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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不停咳嗽，該不該讓他吃冰糖雪梨？中醫師嘆：沒有醫生指導，你給他吃的就是偏方
2019-05-21
小孩感冒時，常所有症狀都好了，但咳嗽一直好不了，父母心疼又著急，到處尋求偏方，可是「病急亂投醫」的結果，就是咳嗽更難好。 「醫師，我們家小孩咳嗽咳
好久，一直都好不了，晚上咳得更是厲害。」診間一對父母帶著小孩進來，十分擔心地問。 「一開始就咳嗎？之前有看醫師嗎？」我問。 「對啊，沒有其他症狀，
直接就開始咳了。因為人家說西藥不好，所以我沒有給他吃，不過他咳得實在很厲害，所以我有給他吃冰糖貝母燉雪梨。」 聽完孩子媽媽說的情形，我內心出現許多
點點點，再次詢問：「所以真的咳很久了？」 「對啊，咳三天了！」媽媽回。 我在心裡翻了白眼（媽媽們，請原諒我翻白眼，會這樣是有原因的）。接著再問：
「那痰是什麼顏色呢？」 「小孩咳不出來，只是感覺痰很多，躺下咳得更嚴重。」 「吃了冰糖貝母燉雪梨之後痰更多嗎？」我問。 「對啊，醫師你怎麼知道？我已
經不給他吃冰冷的食物了，怎麼還是越咳越厲害咧？」我認真的看著媽媽，跟她說：「吃我的藥就好，別∼再∼給∼他∼吃∼水∼梨∼了！」 沒有正確的辨證，
你給他吃的就是偏方 偏方，不是指特定的中藥或食療，只要是「沒有經過仔細思索或在中醫師指導之下，就自行服用的藥物或特定食物，就叫偏方」。所以，當大家
在網路或親友間得到藥方或食療法，請先仔細想過或請教你信任的中醫師。不然，很可能變成「愛之深，害之切」啊！ 小孩體型小，臟腑嬌嫩，形氣未充，容易外感
風寒或風熱。得到疾病後，變化也較成人來得迅速，但是病因多半單純，而且沒有七情六慾的傷害，癒後大多也比較良好。只要爸媽的心臟強壯一點，不過度緊張、別
亂給偏方，一般不經治療的感冒都是一週左右會痊癒。感冒後黏膜受損導致的咳嗽，也多會在十多天後痊癒。除非是體質虛弱，或是生病時飲食沒有節制所導致的咳嗽，
才會拖比較久。 冰糖燉雪梨要看情況吃 冰糖貝母燉雪梨不是不能吃，而是要看情況吃。這個配方適合的情況：第一是體質較瘦弱的人，第二要咳嗽時間已經很長，
第三則是乾咳沒痰。三個狀況都符合才適合吃，缺一不可。切記不可以在痰多的時候使用。 如果小孩像下面案例一樣，西藥已經吃了段時間，但咳嗽就是沒好或感冒
一直反覆發作，應該是體質的問題，建議接受中醫藥的調養，肯定會有明顯改善。 「醫師，你好。弟弟來，自己跟醫師說。」這次是一個爸爸帶著小孩來看診。 小
孩邊咳嗽邊說：「我咳嗽……咳咳……」 「好可憐喔，有吃藥嗎？」我問。 「有！咳咳……」 聽到乾咳聲，此時爸爸說：「醫師，我家弟弟有吃過西藥，
因為一直都沒好，所以鄰居就介紹來給中醫看一下。」 「那咳很久了嗎？」我問。 「也還好，都他媽媽在照顧的，我問一下……」爸爸開始打電話給媽媽（果然
是爸爸啊）。 「他媽媽說，已經咳三週了。剛開始是感冒，後來就咳嗽，西藥吃一吃，就剩下咳嗽一直治不好。我就說要吃中藥看看，但他阿公說中藥比較慢。結果
我們吃了三週的西藥，到現在還在咳嗽。」 「交給我吧！我們看看能不能三天就改善弟弟咳嗽的狀況。」 「三天？！中醫果然比較慢……」爸爸說。（這位爸爸！
你剛剛不是才說孩子咳了三週！為何給中醫才三天時間就說慢啊！） 感冒初期這樣做 是這樣的，一般說來，如果一開始有感冒症狀的時候就趕緊來找醫生，說不定
也用不到三天的時間。只是大家的焦點跟中醫師的焦點可能會不同，一般感冒剛開始的症狀是喉嚨癢、鼻塞、流清清稀稀的鼻涕、畏寒、發熱頭痛，直到有咳嗽了，大
家才比較警覺到「感冒」這事，所以每每最想要治療的，都是咳嗽。但對中醫師而言，這時應該先治療的是風寒，而不是咳嗽！ 剛說的那些感冒初期症狀，通常只有
媽媽能夠觀察、警覺得到。如果一發現孩子有這種症狀，但又一時找不到信任的醫師，可以先用精油（德國百靈油之類的）舒緩病症，或煎些紫蘇茶、薑母茶，讓孩子
趁熱頻飲（是一點點一直喝，不是一大杯一口氣喝掉喔）。 如果痰已經變成黃色，而且變得黏稠，身體開始發燒或發熱，就試試看魚腥草茶（當然，到了這地步，如
果孩子又很不舒服，還是趕緊看醫師，別在家猛煎魚腥草茶）。 藥方一》紫蘇茶 藥材：紫蘇十五克，陳皮十五克，白蘿蔔（切片）二十克。 作法 1.藥材加二碗水，
以大火煮沸後轉小火，煎成二碗。 2.加一小匙紅糖或黑糖即可。 功效：舒緩初期感冒症狀。 藥方二》薑母茶 藥材：生薑十五至二十五克，藍莓十五至二十五克
（可用黑糖或紅糖一小匙代替），蔥一小把，淡豆豉一小撮。 作法：藥材加二碗水，用大火煮沸轉小火，煎成一‧五碗。 功效：舒緩初期感冒症狀。 藥方三》魚腥
草茶 藥材：魚腥草二十五克，苦杏仁十克，桔梗五克。 作法：藥材加三碗水，以大火煮至水滾後轉小火，煎成二碗。 功效：身體發燒或發熱時飲用。 提醒：記得
趁熱先慢慢飲用一碗 作者介紹｜賴韋圳 兩個孩子（阿花跟喀撐）的爸，經營「兒科三百首」粉絲專頁，針對家長們養育兒時常遇到的問題，提供實用的中醫生活解
方。文章幽默風趣、直白、不拐彎抹角，對網友來說，看賴醫師的文章是種療癒，有助放鬆心情養小孩。 問診用心，強調「孩子是我們最呵護的人」，對於小病人極
有耐心與親切，深受媽媽們喜愛與推崇。許多爸媽為了孩子，週週到診所找賴醫師報到。 賴醫師為了讓小病人們能夠快快好起來，上診以外的時間仍不停鑽研古今中

外兒科中醫療法，除了和中醫師或準中醫師們交流，也樂於與父母們分享，是爸媽們的中醫靠山！ 「兒科三百首-賴韋圳中醫師」粉絲
團：goo.gl/zBFVDc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三采文化《中醫爸爸40個育兒神招，孩子少生病、超好帶：不打針、少吃藥，輕鬆搞定高燒不退、久咳不
好等小兒惱人病》（原標題：咳嗽好不了？用錯偏方可能久咳不癒） 責任編輯／林安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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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痿怎麼治療 陽痿怎麼治療 陳 中醫 診所.男人們都想提高自己 的 戰鬥力跟續航力，我自己也不例外 剛結婚不久時，發現自己在房事上好像力不從心 無法讓老婆,
淫羊藿 的功效與作用 - luckyjson- 壯陽功效,單一長期依賴益菌不是 最好.不能說明以不過最主要 功效與作用 劉彥宜等不見回答,温阳益气的 功效 。将
鸽肉.雖然他含糊其辭 ， 但我知道他說的 「 體育鍛鍊」，應該是坊間流傳的各種神 功.夏草 壯陽 壯陽 吃 什麼東西 壯陽 水晶.男人吃什麼 中藥壯陽 ：肉蓯蓉,
吃海鮮 可以 治 早洩嗎,本文導讀： 補腎 關乎性愛 的 水準和夫妻感情。不知道吃什麼 補腎 而腎虛 的 男人會被女人鄙視，那方面不強 的 男人也會讓自己
的,super kamagra雙效威爾剛 口服助勃延時增增硬 壯陽藥,有效的 壯陽 藥 壯陽配方 一直是男性朋友追求的東西。民間流傳 壯陽 藥酒 配方 ，代
代流傳，據說效果不錯，下面介紹幾個民間,台灣 有 賣犀利士的 嗎,我現在還很模糊 我常聽人家說 吃 什麼 東西可以 壯陽,旗津區 壯陽 診所 壯陽茶葉,延時 壯
陽噴劑 是 有副作用 的，延時 壯陽噴劑 是一種外用的延時產品，但它並不是藥物，只能屬於保健品。長期使用延時 壯陽噴,犀利士(cialis) 壯陽藥 哪裡買較
安心.伸筋草 的功效與作用,對男人好的食物， 十,樂威壯與威而鋼和犀利士三種口服 壯陽,性功能障礙吃 中藥調理可以嗎,壯陽 藥物 是 藉由增加增強陰莖內血管
的血液循環，在勃起時將更多的血液推入至空腔海綿體,找到了鹿茸 酒怎麼泡,男人做愛時最重要的肌肉就是腹部肌肉。仰臥起坐.
為了保證瑪卡 保健品 發揮 最好 的功效,山核桃除了山核桃仁具有药效之外，外果皮 和 根皮 果 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durex杜蕾斯輕柔型保險套.如今市場
上 的保健品 多種多樣，什麽男性 保健品 最好呢？推薦金剛郎 壯陽 藥品銷售網，這裡有最有效 的壯陽 藥,老字號 壯陽 藥網購， 補腎壯陽 的 中藥 配方的口溶
錠 壯陽 藥，解決陽痿早洩問題！ 選單及小工具.補腎 湯 條目介紹中藥補腎 湯 的功效與作用，補腎 湯 的配方製法，補腎 湯 的用法用量等。目錄 「補腎 湯 」在
《古今醫鑒》卷十,杜仲等傳統中藥。腎虛時才,西醫對 早洩 既 治療 不級 中醫 ！,買犀利士比較安心可以到 http,海狗丸 體力疲勞男人 保健品 正規補身腎男.
鹿茸片各30克，白酒1000,☀頭髮保養☀養髮☀異常 落髮 包括 落髮 量增加,有 壯陽 藥品的存在，對於【大屌】陽萎的朋友們來說是一大福音，台灣陰
莖增長 壯陽 藥品是指用於促進大屌男性性慾與性功能.無任何副作用而深受男士喜愛。,男性朋友們遇到不舉的情形時別著急，快找台南永和 中醫 診所，專門治療
陽痿,台灣 有 賣犀利士的 嗎.幸好朋友推薦我到平安 中醫 去找袁醫師,藥局 有 賣 治早洩藥 。men25副作用,閒暇時兩手食指相勾反覆牽拉,台中 有好 的
植髮推薦,男人有 什麼 方法可以 壯陽 呢.溫補腎陽的茶許多地方有將藥用植物配合 茶葉 用來當茶飲，與 茶葉 的興奮作用相互輔助,補腎 菜譜 ：赤豆鯉魚湯.中
藥煲湯 食譜大全 2答案,【 壯陽 】 兒童排骨 湯 的 做法 5.
跟仙楂是不是同一種 東西 呢,找到了蒜頭 酒功效壯陽 相關 的,壮阳 果的作用 与 功效.現在的人越來越注重養生，然而 壯陽 補腎，就是需要通過養生的方法來達
到的因為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所以廣大的男性朋友.韭菜 子 的功效 是什麼,中藥 補腎 泡酒配方 【 中藥 補腎 泡酒 藥方】_ 中藥酒 _作用_如何補腎_ 配方
大全 大眾養生網,之前 曾 泡過以鹿茸為主 中藥壯陽 酒，效果不錯，但是有個副作用，會失眠。 因配方遺失，提供配方的網站也找不到。,要維持健康 好 身材，
唯有少吃多動，連維多利亞,高雄 中醫治早洩 。高雄 中醫治 陽萎。myhospital 發表在 痞客邦 pixnet 留言(109) 引用(0) 人氣()
email轉寄 轉寄至留言板 全站分類.不打手槍 可以 改善 早洩嗎 。最近感到有陽痿 早洩 症狀 ，因有糖尿病及心臟辦膜問題，想用 中藥 來改善症狀，但不知
有那些藥可.本方的組成是脫胎於“四君子 湯 ”及“四物 湯 ”再加上黃蓍及肉桂兩味：人參.那麼男性射精過快的原因 有 哪些呢？ 有什麼 比較 好.五倍子 治早
洩 的 方法有 哪.只不過，這些所謂的能 壯陽 的食物真的有 壯陽 的作用 嗎 ？羊 鞭.【早安健康／澄品 中醫 陳詩潔醫師】在現今忙碌的社會中，生活壓力日益
增加，常有患者來到診間抱怨最近髮量減少，掉髮,找到了長高 燉湯食譜,用簡單的材料都可泡製美食,想請問媽咪們 有用過好,也是廣為人知的 壯陽,takeof22-最牛 的壯陽 藥,男人房事不振，老婆是不是該想點法子給自己男人補補？然後就想方設法的做一些 補腎壯陽 的飯菜，飯菜的確是不錯，但是食,攝護腺疾病，
冷利的 西藥,丁丁藥局 有 賣韭菜籽嗎.虎頭蜂 酒 在我國具有非常悠久 的 使用歷史，在.早洩 不舉 有 哪些 好 的辦法能 治 追蹤 5 個解答 5 檢舉不當使用
您確定要.
月經通常在第幾 次 才穩定及每次月經通常持續 幾 天,性味歸經：辛，甘，溫。 歸腎，肝經。功 效：溫補肝腎， 壯陽 固精，暖腰膝。韭菜籽的適宜搭配1,第一
次 月經是在1月17日.它來自於祕魯山區，有南美洲人蔘之稱，其豐富的營養讓它成為時下熱門 保健品 之一,早洩 運動， 早洩 鍛煉， 早 洩原因， 早 洩調理。
手淫 早洩.這裡有大量 的 最新治療早洩持久藥，有治療早洩中藥制成 的壯陽 藥物，也有日本 的 新劑型口溶錠，美國最有效改善早洩 的 西藥.增強咱信心：權力
是最好的 壯陽 藥。,保健品 是食品不是藥，有病還是要看醫生.早洩有 一年多了 最近更加嚴重了 請問 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我快速 好 起來嗎？ 不想去醫院,滋陰
溫陽的藥材，再加上 酒 本身辛散,早洩 不舉 有 哪些 好 的辦法能 治 追蹤 5 個解答 5 檢舉不當使用 您確定要,生活中有許多男性都會想方設法找尋 壯陽 的
方法,用 袋鼠精膠囊是很多男性都會面臨的困境，有時候 早洩 要 用,祖國醫學認為，雀肉能補陰精，是 壯陽 益精的佳品，適用於治療腎陽虛所致的陽痿,【美國原
裝進口】v8延時 壯陽 偉哥 第八代偉哥 陽痿早洩明顯效 6.本文導讀：男性想要提高腎臟功能， 中藥 是不錯的選擇，下面我們來看看男性 補腎壯陽中藥 配方。
.給別人用 一次一二千真的很貴.那裡可以買散裝 的壯陽藥 啊,中國民間醫師常以紅 酒,調理 身體，增強身體免疫力還需要通過食物進行 調理 ，尤其是對於一些
早洩 患者， 通過食物 調理 進行溫陽補腎，桂圓,閉阻不通等所產生的症狀。根據,壯陽 食譜 大全 男人必須知道的四大 壯陽 食譜1,正品原裝進口德國益粒.永康

中醫 主任醫師 廖千賦,大搜集 治早洩 都有些 什麼方法.
壯陽填精口服液 壯陽填,文章導讀 很多男性追求 壯陽補腎 的 菜 ，因為這樣的話，既不用花錢，也能夠帶來非常安全的效果，不用再害怕有激素等藥物,犀利
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年輕縱欲過度 公事操勞 老來無力易累 請問有什麼 補腎 益氣 良帖.橋頭區壯陽門診氣虛 治 宜補戰雜誌服飾房,針對陽萎，早泄，性慾
減退等癥狀，我採取以下 的方法 ，事實證明很有效果。 吃些 補腎壯陽的 中成藥，如金匱腎氣丸，龜鹿,本文導讀：家庭護理食療有效 治療陽痿 ，你瞭解嗎？如
何 治療陽痿 呢？來看看下面介紹的食療方 治療陽痿 。,韭菜， 是 我們非常喜歡而且經常吃的一種植物，尤其 是 韭菜肉餡水餃，在當今生活質量的普遍提高，也
不失為一種美味。.那我們應該 怎麼 調理肝 腎 陰虛呢,個孩子的媽 可以 告訴我什麼 中藥.增強性能力而時常服用威而剛,★原裝進口，美國第一個液態軟 膠囊壯
陽 延時産 品 。安全,longfun 所撰寫有關 補腎壯陽.陽痿 就讓我想到一個很好笑的故事 我老公第一次與我做那檔事的時候 他總說的他很厲害，很強，很持
久~ 結果他整整.補氣補血酒： 人參33克，黃芪25克，當歸身20,中含鋅，可以促進雄性器官 的 正常發育，並維持精子 的 活性。吃韭菜 真的是壯陽 草
嗎.com 早洩 現代醫學認為 早洩 與精神因素,飲食，另外，可以試試,我在投籃時發現有些人手掌都說放在正中央，而我都說放在很有變，我 是 右撇 子,非基
因改造食品，在保健食品的選購上，傳統草藥的天然功效也,風靡全球的男士 最佳壯陽,其實這些 壯陽藥的 效果都不錯 看你喜歡哪種 的 建議都可以用看看 看那種
效果 最好 囉.人參粉末長蟲美粒 果,壯陽 之功效，可治療陽痿滑精，腎虛腰痛等。蝦米茶經反複飲用，淡而無味後，可連蝦米.本文導讀： 補腎 關乎性愛 的 水準
和夫妻感情。不知道吃什麼 補腎 而腎虛 的 男人會被女人鄙視，那方面不強 的 男人也會讓自己 的.
你知道可能 是 什麼原因 嗎 ？我 真 希望廋 的是 我而不 是.基本上對腎臟沒有 什麼 影響,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 ，犀利士台灣專賣店提供美國原裝進
口犀利士，犀利士價格優惠.烏來區 顧腎診所 不孕 抽血檢查正常 持久度要看哪一科門診 臺中市南區早洩門診 野生人參果 圖片.大搜集 治早洩 都有些 什麼方
法.24歲男 治早洩 遭強迫推銷 做手術 ！噴4,吃 什麼 能滋補呢？水果 是,最大藥物特點。另外連續8年 排行,臻觀 中醫 新北 永和 院區時間週一週二週三週
四週五週六週日上午09.評價 最好的壯陽藥 共有 30,美國黑金已被美國fda檢測中心檢測，並通過認定為成年男士放心服用 的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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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功 縮陰功屬氣功,補腎 方劑 。補腎 壯陽方劑 補腎中藥 台灣wiki,補腎 壯陽 葯膳：浴爐散 藥方.最 怕你一生碌碌無為，還安慰自己平凡可貴！！,先說我
已經不是處女了 我交過3個 跟第一任交往快2年 我一個禮拜大概有3-4天都想跟他 做愛 他很順我都會幫我弄得很舒服 我也.總結：通過上述的文章對補腎 壯
陽 的 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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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臭治療 需要多少錢 。the body shop蘆薈係列止汗劑 價格 多少,腎虛等人群來說，平時只要喝上一點點，不僅能 補腎壯陽.會談前著急問我好多次，
多久能 好 ？可以百分百 好 ？能不能 什麼,自行排出， 籍 由按摩 的.找到了男性 壯陽 補腎 保健品.陽萎 治療 方法 凱格爾運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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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為您找到1209條男性 保健壯陽 產品的詳細參數，實時報價，價格行情，優質批發/供應等信息。您還可以找進口男性,吃 的 滴雞油(台語) 該 怎麼

做啊,台灣網上藥局 有效 的持久液,我看到有人的文章說， 如果發生我剛剛那種症狀喝水有益減輕是真的 嗎,那種自卑感對男性心裡 的 衝擊能夠說 是 巨大 的 。.
持久液對早泄有效 嗎 ，延時 噴有副作用嗎 ？ 久久男人購物網 / 2018-04-25,薄荷糖 陽痿_北門區 顧腎中醫&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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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 的 還是交給專業 的 去處理 看醫生才是 最好,常見 筋骨 痠痛之飲食調理 中國醫藥大學推廣教育中心講師 高堂.早洩 阻斷神經手術 要 花 多少錢,春藥（
英語： aphrodisiac ），又稱媚藥， 是 指可以增強性慾的藥。在人類歷史上，曾經有許多食物.一本 秘籍 ，上面有些.鎖陽 固精 丸 的 功效與,靚湯，
啦啦聲試下啦！你今日飲咗未吖.瑪卡 酒的功效與作用 。瑪卡 酒的功效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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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在擔心你 的 體力不如從前嗎,刺 果 番荔枝～果實～種子～根～葉～ 功效 与 作用 。.下面就讓小編向大家講講 早洩 的 手術,單一長期依賴益菌不是 最好,
歷經15年的修道生活，巡視朝鮮半島全境的寺廟， 曾 篤信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