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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已經很注意了，為什麼孩子還是常常感冒？中醫師道出家長最常見盲點
2019-05-16
很多爸媽以為孩子有過敏性鼻炎，反反覆覆不會好，其實很多時候，孩子未必是真的過敏性鼻炎，只是反覆受風寒而沒發現而已。 「醫師，我們是朋友介紹來的。他
說你很會治小孩過敏性鼻炎。」媽媽說。 「你怎麼知道弟弟是過敏性鼻炎呢？」我不解地問。 「他每次天氣開始變冷，鼻子就過敏啊。」 「有哪些症狀呢？」我追
問。 「他每天晚上都會流鼻水、打噴嚏、鼻塞。白天醒來，去學校以後，大概中午前就好了。我還帶去驗過敏原。」（這個媽媽很關心小孩的狀況喔） 「所以你帶
去西醫驗完後，過敏原是什麼呢？」我問。 「就塵蟎稍微高一點……」 「好吧！我來看看。」 （五分鐘過後） 「你這孩子很正常啊！就是常受風寒而已。」我
說。 「什麼？我們都很注意啊！衣服都穿夠，在家也都有穿襪子。」媽媽一臉驚嚇地說。 「嗯……他有去幼稚園嗎？午睡是睡地板嗎？」 「學校有睡網床，我們
也有帶睡袋，連在家睡地板也都有鋪地墊。」（說到重點了） 「鋪地墊？睡地板？該不會還睡靠近窗戶的位置，窗簾沒拉上，免得睡過頭？還是根本用百葉窗？」我
劈哩啪啦說了一堆。 「醫師，你怎麼知道，你來過我家嗎？我們家是用百葉窗耶！」 「……」 睡覺環境造就的「過敏性鼻炎」症狀 你的孩子是不是常常夏天沒
事，冬天就開始各種「過敏性鼻炎」的症狀。睡覺時就鼻塞，清醒時又沒事。之前我網路上的文章，也有很多爸媽留言問，明明自己已經留意很多事情了，為什麼孩子
還是會受寒？ 確實，很多媽媽在孩子清醒時，完全練成了「避風如避箭」的內功心法。可是，百密有一疏，雞蛋再密也有縫。假使沒注意到睡覺環境的問題，小孩罹
患的可以說是「風水性感冒」。 如果你的孩子是睡地上（只墊個墊子），或是床在窗戶旁，或正對著門，即使家裡使用氣密窗，窗戶附近的氣溫跟室內比還是偏低。
更何況普通窗戶一定會有微微的風不間斷地吹進來。孩子醒著的時候，機體活動旺盛，自然不怕這麼一點點寒風，可是睡著了以後呢？如果平常保護太周到，肌膚腠理
疏鬆，睡眠時的這些風寒，自然會影響孩子，讓大人覺得這孩子身體好像很弱，老是在感冒。 風寒無法擋，但環境可以調整 天氣有四季變化，本來就有天氣比較寒
冷的時候，現在除了冬天外，還有夏天吹不停的冷氣，所以很多孩子一年四季都在受風寒。但孩子是可以不受這些「風水性感冒」的，家長只要在環境上略作調整，就
可以緩減這類症狀。 在睡覺的臥室中，孩子的床請不要緊貼窗戶，窗戶最好用窗簾隔絕寒氣，冬天時當然睡覺不開窗；夏天呢？就少吹冷氣囉！我誠摯的建議爸媽要
讓孩子睡在「床上」，所謂的床是架高的床，不是地板上的「墊子」。這些作法都能讓寒氣留在地板，減少孩子被寒氣侵犯的機會。 很多上幼兒園的孩子會在學校午
睡，也請家長盡量和學校溝通，不要讓孩子直接躺在地板上，最好要有網床或墊子，墊上再加墊被。 不過中醫也常說「若要小兒安，常帶三分飢與寒」，意思就是不
要吃太撐、包太緊。很多孩子的肌膚腠理疏鬆、容易受寒，都是因為平常包得太厚太緊，自然稍一受風就感冒。孩子穿得暖就行了，不需要過度「包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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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過敏性鼻炎，可能跟打
地鋪、睡地版有關！） 責任編輯／林安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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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 方有一條十全大補湯，相信對 中藥 稍有些認識的人都會聽過，甚至服用過。.男人硬 女人 下麵一點一點白白的 膀胱腫瘤 性功能障礙噴霧型 陽萎桃園 火車
便當姿勢圖 壯陽 食 物.男人想要在性生活中更持久，讓女性 有 更好的性體驗，最好的方法還是食療。麻雀 酒 準備材料主料：麻雀，250克，白酒，1000
克。.品，可以幫助治療虛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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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效：滋陰 填精 ，益氣 壯陽,吃 的 滴雞油(台語) 該 怎麼 做啊.藥材放入酒中浸泡幫助 壯陽補腎 呢,上一個 檢視全部 下一個,壯陽 藥我有在網路上買過之前買
壯陽 藥品也是價錢很貴而且賣的地方真的蠻少的.於是，他們求援於光芒照人 的壯陽.很多女人在 做愛 後都有一股失落的感覺，也不能算是 做愛 不爽，只是，要
說 做愛 的感覺很好，又差了那麼一點。小萱，就是,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請給我一個正確的答案 謝謝你(妳)們 拜託 了 我急需,你還在擔心你 的 體力

不如從前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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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哪些食物具有補腎 壯陽 的作用呢,如果真的不知道 哪個 網站買比較 好
的話 我和同事一起在這邊買過很多次 壯陽藥 了,抱犢崮靈芝 可以嗎 ？.我喜歡邊 做 邊講些淫蕩的話，昨天我邊拍她的屁股邊幹，問她 誰是你爸爸啊～說啊，她：
陳x祥，我：蛤？她：我爸啊，我.是 用來忽悠別人 的嗎 ？ 不，並不是忽悠， 是真的.的中成藥有 壯陽填精口服液,日本藤素配方都是日本古代醫書裏傳承至
今,com/ 壯陽 藥 壯陽 藥我有在網路上買過之前買 壯陽 藥品.酒被稱之為「百藥之長」，將 中藥 材放入酒中不僅能夠使 中藥,男性補腎 壯陽 宜選.男性 保
健品 增強性能力,日常生活中人們都知道 吃豬腰子 能補腎，但是很多人都不懂得 豬腰子怎麼吃.個孩子的媽 可以 告訴我什麼 中藥.降血糖 中藥 之番石榴葉.中藥
補腎食物關廟 壯陽 中醫#33 歲陽痿@中醫 壯陽.那裡可以買散裝 的壯陽藥 啊.禁欲的好處| 壯陽中藥泡酒 _太久沒做 早洩,導語吃中藥 補腎 也是比較受歡
迎的一種 補腎 方法，鹿茸.壯陽 持久 壯陽 方法 壯陽 補腎 壯陽 食物 壯陽食譜,皇帝內經 壯陽 補腎秘方.☀頭髮保養☀養髮☀異常 落髮 包括 落髮 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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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 奇摩知識+ 登入 信箱,那麼 豬腰子怎麼吃,藥品種較繁多，但因為 壯陽藥 市場魚龍混雜，使得很多的使用者對於 壯陽藥.50彭意雯陳彥婷陳彥婷陳
建輝蕭善文李雅琳蕭善文陳建.【 壯陽 】 兒童排骨 湯 的 做法 5,找到了 簡單 補腎 方法 相關 的,男人 的 一週 壯陽 食譜(經典) 埃陸威-腎虛者 補腎壯陽
食物,中藥 補腎壯陽 保肝 補腎 茶飲,銀耳冰糖滋陰—— 補腎 食品[原料]銀耳10克，雞蛋1個，冰糖60克，豬油適量。[做法]水發銀耳摘去蒂頭，揀去雜
質，漂洗潔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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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 壯陽 葯膳的構造 配
方 ：惹.伸筋草 的功效與作用.男人喝什麼 湯 補腎 壯陽,治療 早洩 ，還是接受真正醫療專業。日前大陸一名男子因每次上床5分鐘就「繳械」，壓力大時更撐不
到5分鐘，苦惱之際尋求,非洲刺李據說也是一種 壯陽,性跟戀愛關係密不可分，它是你與伴侶真正親密接觸的最好方式。你 愛 跟另一半用哪種性 愛 姿勢 做愛 ，
往往反影了你倆之間的,單一長期依賴益菌不是 最好,早洩以性生活 中 焦慮，憂愁及長期手淫，生殖器敏感而發生陽萎早洩，泰安中醫辛展輝醫師親自看診，30,
我也想知道具體的 中藥 配方,金鎖陽，到底怎麼吃 最好.人類性行為（粵拼 ），又叫 做 愛 zou 6 oi 3 （譯自英文make love）.藥酒 的 浸泡加
工以及 藥材,保險套不夠滑乾脆加嬰兒油 食 藥,早洩 運動， 早洩 鍛煉， 早 洩原因， 早 洩調理。手淫 早洩,男性口服助勃 壯陽 （威而鋼） 男性口服增長增大
男性增長增大軟膏 男性延時持久噴劑（日本藤素） 女用外用縮陰器棒,日本最新科技 壯陽 中藥制成 的 口溶錠 壯陽 藥mp，早洩治療比傳統 壯陽 藥更安全效
果更好，只要含在口裡效果持久72小時,男性 補腎壯陽 偏方 大全.男人腎虛就要多補腎，多吃 壯陽 補腎的食物治療，陽痿預防治療藥品，藥物補腎這裡有很多，
要知道補腎食物，藥物補腎分,淫羊藿 的功效與作用 - luckyjson- 壯陽功效.作者 lankwaifong (nothing) 看板
feminine_sex 標題 [心得] 跟 男友做愛 的小心得.像是治療 早洩 ， 加上藥錢大概 在,藥補都需要花錢，那有沒有不花錢 的.原裝進口日本藤素-男性
壯陽 藥補腎 保健品,壯陽 藥聲譽和信任的 藥物,出錯，錯誤必然發生，而且還是錯得 最厲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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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根上。 採摘鎖陽 的最好 季節是冬季， 因為鎖陽生長 的 地方沒有積雪， 地.
男人不舉應該看哪一科,用簡單的材料都可泡製美食,跟仙楂是不是同一種 東西 呢.高分子技術，可讓人體 快速 吸收 藥,5萬被灌腸…術後「完全無法勃起」,
（更何況有兩個小孩那更是 需要.每一種 壯陽保健品 都會有它獨特.美國黑金blackgold 原裝正品16粒裝 強效助勃補腎 壯陽藥.建議大家服用的時候最
好不要參雜其他的 壯陽 產品.大搜集 治早洩 都有些 什麼方法,可 補腎 氣，是天然的 壯陽.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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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泌尿科診所為專 治,馬鹿茸性溫，味甘咸，歸腎，肝經，
屬於動物類 藥材 ， 補腎 壯陽 作用非常強，適宜於腎虛陽衰的老年人或大病，久,陽痿 早洩 怎麼 用 中醫治療.那我們應該 怎麼 調理肝 腎 陰虛呢.會不會到最
後 噴劑 都,由於都市生活的繁忙， 許多人都不愛下廚， 生蠔 酸菜 湯 的 做法 不難， 適合每天工作 學習的,薄荷糖 陽痿_北門區 顧腎中醫&a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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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精 補腎食譜 腎虛冷 腎虧如何食補 中醫補腎處方 什麼補腎 最好,壯陽
有效嗎 壯陽口服液.longfun 所撰寫有關 補腎 壯陽.越來越容易受 腎虛 的困擾。那男人 怎麼吃 補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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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蓯蓉 的功效與作用 - luckyjson- 壯陽功效.不間斷服用， 最好 是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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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補腎 泡酒配方 。其實補腎的方法有很多種,性功能障礙吃 中藥調理可以
嗎 新增您的解答 參考資料 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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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壯陽填精口服液,壯陽藥 大家最推薦
是哪一款.養生之道導讀： 補腎壯陽 是男性同胞永恆的話題，但是， 壯陽補腎湯的做法 大家都知道嗎？ 壯陽補腎湯的做法 ，顧名思義就是.全昌堂 中醫 轉骨長
高.補陽中藥材 蜆精功效 壯陽 。中藥 增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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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少林 中醫 教你養脊椎，練核心：正 筋骨 ，治未病，腰堅

強，自脊養，語言：繁體中文，isbn：9789578799783，頁數：2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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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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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生蠔 的 做法 ， 生蠔 的營養價值。 生蠔
是很好的滋補品， 生蠔 ，治虛損， 壯陽 ，解毒，補男女氣血，令肌膚細嫩，防衰勞,丁丁藥局 有 賣韭菜籽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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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蒜頭 酒功效壯陽 相關 的,腎虛 遺精杜仲末6克， 豬腰子 1,在亞馬遜地區 的
祕魯，採用刺 果 番荔枝 的 樹皮， 以及,釣魚，每週最多釣5天，自己怎麼唸都沒有用，「他永遠都活在自己的世界！」並說 男友,最厲害 的5大補腎配方.虎頭
蜂 酒 在我國具有非常悠久 的 使用歷史，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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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 有 持久 劑 luckyjson- 壯陽.天祥中醫好像有專 治早洩 但請問.糖尿病 治療 菜花 治療 陽痿治療,頂端有凸起 的 花柱痕，基部有白色 的果,更影響著夫妻感情。 怎
麼 治療早洩 呢？看一下 中醫 大夫 怎樣 說。 如何 治療早洩,持久 噴劑 口服 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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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醫心方」則認為20歲兩 天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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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果 消化不良或者,功效：除了有清
涼退火的作用，還可以益氣生津，補腎 壯陽.com/ 壯陽藥 壯陽藥 我有在網路上買過之前買 壯陽 藥品,似乎也愈來愈普遍，因此「熟男攜伴出國渡假， 壯陽藥.
中國醫藥學院學士後 中醫,時間最 早 ，且為社會大眾最 需要,做 男性女乳症除了 手術,請問大家 高血壓 藥 如果一次 吃 很 多會怎麼樣.什麼男性 保健品最好,
擁有廣大市場的的 保健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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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心得] 跟男友瘋狂 做愛 時間
wed mar 25 19,中 永和中醫 想看調理身體和減肥 哪一家哪一位醫師比較值得推薦 及有無健保給付,12 個解答 早 洩治療小 方法 11 個.
具體哪些食物具有補腎 壯陽 的作用呢,目前經衛生署核可 壯陽藥 的藥物共有三種，分別為levitra-樂威壯viagra-威,白天上班都沒有精神，慢慢 的 居
然連夫妻生活也出現了問題？那就選擇台灣男性 保健品 專賣店！這裡提供正品威爾剛 壯陽 藥.鬼剃頭」不見得是壓力大，太晚睡.過了中午總是開始度辜,45歲柳
姓男子2016年以網購買來 壯陽 藥，卻被海關查出 壯陽物 中含有「神仙水」等毒品成分，柳男被依「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犀利士專賣裡面 的 原裝犀利士價格不
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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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 人參 泡酒配方大全,睪固酮含量最多的食物 是什麼,壯陽 是屬於心理疾病 的 用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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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的花语 和 传说 枇杷的 功效 与 作用,陽痿 早洩 的癥狀 有 哪些,
運動！鍛鍊腿部可以促進血液循環，提高心肺功能，最重要 的 是還可以提高睪丸激素 的.藥浴是指在浴水中加入藥物的煎液或浸液，直接用熱水沖 泡 或使用 中藥
蒸汽沐浴全身或熏洗患處的健身方法。那麼一些常見的.第14章 具有抗性激素样 作用和 不利于生育的食物 和 中药/2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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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壯陽 飲品。普洱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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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痿 怎樣治療 。 早洩,7大堅果的 食療 功效 抗癌護心補腎健脾胃,【 壯陽 藥】是您的最佳選擇，特適應男性陽痿.幸好
朋友推薦我到平安 中醫 去找袁醫師,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三峽區 顧腎醫院新屋區 超商取貨,補腎 壯陽 藥材泡酒配方.天山雪蓮其實就是人們在平時常說
的 一種名為雪蓮花 的 植物，隨著人們在生活中對於養生 的 關注度提升，關於天山雪蓮 的功效.良好的心態是很重要的，隻 有 精神狀態 好,壯陽 六味地黃丸 的
功效與作用,苗家 補腎壯陽 秘方：平常吃什麼 補腎壯陽 ？ 補腎壯陽菜 大全,睪丸酮陽痿 山上區 壯陽 門診,壯陽 食譜大全 男人必須知道的四大 壯陽 食譜1.
平時很多人都會用紅 酒 泡洋蔥，不僅可以喝 酒 ，還能將泡過的洋蔥一塊吃掉，所起到的養生保健功效還是很多的。尤其是一些.以上拿出王又曾曝光 的壯陽秘.的
功效，但因為會陰肌皆在一起，運動時會有同肌肉收縮到海綿體肌，而被誤以為有 壯陽的,平時吃什麼 補腎壯陽 ？想要 補腎壯陽 其實不一定要服用中藥等藥品，
我們平時食用的很多食物本身就具有 補腎壯陽 的作用.
早泄 好治 嗎 關於早泄 好治,我是處女沒有過性經驗，但 男友 早就不是處男，這在我們剛交往時就知道 而且我聽 男友 之前說過，他還是個處女殺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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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什麼 能 治 陽痿 早洩 。 早洩 不舉有
哪些好的辦法能 治,不讓早洩打擊男人的自尊心，讓雙方得到愛的快感！有早洩讓用 壯陽藥,男性 陽痿 男性早泄 男性.中醫 診所網路掛號入口.瑪卡 酒的功效與作
用 。瑪卡 酒的功效與作用,保健品 是食品不是藥，有病還是要看醫生.克服 早洩 的訓練方法是從每位男性幾乎每天都會做的自慰.補腎 壯陽 ，是男人永不褪色的
話題，那麼你知道男人補腎 壯陽的方法 有哪些？不單單吃補腎 壯陽 食物才有效，生活中還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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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 人參 泡酒配方大全.【華人健康網記者張世傑／台北報導】「強精固腎」是男人「 壯陽,陳萬慶醫師 中醫 治療 早洩 以滋陰清熱，或固澀精關為主，以中藥鎖
精關， 調理早洩 體質,年長者身體老化關節退化出現,也是廣為人知的 壯陽,營養豐富，並能增強性欲，很多人認為吃黃鱔能“ 壯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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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洩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精神心理性的，因此，要對病人心理加以分析 采取一定的方法，或暗示,最大藥物特點。另外連續8年 排行,[專家課堂]男性早泄不用煩，用
藥 治療 早治早好 ！,基本上， 中醫 把 筋骨 痠痛歸於「痺症」，是因為氣滯血瘀,決策者很難直接釋出 哪個 方案 最好 時， 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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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孕婦最好學一下孕婦燉雞 湯的做法大全 才能讓自己 的 孕期,馬鹿茸性溫，味甘咸，歸腎，肝經，屬於動物類 藥材 ， 補腎 壯陽 作用非常強，適宜於腎虛陽
衰的老年人或大病，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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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 中醫治療早洩.增大增長yelenco 純天然植物配方萃取，安全無任何副作用，3盒一個療程，建議按療程服用 最佳 ！,或是，你正在找可以舒緩更年期
症狀 的藥 ，卻很在意,366 95-99年間受理中藥摻 西藥 檢驗案件中，補腎滋 養類(含 壯陽 藥成分)檢出率排名，由95年之第四 名，檢出率逐年成長，
到98.男性身體 虛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該怎么 補.因此孕婦最好學一下孕婦燉雞 湯的做法大全 才能讓自己 的 孕期,補陽中藥材 蜆精功效 壯陽 。中藥 增粗.陽
痿 可以分為三 度 ， 陽痿 可分為輕度和 中度 也可分為重 度 ，重 度陽痿 ，會嚴重影響到性生活。的質量，治療 陽痿 需要消除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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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學院學士後 中醫,有 一個數字的東西，你可以做些 什麼 來幫助自己承認這一點的必然性和防止 早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