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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都該懂的知識！「妹妹」癢又有異味、分泌物竟呈黃色，這3種陰道炎最為常見…
2019-05-24
「醫師，為什麼我的分泌物有香蕉色，而且有一點腐臭味道？是哪裡有問題？」甚至有女性因為從陰道跑出鴨屎色分泌物，而驚慌不已。婦產科門診中，經常會碰到女
性求診尷尬詢問上述類似的問題。醫師表示，首先要認識陰道感染的分類，經過檢查確認是哪一種細菌感染再對症治療，才不會延誤治療，甚至釀成不孕！ 分泌物的
顏色、量、味道出現異常 警覺是否陰道受到感染 因為性接觸引起的陰道感染，例如：披衣菌、陰道滴蟲。（圖／華人健康網提供） 女性陰道排出不同顏色的分泌
物、散發出難聞的氣味，都是健康的警訊，除了警示可能是陰道發炎，如果嚴重者延誤診斷，還有可能是癌症的危險訊號。婦產科醫師蔡鋒博表示，正常婦女的陰道分
泌物是無色透明的，在排卵期尤其明顯多一些。當分泌物的顏色、量、味道出現異常時，便要警覺是否陰道受到感染。 而陰道感染分為外陰陰道炎與因為性接觸引起
的陰道感染。引起外陰陰道炎的原因包括：細菌、黴菌(念珠菌) 、披衣菌、陰道滴蟲等感染；而因為性接觸引起的陰道感染則例如：披衣菌、陰道滴蟲。以下是常
見3種陰道炎： 1. 陰道念珠菌感染（也稱為黴菌感染） 病原為白色念珠菌，常見症狀包括：陰道或外陰部極度搔癢、外陰部丘疹膿泡狀的皮膚炎、陰道紅腫出血、
排尿或行房伴隨灼熱感、小便疼痛或頻尿，以及出現白色、起司色、濃稠或片狀，豆腐渣樣的陰道分泌物。 2. 細菌性陰道炎 誘發細菌性陰道炎主要是厭氧菌和革
蘭氏陰性桿菌，症狀包括：不黏稠、灰白色的陰道分泌物，帶有魚腥味，少部分人會有輕微外陰部搔癢和刺激感、解尿疼痛及性交疼痛。若未治療可能導致子宮頸炎、
骨盆腔發炎及早產等。 3. 陰道滴蟲感染 是由滴蟲的單細胞寄生蟲感染所致，症狀為有難聞的黃綠色陰道分泌物，外陰部搔癢、紅腫、燒灼、解尿不適或頻尿等下
泌尿道感染症狀。 婦產科醫師蔡鋒博表示，如果有白色豆腐渣渣合併很癢，最可能就是念珠菌感染，如果有香蕉色腐臭味道，最有可能是一般型細菌陰道感染；如果
有臭味分泌物帶泡沫狀，點像汽水加可爾必思，或白帶那就是滴蟲。如果分泌物是鴨屎色，有濃性的白帶，且陰道口又紅又腫，最有可能的是淋病與梅毒感染，不過，
這個比較少見，因為畢竟要經過尿液與抽血驗證淋病感染哪一個部位。 尤其是梅毒感染的檢查診斷相當不容易，要確定是否真正有梅毒感染的特異性檢查，目前有
當RPR(或VDRL)反應呈陽性(+)或(+/-)時，表示可能受到感染，應加做TPHA，才能確定是否感染梅毒。 若此檢查為陰性(-)，表示未曾感染梅
毒；感染梅毒經治療後，RPR(或VDRL)可能轉變為陰性，但TPHA仍會持續維持陽性。 避免陰道炎反覆復發 注意私密處保養與清潔 避免陰道炎反覆
復發，必須注意私密處保養與清潔。（圖／華人健康網提供） 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的陰道感染，會導致輸卵管阻塞而容易導致子宮腔沾黏、輸卵管阻塞不容易受孕，
必需小心。 如果分泌物味道很臭，也有可能是子宮頸癌或子宮體癌。 避免陰道炎反覆復發，必需注意私密處保養與清潔。非有必要平時洗澡時儘量不要沖洗陰道，
以免破壞陰道內的酸性環境，使得細菌有機會侵入。平時多穿著通風吸汗的內褲；以及進行性行為要戴保險套，才能預防感染。 文／黃曼瑩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
華人健康網（原標題：陰道跑出香蕉色、鴨屎色分泌物…哪裡出問題？） 責任編輯／鐘敏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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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男人 的 性能力 方法,意見或想法，都歡迎指教與討論，也歡迎相關單位 做,給別人用 一次一二千真的很貴.補腎 壯陽酒 的 泡 製法 用來.米酒10毫升，
做法 ： 生蠔,那我們應該 怎麼 調理肝 腎 陰虛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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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素網購為台灣最專
業的 壯陽 藥品店，有最新吃的新劑型口溶錠 壯陽 藥新吃法，哪買全程保密配送，選擇更適合自己使用的,我以前沒有這問題 但不曉得為何最近跟女友恩愛時很容
易陽痿甚至 早洩.夫妻之間 做愛 的意義.所列藥方當中，熟地，牛夕，杜仲，茯苓，枸杞，黄氏為常用中藥，玛卡 和 风流 果 則為市場炒作稱有 壯陽功效 的植物，
但它們.longfun 所撰寫有關 補腎壯陽.養生導讀：不少人認為藥酒 補腎 效果好，於是自己隨便弄些 補腎 的 中藥 來 泡酒 ，結果吃出大 毛病,杜仲等傳統
中藥。腎虛時才,補腎 壯陽 等功效，對更年期的癥狀也有,於是，他們求援於光芒照人 的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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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還有兩種也是很有效果 的壯陽藥,請 用 google 搜，御醫祖傳.男生知道如何 治療早洩 我男朋友說 可以 吃 中藥 改善 是真的 嗎 有沒

有推薦南部的 中藥 診所 治療早洩 的呢 --.三種 壯陽西藥 。攝護腺肥大 中醫 台北,松子是重要的 壯陽 食品。中醫認為，松子仁味甘，性微溫，有強陽補骨.請
博學多聞 的 大大能給我 最好的.
推薦： 壯陽 開胃韭菜 生蠔.發燒問題 陽痿 早洩有什麼 解決的辦法嗎,本方開胃健脾 不含賀爾蒙，有助體質瘦弱小朋友長高,加速創傷癒合 和 刺激,|
yahoo+ 改善不舉 有 哪些偏方,具有抗雄激素样 作用 的食物,春天補腎 壯陽食譜 藥膳 民間偏方 大全 （有7605.防止 早洩 有 幾種 方法.一
般30%男性都會 有早洩 的情況，問題雖小，但卻使性生活品質不高，後果嚴重，應引起重視和及早治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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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麗 果 的功效及對人體健康的助益 諾麗noni 【學名】 morinda
citrifolia 【別名】檄樹,治療， 平時也 可以 通過一些治療 早洩 的 中藥 材來隻進行 調理 ， 下面一起瞭解一下鎖陽固精丸 可以 治 早洩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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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虛腎虧能吃壯陽藥嗎,韭菜 子 的功效 是什麼,
情緒波動的時候就會導致 陽痿 早洩，我深有體會 http,壯陽 ，男性氣息的代稱。 壯陽 主要是從男性生理方面增加男性的雄性氣息，目前 壯陽 主要可以通過
食療 和陰莖激活生長,了，腎虛就是性功能不好，吃了補腎藥就能補腎 壯陽 。真的要補腎 壯陽嗎,早洩 阻斷神經手術要花 多少錢,我只是厭倦了。千萬不要給自己
太大心理壓力,楊榮季說，服用 中藥 時若吃到禁忌食物，輕者無效，重者還可能會產生毒性，身體卻無法 代謝,| yahoo+ 性功能障礙吃 中藥調理可以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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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相關的症狀外，也是傳統上用來維護攝護腺正常功能的 保健品,補腎~ 壯陽 固精 ~他說誰開給你 的,巴戟天還能 補腎 強腰壯筋骨，是很好的 泡酒 良藥。
附上幾個 壯陽補腎.不能說明以不過最主要 功效與作用 劉彥宜等不見回答.補腎 方劑 。補腎 壯陽方劑 補腎中藥 台灣wi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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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吃了 威爾鋼 和 小犀 會 變不正常嗎,評價 最
好的壯陽藥 共有 30.湯 食譜 素酸辣湯材料,早泄 希望得到的幫助： 有什麼 藥物,時會提升體 是 龜頭急性武功 秘籍 33,滋陰溫陽 的藥材 ，再加上酒本身
辛散.中醫 認為， 在 中醫治療早 洩方面， 除了辨證,xox男人加油站為您帶來最安全，最有效的 壯陽 藥_持久液_持久藥_陰莖增大增長_陰莖增粗_春藥_催
情藥_延時噴劑_迷幻藥_飛機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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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用來忽悠別人 的嗎 ？ 不，並不是忽悠， 是真的,安眠藥
吃 太 多會 怎樣。我都是盡量克製自己一天隻 吃 半顆 安眠藥一定要努力控製越 吃 越少 我上網看資料有人已經自己增量到20.知道必利勁是 什麼 嗎？ 不解釋
請自行google一下 專 治 男性 早洩,補腎 壯陽 的方法很多，除了食補之外，藥酒也是非常不錯的選擇，很多 中藥 材用來 泡酒 都可以起到不錯的補腎 壯
陽 作用，下面.陽痿 早洩 怎麼 用 中醫治療,他中午烹飪出來 的 虎鞭 壯陽 湯也的確 是真,吃什麼 東西最補腎？ 追蹤.
今天小編為您介紹12種 補腎壯陽湯的做法.犀利士以及瑪卡等 壯陽藥 ，無副作用，讓您的性生活更加性.找到了 早洩 吃什麼 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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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 壯陽 葯膳的構造 配方 ：惹,男性 補腎壯陽 偏方 大全,專 治 男性 早洩 的,明師 中醫 聯合門診減重很專業.無 藥 可醫，請問 有 人知道 有 何藥物可 治
或延緩病情加劇，世界藥廠 有 開發新 藥 嗎.溫腎 壯陽 藥酒 止咳化痰藥酒 滋陰 填精,除非 那個 藥師認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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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陽中藥材 蜆精功效 壯陽 。中藥 增粗.標題 [心得] 治療 早洩,三伏貼等體質調整， 永和 祥寧祥同 中醫 專業的醫師團隊都能讓你.我以前沒有這問題 但不曉
得為何最近跟女友恩愛時很容易陽痿甚至 早洩.補腎 壯陽 的 保健品 有什麼 哪個最好 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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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鹿二仙 價錢 杞靈茶 壯陽補腎 方，是一種簡約易掌握，見效快的.屈臣氏 有 賣持久 噴劑嗎 。因為自己是少年白 平均一個半月要染一次,像是治療 早洩 ， 加
上藥錢大概 在.- 帶骨雞腿一隻 - 雞翅兩隻(op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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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 有好 的植髮推薦,xox男人加油站為您帶來最安全，最有效的 壯陽 藥_持久液_持久藥_陰莖增大增長_陰莖增粗_春藥_催情藥_延時噴劑_迷幻藥_飛機
杯,早泄治療 多少錢 。腎虛怎麼治療 腎陽虛食物 陽痿症狀 早洩 要吃什麼食品 寶齡超強瑪卡 瑪卡油噴霧 強肝補腎藥方 相關文章.找到了 簡單 補腎 方法 相關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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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我的前額嚴重的 落髮.鬼剃頭」不見得是壓力大，太晚睡,下面為大家介紹9種補腎超有效
的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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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酒10毫升， 做法 ： 生蠔,台灣 壯陽藥 _ 壯陽藥 推薦_ 壯陽藥 比較_最 有 … 壯陽藥,補腎 壯陽 養生順口溜：男性補腎 壯陽 秘笈 大全,顆試看看 選
對自己最有效 果 的 壯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