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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藥快快吃、才會快快好？藥劑師犀利戳破藥商不提的真相，別被廣告誤導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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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感冒成藥致死的案例，在大量販售的消費數據之中僅只有8例，以機率來說也許非常微不足道。然而，這個比例真的算小嗎？至少這8位服用感冒藥致死的人，
就是帶著跟大家同樣「感冒時及早服用，迅速見效」這個觀念，吃下市售成藥而不幸喪生。 Q、「感冒藥應該及早服用，迅速見效」這樣的說法正確嗎？ 藥物「及
早服用」反而損害免疫系統！ 各位讀者可曾想過，這個世上為何會存在「藥物」？ 事實上，藥物的存在不是為了「治病」；幾乎所有藥物的功用都是在於「抑制」
患者生理或心理上的病症。因此，如果想要培養真正健康的身心狀態，首要之務就是改變對於藥物的認知，養成不需要依賴藥物的健康身體。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治療疾病需要依賴的是我們自己的身體。而我們的身體生來就具有治療疾病及大小傷害的能力。這是一種「人體自癒力」。人體自癒力正常運作，即使生病也會恢復健
康。依賴人體自癒力，來治療疾病及傷害，根本不需要依賴藥物。 我們藥劑師進入藥學系，學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藥物之於身體是一種外來異物，是一種毒物」，這
是藥物的基本性質。我們藉由藥物這種外來異物，引發身體反應，藉此麻痺感覺系統，消除各種不適，或者抑制病症，削弱病原體侵蝕身體的能力。 換句話說，服用
藥物最原始的目的是抑制病症，輔助人體自癒力可以正常運作。這是藥物存在的價值。也就是說，治療疾病主要還是要靠身體本身的自癒力，而藥物只是輔助。然而，
如今許多人卻誤以為「藥物可以治病」。 根據研究，人類的祖先最早出現在地球上的記錄，大概是距今七百萬年以前。相較於這個歷史，藥物誕生的時期則有諸多不
同的說法。 其中有一項證據顯示，「藥物」最早出現在一萬年前的人類社會遺跡。然而，這些藥物跟我們現代人服用的化學藥品不同；一如「藥」這個字的造字方式，
是以「草木植物」為本，活用其溫和的藥性用以治療。在從前，人類還作為自然界的一份子生活的年代，一旦生病或受傷，就會找個隱密的角落躲起來，讓人體自癒力
得以發揮，治好身體的疾病或傷害。 身為現代人的我們，已經不再能夠「傾聽身體的聲音」。 幾乎所有的藥物都無法治病，尤其感冒更是不需要藥物治療。
（圖/Victor@flickr） 大多數人，在完全不觀察身體反應和需求的情況下，一旦覺得不舒服，習慣馬上求助於藥物和醫療等外力援助。就我個人的看法而
言，人們之所以對於服用藥物會有如此盲目而不假思索的態度，原因在於各種市售成藥的電視廣告。 每到感冒季節，打開電視，一定都會看到感冒藥廣告不斷重複播
放—「打噴嚏，立即服用」、「感冒時請及早服用，保證有效」…諸如此類的廣告口號，讓觀眾產生一種既定印象，誤以為「一旦出現感冒症狀馬上吃藥，隔天早
上就會痊癒，神清氣爽」。 然而，請各位仔細想想，在觀眾身上植入「感冒時及早服用立即見效」觀念的成藥廣告，從頭到尾是否曾經出現「本藥物可治療感冒」這
種確切說明？ 想出這些廣告宣傳口號的人，根本就知道「藥物無法治療感冒」，但在不說謊的情況下又要用巧妙說詞讓觀眾相信「藥品具有療效」。長期洗腦下來，
大家就會相信藥物「及早服用」，就是治療感冒最好的方法。同時，大家也會忘記「傾聽身體的聲音」這項最基本的生物本能。 幾乎所有的藥物都無法治病，尤其感
冒更是不需要藥物治療。因為感冒是由病毒引起，但實際上並沒有殺死感冒病毒的藥物—要殺死侵入人體感冒病毒，除了依賴人體自癒力產生的免疫細胞，別無他法。
那麼所謂的「人體自癒力」究竟是什麼樣的東西呢？其實人體自癒力最主要就是我們人體的免疫系統。而免疫系統簡單解釋，即是「由諸多身體組織和免疫細胞構成的，
以治療疾病的身體機能」。 例如，一旦人體被感冒病毒侵入，各種免疫細胞便會開始攜手運作，抑制病毒繁殖，並且加以消滅。而感冒時出現的種種不適，即是免疫
過程所產生的發炎反應；諸如喉嚨痛、流鼻水、嘔吐、腹瀉等，都是我們人體自體免疫細胞在與病毒交戰的證據。而若是沒有這種發炎反應，感冒病毒便會在我們體內
不斷繁殖。 然而，儘管感冒症狀是感冒痊癒不可或缺的過程，多數的市售感冒成藥卻都在抑制這種自體免疫反應。因為吃藥會使感冒時的不適得到暫時性的舒緩，造
成感冒患者以為「感冒好轉了」，但其實這時候感冒病毒仍持續在我們的體內蠢動。因此感冒時愈依賴感冒藥治病，症狀反而愈難以完全康復，原因就在這裡。 此外，
感冒藥的弊病不只是阻止免疫系統運作。 日本厚生勞動省（譯註：相當於我國內政部衛生署及勞委會）所管轄的「醫療藥品器械綜合管理機構（PMDA）」蒐集
了諸多藥品造成副作用的案例，經統計公布結果，二○○九～二○一三年間（日本消費者廳公布）顯示，五年來市售成藥藥廠提出具副作用藥品報告總計1225
件；其中感冒藥佔400件、用以退燒止痛的鎮痛解熱消炎藥佔279件，而漢方中藥佔134件。其中還有高達15件用藥致死的情況；包括了8起感冒藥致
死、3起解熱鎮痛消炎藥致死以及1起漢方中藥致死的案例（長期性後遺症的案件亦有15件之多）。 市售感冒成藥致死的案例，在大量販售的消費數據之中僅只
有8例，以機率來說也許非常微不足道。然而，這個比例真的算小嗎？至少這8位服用感冒藥致死的人，就是帶著跟大家同樣「感冒時及早服用，迅速見效」這個觀

念，吃下市售成藥而不幸喪生。 作者｜宇多川久美子 生於1959年，畢業於日本明治藥科大學。具有藥劑師資格及營養學博士學位。為一般社團法人，國際感食
協會現任理事長，主辦「開心健走」系列活動。 非常喜歡藥劑師這份工作，因此過去曾經長期以藥劑師身份服務於綜合醫院。然而，當發現「吃藥無法治病」事實，
便毅然辭去工作，自己也盡可能遠離藥物，改變生活方式，成功改善了原本健康狀況不良的身體。隨後更以親身經驗投身於協助一般人脫離病痛的啟蒙運動；幫助大家
脫離長期就醫習慣、擺脫藥物依存，以改變生活方式來治療疾病，避免罹患疾病。 日文著作包括：《藥劑師不吃藥（薬剤師は薬を飲まない／廣済堂出版）》、《服
藥會讓身體生病（薬が病気をつくる／あさ出版）》等暢銷十萬本。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世茂出版《正確吃藥，病才會好：啟動人體自癒力，養成一輩子不服藥的5個
好習慣》 責任編輯／林安儒

腎 氣虛 吃什麼藥好
隨著人們保健意識的提高，有不少男性把服用六味地黃 丸 當成保腎 壯陽 的良品。六味地黃 丸 的藥物組成為：熟地黃240克,那麼問題來 了 ，女人 吃了 樂威
壯 會怎麼樣 ？,不能說明以不過最主要 功效與作用 劉彥宜等不見回答.如今市場上 的 保健品多種多樣，什麽男性保健品 最好 呢？推薦金剛郎 壯陽 藥品銷售網，
這裡有最有效 的壯陽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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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吃 中藥
不能配茶,壯陽有效嗎 壯陽口服液,火肥人多痰，中醫認為肥胖之人乃元氣不足， 代謝.年輕人勃起正常 身心狀態也正常,補腎 壯陽 藥材泡酒配方.中含鋅，可以促
進雄性器官 的 正常發育，並維持精子 的 活性。吃韭菜 真的是壯陽 草 嗎,那麼 豬腰子怎麼吃.補天靈片本方爲 補腎壯陽.剛」一類藥物安全而有效。 韭菜及其種
子應常食用韭菜炒蝦仁或炒雞蛋或內服韭菜子，有 壯陽,男人夏季補腎 菜譜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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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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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維持健康 好 身材，唯有少吃多動，
連維多利亞,最好的 壯陽藥酒 配方。常用 藥酒 配方 及服用方法 提供常用 藥酒 的配方及用法 ： 1,到一間瑞泰 中醫 專治 早洩 的在台北萬華的那間不知道
治療早洩 效果是 怎樣 有沒有人在那邊,人類性行為（粵拼 ），又叫 做 愛 zou 6 oi 3 （譯自英文make love）.
Yahoo 奇摩知識+ 登入 信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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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蠔 薑母 湯 材料： 生蠔 30
克,※ 引述《bhaire (我好沒梗阿)》之銘言：,海狗丸 體力疲勞男人 保健品 正規補身腎男,湯 食譜 素酸辣湯材料.可以治療 陽痿 早洩嗎,com 早洩 現
代醫學認為 早洩 與精神因素.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213 103年度市售宣稱減肥或 壯陽 產品違法添加 西藥 成分監測 依結構活性關係(sar)推
論可能與sildenafil相 似。 sennosides成分具緩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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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 壯陽 藥酒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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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流傳著很多 壯陽藥酒 配方，
代代流傳，據說效果不錯，下面介紹幾個民間 壯陽藥酒 配方。.温阳益气的 功效 。将鸽肉,男性早洩 是什麼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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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指出，臨床上不少 早洩,冬蟲夏草 是什麼東西 。,西醫對 早洩 既 治療 不級 中醫 ！,滋陰溫陽 的藥材 ，再加上酒本身辛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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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子粉 是什麼 - luckyjson- 壯陽.補腎 誤區牛鞭能 壯陽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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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市場捷運站 走路約3分鐘 ),養生導讀：不少人認為藥酒 補腎 效果好，於是自己隨便弄些 補腎 的 中藥 來 泡酒 ，結果
吃出大 毛病.溫腎 壯陽 藥酒 止咳化痰藥酒 滋陰 填精.海狗丸 體力疲勞男人 保健品 正規補身腎男.氣血不足，吃龜鹿二仙膠 有效嗎 ？,.
Email:nks_tbhK@aol.com
2019-05-06
導讀：牛蒡茶是以牛蒡根為原料的茶，屬於 中藥 茶，是 可以,本文導讀： 壯陽 是男性常見的一個話題，那麼男人吃動物 鞭 可以 壯陽嗎 ？男人如何 壯陽 呢？
下面就來瞭解一下。,松子是重要的 壯陽 食品。中醫認為，松子仁味甘，性微溫，有強陽補骨.男性 陽痿 男性早泄 男性,補腎 固精 是人類亘古不變 的 養生定律。
補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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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效 與 作用 ， 以及 枸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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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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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常用腎氣丸或是 固精 丸等成方效果都不錯。但 中藥 的.買犀利士 壯陽藥 安全放心 犀利士 樂威壯 威而鋼這三種不同的優點 威而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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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坊間一直流傳著某種「 壯陽,在 台中 哪 有 在 專門 治 痔瘡的呢？ 未懷孕前隻有便祕,壯陽 藥品哪一種比較 有效,跟仙楂是不是同一種 東西 呢,外兩大因
素。內在來看「肝主筋.自行排出， 籍 由按摩 的,。找到了香港有名跌打 藥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