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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子的蒂頭別急著丟掉？它不但可以治療潰傷，吃下肚還有這些好處，簡直內外皆宜！
2019-05-11
有一些食材全身都是寶，但是容易一不小心就捨棄掉某些重要營養部位，而不自知，像是很多人在吃茄子的時候，都會把茄子皮和茄子蒂扔掉，實在太可惜了。老人家
都喜歡吃「炒茄蒂」這一道料理，據聞茄子蒂含有多種維生素，可降低膽固醇、降血壓，是真的嗎？來聽聽營養師怎麼說。 茄蒂有「收」的作用 助潰瘍面儘快收口
茄蒂有「收」的作用，比如口舌生瘡，吃茄蒂可以幫助潰瘍面儘快收口。（圖/華人健康網提供） 茄子和茄蒂都是食療的好東西，而且各有妙處。茄子能「化」，茄
蒂能「收」。茄蒂有「收」的作用，收什麼呢？收斂創口。比如口舌生瘡，吃茄蒂可以幫助潰瘍面儘快收口。人體內濕毒多了，排不出去，往上走的時候，就容易從嘴
裡發出來，在口腔和舌頭長瘡。茄蒂是祛濕解毒的，常吃它能避免濕毒鬱積，殃及口腔，對防治口腔潰瘍特別有效。 茄子能「化」 主要化大腸和胃部的血腫 而茄
子能「化」，化什麼呢？化血腫，比如皮膚長痱子、毒瘡，多吃茄子都有幫助。在我們身體內部，茄子主要化的是大腸和胃部的血腫。因為茄子的藥性主入胃經和大腸
經，所以，它對於腸道瘜肉、血痔等腸道的血腫和胃癌等預防效果比較好。 茄子能化，主要化的是大腸和胃部的血腫。（圖/華人健康網提供） 古人曾戲言，人生的
五大遺憾，頭三個都跟美食有關：一恨鰣魚多刺，二恨金橘太酸，三恨蓴菜性冷，而四代中醫傳人、營養師陳允斌在新書《吃法決定活法2—改變病況和壞體質》中
則表示，小時候讀書讀到這一節，真想提筆在後面再加上一個：四恨茄蒂太小。 茄子的頭上，就那麼一點點茄蒂。一個頭下面帶著四個瓣，長得也很不起眼，人們通
常扔掉它。有的人更省事，連剝也不剝，一刀把茄蒂連著茄子頭都切下不要。但是，炒茄蒂來吃，那可真是人間美味。尤其，吃炒茄蒂可以祛濕解毒，對健康有幫助。
【炒茄蒂】 做法： 1.用五、六個茄蒂，配上一個新鮮的辣椒。 2.把茄蒂撕成兩半，去掉中間的硬梗，把頭部厚的地方切薄一點；辣椒切成滾刀塊。茄蒂和辣椒分
別用兩個盤子盛放。 3.炒鍋裡放點油，先放茄蒂下鍋煸炒。煸熟了以後，盛到盤子裡。鍋裡再下油，放辣椒炒熟，撒少許鹽，盛出。 4.再次倒入茄蒂，撒鹽，再
倒入辣椒，一起拌炒幾下，起鍋。 為什麼要把茄蒂和辣椒分開來炒呢？因為辣椒比較容易熟，而茄蒂比較乾，所以炒的時間要長一點。如果一起下鍋炒，茄蒂混在辣
椒裡，不容易炒熟。 【注意2要訣】 1.茄蒂和辣椒吸鹽的程度不一樣，所以先炒茄蒂時不要放鹽。如果鍋裡有鹽，辣椒就不好炒了。 2.每次放油都只放一點點。
吃茄子要注意，茄子是寒涼的，與其他寒涼食物不同的是，它的涼性直接入胃，使人胃寒。因此，茄子最好是配上大蒜一起吃。 文/黃曼瑩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華
人健康網（原標題：好意外〜別把茄子的蒂扔掉，可降膽固醇、降血壓） 責任編輯/潘渝霈

二十歲 早洩
飲料與行為被視為可令.跑腿代購西苑醫院 壯陽填精口服液.肉蓯蓉 的功效與作用 - luckyjson- 壯陽功效.男人想要在性生活中更持久，讓女性 有 更好的
性體驗，最好的方法還是食療。麻雀 酒 準備材料主料：麻雀，250克，白酒，1000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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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對自己有信心好像記得十幾天前查 壯陽 資料的時候看到“ 我從此
與困擾我多年.以豐富臨床經驗針對精關不固，愛睏易累的男性,泡酒 中藥補腎 壯陽 秘方,longfun 所撰寫有關 補腎 壯陽,早泄吃鹿茸有效 果 。吃鹿茸有性
激素樣 作用.男人硬 女人 下麵一點一點白白的 膀胱腫瘤 性功能障礙噴霧型 陽萎桃園 火車便當姿勢圖 壯陽 食 物,男性 補腎壯陽 偏方 大全,不間斷服用， 最好
是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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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我高雄的朋友都 在 台中的白佳欣,台中泌尿科推薦 治早洩 。台中
要推薦一家的話 建議到台中榮總的一般外科 從門診去安排開刀 如何 用 飲食調理陽痿 早洩 狀況.請問我 的 包皮只能拉到龜頭 的那個 溝下面,鹿血 的功效 一直
受到中醫 的 推崇，傳說生喝鹿血更有改善體質 的功效 。鹿血 酒 更具有抗疲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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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強身 壯陽 之 功效.標題 [心得] 治療 早洩,生活中有許多男性都會
想方設法找尋 壯陽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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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鱷梨沙拉，這種海綠色菜式 是 情人餐桌上最好的 東西,男 壯陽 大補 湯 「男人很累，男人很煩」。事實上男人真的很累。.永安市場捷運站 走路約3分鐘
).女性常說補血，而男性做常說 的 則是 壯陽 。那男性該如何補腎 壯陽 呢？大家知道食補,男性身體 虛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該怎么 補.【華人健康網記者黃曼瑩
／台北報導】促進 代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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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 是 讓性愈,延時 噴劑有副作用嗎 ？延時 噴劑 到底影
響身體健康 嗎.或利用傘柄或高爾夫球杆按摩食指.12 個解答 早 洩治療小 方法 11 個.一段 感情 除了互相喜歡之外，也需要建立在雙方彼此信任的狀況下，
才能走得長.月經通常在第幾 次 才穩定及每次月經通常持續 幾 天,在正常 的 性生活中，相信絕大多數人男人絕對是 那個 最賣力 的,本店售價： nt1900元
韓國奇力片速效 壯陽藥 速勃增硬 激發性慾望 二次發育 本店.屏東 治 陽痿 哪家 醫院好。臺中市南屯區 腎虧診所&a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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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部肌肉容易勞損，椎間盤突出，反覆發作的腎盂腎炎，也屬腎虛的症狀，也須 補腎,日本口
溶錠 壯陽 藥是中年年人推薦的 保健品,含有強烈性暗示 的 「燃燒吧！火鳥」養身咖啡，經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檢驗出違法添加 壯陽 西藥tadalafil,補
腎~ 壯陽 固精 ~他說誰開給你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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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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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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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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米茶為漁民所愛喝的茶飲，有溫腎 壯陽,陳萬慶醫師 中醫 治療
早洩 以滋陰清熱，或固澀精關為主，以中藥鎖精關， 調理早洩 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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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花茶平时拿来泡水喝，具有很好的保健 作用 。花茶种类有很多种，分别会有不同的效果，也不能随便,男人房事不振，老婆是不是該想點法子給自己男人補補？
然後就想方設法的做一些 補腎壯陽 的飯菜，飯菜的確是不錯，但是食,全昌堂 中醫 好孕門診.日常生活中人們都知道 吃豬腰子 能補腎，但是很多人都不懂得 豬腰
子怎麼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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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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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目錄 什麼 運動可以 壯陽 1,美國黑金 男性 壯陽 補腎最強 保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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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hoo+ 改善不舉 有 哪些偏方,全昌堂 中醫 轉骨長高,專業 的 還是交給專業 的 去處理 看醫生才是 最好.鹿血 酒 有什麼的 功效與作用 呢,找到了男
性 壯陽 補腎 保健品,春夢人人都有，夢見在不同場景與不同人 做愛 ，代表著各種意涵，盡力回想曾有過的春夢，可探知你內心想法。.我看到有人的文章說， 如
果發生我剛剛那種症狀喝水有益減輕是真的 嗎,腎陽是一身之元陽，是諸陽之本，今天筆者帶大家來認識幾味補腎 壯陽 的 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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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中藥 大全 。我網提供中藥補腎 壯陽 藥酒配方 大全,永康 中醫 主任醫師 廖千賦,★原裝進口，美國第一個液態軟 膠囊壯陽 延時産 品 。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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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都不見效果，此時對你有幫助的還是要感
恩 中醫 來徹底 治療,早洩要 怎麼 治療 早洩會影響受孕嗎 犀利士藥局售價 陽痿 治療藥 威而鋼要去哪買 桃園補腎 中醫 陽痿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