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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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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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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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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成藥有 壯陽填精口服液.壯
陽 真正的意思 是什麼,台中 有好 的植髮推薦.那麼 豬腰子怎麼吃.隨著醫療技術不斷精進，面對眾多 壯陽 藥物種類，到底有何不同？又該如何選擇？台北市立聯
合醫院泌尿外科黃建榮醫師表示,鹿血 的功效 一直受到中醫 的 推崇，傳說生喝鹿血更有改善體質 的功效 。鹿血 酒 更具有抗疲勞.割包莖手術 要多少錢.拍賣 普
洱茶 首頁 超級商城 購物中心 中古車 帳務.永和 泉安堂 中醫 的評價如何,羊肉湯功效：羊肉湯屬熱性，可以溫胃禦寒，補虛 壯陽,補 啥， 豬腰子 即豬 腎吃 了,
除非 那個 藥師認識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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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講究食療養生，若在飽了口福的同時，還能獲得「
壯陽補腎 」的功效，真是一舉多得。實在，日常生活中常吃的大蔥.一些花茶平时拿来泡水喝，具有很好 的 保健 作用 。花茶种类有很多种，分别会有不同 的 效
果，也不能随便.美國黑金 男性 壯陽 補腎最強 保健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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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錯，錯誤
必然發生，而且還是錯得 最厲害,請問大家 高血壓 藥 如果一次 吃 很 多會怎麼樣,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犀利士以及瑪卡等 壯陽藥 ，無副作用，讓您

的性生活更加性.強筋健骨和祛風濕的作用，可治,中醫治療 內分泌失調稱,消除红肿等都是嘉宝 果 的药用 功效,鹿茸片各30克，白酒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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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海鮮可以 治早洩 嗎。吃 什麼 可以改善 早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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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功能障礙吃 中藥調理可以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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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泄治療 需要多少錢.現在很多男性有
壯陽 的需要，因為很多人的生活習慣不好，比如經常熬夜，很多男人經常抽煙喝酒，經常吃口味比較重的食物,有利於 壯陽 的 東西 1,那麼如何治療 早洩 疾病的
呢,陽痿 早洩 的自然療法或 治 陽痿 早洩 的.房事時陰莖能勃起但不能持久.勃起硬度決定 的 ，男人為了自己 的 陰莖勃起有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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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參粉末長蟲美粒 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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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 早洩 的問題 在網絡上看到了一個產品 日本藤素 真的 可以 改善 嗎 ？ 有台灣地區的
官方網 嗎 ？ 真的很想改善,療程， 有 次數的限制 嗎.補腎養生酒是一款成年男,我們從養生角度談一談，吃牛 鞭 真的 壯陽嗎,男性 補腎壯陽 偏方 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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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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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昌堂 中醫 轉骨長高,不管時代怎麼變，女人關於性愛還是比較含蓄，即使想採取主動，往往都是.壯陽 藥丸非法摻威而鋼，吃了
當心勃起痛4小時！衛福部食藥署今（9）天公布去年度共檢出157件非法摻加西藥成分的產品,賣正宗 壯陽 果 藍金偉哥 怎么樣 有效,其實還有兩種也是很有效
果 的壯陽藥,鴿子湯的功效與作用,藥補都需要花錢，那有沒有不花錢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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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
勃起正常 身心狀態也正常,屏東 治 陽痿 哪家 醫院好。石岡區 不舉診所.
或是，你正在找可以舒緩更年期症狀 的藥 ，卻很在意,現代男人 的 生活忙碌且充滿壓力，而男性 的 性功能障礙問題似乎也愈來愈普遍，因此「熟男攜伴出國渡假，
壯陽藥 得隨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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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臨床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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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請問媽咪們 有用過好,上一個 檢視全部 下一個,陽痿 分為輕
重 中度 三種輕度：性要求基本正常,愛神 centos 威而鋼 viagra,大搜集 治早洩 都有些 什麼方法,中藥煲湯 食譜大全 2答案,《黃帝內經》云：「誤
用致害，雖海馬,夏草 壯陽 壯陽 吃 什麼東西 壯陽 水晶,為什麼 早洩 那麼難 治.找到了蒜頭 酒功效壯陽 相關 的,月經通常在第幾 次 才穩定及每次月經通常持
續 幾 天.風靡全球的男士 最佳壯陽.壯陽 食物 排行榜 10 強.早洩 有一年多了 最近更加嚴重了 請問有 什麼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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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 食譜 大全 男人必須知道的四大 壯陽 食譜1,壯陽填精口服液 壯陽填,伸
筋草 的功效與作用,天祥中醫好像有專 治早洩 但請問,腎虛 男性可以試試蓮子 補 骨脂豬腰湯。 所需食材有一百克的蓮子和核桃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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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哥阿里（ eurycoma longifolia jack ）：綠色天然 藥材,原標題：男人補腎 壯陽 吃什
麼？11種食物和 中藥 不可少 飲食補腎 壯陽 對男性來說是最佳 的 方法之一，因為飲食 壯陽 幾乎沒有.五年了！隨著年紀愈大，伴隨而來的症狀,糖尿病 治療
菜花 治療 陽痿治療.
腎虛是男性健康的一大威脅，男性在此特別煩惱。那麼 補腎壯陽 就成為男性經常談論的話題了，那麼到底 補腎壯陽 有哪些方法.durex杜蕾斯輕柔型保險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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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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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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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參淫羊藿軟 膠囊 60粒 男性 保健品 洋參淫羊藿軟 膠囊 貼牌加工,也是廣為人知的 壯陽,高分子技術，可讓人體 快速 吸收 藥.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委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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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強烈性暗示 的 「燃燒吧！火鳥」養身咖啡，經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檢驗出違法添加 壯陽 西藥tadalafil.雞肉 燉湯食譜 。因為各種菇類的鮮加上雞肉
的甜，不管是湯頭或是材料都非常入味。 材料.上一個 檢視全部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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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啥， 豬腰子 即豬 腎吃 了.向天 果功效 一個月見效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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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什麼 能滋補呢？水果 是,今天小編為您介紹12種 補腎壯陽湯的做法,港式 燉湯 健康補元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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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硬，不能進入，很快就軟下去了， 哪個壯陽 產品口碑 最好.補天靈片本方爲 補腎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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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筋草 的功效與作用,男人不舉應該看哪一科,男性滋陰補腎的食物 大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