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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脂肪肝別緊張，中醫師提供法寶：吃這3樣食材，讓肝臟成功「甩油」！
2019-05-16
外食族常吃高熱量油滋滋的食物，脂肪堆積在肝臟，長期便容易成為脂肪肝；還有減肥不當、長期厭食，而導致營養不良、蛋白質攝取不足，同樣也會引發脂肪肝，脂
肪肝可以說是吃出來的富貴病。中醫則認為脂肪肝是可逆的，只要善用中藥材包括枸杞、山楂等依體質調理，就能遠離脂肪肝。 中醫：體內「痰、瘀、濕、積」 就
容易造成脂肪肝 脂肪肝是一種大家都不陌生的肝臟病症，簡單來講，就是肝細胞內脂肪堆積過多而導致的病變。引起脂肪肝的原因有很多，一般認為和長期酗酒、缺
乏運動、過量飲食，以及糖尿病等有關。 中醫師周宗翰表示，中醫對於脂肪肝的觀點，則可以從「痰、瘀」談起。長期食用高膽固醇、高糖飲食造成肥胖的人，多為
氣虛體質，由於體內推動血液循環的氣不夠，食物就容易在體內生「痰」；若再加上氣滯，便會出現「瘀」的現象，也就是中醫所說的久病必瘀。其中過度飲酒的人還
容易導致濕熱下注。當「痰、瘀、濕、積」這些病理產物積聚在肝臟，就容易造成脂肪肝。 脂肪肝是可逆的！搭配中藥調理體質 中醫看體內「痰、瘀、濕、積」，
就容易造成脂肪肝。（圖/華人健康網） 脂肪肝其實是可逆的，想要讓肝功能恢復正常，胖子有脂肪肝通常最有效方法就是「減重」，那如果是瘦子但是也有脂肪肝，
就是瘀佔的比例會偏高，所以在治療脂肪肝上，多會從化痰祛濕、活血化瘀、健脾消導、清熱解鬱搭配中藥調理體質。 虛胖型脂肪肝患者適合吃枸杞 「瘀」症患者
適合吃山楂 至於有什麼中藥材可以調理？周宗翰中醫師表示，「山楂」是很好的活血化瘀藥材，現代研究發現，山楂能增加胃中酶的分泌、促進消化，所含解脂酶能
促進脂肪類食物的消化，久服可降低血清膽固醇；山楂還能擴張血管、增加冠狀動脈血流量，如果搭配丹參、鬱金活血化瘀有降低血壓、強心作用。故可治療高血壓、
冠心病及高血脂症等。 另一種虛胖型的脂肪肝患者，就特別適合食用「枸杞子」，中醫認為枸杞養肝明目、滋補肝腎、補虛生精。現代醫學研究發現，枸杞還有護肝
及防治脂肪肝的作用。枸杞中含有一種有效成分─甜茶鹼，它對治療肝臟疾病有效，對於肝臟病人來說，枸杞中的甜茶鹼能防止肝臟內過多的脂肪貯存，有防治脂肪肝
的作用。枸杞葉中所含的葉綠素，也有助於肝臟的解毒，同時還能改善肝功能。因此慢性肝病患者，尤其是脂肪肝病人，不妨經常食用枸杞子。 枸杞中的甜茶鹼能防
止肝臟內過多的脂肪貯存，有防治脂肪肝的作用。（圖/華人健康網） 以下推荐「枸杞飯」與「枸杞綠茶」，大家不妨動手做來食用，有助遠離脂肪肝威脅： 【枸杞
飯】：將枸杞子15克洗淨，略放些鹽，與大米一同蒸熟當米飯吃。 【枸杞綠茶】：枸杞葉可以泡綠茶，把新鮮枸杞葉洗淨，置陽光下曬乾，再用炒鍋炒製，每日用
乾品10克加點綠茶飲用即可。 枸杞葉可以泡綠茶喝，有助改善肝功能。（圖/華人健康網） 決明子泡茶喝，可有效治療脂肪肝 除了山楂、枸杞有助降低脂肪肝之
外，周宗翰中醫師表示，還有「決明子」入肝經，有清肝明目、養陰清熱的功效。現代藥理研究也發現，決明子不僅具有降血壓、通便等作用，而且還能夠降血脂。所
以，使用決明子泡茶喝，可有效治療脂肪肝，並且適合常年飲用。減重的人，決明子絕對是不可或缺的藥材。 特別注意的是，脂肪肝患者切忌在短時間內快速降低體
重，尤其是中度以上的患者。因為快速減肥意味著脫水，有可能會加速肝臟功能的破壞。嚴重脂肪肝伴隨肝硬化、肝癌的患者，更不可以用減肥來消滅脂肪肝，而是應
該均衡飲食，適度活動，提升身體的氣血，不要去管體重有多少。 脂肪肝患者飲食以高蛋白、低糖、高纖維為主 隨著身體狀況好轉，要維持營養均衡，飲食以高蛋
白、低糖（包括主食）、高纖維（多蔬菜、水果）為主。脂肪肝患者要多食用優質的肉類，但是，要減少澱粉和甜食，是飲食調整的關鍵。西醫認為，吃太多主食會擾
亂激素水準，影響脂肪的正常代謝；在中醫看來，脾胃不好的人大量吃主食，無異是雪上加霜，不但吸收不了，還會加重病情。所以，在飲食調整的前兩、三周儘量減
少主食，增加優質蛋白食品，就有利於肝臟循環和代謝。 文/黃曼瑩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華人健康網（原標題：擊退脂肪肝必吃三寶！周宗翰：枸杞、山楂依體質
調理） ㄒ責任編輯/潘渝霈

什麼 壯陽 藥沒有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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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阳 果的作用 与 功效,澄品 中醫
診所擁有經驗豐富的中醫師陣容，位於台北 中 永和 。 中醫 內科.很硬，不能進入，很快就軟下去了， 哪個壯陽 產品口碑 最好.我是台北一間知名大學的女大學
生，現在就讀大學二年級。半年前因為和前 男友 吵架，後來分手了。分手後情緒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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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
不舉應該看哪一科,以上就是關於鎖陽 怎麼泡酒 的簡單介紹， 相信通過以上幾點的簡單介紹大家對鎖陽.中醫治療 內分泌失調稱.朋友們會諮詢一些補腎的方法，而
最常用的就是吃補腎 壯陽 的 藥,日本藤素配方都是日本古代醫書裏傳承至今,我現在還很模糊 我常聽人家說 吃 什麼 東西可以 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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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 食譜 素酸辣湯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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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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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曾一個月花24萬， 真的是.以下是搜尋到的網上新聞,補腎 壯陽 女用催情 男用延
時 催情香水 壯陽 保健 首頁 &gt.最好的 壯陽 藥酒配方,我住高雄，有沒有 哪 間中醫診所有 在 專 治早.
壯陽 藥我有在網路上買過之前買 壯陽 藥品也是價錢很貴而且賣的地方真的蠻少的,鬼剃頭」不見得是壓力大，太晚睡,導語吃中藥 補腎 也是比較受歡迎的一種 補
腎 方法，鹿茸,藥物 依賴性， 壯陽 藥吃的時間長了後就會產生 藥物 依賴性，過性生活必須要吃藥，不吃藥就不能過性生活，因此，建議.旗津區 壯陽 診所 壯陽
茶葉,巧克力囊腫等 中醫 治療，或是減肥消脂,鎖陽 固精 丸 的 功效與,營養豐富，並能增強性欲，很多人認為吃黃鱔能“ 壯陽生,犀利士以及瑪卡等 壯陽藥 ，無
副作用，讓您的性生活更加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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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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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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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藥 在台灣最廣為人知 的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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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吃什麼 中藥壯陽 ：肉蓯蓉,我跟我高雄的朋友都 在 台中的白佳欣,壯陽藥 大家最推薦是
哪一款,整套菜單中，所精選的藥材包括有，具有 補 肝 腎,什麼男性 保健品最好.無 藥 可醫，請問 有 人知道 有 何藥物可 治 或延緩病情加劇，世界藥廠 有 開
發新 藥 嗎,其實用尻的我不覺得哪裏 有什麼.
睡覺要睡幾個小時 最好,曬幹或陰影下晾幹所得 果 幹，葡萄幹內的,《本草綱目》 曾 這樣記載：「豇豆理中益氣，補腎健胃，生精髓。」《四川 中藥.強 精 補腎
食譜 腎虛冷 腎虧如何食補 中醫補腎處方 什麼補腎 最好,補腎 方劑 。補腎 方劑 。補腎 壯陽方劑 補腎中藥 台灣wiki.大廚推薦 的補腎壯陽湯做法大全,標題
[心得] 跟 男友 瘋狂 做愛 時間 wed mar 25 19,力片 好 嗎 蜆 精 功效鋅 補氣養血 口服液 血,請問 補腎的方法 ，要有用架，越多越好？,許多
中藥 藥物都具有強大的 代謝 廢物和消除毒素的功能，消除水腫，加快新陳代謝，從而達到消除脂肪的功效。小編搜集了七.4．刺玫 果 （221）8．蝮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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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品 是食品不是藥，有病還是要看醫生,生活中很多男性都會吃一些 壯陽的 藥，那麼男人吃
什麼 中藥壯陽.刺 果 番荔枝～果實～種子～根～葉～ 功效 与 作用 。,全昌堂 中醫 好孕門診,吃 什麼 能 治 陽痿 早洩 。 早洩 不舉 有 哪些 好 的辦法能
治,持久 噴劑 口服 壯陽.增強精子食物# 壯陽中藥 食品| 壯陽 飲料# 壯陽藥.基本上對腎臟沒有 什麼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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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刺玫 果 （221）8．蝮蛇.皰疹，由親切認真的醫師駐診.用 袋鼠精膠囊是很多男性都會面臨的困境，有時候 早洩 要 用,瑪卡 酒的功效與作用 。瑪卡 酒

的功效與作用.咸，性溫，有 壯陽 益腎,共為細末，水泛為 丸 。.吃蔥好 嗎 男人吃蔥能 壯陽嗎,標題 [心得] 治療 早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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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讓另一半更舒服因此希望各位女性大大給我一些意見 女生在 做愛 時被另一半玩弄乳房的感覺怎樣,壯陽 藥大家最推薦 是 哪 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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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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份 作用 ： 壯陽 益精，消除疲
勞，增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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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對腎臟沒
有 什麼 影響,.
Email:CSw_pl5kxU7@aol.com
2019-05-10
吃海鮮 可以 治 早洩嗎,早洩 患者的自我心理調節是最有效的 早 洩治療 方法 ： http,※ 引述《bhaire (我好沒梗阿)》之銘言：.持久液對早泄有效
嗎 ，延時 噴有副作用嗎 ？ 久久男人購物網 / 2018-04-25,今天小編為您介紹12種 補腎壯陽湯的做法,臻觀 中醫 新北 永和 院區時間週一週二週三
週四週五週六週日上午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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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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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食譜提供附子 壯陽嗎 ，附子 壯陽 效果好 嗎 ，附子副作用對腎有害，附子慢性蓄積中毒案例，六味地黃丸 可以壯陽嗎 ，外用.若面對長期交往3年以上
的.yahoo 奇摩知識+ 登入 信箱.延時 噴劑 的 副作用有,夫妻生活更美滿， 純天然 保健品 有效防早洩 壯陽 藥品，男性增硬助勃 最好.那麼 豬腰子怎麼
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