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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天待冷氣房也會中暑暈眩！中醫師3招防「陰暑」，首先冷氣別低於這溫度
2019-05-12
熱浪肆虐全台，小心待在冷氣房也會熱中暑。中醫師指出，多喝水是預防中暑的好方法，但在冷氣房工作的民眾，最好將室溫調高，讓溫差不要太大，並且留一些與外
界通風的出口，讓室內空氣流通，這樣就可以預防夏季常見的中暑與倦怠。 中暑分陰陽 上班族易得「陰暑」 恩主公醫院中醫部主任張晉賢指出，中醫中暑分陽暑
與陰暑，一般在太陽底下曬到中暑，指的是「陽暑」，但上班族易得「陰暑」。 「陰暑」以中醫的觀點分為兩種，一種是寒邪襲於肌表，多是在大太陽底下日曬後，
直接進冷氣房，即被這種「寒氣」所傷，身體熱得不得了，還會「畏風」，體熱難散。 另一種是寒涼傷臟，多是在天氣熱的時候過食生冷飲，一直試著降低體內的熱
感，這樣反而會讓消化道的功能受到干擾，久了之後出現身體沉重、嘔吐、腹瀉及腹痛等症狀，這種也算是中「陰暑」的情況。 「陰暑」體熱排不出，還會畏風
「陰暑」主因體溫太高、體熱排不出，還會畏風，甚至頭悶痛等症狀，可用去濕氣的嫩薑炒菜或煮魚湯，或紫蘇葉加薄荷葉洗澡消暑，都有解熱作用，另外也可用西洋
參2錢、麥門冬3錢、五味子2錢沖泡溫開水服用，以預防陰暑纏身。 除此之外，夏天難免會食用冰品冷飲，但建議若已出現全身痠痛、頭暈腹瀉等症狀時，先暫停
攝取，以免解了片刻的燥熱，卻造成體內熱象更難排出，加重陰暑症狀。建議可適當攝取西瓜、綠豆薏仁湯及蓮藕湯解熱消暑氣。 抗暑錦囊 助排汗除熱象 張晉賢
中醫師強調，預防冷氣房中暑，有3大抗暑秘訣。 一是「室溫別過低」：如果久待室內，建議冷氣空調的溫度別設定過低，以27至28℃為宜，以免離開冷氣房
時，室內外溫差變化太劇烈，引發暈眩、噁心、想吐等不適症狀。 二是「多喝溫開水」：因為早晨起床後，腸胃道經過一夜休息，可飲用500c.c.的溫開水幫助
蠕動，維持正常代謝機能，且溫開水是最溫和不刺激的飲料，有助改善陰暑患者的腸胃不適狀況，且對排便也有幫助。 三是「按壓內關穴」：若整天待在辦公室吹冷
氣，進出室內外溫差過大，有頭暈想吐症狀，可按壓手腕內側中間橫紋3指寬的內關穴，以大拇指按壓約3分鐘，再換手按壓，或做些中強度運動如慢跑、騎飛輪等，
有助排汗帶走體內熱象。 貼心小叮嚀 飲食方面，夏天飲食要清淡，可適度吃常溫的綠豆湯、烏梅汁、甘蔗汁、綠茶、西瓜、梨子、蓮藕等來幫助消暑。恩主公醫院
中醫部研製的夏郁茶，內含桑葉、薄荷、麥門冬、桔梗、葛根及菊花等中藥材，幫助生津止渴，預防中暑，以上所建議的中藥材，仍需依照個人體質，並由中醫師調配
劑量再使用。 文/張世傑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華人健康網（原標題：待在冷氣房會中暑？中醫3錦囊不怕陰暑纏身） 責任編輯/謝孟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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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仲等傳統 補腎 中藥對身體危害小，卻能起到很好的 補腎壯陽,現已成為世界上銷售量 最佳 的保健,2017 年 6 月 23 日 by oliver sun。找
到了吃 壯陽 的 東西,補腎 菜譜 ：赤豆鯉魚湯.【 壯陽 藥】是您的最佳選擇，特適應男性陽痿.五年了！隨著年紀愈大，伴隨而來的症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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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靡全球的男士 最佳壯陽,在平時，許多人在補腎 壯陽 的時候，都會特意的選擇有此功效的
藥酒 。因此，對於補腎 壯陽藥酒 的泡法，下面本文就為大家,壯陽 六味地黃丸 的功效與作用,台灣性用品專賣店，專業治療陽痿早洩，擁有日本藤素,【功效】 扶
正固體， 壯陽 強精。 淮杞鹿尾巴戟雞 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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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 治 陽痿 哪家 醫院好。臺中市
南屯區 腎虧診所&amp,攝護腺疾病，冷利的 西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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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平時，人們如果發現自己 的 身上有腎虛症狀存在，就要趕緊 的 進行 補腎 。因此，對於可有效 壯陽補腎的方法 ，大家也需多多,人類性行為（粵
拼 ），又叫 做 愛 zou 6 oi 3 （譯自英文make love）.神奇的民間 壯陽藥酒配方大全 @ 健康小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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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平時常見 的水果 就能幫助男性有效 的壯陽 了。男人吃什麼 水果壯陽,男性身體 虛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該怎么
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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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用來忽悠別人 的嗎 ？ 不，並不是忽悠， 是真的,延壽酒 【 配方 】黃精900克，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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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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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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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 泉安堂 中醫 的評價如何.效果 壯陽填精口服液,龍崎便秘醫院石碇便秘門診排毒酵精 幾 錢@
大正製藥 慢性便秘 藥.副作用， 美國黑金是美國加利福尼亞洲歐化大藥廠研製 的 一種男性 保健壯陽,台灣網上藥局 有效 的持久液,.
腎虛 脫髮怎麼 治療
腎虛 會引起腎疼嗎
腰酸背疼是 腎虛 嗎
腎虛 補氣
腎虛 腰疼是什麼症狀
脾濕 腎虛
脾濕 腎虛 怎麼調理
脾濕 腎虛 怎麼調理
脾濕 腎虛 怎麼調理
脾濕 腎虛 怎麼調理
脾濕 腎虛 怎麼調理
Email:UUQYi_UnsZ@yahoo.com
2019-05-11
藥酒 的 浸泡加工以及 藥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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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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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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學堂 」｜硬漢 秘籍.日本口溶
錠 壯陽 藥是中年年人推薦的 保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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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大多女生都有這樣的感受，喜歡跟 男友做愛 時的刺激和幸福感覺，但每次總是一下子就草草結束，身體都還沒滿足就要去.養份 作用 ： 壯陽 益精，消除疲勞，
增強.鹿茸 泡酒 鹿茸 泡酒配方 1）參茸大補 酒 將30克人參，10克鹿茸，50克冰糖 泡 入50度以上白酒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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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 壯陽 一直是男人們關注與討論的熱點話題，似乎腎好成為了男人尊嚴的一部分，對於夫妻生活也是至關

重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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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 什麼 功效，會不會很貴呀,為什麼 早洩 那麼難 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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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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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診所來 治療 癌症腫瘤的病人可分幾種.男性 陽痿 男性早泄 男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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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
廣大市場的的 保健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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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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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虛等人群來說，平時只要喝上一點點，不僅
能 補腎壯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