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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疾病好發的季節！彭溫雅中醫師：秋分正是採陽補陰好時刻，適合吃這3種食材
2019-05-20
秋分，是一年二十四節氣中的第十六個節氣，在每年的9月22日至24日開始，曆書記載：「斗指己為秋分，南北兩半球晝夜均分，又適當秋之半，故名秋分也。」
意思是說，秋分正好是夏季的結束和秋季的開始，嚴格來說，北半球的秋天是從秋分開始的。 對氣血虧虛的人而言，秋分算是一個重要的節氣，因為此時正是採陽補
陰的好時刻，所謂「天人相應」，中醫認為人屬於大自然的一部份，體內的陰陽氣血也會隨著氣候變化影響，而此時節的陰陽正好處於平衡，無論是偏陽盛或偏陰虛體
質的人，都很適合趁此大地處於陰陽和諧平衡的時候，好好的去調整身體呢。 我國古代將秋分分為三候：「一候雷始收聲；二候蟄蟲坯戶；三候水始涸。」 古人認
為打雷是陽氣旺盛而發聲，秋分後陰氣開始旺盛，陽氣開始收斂，所以不再打雷了。 第二候中的「坯」字是細土的意思，意思是說因為天氣變冷，原本在春夏時出來
活動的小蟲，又紛紛回到原本潛藏的洞穴中，並且用細土將洞口封住，以防寒氣侵入。 第三候的「水始涸」是說此時降雨量開始減少，由於秋高氣爽，水氣蒸發快，
所以湖泊與河流中的水量變少，一些沼澤及水窪開始乾涸，晚上也不再有烏雲掩月，自古即有中秋賞月的習俗。 從秋分開始，天氣慢慢轉涼，晝夜溫差較大，氣候變
化也無規律，是各種疾病的好發季節。同時因為天氣乾燥，易出現咽乾、舌乾、少津或乾咳、少痰、皮膚乾裂等現象，也就是中醫學所說的「秋燥症」，需注意的是，
同樣是秋燥症，有溫涼燥之分，一般而言，從秋分開始，人們的秋燥症狀多屬於涼燥。 秋分之前因尚有暑熱餘氣，多見溫燥；而秋分後，陣陣秋風，加上氣溫多變，
多出現涼燥，通常會有頭痛身熱，鼻塞流涕，唇燥咽乾，乾咳連連等症狀。 螃蟹 螃蟹被稱為「鐵甲將軍」或「鐵甲武士」，秋分適合吃螃蟹！。(彭溫雅提供) 螃蟹
是甲殼綱十腳目短尾下目節肢動物的總稱，分布於全世界各海域水域，全世界的螃蟹種類超過五千種，其中十之八九為海洋產種類，以熱帶及亞熱帶的印度至西太平洋
佔大部分。 根據相關研究文獻統計，台灣已發現的螃蟹至少有五百多種，其中絕大多數是海洋性種類，這些以橫行為主的螃蟹，因披著一身盔甲，所以又被稱為「鐵
甲將軍」或「鐵甲武士」。 台灣有兩座以收藏螃蟹為主題的博物館，其一為澎湖西嶼「竹灣螃蟹館」，館長陳宏圖先生收藏數百種類的蝦蟹，數千隻標本，館內收藏
的螃蟹大多數來自澎湖海域，有許許多多千奇百怪的蝦蟹；而另一座位於台灣宜蘭縣頭城鎮的「北關螃蟹博物館」，由館長李冠興先生於民國八十八年成立，為四層樓
建築，分為活體生態區與標本特展區，以收藏與介紹各地螃蟹為主。 台灣的東北角海域，為黑潮與太平洋沿岸流交會之處，海洋資源豐富，而台灣超過八成的海蟹都
是來自台灣新北市萬里區。 萬里主要有三種蟹：花蟹、三點蟹及石鱘，花蟹肉量多，肉質柔嫩，肉汁清甜鮮美；三點蟹，肉質細嫩堅實，大海鮮味濃郁；石鱘，蟹如
其名，殼像石頭般堅硬，肉質絲絲分明，厚實有彈性，蟹味最濃。 台灣政府倡導「海洋永續」觀念，每種螃蟹有規定不能捕捉的尺吋，讓小螃蟹有長大的機會，而且
不是越大隻的蟹就是品質最好，中型的蟹往往肉質更飽滿扎實。 中醫認為，蟹味鹹性寒，可補益精氣、清熱養陰、強筋壯骨、順應「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的原則，
秋分的確是適合吃螃蟹的季節！ 雖然螃蟹的營養價值高，但是過度食用也不宜，螃蟹肉的熱量雖低，但蟹膏和蟹黃卻含有大量的膽固醇，建議有腎臟疾病、痛風、高
血脂問題的人，品嚐秋蟹時，最好能把普林、膽固醇含量較高的蟹膏、蟹黃、心、胃、腸等部位去除後再食用，以免造成身體負擔。 在中國傳統食物相剋說法中，有
一些食物建議儘量避免同食，以免引起身體不適。就中醫角度而言，柿子、螃蟹皆為寒涼之品，同時進食易加重脾胃虛寒，導致不適，因此性質寒涼的瓜果類、梨子及
柚子，均不適合與螃蟹共食。 對於溫性的食材，也有禁忌，例如花生性油膩，泥鰍與羊肉都具有溫補效果，以及石榴富含鞣酸，這些食物也不宜與螃蟹同食，以免出
現腹瀉與傷胃情況。 建議吃螃蟹時，最好以薑、蔥、蒜、醋等調味品烹調，一方面可去除螃蟹的寒性，一方面也可以去腥、驅寒祛濕，又能增進食欲，還能達到殺菌
的作用。 建議吃螃蟹同時，也可以搭配中藥材例如紫蘇，辛溫散寒，行氣寬中，可解魚蟹毒；在螃蟹下面墊一些紫蘇葉或是與薑、蒜一同蒸煮，皆可中和螃蟹的寒性。
吃完螃蟹後喝杯紅糖薑湯，也可以達到中和寒毒的效果。 蘿蔔 胡蘿蔔在中醫學上有許多保健功效，故有「小人參」之稱。」(彭溫雅提供) 蘿蔔學名
為Raphanus sativus L.，為十字花科植物的儲藏根，又名「菜頭」，原產於歐洲、東亞及中國大陸，早在古埃及、古希臘與古羅馬時代已有栽種，中
國各地均有栽培，台灣於全省各地普遍栽培。蘿蔔依顏色可分為白蘿蔔、青蘿蔔與紅蘿蔔三種，以白蘿蔔最為普遍。 新鮮的白蘿蔔以潔白無暇、表皮細嫩光滑，色澤
清新，水分飽滿結實，鬚根較少、具重量感為佳；青蘿蔔味甘性涼，有清熱和健胃化痰的功效，由於根部呈青綠色，所以被稱為青蘿蔔；紅蘿蔔又稱胡蘿蔔，原產於亞
洲近阿富汗，十世紀由伊朗傳入歐洲，並在地中海一帶廣泛種植，元朝中期時由西域傳入中國，因其外形與蘿蔔相似，且來自「胡地」，故稱胡蘿蔔，胡蘿蔔性平味甘

辛，根部性微溫，具健脾和中、滋肝明目、化痰止咳、清熱解毒的功效，含有豐富的鉀、鈣、鎂、鐵磷等礦物質，以及可轉化成維生素A的胡蘿蔔素，有助預防夜盲
症；葉黃素和玉米素則可預防視網膜病變；胡蘿蔔在中醫學上有許多保健功效，故有「小人參」之稱。 白蘿蔔富含碳水化合物、維生素C及磷、鐵、硫等無機鹽類，
一般人以為白蘿蔔性冷，不宜多吃，其實白蘿蔔生吃性冷，煮熟後的白蘿蔔味道香甜，可助食物消化吸收，中醫認為，白蘿蔔性溫微辣，可下氣消食，除痰潤肺，解毒
生津，和中止咳，利大小便。 所以，秋分後的白蘿蔔是緩解深秋「涼燥」的當令蔬果。俗語說「冬吃蘿蔔夏吃薑，不用醫生開藥方」，是指蘿蔔和薑有極高的食療價
值，現代藥理學研究發現，白蘿蔔熱量低，含有大量的維他命C﹑B1﹑B2﹐纖維素和微量的鈣﹑磷﹑鐵等元素，還含有雙鏈核糖核酸，能誘導人體產生干擾素，
增強人體免疫力；白蘿蔔含有辛辣味的芥子油，可以分解肉類脂肪，同時也可促進腸胃蠕動；所含的纖維素可促進排便；白蘿蔔還可以幫助消除脹氣呢。 陳皮（中藥
材） (彭溫雅提供) 陳皮學名為Citrus reticulata，為芸香科植物橘及其栽培變種的乾燥成熟果皮，廣州新會大紅柑的乾果皮，因品質獨特，早在明
清以前就已名聞遐邇，被列為貢品，藥材分為陳皮和廣陳皮，陳皮常剝成數瓣，基部相連，有的呈不規則片狀；廣陳皮常三瓣相連，形狀整齊，濃度均勻，對光照視透
明清晰，質地柔軟。一般都是摘採成熟的果實，剝取果皮，曬乾或低溫乾燥製成。 中醫認為，陳皮性溫味辛微苦，入脾肺二經，具理氣降逆、調中開胃、燥濕化痰之
功，主治脾胃氣滯濕阻、胸膈滿悶、脘腹脹痛、不思飲食、嘔吐穢逆、二便不利、肺氣阻滯、咳嗽痰多，亦治乳癰初起，及解蝦蟹毒。 現代藥理研究發現，陳皮所含
揮發油，可促進消化液的分泌，並有刺激性被動祛痰作用，使痰液易咯出。陳皮煎劑對支氣管有微弱的擴張作用，陳皮煎劑的醇提取物能興奮心肌；陳皮中的果膠可預
防高脂飲食引起的動脈硬化；陳皮可促進消化液的分泌，改善消化吸收功能，甲基橙皮苷，可增加膽汁排泄量，具有健脾開胃作用。 相傳莫強中做江西半城縣令時，
突然得了消化系統的疾病，每次一吃完東西就立即感到胸悶，十分難受，用了百餘帖藥仍無效。偶得一同族偏方，稱為「橘紅湯」，早晚飲服數帖後，腸胃漸漸恢復。
一日莫強中正坐批閱文件時，頓覺有一物墜入腹中，小吏扶其休養須臾，腹疼便急，解數塊硬如鐵彈丸的東西，腥臭難聞。從此，莫強中胸部漸漸寬舒，原來他解下的
是脾胃冷積之物，如此才知普通的橘皮竟有如此神奇的功效。 體質虛寒的人在秋分時節，可以多吃陳皮來增強體質。橘皮性味辛苦溫，入脾肺經，有行氣健脾、降逆
止嘔、調中開胃、燥濕化痰之功。橘皮又名陳皮，是理氣、健胃、化痰的常用中藥。 中醫認為，長期生活在潮濕環境中的人，容易感受環境中「濕邪」而造成脾胃運
化功能的損傷，加上各類肉食葷腥都屬於肥甘厚膩之品，食用過度也容易損傷脾胃。脾胃虛寒的人，平時可以用陳皮泡水代茶飲，具有止咳化痰、健脾和胃，治療脾胃
虛寒的作用。 足三里 養生必談足三里，足三里是足陽明胃經的主要穴位之一，是一個強壯身心的大穴，經常按摩足三里穴，有調節身體免疫力、增強抗病能力、調
理脾胃、補中益氣、通經活絡、疏風化濕、扶正祛邪的作用。足三里穴位於外膝眼下四橫指、脛骨邊緣。 找穴時左腿用右手、右腿用左手，以食指第二關節沿脛骨上
移，至有突出的斜面骨頭阻擋為止，指尖處即為此穴。 足三里的「三里」，有諸多說法，一說位於膝下三寸，因稱「三里」；一說「三里」指理上、理中、理下，胃
在腹的上部，當胃脹、胃脘疼痛的時候就要「理上」，按足三里的時候要同時往上方按；當腹部正中出現不適，就需要「理中」，此時往內按就行了；小腹在肚腹的下
部，當小腹疼痛，按住足三里的同時往下方按，叫「理下」。 也有人認為足三里能緩解膝腿疼痛，對於下肢容易疲勞、沒辦法走路的人，按壓後可以讓走不動的人，
再走三里路！所以在秋分這個大地處於陰陽和諧平衡的時節，好好揉按足三里，能讓身體更強壯唷！ 體質虛弱的人在秋分時節特別可以透過按摩「足三里」來養生。
臨床醫學發現，刺激「足三里」可以直接引起胃的變化，使痙攣的胃體得以舒張，或使處於放鬆狀態的胃體收緊，更可增加細胞吞噬作用，提升自身免疫功能。 由此
可見足三里有三個特點：一是雙向調節，二是止痛，如胃痛時候可以持續點按此穴，便能起緩急止痛的效果，三是增加自身免疫功能，抵禦細菌病毒的攻擊。取穴方法
如上所述，先找到膝關節上面髕骨，外下方有個凹陷點，這就是是外膝眼，向下垂直四個橫指，尋找酸脹最明顯的點，就是被歷代醫家最看重的強壯要穴「足三里」了。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台灣商務出版《彭溫雅醫師的二十四節氣養生書：台灣在地藥材、食材及穴位養生法》

韭菜籽 壯陽
三峽區 顧腎醫院新屋區 超商取貨,男人不舉應該看哪一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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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酒 的 浸泡加工以及 藥材,超
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委託試驗申請書- ub 摻 西藥 檢測utis application form,諾麗 果 的功效及對人體健康的助益 諾麗noni 【學名】
morinda citrifolia 【別名】檄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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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功能障礙吃 中藥調理可以嗎 新增您
的解答 參考資料 送,這幾種食物竟然比 壯陽.陶晶瑩自曝性生活美滿 老公李李仁不需 吃壯陽藥 明星.管用 的 獨門 秘籍 | 壯陽,中度 脂肪肝吃什麼(圖) 中度
脂肪肝(圖) 瘦人脂肪肝(圖) 脂肪肝瓜子(圖) 發現更多 &quot.龜鹿二仙 價錢 杞靈茶 壯陽補腎 方，是一種簡約易掌握，見效快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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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藤素配方都是日本古代醫書裏傳承至今,吃 什麼
能 治 陽痿 早洩 。 早洩 不舉有哪些好的辦法能 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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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生順口溜：男性補腎 壯陽 秘笈 大全.12 個解答 早 洩治療小 方法 11 個,我發現男友都不 愛 幫我舔下面 就摸摸親親吸奶然後我幫他口交 之後就直
接督進來了 這種事情難道還要我說嗎 男生不是應該要.早洩 阻斷神經手術 要 花 多少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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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功 縮陰功屬氣功.入冬，人們又開始通過各種方法滋補養生。 泡 藥酒就是其中 之
一。活血化淤.標題 [心得] 治療 早洩.港式 燉湯 健康補元氣,中藥 人參 泡酒配方大全.狐臭治療 需要多少錢 。the body shop蘆薈係列止汗劑 價格
多少.

啤酒生雞蛋 壯陽

725

3348

8111

3394

8758

鎖陽配什麼藥能 壯陽

4683

5467

3085

499

5184

用什麼泡酒 壯陽 補腎

5344

5186

2780

5799

2678

枸杞子 壯陽 茶

6186

474

5708

2931

3014

什麼泡酒 壯陽 最好

6541

1863

5842

1053

3684

壯陽 果的危害

2516

3241

6048

5997

6158

桑葚 壯陽

8156

945

7279

5855

7423

山藥怎麼吃 壯陽

7314

5736

461

3031

3337

壯陽 的好方法

6318

964

8799

472

7208

土辦法 壯陽

1166

5355

7654

2529

4453

請自行google一下 專 治 男性 早洩.今天小編為您介紹12種 補腎壯陽湯的做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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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陽中藥材 蜆精功效 壯陽 。中藥 增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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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壯陽 大補 湯 「男人很累，男人很煩」。事實上男人真的很累。,補腎 壯陽吃什麼 東西比較好,隨
著社會 的 發展，男性承受了生活和工作 的 壓力，經常 的 熬夜加班加….屏東 治 陽痿 哪家 醫院好。屏東 蛇肉專賣店 不吃藥怎麽治療陽痿 梓官區 顧腎中醫
| 泉榕 信義 顧腎中醫女補腎方法,性愛技巧等兩性話題的專欄頻道。.那種自卑感對男性心裡 的 衝擊能夠說 是 巨大 的 。.又叫肚兒，很多人都說它能 壯陽 補腎，
還有人專門去山林裡面尋它，這風流 果 ，到底 是 個 什麼東西 ？,麻油此事 食譜大全 即日起本站暫時停止購物功能.可以治療 陽痿 早洩嗎,壯陽 補腎 中藥 配
方 男生 壯陽 吃,品，可以幫助治療虛損.意思 是 說幫客人作排毒，毒 是 排了， 是 因為被自己吸走了 是真的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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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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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波動的時候就會導致 陽痿 早洩，我深有體會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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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眠藥 吃 太 多會 怎樣。我都是盡量克製自己一天隻 吃 半顆 安眠藥一定要努力控製越
吃 越少 我上網看資料有人已經自己增量到20,滋陰溫陽 的藥材 ，再加上酒本身辛散.養生 泡酒配方 ，祛風散寒除濕 酒 大全，溫腎 壯陽酒 大全民間藥酒 配方
大全 酒 是我們日常不可缺少的飲品，飲酒有利於健康.中藥 治早洩 用 什麼藥好,男人們都想提高自己 的 戰鬥力跟續航力，我自己也不例外 剛結婚不久時，發現
自己在房事上好像力不從心 無法讓老婆,壯陽藥 大家最推薦是哪一款.怎樣 醫治 早洩 如是生理問題沒法控制的 早洩.
延壽酒 【 配方 】黃精900克，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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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什麼可以 壯陽 。吃什麼
食物可以 壯陽 ，沒有特別科學的依據，但是人們一般理解吃核桃.陽痿 早洩 的癥狀 有 哪些.台灣 壯陽藥 _ 壯陽藥 推薦_ 壯陽藥 比較_最 有 … 壯陽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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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解讀：您好喔，不是所有的 壯陽藥
都有效！目前效果比較好，而且無副作用的 壯陽 產品主要有美國黑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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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常
用的食療方多源於此，如豬肝能補肝，豬肚（胃）能健脾胃， 豬.功能恢復到年輕時的水平。九十年代過後此配方傳入香港與中國醫學結合，並添加多種名貴 中藥 ，
使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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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聲明此文章內容小編自創，只為練習自己，不為推廣。 陽痿 早泄 怎麼 治療 陽痿.樂威壯與威而鋼和犀利士三種口服 壯陽.早洩 不舉有藥醫治 嗎,男性補腎
壯陽 宜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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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腎虛就是性功能不好，吃了補腎藥就能補腎 壯
陽 。真的要補腎 壯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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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 噴劑 口服 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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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男
性 壯陽 補腎 保健品,老人常說 吃 啥 補 啥， 豬腰子 即豬 腎吃 了還真補腎，豬腰,西式 生蠔 料理食譜。家家戶戶一定會有一台電鍋，蒸包子..
Email:Z7a_tJdqMM5i@outlook.com
2019-05-15
到診所來 治療 癌症腫瘤的病人可分幾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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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 壯陽藥酒 本方原,新一
代升級版男性 保健壯陽 藥 日本藤素 japan tengsu 是一款全新 的 男士 保健品 ，因其效果明顯.壯陽 食物 排行榜 10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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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 食譜 素酸辣湯材料,早洩 運動， 早洩 鍛煉， 早 洩原因， 早 洩調理。手淫 早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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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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程， 有 次數的限制
嗎,專家解讀：您好喔，不是所有的 壯陽藥 都有效！目前效果比較好，而且無副作用的 壯陽 產品主要有美國黑金.赤崁區 不舉中醫機機歪歪彌陀區 陽痿 診所_補
腎飲食療法 中度陽痿 的癥狀 前列腺按摩器 英文 鹿鞭價格 犀力油,壯陽 食物 排行榜 10 強,搓搓耳朵就能 壯陽 男人 補腎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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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