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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治文本土公司取得世界級的糖尿病研發突破
編者按：這是一組觸目驚心的資料：到

2025年全球糖尿病患者將達到3.8億人； 

從2007至2025年，亞洲糖尿病患者將增加

60%；糖尿病已成為繼心血管、癌症之後嚴

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第三大疾病。

這是另一則令人振奮的消息：加拿大衛

生部日前宣佈通過對烈治文本土EBMR公司研

發的天然血糖調控產品博特力膠囊的審核。

這是極為罕見和難能可貴的認可，相當於美

國FDA的監管機構的批准。

有權威的市場調查結果顯示 ，ELEOTIN

博特力是醫生推薦服用世界排名第一、臨床

研究最廣、用戶註冊購買最多的血糖調控天

然產品。

目前有近四分之一的加拿大人患有糖尿

病或前期糖尿病，博特力膠囊的成功面世對

加拿大乃至全世界來說是令人欣喜的消息。

博特力膠囊日前獲加拿大衛生部許可證
由加拿大Ea s t w o o d生物研究公司

（Eastwood Bio-Medical Research Inc., 

以下簡稱EBMR）研發的天然血糖調控產品

ELEOTIN博特力近日獲得加拿大衛生部的許

可，這相當於美國FDA的監管機構的批准，

這一利好消息將提高EBMR公司估值。

加拿大衛生部近日宣佈通過對EBMR公

司研發的博特力膠囊各項指標的審核。產品

的批准功能是：推薦使用博特力的目的是促

進健康的血糖水準。對成人的推薦使用劑量

為：每次服用兩粒膠囊，每日3次。如果使

用時間超過4周，諮詢保健醫生。

博特力許可證的最終獲得是EBMR公司提

博特力膠囊不是現有的中國或印度的傳

統治療方法，而是一所知名大學自主開發的

一個突破性配方。它在中國、菲律賓和尼日

利亞等國家已獲得監管部門的批准。醫療專

家認為博特力膠囊是前所未有的、通過了嚴

格的科學測試、並在多個國家授予許可證明

的純天然產品。

繼博特力膠囊的成功開發，EBMR公司的

後續產品ELEOTIN高血壓製劑也將通過加拿

大衛生部批准。它是另一種草藥配方，具有

安撫肝臟、對多動、抗抑鬱、舒緩心態有著

顯著的功效。通過獲得許可證，EBMR公司將

進一步領先代謝紊亂綜合症產品的市場。

站在世界糖尿病科研的前沿

到目前為止EBMR公司投入產品研發和改

進的費用累計高達2億美元。科研開發也要

遵循市場規律，當企業發展到一定的規模和

層次後，就必然要實施產品經營向資本運營

的轉變。金榮洙博士運籌帷幄，對企業發展

戰略與資本運營作了系統規劃，通過資本市

場運作，壯大公司實力，提高公司在行業中

的競爭力，加快公司發展速度，實現科技與

資本雙輪驅動，為科技創新、科技成果產業

化、產品升級換代提供強大的推動力。

EBMR公司現已進入了高速增長期，贏得

了大跨度的發展。

記者手記

在加拿大華人圈內，ELEOTIN博特力產

品是不少華人消費者非常熟悉的產品，在媒

體宣傳圈內，金榮洙博士的事蹟也常見諸於

報端。當記者每次走進這家企業，無論是見

到金博士本人，還是專業科技人員，乃至普

通的員工，始終能從他們身上感受到一種對

企業執著的熱愛，對創新產品執著的追求。

在這裡，有一位思想活躍的帶頭人，善

於捕捉醫學研究的每一個動向；更有一群腳

踏實地的執行者，認真實踐一絲不苟。正是

這兩者完美的結合，鑄就了ELEOTIN博特力

自問世十多年來經久不衰的銷售業績。

ELEOTIN博特力近日獲得加拿大衛生部

頒發的許可證，金榮洙博士再一次成為媒體

高度關注的焦點。隨著市場對ELEOTIN博特

力預期的需求大大提高，如何快速提高生產

能力和生產規模將是EBMR公司面臨的挑戰。

EBMR公司如果能從戰略上抓住契機，能否成

長為生物製藥行業的領軍企業，也讓我們拭

目以待。

ELEOTIN博特力產品問市後，EBMR公司

和糖尿病研究中心組成的科研團隊對世界

各地近10萬例糖尿病人服用博特力進行記

錄，跟蹤調查這些糖尿病人服用效果。大量

研究資料顯示，有超過70%的糖尿病患者服

用ELEOTIN博特力後，血糖恢復到接近正常

水準，更重要的是這些糖尿病患者擺脫了

令人恐怖的併發症。有30%-40%的服用者在

停藥後的六年裡始終保持正常人的血糖水

準，另有30%-40%的糖尿病人在2-3年內只有

大約 6個月

的 復 發 ，

令 人 驚 喜

的 是 ， 若

施 以 小 量

的ELEOTIN

博特力(以

前 用 量 的

四分之一)

這 些 病 人

的 血 糖 很

快 就 轉 為

正常。ELEOTIN博特力的研發取得糖尿病領

域世界級的突破，成為世界上唯一沒有任何

副作用、100%純天然、沒有耐藥性、能夠安

全、長期地從根本上改善糖尿病症狀的治療

劑。

在溫哥華，已有許多醫生推薦ELEOTIN

博特力給糖尿病患者，您的家庭醫生或許也

在其中，請向您的家庭醫生諮詢ELEOTIN博

特力的相關資訊。

目前，已有百多家健康產品零售店預訂

了ELEOTIN博特力產品在店內銷售。有權威

的市場調查結果顯示，ELEOTIN博特力是醫

生推薦服用世界排名第一、臨床研究最廣、

——記加拿大Eastwood生化醫學研究公司 記者 淩 晨

交申請、臨床試驗報告、其他輔助材料，經

加拿大衛生部長期嚴格審查後批准，這是極

為罕見和難能可貴的認可。加拿大衛生部對

多種中草藥製成的保健品審核標準之嚴是眾

所周知的，此次對由複雜中草藥成分製成天

然保健品的療效給予充分肯定，對博特力產

品而言是極大的突破。這意味著，博特力膠

囊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加拿大衛生部的認

可。加拿大衛生部通常只承認一個藥品的單

一模式的作用，對天然的保健產品通常只標

示其營養成分和作用。

加拿大衛生部的許可具有極大權威性，

它的批准程式在許多國家都能得到豁免。

列治文本土企業Eastwood Bio-Medical 

Research Inc.(以下英文簡稱EBMR)，是一

家專注于開發和製造有效治療糖尿病系列產

品的生化醫學研究公司。

1998年EBMR公司和加拿大一所知名大學

的世界著名糖尿病研究中心緊密合作，將該

中心花費20多年時間從幾百種植物中萃取的

高科技成果p-700降糖物質開發成胰樂定產

品，並將這一產品推向市場，構建了科技成

果產業化的成功平臺。

站在這座平臺，放眼國際前沿

現代化的生產設備，領先的生產工藝，

嚴格的品質控制，人性化的管理模式，高素

質的專業銷售隊伍，構築了高科技成果產業

化的成功平臺。更重要的是在這座平臺上，

有一支不斷瞄準世界糖尿病研究前沿的科研

團隊，他們中有十多位著名醫學專家來自于

世界各國，這些專家參與過各類有關糖尿病

臨床和學術方面的研究,取得大量傑出和創

造性的醫學研究成果,這個科研團隊成為世

界上最著名的糖尿病研究中心之一，它代表

著當今世界糖尿病研究的方向。

在ELEOTIN產品的研發過程中，美國哈

佛、英國劍橋、韓國著名的幾家大學的知名

專家、世界著名科學家、糖尿病專家以及很

多研究機構都給予極大的支持和幫助。

中國著名的清華大學對ELEOTIN做過多

次臨床測試，對測試結果十分滿意，曾發

表多篇文章讚譽ELEOTIN的顯著功效及其它

相關報導。很多中國商人看了報導後認為

ELEOTIN會帶來巨大的商機，紛紛要求投資

加入EBMR公司的ELEOTIN合作專案。

依託這座平臺 享受成功快樂

用戶註冊購買最多的血糖調控天然產品。

拓展這座平臺 一起跨越發展

EBMR公司CEO金榮誅博士是位經濟學

家，早在韓國他就是一位知名人士。其父親

金鶴烈先生曾是奠定韓國經濟開放基石的前

韓國經濟副總理兼經濟規劃院院長。他的家

族掌管著韓國的鶴林集團。金榮誅先生畢業

于美國麻省理工大學、獲博士學位。他精通

英、法、日、韓、中五國語言，是加拿大

著名的ALBERTA大學教授、國際知名經濟學

家 。 他

曾 任 韓

國 前 總

統 朴 正

熙 的 秘

書 、 國

際 著 名

企 業 豐

田 汽 車

公 司 本

部 部 門

副總裁。多年來以其豐富的閱歷和博精的專

業知識從事於多元化的社會經濟活動。

進入中年以後，金榮洙博士更致力於

關注人類健康事業的發展，為此成立了EBMR

公司。ELEOTIN成功開發後，金榮洙博士帶

領科研團隊應用P-700技術又開發了高科技

含量、高附加值的癡呆症治療劑、高血壓治

療劑、肥胖症治療劑、腸道清潔製劑。博特

力膠囊近日已獲加拿大衛生部的許可，另一

草藥配方ELEOTIN高血壓治劑的許可目前也

在加拿大衛生部的審批之中，獲得許可證以

後，EBMR公司將進一步佔領代謝紊亂綜合症

產品市場的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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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上糖尿病治療方法比較

1.是有權威的研究單位開發的嗎？

2.是否通過了嚴格的動物實驗?

3.是否通過了嚴格的臨床實驗？

4.在市場上的生命力如何？

5.有無副作用？長時間服用是否產生抗藥性？

6.是否通過了嚴格的毒性檢查和重金屬檢查?

7.治療作用是否具有堅實的醫學依據？

8.是否有經確認了的、證明功效的文獻？

9.是否有足夠可信的使用者反應的統計資料？

10.所用成分在藥典或國家法定食品登記冊上

有無記載？

病研究中心的科研成果。是從幾百種天

然植物和草藥中萃取的抗糖尿病物質。

重要成份是由桔梗、五味子、薺菜、

甘草、棗仁、黃耆、綠茶、地骨皮、山

藥、五加皮等草藥中提取物。

這些原料在東南亞國家的藥典或法

定食品登記冊上都有記載，且數千年來

被東方國家作為補藥的必須成份來使

用。雖然在提取和加工上採取了很多高

科技的方式方法，但沒有改變它們的天

然性質。

因此，對人體沒有任何副作用，可

以放心使用。

ELEOTIN胰樂啶
四個核心的作用原理

1 胰島素受體功能改進

大多數的II型糖尿病是由於肌肉和

肝臟的胰島素受體細胞對胰島素的反應

能力不足造成的。ELEOTIN胰樂啶能

把糖尿病患者體內功能受損的“老朽”

胰島素受體細胞排除體外，並促進新生

“年輕”胰島素受體細胞的增長。胰島

25年前，在加拿大阿爾伯塔省

的卡加利大學醫學院有一位亞裔老

婦人糖尿病重症患者，伴有嚴重的

腎病和周身末梢脈管併發症。醫生

的診斷是截肢手術。

老婦人拒絕了截肢手術並決定

立刻起程去亞洲度假享受她生命最

後的時光。這次亞洲之行，她有意

識的去找尋一些傳統療法和民間草

藥療法，她無所顧慮的服用每一種

可能的具有治療作用食品和草藥。

她開始感覺自己精力充沛，她

的這次旅行帶給她一種全新的內心

寧靜和對生活的感覺。

六個月回到加拿大後，她被要

求去做了一系列的例行檢查，她的

醫生驚訝的發現，這個病人嚴重的

腎病綜合症和周身脈管併發症已經

明顯好轉，已沒有截肢的必要了。

更為驚奇的是，老婦人的重症糖尿

病也沒了！醫生們對於這個嚴重

胰
樂
啶
的
神
奇
發
現

糖尿病患者怎樣合理的選擇產品？

選擇胰樂啶ELEOTIN的理由

1.對II型糖尿病明顯有效，70%0的根治率

2.安全、無任何副作用，長期服用不會產

生耐藥性

3.100%純天然成分，加拿大生產製造，所

有原料都通過嚴格的品質控制和重金屬污

染檢驗

4.1998年問世，有近14萬名世界各地的用

戶及正面回饋

5.作用於整體，協調改進與糖尿病相關的

新陳代謝過程。

•能有效短時間降低血糖 

•治療作用有科學的論證 

•有大量的科學的臨床驗證 

•保險支付，經濟負擔相對輕 

•在市場上有很強的生命力 

  

•比較安全，對人體損害相對小 

•有可能從整體上協調身體機理 

•歷史悠久  

 

•可以作為輔助治療產品 

•價格便宜，購買方便   

•權威研究單位開發 

•科學上證實了藥效 

•天然草本，無副作用

•沒有耐藥性 

•可以單獨或者聯合其它藥物治療

  得到很多西醫的採用 

•有短期血糖調節作用 

•持續穩定控制血糖

•長期服用有根治效果 

•一般人也便於使用，有預防的功效 

•在中國和很多其他國家獲得官方批號 

治療方式       優  點                                    缺  點

西藥 

(處方藥)

傳統中藥

健康保健 

產品

胰樂啶 

ELEOTIN

•副作用，長期服用對肝腎有永久性的損害 

•（50%的腎透析是西藥引起的） 

•只作用于局部，效用不持久，需要每天定期服用 

•長時間服用產生耐藥性 

•（需要持續增加劑量，通常服用7年後失去藥效） 

•沒有醫生的處方不能購買 

•不能起到根治作用

•治療原理不標準化，機理作用不能得到科學確認 

•有一定的危險，未必能與西藥有效配合 

•見效比較慢，需長期服用 

•草藥的安全性和品質（重金屬污染等）

  得不到完全保證

•無理論根據，不能提供系統的有效驗證 

•良莠不齊，很多產品沒有通過官方檢驗 

•製造商規模小，生命力短

•平均在市場上壽命6個月，消費者得不到保護

•胰樂啶ELEOTIN由於有限的生產原料來源和

  對高品質的追求而使產品略顯昂貴 

•見效相對緩慢 

糖尿病患者痊癒的病例感到異常的驚

訝。

後來，卡加利大學醫學院糖尿病

研究小組開始尋跡老婦人旅行過的地

區，並研究她曾服用過的傳統草藥。

首先，研究小組做了大量的科學測試

和動物實驗，花費了四年的時間去探

目前全世界已發現或已開發的糖尿

病的藥物，糖尿病保健食品和民間治療

法約有2000種以上。ELEOTIN胰樂啶

也是其中之一。它在糖尿病保健品市場

異軍突起，其獨特的療效和品質，受到

醫藥界眾多專家的稱歎。Eastwood公司

目前正在積極申報以美國FDA為首的各

個國家公認機關的藥品許可，預計不久

ELEOTIN胰樂啶將作為藥品在糖尿病市

場銷售。大量的病例證實，ELEOTIN胰

樂啶對與碳水化合物代謝密切相關的糖

尿病有效，特別是對二型糖尿病具有顯

著療效。糖尿病與人體基本的新陳代謝

相關，治療糖尿病也就意味著需要增強

整個人體的健康。胰樂啶ELEOTIN能

促進碳水化合物的正常代謝，加強肌肉

細胞的活力，有利於毛細血管和末梢神

經的健康。因此胰樂啶ELEOTIN不僅

有利於糖尿病的治療，對於加強健康、

預防糖尿病的您，可以時常服用胰樂啶

ELEOTIN。

高科技成果 P-700
P-700是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糖尿

糖尿病患者有什麼選擇？

索多種草藥的提取物對患者的影

響，最終得到了一個抗糖尿病提

取物P700。

加拿大E a s t w o o d公司在

1 9 9 5年跟卡加利大學開始合

作，將P70 0推向市場，199 6

年，ELEOTIN胰樂啶問世了。由

於原料珍貴，技術特別難，第

一批產品只夠提供10個患者一

個月的用量，費用亦及其昂貴

（USD$3000）。

在接下來的10年研究發展

中，Eas t w o o d公司對胰樂啶

E L E O T I N配方不斷地加以改

進。在效用不斷提高的同時，生

產費用亦日趨合理化。與此同

時，加拿大Calgary大學Julia 

McFarlane糖尿病醫學研究中心

不斷開發出了胰樂ELEOTIN治療

高血壓、肥胖等症一系列相關產

品，並且得到了包括中國在內的

很多國家的官方批准文號。

一個典型的病例，一個偶然的故

事，發生在不同的群體中，其最終的

結果是一個漫長的研究開始，一個影

響人類健康的發明誕生。他們發現並

證明瞭自然界的確具備根治糖尿病的

天然物質!

ELEOTIN胰樂啶優越的特性：

從 表 中 的

對比可以看出，

相比于傳統的中

藥和西方的化學藥

品，ELEOTIN胰樂啶在

結合二者的優點同

時，又有效地解決

了中西醫各自存

在的問題：

對照左邊的十個

標準，我們比較

了市場上糖尿病

治療方法各自的

優缺點：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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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有這麼好的效果，我們

早就該服用胰樂啶了。這是服用

ELEOTIN胰樂啶見效後患者說的最多

的一句話，為什麼這麼多的患者有

著同樣的感慨，其一，糖尿病是終

身性疾病，不能根治，糖尿病患者

就是因為這些話放棄了積極治療的

信心。其二，糖尿病保健品市場上

產品眾多，良莠不齊，消費者不知

道該選擇那種產品適合自已。要不

是服用ELEOTIN胰樂啶，大大出乎

患者的意料，才有了這樣的感慨。     

遠離黑暗 再現光明  

這是一位83歲患者，加拿大溫

哥華純福音教會長老，糖尿病和

高血壓多年，好幾次昏到在地，

被送進醫院急救。最終因糖尿病合

併症一隻眼睛失明了。自從服用

ELEOTIN胰樂啶一個月後生活開始

有了變化，食欲變的旺盛，自我感

覺良好，還可以在院子散步也不覺

得累。在以前沒有家裡人的攙扶他

是不能外出的。他的家庭醫生曾經

勸他不要服用ELEOTIN胰樂啶，因

為好多產品都是剛出現在市場後不

久就被淘汰，說ELEOTIN胰樂啶

也可能會那樣。但是他一直堅持。

服用5個月後體重恢複到正常，第6

個月後血糖恢復到正常值。最近精

神爽朗，連失明的眼睛也能見到光

了。真是奇跡，估計再服用一個月

左右後可以不再服用了胰樂啶了。         

擺脫輪椅 盡情暢遊    

媽媽，您終於睡著了。直到現

在我都，不敢相信你得了糖尿病受

盡如此折磨。幾年的分別，你的病

情發展到這麼嚴重，下肢已經部分

壞死，不能行走，需要每天注射胰

島素。這些日子天天不能入眠，每

隔半小時要服一片止痛藥。看著你

痛苦的樣子，我的心都碎了。                

這是一位糖尿病重症患者，孝

順的兒子，看著媽媽痛苦的樣子，

心理特別難受，媽媽帶大他們兄

弟幾個太不容易，現在生活條件好

了，媽媽才60多歲，總不能讓媽媽

在床和輪椅上度過餘生吧。從那以

後，兒子千方百計尋找醫治糖尿病

的良方，只要對糖尿病治療有利，

無論是控制飲食還是適當的鍛煉，

他都讓媽媽去嘗試。有一天，一位

鄰居向他介紹了ELEOTIN胰樂啶

產品，兒子撥打了“糖尿病中文熱

604-2487421”詳細諮詢後，他給

媽媽買了幾瓶服用。他母親曾經口

服治療糖尿病的藥物，但病情未能

控制，後不得不改為注射胰島素。

他媽媽開始每天服用ELEOTIN胰

樂啶，病情逐步有所好轉，兒子

又一下子買了12瓶，服用後奇跡出

胰
樂
啶
改
變
患
者
的
生
活

選擇胰樂啶ELEOTIN的理由

治療方式       優  點                                    缺  點 過早停用會有什麼結果

聽聽糖尿病患者們怎麼說

文中引用的糖尿病患者和醫生產品使用證詞全部摘自

Eastwood公司網站。所有的證詞來自真實、自願的用戶。

Eastwood Companies盡可能原話引用。

Eastwood 公司十多年來擁有10多萬用戶，其網站上有

很多來自實際自願的用戶和醫生見證，因篇幅有限，我們在

此只摘用較具代表性的部分。用戶見證是比較個人和主觀的

使用回饋，僅供參考。

如需更加科學和客觀的結論，建議參考Eastwood公司網

站Science Section(科學部分)提供的權威機構的臨床試驗

資料。看更多的見證，請訪問公司網站：

英文網站：http://www.eastwoodcompanies.com

中文網站：http://www.eleotinbentley.cn

如有任何產品問題，請直接跟加拿大Eastwood公司聯繫

Eastwood Bio-Medical Research Inc

1130-4871 Shell Rd,Richmond,BC V6X 3Z6

1-888-669-4372

       中文： 604-248-7421
           778-219-9978

期
待
的
進
展

糖尿病和肥胖症              初步的改善            根本的改變

輕微患者（0-3年）           1-3月                 6月-1年

普通患者（3-6年）             3-6月                  1-2年

嚴重患者（6年以上）          6月-1年               2年或多年

素受體細胞與胰島素的結合能力因此得

到修復及改進，大大提高了胰島素的利

用率，從而充分地進行葡萄糖代謝。這

個修復的結果是持續的，不會在一天兩

天以後消失。胰島素受體細胞的功能改

進後，即便停用ELEOTIN胰樂啶，血糖

代謝依然可以很長時間正常維持。這就

是ELEOTIN胰樂啶被認同為“根治”糖

尿病的原因所在! 

現了，以前的糖尿病症狀逐漸消失

了。服用六個月後，能慢慢走路

了，看到媽媽恢復的這麼好，兒子

欣喜的說要帶媽媽去旅遊，讓媽媽

感受一下加拿大美好的風光。     

療效顯著 樂意介紹     

這是一位住在加拿大北部小城

市Dawson Creek的白人女性，整個

家族都患有糖尿病，她也不例外，

長期忍受折磨。第一次聽人家介紹

ELEOTIN胰樂啶時，十分猶豫，

因為她一直用運動和食療控制病

情，甚至連醫囑都未遵從。服用

ELEOTIN胰樂啶後，在頭十天裡

她的血糖並無明顯變化，令她驚訝

的是兩周後奇跡出現了，她感到全

身充滿活力，到醫院檢查血糖，

連醫生也感到驚奇。血糖竟然從

20.mmol/L降到4.6mmol/L。如今已

經過了5個月，她的體重減輕了，血

糖也降了。現在她對ELEOTIN胰樂

啶效果深信無疑，對它的療效讚歎

不已。如果有人問她服用ELEOTIN
胰樂啶的體念，她樂意介紹。她說

要是知道效果這麼好，早就該服用

它了。這些年來服用ELEOTIN胰樂

啶見效的患者舉不勝舉，它的有效

率幾乎100%，服用後超過70%的糖尿

病人恢復到接近正常的水準，更重

要的是患者擺脫了併發症。

當你感覺服用ELEOTIN胰樂啶效果很好，血糖已經降到正常，或者你

的減肥目標已經達到，您也不應該馬上停止服用ELEOTIN胰樂啶。它還沒

有幫助您完成身體健康的根本改變之前，停用它會使您的康復變的徒勞。

Derek. S

在 我 服 用 胰 樂 啶 6 周

後，我的視力明顯改善

以至於我摘掉眼鏡。所

有我的併發症狀正在好

轉，血糖水準也逐漸下

降。

Abby. K

我已經連續服用胰樂

啶25天了，它對我非

常有效，我想推薦給

其他人。

Li Wai. W

在我服用胰 樂 啶 3周

後，我的食欲增加了，

皮膚也不瘙癢了，我很

高興我的血糖指數也從

12降到了8。

2 胰島素分泌促進

步入中老年後，很多人面臨精神上

的重大壓力，胰島素分泌發生異常，

由此導致糖尿病。ELEOTIN胰樂啶中

包含促進胰島素分泌的活效成分，能有

效激發胰臟分泌胰島素。人參、綠茶等

很多草藥有類似功效，也很安全，但它

們的效果通常只能維持一定的時間。

ELEOTIN胰樂啶在促進胰島素分泌的同

時，胰島素受體細胞對胰島素的代謝能

力也得到相應提高，二者結合，產生持

久的功效。

3 碳水化合物分解控制

糖尿病患者飯後血糖急劇升高是碳水

化合物被快速分解成葡萄糖的直接結果。

ELEOTIN胰樂啶中的某些成分作用於碳

水化合物的分解過程，有效避免飯後血糖

水準急劇升高，從而使血糖維持在正常範

圍以內。ELEOTIN胰樂啶既控制碳水化

合物的分解吸收，又作用於整個新陳代謝

過程，因此不會產生副作用。

4 胰腺β細胞的再生

ELEOTIN胰樂啶幫助胰島素分泌，

胰臟裡面生產胰島素的細胞稱為β細

胞，I型糖尿病的直接起因是β細胞的

毀損。卡加利大學的Yoon博士發現了

毀損β細胞的病毒，在他開發P700的課

程中，最大的希望就是毀損的β細胞的

再生。ELEOTIN胰樂啶實現了他的願

望。Yoon博士生稱：動物實驗證實了

ELEOTIN胰樂啶對β細胞的再生作用，

很多患者（包括很多兒童I型糖尿病患

者）服用ELEOTIN胰樂啶以後的試驗

結果也顯示β細胞的活躍性明顯改進。

EBMR在胰臟β細胞的再生方面仍在繼續

研究。這個β細胞修復再生的效果是長

期的，不會隨時間的推移衰退。所以

ELEOTIN胰樂啶的效用是半永久性的，

能給糖尿病患者根治的希望。                     

*ELEOTIN胰樂啶在中國的名稱是博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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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自然講究養生  用藥一定要對症

如何科學治療糖尿病
胰樂啶是治療糖尿病的
最有效辦法

醫學專家：70%以上II型糖尿病患者可恢復健康

我的家庭醫生
也聽說過ELEOTIN胰樂啶

通常一個藥物，需要花費天文數

字的廣告來宣傳，醫生才能知道。例

如偉哥，2000年美國輝瑞公司花費了

近40億美元廣告費來宣傳這個產品。

這還不包括各地區自己的宣傳開銷。

E L E O T I N 胰樂啶的製造商

Eastwood公司不是像輝瑞那樣的大藥

廠，很難像在短時間內被人知道。

但是，在一些國家和地區，

ELEOTIN胰樂啶卻有著很高的知名

度。據統計，幾乎100%的內分泌專家

知道ELEOTIN胰樂啶，約70%的韓國

專家
論證

ELEOTIN胰樂啶真的能
根治糖尿病

天然提取物能治療連強烈的化學

藥品也不能治療的糖尿病，這樣的事

實顯然不能讓人一下子接受。但這就

是事實，而且出於最簡單的原理。

人體所需要的並不是強烈的刺

激．而是合理的均衡。化學藥品給人

體以強烈的刺激，短期內就可有效，

但長期來看，不可避免的有人體對藥

物的耐藥性和副作用的。正確的治療

應該是恢復人體失去的節律和平衡，

使所有器官都能正常發揮功能。

糖尿病的治療也一樣。為了根治

糖尿病，各種複雜的藥理作用要和諧

的配合。過去治療糖尿病的藥物各有

各的優點，但都有明顯的局限性，不

能從整體上協調與糖尿病相關複雜的

新陳代謝過程。而只是作用於特定的

部位或新陳代謝過程的部分環節，結

果只能暫時阻止糖尿病的進展，不能

完全根治糖尿病。而且在作用於人體

的過程中，給人體帶來嚴重的負擔。

治療糖尿病的化學藥品，明顯的會損

傷肝和腎臟，不如保健品。天然保

健食品促進碳水化合物分解為單糖，

利用在其過程中產生的葡萄糖產生能

量，促進胰島素的分泌。幫助胰島素

和受體的結合，在協調地實現這些複

雜的藥理作用上占絕對優勢。

ELEOTIN胰樂啶就具有上述功

效。它改善機體各種功能，從而達到

化學藥品都不能治好的糖尿病。一般

來說越是嚴重的疾病，治療上越要柔

和。

 ELEOTIN胰樂啶配方
絕對安全

ELEOTIN胰樂啶的配伍方法和

有效成分提取方法都是世界先進的。

不僅通過了重金屬檢測、去毒程式、

去農藥殘留的程式，而且也進行過動

物實驗和人體臨床試驗。而生產是在

加拿大最著名的GMP工廠生產的，通

過高科技的設備、工藝、方法，嚴格

的生產程式，嚴謹的測試程式而產生

的，是非常安全的產品。實際上，就

糖尿病人也都聽說過。一些國家的糖

尿病協會也發佈過ELEOTIN胰樂啶

特別的報告。你可以到Eastwood公

司的網頁去閱讀這些報告。(英文：

www.eastwoodcompanies.com；中文： 

www. eleotinbentley.cn)

很多醫生自願調查有關ELEOTIN
胰樂啶的專業報告或書籍。在網上，

您能找到很多來自世界各地專家的意

見和報告。

ELEOTIN胰樂啶也曾接受一些媒

體的關注。很多電視和報紙曾經報導

和介紹過。而在頭8個月裡，報導一

經播出，就賣掉了5，000套。

市場上糖尿病的產品眾多，平

均壽命只有6個月。很多醫生以為

ELEOTIN胰樂啶也會如此。

但多年以後，大量的真實的見證

者出現時，醫生的態度也逐漸改變

了。這也是10多年來，ELEOTIN胰樂

啶在西方越來越受歡迎的原因。

目前觀察的所有服用過ELEOTIN胰

樂啶的人尚未發現有任何副作用。這

和很多其它草藥產品，包括添加了化

學藥物的產品，報告出現服用後產生

肝腎衰竭的後果相比，ELEOTIN胰

樂啶可以說和那些產品有天壤之別。

ELEOTIN胰樂啶絕對安全。這也是它

在海外暢銷幾10年的原因之一。

在中國申報ELEOTIN胰樂啶的過

程中，中國藥監局曾要求在北京兩家

醫院和中國疾病控制中心進行嚴格的

動物和人體試驗，結果證明是非常有

效和安全的。

ELEOTIN胰樂啶

北美華人糖尿病諮詢熱線

604-248-7421

Dr. E. Echano 博士

加拿大菲律賓裔醫生

每個人都應該瞭解它，

在我為它做的臨床試驗

表明：這個獨特草藥配

方所帶來的長久神奇功

效令我稱奇。

Dr. L. Lipskaya 

Bacteriologist細菌專家

在我開始使用胰樂啶一段

之後，我感覺健康水準有

所改善。我想推薦它給那

些正受Ⅱ型糖尿病折磨的

人。

Dr. M. Singh， 醫生

Ayurvedic Medicine

我想推薦胰樂啶給Ⅱ型

糖尿病患者，它能有效

降低血糖水準，這可以

從監測服用者的Insulin 

Plasma指標中得知。

Kevin Trudeau
美國電視臺著名主持人
作為一名記者，我有必
要披露一些醫學界不為
人知的事情，也應推薦
一些確有實效的天然療
法，胰樂啶就是之一。

Dr. M. Walker 博士
美國著名醫學著作人
多個醫學新聞獎獲得者
胰樂啶的確可以有效地
降低血糖水準，血糖水
準越高，它的效果越明
顯。

Dr. Chu 中國北京醫生
Beijing,China
胰樂啶幫助我丈夫免去
了長期服用西藥來控制
血糖的麻煩，他現在各
項糖尿病指標基本趨於
正常。

Dr. M. Sichel 博士
澳洲醫生
胰樂啶是開創性的，它
甚至可以扭轉糖尿病。

Dr. C. L. Broadhurst 
美國馬里蘭州糖尿病專
家
據我調查，胰樂啶是個
非常有效的由多種大有
前途的抗糖尿病草本植
物萃取組合而成的神奇
配方。

世界各地有超過

10萬各種族的人

曾服用過胰樂啶

Dr. M Kuypers 博士 
美國華盛頓州醫生
我自己也在服用胰樂啶
它的效果不錯，也令我
鼓舞。我希望它能在克
制胰島素抵抗的醫學難
題上有所建樹。

Dr. J. Yoon 博士 
卡爾加里大學醫學教授
這種天然草本補劑能使
將近70%的Ⅱ型糖尿病
人恢復到發病以前的水
準。

糖尿病，是由於人體先天稟賦不足、體

質柔弱和後天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為此主

張綜合治療。特別強調順自然講究養生，用

藥一定要對證。

治療糖尿病主要強調以下五個方面：

1、控制飲食是基礎。 

飲食不宜過飽，以清淡為宜。

2、運動是治療的重要支柱 

糖尿病患者應在醫生指導下進行相應的

適宜運動，運動量“以不疲勞為度”，可根

據病情選擇散步、健身操、太極拳、游泳、

交誼舞等，但首推太極拳，因為這種運動具

有輕鬆、自然、舒展和柔和的特點，最適合

糖尿病患者。

3、調節人的情緒很重要 

長期情緒不佳，肝氣鬱結，會導致消渴

病的發生和病情加重。

因此，糖尿病患者要“節喜怒”、“減

思慮”，怡情悅志，胸襟開闊，保持氣血流

通，以利病情的控制和康復。

4、養生講究順自然

中醫認為，順乎自然以養護正氣，主張

春防風，夏防暑，秋防燥，冬防寒，以達到

“正氣存內，邪不可幹”的目的。糖尿病是

終身性疾病，病人要學會自我調護，就可

以和正常人一樣頤享天年。但自我調養絕不

等於亂服或長期服用滋補品，中醫講虛則補

之，實則瀉之，若屬實證，補藥有百害而無

一利。

5、用藥一定要對證 

並非所有糖尿病患者均適合中醫治療。I

型重症糖尿病患者需要完全依賴外源的胰島

素來維持生命。

對於II型糖尿病來說，以加拿大為首

的國際醫學專家經過20多年研究，從七百

多種植物中提取出來的P-700為基質生產的

ELEOTIN胰樂啶膠囊，臨床檢測證明是對付

糖尿病的良方，長期服用不僅效果顯著，而

且根本沒有任何副作用，更是阻斷糖尿病病

變的有效手段之一。對於提高糖尿病患者免

疫力，更有長期效果。經過世界上十多個國

家政府權威部門嚴格檢測和臨床實踐證明的

ELEOTIN胰樂啶，越來越受到各國醫學專家

的推崇，成為糖尿病患者的首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