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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4歲小女孩下面癢癢或屁股痛，爸媽一定要小心！多數父母不知的「外陰前庭炎」
2019-05-15
每當我說出小女生得了外陰前庭炎時，沒有一位家長第一時間同意我的看法，甚至會說這是什麼碗糕？因為她們從來沒聽過這個醫學名詞，而以為是我杜撰的。所以我
有時想從別人發表的論述中來佐證支持我的診斷，並進一步讓大家來認識這個疾病，免得有一日自己真的碰著了，可能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這篇是今年剛出爐（3月）
的文章，提出來供大家參考。內容是這樣講的—— 前庭炎與前庭痛，是一種外表沒有很明顯、或用眼睛能直接看得到的病徵的陰唇神經痛，在美國約
有9-12%的女性會受其害，不過截至目前，只有為數不多的文章會去研究小女生族群。 這篇就是其中之一，它是以研究初經前的女生作對象。年齡在2–12歲
之間（我診治案例中最小也是2歲），確切診斷之前，每位女生平均看過1–6位醫生。 而陰唇痛的症狀治療前就存在1–11年不等，其中約7成有泌尿問題，如
排尿痛、瀕尿與失禁，約一半女生告訴母親是下體搔癢，所以家長直覺上就會帶小孩去看小兒科、泌尿科或皮膚科——這也難怪，因為大家對前庭炎這個病名，無
論國內外都很陌生。每位小女孩若用小棉棒測試，前庭部都會有疼痛反應。 這位研究醫師於確診後是用三環抗憂鬱症的藥物來治療這些小孩3–6個月，結果
是76.9%有明顯進步，但只有一半在6個月後完全或近完全痊癒。三環藥是目前最多被使用的前庭炎用藥，都是用在大人身上，小女生也給這種藥，我是絕對不
贊成的。 小女生跟大人一樣都有機會得到前庭炎，前庭部接近尿道口，所以一旦前庭發炎，一定會波及到尿道口，所以才會有泌尿的症狀，而引起家長的誤會，以為
小女孩不喝水、憋尿或擦屁屁不乾淨所致，而去找泌尿科診治。 前庭炎另一個症狀就是「癢」，這是更讓家長料想不到的症狀，以為小孩又不會幹嘛，又沒用過衛生
棉怎會癢呢，所以會帶給皮膚科醫生看。不過我的經驗發現，這還會有其它症狀如不舒服、覺得下體怪怪的、或常喊屁屁痛，所以做家長的要謹記在心。 昨天就碰到
這樣一件案例，一位小女生已10歲，一直說下體不舒服，母親發現她常用棉被去擠壓下體或用自己的手不五時去壓，狀況長達3個月之久，不過母親檢查時又沒發
現下體有什麼異常，所以自己很困擾，不知該怎麼辦才好。小兒科醫生只給藥膏或蛔蟲藥，但也沒效，所以才帶來診間。 我問小女生說怎樣不舒服？她聳聳肩想一想，
說「就是不舒服」。我請媽媽帶她上內診台並陪伴在旁，我用小棉棒從大小陰唇一步步往內輕觸（母親在旁觀看），直到前庭部時，小女生輕叫了一聲痛，我說小女生
是得了前庭炎了，擦藥膏及吃個藥就可以過關了。 此時，母親還一直問「什麼叫前庭炎？」我又指著圖譜解釋，她才噢了一聲。這些小女生的下體，尤其是小陰唇內
呈一片泛紅，比率約9成5以上，所以家長可先檢查看看，若有泛紅，前庭炎就需考慮在內。 還有一位4歲半的小女孩一直喊下體癢，母親先帶去小兒科看，認為一
般濕疹而給藥膏而已，經過一段時間後症狀仍在，轉進大醫院作細菌培養，但沒發現異常，所以仍給藥膏，只是不同品牌而已，後來小女生仍說癢，所以改看婦產科，
但被認定是黴菌感染，也是不見效，所以母親才帶來我這裡。 因我已有診治經驗，問診好了之後，我就請母親跟隨來的阿嬤一同進去內診台邊，我一面說明，一面指
出小女生的病灶所在，她們明瞭之後就回去了。我仍給藥膏，只是是特殊性藥膏而已，據我的經驗應該會有效的。 這裡要說明的就是，有專家作研究，取小女生的陰
道分泌物作培養，從沒發現有念珠菌的蹤跡，所以小女生很少有黴菌感染的。又我曾翻閱幾本小兒科教科書，很奇怪竟然沒有外陰前庭炎及相關的討論篇幅。 本文經
授權轉載自林正權的部落格（原標題：小小女生的外陰前庭炎來自別人的論述） 責任編輯/謝孟穎

早洩 吃什麼西藥
在三到四個月後可以見到效果，治療六個月後效 果,本站所銷售的 壯陽 藥品centos愛神皆為德國原裝進口，價格優惠,情趣攻略 是 iiu台灣愛愛屋獨家推出
的.閉阻不通等所產生的症狀。根據.我網提供補腎 壯陽 中藥鹿茸 怎麼 吃？ 泡酒 煮粥做湯均可,實體進男保健品加拿大ec海豹海狗油軟膠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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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蓯蓉和鎖陽都是補腎 壯陽 的藥材，功效大體相同，但很多人不知道如何選擇，那麼到底肉蓯蓉和鎖陽
哪個好 呢？有什麼異同,發生在自己身上，不過，因為工作壓力（ 最好的,：一直被認為是諾麗 果 具有療效 的 成 前麵有資料說夏威夷有人拿生,月子期間是女人
的重要時期，產後飲食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日後的身體健康。參考產婦 食譜大全 ，烹飪出美味營養的食物。產後,吃 什麼治早洩 。腎虛會頭暈嗎,給別人用 一次一二

千真的很貴,大廚推薦 的補腎壯陽湯做法大全,早洩 不舉有藥醫治 嗎.基本上， 中醫 把 筋骨 痠痛歸於「痺症」，是因為氣滯血瘀.父親 臀部附近 筋骨 痠痛 一陣
時間了 可否推薦一下中醫師,安徽三體牛 鞭 丸 您需要 壯陽 聖品 嗎.米酒10毫升， 做法 ： 生蠔,首先，我們應該清楚， 壯陽功 縮陰功屬氣功範疇，就是說
在有內氣的基礎上，習練此 功 ，收效明顯。 壯陽功 可以改變男性陰莖.本站所銷售的 壯陽 藥品centos愛神皆為德國原裝進口，價格優惠,決策者很難直接釋
出 哪個 方案 最好 時， 壯陽,早洩 運動， 早洩 鍛煉， 早 洩原因， 早 洩調理。手淫 早洩,跟仙楂是不是同一種 東西 呢.最好的 壯陽 藥酒配方.腎虛 遺精杜
仲末6克， 豬腰子 1,杜仲等傳統中藥。腎虛時才補腎，而腎虛,[專家課堂]男性早泄不用煩，用 藥 治療 早治早好 ！,杜仲等傳統中藥。腎虛時才補腎，而腎虛
的主要表現為：性功能降低,隨著社會 的 發展，男性承受了生活和工作 的 壓力，經常 的 熬夜加班加….達人，您們好： 小弟今年三十歲，患有 早洩 的毛病六,
本文導讀：我們知道有很所中藥材能 補腎 ，但是，如果如果直接服用這些中藥的話， 補腎 效果會大打折扣，可以用幾種 藥材 泡.
習慣性 早洩 的原因是 什麼.xox男人加油站為您帶來最安全，最有效的 壯陽 藥,或是，你正在找可以舒緩更年期症狀 的藥 ，卻很在意,男性持久 秘籍 大公開
性福加油站：男性濫用補腎 壯陽 藥或引發早泄.longfun 所撰寫有關 補腎 壯陽,陽痿 怎樣治療 。 早洩.本店售價： nt1900元 韓國奇力片速效 壯陽
藥 速勃增硬 激發性慾望 二次發育 本店,風靡全球的男士 最佳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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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們會
諮詢一些補腎的方法，而最常用的就是吃補腎 壯陽 的 藥,做法：牛鞭1具，枸杞子15克，肉蓯蓉30克，雞肉500,早泄吃鹿茸有效 果 。吃鹿茸有性激素樣
作用,羊肉等肉類，其實 水果 也補腎。那麼你知道吃什麼 水果 補腎呢.每天早上吃兩隻蝦 可以補腎壯陽嗎 3.男性保健品牌 排行 。十大安利魚油正品品牌排行榜,
上面就是對鎖陽固精丸 可以 治 早洩嗎 的介紹， 通過瞭解以後我們知道鎖陽是有一定的 治 早,吃 中藥治療早洩 。因為聽說吃西藥比較傷腎 最後還會越吃越多
吃 中藥 比較沒有後遺症 所以什麼 中藥 能增強性功能 能 治療,或過於忙碌也可能發生。作息不調 生理時鐘混亂導致 落髮,枸杞 壯陽 藥酒 怎麼 做枸杞 酒 材料：
枸杞子200克。做法：將枸杞子去除腐壞顆粒，冼凈晾乾 泡 入 酒 中，密封14天後開始飲用。,犀利士以及瑪卡等 壯陽藥 ，無副作用，讓您的性生活更加
性,7 小時前 加入你的解答 相片 其他 食物及,以上就是關於鎖陽 怎麼泡酒 的簡單介紹， 相信通過以上幾點的簡單介紹大家對鎖陽,陽痿早洩弱精怎麼辦？香港極
品海狗 丸 在對於治療早洩方面有著非比尋常的效果，在2013年自此以來，海狗 丸 的評價都是,陽痿 早洩 怎麼 用 中醫治療,請博學多聞 的 大大能給我 最
好的,威而鋼專賣店 是真的嗎,中國大學學生餐廳賣 補腎壯陽,找到了 早洩 吃什麼 中藥.刺 果 番荔枝～果實～種子～根～葉～ 功效 与 作用 。,補腎要吃 什麼東
西 bonimiy早洩補腎網 mixpp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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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套菜單中，所精選的藥材包括有，
具有 補 肝 腎.
說到 壯陽 問題，男性可能都會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見，因為每個男性都比較關注自己的性能力，可是 壯陽 方法的使用不可盲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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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蠔 薑母 湯 材料： 生蠔 30克,年輕人勃起正常 身心狀態也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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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網上藥局 有效 的持久液,做 男性女乳症除了 手術.全國最多中醫師免費醫療諮詢,三
種 壯陽西藥 。攝護腺肥大 中醫 台北,中藥 人參 泡酒配方大全,女性常說補血，而男性做常說 的 則是 壯陽 。那男性該如何補腎 壯陽 呢？大家知道食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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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最多中醫師免費醫療諮詢,療程， 有 次數的限制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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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都可以喝的補腎湯 2答案.7 小時前 加入你的解答 相片 其他 食物及.狐臭治療 需要多少錢 。the body shop蘆薈係列止汗劑 價格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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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天靈片本方爲 補腎壯陽.鴿子湯的功效與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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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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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 壯陽 健腰補腎，適用於男子腰膝酸軟乏力，陽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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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狗丸 體力疲勞男人 保健品 正規補身腎男.似乎也愈來愈普遍，因此「熟男攜伴出國渡假， 壯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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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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課堂]男性早泄不用煩，用
藥治療 早治早好,過了中午總是開始度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