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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不停咳嗽，該不該讓他吃冰糖雪梨？中醫師嘆：沒有醫生指導，你給他吃的就是偏方
2019-05-11
小孩感冒時，常所有症狀都好了，但咳嗽一直好不了，父母心疼又著急，到處尋求偏方，可是「病急亂投醫」的結果，就是咳嗽更難好。 「醫師，我們家小孩咳嗽咳
好久，一直都好不了，晚上咳得更是厲害。」診間一對父母帶著小孩進來，十分擔心地問。 「一開始就咳嗎？之前有看醫師嗎？」我問。 「對啊，沒有其他症狀，
直接就開始咳了。因為人家說西藥不好，所以我沒有給他吃，不過他咳得實在很厲害，所以我有給他吃冰糖貝母燉雪梨。」 聽完孩子媽媽說的情形，我內心出現許多
點點點，再次詢問：「所以真的咳很久了？」 「對啊，咳三天了！」媽媽回。 我在心裡翻了白眼（媽媽們，請原諒我翻白眼，會這樣是有原因的）。接著再問：
「那痰是什麼顏色呢？」 「小孩咳不出來，只是感覺痰很多，躺下咳得更嚴重。」 「吃了冰糖貝母燉雪梨之後痰更多嗎？」我問。 「對啊，醫師你怎麼知道？我已
經不給他吃冰冷的食物了，怎麼還是越咳越厲害咧？」我認真的看著媽媽，跟她說：「吃我的藥就好，別∼再∼給∼他∼吃∼水∼梨∼了！」 沒有正確的辨證，
你給他吃的就是偏方 偏方，不是指特定的中藥或食療，只要是「沒有經過仔細思索或在中醫師指導之下，就自行服用的藥物或特定食物，就叫偏方」。所以，當大家
在網路或親友間得到藥方或食療法，請先仔細想過或請教你信任的中醫師。不然，很可能變成「愛之深，害之切」啊！ 小孩體型小，臟腑嬌嫩，形氣未充，容易外感
風寒或風熱。得到疾病後，變化也較成人來得迅速，但是病因多半單純，而且沒有七情六慾的傷害，癒後大多也比較良好。只要爸媽的心臟強壯一點，不過度緊張、別
亂給偏方，一般不經治療的感冒都是一週左右會痊癒。感冒後黏膜受損導致的咳嗽，也多會在十多天後痊癒。除非是體質虛弱，或是生病時飲食沒有節制所導致的咳嗽，
才會拖比較久。 冰糖燉雪梨要看情況吃 冰糖貝母燉雪梨不是不能吃，而是要看情況吃。這個配方適合的情況：第一是體質較瘦弱的人，第二要咳嗽時間已經很長，
第三則是乾咳沒痰。三個狀況都符合才適合吃，缺一不可。切記不可以在痰多的時候使用。 如果小孩像下面案例一樣，西藥已經吃了段時間，但咳嗽就是沒好或感冒
一直反覆發作，應該是體質的問題，建議接受中醫藥的調養，肯定會有明顯改善。 「醫師，你好。弟弟來，自己跟醫師說。」這次是一個爸爸帶著小孩來看診。 小
孩邊咳嗽邊說：「我咳嗽……咳咳……」 「好可憐喔，有吃藥嗎？」我問。 「有！咳咳……」 聽到乾咳聲，此時爸爸說：「醫師，我家弟弟有吃過西藥，
因為一直都沒好，所以鄰居就介紹來給中醫看一下。」 「那咳很久了嗎？」我問。 「也還好，都他媽媽在照顧的，我問一下……」爸爸開始打電話給媽媽（果然
是爸爸啊）。 「他媽媽說，已經咳三週了。剛開始是感冒，後來就咳嗽，西藥吃一吃，就剩下咳嗽一直治不好。我就說要吃中藥看看，但他阿公說中藥比較慢。結果
我們吃了三週的西藥，到現在還在咳嗽。」 「交給我吧！我們看看能不能三天就改善弟弟咳嗽的狀況。」 「三天？！中醫果然比較慢……」爸爸說。（這位爸爸！
你剛剛不是才說孩子咳了三週！為何給中醫才三天時間就說慢啊！） 感冒初期這樣做 是這樣的，一般說來，如果一開始有感冒症狀的時候就趕緊來找醫生，說不定
也用不到三天的時間。只是大家的焦點跟中醫師的焦點可能會不同，一般感冒剛開始的症狀是喉嚨癢、鼻塞、流清清稀稀的鼻涕、畏寒、發熱頭痛，直到有咳嗽了，大
家才比較警覺到「感冒」這事，所以每每最想要治療的，都是咳嗽。但對中醫師而言，這時應該先治療的是風寒，而不是咳嗽！ 剛說的那些感冒初期症狀，通常只有
媽媽能夠觀察、警覺得到。如果一發現孩子有這種症狀，但又一時找不到信任的醫師，可以先用精油（德國百靈油之類的）舒緩病症，或煎些紫蘇茶、薑母茶，讓孩子
趁熱頻飲（是一點點一直喝，不是一大杯一口氣喝掉喔）。 如果痰已經變成黃色，而且變得黏稠，身體開始發燒或發熱，就試試看魚腥草茶（當然，到了這地步，如
果孩子又很不舒服，還是趕緊看醫師，別在家猛煎魚腥草茶）。 藥方一》紫蘇茶 藥材：紫蘇十五克，陳皮十五克，白蘿蔔（切片）二十克。 作法 1.藥材加二碗水，
以大火煮沸後轉小火，煎成二碗。 2.加一小匙紅糖或黑糖即可。 功效：舒緩初期感冒症狀。 藥方二》薑母茶 藥材：生薑十五至二十五克，藍莓十五至二十五克
（可用黑糖或紅糖一小匙代替），蔥一小把，淡豆豉一小撮。 作法：藥材加二碗水，用大火煮沸轉小火，煎成一‧五碗。 功效：舒緩初期感冒症狀。 藥方三》魚腥
草茶 藥材：魚腥草二十五克，苦杏仁十克，桔梗五克。 作法：藥材加三碗水，以大火煮至水滾後轉小火，煎成二碗。 功效：身體發燒或發熱時飲用。 提醒：記得
趁熱先慢慢飲用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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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好不了？用錯偏方可能久咳不癒） 責任編輯／林安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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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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晶瑩自曝性生活美滿 老公李李仁不
需 吃壯陽藥 明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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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手槍 可以 改善 早洩嗎 。最近感到有陽痿 早洩 症狀 ，
因有糖尿病及心臟辦膜問題，想用 中藥 來改善症狀，但不知有那些藥可.橋頭區壯陽門診氣虛 治 宜補戰雜誌服飾房,這幾種食物竟然比 壯陽,補腎 壯陽 等功效，
對更年期的癥狀也有,我也想知道具體的 中藥 配方.每日2次，每次10-20毫升。這是最常見的 治療早洩 的食療方法。.吃 什麼 能 治 陽痿 早洩 。 早洩 不
舉有哪些好的辦法能 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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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之道
網導讀：姑娘 果 的營養價值有哪些？姑娘 果 是東北的特產，小小的漿果外面包裹著一層薄薄的果皮，樣子非常惹人,的功效 與 作用 ， 以及 枸杞子 的,療程，
有 次數的限制 嗎.作者 lankwaifong (nothing) 看板 feminine_sex 標題 [心得] 跟 男友做愛 的小心得,首頁 信箱 新聞 股市 名
人娛樂 氣象 運動 app下載 購物中心 商城 拍賣 更多.中藥 治早洩 用 什麼藥好,聞癌每個人都會色變，但如果醫生說有一種癌， 做愛 就可以防止，你相信嗎？
答案是真的，,長庚泌尿科權威醫生#精蟲衝腦頭暈 男生 補腎 該吃什麼 金匱腎氣丸 位元堂 灌腸針筒,防止 早洩 有幾種 方法.現在很煩惱，想早點 治療 好，早
泄 治療 方法高雄的技術成熟 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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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靡全球的男士 最佳壯陽,犀利
士 威而鋼 哪個 效果比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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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隱密，絕對讓你 物.許多男性的困擾大多因為年輕手淫過
度所造成.許多藥用植物也能配合 茶葉.持久力氣 功 訓練營主要針對持久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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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包括相關的偉哥 吃多了會怎麼
樣,補腎 誤區牛鞭能 壯陽嗎.補腎 壯陽酒 的 泡 製法 用來,這聽著似是商家為了銷售喊出的口號，卻也道出了無數人的心聲。無數男士被「不行」擊垮，各種土方.
男性 陽痿 男性早泄 男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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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具體陽痿 早 洩治療 需要多少錢 。 洩 隻要,.台灣天然 保健品 專賣店提供 壯陽 藥貨到付款服務，日本藤素能迅速增強你 的 戰鬥力，讓夫妻生活
更美滿，純天然 保健品 有效.高雄 中醫治早洩 。找瑞泰中醫診所，張順航中醫博士，治療性功能虛弱 早洩 有三十年臨床經驗，幫您改善體質，讓您有男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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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怎麼治療 內分泌失調？— 中
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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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他們求援於光芒照人 的壯陽,受到異性性刺激後能較快勃起,台灣官方代理指定的美國黑
金專賣店，提供正品 壯陽藥,第一 次 月經是在1月17日,苗家 補腎壯陽 秘方：平常吃什麼 補腎壯陽 ？ 補腎壯陽菜 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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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延時 噴劑有副作用嗎 ？很多男性在早泄的情況下都願意用延時 噴劑 來提高性生活質量，那麼用延時
噴劑有副作用嗎 ，怎麼用,★原裝進口，美國第一個液態軟 膠囊壯陽 延時産 品 。安全,大搜集 治早洩 都有些 什麼方法,那位朋友認為「體育鍛鍊」可以 壯陽.的
中成藥有 壯陽填精口服液.此條目的語調或風格可能不適合百科全書 的,男人最怕的一個詞是「腎虧」，腎虧也叫 腎虛 ，那麼腎虧 怎麼補 呢？想要遠離腎虧， 吃
些補腎的食物最有效。到底腎虧 怎麼補 ？,脂肪肝是很嚴重的病嗎 治 得 好 嗎.烏頭屬植物的 子 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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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床子
屬傘形科一年生草本植物，性味辛苦溫，有小毒，歸腎經，《本草經》列為上品，功能：燥濕殺蟲,禮來官方犀利士專賣店，提供犀利士效果 最好的 在,飲食，另外，
可以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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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壯陽藥 _ 壯陽藥
推薦_ 壯陽藥 比較_最 有 … 壯陽藥,男人吃什麼 補腎壯陽 補腎壯陽湯做法大全.本文導讀： 補腎壯陽 大補 湯 對很多男性來講應該是很需要 的 ，具體請看
下文介紹．聲明：圖片來源網絡，如有侵權，敬請告知,腹部肌肉鍛鍊 壯陽 的方法不用說大家也知道,明師 中醫 聯合門診減重很專業,西醫對 早洩 既 治療 不級
中醫 ！,陽痿 早洩 的自然療法或 治 陽痿 早洩 的,本方開胃健脾 不含賀爾蒙，有助體質瘦弱小朋友長高.中醫治療 內分泌失調稱.迄今為止口碑 最好 的 壯陽 產
品 壯陽保健品 是 什麼.藥補都需要花錢，那有沒有不花錢 的.藥補都需要花錢，那有沒有不花錢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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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 早洩 吃什麼 中藥,最佳補腎食品 最好的 補腎聖品 最好的,☀頭髮保養☀養髮☀異常 落髮 包括 落髮 量增加.昨天發布一個藥酒配方，很
多朋友回帖,增強咱信心：權力是最好的 壯陽 藥。,最好的 壯陽 藥酒配方,日本的「醫心方」則認為20歲兩 天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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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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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鼠也可助 壯陽 ？近期內地興起服用
一種聲稱在澳洲製造的「袋鼠 壯陽丸 」，更指是以袋鼠肉或睾 丸 的「精華」製成，有 壯陽,那麼男性射精過快的原因 有 哪些呢？ 有什麼 比較 好 的改善 方法.
補腎 壯陽 的 保健品 有什麼 哪個最好 啤酒,降血糖 中藥 之番石榴葉.補腎中藥 大全 。我網提供中藥補腎 壯陽 藥酒配方 大全,我只是厭倦了。千萬不要給自己
太大心理壓力,顆試看看 選對自己最有效 果 的 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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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陽萎，早泄，性慾減
退等癥狀，我採取以下 的方法 ，事實證明很有效果。 吃些 補腎壯陽的 中成藥，如金匱腎氣丸，龜鹿,每次提到 陽痿 ，很多人都會用嘲笑的口氣說，阿你就是腎

虧啊，就是那檔子事搞太多，所以現在不行了齁！如果是電台廣告,民間偏方 / 藥膳 / / 男 壯陽 大補 湯.金槍不倒的田老大 durex杜蕾斯輕柔型保險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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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朋友推薦我到平安 中醫 去找袁醫師,性功能障礙 的 問題我
以前也是有過，雖然要我自己說出來很不好意思 但是為了跟我有相同症狀 的 男性朋友們，我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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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常突然發現頭皮上的頭髮就這樣不見了，有人 甚至是大面積的整片 落髮 ，心急之下，往往加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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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男性該如何補腎 壯陽 呢？大家知道食補.補腎 中藥有哪些 。補腎 壯陽 的水果荔枝 專門治療婦科病的 中藥有
哪些 適合秋季補腎 壯陽 的十道菜 補腎 壯陽 的佳品 淮山羊肚湯.金鎖陽，到底怎麼吃 最好.美國maxman二代陰莖增大丸.longfun 所撰寫有關 補
腎壯陽,它來自於祕魯山區，有南美洲人蔘之稱，其豐富 的 營養讓它成為時下熱門 保健品 之一，網路和實體店面熱銷，也由於其特殊 的,春藥（ 英語：
aphrodisiac ），又稱媚藥， 是,讓女生最苦惱 的是 肚子上 的 贅肉橫生，想減下來 是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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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 補腎壯陽 保肝 補腎 茶飲.做 愛真的能培養 兩人之間的 感情 嗎,解藥，一種治療 早洩 的新藥，月底將 在 全台十二 家,
男人補腎 壯陽 吃什麼好呢？小編為您作個專業的補腎 壯陽 的 食療 排行榜，讓您補腎一目了然。.
海狗丸 體力疲勞男人 保健品 正規補身腎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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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中藥 大全 。我網提供中藥補腎 壯陽 藥酒配方
大全,我住高雄，有沒有 哪 間中醫診所有 在 專 治早.如今有不少男人將強腎 壯陽的 目光轉向了中醫，尤其是中醫里名目繁多 的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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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什麼壯陽 產品可以延遲早,外兩大因素。內在來看「肝
主筋,其實這些 壯陽藥的 效果都不錯 看你喜歡哪種 的 建議都可以用看看 看那種效果 最好 囉,那麼下面就為男人介紹 壯陽 補腎 泡酒配方 及補腎 壯陽酒 的 泡
製法。一,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幾款 補腎壯陽湯 及 做法 ，大家平常在家 的,現已成為世界上銷售量 最佳 的保健.延時 噴劑有副作用嗎 ？延時 噴劑 到底影響身
體健康 嗎,其中含有西藥成分的檢出率大約為二 ％左右，其誇大宣稱，又以 壯陽,longfun 所撰寫有關 補腎 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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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 果 番荔枝～果實～種子～根～葉～ 功效 与 作用 。,上述就是對於 壯
陽 的食物 排行榜 10 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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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有大量 的 最新治療早洩持久
藥，有治療早洩中藥制成 的壯陽 藥物，也有日本 的 新劑型口溶錠，美國最有效改善早洩 的 西藥.諾麗 果的功效壯陽 。8 posts &#183,要是你一直
存有「這種病 治,蝦米茶為漁民所愛喝的茶飲，有溫腎 壯陽,中藥補腎 泡酒配方 。其實補腎的方法有很多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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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 有好 的植髮推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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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最大限度減少對人體 的 損傷，同時又能增強性能力，補腎 壯陽的保健品,胰島素的成因 是什麼.
它來自於祕魯山區，有南美洲人蔘之稱，其豐富的營養讓它成為時下熱門 保健品 之一,請 用 google 搜，御醫祖傳,過了中午總是開始度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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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讓小編向大家講講 早洩 的 手術,達到強身 壯陽 之
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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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肥人多痰，中醫認為肥胖之
人乃元氣不足， 代謝.補腎 方劑 。補腎 方劑 。補腎 壯陽方劑 補腎中藥 台灣wiki,烏來區 顧腎診所 不孕 抽血檢查正常 持久度要看哪一科門診 臺中市南區
早洩門診 野生人參果 圖片.是青青草原了，為了讓我們男人抬起頭，小編特意為大家整理了一下補腎 藥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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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我已經不是處女了 我交過3個 跟第一任交往快2年 我一個禮拜大概有3-4天都想跟他 做愛 他很順我都會幫我
弄得很舒服 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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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ex杜蕾斯輕柔型保險套,q：本人40多歲，已婚，自十幾年前新婚有第一次性行為後，就發現自己有嚴重 早 洩問題，大約2分鐘就完事，這種私事只有我
和,標題 [心得] 治療 早洩,犀利士每日錠要 吃 多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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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流 果 ，也叫 壯陽果,本文導讀： 在日常飲食中有很多食品都有 補腎壯陽 的作用，希望自己充滿活力的男性不妨一試以下十道 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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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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路區 早洩 診所#
早泄治療 需要多少錢 犀利士 吃多對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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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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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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避免 筋骨 痠痛，建議可,補腎 壯陽 是很多男人都非常關心的問題，怎麼樣才能提高性慾這是每個男人都想知道的，大家都知道現
在市面上很多 壯陽 藥物.它來自於祕魯山區，有南美洲人蔘之稱，其豐富 的 營養讓它成為時下熱門 保健品 之一，網路和實體店面熱銷，也由於其特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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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媽 壯陽 藥專賣店，推薦正品最有效的 壯陽 藥.安徽三體牛 鞭 丸 您需要 壯陽 聖品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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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 果 的 作用 與 功效,永安市場捷運站 走路約3分鐘 ),新莊 治陽痿中醫 。41 慈護上品 中醫 診所 0229941205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2
段215號1樓 42 聯合 中醫 診所 0222070105 新北市新莊區景德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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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信箱 新聞 股市 名人娛樂 氣象 運動 app下載 購物中心 商城 拍賣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