藥可⽤於幫助治療乾咳、刺激性咳嗽、帶痰的濕咳、胸悶和聲⾳嘶啞。該 IC 是在以下物質的幫助下創建的：
Drosera、Eriodictyon californicum、Grindelia、Kali iodatum、Spongia tosta、Sticta pulmonaria、Teucrium
scorodonia 和 Verbascum densiflorum。

 ⽌痛消腫 [Imprint ]
Pain & Swelling Relief 是⼀種順勢療法，可⽤於幫助減輕肌⾁和關節疼痛、僵硬、腫脹和瘀傷。該 IC 是在⼭⾦⾞蒙⼤
拿、⾦盞花、bryonia 和 ledum palustre 的幫助下製作的。

 ⽌痛複合物 [Imprint ]
⽤於緩解關節或肌⾁的中度⾄重度疼痛。 
包含：  辣椒素  布洛芬  ��酸�  甲磺�甲�  NF-κβ受體阻滯劑 還有1...

 ⽌痛（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緩解疼痛的Rife頻率。

 ⽌⾎、緩和、平衡 GI 複合物 [Imprint ]
⼀種抗炎、舒緩的混合作⽤配⽅，可恢復正常的胃腸道⽣理。 
包含：  印度醋栗（Amla）  ⽢草  L-⾕���  BPC-157 �  蘆�凝膠 還有5...

 死藤⽔ [Imprint ]
Ayahuasca 是⼀種精神活性�料，使⽤ Psychotria Viridis 植物的葉⼦和 Banisteriopsis Caapi 藤蔓的莖製成。�最初被
古代亞⾺遜部落⽤於精神和宗教⽬的，現在仍在亞⾺遜地區⽤於醫療和精神⽬的。眾所周知，Psychotria Viridis 和
Banisteriopsis Caapi 都具有致幻特性。 Psychotria Viridis 含有 N,N-⼆甲基⾊� (DMT)，⼀種強迷幻化合
物，Banisteriopsis Caapi 含有 β-��，⼀種單��化酶抑製劑 (MAOI)，可阻⽌⾝體分解 DMT。這些植物⼀起形成⼀種
強⼤的迷幻�料，...

 殘菌酶 [Imprint ]
殘留細菌酵素是根據中國古代綠茶葉⼦的治療配⽅，使⽤從殘留冰川中提取的殘留細菌配製⽽成。�已被科學證明可以促
進最佳的健康和活⼒。�作為⼀種恢復活⼒的營養物質解決了廣泛的疾病，作為治療與免疫系統和⾝體新陳代謝受損相關
的各種疾病的輔助⼯具。殘留細菌酶已成為⼀種很有前途的營養物質，可以從體內去除重⾦屬鹽和致癌物質，以最⼤限度
地減少使⽤強效化學藥物時的負⾯副作⽤。�在恢復⾝體的免疫系統、使效⼒細胞膜失活和使⾝體的能量過程正常化⽅⾯
⾮常有效。中國的寺院僧侶正在⽤遺物和藥材製備萬能藥⽔，稱其為⻑⽣不⽼藥“保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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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調和 [Imprint ]
[新的] 該 IC 旨在通過優化⺟乳來⽀持健康的嬰兒。 
包含：  Omega-3 / 多�組合  多合⼀營養素  D-葡萄糖酸�  免疫增強益⽣元 + 益⽣菌  ⼩球藻 還有1...

 每⽇與 Bs [Imprint ]
每⽇營養⽀持 
包含：  必需的 Omega-3  �物綠⾊超級⻝品  ⾼級多�物質配⽅  硫⾟酸  ⽣物素 還有4...

 ⽐利⼭⽺李⼦ [Imprint ]
⽐利⼭⽺梅花精華通常⽤於克服羞恥感、⾃我厭惡感和⾃我厭惡感。�可以⽤來幫助⼀個⼈體驗性快感⽽不會感到��和
旋轉。此外，⽐利⼭⽺李花精華可以減少對痤瘡、濕疹或具有較⼤特徵（即⼤鼻⼦）等⾝體狀況的厭惡感，因為�⿎勵⼈
們在內部和⾝體上接受⾃⼰，以及更開放的⼼態。

 ⽐拉斯汀 [Imprint ]
Bilastine 是⼀種抗組�藥，⽤於治療與季節性過敏相關的症狀，例如打噴嚏、發癢和流鼻涕、⽪疹以及發癢、發紅和流淚
的眼睛。此外，�還可⽤於幫助緩解因過敏性⽪膚病引起的症狀，包括慢性蕁麻疹和瘙癢。

 ⽐沙可� [Imprint ]
⽐沙可�是⼀種刺激性瀉藥，⽤於暫時緩解便秘和不規則。�通過刺激腸道肌⾁來加速⼤便運動。

 ⽑囊200k [Imprint ]
Folliculinum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幫助治療經前綜合症 (PMS)、經前綜合症引起的頭痛、經痛、⽉經來潮、⽉經不
調、偏頭痛、不孕症、更年期症狀、體重增加和肥胖。�也可⽤於幫助正常化⽉經週期。

 ⽑細⾎管疾病 [Imprint ]
- 
包含：  ⼄�⽔楊酸  雙�芬酸  �基⼆�咯���

 ⽑蕊花葉 [Imprint ]
⽑蕊花是⼀種已在草藥中使⽤了數千年的植物。�的葉⼦起到�靜劑的作⽤，這是⼀種可以緩解⾝體黏膜刺激的物質。⽑
蕊花葉可⽤於幫助治療上呼吸道感染、咳嗽、⽀氣管炎、⽿痛、感冒、寒戰、流感、發燒、扁桃體炎、肺部粘液、哮喘和
⽪膚病。�也可⽤於幫助減輕焦慮和促進平靜。

 ⽑黴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是消除⽑黴菌（黴菌（真菌）感染的⼀種）的常⾒頻率。 IC Pad 可應⽤於腸道區域或出現症狀或任何類型真
菌表現的任何其他區域。有幾種不同類型的⽑黴，因此，為了獲得最佳效果，建議按以下順序將此 PEMF 與其他
PEMF（如下所列）⼀起使⽤：1. Mucor Mucedo 2. Mucor Plumbeus 3. Mucor Rasemosis 4. Mycosis�樣（不同於⽑黴
家族，但在發⽣⽑黴感染時經常出現）確保�喝⾜�的⽔以避免排毒反應。脈衝電磁場應每天使⽤⾄少幾週。

 ⽑黴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是消除 Mucor Mucedo 的常⾒頻率，Mucor Mucedo 是⼀種黴菌（真菌）感染。 IC Pad 可應⽤於腸道區域或
出現症狀或任何類型真菌表現的任何其他區域。⽑霉的不同類型很少，因此，為了獲得最佳效果，建議按以下順序將此
PEMF 與其他 PEMF（如下所列）⼀起使⽤：1. Mucor Mucedo 2. Mucor Plumbeus 3. Mucor Rasemosis 4. Mycosis�樣
（不同於⽑黴家族，但在發⽣⽑黴感染時經常出現）確保�喝⾜�的⽔以避免排毒反應。脈衝電磁場應每天使⽤⾄少幾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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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黴病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是消除⽑黴病的常⾒頻率，⽑黴病是⼀種黴菌（真菌）感染。 IC Pad 可應⽤於腸道區域或出現症狀或任何類
型真菌表現的任何其他區域。⽑黴菌有幾種不同類型，因此，為了獲得最佳效果，建議按以下順序將此 PEMF 與其他
PEMF（如下所列）⼀起使⽤：1. Mucor Mucedo 2. Mucor Plumbeus 3. Mucor Racemosis 4. Mycosis�樣（不同於⽑黴
家族，但在發⽣⽑黴感染時經常出現）確保�喝⾜�的⽔以避免排毒反應。脈衝電磁場應每天使⽤⾄少幾週。

 �化物 [Imprint ]
�化物是⼀種天然�物質，存在於不同的⻝物和⽔中。�化物對牙⿒和⾻骼的形成和發育很重要。�可⽤於幫助防⽌蛀牙
和蛀牙形成。

 �化物排毒（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化物排毒的流⾏頻率。

 �康� [Imprint ]
�康�⽤於治療真菌感染，主要是由念珠菌引起的感染，念珠菌會影響⼝腔、喉�、⻝道、肺、膀胱、⽣殖器區域和⾎
液。�還可⽤於預防因⾻髓移植等原因導致免疫系統減弱的⼈的念珠菌病。

 ��達� [Imprint ]
該化合物屬於�並���基甲酸�類藥物，廣泛⽤於⼈類和獸醫治療寄⽣蟲的藥物。��達�的分⼦作⽤機制基於其與微
管蛋⽩的特異性結合，從⽽導致微管結構和功能的破壞，並⼲擾微管介導的蠕蟲吸收組織中分泌囊泡的轉運。�並��衍
⽣物的微管破壞特性最近引起了⼈們對這些化合物作為可能的抗癌劑的興趣。在這篇⼩型綜述中，討論了��達�對選定
的⼈類惡性細胞（包括⾻髓瘤、⽩⾎病、神經⺟細胞瘤、乳腺癌、結腸直腸癌和⿊⾊素瘤）的作⽤以及其藥代動⼒學、代
謝和毒性的基本數據。將此 IC 與其他已知具有抗癌作⽤的物質或抗寄⽣蟲的物質結合使⽤。�可以使⽤脈衝電磁場和益
⽣菌來⽀持消化系統。

 �⻄汀 [Imprint ]
�⻄汀⽤於治療重度抑鬱症 (MDD)、神經性貪⻝症、強迫症 (OCD)、恐慌症和經前煩躁症 (PMDD)。�還被⽤於治療創傷
後應激障礙 (PTSD) 和社交焦慮症。

 氣管炎 [Imprint ]
- 
包含：  烏⽶⾮諾⾱  �基⼆�咯���

 氣管炎症 [Imprint ]
- 
包含：  多烯基磷脂�膽�  刺槐  阿奇黴素

 氣腫 [Imprint ]
- 
包含：  多烯基磷脂�膽�  �基⼆�咯���  刺槐

 氣體 [脈衝電磁場]
作⽤: 減少胃腸道中的氣體/空氣。緩解痙攣。減少刺激，減輕疼痛。適應症狀：消化不良、腹脹、脹氣、痙攣、打�、腹
痛、便秘、對⻝物的反應、⻝物過敏（反應）。可以連續運⾏多次。該複合物⽤於緩解症狀 - 必須解決根本問題。針對的
壓⼒類型：細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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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體和腹脹緩解 [Imprint ]
Greg Nigh 博⼠創造了這種混合物，以緩解 SIBO 患者經常經歷的嚴重氣體和腹脹的症狀。�不僅可以緩解症狀，還可以
幫助糾正造成症狀的潛在條件。�⾮常適合⽤作綜合治療計劃的⼀部分，以恢復最佳的消化系統健康。該 IC 是在胡蘆巴
提取物、⼩球藻、姜根莖提取物和克勞⽒芽�桿菌的幫助下製成的。

 �化⽯墨烯脈衝電磁場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應該有助於⽀持�化⽯墨烯的排毒。

 �化� 30CH [Imprint ]
�化�由�化�製成，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治療便秘、消化不良、脹氣、肛⾨瘙癢、慢性感冒、記憶⼒弱、
喉�不適、⾝體虛弱和肌⾁痙攣。

 �化�⽢斯（等離⼦體） [Imprint ]
⽢斯，或納⽶固態的氣體，是原⼦⽔平的物質狀態。�化� (ZnO) GANS 是四種主要的 GANS 之⼀。�被稱為“和平等離
⼦體”，可⽤於解決情�失衡、衝突和壓⼒。 ZnO GANS 有助於幾乎所有的癒合過程，並⽀持專注和情�健康。

 �化� 3X [Imprint ]
Magnesia Phosphorica，通常稱為磷酸�，是⼀種順勢療法藥物，主要⽤於治療痙攣、痙攣和疼痛。�可能有助於治療
肌⾁痙攣、肌⾁疼痛和痙攣、作家痙攣、坐⾻神經痛、神經痛、⽉經痛和痙攣、乾咳（痙攣性咳嗽）、打�、絞痛和肌⾁
僵硬（尤其是頸部）。

 �氣⽀持 [Imprint ]
[新的] �氣⽀持可能有助於增加細胞能量、提⾼能量⽔平、增強免疫系統功能、促進癒合、改善睡眠質量、減少炎症、改
善⼼臟健康、⽀持⼤腦功能並促進整體健康。該 IC 是在穩定的分⼦�和聚電解質的幫助下製成的。

 �基⼆�咯��� [Imprint ]
該物質⽤於治療急性和慢性感染和炎症性疾病，包括胃腸道疾病（注意到腹瀉和機體中毒）、機會性感染、呼吸道感染
（如⽀氣管炎和肺炎）、泌尿⽣殖系統感染、⾃⾝免疫性疾病和過敏性疾病，以及⾎流的外傷和⼿術並發症。
Aminodigidroftalazindion �也可⽤於幫助受敗⾎症和/或膿毒症抗菌治療、抗結核治療、放射治療、免疫抑制治療和⽪
質類固醇治療影響的腦膜、⼼臟、肺、關節、肝臟、�腺和腎臟.

 �基葡萄糖 + 軟⾻素（含 MSM） [Imprint ]
�基葡萄糖和軟⾻素天然存在於軟⾻（緩衝關節的組織）中，甲基磺�甲� (MSM) 通常⽤於緩解與關節炎相關的疼痛。
�基葡萄糖 + 軟⾻素（含 MSM）可⽤於幫助減輕⾻關節炎症狀、緩解關節疼痛和僵硬、減輕膝關節和背部疼痛、防⽌軟
⾻退化、幫助維持關節健康、改善關節功能、⽀持結締組織健康並促進軟⾻強度和彈性。

 �基葡萄糖 、軟⾻素、 MSM 、膠原蛋⽩ [Imprint ]
協助背部受傷。 
包含：  �基葡萄糖 + 軟⾻素（含 MSM）  完整的膠原蛋⽩�混合物  基於植物的膠原蛋⽩助推器

 �基葡萄糖+� [Imprint ]
�基葡萄糖 + �⾮常適合那些經歷疼痛、僵硬或柔韌性和運動降低的⼈。�可能有助於減緩⾻關節炎的進展，同時保持關
節和結締組織結構，減少與關節軟⾻退化相關的疼痛、僵硬和腫脹。�基葡萄糖+�也可能有助於建⽴軟⾻並減少壓痛和
腫脹。

 �基葡萄糖硫酸鹽/硫酸軟⾻素 [Imprint ]
硫酸�基葡萄糖和硫酸軟⾻素屬於稱為糖�聚� (GAG) 的分⼦家族。 GAG 是體內所有結締組織的組成部分。充⾜的 GAG
供應對於維持肌腱和韌帶、關節內的軟⾻、細胞內層和⾝體表⾯等的健康和強度是必要的。補充葡萄糖�和軟⾻素可⽤於
類⾵濕和⾻關節炎、損傷和⼿術恢復、“腸漏”修復和消化道完整性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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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酸混合物 [Imprint ]
�基酸混合物是⼀種�基酸組合，可⽤於幫助⽀持肌⾁健康和發育。該 IC 是在 亮�酸、賴�酸、異亮�酸、纈�酸、蘇
�酸、�丙�酸、蛋�酸、組�酸和 ⾊�酸的幫助下製成的。

 �基酸複合物 [Imprint ]
�基酸對⽣命⾄關重要，因為�們是構建蛋⽩質、幫助產⽣激素和⾎細胞、⽀持維持肌⾁功能以及許多其他代謝過程的⼀
部分。�基酸複合物⾮常適合運動員以及減少⾁類�⻝的⼈。該 IC 是在 20 種天然來源的�基酸、維⽣素 B6 和維⽣素 C
的幫助下製備的。

 ��地平 [Imprint ]
��地平是⼀種�通道阻滯劑，廣泛⽤於治療⾼⾎壓（即⾼⾎壓）以及冠狀動脈疾病。�可以放鬆⾎管中的平滑肌，從⽽
減少對⾎流的阻⼒。�通常與其他常規藥物聯合使⽤。考慮將其與其他治療⾼⾎壓的 IC 結合使⽤，例如輔酶 Q10、⽜磺
酸、⼭楂或其他。

 �可⼦和對⼄��基� [Imprint ]
Norco 是⼀種廣泛使⽤的⽌痛藥，結合了阿⽚類⽌痛藥�可�和對⼄��基�。任何時候標準的⾮�體抗炎⽌痛藥都不�
⽤時，�就被規定⽤於緩解疼痛。

 ���� [Imprint ]
����，也稱為⼆����，是⼀種阿⽚類藥物，⽤於治療中度⾄重度疼痛。

 �⽔ [Imprint ]
�⽔是注⼊了�分⼦的⽔。�⽔可⽤於幫助減少炎症、提⾼運動表現、改善鍛煉後的肌⾁恢復、減緩衰⽼過程、⽀持神經
系統、改善情�和防⽌�化應激。�也可⽤於幫助患有代謝綜合徵和關節炎的⼈。該 IC 是通過將�⽚溶解在⽔中製成
的，�會產⽣�氣和��化�。

 �� [Imprint ]
��是⼀種抗瘧疾藥物。由於其免疫調節作⽤，�可⽤於幫助治療狼瘡和其他⾃⾝免疫性疾病。

 �硝⻄泮 [Imprint ]
�硝⻄泮是⼀種⽤於預防和治療癲癇發作、恐慌症、焦慮症和失眠症的藥物。�被歸類為�⼆�卓類藥物，�們是中樞神
經系統抑製劑（即�們減慢神經系統的速度）。

 �硝⻄泮 [Imprint ]
�硝⻄泮是世界上使⽤最廣泛的抗焦慮藥物之⼀。�屬於�⼆�卓類藥物。�還⽤於治療恐慌症和癲癇發作。

 ⽔痘 [Imprint ]
Varicellinum XMK，⽔痘結節，是⼀種順勢療法，可⽤於預防⽔痘。�也可⽤於幫助緩解⽔痘後仍然存在的症狀。對於較
低的效⼒，使⽤“Varicellinum 200K”。

 ⽔痘200K [Imprint ]
Varicellinum 200K，即⽔痘結節，是⼀種可⽤於預防⽔痘的順勢療法藥物。�也可⽤於幫助緩解⽔痘後仍然存在的症
狀。要獲得更⾼的效⼒，請使⽤“Varicellinum XMK”。

 ⽔痘�疹 3 PEMF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消滅⽔痘病毒，也就是⼈類�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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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 [Imprint ]
⽔紫羅蘭是那些有才華、有能⼒的⼈的良藥，他們的獨⽴和⾃⼒更⽣可以讓他們顯得驕傲和不屑。真⽔紫的⼈，性格正
直、安靜、端莊。他們更喜歡⾃⼰的公司或幾個親密朋友的公司。當我們的⾃然保護區在我們和他⼈之間建⽴了⼀道�
障，讓我們感到孤獨，無法與周圍的⼈聯繫時，就需要這種補救措施。⽔紫羅蘭有助於使我們恢復平衡，使我們可以更多
地與⼈類交往。推薦給那些感到孤獨的⼈，因為他們往往顯得驕傲和反社會。

 ⽔腫和腫脹（Rife） [脈衝電磁場]
Rife頻率有助於⽔腫和腫脹。

 永⽣珍珠牡蠣提取物 [Imprint ]
該提取物由刺⿂ (Gasterosteus aculeatus L.) 產卵雄性 (Gasterosteus aculeatus L.) 的腎⼩管的⽣物外分泌物製成，特別
為延⻑壽命⽽選擇，以及⼤⻄洋鮭 (Salmo salar L.) 的鰓提取物，特別為延⻑⽣命週期⽽激活通過珍珠貽⾙的共⽣幼蟲。
永⽣珍珠牡蠣提取物可⽤於： - 患有腫瘤疾病的患者； - 作為神經系統疾病的治療：植物⾎管肌張⼒障礙；下丘腦和歇斯
底⾥綜合徵；睡眠障礙，對抑鬱症極為有益 - 作為神經內分泌疾病的治療⽅法：更年期綜合徵、乳腺病、⼦宮肌瘤、過敏
症、甲狀腺功能異常以及�⽔化合物和脂肪代謝紊亂； - 治療呼吸器官（胃炎、...

 汎蛋⽩質⽔解酵素 [Imprint ]
汎蛋⽩質⽔解酵素是素蛋⽩質⽔解酵素的混合物，可⽤於幫助⽀持消化（尤其是蛋⽩質消化）、促進正常代謝功能、⽀持
健康的免疫系統、促進肌⾁恢復、減少炎症和減輕疼痛。該 IC 是在鳳梨蛋⽩酶、⽊⽠蛋⽩酶、澱粉酶、脂肪酶、中性蛋
⽩酶、真菌蛋⽩酶、細菌蛋⽩酶、蘆丁和鋸⿒�酶的幫助下製成的。

 汞 [Imprint ]
汞是⼀種劇毒的⾦屬。然⽽，�的順勢療法形式可⽤於治療嚴重的粘膜和⽪膚疾病。主要適應症包括：免疫功能障礙、流
感樣症狀、⼀般炎症、粘膜感染、膿液形成和組織壞死、淋巴腺腫⼤、疲憊、視⼒障礙、聽⼒喪失、牙⿒鬆動、胃腸道問
題、器官衰竭、甲狀腺功能亢進、睡眠疾病，與天氣有關的關節腫脹和疼痛，（夜間）出汗，頭暈，帕⾦森病，萊姆病，
淋病，梅毒，神經系統功能障礙，信任問題，感覺脆弱和暴露，害怕背叛和失去權⼒/地位，持續的威脅感，以⾃我為中
⼼，缺乏同理⼼，獨裁⾏為，漫無⽬的，倉促，混亂，惡意，（⾃我）破壞性，對混亂和陰謀的熱愛。

 沙⼠30CH [Imprint ]
Sarsaparilla 是⼀種由��屬植物製備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治療膀胱失禁、腎結⽯、腎臟問題、類⾵濕性關節
炎、⽪膚龜裂、痤瘡、⽜⽪癬、濕疹和⽪炎。

 沙棘 [Imprint ]
沙棘是⼀種富含維⽣素和�物質的超級⻝品，⻑期以來⼀直被⽤作阿育吠陀和傳統中藥的草藥。�可⽤於幫助⼼臟健康、
降低⾎壓和膽固醇⽔平、改善⽪膚狀況、減少腫脹和炎症、增強免疫系統、⽀持肝功能、預防癌症、減少與更年期相關的
症狀、改善消化、⽀持視⼒和眼睛健康，減緩衰⽼，⽀持泌尿⽣殖系統，提⾼精神清晰度，減少抑鬱症狀。沙棘也可⽤於
幫助治療關節炎、糖尿病、濕疹、酒渣鼻、減肥和傷⼝癒合。

 沙雷�酶 [Imprint ]
沙雷�酶，也稱為沙雷�酶，是⼀種存在於家蠶中的蛋⽩⽔解酶。�通常在⽇本和歐洲⽤於減輕由⼿術、創傷和/或其他
炎症狀況（如關節炎和纖維肌痛）引起的炎症和疼痛。�還可⽤於預防感染、溶解⾎栓、減少粘液、幫助治療慢性呼吸道
疾病、減少偏頭痛和緊張性頭痛、幫助解決腸道和肝臟問題、治療喉�痛、幫助⽿部感染和幫助治療⼼�病和動脈粥樣硬
化。

 沮喪 [Imprint ]
- 
包含：  Delta 睡眠誘導�  諾麗  �⻄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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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沸⽯（斜發沸⽯） [Imprint ]
沸⽯是⼀組⽔合��矽酸鹽分⼦，具有獨特的蜂窩狀晶體結構，已被證明對健康有益。⼤約有 40 種天然存在的沸⽯形成
於⽕⼭岩和沈積岩中，其中斜發沸⽯是最常⾒的。斜發沸⽯可⽤於幫助⾝體從各種毒素中解毒、平衡體內 pH �、⽀持腎
臟功能、⽀持腸道健康、幫助消化、增強免疫系統、抗癌、改善認知功能、增強⼼⾎管系統和⽀持⼼臟健康。

 治愈冠狀靜脈 [聽得⾒]
這種有聲 IC 有助於治愈冠狀靜脈。

 治愈卵巢 [聽得⾒]
這個有聲 IC 是為了幫助治愈卵巢。

 治愈右⼼室 [聽得⾒]
這個有聲 IC 是為了幫助治愈右⼼室。

 治愈⼦宮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有助於治愈⼦宮和⼦宮肌瘤。

 治愈左⼼室 [聽得⾒]
這個有聲 IC 是為了幫助治愈左⼼室。

 治愈⼼靈 [聽得⾒]
這款有聲 IC 有助於治愈⼼臟並增強⼼肌。

 治愈眼睛 [聽得⾒]
這款有聲 IC 可幫助治愈眼睛並清除視⼒。

 治愈睡眠 [脈衝電磁場]
這種 IC 可能有助於改善睡眠，從⽽改善⼤腦、⼼臟、肺和免疫系統的健康。�還可以提⾼情�並幫助抵抗疾病和感染。

 治愈神經肌⾁系統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旨在幫助治愈神經肌⾁系統。

 治愈組織和器官（Solfeggio） [聽得⾒]
這種Solfeggio 頻率可⽤於幫助治愈組織和器官。�也可⽤於通過恢復精神、⾝體和能量⽔平來改善整體幸福感。為獲得
最佳效果，請每周⾄少聽此 IC 3 次，每次⾄少 15 分鐘，持續 4-6 週。將⾳量調節到舒適的中等/低⽔平。

 治愈視神經 [聽得⾒]
這種有聲 IC 有助於治愈視神經。

 治療神經 [脈衝電磁場]
該 IC 有助於重新激活神經系統，尤其是在處理從重⾦屬中去除毒素時。

 治療肝臟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有助於治癒肝臟、肝硬化以及解毒。

 治療腎臟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可幫助治療腎萎縮和治愈腎臟。

 治療視網膜 [聽得⾒]
這個 Audible IC 是為了幫助治愈視網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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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泌尿道炎症 [Imprint ]
- 
包含：  Delta 睡眠誘導�  阿奇黴素  環丙沙星

 法國海松樹⽪提取物 [Imprint ]
法國沿海松樹⽣⻑在法國⻄南部海岸。這種樹⽪提取物可⽤於通過降低葡萄糖⽔平來幫助治療糖尿病，以及幫助解決⼼臟
和⾎管問題。�還可⽤於改善勃起功能障礙、減少炎症、提⾼運動表現、增強⼤腦功能和減少時差症狀。

 法蘭絨花 [Imprint ]
法蘭絨花精華對那些對情感親密和⾝體接觸感到不舒服的⼈有益。這種本質可以幫助⼀個⼈信任並⼝頭表達他們的內⼼感
受。法蘭絨花精華⾮常適合那些難以保持個⼈界限的⼈。�也可以⽤來幫助男性在觸摸時更溫和、更敏感。法蘭絨花精華
能給所有⼈帶來開放和信任。

 泛酸 [Imprint ]
泛酸，也稱為維⽣素 B5，是⼀種必需營養素，可⽤於改善⼼⾎管健康、幫助緩解壓⼒和焦慮、改善紅細胞⽣成、增強免
疫⼒和神經系統功能、減少⾻關節炎和衰⽼跡象、增強抵抗⼒各種類型的感染，管理⽪膚疾病，幫助腎上腺產⽣與緩解壓
⼒和性健康有關的激素，幫助肝功能，減輕乾眼症的疼痛和炎症，促進細胞能量產⽣，並改善新陳代謝。

 泛醇 [Imprint ]
泛醇和輔酶 Q10 (CoQ10)，⼜名泛�，都是強⼤的抗�化劑，但�們並不相同——泛醇是 CoQ10 的活性形式。泛醇⽤於
⽣產細胞能量。⾝體可以將泛�轉化為泛醇；然⽽，衰⽼、⾼強度訓練和某些藥物（如他汀類藥物）可能會導致泛�在體
內轉化為泛醇。因此，泛醇⾮常適合運動員和⽼年⼈。泛醇可⽤於增強能量、幫助⼼臟健康、維持正常膽固醇⽔平並⽀持
⾎管健康。�也可⽤於預防偏頭痛。

 注意⼒缺陷障礙（普遍）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注意⼒缺陷多動障礙 (ADHD) 的流⾏頻率。

 泮托拉� [Imprint ]
泮托拉�屬於被稱為質⼦�抑製劑 (PPI) 的⼀類藥物，⽤於治療某些胃和⻝道問題（如胃酸反流）。�通過減少胃產⽣的
酸量起作⽤。泮托拉�可⽤於幫助緩解胃灼熱、預防潰瘍、減少胃酸反流和治療胃⻝管反流病 (GERD) 造成的損害。

 洋⽢菊 [Imprint ]
[新的] 洋⽢菊 (Matricaria recuita) ⻑期以來⼀直被⽤作治療各種健康問題的草藥。�可能有助於控製糖尿病、降低⾎糖⽔
平、減少經痛、促進⾻密度、減少炎症、減少焦慮、改善睡眠質量、增強免疫系統功能和促進消化系統健康。

 洋⾞前⼦殼 [Imprint ]
洋⾞前⼦殼是⼀種源⾃⾞前⼦植物種⼦的纖維，是⼀種益⽣元，有助於滋養腸道中的有益細菌。洋⾞前⼦殼通常⽤於治療
便秘，但也可⽤於降低⾎糖⽔平、幫助減肥、幫助治療腸易激綜合徵 (IBS) 和克羅恩病、降低膽固醇⽔平並促進⼼臟健
康。

 洛�丁� [Imprint ]
洛�丁�⽤於治療突發性腹瀉，包括輕度旅⾏者腹瀉。�還可⽤於幫助治療患有炎症性碗病（例如克羅恩病和潰瘍性結腸
炎）的⼈的慢性腹瀉。

 活性炭 [Imprint ]
活性炭⽤於清除體內毒素。�在中毒和藥物過量期間有益。此外，�還可以⽤於緩解脹氣和腹脹，降低膽固醇，保護肝
腎，促進⽪膚和⾝體健康，並⽀持膽汁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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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感 [Imprint ]
- 
包含：  IgG 免疫球蛋⽩  免疫系統增強  流感修復  烏⽶⾮諾⾱  伐曲克斯

 流感、胸冷、咳嗽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於幫助治療流感、胸冷和咳嗽。

 流感、胸冷和咳嗽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可幫助治療流感、感冒和咳嗽。

 流感修復 [Imprint ]
這種藥物⽤於治療與流感（流感）相關的症狀，例如纖維組織和漿膜的急性發熱性炎症、四肢疼痛、頭痛、煩躁、⽪膚乾
燥和灼熱、急性疼痛、⽀氣管炎、肺炎、⼼包炎和腹膜炎。這個 IC 是在烏頭、bryonia、樟腦、causticum hahnem.、
baptisia、eupatorium perfoliatum、ferrumphosphoricum、gelsemium、桉樹和 sabadilla 的幫助下創建的。

 流感緩解 [Imprint ]
Flu Relief 是⼀種順勢療法，由番鴨的⼼臟和肝臟製成。�可⽤於幫助緩解與普通感冒和流感相關的症狀，例如頭痛、⾝
體疼痛、寒戰、疲勞和發燒。

 流感補救療劑 [Imprint ]
[新的] 流感補救療劑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能有助於暫時緩解與流感（流感）以及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感染相關的症
狀，例如發燒、打噴嚏、咳嗽、充⾎、⾝體疼痛、酸痛、疲勞、發冷和流鼻涕。

 流感複合體 [Imprint ]
- 
包含：  烏⽶⾮諾⾱  ⼄�⽔楊酸  �基⼆�咯���

 流蘇紫羅蘭 [Imprint ]
流蘇紫羅蘭可能有助於修復因休克或創傷⽽對氣場造成的損傷——�消除了近期或舊創傷的影響，例如壞消息或⼿術。�
減輕了強姦或襲擊後對⾝體接觸的恐懼，並提供精神保護以及⾝體和以太⾝體的重新整合。這種療法也有利於保護新⽣兒
的能量場，⽅法是在出⽣後幾天在前囟滴幾滴。

 流通⽀持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於⽀持⾎液循環、動脈循環系統和�氣輸送。

 流體矩陣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於幫助調節體液以及正確的細胞呼吸和⼀般⽣化能量機制。�也可⽤於⽀持新陳代謝和能量產⽣。

 浮腫眼部乳液 [Imprint ]
使⽤這款 IC Complex，�可以對任何類型的乳液或⾯霜進⾏編程。�有助於⾎液循環，並減少腫脹和炎症。 
包含：  ⼄�⽔楊酸  地塞⽶松  菠蘿蛋⽩酶  肝素（外⽤）  鹽酸⻄替利� 還有1...

 海拔 30C [Imprint ]
海拔，也被稱為登⼭者的補救措施，是⼀種⽤古柯葉製成的順勢療法。�⽤於治療⾼原反應及其相關症狀，如⼼悸、呼吸
困難、焦慮和失眠。�還可⽤於幫助緩解飢餓和疲勞、增強⾝體機能、刺激胃功能、�靜以及治療哮喘和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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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浮游植物 [Imprint ]
海洋浮游植物包含兩種海洋浮游植物菌株：“Nanno”菌株，�是⼀種特定種類的微綠球藻和“Gala”菌株，�富含超�化物
歧化酶 (SOD)，⼀種有助於分解細胞中潛在有害�分⼦的酶.海洋浮游植物提供多種維⽣素、�物質、必需脂肪酸、抗�化
劑、電解質和�基酸——所有這些都是⾝體健康所必需的。海洋浮游植物可⽤於增加能量和注意⼒、減緩衰⽼跡象、提⾼
活⼒、減少⾝體和關節疼痛、改善⾎壓、⽀持⼼臟健康、提⾼睡眠質量和促進深度睡眠、⽀持健康的⾎糖⽔平、改善⽪膚
外觀，⽀持體內平衡，幫助視⼒健康，減輕胃灼熱症狀，�靜⾝⼼，⽀持健康的⼤腦功能，並幫助⽀持健康的免疫、神經
和內分泌反應。

 海洋等離⼦ + [Imprint ]
Marine Plasma + 是⼀種細胞內液體平衡器。我們的細胞需要�物質和微量元素，為了穿過細胞膜，這些�物質需要⼀種
轉運蛋⽩，才能進⼊這個⾼度保護的⽣活環境。海⽔中所含�物質的核酸�合有助於�們滲透到細胞內介質中。 Marine
Plasma + 可⽤於促進新陳代謝交換、幫助對抗疲勞、幫助⾝體和神經疲憊或過度勞累、細胞內液體再⽣和細胞復極化。
該 IC 是在海⽔、泉⽔、野⽣鮭⿂ DNA 核�酸和⼭梨酸鉀的幫助下製成的。

 海洋膠原蛋⽩� [Imprint ]
[新的] 海洋膠原蛋⽩�是從⿂類中提取的膠原蛋⽩，特別是⽪膚和鱗⽚。�可能有助於⽀持⽪膚健康，強化頭髮和指甲，
改善睡眠質量，對抗明顯的衰⽼跡象，防⽌⾻質流失，減少炎症，促進新陳代謝，促進⼤腦健康。

 海綿托斯塔 200CH [Imprint ]
Spongia Tosta，通常稱為�海海綿，是⼀種順勢療法，可能有助於治療乾燥、吠叫的咳嗽。�還可能有助於治療哮吼、
百⽇咳、哮喘、⽀氣管炎、甲狀腺腫、呼吸困難/呼吸困難、粘膜乾燥（嘴、鼻⼦、喉�和喉）、腺體腫脹或發炎以及甲
狀腺腫⼤/硬結。

 消化不良緩解（Rife） [脈衝電磁場]
⾼頻頻率有助於消化不良（也稱為消化不良或胃部不適）並減輕上腹部的疼痛和不適。

 消化促進 [Imprint ]
Digestion Boost ⽤於改善蛋⽩質消化，維持胃和腸的 pH �，並⽀持維⽣素 B12 的吸收和�物質的吸收。該 IC 是在以下
物質的幫助下創建的：L-⾕�酸、鹽酸甜菜�、胃蛋⽩酶和⿓膽根。

 消化協助 [Imprint ]
[新的] 消化協助可能有助於促進健康的消化道、清潔腸道和舒緩腸道。此外，�可能有助於消化外來⻝物。該 IC 是在⿊胡
桃殼、橄欖葉、印楝葉、⽣薑根、苦⽊⽪、⻄柚�提取物、葡萄�提取物以及⿊胡桃葉和莖的幫助下製成的。

 消化完成PEMF [脈衝電磁場]
這種 IC 複合物是 PEMF 的組合，可更好地消化。只需將 IC Pad 放在�的肚⼦上。�可以嘗試⼀次全部使⽤傳輸來縮短傳
輸時間，但如果效果與⼀個⼀個播放相同，我們沒有數據。 
包含：  潰瘍性結腸炎（⼤腸）  ⼩腸 PEMF  肝臟排毒和肝硬化  �腺康復  胃PEMF

 消化性潰瘍 [Imprint ]
- 
包含：  諾麗  奧美拉�  �酶

 消化⽀持 [Imprint ]
消化⽀持和整體胃部健康

 消化⽀持 [脈衝電磁場]
消化⽀持可⽤於幫助分解⻝物的過程以及幫助解決腹脹、便秘、腹瀉和消化道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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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化良好 [Imprint ]
[新的] 消化良好是消化酶的混合物，可幫助⽀持最佳消化並減少脹氣和腹脹。此外，�可能有助於促進腸道健康並⽀持腸
漏症的恢復。該 IC 是在蛋⽩酶、澱粉酶、纖維素酶、脂肪酶、⽊聚�酶、�酶、植酸酶、α-半乳糖�酶、乳糖酶、半纖
維素酶、果膠酶、β-葡聚�酶、澱粉酶和朝鮮薊的幫助下製成的。

 消化複合益⽣菌 [Imprint ]
消化複合物益⽣菌可⽤於幫助解決腸道菌群失衡、疲憊、記憶和注意⼒集中困難、缺乏⾃信、抑鬱、恐懼和順從。

 消化酶混合物 [Imprint ]
消化酶混合物是⽀持健康消化的酶混合物。�可⽤於幫助改善⻝物營養素的分解和吸收，以及減少氣體、消化不良和腹
脹。該 IC 是在⽜膽汁、菠蘿蛋⽩酶、�酶和⽊⽠蛋⽩酶的幫助下製成的。

 消化酶複合物 [Imprint ]
消化酶複合物⽤於幫助消化⻝物以及減少腹脹、脹氣和緩解腸易激綜合徵 (IBS) 的症狀。該療法也可⽤於減輕關節的疼痛
和炎症。該 IC 是在菠蘿蛋⽩酶和⽊⽠蛋⽩酶的幫助下創建的，�們分別是來⾃菠蘿和⽊⽠的蛋⽩酶。

 消化酶複合體 [Imprint ]
消化酶複合物是⼀種酶混合物，可以幫助⽀持脂肪、�⽔化合物和蛋⽩質的消化。�可⽤於幫助促進營養吸收、減少腹脹
和消化不良、改善腸易激綜合徵 (IBS) 的症狀、⽀持結腸健康、刺激免疫系統、⽀持肝臟健康以及減輕疼痛和炎症。該 IC
是在澱粉酶、蛋⽩酶、⼆�基� IV、菠蘿蛋⽩酶、⽊⽠蛋⽩酶、轉化酶、纖維素酶、β-葡聚�酶、α-半乳糖�酶、半纖維
素酶、⽊聚�酶、植酸酶、葡糖澱粉酶、脂肪酶、乳糖酶和枯草芽�桿菌的幫助下製成的。

 消膽� [Imprint ]
在引⼊他汀類藥物之前，消膽�是⽤於降低膽固醇的主要藥物。�在消化道中結合膽汁鹽（含有膽固醇）並防⽌�們被重
新吸收。消膽�更現代的⽤途是治療與黴菌有關的疾病。黴菌毒素 - 黴菌毒素 - 與膽汁鹽結合�在消化道中循環，只會被
重新吸收和再循環。消膽�通過結合膽汁鹽，有助於減少黴菌毒素的⾝體負擔。通過這種⽅式，�可以為患有與黴菌接觸
相關症狀的個體帶來顯著的緩解。在任何疑似黴菌暴露的情況下，或當諸如腦霧、疲勞、⾝體疼痛、極端⻝物或化學物質
敏感性或不穩定的情�波動等症狀似乎對其他療法沒有反應時，考慮考來烯�。

 液態�（�化�） [Imprint ]
�是正常⽣理功能所需的基本元素。液態�，如�化�，可⽤於幫助�缺乏症、增強能量、放鬆肌⾁、改善睡眠質量、降
低⾎壓、改善消化、減輕炎症、減輕關節疼痛、促進⾻骼健康、幫助緩解焦慮和抑鬱，以及減少偏頭痛。該 IC 是在�化
�形式的�的幫助下製成的。

 液體信⼼ [Imprint ]
⼀系列增強⾃信和⾃尊的 IC。 
包含：  冬⻘  落葉松  精神平靜  有機�  ⽜磺酸 還有1...

 淋巴和腫脹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可⽤於幫助減少腫脹和⽔腫。 
包含：  蒲公英葉提取物  速尿  淋巴系統調節劑  淋巴瘤  蕁麻葉 還有1...

 淋巴⽔腫 淋巴激活劑 PEMF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清潔和修復所有淋巴問題。�⽀持淋巴流動，也可能打開阻塞或結�的淋巴組織。�也可⽤於幫助腿
部腫脹。始終將 PEMF 與⽀持整個過程的 IC 結合使⽤。

 淋巴瘤 [Imprint ]
Lymhomyosot ⽤於治療腺體疾病（淋巴器官過度發育、⽔腫形成和感染的趨勢）、腺體腫脹、扁桃體肥⼤、慢性扁桃體
炎、濕疹、蕁麻疹、多發性鼻炎和⽀氣管哮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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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巴系統⽀持 [脈衝電磁場]
⽀持淋巴系統的Rife頻率。

 淋巴系統調節劑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於幫助恢復淋巴引流、淋巴結和淋巴細胞。�還可⽤於幫助平衡激素，如腎上腺、垂體和甲狀腺，以及幫助膀
胱和尿道。

 淋巴結炎和扁桃體炎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可幫助治療淋巴結炎和扁桃體炎。

 淋巴結調理 [聽得⾒]
這個有聲 IC 有助於調節淋巴結（也稱為淋巴腺）。

 淋球菌 [Imprint ]
淋病奈瑟菌，也稱為淋球菌或淋球菌，是⼀種⾰蘭⽒陰性細胞內需�雙球菌。�主要影響宿主柱狀或⽴⽅上⽪。由淋病奈
瑟菌引起的淋病是最常⾒的性傳播傳染病。淋病最常在性接觸期間傳播；但是，�也可以在出⽣時從⺟親的⽣殖道傳播給
新⽣兒，引起新⽣兒眼炎和全⾝性新⽣兒感染。潛伏期通常為2-8天。在⼥性中，宮頸是最常⾒的感染部位，導致宮頸內
膜炎和尿道炎，可並發盆腔炎。⼥性淋球菌感染的主要並發症是輸卵管瘢痕和不育。在男性中，感染會導致前尿道炎。

 淡⽔芒果 [Imprint ]
淡⽔芒果精華通常⽤於幫助⼈們克服已被教導⽽⾮親⾝經歷的偏⾒，使他們能�在精神上和情感上對新體驗和新⼈開放。
這種本質也可以敞開⼼扉，⿎勵對傳統標準和信仰的健康質疑。�還可以釋放和治愈⼼理偏⾒，讓⼼靈可以⾃⼰決定。

 淨化療法 [Imprint ]
Purifying Remedy 可能有助於清除情�包�，並可能帶來解脫感和內⼼釋放。�還可以幫助淨化思想，減少與�帶情感
包�相關的頭痛和疲勞。這個IC是在紫荊花、�刷、灌⽊鳶尾、⼔⾸哈克亞、狗玫瑰和野⾺鈴薯灌⽊的花精的幫助下創建
的。

 淫⽺藿� [Imprint ]
淫⽺藿�是⼀種從中草藥⾓質⼭⽺草中分離出來的化合物。淫⽺藿�具有壯陽作⽤，被⽤於中藥以增強性慾和男性性功
能。�可以幫助改善勃起功能障礙並保持良好的性健康。此外，淫⽺藿�可⽤於增強睾�和提⾼能量⽔平。

 深度睡眠 [Imprint ]
[新的] 深度睡眠可能有助於改善睡眠質量，讓⼈醒來時感覺精神煥發。該 IC 是在�化�、l-茶�酸、γ-�基丁酸、5-HTP
和褪⿊激素的幫助下製成的。

 混合⿂油 [Imprint ]
[新的] 混合⿂油含有⼤量的 歐⽶茄-3，可能有助於⽀持關節健康、認知健康、⼼臟健康、眼睛健康和免疫功能。此外，�
可能有助於促進整體健康。該 IC 是在野⽣鳳尾⿂、野⽣鮭⿂、磷蝦、沙丁⿂、⻄�、�⿂、�⿂、維⽣素 D 和維⽣素 E
的幫助下製成的。

 減壓組合 [Imprint ]
這種組合提供維⽣素、�物質和�基酸⽀持，專⾨⽤於減輕壓⼒、緩解焦慮和放鬆。�還直接⽀持抑制性神經遞質 GABA
的活性。這種組合不僅應考慮⽤於壓⼒，還應考慮⽤於焦慮和驚恐發作、成癮恢復和失眠。這些營養素沒有�靜作⽤，⽽
只是幫助減少⼤腦中的交感神經（“戰⾾或逃�”）活動，從⽽促進平靜和專注。這個 IC 複合體甚⾄適合作為學習輔助⼯具
和 ADD/ADHD。 
包含：  必需�基酸  煙��  有機�  Phenibut（4-�基-3-�基丁酸鹽酸鹽）  ⽜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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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持 [Imprint ]
- 
包含：  多烯基磷脂�膽�  諾麗  �⻄汀  刺槐

 減脂PEMF [脈衝電磁場]
創建這種 PEMF 是為了直接攻擊⼈體的脂肪細胞。但減脂是⼀個複雜的問題。�需要安排�的�⻝、訓練和其他⼀些因
素。減脂與腎上腺功能、肝功能、腸道和結腸功能、甲狀腺功能和許多其他⽅⾯有關。尤其是在⼥性中，壓⼒和雌激素的
優勢可以阻⽌任何減脂的嘗試。因此，為了成功，請始終牢記所有減脂因素。

 �丁� [Imprint ]
[新的] �丁�是⼀種解痙藥，可通過幫助消化系統放鬆來緩解腹痛和痙攣。

 �⻄泮 [Imprint ]
�⻄泮屬於�⼆�卓類藥物。�⽤於治療焦慮症。�還可⽤於短期治療失眠症、短期緩解過度焦慮或驚恐發作的症狀，以
及幫助緩解與戒酒和戒斷鴉⽚有關的症狀。

 溶⾎性鏈球菌 [Imprint ]
鏈球菌是⼀⼤群多樣化的⾰蘭⽒陽性球菌，成對或成鏈⽣⻑。 A 組鏈球菌是⾰蘭⽒陽性、⾮運動、⾮�⼦形成⽣物。溶⾎
性鏈球菌（a 組鏈球菌）是⼀種普遍存在的⽣物體，已知會在⼈類中引發多種疾病。⼀種常⾒的⽪膚細菌，可導致鏈球菌
性咽炎（鏈球菌性咽炎）、膿�病和其他⽪膚感染、⾵濕熱、猩紅熱、腎⼩球腎炎和侵襲性筋膜炎。

 滑�樹⽪ [Imprint ]
滑�，或�樹，是⼀種原產於北美的�樹，幾個世紀以來，樹⽪⼀直被美洲原住⺠⽤作草藥。�是⼀種緩和劑，這意味著
�可以覆蓋⻝道、胃和腸道的黏膜。�樹⽪可⽤於幫助緩解壓⼒和焦慮、治療⽜⽪癬症狀、改善消化、減少胃⻝管反流病
(GERD)、減輕腸易激綜合徵 (IBS) 和炎症性腸病 (IBD) 的症狀、緩解咳嗽和喉�痛，治療尿路和膀胱感染。

 漿果加 [Imprint ]
Berry Plus 富含抗�化劑，⽤於⽀持健康的細胞功能。該 IC 是在巴⻄莓、藍莓、⽯榴和蔓越莓提取物的幫助下製成的。

 潑尼松 [Imprint ]
潑尼松是世界上使⽤最廣泛的類固醇抗炎藥之⼀。�⽤於治療關節炎、⾃⾝免疫性疾病，如狼瘡、克羅恩病和潰瘍性結腸
炎、硬⽪病、扁平苔蘚等。

 潑尼松⿓ [Imprint ]
潑尼松⿓⽤於治療過敏、炎症、⾃⾝免疫性疾病和癌症。其中⼀些病症包括腎上腺⽪質功能不全、⾼⾎�、類⾵濕性關節
炎、⾎液系統疾病、潰瘍性結腸炎、⼼包炎、克羅恩病、⽪炎、眼部炎症、哮喘、急性淋巴細胞⽩⾎病和⾃⾝免疫性肝炎
以及多發性硬化症。

 潮熱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可幫助緩解更年期引起的潮熱。

 潰瘍性結腸炎 [Imprint ]
- 
包含：  諾麗  奧美拉�  �酶

 潰瘍性結腸炎和健康的腸道複合物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有助於⽀持健康的⼤腸。 
包含：  丁酸鹽  腸道健康——益⽣菌  IgG 免疫球蛋⽩  �物綠⾊超級⻝品  潑尼松 還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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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潰瘍性結腸炎（⼤腸） [脈衝電磁場]
潰瘍性結腸炎是⼀種影響⼤腸的炎症性腸病 (IBD)。這種 PEMF IC 旨在幫助治愈⼤腸。

 澤爾 [Imprint ]
Zeel可⽤於治療輕度⾄中度⾻關節炎。�可⽤於幫助緩解與關節炎相關的疼痛、控制炎症和減少關節僵硬。 Zeel 也可⽤
於幫助治療下背痛、軟⾻瘤、Reiter 綜合徵、脊椎病和�傷。

 澱粉樣變性 [Imprint ]
- 
包含：  多烯基磷脂�膽�  刺槐

 濕疹 [Imprint ]
- 
包含：  地塞⽶松  諾麗  潑尼松⿓  刺槐

 濕疹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可幫助治療濕疹，濕疹是⼀種⽪膚斑塊發炎、發癢、發紅和粗糙的情況。

 灰曲霉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是消除灰曲霉（⼀種黴菌感染）的常⾒頻率。 IC Pad 可應⽤於腸道區域或出現症狀或任何類型真菌表現的任
何其他區域。有幾種不同類型的曲霉，因此，為了獲得最佳效果，建議按以下順序將此 PEMF 與其他 PEMF（如下所列）
⼀起使⽤：1. ⿈曲霉 2. 灰曲霉 3. 尼⽇爾曲霉（⿊黴病） 4. 煙曲霉 5. �樣真菌病（任何黴菌感染都需要解決） 確保�喝
⾜�的⽔以避免排毒反應。脈衝電磁場應每天使⽤⾄少幾週。

 灰蜘蛛花 [Imprint ]
灰蛛花精主要是⽤來對付極度恐怖的，尤其是⽣死關頭或者精神攻擊所產⽣的恐怖。這種精華可以幫助⼀個⼈克服恐慌和
噩夢，幫助恢復信⼼、信任和勇氣。

 炎症和疼痛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含有抗炎症和疼痛的頻率。�應該協調免疫功能，減少炎症和疼痛。將其與符合�診斷的其他 PEMFS 和 IC 結
合使⽤。

 炎症（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減少體內炎症的Rife頻率。

 烏⽐奇農複合物 [Imprint ]
Ubichinon Compositum ⽤於刺激對毒素的防禦機制，以重新激活受阻和有缺陷的酶功能和退⾏性疾病。�也可⽤於增強
⾝體以應對輻射（在暴露於 X 射線之前進⾏治療）；刺激防禦系統以防⽌毒素和輻射；並恢復細胞的酶功能。建議⽤於暫
時緩解慢性疾病的症狀，包括疲勞、毒素堆積的影響、新陳代謝減慢和體質虛弱。

 烏⽶⾮諾⾱ [Imprint ]
Umifenovir 是⼀種抗甲型和⼄型流感的抗病毒藥物。�可⽤於慢性⽀氣管炎、肺炎和復發性�疹感染。此外，�還可⽤
於預防術後感染和穩定免疫系統。

 烏頭 1M [Imprint ]
烏頭 Napellus 或附⼦是⼀種順勢療法，由有毒植物 Monksood 製成。 �可⽤於幫助治療恐懼、焦慮、驚恐發作和煩躁不
安； 急性突發發熱； 暴露於乾燥、寒冷的天氣或⾮常炎熱的天氣中的症狀； 刺痛、寒冷和麻⽊； 流感或感冒充⾎； 和沈
重的、搏動的頭痛。 對於較低的效⼒，請使⽤“烏頭 Napellus 200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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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頭 200CH [Imprint ]
烏頭或附⼦是⼀種由有毒植物 Monkshood 製成的順勢療法。�可能有助於治療恐懼、焦慮和不安；急性突發發熱；暴露
於乾燥、寒冷的天氣或⾮常炎熱的天氣中的症狀；刺痛、寒冷和麻⽊；流感或感冒充⾎；和沈重的、搏動的頭痛。要獲得
更⾼的效⼒，請使⽤“烏頭 1M”。

 �咖�⾖ [Imprint ]
咖�是⼀種來⾃烘焙咖�⾖的�料，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料之⼀。咖�⾖含有咖�因以及不同的強效抗�化劑，包括綠
原酸，可以幫助減肥和保護神經系統。咖�⾖可能有助於減輕炎症、減少頭痛、降低患 2 型糖尿病的⾵險、降低患⼼�病
的⾵險、降低患某些類型癌症（如肝癌、結直腸癌、前列腺癌等）的⾵險，降低患帕⾦森⽒症的⾵險疾病，降低阿爾茨海
默病的⾵險，⽀持認知功能，促進肝臟健康和預防肝硬化，對抗抑鬱症，延⻑壽命，提⾼能量⽔平，促進減肥。

 焦慮 [Imprint ]
- 
包含：  Delta 睡眠誘導�  �⻄汀

 焦慮和壓⼒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組合旨在幫助減少創傷、焦慮和壓⼒。�可以嘗試⼀次全部轉輸以節省時間。⼀個接⼀個效果會更強，但需要
更多時間。 
包含：  迷⾛神經放⼤器  交感放鬆  腦幹調諧  腦霧  杏仁核調諧器 還有1...

 焦慮和恐慌緩解劑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可⽤於幫助緩解焦慮和恐慌。 
包含：  勞拉⻄泮  三葉草和�  纈草  �⻄汀  �⻄泮

 焦慮和抑鬱（Rife） [脈衝電磁場]
⾼頻率有助於控制焦慮和抑鬱。

 焦慮和�靜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有助於緩解焦慮和�靜。

 焦慮與抑鬱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可⽤於幫助緩解焦慮和抑鬱。 
包含：  拉⻄坦  纈草  地⻄泮  �⻄汀  �⻄泮 還有1...

 煙曲霉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是消除煙曲霉（⼀種黴菌感染）的常⾒頻率。 IC Pad 可應⽤於腸道區域或出現症狀或任何類型真菌表現的任
何其他區域。有幾種不同類型的曲霉，因此，為獲得最佳效果，建議按以下順序將此 PEMF 與其他 PEMF（如下所列）⼀
起使⽤：1. ⿈曲霉 2. 灰曲霉 3. 尼⽇爾曲霉（⿊黴病） 4. 煙曲霉 5. �樣真菌病（任何黴菌感染都需要解決） 確保�喝⾜
�的⽔以避免排毒反應。脈衝電磁場應每天使⽤⾄少幾週。

 煙草 200CH [Imprint ]
煙草（俗稱煙草）是⼀種順勢療法藥物，⽤於幫助因新鮮空氣⽽出汗的暈動病。�還可⽤於幫助治療噁⼼和嘔吐，包括冰
冷、孕吐、暈⾞、暈船、腦霧、眩暈、梅尼埃病和胃灼熱。煙草也可以幫助⼀個⼈戒�。

 煙�-γ-�基丁酸 [Imprint ]
煙�-γ-�基丁酸是蘇聯開發的⼀種合成藥物，將�酸（維⽣素B3）與γ-�基丁酸（GABA）結合在⼀起，後者是⼀種具有
抗焦慮作⽤的神經遞質。通過將兩者結合起來，⼈們認為將 GABA 轉運到⼤腦更有效。煙�-γ-�基丁酸可⽤於改善記憶
⼒、預防癡呆、促進⼤腦健康、治療情�障礙、減少焦慮、幫助抑鬱症、降低⾎壓、增強記憶⼒、增強運動表現、預防阿
爾茨海默病和幫助偏頭痛。�還可⽤於幫助治療癲癇、⿈斑變性和帕⾦森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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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煙�� [Imprint ]
煙��是 B 族維⽣素�酸的��形式。煙��在體內有廣泛的⽤途。�具有與�⼆�卓類藥物相當的抗焦慮作⽤。�與能
量⽣產密切相關，實際上是參與所有細胞 ATP ⽣產的核⼼營養素之⼀。煙��還使癌細胞對輻射的影響敏感，因此是許多
補充癌症治療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

 煙��單核�酸 (NMN) [Imprint ]
煙��單核�酸 (NMN) 是⼀種天然形式的維⽣素 B3。�可⽤於提⾼肝臟和肌⾁中稱為 NAD+ 的重要分⼦的⽔平。 NMN
通常⽤於⽀持⼼⾎管健康、⼀般能量產⽣和疲勞治療，以及⼤腦、眼睛和⾻骼的健康功能。�還可能在 DNA 修復中發揮
作⽤，從⽽促進健康衰⽼。

 煙��核� [Imprint ]
煙��核�是維⽣素 B3 的另⼀種形式，可被⼈體轉化為煙��腺嘌呤⼆核�酸 (NAD+)，這是⼀種對新陳代謝⾄關重要的
輔酶。 NAD+ 是將⻝物轉化為能量、修復受損 DNA、強化細胞防禦系統以及設置⾝體內部時鐘或晝夜節律所必需的。煙�
�核�可⽤於從體內逆轉衰⽼跡象。�刺激 NAD+ 的產⽣，從⽽有助於對抗全⾝疲勞，促進健康的細胞新陳代謝和能量產
⽣，促進年輕的認知功能，延⻑壽命，降低患⼼�病的⾵險，幫助減輕體重並降低患癌症的⾵險。

 熊去�膽酸 [Imprint ]
熊去�膽酸⽤於治療原發性膽汁性肝硬化。�還⽤於減少膽結⽯的形成，例如，在快速減肥的肥胖⼈群或無法接受膽囊切
除術的膽結⽯患者中。

 熏⾐草 [Imprint ]
[新的] Lavandin 是⼀種雜交植物，由狹葉薰⾐草 (True Lavender) 與寬葉薰⾐草 (Spike Lavender) 雜交⽽成。�可能有
助於對抗抑鬱、減少焦慮、減輕疼痛和炎症、預防感染、減少�痕並⽀持神經系統。

 熱原 [Imprint ]
Pyrogenium 可⽤於治療帶有腐爛和令⼈反感的分泌物或分泌物（糞便、尿液、汗⽔、呼吸、嘔吐物、⽉經）的嚴重感
染。例⼦包括傷寒、膿胸、嚴重鼻竇炎、產褥感染和敗⾎症。�還可⽤於幫助治療（變質⽜⾁）感染、膿液形成、流感、
腎臟炎症以及膽囊和胃腸道壓瘡。

 熱⽔浴缸⽪疹（Rife） [脈衝電磁場]
Rife 頻率有助於治療熱⽔浴缸⽪疹（假單胞菌⽑囊炎），這是⼀種由⼀種稱為銅綠假單胞菌的細菌引起的⽑囊⽪膚感染。
這種細菌在溫暖潮濕的地⽅茁壯成⻑，例如維護不善的熱⽔浴缸或游泳池。 Hot Tub Rash 的主要症狀是⼩⽽凹凸不平的
紅⾊⽪疹，通常會發癢以及⼩丘疹。

 燒傷 [脈衝電磁場]
Rife 頻率有助於燒傷。

 營養複合物（運動） [Imprint ]
Nutrient Complex (Exercise) 對運動員、運動者以及消耗⼤量能量的⼈都有益。 Nutrient Complex (Exercise) 可能有助
於恢復體內能量⽔平、增加肌⾁形成、幫助肌⾁功能、保護細胞免受�化應激、⽀持健康的免疫系統以及對抗疲憊和疲
勞。該 IC 是在維⽣素 B1、維⽣素 B2、維⽣素 B6、維⽣素 C、維⽣素 D3、維⽣素 E、⽣物素、泛酸（維⽣素 B5）、
�、鐵、�、銅、�、�、輔酶 Q10、和⽜磺酸。

 牙周炎 [Imprint ]
牙周炎的主要症狀是牙⿒周圍的⾻質流失、牙⿒鬆動、牙齦疾病（牙周袋、出⾎、炎症、萎縮、衰退）、⼝腔健康不良導
致的全⾝症狀、毒性充⾎、⼝臭和⾦屬味。

 牙周炎和�部炎症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持牙齦和下巴的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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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周炎（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牙周炎的Rife頻率，也稱為牙周病和牙齦疾病。

 牙疼 [聽得⾒]
這種聽得⾒的 IC 可⽤於幫助治療牙痛。建議每天聽這個IC 2-3 次以獲得更好的效果。

 牙痛和蛀牙（Rife） [脈衝電磁場]
Rife 頻率有助於牙痛和蛀牙。

 牙膿腫 [聽得⾒]
這種聽得⾒的 IC 可⽤於幫助治療牙⿒或牙⿒膿腫，這是由細菌感染引起的牙⿒或牙齦內積聚的膿液。建議每天聽這個IC
2-3 次以獲得更好的效果。

 牙齦和下顎發炎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包含有助於⽀持牙齦、下顎和牙⿒健康的頻率。

 牙齦炎症和感染（Rife） [脈衝電磁場]
流⾏頻率有助於牙齦炎症（也稱為牙齦炎）和牙齦感染。

 ⽜內臟 [Imprint ]
[新的] ⽜內臟是⼀種很好的能量來源，可能有助於為⾝體提供各種酶、蛋⽩質和維⽣素。該 IC 是在草飼、牧場飼養的⽜
肝、⼼臟、腎臟、�腺和脾臟的幫助下製成的。

 ⽜初乳 [Imprint ]
初乳是哺乳動物在分娩後和⺟乳開始⽣產前不久由乳腺產⽣的液體。�含有豐富的營養素、�⽔化合物、脂肪、蛋⽩質
（如乳鐵蛋⽩）、⽣⻑激素和消化酶，還含有免疫球蛋⽩G（IgG）、A（IgA）、E（IgE）、D（IgD）和M（免疫球蛋
⽩）。天然存在的 IgG 濃度最⾼。⽜初乳可⽤於增強免疫系統功能、預防和治療腹瀉、促進消化系統健康、修復神經系統
損傷、改善情�和延緩衰⽼。運動員可以⽤�來燃燒脂肪、增強肌⾁、增加耐⼒和活⼒，並提⾼運動表現。

 ⽜前列腺提取物 [Imprint ]
該物質⽤於治療慢性前列腺炎和前列腺腫⼤。�還可⽤於治療相關的泌尿系統疾病、與年齡相關的前列腺功能障礙和前列
腺⼿術後的並發症。

 ⽜痘毒素 30CH [Imprint ]
Vaccinotoxinum 30CH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由天花疫苗中的 Vaccinotoxinum 菌株製成。�可⽤於幫助治療�疹、⼝
腔�疹、帶狀�疹、唇�疹、發燒⽔�、⽪疹（伴有瘙癢）和⽔痘。要獲得更⾼的效⼒，請使⽤“Vaccinotoxinum MK”。

 ⽜痘毒素MK [Imprint ]
Vaccinotoxinum MK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由天花疫苗中發現的 Vaccinotoxinum 菌株製成。�可⽤於幫助治療�疹、
⼝腔�疹、帶狀�疹、唇�疹、發燒⽔�、⽪疹（伴有瘙癢）和⽔痘。對於較低的效⼒，使⽤“Vaccinotoxinum 30CH”。

 ⽜⽪癬 [Imprint ]
Psorinoheel 主要⽤於慢性病，以幫助克服和逆轉與發展為慢性⽪膚病相關的過程。適應症為：各類⽪膚病、急慢性⽀氣
管炎、胃炎、無能神經症綜合徵、⼼⾎管疾病和⼀般慢性疾病。

 ⽜⽪癬、痤瘡和濕疹PEMF [脈衝電磁場]
此 PEMF 包含有關不同類型⽪膚問題的信息。⼀般來說，�可以⽤來幫助治愈⽪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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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磺熊去�膽酸 (TUDCA) [Imprint ]
⽜磺熊去�膽酸，通常稱為 TUDCA，是⼀種⽔溶性膽汁酸，由⼈體⾃然產⽣，存在於肝膽汁中。 TUDCA 已在中醫中⽤於
幫助治療肝臟和膽道疾病。�可⽤於幫助肝臟解毒、降低升⾼的肝酶、⽀持肝臟健康、治療膽汁淤積、促進⼤腦健康、⽀
持線粒體和細胞健康以及促進健康的腸道微⽣物組。

 ⽜磺酸 [Imprint ]
⽜磺酸是⼀種�基酸，在體內具有多種功能。�增加副交感神經張⼒，從⽽減少焦慮。�在體內的⽔分平衡中起著核⼼作
⽤，有助於保⽔和⽔腫。�對⼼臟的電調節⾄關重要，因此對⼼律失常和⼼率加快很有幫助。�也被證明可以降低⾎壓。
也許最重要的是，⽜磺酸與膽汁鹽結合，因此在脂肪吸收中起核⼼作⽤，同時也有助於防⽌膽汁變得太稠。考慮⽤⽜磺酸
治療焦慮、失眠、疲勞、⽔瀦留和⽔腫、糖尿病、脂肪吸收不良、膽囊問題和任何⼼⾎管疾病。

 ⽜肺腺體 [Imprint ]
這種肺腺來⾃新⻄蘭和澳⼤利亞的牧場飼養⽜⾁。在任何影響肺部的情況下考慮這種類型的腺體⽀持，包括哮喘和其他慢
性阻塞性肺病、呼吸急促、肺纖維化、肺癌或對胸部感染的易感性。由於在中醫中肺與⽪膚有關，因此對於濕疹、⽜⽪
癬、⽪炎、蕁麻疹等⽪膚病也應考慮這⼀點。

 ⽜⾄ [Imprint ]
⽜⾄是⼀種⾹料，有時被稱為“⽣命的⾹料”，因為與任何其他⾹料相⽐，�的抗�化劑含量最⾼。⽜⾄是維⽣素和�物質
的重要來源，例如維⽣素 K、葉酸、�、磷、鉀和鐵。⽜⾄可⽤於幫助減少炎症、改善情�、幫助對抗細菌感染（如葡萄
球菌）、減少病毒感染、控製糖尿病、幫助消化、改善⼼臟健康、預防癌症和促進整體健康。�也可⽤於幫助治療⽪膚潰
瘍、肌⾁酸痛、痙攣、哮喘、感冒、尿路感染和頭痛。

 ⽜⾄油 [Imprint ]
⽜⾄油源⾃⽜⾄，富含抗�化劑（如�類、�類和�類化合物）以及抗炎化合物。⽜⾄油可⽤於幫助消化不良、噁⼼、鼻
塞、喉�痛、唇�疹、肌⾁和關節疼痛、炎症、體重減輕、酵⺟菌感染、感冒和流感症狀、牙齦炎、運動員的�、趾甲真
菌、牙痛、痤瘡、頭⽪屑、疣、酒渣鼻、⽜⽪癬、靜脈曲張和⽀持免疫系統。�也可⽤作天然抗⽣素和抗真菌劑。

 ⽜蒡根 [Imprint ]
幾個世紀以來，⽜蒡根⼀直被特別⽤於傳統中藥，以幫助治療各種疾病。�含有各種抗�化劑，包括槲⽪素、⽊犀草素和
�酸。⽜蒡根可⽤於幫助淨化⾎液、預防某些類型的癌症、改善⾎糖⽔平、去除毒素（即排毒）、清潔⽪膚、對抗痤瘡和
濕疹、減少炎症和排出體內⽔分（即利尿劑） ）。�也可⽤於幫助治療⾻關節炎。

 ⽜⾎去蛋⽩⾎液透析液 [Imprint ]
該物質⽤於增強細胞新陳代謝和呼吸作⽤。�還可⽤於幫助治療⽪膚移植、燒傷、肌⾁損傷和傷⼝癒合障礙。

 ⽜鏈球菌 D [Imprint ]
⾮溶⾎性鏈球菌誘導⾎液培養基呈綠⾊，並確定為α-溶⾎性鏈球菌。 A組溶⾎性鏈球菌是導致⼤多數⼈類鏈球菌疾病的原
因。⽜鏈球菌是⾮腸球菌D組鏈球菌中的主要⼈類病原體。⽜鏈球菌感染是感染性⼼內膜炎的⼀個有據可�的原因。⽜鏈
球菌也引起菌⾎症，但不伴有⼼內膜炎，尿路感染、腦膜炎、新⽣兒敗⾎症、⾃發性細菌性腹膜炎和罕⾒的膿毒性關節
炎、椎⾻⾻髓炎和與持續不臥床腹膜透析相關的腹膜炎很少⾒。

 ⽜⾻湯膠原蛋⽩ [Imprint ]
[新的] ⽜⾁⾻湯膠原蛋⽩可能有助於⽀持⾻骼和關節健康、消化系統以及⽪膚、頭髮和指甲的健康。該 IC 是在有機飼養奶
⽜的⾻湯膠原蛋⽩的幫助下製成的，其飼料中未添加激素或抗⽣素。

 特魯梅爾 [Imprint ]
Traumeel ⽤於暫時緩解由拉傷、�傷和瘀傷引起的輕微肌⾁和關節疼痛。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tauroursodeoxycholic-acid-tudca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taur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beef-lung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oregano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oregano-oil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burdock-root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protein-free-dialysate-from-bovine-blood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streptococcus-bovis-d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beef-bone-broth-collagen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traumeel


 犀⽜屬 [Imprint ]
Ceanothus 是⼀種草藥，⽤於幫助治療�腺和脾臟疾病、脾臟腫⼤、左側疼痛、左上⾓和結腸左下⾓的收縮感或痙攣，以
及�狀細胞性貧⾎。

 狗玫瑰 [Imprint ]
狗玫瑰花精華⽤於幫助治療恐懼（瑣碎的恐懼，⽽不是恐懼）。克服恐懼可以增加⽣命⼒的流動、⽣活質量、勇氣和⾃
尊。那些害羞、不安全或緊張的⼈也可以使⽤這種精華。

 獅�⽔晶 [Imprint ]
Lion's Mane Crystal 可⽤於保護消化系統，特別是治療炎症過程、過敏和⻝物不耐受，因為�含有益⽣元物質。�也可以
⽤來幫助增強記憶⼒。該 IC 由⾼濃度的有機獅� (Hericium erinaceus) ��、Hericonenes C 和 D、⿆⾓�醇和 γ-�基
丁酸 (GABA) 製成。

 獅��提取物 [Imprint ]
獅��，⼜名“猴頭�”、“⼭⽵”，是⼀種⻑期⽤於中藥的藥⽤��。�可⽤於幫助減輕炎症、增強免疫系統功能、⽀持⼤
腦健康、改善膽固醇⽔平、緩解抑鬱和焦慮的輕微症狀、預防胃潰瘍、控製糖尿病、降低患⼼�病的⾵險、抗癌、⽀持神
經系統，並提⾼注意⼒和專注⼒。

 獨特的番茄提取物 [Imprint ]
獨特的番茄提取物對⾝體有益，因為�含有抗�化劑，如類胡蘿蔔素番茄紅素。�可⽤於幫助降低⼼⾎管疾病的⾵險、預
防動脈粥樣硬化、減少呼吸道疾病、促進活⼒、減緩甚⾄可能阻⽌腫瘤過程的發展，並提⾼男性的性能⼒。

 ⽟�蒼⽿配⽅ [Imprint ]
⽟�蒼⽿⽅（⽟�⾵加藏⼆散）是中藥複⽅補氣、⽌汗、定表、祛⾵除濕、消腫、通絡的功效。鼻道。�也可⽤於幫助治
療過敏、眼睛發紅/乾燥/發癢、⾯部腫脹、頭痛、鼻竇充⾎、鼻竇分泌物、鼻竇炎症、鼻竇疼痛、過敏引起的⽪疹和喉�
痛。此IC是在⿈芪（Astragalus / Huang qi），⽩朮（⽩朮/⽩朮），Saposhnikoviae radix（Siler / Fang
feng），Paeoniae radix，rubra（⾚芍/⾚芍）的幫助下製成的、連翹（Forsythia/Lianqiao）、蒼⽿⼦（蒼⽿⼦、蒼⽿
⼦/蒼⽿⼦）、⽊蘭（⽊蘭花/⼼⼀花）、⽩芷（紫當歸/⽩芷）。

 玫瑰薔薇⽯英 [Imprint ]
玫瑰薔薇⽯英是無條件的愛和與神聖聯繫的⽯頭。�擴展了意識並治癒了⾝體和精神⾝體。玫瑰薔薇⽯英有益於情�癒
合，為⾝體帶來平衡，並提⾼能量⽔平。�連接第三眼和⼼輪。

 球菌仙⼈掌 30CH [Imprint ]
Coccus Cacti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主要⽤於咳嗽，包括百⽇咳和痙攣性咳嗽。�也可⽤於幫助治療尿路感染、尿液中的
礫⽯/沉積物和排尿問題。

 瑞典的⻑⽣不⽼藥 [Imprint ]
瑞典⻑⽣不⽼藥是⼀種來⾃中世紀的配⽅，含有 59 種植物和天然物質，如蘆�、薊、番瀉葉、樟腦、⽢露汁、灰汁、沒
藥、當歸根、⿓膽根、⼤⿈根、��根、迷迭⾹樟腦、藏紅花和威尼斯藥材。�可⽤於刺激膽道和肝功能，促進消化，⽀
持腸道運輸，改善⾎液和淋巴循環，對抗疲勞和倦怠。這是⼀頓豐盛的飯後很好的消化。

 瑞舒伐他汀� [Imprint ]
瑞舒伐他汀�⽤於降低⾎液中的膽固醇和⽢油三�。對於某些患有糖尿病、冠⼼病或其他危險因素的⼈，�還可⽤於減緩
動脈粥樣硬化的進展並降低中⾵、⼼�病發作和其他⼼臟並發症的⾵險。

 瑪卡 [Imprint ]
瑪卡，有時被稱為秘魯⼈參，是⼀種⽣⻑在秘魯中部的植物。�可⽤於增強性慾/性慾，增加男性的⽣育能⼒，幫助緩解
更年期症狀，改善情�，增強能量和耐⼒，並改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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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瑙 [Imprint ]
紅⽟髓是⼀��橙⾊的⽯頭，可以幫助增強能量、激發信⼼、增加創造⼒、提供保護、增強活⼒和⽀持性能量。�連接較
低的脈輪並喚醒⼀個⼈的戰⼠精神。

 環丙沙星 [Imprint ]
環丙沙星⽤於治療引起⾻和關節感染的細菌感染、腸胃炎、下呼吸道感染、⽪膚和⽪膚結構感染（例如蜂窩組織炎、⽑囊
炎）、尿路感染、前列腺炎和炭疽。還可⽤於治療⼥性急性單純性膀胱炎、單純性宮頸尿道淋病、急性鼻竇炎、感染性腹
瀉、傷寒等。

 環磷�� [Imprint ]
環磷��⽤於化療和抑制免疫系統。�⽤於治療淋巴瘤、多發性⾻髓瘤、⽩⾎病、�樣⾁芽腫、神經⺟細胞瘤、卵巢癌、
視網膜⺟細胞瘤和乳腺癌。�也⽤於治療腎病綜合徵和⾁芽腫性多⾎管炎。

 環索奈德 [Imprint ]
環索奈德是屬於⽪質類固醇類的類固醇藥物。⽪質類固醇已被證明對涉及過敏性炎症的多種細胞類型（例如肥⼤細胞、中
性粒細胞、巨噬細胞、嗜酸性粒細胞和淋巴細胞）和介質（例如組�、細胞因⼦和⽩三烯）具有廣泛的影響。環索奈德可
⽤於治療季節性和全年過敏引起的鼻部症狀（如充⾎、打噴嚏、瘙癢和流鼻涕）。

 ⽠尤薩葉 [Imprint ]
⽠尤薩 (Ilex Guayusa) 是⼀種原產於亞⾺遜⾬林的冬⻘樹，�的葉⼦被⽤來幫助改善情�和注意⼒、增強能量、降低⾎糖
⽔平、改善夢的解釋、⽀持⼼臟健康和促進減肥。 Guayusa葉⼦富含抗�化劑和抗炎特性。

 ⽡努阿圖博羅⼽爾卡⽡根 [Imprint ]
⽡努阿圖博羅⼽爾卡⽡根是⼀種有助於減輕壓⼒和焦慮的草藥。�是⼀種醇厚⽽放鬆的卡⽡酒，以緩慢⽽深⼊⽽著稱。⽡
努阿圖 博羅⼽爾卡⽡根提供�靜、欣快的效果，可⽤於幫助改善睡眠質量、緩解失眠、減輕疼痛、減輕與抑鬱症相關的症
狀並改善情�。

 ⽡拉塔 [Imprint ]
Waratah 花精華是為那些正在經歷“靈魂⿊夜”並處於極度絕望中的⼈準備的。�給了他們應對危機的⼒量和勇氣，並提⾼
了他們的⽣存技能。這種本質也可以增強和放⼤這些技能。在緊急情況和重⼤挑戰期間使⽤。

 ⽡本 [Imprint ]
Strophantus 是⼀種植物，含有⾃然界中發現的最⾼濃度的哇巴因。哇巴因是⼀種強⼼�，通常⽤於治療低⾎壓和⼼臟異
常。�被“標籤外”⽤於治療充⾎性⼼⼒衰竭、肺動脈⾼壓和⼀般⼼⾎管衰弱。哇巴因在⾼劑量時有毒。強烈建議最初將此
IC 作為單次�⽤ IC ⽔，每天 3 次，持續 14 天，然後在必要時增加量。這允許有⾜�的時間來衡量個⼈的反應。

 �刷 [Imprint ]
�刷花精華可以幫助⼈們度過退休、更年期、⻘春期、死亡等重⼤的⼈⽣變化。�也可能被感覺不⾜的孕婦和新媽媽使
⽤。�刷花精華可以在整個懷孕期間使⽤，直到孩⼦出⽣後，可能有助於加強⺟⼦之間的聯繫。當與“Boronia”花精結合
使⽤時，�可能有助於打破舊習慣和成癮以及處理結束的關係。

 ⽢�酸 [Imprint ]
⽢�酸是最⼩和最簡單的�基酸。雖然⾝體會⾃然產⽣少量的⽢�酸，但也可以通過富含蛋⽩質的⻝物獲得。⽢�酸是⽣
產穀胱⽢�（⼀種重要的抗�化劑）、膠原蛋⽩、肌酸、膽汁、⾎紅蛋⽩和⼤多數蛋⽩質所必需的。⽢�酸的⼀些健康益
處包括改善睡眠質量、促進放鬆、⽀持健康的葡萄糖和果糖代謝、改善情�、⽀持認知健康、提⾼⼼理表現和記憶⼒、保
護⼼臟、減少肌⾁萎縮、保護⽪膚免受衰⽼跡象，並降低炎症。

 ⽢�酸��合物 [Imprint ]
⽢�酸��合物⽤於改善⼈的⾎糖控制以及�島素敏感性。�也可⽤於幫助治療抑鬱症和暴⻝症。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carnelian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ciprolet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cyclophosphamid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ciclesonid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guayusa-leaves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vanuatu-borogoru-kava-root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waratah-australian-bush-flower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strophanthus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bottlebrush-australian-bush-essenc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glyc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chromium-glycinate-chelate


 ⽢�酸� [Imprint ]
⽢�酸�是⼀種�合形式的�，更容易吸收並且對胃溫和。�可⽤於降低⾎壓⽔平、⽀持⼼臟健康、降低 2 型糖尿病的⾵
險、降低⾻折和⾻質疏鬆症的⾵險、幫助減少偏頭痛的頻率、緩解失眠、改善情�並⽀持新陳代謝�⽔化合物、�基酸和
脂肪以及能量的產⽣。

 ⽢草 [Imprint ]
⽢草是⼀種草藥，數千年來⼀直⽤於治療各種疾病。⽢草中有 300 多種不同的化合物，其中⼀些具有抗病毒和抗菌特性。
⽢草可⽤於幫助改善⽪膚狀況，如濕疹、改善消化和緩解胃部不適、緩解胃灼熱、對抗幽⾨螺桿菌和治療消化性潰瘍病、
增強免疫系統功能、改善⼝腔（牙⿒）健康和調節⽪質醇⽔平並減輕壓⼒。�也可⽤於幫助治療喉�痛、咳嗽、哮喘、⽀
氣管炎和上呼吸道感染。

 ⽢蔗 30C [Imprint ]
Saccharum Officinale，通常被稱為蔗糖或蔗糖，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治療注意⼒缺陷多動障礙 (ADHD)、
多動症、兒童⾏為問題、糖尿病、⽉經來潮、經前期綜合徵 (PMS)對糖的渴望，對糖的渴望，痛苦的時期，以及便秘與腹
瀉交替出現。

 ⽢蔗30CH [Imprint ]
Saccharum Officinale，通常稱為蔗糖或蔗糖，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於治療兒童注意⼒缺陷多動障礙 (ADHD)、多
動和⾏為問題。�還可⽤於幫助控製糖尿病、⽉經來潮、伴有強烈糖癮的經前期綜合徵 (PMS)、疼痛期、糖癮和便秘與腹
瀉交替。 Saccharum Officinale 也可以⽤來幫助⾃愛。

 甜栗⼦ [Imprint ]
甜栗⼦是已經達到耐⼒極限的⼈的良藥。他們已經探索了所有的途徑，並且看不到擺脫困境的出路。他們覺得除了毀滅和
空虛，他們什�都沒有了。處於“⾦雀花”狀態的⼈在有可能的解決⽅案未嘗試時決定放棄，⽽處於“甜栗⼦”狀態的⼈確實
處於最後——他們的處境令⼈震驚，最終絕望。在這種極端狀態下，藥⽅可以幫助⼀個⼈成為⽣活的主⼈，並重振他們的
希望和⼒量。有時，即使我們最不期望，前⽅的道路也可能會打開。建議當⼀個⼈被絕望的絕望和強烈的悲傷所摧毀時。

 甜櫻桃 [Imprint ]
甜櫻桃是⼀種深紅⾊的⽔果，富含營養、抗�化劑和抗炎化合物。�被歸類為超級⽔果，因為�營養豐富並提供各種健康
益處。甜櫻桃可能有助於改善睡眠質量、平衡⾎糖⽔平、改善關節炎和痛⾵症狀、促進⼼臟健康、降低低密度脂蛋⽩膽固
醇⽔平、加速運動恢復、減少炎症、促進減肥、降低⾎壓、改善⽪膚質量、⽀持情�，提⾼能量⽔平，促進整體健康。甜
櫻桃還具有抗衰⽼特性。

 甜菜�鹽酸鹽 [Imprint ]
[新的] 甜菜�鹽酸鹽是⼀種幫助消化劑，可以幫助增加胃酸的產⽣、緩解脹氣和腹脹、減少胃酸反流、減少胃灼熱並改善
消化。

 甜葉菊 [Imprint ]
甜葉菊是⼀種植物性糖替代品。�可⽤於幫助減肥、降低⾎壓、控製糖尿病、預防某些形式的癌症、降低膽固醇、保護⼝
腔健康、促進⾻骼健康並降低⾻質疏鬆症的⾵險，以及治療濕疹和⽪炎。

 甜蜜的旗幟 [Imprint ]
Sweet Flag (Acorus Calamus Root)，⼜名菖蒲，是⼀種具有精神活性化學物質的開花植物。⻑期以來，�⼀直被⽤作治
療各種疾病的草藥。 Sweet Flag 可⽤於幫助減少炎症、刺激循環、減少頭痛、控制抑鬱、促進減肥、⽀持放鬆和改善睡
眠。�也可⽤於幫助治療喉�痛、充⾎、感冒、哮喘、勃起功能障礙和類⾵濕性關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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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活性動物� [Imprint ]
⽣物活性�是對⾝體功能或狀況產⽣積極影響的特定蛋⽩質⽚段，最終可能影響健康。這些⽚段在親本蛋⽩質的序列中是
無活性的；然⽽，�們可以在蛋⽩質⽔解或發酵過程中被細菌如孑遺菌釋放。該 IC 是在動物來源的短�的幫助下製成
的，這些短�是通過殘留細菌發酵蛋⽩質產⽣的。⽣物活性動物�可主要⽤於治療尿⽯症（在膀胱或尿道中形成結⽯）和
膽⽯症（形成膽結⽯）。�還可⽤於幫助治療肺結核、肺炎、肝臟疾病（例如肝炎、肝硬化）、慢性流鼻涕（鼻炎）和鼻
竇炎、糖尿病、牙齦疾病、牙周問題和⼝腔黏膜、眼部損傷、眼部炎症和眼疲勞，和婦科疾病。

 ⽣物素 [Imprint ]
⽣物素屬於復合維⽣素 B 族。�以增強頭髮和指甲以及改善⽪膚質地的能⼒⽽廣為⼈知。⽣物素也是細胞能量產⽣級聯中
的必需營養素。已發現⽣物素有益於治療糖尿病以及退⾏性神經系統疾病。在這些情況下考慮�，以及治療脫髮和疲勞。

 ⽣物膜剋星 [Imprint ]
該 IC 在溶菌酶、鋸⿒�酶、β-葡聚�酶、脂肪酶、蛋⽩酶、纖維素酶、半纖維素酶、蔓越莓提取物、⼩蘗�、迷迭⾹提
取物、薄荷油粉、NAC 的幫助下創建。該配⽅旨在分解和消化由鼻竇或消化道內的細菌產⽣的⽣物膜。這些⽣物膜的存在
可能是成功治療 SIBO、萊姆病、慢性鼻竇炎、黴菌相關疾病和許多其他慢性病的重要限制因素。

 ⽣物類⿈�複合物 [Imprint ]
⽣物類⿈�複合物是⼀種抗�化劑，含有三種⽣物類⿈�——⼆�槲⽪素 (DHQ)、⼆�⼭柰�和柚⽪�——�們是從⻄伯
利亞和 Daurskaya 落葉松中獲得的。 DHQ 是⼀種天然的腫瘤保護劑，可抑制腫瘤細胞的發育並引發受損或突變細胞的凋
亡。⽣物類⿈�複合物可⽤於減少腎臟、膀胱和前列腺的炎症。�也可⽤於使所有細胞的新陳代謝正常化。

 ⽣育能⼒ [Imprint ]
- 
包含：  �⻄汀  ⼈絨⽑膜促性腺激素 (HCG)  瑪卡  諾麗  ⼈參 還有4...

 ⽣育� + ⽣育三烯�混合物 [Imprint ]
⽣育� + ⽣育三烯�混合物是⽣育三烯�和⽣育�的混合物，�們是維⽣素 E 家族的⼀部分。這些化合物被歸類為抗�化
劑，可以中和⾃由基。 γ-⽣育�是�⻝中最豐富的維⽣素 E 形式，由於其獨特的解毒和消除活性�物質的能⼒⽽尤為重
要。⽣育� + ⽣育三烯�混合物可⽤於⽀持⼼⾎管健康和免疫系統、減少炎症、保護⼤腦、降低患癌症的⾵險、預防⾻質
疏鬆症、改善胃腸道健康、減少⽉經來潮以及改善⽪膚和頭髮的健康。

 ⽣⻑激素 [Imprint ]
⽣⻑激素是⼈類⽣⻑激素的合成形式。�可⽤於幫助因⽣⻑激素缺乏 (GHD)、Prader-Willi 綜合徵、特納綜合徵和特發性
⾝材矮⼩⽽導致⽣⻑障礙的⼈。

 ⽣⻑激素 [Imprint ]
⽣⻑激素是⼀種由腦垂體產⽣的�激素，對⽣⻑、細胞繁殖和細胞再⽣⾄關重要。�可以⽤作⽣⻑激素缺乏症患者的替代
療法。⽣⻑激素可⽤於增加肌⾁⼒量、改善⾻密度、增加能量、幫助減輕體重、降低⼼⾎管疾病的⾵險、改善勃起功能障
礙，以及幫助改善睡眠和情�。

 ⽣⻑激素刺激 [聽得⾒]
這種有聲 IC 有助於刺激⽣⻑激素的產⽣。

 產後⼥性平衡 [Imprint ]
這是⼀個⽀持產後⼥性健康的IC。 
包含：  D-葡萄糖酸�  L-甲狀腺素  益⽣菌⽀持胃腸道和免疫健康  ⿈體�混合霜  妊娠複合體 還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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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WBC 和⾎⼩板的 RNA ⽚段 [Imprint ]
該 IC 是在⾃然刺激⽩細胞 (WBC) 和⾎⼩板⽣成的 RNA ⽚段混合物的幫助下創建的。�還有助於維持⾎⼩板和⽩細胞計
數。這些 RNA ⽚段不會阻礙其他細胞——�們只是⽀持⾝體的免疫系統以幫助增加細胞，從⽽⾃然地促進⽩細胞和⾎⼩板
的⽣成。

 ⽤於消化的瑞典苦味劑 [Imprint ]
Swedish Bitters for Digestion 是⼀種改善消化的⾃然⽅法，已經使⽤了數百年。�由苦味草藥製成，通過刺激位於⾆
頭、胃、膽囊和�腺上的苦味受體來⽀持消化功能。�們的主要作⽤是促進胃酸、膽汁和酶等消化液分解⻝物並幫助吸收
營養。�可⽤於幫助改善蛋⽩質消化和�物質吸收，減少脹氣和腹脹，改善脂肪和脂溶性維⽣素（維⽣素 D、E、A、K）
的分解，促進定期排便，緩解偶爾的胃灼熱，減少⻝物敏感性，促進肝臟健康，防⽌⼩腸細菌過度⽣⻑（SIBO）和念珠菌
過度⽣⻑，抑制⻝慾和對糖的渴望，調節⾎糖，減少炎症，改善排毒，緩解關節疼痛，促進情�，並幫助健康⽪膚。在傳
統中醫中，苦味藥草有助於促...

 甲型肝炎 [Imprint ]
甲型肝炎是由感染肝細胞並引起炎症的甲型肝炎病毒引起的肝臟疾病。當⼀個⼈攝⼊被�染的⻝物或⽔，或與被感染的⼈
或物體密切接觸時，病毒通常會傳播。另⼀個常⾒的來源是未煮熟的⾙類。甲型肝炎適應症包括所有肝臟疾病、⾃⾝免疫
性疾病、疲勞、肌⾁和關節疼痛、復發性和慢性肝炎、肝硬化、肝功能障礙、肝臟腫⼤、淋巴炎症和癌症、⿈疸、多發性
硬化、嚴重瘙癢、⾃⾝免疫性疾病和慢性炎症（如甲狀腺、�腺、關節、⼤腸）、⾃我抑制、抑鬱與躁狂交替出現、消極
的⼈⽣觀、低⾃信⼼、煩躁不安、暴怒、缺乏⾃我反省、害怕失敗、衝動、不靈活、⾃我中⼼和分離。

 甲型⾮⼄型肝炎 [Imprint ]
甲型⾮⼄型肝炎適應症包括所有肝病、⾃⾝免疫性疾病、疲勞、肌⾁和關節疼痛、復發性和慢性肝炎、肝硬化、肝功能障
礙、肝臟腫⼤、淋巴炎症和癌症、⿈疸、多發性硬化、嚴重瘙癢、⾃⾝免疫性疾病和慢性炎症（如甲狀腺、�腺、關節、
⼤腸）、⾃我抑制、抑鬱與躁狂交替出現、消極的⼈⽣觀、缺乏⾃信、煩躁不安、暴怒、缺乏⾃我反省、害怕失敗、衝
動、僵化、⾃我中⼼和分離。

 甲基化⽀持 [Imprint ]
甲基化⽀持可能有助於⽀持最佳甲基化並維持健康的同型半胱�酸⽔平。�還可⽤於幫助⾝體代謝�⽔化合物、脂肪和蛋
⽩質，以及形成組織和紅細胞。甲基化⽀持可⽤於⽀持⼼⾎管和神經系統健康，維持雌激素、多巴�、腎上腺素、重⾦屬
和環境毒素的健康甲基化。該 IC 是在亞葉酸�、三甲基⽢�酸、維⽣素 B12、維⽣素 B6 和維⽣素 B2 的幫助下製成的。

 甲�芐� + 磺�甲噁� [Imprint ]
甲�芐� + 磺�甲噁�是⼀種由兩種抗⽣素組成的藥物——甲�芐�（⼀份）和磺�甲噁�（五份）。�通常⽤於治療⽿
�、嘴巴、⽪膚、泌尿道和肺部的細菌感染。�還可⽤於治療旅⾏者腹瀉、志賀⽒菌病和其他細菌感染，包括耐甲�⻄林
⾦⿈⾊葡萄球菌 (MRSA)。

 甲�蝶呤 [Imprint ]
甲�蝶呤是⼀種免疫抑製劑，可⽤於幫助治療某些癌症和⾃⾝免疫性疾病。�以⾼劑量⽤於⽩⾎病、瘤形成或良性腫瘤的
化學治療。較⼩劑量的甲�蝶呤最常⽤於治療炎症性疾病，包括⽜⽪癬、類⾵濕性關節炎和克羅恩病。

 甲潑尼⿓ [Imprint ]
甲基強的松⿓是⼀種合成糖⽪質激素，主要⽤於治療由關節炎和其他關節疾病引起的疼痛和腫脹。�是⼀種類固醇，可防
⽌釋放導致體內炎症的物質。甲基強的松⿓還可⽤於治療各種其他疾病，例如⾎液疾病、某些癌症、眼部疾病、⽪膚/腸
道/腎臟/肺部疾病和免疫系統疾病。

 甲狀旁腺 [脈衝電磁場]
影響�代謝的關節炎和甲狀旁腺功能紊亂的Rife 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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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狀腺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持甲狀腺的健康和功能。甲狀腺是內分泌系統的⼀部分，位於頸部前部。�產⽣和釋放調節⾝體新
陳代謝率以及⼼臟和消化功能、肌⾁控制、⼤腦發育以及情�和⾻骼維持的激素。

 甲狀腺 [Imprint ]
甲狀腺在⾝體的新陳代謝、⽣⻑和發育中起著⾄關重要的作⽤。�分泌調節情�和各種⾝體功能的激素，包括⼼率、⽪膚
保養、溫度管理、⽣育能⼒和消化。甲狀腺可⽤於幫助⽀持內分泌功能和恢復激素平衡。該 IC 是在甲狀腺提取物
（豬）、�和�的幫助下製成的。

 甲狀腺功率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持甲狀腺功能。�包含激活甲狀腺的信息。�可⽤於低能量和疲倦的情況。應在起床後或 15:00 前使
⽤。在那之後，�應該只在晚上嚴重疲勞的情況下使⽤。

 甲狀腺功能亢進（甲狀腺過度活躍） [脈衝電磁場]
Rife 頻率有助於甲狀腺功能亢進（甲狀腺功能亢進）。

 甲狀腺功能減退 [Imprint ]
- 
包含：  �基⼆�咯���  L-甲狀腺素  諾麗  刺槐

 甲狀腺功能減退 [Imprint ]
- 
包含：  甲狀腺腺體  L-甲狀腺素  �  T4（甲狀腺素）  維⽣素 D3

 甲狀腺功能減退症（甲狀腺功能低下） [脈衝電磁場]
流⾏頻率有助於甲狀腺功能減退症（甲狀腺功能低下）。

 甲狀腺和三燃燒器調節器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能有助於恢復甲狀腺、垂體和腎上腺⽪質的完整性。�連接 3 個體腔：顱腔、胸腔和腹腔。該 IC 還可⽤於幫助增
強信⼼和勇氣。

 甲狀腺素 12CH [Imprint ]
Thyroidinum 是⼀種順勢療法，有助於為維持正常的代謝功能提供⽀持。�也適⽤於頭痛、疲勞、噁⼼和虛弱。對於較低
的效⼒，使⽤“Thyroidinum 4CH”。

 甲狀腺素4CH [Imprint ]
Thyroidinum 是⼀種順勢療法，有助於為維持正常的代謝功能提供⽀持。�也適⽤於頭痛、疲勞、噁⼼和虛弱。要獲得更
⾼的效⼒，請使⽤“Thyroidinum 12CH”。

 甲狀腺腺體 [Imprint ]
Glandula Thyreoidea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於治療唐⽒綜合症、粘液性⽔腫、甲狀腺實質和膠體（巨⼤甲狀腺腫）、
腫瘤期、脂肪病以及肝腎疾病。

 甲硝� [Imprint ]
甲硝�是⼀種抗⽣素和抗原蟲藥物。�可⽤於治療⼼臟、胃、⼤腸、肝臟、肺、陰道、⽪膚、⼤腦、脊髓和關節的細菌感
染。�也可⽤於治療輕微的艱難梭菌、賈第鞭⽑蟲病、滴蟲病（由寄⽣蟲引起的性傳播疾病）和其他原⽣動物感染。甲硝
�也可⽤於狗、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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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磺�甲� [Imprint ]
甲基磺�甲� (MSM) 適⽤於所有類型的疼痛，尤其是關節炎疼痛。�對於治療過敏和花粉熱也很重要。 MSM 抑制導致癌
症患者體重減輕的細胞因⼦，因此在癌症中⾼度指⽰。 MSM 已被⽤於促進頭髮⽣⻑、加速運動損傷的恢復以及治療稱為
間質性膀胱炎的慢性膀胱疼痛。

 甲鈷�E [Imprint ]
甲鈷� E 是維⽣素 B12 的活化形式。維⽣素 B12 對細胞分裂和⽣⻑⾄關重要。�對⽼年⼈和素⻝者特別有益，因為他們
可能需要更多的維⽣素 B12。甲鈷� E 對能量代謝很重要，可⽤於幫助產⽣紅細胞、預防維⽣素 b12 缺乏、增強免疫系統
功能、減輕疲勞、⽀持脂肪和�⽔化合物代謝、幫助⼤腦和⼼臟健康、幫助⼼理健康，並⽀持神經系統功能。

 甲鈷�（維⽣素 B12） [Imprint ]
[新的] 甲鈷�是維⽣素 B12 的天然形式，可能有助於⽀持健康的神經系統功能、產⽣紅⾎球、⽀持 DNA ⽣成和增強能
量。

 男⼠提升 [Imprint ]
Boost for Men 旨在幫助男性提⾼性能⼒。�可⽤於提⾼睾�⽔平、提⾼耐⼒、增加性慾、促進⾎液流動、刺激⼀�化�
的產⽣、提⾼天然多巴�⽔平和⽀持激素⽔平。此 IC 是在東⾰阿⾥、⾁蓯蓉、⾓質⼭⽺草、⽊⽠和喜來芝的幫助下製作
的。

 男⼠複合維⽣素 [Imprint ]
男⼠複合維⽣素是⼀種複合維⽣素，專為需要額外營養提升的男⼠⽽設計。�可能有助於⽀持免疫功能、保持視⼒、促進
健康的⽪膚和指甲、維持正常的肌⾁功能並增強能量。該 IC 是在維⽣素 A、硫�素（維⽣素 B1）、核⿈素（維⽣素
B2）、維⽣素 B6、維⽣素 B12、維⽣素 C、維⽣素 D、維⽣素 E、維⽣素 K1、⽣物素、葉酸、煙��、泛酸、�、銅、
�、�、�、�和番茄紅素。

 男性內分泌平衡甲狀腺和睾�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旨在⽀持甲狀腺和健康的睾�⽔平。 
包含：  阿那曲�  脫�酶  睾�  L-甲狀腺素  孕烯醇� 還有1...

 男性內平衡 - 壓⼒和睾�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專為男性設計，可⽤於幫助平衡壓⼒和睾�。 
包含：  全⾯的腎上腺⽀持營養素  脫�酶  ⽣⻑激素  最佳營養素（不含 Cu/Fe/I）  睾� 還有1...

 男性活⼒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專為男性設計，可能有助於增強⾃信、社交能⼒、吸引⼒、性表現和健康。�可⽤於幫助糾正內分泌功能，包括促
進內分泌組織的解毒。

 男性的性喚起 [聽得⾒]
男性可以使⽤這種有聲 IC 來增加性喚起。

 男性荷爾蒙助推 [Imprint ]
男性荷爾蒙助推 
包含：  阿那曲�  睾�  腺垂體和下丘腦  孕烯醇�  脫�酶

 番⽯榴葉 [Imprint ]
番⽯榴葉與熱帶番⽯榴果實⼀樣有益於健康。葉⼦富含抗�化劑、抗炎劑、抗菌劑和單寧。番⽯榴葉可⽤於幫助治療腹
瀉、肥胖、糖尿病和⾼膽固醇。�還可⽤於增強免疫功能、對抗�化應激、抑制⻝慾、控制炎症、降低患癌症的⾵險、為
⾝體排毒、保持⼝腔健康、緩解⽉經症狀和促進⼼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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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茄 [Imprint ]
番茄是⼀種超級⻝物，含有番茄紅素、�、維⽣素 C、維⽣素 A、鉀、磷、鐵、維⽣素 K、�以及其他重要營養素。⻄紅
柿的健康益處⾃古以來就為⼈所知，包括預防癌症、促進健康的頭髮和⽪膚、幫助控製糖尿病、保持健康的⾎壓、降低膽
固醇、促進消化系統健康、幫助緩解便秘和幫助視⼒。

 異煙� 200K [Imprint ]
異煙� 200K 是由抗⽣素異煙�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也稱為異�酸��，可⽤於幫助治療結核病 (TB)。對於較低的效
⼒，使⽤“異煙� 30K”；要獲得更⾼的效⼒，請使⽤“異煙� MK”或“異煙� XMK”。

 異煙� 30K [Imprint ]
異煙� 30K 是由抗⽣素異煙�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也稱為異�酸��，可⽤於幫助治療結核病 (TB)。要獲得更⾼的效
⼒，請使⽤“異煙� 200K”、“異煙� MK”或“異煙� XMK”。

 異煙� XMK [Imprint ]
異煙� XMK 是⼀種由抗⽣素異煙�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也稱為異�酸��，可⽤於幫助治療結核病 (TB)。對於較低的
效⼒，使⽤“異煙� 30K”、“異煙� 200K”或“異煙� MK”。

 異煙�MK [Imprint ]
異煙� MK 是由抗⽣素異煙�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也稱為異�酸��，可⽤於幫助治療結核病 (TB)。對於較低的效⼒，
使⽤“異煙� 30K”或“異煙� 200K”；要獲得更⾼的效⼒，請使⽤“異煙� XMK”。

 當歸（雌性⼈參） [Imprint ]
當歸，俗稱當歸或⼥參，是⼀種在傳統中藥中使⽤了數千年的根。�是⼀種強⼤的⼥性⽣育滋補藥草，可通過調節荷爾蒙
控制來滋養和強化⼦宮。�可⽤於幫助減少更年期症狀（包括潮熱），減少⽉經週期症狀（包括痙攣和偏頭痛），調節⽉
經週期，建⽴⾎液健康，改善⾎液循環，增強免疫系統，減少早洩，放鬆腸道，減輕疼痛，減少⾎栓，降低⾎壓，並⽀持
⼼臟健康。孕婦不應使⽤當歸，因為�可能會刺激⼦宮肌⾁收縮。

 疏螺旋體 200K [Imprint ]
疏螺旋體 200K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由⽤於幫助治療萊姆病（也稱為萊姆疏螺旋體病）的細菌 borrelia nosode 製成，
該病通過受感染的�蟲叮咬傳播。要獲得更⾼的效⼒，請使⽤“Borrelia MK”或“Borrelia XMK”。

 疏螺旋體 MK [Imprint ]
Borrelia MK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由⽤於幫助治療萊姆病（也稱為萊姆疏螺旋體病）的細菌 borrelia nosode 製成，該
病通過受感染的�蟲叮咬傳播。對於較低的效⼒，使⽤“Borrelia 200K”；要獲得更⾼的效⼒，請使⽤“Borrelia XMK”。

 疏螺旋體 XMK [Imprint ]
疏螺旋體 XMK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由⽤於幫助治療萊姆病（也稱為萊姆疏螺旋體病）的細菌製備⽽成，這種病是通過
受感染的�蟲叮咬傳播的。對於較低的效⼒，使⽤“Borrelia 200K”或“Borrelia MK”。

 疝氣（Rife） [脈衝電磁場]
Rife 頻率，這可能有助於治療疝氣。

 疣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可幫助治療由⼈乳頭瘤病毒 (HPV) 家族中的病毒引起的疣。

 疣（Rife） [脈衝電磁場]
針對疣的Rife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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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痕釋放⾄尊 [Imprint ]
該複合物⽤於幫助修復�痕。 
包含：  ⽪膚清新劑  ⽣⻑激素  伊帕瑞林�  完整的膠原蛋⽩�混合物  BPC-157 和 TB-500 �混合物  還有2...

 疼痛和壓⼒緩解（Solfeggio） [聽得⾒]
這種視唱頻率是⼀種天然麻醉劑，可以緩解疼痛、緊張和壓⼒。為獲得最佳效果，每周⾄少聽 3 次 IC，每次⾄少 15 分
鐘，持續 4-6 週。將⾳量調節到舒適的中等/低⽔平。⾮常適合作為冥想的背景⾳樂！

 疼痛和炎症複合體 [Imprint ]
該IC是控制疼痛和炎症的物質複合物。�可⽤於與疼痛和炎症相關的各種組織和病症。始終使⽤疼痛和炎症 PEMF 和組織
特異性 PEMF，如快速關節固定、急性椎間盤、肝臟排毒等。 
包含：  ⼄�⽔楊酸  抗炎複合物  薑⿈素 + DHA + ⽣薑  地塞⽶松  布洛芬 還有1...

 疼痛（由於感染） [脈衝電磁場]
流⾏頻率有助於緩解感染引起的疼痛。

 病毒-全⽅位 [Imprint ]
[新的] 病毒-全⽅位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以幫助暫時緩解與病毒感染相關的症狀，包括咳嗽、擁塞、肌⾁或關節疼痛、
疲勞、發燒、病變、胃腸道問題和⻝慾不振。該 IC 是在 Allium Sativum (3X) ；紫錐菊 (3X)；銀杏 (3X)； Viscum 專輯
(3X)；⾦縷梅（6X、12X、30X）；烏頭 (12X)；洋蔥 (12X)；�相冊 (12X)； Baptisia Tinctoria (12X)；⼤⽩屈菜 (12X)；
鉤吻 (12X)； Natrum Muriaticum (12X)；⾺錢⼦ (12X)；�⾦屬 (12X)； Influenzinum（12X、30X）； Morbi...

 病毒剋星結節 [Imprint ]
這個 IC 複合體是不同 nosodes 的組合，有助於提供順勢療法保護。 
包含：  抗病毒/抗細菌/抗真菌  草藥免疫和⾎液⽀持  帶狀�疹-結節  MMXIX 30C  烏⽶⾮諾⾱

 病毒感染阻斷劑 [Imprint ]
這些化合物已被科學證明可以阻斷病毒感染的不同階段。此外，使⽤“MMXIX 2.0”IC 並將其與“MMXIX
PEMF”和“Inflammation and Pain”PEMF 結合使⽤。 
包含：  抗炎複合物  ⾁桂  薑⿈素加  EGCg（綠茶提取物）  法國海松樹⽪提取物 還有2...

 病毒殺⼿ [Imprint ]
此 IC 包含物質和病毒信息，以減少⼤多數常⾒的病毒⾏為。請將此 IC 與適當的特定於病毒的 PEMF 程序結合使⽤。 
包含：  腺病毒  ��  單純�疹（倒置）  烏⽶⾮諾⾱  伐曲克斯 還有1...

 痙攣 [Imprint ]
- 
包含：  ⼄�⽔楊酸  屈他維林  桂利�

 痙攣（Rife） [脈衝電磁場]
痙攣的 Rife 頻率。痙攣是由於⻑時間的肌⾁收縮⽽出現異常肌⾁緊繃的狀態。

 痛經 [Imprint ]
- 
包含：  Delta 睡眠誘導�  美⾙維林  屈他維林  刺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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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經 精神放鬆 [Imprint ]
[新的] 這種 IC 複合物旨在幫助緩解痛經。 
包含：  野⽣⼭藥根  �⻄汀  荷爾⽶爾  瑪卡  �普⽣ 還有1...

 痛經2.0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旨在幫助緩解痛經。 
包含：  屈他維林  參  荷爾⽶爾  瑪卡  �普⽣ 還有2...

 痛經（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經來潮和痛經（痛經）的Rife頻率。

 痛⾵ [Imprint ]
- 
包含：  別嘌呤醇  地塞⽶松  雙�芬酸  多烯基磷脂�膽�  布洛芬 還有1...

 痢疾（志賀⽒菌） [Imprint ]
痢疾（志賀⽒菌）是⼀種腸道順勢療法藥物，⽤於幫助治療由預期、緊張和焦慮引起的稀便。�還可⽤於幫助治療結腸、
⼩腸、氣道問題和胃腸道症狀，如腹瀉。

 瘀傷乳液 [Imprint ]
該 IC 複合物可⽤於對任何類型的乳液或乳霜進⾏編程。�含有助消腫、⽌痛、⾎栓、傷⼝癒合等成分！將�與匹配�問
題的 IC 相結合。在任何受傷或疼痛的情況下，請務必諮詢�的醫⽣。 
包含：  ⼄�⽔楊酸  地塞⽶松  肝素（外⽤）  ⼭⾦⾞  雙�芬酸 還有1...

 瘙癢（瘙癢） [Imprint ]
- 
包含：  地塞⽶松  潑尼松⿓  鹽酸⻄替利�

 瘦素⽀持 [Imprint ]
瘦素是⼀種主要由脂肪細胞分泌的激素，在降低⻝慾和控制體重⽅⾯發揮作⽤。健康的瘦素⽔平可以通過影響⻝慾、⻝慾
和新陳代謝來幫助平衡能量攝⼊和消耗。

 瘻管/潰瘍（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對瘻管/潰瘍有幫助的 Rife 頻率。

 癌症複合體 [Imprint ]
這種複合物應該可以減少癌細胞的新陳代謝！無論�患有�種疾病，請務必尋求專業的醫療建議。癌症是⼀種嚴重的疾
病，必須由經驗豐富的腫瘤學家進⾏治療。 
包含：  阿�達�  薑⿈素加  環磷��  DCA  EGCg（綠茶提取物） 還有1...

 癌症複合體 [Imprint ]
這種複合物應該可以減少癌細胞的新陳代謝！無論�患有�種疾病，請務必尋求專業的醫療建議。癌症是⼀種嚴重的疾
病，必須由經驗豐富的腫瘤學家進⾏治療。 
包含：  抗寄⽣蟲  薑⿈素加  環磷��  EGCg（綠茶提取物）  ��達� 還有1...

 癌細胞代謝途徑 [脈衝電磁場]
癌症具有⾮常特殊的代謝特性。這種 PEMF 旨在破壞癌細胞中的這些特性以誘導細胞凋亡。將此 PEMF 與 IC 和其他⽤於
癌症的 PEMF 結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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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癒合和恢復活⼒的複合體 [Imprint ]
Healing and Rejuvenating Complex 是⼀種天然複合物，含有抗�化劑、多�、花⻘素、⿈�類化合物、⽩藜蘆醇、必
需脂肪酸、�物質、纖維和維⽣素。�⽤於清潔，恢復活⼒和治愈⾝體。�還可⽤於使新陳代謝和能量代謝正常化，增加
精神和⾝體活動，改善⽪膚和頭髮狀況，防⽌過早衰⽼，增強能量，幫助疾病康復後出現的虛弱。

 癲癇發作（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癲癇發作的Rife頻率。

 登⾰熱病毒（Rife） [脈衝電磁場]
Rife 頻率有助於治療登⾰熱病毒 1、2、3 和 4 以及登⾰熱。

 發冷 [Imprint ]
- 
包含：  烏⽶⾮諾⾱  ⼄�⽔楊酸  �基⼆�咯���

 發冷 - 兒童 [Imprint ]
- 
包含：  �基⼆�咯���  阿奇黴素  β-葡聚�  IgG 免疫球蛋⽩  益⽣菌⽀持胃腸道和免疫健康 還有1...

 發燒（Rife） [脈衝電磁場]
針對發燒的Rife頻率。

 發酵⼩⿆胚芽提取物 [Imprint ]
發酵⼩⿆胚芽提取物 (FWGE) 是⼀種代謝療法，適⽤於癌症、⾃⾝免疫性疾病和慢性炎症。 FWGE 在匈牙利開發，是細胞
能量產⽣、程序性細胞死亡和稱為細胞因⼦的炎症化學物質產⽣的強⼤調節劑。

 發酵接⾻⽊ [Imprint ]
[新的] 發酵接⾻⽊可能有助於⽀持免疫系統、呼吸系統和⼼⾎管系統。此外，�可能有助於促進健康的壓⼒反應、健康的
細胞⽼化以及增強的運動表現。

 發酵槲寄⽣ D6 [Imprint ]
槲寄⽣（Viscum Album Quercus）是⼀種寄⽣植物，⽣⻑在蘋果、橡樹和其他闊葉樹上，冬季結出⽩⾊漿果。發酵槲寄
⽣含有抑制細胞⽣⻑和免疫刺激的物質。�可⽤於幫助治療腫瘤以及促進⼼⾎管健康。

 發酵甜菜 [Imprint ]
甜菜，也稱為甜菜根，是⼀種富含營養和抗�化劑的蔬菜。發酵甜菜會增加益⽣菌的含量，並可能有助於改善和恢復腸道
菌群。發酵甜菜還可⽤於降低⾎壓、提⾼運動表現、減少炎症、改善免疫功能和預防⼼�病。

 發酵⿊蒜 [Imprint ]
發酵⿊蒜，或稱⿊蒜，是通過發酵新鮮⼤蒜製成的。發酵過程增強了⽣物活性並改善了抗�化特性（⿊蒜的抗�化特性是
⽣⼤蒜的兩倍）。⿊⼤蒜可⽤於幫助調節⾎糖⽔平和控製糖尿病、增強免疫系統功能、降低⾎壓、改善膽固醇⽔平、保護
⼼臟、降低⾵險和對抗某些癌症、⽀持健康的認知功能、保護⼤腦免受記憶⼒減退，降低阿爾茨海默病和帕⾦森病的⾵
險，減少炎症，保護肝臟。

 發電機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疲勞、機械應⼒、傷⼝癒合、⽀持囊泡和細胞器。⽀持軸突和神經末梢的功能，微管不斷建⽴和分解，⽤於
信息和能量的運輸和儲存以及所有細胞中物質的運輸，在細胞分裂過程中也起著重要作⽤，⽀持微管在神經細胞和⼀般。

 ⽩光 [Imprint ]
該 IC 旨在幫助清理⼈員、動物、植物和空間。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nano-balsam-perfecto-and-vitality-lux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seizure-r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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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aminodigidroftalazindion-of-so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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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aminodigidroftalazindion-of-sodium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azithromycin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beta-glu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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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probiotic-support-for-gi-immune-health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fever-rif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fermented-wheat-germ-extrac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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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fermented-mistletoe-d6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fermented-beets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fermented-black-garlic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power-generator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white-light


 ⽩內障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可幫助治療⽩內障。

 ⽩屈菜 6CH [Imprint ]
Chelidonium Majus，通常被稱為⼤⽩屈菜，是⼀種草本植物，可⽤作順勢療法，以幫助治療膽結⽯、膽囊問題、膽囊阻
塞、⿈疸、肝臟腫⼤、上背痛噁⼼和肝炎。

 ⽩板栗 [Imprint ]
⽩栗⼦是對侵⼊⼤腦並阻⽌我們集中註意⼒的不需要的想法和⼼理爭論的補救措施。⽩栗⼦的想法通常被描述為“令⼈擔
憂”——但�們不⼀定是焦慮或恐懼，⽽是更多重複。他們擔⼼我們就像狗擔⼼⾻頭⼀樣。⽩栗⼦的思�無處可去。�們像
循環錄⾳⼀樣在腦海中轉來轉去。⽩栗⼦療法幫助我們思考。我們可以冷靜理性地處理任何可能導致麻煩的潛在問題。推
薦給頭腦中充滿思想或精神爭論的⼈，以及因思想⽽無法⼊睡的⼈。

 ⽩柳樹⽪ [Imprint ]
⽩柳樹⽪，也被稱為⼤⾃然的阿司匹林，幾千年來⼀直被⽤作天然的⽌痛藥。�的活性成分⽔楊�具有抗炎和�痛（即緩
解疼痛）的特性。⽩柳樹⽪可⽤於幫助退燒，增強免疫系統，減輕疼痛，控制關節炎症狀，⽀持運動表現，促進⼼臟健
康，減少⽉經來潮，改善⽪膚質量（即減少皺紋和⿊斑的出現），對抗頭痛，改善情�，促進減肥。

 ⽩樺茸 [Imprint ]
[新的] ⽩樺茸�� (Inonotus obliquus) 是⼀種真菌，⻑期以來因其藥⽤價�⽽在世界不同地區使⽤。�可能有助於增強
免疫系統功能、減少炎症、降低⾎糖⽔平、降低膽固醇⽔平、對抗�化壓⼒、減輕疼痛和改善整體健康。

 ⽩樺茸 + 喜來芝 [Imprint ]
Chaga Mushroom + Shilajit 適合那些在⽇常⽣活中需要提升的⼈。�結合了 Chaga 的免疫增強抗�化特性和⽀持消化系
統健康和營養吸收的喜來芝。 Chaga 是最營養豐富的藥⽤��，也是⼀種適應原，因為�可以幫助⾝體在壓⼒時進⾏管
理。 Shilajit 是⼀種焦油狀物質，主要存在於喜⾺拉雅⼭的岩⽯中，含有 60-80% 的富裡酸。 Chaga Mushroom + Shilajit
可⽤於增強能量和提⾼精神清晰度，⽀持免疫系統，減輕壓⼒，排毒⾝體，減少炎症，⽀持健康消化，增強⽪膚和頭髮的
質量，促進細胞再⽣，保持肝臟健康，⽀持呼吸道健康，並保持健康的⾎糖⽔平。

 ⽩牡丹根 [Imprint ]
⽩芍，⼜名⽩芍，是⼀種開花植物，其根在古代中藥中已有1000多年的歷史。�含有植物雌激素，這些化合物被認為對⾝
體有類似雌激素的作⽤。此外，⽩牡丹含有芍藥�，這是⼀種被認為具有抗癌和抗�化特性的化合物。⽩牡丹根可⽤於幫
助平衡雌激素⽔平，減少與更年期相關的症狀，治療不孕症，降低⾎糖⽔平和控製糖尿病，減少炎症和疼痛，治療焦慮和
抑鬱，改善⾎液流動，減少與關節炎相關的症狀，⽀持關節，提亮⽪膚並減少⾊素沉著過度，增加腸道中的益⽣菌，改善
消化，並減少與胃灼熱和胃⻝管反流病 (GERD) 相關的症狀。

 ⽩⾊念珠菌 [Imprint ]
⽩⾊念珠菌是⼀種機會性真菌，是⼈類腸道菌群的常⾒成員。�是念珠菌相關複合體的原因，以及許多不良症狀，包括酵
⺟菌感染、疲勞、腦霧、粘膜、真菌過度⽣⻑、⽣殖器瘙癢、免疫功能弱、頭暈、低⾎糖、過敏、消化問題、慢性膀胱炎
症、經常感冒瘡，體溫低。

 ⽩⾊念珠菌 10DH [Imprint ]
⽩⾊念珠菌 10DH 是⼀種由酵⺟⽩⾊念珠菌（常⾒於⼈類腸道菌群）製備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緩解與酵⺟菌感染相關
的症狀。�還可能有助於緩解由⽩⾊念珠菌增殖引起的腸道炎症和通透性。⽩⾊念珠菌也可⽤於幫助防⽌因使⽤抗⽣素⽽
導致酵⺟過度⽣產。要獲得更⾼的效⼒，請使⽤“Candida Albicans 200K”、“Candida Albicans MK”或“Candida
Albicans XMK”。

 ⽩⾊念珠菌 2.0 PEMF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對抗念珠菌。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cataract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chelidonium-majus-6ch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white-chestnut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white-willow-bark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chaga-mushroom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chaga-mushroom-shilajit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white-peony-root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candida-albicans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candida-albicans-10dh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candida-albicans-2-0-pemf


 ⽩⾊念珠菌 200K [Imprint ]
⽩⾊念珠菌 200K 是⼀種由酵⺟⽩⾊念珠菌（常⾒於⼈類腸道菌群）製備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緩解與酵⺟菌感染相關
的症狀。�還可能有助於緩解由⽩⾊念珠菌增殖引起的腸道炎症和通透性。⽩⾊念珠菌也可⽤於幫助防⽌由於使⽤抗⽣素
⽽導致酵⺟過度⽣產。對於較低的效⼒，使⽤“Candida Albicans 10DH”；要獲得更⾼的效⼒，請使⽤“Candida Albicans
MK”或“Candida Albicans XMK”。

 ⽩⾊念珠菌 30CH [Imprint ]
⽩⾊念珠菌是⼀種順勢療法藥物，⽤於緩解與酵⺟菌感染相關的症狀。�可⽤於幫助防⽌由於使⽤抗⽣素⽽導致酵⺟過度
⽣產。

 ⽩⾊念珠菌 MK [Imprint ]
⽩⾊念珠菌 MK 是⼀種由酵⺟⽩⾊念珠菌（常⾒於⼈類腸道菌群）製備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緩解與酵⺟菌感染相關的
症狀。�還可能有助於緩解由⽩⾊念珠菌增殖引起的腸道炎症和通透性。⽩⾊念珠菌也可⽤於幫助防⽌由於使⽤抗⽣素⽽
導致酵⺟過度⽣產。對於較低的效⼒，使⽤“Candida Albicans 10DH”或“Candida Albicans 200K”；要獲得更⾼的效⼒，
請使⽤“Candida Albicans XMK”。

 ⽩⾊念珠菌 XMK [Imprint ]
⽩⾊念珠菌 XMK 是⼀種由酵⺟⽩⾊念珠菌（常⾒於⼈類腸道菌群）製備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緩解與酵⺟菌感染相關
的症狀。�還可能有助於緩解由⽩⾊念珠菌增殖引起的腸道炎症和通透性。⽩⾊念珠菌也可⽤於幫助防⽌因使⽤抗⽣素⽽
導致酵⺟過度⽣產。對於較低的效⼒，使⽤“Candida Albicans 10DH”、“Candida Albicans 200K”或“Candida Albicans
MK”。

 ⽩芙蓉 [Imprint ]
⽩芙蓉花精華可⽤於幫助從虐待中恢復，擺脫無法緩解疼痛的⾏為，並停⽌使⽤外部聯繫來�補空⽩。�也可以⽤來幫助
與⾃⼰建⽴更深層次的關係。

 ⽩藜蘆醇 [Imprint ]
⽩藜蘆醇是⼀種天然化合物，存在於紅葡萄、⽇本虎杖、花⽣、藍莓和桑葚等多種植物中。⼈們認為⽩藜蘆醇就像⼀種抗
�化劑，可以保護⾝體免受細胞損傷。�可⽤於幫助降低⾎壓、促進⼼臟健康、保護⼤腦和減緩與年齡相關的認知衰退、
提⾼�島素敏感性、幫助緩解關節疼痛和炎症以及抑制癌細胞。⽩藜蘆醇也可⽤於其抗衰⽼特性。

 ⽩⾎病 [Imprint ]
- 
包含：  左旋⾁�  多烯基磷脂�膽�  �基⼆�咯���  刺槐

 ⽩頭翁 [Imprint ]
Pulsatilla Compositum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於刺激炎症、感染、慢性疾病和慢性黏膜分泌物的⾮特異性防禦機制。

 ⽩頭翁30C [Imprint ]
⽩頭翁，也稱為⾵花，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治療感冒和流感、痙攣性濕咳以及味覺或嗅覺喪失。�還可⽤於
幫助管理抑鬱症、多變的情�、經前綜合症 (PMS)、經期疼痛、經痛/痙攣、頭痛、結膜炎、紅眼病、⿆粒腫、鼻竇炎、⽔
痘、焦慮、⽿部感染和分娩疼痛。

 百合 [Imprint ]
Gymea Lily（也稱為Giant Lily）花精經常⽤於治療過度的驕傲和⾃⼤，並有助於帶來謙遜。對於那些領先於同齡⼈或個
性⾮常強烈、外向和要求苛刻的⼈來說，�也特別有益。這種本質可能會給⼀個⼈保持領先地位的⼒量，同時仍然保持謙
虛，讓他⼈表達⾃⼰並做出貢獻。此外，Gymea Lily 花精華還可以⿎勵⼈們欣賞和關注他⼈——這種精華對於那些渴望地
位、需要關注和霸道他⼈的⼈來說尤其寶貴。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candida-albicans-200k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candida-albicans-30ch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candida-albicans-mk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candida-albicans-x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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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resveratrol
http://www.infopathy.com/zh-TW/combinations/leukemia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l-carnit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polyenylphosphatidyl-chol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aminodigidroftalazindion-of-sodium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soursop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pulsatilla-compositum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pulsatilla-30c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gymea-lily-australian-bush-flower


 百⽇咳 [Imprint ]
- 
包含：  �基⼆�咯���  諾麗  鹽酸⻄替利�

 百⽇咳 [Imprint ]
百⽇咳⼜稱百⽇咳，是由百⽇咳博德特⽒菌引起的⾼度傳染性呼吸道感染。細菌可以通過感染者的咳嗽和打噴嚏傳播。初
期症狀與普通感冒相似；然⽽，在輕微的咳嗽之後會變成⻑時間的咳嗽發作，然後是⾼亢的呼嘯聲。其他症狀可能包括上
呼吸道炎症、痙攣性咳嗽、喉�發癢、粘稠粘液、呼吸困難、打噴嚏、⻝慾不振、虛弱和疲憊、�腺內分泌功能障礙（低
⾎糖、糖尿病）、過敏、⼼悸、關節痛和僵硬，癲癇發作，痙攣，癱�，⾎糖異常，尋求安慰，完美主義，感覺無能為⼒
和不受保護，無法表現或完成計劃。

 百⽇咳療劑 [Imprint ]
[新的] 百⽇咳療劑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能有助於暫時緩解與百⽇咳相關的症狀包括咳嗽和發燒。此外，�可能有助於
緩解疫苗的反應。

 百⾥草 [Imprint ]
Centaury 是難以對他⼈說“不”的⼈的巴赫花療法。他們是善良、溫柔的靈魂，喜歡幫助別⼈。但有時其他更無情的⼈會
利⽤這⼀點，⽽不是願意服務，半⼈⾺最終成為他⼈意願的奴隸。半⼈⾺的補救措施不會使半⼈⾺的性格變硬。相反，�
⽀持勇氣和⾃決的發展，以便半⼈⾺能�更好地劃清界限並騰出空間，讓他們⾃⼰可以擺脫他⼈的慾望和命令。

 百⾥⾹ [Imprint ]
百⾥⾹是薄荷科的⼀種草本植物，常被⽤作烹飪的⾹料。除了為菜餚增添⾵味外，�還具有多種保健作⽤。�可⽤於幫助
增強免疫系統功能、改善情�、改善呼吸系統健康、緩解咳嗽、緩解胸悶、改善消化、增加⻝慾、⽀持健康的肝功能、改
善⾎液循環、放鬆緊繃的肌⾁、對抗粉刺、降低⾎壓⽔平，預防細菌和酵⺟菌感染，減少炎症，降低焦慮。

 百⾥⾹爽膚⽔ [聽得⾒]
這個有聲 IC 有助於調節胸腺。

 ⽪膚和傷⼝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治癒傷⼝。�可以每天使⽤，直到傷⼝好轉。如果�有嚴重的問題或問題沒有好轉，請務必尋求醫療
護理。只需將 IC Pad 放在有傷⼝或⽪膚損傷的區域並運⾏程序即可。始終添加諸如⼭⾦⾞、Traumeel、Psorinoheel、
可的松、抗⽣素、⽣⻑激素等 IC 以加速癒合！

 ⽪膚和傷⼝癒合 [Imprint ]
- 
包含：  ⼄�⽔楊酸  ⼭⾦⾞蒙⼤拿 1M  輔酶組合物  必需�基酸複合物  Omega-3 / 多�組合 還有1...

 ⽪膚和真菌 [Imprint ]
- 
包含：  ⼭⾦⾞  ⽩⾊念珠菌  ⽪膚複合體  �康�  ⻄柚�提取物 還有1...

 ⽪膚感覺受體⽀持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能有助於⽀持感覺受體、外周感覺神經元、腦細胞和⼤腦的中樞神經系統，以處理和解釋信號。

 ⽪膚排毒⽀持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能有助於⾝體排出和呼吸不需要的產物以及⾝體的解毒。�還可能有助於⽪膚、肺和腸道粘膜。

 ⽪膚⽀持（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對⽪膚有幫助的Rife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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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膚清新劑 [Imprint ]
⽪膚清新劑可⽤於幫助舒緩、�靜和滋潤⽪膚。這款 IC 是在透明質酸、⿈⽠、桉樹、百⾥⾹和葡萄柚的幫助下製成的。

 ⽪膚病 [Imprint ]
- 
包含：  地塞⽶松  �基⼆�咯���  潑尼松⿓  刺槐  鹽酸⻄替利�

 ⽪膚病 [Imprint ]
- 
包含：  蘆�凝膠  阿奇黴素  鹽酸⻄替利�  ⽪膚複合體  地塞⽶松 還有1...

 ⽪膚癌⽀持 [Imprint ]
- 
包含：  薑⿈素 + DHA + ⽣薑  達拉⾮尼  地塞⽶松  EGCg（綠茶提取物）  ��達� 還有1...

 ⽪膚癌⽀持 2.0 [Imprint ]
⽪膚癌⽀持 2.0 
包含：  達拉⾮尼  地塞⽶松  EGCg（綠茶提取物）  ��達�  曲美替尼 還有1...

 ⽪膚皺紋 [Imprint ]
這是⼀系列營養素，重點是加強結締組織，包括抗衰⽼和⽪膚健康。 
包含：  蘆�凝膠  ⽣物素  膠原蛋⽩�  ⽣⻑激素  Omega-3 / 多�組合 還有1...

 ⽪膚複合體 [Imprint ]
Cutis Compositum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於暫時緩解持續性⽪膚病，如痤瘡、濕疹和過敏性⽪炎。

 ⽪膚褶皺 [Imprint ]
這是⼀系列營養素，重點是加強結締組織，包括抗衰⽼和⽪膚健康。 
包含：  蘆�凝膠  膠原蛋⽩�  ⽣⻑激素  Omega-3 / 多�組合  BPC-157 和 TB-500 �混合物  還有1...

 ⽪膚輔助 [Imprint ]
該 IC 可⽤於幫助治療⽪膚問題，例如濕疹、乾燥、瘙癢、潰瘍、裂縫、割傷和�痕。�還可⽤於幫助組織中的毒性超負
荷、眼部炎症、眼瞼囊腫、結締組織中液、細胞和廢物的積聚、肥胖和導致慢性便秘的代謝失衡。

 �疹 [Imprint ]
- 
包含：  單純�疹（倒置）  帶狀�疹-結節  烏⽶⾮諾⾱  伐曲克斯  納曲�

 �疹（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控制由單純�疹病毒 (HSV) 引起的感染的Rife頻率。

 皺紋和抗衰⽼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可⽤於優化皺紋，讓⽪膚看起來清新健康。只需將 IC Pad 放在�的�前或�想要優化的⽪膚區域。每週使⽤
此 PEMF 最多 3 次或根據需要使⽤，直到�看到結果。避免毒素、壓⼒、營養不良，並始終優化�的器官，如腸道、結
腸、肝臟、腎臟、肺，以獲得最佳排毒效果。由於皺紋有不同的原因，請始終添加 IC。�可能需要添加膠原蛋⽩�、
DHA、抗⽣素、可的松、Psorinoheel、⻄替利�、益⽣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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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草 [Imprint ]
益⺟草是⼀種草本植物，由於其潛在的藥⽤特性，主要⽤作茶或酊劑。�可⽤於治療各種疾病，例如⼼�病（例如⼼⾎管
神經症、⼼律不⿑）、焦慮症以及⽉經不調和疼痛。�還可⽤於刺激⼼肌收縮，幫助維持內臟功能，降低⾎壓和⼼率，緩
解胃部不適（例如腸氣/脹氣），幫助解決睡眠問題，�靜神經系統，⽀持神經系統功能，緩解更年期症狀，減少炎症，
幫助抑鬱症。

 益⽣菌 12 [Imprint ]
Probiotic 12 是 12 種益⽣菌菌株的組合，有助於⽀持健康的腸道環境。�可⽤於幫助消化、促進腸蠕動和⽀持微⽣物群
落的產⽣，這可能有助於⽀持健康的免疫系統。該 IC 是在⿏李糖乳桿菌、雙歧雙歧桿菌、嗜酸乳桿菌、乾酪乳桿菌、植
物乳桿菌、唾液乳桿菌、⻑雙歧桿菌、嗜熱鏈球菌、保加利亞乳桿菌、副乾酪乳桿菌、乳雙歧桿菌和短雙歧桿菌的幫助下
製成的。

 益⽣菌 3 [Imprint ]
益⽣菌 3（嬰兒雙歧桿菌、嗜酸乳桿菌和糞腸球菌）可⽤於幫助維持腸道菌群。

 益⽣菌⽀持胃腸道和免疫健康 [Imprint ]
益⽣菌⽀持胃腸道和免疫健康促進健康的胃腸道環境和免疫反應。此外，�還可⽤於緩解腸道不適和腸道刺激。該 IC 是
在 7 種有益益⽣菌菌株的幫助下創建的，其中包括：嗜酸乳桿菌 NCFM、布拉⽒酵⺟、乳雙歧桿菌 Bi-07、乳雙歧桿菌 Bi-
04、植物乳桿菌、唾液乳桿菌和嗜熱鏈球菌。

 盧爾德⽔（來⾃法國盧爾德） [Imprint ]
法國盧爾德以其治愈之⽔和奇蹟⽽聞名，吸引了來⾃世界各地的數千⼈。根據科學家的說法，盧爾德洞穴中的泉⽔俱有真
正的健康功效，無法完全解釋。 Luc Montagnier 博⼠提到⽔的極低頻電磁波對健康有影響。此外，⼀些⼈認為⽔周圍的
氣氛也起作⽤——“同情的氣氛（圍繞盧爾德）對情�有影響，因此對⼤腦也有影響，”北美⾵濕病學家 Esther Sternberg
說。⼤腦的這種變化使⾝體和免疫系統得以癒合。此外，參觀盧爾德春天的⼈們有治癒的希望，從⽽減輕壓⼒。

 相⼲癌症頻率 [脈衝電磁場]
癌症是由電磁退相⼲的細胞狀態促進的，並且可以通過暴露於相⼲的⾮電離電磁場來糾正。關於細胞維持和細胞衰減孤⼦
特徵頻率的物理模型。已經發現物理和⽣物學證據表明致癌作⽤符合電磁 (EM) 波的頻率模式，其中會發⽣細胞組織的逐
漸喪失。我們發現癌症可以在位於去相⼲孤⼦頻率區的典型電磁波頻率下引發和促進。相反，可以通過應⽤相⼲孤⼦頻率
來抑制和延緩癌症特徵的產⽣。這⼀假設已被 320 項已發表的不同⽣物醫學研究中的 200 項不同 EM 頻率數據證實。從亞
赫茲到拍赫茲的所有頻率都可以歸⼀化為 12 個基本有益（抗癌）頻率和 12 個基本有害（促進癌症）頻率，�們表現出與
相⼲性和相關幾何形狀的偏差。通過...

 真菌和酵⺟平衡 [Imprint ]
[新的] 真菌和酵⺟平衡可能有助於⽀持體內健康的微⽣物平衡。此外，�可能有助於維持健康的消化道。該 IC 是在⻄柚�
提取物、pau d'arco 樹⽪、葡萄�提取物、⼤蒜、辣⽊葉、⾟酸�、艾草、⿊胡桃葉和硫酸⼩蘗�的幫助下製成的。

 真菌病毒寄⽣蟲細菌 [Imprint ]
- 
包含：  阿�達�  �基⼆�咯���  抗寄⽣蟲  阿奇黴素  烏⽶⾮諾⾱ 還有2...

 眼疾（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治療⽩內障、視⼒模糊、斜視（斜視）、複視和感染等眼部疾病的Rife頻率。

 眼跟 [Imprint ]
Oculoheel 可⽤於暫時緩解輕微的眼睛發紅、眼睛乾燥或流淚、⽔腫、瘙癢或灼痛。�也可⽤於幫助治療眼睛和眼瞼發
炎、眼睛過度疲勞、光敏感和眼壓。

 眼部炎症（Rife） [脈衝電磁場]
Rife 頻率，這可能有助於眼睛發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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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部護理（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治愈眼睛和改善整體眼睛健康的Rife頻率。

 睡不著覺 [Imprint ]
- 
包含：  Delta 睡眠誘導�  諾麗

 睡得好 [Imprint ]
[新的] 睡得好可能有助於促進睡眠，改善睡眠質量，增加總睡眠時間，並幫助重置⾝體的睡眠-覺醒週期。該 IC 是在褪⿊
激素和�的幫助下製成的。

 睡眠組合 [Imprint ]
為了獲得深度、安寧的睡眠，建議�在晚餐和就寢時間之間喝 8-12 盎司這種 IC。 
包含：  Delta 睡眠誘導�  褪⿊激素  Phenibut（4-�基-3-�基丁酸鹽酸鹽）  纈草

 睡眠複合體 [Imprint ]
- 
包含：  Delta 睡眠誘導�  �⻄汀  ⽢�酸�  褪⿊激素  佐匹克隆

 睾丸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持睾丸健康。�也可⽤於提⾼睾�⽔平。

 睾丸⽀持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持睾丸健康。�的設計⽅式使其不能增加睾丸激素。

 睾丸複合體 [Imprint ]
Testis Compositum ⽤於暫時緩解男性的性虛弱，如早洩、陽痿、缺乏耐⼒、佩羅尼⽒病（陰莖硬結）、脂肪性⽣殖器綜
合徵和男性更年期以及相關疾病，如疲憊。這種補救措施也可⽤於幫助男性荷爾蒙失衡。

 睾� [Imprint ]
睾�是⼀種主要在睾丸中產⽣的雄性類固醇激素，對幫助維持⾻密度、脂肪分佈、肌⾁量、紅細胞計數、⾯部和體⽑、性
慾和精⼦產⽣很重要。�可以⽤作睾�低的男性的替代療法。睾�可⽤於增加性慾、改善勃起功能障礙的症狀、增加精⼦
數量、增強能量、改善情�、增加肌⾁質量和改善⾻密度。

 睾�助推器 [Imprint ]
這種複合物⽀持健康的睾�⽔平。這些成分將最⼤程度地刺激所有與睾�相關的途徑。 
包含：  5-α-還原酶抑製劑  阿那曲�  脫�酶  孕烯醇�  睾� 還有1...

 睾�和勃起功能助推器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增加睾丸激素和勃起功能。�也可⽤於幫助解決睾丸問題。

 ⽮⾞菊 [Imprint ]
⽮⾞菊具有廣泛的藥⽤價�。作為⼀種神經，�可以幫助減輕壓⼒和焦慮，也有助於⽉經前後的⼥性減少痙攣和其他經前
綜合症的症狀。�局部⽤於⽪疹和刺激，也⽤於眼部炎症和感染。在消化⽅⾯，�是⼀種苦味，因此有助於便秘、脹氣、
腹脹和消化不良。�的⾼⽣物素含量和其他成分也有助於加強頭髮和指甲。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eye-care-rif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combinations/restless-sleep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deltaran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noni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sleep-well
http://www.infopathy.com/zh-TW/combinations/sleep-combination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deltaran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melatonin-60mg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phenibut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valerian
http://www.infopathy.com/zh-TW/combinations/sleep-complex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deltaran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fluoxet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magnesium-glycinat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melatonin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zopiclo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testicles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testicle-support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testis-compositum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testostero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combinations/testosterone-booster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testosterone-quencher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anastrazol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dhea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pregnenolo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testostero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testosterone-erectile-function-booster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cornflower


 知⾜（第三眼脈輪） [脈衝電磁場]
第三隻眼脈輪與⾃主神經系統/垂體有關。�是精神⼒量、精神能量、更⾼的直覺和光的中⼼。第三眼脈輪掌管腦垂體、
松果體、顱⾻、眼睛、⼤腦、神經系統和感官。此為脾胃經絡的中⼼。當�處於知⾜狀態時，⼀切都會轉向積極、積極的
⽣活⽅式，以及積極的決策、洞察⼒、直覺、意識和指導。第三眼脈輪的問題會導致千⾥眼的問題。該 IC 適⽤於⻘光
眼、頭痛、神經系統問題、⼩腦、鼻⼦、垂體、中樞神經系統和左眼。

 ⽯墨 6C [Imprint ]
⽯墨是⼀種由⽯墨（⼀種�化合物）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治療各種⽪膚病，例如濕疹（⽪膚開裂、滲出⿈
⾊、粘稠的分泌物）、⽜⽪癬和膿�病。�也可⽤於幫助治療裂縫、厚厚的�痕、焦慮、向內⽣⻑的指甲、脆弱的指甲和
減輕體重。

 ⽯杉�甲 [Imprint ]
Huperzine A 是⼀種化合物，來⾃⼀種叫做中國⽯杉 (Huperzia Serrata) 的植物。�作為膽��酶抑製劑，可防⽌⼄�膽
�（⼀種學習神經遞質）分解。⽯杉�甲促進⼤腦健康和認知，是益智補充劑中的常⾒成分。⽯杉� A 可⽤於幫助⽀持學
習和記憶、提⾼⼄�膽�⽔平、改善睡眠質量、增加快速眼動睡眠和清醒夢、治療阿爾茨海默病，並防⽌與年齡相關的認
知能⼒下降。

 ⽯松30CH [Imprint ]
Lycopodium clavatum，通常稱為俱樂部苔蘚，是⼀種多年⽣常綠植物，原產於英國、北歐和北美。作為⼀種順勢療
法，�可能有助於治療腹脹、脹氣、脹氣、噯氣和消化問題。�還可能有助於控制膽結⽯、膽結⽯疼痛/絞痛、肝臟問
題、尿路問題和⽿痛。

 ⽯榴加 [Imprint ]
⽯榴是最健康的⽔果之⼀，數千年來⼀直⽤於藥⽤。�富含各種營養素，如纖維、蛋⽩質、維⽣素 C、維⽣素 K、葉酸和
鉀，以及 punicalagins（⼀種抗�化劑）和⽯榴酸（⼀種共�亞油酸）。這款 IC 是在⽯榴以及巴⻄莓、蔓越莓和藍莓的
幫助下製作的。 Pomegranate Plus 可⽤於幫助降低⾎壓、降低患⼼�病的⾵險、降低膽固醇⽔平、對抗關節炎和關節疼
痛、減輕炎症、對抗前列腺癌和乳腺癌、治療勃起功能障礙、對抗細菌和真菌感染、改善記憶⼒，並提⾼運動表現。

 ⽯榴�油 [Imprint ]
所有的⽯榴都含有⽯榴的果實、花�和種⼦。⽯榴是最健康的⽔果之⼀，富含營養成分（如纖維、鉀、維⽣素 C 和維⽣素
K）以及抗�化劑。�可⽤於減少炎症、降低⾎壓、對抗前列腺癌和乳腺癌、減少衰⽼跡象、延⻑壽命、對抗關節炎和關
節疼痛、降低患⼼�病的⾵險、治療勃起功能障礙、控制⾎糖⽔平、對抗細菌和真菌感染，改善記憶⼒，提⾼運動表現，
並幫助維持激素平衡。

 ⽯油 12C [Imprint ]
⽯油或煤油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治療各種⽪膚病，如濕疹、⽜⽪癬、指尖乾裂或龜裂、�跟乾裂和⼿乾裂。
�也可⽤於幫助治療�疹。

 矽 [Imprint ]
這種有機矽因其在促進強健指甲、頭髮⽣⻑和⽪膚完整性⽅⾯的有益作⽤⽽被廣泛使⽤。在任何需要�的情況下也可以考
慮使⽤矽，例如⾻質減少和⾻質疏鬆症。矽是⼀種微量�物質，在免疫、激素平衡、解毒、結締組織完整性和其他⽅⾯發
揮作⽤。

 �專輯30CH [Imprint ]
�專輯是⼀種順勢療法藥物，由三�化⼆�組成。�可能有助於消化系統疾病（如腹瀉、嘔吐）、失眠、過敏、焦慮、抑
鬱、擔⼼和發冷、⾝體虛弱、流感、哮喘、喘息、乾咳、氣道狹窄、強迫症、不安腿綜合徵、濕疹、⽜⽪癬和⻝物中毒。

 �排毒 [Imprint ]
[新的] 該 IC ⽤於解�毒 
包含：  �（�代蛋�酸）  �專輯30CH  ⼄⼆�四⼄酸 (EDTA)  硫⾟酸  ⼼臟健康�合複合物 還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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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mprint ]
�是⼀種存在於⻝物和⽔中的必需�物質，在新陳代謝和甲狀腺功能中起重要作⽤。�是⼀種強⼤的抗�化劑，也可⽤於
增強免疫系統，可能有助於虛弱無⼒、痤瘡、調節甲狀腺功能和細胞代謝、認知功能、腸胃不適、腹瀉、呼吸窘迫、⾼
燒、癱�、⼤量出汗、齲⿒、肝損傷、震顫、神經損傷、脫髮、指甲脆、精⼦數量和活⼒下降、前列腺腺瘤/癌症、性無
⼒、早洩、多發性硬化症、肌萎縮側索硬化症 (ALS)、關節炎、⽩內障和類型2糖尿病。

 �（來⾃芥菜�） [Imprint ]
[新的] �是⼀種必需的微量�物質和強⼤的抗�化劑，⽀持許多⾝體過程。�可能有助於⽀持⼤腦功能，預防⼼臟病，⽀
持甲狀腺功能，增強免疫系統功能，促進⾻骼和關節健康。該 IC 是在芥菜�提取物中的�的幫助下製成的。

 �（�代蛋�酸） [Imprint ]
�是⼀種�物質和強⼤的抗�化劑，對健康⾄關重要。�可⽤於改善免疫功能、⽀持正常的細胞功能、對抗衰⽼跡象、降
低某些癌症的⾵險、預防⼼�病、減少炎症、⽀持新陳代謝、增強認知功能、改善記憶⼒、幫助⽣育（對於男性和⼥
性），⽀持甲狀腺功能，降低甲狀腺疾病的⾵險並減輕哮喘症狀。

 硫 [Imprint ]
硫磺可⽤於治療⽪膚病，例如濕疹和所有相關疾病、炎症性和⾮炎症性⽪膚病、⽪疹和刺激，以及⽪膚瘙癢和灼熱。�也
可⽤於幫助緩解神經疼痛。

 硫化�猝滅劑 [Imprint ]
該產品由 Greg Nigh 博⼠配製，他是硫化�⽣物學和代謝⽅⾯的主要專家之⼀，因為�與 SIBO、腦霧、潮熱、疲勞和各
種其他症狀有關。�可以幫助⾝體正確處理由於膳⻝硫攝⼊⽽不可避免地產⽣的 H2S。該 IC 是在核⿈素、維⽣素 B12、
�、L-⽢�酸、�磷硫�和⽜⾄提取物的幫助下製成的。

 硫磺LM6 [Imprint ]
Sulfur LM6 是⼀種由�物硫製備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治療多種器官的局部病變，包括⽪膚（如⽜⽪癬、濕疹、痤
瘡）、⼼臟、⼦宮等。然⽽，對於每種疾病，指⽰的劑量為不同的。硫是有機組織最重要的成分之⼀，硫在新陳代謝中的
不⾜會導致慢性⾃我中毒和局部充⾎的趨勢，從⽽引起偏頭痛、瘙癢、消化障礙等交替表現。硫 LM6 也可⽤於幫助疫苗
引流。

 硫�素 6CH [Imprint ]
Thiosinaminum 是⼀種由芥菜�油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癒合�痕組織和妊娠紋、溶解肌瘤和治療⽿鳴
（即⼀隻或兩隻⽿�響）。硫�也可⽤於幫助暫時緩解頭暈和眩暈症狀。

 硫⾟酸 [Imprint ]
α-硫⾟酸 (ALA) 是⼀種抗�化劑，有助於維持健康、功能良好的細胞。此外，�還可以增強免疫系統，⽀持新陳代謝和能
量產⽣，並可能改善認知功能。 ALA 還被證明有助於平衡⾎糖⽔平並幫助治療由糖尿病引起的神經損傷（神經病）。

 硬化 [Imprint ]
- 
包含：  ⼄�⽔楊酸  左旋⾁�  �基⼆�咯���  桂利�

 硬⽪病 [Imprint ]
- 
包含：  多烯基磷脂�膽�  刺槐  桂利�

 硬腦膜脈衝電磁場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協調硬腦膜。�可以在此 PEMF 前後測試頸椎活動度。將其與“Atlanto Occipital Joint” PEMF 結合使
⽤。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selenium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selenium-from-mustard-seeds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selenium-selenomethion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sulphur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hydrogen-sulfide-quencher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sulfur-lm6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thiosinaminum-6ch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cyto-ala
http://www.infopathy.com/zh-TW/combinations/sclerosis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aspirin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l-carnit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aminodigidroftalazindion-of-sodium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cinnariz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combinations/scleroderma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polyenylphosphatidyl-chol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soursop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cinnariz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dura-pemf


 硼 [Imprint ]
硼是⼀種重要的�物質，存在於環境以及各種⻝物中，如綠葉蔬菜、堅果和⾖類。�可⽤於幫助新陳代謝、⾻質缺乏、⽉
經來潮和陰道酵⺟菌感染。�還可⽤於幫助運動表現、⾻關節炎、⾻質疏鬆症、類⾵濕性關節炎、糖尿病、癌症預防、更
年期症狀、免疫⼒和傷⼝癒合。

 硼砂 30CH [Imprint ]
硼砂（通⽤名硼酸�）是⼀種順勢療法藥物，通常⽤於幫助治療⼝腔潰瘍（⼝腔潰瘍）。

 硼酸果糖 [Imprint ]
硼在⼈體中具有廣泛鮮為⼈知的重要作⽤。硼對⼤腦健康、癌症預防甚⾄治療、激素調節、⾻骼健康和免疫都很重要。�
在體內具有抗炎作⽤，並具有增強多種激素（包括甲狀腺激素和�島素）活性的有趣能⼒。已發現補充硼可增加⾎液中維
⽣素 D 的⽔平。�適⽤於關節炎、⾻質疏鬆症和⾻質減少症，以及低類固醇激素（如低睾�、低 DHEA、低⽪質醇等）的
病症。

 � [Imprint ]
�是⼀種天然存在於海藻、�⿂、雞蛋和利⾺⾖等⻝物中的必需�物質。�也被添加到鹽（即�鹽）中。�對⾝體和維持
⾝體健康⾄關重要。�可⽤於⽀持甲狀腺、調節激素、幫助懷孕期間的神經發育、調節新陳代謝、改善認知功能、⽀持⽣
殖系統、防⽌輻射、對抗病原體和增強免疫系統。

 �+酪�酸 [Imprint ]
� + 酪�酸可⽤於⽀持甲狀腺功能和甲狀腺激素的產⽣，增強能量，幫助減肥，緩解疲勞，改善⽪膚、指甲和頭髮的外
觀。

 �塞羅寧� [Imprint ]
�塞羅寧�是甲狀腺激素三�甲狀腺原�酸 (T3) 的合成版本。這種藥物⽤於治療甲狀腺功能減退症，這是⼀種甲狀腺不能
產⽣⾜�甲狀腺激素的疾病。�也可⽤於幫助縮⼩甲狀腺腫⼤（甲狀腺腫）和治療甲狀腺癌。

 碧蘿芷 [Imprint ]
碧蘿芷，也被稱為法國海洋松樹⽪，提供抗�化⽀持，以促進⾎管健康和完整的⾎管健康。�有助於穩定膠原膜和⾎管完
整性。�可⽤於改善認知功能、增強免疫系統、促進⼼⾎管健康、幫助治療⽿鳴、減少衰⽼跡象、幫助治療注意⼒缺陷多
動障礙 (ADHD) 並幫助治療代謝綜合徵。

 �酸�� [Imprint ]
�酸��，也稱為⼩蘇打，是⼀種天然抗酸劑。�可⽤於幫助治療胃酸反流和⼼臟灼傷、改善尿路感染、增強腎功能、改
善運動表現，並幫助治療痛⾵和其他關節問題。

 �酸� [Imprint ]
�酸�可⽤作抗酸劑，以緩解胃灼熱、胃部不適和消化不良。

 磷 [Imprint ]
磷是在⾝體的每個細胞中發現的必需�物質。�對各種功能都很重要，包括維持強壯和健康的⾻骼、DNA 和 RNA 的形
成、新陳代謝、肌⾁收縮和神經衝動的傳遞。磷可⽤於幫助強化⾻骼和牙⿒、促進排毒、促進消化、減少疲勞和虛弱、促
進荷爾蒙平衡、刺激蛋⽩質代謝、減少運動後的肌⾁疼痛、保持規律的⼼跳、⽀持認知發育、增強細胞修復和促進腎臟健
康。�也可⽤於幫助治療⾻質疏鬆症和尿路感染。

 磷 30CH [Imprint ]
磷，通常稱為⽩磷，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能有助於治療頭暈和頭痛。磷 30CH 還可能有助於緩解流鼻⾎、貧⾎、嘔
吐、噁⼼、出⾎、牙齦炎、牙齦出⾎、反�感冒、反�呼吸道感染、晨吐、潰瘍、肺炎、哮喘、咳嗽、頭痛、喉炎、焦慮
和灼痛。要獲得更⾼的效⼒，請使⽤“Phosphorus 200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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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磷200CH [Imprint ]
磷，通常稱為⽩磷，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能有助於治療頭暈和頭痛。磷 200CH 可以幫助那些感到焦慮和恐懼的⼈，
尤其是在獨⾃⼀⼈時。�還可能有助於緩解咳嗽、感冒和喉炎。 200CH 效⼒對患有急性疾病的⼈有益。對於較低的效
⼒，使⽤“Phosphorus 30CH”。

 磷脂組合 [Imprint ]
磷脂是所有細胞膜的主要脂質成分。當這些脂質被不太健康的脂肪取代時，細胞的完整性可能會受到嚴重損害。具體⽽
⾔，線粒體膜的功能減弱，削弱了其產⽣為所有細胞和全⾝過程提供動⼒的能量的能⼒。該配⽅提供全套磷脂，以提供最
佳的膜功能和線粒體能量產⽣。具體的磷脂是磷脂�膽�、磷脂�⼄醇�、磷脂�⽢油、磷脂�肌醇、磷脂�絲�酸、磷
脂酸、雙半乳糖基⼆�基⽢油�、單半乳糖基⼆�基⽢油�

 磷脂�絲�酸 [Imprint ]
磷脂�絲�酸是⼀種磷脂，是細胞膜的組成部分。⼈體可以製造磷脂�絲�酸，但�需要從⻝物中獲取⼤部分。磷脂�絲
�酸有助於記憶、減緩與年齡相關的認知衰退、⽀持情�和對抗抑鬱症。

 磷脂�絲�酸複合物 [Imprint ]
磷脂�絲�酸複合物將磷脂�絲�酸與銀杏葉、混合⽣育�和 gotu kola 相結合，以⽀持認知功能。�可⽤於保持頭腦和
記憶⼒敏銳，以及幫助治療阿爾茨海默病、與年齡相關的⼼理功能下降、注意⼒缺陷多動障礙 (ADHD) 和抑鬱症。磷脂�
絲�酸複合物也可⽤於提⾼思維能⼒、防⽌運動引起的壓⼒和提⾼運動表現。

 磷脂�膽� [Imprint ]
磷脂�膽�是⼀類磷脂，是⽣物膜的主要成分。磷脂�膽�可⽤於⽀持肝臟健康，保護肝細胞免受毒素損傷，並幫助治療
肝臟疾病，包括酒精性肝脂肪變性、藥物性肝損傷和肝炎。此外，�還可⽤於減少肝臟中的脂肪堆積和肝臟炎症。磷脂�
膽�也可⽤於促進⼤腦健康並⽀持記憶⼒和注意⼒。

 磷蝦油 [Imprint ]
磷蝦油是由南極磷蝦製成的，這是⼀種看起來像蝦的⼩型甲殼類動物。磷蝦主要被鯨⿂⻝⽤。磷蝦油是⼆⼗⼆�六烯酸
(DHA) 和⼆⼗�五烯酸 (EPA) 的極好來源，�們是 omega-3 脂肪酸的⼀種，作為⿂油的替代品越來越受歡迎。磷蝦油含
有蝦⻘素，這是⼀種⿂油中不常⾒的⾊素，具有抗�化和抗炎特性。磷蝦油可⽤於幫助降低膽固醇⽔平、減輕炎症、減輕
關節疼痛和關節炎症狀、降低⽢油三�⽔平、改善⼼臟健康、減輕經前期綜合徵 (PMS) 的症狀和減輕經期疼痛。

 磷酸� 3X [Imprint ]
Natrum Phosphoricum，通常稱為磷酸�，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能對⾝體酸度引起的疾病有益。�可能有助於治療
胃⻝管反流病 (GERD)、消化不良、脹氣、胃酸過多、噁⼼/嘔吐、胃灼熱、腹瀉、腹脹、噯氣和酸反射。�還可能有助於
⾵濕病和緩解肌⾁和關節僵硬和腫脹的症狀。

 �物綠⾊超級⻝品 [Imprint ]
該 IC 是在綠⾊超級⻝品營養�物質補充劑的幫助下創建的 - 混合了螺旋藻、⼩球藻、藻類、苜�草、蒲公英葉、消化酶和
益⽣菌。

 �物複合物 [Imprint ]
�物質複合物⽤於幫助預防可能導致健康狀況不佳的�物質缺乏症。該 IC 是在維⽣素 D3、硼、�、�、銅、�、�、
�、�、鉀、�、矽、釩和�的幫助下創建的。

 祛濕�顆粒 [Imprint ]
祛濕�顆粒已⽤於中藥 (TCM) 增強脾功能，去除體內濕氣，以及減少疲勞。該IC是在⽩朮、茯苓、薯�、黨參、⽢草、蓮
藕、薏苡仁、砂仁、桔梗、⼤⿆、蓮葉和輔酶的幫助下製成的。問題 10。如果�懷孕、患有感冒、⾼⾎壓或糖尿病，請在
使⽤前諮詢�的醫⽣。

 神經 [Imprint ]
Neuro 是⼀種順勢療法，可⽤於幫助治療⼼⾝和⼼⾝蒙⾯疾病，以及其他抑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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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健康 [Imprint ]
神經健康可⽤於幫助改善⼼理健康。�可⽤於⽀持正常的⼼理功能以及神經系統功能。神經健康也可⽤於增加能量和精神
敏捷性，對抗�在⼤腦中的負⾯影響，改善情�，以及提⾼注意⼒和記憶⼒。該 IC 是在⼆�化矽和⽣物素的幫助下製成
的。

 神經康復（急性）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IC 旨在幫助減輕神經疼痛。

 神經康復（急性）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IC 是為修復椎間盤髓核⽽開發的。

 神經⽀持 [Imprint ]
神經⽀持可⽤於幫助⽀持⼤腦健康、增加流向⼤腦的⾎流量、⽀持⼤腦�合、改善認知功能、⽀持⼤腦能量代謝、增強免
疫系統和促進健康的神經元。該 IC 是在核⿈素、��酸�、⼩⽩菊提取物、屠夫掃帚提取物、銀杏提取物、⻑春⻄汀和
辣椒提取物的幫助下製成的。

 神經末梢細胞⽣成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能有助於促進細胞的再⽣及其感覺、運動、綜合和適應性功能。

 神經⺟細胞瘤 2.0 加化療 [Imprint ]
- 
包含：  阿�達�  抗寄⽣蟲  環磷��  DCA  ��達� 還有1...

 神經�基酸 [Imprint ]
Neuro Aminos 是⼀種�基酸組合，可⽀持健康的神經遞質活動、精神功能和提亮情�。�對⽼年⼈有益。�可⽤於改善
認知功能、增加註意⼒、提供頭腦清晰、幫助治療抑鬱症、增強能量和防⽌疲勞。該 IC 是在 DL-�丙�酸、L-⾊�酸、L-
酪�酸、⼄�基-L-⾁�和⽜磺酸的幫助下製成的。

 神經疼痛緩解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可⽤於幫助減輕神經疼痛，特別是對於那些患有與周圍神經病變相關的疼痛的⼈。 
包含：  葉酸 + 維⽣素 B12  尿�

 神經疾病（Rife） [脈衝電磁場]
Rife頻率有助於治療神經系統疾病並減輕神經疼痛。

 神經症 [Imprint ]
- 
包含：  諾麗  桂利�

 神經系統和結腸調節器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於幫助調節神經系統、感覺受體、顱神經、結腸和�物質吸收。�可⽤於改善消化系統以及糾正神經系統功能
的�曲並恢復其完整性。

 神經系統⽀持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於通過感應變化來⽀持控制和與所有⾝體功能的集成。�可能有助於糾正 delta 和 alpha 波，以促進平靜和安寧
的睡眠。�也可⽤於幫助管理�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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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系統重置 [Imprint ]
�靜和平衡草藥、營養素和頻率，以減少交感神經過度興奮和增加副交感神經張⼒。 
包含：  黨參（黨參）  5'-磷酸�哆�（維⽣素 B6 的活性形式）  �鈷�素（維⽣素 B12）  有機�  迷⾛神經放⼤
器 還有5...

 神經纖維瘤 [Imprint ]
神經纖維瘤的主要適應症是良性神經鞘瘤、神經變性、抑鬱和社交能⼒差。

 神經肌⾁再⽣與恢復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幫助⾝體在運動或劇烈的⾝體活動後，或在⾝體受傷、撞擊或衝擊後恢復和恢復活⼒。�可能有助於組織再⽣和
肌⾁恢復，增強肌⾁張⼒，以及緩解肌⾁拉傷、腫脹和創傷。

 神經衰弱（神經衰弱） [Imprint ]
- 
包含：  Delta 睡眠誘導�  �⻄汀

 神經軸 [Imprint ]
Nervoheel ⽤於幫助緩解緊張、焦慮、不安、精神疲憊、情�困擾和易怒。�還可⽤於治療抑鬱症、夜驚、失眠、⼿�不
寧、⾔語障礙、神經疼痛以及經前期綜合徵和更年期引起的壓⼒。

 神經遞質調節劑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於幫助平衡神經系統、所有神經遞質、中腦、⾔語和聽覺中樞。�也可⽤於幫助調節膀胱、⼦宮和卵巢的神
經。神經遞質調節劑還可以幫助處理與抑鬱有關的情�，堅持未治愈或混亂的感覺，以及悲傷。

 秋⽔仙 [Imprint ]
秋⽔仙是⼀種⽤於幫助痛⾵、⾵濕病、癌前病變和癌變、消瘦疾病和腺體腫脹的植物。

 秋⽔仙� [Imprint ]
秋⽔仙�通常⽤於治療和預防痛⾵發作（發作）。�可⽤於幫助治療炎症和疼痛、軟⾻�質沉著症、某些罕⾒疾病（例如
家族性地中海熱、⽩塞病）和微晶發作的急性病例。秋⽔仙�也可⽤於幫助治療急性特發性⼼包炎，與⼼包炎⾸次發作或
複發期間使⽤的常規抗炎治療相關。

 秋葉 [Imprint ]
秋葉精華幫助⼈們從另⼀邊聽到、看到和感受到交流，並對這種指導和交流持開放態度。此外，�還以⼀種⾮常深刻的⽅
式進⼀步強調了放⼿和繼續前進的感覺。這種本質也可以緩解從物質層⾯到精神世界的過渡。

 穀胱⽢�（還原） [Imprint ]
穀胱⽢�是⼀種抗�化劑，由三種�基酸組成：半胱�酸、⾕�酸和⽢�酸。�在多種⽣物功能中發揮重要作⽤，例如毒
素代謝、免疫系統功能、防⽌�化細胞損傷以及回收維⽣素 E 和 C。穀胱⽢�（還原）處於最佳⽣物利⽤度的活性形式。
�可⽤於⽀持肝臟解毒、減少�化應激、增強免疫系統功能、幫助皺紋、對抗⾃⾝免疫性疾病、⽀持傷⼝癒合和緩解疲
勞。

 穆拉穆拉 [Imprint ]
Mulla Mulla 花精⽤於個⼈從熱或⽕燒傷的毀滅性經歷中恢復。這種精華對那些害怕⽕或⽕焰（通常來⾃前世）的⼈有
益，可以減少⽕和太陽光線的負⾯影響，讓⼈們對⽕和熱感到舒適。

 穩定情�狀態 [脈衝電磁場]
⾼頻頻率有助於穩定情�狀態和平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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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波根 [Imprint ]
Isopogon 花精華是為那些⽣活在頭腦中的⼈準備的。�可能會幫助⼀個⼈擺脫他們的思想，阻⽌他們被⾃⼰的智⼒所⽀
配，並需要通過固執來控制他⼈。這種本質將⼀個⼈的情�（即⼼）與他們的思想（即頭腦）重新聯繫起來。此外，�還
可⽤於幫助找回被遺忘的技能和信息，並記住⼀個⼈的過去。

 等滲海⽔ [Imprint ]
等滲海⽔是⼀種營養豐富的溶液，其成分類似於⾎漿。�可⽤於⽀持細胞穩態和補液、幫助睡眠和放鬆、改善消化系統健
康、減少疲勞、⽀持溫和的排毒和刺激細胞再⽣。此外，�可能有助於治療細菌感染、⽪膚病，包括燒傷、濕疹和⽜⽪
癬。該 IC 是在經過微過濾的冷海⽔和⾼⼭泉⽔的幫助下製成的。

 筋膜康復 PEMF 2.0 [脈衝電磁場]
這個PEMF是⽤於結締組織的康復！

 筋膜康復脈衝電磁場 [脈衝電磁場]
這個PEMF是⽤於結締組織的康復！

 筋膜痛 [脈衝電磁場]
筋膜是網狀纖維結締組織，覆蓋著�的肌⾁、神經和器官。這種 PEMF 是在基本頻率的幫助下創建的，這些頻率有助於緩
解筋膜疼痛和功能障礙。

 ⽶穆盧斯 [Imprint ]
Mimulus 是已知恐懼的補救措施。每當�對某事感到害怕或焦慮時，�可以說出“某事”是什�，那� Mimulus 就是�可
以採取的補救措施。 Mimulus 的恐懼無處不在：害怕公開演講、害怕⿊暗、害怕攻擊性的狗、害怕疾病和疼痛。如果恐
懼的原因——無論是蜘蛛、⿃類還是開放空間——可以被命名，恐懼症也可能是 Mimulus 的恐懼。在恐懼症引起真正恐怖
的情況下，“搖滾玫瑰”可能是⾸選。如果恐懼是模糊的，並且在沒有具體原因的情況下存在普遍的焦慮和憂
慮，“Aspen”可能是更好的選擇。 Mimulus 被⽤作我們這些通常容易緊張、膽怯和害羞的⼈的類型或⼈格療法。我們可能
很容易�紅或結結巴巴，...

 粉刺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有助於治療粉刺。 
包含：  蘆�凝膠  克拉黴素  地塞⽶松  潑尼松⿓  ⽜⽪癬 還有1...

 粉紅⾊的穆拉穆拉 [Imprint ]
Pink Mulla Mulla 精華是為那些在⼼靈上遭受過深刻精神創傷的⼈準備的。�提供了深刻的精神治療。此外，Pink Mulla
Mulla 精華是為那些有防備的⼈準備的。他們往往⾮常孤⽴，無法解決傷害、錯誤或不公正，⽽這些傷害、錯誤或不公正
的感受會⾮常深刻。這會影響他們對周圍⼈的態度，並使他們懷疑⼈們的動機，使他們無法休息。他們經常提防⼈們再次
傷害他們，他們可能會通過對別⼈說傷害性的話來保護⾃⼰。他們對周圍的⼈說的話並不總是反映他們的實際感受。這只
是讓⼈們保持安全距離的⼀種⽅式。這種本質可能有助於⼀個⼈的信任和開放。

 粗⾵信⼦ [Imprint ]
粗糙的⾵信⼦花精華可以⽤來幫助⼀個⼈充分⾃然地表達⾃⼰內⼼的愛振動。對於那些善於操縱的⼈和那些故意懷有惡意
並利⽤⼈的⼈來說，這⾮常有⽤。�與袋⿏⽖不同，袋⿏⽖是為那些無意識地傷害或忽視他⼈需求的⼈⽽設計的。粗糙的
⾵信⼦花精華可以幫助⼀個⼈變得更加富有同情⼼和敏感。

 粘蛋⽩酶抑製劑 [Imprint ]
Greg Nigh 博⼠創造了這種草藥組合來抑制稱為粘蛋⽩酶的細菌酶的活性。這種酶提取消化道粘液中的硫，並⽤�來產⽣
硫化�氣體。當⼈們在進⻝後很久仍感到脹氣和腹脹時，這種粘蛋⽩酶的活性可能是潛在的罪魁禍⾸。該IC是在姜根莖提
取物、⽜⾄提取物、⿊孜然粉、⿊胡椒提取物和⽢草根提取物的幫助下製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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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酸 + ⿃�酸 [Imprint ]
精�酸 + ⿃�酸結合了兩種互補�基酸，⽀持蛋⽩質合成、⼀�化�產⽣、肌⾁形成和�解毒。此外，精�酸⽤於合成肌
酸，肌酸是⾻骼肌和⼤腦的重要能量來源。精�酸 + ⿃�酸是劇烈運動後和仍在成⻑的活躍⻘少年的理想選擇。

 精�酸 焦⾕�酸 賴�酸 [Imprint ]
精�酸焦⾕�酸賴�酸是⼀種�基酸混合物，可⽤於提⾼⽣⻑激素⽔平。

 精�酸� + ⽢�酸� [Imprint ]
精�酸� + ⽢�酸�可⽤於增加體內�的吸收，從⽽幫助維持免疫功能、健康的⽪膚、指甲和適當的結締組織形成。�還
可⽤於⽀持神經系統、⼼⾎管系統、⽣殖系統和消化系統，並有助於視⼒、能量代謝、⾻�化和蛋⽩質合成。

 精�酸（赫爾達·克拉克） [Imprint ]
�基酸精�酸是⼀種條件性�基酸，這意味著⾝體會產⽣⾜�的精�酸來滿⾜正常條件下的⾝體需求，但在疾病或創傷的
情況下可能需要額外的量。⽪膚和結締組織中含有⾼濃度的精�酸，有助於防⽌⽪膚變薄和皺紋。精�酸參與從體內去除
�，�幫助⾝體從多餘的�中釋放出來。此外，精�酸保護肝臟免受藥物和化學物質的損害，刺激肝臟再⽣，影響激素分
泌，促進新⾻和肌腱細胞的產⽣過程，促進傷⼝癒合，並通過⿎勵更⼤的能量來幫助⽀持免疫系統。胸腺中的活動，在那
裡產⽣ T 細胞來對抗疾病。

 精神休息 [脈衝電磁場]
該 IC 有助於處理⻑期情�壓⼒，這種壓⼒會不斷重演，這可能會導致注意⼒不集中和睡眠問題。該 IC 可能有助於促進更
⼤的和平、幸福和放鬆。

 精神和情感⽀持（Rife） [脈衝電磁場]
Rife 頻率，以幫助⽀持⼼理和情感健康。

 精神平靜 [Imprint ]
⼼理平靜⽤於幫助緩解壓⼒和與壓⼒相關的疲勞，並促進放鬆和幸福。�可以⽤來提⾼頭腦的清晰度以及提⾼情�、注意
⼒和精⼒。該 IC 是在⼈參、紅景天和蟲草菌絲體的幫助下創建的。

 精神疲勞 [Imprint ]
該 IC 旨在幫助解決與⻑期腦霧相關的問題，也稱為精神疲勞。

 精神緩解劑 [脈衝電磁場]
⾼頻率有助於緩解激動、緊張和不安。

 精神錯亂 [Imprint ]
- 
包含：  Delta 睡眠誘導�  �⻄汀

 糖尿病 [Imprint ]
- 
包含：  多烯基磷脂�膽�  �基⼆�咯���  ⼆甲雙�  肝臟⽀持  �酶 還有2...

 糖尿病 2.0 複合物 [Imprint ]
- 
包含：  ⼆甲雙�  肝臟⽀持  �酶  利拉魯�  ⾎糖平衡 還有1...

 糞桿菌 [Imprint ]
Bacillus Faecalis 是⼀種腸道順勢療法藥物，⽤於幫助治療⾨靜脈功能不全和孤⽴性抑鬱症的肝毒性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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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糠秕⾺拉⾊菌（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治療糠秕⾺拉⾊菌的 Rife 頻率。

 紅三葉草 [Imprint ]
紅三葉草 (Trifolium pratense) 是⼀種開花植物，屬於⾖科植物，在東⻄⽅⽂明的傳統醫學⽂獻中都提到了各種疾病。�
富含異⿈�，這是⼀種可作為植物雌激素（類似於雌性激素雌激素的植物化學物質）的化合物。�可⽤於幫助解決⼥性的
健康問題，如⽉經和更年期症狀、⾻質疏鬆症、關節炎、⼼�病、癌症、⼥性不孕症、濕疹和⽜⽪癬等⽪膚病，以及哮喘
和⽀氣管炎等呼吸系統問題。紅三葉草也可⽤於幫助促進⼥性荷爾蒙平衡。

 紅景天 [Imprint ]
紅景天，⼜稱⾦根或北極根，是⼀種⽣⻑在歐洲和亞洲寒冷、⾼海拔地區的草本植物。�已在傳統醫學中使⽤了數百年，
尤其是在俄羅斯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根被認為是⼀種適應原，�是⼀種幫助⾝體抵抗或應對壓⼒源的物質。紅景天可⽤
於減輕壓⼒、對抗疲勞、幫助減輕抑鬱症狀、增強⼤腦功能、增加記憶⼒、改善運動表現、減少焦慮、⽀持肝臟健康、減
少壓⼒引起的�⻝失調、⽀持免疫功能和幫助控制糖尿病。

 紅板栗 [Imprint ]
紅栗⼦適合那些為他⼈的幸福感到恐懼的⼈——丈夫害怕妻⼦天⿊後獨⾃出⾨；⼀位⺟親擔⼼�的孩⼦在學校可能會發⽣
什�。紅栗⼦恐懼是⾃然的、正常的擔憂，被放⼤到對作為擔憂對象的⼈產⽣負⾯影響的程度，削弱他們的信⼼和⾃信
⼼。當我們處於這種狀態時，紅栗⼦藥幫助我們向我們所愛的⼈發送平靜、無憂無慮的想法，這樣我們就不會讓每個⼈感
到焦慮，⽽是成為別⼈依靠的⽯頭。建議當⼀個⼈對他⼈感到過度關注和擔⼼時。

 紅格雷維利亞 [Imprint ]
Red Grevillea 花精適⽤於那些感到被困或被困在某種情況下，無法繼續前進的⼈，可能是由於經濟或情感原因，即使他
們知道情況對他們不利。�⾮常適合那些過度敏感或過於依賴他⼈的⼈，⿎勵⼤膽、擺脫不愉快情況的⼒量以及對他⼈判
斷的漠不關⼼。這種補救措施也被⽤來排出⾦⿈⾊葡萄球菌感染。

 紅樹莓葉 [Imprint ]
紅覆盆⼦葉是覆盆⼦植物的⼀部分，是⼀種流⾏的⼥性草藥。�已經使⽤了數百年，以幫助改善⼥性的健康並減少與⽉經
和懷孕相關的問題。�可⽤於幫助減少⽉經來潮、縮短分娩時間、⽀持泌乳和減少分娩期間的並發症。紅樹莓葉也可⽤於
幫助緩解⼝腔和咽喉輕度炎症、體重減輕和腹瀉。

 紅甜菜 [Imprint ]
[新的] 甜菜，也稱為甜菜根，是⼀種根莖類蔬菜，具有許多促進健康的特性。�們富含葉酸、�、銅、鉀和纖維等多種營
養素。甜菜可能有助於降低⾎壓、提⾼耐⼒和運動表現、抗炎、改善消化、對抗⾃由基、促進認知功能、⽀持⼤腦健康、
促進肝臟健康和改善關節健康。

 紅百合 [Imprint ]
紅百合花精華以⼀種紮實的⽅式⽤於靈性和與上帝的聯繫，通過意識到發展和維持平衡的⾝體和情感⽣活的必要性，讓⼈
們對他們的靈性有⼀個整體。這種精華與 Sundew 具有相似的特性，感覺分散、不完整、斷開、⽩⽇夢和模糊；但
是，Sundew 適⽤於⽇常⽣活，⽽ Red Lily 則與⼀個⼈的靈性有關。

 紅盔蘭花 [Imprint ]
男⼈可以使⽤紅盔蘭花精華來幫助他們與孩⼦建⽴聯繫，並幫助他們意識到需要騰出時間陪伴家⼈。任何⽗親問題未解決
或對權威⼈物有叛逆態度的⼈也可以使⽤�。紅盔蘭精可以幫助⼀個⼈更加尊重和體貼。

 紅⾊蘇⽡素馨花 [Imprint ]
紅⾊蘇⽡素馨花精華⽤於幫助應對巨⼤的情�強度，當⼀段關係即將結束、接近結束或經歷⼀段⾮常困難的時期時，⼈們
可能會經歷的麻煩和艱⾟。�也可以⽤來幫助處理因失去親⼈⽽感到的最初的巨⼤痛苦和悲傷。這種精華有助於⼀個⼈感
到平靜和養育，以及精細的內⼼平靜和應對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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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菠菜 [Imprint ]
紅菠菜，也稱為�菜，是⼀種蔬菜，是印度各地的主⻝。紅菠菜是⼀種很好的營養來源，也可⽤於藥⽤。�可⽤於改善消
化、治療貧⾎、改善視⼒、預防腎臟疾病、改善頭髮健康、治療痢疾、幫助減肥、改善⽪膚外觀、減少⿊眼圈、增強免疫
系統功能、改善⾻骼強度、增強能量、防⽌過早變⽩，改善⼼臟健康。

 紅醋栗 [Imprint ]
紅醋栗或紅⾊葡萄乾是醋栗家族的成員，原產於⻄歐。�是維⽣素 C 的豐富來源。紅醋栗可⽤於幫助促進紅細胞形成、增
強免疫功能、改善⽪膚狀況、緩解便秘、增加⾻骼強度、促進⼼臟健康、增加新陳代謝和減少衰⽼跡象.

 納曲� [Imprint ]
納曲�是⼀種常規⽤於治療阿⽚成癮的藥物。然⽽，在低劑量納曲�治療 (LDN) 中，�⽤於治療多種⾃⾝免疫性疾病，並
且也常⽤於癌症治療。 LDN 是⼀種免疫調節劑，因此適⽤於任何以免疫反應不平衡為特徵的疾病。 LDN 的⽣理作⽤是增
加內��的產⽣，內��是⼈體的天然“感覺良好”分⼦。通過這種⽅式，LDN 也可以對抑鬱症和整體健康產⽣積極影響。

 納⾖激酶 [Imprint ]
納⾖激酶是⼀種從⽇本傳統⻝品“納⾖”中提取的酶。納⾖是⽤納⾖芽�桿菌發酵煮熟的⼤⾖製成的。納⾖傳統上⽤於治療
與⼼臟和⾎管有關的疾病。�可⽤於降低⾎壓、降低膽固醇、幫助緩解胸痛（⼼絞痛）、治療動脈粥樣硬化、改善⾎液循
環、降低壞膽固醇（LDL）和增加好膽固醇（HDL）、降低⾎液粘度和減少炎症。

 純素蛋⽩質混合物 [Imprint ]
素⻝蛋⽩質混合物富含營養素、�基酸、蛋⽩質、纖維和抗�化劑。�可⽤於幫助增加體內蛋⽩質、促進肌⾁⽣⻑（即肌
⾁肥⼤）、⽀持肌⾁恢復、改善運動後的恢復、控制體重、減少飢餓感和降低⾼⾎壓。這個 IC 是在南⽠⼦、亞麻⼦和葵
花⼦的幫助下製成的。

 索⾺魯� [Imprint ]
索⾺魯�是⼀種類似於腸促�島素的藥物，腸促�島素是⼀種體內天然激素，有助於控制⾎糖、�島素⽔平和消化。索⾺
魯�可與適當的�⻝和運動⼀起使⽤，以控制患有 2 型糖尿病的成⼈的⾼⾎糖⽔平。患有 2 型糖尿病和⼼�病的成年⼈也
可以使⽤�來降低因⼼�病發作或中⾵⽽死亡的⾵險。此外，⼀項 2021 年的研究稱讚 semaglutide 是⼀種治療肥胖
的“遊戲規則改變者”藥物，經過試驗表明，除了⽣活⽅式乾預外，服⽤ semaglutide 的肥胖參與者平均減輕了 14.9% 的
體重。

 紫 9X ⽵鹽 [Imprint ]
Purple 9X Bamboo Salt 是⼀種健康鹽，含有 80 多種微量�物質。與紫⾊ 9x ⽵鹽相關的健康益處包括在體內創造 pH �
平衡、控製糖尿病、幫助減肥、改善膽固醇⽔平、穩定⾎壓、清除體內毒素、促進⽿�健康、減少關節和肌⾁疼痛、改善
消化和腸道功能，幫助便秘，減少化療副作⽤，預防細菌和真菌感染，緩解牙痛，幫助胸痛，改善敏感⽪膚。�還可⽤於
幫助治療鼻炎和鼻竇炎、喉�痛、腎病、⽪膚病、⽩內障和眼病、關節炎和痛⾵。紫⾊ 9X ⽵鹽也被證明具有抗癌、抗病
毒、抗炎和抗胃的特性。

 紫晶 [Imprint ]
紫⽔晶是⽯英的紫⾊品種，被認為是最強⼤和保護性最強的⽯頭。�可能有助於增強直覺和靈性，防⽌負⾯能量，平靜⼼
靈和精神，改善夢想，減少憤怒和焦慮，平衡情�。�連接第三隻眼和頂輪。

 紫檀芪 [Imprint ]
紫檀芪是⼀種天然存在於各種植物和堅果中的抗�化劑，包括藍莓、葡萄葉、杏仁和花⽣。�是⼀種甲基化⼆�⼄烯，具
有類似於⽩藜蘆醇（⼀種多�）的結構和作⽤。通常�⽤於幫助治療糖尿病和⾎糖升⾼、⼼⾎管健康和認知功能。�還可
⽤於幫助⽀持減肥、減少炎症、改善記憶⼒和控制⾎壓⽔平。紫檀芪也可能在 DNA 修復中發揮作⽤，從⽽促進健康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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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膠 200k [Imprint ]
Lac Caninum，或俗稱⺟狗奶，是⼀種順勢療法藥物，⽤於治療經前綜合症 (PMS)、經痛、經期問題、經期乳房疼痛、
疣、眩暈、交替兩側疼痛的頭痛、偏頭痛、疼痛喉�，⽩喉症狀，⾵濕病，關節炎，坐⾻神經痛和虛弱。�也可⽤於幫助
⾃信⼼低下、⾃尊⼼差、恐懼和焦慮的⼈。

 紫草葉 [Imprint ]
[新的] 來⾃紫草植物 (Symphytum officinale) 的紫草葉傳統上⽤於草藥，因為�們具有抗炎和�痛的特性。紫草葉可能有
助於緩解炎症、改善免疫系統、減輕疼痛、改善⽪膚、強化⾻骼、促進傷⼝癒合並增強呼吸系統健康。

 紫荊花 [Imprint ]
抗改變或不願嘗試新想法的⼈可能會使⽤紫荊花精華。這種本質可能有助於接受新的�念和想法，變得更加開放，並學會
更多地接受周圍的⼈。

 紫錐菊 [Imprint ]
紫錐菊⽤於刺激輕微感染的防禦機制，並⽤於緩解感染引起的症狀，如炎症、發燒和腫脹。還可⽤於治療流感樣感染、⽪
膚病、免疫弱點、咽炎、癤、膿腫、痰、中毒、牙齦炎、⼝腔炎、鼻竇炎、腸胃炎、⼩腸結腸炎、膀胱炎、腎盂炎、陰道
炎、附件炎、腎⼩球腎炎、⾻髓炎、中⽿炎、腦膜炎、單核細胞增多症和乳腺炎。

 細胞信號傳導�動⼦ [Imprint ]
該 IC 是在活性�化還原信號分⼦的幫助下製成的。這些分⼦可⽤於幫助增強細胞之間的交流、改善免疫系統功能、⽀持
⼼⾎管健康、維持健康的炎症反應、改善腸道健康和消化酶的產⽣、使細胞恢復活⼒並⽀持健康。

 細胞和器官淨化器（Solfeggio） [聽得⾒]
這種視唱頻率可⽤於幫助清除細胞和器官中的毒素。�也可以⽤來幫助提⾼解決問題的能⼒和情感表達。為獲得最佳效
果，每周⾄少聽 3 次 IC，每次⾄少 15 分鐘，持續 4-6 週。將⾳量調節到舒適的中等/低⽔平。

 細胞排毒 [Imprint ]
細胞排毒可⽤於幫助從細胞和⾝體整體去除毒素。�也可⽤於幫助減少炎症和增加⾝體所需營養的吸收。該 IC 是在沸⽯
和維⽣素 C 的幫助下製成的。

 細胞活性⽀持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於幫助細胞正常代謝和發揮功能，尤其是當環境毒素在體內積聚並⼲擾細胞活動時。

 細胞能量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於幫助處理能量產⽣並糾正與糖、光⼦（光）、聲⼦（聲⾳）和⾮極性磁能相關的過程。�可能有助於呼吸、
排泄、地理壓⼒、新陳代謝和疲勞。

 細胞能量提升 [Imprint ]
[新的] 細胞能量提升可能有助於提⾼能量⽔平、⽀持線粒體功能並促進⼼⾎管功能。該 IC 是在⿈芪、輔酶 Q10、冬蟲夏
草、R-alpha 硫⾟酸、靈芝、紅景天、⽩藜蘆醇、�咯��� (PQQ)、納⾖激酶、槲⽪素和番茄紅素的幫助下製成的。

 細螺旋體 [Imprint ]
卡尼科拉鉤端螺旋體的主要適應症包括鉤端螺旋體病（⾱爾⽒病）、流感樣症狀、頭痛、發燒、極度疲勞、腹痛、噁⼼、
腹瀉、關節痛、⼼悸、呼吸窘迫、⿈疸、淋巴腺腫⼤、脾臟腫⼤、腫⼤肝臟、聽⼒損失、⽪疹、⾎管炎症、⼼�病、低⾎
壓、⾎⼩板計數低、出⾎、貧⾎、肝腎損傷、焦慮、情�波動、易怒和混亂。

 終極癌症殺⼿組合 [Imprint ]
- 
包含：  抗寄⽣蟲  環磷��  達拉⾮尼  EGCg（綠茶提取物）  ��達� 還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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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極⿈體�霜 3.0 [Imprint ]
這款 IC 含有草藥和真正的微粉化⿈體�霜！�是我們必須提供的最強的孕激素助推器。將其印⼊椰⼦油或凡⼠林或任何
純基礎奶油中，然後將其塗抹在膝蓋後部，那裡有很多巨⼤的⾎管。 
包含：  ⿈體�混合霜  ⿈體�霜  ⿈體�

 組�剋星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降低組�⽔平。將其與“Allergy Extreme”IC 複合物結合使⽤。

 結核 [Imprint ]
- 
包含：  多烯基磷脂�膽�  �基⼆�咯���  諾麗  刺槐

 結締組織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於幫助恢復筋膜中的能量⽔平和流動，以便在整個⾝體場中進⾏準確的信息傳輸。�可⽤於⽀持⾝體能量⽔
平，同時處理毒素、病原體和強烈的情�挑戰。

 結締組織PEMF [脈衝電磁場]
這個PEMF是⽤於結締組織的康復！

 結腸和便秘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於幫助治療結腸和便秘。

 結腸炎 [Imprint ]
- 
包含：  美⾙維林  屈他維林

 結腸炎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可幫助治療結腸炎，這是⼀種以結腸內層發炎為特徵的疾病。

 絕經 [Imprint ]
- 
包含：  Delta 睡眠誘導�  �⻄汀  桂利�

 綜合多種維⽣素和�物質配⽅ [Imprint ]
維⽣素和�物質 
包含：  ⽣物類⿈�複合物  輔酶 Q10  脂質體維⽣素 D3 + K2  葉⿈素 + ⽟⽶⿈質  �加 還有18...

 綠⾊療法 [Imprint ]
綠⾊藥材不是由花製成，⽽是由傳統綠⾊藥草的莖和葉製成。�⽤於協調任何內部酵⺟、黴菌或寄⽣蟲，使�們具有與⼈
體相同的振動。綠⾊療法可以幫助⼀個⼈克服與腸道和⽪膚疾病相關的情�困擾，從⽽讓⼀個⼈感覺煥然⼀新。

 維拉帕⽶ [Imprint ]
維拉帕⽶是⼀種�通道阻滯劑，常⽤於治療⾼⾎壓和胸痛（⼼絞痛）。�也⽤於治療快速⼼率（⼼動過速）。維拉帕⽶在
標籤外被⽤作偏頭痛的預防性治療，有證據表明�可以提⾼化療在阻⽌腫瘤進展⽅⾯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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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頓提取物 [Imprint ]
Viviaton 提取物由多種藥⽤植物製成，含有 207 種成分（其中 33 種為抗�化劑）。�被認為是⼀種硼光譜抗病毒和抗菌
劑。可⽤於激活抗�化酶系統，改善⽪膚⽑細⾎管淋巴和⾎液的微循環，恢復組織，改善呼吸，促進全⾝恢復活⼒，對神
經系統產⽣�靜作⽤，有助於減輕壓⼒和抑鬱，減少炎症和疼痛，以及促進⽪膚細胞、肌⾁和⾻組織的恢復。�還可⽤於
幫助實現體內最佳的酸�平衡，以及在各種疾病導致的嚴重⾝⼼超負荷後恢復⾝體。

 維⽣素 B 複合物 [Imprint ]
維⽣素 B 複合物是 B 族維⽣素的組合，旨在⽀持細胞、⼼⾎管、神經和⼼理健康。�可⽤於幫助提⾼能量、改善新陳代
謝、促進神經系統健康、幫助情�健康、幫助紅細胞的產⽣、維持⼼⾎管健康和減少⽉經不適。該 IC 是在維⽣素 B1（硫
�素）、維⽣素 B2（核⿈素）、維⽣素 B3（�酸）、維⽣素 B5（泛酸）、維⽣素 B6、維⽣素 B12、⽣物素和葉酸的幫
助下製成的。

 維⽣素 B12 [Imprint ]
維⽣素 B12，也稱為鈷�素，是⼀種⽔溶性維⽣素，通過髓磷脂的合成和紅細胞的形成，在⼤腦和神經系統的正常功能中
發揮著關鍵作⽤。�是⼋種 B 族維⽣素之⼀。�參與⼈體每⼀個細胞的新陳代謝，尤其影響DNA合成、脂肪酸和�基酸代
謝。沒有任何真菌、植物或動物能�產⽣維⽣素 B12。只有細菌和古細菌具有合成所需的酶。 B12 的⼀些重要來源包括動
物產品、強化⻝品和膳⻝補充劑。 B12 是最⼤且結構最複雜的維⽣素，在⼯業上只能通過細菌發酵⽣產。這種 B12 ⽤於
強化⻝品和補充劑。�還通過維⽣素 B12 全合成合成⽣產。

 維⽣素 D3 [Imprint ]
維⽣素 D3 ⽤於⽀持健康的免疫系統、⾻骼健康、甲狀腺功能和牙⿒健康。此外，維⽣素D3有助於�的吸收。

 維⽣素B1 [Imprint ]
維⽣素 B1，也稱為硫�素，是第⼀個被發現的 B 族維⽣素。�是⼀種⽔溶性維⽣素，可幫助⾝體將⻝物（�⽔化合物）
轉化為燃料（葡萄糖），從⽽為⾝體提供能量。維⽣素 B1 還可以增強免疫系統，幫助⾝體應對壓⼒情況。�可⽤於幫助
預防阿爾茨海默病、⽀持健康的神經系統、促進能量產⽣、提⾼�島素⽔平、降低患⼼臟病的⾵險並改善記憶⼒。

 維⽣素B2 [Imprint ]
維⽣素 B2，也稱為核⿈素，是⼀種⽔溶性維⽣素，對⾝體的各種功能都很重要。�天然存在於各種⻝物來源中，例如雞
蛋、堅果、綠⾊蔬菜和⾁類。維⽣素 B2 是⽣⻑和整體健康所必需的。�可⽤於幫助代謝葡萄糖、維持⾝體能量供應、⽀
持紅細胞⽣成、促進眼睛健康和視⼒，以及緩解偏頭痛。

 維⽣素B6 [Imprint ]
維⽣素 B6，也稱為鹽酸�哆醇，⽤於幫助治療⾼⽔平的同型半胱�酸和炎症、貧⾎、抑鬱、睡眠問題、⽪膚問題、甲狀
腺疾病、精神錯亂、焦慮和疲勞。

 維⽣素C [Imprint ]
維⽣素 C，即抗壞⾎酸，可能是所有維⽣素中最廣為⼈知但最不為⼈知的⼀種。由諾⾙爾獎獲得者 Linus Pauling 博⼠倡
導，並受到許多營養愛好者的倡導，維⽣素 C 確實是⼈類⽣命所必需的迷⼈⽽重要的營養素（或微量營養素）。維⽣素 C
有助於保護細胞並保持�們的健康。�還參與⽣產膠原蛋⽩，維持健康的結締組織，對⽪膚、⾻骼和⾎管等組織和器官的
⽀撐和結構很重要。”維⽣素 C 有助於傷⼝癒合，攝⼊維⽣素 C 可以增加數量我們可以從羽⾐⽢藍、⻄蘭花和⾖芽等植物
中吸收的鐵。維⽣素 C 是許多抗�化劑之⼀，可以防⽌有害分⼦（稱為⾃由基）以及有毒化學物質和�染物（如⾹煙煙
霧）造成的損害。研究表明⾃由...

 維⽣素D + 維⽣素K + 維⽣素E [Imprint ]
[新的] 維⽣素 D + 維⽣素 K + 維⽣素 E 的組合可能有助於促進�的吸收，⽀持健康的⾻骼和牙⿒，改善情�並增強免疫系
統功能。該 IC 是在維⽣素 D（如膽�化醇）、維⽣素 K（如甲�� 4）和維⽣素 E 的幫助下製成的。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vivaton-extract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b-complex-plus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vitamin-b12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vitamin-d3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vitamin-b1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vitamin-b2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vitamin-b6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vitamin-c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vitamin-d-vitamin-k-vitamin-e


 維⽣素E [Imprint ]
維⽣素 E 是⼀種必需的脂溶性維⽣素，具有強⼤的抗�化特性，在各種⾝體過程中發揮著關鍵作⽤。在 8 種化學形式
中，α-⽣育�是最適合⼈類的⼀種。維⽣素 E 可⽤於幫助增強免疫系統功能、減少�化應激標誌物、降低⼼臟病⾵險因
素、改善視⼒、對抗炎症、治癒傷⼝、改善⽪膚健康和控制痛經（疾病的特徵是嚴重和頻繁⽉經來潮時的痙攣和疼痛）。
該 IC 是以 在 α-⽣育�形式的維⽣素 E 幫助下製成的。

 維⽣素K [Imprint ]
維⽣素 K 是⼀種重要的脂溶性維⽣素，在健康的許多⽅⾯都發揮著核⼼作⽤。�有助於⾻蛋⽩和凝⾎因⼦的形成。維⽣素
K 可以幫助建⽴強壯的⾻骼、確保健康的⾎液凝固、促進⼼臟健康和增強⼤腦功能。

 維⽣素K2 [Imprint ]
[新的] 維⽣素 K 是⼀種必需的脂溶性維⽣素，是⾎液凝固等各種⾝體過程所必需的。維⽣素 K 有兩種主要形式： 維⽣素
K1（葉綠�）存在於綠葉蔬菜等植物性⻝物中；和維⽣素 K2（甲��）存在於動物產品和發酵⻝品中。維⽣素 K2 可能
有助於強化⾻骼、提⾼⾻密度、預防⼼臟病和增強牙⿒健康。

 緊張的興奮 [Imprint ]
- 
包含：  Delta 睡眠誘導�  桂利�

 緊急補救措施 [Imprint ]
緊急補救措施可能有助於緩解情�不安、恐慌和恐懼。在極度壓⼒或個⼈危機期間，�可以提供安慰、勇氣和安⼼。此IC
是在天使之劍、克羅伊亞、野蠻⼒量的狗玫瑰、流蘇紫羅蘭、灰蜘蛛花、茅膏菜和Waratah的花精的幫助下創建的。

 線粒體優化劑 [Imprint ]
[新的] 線粒體優化劑可能有助於⽀持線粒體功能和健康，促進健康的認知功能，增強記憶⼒，促進⼼⾎管健康。該 IC 是在
⼄�左旋⾁�、銀杏葉、⽇本虎杖、輔酶 Q10、R-α 硫⾟酸、葡萄�和�咯並���的幫助下製成的。

 線粒體助推器 [Imprint ]
該 IC 是為⽀持線粒體⽽創建的！ 
包含：  亞甲藍  線粒體能量⽀持  NADH+  煙��核�  Sanopal A5H 還有1...

 線粒體⽀持 [Imprint ]
[新的] 線粒體⽀持可能有助於增強線粒體功能並促進 ATP 的產⽣。此外，�可能有助於增加能量、⽀持排毒和促進細胞更
新。該 IC 是在特定的富裡酸提取物的幫助下製成的。

 線粒體能量⽀持 [Imprint ]
線粒體能量⽀持對那些需要能量提升的⼈是有益的。�可⽤於促進健康的線粒體功能，抑制細胞糖基化和�化，促進細胞
能量產⽣，促進新線粒體的產⽣，通過抑制⾃由基的作⽤來保護線粒體，並抑制炎症因⼦以⽀持細胞健康。該 IC 是在肌
�、l-⽜磺酸、�磷硫�、R-硫⾟酸、�咯並��� (PQQ) 和 5'-磷酸�哆�的幫助下製成的。

 緩衝維⽣素 C [Imprint ]
緩衝維⽣素 C 提供維⽣素 C 的所有益處；但是，�對胃更容易。�對敏感個體以及消化系統受損的個體有益。該 IC 是在
維⽣素 C 和緩衝�物質�、�和鉀的幫助下製成的。

 緩解壓⼒ [Imprint ]
這種緩解壓⼒的補救措施可⽤於暫時緩解緊張和壓⼒的輕微症狀，例如：煩躁、輕微的情�變化、暫時的焦慮和偶爾的失
眠。該 IC 是在以下物質的幫助下創建的：Cimicifuga racemosa、Cocculus indicus、Cypripedium pubescens、
Ignatia amara、Lilium tigrinum、Passiflora incarnata、Platinum metalum、Valeriana Officinalis、Zincum
valeriani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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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緩解壓⼒的益⽣菌 [Imprint ]
緩解壓⼒的益⽣菌是有益益⽣菌菌株的混合物，可在壓⼒下⽀持腸道微⽣物組。�可能被⽤來在壓⼒期間促進健康的腸道
�障功能。該 IC 是在嗜酸乳桿菌、唾液乳桿菌、乾酪乳桿菌、雙歧雙歧桿菌、乳雙歧桿菌、乳酸乳球菌、植物乳桿菌和
副乾酪乳桿菌的幫助下製成的。

 緩解疼痛 [Imprint ]
這種⽌痛藥可⽤於肌⾁疼痛僵硬、減少瘀傷和因受傷引起的輕微腫脹。該IC是在以下物質的幫助下創建的：⼭⾦⾞蒙⼤拿
和毒漆樹。

 繡球根 [Imprint ]
繡球花是屬於繡球科的植物。這種植物富含�、�、鉀、鐵和磷等�物質。繡球根富含類⿈�（如槲⽪素），傳統上被⽤
作治療各種疾病的草藥，包括尿路感染（UTI）和腎結⽯。�還可⽤於幫助減輕炎症、治療前列腺和膀胱感染、縮⼩前列
腺肥⼤的⼤⼩、改善腎臟健康、降低⾎糖⽔平、保護肝臟、對抗寄⽣蟲感染、減輕類⾵濕性關節炎和痛⾵的疼痛，並增強
免疫系統功能。

 纈草 [Imprint ]
縱觀歷史，纈草根⼀直被⽤作助眠劑。此外，�已被⽤於幫助緩解焦慮和作為肌⾁鬆弛劑。纈草可⽤於平息⼀些⼥性在⽉
經期間經歷的⼦宮肌⾁收縮。

 纖細的稻花 [Imprint ]
細⽶花精華是為那些種族主義者、⼼胸狹隘和缺乏謙遜的⼈準備的。當個⼈⾃我妨礙時，這種本質可⽤於團體和諧和衝突
解決。�允許⼈們為了共同利益⽽進⾏更多的合作。此外，這種本質可以使⼈意識到所有⼈的共同神性。

 纖維瘤擺（⽪膚標籤） [Imprint ]
纖維瘤擺的主要適應症是結締組織異常，缺乏⾃愛，缺乏健康邊界，⼿術切除纖維瘤或結締組織其他⽣⻑後預防惡性腫
瘤，刺激結締組織再⽣和解毒，去除死結締組織和�痕組織（前）癌症狀況和�島素抵抗。

 纖維肌痛（Rife） [脈衝電磁場]
常⾒的頻率可能有助於纖維肌痛，這是⼀種以全⾝肌⾁疼痛和關節疼痛以及疲勞為特徵的神經系統慢性疾病。

 缺�耐⼒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可⽤於⽀持�氣吸收和緩解呼吸急促。如果�有呼吸急促、胸痛、腿痛等症狀，請務必諮詢醫⽣。 
包含：  促紅細胞⽣成素 (EPO)  肌酸  �性緩衝肌酸  �⻄汀  N-⼄�半胱�酸 還有1...

 罌粟 30C [Imprint ]
罌粟或罌粟是⼀種順勢療法藥物，主要⽤於便秘。�還可⽤於幫助控制頭部受傷、尿瀦留（尤其是⼿術後）、麻⽊、失眠
和劇烈疼痛。這種療法也可⽤於幫助那些患有恐懼症、創傷後應激障礙 (PTSD)、成癮以及悲傷和失落等疾病的⼈。

 羅伊⽒乳桿菌 [Imprint ]
羅伊⽒乳桿菌是⼀種⽣活在腸道中的益⽣菌。�可⽤於幫助降低幽⾨螺桿菌⽔平、改善腸道健康、⽀持健康的膽汁代謝、
降低膽固醇⽔平、增強免疫系統功能、⽀持⼼臟健康、減少炎症、對抗感染以及促進⽪膚和頭髮健康。該 IC 是在羅伊⽒
乳桿菌和維⽣素 D3 的幫助下製成的。

 美容Booster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於幫助⽀持⽪膚⽔合作⽤和質地。�也可⽤於刺激膠原蛋⽩的產⽣，從內部滋潤⽪膚，使⽪膚豐滿，使⽪膚煥
發年輕光彩。

 美沙� [Imprint ]
美沙�是⼀種阿⽚類�痛藥，最常⽤於治療慢性疼痛。�還⽤於使⼈們遠離其他濫⽤的阿⽚類藥物。強烈警告不要將美沙
�與酒精結合使⽤。因此，�酒後 6 ⼩時內不要使⽤美沙� 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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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維林 [Imprint ]
美⾙維林⽤於治療與腸易激綜合徵 (IBS) 相關的症狀，例如胃痛和痙攣、腹脹、腹瀉或便秘以及脹氣。

 美⿏李浸膏 [Imprint ]
Cascara sagrada 屬於刺激性瀉藥。�刺激⼤腸內壁平滑肌的收縮。該 IC 適⽤於任何患有急性或慢性便秘的⼈。作為
IC，⻑期使⽤的依賴⾵險⼤⼤降低。然⽽，那些在停⽌ IC 後便秘復發的⼈應該尋求更全⾯的腸道動⼒恢復治療計劃。

 �基� [Imprint ]
�基�, 是⼀種被歸類為抗代謝物的藥物，可阻⽌細胞製造和修復 DNA。�基�可⽤於�狀細胞病、原發性⾎⼩板增多
症、慢性粒細胞⽩⾎病 (CML) 和宮頸癌。

 ��� [Imprint ]
���被歸類為抗炎藥和抗瘧疾藥。�可⽤於幫助減輕關節疼痛、僵硬和腫脹的症狀。���也可⽤於幫助治療類⾵濕性
關節炎、系統性紅斑狼瘡和兒童關節炎。

 �甲基丁酸� (HMB) [Imprint ]
�甲基丁酸 (HMB) 是�基酸亮�酸的天然代謝產物。研究表明，補充 HMB 可能對⾝體有益。�可⽤於幫助促進肌⾁⽣
⻑、減少肌⾁損失、改善肌⾁⼒量和⾝體成分、減緩肌⾁疲勞、改善運動恢復和燃燒脂肪。

 �考� [Imprint ]
�考�是世界上使⽤最廣泛的阿⽚類⽌痛藥。�⽤於治療急性和慢性疼痛，包括背痛、關節痛、⼿術後疼痛、牙痛、癌症
相關疼痛和許多其他疼痛狀況。

 �鈷�素（維⽣素 B12） [Imprint ]
�鈷�素是維⽣素 B12 的⼀種獨特形式，�更容易在體內轉化為甲基鈷�素和腺�鈷�素（維⽣素 B12 的兩種輔酶形
式）。因此，�鈷�素可作為維⽣素 B12 的有效廣譜形式。�鈷�素通常⽤於幫助治療嚴重缺乏維⽣素 B12 的⼈。

 ⽼⼈班克斯 [Imprint ]
⽼⼈班克⻄亞精華⾮常適合那些因挫折⽽感到疲倦、沮喪和沮喪的⼈。這種本質可能有助於為具有冷漠性格的⼈的⽣活帶
來⽕花。⽼⼈班克蘭精華更新⽣活熱情、⽣活興趣、享受⽣活。

 耐⼒和腎上腺⽀持 [Imprint ]
該 IC 由⽣物素、泛酸（維⽣素 B5）、�、�、銅、南⾮醉茄、迷迭⾹、柑橘類⽣物類⿈�混合⽽成。該配⽅旨在為腎上
腺健康和功能提供全⾯⽀持。考慮�是早晨疲勞、全⾝疲勞、鹽渴望或低⾎壓的情況。

 耐⼒訓練⼒量 [Imprint ]
這個綜合體旨在提⾼運動表現。 
包含：  肌酸  必需�基酸  ⽣⻑激素  運動員的能量劑  促紅細胞⽣成素 (EPO) 還有2...

 耐⼒訓練⼒量 [Imprint ]
該 IC 複合體可⽤於幫助提⾼運動表現。 
包含：  必需�基酸  運動員的能量劑  促紅細胞⽣成素 (EPO)  銀杏  �性緩衝肌酸 還有1...

 ⽿垢（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垢的Rife頻率，也稱為⽿垢。

 ⽿�感染補救措施 [Imprint ]
Ear Infection Remedy 含有兩種活性成分：����，⼀種抗細菌和真菌的抗感染劑，以及�⽶松，⼀種⽤於減少炎症和
瘙癢的⽪質類固醇。這種組合可⽤於幫助治療外⽿炎症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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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聾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可幫助⽿聾。

 ⽿聾（部分到完全） [脈衝電磁場]
盛⾏頻率以幫助⽿聾（部分到完成）。

 ⽿鳴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可幫助治療⽿鳴（⽿鳴）。

 ⽿鳴殺⼿複合體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含有⽀持⽿�健康的物質。請結合有聲IC“⽿鳴”。 
包含：  銀杏  ⾦葉銀杏提取物  ⼈參  潑尼松⿓  碧蘿芷 還有1...

 ⽿鳴⻑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治療⽿鳴。

 ⽿鳴（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鳴的Rife頻率，⽿鳴是⽿鳴。

 聖裘德與⽣命的本質 [Imprint ]
該 IC 旨在幫助在精神和多個層⾯上進⾏加速康復。�也可⽤於幫助治療昆蟲叮咬、輕微瘀傷和⼩燒傷，但對嚴重和持續
存在的問題有益。�與所有其他治療程序兼容。

 聲帶麻痺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可幫助治療聲帶麻痺，這種麻痺發⽣在⼀條或兩條聲帶無法移動時。

 聽⼒⽀持 [脈衝電磁場]
聽⼒⽀持可⽤於幫助喚醒負責聽⼒的⾝體感受點。�可⽤於改善聲⾳振動的感覺以及消除“不想听到”情�的障礙。

 ⾁桂 [Imprint ]
Cinnamomum Homaccord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治療⽉經過多（⼤量⽉經出⾎）、出⾎和治療有出⾎傾向
的⼈。

 ⾁桂 [Imprint ]
⾁桂是從⾁桂科樹⽊的內部樹⽪中提取的，其藥⽤價�已被使⽤了數千年。⾁桂可⽤於幫助降低 2 型糖尿病患者的⾎糖⽔
平、緩解消化問題、改善⼼臟健康和減少炎症。

 ⾁桂和茯苓混合物 [Imprint ]
桂枝茯苓丸（桂枝茯苓丸）是⼀種中藥組合，⽤於活⾎化瘀，減少腹部固定腫塊。�也可⽤於幫助治療腹脹、腹部壓痛、
閉經（伴有疼痛或膨脹）、腰痛、⼦宮內膜異位症、痔瘡、不孕症、更年期症狀、⽉經痛、⽉經不調、盜汗、卵巢囊腫、
慢性盆腔炎疾病、前列腺肥⼤、⼦宮肌瘤（有或無出⾎）和⼦宮出⾎（功能失調）。此IC是在芍藥、紅芍（紅牡丹/⾚
芍）、⾁桂（桂枝、桂枝）、茯苓（茯苓、茯苓、茯苓/茯苓）、牡丹⽪（樹牡丹/牡丹⽪），桃仁（桃仁，桃仁），⽩芍
（⽩芍/⽩芍），丹參（丹參/丹參），⼤⿈（中國rhubarb / Da huang) 和 Sparganii rhizoma (Sparganium, Bur Reed...

 ⾁毒桿菌中毒 [Imprint ]
⾁毒桿菌中毒是⼀種由⾁毒梭菌產⽣的麻痺神經毒素。這種疾病始於虛弱、視⼒模糊、感覺疲倦和說話困難。其他症狀包
括⼝乾咽乾、肌⾁無⼒和麻痺、循環無⼒、眼睛對光敏感、⼼跳緩慢、體位性低⾎壓、便秘、胃痙攣和疼痛、⼿�冰冷、
僵硬和麻⽊，以及關節疼痛。⾁毒桿菌中毒的症狀與萊姆病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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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芽腫凹痕（Rife） [脈衝電磁場]
⾁芽腫凹痕的 Rife 頻率。�也可⽤於其他類型的⾁芽腫。

 ⾁芽腫牙科 [Imprint ]
⾁芽腫牙科的主要適應症是牙囊腫或膿腫、慢性牙根炎症、膿液形成、（悸動）牙痛、⼝腔病變、被忽視的蛀牙、肌⾁和
神經疼痛、頭痛（眼部區域、偏頭痛）、咀嚼時不適、溫度敏感牙⿒、腎臟和⼼�病、⼼悸、⼝臭、發燒、頸部淋巴結腫
⼤、⽔腫和⾎液中毒。

 ⾁蓯蓉 [Imprint ]
⾁蓯蓉，⼜名⾁蓯蓉，綽號“沙漠⼈參”，是⼀種⻑期⽤於中藥治療各種健康問題的植物。可⽤於強腎壯陽，益精⾎，增強
免疫⼒，增強腦功能，增加精⼒，抗疲勞，改善性健康和耐⼒，提⾼睾丸激素，延年益壽。�也可⽤於幫助治療陽痿、⼥
性不育、⽉經過多和⽼年性便秘。⾁蓯蓉具有抗�化、抗炎和抗衰⽼的特性。該IC是在管狀⾁蓯蓉提取物的幫助下製成
的。

 肋間神經痛 [Imprint ]
- 
包含：  ⼄�⽔楊酸  雙�芬酸  布洛芬

 肌⾁僵硬（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緩解肌⾁僵硬的Rife頻率（即當肌⾁感覺緊繃且難以移動時）。

 肌⾁排毒 [脈衝電磁場]
該 IC 有助於糾正肌⾁中的代謝錯誤，這些錯誤會產⽣導致頭痛和全⾝酸痛的毒素。

 肌⾁排毒功能⽀持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能有助於消除因吸�不正確、化學�染和常⾒⽣物殘留物造成的堵塞。�還可⽤於幫助肌⾁吸收�和�等�物
質，並改善肌⾁性能。該 IC 還可以幫助解決因創傷引起的記憶引起的情�問題。

 肌⾁放鬆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於放鬆�疲倦或堅硬的肌⾁。只需在�感覺肌⾁有⼀些硬度或壓痛點的部位塗抹IC Pad即可。此外，這種IC可以
轉移到⽔中，與⼀些乾淨的基礎霜混合�塗抹在該區域。

 肌⾁⽌痛藥 [Imprint ]
⽤於從勞累或運動引起的肌⾁疼痛中恢復的組合。 
包含：  ⼭⾦⾞  辣椒素  雙�芬酸  布洛芬  甲磺�甲� 還有1...

 肌⾁萎縮 [聽得⾒]
這款有聲 IC 有助於緩解肌⾁萎縮、缺乏張⼒並增強肌⾁⼒量。

 肌⾁酸痛 [聽得⾒]
這款有聲 IC 可幫助緩解肌⾁酸痛和肌⾁⽣成。

 肌⾁⾻骼復興與恢復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能有助於清除儲存在組織中的代謝廢物。�可能有助於恢復柔韌性、活動能⼒和肌⾁/⾻骼/關節強度。

 肌⾁鬆弛劑（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放鬆肌⾁的Rife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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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腱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持肌腱的健康和⼒量。肌腱是將肌⾁與⾻骼連接起來的纖維膠原組織。

 肌腱損傷急性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持肌腱的癒合。

 肌腱疼痛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是在基本頻率的幫助下創建的，這些頻率有助於緩解由於過度使⽤或⽣物⼒學缺陷導致的肌腱疼痛（任何扁平
肌腱）。

 肌酸 [Imprint ]
肌酸在⼈體產⽣能量⽅⾯起著重要作⽤。�的主要作⽤是在肌⾁和⼤腦中，幫助保持細胞的能量貨幣 ATP 得到補充。運動
員通常熟悉肌酸增加耐⼒和促進肌⾁鍛煉的能⼒。有許多研究表明，肌酸在預防癌症和⽼年⼈肌⾁量減少⽅⾯也很有價
�。也許更重要的是，肌酸可以提⾼⼤腦神經元的能量產⽣和利⽤，從⽽提⾼認知和記憶⼒。考慮到運動恢復和增強、記
憶喪失、阿爾茨海默病和其他類型的癡呆等認知問題，以及所有類型的疲勞。

 肌醇 [Imprint ]
肌醇是⼀種結構類似於葡萄糖的⼩分⼦，參與細胞信號傳導。�⽤於幫助放鬆，減少腦霧，促進安寧的睡眠，並⽀持整體
⼤腦健康。此外，肌醇可能有助於改善⾎液循環和⼥性荷爾蒙健康。

 肝 [脈衝電磁場]
- 
包含：  肝臟排毒和肝硬化  排毒  肝臟援助  微⽣物和肝臟調節劑

 肝功能⽀持 [脈衝電磁場]
⾼頻頻率有助於⽀持和平衡肝功能。

 肝功能衰竭 [Imprint ]
- 
包含：  多烯基磷脂�膽�  �基⼆�咯���  S-腺�蛋�酸  肝臟⽀持  刺槐

 肝吸蟲寄⽣蟲 [脈衝電磁場]
針對肝吸蟲寄⽣蟲的Rife頻率。

 肝炎 [Imprint ]
- 
包含：  多烯基磷脂�膽�  �基⼆�咯���  S-腺�蛋�酸  肝臟⽀持  諾麗 還有1...

 肝病毒 [Imprint ]
肝病毒 
包含：  單純�疹（倒置）  帶狀�疹-結節  肝臟和膽囊⽀持  肝臟⽀持  納曲� 還有2...

 肝硬化 [Imprint ]
- 
包含：  多烯基磷脂�膽�  �基⼆�咯���  S-腺�蛋�酸  肝臟⽀持  刺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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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素（外⽤） [Imprint ]
肝素是⼀種抗凝劑，可防⽌⾎栓形成。肝素（外⽤）可局部⽤於幫助治療各種疾病，包括循環疾病、靜脈炎、⾎栓性靜脈
炎、靜脈曲張、褥瘡、痔瘡、�傷、拉傷、挫傷（即瘀傷）、草燒傷、⾎腫和�痕。

 肝素（注射液） [Imprint ]
肝素是⼀種抗凝劑，可防⽌⾎栓形成。肝素（注射劑）可⽤於幫助預防患有某些疾病或正在接受某些增加凝塊形成⾵險的
醫療程序的⼈形成⾎栓。�也可⽤於通過阻⽌⾎凝塊增⼤來幫助治療⾎凝塊。

 肝腺 [Imprint ]
這是⼀種⽜肝腺體，包含來⾃新⻄蘭和澳⼤利亞範圍飼養⽜⾁的所有肝組織。考慮這⼀點以解決貧⾎、疲勞、肝充⾎、脂
肪肝疾病、閉經或激素失衡的問題。

 肝臟和膽囊⽀持 [Imprint ]
這種肝臟和膽囊⽀持療法⽤於治療與肝臟和膽囊相關的症狀。可⽤於肝病、膽囊病、結⽯、膽汁分泌障礙、肝炎、腹脹、
早飽、⻝慾不振、⼝苦、脹氣、便秘、飯後疲倦、刺激和疑病症.該 IC 是在 carduus marianus、chelidonium、china、
cholesterinum、colocynthis、lycopodium、nux vomica、⼄醇和 aqua pur 的幫助下創建的。

 肝臟排毒和肝硬化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排毒和清潔肝臟。�可能有助於清除體內的毒素和雜質，從⽽增加能量和活⼒。注意：這個 IC 最近
更新了⼀組更⻑的肝硬化頻率。

 肝臟援助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於幫助肝臟⽣理過程、營養物質的代謝、激素和酶的管理、熱量的產⽣和毒素的解毒。�也可⽤於幫助調節⾎
糖⽔平。

 肝臟⽀持 [Imprint ]
肝臟⽀持⽤於治療和解毒肝臟。該 IC 是在⽢草根和奶薊草的幫助下創建的。

 肝臟正常化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於肝臟正常化、解毒和肝硬化患者。

 肝臟脂肪退化 [Imprint ]
- 
包含：  多烯基磷脂�膽�  �基⼆�咯���  S-腺�蛋�酸  肝臟⽀持  刺槐

 肝複合物 [Imprint ]
Hepar Compositum 可能有助於治療與肝臟和膽囊相關的所有功能障礙。�還可能有助於刺激肝細胞功能和解毒。

 肥⼤增強�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可⽤於增加肥⼤，這是由運動引起的肌⾁細胞的增加和⽣⻑。該 IC 複合物含有�。 
包含：  ⽣⻑激素  睾�  阿那曲�  �基酸複合物  多合⼀營養素 還有1...

 肥⼤細胞抑制 PEMF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協調肥⼤細胞的功能以及幫助治療肥⼤細胞活化綜合徵 (MCAS)。

 肥胖 [Imprint ]
- 
包含：  �酶  �⻄汀  重量標準化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heparin-topical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heparin-injection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liver-glandular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liver-and-gallbladder-support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liver-detox-and-cirrhosis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liver-aid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liver-support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liver-normalization
http://www.infopathy.com/zh-TW/combinations/fatty-degeneration-of-the-liver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polyenylphosphatidyl-chol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aminodigidroftalazindion-of-sodium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s-adenosyl-methion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liver-support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soursop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hepar-compositum
http://www.infopathy.com/zh-TW/combinations/hypertrophy-booster-peptides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somatropin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testostero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anastrazol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viamino19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all-in-o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mast-cell-inhibition-pemf
http://www.infopathy.com/zh-TW/combinations/obesity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pancreatin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fluoxet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weight-normalization


 肩部恢復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於幫助肩部恢復。

 育亨賓 [Imprint ]
這種草本植物來⾃⾮洲常綠樹的樹⽪，含有⼀種叫做育亨賓的活性⽣物�。�因其在治療勃起功能障礙中的潛在⽤途⽽廣
為⼈知。這是由於草藥能�引起平滑肌擴張，從⽽導致⾎管舒張和⾎液灌注增加。然⽽，重要的是要注意育亨賓對⾝體有
多種作⽤，雖然�可能會在某些區域擴張⾎管，但�會導致其他區域的⾎管收縮。有⼀些證據表明育亨賓也具有抗抑鬱作
⽤。育亨賓不應與三環類抗抑鬱藥合⽤，但已顯⽰可改善 SSRI 抗抑鬱藥的抗抑鬱作⽤。

 肺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持肺部及其功能。

 肺/慢性阻塞性肺病 [Imprint ]
- 
包含：  �基⼆�咯���  阿奇黴素  ⽜肺腺體  ⽀氣管哮喘  地�雷他定 還有1...

 肺出⾎、咯⾎ [Imprint ]
- 
包含：  �基⼆�咯���  潑尼松⿓  刺槐

 肺功能不全 [Imprint ]
- 
包含：  速尿  �基⼆�咯���  �⻄汀  刺槐  鹽酸⻄替利�

 肺和⽀氣管炎症（Rife） [脈衝電磁場]
Rife頻率，這可能有助於肺部和⽀氣管發炎。

 肺排毒（Rife ）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清潔肺部和⽀持呼吸系統的Rife 頻率。

 肺⽀持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於幫助增加肺中的�氣以及細⽀氣管中的氣體交換。�也可⽤於增加肺能量以處理�染物。

 肺炎⽀原體 [脈衝電磁場]
這個 PEMF 是對抗肺炎⽀原體

 肺炎肺PEMF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於⽀持肺功能，尤其是肺炎。由於肺炎可能是細菌性的，我也會使⽤ Ultra Antibiotic IC 來完善系統。

 肺炎鏈球菌 [Imprint ]
肺炎鏈球菌（肺炎球菌）是所有年齡組細菌性肺炎最常⾒的細菌原因。肺炎在⾮常年輕和⾮常年⻑的⼈中更常⾒。肺炎鏈
球菌的傳播主要是通過呼吸道⾶沫從肺炎球菌感染者的鼻⼦或嘴巴或⼈，尤其是兒童，這些⼈的喉�裡�帶細菌⽽沒有⽣
病。免疫功能低下的⼈感染肺炎球菌的⾵險⼤⼤增加，可引起急性鼻竇炎、中⽿炎、腦膜炎、⾻髓炎、膿毒性關節炎、⼼
內膜炎、腹膜炎和⼼包炎。

 肺炎（肺部炎症） [Imprint ]
- 
包含：  地塞⽶松  �基⼆�咯���  潑尼松⿓  阿奇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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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膿腫 [Imprint ]
- 
包含：  ⼄�⽔楊酸  環丙沙星  多烯基磷脂�膽�  速尿  刺槐 還有1...

 �-�物軟體動物⽔解物 [Imprint ]
這是傳統醫學領域的新發現（來⾃軟體動物的�-�物質⽔解物）——⼀種源⾃海洋的活⽣物物質。�對幾乎所有器官、系
統和⼈體細胞都有完全的治療作⽤。�提供了各種�的混合物，20 種�基酸 - 其中對造⾎系統的最佳功能和刺激⼈體⾃⾝
對病原微⽣物、病毒和腫瘤的保護能⼒⾄關重要。使⽤這種物質可以穩定⾝體的荷爾蒙、酶和酸�平衡；改善肝功能；恢
復免疫系統，這是最佳健康的基礎。許多臨床研究證實了⽔解產物在恢復⾝體保護功能⽅⾯的⾼效率，這些研究強調了�
們逆轉衰⽼和提⾼免疫反應的能⼒。

 �複合物 [Imprint ]
該複合物包含新的�信號。為了強烈激活�們，我添加了⽣⻑激素和⼀些組織構建物質。 
包含：  BPC-157 和 TB-500 �混合物   LL-37 �  ⽣⻑激素  胸腺素 Alpha-1 �  GDF-8 � 還有1...

 胃PEMF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可⽤於⽀持健康的胃。與 Stomach Influenza IC 結合使⽤，�⾮常適合⽀持健康的胃。

 胃健康⽀持 [Imprint ]
這種胃健康⽀持療法⽤於幫助治療胃病並調節正常的消化功能。�可以特別⽤於幫助治療副幽⾨潰瘍。此外，這種藥物還
可⽤於治療急性和慢性胃炎、消化不良、慢性複發性胃炎（伴有或不伴有潰瘍）、胃灼熱、⼝腔異味、經常噯氣、脹氣和
氣滯。這個 IC 是在 anacardium, argent 的幫助下創建的。硝酸、�專輯、�茄、植物�⽔化合物、洋⽢菊、⽩屈菜、⽯
松、⾺錢⼦和⽞參。

 胃內膜脈衝電磁場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持健康的胃壁。

 胃功能過度分泌 [Imprint ]
- 
包含：  屈他維林  奧美拉�

 胃息⾁ [Imprint ]
- 
包含：  多烯基磷脂�膽�  諾麗  奧美拉�  刺槐

 胃⼿術疾病 [Imprint ]
- 
包含：  奧美拉�  �酶

 胃⽀持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能有助於消化、蠕動運動和化學反應，這些反應涉及胃腸道內�物質、蛋⽩質、脂肪和�⽔化合物的分解和吸
收。

 胃流感 [Imprint ]
- 
包含：  �基⼆�咯���  阿奇黴素  薑⿈素 + DHA + ⽣薑  奧美拉�  益⽣菌⽀持胃腸道和免疫健康 還有2...

 胃液 [Imprint ]
GastricumHeel ⽤於幫助所有階段的胃炎、灼熱的胃痛、無法消化和腹脹（氣體積聚）脹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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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潰瘍 [Imprint ]
- 
包含：  諾麗  奧美拉�  �酶

 胃潰瘍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可幫助治療胃潰瘍，也稱為胃潰瘍。

 胃炎 [Imprint ]
- 
包含：  美⾙維林  屈他維林  奧美拉�  �酶

 胃炎和腸氣（Rife） [脈衝電磁場]
Rife 頻率有助於減少胃炎、腹脹和腸氣（脹氣）。

 胃炎脈衝電磁場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應該有助於治療胃炎。

 胃無⼒ [Imprint ]
- 
包含：  美⾙維林

 胃病（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治療胃病的Rife頻率。

 胃腸⽀持 [Imprint ]
胃腸道⽀持可⽤於改善胃腸道 (GI) 健康。�可⽤於幫助⽀持消化、同化和消除的所有階段。胃腸道⽀持也可⽤於促進胃腸
道運動和胃腸道規律性以及消除體內毒素。該 IC 是在��酸�、Triphala 提取物和海⾓蘆�葉的幫助下製成的。

 胃腸道⽀持 [Imprint ]
GI Tract Support 是⼀種草藥混合物，通過刺激胃保護層粘液的產⽣來幫助維持健康的胃腸道。�可⽤於緩解胃酸倒流症
狀、幫助消化、幫助治療潰瘍以及幫助平衡⽉經和更年期期間的荷爾蒙。該 IC 是在去⽢草⽢草 (DGL)、棉花糖、滑�和蘆
�的幫助下製成的。

 胃腸道益⽣菌混合物 [Imprint ]
⽤於胃腸道的益⽣菌混合物對敏感⼈群有益，可⽤於⽀持腸道的完整性，幫助消化，並⽀持胃腸道 (GI) 內的健康免疫功
能。該IC是在嗜酸乳桿菌、唾液乳桿菌、乾酪乳桿菌、雙歧雙歧桿菌、乳雙歧桿菌和嗜熱鏈球菌的幫助下製成的。

 胃腸道補給 [Imprint ]
Gastrointestinal Recharge ⽤於幫助解決與輕度⾄中度腸易激綜合徵 (IBS) 相關的消化問題。此外，�可⽤於幫助吸收不
良。該 IC 是在植物性蛋⽩質、必需�基酸、維⽣素和�物質以及纖維的幫助下創建的。

 胃運動障礙 [Imprint ]
- 
包含：  美⾙維林  屈他維林  �酶

 胃酸減少劑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可⽤於幫助減少胃酸。 
包含：  卡他性胃炎  姜根  胃健康⽀持  別嘌呤醇  DCA 還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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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痛和痙攣（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緩解背痛和痙攣的流⾏頻率。

 背痛（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緩解背痛的流⾏頻率。

 胎盤素 [Imprint ]
胎盤複合物⽤於刺激⾎液外周循環的代謝功能，以及對肝臟和外周⾎管系統的振興和刺激作⽤。�也可⽤於預防動脈粥樣
硬化⼿�冰冷、內⽿⽿聾、中⾵引起的損傷。胎盤複合物對所有器官（尤其是⼤腦、⼼臟和腎臟）都有益。

 胡爾達克拉克寄⽣蟲剋星 [Imprint ]
- 
包含：  抗寄⽣蟲  ⿊胡桃⽊（胡爾達克拉克）  丁⾹（胡爾達·克拉克）  ��達�  淫⽺藿� 還有1...

 胡蘆巴�粉 [Imprint ]
胡蘆巴�粉是⼀種有效的⾎糖和�島素調節劑。研究表明�對控製糖尿病和�島素抵抗有好處。�還被證明可以降低膽固
醇，包括低密度脂蛋⽩膽固醇，同時提⾼“好的”⾼密度脂蛋⽩膽固醇。�也是⼀種助消化劑。�特別有價�，因為�能�
抑制稱為粘蛋⽩酶的細菌酶。這對於 SIBO 患者⾮常有幫助，他們即使在⻑時間不進⻝後也會出現腹脹。

 胡蘆巴（冰毒）葉 [Imprint ]
胡蘆巴，也稱為冰毒，是⼀種富含維⽣素和�物質的草本植物，數千年來⼀直⽤於替代和中藥。與胡蘆巴葉相關的健康益
處包括幫助治療消化問題（例如⻝慾不振、胃部不適、便秘、消化不良和脹氣、胃炎）、降低膽固醇和⾎壓⽔平、幫助刺
激哺乳期婦⼥的產奶量、減輕與⽉經相關的疼痛、幫助緩解更年期症狀，提⾼性慾，減少炎症，控制⾎糖⽔平，降低患癌
症的⾵險，促進⼼臟健康。胡蘆巴還可能有助於治療關節炎、甲狀腺功能低下、肥胖、腎臟問題、帕⾦森病、勃起功能障
礙、男性不育、睾�分泌和禿頂。

 胡蘿蔔 [Imprint ]
胡蘿蔔是⼀種超級⻝物，富含抗�化劑以及維⽣素和�物質，如維⽣素 A、維⽣素 C、維⽣素 B6、維⽣素 K、�、�、鉀
和葉酸。與胡蘿蔔相關的健康益處包括⽀持健康的眼睛、降低膽固醇、促進⼼臟健康、降低中⾵⾵險、⽀持健康的牙⿒和
牙齦、改善⼤腦健康和認知功能、抗癌、促進更好的消化、保持年輕、促進健康的頭髮和⽪膚，降低患糖尿病的⾵險，增
強免疫系統功能，並排出體內毒素。

 �腺 [脈衝電磁場]
- 
包含：  �腺康復  �腺⽀持

 �腺健康 [Imprint ]
- 
包含：  ⾎糖平衡  ⽢�酸��合物  ⼆甲雙�  �（�合雙⽢�酸形式）

 �腺健康加酶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含有穩定⾎糖和�腺的物質。 
包含：  ⾎糖平衡  ⽢�酸��合物  ⼆甲雙�  �酶促進  �酶複合物

 �腺康復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恢復�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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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腺⽀持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含有有助於⽀持健康�腺功能的物質。 
包含：  �基⼆�咯���  �腺⽀持  �酶促進  �酶複合物  �酶 還有1...

 �腺⽀持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於⽀持糖調節以及幫助消化和內分泌功能。

 �腺⽀持（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持�腺功能的Rife頻率。

 �腺炎 [Imprint ]
- 
包含：  美⾙維林  �基⼆�咯���  S-腺�蛋�酸  屈他維林  �酶

 �酶 [Imprint ]
�酶⽤於治療由�腺問題引起的消化系統疾病（例如切除�腺、�腺虛弱）。�也可⽤於腸胃脹氣或作為助消化劑。

 �酶促進 [Imprint ]
Pancreatic Enzyme Boost 是⼀種濃縮的�酶混合物，可⽀持健康消化並幫助�腺。�可⽤於促進消化，緩解消化不適
（如脹氣和腹脹），⽀持營養吸收，緩解過度勞累和運動引起的肌⾁酸痛和疼痛。該 IC 是在�蛋⽩酶、⽊⽠蛋⽩酶、菠
蘿蛋⽩酶、澱粉酶、脂肪酶、溶菌酶和糜蛋⽩酶的幫助下製成的。

 �酶複合物 [Imprint ]
�酶複合物是�酶的混合物，由�腺⾃然分泌，幫助�腺消化⻝物和⾝體吸收營養。�可⽤於幫助因�腺問題引起的消化
系統疾病（例如切除�腺、�腺虛弱）。該 IC 是在脂肪酶（消化脂肪）、澱粉酶（消化�⽔化合物）和蛋⽩酶（消化蛋
⽩質）的幫助下製成的。

 胸椎間盤再⽣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有助於胸椎間盤的再⽣。

 胸腺助推器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增強胸腺的健康和功能。健康和免疫功能的基礎之⼀。

 胸腺提取物 [Imprint ]
胸腺是免疫系統整體健康的關鍵因素。這是 T 細胞（“T”代表胸腺）成熟為功能性免疫細胞的地⽅。胸腺腺IC適⽤於患有
傳染病或免疫⼒低下或癌症的⼈。胸腺的調節作⽤也顯⽰在⾃⾝免疫性疾病中。

 胸腺素 Alpha-1 �  [Imprint ]
胸腺素 Alpha-1 是⼀種由胸腺⾃然產⽣的 28 個�基酸�。�被認為可以增強免疫系統功能並降低病毒、細菌和真菌感染
的⾵險。胸腺素 Alpha-1 還可以幫助減少體內炎症、保護細胞免受�化應激、抑制病毒複製、抑制腫瘤⽣⻑、去除不健康
的細胞並改善與慢性疲勞相關的症狀。

 胸腺素MK [Imprint ]
Thymuline MK 是⼀種順勢療法，⽤於幫助改善胸腺的功能。胸腺對免疫系統⾄關重要，並產⽣成熟為 T 細胞的祖細胞。
T 細胞是⼀種特殊類型的⽩細胞，可保護⾝體免受某些威脅，包括病毒和感染。這種補救措施也可⽤於幫助增強免疫系統
功能。

 胸腺蛋⽩A [Imprint ]
胸腺蛋⽩ A 是⼀種天然（來⾃⼩⽜胸腺細胞培養物）的膳⻝補充劑，可⽀持和增強免疫系統，幫助�對抗許多慢性病和環
境毒素。�⾮常適合免疫系統功能低下的⼈，可⽤於增強剛完成抗⽣素療程的⼈甚⾄健康的⼈的免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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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膜爽膚⽔ [聽得⾒]
這種有聲 IC 有助於調節胸膜並幫助治療胸膜炎。

 能量和活⼒（Rife ） [脈衝電磁場]
Rife 頻率有助於增強能量和活⼒。

 能量和耐⼒提升 [Imprint ]
該 IC 旨在幫助增加能量、能量儲備和耐⼒。這將導致普遍的幸福感。

 能量⼤師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以幫助恢復所有化學和能量活動的能量，並在⾝體因慢性疾病⽽耗盡時⽀持⾝體。�可⽤於幫助⾝體/精神疲憊、
呼吸困難、接觸有毒物質、壓⼒以及由細菌、病毒和真菌引起的損害。 Master Energy 可⽤於�動器官中的所有細胞。建
議在其他緩解疲勞和補充能量的協議之前使⽤此IC。

 能量⼥性週期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專為⼥性設計，可⽤於再⽣互連組織、打開緊繃的肌⾁組織和僵硬的關節。�⽀持⼥性內分泌功能以增強社交能
⼒。該 IC 還可⽤於幫助提升信⼼、意志⼒、社交熱情和幸福感。

 能量提升 [Imprint ]
能量提升⾮常適合那些需要⼀些能量的⼈。�可⽤於幫助對抗疲勞和疲憊，改善⼼理表現，幫助記憶障礙和健忘，並提⾼
⾝體耐⼒。該 IC 是在南⾮醉茄、⼈參、針葉林根和紅景天的幫助下製成的。

 能量男性週期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專為男性設計，可⽤於再⽣互連組織、打開緊繃的肌⾁組織和僵硬的關節。�促進男性的社交能⼒並為所有能量中
⼼充電。該 IC 還可⽤於幫助提升信⼼、意志⼒、社交熱情和幸福感。

 能量與專注⼒提升 [Imprint ]
Energy & Focus Boost ⾮常適合那些需要增加能量、注意⼒和警覺性的⼈。�還可⽤於幫助促進體重管理、提⾼運動表現
以及⽀持肌⾁發育和修復。該 IC 是在⽜磺酸、β-丙�酸、L-⾕���、L-精�酸、L-亮�酸、L-⽠�酸、L-異亮�酸、L-
纈�酸、L-酪�酸、L-組�酸鹽酸鹽、L-賴�酸、HCL、L-�丙�酸、L-蘇�酸、L-蛋�酸、綠茶提取物、綠咖�提取物
和可可�的幫助下製成的。

 能量覺醒 [脈衝電磁場]
線粒體是桿狀細胞器，可以被認為是細胞的發電機，將�氣和營養物質轉化為三磷酸腺� (ATP)。 ATP 是細胞的化學
能“貨幣”，為細胞的代謝活動提供動⼒。 ATP 作為細胞內外的重要信號分⼦也是必需的。⽤於肝臟、腎臟和其他器官以及
運動前後的肌⾁，⽤於肌⾁⾻骼疼痛（肌筋膜疼痛和關節、脊柱）。

 脂肪分解⽀持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於分解脂肪。脂肪如⽢油三�、膽固醇和其他必需脂肪酸是⾝體正常運作所必需的。脂肪儲存能量，隔離⾝體
並保護重要器官。此外，脂肪還充當信使，協助蛋⽩質發揮作⽤，並�動化學反應，幫助控制⽣⻑、免疫功能、繁殖和基
本新陳代謝的其他⽅⾯。該 IC 還可⽤於幫助釋放“未處理記憶”的情感存儲。

 脂肪團 PEMF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消除脂肪團！

 脂肪排毒PEMF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清除脂肪中的毒素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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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肪燃燒乳液 [Imprint ]
本IC含有燃脂成分。與 PEMF 和其他 IC 結合以減少脂肪。將其編程為乳液並將其塗抹在脂肪墊上。 
包含：  ⽣⻑激素  L-甲狀腺素  ⼆甲雙�  NAT 純治療性�  運動員的能量劑 還有2...

 脂肪�促進 2.0 [Imprint ]
該IC含有燃燒脂肪的成分。將其與 PEMF 和其他 IC 結合以減少脂肪。 
包含：  ⽣⻑激素  L-甲狀腺素  ⼆甲雙�  亞甲藍  NADH+ 還有1...

 脂質體穀胱⽢� [Imprint ]
脂質體穀胱⽢�有助於⽀持免疫系統，去除⾃由基和重⾦屬，控制炎症，是⼀種主要的解毒劑和強⼤的抗�化劑。�可⽤
於幫助製造 DNA、形成精⼦細胞、再⽣維⽣素 C 和 E，並⽀持肝臟和膽囊處理脂肪。

 脂質體維⽣素 D3 + K2  [Imprint ]
脂質體維⽣素 D3 + K2 組合提供⾻骼和牙⿒⽀持，促進⼼臟健康並有助於增強免疫功能。此外，�還可⽤於幫助改善情�
和清除腦霧。

 脂質體維⽣素C [Imprint ]
維⽣素 C 是⼈體重要的維⽣素，有助於增強免疫系統、預防感冒、天然抗組�劑、改善⽪膚健康、抗癌、⽀持腎上腺、緩
解腦霧，對傷⼝癒合⾄關重要。

 脊髓灰質炎 [Imprint ]
脊髓灰質炎，也稱為脊髓灰質炎，是⼀種由脊髓灰質炎病毒引起的病毒感染，�攻擊神經系統。該病毒通常通過接觸受感
染的糞便傳播，並⽣活在感染者的喉�和腸道中。脊髓灰質炎主要影響幼兒。脊髓灰質炎的症狀包括流感樣症狀、輕微勞
累後致殘、頭痛、腹痛、噁⼼、嘔吐、發燒、頸部僵硬、肌⾁疼痛、肌⾁無⼒和萎縮、癱�、⼤腦和神經炎症、免疫功能
障礙、⼼悸、低下⾎壓、頭暈、不耐寒、睡眠呼吸暫停、睡眠障礙、不寧腿、肌萎縮側索硬化症 (ALS)、多發性硬化症、
慢性疲勞綜合徵、⽣命⼒受阻、缺乏⾃信和防禦⼒、害怕⼀切不確定的事情無法控制，判斷⼒受損，⾃我表達受阻。

 脊髓灰質炎 Vax 30K [Imprint ]
Polio Vax 30K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由含有滅活形式的 1 型、2 型和 3 型脊髓灰質炎病毒的脊髓灰質炎疫苗製成。�可⽤
於幫助治療由疫苗引起的傷害或副作⽤。

 脊髓灰質炎（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脊髓灰質炎（脊髓灰質炎）的Rife頻率。

 脊髓炎症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是在基本頻率的幫助下創建的，這些頻率有助於緩解由創傷或退⾏性變化引起的脊髓炎症引起的疼痛。

 脊髓脈衝電磁場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可⽤於幫助⽀持脊髓。

 脫咖�因綠茶 [Imprint ]
脫咖�因綠茶含有綠茶中的促進健康的多�，包括⼤量的表沒⻝⼦兒茶素沒⻝⼦酸� (EGCG)，但不含咖�因。�是⼀種
強⼤的抗�化劑，可⽤於改善⼤腦功能、降低患癌症的⾵險、降低神經退⾏性疾病的⾵險、調節膽固醇⽔平、控制炎症、
⽀持健康的細胞⽣⻑和細胞膜完整性、促進肝臟解毒、減少體徵延緩衰⽼，延年益壽，增強免疫功能。

 脫�酶 [Imprint ]
DHEA 或脫�表雄�是⼀種合成代謝類固醇和睾�的前體。⾎清�可⽤作腎上腺健康和類固醇張⼒的替代指標。 DHEA 已
被發現可顯著改善抑鬱症並有益於受損患者的記憶⼒，通常被認為是⼀種抗衰⽼的補充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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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髮 [Imprint ]
- 
包含：  �基⼆�咯���  諾麗  刺槐

 脹氣 [Imprint ]
- 
包含：  �基⼆�咯���  益⽣菌 3  �酶

 脾⽀持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於⽀持淋巴系統和免疫系統。�可⽤於幫助恢復⾝體腺突的完整性。

 脾臟腫⼤（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脾臟腫⼤的Rife頻率。

 腎 [Imprint ]
- 
包含：  腎盂腎炎  速尿  腎臟和膀胱⽀持  腎結⽯

 腎、腸、肝 3.0 [Imprint ]
- 
包含：  腎盂腎炎  腎臟和膀胱⽀持  腎結⽯  D-葡萄糖酸�  腎臟⽀持 還有1...

 腎上腺 [Imprint ]
腎上腺是位於每個腎臟頂部的兩個⼩三⾓形器官。�們產⽣多種激素，如⽪質醇、�固�、腎上腺素、去甲腎上腺素、雌
激素和睾�——所有這些都是健康⽣活所必需的。腎上腺可⽤於幫助改善腎上腺功能、對抗疲勞、增強能量、減輕壓⼒、
減少腎上腺疲勞、改善某些⽪膚狀況，如濕疹和⽜⽪癬，並減少腦霧。�也可⽤於幫助減輕與腎上腺疲勞相關的症狀。該
IC 是在已知不含殺蟲劑、⽣⻑激素、抗⽣素和化學添加劑的⽜的原始腎上腺組織的幫助下製成的。

 腎上腺 、肝臟 、甲狀腺 PEMF [脈衝電磁場]
[新的] 這種 PEMF 複合物⽤於激活軸上的腎上腺、肝及甲狀腺。 
包含：  甲狀腺  肝臟排毒和肝硬化  腎上腺疲勞

 腎上腺⽀持 2.0 [Imprint ]
- 
包含：  脫�酶  Omega-3 / 多�組合  ⼈參  孕烯醇�  耐⼒和腎上腺⽀持 還有1...

 腎上腺⽀持加甲狀腺 [Imprint ]
- 
包含：  阿那曲�  全⾯的腎上腺⽀持營養素  脫�酶  L-甲狀腺素  孕烯醇�

 腎上腺疲勞 [聽得⾒]
此 Audible IC ⽤於治療腎上腺和腎上腺疲勞。該 IC 包含⼀些次聲波，�將無法聽到�們。

 腎上腺疲勞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緩解腎上腺疲勞。腎上腺，也稱為腎上腺，位於每個腎臟的頂部，負責產⽣多種激素，包括腎上腺
素、�固�和⽪質醇。腎上腺疲勞被認為發⽣在⻑期承受精神、⾝體或情�壓⼒的⼈⾝上。腎上腺疲勞的症狀可能包括疲
倦、睡眠或醒來困難、渴望鹽和糖、不明原因的體重減輕、疲勞、⾮特異性消化問題以及對咖�因等興奮劑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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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腎上腺疲勞 抑鬱 孕� [Imprint ]
- 
包含：  全⾯的腎上腺⽀持營養素  脫�酶  �⻄汀  拉⻄坦  ⿈體�混合霜 還有1...

 腎上腺⽪質能量 2.0 [脈衝電磁場]
此 PEMF 旨在⽀持腎上腺功能。�包含激活腎上腺⽪質的信息。�可以⽤於低能量和疲倦的情況。應在起床後或15:00前
使⽤。之後，應僅在晚上嚴重疲倦的情況下使⽤。

 腎上腺興奮劑 [脈衝電磁場]
Rife 頻率有助於刺激腎上腺。

 腎上腺輔助 [Imprint ]
腎上腺輔助⽤於在壓⼒時期幫助腎上腺和⾝體。腎上腺負責產⽣和分泌⽪質醇，⼈體抗壓⼒激素。該療法中包含的草藥有
助於平衡⽪質醇、情�、認知、抗壓能⼒和免疫⼒。患有壓⼒或疲勞的⼈以及需要能量提升的⼈可以使⽤腎上腺⽀持。該
IC 是在各種草藥和營養素的幫助下創建的，包括南⾮醉茄、五味⼦、⻄伯利亞⼈參、紅景天、⿈芪、L-酪�酸、維⽣素
B5 和維⽣素 B6。

 腎上腺髓質 PEMF [脈衝電磁場]
腎上腺髓質是壓⼒反應的中⼼區域，並遭受慢性壓⼒和創傷。運⾏創傷協議，然後運⾏此 PEMF。此外，�可以使⽤
Adrenal Support 和 Happy Water IC 來增加效果。

 腎上腺體 [Imprint ]
Glandula Suprarenalis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緩解無⼒、⽀氣管哮喘、疲憊狀態、艾迪⽣病和其他與腎上腺
疲勞相關的症狀。�也可⽤於治療慢性原發性多關節炎、肌張⼒減退、迷⾛神經痛、神經性⽪炎、皸裂、粘液性結腸炎和
燒傷後痙攣症。

 腎功能⽀持（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腎功能的盛⾏頻率。

 腎囊腫腎炎 [脈衝電磁場]
盛⾏頻率以幫助治療腎囊腫腎盂腎炎（腎臟感染）。

 腎⼩管康復PEMF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修復腎臟的⼩管。

 腎康復脈衝電磁場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腎臟康復。

 腎炎和腎盂炎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可幫助治療腎炎和腎盂炎。

 腎病（腎變性）（Rife） [脈衝電磁場]
Rife 頻率有助於治療腎病。

 腎盂腎炎 [Imprint ]
膀胱腎盂腎炎是膀胱和腎臟的炎症。�可以阻⽌尿毒排泄，並導致腎結⽯、腎腫脹、前列腺肥⼤和⽪膚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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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腎素N [Imprint ]
Canephron N ‒ ⽤於內服的滴劑或糖⾐丸，含有從半⼈⾺、獨活草根、迷迭⾹葉中提取的⽔靈。藥理作⽤：利尿、抗炎、
解痙、抗微⽣物。建議患有泌尿道慢性炎症性疾病（膀胱炎、腎盂腎炎、慢性腎⼩球腎炎、間質性腎炎、腎結⽯）的患
者。

 腎結⽯ [Imprint ]
腎結⽯或腎結⽯是通常起源於腎臟的固體晶體塊。�會導致排尿、前列腺、煩躁、痛⾵、⽪膚潰瘍、⾼⾎壓、動脈粥樣硬
化、尿急、尿中帶⾎和膿、慢性關節炎症、害怕混亂和不和諧、無法放⼿、強迫⾏為等問題，感覺⽣活不堪重負，缺乏基
本的信任，焦慮，驚恐發作，逃避現實，缺乏基礎。

 腎結⽯（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治療腎結⽯的Rife頻率。

 腎臟、膀胱和泌尿系統 [Imprint ]
腎臟、膀胱和泌尿系統可⽤於幫助⽀持腎臟、膀胱和泌尿道功能的健康。該 IC 是在藍莓、蔓越莓、杜松⼦、⾮洲栗樹
⽪、蒲公英葉、六磷酸肌醇 (IP-6)、⽜初乳和蛋⿈的幫助下製成的。

 腎臟和腎上腺 [脈衝電磁場]
- 
包含：  腎臟調節劑  腎⼩管康復PEMF  腎臟⽀持  腎上腺疲勞

 腎臟和膀胱⽀持 [Imprint ]
這種補救措施⽤於⽀持腎臟和膀胱。可⽤於幫助治療腎臟炎症、腎結⽯、腎臟刺痛、�部疼痛、腹膜炎、⼦宮炎、膀胱刺
痛、膀胱炎症、⼩便時灼痛和⿈⾊尿。該 IC 是在⼩蘗、斑蝥、杜爾卡⾺拉、⽊賊、紫花苜�、⼄醇和⽔產的幫助下創建
的。

 腎臟感染 [脈衝電磁場]
流⾏頻率有助於腎臟感染。

 腎臟慢性炎症 [Imprint ]
- 
包含：  Delta 睡眠誘導�  地塞⽶松  雙�芬酸  阿奇黴素

 腎臟⽀持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於⽀持腎-腎上腺經絡並恢復⾎液中廢物的過濾。�還可⽤於幫助⾎細胞⽣成、⾎壓管理、尿液⽣成以及電解質
和液體的吸收。

 腎臟調節劑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於幫助調節⾝體的酸�平衡和 pH �。�也可⽤於平衡腎臟及其經絡。腎臟調節劑也可能有助於增加動⼒感和提
⾼表現。

 腎臟護理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持腎臟。

 腐植酸-單⽉桂酸⽢油�組合 [Imprint ]
腐植酸和單⽉桂酸⽢油�都是強效抗病毒藥物，具有廣泛的附加益處。腐植酸可以�合並解毒幾種有毒化合物，包括草⽢
�。單⽉桂酸⽢油�在化學上充當去�劑，有可能幫助分解與 mRNA 疫苗相關的陽離⼦脂質納⽶顆粒。該 IC 是在腐植酸
和單⽉桂酸⽢油�的幫助下製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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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殖酸 + ⿈腐酸（由殘留細菌產⽣） [Imprint ]
腐殖酸和富裡酸是“腐殖質”的類型，�們是⾃然界中發現的有機物質的主要成分，是數百萬有益微⽣物對分解植物的作⽤
的結果。�⻝中缺乏腐殖質物質會⼤⼤降低⾝體的所有保護功能，包括免疫和免疫前防禦系統。腐植酸和⿈腐酸代表了實
現最佳健康的缺失環節，因為�通過�合毒素和刺激免疫系統使⾝體整體恢復活⼒。 Humic + Fulvic Acids 可⽤於對抗感
染、⽀持免疫系統、增加能量和耐⼒、改善�物質的吸收、促進完全排毒、改善情�、提⾼睡眠質量、減少關節炎症狀並
幫助恢復⾝體的穩態。

 腦伽瑪（濃度） [聽得⾒]
雙⽿節拍 35-45 Hz，對應於⼤腦狀態 - 濃度。�從 35 Hz 開始，然後移動到 45 Hz - 更快的節拍。伽瑪腦電波是⼤腦內產
⽣的最快的腦電波。儘管�們很難準確測量，但�們往往⾼於 35 Hz 並⾼達 100 Hz。

 腦⼒提升 [Imprint ]
Brain Boost ⽤於幫助⽀持認知功能和改善成⼈的記憶⼒。該 IC 是在各種草藥和營養素的幫助下創建的，其中包括磷脂�
絲�酸、α-硫⾟酸、銀杏葉、假⾺⿒�、α-⽢油磷酸膽�、維⽣素 B6、維⽣素 B12 和葉酸。

 腦幹調諧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持腦幹的癒合。

 腦性麻痺（Rife） [脈衝電磁場]
腦癱的Rife頻率。腦性麻痺 (CP) 是⼀組影響⼈的移動能⼒和保持平衡和姿勢的疾病

 腦源性蛋⽩⽔解� [Imprint ]
腦源性蛋⽩⽔解�（來⾃豬）⽤於刺激中樞神經系統的神經營養調節。�可⽤於治療缺⾎性和出⾎性中⾵、創傷性腦損
傷、不同形式的癡呆（⾎管性癡呆、阿爾茨海默病）、認知障礙和預防腦損傷後的認知衰退。

 腦炎 [脈衝電磁場]
Rife 頻率有助於腦炎（腦組織炎症）。

 腦結構⽀持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可⽤於幫助改善⼤腦的可塑性。 
包含：  腦⼒提升  NADH+  阿爾法GPC  腺垂體和下丘腦  神經⽀持 還有1...

 腦膜炎 Vax 200K [Imprint ]
Meningitis Vax 200K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治療由腦膜炎疫苗引起的損傷或副作⽤。對於較低的效⼒，使
⽤“Meningitis Vax 30K”；要獲得更⾼的效⼒，請使⽤“Meningitis Vax MK”或“Meningitis Vax XMK”。

 腦膜炎 Vax 30K [Imprint ]
Meningitis Vax 30K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治療由腦膜炎疫苗引起的傷害或副作⽤。如需更⾼效⼒，請使
⽤“Meningitis Vax 200K”、“Meningitis Vax MK”或“Meningitis Vax XMK”。

 腦膜炎 Vax MK [Imprint ]
腦膜炎 Vax MK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治療由腦膜炎疫苗引起的傷害或副作⽤。如需降低效⼒，請使
⽤“Meningitis Vax 30K”或“Meningitis Vax 200K”；要獲得更⾼的效⼒，請使⽤“Meningitis Vax XMK”。

 腦膜炎 Vax XMK [Imprint ]
Meningitis Vax XMK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治療由腦膜炎疫苗引起的傷害或副作⽤。如需降低效⼒，請使
⽤“Meningitis Vax 30K”、“Meningitis Vax 200K”或“Meningitis Vax 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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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管硬化 [Imprint ]
- 
包含：  ⼄�⽔楊酸  �⻄汀  桂利�

 腦霧 [脈衝電磁場]
對於許多⼈來說，腦霧或頭腦清晰是⼀個主要問題。原因可能是毒素、壓⼒、肝臟解毒問題、腸道和結腸功能障礙、缺乏
營養等！只需將 IC Pad 放在頭前即可。在使⽤此 PEMF 之前，請添加匹配的 IC 並與�們⼀起�⽤⾄少 500 毫升的⽔。⼀
種選擇是 ADHD 兒童配⽅奶粉或我的⼤腦助推器。拉⻄坦單獨可以改善⼤腦功能和注意⼒。始終考慮可能涉及問題的所有
途徑，並將�們包含在�的優化策略中。在使⽤此 PEMF 之前，我建議�⾄少使⽤⼀次 Trauma PEMF。

 �腺炎 [Imprint ]
�腺炎是由�腺炎病毒引起的傳染性感染。該病毒主要影響唾液腺，通常通過受感染的唾液或鼻腔分泌物傳播。�腺炎的
症狀包括腫脹/疼痛的唾液腺、發燒、頭痛、⾝體疼痛、疲勞、⻝慾不振、肌⾁疼痛和虛弱、炎症、睾丸感染、�腺和腎
臟功能障礙、聽⼒喪失和⽿聾、頸部僵硬、牙痛、關節痛、流產、不孕症（男性）、慢性疲勞、⻘少年糖尿病、咀嚼或�
嚥時疼痛、害怕失敗、�在快樂/成功的⾯具後⾯，以及為了成功⽽作弊。

 �腺炎病毒PEMF [脈衝電磁場]
該 PEMF 包含殺死�腺炎病毒結構和結合域的頻率。

 腰椎下背部急性（短）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緩解腰痛。

 腰椎間盤再⽣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有助於腰椎間盤的再⽣。

 �趾甲真菌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有助於減少指甲真菌。 
包含：  克黴�  �康�  穀胱⽢�（還原）  D-葡萄糖酸�  制黴菌素 還有1...

 腸、肝、膽囊、�腺 [Imprint ]
Endobalance 複雜系列。 
包含：  腸道健康——益⽣菌  肝臟⽀持  基於�⼦的益⽣菌  �酶複合物  �酶促進 還有2...

 腸梗阻 [Imprint ]
- 
包含：  美⾙維林  屈他維林

 腸炎 [Imprint ]
- 
包含：  環丙沙星  �康�  益⽣菌 3  阿奇黴素

 腸炎沙⾨⽒菌 [Imprint ]
腸炎沙⾨⽒菌是⼀種腸道順勢療法，⽤於幫助治療患有腸道吸收不良綜合徵的兒童。這些孩⼦看起來很瘦，營養不良。�
也可⽤於幫助治療慢性腸胃炎、丙�⾎症和難以清除的慢性寄⽣蟲。

 腸胃健康 [Imprint ]
- 
包含：  ⼩蘗  ⽣物活性動物�  ⽣物類⿈�複合物  丁酸鹽  芹菜 還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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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腸胃炎 [Imprint ]
- 
包含：  環丙沙星  奧美拉�  �酶  阿奇黴素

 腸胃脹氣（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腸胃脹氣的流⾏頻率，也稱為腸氣。

 腸賈第鞭⽑蟲 [Imprint ]
腸賈第蟲，也稱為⼩腸蘭⽒菌，是⼀種原⽣動物寄⽣蟲，在⼩腸中定殖和繁殖，引起賈第蟲病。該有機體最有可能以囊腫
的形式存在於⻝物中，原⽣動物的靜⽌期相當於細菌�⼦。賈第蟲寄⽣蟲通過腹側粘著盤附著在上⽪細胞上，並通過⼆元
裂變繁殖。 Lamblia 感染可通過攝⼊�染⽔中的休眠囊腫或通過糞⼝途徑發⽣。任何⼈都可能被感染，但免疫功能低下者
的疾病更為嚴重。嬰兒和兒童⽐成⼈更容易受到感染。症狀包括⻝慾不振、嗜睡、發燒、嚴重腹瀉、稀便或⽔樣便、胃痙
攣、胃部不適、噴射性嘔吐（不常⾒）、腹脹和脹氣。症狀通常在感染後 1-2 週開始出現，並且可能會周期性地消失和再
次出現。症狀主要是由包裹在⼩腸內部的賈第鞭⽑蟲寄...

 腸道修復蘇打⽔ [Imprint ]
- 
包含：  益⽣菌⽀持胃腸道和免疫健康  ⻄柚�提取物  ⽩⾊念珠菌

 腸道健康——益⽣菌 [Imprint ]
這種益⽣菌是腸道菌群中天然存在的兩種細菌菌株的組合，即嗜酸乳桿菌和乳雙歧桿菌。這種療法可以增強腸道中存在的
天然細菌，以緩解消化，改善�⻝中微量營養素的吸收，並增強防禦系統。

 腸道功能⽀持 [Imprint ]
腸道功能⽀持⽤於幫助改善由炎症性腸病 (IBD) 導致的腸道功能虛弱，包括潰瘍性結腸炎和克羅恩病。該 IC 是在維⽣素
A、維⽣素 C、�、鐵、維⽣素 D3、維⽣素 E、硫�素、核⿈素、�酸、維⽣素 B6、葉酸、維⽣素 B12、⽣物素、泛酸、
磷、�、�、�的幫助下創建的、�、銅、�、亞麻�、薑⿈、迷迭⾹和⽣薑。

 腸道微⽣物組平衡 [Imprint ]
腸道菌群平衡是中藥中使⽤的植物提取物的組合，有助於促進健康的消化、化痰和粘液、調節體液代謝、分解⽣物膜和抑
制不利的真菌⽣⻑，以促進健康和多樣化的微⽣物群。�可⽤於幫助治療⻝物不耐受（包括麩質敏感性）、增加腸道蠕動
以及減少腹脹、消化不良、噁⼼、疲勞和餐後抽筋。腸道微⽣物組平衡也可⽤於幫助治療腸易激綜合徵 (IBS)、腦霧、粘
液或糞便中未消化的⻝物，以及因濕氣過多引起的噁⼼或⻝慾不振。此IC是在茯苓、藿⾹、⼭楂、薏苡仁（薏苡仁）、紅
⽩朮、葛根、⾺薩藥材、⽩芷、⽶芽（穀芽）、⽠蔞、陳⽪（花菊）的幫助下製成的。⾹）、薄荷（博鶴）、鉤藤（勾
藤）、菖蒲（⽯昌鋪）、刺蒺藜（⽩芨）。

 腸道炎症（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腸道炎症的Rife頻率。

 腸道菌群失調 [Imprint ]
- 
包含：  環丙沙星  益⽣菌 3  阿奇黴素

 腸道衛⼠ [Imprint ]
該 IC 由 Gutguard、朝鮮薊葉提取物、姜根提取物的混合物製成。 Gutguard 是⼀種專利提取物⽢草多�提取物，在臨床
試驗中顯⽰可顯著改善與腸易激綜合徵、潰瘍和反流相關的症狀。當出現腹脹、胃灼熱、反流、打�或進⻝噁⼼等症狀
時，請考慮使⽤此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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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腸道運動障礙 [Imprint ]
- 
包含：  美⾙維林  益⽣菌 3

 腹瀉 [Imprint ]
- 
包含：  益⽣菌 3  �酶

 腹瀉 [Imprint ]
Diarrheel ⽤於幫助治療由胃腸道炎症或�腺、肝臟或膽囊疾病引起的急性和慢性腹瀉。此外，�有助於改善腸道菌群的
弱點。

 腹痛（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減輕腹痛的頻率。

 腹絞痛 [Imprint ]
- 
包含：  屈他維林  奧美拉�  �酶

 腹腔調節器 [脈衝電磁場]
這種 IC 可能有助於恢復胃粘膜、肌⾁、結腸肌⾁和⻝道。 �可⽤於清除鼻竇、⽀氣管和隔膜。 腹腔調節器也可⽤於幫助
達到平靜狀態、增強信⼼和平衡強迫⾏為。

 腺垂體和下丘腦 [Imprint ]
垂體產⽣ 7 種對健康⾄關重要的激素：⽣⻑激素、促⿈體⽣成素、促卵泡激素、促甲狀腺激素、促腎上腺⽪質激素
(ACTH)、催乳素（刺激孕婦產奶）和⿊⾊素細胞。刺激激素（MSH）。後⼀種激素在免疫功能中起著核⼼作⽤。該 IC 包
含腺垂體以⽀持正常的垂體功能。�還包含腺體下丘腦，�是告訴垂體如何表現的腺體。對於任何激素失衡是⼀個因素的
慢性病，�們都是⼀種強⼤的組合。

 腺病毒 [Imprint ]
腺病毒是主要的⼀類病毒，可以從⽡爾德⽒扁桃體環的淋巴組織和任何表⾯健康的⼈的排泄物中分離出來。腺病毒感染⽐
成⼈更頻繁地影響嬰兒和幼兒。腺病毒感染通過直接接觸和糞⼝傳播傳播。潛伏期為4-5天。腺病毒相關呼吸道疾病的爆
發更常發⽣在冬末；然⽽，腺病毒感染可全年發⽣。咽結膜炎（咽結膜熱）常⾒於嬰幼兒。⾓膜結膜炎是⼀種更嚴重的感
染，涉及結膜和⾓膜，可能在外傷或醫療操作後發⽣。腺病毒也經常影響下呼吸道。

 腺肌病加侖酶 [Imprint ]
膽囊腺肌瘤病是⼀種良性疾病，其特徵是病因不明的增⽣性改變累及膽囊壁，引起黏膜過度⽣⻑、肌壁增厚，並可導致膽
囊憩室（袋狀）的形成。

 腿部和�部腫脹的乳液 [Imprint ]
該 IC 可⽤於對任何類型的乳液或⾯霜進⾏編程。�有助於⾎液循環，減少腫脹和炎症。 
包含：  ⼄�⽔楊酸  速尿  菠蘿蛋⽩酶  地塞⽶松  肝素（注射液） 還有1...

 腿部疲勞和腫脹 [Imprint ]
- 
包含：  ⼄�⽔楊酸  雙�芬酸  速尿  桂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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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膀胱和腎感染 [Imprint ]
- 
包含：  �性複合物  阿奇黴素  環丙沙星  環磷��  腎盂腎炎 還有1...

 膀胱尿 [Imprint ]
Vesica Urinaria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於治療與泌尿系統相關的問題，例如腎臟排泄障礙、草酸尿症、尿毒症、腎結
⽯、膀胱炎、腎積⽔、腎⼩球腎炎和腎病、膀胱乳頭狀瘤、膀胱裡急後重和前列腺腺瘤。這種療法對腎臟排泄和整體解毒
有刺激作⽤。

 膀胱感染 [Imprint ]
- 
包含：  腎素N  環丙沙星  蔓越莓  腎盂腎炎  �康� 還有1...

 膀胱炎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可幫助治療膀胱炎，即膀胱炎症。

 膀胱炎症（膀胱炎） [Imprint ]
- 
包含：  Delta 睡眠誘導�  阿奇黴素  環丙沙星

 膀胱炎膀胱感染PEMF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持健康的膀胱。始終將其與匹配的 IC 結合使⽤。

 膀胱複合體 [Imprint ]
- 
包含：  �性複合物  環丙沙星  腎盂腎炎  IgG 免疫球蛋⽩  ⾮那��鹽酸鹽 還有1...

 膝蓋疼痛緩解 [脈衝電磁場]
Knee Pain Relief 是⼀種治療膝蓋疼痛的⽅法，包括⼀組⽤於消除炎症、恢復活⼒和增加滑液分泌的頻率。�還可⽤於改
善肌⾁、滑膜和結締組織、關節囊、周圍神經、軟⾻和⾻膜。此外，如果膝蓋因⾻折或半⽉板撕裂⽽受損，也可以使⽤
�。

 膠原蛋⽩� [Imprint ]
膠原蛋⽩是體內最豐富的蛋⽩質，對健康⾄關重要。�⽀持⽪膚彈性，並可能對抗明顯的衰⽼跡象。膠原蛋⽩�可⽤於改
善頭髮、⽪膚和指甲的健康。�還可⽤於緩解關節疼痛、防⽌⾻質流失、改善消化以及⽀持肌⾁、韌帶和肌腱。

 膠體⾦ [Imprint ]
膠體⾦，也稱為納⽶⾦，是純⾦納⽶粒⼦在液體中的懸浮液，通常是蒸�⽔。眾所周知，�可以⽀持思想，改善認知功能
並減少腦霧。膠體⾦還可⽤於幫助減少炎症、減少成癮的影響、減輕疼痛、增強能量、促進傷⼝癒合、改善⽪膚質量和幫
助治療濕疹等⽪膚狀況、增強情�、改善性慾和刺激免疫系統功能.膠體⾦以其抗�化、抗衰⽼和恢復活⼒的特性⽽聞名。

 膽囊⽀持 [Imprint ]
膽囊⽀持可⽤於幫助膽囊健康。膽囊分泌膽汁，在中醫中被稱為“⼤⾂”，膽汁⽤於消化脂肪，還可以清除肌⾁系統中的毒
素。膽囊⽀持是⼀種溫和的益⽣菌配⽅，可促進肝臟膽管、膽總管和膽囊中的最佳膽囊功能和膽道清潔。這款 IC 是在有
機奶薊草、朝鮮薊提取物、印度尼⻄亞⾁桂⽪、有機薑⿈、有機甜菜根的幫助下製成的——所有這些都在益⽣菌培養物中
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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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膽囊炎 [Imprint ]
- 
包含：  多烯基磷脂�膽�  �基⼆�咯���  肝臟⽀持  諾麗  刺槐 還有1...

 膽囊炎 [Imprint ]
膽囊炎是膽囊的炎症。可引起消化不良、無⼒、⽣命⼒受抑制、易怒、壓痛、右上腹疼痛或絞痛、右肩胛⾻下疼痛、全⾝
不適及脹氣、噯氣、脹氣。

 膽囊疼痛（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膽囊疼痛的流⾏頻率。

 膽囊脈衝電磁場 [脈衝電磁場]
[新的] 開發這種 PEMF 是為了⽀持膽囊的癒合！

 膽固醇 [Imprint ]
這種療法⽤於幫助從膽管（膽結⽯前）、膽結⽯、腎結⽯、消化不良、纖維瘤、腹脹、肝斑、不寧腿和⽩內障中收集膽固
醇。膽固醇有助於⽀持⼀般肝臟和膽囊健康。

 膽汁性肝硬化 [Imprint ]
膽汁性肝硬化是肝臟中膽管的慢性炎症和進⾏性瘢痕形成。�可能導致膽汁流量減少、⾼⾎壓和⽢油三�⽔平升⾼、⽪膚
瘙癢、極度疲勞、各種⾃⾝免疫性疾病、⼿掌上出現紅⾊斑點、噁⼼、脹氣、腹脹、胃灼熱、腹瀉、飯後腹部不適、擴⼤
肝、脾腫⼤、⽔腫、肌⾁減少、腿不寧、尿⾊深和肝硬化。

 膽⽯症 [Imprint ]
- 
包含：  美⾙維林  S-腺�蛋�酸  屈他維林

 膽管炎 [Imprint ]
- 
包含：  多烯基磷脂�膽�  �基⼆�咯���  肝臟⽀持  諾麗  刺槐 還有1...

 膽結⽯ [Imprint ]
可能導致膽結⽯、腎結⽯、動脈粥樣硬化、消化不良、易怒、膽囊、�腺和膽總管炎症、動脈⾼⾎壓、⼼悸、動脈斑塊、
纖維瘤、肩胛⾻之間和右下⽅的上腹部疼痛肩胛⾻，失眠。

 膽結⽯（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膽結⽯（膽⽯症）的流⾏頻率，膽結⽯是膽囊中形成的固體膽汁沉積物。

 膽絞痛 [Imprint ]
- 
包含：  美⾙維林  諾麗  屈他維林  布洛芬

 膽道運動障礙 [Imprint ]
- 
包含：  美⾙維林  屈他維林  �酶

 �上⽑孔粗⼤ [Imprint ]
- 
包含：  �基⼆�咯���  諾麗  刺槐  鹽酸⻄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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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癌症⽀持 2.0 [Imprint ]
該 IC 含有許多已知可抑制癌症幹細胞的營養素。�可以在化療塊之間使⽤，以⽀持化療對癌細胞的影響並保護所有健康
細胞。 
包含：  乳房防禦  EGCg（綠茶提取物）  視⿈酸  β-葡聚�  薑⿈素加 還有1...

 ⾃由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於幫助轉移在亞原⼦⽔平上阻礙癒合的深層和⾮常古⽼的信念系統。

 ⾃⾝免疫校正 [脈衝電磁場]
該 IC 有助於糾正和解除免疫系統功能中的能量⼲擾，例如導致⾃⾝免疫疾病和過敏反應的抗體的錯誤產⽣。

 ⾃閉症 [聽得⾒]
這種audible IC 可⽤於幫助⾃閉症。建議每天聽這個IC 2-3 次以獲得更好的效果。

 致癌因素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破壞常⾒的致癌因素。�包含有關免疫系統、毒素、病原體、DNA 等的信息！每天使⽤這個 PEMF。

 與痛⾵相關的關節炎（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治療與痛⾵有關的關節炎的頻率。

 舍莫林� [Imprint ]
Sermorelin 是⼀種合成的⽣⻑激素釋放激素 (GHRH) 類似物。�可⽤於幫助減輕體重、促進肌⾁⽣⻑和⼒量、提⾼運動表
現、增強能量、改善情�、增強性慾和性慾、預防⼼�病、改善傷⼝癒合時間、減少�痕、提⾼睡眠質量，改善⽪膚質
量，強化⾻骼，減少癲癇發作，對抗癡呆症的影響，增加活⼒。 Sermorelin 也可⽤於其抗衰⽼特性。

 舒曼共振 7.83 Hz（2 分鐘） [脈衝電磁場]
這是舒曼共振頻率的兩分鐘版本，可⽤於幫助改善整體健康和⾝體恢復活⼒。

 舒曼共振 7.83Hz（1 分鐘） [脈衝電磁場]
這是舒曼共振的 1 分鐘版本。�可⽤於⼀般健康。�也可以⽤�來編程⽔。這個頻率可以幫助⾝體調整到地球的⾃然頻
率。⼀些好處包括：接地，幸福和快樂的感覺。為獲得最佳效果，建議使⽤ Schumann Resonance 7.83Hz（20 分
鐘）IC。

 舒曼共振 7.83Hz（20 分鐘） [脈衝電磁場]
這是舒曼共振的 20 分鐘版本。�⽤於⼀般健康。�也可以⽤�來編程⽔。這個頻率將幫助⾝體調整到地球的⾃然頻率。
好處包括：接地，幸福和快樂的感覺。為獲得最佳效果，建議使⽤此 IC ⾄少 15 分鐘。

 舒曼共振 7.83Hz（5 分鐘） [脈衝電磁場]
這是舒曼共振的 5 分鐘版本。�可⽤於⼀般健康。�也可以⽤�來編程⽔。這個頻率可以幫助⾝體調整到地球的⾃然頻
率。⼀些好處包括：接地、幸福和快樂的感覺。為獲得最佳效果，建議使⽤ Schumann Resonance 7.83Hz（20 分
鐘）IC。

 舒適 [脈衝電磁場]
為緩解疼痛和再⽣提供廣泛的深層滲透益處。�有助於減輕疼痛并在投訴領域提供緩解，包括：急性或慢性疼痛、肌⾁、
關節、肌腱/韌帶疼痛和各種疼痛綜合徵，如背痛、頭痛、網球肘、⾯部、頸部、⾝體疼痛等。

 舒⾺曲坦 [Imprint ]
舒⾺曲坦可能是治療偏頭痛和叢集性頭痛最常⽤的處⽅藥。建議儘早使⽤此 IC，意識到可能會出現叢集性頭痛或偏頭痛，
在最初的 20 分鐘內喝⼀升 IC ⽔，並在必要時繼續使⽤更多 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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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旅⾏輔助劑⽚ [脈衝電磁場]
此 IC 可能有助於克服時差、消化問題、失眠、睡眠中斷和因距離和時區變化⽽引起的腫脹。

 ⾊素沉著過度⽀持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可⽤於幫助解決⾊素沉著過度或⽪膚上的⿊斑/區域。 
包含：  煙��  ⽩藜蘆醇  視⿈酸  維⽣素C  柳 還有1...

 艾草（胡爾達·克拉克） [Imprint ]
艾蒿，⼜稱艾蒿，⾃古以來就以其抗真菌、抗寄⽣蟲和抗菌的特性和作⽤⽽聞名。通常建議在⽔瀦留的情況下，�被證明
是真正有效的。�被認為是⼀種強⼤的驅蟲劑。艾草（Artemisia absinthium）是⼀種特殊的蒿屬植物，⽤於通過刺激胃
酸和膽汁的產⽣來幫助增強消化和促進營養吸收。�也可以⽤作寄⽣蟲清潔劑。

 芝麻菜 [Imprint ]
芝麻菜是⼀種受歡迎的沙拉葉，屬於蕓苔屬植物，原產於地中海。�營養豐富，富含纖維和植物化學物質。芝麻菜可能有
助於預防⾻質疏鬆症、控製糖尿病、改善⼼臟健康、控制體重、促進眼睛健康、降低患癌症的⾵險、促進消化、控制⾎
壓、改善⾻骼健康、增強⽪膚質量、延⻑壽命、增強運動表現、減少炎症、幫助排毒，改善認知功能。

 芥⼦油� [Imprint ]
⼗字花科蔬菜的芽中硫代葡萄糖�含量⾼。這些含硫化合物在體內代謝成⼀些⾮常強⼤的抗癌化合物，包括異硫�酸鹽和
蘿蔔硫素。蘿蔔硫素對癌症有許多有益作⽤，包括證明�可以殺死癌症幹細胞。�也被證明對治療⾃閉症很有價�。

 芥末 [Imprint ]
芥末是治療深沉憂鬱和抑鬱的良藥，這種憂鬱無緣無故地從湛藍的天空中降臨。處於這種狀態的⼈經常列出他們必須感到
快樂和滿⾜的所有原因，但在他們看來，⼀切仍然是⿊暗和絕望的。芥末療法有助於驅散烏雲，讓我們再次體會到⽣活中
的快樂與和平。建議⽤於當⼀個⼈無緣無故感到沮喪時。

 芬特明 [Imprint ]
芬特明是⼀種類似於安⾮他明的藥物，⽤於抑制⻝慾。�被歸類為擬交感神經�。芬特明可⽤於通過減少飢餓和使⼈感覺
更⻑時間來幫助減輕體重。�與運動和健康�⻝⼀起⽤於治療肥胖症。

 芬�達� [Imprint ]
芬�達�是⼀種藥物，⽤作動物的廣譜�並��驅蟲藥。�可⽤於治療狗的各種寄⽣蟲，如鉤蟲、蛔蟲、鞭蟲、肺蟲和某
些類型的絛蟲。

 花�酒花 [Imprint ]
�酒花是�酒花植物（Humulus lupulus）的開花部分。�們通常⽤於釀造�酒以及為⻝物添加⾵味。多年來，�酒花還
被⽤於治療各種疾病，如焦慮、失眠和其他睡眠障礙、煩躁、緊張、注意⼒缺陷多動障礙 (ADHD)、興奮性、緊張、炎
症、更年期症狀（如潮熱）和盜汗）、抑鬱、情�和消化不良。這款 IC 是在整個錐形�酒花和花卉提取物的幫助下製成
的。

 花粉 19 30CH [Imprint ]
花粉 19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含有在加拿⼤發現的常⾒過敏原。�可以預防和減少過敏症狀，如打噴嚏、瘙癢和流鼻
涕。

 花⻘素提升 [Imprint ]
花⻘素具有抗�化和抗菌特性，改善視覺和神經系統健康，預防各種慢性疾病。這種 IC 複合物含有富含花⻘素的⽔果。 
包含：  ⼭桑⼦  ⿊葡萄  覆盆⼦  甜櫻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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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芹 [Imprint ]
中國芹菜是⼀種更健康的芹菜，據信起源於⼀種野⽣芹菜。芹菜可⽤於幫助降低膽固醇和⾎壓，促進⾎液循環，利尿去⽔
腫，穩定情�，改善偏頭痛，延緩衰⽼。中國芹菜還具有抗�化、抗癌和抗衰⽼的特性。

 芹菜 [Imprint ]
芹菜是繖形科植物，富含抗�化劑、必需�物質和維⽣素，如類⿈�、葉酸、鉀、維⽣素 B6、維⽣素 C 和維⽣素 K。與
芹菜相關的健康益處包括減少炎症、改善消化和減少腹脹，降低⾎壓，改善⼼臟健康，保護肝臟健康，提⾼性慾，幫助抵
抗感染，降低患癌症的⾵險。

 芹菜汁 [Imprint ]
芹菜汁有時被稱為癒合汁。�含有豐富的營養物質和補充⽔份的重要來源。芹菜含有芹菜素和⽊犀草素，這兩種抗�化劑
已被證明可以減少體內炎症。芹菜汁可⽤於幫助增強免疫系統功能、改善消化、減輕關節炎症狀、促進⼤腦健康、解毒、
幫助便秘、降低⾎壓和改善⽪膚外觀。

 芹菜種⼦ [Imprint ]
芹菜種⼦ (Apium Graveolens) 來⾃野⽣芹菜植物（有時稱為中國芹菜），通常⽤作烹飪⾹料。芹菜�營養豐富，具有抗
�化特性，數千年來⼀直⽤於東⽅醫學。芹菜�可⽤於幫助促進紅細胞形成、⽀持⾻骼健康、改善⾎糖⽔平、減少炎症、
�靜神經、對抗感冒和流感、減少⽔分瀦留、降低⾎壓⽔平、降低膽固醇⽔平、減少肌⾁痙攣，並減少失眠。芹菜種⼦也
可⽤於幫助治療關節炎和痛⾵。

 芹菜素 [Imprint ]
[新的] 芹菜素是⼀種天然類⿈�，存在於各種⽔果、蔬菜和⾹草中，例如橙、芹菜、朝鮮薊、歐芹、洋⽢菊和⽜⾄。�具
有強⼤的抗�化和抗炎特性。芹菜素可能有助於提⾼睾丸激素、⽀持減肥、減輕焦慮和壓⼒、增強⼤腦功能、改善睡眠質
量、減輕疼痛和炎症、改善⼼臟健康、調節⾎糖⽔平和改善⽪膚健康。該 IC 是在脂質體芹菜素的幫助下製成的。

 苛性� [Imprint ]
苛性�是⼀種治療放射性暴露、燒傷、疲憊、先兆弱、慢性感染和過敏（過敏性休克）免疫功能障礙引起的損傷的藥物。

 苦杏仁� [Imprint ]
苦杏仁�，也稱為維⽣素 B17（儘管�實際上不是維⽣素），是⼀種天然存在的營養素，存在於各種堅果、種⼦和植物
中。�最有效地存在於杏核中。苦杏仁�以其免疫防禦特性⽽聞名，通常被認為對治療癌症有益。�還可⽤於幫助降低⾎
壓、減輕關節炎疼痛、減少炎症、⽀持消化系統健康、改善⼼臟健康、⽀持眼睛健康、增強免疫系統、改善認知功能、⽀
持⽪膚健康和⽪膚細胞再⽣、促進肝臟健康，⽀持呼吸系統健康，減少疲勞。該IC是在杏核的幫助下製成的。

 苦⽠ [Imprint ]
苦⽠⽤於暫時治療與�腺功能障礙相關的症狀，如消化不良、腹瀉、噁⼼、嘔吐、脹氣、胃和⼗⼆指腸潰瘍、絞痛、上腹
痛、腹脹和消化不良。�也可⽤於幫助治療�腺纖維化、�腺炎和⾎⼩板減少症。

 �⼄� (PEA) [Imprint ]
�⼄� (PEA) 是⼀種天然存在於⼈體和⻝物（如可可⾖）中的化學物質，可以在實驗室合成。 PEA 在中樞神經系統中充當
神經遞質，幫助⾝體產⽣某些化學物質，這些化學物質在情�穩定中發揮作⽤。在化學上，PEA 在結構和功能上與藥物安
⾮他明 (Adderall) 相似，可⽤作替代品。 PEA 可⽤於幫助治療焦慮和抑鬱、注意⼒缺陷多動障礙 (ADHD)、創傷後應激障
礙 (PTSD)、疲勞和低動⼒、腦霧、注意⼒不集中和性慾低下。�也可⽤於提升情�、⽀持運動表現、提⾼能量⽔平、促
進減肥、提⾼認知能⼒和減輕壓⼒。

 �⼆�卓類藥物⽤於睡眠和恐懼 [Imprint ]
- 
包含：  �硝⻄泮  地⻄泮  �⻄汀  勞拉⻄泮  Phenibut（4-�基-3-�基丁酸鹽酸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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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拉明 [Imprint ]
�海拉明⽤於預防和治療暈動病以及噁⼼、嘔吐和頭暈。

 �海拉明 [Imprint ]
�海拉明是⼀種抗組�藥，主要⽤於治療過敏和與過敏相關的症狀，如眼睛發癢、流淚、打噴嚏和流鼻涕。�還可⽤於緩
解因輕微喉�刺激引起的咳嗽，預防和治療暈⾞，誘導睡眠（幫助失眠），以及治療帕⾦森病的某些症狀。

 英國玫瑰 [Imprint ]
[新的] 英國玫瑰，也稱為 Rosa boscobel，可能有助於減輕壓⼒、促進肝臟健康、減少消化問題和改善⽪膚狀況。

 茅膏菜 [Imprint ]
茅膏菜花精華是為那些模糊、優柔寡斷、不注重細節的⼈準備的。�也適⽤於那些容易“分裂”的⼈，尤其是在有⼯作要做
的時候。此外，容易做夢或吸毒的⼈可能會使⽤茅膏菜花精華。這種本質將有助於讓⼈們專注於當下，減少拖延，並保持
�踏實地。

 茶樹油 [Imprint ]
茶樹油，也稱為⽩千層油，是⼀種精油，來⾃澳⼤利亞原產的互葉⽩千層的葉⼦。幾個世紀以來，茶樹油⼀直被⽤作傳統
藥物，因為�具有抗菌、抗炎、抗病毒和抗真菌的特性。茶樹油含有幾種化合物，⼀種是�品烯-4-醇，已被證明可以殺死
某些細菌、病毒和真菌。茶樹油可⽤於幫助對抗粉刺、促進頭髮健康、控制頭⽪屑、改善⾎液循環、⽀持指甲和⽪膚健
康、治療指甲真菌、緩解�氣症狀和減少炎症。

 茶�酸 [Imprint ]
茶�酸，也稱為 L-茶�酸，是⼀種天然存在於綠茶和紅茶以及⼀些��中的化合物。�可⽤於促進放鬆，同時保持警覺狀
態。�還可⽤於改善認知功能、減少腦霧、增加註意⼒、減輕壓⼒和焦慮、增強免疫系統功能、控制⾎壓和改善睡眠。

 草藥免疫和⾎液⽀持 [Imprint ]
Herbal Immune and Blood Support 是天然草藥的混合物，有助於增強/調節免疫系統。�可⽤於幫助增強⾝體的免疫反
應和造⾎功能，提⾼抗癌活性，保護⾝體免受�化損傷，增強能量和減少疲勞，減輕疼痛和炎症，幫助減輕關節炎症狀，
增加耐⼒，改善⾝體機能，並幫助產⽣新鮮⾎液和⾎紅蛋⽩。⾮常適合⽼年⼈、學⽣、⻑途司機、運動員等需要能量恢復
的⼈。這款IC是在草藥當歸、蛇床⼦和芍藥的幫助下製成的。

 草藥萊姆配⽅ [Imprint ]
廣譜植物配⽅，含有亞洲洋⾞前⼦、代爾草、菊花、黨參、⼟⽊⾹、何⾸烏、藁本、牡丹、款冬、商陸、常春藤。�適⽤
於所有患有萊姆病和相關�傳疾病（如巴爾通體、巴⾙蟲和⽴克次體）的⼈。�同時具有殺菌和免疫刺激成分。

 荊條 [Imprint ]
荊條是最廣泛使⽤的草藥之⼀，可解決與⼥性⽉經週期相關的症狀。研究表明，Vitex 可減輕經前綜合症 (PMS) 的症狀並
幫助調節不規則的⽉經週期。�也常被⽤作減少更年期前後潮熱的⼀種⽅法。⼈們認為，荊條⾄少部分是通過刺激多巴�
受體起作⽤的，多巴�受體對⽣殖激素有許多積極作⽤。

 荳� [Imprint ]
⼩荳�，有時被稱為⼩荳�，是⼀種來⾃薑科植物家族的⾹料，幾個世紀以來⼀直⽤於草藥。荳�可⽤於治療消化問題，
如胃灼熱、腸易激綜合徵 (IBS)、噁⼼、嘔吐、腹瀉、便秘、肝膽問題和⻝慾不振。�也可⽤於幫助治療感冒和感染、咳
嗽、喉�痛、解毒、減肥、預防癌症、抑鬱、睡眠問題、糖尿病、⼝腔健康、泌尿問題、早洩、勃起功能障礙、陽痿、頭
痛、炎症、和⾼⾎壓。

 荷爾⽶爾 [Imprint ]
Hormeel ⽤於調節不規則的⽉經週期，緩解經期和經前不適，包括疼痛、腹脹和神經過敏。�也可⽤於⼀般的荷爾蒙功能
障礙、不育症、垂體激活（以及間接的性腺、甲狀腺和腎上腺）、閉經、⽉經量少和更年期不適。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dimenhydrinat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diphenhydram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english-ros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sundew-australian-bush-flower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tea-tree-oil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thean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herbal-immune-and-blood-support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herbal-lyme-formula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vitex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cardamom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hormeel


 荷爾蒙平衡 [脈衝電磁場]
增加⾝體健康、情�健康、經驗、信仰、⽣活⽅式和當前關係。男性和⼥性的性慾低下通常與壓⼒、醫療狀況、慢性炎
症、更年期、睾�激素失衡以及衰⽼、睡眠問題、⽣活習慣以及對⾃我和⽣活的看法有關，這些都會導致整體能量⽔平低
下、疲勞，焦慮或抑鬱。

 菊粉 [Imprint ]
菊粉是⼀種天然存在於菊苣根、⾲菜、蒲公英根和⼤蒜等多種植物中的可溶性纖維。菊粉被認為是⼀種益⽣元，�有助於
改善消化系統健康。菊粉可⽤於幫助降低⾎糖⽔平、減少便秘、減少⻝慾和控制體重、促進⼼臟健康、增加�和�的吸
收、降低患結腸癌的⾵險，以及幫助治療腸易激綜合徵 (IBS)。

 菊苣 [Imprint ]
⼈們對家⼈和朋友充滿愛和關懷。但他們期望得到愛和關注作為回報，如果他們沒有得到他們期望的⼀切，他們會感到被
輕視和不必要的傷害。他們偉⼤的愛可以使他們緊緊�住他們所愛的⼈，並試圖讓他們依賴和親近。這可能會扼殺其他⼈
格的發展，或者只是將⼈們�⾛。當我們陷⼊這種狀態時，菊苣被⽤作幫助無條件和⾃由地給予愛的補救措施。建議那些
覺得⾃⼰操縱和控制親⼈的⼈。

 菌 [Imprint ]
- 
包含：  阿奇黴素  ⽩⾊念珠菌  �康�  ⻄柚�提取物  制黴菌素 還有1...

 �� [Imprint ]
Sarsaparilla，也被稱為牙買加根，是⼀種來⾃��屬的植物。�可⽤於幫助治療關節炎、⽜⽪癬和腎臟問題。
Sarsaparilla 還可⽤於幫助減輕炎症和疼痛、增強性耐⼒和性慾、解毒、減少體液瀦留和改善腎功能。

 菠蘿蛋⽩酶 [Imprint ]
菠蘿蛋⽩酶是⼀種存在於菠蘿果實和莖中的酶。由於其藥⽤特性，�已經使⽤了幾個世紀。�可⽤於改善消化、減少炎
症、緩解鼻竇問題、維持健康的肌⾁⾻骼組織、⽀持肌⾁⾻骼功能、減輕膝關節疼痛、幫助緩解⾻關節炎症狀、減少組織
腫脹和關節僵硬、⽀持減肥、幫助⽣育、增強免疫和保護⼼臟。

 菠蘿蜜 [Imprint ]
菠蘿蜜是世界上最⼤的樹傳⽔果，平均重3.5公⽄⾄10公⽄，可達35公⽄。�富含纖維、蛋⽩質、維⽣素、�物質和抗�
化劑。菠蘿蜜可能有助於降低⾎壓、維持⾎糖⽔平、降低炎症、增強能量、促進⼼臟健康、增強免疫系統功能、促進眼睛
和⽪膚健康、提⾼睡眠質量和改善消化。�也可⽤於幫助治療潰瘍。

 菠蘿蜜種⼦ [Imprint ]
菠蘿蜜是⼀種⽣⻑在亞洲、⾮洲和南美洲的熱帶⽔果。⽔果及其種⼦可⻝⽤，並提供各種健康益處。菠蘿蜜種⼦富含不同
的營養物質，如蛋⽩質、硫�素、核⿈素和抗�化劑。菠蘿蜜種⼦已在中藥中⽤作壯陽藥以及治療腹瀉等消化問題。菠蘿
蜜種⼦還可⽤於幫助降低膽固醇⽔平、改善⽪膚和頭髮健康、促進眼睛健康、鍛煉肌⾁和改善整體健康。

 菲佛 [Imprint ]
Pfeiffer 的主要適應症是單核細胞增多症（腺熱）、喉�和淋巴腺腫脹、極度虛弱和疲勞、注意⼒不集中和思考困難、炎
症（喉�、肺、⼤腦、神經系統、⼼臟）、頭暈、⼤量出汗、⼼跳加速搏動、頭痛、脾腫⼤、肝腫⼤、⿈疸、⾎⼩板計數
低、害怕遺棄、無⼒、壓抑和脫離。

 �酸 [Imprint ]
�酸已被證明可治療⾼膽固醇、酗酒、精神分裂症、炎症等。�是細胞能量產⽣中不可或缺的輔助因⼦，在體內所有甲基
化反應中發揮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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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萊姆 [Imprint ]
- 
包含：  Barton-hens 30C  地塞⽶松  強⼒黴素  草藥萊姆配⽅  萊姆病 還有1...

 萊姆疏螺旋體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對抗萊姆病（疏螺旋體病）和伴隨的問題，如疼痛和炎症。將其與 Lymes 和免疫增強 IC 結合使⽤。此
外，可以將抗⽣素複合物添加到程序中。

 萊姆病 [Imprint ]
萊姆病是由受感染的�傳播的疏螺旋體引起的嚴重疾病。萊姆病的症狀可能包括免疫缺陷、流感樣症狀、淋巴結腫⼤、胃
腸道不適、嚴重疲勞、炎症、肌⾁疼痛和虛弱、肌⾁抽�和痙攣、神經損傷和神經功能喪失以及睡眠障礙。

 �普⽣ [Imprint ]
�普⽣是⼀種⾮�體抗炎藥 (NSAID)，是最廣泛使⽤的 NSAID 之⼀，⽤於治療各種炎症性疼痛。�⽤於緩解背痛、肌腱
炎、滑囊炎和關節炎，以及⽉經痛、痛⾵、頭痛、牙痛和肌⾁痛。

 落葉松 [Imprint ]
落葉松是對那些覺得⾃⼰不如其他⼈有能⼒的⼈的補救措施。他們對⾃⼰把事情做好的能⼒缺乏信⼼，認為⾃⼰會失敗，
⽽且往往懶得去嘗試。我們可以將其與處於“�樹”狀態的⼈進⾏對⽐，在這種狀態下，願意承擔太多會導致危機。無論成
功與失敗的想法如何，這種補救措施都可以幫助我們繼續前進。更願意承擔⾵險並參與其中，我們會從⽣活中獲得更多。
推薦給那些需要更多⾃信的⼈。

 葉酸 [Imprint ]
葉酸有助於提供重要的細胞和神經保護，以及能量⽀持。此外，在懷孕前和懷孕早期每天服⽤葉酸有助於降低神經管缺陷
的⾵險。

 葉酸 [Imprint ]
葉酸是⼀種維⽣素 B，通常存在於扁⾖、橙⼦、全⿆產品、綠葉蔬菜、蘆筍、甜菜、⻄蘭花和球芽⽢藍等⻝物中。葉酸對
熱⾮常敏感，很容易通過烹飪被破壞，因此⼈們可能無法在�⻝中攝取⾜�的葉酸。葉酸有助於⾝體產⽣和維持新細胞，
在細胞分裂中發揮重要作⽤，有助於正常的⾎液形成和⼼理功能，減少疲勞，是懷孕期間胎兒發育所必需的。

 葉酸 + 維⽣素 B12 [Imprint ]
葉酸 + 維⽣素 B12 為胃腸道和神經系統的功能提供⽀持，並促進脂肪和蛋⽩質的正常代謝。�有助於將�⽔化合物轉化為
能量，並⽀持頭髮、⽪膚和肝臟。

 葉⿈素 + ⽟⽶⿈質 [Imprint ]
葉⿈素和⽟⽶⿈質是天然類胡蘿蔔素（即植物產⽣的⾊素）和強⼤的抗�化劑。這兩種類胡蘿蔔素以保護眼睛和⽀持眼睛
健康⽽聞名。葉⿈素 + ⽟⽶⿈質可⽤於幫助預防視⼒喪失、年齡相關性⿈斑變性、⽩內障、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眼睛脫離
和葡萄膜炎。�也可⽤於保護⾝體免受⾃由基損傷和保護⽪膚免受陽光傷害。

 葛 [Imprint ]
葛根是⼀種草本植物，多年來⼀直在中醫中⽤於治療發燒、腹瀉、糖尿病和⼼臟病。�含有超過 70 種植物化合物，包括
槲⽪素、染料⽊⿈�、⿈⾖�原、鳶尾⿈�和其他植物化學物質，這些可能是該草藥潛在健康益處的原因。 葛根可⽤於幫
助治療酒精中毒、緩解更年期症狀、減少炎症、緩解胃部不適和緩解嚴重頭痛。

 葡萄柚提取物 [Imprint ]
葡萄柚是類⿈�以及維⽣素 C、維⽣素 E 和維⽣素 P 等營養物質的極好來源。�可⽤於⽀持免疫系統的正常功能，保護細
胞免受�化應激，並減少疲勞和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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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球菌 1M [Imprint ]
Staphysagria 是⼀種植物，⽤作順勢療法，以幫助促進⼿術傷⼝的癒合。�還可能有助於治療頭痛、失眠、牙痛、⿆粒
腫、眼瞼炎症、霰粒腫、尿路感染、蜜⽉期膀胱炎、膀胱感染、性交疼痛、絞痛、坐⾻神經痛、切⼝疼痛、⼿術後疼痛、
⼿術�痕、結腸炎、復發性頭蝨、⼤傷⼝和開放性傷⼝以及關節疼痛。此外，眾所周知，葡萄球菌是⼀種很好的情�健康
療法（尤其是在創傷事件之後），並且可能有助於治療創傷後應激障礙 (PTSD)、焦慮、抑鬱和抑制憤怒。

 葡萄�提取物 [Imprint ]
[新的] 葡萄�提取物來⾃釀酒葡萄的種⼦。�富含抗�化劑，是原花⻘素的重要來源。葡萄�提取物可能有助於降低⾎
壓、減少�化損傷、改善⾎液流動、⽀持⼤腦健康、保護肝臟、減少炎症、促進傷⼝癒合和增強⾻骼強度。

 蒔蘿 [Imprint ]
蒔蘿，有時被稱為蒔蘿草，是芹菜科的⼀種芳⾹草本植物，數百年來⼀直⽤於烹飪和藥⽤。蒔蘿可⽤於幫助增加能量並幫
助消化問題，例如⻝慾不振、腸氣（脹氣）和肝臟問題。�還可⽤於幫助治療尿路疾病、腎臟疾病、排尿疼痛或困難、感
冒和發燒、增強免疫系統功能、神經疼痛、關節炎疼痛、⽉經來潮、抑鬱和睡眠障礙（失眠）。

 蒜 [Imprint ]
⼤蒜是⼀種屬於蔥屬的植物，在地下以鱗莖形式⽣⻑。傳統上，⼤蒜因其眾多有益健康的特性⽽被⽤作藥物。⼤蒜可⽤於
幫助治療多種疾病，包括動脈粥樣硬化、⾼膽固醇、冠⼼病、⾼⾎壓、普通感冒和感染。此外，�已被⽤於幫助調節⾎糖
⽔平和清除體內毒素。

 蒲公英 [Imprint ]
Syzygium ⽤於幫助治療與成⼈糖尿病、肝臟和膽囊疾病、胃和⼗⼆指腸的慢性炎症和潰瘍、外周循環障礙、免疫系統和
腺體功能的刺激相關的症狀。

 蒲公英花精 [Imprint ]
蒲公英花精華可⽤於幫助通過任何靈性或⾝體變化的過程，包括衰⽼過渡。�也可⽤於幫助清潔系統並緩解肌⾁疼痛。蒲
公英也可以⽤來緩解沮喪和怨恨的感覺。

 蒲公英葉提取物 [Imprint ]
蒲公英葉⻑期以來⼀直⽤於各種與健康相關的⽬的，例如幫助治療貧⾎、壞⾎病、⽪膚問題、⾎液疾病和抑鬱症。�還被
⽤於幫助促進和刺激消化、防⽌腎臟中的⽔瀦留、減輕⽔分、排毒、增強抗�化活性、調節⾎糖⽔平、控制⾼⾎壓、降低
膽固醇⽔平、保護膽囊、減少癌症⾵險，對抗炎症，增強免疫系統，促進肝臟健康，預防尿路感染，並幫助減肥。

 蒲公英（葉⼦和根） [Imprint ]
儘管許多⼈認為蒲公英是⼀種雜草，但蒲公英（Taraxacum officinale）實際上是⼀種草本植物。從根到花，蒲公英的所
有部分⻑期以來都因其藥⽤特性⽽被使⽤。蒲公英富含維⽣素、�物質和抗�化劑，可促進整體健康。�可⽤於幫助減輕
炎症、降低⾎糖⽔平、提⾼�島素敏感性、降低膽固醇和⽢油三�⽔平、降低⾎壓、⽀持⼼臟健康、促進肝臟健康、⽀持
減肥、改善消化、緩解便秘、降低患癌症、改善睡眠質量、增強免疫系統功能、⽀持健康⾻骼和改善⽪膚健康。�也可⽤
於幫助肝臟解毒和減少體內腫脹。

 蓬⼦草屬 [Imprint ]
蓬⼦草屬花精華可⽤於幫助改善睡眠質量、刺激造夢、增強放鬆和獲得良好的夜間休息。�也可以⽤來減少抑鬱和焦慮的
感覺，並平衡情�波動。

 蔓越莓 [Imprint ]
蔓越莓是⼀種⼩⽽酸的紅⾊漿果，已知富含抗�化劑。蔓越莓⽤於預防和治療尿路感染以及腎結⽯和神經源性膀胱。�還
可⽤於幫助改善⼼臟健康、控制 2 型糖尿病患者的⾎糖⽔平、改善記憶⼒、預防由幽⾨螺桿菌引起的胃潰瘍，並提⾼免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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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蔥屬洋蔥 30CH [Imprint ]
Allium Cepa（通⽤名：紅洋蔥）是⼀種順勢療法，主要⽤於治療由病毒引起的過敏、感冒和流鼻涕。�還可能有助於治
療花粉熱、流感、劇烈打噴嚏、喉�痛和喉�發癢和發癢的喉炎。

 蕁麻疹 30CH [Imprint ]
Urtica Urens，通常被稱為矮蕁麻，是⼀種順勢療法藥物，⽤於幫助因過敏引起的⽪疹伴有瘙癢。�可⽤於幫助治療蕁麻
疹、燒傷、痛⾵和⾵濕病（與蕁麻疹樣⽪疹有關）。

 蕁麻葉 [Imprint ]
蕁麻，⼜稱刺蕁麻，是⼀種灌⽊，含有多種營養物質、必需�基酸和多�。葉⼦因其藥⽤特性已被使⽤了幾個世紀。與蕁
麻葉相關的健康益處包括促進泌尿道健康、減輕疼痛和炎症（尤其是與關節炎有關）、幫助緩解肌⾁酸痛、控制⾎糖⽔平
（2 型糖尿病）以及幫助治療季節性過敏。

 �樣真菌病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是消除�樣真菌病的常⾒頻率，�樣真菌病是⼀種真菌感染。 IC Pad 可應⽤於腸道區域或出現症狀或任何類
型真菌表現的任何其他區域。通常，對於任何黴菌感染，都需要解決�樣真菌病。確保�喝⾜�的⽔以避免排毒反應。這
種 PEMF 應該每天使⽤⾄少幾個星期。

 薄荷 [Imprint ]
薄荷是⼀種混合薄荷，由⽔薄荷和留蘭⾹混合⽽成。除了改善⻝品和其他產品的⾵味和⾹味外，�還⽤於藥⽤數千年。薄
荷具有抗菌、抗病毒和抗炎的特性。薄荷可⽤於幫助增強能量、對抗疲勞、提⾼注意⼒、緩解頭痛和偏頭痛、緩解消化系
統症狀（如脹氣、腹脹和消化不良）、減少與腸易激綜合徵 (IBS) 相關的症狀、減少炎症、緩解⽉經抽筋，改善睡眠，抑
制⻝慾，減輕體重，緩解鼻竇充⾎，減輕炎症和肌⾁疼痛。

 薄荷 [Imprint ]
留蘭⾹是⼀種草藥，由於其治療特性，可⽤於幫助治療各種疾病。留蘭⾹可⽤於幫助改善消化、緩解壓⼒、促進⾎液循環
和保護免疫系統。此外，�還可⽤於幫助治療噁⼼、嘔吐、消化不良、脹氣、頭痛、關節炎、炎症、疲勞和抽筋。

 薄荷布什 [Imprint ]
薄荷布什花精華有助於⾯對和應對混亂時期。這是⼀個⼈在進⼊⼀個新的精神層⾯之前所經歷的精神考驗和磨難，當⼀個
⼈覺得他們正在接受考驗，往往是他們的極限。在這段時間裡，通常會有很多困惑和感覺，⼀切都太難了，太難處理和解
決了。這些感覺也可能來⾃⼀個⼈的⽣活中的劇烈變化，例如離婚、重病或事故等。這種本質可以幫助⼀個⼈感到平靜，
並給予清晰和應對能⼒。

 薑⿈ [Imprint ]
薑⿈是⼀種⿈根，屬於薑科，在世界各地的許多菜餚中常⽤作⾹料。�富含β-胡蘿蔔素、維⽣素C、�、�酸、鉀和�等
營養物質，也是薑⿈素的重要來源。薑⿈是阿育吠陀和傳統中藥的重要組成部分，已被⽤於幫助緩解關節疼痛、保護⼼
臟、改善情�、改善認知功能、預防癌症、幫助消化問題、緩解頭痛、減輕炎症和幫助關節炎疼痛，緩解經痛，增強免疫
系統。

 薑⿈素 + DHA + ⽣薑 [Imprint ]
薑⿈素 + DHA + ⽣薑是脂質體形式的強效抗炎化合物的完美組合，有助於治療疼痛和炎症。�還可⽤於⽀持健康的關節功
能、預防⼼�病、幫助⼤腦功能、降低患阿爾茨海默病的⾵險，並幫助改善與關節炎和抑鬱症相關的症狀。

 薑⿈素 + 磷脂�膽� [Imprint ]
薑⿈素 + 磷脂�膽�是⼀種複合物，可提⾼薑⿈素在體內的⽣物利⽤度和吸收率。�可⽤於減少體內炎症、提供抗�化⽀
持、減少肌⾁和關節疼痛和僵硬、⽀持⼤腦和⼼⾎管健康、幫助解決消化問題、減少關節炎疼痛、⽀持視⼒和增強免疫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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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薑⿈素 + ⿊胡椒 + 鉀  [Imprint ]
薑⿈素 + ⿊胡椒 + 鉀是⼀種強⼤的組合，具有豐富的抗炎和抗�化特性。�可⽤於減輕疼痛和炎症、治療⾎液充⾎、減少
�化應激、⽀持神經系統的功能、維持健康的關節和⾻骼、⽀持正常的肝臟健康、管理⾎液循環以及促進⾎液⽣成和質
量。

 薑⿈素加 [Imprint ]
Curcumin Plus 含有易於吸收的薑⿈素，可⽤於幫助減輕疼痛、改善關節活動度、減少炎症、改善消化、增強免疫系統功
能和⽀持⼤腦健康。

 薑⿈複合物 [Imprint ]
薑⿈複合物可⽤於幫助⽀持關節健康、減少炎症並幫助緩解與關節炎相關的疼痛、緩解與體育鍛煉相關的輕微疼痛、⽀持
器官健康、促進健康細胞⽣⻑、增強抗�化和細胞保護活性、⽀持⼤腦健康、並改善情�。該 IC 是在含有薑⿈素、類薑
⿈素和薑⿈根莖精油的類薑⿈素複合物的幫助下製成的。

 薔薇⽯英 [Imprint ]
薔薇⽯英是⼀種粉紅⾊的⽯英，以無條件的愛⽽聞名。�有助於恢復⼈際關係中的信任與和諧，淨化和敞開⼼扉，在悲傷
時提供安慰，並⿎勵⾃我照顧、⾃愛、⾃我寬恕和接受。薔薇⽯英也可以提供平靜與和平的感覺。�附著在⼼輪和喉輪
上。

 藍花楹 [Imprint ]
藍花楹是⼀種亞熱帶樹，已被⽤於治療細菌感染以及包括梅毒和淋病在內的性病。

 藍莓 [Imprint ]
藍莓通常被認為是⼀種超級⻝物，是所有⽔果中抗�化價�最⾼的。�富含纖維、維⽣素 C、維⽣素 K、�以及⼀種叫做
花⻘素的化合物，�是⼀種抗�化劑，使藍莓呈現藍⾊。藍莓可⽤於幫助防⽌衰⽼、預防癌症、降低⾎壓、預防⼼�病、
維持⼤腦功能、改善記憶⼒、降低⾎糖⽔平、提⾼�島素敏感性、抵抗尿路感染、減少劇烈運動後的肌⾁損傷、降低炎
症，保持⽪膚健康，幫助消化。

 藍莓發酵⼩⿆提取物 [Imprint ]
藍莓發酵⼩⿆提取物含有 IP-PA1，⼀種源⾃⼩⿆中共⽣⾰蘭⽒陰性菌的脂多�。�可⽤於幫助增強和增強免疫系統、預防
胃潰瘍、降低低密度脂蛋⽩膽固醇⽔平、減少⽪膚發紅和瘙癢、促進傷⼝癒合、修復細胞以及消除⽼化和異常細胞。該 IC
是在發酵⼩⿆提取物和藍莓的幫助下製成的。

 藍蓮花 [Imprint ]
藍蓮花，⼜稱藍⾊埃及蓮花或藍⾊睡蓮，是⼀種原產於埃及的睡蓮。�是⼀種具有精神活性的植物，可以提供欣快的感
覺。藍蓮花可⽤於幫助改善睡眠、焦慮、抑鬱和勃起功能障礙。�還可⽤於幫助增強清醒夢、促進內⼼平靜、提升情�、
改善冥想和促進深度放鬆。藍蓮花對那些壓⼒⼤的⽇⼦很有幫助。

 藍針� 30CH [Imprint ]
Medorrhinum 由淋病製成，是⼀種順勢療法藥物，⽤於治療各種健康問題，包括婦科問題。對於⽉經過多並伴有難聞氣
味的⼥性來說，這是⼀種極好的治療⽅法。這樣的⼥性在乳房柔軟的同時也可能在頸部區域經歷強烈的敏感性。
Medorrhinum 也可⽤於幫助治療紅眼病、結膜炎、淋病、疣、濕疹、賴特綜合徵、關節炎、哮喘、頭痛、卵巢疼痛、慢
性盆腔疾病、尿路感染、睾丸疼痛、⽣殖器疣和�疹，如還有鼻炎和鼻竇炎。

 藏紅花 [Imprint ]
藏紅花，也稱為 kesar，是⼀種從番紅花中提取的⾹料，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昂貴的⾹料之⼀。藏紅花可⽤於治療咳嗽、感
冒、發燒、喉�痛和化痰。�還可⽤於幫助解決睡眠問題（失眠）、癌症、動脈粥樣硬化、⼼臟健康、關節炎、嘔吐、腸
氣（脹氣）、抑鬱、焦慮、記憶和⼤腦功能、性慾、胃灼熱、⽜⽪癬和⽪膚乾燥。此外，⼥性可能會使⽤藏紅花來幫助治
療經期痙攣和經前期綜合徵 (PMS)；⽽男性可以⽤�來幫助治療早洩、勃起功能障礙和不孕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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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藜蘆專輯 30CH [Imprint ]
Veratrum Album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由百合科植物的根製成，可⽤於幫助治療腹瀉、嘔吐和⼤量出汗。�也可⽤於幫
助緩解疲勞、熱衰竭、噁⼼、痙攣、咳嗽和⽉經不適。

 藤蔓 [Imprint ]
Vine 適合那些了解⾃⼰的想法並認為⾃⼰知道什�對他⼈最好的⼈。他們很強壯，喜歡⾏使權⼒，但在他們消極的狀態
下，這可能導致他們僅靠武⼒⽀配他⼈。暴虐的⽗親和霸道的⽼�是典型的負⾯葡萄藤，因為他們期望別⼈絕對服從，只
要聽從他們的命令，就不會過分關⼼贏得⼈⼼。在這⽅⾯，Vine 與“Vervain”⾮常不同。 Vervains 試圖將他⼈轉變為他們
的思維⽅式；藤蔓滿⾜於簡單的紀律。在積極的⽅⾯，葡萄樹⼈會成為明智、溫柔和充滿愛⼼的嚮導，他們可以在不訴諸
武⼒的情況下激勵和領導他⼈。當我們陷⼊發布命令時，就會給予補救以⿎勵我們表現出這種積極的⼀⾯。推薦給那些認
為⾃⼰更了解、貶低他⼈並傾向於⽀配...

 藤⿈果 [Imprint ]
藤⿈果，也被稱為⾺拉巴爾羅望⼦，是羅望⼦家族中的⼀種奇異⽔果，幾個世紀以來⼀直被傳統草藥師使⽤。�含有⼀種
稱為�基��酸 (HCA) 的化合物，可增強⾝體的脂肪燃燒潛⼒。藤⿈果可⽤於幫助減肥、降低⻝慾、提⾼運動表現和降低
膽固醇。

 蘆� Socotrina 6CH [Imprint ]
Aloe Socotrina，通常稱為蘆�，是⼀種順勢療法，可⽤於治療腹瀉、消化問題、腸胃氣脹、腹脹、痔瘡和腰痛。�還可
⽤於幫助緩解直腸的不安全感，以及排便或不由⾃主地排出的糞便。

 蘆�凝膠 [Imprint ]
蘆�被⼀些⼈描述為“神奇植物”，因其治療功效⽽廣為⼈知。特別是蘆�凝膠，�是在蘆�植物葉內部發現的透明果凍狀
物質，可⽤於幫助治療糖尿病、肝炎、消化問題、便秘、炎症性腸病、⾻關節炎、⾼膽固醇、胃灼熱、胃潰瘍、發燒、體
重減輕、瘙癢和炎症。

 蘇糖酸� [Imprint ]
蘇糖酸�是�的最佳形式，可被⼤腦最佳吸收和利⽤。另⼀種成分是賴�酸�/⽢�酸�。該產品中的兩種形式的�最適
合治療焦慮症以及震顫、帕⾦森⽒症、多發性硬化症等神經系統疾病。

 蘋果酸� [Imprint ]
蘋果酸�是�和蘋果酸的組合，後者存在於蘋果等許多⽔果中。蘋果酸�可⽤於幫助改善�的吸收，減少頭痛的發⽣，促
進情�，⽀持能量產⽣，增強運動表現，控制⾎糖⽔平，減少慢性疼痛，對抗纖維肌痛，對抗慢性疲勞綜合症，並去除有
毒⾦屬⾝體。

 蘋果醋 [Imprint ]
蘋果醋基本上是經過發酵的蘋果汁。�具有多種對健康有益的特性，⻑期以來⼀直被⽤作天然藥物。蘋果醋可⽤於幫助減
肥、降低⾎糖⽔平、降低膽固醇和改善⼼臟健康。此外，蘋果醋具有抗菌和抗�化特性。

 ��免疫 [Imprint ]
Mushrooms for Immune 是 10 多種已知⽀持健康的藥⽤��的組合。�可以⽤來增強免疫功能以及⽀持⾃然殺傷細胞、
T 細胞、巨噬細胞活性和細胞因⼦的產⽣。這個IC是在杏仁、獅⼦�⽑、⾦針�、藝術家的conk、銀⽿、裂鰓��、中國
根、灰樹花、牡蠣、舞茸、蟲草、⽕雞尾、⾹�和靈芝的幫助下製作的。

 蘿芙⽊ [Imprint ]
Rauwolfia Compositum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於治療伴有眩暈、⼼肌無⼒或動脈硬化的⾼⾎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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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蘿芙⽊嘔吐根⽪ [Imprint ]
Rauwolfia Vomitoria 是⼀種藥草（主要⽣⻑在⻄⾮），⽤於治療⾼⾎壓和精神障礙等疾病已有 2000 多年的歷史。�通
常⽤作消化系統和激素系統的調節劑。 Rauwolfia Vomitoria 的根⽪似乎具有細胞保護作⽤，促進健康的細胞調節（尤其
是當荷爾蒙系統受到挑戰時）。

 蘿蔔硫素 [Imprint ]
蘿蔔硫素是⼀種富含硫的天然植物化合物，存在於各種⼗字花科蔬菜中，如⻄蘭花、捲⼼菜、抱⼦⽢藍、⽩菜、芝麻菜和
羽⾐⽢藍。蘿蔔硫素具有許多有益作⽤，例如激活 Nrf-2 途徑（參與調節抗�化、抗炎和解毒過程）、降低炎症、調節⾎
壓、減緩衰⽼過程、⽀持肝臟健康、改善⼼臟健康、預防癌症、降低⾎糖⽔平、管理 2 型糖尿病、改善認知功能和促進肝
臟解毒。蘿蔔硫素也可能有助於控制⾃⾝免疫性疾病。該 IC 是在⻄蘭花芽中的蘿蔔硫素的幫助下製成的。

 虛弱抑鬱綜合徵 [Imprint ]
- 
包含：  諾麗  �⻄汀  桂利�

 蚓激酶 [Imprint ]
[新的] 蚓激酶是⼀種來源於蚯蚓的酶，具有纖維蛋⽩溶解和蛋⽩⽔解的特性。�可能有助於防⽌⾎液凝固、對抗炎症、改
善與腎上腺疲勞相關的症狀、⽀持胃部健康並改善⼼臟健康。

 蛀牙 齲⿒ PEMF [脈衝電磁場]
蛀牙主要是細菌感染。主要病原體之⼀來⾃鏈球菌家族。該脈衝電磁場包含殺死這些細菌和⽀持牙⿒材料的信息。

 蛋⽩⽔解酶 [Imprint ]
在癌症治療中使⽤⾮常⾼劑量的�酶已有很⻑的歷史。這種酶配⽅基於在德國開發的原始 Wobenzyme 配⽅。這是在德國
政府強制要求顯著減少每劑中的酶量之前的公式。�含有�酶 4X、�蛋⽩酶、糜蛋⽩酶、菠蘿蛋⽩酶、⽊⽠蛋⽩酶、脂
肪酶、澱粉酶、超�化物歧化酶和過�化�酶。除了癌症治療外，這種酶配⽅還具有很強的抗炎作⽤，應考慮⽤於治療關
節炎、運動損傷、⼿術恢復和⼀般排毒等疾病。酶還有助於防⽌⾎液凝固，因此應在⼼⾎管疾病和中⾵預防中加以考慮。

 蛔蟲蛔蟲脈衝電磁場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對抗⽣活在肝臟和肺部並導致哮喘、過敏和許多其他健康問題的蛔蟲。

 蛔蟲（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寄⽣蟲的Rife頻率 - 蛔蟲。

 蛔蟲（Rife）- 短 [脈衝電磁場]
Rife頻率幫助寄⽣蟲 - 蛔蟲。

 蜂王漿 [Imprint ]
蜂王漿是蜜蜂為�養蜂王⽽產⽣的乳狀分泌物。�富含蛋⽩質、�⽔化合物、�基酸、脂肪酸、維⽣素和�物質。蜂王漿
可⽤於幫助減輕更年期症狀、減少炎症、⽀持⽪膚修復、改善傷⼝癒合、增強能量、促進⼼臟健康、降低膽固醇⽔平、改
善⾎糖控制、控製糖尿病、增加�島素敏感性、改善記憶⼒、促進⼤腦功能，改善乾眼症，減少衰⽼跡象，增強免疫功
能，⽀持⾻骼健康，促進⻑壽，並⽀持整體健康和活⼒。

 蜂花粉 [Imprint ]
蜂花粉是⼀種營養豐富的植物花粉，已在東⽅⽂化中使⽤了幾個世紀。�被認為是⼀種超級⻝品，具有保護健康的巨⼤潛
⼒。蜂花粉含有�⽔化合物、脂肪、蛋⽩質、�基酸、酶、維⽣素、�物質以及抗�化劑。蜂花粉具有抗菌、抗真菌、抗
病毒、抗炎和免疫刺激特性。�可⽤於幫助促進減肥、減輕疼痛、緩解更年期症狀、對抗感冒、減輕季節性過敏症狀、增
強免疫系統功能、預防⼼�病、促進傷⼝癒合、⽀持肝臟健康、改善⾻骼健康、降低膽固醇，增強能量，提⾼運動成績，
延緩衰⽼，增強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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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蜂 30CH [Imprint ]
蜜蜂，也稱為 apis，是⼀種由蜜蜂製成的順勢療法。�主要⽤於幫助緩解腫脹、中暑、凍傷、⽪疹和昆蟲叮咬引起的⽪膚
炎症，這些炎症會因熱⽽惡化。�還可能有助於治療過敏、蕁麻疹、尿路感染、紅眼病、⿆粒腫、⽔腫、昆蟲叮咬、蜜蜂
叮咬和關節炎引起的炎症。

 蝦⻘素 [Imprint ]
蝦⻘素是⼀種充滿活⼒的深紅⾊類胡蘿蔔素，天然存在於微藻、鮭⿂、鱒⿂、蝦、⼩⿓蝦和甲殼類動物等海洋⽣物中。在
微藻⾬⽣紅球藻中發現了最豐富的蝦⻘素來源。�是⼀種抗�化劑，以促進健康和防⽌細胞損傷⽽聞名，尤其是在⼤腦和
⾎管系統中。�可⽤於預防衰⽼、幫助維持健康的⽪膚、治療乳腺癌、⽀持⾼性能運動、減少疲勞、預防⼼�病、減輕關
節炎引起的炎症和疼痛、幫助治療阿爾茨海默⽒症等神經退⾏性疾病、提⾼男性⽣育能⼒、防⽌眼睛疲勞，增加流向眼組
織的⾎流量，促進⼤腦健康，幫助治療糖尿病，防⽌免疫細胞受損，並⽀持免疫系統功能。蝦⻘素的⼀個特殊功能是�能
�穿過⾎腦和⾎視網膜�障以保護⼤腦和眼睛（這對於胡蘿蔔素來說是相...

 蝶⾖花精華 [Imprint ]
蝶⾖花精華可⽤於幫助改善從底輪和第⼆輪到⼼臟的能量流動，並點燃處於休眠狀態的精神能量。

 螺旋藻 [Imprint ]
螺旋藻是⼀種藍綠藻，具有廣泛的健康益處。�含有幾乎所有必需和⾮必需�基酸，以及抗炎必需脂肪酸。研究表明，螺
旋藻可以幫助糖尿病患者控制⾎糖，還可以降低膽固醇⽔平。�是⼀般解毒的重要營養素，特別與除草劑草⽢�的解毒有
關。螺旋藻還可以減少⼀些化學療法和重⾦屬的毒性作⽤。�還具有抗病毒和抗菌特性，因此是任何⼀般免疫強化計劃的
重要補充。

 螺旋藻藻藍蛋⽩ [Imprint ]
螺旋藻是⼀種藍綠藻，富含營養、�物質、蛋⽩質、類胡蘿蔔素和抗�化劑。螺旋藻的主要活性成分是藻藍蛋⽩，⼀種使
藻類呈現深藍⾊的抗�化劑。與螺旋藻相關的健康益處包括減輕體重、增加能量和刺激免疫系統。�還可⽤於幫助清除體
內的重⾦屬和毒素、降低膽固醇⽔平、減少炎症、降低⾎壓、降低⾎糖⽔平（2 型糖尿病）、增加運動員的耐⼒、幫助肌
⾁耐⼒、預防復發性酵⺟菌感染，改善消化和腸道健康，並幫助對抗過敏。⼀些證據還表明，螺旋藻具有抗癌特性。

 蟊 [Imprint ]
Cantharis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於暫時緩解排尿時輕微的泌尿不適、疼痛和灼熱感以及尿急感。

 蟯蟲（Rife） [脈衝電磁場]
蟯蟲的 Rife 頻率 - 常⾒於兒童的腸道寄⽣蟲。

 蟹蘋果 [Imprint ]
這被稱為清潔補救措施，因此是巴赫博⼠原始危機配⽅的奶油版中添加的“第六種成分”。�的主要⽤途是幫助那些不喜歡
他們的外表或個性的某些⽅⾯，或者覺得他們有⼀些不潔或有毒的⼈。有時在螃蟹蘋果狀態下，我們會忽視真正的問題，
⽽專注於我們已經固定的⼀件事——有時是整體的⼀個很⼩的⽅⾯。我們可能會⽤ Crab Apple 來清理強迫性、重複性的
⾏為，例如洗⼿、重新檢�電器是否拔掉電源等等。巴赫博⼠的描述：這是淨化的補救措施。對於那些覺得⾃⼰有些不太
乾淨的⼈。通常，這顯然是無關緊要的事情：在其他⼈⾝上，可能有更嚴重的疾病，與他們專注的⼀件事相⽐，這種疾病
幾乎被忽視了。在這兩種類型中，他們都渴望擺脫⼀件在...

 蠟菊精油 [Imprint ]
蠟菊精油是從意⼤利蠟菊植物中提取的，⽤作草藥。�可⽤於幫助減輕炎症、對抗感冒和咳嗽、促進傷⼝癒合、減少倦怠
和疲憊、緩解痙攣、保護神經系統、刺激排尿、促進細胞健康、改善⽪膚健康（例如促進⽪膚膠原蛋⽩和彈性蛋⽩），並
減少衰⽼跡象。永久花精油也可⽤於幫助治療消化系統疾病，如胃痛、消化不良、腹脹、胃酸倒流和便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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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蟲 [Imprint ]
⾎吸蟲是⼀種寄⽣性溫熱，⽣活在亞熱帶和熱帶地區的淡⽔中，並導致感染⾎吸蟲病（也稱為⾎吸蟲病）。這種寄⽣蟲最
常⾒於⾮洲、南美洲、加勒⽐海和中東。�⽤受�染的淡⽔或因沐浴、游泳、洗⾐等活動接觸受�染的淡⽔⽽發⽣⾎吸蟲
病。性成熟的⾎吸蟲寄⽣於⼈體盆腔靜脈。在臨床過程中分為三個階段：急性期、慢性期和外流期。在引⼊尾蚴後的第⼀
階段，症狀包括全⾝無⼒、頭痛，並伴有過敏反應。在第⼆階段，有特徵性的慢性症狀 - 終末⾎尿（排尿結束時出現⾎
滴），伴有疼痛和排尿困難的表現。最後⼀個階段是發展為腎積⽔或腎盂腎炎，導致無尿和尿毒症。伴隨⼥性（宮頸糜
爛、糜爛、宮頸息⾁）和男性（附睾炎、前列腺炎、精囊損傷）的許多疾病。

 ⾎壓健康 [Imprint ]
[新的] ⾎壓健康可能有助於將⾎壓⽔平維持在正常範圍內。此外，�可能有助於⽀持⾎液循環。該 IC 是在葡萄�提取物的
幫助下製成的。

 ⾎壓調節器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於幫助⾎細胞⽣成和⾎壓管理。�還可⽤於⽀持 T 細胞的免疫激活以及⽀持造⾎系統。⾎壓調節劑也可能對意
志⼒和果斷感有刺激作⽤。

 ⾎栓形成 [Imprint ]
- 
包含：  ⼄�⽔楊酸  �基⼆�咯���

 ⾎栓性靜脈炎 [Imprint ]
- 
包含：  ⼄�⽔楊酸  諾麗  桂利�

 ⾎流循環 [脈衝電磁場]
該 IC 有助於調節⾝體的循環系統以維持所需的⾎流，並有助於循環組織炎症。

 ⾎液中的膽固醇（減少量） [Imprint ]
- 
包含：  瑞舒伐他汀�  �基⼆�咯���  肝臟⽀持

 ⾎液中的⾎紅蛋⽩（增加） [Imprint ]
- 
包含：  �基⼆�咯���  肝臟⽀持  諾麗

 ⾎液排毒脈衝電磁場 [脈衝電磁場]
創建這種 PEMF 是為了清除⾎液中的毒素和感染。

 ⾎液疾病 [Imprint ]
- 
包含：  多烯基磷脂�膽�  �基⼆�咯���  刺槐

 ⾎清 D'Anguille 30C [Imprint ]
Serum D'Anguille，或鰻⿂⾎清，是⼀種由鰻⿂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治療⽩蛋⽩尿，這是尿液中含有⽩蛋⽩
的腎臟疾病的徵兆。�也可⽤於幫助治療急性蛋⽩尿。

 ⾎清素助推器 [Imprint ]
- 
包含：  度洛⻄汀  �⻄汀  �加  神經�基酸  5'-磷酸�哆�（維⽣素 B6 的活性形式） 還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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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素睡眠 [Imprint ]
- 
包含：  褪⿊激素  Phenibut（4-�基-3-�基丁酸鹽酸鹽）  纈草  Delta 睡眠誘導�  肌醇 還有1...

 ⾎管炎 [Imprint ]
- 
包含：  ⼄�⽔楊酸  �基⼆�咯���  S-腺�蛋�酸

 ⾎管疾病 [Imprint ]
- 
包含：  ⼄�⽔楊酸  刺槐  桂利�

 ⾎管疾病 [Imprint ]
- 
包含：  ⽜⾎去蛋⽩⾎液透析液  ⼄�⽔楊酸  桂利�

 ⾎管痙攣 [Imprint ]
- 
包含：  ⽜⾎去蛋⽩⾎液透析液  ⼄�⽔楊酸  曲美他�  桂利�

 ⾎管硬化 [Imprint ]
- 
包含：  ⼄�⽔楊酸  曲美他�  桂利�

 ⾎管肌張⼒障礙 [Imprint ]
- 
包含：  ⽜⾎去蛋⽩⾎液透析液  ⼄�⽔楊酸  桂利�

 ⾎糖平衡 [Imprint ]
⾎糖平衡⽤於降低糖尿病患者的⾎糖⽔平。�還可⽤於預防和治療糖尿病症狀，如⻘光眼、⽩內障和多發性神經病。該 IC
是在植物提取物和�物質的幫助下創建的，其中包括苦⽠、越橘、武夷藤葉、葉⿈素和�。

 ⾎糖⽀持 [Imprint ]
⾎糖⽀持⽤於幫助維持已經在正常範圍內的⾎糖⽔平。此外，�還可⽤於幫助�島素反應並⽀持健康的⻝慾。

 ⾎⾊素沉著症 [Imprint ]
⾎⾊素沉著症是⼀種⾝體儲存過多鐵的疾病。這種 IC 複合物可⽤於幫助減少體內多餘的鐵。 
包含：  槲⽪素  ⽩藜蘆醇  薑⿈  IP-6（肌醇六磷酸）

 袋⿏⽖ [Imprint ]
袋⿏⽖花精華對於那些難以與他⼈正確互動或由於完全專注於⾃⼰和⾃⼰的需求⽽傾向於麻⽊不仁的⼈有益。這種本質可
以幫助⼀個⼈識別他⼈的暗⽰和需求，從⽽更加了解他們的感受。此外，袋⿏⽖花精華可以通過⿎勵善良、敏感和放鬆來
阻⽌以⾃我為中⼼的傾向和社交無能，從⽽能�享受和與他⼈交流。

 裙帶菜 [Imprint ]
裙帶菜是⼀種可⻝⽤的海藻，富含各種營養素，如�、�、葉酸、鐵、�、維⽣素 B2、維⽣素 A 和維⽣素 K。與裙帶菜
相關的健康益處包括治療貧⾎、幫助消化和減少腹脹，⽀持正常的甲狀腺功能，降低⾎壓和膽固醇⽔平，促進⼼臟健康，
保護⾻骼免受⾻質疏鬆症，幫助平衡荷爾蒙，降低⾎糖⽔平和改善�島素抵抗，並幫助減肥。裙帶菜也被證明具有抗癌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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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合維⽣素 B + �磷硫� [Imprint ]
[新的] 複合維⽣素 B + �磷硫�是主要 B 族維⽣素的組合，可能有助於⽀持神經系統、認知功能、免疫系統功能、能量產
⽣、器官和組織健康以及細胞新陳代謝。該 IC 是在維⽣素 B1（硫�素）、維⽣素 B2（核⿈素）、維⽣素 B3（�酸）、
泛酸、維⽣素 B6（�哆醇）、維⽣素 B12、葉酸、⽣物素和�磷硫�的幫助下製成的。

 複雜的前列腺炎 [Imprint ]
- 
包含：  諾麗  ⽜前列腺提取物  刺槐  乳房防禦  穀胱⽢�（還原） 還有1...

 褐藻糖膠 [Imprint ]
褐藻糖膠是⼀種天然硫酸化多�，主要存在於各種褐海藻中，例如 mozuku、kombu、limumoui 和 wakame。�可⽤於
增強免疫系統功能以及提供抗�化保護。其他⽤途包括預防⾎栓、使⾎液成分正常化、增加抗病毒活性、抑制腫瘤細胞的
活性、調節⾎糖⽔平、⽀持結締組織和軟⾻、幫助維持胃腸道的健康、⽀持腎臟和肝臟的功能，以及幫助治療由衰⽼引起
的動脈粥樣硬化、⼼肌梗塞和其他疾病。

 褥瘡（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褥瘡的Rife頻率。

 褪⿊激素 [Imprint ]
褪⿊激素是⼀種由⼈類松果體合成並在動物和植物中產⽣的激素。儘管褪⿊激素的作⽤很複雜且知之甚少，但�在調節睡
眠和清醒週期以及其他晝夜節律⽅⾯發揮著關鍵作⽤。褪⿊激素已被研究作為⼀種可能的晝夜節律紊亂治療⽅法，可能有
助於減少由時差引起的睡眠障礙。褪⿊激素通過觸發⼤腦中的化學受體來促進睡眠。褪⿊激素不推薦⽤於對任何藥物成分
過敏或敏感的⼈，或免疫系統、腎臟或肝臟問題有問題的⼈。服⽤褪⿊激素時應避免�酒。因為褪⿊激素會影響睡眠模
式，�可能會影響⼀個⼈的駕駛或操作機器的能⼒。懷孕期間或哺乳期間不建議使⽤褪⿊激素。褪⿊激素也可能與其他藥
物和治療發⽣反應，包括避孕藥。確保醫⽣了解所有服⽤的藥物，包括補充...

 褪⿊激素 [Imprint ]
褪⿊激素最出名的是睡眠激素。然⽽，有⼤量研究表明�在預防和治療癌症中的重要作⽤，尤其是對激素敏感的癌症。褪
⿊激素有益地改變雌激素和睾�對其細胞受體的作⽤。褪⿊激素還可以抑制癌症幹細胞的⽣⻑和增殖。除了褪⿊激素作為
重要的⼤腦抗�化劑、汞�合劑和晝夜節律調節劑之外，還有其他作⽤。這種特殊的 IC 具有 60mg 褪⿊激素的信息，該
劑量適⽤於癌症和相關的褪⿊激素益處，但不是專⾨⽤於睡眠誘導。

 ⻄伯利亞⼤⿈根 [Imprint ]
[新的] ⻄伯利亞⼤⿈根可能有助於緩解更年期症狀，包括潮熱、盜汗、易怒、情�波動、睡眠問題、疲憊、關節和肌⾁以
及陰道乾燥。

 ⻄伯利亞松⼦油 [Imprint ]
⻄伯利亞松⼦油，也稱為⻄伯利亞雪松果油，被認為是最有療效的有機產品之⼀，對所有年齡段的⼈都有益。�由松仁製
成，⽣⻑在⻄伯利亞針葉林的雪松樹上。⻄伯利亞松⼦油富含維⽣素 E（⼀種有價�的抗�化劑）、�基酸以及歐⽶茄 3
和 6 脂肪酸。�還含有超過 35 種維⽣素和�物質，包括維⽣素 F、維⽣素 A、維⽣素 B1、維⽣素 B2、維⽣素 B3、類胡
蘿蔔素、�、�、鐵、磷和銅。⻄伯利亞松⼦油可⽤於抑制⻝慾，幫助減肥，增強免疫系統功能，減少炎症，幫助⾎脂⽔
平，降低膽固醇⽔平，減少消化系統炎症，降低⾎糖⽔平，降低⾎壓，增強能量，幫助具有⽪膚外觀，調節新陳代謝，促
進哺乳⺟親的泌乳，幫助⽣殖系統功能，...

 ⻄地那⾮ [Imprint ]
⻄地那⾮⽤於治療男性勃起功能障礙（陽痿；無法勃起或保持勃起）。此外，研究表明⻄地那⾮也可能有助於緩解時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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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柚�提取物 [Imprint ]
⻄柚�提取物 (GSE) 是⼀種極其強⼤的抗�化劑和抗炎劑。�已被證明具有抗癌活性。研究還表明�有益於治療 2 型糖尿
病、⼼⾎管疾病、胃潰瘍、⾼⾎壓和代謝綜合徵。 GSE 也被證明可以完全抑制 MRSA 的⽣⻑，並與治療念珠菌和其他感
染的常規藥物協同⼯作。

 ⻄洋蓍草 [Imprint ]
[新的] ⻄洋蓍草是⼀種藥草，由於其潛在的有益健康的特性，已被藥⽤數千年。�可能有助於⽌⾎和⽀持傷⼝癒合，減少
炎症，減少痛經和⽉經痙攣，改善與腸易激綜合症（IBS）相關的症狀，對抗消化痙攣，減輕抑鬱和焦慮症狀，改善⼤腦
健康，對抗感染，增強免疫功能。

 ⻄番蓮 [Imprint ]
Passiflora Incarnata 是⼀種⻄番蓮，⻑期以來⼀直被⽤來促進平靜的情�。�可⽤於幫助減輕壓⼒和緊張、幫助放鬆、
減少焦慮和促進睡眠（減少失眠）。

 ⻄蘭花 [Imprint ]
⻄蘭花是捲⼼菜科的⼀種蔬菜，富含維⽣素、�物質、纖維和抗�化劑。⻄蘭花是⼀種超級⻝品，具有許多健康益處，例
如改善消化、減少便秘、預防慢性疾病、促進肝臟健康、促進⼤腦健康、控製糖尿病、改善新陳代謝、改善性能⼒、排毒
⾝體、改善⽪膚健康、增強免疫系統，降低患癌症的⾵險，促進⼼臟健康，改善⾻骼和牙⿒健康，調節⾎壓。此外，⻄蘭
花具有抗炎和抗衰⽼的特性。

 ⻄⾦柏 200CH [Imprint ]
Thuja Occidentalis 是⼀種流⾏的治療疣的順勢療法。�還適⽤於分叉、頭⽪屑、⽪膚問題、指甲真菌、肌⾁和關節撕
裂、慢性尿路感染、⽉經問題、發燒、咳嗽和頭痛。 Thuja Occidentalis 也可以給狗服⽤以幫助緩解過敏。對於較低的效
⼒，使⽤“Thuja Occidentalis 30CH”。

 ⻄⾦柏 30CH [Imprint ]
Thuja Occidentalis 是⼀種流⾏的治療疣的順勢療法。�還適⽤於分叉、頭⽪屑、⽪膚問題、指甲真菌、肌⾁和關節撕
裂、慢性尿路感染、⽉經問題、發燒、咳嗽和頭痛。 Thuja Occidentalis 也可以給狗服⽤以幫助緩解過敏。要獲得更⾼的
效⼒，請使⽤“Thuja Occidentalis 200CH”。

 覆盆⼦ [Imprint ]
覆盆⼦是可⻝⽤的漿果，富含維⽣素、�物質和抗�化劑。覆盆⼦被認為是⼀種超級⻝品，以其許多促進健康的特性⽽聞
名，包括控制⾎糖⽔平、預防癌症、促進⼼臟健康、改善關節炎、減少炎症、幫助減肥、⽀持消化系統健康、抗衰⽼（抗
衰⽼屬性），並增強記憶⼒和⼤腦功能。覆盆⼦還可以預防代謝綜合徵。該 IC 是在覆盆⼦的幫助下製作的。

 視⼒⽀持 [Imprint ]
- 
包含：  精�酸� + ⽢�酸�  多合⼀營養素  類胡蘿蔔素複合物  必需的 Omega-3  葉⿈素 + ⽟⽶⿈質 還有1...

 視⼒⽀持 [Imprint ]
視⼒⽀持有助於保護眼睛並保持健康的視⼒。�還可⽤於降低患⽩內障的⾵險和改善⿈斑⾊素密度。該 IC 是在植物提取
物以及維⽣素和�物質的幫助下創建的，其中包括葉⿈素、⽟⽶⿈質、⿊醋栗提取物、維⽣素 C、�和銅。

 視覺提升 [脈衝電磁場]
盛⾏頻率有助於改善視⼒（視⼒）。如果使⽤ Glowing IC Pad，�可以⽤織物覆蓋燈光並塗抹在眼睛上。

 視覺⽀持 2.0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可⽤於幫助⽀持眼睛和視⼒。 
包含：  BPC-157 和 TB-500 �混合物   視⼒⽀持  壓⼒視⼒⽀持  葉⿈素 + ⽟⽶⿈質  多合⼀營養素 還有1...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grapefruit-seed-extract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yarrow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passiflora-incarnata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broccoli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thuja-occidentalis-200ch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thuja-occidentalis-30ch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raspberry
http://www.infopathy.com/zh-TW/combinations/vision-support-d8d5c07b-73d9-4576-abe6-056578b837db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zinc-arginate-zinc-glycinat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all-in-o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carotenoid-complex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essential-omega-3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lutein-zeaxanthin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eye-matrix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vision-boost
http://www.infopathy.com/zh-TW/combinations/vision-support-2-0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bpc-157-and-tb-500-peptide-blend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eye-matrix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es10-stress-video-processing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lutein-zeaxanthin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all-in-one


 視⿈酸 [Imprint ]
全反式維甲酸 (ATRA) 已獲 FDA 批准⽤於治療早幼粒細胞⽩⾎病。 ATRA 是⼀種強⼤的差異化劑。因此，ATRA 具有治療
多種癌症的潛⼒，尤其是在 IC 藥物⽅⾯。 ATRA 與視⿈酸受體結合，隨後激活 DNA 轉錄活性以將未成熟（例如惡性）細
胞移向正常成熟。考慮在癌症和癌前病變（包括息⾁、光化性⾓化病等）的情況下使⽤ ATRA。

 ⾓樹 [Imprint ]
⾓樹⽤於在實際努⼒之前出現的疲倦和疲憊感。處於這種狀態的⼈在展望當天的需求時會感到疲倦。待在床上或推遲開
始，或尋找其他事情做起來更容易——但如果努⼒開始，疲倦就會消失——這表明，與“橄欖”狀態不同，這種疲倦是完全
在腦海中，無法追溯到現實世界中的實際事件。建議當⼀個⼈感到疲倦時——精神上的，⽽不是⾝體上的——並且傾向於
拖延。

 ⾓膜癒合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解決急性和慢性⾓膜問題。

 ⾓蛋⽩ [Imprint ]
⾓蛋⽩是⼀種蛋⽩質，有助於維持健康的關節並⽀持頭髮、⽪膚和指甲。�可⽤於幫助改善⽪膚外觀以及促進頭髮和指甲
⽣⻑。該 IC 是在⽔解⾓蛋⽩的幫助下製成的。

 解��原體 [Imprint ]
解��原體是屬於⽀原體科的細菌。�原體細菌是男性和⼥性正常⽣殖器菌群的⼀部分。�還可能引起疾病，包括⾮特異
性尿道炎、不孕症、絨⽑膜⽺膜炎、死產、早產，以及在圍產期引起的肺炎或腦膜炎。

 ⾔語失語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可幫助治療⾔語失語症。

 訓練後恢復和再⽣�料 [Imprint ]
[新的] 這種複合物就像鍛煉後的奶昔。�含有訓練後令⾝體再⽣的物質。 
包含：  多合⼀營養素  BPC-157 和 TB-500 �混合物   磷脂�絲�酸複合物  L-⾕���  必需�基酸複合物 還有
1...

 記憶增強器 [Imprint ]
該 IC 由以下組合製成：⻑春⻄汀、⼄�基-L-⾁�、⽯杉� A、L-⾕���、L-酪�酸、磷脂�絲�酸、鹽酸�哆醇、甲
鈷�。促智劑是已被證明可以增強認知功能、記憶⼒、創造⼒和執⾏級別⼤腦功能的其他⽅⾯的營養素。這個公式匯集了
幾種促智劑來優化⼤腦功能, 增強⼤腦中的能量利⽤, 並普遍優化⼼理能⼒。對於那些短期或⻑期記憶⼒下降、阿爾茨海默
病或其他形式的癡呆症以及⼀般記憶⼒和創造⼒增強的⼈，請考慮使⽤此 IC。

 記憶提升 - 40 Hz 雙⽿節拍 [聽得⾒]
40 Hz 的雙⽿節拍已被證明有助於改善記憶⼒和增強情�。

 記憶（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記憶和腦霧的Rife頻率。

 認知提升 [Imprint ]
[新的] 認知提升可能有助於改善記憶⼒並⽀持⼤腦功能。該 IC 是在南⾮醉茄、蒔蘿、假⾺⿒�、銀杏葉、蕁麻和薑⿈的幫
助下製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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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知療法 [Imprint ]
Cognition Remedy ⾮常適合在⼯作、說話、閱讀或學習時⿎勵⾼度集中註意⼒。�還可以⽤來消除⽩⽇夢、困惑和不知
所措的感覺，這樣⼀個⼈就能�盡其所能地⼯作。此外，Cognition Remedy 有助於解決問題，並使⼈們能�訪問他們
的“更⾼⾃我”，從⽽增強學習能⼒和吸收想法。這個IC是在布什紫紅⾊，Isopogon，Jacaranda，Paw Paw和Sundew的
花精的幫助下創建的。

 調脾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於在崩潰、休克或疲憊後恢復⾝體。�還可⽤於調節消化酶、�腺糖代謝，並⽀持由於輻射和放射性物質引起
的毒性作⽤⽽導致的癒合過程。

 諾如病毒算法 [脈衝電磁場]
這種脈衝電磁場已被開髮⽤於殺死導致胃流感的諾如病毒。

 諾麗 [Imprint ]
諾麗⽤於幫助治療各種與健康相關的問題，如糖尿病、⾼⾎壓、疼痛、關節炎、炎症、⽉經來潮、腸道不規則、肝病、尿
路感染、腫瘤和⼼⾎管疾病。�還可以增強�的免疫系統並改善�的情�。

 變形桿菌 [Imprint ]
Proteus Vulgaris 是⼀種腸道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治療突然和劇烈的神經系統症狀（“腦⾵暴”）。�可⽤於幫助迷
戀並撲倒在地板上不停尖叫的孩⼦。尋常變形桿菌也可⽤於幫助治療冠狀動脈循環和下肢循環的痙攣，以及幫助治療雷諾
⽒病、⼗⼆指腸潰瘍、肌⾁痙攣和疼痛的�疹性⽪疹。

 變形鏈球菌 [脈衝電磁場]
變形鏈球菌是⼈類⼝腔黏膜中的主要病原體之⼀。�負責齲⿒。這種 PEMF 包含殺死這些細菌的頻率。

 變異芽�桿菌（⼤腸桿菌） [Imprint ]
變異芽�桿菌（⼤腸桿菌）是⼀種腸道順勢療法藥物，⽤於幫助治療症狀變化或交替的情況（例如伴有哮喘症狀的⽪
疹）。 Bacillus Mutable 是 B. Coli 和真正的⾮乳糖發酵桿菌之間的⼀種中間形式。

 豐盈療法 [Imprint ]
豐盈療法可能有助於釋放負⾯信念、家庭模式、破壞和對缺乏的恐懼。 通過這樣做，�可以讓⼀個⼈對在各個層⾯上完全
獲得巨⼤的財富持開放態度，⽽不僅僅是財務上的。 這款 IC 是在 Bluebell、Boab、Christmas Bell、Five Corners、
Philotheca、Pink Flannel Flower、Southern Cross 和 Sunshine Wattle 花精華的幫助下創建的。

 豬⼼菌複合物 [Imprint ]
Cor Suis Compositum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於在⼼肌梗塞后冠狀動脈循環障礙的情況下刺激防禦系統，⽤於⼼肌功能
不全、中⾵、⼼功能不全、閉塞性動脈炎、⾼⾎壓、胃⼼綜合徵、肺⽔腫傾向、狀態栓塞後、肺氣腫、⼼律失常、⼼絞痛
和運動性⼼臟。

 貓免疫缺陷病毒（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貓免疫缺陷病毒 (FIV) 的流⾏頻率，這是⼀種由貓特有的慢病毒引起的疾病。 FIV 攻擊貓的免疫系統。

 貓�病（Rife） [脈衝電磁場]
[新的] 可能有助於貓�病細的 Rife 頻率。

 貓⽖藤 [Imprint ]
貓⽖藤是⼀種熱帶⽊質藤本植物，原產於亞⾺遜熱帶⾬林以及南美洲和中美洲的其他地區。幾個世紀以來，�在南美洲⼀
直被⽤作傳統藥物。北美和歐洲常⽤的貓⽖藤有兩種，即絨⽑鉤藤和貴安鉤藤。貓⽖藤可⽤於幫助增強�的免疫系統、減
輕⾻關節炎和類⾵濕性關節炎的症狀、減輕炎症、退燒、抗癌、增強 DNA 修復、降低⾼⾎壓（⾼⾎壓）、改善克羅恩病
症狀和治療胃潰瘍。這個 IC 是在貓⽖藤 (Uncaria tomentosa) 樹⽪的幫助下製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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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眼⽯英 [Imprint ]
貓眼⽯英是⼀種被認為可以抵禦邪惡和抵禦不可預⾒危險的⽯頭。�也被認為可以帶來財富和繁榮，緩解壓⼒和焦慮，以
及提⾼注意⼒和學習能⼒。貓眼⽯英可能會刺激⾝體的頂輪。

 ⾙爾的麻痺（Rife ） [脈衝電磁場]
⾙爾麻痺的Rife 頻率，⼀種特定形式的⾯癱。

 負能量橡⽪擦（Solfeggio） [聽得⾒]
這種視唱頻率可以⽤來幫助釋放消極情�。�也可以⽤來促進改變和幫助過去的創傷。為獲得最佳效果，每周⾄少聽 3 次
IC，每次⾄少 15 分鐘，持續 4-6 週。將⾳量調節到舒適的中等/低⽔平。

 貧�⽔ [Imprint ]
�是⼀種天然存在的穩定�同位素，天然⽔每升含有⼤約 150 ppm �。貧�⽔ (DDW) 是指�含量低於⾃然⽔平的⽔，�
含量約為 1-120 ppm。據信DDW可能有助於降低體內�的濃度，對健康有益。 DDW 可⽤於幫助增強免疫系統、促進排
毒、提⾼代謝率、保護⼼臟和肝臟、增強葡萄糖代謝、改善情�和記憶⼒以及增強細胞能量。由於其抗衰⽼特性，�也可
⽤於減緩衰⽼跡象。該 IC 是在 5 ppm 貧�⽔的幫助下製成的。

 貧⾎ [Imprint ]
- 
包含：  �基⼆�咯���  肝臟⽀持  諾麗

 貧⾎（流⾏）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治療貧⾎的頻率。

 貫葉連翹30CH [Imprint ]
貫葉連翹，通常被稱為聖約翰草，是⾦絲桃科的開花植物。作為⼀種順勢療法，�可能有助於暫時緩解與神經損傷相關的
症狀。�還可能有助於治療神經痛、神經炎、脊柱損傷、牙痛、抑鬱、焦慮、⾵濕性疼痛、指尖損傷、坐⾻神經痛、⼿術
後疼痛、剖腹產後疼痛和剖腹產�痕。

 費⼒的呼吸 [Imprint ]
- 
包含：  Delta 睡眠誘導�  屈他維林  鹽酸⻄替利�

 賴�酸30C [Imprint ]
Lyssin 是從狂⽝病病毒中提取的，是⼀種順勢療法藥物，⽤於治療由狂⽝病疫苗引起的健康或⾏為問題。�還可⽤於製備
狂⽝病疫苗，以減少或避免副作⽤。

 賽拉圖 [Imprint ]
Cerato (ceratostigma willmottiana) 是巴赫花療法，適⽤於對⾃⼰的判斷缺乏信⼼的⼈。⾯對需要做決定的時候，他們
不像那些躊躇不決的⼈，因為他們可以在沒有太多麻煩的情況下做出決定。但是這樣做之後，懷疑就會蔓延，他們不再確
定他們的決定是否正確。然後他們四處尋求他⼈的意⾒和建議。他們最終會陷⼊絕望的困惑，或者做⼀些他們⼼裡知道不
適合他們的事情。 Cerato 是⼀種補救措施，可以讓處於這種狀態的⼈對⾃⼰的判斷更有信⼼，這樣他們就可以傾聽⾃⼰
內⼼的聲⾳並相信⾃⼰的直覺。

 賽洛⻄賓 [Imprint ]
賽洛⻄賓是⼀種天然存在的迷幻物質，存在於某些被稱為神奇��的��中。⼈們可能會使⽤裸蓋�素作為致幻藥物，其
效果通常與 LSD 類似。賽洛⻄賓可⽤於改善情�、幫助緩解抑鬱、提供欣快感、更加專注、獲得內省洞察⼒、實現精神覺
醒和改善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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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爾 [Imprint ]
Hepeel 可⽤於暫時緩解消化不良症狀，例如腹痛和腹脹、絞痛、腹瀉和/或便秘。�也可以⽤來幫助增強肝臟。

 超級睡眠PEMF [脈衝電磁場]
在睡前使⽤此 PEMF。將 IC Pad 放在胸前，開始 IC Transfer。此外，喝 500 毫升 Super Sleep IC 並添加 Trauma PEMF
以完全恢復。

 超級睡眠加 CBD [Imprint ]
這個 IC Complex 適合深度和安寧的睡眠。 
包含：  ⼤麻  CBD油  Delta 睡眠誘導�  肌醇  褪⿊激素 還有1...

 超級睡眠堆棧加免疫系統 [Imprint ]
為了獲得深度、安寧的睡眠，建議�在晚餐和就寢時間之間喝 8-12 盎司這種 IC。 
包含：  Delta 睡眠誘導�  褪⿊激素  Phenibut（4-�基-3-�基丁酸鹽酸鹽）  肌醇  免疫系統增強

 超級細胞 [脈衝電磁場]
該 IC ⽀持⾝體處理膿腫和感染。

 超級維⽣素 B 配⽅ [Imprint ]
超級維⽣素 B 配⽅是 B 族維⽣素、肌醇和�的混合物，以⽀持整體健康。�可⽤於⽀持肝臟解毒、維持健康的膽固醇⽔
平、管理激素平衡、調節腎上腺功能、⽀持神經系統和⼤腦健康、減少衰⽼跡象、促進⻑壽和幫助能量管理。該 IC 是在
維⽣素 B1（硫�素）、維⽣素 B2（核⿈素）、維⽣素 B3（�酸）、維⽣素 B5（泛酸）、維⽣素 B6、維⽣素 B12、葉
酸、⽣物素、�、肌醇和對�基�甲酸（PABA）。

 超級��複合體 [Imprint ]
超級��複合物是⼀種��混合物，有助於⽀持⾝⼼。�可⽤於增強免疫系統以及改善⼤腦健康和功能。此 IC 是在以下
��的幫助下製作的：姬松茸、冬蟲夏草、獅⼦�⽑、舞茸、平�、靈芝、相⿈、⾹�和⽕雞尾。

 超級⻝品 [Imprint ]
- 
包含：  ⽯榴�油  南⾮醉茄  ⼩蘗�加  ⼤麻  芹菜 還有37...

 超組織再⽣ [Imprint ]
- 
包含：  �基酸複合物  ⽣物活性動物�  完整的膠原蛋⽩�混合物  ⽣⻑激素  維⽡頓提取物

 超重和肥胖（Rife） [脈衝電磁場]
幫助超重和肥胖者減脂和減重的Rife頻率。

 ⾜底疣（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治療⾜底疣的Rife頻率，⾜底疣是發⽣在�或�趾底部的疣。

 ⾜部⽔泡（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部⽔泡的Rife頻率。

 ⾜部營養性潰瘍 [Imprint ]
- 
包含：  ⼄�⽔楊酸  地塞⽶松  雙�芬酸  潑尼松⿓  刺槐 還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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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疲勞 [Imprint ]
- 
包含：  ⽜⾎去蛋⽩⾎液透析液  諾麗

 ⾝體循環系統調節器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能有助於調節循環系統、運動功能、神經內分泌調節和⾝體/情�衝擊。�也可⽤於幫助減輕炎症。

 ⾝體清潔（Rife） [脈衝電磁場]
可以排毒和清潔⾝體的Rife頻率。

 ⾝體矯正器 [脈衝電磁場]
該 IC 旨在幫助對⿑⾝體的所有 3 個腔體，並將⼼臟通信頻率與整個神經系統對⿑以進⾏整合。結果是深度放鬆。

 ⾝體緊張 [脈衝電磁場]
釋放肌⾁⾻骼神經的不適和緊張、疼痛、放射、射擊或壓痛。 IC 可放鬆、舒緩、恢復活⼒、促進恢復、局部或廣泛的疼
痛（可能會隨著整個⾝體的運動、疼痛或僵硬⽽惡化）、肌⾁被拉傷或過度勞累的感覺、疲勞、睡眠障礙、肌⾁抽�、感
覺在運動和其他體育活動之後，�的肌⾁也會“燃燒”。�與 EASE 功能結合使⽤效果很好。在處理⾝體的肌筋膜觸發點
時，�可以提供緩解。

 軟⾻ [Imprint ]
Cartilago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於治療軟⾻疾病、腱鞘炎、髖關節炎、關節炎周圍炎、肩胛⾻和變形性關節病。

 軟⾻急性 [脈衝電磁場]
該 PEMF 包含有助於軟⾻損傷的頻率。

 軟⾻癒合複合物 [Imprint ]
這種複合物⽀持軟⾻和⾻骼健康。 
包含：  軟⾻  ⽜⾎去蛋⽩⾎液透析液  �基葡萄糖 + 軟⾻素（含 MSM）  透明質酸  ⽣⻑激素 還有1...

 軟⾻關節混合物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可⽤於幫助⽀持軟⾻。 
包含：  特魯梅爾  �考�  ⽣⻑激素  �基葡萄糖 + 軟⾻素（含 MSM）  地塞⽶松 還有3...

 輔酶 Q10 [Imprint ]
輔酶 Q10 是⽣命中最基本的分⼦之⼀。�存在於線粒體能量通路中，是產⽣ ATP 所必需的。 CoQ10 已被證明可以降低⾼
⾎壓/⾼⾎壓，改善充⾎性⼼⼒衰竭患者的⼼臟功能，改善⻑期疲勞者的能量，緩解他汀類藥物引起的橫紋肌炎患者的肌
⾁疼痛等等。想想在細胞能量產⽣可能受到損害的所有情況下使⽤輔酶Q10，從急性和慢性感染到⾃⾝免疫性疾病，當然
還有癌症治療。輔酶 Q10 有助於保護⼼臟免受許多傳統化學療法的破壞性影響。

 輔酶Q10 + 左旋⾁�富⾺酸鹽 [Imprint ]
CoQ10 + L-Carnitine Fumarate 將輔酶 Q10 與 L-carnitine fumarate 結合，提供先進的⼼⾎管能量⽀持。�可⽤於幫助
⼼⾎管、代謝和神經系統健康。

 輔酶組合物 [Imprint ]
Coenzyme Compositum ⽤於刺激退⾏性疾病和酶功能缺陷中受阻的酶系統。�還可⽤於治療以下病症：維⽣素缺乏症中
的�化還原過程障礙、⾝體和精神⼯作量增加、關節和脊髓疾病、呼吸系統疾病、泌尿⽣殖系統疾病和消化系統紊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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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卵管發炎 [Imprint ]
- 
包含：  �康�  阿奇黴素

 輻射排毒 [Imprint ]
[新的] 該複合物旨在使⾝體免受癌症治療中使⽤的輻射的毒害。 
包含：  乳房防禦  �基⼆�咯���  橄欖油中的富勒烯  �+酪�酸  烏⽐奇農複合物 還有1...

 輻射排毒 [脈衝電磁場]
輻射排毒的Rife 頻率。

 轉移因⼦ [Imprint ]
這是⼀種⾼效免疫配⽅，可激活⾃然殺傷細胞以抵抗各種傳染病。⾃然殺傷細胞也是控制癌症的核⼼。在任何急性或慢性
傳染病中考慮這個公式，包括萊姆病和慢性疲勞，以及癌症或癌前病變。

 轉移因⼦免疫⽀持 [Imprint ]
轉移因⼦免疫⽀持可⽤於通過幫助識別、作出反應和記住潛在的健康威脅來幫助增強免疫系統功能。�可以幫助免疫系統
識別⾃我和⾮⾃我，從⽽⽀持健康的免疫系統功能。該 IC 是在⽜初乳的幫助下製成的。

 ⾟酸 [Imprint ]
⾟酸，也稱為⾟酸，是⼀種中鏈脂肪酸 (MTC)，天然存在於椰⼦油和棕櫚仁油等熱帶油以及⺟乳中。⾟酸被認為具有抗
菌、抗病毒、抗真菌和抗炎特性。�可⽤於幫助對抗病毒、細菌和酵⺟⽩⾊念珠菌。⾟酸還可⽤於提⾼運動表現、促進減
肥、對抗粉刺、增強免疫系統功能、減少腸道和腸道炎症、促進消化系統健康、控制癲癇、對抗酵⺟菌感染和降低膽固醇
⽔平。

 辣⽊葉 [Imprint ]
辣⽊樹，也被稱為“奇蹟樹”或“⿎槌樹”，是⼀種原產於印度北部的植物。由於其藥⽤特性，這種植物的葉⼦、花�、種⼦
和根已經被使⽤了幾個世紀。�被認為是⼀種超級⻝物，是阿育吠陀療法的⼀部分。葉⼦富含維⽣素、營養素和抗�化
劑。辣⽊葉可⽤於幫助提⾼能量和對抗疲勞、降低⾎壓、減少炎症、促進健康衰⽼、增加⺟乳產量、治愈和鍛煉肌⾁、減
輕關節疼痛、減輕關節炎相關症狀、改善消化系統健康、緩解便秘，改善甲狀腺健康，保護肝臟，增加性慾，平衡⾎糖⽔
平，保護和滋養⽪膚，穩定情�，⽀持⼤腦健康。

 辣椒 [Imprint ]
辣椒，也被稱為辣椒，是⼀種辣椒，幾千年來⼀直被⽤來調味⻝物和草藥。辣椒的⾟辣味道是因為⼀種叫做辣椒素的化合
物，�與各種健康益處有關。辣椒素具有抗�化、抗炎、抗癌和抗菌特性。辣椒可⽤於幫助降低⾎糖⽔平、改善運動表
現、減少關節疼痛、促進新陳代謝、⽀持減肥、對抗感冒和流感、增加⾎液循環、改善消化、緩解頭痛和充⾎以及保護神
經系統。

 辣椒素 [Imprint ]
這種辣椒提取物含有⾼濃度的⽌痛和抗炎成分辣椒素。辣椒素適⽤於各種疾病，從癌症和�腺炎到所有類型的疼痛、減肥
計劃、關節炎、瘙癢（瘙癢）、糖尿病和其他疾病。

 農藥排毒 [脈衝電磁場]
Rife 頻率有助於清潔和排毒⾝體中的殺蟲劑。

 返流性⻝管炎 [聽得⾒]
這種有聲 IC 可幫助治療胃酸過多以及反流性⻝管炎，也稱為胃⻝管反流病 (GERD)。

 迷⾛神經放⼤器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於恢復和刺激迷⾛神經。將 IC Pad 塗抹在胃部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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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迭⾹ [Imprint ]
Rosmarinus Officinalis（迷迭⾹嫩芽）是⼀種原產於地中海地區的植物。�主要是⼀種肝臟再⽣劑，可作為肝臟和膽囊
的引流器，對腎臟具有溫和的親和⼒。�可⽤於幫助治療膽絞痛、慢性過敏、慢性膽囊疾病、便秘、肝功能不全、衰⽼和
性功能障礙。

 迷迭⾹草 [Imprint ]
[新的] 迷迭⾹草 (Rosemarinus officinalis) 是⼀種芳⾹的草本植物，在世界範圍內常⽤於烹飪。�是抗�化劑和抗炎化合
物的豐富來源。迷迭⾹可能有助於增強免疫系統功能、改善⾎液循環、增強消化、改善認知功能、⽀持⼤腦健康、改善記
憶⼒、增強情�、保護視⼒、減緩與年齡有關的眼病 (ARED) 的進展、促進頭髮⽣⻑，以及⽀持整體福祉。

 退熱藥 [Imprint ]
- 
包含：  ⼄�⽔楊酸  雙�芬酸  布洛芬

 透明質酸 [Imprint ]
透明質酸是⼀種存在於⾝體組織中的化合物，在⽪膚和軟⾻等結締組織中濃度最⾼。�的主要功能是保持⽔分以保持組織
濕潤和潤滑。透明質酸可⽤於促進更健康的⽪膚、減少細紋和皺紋的出現、加速傷⼝癒合、緩解關節疼痛、減少反酸症
狀、緩解眼睛乾�和保持⾻骼強度。�也可⽤於其抗衰⽼特性。

 速尿 [Imprint ]
�塞⽶可治療充⾎性⼼⼒衰竭、肝病或腎病患者的體液積聚。�也可⽤於治療輕度⾄中度⾼⾎壓。

 進階轉移因⼦ [Imprint ]
進階轉移因⼦包含轉移因⼦、��和�的混合物，有助於增強免疫系統和為其充電。�可⽤於幫助識別、反應和記住潛在
的健康威脅。該 IC 是在⽜初乳、⾹�、舞茸、落葉松��、冬蟲夏草和�的幫助下製成的。

 運動員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於為⾝體有�或類似瑜伽的活動做好準備。�可⽤於激活肌⾁筋膜、刺激循環和⾝體充滿活⼒的運動功能，以
及“熱⾝”⾝體。活動結束後，IC“Athlete Aftercare”可⽤於幫助�靜肌⾁和神經系統。

 運動員善後 [脈衝電磁場]
此 IC 可在進⾏有�運動或類似瑜伽的活動後使⽤。�可⽤於�靜肌⾁和神經系統，以及平衡呼吸和能量流動。在進⾏體
⼒活動之前，可以使⽤ IC“Athlete”為運動做好⾝體準備。

 運動員的能量劑 [Imprint ]
Energizer for Athletes 可幫助運動員，尤其是⾜球運動員，在整個鍛煉或運動⽐賽中保持耐⼒和表現。該 IC 是在咖�
因、綠茶和⽠拉那提取物的幫助下製成的。

 運動⼤腦焦點助推器 [Imprint ]
- 
包含：  ⼄�左旋⾁�  腦⼒提升  拉⻄坦  煙�-γ-�基丁酸  NADH+ 還有1...

 運動康復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提⾼⼈類運動技能。

 運動障礙性⾼⾎壓 [Imprint ]
- 
包含：  美⾙維林  多烯基磷脂�膽�  �基⼆�咯���  屈他維林  刺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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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敏 [Imprint ]
- 
包含：  地塞⽶松  潑尼松⿓  鹽酸⻄替利�

 過敏 [Imprint ]
- 
包含：  鹽酸⻄替利�  地�雷他定  地塞⽶松  消化複合益⽣菌  �康�

 過敏加抗病毒藥 [Imprint ]
這是針對各種過敏的⾮常強⼤的物質組合！ 
包含：  鹽酸⻄替利�  地�雷他定  烏⽶⾮諾⾱  益⽣菌⽀持胃腸道和免疫健康

 過敏性脈衝電磁場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包含⼀般的抗過敏頻率，也包括抗貓⽑、⼩⿆和雞蛋過敏原的頻率。�旨在降低組�和協調免疫功能。

 過敏⽀持 [Imprint ]
[新的] 過敏⽀持可能有助於緩解與花粉有關的過敏，並⽀持鼻竇和肺部。該 IC 是在⽇本�鶉 (Coturnix japonica) 卵濃縮
物的幫助下製成的。

 過敏新加順勢療法 [Imprint ]
- 
包含：  過敏療法  鹽酸⻄替利�  地�雷他定  地塞⽶松

 過敏極端 [Imprint ]
- 
包含：  鹽酸⻄替利�  地�雷他定  地塞⽶松  過敏療法  潑尼松⿓

 過敏療法 [Imprint ]
過敏療法⽤於幫助緩解由輕度⾄中度過敏引起的症狀。該 IC 是在植物和草藥的組合的幫助下製備的，其中包括桉樹、萬
壽菊、薑科植物（菊花）、��花和紫錐菊。

 過敏緩解 [Imprint ]
Allergy Ease 是⼀種草藥成分的組合，旨在幫助緩解常⾒的過敏性鼻炎症狀，如流鼻涕、清鼻涕、打噴嚏，以及眼睛、鼻
⼦、嘴巴或喉�發癢。本IC由⿈芪、益宜⼈（薏苡仁）、⼭藥（薯�）、黨參（⽩朮）、⽩朮（⽩朮）、⽅峰（⿈芪）製
作⽽成)、荊傑(Schizonepetae)、傑庚(Radix Platycodi)、⽲⼦(Fructus Terminaliae)、⼼⼀花(Flos Magnoliae)、柏⽲
(Herba Menthae Haplocalycis)、澤瀉(Rhizoma Aliismatis)、五味⼦(五味⼦）、⽢草（⽢草）、陳推（蟬蛻）、⽢姜
（乾薑）。

 過渡補救措施 [Imprint ]
過渡補救措施⾮常適合那些⾯臨⽣活重⼤變化的⼈或那些發現⾃⼰處於⼗字路⼝的⼈。這種本質可以幫助⼀個⼈以平靜和
平靜的⽅式應對和接受這些變化。過渡補救措施也可以幫助那些知道⾃⼰想要什�但不確定如何實現的⼈。�可以幫助⼀
個⼈進⾏過渡，找到⽅向感，不再害怕未知。這種補救措施也可能有助於緩解對死亡的恐懼，使⼈能�接受�，並以平
靜、尊嚴和安寧的⼼態度過。過渡補救是秋葉、紫荊花、�刷、灌⽊鳶尾花、地⾐、薄荷灌⽊、紅格雷維利亞和銀公主花
精華的組合。

 達拉⾮尼 [Imprint ]
Dabrafenib 是⼀種⽤於治療與“BARF”基因突變相關的癌症的藥物。�可以單獨使⽤或與另⼀種稱為曲美替尼的藥物⼀起
使⽤來治療⿊⾊素瘤（⽪膚癌）。此外，當與曲美替尼聯合使⽤時，�可以幫助治療⼀種⾮⼩細胞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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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阿 [Imprint ]
Damiana 是⼀種野⽣灌⽊，可作為春藥並幫助治療性問題。�還可⽤於治療消化不良、腹瀉和便秘等胃病，並改善與更
年期和經前期綜合徵相關的症狀。此外，達⽶阿那可能有助於治療腎臟疾病。

 遲發性肌⾁酸痛 (DOMS) [脈衝電磁場]
這款 PEMF IC ⾮常適合希望減少運動後延遲性肌⾁酸痛 (DOMS) 的運動員。�還包含肌腱、韌帶、肌⾁和筋膜的頻率。

 酒⽯酸� 30CH [Imprint ]
酒⽯酸�（俗名酒⽯酸�鉀）是⼀種順勢療法，對咳嗽很有幫助。�可⽤於幫助治療粘稠的粘液以及濕咳、⽀氣管炎、慢
性呼吸系統疾病、哮喘、慢性⽀氣管炎、急性⽀氣管炎和呼吸充⾎。

 酒紅⾊碧⽟ [Imprint ]
酒紅⾊碧⽟是⼀種酒紅⾊的⽯頭，可以幫助清除負能量，增強內⼼的平靜，提⾼創造⼒，達到平靜的狀態。

 酗酒 [Imprint ]
- 
包含：  Delta 睡眠誘導�  �⻄汀

 酵⺟菌感染 [脈衝電磁場]
流⾏頻率有助於酵⺟菌感染。

 酶，消化和全⾝ [Imprint ]
- 
包含：  蛋⽩⽔解酶  消化酶複合物  腐殖酸 + ⿈腐酸（由殘留細菌產⽣）  �酶促進  納⾖激酶 還有4...

 酸磷 30C [Imprint ]
Phosphoricum Acidum，通常稱為磷酸，是⼀種順勢療法，可⽤於幫助因過度勞累⽽注意⼒不集中的⼈。�還可⽤於幫
助治療壓⼒、焦慮、疲勞、疲憊、康復、精神疲憊、慢性疲勞綜合症和糖尿病。 Phosphoricum Acidum 可能有助於促進
和⽀持整體神經系統健康。

 重新連接關係（Solfeggio） [聽得⾒]
這種Solfeggio 頻率可⽤於幫助處理⼈際關係問題以及加強溝通和理解。�也可以⽤來在⽣活中帶來愛和同情，並提⾼正
能量。為獲得最佳效果，每周⾄少聽 3 次 IC，每次⾄少 15 分鐘，持續 4-6 週。將⾳量調節到舒適的中等/低⽔平。

 重病後的⾝體康復 [Imprint ]
- 
包含：  Delta 睡眠誘導�  諾麗  刺槐

 重量標準化 [Imprint ]
體重標準化可⽤於幫助減輕體重。該 IC 是在鹽酸克倫特羅、⼄�⽔楊酸、咖�因、甲狀腺素、綠茶、章⿂�、枳殼、吳
茱萸、⾺黛茶、L-酪�酸、⼆�酪�酸和�酪�酸的幫助下創建的。體重標準化IC是安全的，因為�是IC，即使對某些成
分過敏也可以使⽤。與�⻝和適當的⾝體活動⼀起，這種 IC 可⽤於減肥、燃燒多餘脂肪、保持健康體重和正常新陳代
謝。

 重⾦屬排毒（Rife） [脈衝電磁場]
重⾦屬排毒的Rife頻率。 
包含：  Heavy Metal Detox 1 (Rife)  Heavy Metal Detox 2 (Rife)  Heavy Metal Detox 3 (R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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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酸鉀 30CH [Imprint ]
重�酸鉀（俗稱重�酸鉀）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能有助於治療粘膜疾病。�也可⽤於幫助治療感冒和流感、鼻塞伴有
濃稠分泌物、咳嗽伴有濃稠⿈⾊分泌物、鼻竇問題以及伴有濃稠⿈⾊粘液的呼吸道感染。

 野燕⿆ [Imprint ]
野燕⿆是那些覺得⾃⼰想做⼀些有價�的事情但不知道該往�個⽅向⾛的⼈的良藥。他們傾向於從⼀件事漂移到另⼀件事
⽽沒有找到真正的道路。結果，他們變得沮喪和沮喪。我們可以將野燕⿆的狀態與“Scleranthus”的狀態進⾏⽐較。在後
者中，⽬標本⾝是毫無疑問的，但我們需要決定如何到達那裡。例如，�可能知道婚姻適合�——但該選擇�個伴侶？那
將是⼀個“Scleranthus”問題 - 在有限數量的選項之間進⾏選擇。在野燕⿆狀態下，⽬標本⾝不太明確。例如，�知道⾃⼰
想要充實的⽣活，但這是否意味著結婚或保持單⾝？尋找職業？改變宗教？在 Wild Oat 狀態下定義選項要困難得多，因
為我們的⽬標並不明確。當...

 野玫瑰 [Imprint ]
Wild Rose 適合那些接受了⽣活給他們的⼀切並放棄了為實現⽽奮⾾的⼈。在這種狀態下，我們聽天由命，以⾄於我們不
會抱怨或看起來特別不開⼼。相反，我們聳聳肩——試圖改變事情沒有意義——然後隨波逐流。補救措施有助於重新喚醒
我們對⽣活的興趣。在積極的野玫瑰狀態下，我們很幸運。我們感受到的不是冷漠，⽽是⼀種⽬標感，�帶來了更多的快
樂和享受。

 野⽣地中海⽜⾄油 [Imprint ]
[新的] ⽜⾄油是從⽜⾄中提取的，富含強⼤的抗�化劑。�可能有助於增強免疫系統功能、⽀持消化、降低膽固醇⽔平、
減少炎症和緩解疼痛。

 野⽣⼭藥根 [Imprint ]
野⽣⼭藥是⼀種已經使⽤了幾個世紀的植物，因為�的藥⽤價�。根部含有⼀種稱為薯���元的化學物質，�可以影響
幾種有⽤激素的產⽣，例如雌激素或脫�表雄� (DHEA)。�可⽤於幫助減輕更年期症狀、治療類⾵濕性關節炎、保護⼤
腦、改善咳嗽、減少衰⽼跡象、調節⾎糖⽔平以及減輕痙攣和肌⾁疼痛。

 野⾺鈴薯叢 [Imprint ]
Wild Potato Bush 精華⾮常適合任何因⾝體受到任何⾝體限製或限製⽽感到負擔或沮喪的⼈。這種本質帶來了⼀種新的熱
情、⾃由和繼續⽣活的能⼒。對於那些感到沉重並需要擺脫舊的⾃我，但⼜覺得這樣做太難的⼈尤其有益。

 ⾦屬排毒 [脈衝電磁場]
體內的重⾦屬會對健康產⽣重⼤的負⾯影響。該 IC 可⽤於幫助消除由器官和組織中存在的重⾦屬引起的炎症。

 ⾦屬鉛 30C [Imprint ]
Plumbum Metallicum，通常稱為鉛，是⼀種⽤於治療鉛中毒的順勢療法藥物。�也可⽤於幫助治療受損的神經以及伴有
便秘的腹痛。

 ⾦屬� 30CH [Imprint ]
Zincum Metallicum（俗稱�）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於治療神經疾病、神經緊張和疲憊、壓⼒引起的頭痛、不寧腿
綜合徵、腿抽筋和疼痛、失眠和靜脈曲張。

 ⾦縷梅 [Imprint ]
靜脈曲張，靜脈瘀⾎，靜脈曲張濕疹，痔瘡，靜脈出⾎，靜脈炎症（通常由⾎栓形成）。流通問題。

 ⾦莓 [Imprint ]
⾦⾊漿果，也稱為印加漿果，是原產於南美洲的⼩⿈漿果。這些漿果被認為是⼀種超級⻝物，富含抗�化劑和多種營養
素，包括維⽣素 A、維⽣素 C、維⽣素 B1、維⽣素 B6、鐵和維⽣素 K。與⿈⾦漿果相關的健康益處包括減少炎症、增強
免疫⼒系統，排毒⾝體，控製糖尿病，促進⼼臟健康，改善肝臟和腎臟健康，促進消化系統健康，幫助減肥。此外，⾦⾊
漿果還可能有益於⾻骼健康，改善視⼒，減輕壓⼒和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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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銀杏提取物 [Imprint ]
⾦葉銀杏葉提取物可⽤於幫助促進⾝體的⾃然細胞修復過程以及⽀持組織保持健康（即使暴露在極端⽣理壓⼒下）。�可
以作為稱為核糖核酸酶的細胞酶的調節劑。在健康細胞中，核糖核酸酶的作⽤是修剪和最終確定從 DNA 複製的信息，這
⼀過程對⼈類整體健康⾄關重要。然⽽，在某些極端的⾝體壓⼒條件下，核糖核酸酶會變得失調（或被破壞），從⽽對細
胞和⾝體組織的健康產⽣破壞性影響。

 ⾦銀花 [Imprint ]
⾦銀花適合⽣活在過去⽽不是現在的⼈。他們覺得⾃⼰最好的⽇⼦已經過去，沒有什�可期待的，因此他們更喜歡沉迷於
過去的快樂（或過去的不幸）。在更⼩調中，�愁和懷舊也是⾦銀花的狀態。⾦銀花療法幫助我們學習和回憶過去，⽽無
需重溫，這樣我們就可以進⼊現在，從今天和明天開始享受快樂。推薦給那些對過去的記憶（好或壞）極度依戀並且似乎
無法放下過去的⼈。

 ⾦鐘柏 LM6 [Imprint ]
Thuja occidentalis 是⼀種從側柏植物製備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多種情況。除⽪膚病、神經病和⾵濕病外，�還對多
種⽿鼻喉疾病（⽿、鼻、喉）、婦科疾病（如尿路感染、淋病、膀胱炎、前列腺肥⼤）和眼部疾病（包括結膜炎）有
效）。�也可⽤於幫助治療呼吸道感染（如⽀氣管炎）、鼻腔腫脹、扁桃體腫脹（扁桃體炎）、⽿部感染、唇�疹、疣、
三叉神經痛（⾯部神經疾病）、和⾻關節炎。 Thuja Occidentalis LM6 也可⽤於幫助疫苗引流。

 ⾦雀花 [Imprint ]
⾦雀花是對放棄信仰和希望的⼈的良藥。⾦雀花代表了⼀種⽐“⿓膽”狀態更強烈的⼼灰意冷，因為⾦雀花⼈故意拒絕受到
⿎勵，所以他們確信他們的案⼦是沒有希望的。如果⽣病了，他們可能會認為⾃⼰無法治愈，無能為⼒。儘管如此，巴赫
博⼠將⾦雀花歸類為對不確定性的補救措施，⽽不是與“甜栗⼦”⼀起作為絕望的補救措施。這表明⾦雀花⼈的主要問題是
失去信⼼——如果我們能被說服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通常會有前進的道路。這就是⾦雀花補救措施有助於實現的⽬
標。建議那些感到極度絕望和悲觀的⼈。

 ⾦⿈⾊葡萄球菌 [Imprint ]
⾦⿈⾊葡萄球菌是⼀種常⾒的細菌，⽣活在⽪膚或鼻⼦上。�也被稱為“⿈⾦葡萄球菌”，是葡萄球菌感染的最常⾒原因。
感染可以通過接觸感染傷⼝的膿液、與感染者的⽪膚接觸以及接觸感染者使⽤的物體和設備來傳播。這也是醫院感染的主
要原因。⾦⿈⾊葡萄球菌可通過將腸毒素釋放到⻝物中⽽引起⻝物中毒。此外，�會導致⼈類感染各種膿液。�會導致淺
表⽪膚損傷，如膿�病、癤病、癤⼦和⿆粒腫。更嚴重的感染包括乳腺炎、肺炎、靜脈炎、腦膜炎、泌尿道感染，嚴重時
可引起⼼內膜炎和⾻髓炎。

 針葉櫻桃 [Imprint ]
針葉櫻桃⼜稱針葉櫻桃，是⼀種富含維⽣素C的⽔果，還含有維⽣素A、硫�素、核⿈素和�酸。 針葉櫻桃可⽤於治療或
預防壞⾎病以及預防⼼�病、動脈粥樣硬化、⾎栓和癌症。 �還可以⽤於幫助對抗感冒和流感、褥瘡、眼出⾎、蛀牙、牙
齦感染、抑鬱、花粉熱、腹瀉、痢疾和膠原蛋⽩紊亂。 運動員可以使⽤針葉櫻桃來提⾼他們的⾝體耐⼒。

 � (MCHA) [Imprint ]
�微晶�基磷灰⽯ (MCHA) 是⼀種�化合物，⽤於⽀持健康的⾻骼�物質成分和⾻骼功能，並有助於降低⾻質疏鬆症和⾻
骼變薄的⾵險。

 �基 [Imprint ]
Calcoheel 可⽤於暫時緩解與�代謝障礙相關的症狀，包括出牙問題、所有⾻骼疾病、腺體腫脹和潮濕天氣下更嚴重的狀
況。�也可⽤於幫助治療⽿痛、扁桃體炎、肺結核、循環系統問題和全⾝虛弱。

 �能量場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於幫助管理和代謝⾻骼中的�、維持健康的⼼臟、⽀持神經系統並幫助凝⾎。

 �� [Imprint ]
該 IC 可⽤於幫助緩解肌⾁痙攣、腿部痙攣、不寧腿綜合徵和疲勞。此外，�可以改善⾻骼健康並預防⾻質疏鬆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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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鹽） [Imprint ]
�（��酸鹽）是使⽤��酸形成的�物質�的�合形式，具有⾼吸收性。�是神經、細胞、肌⾁和⾻骼正常功能所必需
的，可⽤於降低⾻質疏鬆症的⾵險、⽀持⾻骼形成和維持、提⾼⾻骼強度、保持牙⿒健康、⽀持結腸健康和幫助治療甲狀
腺功能減退症。

 鉀 [Imprint ]
鉀是⼀種重要的�物質，起電解質的作⽤。�有助於⾝體調節體液、發送神經信號和控制肌⾁收縮。鉀可⽤於控制體液平
衡、⽀持神經系統、調節肌⾁和⼼臟收縮、降低⾎壓、預防中⾵、預防⾻質疏鬆症、對抗腎結⽯、減少⽔瀦留、防⽌肌⾁
質量損失、保持⾻�物質密度，並降低患⼼⾎管疾病的⾵險。

 鉀�（��酸鹽） [Imprint ]
鉀�（��酸鹽）含有鉀和�的⽣物利⽤度更⾼的形式。鉀可能有助於維持正常的⾎壓以及⽀持神經系統和肌⾁功能。�
促進�的吸收，減少疲勞和疲倦，⽀持電解質平衡，增強⼤腦功能，預防腎結⽯，幫助治療肌⾁痙攣，幫助神經系統和正
常的肌⾁功能，並幫助維持正常的⾻骼和牙⿒。鉀�（��酸鹽）可⽤於⽀持⼼⾎管健康、營養物質的新陳代謝以及肌⾁
和神經系統。

 鉅細胞病毒鉅細胞病毒殺⼿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是為了幫助治療�疹 5 ⼜名鉅細胞病毒。�應該與“病毒殺⼿”IC結合使⽤。我們看到 EBV、HPV、帶狀�疹等
令⼈印象深刻的結果！

 鉍 [Imprint ]
鉍抑制胃腸道中硫化�的產⽣。因此，�可以成為減少氣體和腹脹的有價�的療法。該配⽅將鉍與去⽢草 (DGL)、蘆�和
⿈連素結合在⼀起。在治療潰瘍、SIBO 和⼀般胃腸道不適時應考慮使⽤。�具有抗微⽣物作⽤，同時還可以緩解症狀。

 � [Imprint ]
�是許多酶正常發揮功能所必需的微量營養素。�有助於銅和⾃由基解毒，強化牙⿒，預防癌症。

 銀公主 [Imprint ]
銀公主花精帶來⼈⽣⽅向的認知。雖然�可能並不總是向⼀個⼈透露他們的完整⼈⽣計劃，但�可以幫助處於⼗字路⼝的
⼈，向他們展⽰他們的下⼀步是什�。�有助於使⼈們了解該⽅向。銀公主花精對達到重要⽬標的⼈也有好處；然⽽，他
們感到⾮常平淡，並在想“這就是全部”。在這種情況下，�讓⼈們瞥⾒或了解接下來會發⽣什�，並讓⼈們在為⽬標⽽努
⼒的同時享受旅程。

 銀屑病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可幫助治療⽜⽪癬，這是⼀種慢性⽪膚病，會導致⽪膚出現紅⾊和鱗狀斑塊。

 銀杏 [Imprint ]
銀杏是⼀�⼤樹，葉⼦呈扇形。銀杏葉含有強⼤的抗�化劑，可⽤於對抗炎症。此外，銀杏可⽤於改善⾎液循環以及增強
�氣和⾎液流向⼤腦以⽀持精神敏銳度。�可⽤於減輕精神疾病和癡呆症的症狀，減輕焦慮和抑鬱，⽀持視⼒和眼睛健
康，治療頭痛和偏頭痛，促進⾎管的強度和彈性，以及減輕經前綜合症的症狀。銀杏也可以作為⾃由基清除劑。

 銀杏葉 30CH [Imprint ]
銀杏，俗稱銀杏，是有記錄的最古⽼的活樹種之⼀。�可以⽤作順勢療法來治療癡呆症、記憶⼒減退、記憶⼒差、阿爾茨
海默病、注意⼒不集中、閱讀障礙以及注意⼒不集中和⼼不在焉的⼈。�還可以改善腦細胞的�氣供應並減少抑鬱情�。
銀杏葉還可以幫助治療⾼原反應、腦⾎管功能不全、⽿鳴（⽿鳴）、頭暈/眩暈、間歇性跛⾏、⿈斑變性/⻘光眼、經前期
綜合徵（PMS）、SSRI 引起的性功能障礙，以及作為⾎管擴張劑。

 銀杏葉（提取物 + 葉粉） [Imprint ]
[新的] 銀杏葉是⼀種草藥，由原產於中國的銀杏樹製成。�含有強⼤的抗�化劑。銀杏葉可能有助於減少炎症、改善⾎液
循環、減少焦慮、⽀持⼤腦健康、增強記憶⼒和注意⼒、⽀持視⼒以及減少與經前綜合症 (PMS) 相關的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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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杏配⽅ [Imprint ]
銀杏配⽅（銀⽠葉丸）是⼀種天然成分的混合物，有助於增強認知功能和記憶⼒。�也可⽤於幫助治療健忘症、注意⼒不
集中、阿爾茨海默病、頭暈、失眠、記憶⼒差、精神錯亂、精神疲勞、腦霧、多發性硬化症、⼼悸和不安。在中醫中，銀
杏⽅⽤於補⼼肝⾎，保護肺氣，活⾎化瘀，開竅安神，平肝⽕肝⾵。此 IC 是在銀杏葉（銀杏葉 / 銀果葉）、紫棗仁（酸棗
種⼦、⼤棗種⼦ / 酸棗仁）、當歸（當歸、湯桂 / 當歸）、薯�亞科的幫助下創建的根莖（⼭藥/⼭藥）、⾁蓯蓉（⾦縷
梅、⾁蓯蓉/⾁從蓉）、枸杞⼦（枸杞⼦、枸杞⼦/枸杞⼦）、五味⼦（五味⼦/五味⼦）、苦參（⿊荳�、⾼良薑/益智
仁）、琥珀（Amber/胡珀）、Fossil...

 銀純露 [Imprint ]
⼀個多世紀以來，⼈們就知道銀的抗微⽣物特性。這種銀⽔溶膠溶液，也稱為膠體銀，採⽤獲得專利的⽔溶膠⽣產技術，
以百萬分之⼗五的濃度提供抗菌和免疫刺激特性。原⼦銀/⽔復合物確保不會積聚銀，也不會對健康細胞或組織產⽣毒性
作⽤。考慮在所有類型的急性和慢性感染、消化問題（包括細菌和寄⽣蟲感染）中使⽤銀純露，局部⽤於割傷和燒傷，並
在�嚥前將這種 IC 漱⼝以解決牙⿒和牙齦感染。

 銅⽢斯（等離⼦） [Imprint ]
⽢斯，或納⽶固態的氣體，是原⼦⽔平的物質狀態。�化銅 (CuO2) GANS 是四種主要的 GANS 之⼀。�可⽤於⽀持⾝
體、肌⾁組織、神經系統以及淋巴和免疫系統。 CuO2 GANS 也可⽤於能源⽣產。�還具有抗菌和抗微⽣物的特性。

 銅（��酸鹽） [Imprint ]
銅（��酸鹽）是⼀種使⽤��酸�合的銅。銅是⼀種重要的微量�物質，是各種⾝體機能所必需的。�可⽤於預防⼼⾎
管疾病，幫助促進能量代謝，預防和管理⾻關節炎，幫助維持膠原蛋⽩和彈性蛋⽩，並通過促進鐵吸收幫助⾎紅蛋⽩和紅
細胞的形成。

 � [Imprint ]
�物�⽤於幫助免疫功能受損、神經系統和⾻骼感染、肌⾁無⼒、腸道炎症、便秘、頭痛、腹絞痛、脊髓炎症、腿麻痺、
乳腺癌、懶惰眼、喉�勞損、無法出汗、⽪膚乾燥、⽔腫、缺鐵、貧⾎、⽉經稀少、⾻質疏鬆和⾻折癒合障礙。

 ����化物 [Imprint ]
��化�可⽤作抗酸劑來治療胃酸過多引起的症狀，如胃灼熱、胃部不適或消化不良。

 �+� [Imprint ]
[新的] � + �可能⽀持認知功能、甲狀腺功能、⾻骼健康和視⼒。�還可能有助於增強免疫系統功能並對抗感冒和流感。

 �肌� [Imprint ]
肌��是⼀種獨特的��合物，多項研究表明�可以減少消化道炎症，治愈腸道內壁，並且在穩定⼩腸⽅⾯具有特別強的
作⽤。該 IC 適⽤於任何炎症性腸病，例如克羅恩病或潰瘍性結腸炎。�還適⽤於 SIBO、IBS 和所有與腸漏相關的疾病，
包括⾃⾝免疫性疾病、神經系統疾病等。

 �（��酸鹽） [Imprint ]
�（��酸鹽）是⼀種使⽤��酸的必需微量�物質�的�合形式。�可⽤於⽀持和保護免疫系統、抵抗感染、⽀持健康
組織發育、產⽣膠原蛋⽩、促進健康⽪膚、改善頭髮和指甲健康、⽀持甲狀腺功能、幫助前列腺健康、⽀持⽣殖系統、改
善⼼臟健康、管理⾎糖⽔平，減緩與年齡相關的⿈斑變性的進展，幫助防⽌視⼒喪失和失明，並增加重要維⽣素、�物
質、�⽔化合物和其他營養物質的消化和代謝。

 �（�合雙⽢�酸形式） [Imprint ]
�是⼈體免疫和解毒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微量�物質。�可⽤於幫助以下⽅⾯：⽣殖健康、維持健康的⾎糖⽔平、⽀持甲狀
腺功能、改善情�、傷⼝癒合、調節免疫系統、健康的精⼦⽣成和結締組織形成。�還可能有助於防⽌鼻病毒（⼀種普通
感冒病毒）在上呼吸道系統中復制。�對⽼年⼈、消化系統疾病患者和服⽤多種處⽅藥的患者特別有益。 Zinc
bisglycinate 是⼀種�合形式，可提供卓越的⽣物利⽤度和�物質吸收。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ginkgo-form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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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鋸棕櫚 [Imprint ]
鋸棕櫚是⼀種棕櫚樹漿果的提取物，已被⽤作各種條件下的草藥。鋸棕櫚主要⽤於治療前列腺問題，例如良性前列腺增⽣
（即前列腺肥⼤）和前列腺炎（前列腺炎症）。�還可⽤於預防脫髮、減少男性型禿髮、改善尿路功能、減少炎症、調節
睾�⽔平、增加性慾（性慾）和減輕壓⼒。鋸棕櫚還有助於緩解慢性盆腔疼痛、頭痛和偏頭痛，以及咳嗽和感冒。

 �黝簾⽯ [Imprint ]
�黝簾⽯是⼀種粉紅⾊的⽯頭，可⽤於連接第三眼和⼼輪。�可以⽤來帶來快樂和⾃愛的感覺，⿎勵在別⼈⾯前說話的信
⼼，提⾼注意⼒，增強同情⼼和外向性。

 �（��酸鹽） [Imprint ]
�（��酸鹽）是⼀種使⽤��酸�合的�。�是⼀種微量�物質，對正常的⼤腦功能以及⾝體的各種酶促過程⾄關重
要。�可⽤於改善⾻骼健康（發育和維持）、減少炎症、控制⾎糖⽔平、⽀持細胞健康、幫助⼼臟健康、促進營養代謝、
增強⼤腦功能、⽀持甲狀腺健康和幫助傷⼝癒合.

 鍛煉前助推器健⾝ [Imprint ]
該複合體包含訓練前應使⽤的 IC。 
包含：  �性緩衝肌酸  參  ⽣⻑激素  ⼄�左旋⾁�  �基酸複合物 還有2...

 鍛煉前助推器健⾝加耐⼒ [Imprint ]
該複合體包含訓練前應使⽤的 IC。 
包含：  �性緩衝肌酸  參  ⽣⻑激素  營養複合物（運動）  �基酸複合物 還有3...

 鍛煉前助推器健⾝（加德圖） [Imprint ]
該 IC 複合體旨在在訓練前使⽤。 
包含：  �性緩衝肌酸  參  營養複合物（運動）  �基酸複合物  ⼄�左旋⾁� 還有3...

 鍛煉前助推器耐⼒ [Imprint ]
該複合體包含訓練前應使⽤的 IC。 
包含：  �性緩衝肌酸  參  ⽣⻑激素  營養複合物（運動）  �基酸複合物 還有1...

 鍛煉後恢復 [Imprint ]
該複合體包含應在訓練後使⽤的 IC。�可以與 DOMS / 肌⾁酸痛 PEMF 結合使⽤。 
包含：  ⽣⻑激素  營養複合物（運動）  �基酸複合物  ⼭⾦⾞蒙⼤拿 1M  ⽜⾎去蛋⽩⾎液透析液 還有2...

 �助推器 [Imprint ]
�是⼀種在地殼中發現的微量元素，但�也存在於��、⼈參、栗⼦、⼩球藻、⼤蒜、蘆�——所有被認為是健康的⻝物
中。�增加了⾃我修復的能⼒，但遠不⽌於此。特別是如果我們認為所有的疾病都來⾃缺�，那��可以被描述為我們可
以吃的�氣。事實上，�通過加速新陳代謝在每個細胞中快速提供�氣。此外，�還能與阻塞⾝體的重⾦屬如�或汞結
合。�可⽤於幫助降低⾎壓、改善⾎液循環、降低膽固醇⽔平、保持⼼臟健康、治療眼部疾病（如⽩內障和⻘光眼）、治
療肝臟疾病（如肝炎和肝硬化）、增加能量、治療重⾦屬中毒（包括汞和�中毒），抑制腫瘤細胞，淨化和解毒⾝體，給
細胞充�和再⽣，增強免疫系統。�還可⽤於幫助治療⾻關節炎、類⾵濕性...

 � [Imprint ]
�是⼀種�物質，對⾝體將⻝物轉化為能量和⾻骼健康很重要。雖然�可以通過補充劑獲得，但⼤多數⼈應該能�從健康
均衡的�⻝中獲得他們需要的所有�。�的健康益處和⽤途：有證據表明，⻝⽤富含�和其他�物質的⻝物可能會降低⾎
壓。�可能會幫助⼀些患有⼼�病的⼈，但《英國醫學雜誌》警告說：“我們需要更⼤規模的研究來確定服⽤�是否有助
於降低⾎壓。” 2型糖尿病也與低�有關。缺� 專家說，很多⼈沒有吃⾜�的富含�的⻝物。這種輕微的�缺乏症可能會
使他們⾯臨多種疾病的⾵險，例如： ⼼�病 糖尿病 某些癌症 ⾻質疏鬆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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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Imprint ]
Magnesium Plus 含有對健康⾄關重要的各種�物質的混合物。這些�物質處於�合形式，以提⾼⽣物利⽤度。
Magnesium Plus ⽤於幫助維持正常的酸�代謝、DNA 合成、電解質平衡、結締組織形成和能量代謝。此外，�可能有助
於⾻骼和牙⿒的發育和維護、⽪膚健康、調節免疫系統、正常⾎糖⽔平和肌⾁功能。該 IC 是在�、�、�、銅、硼、
�、�、�和�的幫助下創建的。

 �靜和�痛（Rife） [脈衝電磁場]
Rife 頻率有助於產⽣�靜作⽤（即促進平靜或誘導睡眠）並緩解疼痛。

 � [Imprint ]
�⽤於刺激慢性疾病和病毒感染（包括感冒和流感）的防禦機制。�還可⽤於治療肌萎縮側索硬化症、貧⾎、嗅覺喪失
（嗅覺喪失）、基底細胞癌、⽩內障症狀、膽脂瘤、嗜酸性肺病、上⽪瘤、纖維瘤、乳房纖維瘤、粒細胞減少症、⾁芽
腫、免疫缺陷、不孕症、⽩細胞減少症、脂肪瘤、進⾏性肌營養不良症、粘液性⽔腫、視神經炎、神經瘤、⾻軟化症、⾻
質疏鬆症、視網膜炎和⽪脂腺囊腫。

 鐵 [Imprint ]
[新的] 鐵是⼀種必需的�物質，在免疫系統功能中擔任⾓⾊, 治療貧⾎、增強肌⾁⼒量、減輕疲勞、提⾼注意⼒和恢復睡
眠⽅⾯發揮著重要作⽤。補充鐵可能有助於治療或預防缺鐵性貧⾎，缺鐵性貧⾎是由體內鐵含量過少引起的紅細胞缺乏
症。該 IC 是在葡萄糖酸亞鐵的幫助下創建的。

 鐵+ [Imprint ]
[新的] 鐵+是維⽣素 B 和維⽣素 C 的組合。�可能有助於提⾼鐵⽔平、⽀持紅⾎球的健康、增強紅⾎球⽣成並增強能量。
該 IC 是在鐵、維⽣素 B12、葉酸、維⽣素 B6 和維⽣素 C 的幫助下製成的。

 鐵絡合物 [Imprint ]
鐵是⼀種重要的�物質，在免疫系統功能、治療貧⾎、提⾼肌⾁⼒量、減少疲勞、提⾼注意⼒和恢復睡眠⽅⾯發揮作⽤。
此外，鐵有助於形成紅細胞並有助於其正常功能。該 IC 是在鐵（�合形式）和其他維⽣素和�物質（如維⽣素 C、維⽣素
B6、維⽣素 B12、葉酸、�和銅）的幫助下製成的，以幫助消化道吸收鐵。

 鐵線蓮 [Imprint ]
鐵線蓮適⽤於那些思想從現在轉向未來幻想或現在的替代版本的⼈。他們經常夢想未來的成功、創造性的努⼒和成就。危
險在於他們在現實中沒有⾜�的錨定來實現他們的夢想。補救措施幫助我們回到地球，回到我們⾃⼰，這樣我們就可以採
取⾏動建⽴更美好的⽣活，⽽不是⽣活在⽩⽇夢中。有時⼈們會將鐵線蓮狀態與⾦銀花混淆，但兩者完全不同。在⾦銀花
的狀態中，我們⽣活在對過去的懷舊幻想中，或者重溫舊⽇的遺憾；作為鐵線蓮⼈，我們的思�飄向想像中的未來。建議
那些傾向於⽣活在夢想世界中⽽對現實世界興趣不⼤的⼈。

 閉經（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解決閉經（沒有⽉經）的頻率。

 闌尾炎 [Imprint ]
闌尾炎是闌尾發炎的⼀種情況。闌尾炎可能會導致以下症狀：腹部疼痛逐漸加重、噁⼼、嘔吐和⻝慾不振。此外，�還可
能導致腸道菌群失衡、慢性便秘、⻝物過敏、⾵濕性疾病、腹腔內膿腫和粘連、⾃體中毒、癌前結腸、腸易激綜合徵和潰
瘍性結腸炎。

 關節 [脈衝電磁場]
PEMF ⼀對⼀複合體 
包含：  創傷  關節快速修復  關節軟⾻  慢性關節或韌帶疼痛  關節炎和關節和組織中的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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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節&肌⾁&神經  [脈衝電磁場]
肌⾁⾻骼系統、關節、椎間盤和神經的 PEMF 複合體。 
包含：  創傷  急性創傷性椎間盤脈衝電磁場  關節快速修復  全⾝和脊椎脊椎按摩療法  神經康復（急性） 還有
1...

 關節和肌⾁⽀持 [Imprint ]
[新的] 關節和肌⾁⽀持可能有助於關節和肌⾁健康。�可能有助於移動性和靈活性以及減少炎症。該 IC 是在薑⿈、乳⾹、
⿏尾草、��⾹脂、百⾥⾹和⿊胡椒的幫助下製成的。

 關節和脊柱完整的脈衝電磁場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是所有關節和脊柱問題的組合。 
包含：  急性創傷性椎間盤脈衝電磁場  關節快速修復  肌⾁放鬆  神經康復（急性）  創傷 還有1...

 關節康復完整 [脈衝電磁場]
該 IC 綜合體包含⽤於關節⽀持的 PEMF 協議組合。 
包含：  關節快速修復  全⾝和脊椎脊椎按摩療法  神經康復（急性）

 關節快速修復 [脈衝電磁場]
關節痛是許多⼈的主要健康問題。如果�想⽀持�的關節，請使⽤此 PEMF 協議。始終將 IC 添加到與問題匹配的 PEMF。
�基葡萄糖、軟⾻素、地塞⽶松、DHA、⽣⻑激素、⼭⾦⾞、膠原蛋⽩、歐⽶茄 3 等！就關節疼痛⽽⾔，健康的運動是無
可替代的。因此，請尋求專業的教練和/或治療師來為�的問題制定個⼈運動計劃。關節需要移動才能癒合！

 關節炎和神經麻痺（Rife ） [脈衝電磁場]
可⽤於幫助關節炎神經系統麻痺的Rife 頻率。

 關節炎和關節和組織中的液體 [脈衝電磁場]
流⾏頻率有助於關節炎和關節和組織中的液體積聚。

 關節炎和⾻關節炎 [聽得⾒]
此 Audible IC 適⽤於關節炎和⾻關節炎。

 關節炎疼痛（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緩解關節炎和關節問題引起的疼痛的流⾏頻率。

 關節炎肘部疼痛（流⾏）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緩解由關節炎引起的肘部疼痛的頻率。

 關節炎膝痛（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緩解關節炎引起的膝蓋疼痛的頻率。

 關節炎髖痛（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緩解關節炎引起的髖部疼痛的頻率。

 關節炎（關節發炎） [Imprint ]
- 
包含：  ⼄�⽔楊酸  地塞⽶松  雙�芬酸  諾麗  布洛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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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節疼痛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旨在減輕關節疼痛和康復任何關節。 
包含：  阿崙�酸�  ⼭⾦⾞蒙⼤拿 1M  �基葡萄糖 + 軟⾻素（含 MSM）  �考�  特魯梅爾 還有1...

 關節疼痛⼼理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可⽤於幫助治愈急性創傷性損傷，包括器官、⾻骼和感染傷⼝。 
包含：  �基⼆�咯���  ⽜⾎去蛋⽩⾎液透析液  完整的膠原蛋⽩�混合物  �基葡萄糖硫酸鹽/硫酸軟⾻素  �
⻄汀 還有1...

 關節處鹽分沉積 [Imprint ]
- 
包含：  別嘌呤醇  ⼄�⽔楊酸  地塞⽶松  雙�芬酸  諾麗

 關節軟⾻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是在基本頻率的幫助下創建的，這些頻率有助於緩解因過度使⽤、舊傷或重複性勞損引起的關節軟⾻疼痛。

 防曬2.0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含有天然物質，可降低曬傷的⾵險。儘管�的使⽤始終遵循⽇光浴時的安全準則。防曬乳液可以延⻑�在
陽光下的時間，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因為使⽤了 IC 就可以整天在陽光下。�應該印在初�椰⼦油中。 
包含：  椰⼦⽔  蘆�凝膠  防曬霜  防曬霜運動  鹽酸⻄替利� 還有1...

 防曬霜 [Imprint ]
Sun Remedy 可以減少與熱、⽕和太陽相關的情�恐懼和痛苦。在夏天或⻑時間暴露在陽光下時使⽤⾮常棒。這款 IC 是
在 Mulla Mulla、She Oak 和 Spinifex 的花卉精華的幫助下創建的。

 防曬霜運動 [Imprint ]
該IC是在防曬霜的幫助下創建的

 防黴 1M [Imprint ]
Morbillinum，麻疹，是⼀種順勢療法，可能有助於治療和預防麻疹。這對那些旅⾏的⼈來說很棒。�還可能有助於緩解
⽪膚疾病的症狀。對於較低的效⼒，使⽤“MORB 200C”。

 阿傑德⾥亞 [Imprint ]
Ajedrea，也被稱為冬⾹，是⼀種常綠草本植物，可⽤於治療腸道疾病，如痙攣、消化不良、腹瀉、噁⼼和腸脹氣。�還
可以⽤於幫助緩解咳嗽、喉�痛和性慾減退。

 阿克曼⽒菌 [Imprint ]
Akkermansia Maciniphila 是⼀種天然存在於胃腸道中的粘蛋⽩降解菌株。這種益⽣菌於 2004 年⾸次發現，可增加腸道
粘液內層的厚度，從⽽增強其�障功能。 Akkermansia Muciniphila 可⽤於幫助增強腸道內壁、改善腸道健康、調節免疫
系統、促進⼼臟健康、降低肥胖⾵險、產⽣短鏈脂肪酸 (SCFA) 和減少炎症。

 阿奇黴素 [Imprint ]
阿奇黴素⽤於治療多種細菌感染，包括中⽿感染、鏈球菌性咽喉炎、肺部感染（如肺炎）、某些腸道感染（如旅⾏者腹
瀉）和⼀些性傳播疾病（如淋病、⾐原體）。

 阿奇黴素 + 伊維菌素 + ���  [Imprint ]
- 
包含：  阿奇黴素  ���  伊維菌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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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奧 [Imprint ]
Anio 是⼀種順勢療法，⽤於治療循環系統問題、冠狀動脈疾病以及⼼絞痛疾病。

 阿尼⻄坦 [Imprint ]
阿尼⻄坦是⼀種歸類為促智的藥物。促智藥是增強⼤腦功能的物質。�可⽤於幫助提⾼記憶⼒和注意⼒、減少焦慮和抑
鬱、改善情�、增強創造⼒、增加社交能⼒、改善聽覺感知以及減輕注意⼒缺陷/多動障礙 (ADHD) 的症狀。阿尼⻄坦也可
⽤於幫助治療阿爾茨海默病和癡呆。

 阿崙�酸� [Imprint ]
阿崙�酸�⽤於治療各種⾻骼疾病，包括⾻質疏鬆症和佩吉特病。

 阿托伐他汀 [Imprint ]
阿托伐他汀⽤於治療⾎脂異常和預防⼼⾎管疾病。除了健康的⽣活⽅式外，�還可以幫助改善膽固醇⽔平並降低⼼�病發
作和中⾵的⾵險。

 阿斯彭 [Imprint ]
�是任何原因無法命名的恐懼的補救措施。在光譜的⼀端，阿斯彭的恐懼可能只不過是⼀種不祥的預感，⼀種不安的焦
慮，擔⼼會發⽣不愉快或可怕的事情。另⼀⽅⾯，�可能是⼀種真正的恐怖，伴隨著⾝體症狀，例如頭髮豎⽴。有時⼈們
認為阿斯彭是⼀種夜間恐懼，與夢和夜驚有關。如果�在⿊暗中醒著，害怕某事但不知道那是什�，那� Aspen 肯定是正
確的補救措施。但事實上，巴赫博⼠說，對⿊暗的恐懼是⼀種 Mimulus 恐懼，因為原因（⿊暗）是可以命名的。無名的
阿斯彭恐懼在陽光充⾜的情況下發⽣的可能性與在漆⿊的夜晚發⽣的可能性⼀樣。

 阿普�侖 [Imprint ]
阿普�侖是 Xanax 的通⽤名稱，是美國使⽤最廣泛的抗焦慮藥。除了治療⼀般焦慮症和緩解急性驚恐發作之外，阿普�侖
沒有其他適應症。

 阿爾法GPC [Imprint ]
Alpha GPC 或 Alpha-GlyceroPhosphoCholine 是⼀種磷脂和⼄�膽�的前體，⼄�膽�是⼀種參與記憶和其他認知功能
的神經遞質。 Alpha GPC 能�穿過⾎腦�障。�可⽤於幫助⽀持⼤腦健康、增強認知功能、促進學習和記憶、提⾼思維清
晰度、防⽌運動引起的膽�⽔平降低、提⾼耐⼒表現和增加⽣⻑激素分泌。 Alpha GPC 可能有助於治療阿爾茨海默病、中
⾵和癡呆症。

 阿爾茨海默病（預防） [Imprint ]
- 
包含：  ⽜⾎去蛋⽩⾎液透析液  瑞舒伐他汀�  桂利�

 阿瑟羅斯 [Imprint ]
- 
包含：  阿崙�酸�  慢性關節或韌帶疼痛  雙�芬酸  �基葡萄糖硫酸鹽/硫酸軟⾻素  ⽣⻑激素 還有1...

 阿⽶替林 [Imprint ]
阿⽶替林是⼀種具有�靜作⽤的抗抑鬱藥。�通過影響⼤腦中某些神經遞質的平衡⽽起作⽤。阿⽶替林可⽤於幫助治療精
神/情�障礙，如抑鬱症、改善情�、緩解焦慮、減輕疼痛（如神經痛）、增加能量和改善睡眠。

 阿�達� [Imprint ]
阿�達�是⼀種抗蠕蟲藥物，⽤於治療由寄⽣蟲引起的某些感染，如豬⾁絛蟲和狗絛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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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薩伊漿果 [Imprint ]
巴⻄莓原產於南美洲的熱帶⾬林，因其促進健康的特性⽽被認為是⼀種超級⻝品。�們採⾃巴⻄莓棕櫚樹，富含營養和抗
�化劑。巴⻄莓可⽤於幫助改善認知（⼤腦）功能、⽀持⼼臟健康、預防癌症、增強運動表現、增強免疫系統功能、減緩
衰⽼跡象、減輕體重、降低膽固醇⽔平、增加性慾、解毒⾝體，改善⽪膚健康。�也可⽤於幫助治療關節炎、⼥性⽣育能
⼒和勃起功能障礙。

 阿那曲� [Imprint ]
阿那曲�是⼀種芳⾹酶抑製劑，可阻⽌雄激素轉化為雌激素。�⽤於治療雌激素受體 (ER) 陽性乳腺癌。阿那曲�也可⽤
於男性，以抑制睾�向雌激素的轉化，從⽽增強睾�治療的效果。

 阿⾥尼亞 [Imprint ]
硝�尼特是⼀種抗寄⽣蟲藥和抗原蟲藥，⽤於治療與這些感染相關的腹瀉。最近，硝�尼特已被證明對幾種類型的癌症具
有對抗性。�現在是數⼗種被重新⽤於癌症治療的藥物之⼀。

 陰道和⼦宮頸發炎 [Imprint ]
- 
包含：  �康�  阿奇黴素

 陰道⽀撐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持陰道的癒合和健康。

 陰道⽑滴蟲 [Imprint ]
陰道⽑滴蟲是⼀種厭�的寄⽣鞭⽑原⽣動物，是滴蟲病的病原體，是⼈類最常⾒的致病性原⽣動物感染。滴蟲病是⼀種常
⾒的性傳播疾病。滴蟲病與許多其他性傳播疾病⼀樣，通常沒有任何症狀。當⼥性出現症狀時，通常會在暴露後 5 ⾄ 28
天內出現。⼥性的症狀包括⼤量⿈綠⾊或灰⾊陰道分泌物、性交不適、陰道異味和排尿疼痛。⼥性⽣殖器區域的刺激和瘙
癢，在極少數情況下，也會出現下腹痛。在⼤約三分之⼆的感染⼥性中，存在⽔腫、炎症、細胞肥⼤和化⽣。男性的症狀
（如果存在）包括陰莖稀薄、發⽩的分泌物以及排尿疼痛或困難。

 陽光荊棘 [Imprint ]
Sunshine Wattle 花精華是為那些過去有困難並被困在那裡的⼈準備的。他們將過去的負⾯經歷帶到現在，因此，⽣活被
視為嚴峻且充滿⾾爭。當他們看待⽣活時，他們只會看到悲傷、艱難時期和失望繼續延續到未來。這種精華幫助⼈們看到
現在的美麗、快樂和興奮，並對光明的未來敞開⼼扉。

 陽痿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可幫助治療陽痿，也稱為勃起功能障礙。

 雌⼆醇 [Imprint ]
雌⼆醇是最強⼤的雌激素，也是治療更年期症狀（包括潮熱）最常⽤的⼀種，也可作為治療陰道乾燥和萎縮的外⽤藥物。
患有任何類型的 ER+（雌激素陽性）癌症的⼥性都不應使⽤該 IC。

 雌激素排毒 [Imprint ]
該 IC 含有增強雌激素解毒作⽤的物質。 
包含：  阿那曲�  乳房防禦  D-葡萄糖酸�  維⽣素 B 複合物  必需�基酸複合物 還有1...

 雙丙戊酸� [Imprint ]
雙丙戊酸�是⼀種抗驚厥藥，通常⽤於治療癲癇患者的癲癇發作、治療某些精神疾病（雙相情感障礙的躁狂期）、幫助治
療情�障礙以及預防偏頭痛。�也可⽤於幫助治療雙相情感障礙的躁狂發作，以防對�有禁忌或不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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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芬酸 [Imprint ]
雙�芬酸⽤於幫助治療疼痛和炎症性疾病。�還可⽤於治療⾻關節炎、類⾵濕性關節炎、急性偏頭痛、⽉經痛和⼦宮內膜
異位症。

 雙⽿節拍演⽰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於演⽰雙⽿節拍的聲⾳。為此，�將需要使⽤⽿機。⾸先，�將在雙⽿中聽到相同的頻率。然後，左⽿
的頻率會降低，⽽右⽿的頻率將保持不變。�將開始聽到節拍。這些節拍的頻率將等於兩個頻率之間的差。例如，如果左
⽿的頻率為 90 Hz，右⽿的頻率為 100 Hz，那��將聽到頻率為 10 Hz 的節拍。

 雞⾎⽯ [Imprint ]
雞⾎⽯，⼜稱天芥菜，是⼀種深綠⾊的⽯頭，表⾯有鮮紅⾊的斑紋。�是⼀種⾮常平靜和接地氣的⽯頭，可以幫助增加勇
氣、增強⼒量、防⽌威脅（語⾔和⾝體）、增強直覺、增加創造⼒、增強能量、⿎勵無私、增強決策能⼒並減少攻擊性。

 雷尼爾 [Imprint ]
Reneel ⽤於幫助治療泌尿⽣殖道（尤其是泌尿道）炎症以及腎結⽯導致的泌尿道受損。�還可⽤於治療泌尿道區域的炎
症性疾病，無論有無結⽯症，例如膀胱炎、膀胱腎炎和腎結⽯。

 雷⽶普利 [Imprint ]
雷⽶普利是⼀�⾎管緊張素轉換酶 (ACE) 抑製劑，�通過放鬆⾎管使⾎液更容易流動⽽起作⽤。�⽤於治療⾼⾎壓（⾼⾎
壓）、⼼⼒衰竭和糖尿病腎病。�也可⽤於預防⾼危⼈群的⼼⾎管疾病。

 電⼦⾃旋反轉 [Imprint ]
電⼦⾃旋反轉是⾝體原⼦中的所有電⼦圍繞�們⾃⼰的軸逆時針⽽不是順時針旋轉的情況。當這種情況發⽣時，⾝體會承
受很⼤的壓⼒，從⽽導致內��的產⽣，從⽽導致⾝體很快筋疲⼒盡。電⼦⾃旋反轉可能是由於地磁場或電磁場對被暴露
的⼈來說太強⽽引起的。電⼦⾃旋反轉的主要跡象包括即使在睡了⼀夜之後仍然感到疲倦、慢性疲勞或更多的過敏反應，
以及始終感到疲倦。該 IC 可以幫助那些⽣活在導致頻繁電⼦⾃旋反轉的環境中的⼈。

 電磁�染 [聽得⾒]
這個Audible IC是為了抵消電磁�染的影響。

 電磁煙霧防護 [Imprint ]
該 IC 可能有助於平衡吸⽔的⾃然極性場，以防⽌有害的⾼頻。�還可能有助於糾正導致注意⼒不集中、頭痛、⼼悸、⾎
壓變化或免疫⼒下降的輻射暴露（電腦、⼿機、Wi-Fi 等）。該 IC 可以提⾼體場偏轉電磁頻率的能⼒。

 電解質加 [Imprint ]
Electrolyte Plus 是⼀種電解質和輔助因⼦的來源，⾮常適合鍛煉後使⽤。�可⽤於幫助補充運動後的電解質、⽀持肌⾁
功能、保持⽔分、促進運動後的⾝體耐⼒（尤其是劇烈或⻑時間的鍛煉）、增強組織恢復以及⽀持精神耐⼒和注意⼒。該
IC 是在維⽣素 c、�化物、�、鉀、�、�、蘋果酸、α �戊⼆酸和 l-酪�酸的幫助下製成的。

 震盪協議加舒曼共振 [脈衝電磁場]
該脈衝電磁場應與創傷脈衝電磁場和快樂⽔相結合。這種組合可以很快恢復幸福。 
包含：  Concussion Protocol  舒曼共振 7.83 Hz（2 分鐘）

 靈氣清潔和細胞再⽣（Solfeggio） [聽得⾒]
Solfeggio 頻率是數百年來⼀直⽤於幫助刺激癒合和促進活⼒的特定⾳調。 Solfeggio 頻率有助於排毒和淨化⾝⼼。 
包含：  喚醒直覺（Solfeggio）  細胞和器官淨化器（Solfeggio）  DNA 修復 (Solfeggio)  恐懼和內疚去除劑
（Solfeggio）  治愈組織和器官（Solfeggio） 還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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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芝��提取物 [Imprint ]
靈芝，也稱為“靈芝”和“靈芝”，是⼀種藥⽤��，作為東⽅醫學的⼀部分已經使⽤了數百年，以幫助治療各種健康狀況，
如⾼⾎壓、⾼膽固醇、⼼⾎管疾病、肝臟和腎臟疾病、癌症、感染、疲勞和抑鬱。�也可⽤於幫助⽀持免疫系統功能和⼤
腦健康。靈芝傳統上⽤於促進⻑壽和活⼒。

 靈魂整合與修復 [Imprint ]
該集成電路旨在幫助修復靈魂與⾝體的融合。這種更好的溝通帶來了巨⼤的精神和⾝體利益。

 ⻘少年療法 [Imprint ]
Adolescent Remedy 可能有助於解決年輕⼈和⻘少年經常遇到的重⼤問題。�可以建⽴⾃信，增強溝通和社交技能，幫
助應對變化，增強樂觀情�，增強情�穩定性。這款 IC 是在⽐利⼭⽺李、Boab、Bottlebrush、Dagger Hakea、五⾓、
法蘭絨花、袋⿏⽖、紅盔蘭花、南⼗字花、陽光荊樹和⾼⿈頂花的花精的幫助下創建的。

 ⻘蒿 [Imprint ]
⻘蒿，也被稱為甜艾草，是⼀種傳統上⽤於中醫治療發燒、炎症和瘧疾的草藥。事實上，屠呦呦夫⼈因應⽤⻘蒿治療瘧疾
⽽獲得2015年諾⾙爾⽣理學或醫學獎。已在植物中鑑定出 400 多種化合物，其中 20 多種具有抗瘧特性。⻘蒿具有改善免
疫系統的潛⼒，還被⽤於幫助對抗癌症、⽩⾎病、萊姆病、合�感染（包括埃⽴克體病和巴爾通體病）、巴⾙斯蟲病（或
梨形蟲病）、寄⽣蟲、病毒和真菌。�還可以⽤於淨化⾎液（因為�與內毒素結合）、刺激或減緩免疫系統反應、減少⾃
⾝免疫反應、減少痙攣、促進消化、控制胃潰瘍、促進良好的微⽣物菌群和保護腸壁。⻘蒿可⽤作���的天然替代品
（其中包括⽤於萊姆病後關節炎的抗⽣素治療）。⻘蒿可以...

 靜脈功能不全 [聽得⾒]
這種有聲 IC ⽤於靜脈功能不全，這是⼀�⾎液從腿部靜脈流向⼼臟的問題。該 IC 包括⼀些頻率上的⾳樂。

 靜脈和動脈炎症 [Imprint ]
- 
包含：  ⼄�⽔楊酸  多烯基磷脂�膽�  �基⼆�咯���  S-腺�蛋�酸  刺槐 還有1...

 靜脈康復 [Imprint ]
- 
包含：  動脈  阿奇黴素  克拉黴素  完整的膠原蛋⽩�混合物  薑⿈素 + DHA + ⽣薑 還有2...

 靜脈康復脈衝電磁場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持靜脈健康。將其與結締組織 PEMF 以及增強⾎管的 IC 結合使⽤。

 靜脈擴張 [Imprint ]
- 
包含：  ⼄�⽔楊酸  地塞⽶松  桂利�

 靜脈曲張 [Imprint ]
- 
包含：  ⽜⾎去蛋⽩⾎液透析液  ⼄�⽔楊酸  �基⼆�咯���  桂利�

 靜脈曲張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可幫助治療腿部⾎栓和靜脈曲張。

 靜脈⽔腫 [Imprint ]
- 
包含：  ⼄�⽔楊酸  地塞⽶松  速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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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脈炎 [Imprint ]
- 
包含：  ⽜⾎去蛋⽩⾎液透析液  ⼄�⽔楊酸  桂利�

 靜脈疾病 [Imprint ]
- 
包含：  曲美他�  桂利�

 靜脈阻塞 [Imprint ]
- 
包含：  ⼄�⽔楊酸  多烯基磷脂�膽�  桂利�

 ⾮洲芒果 [Imprint ]
⾮洲芒果（Irvingia gabonensis），⼜名野芒果，是⼀種天然⽔果，⻑期以來在⾮洲藥⽤。⾮洲芒果不同於普通芒果
（Mangifera indica）。⾮洲芒果可⽤於幫助減肥、提⾼能量⽔平、抑制⻝慾、降低⾎液膽固醇⽔平、幫助消化、促進⾎
液循環、增強⾻骼和改善⼼臟健康。

 ⾮瑟� [Imprint ]
Fisetin (3,3',4',7-tetrahydroxyflavone) 是⼀種⽣物類⿈�抗�化劑，存在於各種⽔果和蔬菜中，如草莓、蘋果、葡萄、
芒果、洋蔥和⿈⽠。最近有⼈提出，⾮瑟�顯⽰出作為抗炎劑、化學預防劑、化學治療劑、抗衰⽼劑和抗衰⽼劑的潛⼒。
Fisetin 可⽤於幫助防⽌受損 DNA 的複制以及�可能有助於減少炎症、促進⼼臟健康、改善記憶⼒、控制⾎糖⽔平、減少
抑鬱和焦慮、⽀持健康細胞、改善⽪膚健康和⽀持認知功能.有趣的是，2018 年的⼀項研究發現，在所研究的 10 種⿈�類
化合物中，⾮瑟�是最有效的抗衰⽼物質（⼀類⼩分⼦，是當今抗衰⽼研究的中⼼）。

 ⾮那��鹽酸鹽 [Imprint ]
鹽酸⾮那��是⼀種⽌痛藥，會影響泌尿道下部（膀胱和尿道）。⽤於治療泌尿系統症狀，如疼痛或灼熱、排尿增多和排
尿衝動增加；但是，�不能治療尿路感染。

 ⾮那雄� [Imprint ]
⾮那雄�⽤於治療前列腺肥⼤。�也可⽤於刺激輕度⾄中度男性脫髮的男性頭髮再⽣。此外，⾮那雄�可⽤於治療⼥性⽑
髮過度⽣⻑，並作為跨性別⼥性激素治療的⼀部分。

 ⾯癱（Rife ） [脈衝電磁場]
可⽤於幫助⾯部麻痺的Rife 頻率，即無法移動⾯部⼀側或兩側的⾯部肌⾁。

 鞏膜 [Imprint ]
Scleranthus 是難以下定決⼼的⼈的巴赫花療法。有時有兩種選擇，有時更多。 scleranthus 優柔寡斷通常會影響⽣活中
的⼩決定和⼤決定：“我應該嫁給喬還是彼得？” “我應該買⼀個紅⾊的筆記本還是藍⾊的？”都是鞏膜狀態。但是，如果優
柔寡斷與我們對⽣活更深層次的抱負有關，我們應該考慮“野燕⿆”：“我想做⼀些有價�的事情——婚姻和家庭會給我帶來
滿⾜�？”。有時，鞏膜症患者的⻑期不確定性會以其他⽅式表現出來。可能會出現情�波動甚⾄暈⾞——儘管這些症狀本
⾝並不是對鞏膜的絕對指導，但只是表明這是⼀種需要考慮的補救措施。在任何情況下，補救措施都是為了幫助這個⼈更
果斷地⾏動並了解他或�⾃⼰...

 鞘膜積液（Rife） [脈衝電磁場]
鞘膜積液的 Rife 頻率。鞘膜積液是在⼀個或兩個睾丸周圍積聚液體，導致陰囊或腹股溝區域腫脹。

 韌帶撕裂急性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持撕裂韌帶的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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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勢療法�類化合物 [Imprint ]
�類無處不在。我們通過環境、⻝物接觸到�們，我們甚⾄將�們作為正常⽣理的⼀部分。然⽽，有些⼈對許多�類化合
物很敏感，這些敏感性會導致激動、刺激、多動、注意⼒缺陷、頭痛、過敏、疲勞、失眠和其他問題。印有此 IC 的⽔應
每天�⽤ 3 次，最好遠離其他⻝物和�料 15 分鐘。

 預防乳腺癌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專⾨針對過去曾患過乳腺癌並正在尋求預防復發的⼥性，或有患乳腺癌⾵險並正在尋求初級預防的⼥性。
該配⽅也適⽤於任何對激素敏感的癌症預防，包括前列腺癌、⼦宮癌和卵巢癌。 
包含：  乳房防禦  丁酸鹽  必需�基酸  脂質體維⽣素C  基於�⼦的益⽣菌

 頭暈 [Imprint ]
- 
包含：  Delta 睡眠誘導�  桂利�

 頭痛 [Imprint ]
- 
包含：  雙�芬酸  諾麗  桂利�

 頭痛症 [Imprint ]
超級頭痛組合 
包含：  ⼄�⽔楊酸  ⼤麻  布洛芬  雙�芬酸  Phenibut（4-�基-3-�基丁酸鹽酸鹽） 還有1...

 頭痛藥 [脈衝電磁場]
Headache Remedy 可能有助於治療常⾒的頭痛和偏頭痛以及竇性頭痛。

 頭痛（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緩解頭痛的Rife頻率。

 頭髮助推器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持頭髮健康。

 頭髮提升 [Imprint ]
這種 IC 複合物可能有助於⽀持頭髮健康和頭髮⽣⻑。 
包含：  膠原蛋⽩�  印度醋栗（Amla）  ⽣物素  ⾓蛋⽩

 頭髮⽣⻑ [Imprint ]
這是⼀系列專注於頭髮⽣⻑的營養素！ 
包含：  5-α-還原酶抑製劑  ⽣物素  ⾮那雄�  精�酸 焦⾕�酸 賴�酸  ⽣⻑激素

 頭髮⽣⻑ [聽得⾒]
這款有聲 IC 有助於頭髮⽣⻑和頭髮再⽣。

 頭髮變⽩ [聽得⾒]
這款有聲 IC 可幫助脫髮和過早變⽩。

 頸椎間盤再⽣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有助於頸椎間盤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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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頸部和肩部張⼒ [聽得⾒]
這款有聲 IC 適⽤於頸部和肩部緊張。

 �茄 1M [Imprint ]
�茄，有時被稱為致命的茄屬植物，是⼀種原產於亞洲和歐洲部分地區的有毒植物。 Belladonna 1M 是⼀種順勢療法，
可能有助於治療伴有出汗的突發⾼燒（⾼達 102F）。對於較低的效⼒，使⽤“�茄 30ch”。

 �茄 30CH [Imprint ]
�茄，有時被稱為致命的茄屬植物，是⼀種原產於亞洲和歐洲部分地區的有毒植物。 Belladonna 30CH 是⼀種順勢療法
藥物，可幫助治療發燒、流感、扁桃體炎、喉�痛、因說話⽽加重的⼲癢咳嗽、⽿痛、搏動性疼痛和突然出現的四肢發冷
⽪膚潮紅。�還可能有助於緩解頭痛、偏頭痛、腹痛、牙痛、腎臟炎症、紅眼病、中暑、⾼⾎壓和流鼻⾎。對於⼥性來
說，�可能有助於治療由⺟乳�養引起的乳房感染、⽉經來潮和乳頭過敏。要獲得更⾼的效⼒，請使⽤“Belladonna
1M”。

 類胡蘿蔔素複合物 [Imprint ]
類胡蘿蔔素複合物是類胡蘿蔔素的混合物，�們是由植物、藻類以及光合細菌產⽣的⿈⾊、橙⾊和紅⾊⾊素。類胡蘿蔔素
可分為兩⼤類，即葉⿈素和胡蘿蔔素——這兩組都具有抗�化特性，因此可以保護⾝體免受疾病侵害並增強免疫系統。維
⽣素 A 原類胡蘿蔔素（如 β-胡蘿蔔素）可以轉化為維⽣素 A，這是⽣⻑、免疫系統功能和眼睛健康所必需的。類胡蘿蔔素
複合物可⽤於保護和改善視⼒、⽀持⼼⾎管系統、預防和減緩某些癌症、保持⽪膚健康、⽀持⾻骼和牙⿒、防⽌�化損傷
和管理粘膜。對於那些在�⻝中沒有⾜�蔬菜和⽔果的⼈來說，這⾮常好。該 IC 是在 β-胡蘿蔔素、α-胡蘿蔔素、γ-胡蘿
蔔素、番茄紅素、葉⿈素和⽟⽶⿈質的幫助下製成的。

 類⾵濕性關節炎（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控制類⾵濕性關節炎的Rife頻率。

 類⾵濕關節炎複合物 2.0 [Imprint ]
該 IC 解決了驅動⾃⾝免疫的腸道通透性、類⾵濕性關節炎的免疫失衡以及免疫活動失調導致的炎症。對於所有類型的⾃
⾝免疫疾病，尤其是涉及肌⾁⾻骼系統和⼀般疼痛的疾病，請考慮這種 IC 複合體。 
包含：  �基⼆�咯���  地塞⽶松  IgG 免疫球蛋⽩  甲磺�甲�  納曲� 還有1...

 類⾵濕關節炎複合體 [Imprint ]
該 IC 解決了驅動⾃⾝免疫的腸道通透性、類⾵濕性關節炎的免疫失衡以及免疫活動失調導致的炎症。對於所有類型的⾃
⾝免疫疾病，尤其是涉及肌⾁⾻骼系統和⼀般疼痛的疾病，請考慮這種 IC 複合體。 
包含：  IgG 免疫球蛋⽩  甲磺�甲�  納曲�  歐⽶茄⿂油  基於�⼦的益⽣菌

 ⾵信⼦ [Imprint ]
⾵信⼦花精華⽤於幫助那些感覺與情感隔絕的⼈，以及那些下意識地害怕表達⾃⼰的快樂和愛的感覺，因為他們害怕這種
感覺是有限的或不可再⽣的。這種本質可以幫助⼀個⼈克服這些恐懼，讓他們敞開⼼扉，相信⾃⼰，並歡迎無條件的愛。

 ⾵濕性⼼�病 [Imprint ]
- 
包含：  環丙沙星  雙�芬酸  曲美他�  阿奇黴素

 ⾵疹 [Imprint ]
⾵疹，也稱為德國麻疹，是由⾵疹病毒引起的傳染性感染。病毒通過感染者的咳嗽和打噴嚏通過空氣傳播。⾵疹的症狀是
從⾯部開始出現⽪疹，然後擴散到⾝體其他部位。其他症狀包括肌⾁和關節疼痛、淋巴結腫⼤和触痛、頭痛、低燒、眼部
炎症、虛弱、僵硬、疲勞、脾臟腫⼤、⽩內障、流產、腦和脊髓炎症、多發性硬化症、⻘少年糖尿病、學習殘疾和⾃閉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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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疹（德國麻疹）病毒 [脈衝電磁場]
這種PEMF 旨在殺死⾵疹病毒。

 ⻝慾不振 [脈衝電磁場]
流⾏頻率有助於⻝慾不振（即減少飢餓感）。

 ⻝物中毒救援 [脈衝電磁場]
當⼈們⻝⽤了被傳染性⽣物或其毒素�染的⻝物並發⽣⻝物中毒時，可以使⽤此 IC。�可能有助於緩解與⻝物中毒相關的
症狀，例如胃病、嘔吐、出汗、⾼溫和腹瀉。該 IC 還可以幫助緩解對⻝物的過敏。

 ⻝物中毒（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物中毒的Rife頻率。

 ⻝管反流PEMF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是針對胃⻝管反流病或反流病的。�應該協調⻝道和胃。將 IC Pad 放在肚⼦上，將 Stomach Influenza IC 與
此 PEMF ⼀起�⽤。

 ⻝道乏⼒ [Imprint ]
- 
包含：  多烯基磷脂�膽�  刺槐

 ⻝道癒合 [聽得⾒]
這個有聲 IC 是為了幫助治愈⻝道。

 �� [Imprint ]
Strumeel ⽤於治療甲狀腺功能減退以及甲狀腺腫和腺體腫脹、哮吼、全⾝虛弱和肥胖。

 ⾹菜酊 [Imprint ]
⾹菜是⼀種草藥，⽤於幫助炎症反應、免疫系統、解毒、膽固醇維持、胃腸道⽀持、泌尿道⽀持、⽉經⽀持、維持健康的
肝臟、⽀持新陳代謝、維持健康的⽪膚、真菌防禦、抗菌和抗噁⼼。

 ⾺基漿果 [Imprint ]
⾺基漿果是原產於智利和阿根廷的深紫⾊⽔果，因其⾼抗�化劑含量和有益健康的特性⽽被認為是⼀種超級⻝品。 Maqui
漿果可⽤於幫助對抗炎症、控制⾎糖⽔平、降低患慢性病的⾵險、預防⼼�病、⽀持眼睛和視⼒健康、改善乾眼症、增強
能量、改善腸道微⽣物群、⽀持⽪膚健康和促進總體健康。�還具有抗衰⽼作⽤。

 ⾺尾 [Imprint ]
⾺尾（Equisetum arvense）是⼀種⾃古希臘和羅⾺時代就被⽤於藥⽤的草本植物。與⾺尾相關的⼀些健康益處包括促進
傷⼝癒合、幫助尿路感染、作為利尿劑、改善指甲健康、對抗感染、⽌⾎、減輕疼痛和促進頭髮⽣⻑。�還可⽤於幫助治
療⾻質疏鬆症、禿頂、肺結核、⿈疸、肝炎、腎臟和膀胱問題、關節疾病、痛⾵、⾻關節炎、凍傷、體重減輕和⽉經過
多。⾺尾可能具有抗炎和抗�化特性。

 ⾺鞭草 [Imprint ]
Vervain 是因為⼈們是具有敏銳正義感的完美主義者。他們很幸運擁有極端的精神能量，他們願意將其投⼊到他們所信仰
的事業中。⾺鞭草的熱情具有感染⼒，他們強烈需要說服他⼈接受⾃⼰的觀點。但在極端情況下，他們有成為狂熱分⼦的
危險，無法聽取不同的觀點，他們可能會讓⾃⼰承受很⼤的壓⼒，因為他們發現很難停下來放鬆⼀下。當我們處於這種狀
態時，這種療法可以幫助我們恢復平衡，從⽽恢復⾝⼼。�⿎勵智慧享受⽣活和時間的流逝，⽽不是總是覺得需要積極主
動。推薦給那些意志堅定、思維敏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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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黛茶 [Imprint ]
Yerba Mate 是⼀種原產於南美洲的草本植物，傳統上被製成茶。�通常被描述為⼀種類似於咖�、茶和巧克⼒的�料，
因為⾺黛茶植物含有咖�因、茶�和可可�——這些物質分別存在於咖�、茶和巧克⼒中。 Yerba mate 是⼀種營養強
國，因為�富含維⽣素、�基酸、抗�化劑和多�。�可⽤於幫助提⾼能量、改善⼼理健康、提⾼注意⼒、增強體能、預
防某些類型的癌症、降低患⼼�病的⾵險、增加好膽固醇、預防感染、減輕體重和腹部脂肪、增強體能免疫系統，降低⾎
糖⽔平，提⾼⾻�物質密度，防⽌⽔分瀦留（具有利尿作⽤），延緩衰⽼和細胞退化。 Yerba mate 也可⽤於幫助緩解疲
勞、抑鬱和慢性頭痛。

 驅蚊劑 [Imprint ]
驅蚊劑可⽤於幫助保護�免受蚊⼦侵害。這款 IC 是在不同的天然精油的幫助下製成的，包括迷迭⾹油、天竺葵油、薄荷
油、⾹茅油、薄荷油、丁⾹油和⾁桂油。

 驚恐發作 [聽得⾒]
這個有聲 IC 是為了幫助恐慌發作。

 ⾻創傷（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創傷的Rife頻率，包括割傷和⾻折。

 ⾻折（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折的Rife頻率。

 ⾻湯 + 超級⻝品 [Imprint ]
[新的] Bone Broth + Superfoods 是雞⾻湯分離蛋⽩和各種超級⻝品（如薑⿈、Chaga ��、蜂花粉和枸杞）的混合物。
�可能有助於⽀持健康的肌⾁、肌腱和韌帶，以及消化。此外，⾻湯 + 超級⻝品可能有助於對抗⾃由基並促進細胞健康。
該 IC 是在雞湯分離蛋⽩粉、⾦合歡纖維、膠原蛋⽩混合物（⽜膠原蛋⽩、豬膠原蛋⽩和雞膠原蛋⽩）、向⽇葵卵磷脂、
紫花苜�、薑⿈根、⽩樺茸、蜂花粉、枸杞和巴⻄莓的幫助下製成的。

 ⾻膜急性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治療急性⾻膜損傷。

 ⾻質疏鬆症 [Imprint ]
- 
包含：  多烯基磷脂�膽�  阿崙�酸�  刺槐

 ⾻質疏鬆症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有助於⾻質疏鬆症和⾻細胞更新。

 ⾻質疏鬆症加PEMF [Imprint ]
- 
包含：  阿崙�酸�  關節軟⾻  �物複合物  多烯基磷脂�膽�  利塞�酸鹽 還有1...

 ⾻質疏鬆症和缺� [聽得⾒]
這款 Audible IC 有助於治療⾻質疏鬆症和缺�症。

 ⾻質疏鬆症和軟⾻ [Imprint ]
- 
包含：  阿崙�酸�  硼酸果糖  �  多烯基磷脂�膽�  �基葡萄糖硫酸鹽/硫酸軟⾻素 還有1...

 ⾻骼健康 [Imprint ]
[新的] ⾻骼健康可能有助於⽀持⾻骼和關節健康。該 IC 是在�、�、硼和⼆�化矽的幫助下製成的。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yerba-mat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mosquito-repellent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panic-attack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bone-trauma-rif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fractures-rif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bone-broth-superfoods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knochenhaut-akut
http://www.infopathy.com/zh-TW/combinations/osteoporosis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polyenylphosphatidyl-chol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alendronate-sodium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soursop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osteoporosis
http://www.infopathy.com/zh-TW/combinations/osteoporosis-plus-pemf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alendronate-sodium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joint-cartilag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mineral-complex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polyenylphosphatidyl-chol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risedronat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osteoporosis-and-calcium-deficiency
http://www.infopathy.com/zh-TW/combinations/osteoporosis-and-cartilag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alendronate-sodium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fructoborat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galium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polyenylphosphatidyl-chol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glucosamine-chondroitin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bone-health


 ⾻骼和膠原蛋⽩修復 [Imprint ]
- 
包含：  癒合和恢復活⼒的複合體  ⽣物類⿈�複合物  必需�基酸  �-�物軟體動物⽔解物  膠原蛋⽩� 還有6...

 ⾻骼⽀撐 [Imprint ]
⾻骼⽀持⽤於幫助維持健康的⾻骼和良好的⼼⾎管健康。�可⽤於⽀持⾻骼健康、�沉積到⾻基質中、維持⾻骼完整性、
促進⾻密度、降低⾻質疏鬆症的⾵險以及⽀持⼼臟和動脈健康。該 IC 是在微晶�基磷灰⽯ (MCHA)、維⽣素 K2 和維⽣素
D3 的幫助下製成的。

 ⾻骼治療能⼒ [Imprint ]
該 IC ⽤於治療急性創傷性損傷，包括器官、⾻骼和感染傷⼝。 
包含：  阿崙�酸�  �基⼆�咯���  ⼭⾦⾞  ⽜⾎去蛋⽩⾎液透析液  �考� 還有1...

 ⾻骼疼痛、治療和精神放鬆 [Imprint ]
該 IC 旨在減輕關節疼痛並同時放鬆腦袋。 
包含：  �考�  阿崙�酸�  �基⼆�咯���  ⽜⾎去蛋⽩⾎液透析液  �⻄汀 還有1...

 ⾻骼癒合⼒ 神經痛 [Imprint ]
該 IC 旨在幫助治愈包括器官、⾻骼和感染傷⼝在內的急性創傷性損傷。 
包含：  �基⼆�咯���  �基葡萄糖硫酸鹽/硫酸軟⾻素  BPC-157 和 TB-500 �混合物   神經軸  神經系統⽀持
還有1...

 ⾻骼肌⾁⽀持 [脈衝電磁場]
該 IC 可⽤於幫助重⾦屬的解毒和�代謝的正常化。�也可⽤於幫助肌⾁收縮和神經衝動的傳遞。該 IC 可能有助於排出肌
⾁和⾻骼中的毒素。

 髓磷脂⽀持與修復 [Imprint ]
髓鞘是在中樞神經系統 (CNS) 和周圍神經系統 (PNS) 內的神經元周圍形成的脂肪組織。髓鞘⽀持、保護和滋養神經細胞。
這種 IC 複合物可⽤於幫助⽀持和修復髓鞘（即髓鞘再⽣）。 
包含：  維⽣素 D3  南⾮醉茄  ⽣物素  必需的 Omega-3  葉酸 + 維⽣素 B12 還有1...

 髓質放鬆 [脈衝電磁場]
這種短PEMF 旨在幫助放鬆髓質。

 髓質脈衝電磁場 [脈衝電磁場]
[新的] 該 PEMF 旨在幫助治愈髓質。

 體重控制（脂肪燃燒） [脈衝電磁場]
控制體重和幫助燃燒脂肪的Rife 頻率。

 體重標準化 [Imprint ]
- 
包含：  Delta 睡眠誘導�  ⼆甲雙�  重量標準化

 髖關節疼痛（Rife） [脈衝電磁場]
可能有助於控制髖部疼痛的Rife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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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穆拉穆拉 [Imprint ]
⾼⽊拉⽊拉精華適⽤於那些與他⼈相處不⾃在或感到不舒服或害怕與他⼈交往的⼈。這種本質可能有助於⿎勵社交互動，
讓⼈們在與他⼈互動時感到放鬆和⾃信。

 ⾼滲性疾病 [Imprint ]
- 
包含：  左旋⾁�  地爾硫卓鹽酸鹽  曲美他�  維拉帕⽶

 ⾼滲海⽔ [Imprint ]
⾼滲海⽔是⼀種富含�物質的液體，⽤於補充電解質和平衡⽔合作⽤。�還可⽤於提⾼能量、增加新陳代謝、減少疲勞、
⽀持正常的神經系統和⼼理功能、⽀持蛋⽩質合成和正常的肌⾁功能、輔助消化功能、⽀持腎上腺功能、維持健康的⾻骼
和牙⿒以及⽀持細胞分裂。對於植物和⼟壤，由於⾼滲海⽔的 pH �介於 8.1 和 84 之間，因此當⼟壤變為酸性時，�可⽤
於重新平衡⼟壤穩態。該 IC 是在冷微過濾海⽔的幫助下製成的。

 ⾼級多�物質配⽅ [Imprint ]
Advanced Multimineral Formula 是⼀種平衡的�物質混合物，有助於保持健康。�可⽤於⽀持�物質補充和運動營養。
該 IC 是在�、�、�、�、�、銅、�、�、�、鉀和�的幫助下製成的。

 ⾼級營養補充劑（僅限夜間） [Imprint ]
�可⽤於：甲基化不⾜症、�咯症、焦慮症、抑鬱症、情�障礙、疲勞和疲倦。該 IC 是在以下物質的幫助下創建的：維
⽣素 C、��甲酸�、⽣物素、�、蛋�酸、�和�。

 ⾼級營養補充劑（僅限早上） [Imprint ]
�可⽤於甲基化不⾜症、�咯症、焦慮症、抑鬱症、情�障礙、疲勞和疲倦。該 IC 取⾃以下複合物：維⽣素 C、維⽣素
B6、�哆醇 -5-磷酸鹽、維⽣素 E 醋酸鹽、⽣物素、甲鈷�、�、蛋�酸、維⽣素 A、維⽣素 D、硫�素 (B1)、核⿈素
(B2)、核⿈素 - 5-磷酸鹽，泛酸。

 ⾼膽固醇 [Imprint ]
- 
包含：  瑞舒伐他汀�  多烯基磷脂�膽�  �基⼆�咯���  S-腺�蛋�酸

 ⾼⾎壓 [Imprint ]
- 
包含：  地爾硫卓鹽酸鹽  L-精�酸  ��酸�  ⼼臟健康�合複合物  ⼼臟效率

 ⾼⾎壓 [脈衝電磁場]
⾼⾎壓的Rife 頻率，也稱為⾼⾎壓。

 ⾼⾎壓加（Rife ） [脈衝電磁場]
⾼⾎壓的擴展 Rife 頻率。

 ⾼⾳測試 [脈衝電磁場]
Circuit IC Pad 的⾼⾳測試。請連接 Circuit IC Pad，開始傳輸，並將⼿機或筆記本電腦的⾳量設置為最⼤。�應該能�聽
到來⾃ Circuit IC Pad 的⾼⾳。�可以將 IC Pad 靠近�的⽿�。

 魅⼒（⼼輪） [脈衝電磁場]
⼼輪與循環系統和胸腺有關。�是慈悲、愛、集體意識和靈性的中⼼。�有助於平衡與⼈的聯繫與真實的⾃我和聯繫，影
響⼈們形成積極的關係。健康的⼈際關係、寵物、家庭，甚⾄是對美麗和⾃然的欣賞都會增強這個脈輪的健康。⼼輪的問
題會導致愛的問題。該 IC 適⽤於⾼⾎壓、⼼臟問題、胸腺、⾎液、循環系統和不⾃主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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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佩雷拉和鮑塔⾥裡 [Imprint ]
該 IC 是在 Pao Pereira 和 Pao Tariri 的幫助下創建的，可⽤於幫助⽀持⾝體的⾃然防禦系統。 Pao Pereira 是⼀種原產於
南美洲北部的樹，�的樹⽪已被⽤於藥⽤。 Pao Pereira 樹⽪可能有助於⽀持⾝體的⾃然防禦系統，為正常的⽣理過程創
造條件，並在⼀定程度上幫助⾝體⾃⾝的免疫和解毒系統消除或中和不良細胞。 Pao Tariri，也稱為 quassia amara，是
⼀種原產於⻄印度群島的植物，其樹⽪已被⽤於藥⽤。眾所周知，Pao Tariri 會略微增加胃酸並促進健康的消化。

 鮑佩雷拉樹⽪ [Imprint ]
Pao Pereira 是⼀種原產於南美洲北部的樹，�的樹⽪已被⽤於藥⽤，以幫助治療各種疾病/病症，如瘧疾、消化系統疾
病、便秘、發燒、肝痛和癌症。�還可⽤於緩解疼痛、幫助性喚起以及改善認知功能。 Pao Pereira 樹⽪可能有助於⽀持
⾝體的⾃然防禦系統，為正常的⽣理過程創造條件，並在⼀定程度上幫助⾝體⾃⾝的免疫和解毒系統消除或中和不良細
胞。

 �⿂⿂⼦醬油 [Imprint ]
[新的] �⿂⿂⼦醬油富含 歐⽶茄-3 脂肪酸。�還含有膽�、磷脂、植物�醇和維⽣素 D。�⿂⿂⼦醬油可能有助於⽀持⼤
腦和認知功能，並促進線粒體健康。

 �梨乾 [Imprint ]
�梨乾含有僅存在於�梨中的脂肪分⼦混合物，已被證明可抑制脂肪酸�化並改善葡萄糖耐量和�島素敏感性。�梨乾可
⽤於幫助對抗糖尿病、改善新陳代謝、提⾼能量⽔平、⽀持體重管理、對抗肥胖和增強免疫系統功能。該 IC 是在�梨乾
(Persea americana) 和�的幫助下製成的。

 �梨種⼦提取物 [Imprint ]
�梨種⼦含有強⼤的抗�化劑，被⼀些⼈認為是⼀種新的超級⻝品。與�梨種⼦相關的⼀些健康益處包括減少炎症、降低
⾎糖⽔平、幫助緩解胃潰瘍、防⽌腫瘤⽣⻑和⽀持免疫系統功能。

 ⿃�酸（胡爾達·克拉克） [Imprint ]
�基酸⿃�酸參與肝臟中�的降解，克拉克博⼠建議將其作為寄⽣蟲和肝臟治療的⼀部分，以減輕肝臟消除�的需要。⿃
�酸也可⽤於幫助獲得良好的睡眠並避免在夜間醒來，因為克拉克博⼠認為失眠主要是由於⼤腦中�的毒性。此外，�還
可⽤於幫助將脂肪轉化為能量、增加肌⾁質量、促進健康的韌帶和肌腱、刺激免疫系統、提⾼癒合速度、對男性性慾產⽣
積極影響、降低⾎液中的尿素⽔平和尿液，減少關節僵硬，促進肝臟健康。⿃�酸特別受運動員歡迎，因為�結合了肌⾁
質量發展和蛋⽩質攝⼊量的增加。�沒有副作⽤，也不會上癮。

 鳳仙花 [Imprint ]
鳳仙花，顧名思義，是治療急躁和經常伴隨的挫折和煩躁的良藥。任何⼈都可以進⼊這種⼼態，但也有真正的鳳仙花類
型，他們過著�忙的⽣活，討厭被更有條理的⼈拖後腿。為了避免這種煩惱，他們寧願獨⾃⼯作：鳳仙花的⽼�會提前把
員⼯送回家，這樣�就能更快地完成⼯作。這種補救措施可以幫助我們減少與他⼈相處的倉促和放鬆。�也是巴赫博⼠最
初的危機配⽅中的⼀種成分，有助於平息煩躁的想法和感受。推薦給容易煩躁和不耐煩的⼈。

 �性 PH 促進劑 [Imprint ]
該IC含有可以減少⾝體酸負荷的物質！使⽤前後測量尿液和唾液的PH�是明智的！ 
包含：  �性複合物  別嘌呤醇  DCA  �酸��

 �性緩衝肌酸 [Imprint ]
�性緩衝肌酸對運動員有益，因為�⽀持能量、耐⼒、耐⼒、肌⾁舒適度和⾝體成分。�可⽤於幫助增強能量和⼒量、減
少由乳酸引起的肌⾁酸痛、鍛煉後恢復、增強肌⾁和提⾼運動表現。

 �性複合物 [Imprint ]
�性複合物提供有價�的�物質，以幫助維持體內健康的酸�平衡。�可⽤於⽀持正常的酸�代謝，維持電解質平衡，幫
助肌⾁功能，⽀持正常⾎壓，並幫助緩解⾼酸性疾病，如⾵濕病、關節炎、關節疼痛和疲勞。該 IC 是在�酸��、�酸
�、��酸鉀、��酸�、磷酸⼀��、�酸�鉀和��酸�的幫助下製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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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分清除 [Imprint ]
- 
包含：  別嘌呤醇  阿崙�酸�  諾麗

 鹽酸特⽐�芬 [Imprint ]
鹽酸特⽐�芬⽤於治療影響⼿指甲或�趾甲的真菌感染（如甲癬）。

 鹽酸組� 30C [Imprint ]
[新的] 鹽酸組� 30C 是⼀種順勢療法藥物，可能有助於緩解與過敏性疾病相關的症狀，包括花粉熱和蕁麻疹。

 鹽酸萬古黴素 [Imprint ]
鹽酸萬古黴素是⼀種糖�類抗⽣素，⽤於治療由艱難梭菌和⾦⿈⾊葡萄球菌引起的感染。�可⽤於幫助由艱難梭菌引起的
腸道感染（結腸炎）。

 鹽酸⻄替利� [Imprint ]
鹽酸⻄替利�是⼀種抗組�藥，⽤於緩解與花粉症和蕁麻疹等過敏相關的輕度⾄中度症狀。這些症狀包括打噴嚏、流淚或
眼睛發癢、流鼻涕或發癢、喉�發癢和⽪膚發癢。

 鹽酸⾙那普利 [Imprint ]
鹽酸⾙那普利是⼀種⽤於治療狗隻充⾎性⼼⼒衰竭的獸藥。�也可⽤於幫助治療貓的慢性腎功能不全。

 ⿅茸 [Imprint ]
⿅茸含有 13 種⽣⻑因⼦、21 種�基酸、20 種糖�聚�，以及多種�物質和微量元素。�是⼀種具有多種⽤途的適應原：
�可能有助於增加肌⾁發育、⼒量和耐⼒；改善恢復；預防和減輕炎症；改善性健康；降低⾎壓；改善⾻骼和關節健康；
並刺激免疫系統。

 ⿆克斯情結（動物⽤） [Imprint ]
Max's Complex 是中國傳統獸醫中使⽤的中草藥混合物，可幫助治療狗、貓和⾺的腫瘤、腫塊、結節和⽪膚腫塊。此IC是
在⽩芷（當歸）、⼤⿈（⼤⿈）、潔更（桔梗）、⽊⼒（蜀）、天花粉（天花粉）、夏枯草（夏枯草）、⽞參（⽞參）的
幫助下製作的。 ) 和哲⾙⺟ (⾙⺟)。

 ⿆盧卡蜂蜜 [Imprint ]
⿆盧卡蜂蜜是⼀種原產於新⻄蘭和澳⼤利亞的深⾊蜂蜜，由為⿆盧卡灌⽊叢的花�授粉的蜜蜂⽣產。�具有抗菌、抗病
毒、抗炎、抗衰⽼和抗�化的特性。�的抗菌作⽤來⾃⼀種稱為甲基⼄⼆� (MGO) 的活性成分。⿆盧卡蜂蜜營養豐富，
可⽤於幫助改善⼝腔健康、防⽌牙菌斑堆積、治療和預防牙齦炎、增強能量、⽀持排毒、舒緩喉�痛、促進傷⼝癒合、減
少炎症、改善消化問題、緩解胃潰瘍和腸易激綜合症 (IBS)，⽀持免疫系統功能，改善睡眠，治療囊性纖維化症狀，促進
⽪膚健康。該 IC 是在來⾃新⻄蘭的原始單花⿆盧卡蜂蜜的幫助下製成的。

 ⿆⾓酸⼆⼄� (LSD) [Imprint ]
該 IC 是在⿆⾓酸⼆⼄� (LSD) 的幫助下創建的。�也通俗地稱為“酸”，是⼀種致幻藥物。影響通常包括改變思想、感覺和
對周圍環境的認識。這是有史以來第⼀個從致幻藥物中記錄的 IC，⽬前還沒有關於其影響的研究或⽤⼾反饋。

 麩質援助 [Imprint ]
這種益⽣菌和酶的綜合組合可以幫助對麩質敏感的個體減少因�⻝⽽可能發⽣的炎症反應。該 IC *不會*防⽌患有乳糜瀉或
嚴重麩質反應的⼈對麩質產⽣潛在的嚴重反應。該 IC 是在枯草芽�桿菌、凝結芽�桿菌、布拉⽒酵⺟、真菌蛋⽩酶、酸
穩定性蛋⽩酶、�酶、脯��內�酶、脂肪酶和甜菜�鹽酸鹽的幫助下製成的。

 麻疹病毒PEMF [脈衝電磁場]
該 PEMF 包含殺死麻疹病毒結構和結合域的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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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gluten-aid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measles-virus-pemf


 ⿈斑治療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旨在幫助解決急性和慢性⿈斑問題。

 ⿈曲霉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是消除⿈曲霉的⼀種常⾒頻率，⿈曲霉是⼀種黴菌感染。 IC Pad 可應⽤於腸道區域或出現症狀或任何類型真
菌表現的任何其他區域。有幾種不同類型的曲霉，因此，為獲得最佳效果，建議按以下順序將此 PEMF 與其他 PEMF（如
下所列）⼀起使⽤：1. ⿈曲霉 2. ⻘曲霉 3. 尼⽇爾曲霉（⿊黴病） 4. 煙曲霉 5. �樣真菌病（任何黴菌感染都需要解決）
確保�喝⾜�的⽔以避免排毒反應。脈衝電磁場應每天使⽤⾄少幾週。

 ⿈熱病 Vax MK [Imprint ]
Yellow Fever Vax MK 是⼀種由疫苗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於治療⿈熱病。�可⽤於幫助治療由疫苗引起的傷害或副作
⽤。如需降低效⼒，請使⽤“Yellow Fever Vax 30K”或“Yellow Fever Vax 200K”；要獲得更⾼的效⼒，請使⽤“Yellow
Fever Vax XMK”。

 ⿈熱病Vax 200K [Imprint ]
Yellow Fever Vax 200K 是⼀種由疫苗製成的⽤於治療⿈熱病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治療由疫苗引起的傷害或副
作⽤。對於較低的效⼒，使⽤“Yellow Fever Vax 30K”；要獲得更⾼的效⼒，請使⽤“Yellow Fever Vax MK”或“Yellow
Fever Vax XMK”。

 ⿈熱病Vax 30K [Imprint ]
Yellow Fever Vax 30K 是⼀種由疫苗製成的順勢療法藥物，⽤於治療⿈熱病。�可⽤於幫助治療由疫苗引起的傷害或副作
⽤。如需更⾼效⼒，請使⽤“Yellow Fever Vax 200K”、“Yellow Fever Vax MK”或“Yellow Fever Vax XMK”。

 ⿈熱病Vax XMK [Imprint ]
Yellow Fever Vax XMK 是⼀種由疫苗製成的⽤於治療⿈熱病的順勢療法藥物。�可⽤於幫助治療由疫苗引起的傷害或副作
⽤。如需降低效⼒，請使⽤“Yellow Fever Vax 30K”、“Yellow Fever Vax 200K”或“Yellow Fever Vax MK”。

 ⿈⽠ [Imprint ]
雖然通常被認為是⼀種蔬菜，但⿈⽠實際上是⼀種⽔果。�營養豐富，⽔分含量⾼，並具有抗�化特性。⿈⽠含有⾼⽔平
的苦味化合物，稱為葫蘆素，可能有助於預防癌症。⿈⽠可⽤於幫助促進⽔合作⽤、促進健康體重、降低⾎糖、控製糖尿
病、⽀持定期排便、強化⾻骼、控制膽固醇⽔平、減少炎症和改善⽪膚外觀。

 ⿈疸 [Imprint ]
- 
包含：  多烯基磷脂�膽�  刺槐

 ⿈腐酸 [Imprint ]
富裡酸是⼀種天然存在的有機酸，存在於營養豐富的腐殖質（即植物和動物分解時產⽣的⼟壤有機成分）中。�經常被稱
為“⼤⾃然的奇蹟分⼦”，並被認為是⼀種強⼤的抗�化劑和清潔劑。�可⽤於幫助吸收營養，改善記憶⼒和注意⼒，改善
腸道健康，改善排毒，增強免疫系統，減少疲勞，改善睡眠，提⾼能量⽔平，降低壓⼒⽔平，減輕與關節炎和炎症相關的
疼痛，產⽣睾�，抗癌，改善⾎液循環，降低⾎壓，保持頭髮、⽪膚和指甲健康。

 ⿈芪 [Imprint ]
⿈芪，也稱為⿈芪，是⼀種原產於亞洲的植物，其根已在傳統中醫 (TCM) 中使⽤了幾個世紀。事實上，�被認為是中醫中
最重要的草藥之⼀。⿈芪被認為是⼀種適應原，這意味著�有助於保護⾝體免受各種壓⼒。⿈芪可⽤作能量補品，也可⽤
於幫助改善免疫系統功能、減少盜汗、降低⾎壓、消腫、改善⼼臟功能、減少腹瀉、對抗上呼吸道感染、保護肝臟、促進
能量，控制纖維肌痛，減輕化療的副作⽤，控制⾎糖⽔平和 2 型糖尿病，改善腎病患者的腎功能，減少疲勞，對抗普通感
冒，減輕過敏症狀。此外，⿈芪具有抗衰⽼和抗炎特性。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macula-healing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aspergillus-flavus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yellow-fever-vax-mk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yellow-fever-vax-2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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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cucumber
http://www.infopathy.com/zh-TW/combinations/jaundic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polyenylphosphatidyl-cholin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soursop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fulvic-acid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astragalus-root


 ⿈蓮解毒堂 [Imprint ]
⿈連解毒湯，英⽂稱為“⿈連解毒湯”，是4種草藥的混合物，已經使⽤了數百年，適⽤於各種病症。�可⽤於幫助緩解炎
症、⽌⾎、緩解與偶發性尿路感染 (UTI) 相關的症狀、減輕與痢疾相關的症狀，以及幫助治療⽪膚感染、癤⼦或⽪疹。在
中醫中，⿈連解毒湯可⽤於清熱、瀉⽕、三焦解毒、通濕熱、利膽。此 IC 是在川⿈連（⿈連）、梔⼦⼭（梔⼦）、⿈芩
（⿈芩）和⿈柏（⿈柏樹⽪）的幫助下製成的。

 ⿈體� [Imprint ]
⿈體�，有時被稱為“妊娠激素”，是⼀種主要在卵巢中產⽣的激素；然⽽，少量是在腎上腺中產⽣的。�在調節⽉經週
期、⽣育和懷孕⽅⾯起著重要作⽤。在更年期，孕�⽔平下降導致不適症狀，如潮熱、陰道乾燥、情�波動、⽪膚乾燥和
睡眠困難。⿈體�可⽤於幫助提⾼⿈體�⽔平並減輕更年期症狀。此外，⿈體�可⽤於幫助改善⽪膚健康、減少衰⽼跡象
和減少⾻質流失。

 ⿈體�助推器 [Imprint ]
- 
包含：  阿那曲�  乳房防禦  瑪卡  孕烯醇�  ⿈體�混合霜 還有1...

 ⿈體�混合霜 [Imprint ]
⿈體�混合霜可⽤於減少更年期症狀。該 IC 是在以下物質的幫助下創建的：⿈腐提取物、必需磷脂、EPO、乳⽊果油、貞
潔樹、當歸、紅景天、⼈參、蘆�、薰⾐草油、⼤麻油、杏仁油、ALA、維⽣素 E 和維⽣素A。

 ⿈體�霜 [Imprint ]
⿈體�是⼀種由卵巢釋放的激素，在⽉經週期和維持妊娠早期發揮重要作⽤。⿈體�霜可⽤於幫助緩解更年期症狀（如潮
熱和盜汗）、減少出⾎模式的變化、減少 PMS 型症狀、使⽉經週期正常化、減少情�波動並增加幸福感。該 IC 是在⿈體
�、⽜蒡根、⽉⾒草和葡萄�的幫助下製成的。

 黏膜複合物 [Imprint ]
Mucosa compositum 可⽤於幫助治療所有疾病，尤其是粘膜炎症（呼吸道和胃腸道、膀胱、眼睛）。

 ⿊升麻根 [Imprint ]
⿊升麻是⼀種原產於北美東部的多年⽣植物，⻑期以來⼀直被美洲原住⺠⽤作治療各種疾病的草藥。⾸先，⿊升麻根⽤於
幫助解決婦科問題，例如痛經、更年期症狀（包括潮熱、出汗過多或盜汗、情�變化、陰道乾燥等）和難產。�還可⽤於
幫助⽀持荷爾蒙平衡、改善⼼理健康、減少偏頭痛、減輕與關節炎相關的疼痛、提⾼睡眠質量和減少抑鬱症。

 ⿊孜然油 [Imprint ]
⿊孜然�油，也稱為⿊�油，因其治療特性已被使⽤了數千年。⿊⾊種⼦⻑在⼀種叫做 Nigella sativa 的⼩開花灌⽊上。
⿊種⼦含有百⾥�，⼀種抗�化和抗炎化合物，可能具有減少腫瘤的特性。�可⽤於幫助減肥、改善⽪膚狀況（如濕疹、
痤瘡和⽜⽪癬）、軟化⽪膚、治癒傷⼝、治療癌症和糖尿病、幫助肝腎功能、減少炎症、降低⾼⾎壓、降低⾼膽固醇⽔
平，⽀持甲狀腺功能，減輕哮喘症狀，改善類⾵濕性關節炎症狀，⽀持最佳免疫系統功能，平衡免疫和炎症反應，促進新
陳代謝，⽀持⾝體的⾃然解毒過程，減少眼睛發紅，以及減少分泌胃酸，以消除偶爾的胃酸倒流和消化問題，包括胃痛和
便秘。⿊孜然�油對⽩⾊念珠菌也有很強的抗真菌活性。

 ⿊曲霉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是消除⿊曲霉（⼀種黴菌感染）的常⾒頻率。 IC Pad 可應⽤於腸道區域或出現症狀或任何類型真菌表現的任
何其他區域。有幾種不同類型的曲霉，因此，為了獲得最佳效果，建議按以下順序將此 PEMF 與其他 PEMF（如下所列）
⼀起使⽤：1. ⿈曲霉 2. 灰曲霉 3. 尼⽇爾曲霉（⿊黴病） 4. 煙曲霉 5. �樣真菌病（任何黴菌感染都需要解決） 確保�喝
⾜�的⽔以避免排毒反應。脈衝電磁場應每天使⽤⾄少幾週。

 ⿊枸杞 [Imprint ]
[新的] ⿊枸杞，因其潛在的健康益處⽽被認為是⼀種超級⻝品。�含有⾼⽔平的花⻘素，⼀種強⼤的抗�化劑。⿊枸杞可
能有助於消化、減少⽉經和更年期症狀、降低壞膽固醇、⽀持肝臟健康、減少胃灼熱、增強能量和保持眼睛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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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蘇珊 [Imprint ]
⿊眼蘇珊花精華適合那些急躁、總是在旅途中、壓⼒⼤或過度投⼊過多活動的⼈。這種精華可以幫助⼀個⼈放慢�步，向
內看，找到平靜和內⼼的平靜。

 ⿊種草種⼦ [Imprint ]
Nigella 種⼦，也被稱為 kalonji，是⼀種數千年來以其治療功效⽽聞名的⾹料，甚⾄在圖坦卡蒙國王的墳墓中被發現。⿊
種草種⼦營養豐富，含有百⾥�，以其強⼤的抗�化、抗癌和抗炎特性⽽聞名。 Nigella 種⼦可⽤於幫助降低膽固醇⽔
平、幫助減肥、⽀持甲狀腺功能、預防癌症、調節⾎糖⽔平、幫助維持⾎壓、對抗炎症、緩解關節疼痛、幫助解決牙⿒問
題、增強免疫系統功能，促進肝臟和腎臟健康，治療不孕症，增強記憶⼒，幫助緩解頭痛。

 ⿊胡桃⽊（胡爾達克拉克） [Imprint ]
⽤⿊胡桃和⿊胡桃葉驅蟲，⾃古以來就在核桃發源地波斯和⼩亞細亞證明了⾃⼰。⿊胡桃提取物的好處很多，並因克拉克
博⼠的驅蟲和肝臟清潔療法⽽聞名。�還被證明對⽣殖器�疹、唇�疹和殺死體內的寄⽣蟲和成蟲⾮常有效。

 ⿊胡椒 [Imprint ]
⿊胡椒是原產於印度的⿊胡椒植物的果實，⽤作⾹料和藥物。⿊胡椒是⼀種超級⻝品，富含抗�化劑，富含維⽣素和�物
質，如維⽣素 A、維⽣素 E、維⽣素 C、維⽣素 B6、維⽣素 K、�、�、鐵、纖維、葉酸、磷和�。通常⽤於阿育吠陀療
法，與⿊胡椒相關的健康益處包括改善消化、減少腸道氣體、治療感冒和咳嗽、促進新陳代謝、治療⽪膚問題、⽀持減
肥、對抗抑鬱症、促進⼼臟健康、降低患癌症和肝臟的⾵險緩解牙痛、減輕炎症、治療關節炎和改善認知功能。此外，⿊
胡椒可⽤於緩解鼻竇炎、哮喘和鼻塞。

 ⿊葡萄 [Imprint ]
葡萄是⼀種富含營養物質的⽔果，對健康有益。與綠葡萄和紅葡萄相⽐，⿊葡萄的抗�化劑含量要⾼得多。�們富含多
�，特別是花⻘素和⽩藜蘆醇。⿊葡萄可能有助於⽀持⼼臟健康，改善⾎糖控制，提供抗癌作⽤，促進⽪膚健康，促進頭
髮⽣⻑，減少炎症，增強記憶⼒和⼤腦健康，改善免疫系統功能，促進⻑壽。

 ⿊醋栗 [Imprint ]
Ribes Nigrum（⿊醋栗芽）起源於喜⾺拉雅⼭和尼泊爾地區。�的漿果富含維⽣素 C、⽣物類⿈�，對循環系統健康很有
⽤，儘管 Ribes Nigrum 被認為是⼀種通⽤的排⽔器，能�清潔整個系統。�可⽤於腎上腺⽀持。這種療法還可能有助於
治療急性過敏、慢性痛⾵、強直性脊柱炎、關節炎、哮喘、⽀氣管炎、慢性感冒、痛經、肺氣腫、纖維瘤、胃炎、花粉
熱、偏頭痛、前列腺問題、昆克⽒⽔腫、鼻炎和蕁麻疹。

 ⿊醋栗芽 [Imprint ]
⿊醋栗芽富含維⽣素 C 和⽣物類⿈�。�可⽤於幫助增強免疫系統、對抗感冒和流感，以及緩解過敏症狀。⿊醋栗芽也可
⽤於幫助對抗腎上腺疲勞和腦霧。

 黨參（黨參） [Imprint ]
黨參，⼜名黨參，是⼀種中國⼲根，有時被稱為“窮⼈的⼈參”，因為�具有與⼈參相似的特性（雖然更溫和）並且更便
宜。黨參可⽤於健脾益氣，改善消化，增強免疫系統功能，保護癌症患者免受放射治療的副作⽤，調節⾎壓，養⾎，⽌
渴，補肺，改善呼吸。�也可⽤於幫助治療虛弱、⻝慾不振和厭⻝、慢性腹瀉、⼼悸、糖尿病和哮喘。

 黴菌和念珠菌 [Imprint ]
- 
包含：  阿奇黴素  ⽩⾊念珠菌  �康�  ⻄柚�提取物  制黴菌素 還有1...

 黴菌和真菌 [脈衝電磁場]
這種 PEMF 是消除所有類型黴菌和真菌的常⾒頻率，以防�不知道⾃⼰可能患有�種黴菌。 IC Pad 可應⽤於腸道區域或
出現症狀或任何類型真菌表現的任何其他區域。建議將此 PEMF 與任何其他類型的與黴菌/真菌相關的流⾏頻率以及
PEMF“黴菌混合物”⼀起使⽤。確保�喝⾜�的⽔以避免排毒反應。該 IC 應每天使⽤⾄少幾週。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black-eyed-susan-australian-bush-flower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nigella-seed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black-walnut-hulda-clark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black-pepper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black-grap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ribes-nigrum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black-currant-bud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dangshen-codonopsis-pilosula
http://www.infopathy.com/zh-TW/combinations/mold-and-candida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azithromycin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candida-albicans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fluconazol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grapefruit-seed-extract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nystatin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mold-and-fungus-general


 ⿏尾草 [Imprint ]
⿏尾草或⿏尾草是⼀種屬於薄荷科的草本植物，通常⽤作烹飪的⾹料。除了為菜餚增添⾵味外，�還具有多種保健作⽤。
�可⽤於減少更年期症狀、降低⾎糖⽔平、⽀持⼝腔健康、改善記憶⼒和⼤腦功能、降低低密度脂蛋⽩膽固醇⽔平、對抗
⽪膚⽼化、減少炎症和⽀持⾻骼健康。此外，⿏尾草具有抗菌和抗�化特性。

 鼻噴霧感染 [Imprint ]
這是⽤抗感染物質對鼻噴霧劑進⾏編程的IC。 
包含：  蘆�凝膠  阿奇黴素  BPC-157 和 TB-500 �混合物   鹽酸⻄替利�  地塞⽶松 還有1...

 鼻竇感染治療 [Imprint ]
這種鼻竇感染補救措施可⽤於幫助鼻塞、鼻竇充⾎、鼻竇壓⼒、流鼻涕和打噴嚏。該 IC 是在以下物質的幫助下創建的：
Apis mellifica、Baptisia tinctoria、Echinacea、Hepar sulphuris calcareum、Kali bichromicum、Lachesis mutus、
Luffa operculata、Mercurius iodatus ruber、Mercurius sulphuratus ruber、Silicea 和 Spongia tosta。

 鼻竇炎 [Imprint ]
- 
包含：  烏⽶⾮諾⾱  �基⼆�咯���  阿奇黴素

 鼻竇炎 [Imprint ]
鼻竇炎，也稱為鼻竇感染，是鼻竇內襯組織的炎症或腫脹。最常⾒的是病毒感染的結果。症狀可能包括粘稠的鼻粘液、⼀
般的黏膜病變（胃、⼗⼆指腸、眼睛周圍、膀胱）、鼻塞、⾯部疼痛、發燒、頭痛、喉�痛、打噴嚏、咳嗽、頸部僵硬、
頭暈、疲勞、打鼾、不安睡眠、疲勞、扁桃體炎、淋巴結腫⼤、眼瞼抽�、⽿鳴、牙痛、⻝慾不振、噁⼼、便秘、腹瀉、
夜間腿抽筋、盜汗、⼊睡和起床困難。

 ⿓牙草 [Imprint ]
對於那些把煩惱隱藏在快樂和幸福的⾯具下的⼈來說，�是⼀種治療⽅法。悲傷的⼩丑通過成為派對的⽣命和靈魂來掩蓋
內⼼的傷害，這是⼀個⿓牙原型。朋友通常是最晚知道⿓牙草⼈⽣活中出現任何問題的⼈。有時，⿓牙草的⼈們會通過�
酒或吸毒來幫助他們保持“快樂”。他們往往不喜歡獨處：沒有⼈陪伴時，⾯具就會滑落。他們尋找朋友、聚會和明亮的燈
光。只有在晚上，當他們獨⾃思考時，他們壓抑的精神折磨才會回來困擾他們。⿓牙草幫助我們接受⽣活和個性的陰暗
⾯，從⽽使我們成為更全⾯的⼈。我們不會失去幽默感或度過⼀天的能⼒，但會發現嘲笑我們的麻煩會驅散⽽不是隱藏�
們。作為⼀種情�療法，⿓牙草可以幫助那些試圖不⾯對麻煩並使⽤笑話...

 ⿓膽 [Imprint ]
⿓膽是因為我們有時會在出現問題時感到相對溫和的沮喪。例如，我們錯過了公共汽⾞，考試不及格，或者錯過了⼀個機
會——他們讓我們退縮。通常這種感覺會⾃⾏解除，但可以使⽤⿓膽草療法更快地解除�，以便我們能�讓事情順利進
⾏，⽽不是僅僅希望�們會發⽣。⿓膽經常與“⾦雀花”混淆，這也是⼀種在出現問題時情�低落的補救措施。差異主要是
程度之⼀。⾦雀花州的⼈們決定放棄。他們拒絕受到⿎勵，即使他們尋求解決⽅案，他們也會勉強這樣做，向每個⼈保證
嘗試是沒有⽤的。⿓膽州的⼈們不那�悲觀，更有準備再試⼀次。推薦給遇到困難時容易氣餒的⼈。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sag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combinations/nasal-spray-infection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aloe-vera-gel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azithromycin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bpc-157-and-tb-500-peptide-blend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cetirizine-hydrochloride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dexon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sinus-infection-remedy
http://www.infopathy.com/zh-TW/combinations/sinusitis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umifenovir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aminodigidroftalazindion-of-sodium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azithromycin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sinusitis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agrimony
http://www.infopathy.com/zh-TW/infoceuticals/gen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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