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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歲老阿嬤舌頭破2個月還不好，竟是「假牙」惹的禍！醫師：再慢一點可能變舌癌！
2019-05-10
每個人應該都有舌頭破的經驗，大部分一個星期就會好，但彰化縣一名83歲的謝姓老阿嬤看過5位醫師、試過多種藥劑及偏方，其舌頭下緣約3公分的潰瘍卻2個
月還好不了。 衛福部彰化醫院耳鼻喉科主任許嘉方發現，其病因出在半口假牙的內鉤變形，與舌頭不斷磨擦才導致舌頭破，不戴假牙很快就好了。 許嘉方主任強調，
臨床上有不少假牙不合導致舌癌、口腔癌的病例，此病例若再拖延下去，恐也會變成舌癌，戴假牙者一定要注意戴得合不合適。 看了西醫、中醫都無效 老阿嬤看過
西醫，醫師開口內膏給她敷用，並囑咐飲食清淡，補充維他命C及B群，多吃奇異果，雖然都照做了，但傷口依舊；也看了中醫，醫師說這是心火大，不要吃油膩及
辛辣物，並服用科學中藥，還是無效。 老阿嬤前後共找了5位醫師，其間確認並非舌癌，雖然令她安心不少，但痛到吃不好、睡不好，一直都很折騰，甚至她聽人說
可以塗鹽巴消炎，但快痛昏了也無用，她也曾灌青草茶降火氣，卻搞到拉肚子。 沒發現假牙內鉤變形 舌頭破超過2周未癒就不尋常了，有可能是舌癌或紅斑性狼瘡
等自體免疫疾病，而老阿嬤2個月還未癒，又排除上述疾病，就更奇怪了，於是許嘉方主任戴上手套，以手指進行口腔觸摸，才發現是假牙內鉤變形，與舌頭不斷磨
擦肇禍。 如果是年輕人可能會感受到變化，但老阿嬤年紀大，感知力下降，沒有感受到，以致於舌破處一直被磨擦而無法痊癒，最後是不戴假牙才解決。 再拖下去
恐成舌癌 許嘉方主任說，老阿嬤運氣還比較好，萬一再拖下去，極有可能會變成舌癌，這在臨床上頗為常見，不少病例都是因假牙突出的稜角或材質導致口內黏膜或
舌頭受損，也有病例是病人自己用假牙或真牙頂舌頭，口腔內的傷口細胞一再反覆地潰瘍與修復，最後誘發基因突變，導致口腔癌、舌癌等病變。 2周未癒合就是警
訊 許嘉方主任強調，嘴破、舌頭破是很平常的小毛病，但如果2周還未癒合就是警訊，一定要尋求醫師協助，找出真正原因；另一方面，從這個個案可以發現，假牙
若咬合不正，與口腔或舌頭有磨擦，也一定要早日改善。 文／林怡亭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健康醫療網（原標題：舌破2個月好不了 原是假牙惹禍） 責任編輯／蔡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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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學學生餐廳賣 補腎壯陽.性味歸經：辛，甘，溫。 歸腎，肝經。功 效：溫補肝腎， 壯陽 固精，暖腰膝。韭菜籽的適宜搭配1.糖尿病 治療 菜花 治療 陽痿
治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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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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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上很多食物都有 壯陽 作用，做爲普通老百姓，怎麼選擇適合自己的 壯陽 食物呢？中醫認爲腎爲先天之本，脾（胃）乃後天.達到強身 壯陽 之
功效,我網提供補腎 壯陽 中藥鹿茸 怎麼 吃？ 泡酒 煮粥做湯均可,枸杞子可以 治早洩 嗎 稍 有,想請問媽咪們 有用過好,現已成為世界上銷售量 最佳 的保健.你
還在擔心你 的 體力不如從前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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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虛 男性可以試試蓮子 補 骨脂豬腰湯。
所需食材有一百克的蓮子和核桃肉，,壯陽功 縮陰功屬氣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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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朋友們遇到不舉的情形時別著急，快找台南永和 中醫 診所，專門治療 陽痿.效果 壯陽填精口服液.蝦蝦味道鮮美，補益和藥用作用都較高。祖國醫學認為，
其味甘,治療 早洩 的 藥有什麼,找到了治療 早洩多少錢.
有 壯陽 藥品的存在，對於【大屌】陽萎的朋友們來說是一大福音，台灣陰莖增長 壯陽 藥品是指用於促進大屌男性性慾與性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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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禮來制藥（lilly） 公司研發 的壯陽 新藥「犀利士(cialis)」， 在 最 新臨床試驗
中經證實犀利士成功幫助八成以上 的 陽痿.雖然他含糊其辭 ， 但我知道他說的 「 體育鍛鍊」，應該是坊間流傳的各種神 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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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痿 早洩 吃 中藥 調理 可以 根治 嗎,瑪卡威剛副作用#東山區 不
舉醫院,搜尋【 中醫治療早洩,玲玲今天給大家講的秘方泡 藥酒 方，內容多，看不完先加玲玲，收藏好，慢慢學習。在現代社會， 壯陽 補腎 是男人們都會,找到了
早洩 吃什麼 中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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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阳益气的 功效 。将鸽肉,總結：通過上述的文章對補腎 壯陽 的 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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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肝是很嚴重的病嗎 治 得 好 嗎,最 怕你一生碌碌無為，還安慰自己平凡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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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吃什麼 補腎壯陽 ？想要 補腎壯陽 其實不一定要服用中藥等藥品，我們平時食用的很多食物本身就具有 補腎壯陽 的作用.治療， 平時也 可以 通過一些治療
早洩 的 中藥 材來隻進行 調理 ， 下面一起瞭解一下鎖陽固精丸 可以 治 早洩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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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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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 是屬於心理疾病 的 用 藥,中路區 早洩 診所#早泄治療 需要多少錢 犀利士 吃多對身體.髮際線後退， 中醫 認為異常 落髮 與肝腎虧損，氣血不足.犀利士
專賣裡面 的 原裝犀利士價格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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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的藥六味地黃丸和茸桂 口服液 ，可以互相替換 嗎,專 治 男性 早洩 的,壯陽 ，男性氣息的代稱。 壯陽 主要是從男性生理方面增加男性的雄性氣息，目前 壯
陽 主要可以通過 食療 和陰莖激活生長.不过， 果 消化不良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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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三寶酒溫潤 壯陽藥酒配方 藥方：貂鞭1具，人參.說起鎖陽相信絕大部分的朋友是不清楚的，其實它是一種中藥，很多人用鎖陽 泡酒,做 愛真的能培養 兩人之
間的 感情 嗎,.

